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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has changed’, CDC says, calling 
for new response to Delta variant

  
If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
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
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281-965-6390
Jun Gai          281-498-4310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Inside C2

July 30 (Reuters) - The war 
against COVID-19 has changed 
because of the highly contagious 
Delta variant,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said, propos-
ing a clearer message, mandatory 
vaccines for health workers and a 
return to universal masking.

An internal CDC document said 
the variant, first detected in India 
and now dominant across the 
globe, is as contagious as chick-
enpox and far more contagious 
than the common cold or flu. It 
can be passed on even by vac-
cinated people, and may cause 
more serious disease than earlier 
coronavirus strains.

The document, entitled “Im-
proving communications around 
vaccine breakthrough and vac-
cine effectiveness”, said the 
variant required a new approach 
to help the public understand the 
danger - including making clear 
that unvaccinated people were 
more than 10 times more likely 
than those who are vaccinated to 
become seriously ill or die.

“Acknowledge the war has 
changed,” it said. “Improve com-
munications around individual risk 
among vaccinated.”

Recommended preventative mea-
sures included making vaccines 
mandatory for health care profes-
sionals to protect the vulnerable and 
a return to universal wearing of face 
masks.

The CDC confirmed the authentici-
ty of the document, which was first 
reported by the Washington Post.

While vaccinated people were less 
likely to become infected, once 
they contracted such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from Delta - unlike the 
case with earlier variants - they 
might now be just as likely as the 
unvaccinated to pass the disease on 
to others.

“High viral loads suggest an in-
creased risk of transmission and 
raised concern that, unlike with 
other variants, vaccinated people 

infected with Delta can transmit the 
virus,” CDC head Rochelle Walen-
sky said in a statement.

On Friday the CDC released data 
from a study of an outbreak in 
Massachusetts in which it said three 
quarters of those infected had been 
fully vaccinated. That study played 
a pivotal roll in a CDC decision this 
week to again recommend that vac-
cinated people wear masks in some 
situations, Walensky said.

‘VIRUS HAS BECOME FITTER’

The CDC has said that as of July 
26, 6,587 people have experienced 
breakthrough COVID-19 infections 
after being fully vaccinated and were 
hospitalized or have died. It stopped 
reporting on mild infections this 
spring but in the report, it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bout 35,000 symp-
tomatic infections each week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have yet to be 

vaccinated, the Delta variant has led 
once again to surging death rates and 
hospitalisations.

The head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said health systems in many countries 
were now being overwhelmed: “Hard-
won gains are in jeopardy or being 
lost,” he told a news conference.

The global health body’s top emergen-
cy expert Mike Ryan told reporters that 
vaccines were nevertheless still effec-
tive at preventing serious illness and 
death: “We are fighting the same virus 
but a virus that has become fitter.”

Even in rich countries that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roll out vaccina-
tion campaigns, cases have surged. 
While vaccines have so far kept death 
rates lower, large populations remain 
vulnerable, especially those who refuse 
vaccines, a particular problem in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voters 
supported former President Don-
ald Trump. Trump is the only living 

president not to have participated in public 
service campaigns encouraging people to 
take the vaccine.

Nearly a third of U.S. adults have yet to get 
a first shot. Areas where vaccination rates 
are low have seen sharp rises in cases in 
recent weeks, and authorities fear hospital-
isations and deaths are not far behind.
The top U.S. infectious diseases specialist, 
Dr Anthony Fauci, told Reuters he expected 
that vaccines, which so far have received 
only emergency approval, could begin get-
ting full regulatory approval in August, and 
that this could help persuade more people to 
get vaccinated. read more
In Britain, where the Delta variant caused a 
sharp surge in infections in recent months 
despite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 inoculation 
campaigns, a panel advising the government 
said protection from vaccines was likely 
to wane over time, meaning vaccination 
campaigns would probably last for years. 
read more
On Tuesday, the CDC, which had advised 
vaccinated Americans months ago that they 
no longer needed to wear masks, reversed 
course, saying even the fully vaccinated 
should wear face coverings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virus was likely to spread.

On Thursday, U.S. President Joe Biden 
urged local governments to pay people to 
get vaccinated and set new rules requiring 
federal workers to provide proof of vaccina-
tion or face regular testing, mask mandates 
and travel restrictions.

“The main thing that does change (because 
of Delta) is that masks will still be used and 
that in countries where this requirement has 
been lifted, it will have to be re-introduced,” 
said Carlo Federico Perno, head of micro-
biology and immunology diagnostics at 
Rome’s Bambino Gesù Hospital.

ASIAN COUNTRIES TIGHTEN RE-
STRICTIONS

Countries in Asia, many of which avoided 
the worst outcomes that hit Western nations 
in 2020, have been particularly hard hit 
in recent weeks. Several announced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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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yani Rahayu and Greysia Polii of Indonesia react after winning the match 
against Du Yue and Li Yinhui of China in the badminton doubles quarterfinal 
at the Tokyo Olympics. REUTERS/Leonhard Foeger

U.S. Rep. Kat Cammack (R-FL) holds up a Capitol Police bulletin requiring masks be worn in 
interior spaces on the Capitol grounds due to coronavirus during a photo with House Repub-
licans who oppose mask mandates before the group marched to the Senate chamber at the 
U.S. Capitol in Washington. REUTERS/Elizabeth Frantz

Plumes of black smoke rise 
from the forest around Manav-
gat, east of the resort city of 
Antalya, Turkey. REUTERS/
Kaan Soyturk

Simone Bi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tches 
from the artistic gymnas-
tics all-around final from 
the stands at the Tokyo 
Olympics. REUTERS/
Mike Blake

Unaccompanied minor migrants from Central America are processed by the U.S. Bor-
der Patrol agents after crossing the Rio Grande river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Mexico in Roma, Texas. REUTERS/Go Nakamura

A lone bird walks past the quiet 
Circular Quay train station during 
a lockdown to curb the spread of a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Sydney, Aus-
tralia.  REUTERS/Loren Elliott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exas
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
became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to be arrested
for civil disobedience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voting right issue in the
U.S. Congress.

Representative
Jackson Lee was
joined by black female

voting rights advocates
from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Negro
Women and 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The protesters
gathered outside of the
United Methodist
Building on Capitol Hill
before proceeding over
to the Hart Senate
Office Building.

Representative Lee
said, “The reason
why we are out here is
to be able to say to you
that no one should
dismiss civil
disobedience as a valid
and important aspect
of our strength and our
power.”

Jackson Lee is a long
time strong supporter
of our Asian
community. She has

always spoken out
against the unfair
treatment towards our
community.

We really appreciate
what she is doing in
DC. Her action
represents the views of
many of us on the
voting rights issue.

Today Texas

Democrats continue to
fight for voting rights in
Washington as
Republicans push for
them to return to Texas.

The voting rights bill is
such an important
move for all of us,
especially for the many

newcomers to the U.S.
and immigrants.

0707//3030//20212021

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
Arrested For Protecting Voting RightsArrested For Protecting Voting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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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MINGTON, Del. (AP) —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an “unnecessary predicament” of 
soaring COVID-19 cases fueled by unvacci-
nated Americans and the virulent delta vari-
ant, the nation’s top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said Sunday.
“We’re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said Dr. 
Anthony Fauci, describing himself as “very 
frustrated.”
He said recommending that the vaccinated 
wear masks is “under active consideration” 
by the government’s leading public health of-
ficials. Also, booster shots may be suggested 
for people with suppressed immune systems 
who have been vaccinated, Fauci said.
Fauci, who also serves as President Joe 
Biden’s chief medical adviser, told CNN’s 
“State of the Union” that he has taken part in 
conversations about altering the mask guide-
lines.

He noted that some local jurisdictions 
where infection rates are surging, such as 
Los Angeles County, are already calling 
on individuals to wear masks in indoor 
public spaces regardless of vaccination 
status. Fauci said those local rules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recommendation 
that the vaccinated do not need to wear 
masks in public.
More than 163 million people, or 49% of 
the total U.S. population, are fully vacci-
nated, according to CDC data. Of those 
eligible for the vaccine, aged 12 and over, 
the figure rises to 57%.
“This is an issue predominantly among 
the unvaccinated,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we’re out there, practically pleading with 
the unvaccinated people to go out and get 
vaccinated,” Fauci said.
Fauci said government experts are review-
ing early data as they consider whether to 
recommend that vaccinated individuals to 
get booster shots. He suggested that som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such as organ 
transplant and cancer patients, are “likely” 
to be recommended for booster shots.

He also praised Republicans, including 
Govs. Asa Hutchinson of Arkansas and 
Ron DeSantis of Florida, and the sec-
ond-ranking House leader, Rep. Steve 
Scalise of Louisiana, for encouraging their 
constituents to get vaccinated. Their states 
have among the lowest vaccination rates in 
the country.
“What I would really like to see is more 
and more of the leaders in those areas that 
are not vaccinating to get out and speak out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get vaccinated,” 
Fauci said. (Courtesy https://apnews.com/)                                                                                                                                  
Related

CDC To Reinstate Mask Guidance 
For Vaccinated Americans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CDC) is expected to announce 
new guidance on mask wearing as early as 
Tuesday, according to multiple reports, a 
course shift that follows evidence of rising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and a dire warning 
from the agency’s ex-head about the trajec-
tory of the U.S.’s battle against Covid-19. 
The agency is set to issue recommen-
dations for vaccinated people to resume 
wearing masks indoors in areas with high 
transmissio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both reported.

Dr. Rochelle Walensky, director of the 
adjusts her face mask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GETTY IMAGES)                                                                                            

Though it didn’t confirm the exact guide-
lines, CNN also reported the agency was 
close to making an announcement on mask 
wearing after top officials huddled Sun-
day night to “go over the new data and 
evidence regarding the transmissibility of 
the [delta] variant and new breakthrough 
cases.”
These new guidelines would walk back 
the agency’s relaxation of mask guidance 
roughly two months ago, when cases, hos-
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plummeted amid 
rising vaccinations.
Now, the U.S.’s cases appear on track to 
quadruple within the next few weeks, for-
mer CDC Director Dr. Tom Frieden told 
CNN Tuesday morning.                                                                   

CRUCIAL QUOTE 
“It’s likely, if our trajectory i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at we could 
see as many as 200,000 cases a day,” Frie-
den, who served as the CDC’s director 
from 2009 to 2017, told CNN. “You will 
see a steady increase in deaths, and these 

are preventable deaths.”     
BIG NUMBER 
56,600. That’s the average number of new 
cases the U.S. is reporting each day, as of 
July 26. This marks a 144% increase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Hospitalizations have 
also risen 68% to 33,350, while deaths are 
averaging around 275 per day (a 7% in-
crease). 
CONTRA 
Not all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are in agree-
ment with Frieden’s predictions. Former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ommis-
sioner Dr. Scott Gottlieb told CBS News 
on Sunday that a large number of unde-
tected coronavirus cases likely means the 
U.S. is further along in its delta outbreak 
than known. This could lead to the country 
“turning the corner” in the next few weeks, 
he said. 

KEY BACKGROUND
Dr. Anthony Fauci, the White House’s 
chief medical advisor, acknowledged over 
the weekend that top health officials have 
been discussing whether to revise the mask 
guidance for Americans. Some local gov-
ernments, including Los Angeles County 

and St. Louis, Missouri, have already re-
instated indoor mask requirements amid 
surging cases.  (Courtesy forb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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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Fauci Says U.S. Is Headed In           
‘Wrong Direction’ With Coronavirus 

Top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Dr. Anthony Fauci responds to accusations by 
Sen. Rand Paul, R-Ky., as he testifies before the Senate Health, Education, 
Labor, and Pensions Committee,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Tuesday, 
July 20, 2021. Cases of COVID-19 have tripled over the past three weeks, 
and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are rising among unvaccinated people. 

(AP Photo/J. Scott Applewhite,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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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pril 1957, a mysterious illness was making 
its way through Hong Kong. Medical workers en-
countered throngs of children with “glassy-eyed 
stares,” and more than 10 percent of the city’s 
population was infected with influenza. The sci-
entific community stayed quiet, but American vi-
rologist Maurice Hilleman recognized the threat: 
A pandemic was brewing. Hilleman thought the 
disease was a new strain of influenza capable of 
sp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By the time the vi-
rus arrived in the U.S. in fall 1957, he was ready 
with a vaccine. His work prevented millions from 
contracting the deadly virus—and that’s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people Hilleman would save over 
the course of his career.

Students sick with the 1957 “Asian flu” lie in 

temporary cots set up in the student union 
build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ore than 100,000 people in the U.S. died 
from the virus. (PHOTO/ BETTTMANN, 
GETTY)
Born in August 1919, at the height of the 
Spanish flu, Hilleman was raised on a farm 
near Miles City, Montana. During the Depres-
sion, he managed to get a job 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J.C. Penney store and planned 
to spend the rest of his professional career 
with the company—until his older brother 
convinced him to apply to college. He went 
to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on a full scholar-
ship, graduated first in his class in 1941—and 
was accepted to every graduate school he ap-
plied to. As a doctoral student in microb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illeman proved 
that chlamydia was actually a bacteria instead 
of a virus, a discovery that helped doctors treat 
the disease. Against his professor’s wishes, 
Hilleman went into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
try instead of academia because he believed 

he’d be better positioned there to bring the ben-
efits of his research to patients.
By the end of his career, he would develop 
more than 40 vaccines that prevented disease 
and death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Father Of Modern Vaccines, Maurice 
Hilleman. 

