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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job growth takes giant step back as
Delta variant hits restaurants
WASHINGTON, Sept 3 (Reuters) - The
U.S. economy created the fewest jobs in
seven months in August as hiring in the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sector stalled amid
a resurgence in COVID-19 infections,
which weighed on demand at restaurants
and hotels.

A sign advertising job
openings is
seen while
people
walk into
the store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
August
6, 2021.
REUTERS/
Eduardo
Munoz

But other details of the Labor Department’s closely watched employment report on Friday were fairly strong, with the
unemployment rate falling to a 17-month
low of 5.2% and July job growth revised
sharply higher. Wages increased a solid
0.6% and fewer people were experiencing
long spells of unemployment.
This points to underlying strength in the
economy even as growth appears to be
slowing significantly in the third quarter
because of the soaring infections, driven
by the Delta variant of the coronavirus,
and relentless shortages of raw materials,
which are depressing automobile sales and
restocking.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the right perspective,” said Brian Bethune, professor of
practice at Boston College. “Given the
supply chain constraints and the ongoing
battle to lasso COVID-19 to the ground,
the economy is performing exceptionally
well.”
The survey of establishments showed nonfarm payrolls increased by 235,000 jobs
last month, the smallest gain since January. Data for July was revised up to show
a whopping 1.053 million jobs created
instead of the previously reported 943,000.
Hiring in June was also stronger than initially estimated, leaving average monthly
job growth over the past three months at
a strong 750,000. Employment is 5.3 million jobs below its peak in February 2020.
Economists polled by Reuters had forecast
nonfarm payrolls increasing by 728,000
jobs in August.
Though the Delta variant was the biggest
drag, fading fiscal stimulus was probably
another factor. The response rate to the
survey is lower in August and the pandemic has made it harder to adjust education
employment for seasonal fluctuations.
The initial August payrolls print has undershot expectations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including in 2020. Payrolls have
been subsequently revised higher in 11 of

the last 12 years.
“The August payroll figures have historically been revised higher in the years
since the Great Recession, sometimes
significantly, and there’s a good chance
this effect will occur again this time,”
said David Berson, chief economist at
Nationwide in Ohio.
Employment in the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sector was unchanged after gains
averaging 377,000 per month over the
prior three months. Restaurants and bars
payrolls fell 42,000 and hiring at hotels
and motels decreased 34,600, offsetting
a 36,000 gain in arts, entertainment and
recreation jobs. Retailers shed 29,000
jobs.
Construction lost 3,000 jobs. There were
gains in mining, financial services, information and 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as well as transportation and
warehousing.
Manufacturing added 37,000 jobs, led
by a 24,100 increase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Factory hiring remains constrained by input shortages, especially
semiconductors, which have depressed
motor vehicle production and sales.

China's Alibaba to invest $15.5
bln for "common prosperity"
SHANGHAI, Sept 2 (Reuters) - China's Alibaba Group (9988.HK), will
invest 100 billion yuan ($15.5 billion) by 2025 in support of "common
prosperity", it said, becoming the latest
corporate giant to pledge support for
the initiative driven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Beijing has been encouraging companies to share wealth as part of the
effort to ease inequality in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Other companies that have made similar announcements include Tencent Holdings (0700.
HK), which also pledged 100 billion
yuan, and Geely Automobile (0175.
HK). read more
The government-backed Zhejiang
News website said Alibaba's funds will
go towards areas such as subsidie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insurance protection for
gig economy workers such as couriers
and ride-hailing drivers.
It will also set up a 20 billion yuan
"common prosperity development
fund", the newspaper said, with Aliba-

ba confirming the report.
The e-commerce giant and its tech
rivals have been the target of a
wide-ranging regulatory crackdown
on issues ranging from monopolistic
behaviour to consumer rights. Alibaba was fined a record $2.75 billion in
April over monopoly violations. read
more
The sector has also attracted criticism
for the treatment of delivery workers and ride-hailing drivers, most of
whom are not covered by basic social
and medical insurance.
Food delivery platform Ele.me and
supermarket operator Freshippo, both
of which are owned by Alibaba, were
among operators called to a meeting
last month with government regulators on improving safety and labour
rights for delivery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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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s Homeless
Houston’
Problem Is A Social Issue
just passed a law banning
homeless encampments on
public property and it will go
into effect on September 1st.
Violators could be charged
with a Class C misdemeanor
and could be fined up to $500
dollars.
We are urging the
government to solve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to
retrain these homeless
people in order to let them get
back into the job market. We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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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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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pandemic hit the
Houston library, it has been
shut down since 2005.
“Houston Food Not Bombs
” has provided meals four
nights per week at the library
’s plaza. Now the downtown
library will open soon, but the
group was told they will no
longer be welcome there.

also need to build homes for
them in specific areas to
provide them with a safe
shelter.
This is a very serious social
issue. In our nation today
many people have become
homeless because they want
to depend only on
government help, especially
in big cities like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Chicago and
Houston.

have a right to be out in the
public space just as much as
we do.
Over the last year, the City of
Houston and Harris County
have worked with the
Coalition for Homeless to
create a COVID-19
Homeless Housing Program.
With a $65 million budget, it
will help more than 5,000
homeless in the Houston area.

The city wants to relocate the
group to the property nearby
the municipal court, but the
homeless people said they

Today the state of Texas has

Editor’s Choice
A flooded car is pictured after
the remnants of Tropical Storm
Ida brought drenching rain,
flash floods and tornadoes to
parts of the northeast in Mamaroneck, New York. REUTERS/
Mike Segar

Taliban forces stand guard in front of Hamid Karz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Kabul, Afghanistan. REUTERS/Stringer

A satellite image shows TD Bank Ballpark submerged in flood, after Hurricane Ida
swept through the Bridgewater Township in New Jersey. Maxar Technologies/via
REUTERS

A day after U.S. forces completed its troop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an Afghan man in
uniform boards a bus taking refugees to a processing center upon their arrival at 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Dulles, Virginia. REUTERS/Kevin Lamarque

A boat damaged by hurricane Ida
rests on its side in Leeville, Louisiana. REUTERS/Leah Millis

Afghan women’s rights
defenders and civil activists protest to call on the
Taliba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achievements
and education, in front of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Kabul, Afghanistan. REUTERS/St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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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 Director: Studies Show
COVID-19 Vaccine Effectiveness
‘Declining’ Against Delta Variant

Dr. Rochelle Walensky,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estifies during a congressional
hearing in Washington on March 18, 2021.
(Susan Walsh/Pool/AFP via Getty Imag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Dr. Rochelle Walensky, the head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said that data sourced from Israel on
COVID-19 vaccines show that the efficacy
of the shots has dropped among individuals
who received their vaccines early on. Citing three studies that were released by the
CDC’s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Walensky said on Aug. 18 that the
vaccines’ efficacy decreases over time in
preventing infection. Although protection
against death and hospitalization is “holding up well,” the COVID-19 vaccines’ effectiveness is “waning” in even preventing
severe illness or death, she said.
“Even though our vaccines are currently
working well to prevent hospitalizations,
we are seeing concerning evidence of waning vaccine effectiveness over time and
against the Delta variant,” Walensky said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in explaining why
federal officials are now recommending that
booster shots be given to Americans eight
months after they’ve been vaccinated with
the Pfizer or Moderna shots.
The two vaccines, the most widely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pegged at 95
percent and 94.1 percent effective, respectively, when granted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in December 2020. But the
efficacy against infection has plummeted
to 53.1 percent for both vaccines, one of
the new studies found.

A UK study suggests that COVID-19
vaccines are effective against the Delta
variant after two doses, although the
protection they offer begins to fall after
30 days.Credit: Ian Forsyth/Getty
Researchers with the CDC’s COVID-19
Response Team and the Vermont-based
Lantana Consulting Group discovered
that the two doses of mRNA-based vaccines were about 75 percent effectiv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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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preventing infection in nursing home residents from March through May. During
June and July, though, the number dropped
by 22 percent.
“Because nursing home residents might
remain at some risk for SARS-CoV-2
infection despite vaccination, multiple
COVID-19 preven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infection control, testing, and vaccination of nursing home staff members,
residents, and visitors, are critical. An
additional dose of COVID-19 vaccine
might be considered for nursing home and
long-term care facility residents to optimize a protective immune response,” the
researchers, who analyzed weekly data
from the Centers for Medicaid and Medicare, wrote.

People who have had Covid-19 gain even
more antibodies when fully vaccinated.
Another study analyzed age-adjusted
vaccine effectiveness in New York City
between May 3 and July 25. Researchers with the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the University at Alban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ound that effectiveness against infection for adults
dropped to 79.8 percent from 91.7 percent. They also said that data from four
databases, including the Citywide Immunization Registry, showed that vaccine
effectiveness (VE) against hospitalization
“was relatively stable,” ranging from 91.9
percent to 95.3 percent.
“These findings support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to reducing new COVID-19 hospitalizations and cases, centered on vaccination, and including other approaches
such as masking and physical distancing,”
the researchers said, including additional
vaccine doses.
The third study evaluated 1,129 fully vaccinated patients at 21 hospitals across 18
states. Researchers, including scientis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owa,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Washington University, sai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fizer and
Moderna vaccines against hospitalization
declined to 84 percent between 13 and 24
weeks after vaccination from 86 percent between two and 12 weeks after vaccination.
Without booster
shots, Walensky
suggested, there
will be “worsening

infections over time” among those who
have been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In the backdrop of the CDC’s findings,
Walensky said that “we are planning for
Americans to receive booster shots starting next month,” saying that their initiative is designed to “stay ahead of this
virus.”
As a result, booster doses of the mRNA vaccines made by Pfizer and Moderna will likely be distributed starting the week of Sept.
20. White House COVID-19 response coordinator Jeff Zients and Surgeon General Dr.
Vivek Murthy told reporters during the news
conference, however, that their plan is contingent on whether the CDC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uthorizes the booster
doses. The CDC’s advisory panel last week
recommended booster shots for immunocompromised individuals, a day after drug
regulators issued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or third shots for the population. Some
outside scientists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move, which could inhibit efforts to get
vaccin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m truly disappointed. This decision is
not justifiable at all looking at this data.
We are going to use up millions of doses
to reduce the small risk of mild infections
in fully protected people with a tiny risk
of hospitalisation, while most of the world
waits for a first dose,” Dr. Muge Cevik, an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s School of Medicine,
wrote on Twitter.

“The message I got from reading all three
[studies] was that there may be some reduction in infection protection with delta in nursing homes, but no data about
waning protection from severe disease or
hospitalization,” Dr. Walid Gellad, professor of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s School of Medicine, added.
Weeks ago, the CDC and FDA said that
individuals “do not need a booster shot
at this time,” contradicting a recommendation made by Pfizer. Last week, the
CDC director to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at she’s “really struggling” with how
to communicate the CDC’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the American public.
(Courtesy
https://www.theepochtimes.
com/)
Related
COVID Vaccines Protect Against Delta,

But Their Effectiveness Weakens Over
Time
A massive UK study of COVID-19 cases
shows that people who are jabbed have
good immunity at first, but quickly become
more vulnerable to the fast-spreading Delta variant. While the Pfizer–BioNTech and
Oxford–AstraZeneca COVID-19 vaccines
are effective against the highly infectious
Delta variant of SARS-CoV-2, their protection drops away over time, a study of
infec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has
concluded.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and the country’s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analysed a vast data
set comprising the results of 2,580,021
PCR tests to check for SARS-CoV-2 from
384,543 UK adults between 1 December
2020 and 16 May 2021 — when the Alpha
variant was dominant — and 811,624 test
results from 358,983 people between 17
May and 1 August 2021, when the Delta
variant was more prevalent.

The results, published in a preprint on 19
August1, suggest that both vaccines are
effective against Delta after two doses, but
that the protection they offer wanes with
time. The vaccine made by Pfizer in New
York City and BioNTech in Mainz, Germany, was 92% effective at keeping people from developing a high viral load —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the virus in their
test samples — 14 days after the second
dose. But the vaccine’s effectiveness fell
to 90%, 85% and 78% after 30, 60 and 90
days, respectively.
The vaccine developed by Oxford and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y AstraZeneca in Cambridge, UK, was 69% effective
against a high viral load 14 days after the
second dose, falling to 61% by 90 days.
The drop in effectiveness shouldn’t be
cause for alarm, says Sarah Walker, a
medical statistic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who led the study. For “both of
these vaccines, two doses are still doing
really well against Delta”, she says.
The data also suggest that the time between doses of vaccine doesn’t affect
vaccine effectiveness, and that people
who have previously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as well as receiving two vaccine doses have the best protection against
future infection. (Courtesy https://www.
nature.com/)

COMMUNITY
U.S. Adults To Be Offered
COVID Booster Shots In Sept.

pre-Delta (March to May) to 53.1% during
the period of Delta (June-July).
“Taken together, these data confirm that while
protection against infection may decrease
over time, protection against severe disease
and hospitalization is currently holding up
pretty well,” said Walensky.
“Preliminary data” from two vaccine cohort
effectiveness studies involving more than
4,000 healthcare personnel, first responders,
and other frontline workers at eight different
sites indicated “waning effectiveness against
symptomatic and asymptomatic infection ...
from 92% prior to Delta to 64% with Delta,”
Walensky added.

teams continued to underscore the urgency of
getting shots to unvaccinated Americans an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given that virtually
all cases that have led to severe disease,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occurred in unvaccinated people. (Courtesy https://www.medpagetoday.com/)
Related
U.S. Surgeon General Urges U.S. Fight
Against COVID Misinformation
U.S. Surgeon General Vivek Murthy on
Thursday called for a national effort to fight
misinformation about COVID-19 and vaccines, urging tech companies, health care
workers, journalists and everyday Americans

The effectiveness decreased against Delta,
regardless of when an individual was vaccinated, she noted. “These data suggests full
vacci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lta variant
may be correlated with less protection against
SARS-CoV-2 infection than against prior
variants.”
NIAID Director Anthony Fauci, MD, presented the immunological argument for recommending a third vaccine dose. He said that
“regardless of the variant,” antibody levels
decline over time in fully vaccinated people,
highlighting a recent study in Science. Higher
antibody levels, meanwhile, are associated
with better protection, he said, citing a recent
preprint. Importantly, boosters with the Moderna vaccine have been shown to increase
antibody titers by “at least 10-fold, and likely
much more,” said Fauci, adding that Pfizer
has shared “similar data.”
“So you get a dramatic increase in antibody
titers when you do a third immunization
dose,” he said. Altogether, the current studies
“support the use of a third booster mRNA
immunization to increase the overall level of
protection.” The new guidance on boosters is
restricted to recipients of Pfizer or Moderna’s
COVID shots, and do not apply to individuals who received the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 the rollout of which began later than the
mRNA vaccines.
“We expect more data on J&J in the coming
weeks,” said Murthy. “With those data in
hand, we will keep the public informed with
a timely plan for J&J booster shots.”
Murthy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response

to do more to address an “urgent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In a 22-page advisory, his first
as President Joe Biden’s surgeon general,
Murthy wrote that bogus claims have led people to reject vaccines and public health advice
on masks and social distancing, undermining efforts to en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putting lives at risk. The warning comes
as the pace of COVID-19 vaccinations has
slowed throughout the U.S., in part because
of vaccine opposition fueled by unsubstantiated claims about the safety of immunizations
and despite the U.S. death toll recently passing 600,000.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a plan for
U.S. adults who received either Pfizer or Moderna’s COVID-19 vaccine to receive booster
shots starting in late September.
“Having reviewed the most current data. It is
now our clinical judgment that the time to lay
out a plan for COVID-19 boosters is now,”
said Surgeon General Vivek Murthy, MD,
MBA, during a briefing of the White House
COVID-19 Response Team on Wednesday.
“Recent data makes clear that protection
against mild and moderate disease has decreased over time.”
This decline in protection appears to be due
both to waning immunity and to the strength
and pervasiveness of the Delta variant, he said.
“Even though this new data affirms that vaccine protection remains high against the worst
outcomes of COVID,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is pattern of decline we are seeing will continue in the months ahead, which could lead to
reduced protection against severe disease,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Murthy said. According to a 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CDC, FDA,
NIH, and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laid out the details of
the administration’s plan, the boosters will be
offered starting the week of September 20 to
U.S. adults who received their second mRNA
dose at least 8 months earlier.
“We are not recommending that you go out and
get a booster today,” Murthy clarified. The first
shots will be given to people vaccinated earliest
in the rollout: healthcare providers, residents
and staff at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and other
seniors.
The plan is contingent on both the FDA completing an independent review of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a third dose of the Pfizer
and Moderna mRNA vaccines and on the
CDC’s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ACIP) recommendations
after review of the evidence, the joint statement explained.

