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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 vaccine mandates: Republicans 
angry, business groups m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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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Sept 10 (Reuters) - Re-
publicans on Friday vowed to fight U.S. 
President Joe Biden’s new vaccine man-
date covering big companies and federal 
employees, but business groups that often 
agree with them on issues like taxes are 
not joining in.

The mandate, which the White House says 
would cover 100 million U.S. workers 
and applies to about two-thirds of all U.S. 
employees, is being written in part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Labor’s Occupa-
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

Nearly three-quarters of eligible Ameri-
cans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shot of the 
vaccine, and opinion polls have found that 
most support measures like barring the un-
vaccinated from public spaces and offices.
Within hours of the new measures being 
announced on Thursday, some lawmakers, 
state governors and political party officials 
were threatening lawsuits or pledging to 
defy it.

“When this decree goes into effect,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will sue 
the administration to protect Americans 
and their liberties,” RNC Chair Ronna 
McDaniel said in a statement.

Reaction from powerful business lobby-
ing groups has been muted. Some large 
companies have already imposed vaccine 
mandates of their own, while others have 
welcomed the move or wondered how 
they would implement it. More than half 
of U.S. companies are planning to im-
pose mandates of their own by year-end,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which 
opposes many of Biden’s tax and spending 
proposals, said it would “carefully review” 
the vaccination mandate. The Business 
Roundtable, which represents chief exec-
utives, said it welcomed the move.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which represents big and small employers, 
said it would work to make sure the rules 
don’t hurt business operations.

A majority of those opposed questioned 
the authority the administration has to 
mandate vaccin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no police 

power, and likewise no authority to force 
private employers of any size to mandate 
vaccines,” said the New Civil Liber-
ties Alliance, a nonprofit funded by the 
Charles Koch Foundation, a deep-pock-
eted conservative group.

Family doctor Vera Maria Soditt vacci-
nates a patient at her home with a dose of 
the Pfizer-BioNTech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vaccine in Cologne, Ger-
many, March 28, 2021. REUTERS/Thilo 
Schmuelgen/File Photo
A sign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vaccine mandates is seen in 
the grass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coro-
navirus disease (COVID-19) vaccine 
mandates at Summa Health Hospital in 
Akron, Ohio, U.S., August 16, 2021.   
REUTERS/Stephen Zenner
Family doctor Vera Maria Soditt vacci-
nates a patient at her home with a dose of 
the Pfizer-BioNTech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vaccine in Cologne, Ger-
many, March 28, 2021. REUTERS/Thilo 
Schmuelgen/File Photo

BIDEN:’HAVE AT IT’

Asked Friday about possible legal chal-
lenges, Biden said “Have at it. I’m so 
disappointed that particularly some of 
the Republican governors have been so 
cavalier with the health of these kids, so 

cavalier with the health of their 
communities.”

Several Republican governors 
said they would resist the admin-
istration’s order, though it was 
not immediately clear how they 
would do so. “We will fight them 
to the gates of hell,” South Car-
olina Governor Henry McMaster 
said on Twitter.

Florida Governor Ron DeSantis, 
one of Biden’s most prominent 
antagonists, also said he would 
fight the order.
“I do not believe that people 
should lose their jobs over this 
issue, and we will fight that,” he 
said, according to the Orlando 
Sentinel.

The situation reignites a 
long-standing U.S. battle over 
individual rights, states’ constitu-
tional remit to police citizens and 
regulate public welfare, and the 
powers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Similar fights have raged over 
gun laws and government health-
care. U.S. vaccine mandates in 
the past have mostly been admin-
istered by state and local govern-

ments in relation to public venues 
and schools.

The disease has killed more than 
655,000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aths and hospital-
izations have been rising sharply 
as the easily transmissible Delta 
variant of the virus spread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ose are unvac-
cinated.

Roughly 16% of the adult Ameri-
can population - nearly 34 million 
people - are currently unvacci-
nated but open to getting one,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uters/
Ipsos poll. The poll arrived at this 
estimate by asking respondents 
a series of questions about their 
vaccination status.

Legal challenges are likely to 
focus on the executive branch’s 
power to enforce the require-
ments. The Cato Institute, a 
libertarian think tank, said in 
a blog post that it was unclear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could 
act without new legislation from 
Congress. The Conserva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another think 
tank, said the order would only 
alienate those who have resisted 
vaccines to date.

Many Republican lawmakers, 
who said they have received 
vaccines and support Americans 
getting a COVID-19 shot, also 
accus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overreach.

“Getting the vaccine is a deci-
sion to be made in consultation 
with one’s doctor, not forced on 
Americans by the government,” 
said Republican U.S. Senator Ted 
Cr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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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Jeremy Provancher, who served in Afghanistan with the Army 275 Ranger 
Regiment, carries a U.S. flag that was used in Afghanistan, as he visits the 
9/11 Memorial ahead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in 
New York City. REUTERS/Andrew Kelly

Personnel in orange hazmat suits march during a paramilitary parade held to mark the 73rd 
founding anniversary of the republic at Kim Il Sung square in Pyongyang.    KCNA via REU-
TERS

U.S. President Joe Biden takes off his face mask before delivering remarks on the 
Delta variant and his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to increase vaccinations, from the State 
Dining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REUTERS/Kevin Lamarque

Little Amal, a 3.5 metre tall 
puppet of a young Syrian 
refugee girl, embraces the 
Angels Unawares sculpture in 
St. Peter’s Square as she travels 
across Europe from Turkey 
to Britain as part of an 8,000 
kilometre walk to raise aware-
ness for the plight of young 
refugees, Vatican. REUTERS/
Remo Casilli

Jennifer Lopez and Ben 
Affleck arrive in Venice 
the day before the screen-
ing of “The Last Duel”, in 
Venice, Italy. REUTERS/
Yara Nardi     c

REACT EMS paramedics 
prepare to transport a man suffer-
ing from possibl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symptoms 
in McLoud, Oklahoma. The man 
was living with his wife who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and 
recovered from COVID-19 in 
the weeks prior. REUTERS/Nick 
Oxford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U.S. Congress needs to
pass a debt ceiling bill in
order to fu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y September
30th to prevent a shutdown.