Heading off a pandemic
After four years with the E.R. Squibb phar-
maceutical company in New Jersey, Hilleman 
transferred to the 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D.C., to 
study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d influenza out-
breaks. There he proved that influenza viruses 
undergo mutations that allow them to bypass 
antibodies previously developed to the strain. 
This explained why one influenza vaccine 
didn’t protect a person for life, as a smallpox or 
polio vaccine could.
FLU VIRUS 101The influenza virus is a re-
curring nightmare, killing thousands of people 
each year. Learn how the virus attacks its host, 
why it’s nearly impossible to eradicate, and 
what scientists are doing to combat it. Through 
this research, Hilleman became convinced that 
the virus in Hong Kong could be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existing strains, and thus could 
be deadly if it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other 
nations. When he picked up a copy of The New 
York Times on April 17, 1957 and rea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he exclaimed, “My 
God. This is the pandemic. It’s here!” The next 
day he asked the military to collect virus sam-
ples there. A month later, he received gargled 
saltwater from an ill Navy serviceman who had 
been to Hong Kong. Hilleman began incubating 
the virus and testing it against antibodies from 
hundred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 He couldn’t 
find a single person with antibodies to this 
strain of influenza. Hilleman sent samples of 
the new virus to other research organizations, 
which confirmed that only a few elderly citi-
zens who had survived the 1889-1890 influenza 
pandemic had any antibody resistance. That 
meant nearly everyone was at risk of catching 

the new strain.                                                                                                                                         
“In 1957 we all missed it. The military missed it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issed it,” 
Hilleman later said in an interview.

Boxes of Hilleman’s vaccines for the 1957 
flu are rushed by helicopter throughout the 
(PHOTO/WALTER SANDERS/LIFE PIC-
TURE COLLECTION/GETTY)                                     
Realizing how little time the country had to 
prepare, Hilleman contacted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directly and asked them to make 
a vaccine from his samples. He also demanded 
that roosters t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killed be kept alive to fertilize enough eggs to 
prepare the vaccine. Even though his work had 
not yet been reviewed by the main U.S. vac-
cine regulatory agency, the Division of Biolog-
ical Standards,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greed. Because regulations now are far tighter 
this type of workaround would be impossible 
today. Because of Hilleman’s perseverance, 40 
million doses of the vaccine had been created 
by the time the flu hit American shores in fall 
1957. Ultimately, the virus killed 1.1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and an estimated 116,000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U.S. sur-
geon general at the time, Leonard Burney, said 
the virus would have infected millions more 
Americans had there been no vaccine. The U.S. 
military awarded Hilleman a 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 for his work.
“That’s the only time we ever averted a pan-
demic with a vaccine,” Hilleman recalled. 
Out of the spotlight
Hilleman’s success was in part due to his po-

sition at Merck,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y 
he worked at for 47 years. He was given direct 
control over his research there, and with Mer-
ck’s ample financial resources at their disposal, 
Hilleman and his team developed more than 40 
vaccines for humans and animals. “There was 
money to spend to do what you needed to do 
[at Merck]. Money wasn’t an object. You could 
do your research,” Hilleman’s second wife Lor-
raine Witmer once told Hilleman’s biographer. 
By working in the private sector—the “dirty 
industry” as Hilleman joked—he was able to 
guide his research from the lab to the market-
place with his signature brashness.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had its drawbacks, 
though, and at times prevented Hilleman from 
gaining public recognition for his work. “I 
thought that if my name appeared on the paper, 
or if I was the one put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cameras or radio microphones, people would 
think that I was selling something,” Hilleman 
explained after his name was not included on 
the paper proving his hepatitis B vaccine was 
effective. 

Virologist Maurice Hilleman.
In the end, Hilleman didn’t name a single dis-
covery after himself. Hilleman and his team 
developed eight of the 14 vaccines currently 
recommended for children: measles, mumps, 
hepatitis A, hepatitis B, chickenpox, meningi-
tis, pneumonia, and Haemophilus influenzae 
(Hib vaccine). The WHO estimates that the 
measles vaccine alone prevented 20.3 million 
deaths worldwide between 2000 and 2015. 
At the time of Hilleman’s death,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credited him with likely saving more peo-
ple than any other scientist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scientific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what he 
did was amazing,” Dr. Anthony Fauci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in 2005. “Just one of his ac-
complishments would be enough to have made 
for a great scientific career.” (Courtesy https://
www.nationalgeograph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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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ologist Maurice Hilleman with his research team at the 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1957. That year Hilleman and his team would 
identify and develop 40 million vaccine doses to combat a flu virus from Hong 
Kong. (PHOTO/ ED CLARK,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In 1957 A Flu Pandemic Hit The U.S., But Maurice Hilleman 
Was Ready With A Vaccine He Mass Produced In Only Months

The Virologist Who Saved Millions Of 
Children—And Stopped A Pandemic

By Guest Writer Sydney Co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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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是什么奠定了美国社会和美国精神

的基调？北美大陆早期以清教徒为主体

的移民是如何影响和主导美国主流文化

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的？

▌追求自由的流浪者

清教是基督教新教中的一派，新教

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

派别。所谓的新教也就是主张改革的一

支教派，而清教徒的改革呼声更为强烈

，他们要求清除英国国教教会内的旧制

和烦琐仪式，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

，要求建立“纯洁”教会，故得名。

大约在１６世纪末到１７世纪初，

信奉新教的英国清教徒发起了一场声势

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宣布脱离国教，

另立教会。但清教徒在国内遭到政府的

严厉镇压和教会势力的残酷迫害。虔诚

的清教徒们没有屈服于英国的封建王权

，被逼无奈，他们只得迁往荷兰避难。

但是，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荷

兰，清教徒不仅没能摆脱宗教迫害，而

且饱受战争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更令他

们难以忍受的是，远在异国他乡，孩子

们受不到“英国式”的教育，因此对故

土的感情一天天地淡化。为了彻底摆脱

宗教迫害，为下一代保留祖国的语言和

传统，他们再一次想到大迁徙。

恰在此时，北美大陆向清教徒发出

了“召唤”。众所周知，哥伦布偶然间

发现的这块新大陆地域辽阔、物产丰饶

，最重要的是这块大陆上没有国王、议

会和刽子手，完全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

地。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清教徒们才能

轻松地生活，自由自在地信奉并传播自

己所信仰的宗教，开拓出一块真正属于

他们的人间乐园。带着坚定的信念，清

教徒们相继踏上了移民北美的漫长旅途

。他们希冀在这块新大陆上按照自己的

意愿信仰上帝，把基督教的真正精神贯

彻实施，建造一个“山巅之城，为万众

瞻仰”。一批批清教徒纷至沓来，也正

是他们开创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

教文化”，他们的精神成为一个国家精

神的基石，而这个国家后来在世界上独

领风骚。

何为清教徒，它是起始于十六世纪

中叶，英国的加尔文教信徒，属基督教

新教的一个派别。清教徒不仅仅是一种

派别，更加是一种态度、倾向和价值观

。清教徒是最为虔敬、生活最为圣洁的

新教徒，他们认为“人人皆祭司，人人

有召唤”。认为每个个体可以直接与上

帝交流，反对专横、腐败和繁文缛节、

形式主义。他们主张简单、实在、上帝

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徒生活。

▌“山巅之城”的建立者

“碧海万里移民谋求生路，白纸一

张教徒绘创世图。”应着上帝的“召唤

”，带着美好的希望，怀着对“净土”

的向往，清教徒们跨越浩渺大洋来到远

离故乡的土地。他们最初的理想是建立

一个纯粹的基督教社会。时至今日，美

国虽然没有国教，但美国的确是以信仰

基督教新教为主的国家。移民始祖在向

北美大陆移民过程中，在英国新教基础

上逐渐形成了美国本土特色。在这些清

教徒眼中，他们肩负着“拯救世界、舍

我其谁”的使命和责任，正是这种精神

动力，使他们在荒野中扎根下来，用他

们的创造力改变了北美大陆的面貌。他

们来到荒野建立属于自己的自由家园，

他们崇尚自由、勤劳务实、开拓进取，

并把这种优良精神代代相传，使后辈能

够打破一切压迫的枷锁，推动着美国人

民建立起令世界瞩目的“山巅之城”。

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美国人

始终坚信，他们的使命是以身作则地向

全世界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这种把世

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感和价值观

根深蒂固于美国精神之中，影响着一代

又一代的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

度，美国人这种“救赎世界”的使命感

正是源于古老的清教主义。

▌重教思想的开拓者

早期移民到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中

有很多来自牛津、剑桥的毕业生，他们

到达新大陆后，虽然还在为基本的生存

披荆斩棘，却依然建立起了哈佛神学院

。当时教育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信仰，清

教徒期望教会的传道人有高等的学历。

清教徒极其重视教育，他们建立的

哈佛神学院后来发展为哈佛大学，是美

国第一所高等学府。哈佛大学如今成为

全球瞩目的一流学府，作为美国精神核

心的清教思想是功不可没的。哈佛建校

时称：“为社会造就适合的人力，主要

是培养教会人士。”哈佛大学校徽上用

拉丁文写着“真理”一词，最初指的是

上帝的旨意。清教徒勇于革新、勤奋创

业、独立自主、求真务实等精神融入了

哈佛大学的灵魂中，并为它始终位于世

界著名大学之林立下汗马功劳。

▌创业精神的代言人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职业”一词

也源于清教徒，最初含有信仰成分。

“职业”的原文是“ｖｏｃａｔｉｏｎ

”，包含有“呼唤、呼召”的意思，意

思是“上帝呼召他的选民去从事某个活

动或职业”。在清教徒心中，“职业”

就是一件被神所“召唤”和命令的任务

，完成这个任务，既是每个个体的职责

和义务，也是感恩神的举动。

清教徒们相信是上帝“召唤”他们

开拓北美的疆土。他们正是怀着这样一

种使命感和神圣感在创业，将在美国开

拓疆土、扩大产业、增加财富视为天职

，视工作为快乐。这种观念促使他们不

断开拓边疆、征服自然，形成了开拓进

取的精神。

这种精神使美国人获得了物质上的

成功，短时间内把荒野的不毛之地发展

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

何为清教徒精神，清教徒是创业精

神的代言人，他们认为人开创产业必须

要禁欲和俭省节约。他们限制一切纵欲

、享乐，将消费性投入和支出全部用在

生产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上，如此必然

导致资本的积累和产业的发展。清教徒

崇尚商业和工业活动，在商业中诚实守

信、珍视信誉，清教徒企业家不仅追求

利润最大化，而且具有对社会的回馈意

识，担当社会责任、扶持社会公正，为

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承担了

巨大的公共事业义务。

▌政治传统的创造者

宗教是维系美国社会秩序的重要力

量。在殖民地时代，清教徒是移民主体

，他们的思想和所信仰的教义被称为清

教主义。作为一种宗教理念，清教主义

扮演了殖民地时代政治理论的重要角色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对美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并为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形成奠

定了重要基础。

契约精神、权力制衡是当今美国政

治生活中的重要特征，对维持美国社会

发展有重要意义。１６２０年，清教徒

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美国现在的马萨诸塞

州，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主要内

容为：组织公民团体；拟定公正的法律

、法令、规章和条例。此公约所体现的

宗教契约、遵守法律、自治互助以及人

民主权等观念和精神，构成了美国早期

政治精神和政治传统的重要核心。

１００多年以后，民主萌芽长成大

树。１７８７年，美国的开国者在费城

起草宪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人民和国

家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原则影响了美

国人看世界的独特方式。《五月花号公

约》是美国第一部契约式宪章，开创了

按照多数人的意志管理国家的先例。

清教徒对美国文化、精神、政治传

统的形成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美国

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正如威廉· 布雷

德福总督所说：“……从一些小小的开

端里产生出了许多伟大的事物；正像一

支小蜡烛点燃千支蜡烛一样，在这里燃

起的光照亮了很多人，的确可以说还以

某种方式照亮了我们整个民族。”