CDC Director Rochelle Walensky, MD.
“Our plan i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o stay ahead of this virus,” said CDC
Director Rochelle Walensky, MD.
In explaining the new decision, she offered
three key points: vaccine-induced protection does decline over time, effectiveness
against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remains
relatively high,”and the vaccines are generally less effective against Delta. New CDC
data released in th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MMWR) on Wednesday
showed that in New York state, vaccine effectiveness against infection declined from
91.7% to 79.8% from the period of May 3
to July 25, as the Delta variant became dominant. Effectiveness against hospitalization,
however, was stable (91.9% to 95.3%).
Another MMWR of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in CDC’s National Healthcare Safety
Network reported decli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mRNA vaccines during Delta, dropping
from an adjusted effectiveness rate of 74.7%

U.S. Surgeon General Vivek Murthy
Murthy, who also served as surgeon general
und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noted that
surgeon general advisories have typically
focused on physical threats to health, such as
tobacco. Misinformation about COVID-19,
deemed an “infodemic”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an be just as deadly, he said.
“Misinformation poses an imminent and insidious threat to our nation’s health,” Murthy
said during remarks to reporters Thursday at

the White House. “We must confront misinformation as a nation. Lives are depending on it.” Given the role the internet plays
in spreading health misinformation, Murthy
said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must make meaningful changes
to their products and software to reduce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while increasing
access to authoritative, fact-based sources.
Too often, he said, the platforms are built to
encourage, not counter,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We are asking them to step up,” Murthy
said. “We can’t wait longer for them to take
aggressive action.”
U.S.
Surgeon
General Murthy
sai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re built to encourage, not counter,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But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have defended their work
to stem the tide of misinformation.
The criticism is not new, and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and other platforms have
defended their work to stem the tide of misinformation.
“We agree with the surgeon general,” Twitter
said in a statement. “Tackling health misinformation takes a whole-of-society approach.”
Murthy’s recommendations went beyond
tech firms. Teachers, he said, should expand
lessons on media literacy and critical thinking. Journalists, he suggested, should work
to responsibly debunk health misinformation
without inadvertently spreading it further.
And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he added,
should do a better job answering questions
and explaining why public health guidelines
sometimes change based on new information. As for everyday Americans, Murthy
urged them to verify questionable health information with trusted sources like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nd to exercise critical thinking when exposed to unverified claims.
“If people have
loved ones or
friends who believe or spread
misinformation,
he said, it’s best
to engage by
listening and asking questions rather than
by confronting them. Misinformation hasn’t
just harmed our physical health — it has also
divided our families, friends, and communities,” Murthy wrote in the advisory.
“The only way to address health misinformation is to recognize that all of us, in every
sector of society,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act.”
(Courtesy https://ap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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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大流行后的美国消费狂潮已经开始
六大消费品类脱颖而出
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接种
疫苗，并且随着春季气温的升高，美国
许多地区的消费者开始预订飞机旅行，
去购物商场或在剧院里看电影。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3 月零售
额增长了 9.8％，因消费者迫不及待地花
掉他们 1400 美元的经济刺激支票。摩根
大通 （JPMorgan Chase）CEO 杰米· 戴
蒙（Jamie Dimon）周三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出色。
与大流行之前相比，消费者的支票账户
中有 2 万亿美元或更多的现金。”
当购物者再次消费时，有一些产品
的销量就脱颖而出：体育用品商店在 3
月份增长最大，比前一个月增长了
23.5％，证明户外运动装备仍然很受欢
迎；另一方面，服装店的销售额增长了
18.3％，这一变化表明人们可能正在更
新自己的衣橱准备再次出门。
短裙、连身裤和连衣裙 近几个月
来，裙子一直是摆在货架上的头号货品
。根据金融市场数据公司 Refinitiv 和电
子商务分析公司 StyleSage 的研究，他们
每周售出的商品的速度高于其他任何类
别。这些零售商包括科尔士百货公司
（Kohl's） 等 主 要 百 货 商 店 以 及 American Eagle 等特种服装商店。对于裙子，
尽管折扣水平几乎相同，但 3 月份的月
平均售罄率为 21％，而历年来 3 月份的
平均售罄率为 11％。
根据分析，顾客也涌向其他对春季
友好的衣柜，包括连身裤和连衣裙。
StyleSage 市 场 与 数 字 战 略 副 总 裁 Elizabeth Shobert 说，人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
假期买衣服，或者和朋友一起去餐馆。
她说：“人们正在制定计划。除了买些
汗水这样的舒适装备，以及在过去一年

锻炼 Peloton 时所穿的衣服外，没有什么
可以买的东西了。因此，这确实标志着
转变。”
梅西百货（Macy's ）首席执行官杰
夫· 根内特（Jeff Gennette）在本周由摩
根大通主持的虚拟会议上表示，礼服的
销售有所增长。“年轻女性能够在舞会
日历上放上毕业舞会，她们正进入我们
的商店和网站。”
牛仔裤 当购物者寻找新衣服时，
许多人开始转向牛仔布。
当李维斯（Levi's）在本月初发布财
报时，它提高了上半年的销售和利润前
景，并表示预计牛仔裤和 T 恤的消费者
需 求 将 超 出 预 期 。 Levi 的 首 席 执 行 官
Chip Bergh 告诉 CNBC，该行业似乎正处
于新的牛仔布生产周期的初期：紧身牛
仔裤已经过时，而阔腿宽松的牛仔布正
在流行。青少年和其他 Z 代客户正在寻
找“妈妈牛仔裤”（mom jeans）以搭配
其上衣的趋势。（mom jeans 是牛仔裤
的一种，版型偏宽松，但多是高腰，直
译就是妈妈裤，被称为老妈年代的裤子
。）
American Eagle Outfitters 也 发 现 类
似的牛仔服装热潮，并预计支出将激增
，购物者将再次返回购物中心。首席执
行官 Jay Schottenstein 称，“我们仍处于
流行病之中，但是当它消失时，我们可
能会看到‘咆哮的 20 年代’。”这家服
装店零售商在 15 日宣布提高其第一财季
的销售前景，称其收入目前有望突破 10
亿美元。Schottenstein 在接受 CNBC 采访
时表示，American Eagle 的牛仔布业务一
直在推动这些增长。
瑞银（UBS）零售分析师杰伊· 索尔
（Jay Sole）在最近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

表示，“我们不认为正式服装出现
180 度的变化。牛仔布是让消费者
摆脱慢跑裤之类的东西的一种完美
方式，感觉更合身，但仍然很舒适
。”
香槟 根据 NielsenIQ 的数据，
在截至 4 月 3 日的四个星期内，美
国的香槟销售量猛增了约 103％。
著名品牌 Veuve Clicquot 和 Moet＆
Chandon 的所有者也看到了这一点
。法国奢侈品集团路威 Tuesday 轩
集团（LVMH）周二表示，本财年
头三个月的香槟销量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了 22％。该季度的销售额也超过
了大流行前的数字，与 2019 年第一季度
相比增长了 15％。
LVMH 在本周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
上表示，尽管一些餐馆和夜总会仍然关
闭，但美国和欧洲的零售商仍在积压泡
沫 。 LVMH 首 席 财 务 官 Jean-Jacques
Guiony 说：“去年年底库存非常低，因
此需要补充库存。但是最重要的是，今
年上半年的消耗非常严重。”
香槟和起泡酒在酒精配送服务 Drizly 的销售额中也占较大份额。负责人
Liz Paquette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气泡酒
占 2019 年 3 月和 4 月 Drizly 全部酒精订单
的 7.4％。在 2020 年的两个月内下降至
5.6％，但是反弹今年三月和四月到目前
为止到已上升到 8.4％。“我们肯定会在
这一类别中卷土重来。”
鞋 根据 NPD Group 的消费者追踪
服务，截至 2021 年 2 月的 12 个月中，美
国鞋类的销售额同比下降 17％，至 640
亿美元。NPD 的 Cohen 说：“但是目前
补货周期已经加快。”NPD 的数据显示
，三月份的鞋类销售有所改善，不仅与

2020 年相比有所增加，而且与 2019 年相
比也有所增加。随着天气晴朗和温暖的
日子的到来，消费者正将刺激资金投入
道新鞋子上。
根据 StyleSage 的分析，零售商网站
上售出的高跟鞋的平均百分比从 2020 年
3 月的 8％跃升至 2021 年 3 月的 22％。分
析师贝 Beth Goldstein 表示，尽管如此，
购物者仍然偏爱某些鞋子。
她说：“虽然与 2020 年相比，几乎
所有类型的鞋类都有所改善，但与 2019
年相比，休闲、舒适和运动或休闲风格
表现最好，并且有所增长，而比较时髦
的时尚风格鞋子继续销量不佳。”
剃须用品 根据 Refinitiv 和 StyleSage
的研究，在 2 月 28 日至 3 月 28 日的四个
星期内，高端剃须产品是零售商网站上
销售价格较高的商品之一。在此期间内
，平均约有 3％的剃须产品售罄，比厨
房电器、园艺家具的售罄率更高。
宝 洁 （P ＆ G） 拥 有 的 剃 须 艺 术
（Art of Shaving）和欧莱雅（L’Oreal
）拥有的 Kiehl's 等品牌的胡须油和剃须
膏是最受欢迎的产品。研究发现，售罄
率较高的还零售商包括 Nordstrom 和 Nei-

man Marcus。
StyleSage 的 Shobert 说：“对于礼物
和自理产品的购买，人们考虑外出社交
的需要和他们的外表维护。”
泳衣 对于那些习惯在阳光明媚的
岛上度假胜地度过短暂的短暂喘息的人
们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漫长的冬天。梅
西百货的 Gennette 最近将泳衣以及行李
箱和衣服列为开始反弹的商品类别之一
。
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在线游泳和服装
品牌 Summersalt 表示，其 4 月份到目前为
止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850％以
上。与其他零售商一样，这家拥有近四
年历史的公司在去年春天出现了销售下
滑。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Lori Coulter 在采访中表示，现在顾客渴望购买色
彩鲜艳的泳衣、度假服和其他新鲜有趣
的物品。
“对于包括 Summersalt 在内的大多
数主要零售商而言，我们在 2021 年看到
的不仅是恢复了当月的原始增长计划，
而且还加快了增长速度。这归因于消费
者的心情——人们已经准备好庆祝，但
这次可能不同，可能是去海滩旅行。”

在美国生活容易吗？
从衣食住行看美国人的生活成本

常常有即将登陆美国的小伙伴问：
“在美国生活容易吗？”美国的生活容
不容易，关键还是要看美国的生活成本
到底有多高。今天小编就从衣食住行几
个方面来给大家详细计算下美国的日常
生活开销，看完你心里就有底啦！
一、美国生活成本之“衣”
美国人花在服饰上面的费用真的不
高，一家三口一个季度的穿着费用差不
多 300 美元就够了。美国的衣服鞋子很
多都是进口来的。但是有趣的是，很多
同款的衣服，质量可能比出口国还要好
，但是价格却要美丽很多。儿童服装，
美国人都很青睐 Carters 和 Place 这两个品
牌，质量好价格还便宜。夏天的 T 恤一

般 5、6 美元一件，甚至 3 美元的都有。
长袖的 T 恤或者再稍微高档一点的牌子
也只要 10 美元左右。冬季的棉衣，花上
30-50 美元就可以买到质量很不错的。
成人的服装也贵不到哪里去。运动
类的服装，以 Nike 来看的话，一件 T 恤
十几美元就能搞定。女士时装类可以选
择的品牌很多，价格也很吸引人。比如
专为职场人士准备的通勤款在 Ann Taylor 和 Jcrew 这两个本土品牌店就可以找
到，优惠的时候基本能打对折，衬衣和
T 恤只要十几美元左右，牛仔裤 30 美元
左右，休闲外套 50 美元左右。
买鞋子的话，如果你想实惠一点，
可以去光顾 Nike 的工厂店。一双 Nike 的

鞋子在国内买可能要六七百块，但是在
美国买只要一半的价格。所以如果你看
到美国 Nike 工厂店人满为患的样子，千
万不要觉得惊讶。另外，美国人经常逛
的品牌折扣连锁店 famous footwear 里面
的阿迪、耐克、斯凯奇的鞋子都不超过
70 美元。
二、美国生活成本之“食”
三四年前在美国生活的单身朋友说
他一个月的饮食费用大概在 200 美金左
右，这是很正常的。随着物价的上涨，
现在如果按照饭菜肉奶均衡摄入的标准
来看，一个单身人士在美国一月的伙食
费大概 300 美金。以一个三口之家为例
，一个月在饮食方面大概花 600-700 美元
，这里面包括日常食用的鸡肉、牛肉、
鱼类、蔬菜、牛奶、鸡蛋、果汁等。
值得称道的是，这边在食品安全方
面做得非常好，你极少会买到有瑕疵的
食材，所以采购的时候只要信手拈来就
好，不需要精挑细选。超市货架上的商
品很快就会售空，商品更新的速度很快
，所以买到的基本都是当天上架的新食
材。如果买到不合意的商品，只要不开
封就可以凭小票直接退换。
说说超市里常见食材的价格吧。牛
奶（普通，1 升）0.83 美元，一条白面包
（500 克 ） 2.59 美 元 ， 大 米 （1 千 克 ）
3.89 美元，鸡蛋（普通，12 个）2.3 美元
，当地奶酪（1 千克）10.65 美元，鸡胸
肉（无骨、去皮，1 千克）8.49 美元，牛
后腰肉（1 千克）或同等的牛羊后腿肉

11.46 美元，苹果（1 千克）4.35 美元，
香蕉（1 千克）1.50 美元，西红柿（1 千
克）4 美元，马铃薯（1 千克）2.49 美元
，洋葱（1 千克）2.48 美元。
三、美国生活成本之“住”
无论在哪座城市，住宿都是生活开
销里的大头。这里我们以最贵的城市纽
约为例，聊聊美国买房和租房的价格。
单身人士或者情侣一般都会选择一居室
或者是单间，每月租金从 800-1500 美元
不等。如果你们是三口之家，一般会选
择两居室或是分租 house 中的两个房间，
租金在 1800-2200，每月的水电、煤气、
网络费用大概在 200-300 美金，有的包括
在租金内，有的可能要另算。如果是在
曼哈顿，可能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增加
300-500 美金。
如果是在美国南部城市，2000 美金
以上基本上可以租到一整栋 house。所以
说美国不同区域不同地段的租金差异还
是很大的。同样一栋精装修的房子，在
纽约市可能要 150 万美金左右，在德州
休斯顿市区可能只需要三四十万美金就
能买到。很多人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宁愿凑够首付买房，因为真正算起
来，在美国买房比租房要划算很多。每
个月的租金差不多都可以用来还按揭了
，最后还能拿到房子的永久产权。
四、美国生活成本之“行”
在像纽约这样公共交通比较完善的
城市里，坐公交地铁出行远比开车要方
便。但是公共交通并不算便宜，公交、

地铁每刷一次卡 2.75 美元，短距离内再
次乘坐免费。按照日常出行的频率来算
的话，一个月的交通费大概在 50-70 美金
之间。
不过众所周知的是，美国的车子实
在是太便宜了，所以远距离出行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选择开私家车。在美国，
越贵的车子跟国内的差价就越大，有的
甚至会比国内便宜三分之一左右。而且
车子的质量超级好，开了很多年之后还
是没什么变化，所以那些保养得很好的
二手车也是很受欢迎的。另外，美国的
油价也还可以，一加仑差不多 3 美元多
一点。
如此算来，一个住在纽约的三口之
家，按照中等的生活水平，每月花在衣
食住行这几个方面的费用差不多在 3000
美元左右。这还是在纽约，去到相邻的
新泽西州，开销也会小一点；去到更远
的俄勒冈州，由于没有那 8%-10%的消费
税，开销会更低。
在美国生活容易吗？看完以上的分
析，相信大家心里应该有谱了。很多人
在看的时候估计会习惯性地把美元折合
成人民币来算，然后觉得压力很大。其
实按照 2018 年公布的全美 50 个州的人均
年收入来看，纽约排在第 10 名，人均年
收入有 7 万多美金，月平均收入在 5800
美金左右。即使是排在最后一名的伯灵
顿州，月平均收入也有 4600 美金。也就
是说，一个家庭里一个人的收入足够一
家的生活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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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導演法蘭西斯柯波拉
20 年野心之作《大都會》傳將開拍
開出夢幻卡司凱特布蘭奇、千黛亞，自掏腰包花上億也要拍
大導演法蘭西斯柯波拉
（Francis Ford Coppola） 過 去 執 導 享
譽全球的《教父》、《現代啟示錄》
等電影，如今已經 82 歲的他，對電影
依然保有熱情，20 多年來，他期望拍
攝史詩電影《Megalopolis》（暫譯：大
都會），但卻遇到了財務問題，原本
於 2000 年計劃拍攝，卻遇到 911 事件
，導致該片拍不成。
近日，再度傳出他將拍攝該片，
就連演員名單也出來了，包括奧斯卡
伊薩克（Oscar Isaac）、佛瑞斯惠特克
(Forest Whitaker)、 凱 特 布 蘭 琪 （Cate
Blanchett）、裘莉（Angelina Jolie）的
老爸強．沃特（Jon Voight），以及千
黛 亞 （Zendaya） 、 蜜 雪 兒 菲 佛 （Michelle Pfeiffer） 和 潔 西 卡 蘭 芝 （Jessica Lange），堪稱夢幻組合。
為了拍成這部電影，法蘭西斯柯
波拉似乎打算孤注一擲，將自己的部
分財產也投入拍攝，估計將花超過 1
億美元（約 27 億台幣）。他近日接受
訪問，透露《Megalopolis》的部分內容
，「這部電影的概念是一部羅馬史詩

， 採 用 傳 統 如 西 席 · 地 密 爾 （Cecile
B. DeMille）或《賓漢》的風格，但會
專注於美國現代敘事呈現。」故事改
編自羅馬的喀提林陰謀（Catiline Conspiracy），是一場貴族之間的決鬥，喀
提林將於奧斯卡艾薩克演出，而故事
發生在金融危機期間。
他表示該片故事發生在新羅馬，
「這是一部當代的羅馬史詩，時間不
是現代紐約的任何時間，而是套用現
代紐約的印象，我稱之為新羅馬」，
他希望該片可以在 2022 年秋季開拍，
目前演員名單都是他列出，還要再與
演員們洽談合作，「但我已經得到他
們的信心，相信這些演員是令人振奮
的卡司」。
他也表示，該片預計將花費 1 億
美金到 1.2 億美金，他會努力壓在 1 億
美金左右，為了拍成這部多年的夢想
，他已經找了一些金主加入，也打算
自掏腰包，但即便如此，要拍攝成本
如此龐大的電影仍很困難，但他為了
看到夢想成真，他不懼怕要花很多錢
才能實現。

溫子仁回來了！
恐怖片《疾厄》9/2 限制級上映

恐怖大師溫子仁終於回來了，他全
新導演恐怖片《疾厄》今日曝光終極預
告，希望透過這個原創故事重回溫子仁
早期的恐怖根源，挑戰新的題材不重複
過去的類型，為觀眾帶來嶄新又不同以

往的刺激與驚嚇
，《疾厄》明 9
月 2 日在台上映
。
《疾厄》的故
事主角麥迪森（安
娜貝爾瓦莉絲 飾
演）小時候身邊就
常發生一些怪事，
她會跟蓋博瑞說話
，家人以為他是麥
迪森想像中的朋友
，但究竟是誰，沒
人知道。長大後的
麥迪森，生活突然發生可怕轉折，她開
始不斷看到恐怖謀殺案的異象，但這些
並不是幻想，而是真實發生事件，使得
她精神逐漸瀕臨崩潰，她之後試圖與警
方合作、解開謎團，發現這一切似乎與

神秘的蓋博瑞有關。
導演溫子仁許久未親自執導恐怖片
，他想找新方法來挑戰自己，也覺得過
了這麼多年，是時候回歸初心，拍像是
《奪魂鋸》、《非法制裁》這種風格的
恐怖片。
他說：「在《水行俠》、《厲陰宅
》宇宙及《陰兒房》的系列電影接連問
世後，我覺得需要換換口味，脫離超級
英雄及鬼氣森森的領域，嘗試不一樣的
東西。拍一些原創、大膽的故事對我來
說非常重要。」
《疾厄》受 80 和 90 年代的恐怖懸
疑片啟發，但究竟誰是蓋博瑞？導演溫
子仁保密到家，表示片中混和各種他喜
歡的不同類型，包含心理懸疑到義大利
邪典電影，也看得到一點科幻片的影子
，期待為觀眾帶來新的恐懼體驗。
《疾厄》明天 9 月 2 日全台上映。

Delta 變種病毒可怕！
阿湯哥 2 部新片又延期上映
美國專業影視媒體「綜藝報」
（Variety）報導：受 Delta 變種病毒疫
情升溫衝擊，派拉蒙電影公司鐵腕宣布
2 部湯姆克魯斯主演大片延期上映：
《捍衛戰士 2 獨行俠》從原定今年 11 月
19 日延到（暫定）明年 5 月 27 日；《不
可能的任務 7》從原定明年 5 月 27 日延
到（暫定）明年 9 月 30 日。
據報導：全球賜虐的 Delta 變種病
毒導致美國疫情升溫，7 月民調統計
「敢進戲院看電影的觀眾」從 67%跌到
58%，是耗資超過 1.52 億美元已拍完的

《捍衛戰士 2 獨行俠》和成本可能超過
2 億美元還在拍的《不可能的任務 7》
再度延期上映的主因。
但也有大片無懼！漫威首部華裔超
級英雄電影《尚氣與十環傳奇》鐵定 3
日在美國戲院上映，串流平台 Disney+
要等戲院公映 45 天後才可上架；「綜
藝報」、「DEADLINE」等影視媒體都
看好該片在美國 4200 家戲院開映 3 天的
票房，上看 4500 萬—5500 萬美元之間
，海外因大陸沒上片的關係，票房仍至
少上看 4000 萬美元；據說漫威已為這

部成本近 2 億美元的大片花了近 1 億美
元的宣傳費，雖未獲漫威公開證實，已
不難想像漫威對《尚氣與十環傳奇》票
房的高度重視。
「綜藝報」報導其他大片都還沒要
延期：《007：生死交戰》10 月 8 日，
《猛毒 2 血蜘蛛》10 月 15 日，《沙丘》
10 月 22 日，《永恆族》11 月 5 日，《蜘
蛛人：無家日》12月 17日，《駭客任務
4》12 月 22 日，在美上映日期暫都不變
。《尚氣與十環傳奇》開片票房是否產
生「骨牌效應」影響？目前尚難預料。

《007 生死交戰》
龐德挑戰最艱難終極任務

007 系列電影第 25 集《007 生死交戰》由凱瑞福永執導，丹尼爾
克雷格第 5 度飾演英國情報員詹姆斯龐德，其他主要原班演員有
《007 惡魔四伏》雷米馬利克、蕾雅瑟杜、班維蕭、娜歐蜜哈瑞絲、
克里斯多夫沃茲和傑佛瑞萊特以及新加入雷米馬利克《波希米亞狂想
曲》、安娜德哈瑪斯。
《007 生死交戰》於 9 月 1 日早上 7:30 釋出終極版國際預告，導
演凱瑞福永表示，身為一名編劇和導演，最重要的是重新了解龐德，
他處於什麼狀態？退役五年後成為什麼樣的人？他有點像是隻受傷的
動物，努力掙扎再度成為 00 號情報員，然而世界發生劇變，交戰規則
已和以往不同，在這非對稱作戰的時代，間諜行為變得更黑暗，龐德
身邊的密友，以及他視為家人的人都陷入致命危機，現在又出現了全
新敵人，比他遇過的所有對手更危險，不管這些人是何方神聖，都比
惡魔黨更聰明、更強悍，從他重出江湖的那一刻起直到片尾，都是一
場與時間賽跑的追逐戰，他必須拯救世界，也要拯救摯友愛人。
《007 生死交戰》一片深入探討龐德的巨大轉變，他歷經滄桑、飽受
創傷、痛失摯愛，這將是最具挑戰性和最艱難的任務那就是我們的目
標，拍出一部精彩絕倫的電影，每部 007 電影都是如此，不但危險致
命，更是直擊人心，所有的秘辛即將完全揭露，這將是丹尼爾克雷格
的最終篇章。
《007 生死交戰》故事敘述情報員詹姆斯龐德退役後，在牙買加
享受著平靜的生活。但當中央情報局的老朋友菲力克斯雷特出現請他
協助時，這短暫的平靜也隨之結束。他的任務本是去營救一個被綁架
的科學家，卻發現一個神祕的新型態科技犯罪組織，也讓自己身陷危
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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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豪客增“兵”未見效 意甲失星將 巴塞慳家求生

兩球王轉會 掀動瘋狂夏日
兩大“球王”C 朗拿度和美斯齊齊轉會震撼今夏歐洲足壇，而英
超史上第一及第二高的轉會費亦同告誕生，令到今夏轉會市場倍加熱
鬧。今夏轉會窗 1 日關閉，總結而言，英超球會貴精不貴多以高價重
點買人，而阿仙奴則是今夏出手最闊綽的球會，但新援不算很有名
氣，增兵亦暫未見成效。意甲和西甲球會在考慮到財政壓力下都要量
入為出，其中意甲流失了兩員具叫座力的球星，西甲巴塞隆拿更要慳
家求存。倒是法甲勁旅巴黎聖日耳門成功免費延攬 4 名自由身的球星
加盟，搶盡風頭。

今夏轉會市場，除了阿仙奴外，幾支英
超豪門都是以高價重點引援。衛冕的
曼城以約合1.17億（歐元，下同）轉會費
簽入基亞利殊，盼增強中前場創造力，基
亞利殊由此超越曼聯以1.05億羅致的保羅
普巴，成為英超史上最貴球員，亦是今夏
歐洲市場轉會費最高的球員，因此曼城今
夏引援也錄得8,870萬的赤字。歐聯盟主車
路士亦是重點補強，以英超史上第二高的
1.15億轉會費回購盧卡古，以此解決中鋒
乏力的軟肋，又成功高價賣走譚美阿巴謙
等將，故是今夏英超六強中轉會收支難得
持平的球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定和阿拉巴等冠軍功臣離隊後，引進烏
柏美卡奴補充防線兵源；多蒙特則羅致
了荷蘭翼鋒當耶爾馬倫，整體上德甲未
見重量級轉會。倒是巴黎聖日耳門搶盡
風頭，引進美斯夥同尼馬和麥巴比合組
“MNM”夢幻鋒線，除了用 6,000 萬收
購的阿舒拉夫，美斯、沙治奧拉莫斯、
韋拿杜姆和當拿隆馬4星也是以自由身來
投，因此球會可將省下的轉會費用來負
擔球星們的工資。
● 基亞利殊成為
今夏最高轉會費
的球員。
的球員
。 法新社

英超燒錢 基亞利殊貴絕今夏
阿仙奴罕有地成為轉會市場的最大
豪客，以 5,850 萬羅致英格蘭國腳賓韋
特，買入5人豪燒了冠絕今夏歐洲列強的
1.656 億，扣除賣人的 3,090 萬，“兵工
廠”也錄得 1.347 億轉會赤字，這數字也
是今夏五大聯賽之首。曼聯回購 12 年前
離隊的 C 朗拿度，成為今夏美斯轉會之
外的另一大話題，加上羅致後衛華拉尼
和年輕飛翼查頓辛祖，共花費 1.4 億增
兵，出售丹尼爾占士僅套回2,910萬。
巴塞隆拿債台高築，加上要符合西
甲財政要求，只好放走頭號巨星美斯，
又出售天才中場莫里巴及讓基沙文離
隊，簽回免費兵迪比和阿古路。皇家馬
德里今夏羅致麥巴比不成，最終以 4,000
萬引進另一法國中場新星卡馬雲加，後
者亦成為今夏西甲“標王”。總結西甲
三雄，今夏引援聲勢遠不及英超球會。

巴黎聖日耳門搶盡風頭
意甲與西甲情況差不多，國際米蘭高
價賣走了盧卡古和阿舒拉夫兩名意甲奪標
功臣，祖雲達斯雖“先租後買”補回意大
利國腳中場文路爾盧卡迪利，卻留不住C
朗拿度，要重奪意甲冠軍更成疑問。
德甲方面，拜仁慕尼黑在謝路美保