清教徒——美国精神缔造者

在美国社会，性问题是社会争论的

一个不断的根源。社会发生广泛冲突的

一个原因是，美国文化在许多性问题上

都是不一致的。美国人的性态度仍然是

围绕着同意或不同意西方基督教思想的

道德观念而确立的。而越来越多的人，

特别是“二战”后诞生的人们，采用了

一种反对西方传统道德的态度。性问题

的社会争论是一种态度的逐渐变化。我

们在考察关于美国人性态度的调查资料

时，争论的情况就较为清楚了。

性研究学会1973年的调查发现，多

数美国成年人对传统态度表示赞同，否

定在任何情况下的婚前性交。大约有

50%的美国人认为，成年男女之间的婚

前性行为“总是”或“几乎总是”错误

的，即使他们相爱。如果有这种关系而

又不是相爱，在1973年，大约有65%的

美国人谴责这种男人，而有70%谴责这

种女人。

此外，如果婚前性行为是相爱的青

少年所有的，在1973年大约有60%的美

国人谴责这男孩和女孩。在1973年，大

多数美国人都反对青少年在没有爱情的

情况下有婚前性关系。1973年大约有

70%的美国人谴责这男孩，而有80%的

人谴责这女孩。这些发现反映的都是成

年人的态度。当我们调查年轻人的态度

时，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一个1973年的全国调查发现

，只有34%的非大学生青年和22%的大

学生青年认为发生婚前性关系是“不道

德的”。最近一个对13到18岁的青少

年的全国民意测验发现，只有22%的男

孩和32%的女孩认为婚前性行为是“错

误的”。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青少年认

为婚前性行为是“错误”的人，要比东

部和西部的青少年多。显然，在成人和

年轻人之间有着强烈的道德观的冲突，

这种冲突同样存在于不同地区的人中间

。

婚外性关系仍然遭到大多数美国人

的强烈反对。性研究学会1973年的发现

表明，大约有85%的美国成年人反对已

婚者的婚外性交。同样，多数16到 25

岁的年轻人也反对婚外性行为。一个对

年轻人的全国调查发现，有65%的非大

学生青年和60%的大学生青年都认为婚

外性行为是“不道德的”。

同成年人和年轻人在婚前性关系问

题上的差别比较，他们在婚外性行为的

态度上冲突较少。

许多美国人仍然认为自慰是不道德

的。1973年性研究学会的发现表明，大

约有50%的美国人认为自慰“总是错误

的”。较年轻的人对于自慰谴责的情况

要少一些。一个全国调查发现，大约有

40%20来岁的人制止或劝阻儿童自慰。

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卖淫。1973年性

研究学会发现，大约有70%的美国人认

为卖淫“总是”或“几乎总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发现也表明了美国人对卖淫

的态度。大约有65%的美国成年人支持

一项法律，将卖淫列为非法。

在美国社会，同性恋行为仍然是最

受谴责的性活动。性研究学会广泛调查

了美国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大约有86%

的美国人认为同性恋行为“总是”或

“几乎总是”错误的。

大约有60%的美国人支持将同性恋

行为列为非法的法律。大约有40%的美

国人要求对同性恋进行强制性治疗而改

变同性恋行为，而大约有8%的人要求

把同性恋者投入监狱至少一年。.有85%

的美国人认为同性恋行为是性淫秽行为

；有62%的人认为它是一种心理疾病。

多数美国人（67到77%）主张禁止同性

恋男性担任法官、政府官员、学校教师

、校长和医生。

但16-25岁的美国年轻人的态度有

很大的不同。只有50%未受过大学教育

的年轻人认为同性恋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较少谴责同性

恋行为，只有25%的人认为它是不道德

的。

社会文化调查：美国人的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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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剋星 未來世》最新預告昨晚全

球上線，粉絲敲碗期待這支新預告一年多，

期望看到全球首部破億喜劇《魔鬼剋星》系

列故事如何延續發展新格局。在最新預告中

，演過《蟻人》的保羅路德(Paul Rudd)將飾

演一名老師，帶領著學生們研究發生在荒郊

小鎮的神秘現象，沒想到卻意外找出當年

《魔鬼剋星》成員留下的神祕線索，開啟影

史喜劇神作全新抓鬼篇章。

片中與保羅路德有許多精彩對手戲的麥

肯娜葛瑞絲(Mckenna Grace)被譽為好萊塢天

才女星。今年15歲、童星出身的她一出道

就與美國隊長克里斯伊凡在《天才的禮物》

有精采對手戲，而她也曾飾演過《驚奇隊長

》的童年版，這位最能駕馭漫威明星的小女

孩今年還因電視影集《使女的故事》入圍艾

美獎，是好萊塢吸金量相當高的實力新生代

。在片中與麥肯娜葛瑞絲飾演兄妹的芬恩伍

法德因《怪奇物語》、《牠》走紅，當年他

在《怪奇物語》中曾在萬聖節穿上《魔鬼剋

星》服裝向這部經典電影致敬，沒想到多年

後他也意外成為《魔鬼剋星》接班人！

《魔鬼剋星 未來世》由《型男飛行日

誌》金獎編導傑森瑞特曼負責編導，他也正

好是《魔鬼剋星》第一集和第二集導演伊凡

瑞特曼的兒子。從小跟著父親在片場長大，

對《魔鬼剋星》系列如數家珍的他對於承接

父親的經典作品有特殊情感，希望獲得父親

的肯定，他說：「因為新冠疫情的關係，我

父親幾乎沒有離開家門，但當《魔鬼剋星

未來世》完成時，他特別出門看了完整電影

試片，看完還熱淚盈眶地跟我說：『我真的

很驕傲能當你的爸爸！』，聽到這句話這應

該是我人生中最棒的時刻之一。」

《魔鬼剋星 未來世》預告會讓觀眾看

見各式各樣的鬼怪出籠，除了經典的地獄犬

、媲美《陰屍路》的殭屍外，觀眾熟悉的史

萊姆也將有新版造型和怪癖，而原本巨大的

棉花糖人也將變成cute版迷你棉花糖寶寶作

亂，嚇得魔鬼剋星接班人們不要不要的。除

了招牌的鬼怪，影迷還可以看到經典回憶殺

的《魔鬼剋星》白色凱迪拉克ECTO-1再次

現身馳騁飆車，這次車上還加上新的機關，

保證讓粉絲看得很過癮。《魔鬼剋星》前兩

集的導演伊凡瑞特曼身為此片監製開心的表

示：「導演傑森成功的將前兩集的DNA注

入到全新的世代，看到一群了不起的年輕演

員開著經典的凱迪拉克，手上拿著抓鬼神器

抓鬼真的很有趣！」

過去由比爾莫瑞、丹艾克洛德、哈洛德雷

米斯、厄尼哈德森所組成的《魔鬼剋星》紅遍

全球，但片中飾演伊貢的哈洛德雷米斯在2014

年因病逝世，他的離開成為劇組很大的遺憾。

當年的演員同時也擔任《魔鬼剋星 未來世》

製片的丹艾克洛德表示：「雖然少了哈洛德雷

米斯讓故事發展得做重大調整，但他將會在

《魔鬼剋星 未來世》中被光榮呈現，請影迷

期待看到經典篇章的全新發展！」

《魔鬼剋星 未來世》將於今年11月11日

上映，歡迎影迷一起回電影院大銀幕抓鬼！

蟻人保羅路德領軍抓鬼
《魔鬼剋星 未來世》最新預告上線

好萊塢名導查克史奈德（Zack Snyder）

5月在Netflix 推出電影《活屍大軍》（Ar-

my of the Dead），獲得正負兩極化評價，

在影迷間掀起熱烈討論。查導先前就表示還

會推出兩部外傳作品和續集電影，而製作完

成的前傳電影《神偷大軍》（Army of

Thieves）近日推出首隻預告，由《活屍大軍

》裡負責破解金庫密碼的德國男星馬提亞斯

史維克福（Matthias Schweighöfer）自導自演

，查導和製片老婆黛博拉史奈德（Deborah

Snyder）則一起擔綱監製。

《神偷大軍》將以《活屍大軍》中的「金

庫解鎖專家」路德維格迪特（Ludwig Dieter）

為主角，故事設定在活屍病毒爆發初期，講述

路德原本是小鎮出身的銀行員，受到神秘女子

招募加入一支竊盜團隊，成員全是遭國際刑警

通緝的罪犯，而他們的目標是攻破歐洲各地戒

備森嚴、破解難度極高的鉅額保險箱，路德維

格也就此捲入畢生難忘的冒險旅程。

《神偷大軍》劇本由《活屍大軍》編劇

沙伊· 哈頓（Shay Hatten）操刀，據外媒報

導，查導原先想自己下海執導，但去年他剛

好同時忙於《活屍大軍》和《查克史奈德之

正義聯盟》的後製和宣傳，在分身乏術之下

，放手讓馬提亞斯執導筒。

監製黛博拉史奈德形容《神偷大軍》是

一部「浪漫喜劇搶劫片」，她也補充說：

「這是一部獨立的電影，但你可以從中看到

系列裡關於保險箱的設定，這是個很甜蜜、

有趣的電影，跟活屍電影是不同的風格。」

《神偷大軍》除了馬提亞斯史維克福回

鍋主演，新加入的卡司則有《冰與火之歌：

權力遊戲》、《玩命關頭9》娜塔莉伊曼紐

爾（Nathalie Emmanuel）、露比歐菲（Ru-

by O. Fee）、史都華馬汀（Stuart Martin）

、強納森考亨（Jonathan Cohen）、古茲可

汗（Guz Khan）、中井乃惠美等人。該片

預計下半年在Netflix上線。

《活屍大軍》前傳《神偷大軍》預告出爐

查導轉當監製
「這次是部浪漫喜劇片」

Netflix野心勃勃要進攻電

玩市場，預計推出手機遊戲，

也非常積極把著名電玩世界搬

上小螢幕，改編成動畫的《惡

魔城》（Castlevania）和翻拍

成真人影集《獵魔士》（The

Witcher）全球爆紅大獲成功，

延續這波熱度，目前《惡靈古

堡》（Resident Evil）與《古

墓奇兵》（Tomb Raider）的真

人影集都正在開發製作中。

之前傳出 Netflix 鎖定電

玩 《 薩 爾 達 傳 說 》 （The

Legend of Zelda）想打造真人

影集，但因為消息走漏，導

致和任天堂公司的合作喊卡

，雖然官方沒有證實，但的

確沒有下文，如今 Netflix 有

了新目標。

紅遍全球大街小巷《Poke-

mon》已經推出相當受歡迎系

列動畫、劇場版、真人電影和

週邊商品，這回要再次攻佔小

螢幕！美媒《Variety》報導，

Netflix正在開發《精靈寶可夢

》（Pokemon）全新真人影集

，目前屬於相當早期的階段，

細節尚未公開。消息人士指出，

真人影集風格會類似萊恩雷諾斯

（Ryan Reynolds） 2019年配音主

演的電影《POKÉMON 名偵探皮

卡丘》（POKÉMON Detective Pi-

kachu），由《魔鬼神探》影集統

籌喬亨德森（Joe Henderson）操

刀《精靈寶可夢》真人影集，負

責劇本並擔任執行製作，他製作

《魔鬼神探》（Lucifer）預計9月

於Netflix上架最終第六季。

目前Netflix 與喬亨德森皆未

證實製作《精靈寶可夢》真人影

集消息。

Netflix正在開發
《精靈寶可夢》真人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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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中國女子泳隊之前曾經在1992年巴塞隆拿奧運
獲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亞軍，1996年

亞特蘭大奧運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亞軍、女
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季軍，2004年雅典奧運及
2008年北京奧運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亞軍，
以及京奧女子4×100混合泳接力季軍。

個人賽留力 出賽次序有部署
過去6屆奧運會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賽

均是美國和澳洲隊天下，但中國泳隊為了贏得金
牌，教練團隊徹夜研究出接力陣容希望讓中國力量
得以全部釋放，而4名隊員則成功展示出中國團隊
力量。據傳媒報道，楊浚瑄為了保持體力，特意退
出了29日女子100米自由泳準決賽。早前表現出色
的李冰潔，則在200米自由泳和1,500米自由泳未有
全力衝刺，原因是她在4×200米自的預賽和決賽均
是主力。排陣上，教練團編排的次序亦十分有心
思，讓體力充足的楊浚瑄任首棒，結果楊於50米過
後已助國家隊領先，交棒時她的成績為1分54秒
37，甚至超過28日贏得女子200米自由泳金牌的澳
洲選手蒂特馬斯。
楊浚瑄賽後表示：“因為我是第一棒，需要給

隊友創造比較大的優勢，這樣她們可以更好游一

點，所以比賽中我全力去拚。”出戰第2棒的是湯
慕涵，這位小將頂住了壓力，她交棒時助國家隊的
領先優勢從0.14秒擴大到0.45秒。
她賽後指自己不想成為拖後腿的人：“楊浚瑄

第一棒游得那麼好，我下水時就想不能拖後腿，畢
竟我的能力、經驗沒有大家好，我一定要穩住，沒
想到我最後50米真的能衝上去。”
剛在女子200米蝶泳奪金的張雨霏，賽前其實不

知道要游接力，但教練團看準過往少游自由泳的她氣
勢如虹，決定放手一搏讓她任第三棒：“我今天早上
做完了蝶泳比賽準備活動後，教練才通知我要上接力。
我還意外呢，平時都沒怎麼練自由泳，一上來就讓我
參加奧運接力決賽，但我想不管三七二十一，下水就
拚吧，展示出我們的中國力量來。”

李冰潔：霏姐先奪冠激發鬥志
第三棒過後，中國隊領先澳洲0.41秒，最後一

棒的李冰潔負責守尾門，結果她頂住壓力助國家隊
取得金牌兼破世界紀錄！更重要的是，這是中國泳
隊首次在接力項目贏得奧運冠軍。李冰潔賽後表
示，看着張雨霏贏蝶泳金牌激勵了大家的鬥志：
“看到霏姐升國旗奏國歌，我的眼淚都出來了，鬥
志一下就激發出來了，接力拚了！”

中中中國國國“““水姑娘水姑娘水姑娘”””
展示團隊力量展示團隊力量展示團隊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李望賢） 這個
接力冠軍，對於首奪奧運獎牌的楊浚瑄和湯慕涵更
是別具意義。
楊浚瑄的教練王愛民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難掩

激動之情。他指，賽前分析也想到有望爭奪這金牌，
但難度較大，畢竟澳洲隊水平也比較高，“我們在賽
前準備，運動員的激勵等方面做得較到位。楊浚瑄實
力很強，把其他運動員都帶動起來。”
楊浚瑄生於2002年，山東淄博人，2010年進入淄