●球會 1 日發布了 C 朗重披曼聯球衫的官方照
朗重披曼聯球衫的官方照。
。
他在專訪中承認，
他在專訪中承認
，當年將他帶到曼聯的恩師費格
遜，在他足球生命中情同父親
在他足球生命中情同父親，
，亦在其今次回巢
一事起了關鍵作用。
一事起了關鍵作用
。
曼聯圖片

車路士租借沙奧尼古斯
基沙文在新賽季狀態低迷，巴塞隆拿為省工
資決定以“先租後賣”的方式放這位法國國腳回
巢馬德里體育會。巴塞 2 年前以 1.2 億（歐元，下

今夏十大最高轉會費球員
轉會費（歐元）

1.基亞利殊

1.17億

2.盧卡古

1.15億

3.查頓辛祖

8,500萬

4.阿舒拉夫

6,000萬

5.賓韋特

5,850萬

6.烏柏美卡奴

4,250萬

7.華拉尼

4,000萬

8.伊巴希馬干拿迪

4,000萬

9.卡馬雲加

4,000萬

10.譚美阿巴謙

4,000萬

▲基沙文重回馬體會。

郎平卸任中國女排主教練

離任後首站為母親掃墓
中國排球功勛人物郎平 9 月 1 日在社交平台宣
布已正式卸任中國女排主教練一職。
從 2013 年第二次執掌中國女排教鞭至今，郎
平六次帶隊參加奧運、世界盃、世錦賽三大頂級賽
事，拿下3金1銀1銅。

●郎平宣布正式離任
郎平宣布正式離任。
。

基沙文 卡馬雲加成截止日焦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趕及最後關
頭的轉會，最受關注的無疑是基沙文和卡馬雲加
等幾位焦點名將。

球員

新華社

去年疫情期間，中國女排封閉訓練，郎平的母
親病重住院，郎平表示，自己沒有機會很好地陪伴
母親。郎平在文中透露，病重時母親對郎平說：
“走吧，回去吃飯休息，明天還要訓練。”
郎平離任後首站就是前往蘇州為母親掃墓。她
在掃墓時說：“沒能圓滿完成東京奧運的任務，確
實留下遺憾，但不管是不是完美，我都要交棒了，
要告別了。”郎平在文中表示，8 年了，手裏握着
這個接力棒，使命感和責任感讓我一刻不敢鬆勁
兒。“卸任的時候，我想說我不能保證自己做對、
做好了所有的事，但是保證做好了每一天，竭盡全
力，鞠躬盡瘁，無愧於心。”
郎平還說，這一路上並不平坦，但是因為熱
愛，所以吃的苦、受的累都值得，成敗得失、高低
起伏，都是在這個過程中必須經歷的，都是獲得，
都是財富。回首這麼多年的排球生涯，她感覺很滿
足、很幸福。
●中新社

●美斯告別母會
美斯告別母會，
，改穿巴黎聖日耳門的 30 號球
衣。
法新社

資料圖片

同）從馬體會簽入基沙文，但他為巴塞上陣 102
次只入了35球，如今卻要1,000萬外借加4,000萬
賣斷合計 5,000 萬虧讓他。巴塞又將巴西右翼衛
艾馬臣艾巴里斯杜以 2,500 萬歐元賣給熱刺，及
以2,200萬將18歲中場明日之星莫里巴轉讓給RB
萊比錫。瘋狂賣人的同時，巴塞臨尾只以租借方
式，從西維爾簽入31歲荷蘭國腳前鋒盧克迪莊。
馬體會簽入基沙文後，宣布同意讓青訓產品
沙奧尼古斯以 500 萬外借給車路士，後者可以
4,000 萬買斷這位 27 歲西班牙國腳中場。西甲首
都豪門皇家馬德里據報加碼至 2 億歐元也未能羅
致麥巴比，只好待其明夏自由身加盟，故最後時
刻決定以 4,000 萬從雷恩引進 18 歲法國天才防守
中場卡馬雲加補充兵源。
英超方面，曼聯將 2 年前加盟後未能穩佔正
選的 23 歲威爾斯翼鋒丹尼爾占士，以 2,910 萬賣
給英超對手列斯聯。大灑金錢的阿仙奴臨尾仍
有動作，以 1,860 萬從博洛尼亞引進 22 歲的日本
國腳後衛冨安健洋，同時將効力 10 年的右閘比
利連外借回西甲，加盟貝迪斯。此外，愛華頓
則簽入以自由身離開中超大連人的 31 歲委內瑞
拉國腳前鋒朗頓；約滿告別拜仁慕尼黑的德國
後防老將謝路美保定，則以自由身加盟法甲里
昂。

險勝國家隊對手摘銅

梁育榮五屆儲滿三色獎牌

●梁育榮（右）壓軸一擊得手，險勝國家隊的
鄭遠森取得銅牌。
殘奧會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殘疾人
奧運會“五朝元老”梁育榮，1 日在東京殘奧
BC4 級硬地滾球個人賽銅牌戰幸不辱命，憑最
後一局壓軸一擊得手，以 5：4 險勝國家隊的鄭
遠森，為港隊增添一面銅牌，也是今屆第 2 面
獎牌。他接下來會帶領隊友劉慧茵及黃君恒乘
勇出戰BC4級雙人賽，寄望再次為港爭光！

上屆獲得個人賽金牌的梁育榮，準決賽不
敵泰國選手 Pornchok Larpyen，落入銅牌戰。
世界排名第 5 的他，面對排名較他高 1 位的鄭遠
森，放開心情下，第一局領先 4：0。不過鄭遠
森之後連贏兩局 2：0，大分追平至 4：4。到了
決勝的最後一局，鄭遠森擲完全部 6 球後，梁
育榮還有兩球在手，不過第 5 球稍有偏差，未
能擲到較近白球位置。幸好最後一擊落點準
繩，成功貼着白球，就憑這一擲險勝 1：0，總
分以5：4勝出。梁育榮過去4屆殘奧已曾贏過3
金 1 銀，今次能夠收穫銅牌，亦令他儲滿三色
獎牌。
這位“五朝元老”賽後有點激動：“很開
心，因為來之前都沒想過自己在單打拿到獎
牌，今日拿到銅牌很開心。其實其他國家和地
區慢慢冒起，很多運動員都很強，他們可能又
比我年輕，我到這年齡都可以打入 4 強已經很
開心，現在拿到獎牌對我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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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老鷹抓小雞》定檔 10 月 1 日

讓國漫精致到羽翼豐滿
《老鷹抓小雞》籌備製作歷時十年
之久，故事脫胎於中國人的兒時遊戲，
將情懷延續至大銀幕。作為一部達到國
際領先水準的高水平精品動畫電影，
《老鷹抓小雞》采用動物擬人手法向世
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打破東西方文化
壁壘，用國際通用語言，生動地傳遞了
奮鬥、生而平等、大愛、創新與和諧發
展的豐富主題。從首次曝光的預告片，
足以窺見影片的超凡質感與上佳品相，
彰顯出中國動畫的崛起成長，以及中國
當代年輕人看待世界的視角，不再妄自
菲薄，有了更強的底氣與自信。
《老鷹抓小雞》講述了在雞村長大
的小鷹金寶和不服命運的小雞小迪這對
姐弟，攜手追尋飛翔之夢的故事。在學
習飛翔和實現理想的過程中，金寶和小
迪不僅要面臨自我蛻變和突破的挑戰，
還在繁華的鳥禽居住地-鳥城邂逅了英勇
威武的護衛隊隊長蓋，隨著旅程推進，
小鷹金寶在雞村成長的身世之謎，鳥界
塵封多年的一樁懸案，以及雞村中紅曜
石隱藏的秘密力量等，將這三位少年引
向一個更大的陰謀。
首曝預告“鷹雞”長空
理想少年有夢不凡
此次曝光的劇情預告片中可見，影
片畫風清新細膩、細節生動，禽類、鳥
類的毛發各有特點。其中雞村的村民們
絨軟可愛，金寶從鷹寶寶時的萌翻全
場 ，到成長為雄鷹後的颯爽不凡，形象
變化的過程也充分展現了主創對禽類毛
發製作的領先水準。同時，《老鷹抓小
雞》的特效動感搶眼，動作戲和追逐戲
驚險刺激，沈浸感極強。
除了展現影片的畫面質感和冒險氣
質，小鷹金寶追夢勇敢飛的成長主線也
正式亮相，金寶經歷了“鷹立雞群”的

格格不入，從質疑自我到獲得身份認同
，金寶最終沖破了心靈藩籬，抱著不會
飛就必然墜落的決心，成為了一只翺翔
天空的雄鷹，高燃的成長過程讓人看得
心潮激蕩，感動不已。片中“飛得高，
看到的都是笑臉。飛得低，看得都是屁
股。”“既然是鷹，就能自己飛起來，
否則就是死路一條。”等勵誌臺詞，為
影片帶來了貫穿始終的銳氣與力量，投
射出當下年輕一代自信、自強的精神風
貌。
在今日同時發布的定檔海報中，童
年階段的金寶和小迪從雞媽媽潔白的羽
翼下探出頭來，以好奇心十足的眼光，
打量這個世界，胸前揮出的翅膀，毛色
鮮亮，似乎蘊含著無窮活力。海報背景
被白羽填滿，象征著母愛的溫暖與寬
厚，金寶和小迪正是因為有雞媽媽這
個堅實的後盾，才有了追逐夢想的底
氣和自信。定檔海報既點出了本片青
春 、 成 長 的 主 題 ， 又 蘊 含 著 反哺報恩
的中式家庭關系，躍躍欲試的金寶和小
迪像在邀請觀眾一起沖上雲霄，即將成
長起來的鷹雞姐弟，也將為雞媽媽最堅
固的盔甲。
老少皆宜打造質感大片
寓教於樂探索跨文化表達
《老鷹抓小雞》以中國人耳熟能詳
的同名國民遊戲為故事角色的靈感來源
，通過顛覆式創新，構建出了一個歡樂
有愛的動物世界，未來感十足的大城市
“鳥城”和悠然於世的雞村“咕咕鎮”
成為城市與鄉村生活的縮影。在“咕咕
鎮”，親切的鄰裏關系，恬靜的生活環
境，小雞們過著安安穩穩與世無爭的鄉
村生活；而繁榮發達的鳥城中，各類猛
禽在此共存，高競爭與高壓力的生態一
方面讓鳥城生機勃勃，但也潛藏著深層

將於9月9日全國上映的動作、懸疑、
劇情電影《潮汕風雲》曝光人物海報，
王宇、陳庭威、朱鐵和、方莉莉、李樹
浩、文熙、黃伊伊、上官瞳、周炎等主
演人物紛紛亮相。
電影《潮汕風雲》改編自青年作家
鄭鐘海長篇小說《潮汕煙雨》，由田雋
監製、鄭鐘海編劇、蔣亞執導，講述了
民國時期漁霸黃天縱覬覦媽祖玉像，勾
結縣長逼親郭小妹，又放火燒船將漁民
逼上了絕路，媽祖玉像傳人郭小妹為拯
救鄉親，被迫嫁入林家，豈料迎親當晚
丈夫卻被土匪劫走，身懷絕技的她孤身
上山救夫，與土匪、黃天縱等惡勢力鬥
智鬥勇的故事。
電影女主角“郭小妹”由新一代的功
夫女星王宇出演，所有打鬥場景都是本人
親自上陣，沒有用任何替身，可柔可剛的

表演讓人印象尤為深刻，更值得期待。
扮演林家老爺“林陶再”的是曾經
出演《我來自潮州》的主演陳庭威，這
次出演《潮汕風雲》，對他而言，無疑
是觀眾對他潮汕人這個身份的再次認可
，而他本人對之出演也很得心應手。
影片中的人物還有一位家喻戶曉的
潮汕老戲骨，片中愛出餿主意的林娘聘
叔公由“水雞兄”李樹浩出演，多年來
，他憑借塑造一個個生動、詼諧的小品
人物形象，而頻頻活躍在潮汕的舞臺和
熒屏上，並深得潮汕人民的喜愛；從
《夏雨來》裏的龜蛇龍，到《七十二家
房客》裏的橄欖福，時光飛逝，一眨眼
已有 20 年了，雖然不再年輕，但他還是
潮汕人記憶中的模樣。
熟悉 TVB 劇的人對朱鐵和一定不會
陌生，這位最佳甘草演員活躍於上世紀
八九十年代，最為人
熟 悉 的 角 色 是 1994 版
《射雕英雄傳》中飾
演歐陽鋒和《唐伯虎
點秋香》中飾演寧王
使者。朱鐵和在這部
電影中扮演的是一個
漁霸，獨霸一方。連
他自己都說，當初選

了這個角色是覺得漁霸好威風，就很想
演好他，給觀眾不一樣的印象。
此外，片中飾演鐵嘴媒婆笑姑的演
員方莉莉也是有名的潮汕演員，演出過
幾十個大型話劇，如《又一春》《一雙
繡花鞋》《死要面子》《出租新娘》
《七十二家房客》《夏雨來》等，在表
演藝術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是深
受觀眾喜愛的重量級演員，多次獲獎，
更是潮汕話劇團的柱梁。
另外，全片有超過 3000 名潮汕人參
演，包括各種路人甲乙丙丁，可以說
《潮汕風雲》是真正屬於潮汕人攝製、
參演的電影。
作為中國近代少有的反映潮汕歷史
人文故事的電影，影片以潮汕女性為聚
焦點，講述了小人物大英雄的故事，謳
歌了潮汕人善良、正義、團結助人的美
德，弘揚了媽祖“立德、行善、大愛”
的精神，推廣了潮汕地區潮劇、英歌舞
等一系列民俗文化，真實還原了民國時
期潮汕地區的市井生活面貌。
電影《潮汕風雲》將於 9 月 9 日全國
上映，只要閣下對潮汕人以及潮汕文化
感興趣，或者結識潮汕人、成為潮汕人
的朋友，歡迎你走入電影院，跟我們一
起共賞此片。

斥巨資打造國漫電影
中國動畫裏程碑式突破
《老鷹抓小雞》邀請國內一流動畫
製作團隊把關質量，從質感十足的預告
片中也足見其大片品相。主創團隊蘇州
飛馬良子影視有限公司在立項之初就明
確了影片要以國際化的視野，向世界講
好中國故事。作為一部歷時十年打造的
全新大銀幕力作，影片由國家級動漫企
業護航，團隊已在動畫領域深耕多年，
集結了一批擁有先進創新思想、技術經
驗豐富的優秀動畫人才。《老鷹抓小
雞 》是目前國內動漫電影中投資最大的
全新力作，在特效造型、場景製作、故
事設定和價值理念上都具備比肩國際一
流動畫電影的水準，尤其是對片中禽鳥
類羽毛部分的呈現，團隊集中攻堅，實
現了中國動畫史上裏程碑式的突破。
電影《老鷹抓小雞》得到了蘇州市
委市政府、吳中區委區政府、吳中高新
區管委會在資金上的大力支持。影片也
被列入“一帶一路”精品項目，承載著
中國動畫走向國際的期待。主創團隊十
年磨一劍，以匠心打造精品動畫，將在
國慶檔為熱愛國漫的觀眾帶來闔家歡樂
與燃夢熱血。

於榮光執導的武俠劇《天龍八部》正在熱
播。除了“天龍三兄弟”喬峰、段譽、虛竹引
人關註，慕容復以單挑十大高手的高強武藝驚
艷出場，也引發不少網友討論。該角色扮演者
高泰宇近日接受采訪時稱，出演該劇，圓了他
作為一名演員的金庸武俠夢。
高泰宇坦言自己一直夢想能演金庸劇：
“能出演金庸武俠劇，相信是包括我在內很多
演員的夢想。記得曾經流行一句話，叫‘男看
金庸，女看瓊瑤’。可以說，金庸武俠承載了
男人的夢想，沒人能抵擋它的魅力。我自己從
小也愛看金庸武俠劇，幻想有朝一日能成為像
喬峰、郭靖、楊過、張無忌那樣的大英雄。”
高泰宇表示，在金庸眾多作品中，最吸
引他的就是《天龍八部》。“《天龍八部》
最具家國大義和人生況味，還有降龍十八掌
、六脈神劍、淩波微步這樣的絕世武功。這
是一部韻味無窮的經典作品，充滿人性的善
與惡以及‘求而不得’的命運。我很榮幸能
出演《天龍八部》，這是一次難得的機遇和
挑戰。”
飾演慕容復，高泰宇直言壓力很大，因為
這是個內心復雜、充滿爭議的角色，不能簡單
按“好人”“壞人”的標準去定義和詮釋。他
解釋：“慕容復心存雄圖偉誌，這是把雙刃
劍，讓他奮進，也讓他迷失，直至瘋魔。某
種意義上來說，他是個不自由、孤獨的人，
因為執念走上歧路，最終毀掉一生，成了一
個令人惋惜的悲劇。但換個角度來看，他出
身顯赫，武功高強，名滿天下——誰會冒著失
去這一切的危險去做挾山超海之事呢？慕容復
就做了。這種不甘現狀、誌存千裏的精神其實
也是可貴的。”

﹁
﹂

《天龍八部》飾慕容復
高泰宇：執念是把 雙刃劍

電影《潮汕風雲》發布人物海報
眾多主要角色紛紛亮相！

的問題。咕咕鎮與鳥城形成的鮮明對比
，反映了各自物種的鮮明特色，也將金
寶和小迪的成長故事投入到一個更為復
雜而深刻的社會環境中。影片一方面通
過小鷹追溯自我和學習飛翔的經歷，激
勵中華少年綻放夢想之光，也通過小切
口折射嚴肅主題，諸如開發自然與環境
保護的平衡，不同族群之間的溝通與理
解，以及作為命運共同體的地球村民如
何和諧發展等，《老鷹抓小雞》中給出
的中國式解答中蘊含著智慧與哲思，極
具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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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你选择的是人性
，而我选择的是生存」
「你选择的是人性，而我选择的是
生存。」
这句冷酷的话，是刘慈欣 12 年前说
的。
如果拿这句话来评论《流浪地球》
电影，很容易就会发现电影的设定与刘
慈欣原著设定之间的矛盾。
电影里所展现的，不仅是科技的胜
利，也是人性的胜利。甚至应该说，是
人性胜利之下的科技胜利。
在地球要被木星吸住并毁灭的时刻
，地球上的人类没有放弃希望，努力自
救。在棋差一着的最后时刻，吴京出演
的英雄父亲刘培强驾驶空间舱撞向地球
发动机火焰，拯救了地球。
而刘慈欣的原著里，没有木星危机
，但有人类叛乱：屈服于软弱、黑暗人
性的人类，杀死了地球的英雄。
地球通过木星加速，成功逃逸太阳
系后，人类发现太阳日复一日，依然正
常，并无爆发演变成红巨星的迹象。于
是，人性幽暗面开始如野草蔓延，人类
开始怀疑这一切都是阴谋，是联合政府
为了统治人类而制造的阴谋。
叛乱开始了。很快，连政府军也加
入其中，要从联合政府手里夺回地球发
动机，重返太阳系。
最终，叛乱的人类成功攻占联合政
府，并把为地球发动机正常运转而坚守
的最后 5000 人，残忍地扔到零下一百多
度的冰海面，冻成冰雕。
胜利反叛的人类在岸上高唱《我的
太阳》，然而，5000 个人类英雄被处死
后一个小时，太阳开始氦闪，开始熄灭
，开始走向末日。叛乱的人类全傻眼了
。
小说和电影的结局一样，英雄死了
，人类活了。
但刘慈欣的原著，是一个非常残忍
的故事。故事里，人性是不可靠的、忘
恩负义的、杀死英雄并制造绝望悲剧的
。
人性的结局是灰暗的。
而在电影里，人性是高尚的、带着
希望的，英雄为人类而死，是主动的、
壮烈的。
人性的结局是光明的。
用不着意外，这是贯穿刘慈欣多数
科幻作品的人性观。
在《三体》里，拯救人类的英雄罗
辑，面壁五十四年，与三体世界对视五
十四年，震慑了三体世界五十四年，为
人类争取了发展时间；然而，人类的回
报却是，在新任执剑人与罗辑交接后，
无人感激罗辑，反而立即指控他「世界
灭绝罪」，将他拘押在国际法庭接受调
查。
这时的罗辑 101 岁，其中超过一半
的生命用于守护地球文明。
刘慈欣笔下，人类多么黑暗。
而且愚蠢。
三体人眼里，罗辑的威慑度曲线像
一条凶猛的眼镜蛇，在 90%高度波动，
而托马斯· 维德则是魔鬼，在所有外部环
境参数下，他的威慑度全顶在 100%，简
而言之，毫无人类弱点可言。
如果托马斯· 维德成了人类面壁计划
里的执剑人，那么三体人只能屈服。但
人类最终选择了最道德同时也最无威胁

的程心：程心对三体人的威慑度在 10%
上下波动，像一条爬行的小蚯蚓。
结局可想而知。程心成为执剑人之
后十五分钟，三体人成功入侵地球。
越是人性，越是弱点。
多么冷酷。
当然，这只是刘慈欣的思想实验，
将人性放在宇宙背景下衡量，放在「走
错一步，地球文明就完蛋」的宇宙设定
下审视。
在刘慈欣眼里，宇宙不是童话。地
球上的人类道德才是童话。
宇宙时代，地球文明要生存，科学
是唯一可靠的力量。地球上的道德，不
说被抛弃，至少要被修正。
因为，他的立场是整体人类。所以
在面临生存选择时，他拒绝单个个体的
道德考虑，只服从于理性。
因此，只能依赖于科学提供的力量
。
他信仰科学：
「只要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发展，人
类就有光明的未来。就这一个条件，不
需要别的条件，什么人的道德提升啦、
人有精神寄托啊，都不需要，只需要这
一个条件，就够了。」
他说：
「如果技术达到了那一步，我想不
出任何问题是技术解决不了的。我认为
那些认为科学解决不了人所面临的问题
的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顾虑，那就是
人本身不该被异化」。
所以，《三体》里，还出现了「思想钢
印」的技术。迷茫的人，绝望的人，畏
惧徘徊的人，思想上打个钢印就能变得
对人类未来充满乐观，问题解决了。
既然信仰科学，人类的自由意志不
过是人类拒绝异化的表现之一而已。
虽然是科幻作品，说到底是一场思
想实验，但显然在刘慈欣心里，科学技
术确定并且完备，而人性则是模糊的，
从古到今一直在变动，不可靠的。
亲爱的学友，你能同意吗？你会同
意吗？
我不能同意。
我同意科学的极端重要性，但不同
意刘慈欣的设定，将人类生存的关键点

，设定在对科学的信仰上，并因此轻视
人性、贬低人性。
恰恰相反，因为科学太重要了，所
以必须信仰人性。
说得再具体些。只有人类拥有对
「自由人的信念」，对人类生存极端重
要的科学能力才有可能会出现。
这是一个必要命题。
也就是说，有了对「自由人的信念
」，人类也未必能发展出对人类生存极
端重要的科学能力，但如果没有对「自
由人的信念」，人类的科学能力一定不
会出现（关于对自由人的信念，请点击
阅读：理解市场自由，必须要读这篇经
典文献）。
理解这样的命题，需要先追问：人
类的科学能力从何而来？
人类的科学能力，毫无疑问，出自
于人类的创造能力。这一点，刘慈欣也
同意。
但是，人类的创造能力演变为科学
能力，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这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
显然，人类历史虽有数千年，但真
正形成现代科学能力的时间不超过 500
年，并且不是遍地开花式出现，而是率
先出现在英国，然后才扩散开来。
牛顿的天才物理学发现，在约一百
年时间里，只有英国人自己认真对待，
欧洲人并不在意。
瓦特的蒸汽机，在发明之后的五十
年里，只有英国人自己在用，欧洲人并
不在意。
为什么？
从思想上说，影响英国的是培根的
实验主义，而影响欧洲大陆的是笛卡尔
的理性主义。
追随笛卡尔的人，会重视数学、逻
辑，但轻视实验；追随培根的人，会去
设计精密的仪器、机械，对科学原理进
行验证。比如，关于真空的探讨，在英
国是波义耳针对真空的大量实验成果，
在欧洲则是真空是否存在的形而上讨论
。
毫无疑问，实验性的科学知识更容
易在英国出现并得以积累，现代科学体
系的雏形，亦发端于英国。

从宗教来说，在欧洲，对待新知识
的态度，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不外乎
禁止出版、火刑伺候、投入牢狱；而英
国则采取了罕见的宗教宽容。但是，在
欧洲大陆，新知识的扩展毕竟难以阻挡
，相比较而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更好
对付，因为天主教不仅有经院哲学的底
子，还是逻辑辩论的高手，能跟上甚至
影响理性主义的论证。但强调实验科学
的培根以及牛顿的物理学，天主教无从
抵抗。
所以，实验科学很难在欧洲大陆立
足。但因为英国的宗教宽容，实验科学
更容易在英国扎根。
从社会经济结构来说，波义耳的真
空理论、牛顿的力学，能被手艺工人汤
玛斯· 纽科门（Thomas Newcomen）、詹
姆斯· 瓦特（James von Breda Watt）吸
收，并由此发明转换为蒸汽机这样的工
业品，不仅需要自由的思想市场（科学
成果出版、大学研讨会、皇家学会等）
，从而瓦特这样的工程师也能随时获知
最新的物理学进展；同时，还需要约翰·
罗巴克（John Roebuck)）、马修· 博尔顿
（Matthew Boulton）这样的企业家愿意
投资，承担一次次实验失败的经济代价
。
企业家为什么愿意投资？
如果没有对企业家财产权的保护，
没有对他们投资科技成果的保护，没有
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消化他们的产品，
无法想象瓦特可以连续研发 20 年直到最
终成功。
为什么英国人的财产保护的比较好
？
因为英国自大宪章以来，就有意识
的限制君王权力。
为什么英国能成功限制君王权力？
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只有对外拓
展贸易的海军，没有常备陆军，所以议
会与君王发生矛盾动武力时，都需要雇
佣军，等于比拼财力。而争端、战争的
起因，就是君王没钱了，要压榨老百姓
，议会不干。
结果是，君王没钱，所以要打战，
打战又需要钱，所以君王败了，权力被
民选议会限制了，于是社会的财产权得

到了有效保护。
还可以追问，蒸汽机对生产效率的
提高显而易见，但为什么要过了近五十
年时间，欧洲才开始引入使用？
这又要说到英国的经济结构与欧洲
比如法国经济结构的不同。英国人工贵
，煤便宜；法国煤贵，人工便宜；早期
的蒸汽机耗煤高，法国用不起。要到了
英国的煤开始变贵，英国人因此设法改
进蒸汽机效率，法国才能用得起。
那为什么英国人工贵？
因为，同样是农业经济，英国被经
济史学家称为「高级有机经济」，比同
期欧洲各国的农业经济效率高。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大量使用畜力、风力等。
这又与英国的历史传统有关。历史传统
又要说到一千年前英国人就有的现代经
济观念等等。
这样的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
结论只有一个：没有一整套的人类
现代化体制，人类无法系统地将创造力
有效转化为科学成果。
这套人类现代化体系，不必然出现
，但人类很幸运，现代化体制在英国开
始萌芽并最终成型，最后带动了全世界
，形成现代化的世界大势。
刘慈欣所信仰的现代科学，扎根于
人类的现代化体制。没有人类社会的现
代化体制，就不会有现代科学的成就。
这套现代化体制里，有最基础的特
点：宗教不能干预科学、干预自由思想
，不能干预经济自由、不能干预政治；
政治不能干预经济自由，不能干预宗教
，也不能干预科学与自由思想等等。
简言之，政治、宗教、经济、科学
以及思想自由，互相分离、各不干涉、
各自独立。
而能联结这些分立领域的，只能是
独立的司法、健全的个人主义。所谓健
全的个人主义，指的是基本人权为个人
私域所有，公权力由个体私域让渡到公
域而成。
可见，如果整体人类的科学成果是
一列火车的话，能成为火车头的，只能
是自由人组成的自由社会，或者说民主
化国家；非民主国家，就算 GDP 再高，
也注定是火车厢的命运。
非民主国家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偶有
所得，但要能为人类整体提供持续、长
久的科学成果，要能将人类的创造力整
体动员起来、形成人类的科技实力，形
成关键时刻左右人类生存的实力，只能
是民主国家。
这也符合数百年人类科学发展的历
史记录。最重要的科学家、最关键的科
学发现，几乎都出自率先现代化、率先
民主化的国家。
以诺贝尔科学奖为例，一百多年了
，非民主国家贡献了几个像样的科学家
？
只有自由人的自由社会，才有最大
的科学创造能力。这更应该取代刘慈欣
对科学的信仰，成为我们的信仰。
科学是我们人类的底气与力量，但
最基础的信心，不是来自科学，而是对
组成自由社会的自由人的信念。
无论未来宇宙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
危机，都该如此，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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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B-3 非技术移民办理成功最关键
的一步是什么？
美国国务院签证办公室近期公布了
2021年9月移民排期公告，职业移民类别
中的 EB-3 雇主担保移民除了非技术移民
（Other Workers，EW-3）排期前进了一
个月，这类移民其它项目并没有变化，处
于原地踏步状态。
不少人最开始看到这份移民排期表的
时候都有点懵，EB-3移民为什么要用Other Workers特别区分开？
这里就要简单科普一下，美国移民局
为了更好地引进移民，即使是同一大类的
移民也会再进行更精确的区分，比如EB-3
雇主担保移民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为专
业技术工、技术工和非技术工三类。
按照移民局的规定，专业技术工主要
是指那些取得了美国学士学位/其它国家相
等的学位和相当的英语能力以及工作经验
的申请人士，在某一领域的相同岗位，收
入明显高于他人的人士；技术工是指拥有
两年以上的工作经历、相应的纳税证明和
一定的英语能力的申请人；非技术工则对
申请人的学历、工作经历、性别、英语能
力等都没有要求，只要申请人年满18周岁
、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就满足办理条件
。
专业技术工和技术工都可以划分到
EB-3技术类别的移民，而非技术工则被单
独列为一项，即我们看到的 Other Workers。
它们的共同点是，不管申请哪一类
移民都需要提供劳工卡和全日制雇佣证
明，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申请人的要求
，比如技术类的有学历要求、语言要求
或工作经验要求等，非技术工类别的移
民则没有这些申请要求，只要满足最基
本的要求，获得美国雇主长期的工作担
保许可，就可以获得劳工卡并申请移民
美国。换句话说，只要找到可靠的雇主
，可以说美国绿卡就是十拿九稳的事了
。
获得Job Offer（雇佣许可）, 是整个
EB-3项目申请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雇佣
许可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美国雇主获得担保
资格，并向申请人提供担保名额，在有名
额的前提下，申请人才可以启动整个移民
项目，才能向劳工部递交劳工卡申请。
雇主在发出 Job Offer 之前还要按照
规定做大量的前期工作：
1.首先要在当地的SWA（state workforce agency）上进行招聘广告，为期一
个月。
2.在当地主流媒体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连续做2周的招聘广告。还得是两个以