博市體育運動學校，2012年4月跟隨王愛民教練訓練，
8個月後隨王愛民到國家隊。多年來，王愛民亦師亦父，
“楊浚瑄性格很文靜，是個很靦腆的孩子，也非常懂
事！”王愛民指，楊“執行力和自律性很強。一個人
有很好的紀律性和執行力的話，一定會成功。她天賦
肯定是不錯，但身體條件再好，訓練時執行教練的指
導意圖不到位也不行。”楊喜歡繪畫和書法，書法亦
是受喜愛書法的王愛民教練影響，王愛民說：“畫畫
和書法可讓人提高專注力，平復心情。”楊在接受媒
體採訪時表示，自己有時容易急躁，練書畫能讓自己

靜下來。展望未來，王愛民語重心長說：“我對她講，
運動訓練是人生路上一個組成部分，你的眼光應更遠
些，通過訓練、競賽鍛煉好身體，磨煉意志和品質，
為將來更好的為社會貢獻打好基礎。”

楊浚瑄奪冠後，遠在家鄉的母親王黎喜極而
泣，“太激動了！孩子頂住了壓力，給楊浚瑄點
讚，給中國泳隊點讚！”據悉，楊浚瑄是繼承了父
母的運動天賦，她父母都是籃球愛好者，母親是入
選過山東省隊的專業籃球運動員。

●●楊浚瑄率先上陣楊浚瑄率先上陣
游第一棒游第一棒。。 新華社新華社

楊浚瑄文靜愛書畫執行力超強

●●游畢最後一
棒的李冰潔在勝
出後表現激動。

路透社

由四位名字均有“水”的“水姑娘”楊浚瑄、湯慕涵、張

雨霏和李冰潔組成的中國國家女子泳隊，於29日女子4×200米自

由泳接力展示中國團隊力量，合力游出7分40秒33的破世界紀錄

成績奪得金牌，這更是中國泳隊首次在奧運獲得接力項目冠軍，絕

對是重大突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奧運游泳接力奪歷史首金 破女子4×200自世績

●●取得這個對
國家泳隊別具特殊意
義的冠軍，4位“水姑
娘”都興奮不已。

新華社

中國隊歷屆奧運游泳接力獎牌
年份 獎牌 選手
1992 女子4×100自銀牌 樂靖宜、呂彬、莊泳、楊文意、(預賽)趙坤
1996 女子4×100自銀牌 樂靖宜、晁娜、年芸、單鶯
1996 女子4×100混合銅牌 陳艷、韓雪、蔡慧珏、單鶯
2004 女子4×200自銀牌 朱穎文、徐妍瑋、楊雨、龐佳穎、(預賽)李季
2008 女子4×200自銀牌 朱倩蔚、龐佳穎、譚淼、楊雨、(預賽)湯景之
2008 女子4×100混合銅牌 趙菁、龐佳穎、周雅菲、孫曄、(預賽)徐田龍子
2012 男子4×200自銅牌 孫楊、郝運、李昀琦、蔣海琦、(預賽)呂志武、(預賽)戴駿
2021 女子4×200自金牌 楊浚瑄、湯慕涵、張雨霏、李冰潔、(預賽)董潔、(預賽)張一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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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澎湃新聞、新華社
及記者賀鵬飛報道：“爸爸，您的女兒終
於做到了！”爸爸這個詞，張雨霏已經有
十幾年沒有叫過了，但她始終想着有一天
當自己站上奧運最高領獎台時，在天堂的
爸爸一定能看到。2021年7月29日，這一
刻，終於到來。在東京奧運會游泳賽場
上，23歲的張雨霏大放異彩。憑借在女子
蝶泳200米和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比
賽中的出色表現，她在一日之內收穫兩枚
奧運金牌。其中在200米蝶泳決賽，以2分
03秒86，刷新奧運會紀錄！困擾這個總是
露出甜美笑容的姑娘五年的陰霾，這一
刻，煙消雲散。
張雨霏出生於體育世家，父母都是游

泳教練。不過說起是誰最先讓自己練習游
泳的，張雨霏假裝生氣，“不知道是我爸
還是我媽，大概是他們合夥把我扔進水裏
的！”

雙親游泳教練 4歲父突離世
3歲時，小雨霏已經跟着媽媽“下

水”了。在她幼小的記憶裏，作為游泳教
練帶隊比賽的爸爸總是在不停出差，所以
每一次爸爸回家的時候，她就黏在他身
邊，寸步不離。但一場突然的變故，給了
這個家庭沉重的打擊，就在她4歲時爸爸
離世，雨霏和媽媽從此只能將思念寄放在
泳池。
14歲時，張雨霏進入中國國家隊，主

項是200米蝶泳。2015年喀山世錦賽，張
雨霏一戰成名，200米蝶泳拿到銅牌，隨

後在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賽中，和
隊友一起再次站上領獎台。那年，她只有
17歲，第一次參加世錦賽，“一天晚上雙
銅，兩次站上領獎台。感覺一切都太順
利，順利到我自己都沒什麼想法，沒花什
麼精力，就輕而易舉拿到那些榮譽和成
績。”

經歷大起大落 信心曾跌谷底
這時，張雨霏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

在翌年的里約奧運會上，一樣可以站上領
獎台。抵達里約後，她在社交媒體上分享
了一組九宮格照片，照片裏的她，梳着丸
子頭，紮着紅飄帶，並配文道：“我只是
告訴你，哪吒該上場了。”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她一敗塗地，

200米蝶僅拿到第六。“我從來沒有過，
才游了100米，身體就發硬，後面100米我
都不知道是怎麼游下來的。”
從喀山世錦賽到里約奧運會，間隔不

過一年，她便已經體會到人生的大起大
落。2017年布達佩斯世錦賽前，她心想，
自己肯定會落選。結果選拔賽上，100米
蝶泳意外漲成績了，還拿到了人生中首個
全國比賽冠軍，這也讓她重拾信心。布達
佩斯世錦賽稍有起色，隨後的雅加達亞運
會，張雨霏摘得200米蝶泳金牌、100米蝶
泳銀牌，為自己再次正名。張雨霏憧憬
着，在2019年光州世錦賽大幹一場，但等
來的卻是史無前例的大潰敗，在50米、
100米和200米蝶泳三個項目上全軍覆沒。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導致東京奧運會

被迫延期，對於身處谷底的張雨霏來說，
未必就是一件壞事。為了讓張雨霏重拾信
心，教練崔登榮將她主項由200米蝶泳改
成100米蝶泳。為此，張雨霏沒少加練力
量和改技術。“很多次夜裏感覺肌肉在燃
燒，被疼醒。”
“感謝這一年在身邊一直幫助和陪伴

我的人，今年的生日願望很簡單，霏同尋
常。”4月19日，張雨霏在微博上許下今
年的生日願望。東京奧運的賽場上，她如
願以償。

●● 中國選手中國選手
張雨霏奪得女張雨霏奪得女
子子200200米蝶泳米蝶泳
冠軍冠軍。。新華社新華社

體育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7月30日（星期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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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由馮小剛執導

的《北轍南轅》已

火熱開播兩周，即

將在本周迎來最亮

劇情看點。該劇由

愛奇藝出品，美拉

傳媒、新力量文化、

阿那亞影視聯合出

品，講述了五位女

性在一線都市攜手

創立“北轍南轅”

餐廳的過程中，逐

漸收獲成長與愛情的故事。在本周即

將播出的劇情中，由任素汐飾演的連

莉和蔣依依飾演的彭蔓將亮相。另外

還有周延、高曙光、傅首爾等人驚喜

客串，陣容亮眼值得期待！

支線劇情完整有呼應
任素汐哭戲動情引共鳴
在新一周的劇情中，連莉（任素

汐 飾）作為此前因攀巖事故意外身亡

的張誌遠老婆登場，在自己經營的室

內攀巖館中與鮑雪（藍盈瑩 飾）和俞

頌陽（韓庚 飾）談心。任素汐飾演的

連莉，一方面能夠理解已故丈夫的選

擇，另一方面身為遺孀，又難以克製

自己的悲痛。這種心境被任素汐演繹

得十分動情，成為本周最大淚點。

作為一部群像劇，除了五位女

性，與之關聯的男性、長輩，像俞

頌陽好友這樣的支線角色，以及與

這些角色相關的劇情點位，《北轍

南轅》也將其刻畫得飽滿生動，首

尾呼應。處處體現著主創團隊對待

作品認真嚴謹，以及不糊弄、不將

就的態度。

彭湃女兒彭蔓上線
蔣依依金晨對手戲“火爆互懟”
本周另外一場重頭戲，就是彭湃的

女兒彭蔓（蔣依依 飾）找到戴小雨，

指責對方讓自己“從雙親家庭變成單

親家庭”。彭蔓認為是戴小雨搶走了

自己的幸福家庭，因此對她帶有恨意

。二人的對手戲火藥味十足，看似風

平浪靜實則話中帶刺互不相讓。蔣依

依把彭蔓少女叛逆的性格，通過對小

雨的態度詮釋得十分到位。

這段劇情也從側面改變了戴小雨

和彭湃感情線的走向，一方面證實全

劇開頭彭湃遺產留給女兒的情感因素

，另一方面也讓戴小雨意識到，這段

感情不被身邊人看好的真正原因。圍

繞戴小雨彭湃二人的情感糾葛，將故

事推向結局。

動作巨製動作巨製《《怒火怒火••重案重案》》
將於將於77月月3030日暑期檔登陸日暑期檔登陸 IMAXIMAX影院影院
由陳木勝執導並監製，甄子丹監製兼領銜主演，謝霆鋒、

秦嵐領銜主演的動作巨製《怒火·重案》將經由 IMAX®專
利的數字原底翻版(DMR)技術轉製為 IMAX®版本，於7月
30日登陸IMAX中國內地超720家影院。IMAX將以身臨其
境的沈浸體驗為觀眾呈現真實震撼的動作場面，開啟緊張跌
宕的正邪對抗故事。

電影《怒火·重案》講述了甄子丹飾演的重案組警察，在
圍剿國際毒梟時，遇上了一幫“黑吃黑”的蒙面悍匪，冷血
屠殺警察。而悍匪的首領竟是甄子丹昔日戰友謝霆鋒。硬碰
硬的正邪之戰就此展開，而往日的恩怨情仇和撲朔迷離的案
情讓這場雙雄對決更加懸念重重。本片導演陳木勝曾執導
《天若有情》、《我是誰》、《新警察故事》等經典影片，
被眾多影迷視為“最擅長拍動作大場面的導演之一”，力求
真實刺激的火爆風格和真實生猛的動作場面將在《怒火·重
案》中再度得到充分展現，令觀眾過足眼癮、腎上腺素飆升。

對於《怒火·重案》這樣註重實戰風格的動作電影，
IMAX將充分釋放其魅力和影片中大量精心設計的動作場面。
片中甄子丹和謝霆鋒飾演的角色勢如水火，上演雙雄對決
的戲碼，從徒手肉搏、器械對抗到槍戰飆車無所不包，在
IMAX頂天立地的超大銀幕、高清畫質和強勁音響助力下，
將讓觀眾更覺震撼嗨燃，酣暢淋漓。而IMAX身臨其境的觀
影氛圍則讓觀眾能夠輕松“入戲”，沈浸於曲折的劇情和
電影營造的緊張氛圍之中，倍感驚險刺激，欲罷不能。

IMAX®版《怒火·重案》經由IMAX DMR®（數字原底
翻版技術）轉製，為觀眾呈現具有符合IMAX觀影體驗標準的
影音品質。水晶般清澈的影像配合量身定製的IMAX®影院設
計，以及強大的數字音效系統，為電影觀眾營造出一個沈浸
式的觀影環境，讓觀眾們感受到更真實的電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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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樓春》開播
王一哲直球追愛白鹿甜度爆棚

由東陽歡娛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出

品，優酷聯合出品，楊樂任總監製，

李秀珍任監製，高寒擔綱導演，白雲

默任聯合導演，白鹿、金晨、王一哲

領銜主演的古裝合家歡愛情喜劇《玉樓

春》於今日（7月26日）10:00由優酷全

網獨播，VIP會員搶先看。該劇用輕松

詼諧的方式講述了林少春與孫玉樓的愛

情故事和孫家的家族起落，相信這部合

家歡喜劇能夠在這個夏日給觀眾帶來不

少歡樂。

白鹿王一哲甜蜜在戀
歡樂治家危機重重
《玉樓春》這部劇講述的是，父

親遭人陷害，家道中落流離市井的官

家千金林少春（白鹿飾）與當朝首輔

之子孫玉樓（王一哲飾）相愛，嫁入

了鐘鳴鼎食的孫家。因出身問題，林

少春屢遭排擠，但她憑著自身的智慧

和善良，拯救瀕臨危機的家族財政、

幫助不睦的兄嫂們重歸於好，並使各

懷心思的家人團結起來，一致對外，

最終林少春獲得了孫家上下所有人的

認可，同時為父親洗刷了冤屈，圓滿

了自己的人生。

在官博最新發布的家和版片花中，

甜蜜與危機交錯。孫玉樓化身癡情公

子，對林少春直球追愛，甜度爆棚。

初嫁入孫府的林少春憑借智慧化解了婆

婆的不滿，並順利應對嫂嫂設下的“下

馬威”，成功獲得認可融入孫家，火速

成為這個家裏的主心骨。但在歡樂治家

的背後，重重危機也浮出水面，是誰害

林少春家破人亡，又是誰要除掉孫府，

這些問題都緊緊地牽動了觀眾的情緒，

而預告中傳遞出的“共同進退，風雨同

舟”的治家態度，也更加明確這是一個

不同尋常的家族故事。

實力派演員陣容集結
品質製作非遺傳承引期待
此次《玉樓春》的演員陣容實力

與顏值並存，很多演員挑戰自己嘗試

了新的風格。女主白鹿此前飾演的角

色大多比較霸氣，這次在劇中，白鹿

將林少春舉手投足之間的溫柔典雅演

繹的淋漓盡致；金晨也讓觀眾眼前一

亮，她飾演的許鳳翹精明能幹八面玲

瓏，雖然愛財愛權但是經過金晨的演

繹卻十分討喜，相信播後會成為大家

都很喜愛的熱門角色；她們和辣目洋

子、鄭湫泓、黃馨瑤 、楊蓉、陳都

靈、喬欣等年輕女演員組成的“玉樓

春女子天團”更是讓觀眾們直呼美女

如雲，審美升級；而王一哲、周陸

啦、赫雷、昌隆等青年男演員的實

力演繹，和各種氛圍不同的cp帶來的

化學反應，也值得一看。

該劇除了在人物角色和故事情節

上的精心製作之外，還格外註重中國

傳統文化和非遺的體現，力求給觀眾

帶來沈浸式的體驗，讓觀眾能夠置身

於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背景下觀劇。

本劇參考古代建築風貌，在打造孫府、

戲班、市井等場景的過程中，充分融

入中國傳統文化韻致，並通過逼真的

場景給觀眾以代入感，讓觀眾能夠更

好的融入劇中，與劇中人共情。同時，

《玉樓春》對傳統文化和非遺進行加

工，例如將戲曲、皮影等非遺元素與

人物的情感故事和感情經歷緊緊融合，

還將灑線繡、絨線繡、顧繡等多種非

遺刺繡手法融入劇中服飾，讓劇集在

面對當代觀眾的同時，將中國傳統文

化和非遺精神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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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港隊劍擊代表張家朗在奧運男子
花劍個人賽為香港奪得歷史性第二面奧運金牌，全城
振奮；再加上今屆港隊羽毛球及游泳等運動員代表均
表現出色，發揮最大潛能衝擊奧運獎牌，全港掀起一
片奧運熱潮。

為了延續奧運熱熾氣氛，讓港人多一個渠道去欣
賞及了解運動員及近年大熱的劍擊運動，無綫特意
作出節目調動，將原定9月13日播映、由陳維冠
監製的新劇《七公主》提前至8月9日（星期
一）晚上8時半推出。

《七公主》演員陣容相當鼎盛，單
是女藝人陣容已有黃翠如、林夏薇、
高海寧、陳瀅、江嘉敏、鄺潔楹、
劉佩玥以及陳曉華等。鄺潔楹
（Judy）在劇中對劍擊抱有無
比熱情，在比賽場上從不認輸
亦屢敗屢戰；而為了爭一口
氣，更主動出擊尋找高手鄭
子誠拜師學藝兼進行刻苦
訓練，充滿運動員的那團
火。

劍擊訓練頻受傷
為了克服155cm身

高、以及手短腳短等
不足之處，Judy特意
在劇集開拍前苦練了
4個月劍擊、風雨不

改，相當有熱誠。她坦言剛開始訓練時確是困難重
重，而且受傷更是家常便飯，肚仔及大髀均曾中招受
傷變瘀，難怪她拍畢該劇後要第一時間拔罐鬆一鬆。
而為了令飾演運動員的演員及拍攝出來的效果更貼近
現實，劇集監製陳維冠（Joe）專誠邀請劍擊教練好
友Patrick Wu作劇集顧問及技術指導，無論演員受訓
過程以至裝束均是一絲不苟用心製作。

曾監製《女人俱樂部》、《四個女仔三個
BAR》、《誇世代》及《殺手》的Joe，劇集向來以
另類風格見稱。其實Joe一直十分尊敬運動員，早前
為了配合《2020東京奧運會》，特意在這
套集熱血勵志、古靈精怪等元素的親情劇
中加插劍擊情節，向運動員
表達敬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亞洲小
姐競選2021》香港賽區29日公布18位入圍
佳麗名單，但其中兩位佳麗不適缺席，而
16位佳麗穿上貼身露腰T恤襯牛仔褲分成
紅、黃、藍3組見傳媒，並由3位亞姐師姐
范莎莎、張可盈及彭紫荊擔任導師。

亞視執行董事陳偉傑透露已定於9月25
日舉行亞姐香港區決賽，18位入圍佳麗將會
入營接受特訓，包括訓練唱歌、跳舞、演
說、儀容化妝、體態及行catwalk等。但提到
今年港姐候選佳麗亦現正入營接受特訓，而
亞姐候選人亦入營接受前亞姐指導，會否怕
被指抄襲港姐？陳偉傑回應說：“也不會，
其實我們5月份已有這構思，直到最近才開始
招募，大家玩的都是咁上下啦！」

入圍者中年紀最大32歲
前亞姐范莎莎表示29日以師姐身份過了

幾招給同組佳麗，今次她會以導師身份陪佳麗
入營特訓三日兩夜，對於被指抄襲港姐的模

式？范莎莎說：“也不會，
我們入營日子短些，隔籬台
應是因疫情去不到外景才選酒店拍
攝，我們則是想訓練佳麗，目標也
不同，即使相似也是想有靚的效果！」

經過篩選18位入圍亞姐中，最大
年紀為32歲。其中整體比較平均的袁
群有在社交平台有不少明星合照，她表
示是獲邀出席首映，並非特別為去集
郵，不過她都有興趣加入娛樂圈。同樣
身形樣貌平均的孫伊，也在社交平台放
了不少泳裝照，她指照片是之前當KOL時
拍下的，因平時也有保持身段，也滿意自己
身材。

姚琰欣擁有36D上圍，29日穿貼身T恤
比面試時泳裝更為豐滿，她解釋穿泳裝跟穿
內衣的效果是不一樣，除了身材好這優點，
她自覺性格也不錯。另擁有34C上圍的陳美
儀自問是“大頭蝦」常忘記帶東西，幸得姚
琰欣相助，更大讚對方好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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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導演生前廣結人緣，在《怒火》北京
首映禮上出現難得一見的場面，成龍

大哥特別聯同林超賢、李惠民、王晶、劉浩
良、李少紅、俞白眉、張欒、宋灝霖八位著名
導演一同站台，向陳導演作出致敬，成龍表
示：“大家也知道，我跟木勝合作過很多部電
影，就算我不跟他合作，他的每一個首映禮我
都會到，今天可能是他唯一一個沒有到的，所以
他不到，我就代表他來站台！”在陳導演離世前
的一段日子，成龍大哥還在籌備《寶貝計劃
2》、《新警察故事2》及《醉拳3》，只可惜電影
還未拍成，陳導演已先行一步，大哥黯然道：“他
的整個（患病）過程我都知道，包括幫他安排醫
院，到他走的那一天……所以很深刻，真的非常
非常懷念他的笑容、他的為人，他在現場不發脾
氣，但是全場人都怕，他是一個好先生、好老公、
好導演、好兄弟！”

林超賢透露與陳導演的一段淵源：“他拍第
一部戲的時候，我是他的助理製片，我現在也是
拍動作片，他當然是我一個喜歡的動作片導演，
我經常看他的電影去學習、去偷師，剛看完《怒
火》，能在香港拍出這一種能量的動作，我覺得
他真是非常厲害的導演，看到滿滿的香港動作力
量，我非常感動！”王晶也是在陳導演的首齣作
品《天若有情》，曾一起合作過，跟已故林嶺東

導演一起當策劃，王晶說：“如果可
以多給陳導演一點時間，多拍幾部像
《怒火》這麼好的電影就好了，香港
電影也會更多一份力量！”劉浩良導
演則以後輩身份，懷念陳導演：“我
跟大家一樣也是陳木勝導演的粉絲，非常感謝他
留下很多作品，讓我們後輩繼續學習！”

霆鋒決心走動作路線
甄子丹透過連線答謝現場觀眾支持，並感恩

能與陳木勝導演有這次難得的合作：“我瘋狂的
愛電影，也喜歡跟一些瘋狂愛電影、志同道合的
人一起打造電影，陳木勝導演就是這一種人，他
不只在香港地區，同時也是整個華語電影，對動
作片貢獻最多的導演之一，我希望所有愛看電影
的人，會好好珍惜陳導演最後的作品！”

霆鋒在19歲時已跟陳木勝導演合作《特警新
人類》，此後霆鋒決心往動作路線方向發展：“我
不是武打出身，沒有接受正規訓練，但是我願意用
我的生命、用我的膽量去做一個賭注，我跟導演經
歷過很多非常深刻的生死關頭，好像從會展要我滾
下來、從四十一層大廈把我丟下去，我記得被扔了
十幾次！”陳導演的離去，自然令霆鋒感觸良多：
“沒有了他，就好像沒有一隻右手一樣！因為他對
我來說，是香港動作電影的一個專科，

當然整個影壇有好多好出色的動作導演，但他那一
科是沒有的！”

秦嵐首次來港拍戲，就能與陳木勝導演合
作，並跟甄子丹合演夫妻，她坦言《怒火》是自
己畢生難忘的一次拍攝經驗，尤其是那幕爆炸場
面：“這是我第一次拍爆破場面，幸好有子丹大
哥，他很有經驗，告訴我怎麼跑，雖然我不是第
一次演孕婦，但那陣子香港有點熱，我戴的假肚
子有點重，感謝子丹大哥與導演對我非常照顧，
導演那時候已經生病了，但是在拍攝期間，他沒
有讓我們感受到一點生病的狀態，我現在回想，
總會覺得莫名的震撼與感動，他居然能在那樣的
情況下，堅持拍好最後一部電影！”

回想上世紀八十年代，呂良偉已跟陳木勝導
演有緣在電視台合作，當陳導演邀請呂哥客串
《怒火》時，他欣然赴約，更在一個廢置商
場內拍足十天打戲，非常敬業。

▲▲《《怒火怒火》》是陳木勝的最後作品是陳木勝的最後作品。。

成龍率8名導
致敬致敬致敬陳木勝陳木勝

延續奧運熱無綫提前播《七公主》

鄺潔楹劇中演熱血劍擊手

代表摯友為《怒火》首映站台

◀入圍佳
麗29日見
傳媒。

●●在在《《怒火怒火》》北京首映上北京首映上，，成龍成龍
特別聯同名導們一起站台特別聯同名導們一起站台。。

▲▲秦嵐表示拍攝時得甄子秦嵐表示拍攝時得甄子
丹和陳導的幫助丹和陳導的幫助。。

●●霆鋒在霆鋒在1919
歲時已決心歲時已決心
往動作路線往動作路線
方向發展方向發展。。

●●成龍稱懷念摯友陳木勝的笑容成龍稱懷念摯友陳木勝的笑容。。

●●鄺潔楹為做好角色苦練了鄺潔楹為做好角色苦練了44個月劍擊個月劍擊。。

香港文匯報訊已故導演陳木勝執導的電影《怒火》28日晚

在北京舉行首映禮。身在德國拍攝《殺神John Wick 4》的甄

子丹，雖未能親自亮相，但仍抽空現場連線答謝觀眾支

持，謝霆鋒、秦嵐、呂良偉、何珮瑜4位演員整

齊列陣，作為陳木勝導演生前的親

密戰友，成龍特別聯同8位著名導

演為《怒火》站台，向一代動作片

殿堂級大導演陳木勝作出致

敬！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7月30日（星期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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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据世界日报报道，疫情期间，美