上的当地著名的周报里进行招聘广告。
3.在公司的宣传栏公示招聘告示和岗
位。
在做完这些并向美国劳工部提交公司
财务报表后，劳工部批准雇主公司的雇佣
海外申请人的资格，获得相关资格后，雇
主才可以发Job Offer。
如果是招聘非专业人员，要求如下：
1.如果职位不需要学士或更高的学历
，雇主可以根据 20 CFR 656.17(e)规定招
聘此学历以下的非专业人员。
2. 雇 主 至 少 在 当 地 的 SWA （state
workforce agency）上进行为期一个月的
招聘广告、在星期日报做2周广告、还必
须是在申请劳工卡的30天之前（但不要多
于180天）打广告。
招聘可在申请劳工卡的 30 天~180 天
之间进行。如果是专业类职位，其中一步
可在申请劳工卡的30天内进行。
由于美国劳工部需要优先保护当地人
就业，雇主要充分证明自己已经尽了最大
努力（发布招聘广告）而无法在美国国内
招到足够的员工才需要招聘海外劳工以保
证企业的正常运作，
审批的要求会比较严格，当然，这也
充分体现了Job Offer的宝贵和重要性。
雇主在整个移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非
常重要，为了保证移民申请万无一失，大
家一定要找实力强大、经营稳固、职员较
多的雇主来办理移民，而不是随便找一个
美国雇主雇佣这么简单。
尤其是人在中国境内的朋友办理这个
移民项目，要格外注意您找的雇主是否有
能力帮助拿到绿卡。因为在广领馆面试的
时候，需要携带雇主再确认函。
为什么要雇主再确认函呢？主要原因
是项目申请周期过长，申请人在提交P4文
件包的时候，需要确认雇主公司依然正常
运作，以及为申请人做担保，保证申请人
入境美国后可以正常开始工作，不会成为
美国政府的经济负担。
简单来说就是经过漫长的申请期，美
国雇主还是愿意雇佣这位申请人，该申请
人的岗位还存在，雇主财政稳定，有能力
承担申请人的正常薪资。
整个 EB-3 非技术移民办理流程中，
对雇主资格的审核主要有三个阶段：
1.获得雇佣岗位时：在当地发布招聘
广告
2.移民局阶段：移民局将会对雇主的
资格（主要是财政能力）进行严格审核，
并且将会审查该雇主之前是否有过违反移
民相关法律的记录

3.客户面试之前，雇主再确认函内容
可以涉及到（三项选一）
1）财务报告（Financial Statement）
2）已发放过的员工的工资单
3）CFO 在公司公文里叙述公司财务
方面的全面情况
小美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想办理这个移
民项目的朋友，美国雇主的条件及资格在
整个EB-3非技术移民申请流程中是起着决
定性作用的，特别是在最后一个阶段，申
请人收到面试通知后，如果美国雇主已经
倒闭、找不到雇主了，又或者是雇主因为
内部变动或财政能力不好无法提供再确认
函，当初的岗位没有了……所有这些原因
都会导致申请失败。
如果客户在申请劳工卡的时候雇主倒
闭了，需要重新递交9089表申请劳工卡，
又或者是在移民批准后雇主倒闭了，也需
要重新递交9089申请劳工卡，期间浪费的
时间精力财力都是沉没成本。
美移在美国多个州都有合作多年的可
靠雇主，不仅仅是中国申请人，还有韩国
、越南等国家的客户也通过我们的雇主拿
到了绿卡。我们的雇主都是员工在1000~
2000人的大型企业，而且基本上都是在全
美国同行排名前十位的大型企业雇主，另
外，主要产品是食品，尤其是在美国需求
非常稳定的鸡肉为主产品，所以无需担心
倒闭问题。

当申请人成功移民登陆美国后，只需
要为美国雇主至少工作一年，工作内容简
单，属于蓝领类的工作，比如去到肉食品
加工厂、农场等地方从事体力劳动。
跟美国雇主的劳动合同是一年一签，
合同到期，可以选择不再为雇主工作，当
然，也可以和雇主商讨，进行合同续约。
这里顺便给大家提个醒，可能有些申
请人在国内从事的是白领金领工作，到了
美国从事蓝领工作会有落差感，最好还是
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克服这种情绪，因为
您是通过雇主担保的形式获得的美国绿卡
，如果登陆美国获得绿卡之后没有前往为
您担保的雇主工作，雇主是有权向移民局
投诉的，那您的绿卡将会被取消，并被遣
送回中国。
必须要有一年的工作纳税证明来保护
您的绿卡以及全家人的身份。美国移民局
对EB-3非技术移民签证类别很清楚，后期
拿到绿卡五年以后如果您想申请入籍美国
，移民局也会注重看您第一年工作的纳税
和经验，即使不入籍，十年以后延期永居
权的时候也会有影响。所以，一定要遵守
诚信原则，想清楚再决定要不要办理这类
移民。
EB-3非技术移民项目是公认的低门槛
项目，技术欠缺或无技术人士都可以申请
。
EB-3 非技术移民的大致流程是准备

好身份材料，递交劳工部申请劳工卡
（ETA-9089），劳工卡批准，递交移民
局（I-140），如果您是在中国境内申请
办理，拿到劳工卡后，大概1年左右就会
获得移民局的批准，之后就会到 NVC 国
家签证中心，签证中心会发出 NVC 收件
通知，告知客户等待排期。等到排期之
后，需根据要求交纳签证费用，提交 P3
文件包，前往广领馆面试并提交 P4 文件
包，体检通知和面试通过后获得职业移
民签证，登陆美国，获得绿卡。如果是
在美国境内申请，流程相对会更简单：
I-485申请——移民局通知录指纹——FBI
无犯罪调查等。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每
年都有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
士通过不同的项目申请移民美国，其中也
包括了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对于大多数资质普通的移民意向者来
说，申请EB-3非技术移民是最稳妥的方式
，它既不像 EB-1、EB-2 那样要求申请人
具有高成就、高学历，也不像EB-3专业技
术工和技术工移民那样有学历、语言、工
作经验等要求，更不像EB-5投资移民那样
需要高额的资金，EB-3非技术移民的受众
群体是普罗大众，即使你没有学士学位、
工作经验，英语能力也不过关都可以申请
这类移民。还可以携配偶和随行子女移民
美国，一起圆“美国梦”。

移民欧洲的理由，这一个就够了
说到移民，很多人都会优先想到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流移民大国，这
些国家每年都有较为充沛的移民配额和种
类繁多的移民项目可供申请人挑选。
但也有一些人在选择移民目的地的
时候另辟蹊径，绕开了上述这些热门移
民大国，将目光投向了欧洲的一些大国
或小国家。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20》显示，
截至 2019 年，全球国际移民数量约为
2.72 亿人，占全球人口的 3.5%，
从各个洲的国际移民分布情况来看
，流出去的移民们主要集中在欧美。
中国是世界有名的人口大国，在国
际移民输出总量上排名也很靠前，根据
报告，中国已经以超过 1000 万移民人口
的总量跻身输出移民世界第三大国。
这一千多万人都移民到了哪里呢？
官方的统计结果是，截至 2019 年，中国
大陆移民主要流入了美国（2,899,267）
、日本（784,763）、加拿大（691,489）
、澳大利亚（641,624）等国家。

在 top20 目的国名单中，中国大陆
移民主要流向了发达国家，其中有不少
是欧洲国家，比如：意大利、英国、西
班牙、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等。
足以见得欧洲国家近年来越发受到中国
移民者的青睐。
从 2015 年到 2019 年，欧洲移民输
入增加了 13.7%，一众欧洲国家成为移
民界的“新起之秀”。
强大的经济体制、完善的医疗机制
、优质的教育资源、宽松的社会环境、
良好的投资环境、优美的自然人文环境
、优渥健全的福利制度、兼备包容的移
民政策和文化……种种优势使得欧洲成
为越来越多高资产人士移民或投资的心
仪目的地。
欧洲是名副其实的高福利国家，从
出生到死亡，欧洲实打实的福利政策完
胜众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在发达国家中
，欧洲也是佼佼者。
育儿福利 “丧偶式育儿”一度成
为网络热门话题，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夫

妻在育儿问题上的不公，一方不停付出
，另一方却缺席，这样的情况还不是个
例，很让人愤懑，又无可奈何。而欧洲
各国则早已对“夫妻双方均需共同培育
孩子”出台了相应政策，从源头上阻断
了“丧偶式育儿”的发生，奶爸们也享
有陪产假和育儿假。
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的男性享有 1~
3 年的育儿假；爱尔兰的男性有 26 周
“爸爸假”；西班牙、冰岛等国家的男
性享有 4~5 个月的带薪假期；丹麦有 1
年的产假，夫妻二人共享分配；英国有
52 周的育婴假，夫妻二人共享分配；瑞
典产假 65 周，夫妻二人共享分配。
在欧洲，从孕期、产后到孩子成年
，各类花式福利和补贴，保证居民无忧
育儿。
怀孕阶段：从休产假、育儿假开始
，休假的夫妻就可以领取政府 60%~90%
工资的休假补助金。
生产阶段：所有医疗费用全免，每
个孩子每月还能获得政府发放的儿童金

，一直到 16~18 岁。
育儿阶段：每个月可以获得几百到
上千欧的住房补助、月嫂补助、托儿补
助、家庭度假补助等等。
教育福利 教育规划非常重要且非常
有必要，这已经成为很多中国家长的共识
。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家长都
希望将孩子送进名校接受精英教育。
不过，国内优质的国际学校资源毕
竟有限，并不是想进就能进，一些经济
实力较强的家长通常会选择移民国外，
为孩子争取最好的教育资源和生活环境
。这也意味着，父母在考虑移民的时候
，移民目的国往往会跟子女的教育相挂
勾。欧洲教育体系享誉全球，教育水平
雄厚，还是现代化教育的起源，如果拥
有任一欧盟成员国的国籍身份，还能在
27 个欧盟国家自由居住、学习、工作，
享受与本国公民同等的福利。很多知名
院校都与国际接轨，优势非常明显。
养老福利 近年来，继生育话题之后
，养老话题也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广大网

友关注。在当前人均养老资源有限的大环
境下，有人选择移民到有养老天堂美称的
欧洲，早早规划养老生活，为自己和家人
将来的老年生活增添一份保障。
欧洲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社会保险
制度的地区，欧洲的社会保险制度已
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至今可以
说非常稳定健全。各种福利、津贴提
高了当地人的幸福指数，欧洲国家较
为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也使当地人
老了以后可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
欧盟国家在保险和养老金储备上的
资产配置占比更是超过了 30%，中国在
保险和养老金储备方面只占 15.2%，仅
这一点，就能看出欧盟国家的人对养老
问题更为重视。
希腊是欧盟国家中发放养老金最慷
慨的国家之一，养老金支付总额占了
GDP 的 11.9%，一个有 40 年工龄、领取
平均工资的职工，可以获得的养老金是
退休时工资的 105%。

（美南人語
美南人語）
）颶風
颶風“
“艾達
艾達”
”直撲 路州

昨今兩年，美國也說得上多災多難： 自
2020 年 3 月 Covin 19 廣襲美國四十多個州份及
華府地區，至今已令 63 萬多的美國民眾喪失生
命，而病毒完全沒有停頓下來的跡象，令人擔
憂不已。而今年年中美國加州山火，.一直燒而
不熄，每天晚上看着電視機上播放當天山林火
光熊熊的駭人影像，想到珍貴樹木受紅紅烈火
付之一炬，不禁心如刀割！火光仍在燃燒的時
刻，驟然又有超強巨風直撲美國南部路易斯安
娜州，又禁不住對美國第 4 大旅遊勝地的新奧
尓良港內的台山及香港友人，寄以無限的牽掛
。

這個颶風被命名為“艾達”，在當地時間
八月廿七日先行席捲古巴，造成當地樹木折斷
、道路積水，所幸暫無人員傷亡的報告。此後
，“艾達”逐漸離開古巴，並持續向西北方移
動，逼近位於美國墨西哥灣沿岸的路易斯安那
州。美國國家颶風中心(NHC)表示，颶風“艾
達”風力威猛，迅速升級為四級颶風，風速到
達每小時二百一十五公里。路易斯安那州州長
表示，這將是一百七十年來直接登陸路州的颶
風當中威力最強大的一次。
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艾達”颶風來到
位置在密西西比河口南方一百六十公里處時，
最高持續風速可以達到每小時二百一十五公里
。 依 照 沙 費 爾 —— 辛 浦 森 制 （Saffir-Simpson
scale，颶風強度）的五個等級，屬於極危險的第
四級。
“極端危險”的“艾達”颶風預期於八月
廿九日登陸時，可能使得路易斯安那州許多沿
岸地區成為一片汪洋。
“這將是一八五○年以來襲擊路易斯安那
州的最強颶風之一。”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州長
愛德華茲廿八日在會見記者時說道，“但是，
我們和十六年前不同了。”正是在十六年前，
二○○五年八月廿九日，颶風“卡特里娜”在

墨西哥灣沿岸地區登陸，造成了至少一千八百
三十三人死亡。巧合的是，十六年後的二○二
一年八月廿九日，“艾達”也即將登陸路易斯
安那州。
當地時間廿八日晚上，愛德華茲在社交媒
體上呼籲當地居民“保持警惕”。他說，你需
要去充分準備以度過難關，一覺醒來時情況將
開始惡化。”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廿九日較早時
候報道稱，颶風“艾達”當晚將於美國墨西哥
灣沿岸地區登陸，而衛星圖像顯示，登陸時它
“很有可能升級成為四級颶風”。
州長愛德華茲還對 CNN 稱，目前路易斯安
那州已動員了超過四千名國民警衛隊士兵和飛
行員，另外到風暴登陸時還將會有五千人已做
好準備。合共有九千軍警準備支援
“能夠做準備的時間僅剩幾個小時了，”
他對那些沒選擇撤離的民眾說，“情況將非常
嚴重”。
當地政府已投資數十億美元改善該地區防
護颶風的基礎設施，即將到來的“艾達”將對
其成功進行一次重要的測試。
新奧爾良市長坎特雷爾發佈了一項強制性
命令，要求所有居住在城市防洪系統之外的居