国移民局大幅减少绿卡面试。

新冠疫情致使移民局上班的人员

锐减，导致移民案件积压，有不少民

众就反应等待绿卡面试时间比以往长

很多。

然而疫情也使一部分正在办理移

民的民众受益，移民局为了减少与人

接触，取消众多面谈，直接给申请人

批准绿卡。

曾在移民局工作多年的一名华人

律师表示，现今移民局对于“只要案

子看起来OK的，证据齐的，都尽可能

不面谈”。因为案件累积严重，疫情

期间，移民局最少时只有三分之一员

工上班。由于移民案件的保密性，员

工也不会将案件带回家工作，就导致

案件处理过程缓慢。目前已有约一半

员工恢复上班，案件审理也在推进。

为了防疫，移民局每次面谈一个

案子就要准备至少三个房间。上述律

师近日带客人去移民局洛杉矶市中心

办公室面谈，客人和面试官各一个房

间，他和翻译一个房间。如此看出，

移民局在疫情期间会尽量减少面谈。

该律师指出，减少面谈体现在多

方面。例如，以往两年绿卡转十年绿

卡，只要没有美生子女，70%至80%都

需要面谈，现在大多数都不用面谈。

还有职业移民拿绿卡，只要公司出具

工作证明还在公司上班，多数也不需

面谈。

还有移民律师表示，这种减少

面谈的现象，可能也与拜登总统上

任有关。拜登代表的民主党一向对

移民较友善。此外，疫情期间案件

积压多，若有数据较为齐全又没问

题的案件，移民官可能认为不需再

经过面谈拖延时间，所以加快处理

累积案件。

不过，现在要求被补件的案件

，相较于过往增加很多，移民局在

补件过程解开了疑虑，增加了不必

面谈的可能。另外，职业移民案件

处理速度与地方办公室也有关，像

洛杉矶移民局办公室，因为递件较

多，处理案件速度可能较其他地方

缓慢。

川普时期的政策导致移民申请减

少很多，其影响体现在绿卡排期大幅

前进。但一旦递件人增多，又会导致

移民案子“塞车”。不过民众不必过

于担心，目前移民局逐渐在恢复人力

，相信移民案子办理速度也会逐渐恢

复。

美国移民局简化办案程序
减少绿卡面试直接批准

首先说一下在登陆前大家比较关心

的一个问题，在签证面试环节需要注意

哪些事情？

在面签过程中，面试官首先会核实

申请者是否为本人。因此会涉及到申请

人的基本信息，比如职业、家庭成员、

家庭住址、工作经验等，根据他们准备

的材料简单回答这些问题即可。

面试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诚实回答问题；

对面签官有礼貌，态度良好；

自信，面带微笑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简单明了，不要多说，不

问就不答，不用担心英语不好，用中文

回答即可；

面签官主要针对主申请人询问问题

，随行人员没有提问到就不

要回答问题；

申请了雇主担保类的项目

要表明一定会去工作的想法

。

时间上，要按照预约面签

时间提前到达广领馆，不要

爽约。

着装上，虽然没有规定必

须穿正装，但建议男性请选

择商务休闲装等干净利落的

着装；女性则应该避免华丽

的衣服和浓妆，应该穿整洁

的装束出席。

另外，虽然没有特别的着

装规定，但短裤、拖鞋、假

发、墨镜等装扮都是禁忌。

参加者除了主申请人，申

请移民签证的所有家庭成员

也要一起参加。

登陆美国需要携带的重要

材料有：护照和移民签证

（确保在有效期内并且不低

于一年半）、未拆封的广领

馆密封材料包（包裹外面的

summary data也不能拆）、接

种疫苗卡（免疫证），体检

证明，X光胸透片或光碟、中

国驾照原件及翻译件（如有

）、每位申请人的美国签证

相片（两张）等等。

如果有随行子女的话，考

虑到孩子在美国的上学问题

，还要携带小孩的学习证明

和成绩单（中英文对照版）

、出生证原件和公证件的正

本等。

其它还可能用到的资料包括出生公证

、婚姻公证、学历证明、工作证明等。

登陆美国所需的文件应该随身携带

，不要办理托运，如果遗失的话将无法

出关，而且很难补办。

新移民第一次登陆美国还要选通道

，首次入境的新移民要走外国护照持有

者或新移民通道，之后入境则走Citi-

zens/Residents公民/美国居民通道。

首次入境美国的新移民还需要完成

指纹提取的流程，并在移民签证页上盖

章注明首次入境日期。

在接受安检时，要将护照、广领馆

交付的材料包裹和报关单一起交给移民

官查验。一般情况下，移民官会向入境

者询问一些简单的问题，诸如是否第一

次来美国，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之类的

常规问题，只要如实回答即可。

登陆美国需要注意相关法律政策，

不要携带违禁物品入境美国，如果有语

言沟通方面的障碍，可以要求相关人员

提供中文协助。

登陆美国后，新移民要如何开启移

民新生活？

解决居住问题

最基础的，首先要解决住宿问题，

刚到美国可以暂住在酒店或者在Airbnb

上选择短租房，之后联系房产经纪考察

住房，办理租房手续，或者购买房产，

关于美国买房的流程，可以参考一下我

们之前的相关文章：移民美国后，在定

居城市买房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确定住房后，要到供电局申请购电

，需要支付200美元~250美元的保证金

，办完手续后可以开通供电。

还有开通手机服务等。

开通银行账户

新移民登陆美国还要开通银行账户

，美国的银行有很多，五天左右就能收

到邮寄过来的银行卡。建议除了储蓄卡

，也办理一张信用卡，美国是信用社会

，建立个人信用体系，对新移民在美国

的生活工作都有便利之处，无论是找工

作还是贷款都需要查询信用记录。

获取社安号

获取社安号，在美国，社安号非常

重要，申请信用卡、开设银行账户、入

学、贷款等业务都需要用到，因此一定

要保管妥当。如果新移民到达美国时未

年满18岁或者在申请移民签证时未申请

社安号，需要到附近的社会安全局办事

处进行申请。社安卡通常是入住时填写

地址就会根据所留地址在两个星期内邮

寄到这个地址，如果第三周还没有收到

，可以去社安局查看或进行补办。

考驾照和买车

公证驾照，已有的中英文公证件需

要再次进行公证，国内没有驾照的需要

在美国考驾照，美国大部分州都承认中

国驾照，但每个州的规定也有所差异，

中国驾照的使用期限也不一致，考美国

驾照是最保险的方式。

美国地广人稀，交通不像国内大城

市那么便利，每家每户有车是非常有必

要的。新移民拿到美国驾照以后就可以

买车了，如果有国际驾照的可以先购买

，国际驾照可以在6个月之内使用。

买车以后，记得去相关机构配置车险。

购买医疗保险

购买医疗保险。新移民登陆美国后

要尽快购买医疗保险。新移民在购买医

疗保险后会得到一张医疗保险卡，美国

的医院将根据这张卡及号码向相关的保

险公司结账。当投保人因生病或受伤寻

求治疗时，必须尽快通知保险公司，并

索要保险支付申请表。

子女入学

有小孩的家庭要提供孩子在国内所有

打过疫苗的医疗记录和相关证明，如果没

有打的需要进行补打（入学时使用）。

为孩子办理入学手续，美国的公立

学校，高中以下都是免费的，并且有校

车接送，建议自选。有些社区还会给三

周岁的幼儿提供学前教育，如果小孩不

会英语，还会评估孩子的语言能力并提

供英语教学课程。

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不同，私立费

用较高，还需要父母亲自接送，没有校

车服务。

如果担心初到美国人生地不熟，办

事情不太方便，可以选择移民公司的安

家服务，更省心一些。

美国移民干货

华人移民首次登陆美国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众所周知，美国是传统的移民大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每年

都会接纳几十万上百万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新移民！

中国作为美国重要的移民来源国之一，很多早早就启动移民美国计划的朋友已经登陆美国开始了全新的移民

生活。

你知道新移民登陆美国后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今天，就和大家聊聊新移民首次入境美国有哪些流程

和注意事项？想要移民美国的各位朋友可以先收藏本文，提前做做功课。

月前在美國加州舊金山San Fran-
cisco （這是美國老華僑對它 的稱呼
， 現今華人多稱它為：三藩市）發生
一宗華裔老婦遭人惡意攻擊的案件。
嫌犯人為美國白人，但因為家窮，請
不起辯護律師，於是按照當地法例，
由加州法院指派一位律師代他申辯。
想不到這位律政先生竟然是一位來自
台灣的華人，名叫艾瑞克•麥克伯尼
（Eric McBurney），即時引起三藩市

、加州，以至整個美國華人社會的 關
注。

其實自從新冠疫情肆虐以來，有
部份美國民眾誤以為病毒來自中國大
陸，因而對居住於美國的華人，表示
仇視的態度，故在美國多處城市，已
經發生多起疑似亞裔人士遭受歧視追
打的攻擊事件。今年3月中旬，76歲
的華裔老太太謝蕭珍女仕，在美國加
州舊金山唐人街街頭，就是為此原因
而遭到一名白人男子的當街辱喊：
「滾回中國」，繼而突然襲擊，被打

得血流滿面。不過謝女仕英勇反抗，
拾起路邊的木板，奮起回擊那位較他
年輕卅多歲的 40 歲無家可歸者史提
芬 詹金斯（Steven Jenkins）。該件新
聞事件隨即登上當地媒體頭條，因為
謝老太的英勇回擊，而躍上加州的媒
體版面。

此案如今有了另一個關注焦點。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替詹金斯辯護的
責任，落到一名亞裔公設辯護律師的
身上。該位律師來自台灣，身為亞裔
的他，竟然為毆打華人老婦的白人嫌

犯辯護，為此，他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之上。備受外界質疑，但這位台南出
生的華人律師卻表示，他不在乎外界
的看法。

麥克伯尼原是台南出生的台裔美
國人。如今，他不時會收到來自亞裔
人士的郵件與留言，斥責他為仇視亞
裔的暴徒辯護，他身在台灣的家人也
質疑，他為何會為此等嫌疑人辯護。
麥克伯尼對此表示： 「我的回答是：
『因為他們是人，族裔不是我的考慮

因素，』。」
48歲的麥克伯尼本名為張富翔，

他在台南出生，10歲時被父母帶到美
國，之後卻因故送到寄養家庭，最後
被愛爾蘭裔白人家庭收養後，他得到
了 「麥克伯尼」這個姓氏。

在擔任此案嫌犯辯護律師前，麥
克伯尼完全沒想到會成為美國亞裔社
區的批評焦點。他說： 「當我拿到這
個案子，我不知道這會是一件不簡單
的事，」麥克伯尼解釋道，公設律師
的案件，都是由法院隨機分配的。公
設律師薪酬，也是由政府支付，專為

無法承擔私人辯護律師費用的被告提
供辯護。

同為亞裔的麥克伯尼表示對華人
傷者及其家人的同情，但是他卻指出
，今次案情比表面看來更為複雜。

麥克伯尼認為，此次襲擊並非針
對亞裔的仇恨犯罪，而是患有精神疾
病的詹金斯，因為當日在街道之上，
他也多次遭遇到被他人無故的襲擊、
以至刺激到他最終也動手傷人的社會
悲劇。他根據當天現場監視器指出，
詹金斯在攻擊兩名亞裔老人之前，自
己己被多個陌生人推開，甚至頭部遭
到毆打，他說： 「那個可怕的早晨，
有两個被襲的受害者，那就是謝女士
，以及詹金斯先生他自己。」

麥克伯尼稱，詹金斯一向患有精
神障礙，對襲擊當日的情狀，己沒有
准確的認知。他在過去10年間，都是
無家可歸，但個人並無暴力與毒品史
。此前他曾在德州有相對正常的生活
，他擁有大學學位，還育有一子。
「這些人需要幫助，」麥克伯尼說，

他正為拘留中的詹金斯爭取專業診斷

與精神治療。
只是今次幫攻擊亞裔老人的嫌犯

作辯護，讓麥克伯尼收到了大量來自
亞裔的抗議與批評，指責他 「抹黑亞
裔族群」、 「仇視自己的族裔」、無
視亞裔老年人的傷痛，連他身在台灣
的父母也對此表示不解。

但麥克伯尼說，他對這些質疑並
不在意，反而讓他更有動力為詹金斯
辯護。他說： 「我的委託人是人人都
覺得可以歧視、憎恨的人。」輿論或
許已經審判了詹金斯，但麥克伯尼稱
，作為公設律師，他預設委託人是
100%無辜的。

一個罪犯,在法律之前，應該有為
自己辯護的機會,律師要做的是為罪犯
辯護,這是他的本份, 無關價值判斷.

麥克伯尼還說，身為在美國長大
的少數族群，他非常清楚什麼是系統
性的歧視。但在這起案件上，他說，
希望人們更加深入了解此案案情，試
著不以第一印象來判斷他人， 「特別
是當你曾經身為少數派、明白遭受那
種待遇是什麼滋味的時候」。

（（花旗快訊花旗快訊））有請諸君評理有請諸君評理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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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影展被譽為奧斯卡獎