楊楚楓

民撤離，並敦促其他居民自願撤離或就地避難
。
另據美聯社廿九日報道稱，新奧爾良市當
地已有路旁餐館將玻璃窗等外部釘上木板以防
止玻璃被狂風吹碎，有居民購買物資就地避難
，也有居民準備了沙袋等防災用品。
美國總統拜登廿八日也稱，鑒於颶風“艾
達”即將登陸美國墨西哥灣沿岸地區，美國聯
邦緊急措施署已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薩斯州
額外部署了五百名應急響應人員。與此同時，
美國政府正在與電力公司協調，以在颶風“艾
達”過境後盡快恢復電力供應。
拜登也敦促民眾注意防範並做好防災準備
。拜登同時表示，食物、水和發電機等救援物
資已發往相關地區。
此前，伴隨着狂風驟雨，“艾達”在當地
時間廿七日登陸古巴並造成青年島大量樹木倒
塌，古巴氣象研究所稱，風力襲古期間，幸無
傷亡的報告。
古巴氣象研究所廿八日下午十八時稱，颶
風中心已離開古巴，並以每小時廿六 公里的速
度向西北移動。同時還提到，儘管“艾達”繼
續遠離古巴，但它仍將繼續影響古巴西部地區
，並引發降雨和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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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首部邪教影集《我願意》預告公開
神秘洗腦儀式，監禁毒打、性愛大尺度畫面曝光
近來宗教犯罪題材的影視受到觀眾
喜愛，台灣也迎來了首部邪教影集《我
願意》，由姚淳耀、炎亞綸、柯淑勤、
高慧君等主演，今日釋出國際預告，公
開詭譎獵奇的邪教洗腦儀式，也充斥人
性黑暗、謊言、洗腦、性愛、霸凌、暴
力等元素，光看預告就讓劇迷期待不已
。
《我願意》由金鐘視帝姚淳耀與炎
亞綸（吳庚霖）出演雙男主角，金鐘視
后柯淑勤、高慧君、吳奕蓉、鄒承恩、
楊大正、王渝屏、謝章穎主演，劇中炎
亞綸演出當紅藝人，經紀人田中千繪卻
成為他的出氣筒，只因她的私心戀慕，
兩人產生種種矛盾，更發生憾事。
姚淳耀則飾演邪教教主，他洞悉人
們被現實面壓得喘不過氣，害怕寂寞、
物欲不滿、關係疏離的痛點，鼓勵他們
重新認識愛，學習如何愛人，但教人去
愛的背後，是否隱藏著滿滿惡意？每個
人為了幸福，你我願意付出多少代價？
當每位信眾對教主高喊我願意，無條件
的接受教主的心靈雞湯，一場難以估計
的交易就此開始。
為鍛煉教徒們的身心靈，姚淳耀飾
演的教主安排他們進行各階體驗課程，
有些認人自省或感動，有些則是用更嚴
酷的手段逼迫你面對自己。信徒之一的
炎亞綸（吳庚霖）認為：「如同一道菜
，一桌的人吃一定會有一桌不太一樣的
感受和喜惡，信仰也是如此，如何運用

信仰，才是信仰最後被流傳的樣子的因
素，畢竟信仰的傳播，也是靠著人，而
人便會有眾生相。」
高慧君飾演的輔導老師，是教主身
邊的得力助手，總是關懷信眾，但她不
能接受婚姻失敗、兒女叛逆，又把自身
重心放入宗教上，在親友、同事、學生
之間替幸福慈光動力會吸收年輕教徒，

郭子乾快 60 歲
第一次當男主角

在劇中她建議遭受霸凌的學生李蓮心
（王渝屏飾演）入會上課，本是一番好
意，希望她也能接受老師的教導，解決
她的人生困惑，但入會後一連串的失控
就此展開。
邪教犯罪影集《我願意》由絡思本
娛樂製作公司製作，取材自真實案例，
故事描述姚淳耀詮釋的邪教教主洞悉人

性貪婪面與操弄人際關係，將心靈成長
團體混雜新興宗教所形成的「組織」，
如何利用人心的脆弱獲取個人利益，成
為普渡人性的祭壇，並揭開操弄與被操
弄者的心理狀態。該影集是台灣首見的
影集類題材，由絡思本娛樂製作公司製
作、金鐘編劇吳洛纓、《角頭-浪流連》
億萬票房導演姜瑞智共同執導。

朱軒洋《逆局》跳橋撈屍袋！
搜救隊點出 「驚悚事實」 爆雞皮

《茶金》面臨 「4 萬換 1 塊」 金融風暴

公共電視與客家委員會合製時代生
活劇《茶金》，1 日釋出 60 秒超高畫質預
告。男主角郭子乾快六十歲，第一次演
出連續劇男主角，氣場強大，激發對手
戲演員演技大爆發，薛仕凌說：「郭哥
內在的表演跟外在的造型，都非常有說
服力，從來沒有看過郭哥有這樣的一面
！」連俞涵更稱讚郭哥出道 30 多年仍對
表演充滿熱情，非常熱血！粉絲更稱讚
：「郭哥真的超級帥！有如台版教父！
」
《茶金》的故事靈感源自真實人物
與歷史，在商戰篇預告中，以快節奏的
方式勾勒出郭子乾所飾演的「茶虎」吉
桑、日光公司董事長，傲人的事業版圖
，帶著台灣茶進軍世界，為台灣賺進第
一桶金。1949 年出口一箱又一箱的茶，
賺取滿載現金的大貨車衣錦而歸，深不
知詭譎多變的外在環境正悄悄的改變中
，即將到來的「四萬換一塊」金融風暴
，讓他意氣風發的茶商事業與全臺灣，

陷入一連串動盪的開端，他要如何政商
夾縫中求生存，繼續擔負起照顧北埔鄉
親們生計的重責大任。
郭子乾說，《茶金》最吸引他的，
就是認識與演繹 1949 年台灣這段鮮為人
知的茶商奮鬥故事；其次就是講母語海
陸腔客語。從開拍前只會聽到、簡單問
候，靠著客語老師徐兆泉、張春泉十堂
課上完十二集劇本，幫他錄製客語台詞
，靠著不斷苦練與熟記，以及拍戲現場
客語老師張春泉貼身指導，到現在他能
用客語與母親講上幾句話，備感欣慰，
也很有認同與歸屬感。
許安植說，每次只要郭哥在，他的
氣勢就 hold 住全場，帶領全場的人跟著
向前邁進，「他的每個眼神，既有大老
闆的威嚴，但同時又有一種很溫暖的那
種感覺。」她永遠記得第一場跟郭子乾
在新竹姜阿新洋樓拍攝的對手戲，郭子
乾堅守承諾、暖心地交付她最珍視的所
有，讓她忍不住爆哭。

愛奇藝原創劇集《逆局》斥資 3 億台
幣打造，將於 3 日首播，1 日舉特別辦線
上記者會，超強卡司周渝民、張榕容、
吳興國、李銘順、朱軒洋、曾敬驊，以
及導演莊絢維、陳冠仲一同出席。劇情
以連環殺人分屍案為主軸，除了警匪追
逐的緊張破案過程，逼真的特效妝及開
腸破肚畫面同樣讓人看得不寒而異，不
過看到接近真實的血腥畫面，演員們卻
有與觀眾不同的想法。
仔仔周渝民在劇中飾演一名入獄的
辯護律師，在開拍前就大量與律師對談
，學習口條和講話邏輯，同時提前一個
月接受武術指導，雖說他在預告中似乎
只有『被打的份』，但他坦言被打反而
是比較難演的，同時因為身上的一些舊
傷都在拍攝過程中冒出，必須時時刻刻
小心照顧自己的脊椎以免再度受傷。
新生代演員朱軒洋則是在劇中展現熱
血辦案精神、飛天遁地，打鬥戲可謂精彩
無比，他表示受傷在所難免，不過轉念認
為平時因拍戲無法去運動，戲中的追逐和
打鬥，正好可以順便當成鍛煉。
除了動作場面，為了呈現出連環殺
人案的血腥，劇中大量出現極度逼真的
屍塊、血流如注的場面，首集中朱軒洋
更是為了追趕快要被沖走的屍袋，奮力
跳橋追趕。他也透露，當時搜救隊帶著
他一同在河裡游泳時，「他們說真的也

很常在這條河裡打撈屍體，讓我聽完很
感動又很敬佩，所以之後看到屍塊就抱
持著敬畏的心。」張榕容和曾敬驊則是
拍戲魂上身，看著扮演屍體的演員內心
只有滿滿地「他等等要怎麼去洗澡？妝
要畫多久？」心疼敬業的演員們為戲犧
牲。不過，曾敬驊倒是賣了個小小關子
：「其實我這個角色，看到屍體應該會
有另外一種感覺出現，不應該覺得噁心
，只是我還不方便說。」要觀眾拭目以
待。
《逆局》演員陣容橫跨三個世代，
對於新人演員的表現，李銘順也不禁大
讚與他對手最密切的朱軒洋：「他以後
會很有作為，他 EQ 很高，對角色也都有
自己前衛的看法，其實不用跟他講太多
，他都知道了，我真的很看好他。」朱
軒洋則是謙虛地表示，很感謝《逆局》
給了他很棒的嘗試機會：「可以不斷去
嘗試錯誤，而且身邊這麼多前輩，疑問
的時候，有很多維基百科在身邊能夠探
討，這是讓我最感動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明日（2）就是第 56
屆金鐘獎的入圍名單公布，李銘順去年
以《做工的人》感動無數觀眾，被問到
是否會有入為壓力？他坦言不可能沒有
，但就盡量不要去想：「其實能夠得到
觀眾喜歡，我就覺得已經成功了，有沒
有入圍只是一種 bo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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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又新增一处世界遗产
泉州为何千百年来被钟爱
7 月 25 日，正在福州举行的第 44 届
世界遗产大会传来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
中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
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
本次泉州共有 22 处遗址与古迹被
列入世界遗产点，包括九日山祈风石刻
、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
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
、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
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磁灶窑
址（金交椅山窑址）、德化窑址（尾
林-内坂窑址、屈斗宫窑址）、安溪青
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
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
胜塔和万寿塔。
这些遗产点见证了泉州古城在10～
14 世纪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繁荣，其
中既有像开元寺、天后宫这样名声在外
的著名景点，也有像九日山祈风石刻、
顺济桥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这样虽具
重要历史地位却鲜为人知的小众遗迹。
2018 年在巴林举行的第 42 届世遗
大会上，泉州曾以“古泉州（刺桐）史
迹”的名义申遗，可惜遗憾折戟。本次
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后，LP 的作者、
编辑们（隔空）一阵沸腾欢呼，因为我
们实在太喜欢鲜活、多元而迷人的刺桐
城。这座城市早在六七百年前，就已被
当时的旅行家所钟爱，这些世界遗产点
，许多都是他们曾经游历过的地方，今
天我们依然可以追循中古旅行大 V 的脚
步，在泉州开启一趟古今交叠的奇幻之
旅。
在中国的东南和华南，阳春三月时
常能看到火红的刺桐花。这种美丽的花
朵赋予了一座古城优雅的别名，这便是
芳名“刺桐城”的泉州。
泉州与刺桐的渊源要追溯到残唐五
代时期。相传南唐节度使留从效初建泉
州城时，环城遍植刺桐，因此得名“刺
桐城”，时至今日，刺桐仍然是泉州市
花。
作为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从宋元
时期开始，刺桐城便是享誉中外的“东
方第一大港”，来自东南亚、印度乃至
阿拉伯半岛、欧洲的商贾趋之若鹜，海
外贸易像刺桐花一样红火热闹。泉州也
成为中世纪炙手可热的旅行打卡地。
马可· 波罗，伊本· 白图泰，鄂多立
克，汪大渊……世界上最知名的旅行家
，都曾慕名游历刺桐城，他们在六七百
年前写下的游记，笔下依然闪耀着刺桐
城的昔日荣光。
1275 年 ， 21 岁 的 马 可 · 波 罗
（1254-1324 年）从威尼斯出发经过两
河流域和中亚，来到了元大都（北京）
。忽必烈很喜爱和器重这个小伙子，不
愿意放他回国。直到马可· 波罗将近 40
岁时，他才受忽必烈委托，从泉州出发
，经海路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到伊尔汗
国成婚，大汗终于答应他在完成使命后
可以转道回国。所以，刺桐是马可· 波
罗在中国的最后一站。
在《马可· 波罗行纪》中，作者被
刺桐（Caiton）城的规模和商贸往来所
震撼，与他熟知的埃及亚历山大港作了
比较，认为刺桐港甚至超越了亚历山大
，称之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也毫不为过
。
接下来，他详细“调研”了港口货
物的税率，发现胡椒、沉香与檀香的税
率，比宝石和珍珠还高。可以看出，在
元代，官府对香料贸易的重视远大于各
类金银珠宝，从香料中攫取的税收也丰
厚得多。可以说，早在大航海时代之前
，早在欧洲殖民者发现香料的魔力之前
，中国就已经开展了广泛的香料贸易。

无论是真腊（柬埔寨）的沉香、阇
婆（爪哇岛中部北岸）的胡椒、还是大
食（波斯）的安息香、龙涎香，都会汇
聚到三佛齐（印尼巨港），而后运往刺
桐港，并按照奢侈品的待遇抽取重税。
当然，从刺桐港出口销往国外的商品也
很值钱，主要有丝织品、瓷器和茶叶，
此外还有铁器、漆器、糖酒甚至荔枝、
龙眼等新奇水果。
马可· 波罗敏锐地观察到刺桐城居
民使用纸币这个细节，元朝是中国开始
大范围流通纸币的时代，但广袤的疆土
上，并非所有地区都已经用上纸币。这
也是刺桐贸易发达的直接体现。
本地人丰富的信仰也被马可· 波罗
记载下来，他称之为“偶像教徒”，这
里面可能包括了佛教、道教乃至妈祖信
仰。可见当时刺桐城的文化自信、开放
和包容。
鄂多立克：刺桐是世上最好的地方之一
比马可· 波罗小二十多岁的鄂多立
克（1286-1331 年）是一名方济各会托
钵僧。他也是马可· 波罗的同乡。1318
年，鄂多立克从威尼斯启程东游，经过
今天的土耳其、伊朗、印度后，从西印
度自海道来到中国。
与深受忽必烈宠爱的官方使者马
可· 波罗相比，鄂多立克更像一位云游
四方的背包客，他的记录是晚年在病榻
上口述的，可能有次序凌乱、夸大失实
的嫌疑，但一些细节非常生动。比如他
描绘过泉州人在寺庙上贡祭拜的场景：
供食的盘碟都冒热气，以致蒸气上
升到偶像的脸上，而他们认为这是偶像
的食品。但所有别的东西他们留给自己
并且狼吞虎咽掉。在这样做后，他们认
为已很好地供养了他们的神。
和马可· 波罗在游记中展现的尊贵
身份相比，鄂多立克的旅行显得更接地
气，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更有“旅行者
”的视野。至于刺桐这座东方大城在这
位云游僧眼中到底是何种地位，《东游
录》中早有总结：“该地系世上最好的
地方之一。”
伊本· 白图泰（1304-1369 年）出生
于摩洛哥丹吉尔的柏柏尔人家庭。20 岁
左右时，他去麦加朝圣，随后开始了长
达三十年的漫漫旅途。在他返回故乡后
，口述成了著名的《伊本· 白图泰游记
》。
刺桐城是马可· 波罗在中国的最后
一站，却是伊本· 白图泰的中国第一站
。刚到港口，伊本· 白图泰就把刺桐城
叫成了“宰桐”，因为刺桐的闽南语发
音近似于阿拉伯语的油橄榄“宰桐”
（Zaitun，Zayton），所以他还很纳闷，
为什么中国和印度都没有油橄榄，却把
自己的城市起名为橄榄的城市。
和鄂多立克的溢美之词一样，伊