的前哨戰，對於能帶領第三部電

影作品《青春弒戀》再度入選多

倫多影展，導演何蔚庭也表達期

待：「非常開心能讓我們的電影

在國際影展播映，疫情肆虐對全

球影視界影響非常大，有幸能在

這麼艱困的時刻入選多倫多國際

影展，讓國際看見我們的電影、

演員、電影實力是非常開心的，

也期望能在全球強力防疫、疫苗

擴大覆蓋率下，有機會能親自出

席影展，我自己也希望疫情放鬆

後，可以和觀眾一起回去戲院看

電影，畢竟電影是屬於大銀幕、

屬於戲院。」

導演何蔚庭海內外影展經驗

豐富，曾在羅馬尼亞國際影展、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國際奇幻影展

、坎城影展獲獎，2018年上映的

《幸福城市》更席捲海內外各大

影展，也獲多倫多國際影展站台

競賽單元首獎。對於與多倫多的

緣分，導演何蔚庭表示：「其實

我18歲離開家鄉後住的第一個城

市就是多倫多，在那裡住了兩年

，TIFF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的

國際影展，回想20多年前年輕時

跟著所有電影人、觀眾在現場排

隊進戲院看電影的畫面歷歷在目

，對多倫多的感情是非常深刻的

，也很希望能不斷的把台灣作品

帶到國際舞台展現它的實力。」

導演何蔚庭也透露影展策展人原

本希望今年《青春弒戀》也入選

站台獎，但依循影展歷年原則，

站台獎會保留給新興導演，導演

何蔚庭則開玩笑說：「其實我有

個願景是希望未來有一天能進入

多倫多影展的『大師單元』，這

是我的期待也是我的目標。」

導演何蔚庭的首部長片《台

北星期天》獲第47屆金馬獎最佳

新導演獎，第二部長片《幸福城

市》也入圍了金馬獎四項大獎，

更讓演員丁寧拿下最佳女配角，

導演何蔚庭認為電影《青春弒戀

》集結台灣影視亮眼新星，期望

他們的付出能夠被肯定。林柏宏

繼《怪胎》後再度登上大銀幕，

導演何蔚庭力讚其表現亮眼令人

驚艷，他讚：「團隊都為他不同

以往的角色和精湛演出感到興奮

。」此外，曾獲得金鐘獎最佳新

人的李沐首次擔綱大銀幕女主角

也相當令人期待，導演何蔚庭也

讚賞演員陳庭妮有突破性的演出

，認為演員表現佳，「人人是亮

點」。

電影《青春弒戀》主要描敘

六位看似毫無關聯，卻相互影響

著彼此，最後捲入青少年隨機砍

人案件的故事，將透過懸疑、愛

情故事包裝6個角色背後賦予的

任務與概念，探討Z世代的生活

環境，環繞著虛擬、線上遊戲、

網紅、社會輿論、家庭問題等等

承載著這些來自虛擬卻又真實的

視線，一場人人畏懼的殺人案件

中，我們可以看見「沒有人是局

外人」。電影《青春弒戀》將於

2021年底全台上映。

《青春弒戀》
入選多倫多影展當代世界電影單元
林柏宏：這部電影太多可能性

加拿大第46屆多倫多國際影展（TIFF）於昨日（28日）宣布

影展名單，由國際導演何蔚庭執導，林柏宏、林哲熹、李沐、陳庭

妮、丁寧、姚愛寗主演的電影《青春弒戀》獲選多倫多影展 「當代

電影世界單元」 （Contemporary World Cinema），影展消息一公

佈即獲外媒和影評關注，包含Srceen Daily 主編 Jeremy Kay、

Slash film、歐洲OTT平台MUBI線上刊物。林柏宏開心表示： 「非
常開心也非常榮幸，感謝導演很大膽的創作，也謝謝多倫多影展的

青睞。期待全世界的觀眾都能一起感受這個哀傷又美麗的故事。我

還沒有看過《青春弒戀》，這部電影有太多可能性了，還不確定會

長什麼樣子，對它很期待很緊張。」

獲國際權威媒體《綜藝報》

評為「近年最值得關注導演之一

」的英國導演普朗諾．貝莉邦德

（Prano BAILEY-BOND），首部

長片作品《撕裂異弒界》以八零

年代英國的電影審查為背景，描

述主角審查錄影帶時，意外在虐

殺電影中看見失蹤已久的妹妹，

當她前往片場調查時，卻逐漸迷

失在現實與幻境中。該片重現地

下電影的生猛血腥，今年在日舞

影展午夜單元首映時廣受好評，

更獲邀在德國柏林、韓國全州影

展放映。

去年在坎城影展首映的《戚

風男孩》，由熱門影集《找我經

紀人》裡鬼靈精怪的迷人要角尼

古拉．莫瑞自編自導自演，描述

為愛癡狂的主角藏不住內心嫉妒

，甚至在同性伴侶家中偷裝監視

器。無法抑止情緒的他，決心遠

離都市返回家鄉與母親同住，卻

意外展開另一段人生奇遇。除法

國傳奇女星娜塔麗．貝葉（Na-

thalie BAYE）和《BPM》性格男

星 阿 爾 諾 ． 法 盧 瓦 （Arnaud

VALOIS）有精彩演出，伊莎貝

．雨蓓（Isabelle HUPPERT）也

在片中驚鴻一瞥的短暫現身。

本屆片單中有多部將愛情入

題的精彩作品：匈牙利電影《廢

柴萬物論》以地球末日前夕造訪

的外星訪客和作風特異的女大學

生為主角，兩人展開一場詭奇的

公路奇幻之旅，只為尋找地球金

曲的演唱者；《我倆還有明天》

向電影藝術致敬，透過一位懷抱

電影夢的前科犯和在妓女戶工作

的女孩，兩人想在山上蓋電影院

，但夢想之路卻困難重重；今年

柏林影展首映的《蕩漾年華》以

在妓院工作的兩女孩為主角，兩

人相遇後深陷前所未有的熱戀，

卻同時被生活的殘酷所禁錮；取

材真實事件的《我的警察情人》

描述盼得男友遠道而來的男主角

，在他輪值上班時遭遇反同團體

阻攔電影放映的現場，在同性伴

侶、警察身分和反同陣營的三方

衝突下，他內心的複雜情緒也逐

漸擴散開。

《 芙 圖 娜 的 異 想 世 界 》

（Fortuna - The Girl and the Gi-

ants）描述隱藏身分在地球生活的

外星女孩處心積慮躲避巨人的追

捕，卻因一場意外而混淆了這段

通往夢與幻想的旅程；以神話為

底，師承法國侯麥新浪潮、佐以

布列松式厚重風格的《魔鬼中的

天使》（Atarrabi and Mikelats）

，結合現代元素和中世紀寓言，

描述大地女神生下雙胞胎，兩人

被送到惡魔寄宿學校的遭遇，各

種超展開設定劍指歐洲的宗教世

界觀；因為查水表而發生一連串

詭異遭遇的《迷樓驚魂》 （The

Penultimate）描述水務員被住戶毆

打囚禁，遭遇連串怪事的他，要

如何才能逃離這個暗黑詭譎、邏

輯詭異的荒唐世界？入圍今年柏

林影展泰迪熊獎的《再見父親》

（Moon, 66 Questions），則透過

細緻的交錯敘事，捕捉返回家鄉

照顧年邁父親的主角，在一次機

緣下發現家庭錄影帶，帶領她重

新認識如陌生人般的家人。

2021第23屆台北電影節將於

9月23日至10月9日在信義威秀

影城、京站威秀影城、光點華山

電影館展開，單場早鳥票將於9

月 13 日下午一點起在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開賣。台北電影

節各項活動將視疫情變化，進行

滾動式調整。詳情請密切注意台

北電影節官方網站（https://www.

taipeiff.taipei）、Instagram（https:

//instagram.com/taipeiff） 、 FACE-

BOOK 粉 絲 專 頁 （https://fb.me/

TaipeiFilmFestival）。

2021台北電影節 「幻界奇航」 單元
多元奇幻與愛情故事大集合

台北電影節 29 日公

布本屆 「幻界奇航」 單元

及多部情慾性別相關片單

，題材從外星人、宗教、

愛情、親情、驚悚等應有

盡有，形式與風格各具特

色，要讓影迷大開眼界！

包括日舞影展首映、以生

猛畫面引發話題的《撕裂

異弒界》（Censor）；更

生人懷抱電影夢的《我倆

還有明天》（Yellow Cat

）；宅女與外星人一起冒

險的公路電影《廢柴萬物

論》（Garbage Theory）

；《找我經紀人》尼古拉

． 莫 瑞 （Nicolas MAURY

）自導自演的首部電影

《戚風男孩》（My Best

Part）；描繪柏林妓院女

同志愛戀的《蕩漾年華》

（Bliss）；取材自反同性

戀真實事件，描繪同志憲

警心境的《我的警察情人

》（Poppy Field）等，

多元超展開的影像饗宴將

拓展觀眾對電影的想像！

《蕩漾年華》以在妓院工作的兩女孩為主角

以八零年代英國電影審查為背景的《撕裂異弒界》今年在日舞
影展世界首映獲得好評

《我倆還有明天》以想在
山上蓋電影院的更生人為
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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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州博物馆 免费

周二至周日9:00~17:00（16:30停止入馆）

这里应该是恩施州内最气派的现代建筑，也

是最能纵览恩施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的地方。想全

面了解恩施州，这里无疑是最好的第一堂课。馆

内分三层，二层展览为“恩施记忆”和“生态恩

施”，分别展示了恩施历史和自然。下楼是主题

为“恩施足音”的展览，其中以复原的唐崖土司

城牌坊石马最为磅礴大气，展厅最后以一座完全

尺寸的土家吊脚楼为结尾。三层展馆全都细细看

下来，需要1~2小时。

恩施土司城

恩施土司城就在恩施城内，是一座依着山势

修建的复古建筑群，也是游人必到之地。由大门

门楼进入，会依次经过风雨桥、廪君殿、校场、

土家民居、九进堂、城墙、钟鼓楼、铁索桥等景

点，人是在青山绿水间行走，还很清凉。其中廪

君殿是供奉巴人始祖廪君的庙宇，三层三进。九

进堂是整个景区最热闹的地方，堂内的戏台定时

有土家歌舞表演。

整个建筑有九进，从第一进门楼进入，二进

是戏楼，楼高三层，飞檐高耸。戏楼后面是摆手

堂，按天圆地方设计，里面有当地历任容美土司

的介绍。再往里进是土司内宅、前堂、书房、绣

楼，以及土司寝殿。走到最高处是“白虎堂”，

这里原本供奉着巴人先祖廪君的牌位，也可俯瞰

整个九进堂全貌。

出九进堂，顺着对面太阳寨的石阶登上城墙

，这里有钟鼓楼等建筑。走上一圈，从风雨桥附

近的石阶下城墙，整个景区的游览就基本结束了

。逢年过节，这里是市民扎堆散步之地，热闹无

比。

连珠塔

恩施城里留存的古物不多，连珠塔算是其中

之一，也是恩施城的地标之一。塔是清道光年

间留存下的七层楼阁式古塔，矗立在五峰山山

顶，从此可俯瞰到周边山头的景色。

土家女儿城 免费

当地群众的吃喝玩乐中心，整齐划一的建筑

里售卖着大同小异的商品。最为火爆的区域当

然是美食街，窄窄的过道总是被人群挤得水泄

不通。当地的恩施油香、土家苞谷粑粑、恩施豆

皮、建始大饼、炕洋芋、蒸儿糕等都能找到。

恩施大峡谷是恩施最著名的景点，开发成熟

设施完备，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如果时间不是很

赶的话，可在恩施大峡谷附近的酒店客栈留宿一

晚，看看大型文艺表演，不至于来往交通与游玩

登山加在一起过于疲惫劳累。最好是下午到达，

住酒店、看表演，养足精神，第二天再行进入峡

谷登山。

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恩施就是靠着这

重重大山中的峡谷峰林来吃定全天下游客的。峡

谷，即云龙河峡谷——地缝为云龙河冲刷侵蚀而

成，地缝两边飞瀑流泉，怪石嶙峋。峰林，以小

龙门景区为主，在大小龙门景区6平方公里的范

围内有独峰百座，其中200米以上的独立石峰就

有30余座。

这里是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的呈现——地缝

、绝壁、峰柱、洞穴、暗河等，但如果遇上雨雾

的天气，景色就会大大减色。

据说前人是被山鹿引进了这片巨型的条状天

坑，发展成现今院坪中的裴、李、朱、侯姓20多

户人家。鹿院坪的四面被悬崖峭壁围合，平均海

拔1700米，平均落差在500米。其中深涧河的水

头，从崖壁的溶洞中涌出，形成玉带飘摇的大小

瀑布，碧潭深落的大小水潭——女儿潭、鹿饮潭

。鹿院坪是板桥镇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村落，全

靠徒步进入。

近年来，这里成为众多户外爱好者的健步拉

练之地。一般路线为从新田村的山上桥湾垭口进

入，走四十二道拐下山，这些拐共有1520级台阶

，差不多一公里路。下到底部，这里有座简易的

木桥，横跨小河。从桥向上望，左方几百米的山

崖处有水流喷涌而出。玉笔锋与鹿角峰遥遥相对

，鹿角峰下是坪院的精华景点——五级瀑布。

利川，就像一个谜等你解开。大山中为何

有一座豪族大院？云端峭壁上为何有一座土家

村寨？这座鄂渝边境的小城，假如没有这些谜

一样的建筑，或许只是一个交通中转地美食补

给站。

如不想翻山越岭地辛苦奔波，城边就有大名

鼎鼎的巨洞——腾龙洞，2016年的迷笛音乐节就

把帐篷支在洞口。巨洞旁有一处户外爱好者会想

留下足印的地方——清江古河床，河床里巨石嶙

峋，暗河奔流，大洞连着小洞。一天奔波下来，

用当地美味犒劳下自己，汪营鸭杂、牛灿皮、根

靶凉粉、柏杨豆干、包面……

腾龙洞 门票+景交车票 160元

8:30~17:30（16:00前入园）

这个离利川城只有一二十分钟车程的武陵巨

洞，是利川最近的景点，也是最著名的景点。这

个城边不远的洞穴，在世界已探明最长洞穴中排

名第七，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

洞穴之一。

从景区入口进去，会沿着洞前的清江水流走

一段，沿着水泥步道经过水跌落成的瀑布，水流

冲击在巨大的岩石上，耳边是闷雷般的轰鸣声，

巨大水流钻进深邃暗黑的落水洞变成伏流。这壮

观的景致，被当地人称为“卧龙吞江”。据说，

20世纪80年代曾有人乘橡皮船进洞探险，洞中又

是另一番世界，有阳光通透的天窗，有宽大平静

的湖泊，有玲珑剔透的钟乳石。

走上十分钟的步道就可到达巨大的洞口，高

度有二十层楼。进入后，一边是供人行的步道，

一边是供车行的车道。相比那些起伏上下几层的

洞穴，腾龙洞相对平坦，更像充满嶙峋怪石的隧

道，并不需要攀爬升降。

在洞的中段是《夷水丽川》土家风情歌舞表

演场，剧场下就是电瓶车停靠点，随到随走。电

瓶车的终点就是洞最深处的激光水幕秀场入口，

右边上山的小路是去激光秀场，并没有指示牌指

引。

左边小道是去后洞景区，后洞从景观上有更

多的变化——钟乳石、钙化池、 硝坑、灶孔等

，游人也相对少至。后洞景区和激光秀是一个环

路，走哪边都可以不走回头路。激光秀所用的是

水幕，由此坐在最前的位置，飞溅的水会让你湿

身。

鱼木寨

用著名土家学者张良皋老人的话说，这里

“以其豪华型的墓葬成为武陵一绝”，寨内现有

清代精雕石碑墓10座，碑高一般都在5米以上。

这些墓多散布在田间地头，隐匿在荒草树丛中。

其中规模最大一间是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

的成永高夫妇墓，此墓还有一个非常别致的名字

——“双寿居”，墓就建在村中的民宅旁，不难

找寻。此外还有向梓夫人墓、向母墓，这些墓葬

的石雕都值得一观，充分体现了古时民间艺术的

精美。

据说这座寨子得名于易守难攻，犹如缘木求

鱼。确实这座立在悬崖峭壁上的寨子，只有一条

狭窄的石道通向寨内，石道旁是绝壁深谷。这条

石道，就是当地所谓的“寨颈”，可一夫当关。

石道尽头横亘着写有“鱼木寨”血红大字的寨楼

，楼建在当地人唤之“金扁担”的山脊之上。

进入寨内，这里却是别有一番天地——虽四

周险要，寨子却坐落在山顶的平地之上。现在寨

中有年头的老房子已不多，且散布于寨中各处。

“六吉堂”是其中一座保存较好的老屋，有上百

年的历史，格局为四合院。院内地面用齐整块石

铺就，堂正中是飞檐翘角的阁子，两边是略显残

破的木楼。

旅行贴士

动车：贯通鄂西大山的宜万铁路堪称中国铁路

史上修建难度最搭、公里造价最高、历时最长的山

区铁路之一。如今已经可以轻松乘坐动车抵达山区

。从恩施火车站出发，坐动车到达周边各大城市如

重庆、宜昌、武汉等只需2~4小时。恩施火车站在

市郊，离城区有10公里，公交车站就在出站口马路

对面。飞机：恩施许家坪机场比火车站还要离市中

心近一点，但已在考虑迁建。目前与武汉、北京、

上海、广州等地有航班相通。夏季旅行安全：恩施

的景点以山林、峡谷居多，夏季虽然清凉宜避暑，

但也容易因暴雨发生山洪等突发情况。一定要注意

安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来恩施这个小众避暑地
收获满满的山林野趣

提到避暑，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地方——湖北恩施。每年7、8月，山地的海拔挡住了

平原的燥热，纵横恩施大地的母亲河——清江更是清凉，水流碧蓝透亮，驾船漂流最是快意。

在充满山林野趣的恩施，可登山徒步，可漂流清江，亦可探究人文景观。看完这篇，相信

你一定会把恩施加入你的避暑目的地清单～

这里的山山水水有“最野”的一面——大地造型师将最齐全的喀斯特地貌都安排在此，造

就一座壮观瑰丽的国家地质公园。在千回百转的盘山公路上，即可眺望那些横亘天际的绝壁、

峰柱。纵身下到谷底，则是劈开地表、深入大地的地缝、天坑、溶洞、暗河……不时有一道瀑

布从陡立的岩壁冲出，飘飘洒洒飞落潭底，清亮沁人。恩施大峡谷、清江古河床、鹿院坪的徒

步、清江闯滩的漂流、腾龙洞的巡游，都是与山水最亲密的接触。

恩施的全称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里聚居着湖北省内最多的少数民族。昔日这

方天地隔绝隐秘，但近年开通的高铁和高速公路已基本消解了畏途险道。

恩施市作为州府所在，往往成为旅行者进入恩施地区的第一站，贴心地提供着旅行者吃、

住、行的方便。不过，这座旧时的“施王城”“蛮王寨”没有留下多少古物，著名的土司城、

女儿城都是新建的“古建筑”，六角亭已算是最老的街区。

站上五峰山上的连珠塔，能稍稍瞧出恩施市山环水绕的旧城形制。想要更清楚地理解这里

的山川地理，气派的恩施州文化中心建筑群能给你说个明白。好消息是，景点多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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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教你
怎樣將您的愛車賣出好價錢！美南
電視15.3《修車師姐》第6集。本周
六晚7:30， 周日上午9:30，周一晚

上8點，周二下午1:30.
也可以登錄並訂閱美南國際電

視“生活”節目的youtube頻道：
stv15.3 houston life。您可以隨時隨

地收看youtube上的《修車師姐》。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修車師姐第修車師姐第66集集 怎樣將您的愛車賣出好價錢怎樣將您的愛車賣出好價錢！！

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

修車師姐修車師姐11————Check EngineCheck Engine
（（檢查引擎檢查引擎））燈亮了燈亮了，，怎麼辦怎麼辦？？

大家好，我是完整修車廠的修車師姐徐雲。今天
我來給大家講一講Check Engine（檢查引擎）燈亮了
，怎麼辦？
車的錶盤上有很多小指示燈是用來告訴你車的什麼地
方有問題了，比如：電池，空氣袋，冷卻水，等等。
車正常啟動以後，這些小指示燈都應該是不亮的。如
果有什麼燈一直亮著，那就表示什麼東西有問題了。
大家見到最多的，也最令人不安的就是“Check En-
gine（檢查引擎）”的小燈亮了。

事實上，“檢查引擎”燈亮的原因有很多種，大
部分時候並不是引擎有問題，而是排廢氣的系統出了
故障。當電腦（ECM)感應到有些部件出了問題，如任
何一個信號接收不到，或超過了正常值的範圍，它就
會存一個相應的錯誤代碼（Diagnostic Trouble Code
）在它的存儲器中，同時亮起“Check Engine”或
“Service Engine Soon”燈。

（畫外音）比較容易引起引擎燈亮的感應器是和
廢氣排放有關的感應器：一個是主氧氣感應器，裝在

排氣管觸媒轉換器之前，用來監視氣缸的燃燒質量的
。根據這個氧氣感應器的反饋，ECM會進一步調整空
氣和燃料的混合，降低廢氣排放。另一個是次級的氧
氣感應器，安裝在排氣管觸媒轉換器(Catalytic con-
verter) 之後，監視觸媒轉換器的效率。另外還有一個
汽油蒸發系統（Evaporative )(EVAP) 是用來防止油缸
的汽油跑到大氣中去了。

如果控製系統的機械部件出了問題，比如，變速
箱發生了機械故障，甚至沒有關好油箱的蓋子，也會
導致”Check Engine“的燈亮，因為ECM會檢查油蓋
是不是關緊了。

要查清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自然就是要讀
出那些存在車裡錯誤信息。這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用
電腦來檢查車。在以前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因為各
個廠商都用不同的錯誤代碼和協議。 1996年，美國
開始實施了一項法律，就是所有在美國出售的汽車必
須是ODBII（車載診斷系統2代）兼容的。也就是說
，1996年以後所有的車必須能夠用一個通用的ODBII

掃描儀來診斷。這個診斷接口在所有ODBII的車上都
是一樣的，甚至它的位置都是一樣的。在司機位置一
側，通常在儀表板的左下方。美國實施以後，其他國
家也開始跟進。

我們去車行修車的時候，師傅會用一個掃描儀接
到ODBII，讀出存在汽車電腦裡的錯誤代碼。讀出錯
誤代碼後，就要查找汽車廠家的維修手冊。維修手冊
有一個表列出了所有的錯誤代碼，大約有幾百個，並
說明代碼的意思和需要做什麼樣的測試。代碼本身並
不告訴你是什麼零件出了問題，它只是告訴你引擎的
什麼參數偏離了正常值的範圍，要往哪裡查看。有時
候，人為地去掉汽車電腦裡存儲的錯誤代碼，檢查引
擎燈就不亮了。但過一段時間，錯誤代碼又會被寫進
來，燈又亮了– 因為問題本就沒有真正找到和解決
掉。

總之，檢查引擎燈亮有很多種可能性，大部分是
和廢氣排放有關。看到燈亮，不必慌張，車還可以繼
續開。確定油箱的蓋子關緊了，空氣過濾器（Air fil-

ter），汽油過濾器（Fuel Filter）按時更換並安裝無誤
了（上面有感應器）。所有想到的事情都照顧到了以
後，如果燈還是亮的，把車開到修車的方去檢查一下
，以找出真正的原因。但如果檢查引擎燈不是一直亮
著，而是不停在閃，那就要立即開去檢查，刻不容緩
！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大部分車主都不會主動去查
看輪胎，出現了問題就手足無措
，其實輪胎問題可以及早預防。
平常可以自檢輪胎，自檢輪胎沒
那麼難，教你三個簡單“自檢”
方法，你可以試用一下。

A.硬幣“巧”測胎面花紋
胎面花紋的磨損程度反映輪胎的

磨損程度，當胎面的花紋淺於
1.6mm的時候，就必須更換輪胎
了。如果沒有時間去檢測點進行
專業檢測，可以把一枚quarter硬
幣嵌入花紋當中，如果還能夠看
到硬幣正面邊上的虛線環，輪胎
必須要更換。如果胎面出現異常
突起或磨損，也應及時去維修點
進行檢測，以避免更大的安全問
題發生。

B.記得說明書上的正常胎壓
查看一下車輛用戶手冊或是銘牌
上標註的正常胎壓，然後讓檢測
人員檢測車輛目前的胎壓，並作
出相應的調整。正常的胎壓應在
2.2~2.5左右。當然，借助專業小
巧的隨身胎壓計，女性車主也能
輕鬆掌握胎壓狀況。

C.不要讓愛車裝太多東西

女性車主喜歡在愛車裡放置
物品，但對於車載行李的重量往
往會有所忽略。但如果載物過多
導致超載會給輪胎帶來巨大的壓
力從而導致爆胎的發生。女車主
對輪胎的“保護”，就從簡單的
車身減重開始吧！

女性車主在城區道路行駛還
好，遇到鄉村小路，特別是下雨
之後，積水濕滑路況，就不知道
怎麼選擇行駛路線，很盲目地選
擇道路行駛，因此，女性車主的
輪胎損壞也通常比男性車主要快
得多。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3 如何延長輪胎的壽命 4四輪定位需要買終身保修嗎？

當車輛使用很長時間後，用
戶發現方向轉向沈重、發抖、跑
偏、不正、不歸位或者輪胎單邊
磨損，波狀磨損，塊狀磨損，偏
磨等不正常磨損，以及用戶駕駛
時，車感漂浮、顛簸、搖擺等現
像出現時，就應該考慮檢查一下
車輪定位值，看看是否偏差太多
，及時進行修理。前輪定位包括
主銷後傾角（ Caster)、主銷內外
傾角(Camber) 和前輪前束(Toe)四

個內容。後輪定位包括車輪外傾
角(Camber) 和逐個後輪前束(Toe)
。這樣前輪定位和後輪定位總起
來說叫車輪定位，也就是常說的
四輪定位。車輪定位的作用是使
汽車保持穩定的直線行駛和轉向
輕便，並減少汽車在行駛中輪胎
和轉向機件的磨損。

四輪定位的作用有：增加行
駛安全；減少輪胎磨損；保持直
行時轉向盤正直，維持直線行車
；轉向後轉向盤自動歸正；增加
駕駛控製感；減少燃燒消耗；減
低懸掛部件耗損。

一般來說，在下列情況需要
做四輪定位。 1、更換新胎或發生
碰撞事故維修後；2、前後輪胎單
側偏磨；3、駕駛時方向盤過重或
飄浮發抖；4、直行時汽車向左或

向右跑偏；5、雖無以上狀況，但
出於維護目的，建議新車在駕駛
1-2年後做一下四輪定位。

四輪定位需要買終身保修嗎
？請看美南電視15.3《修車師姐》
第4集。本周六晚7:30， 周日上
午9:30，周一晚上8點，周二下午
1:30.
也可以登錄並訂閱美南國際電視
“生活”節目的 youtube 頻道：
stv15.3 houston life。您可以隨時
隨地收看youtube上的《修車師姐
》。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
ton, TX77072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上周末在休市圓滿舉行上周末在休市圓滿舉行
並舉行中華武術展暨第八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典禮並舉行中華武術展暨第八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典禮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世界之星武術錦標賽開幕式世界之星武術錦標賽開幕式，，左起薛正民左起薛正民，，王雲揚王雲揚，，中立者主辦中立者主辦

人吳而立人吳而立，，胡鄰胡鄰，，廖施仁廖施仁，，楊俊義楊俊義
主辦人吳而立主辦人吳而立，，羅茜莉羅茜莉((中立者中立者))與裁判與裁判Viet, Jason, Blondel,Viet, Jason, Blondel,

Randy, HenryRandy, Henry與計時計分義工以及得獎者合影與計時計分義工以及得獎者合影

少林功夫少林功夫。。

對打比賽對打比賽，，裁判裁判 邁克邁克在講解規則在講解規則。。

宏武協會星期天所有工作人員宏武協會星期天所有工作人員。。 武術展主辦人吳而立武術展主辦人吳而立，，羅茜莉羅茜莉((中立者中立者))與各組總冠軍全體合照與各組總冠軍全體合照。。

師傅師傅 BlueBlue表演大刀英姿表演大刀英姿。。 世界之星武術錦標賽世界之星武術錦標賽，，
中立者主辦人吳而立中立者主辦人吳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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