本· 白图泰对于这里的物产也赞不绝口
：
刺桐城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大城，以
生产锦缎而闻名；
至于中国瓷器，则只在刺桐和穗城
（广州）制造”，……“这种瓷器运销
印度等地区，直至我国马格里布。这是
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
伊本· 白图泰还注意到了当时刺桐城的
民居样式：
与其他地方的民居一样，也是户户
有花园和天井，住宅建在花园当中。这
与我国斯基勒马赛城的情形相仿。
由于他的穆斯林身份，伊本白图泰
对当时生活在刺桐城的穆斯林着墨甚多
。某种程度上讲，泉州港的繁华，也十
分得益于这些善于经商的穆斯林商人。
宋元时期，刺桐城设置了市舶司以发展
对外贸易，商贸极尽繁盛。
对泉州而言，最重要的中国古代旅
行家并不是徐霞客，而是名不见经传的
民间航海家——汪大渊（1311-？）。
这位被遗忘的“东方马可· 波罗”，先
后两次从泉州出发，随商船远游历时八
年之久，涉足 200 余个国家和地区，并
留下《岛夷志略》一书。
在汪大渊的时代，泉州是“梯航万
国”的对外贸易商港，海外贸易已经超
过了广州。他也提到泉州人出海经商历
尽艰辛，甚至远至帝汶岛。
这四位旅行家都见证了古代刺桐城
最辉煌的光景。这座“东方第一大港”
的衰落，其实是在元朝末年。1357-1366
年间，波斯色目人军队亦思巴奚军主导
的军阀混战，重创了泉州和兴化（莆田
）一带的社会秩序与贸易发展，让盛极
一时的海外贸易转向衰落，大批侨居穆
斯林也纷纷逃离。
晚生了两三百年的徐霞客没有他的前
辈那么幸运。在他生活的明朝末年，由于
政府海禁政策的推行和东南海域盗匪的猖
獗，泉州在《徐霞客游记》里只出现在
“时道路俱传泉、兴海盗为梗，宜由延平
上永安”中，便被匆匆错过了。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古几大
旅行家曾经见证过的刺桐城，如今可以
去哪里领略昔日繁华呢？
- 世界遗产点：开元寺 始建于唐代的开元寺在马可· 波罗
来刺桐时早已屹立了数百年，只是如今
开元寺的面积只剩下最初的十分之一，
可想而知当时是何其鼎盛。
但如果细看寺内的建筑，还能找到
一些舶来文化的痕迹，比如拜亭两侧的
宋塔浮雕上刻有头顶瓦罐的印度人，大
雄宝殿中的斗栱则有印度“妙音鸟
”——迦陵频伽的飞天造像。
建于宋代的双塔仁寿塔和镇国塔在
元朝时已经撑起了刺桐城的天际线。如

果想一品旅行家们对刺桐港帆影重重的
盛况，你可以在开元寺后的海外交通史
博物馆看到当时还没被挖出的宋代古船
。馆内还有一尊伊本· 白图泰的塑像。
- 承天寺 曾是五代节度使留从效的南花园，
因“文革”被毁，如今已经重修，不复
昔日的古朴，但仍然清幽宁静。承天寺
唯一的古物是文殊殿前的宋代石经幢，
须弥座和幢身浮雕有力士、佛像、莲瓣
等，且有独特的针眼宝顶，是现在留下
的孤例。可惜承天寺未被列入世遗点。
- 世界遗产点：清净寺 在刺桐城伊斯兰教发展的鼎盛时期
，城内有七座清真寺，而今仅余一座，
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清净
寺。
清净寺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
（1009 年，回历 400 年），以叙利亚大
马士革的倭马亚大清真寺为范本。在元
、明时多次重修。可惜如今，昔日的奉
天坛（礼拜大殿）在1607年的泉州大地
震中被震塌了穹顶，只剩下石墙和石柱
让人怀想昔日的宏伟。但是以前的阿拉
伯语石刻而今仍然历历在目。
在清净寺对面的涂门街，民宅小区
外仍然用伊斯兰式的尖拱做大门，可以
多少追忆当时“蕃人巷”（穆斯林聚居
区）的痕迹。
- 世界遗产点：泉州府文庙 泉州府文庙在北宋初年就屹立在如
今的位置，集宋、元、明、清的建筑样
式于一身，也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大的文
庙建筑群。面阔七间、重檐庑殿顶的大

成殿气象开阔，和马可· 波罗时期应该
没有很大差异。
- 世界遗产点：德济门遗址、天后
宫 如今香火鼎盛的通淮关岳庙在旅行
家们的时代还未建成，但刺桐城重要的
民间信仰寺庙天后宫和前方的德济门想
必他们都见过。元代帝王为了求得漕运
、海运的顺利，曾经多次诏封妈祖以求
庇佑。在马可· 波罗的年代，忽必烈封
妈祖为“天妃”，极尽尊崇。所以在闽
南语中仍然会沿用旧称“天妃宫”。
德济门始建于南宋 1230 年，昔日
曾是刺桐城雄伟的镇南门，是宋元时期
刺桐城的象征。如今你可以去天后宫旁
吃一碗清凉的秉正石花膏，眺望只剩断
壁残垣的德济门遗址。
除了以上这些景观外，还有一些与
他们同年代甚至更早的古迹，大部分也
被列入了世遗点，例如清源山巨大的老
君岩造像:
对穆斯林商人非常重要的伊斯兰教
圣墓:
东郊古老的宋代古建洛阳桥和蔡襄
祠：
出城到晋江，始建于南宋的草庵是
全国唯一一座现存的摩尼教（明教）寺
庙，金庸先生还曾来此欣然题词“熊熊
尊火，光明之神”。
如果再跑远一点，便是《马克· 波
罗行纪》中提到的刺桐别城迪云州，即
今天的德化。你可以在宋元时就已存在
的屈斗宫古窑遗址，追想昔日外国旅行
家目睹精美的德化白瓷时惊叹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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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11
-----如何區分美國公司類型及報稅形式
----如何區分美國公司類型及報稅形式？
？
根據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 IPO 研
究和投資管理公司 Renaissance Capital
LLC 的數據統計，全美一共有大概兩千
七百萬企業。 其中上市公司只占到百
分之一,其余為私營企業。從這個統計
數據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私人企業的普遍
性。美國歡迎全球所有個人及企業來美
創辦企業。美國本土人、外國人甚至沒
有登錄過美國的外國人都可以在美國設
立公司。美國本土人及外國人成立的公
司的類型都是一樣的，但在稅收方面是
有所不同的。本文著重討論公司的類型
。
美國有五十個州，各個州的公司法
都不一樣。成立公司必須遵循州的公司
法，主要分為盈利和非營利兩種。盈利
公 司 的 主 要 公 司 形 式 分 為 LLC 和 Inc、
Corp、Corporation、Ltd. LLC 以會員形式
存在，而 Inc、Corp、Corporation、Ltd.
以股東及股票形式體現公司的融資占比
。所有這些公司形式都是獨立的法律實
體，都是有限責任公司。不論是會員還
是股東形式的公司在州政府的層面上完
成公司的成立之後，要在聯邦國稅局的
層面上選擇工地報稅形式。盈利公司的
報稅形式大體分為四類，個稅下的

Schedule C、 S Corp、 C Corp 和 Partnership。
• 會 員 製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LLC）
Limited Liability Compay， 簡 稱 LLC。 最
主要的特點就是：有限責任，簡單靈活
。LLC 作為獨立的法律實體，擁有簽訂
合同、擁有財產、起訴和被起訴的權利
。
• 有限責任指的是公司所有者有
限承擔責任，最重要的就是“有限”這
兩個字，即公司的責任、運營、賬戶都
和個人的分開，如果公司發生法律糾紛
，不涉及個人財產。
• LLC 是最簡單靈活的公司類型
，是中小型創業者的首選，可以是單獨
會員或者是多人會員。單獨會員 LLC 報
稅 形 式 可 以 是 schedule C、 S Corp、 C
Corp。多人會員 LLC 的報稅形式可以是
S Corp、C Corp 和 partnership。從大體
上來說 S corporation 是最省稅的。但其
會員只可以是美國稅法意義上的居民。
外國人會員的公司只可以是 C corporation 或 者 partnership。 schedule C、 S
Corp 和 partnership 的公司凈盈利所得稅
的計算只體現在個人稅表上，公司層面
不繳稅。C corporation 是雙重稅實體，

公司要繳納公司稅，個人要繳納分紅稅
。
• 一般情況下，LLC 是不可以上
市的。但因為 LLC 在報稅形式上的靈活
性，可以將 LLC 做成上市的 partnership
形式。
• 2.2 股份有限責任公司（Corporations、Corp、Inc.）
• 股份公司顧名思義是劃分股份
的公司，歷史比 LLC 悠久。同樣是將公
司運營與所有者分離，個人不承擔公司
的責任，公司股東可以個人持股、內部
持股、或者公開募股（IPO 上市）。股
份公司主要包含兩種類型：C-Corp 和
S-Corp。
• C-Corp 最 大 的 特 點 是 可 以 通
過 IPO 上市融資，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
籌集大量的資金，迅速擴大生產規模和
市場，為成為像 Facebook 一樣的獨角
獸公司提供可能。但是 C-Corp 具有雙
重課稅要求，即公司需要為收益賦稅，
同時收益分配到股東和公司員工手上，
還需要再次征收個人所得稅。同時，按
照聯邦或者商會的要求，公司需要定期
召開股東大會，最大程度的規劃管理。
• S-Corp 不能上市融資，公司股

票在公司成員之前進行分配，個人的公
司股份只能內部交易，不能上市買賣，
同時 S-Corp 的所有人必須是美國公民
或者美國永久居民，並且成員不能超過
100 人。但是，S-Corp 不需要雙重課稅
，收益人按照個人報稅即可。
• 2.3 合夥型公司 (Parternership)
• 合夥型公司指的是兩人或者多
人按照通過簽訂合作協議建立的共同運
營、共同擔責的公司。所有人一般對公
司承擔無限責任（LLP 例外），也就是
公司的虧損、訴訟波及個人，但是，合
夥型公司不用雙重課稅。公司類型主要
包括普通合夥（General Parternership）
， 有 限 合 夥 (Limited Parternership)、 有
限 責 任 合 夥 (Limited Liability Parternership)。普通合夥和有限合夥都不推薦，
都是承擔無限責任。最後一個有限責任
合夥公司 PLLC 非常類似 LLC，這個主要
是針對專業領域的人士，比如醫生、律
師、建築師等等。
• 到底什麽形式的公司更好？其
實沒有什麽好或者不好，主要是針對您
的資金、規模、發展規劃等等情況，選
擇一種更合適的。

趙廣華（CPA 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什麼是老花眼 ？ 如何治療
什麼是老花眼？
如何治療？
？
—眼科醫生楊美儀 (Dr. Linda Yang) 專欄三
老花眼是一種生理現象，不是病理狀態， 是
身體開始衰老的信號之一。老花眼是隨年紀增長而
正常發生的近距聚焦能力喪失。多數人會在 40 歲
後的某個時間點察覺自己受老花眼影響。
老花眼癥狀：
1.視近困難,患者會逐漸發現在往常習慣的閱
讀距離看不清楚小字體，看遠相對清楚。
2.閱讀需要更強的照明度。3.視近不能持久，
眼睛容易疲勞。
老花眼的成因為何？
老花眼是與老化相關的過程。一般相信主要是
由於眼球內部的天然晶狀體隨著年齡逐漸增厚，並
失去彈性。這種與老化相關的變化發生在晶狀體的
蛋白質，使晶狀體的硬度與時俱增，而彈力則與時
俱減。與老化相關的變化，也會發生在晶狀體周圍

的肌肉纖維。隨著彈力下降，觀看近物時晶狀體弧
度不足，未能把光線聚焦至視網膜， 使近物影像
變得模糊不清。
如何診斷老花眼?
您的眼科醫生可以通過全面的眼科檢查來診斷
老花眼。
老花眼治療：
老花眼無法治愈， 但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改善
它。
無論您的眼睛有任何不適或視力問題，第一步
應該是諮詢您的眼科醫生並進行完整的眼科檢查，
作出正確診斷。確診老花眼後，可與您的眼科醫生
商討並選擇對您而言最佳的老花眼治療方案。
眼科醫生楊美儀 (Dr. Linda Yang), 本科畢業
於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at Galveston 德州大學醫學院醫學
博 士 ， 在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at Dallas 德州大學達拉斯西南醫
學中心完成了住院醫生的訓練。楊美儀醫生 (Dr.
Linda Yang) 對於各種眼疾都有豐富的經驗，尤其
擅長白內障手術。到目前為主，她已成功地做過
2000 多 例 眼 睛 手 術 。 楊 美 儀 醫 生 (Dr. Linda
Yang) 是休斯頓出生和長大的華裔，會說流利中文
， 對於華人患者來說，實在是太方便了。
診所:
1429 Hwy 6 South, Suite 102
Sugar Land, TX 77478
(832) 500-1480
8am – 5pm Mon – Fri

休城畫頁

愛心組織」
愛心組織
」上周六在 Ed White 小學舉行
年度贈送學用品儀式

「Edward White 」 小學的華裔校
長張國華博士致詞。
長張國華博士致詞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對 「愛心
愛心」
」 捐贈及付出最多的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美南分會」
」 的代表在捐贈儀式上合影
的代表在捐贈儀式上合影。
。

休市市議員 Edward Pollard 在
捐贈儀式上致詞。
捐贈儀式上致詞
。
「華僑救國總會美南分會
華僑救國總會美南分會」
」 會長賴李迎霞女士
（左 ）與休士頓警察局副局長冼就斌
與休士頓警察局副局長冼就斌（
（Ban T.
Tien )（
)（右 ）合影
合影。
。

「愛心組織
愛心組織」
」 會長陳煥澤致詞
會長陳煥澤致詞。
。

張國華校長（後立者
張國華校長（
後立者）
）與該校學生表
演 「感謝你
感謝你」
」 歌舞
歌舞。
。

「Edward White 」 小學校長張國華博士
小學校長張國華博士（
（後立
者）率領小朋友與 「愛心組織
愛心組織」
」 代表
代表，
， 「世華
工商婦女」
工商婦女
」 前會長洪良冰
前會長洪良冰（
（右一
右一）
）合影
合影。
。

「Edward White 」 小學學生在儀式上表演功夫
小學學生在儀式上表演功夫。
。

該校在戶外各門口分派學用品及書包，
該校在戶外各門口分派學用品及書包，
由學生及家長前往領取。
由學生及家長前往領取
。

休士頓警察局代表在儀式上合影。
休士頓警察局代表在儀式上合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