The debt limit will have to be
extended this fall to prevent a
global economic collapse.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set a deadline date of

September 27th to vote on
the $550 billion infrastructure
bill. Democrats will also need
to agree on a tax increase on
the rich and corporations to
help pay for the budget bill.

With Hurricane Ida damages
affecting a wide area from
Louisiana to New York could
mean that a large amount of
relief funds will be needed

from the government.

If the Afghanistan withdrawal
has damaged President Biden
’s ability to lead the country,
it will depend on whether or
not the midterm election next
year will really be affected. If
the Democrats lose the
majority, that will really go a
long way towards hurting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0909//0909//20212021

Democrats In CongressDemocrats In Congress
Facing A Daunting SeptemberFacing A Daunting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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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being stuck by aircraft on 911, the Twin Towers went up in smoke and collapsed.

Twenty years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s 
of September 11th, 2001, we remember 
and take a look back, and a look at the 
present. This year’s remembrance is 
emphasizing volunteerism and service, 
honoring the private citizens that volun-
teered after the attacks and encouraging 
the observance of the anniversary to be 
a day of service. 

David Filipov looks for a picture of 
his father, Al Filipov, at the Tribute 
WTC Visitor Center in New York 
City. The center is run by the Sep-
tember 11th Families Association as 
a museum and memorial to the vic-
tims and history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the 9/11/2001 attacks. Fi-
lipov’s father was on American Air-

lines Flight 11, the first plane flown 
into the towers. (Scott Lewis) 

An aerial view on September 17th, 
2001 shows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the scene where the World Trade 
Center collapsed following the Sept. 
11 terrorist attack. Surrounding 
buildings were heavily damaged by 
the debris and massive force of the 
falling twin towers. (U.S. Navy pho-
to by Chief Photographer’s Mate 
Eric J. Tilford) # 

A street scene in lower Manhattan 
near the site of the terrorist attack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New 
York on Tuesday, Sept. 11, 2001. (AP 
Photo/Richard Drew) # 

The World Trade Center site, lower 
center, and New York’s financial dis-
trict are shown in this aerial photo 
taken on March 22, 2009. (AP Photo/
Mark Lennihan) # 

A woman looks at items left at the 
Flight 93 Temporary Memorial out-
side Shanksville, Pennsylvania, Sep-
tember 10, 2009. (REUTERS/Jason 
Cohn) # 

U.S. soldiers from Combined Secu-
rity Transition Command Afghan-
istan pay their respect during 9/11 
remembrance ceremony at Camp 
Eggers in Kabul, Afghanistan, at 
sunset Friday, Sept. 11, 2009. (AP 
Photo/Manish Swarup) # 

One World Trade Center (formerly 
the Freedom Tower), the 120-story 

anchor building on the site of 911 
Ground Zero. (Courtesy http://ar-
chive.bos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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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Were You On 911? 
Memories Twenty Years Later

COMMUNITY

Twenty years ago terrorists destroyed the 
old World Trade Center, the new one is be-
coming a realty with a museum remember-
ing the attacks and two office towers where
housands of people will work set to open 
within the next year A look at the status of 
the trade center s major components, ac
cording to developers:
-The 8-acre memorial plaza with its twin re-
flecting pools where the World Trade Cen-
ter towers once stood opened in 2011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Sept 11 attacks
Nearly 10 million people have visited. Con-
struction of the accompanying underground 
museum was delayed by a funding dispute 
between the memonal foundation and the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
sey but officials say the museum will open 
in the spning. Sept. 11 artifacts including a 
mangled fire truck an the pieces of intersect-
ing stee known as the Ground Zero Cross 
are already in place
-One World Trade Center, formerly known 

as the Freedom Tower scheduled to be 
completed in early 2014. The 104-sto-

ry building at the northwest comer of 
the 16-acre trade center site is topped by 

a spire that reaches the symbolic height 
of 1,776 feet. Its anchor tenant will be 
Conde Nast, the publisher of magazines 
including Vogue, GQ and Vanity Fair. A 
three-level observation deck called One 
World Observatory will open in 2015. 
-Jumping the gun on its taller neighbor 
wil be Center, a 72-story, 977-foot build-
ing at the southeast comer of the site De-
velopers say it will open this November. 
Its main tenant will be the Port Authori-
ty, which owns the trade center site and 
lost its home when the twin towers fell. 
-Just north of 4 World Trade Center is 3 
Word Trade Center, which is now a sev-
en-story stub but will eventually reach 
80 stories and 1,150 feet. Developer Lar-
ry Silverstein is required to lease at least 
400,000 square feet of space before fin-
ishing the building. Silverstein is finaliz-
ing an agreement with GroupM, a media 
investment firm that is a division of WPP 
Group, for 515, 000 square fee in the 
building. Assuming the lease is signed, 
the building should be completed in 2016. 
-The last office tower planned for 
the 16-acre trade center site is 2 
World Trade Center at the northeast 

cormer. The 88-story skyscraper will not 
be built until the market improves enough 
to fill it.
—The transportation hub at thetrade cen-
ter is scheduled to be completed in 2015.
It original cost estimate of $2.2 billion has 
been revised to $3.94 billion.It will con-
nect 13 sub-way lines and PATH trainsto 
NewJersey,serve250,000 travelers a day 
and replace the temporary PATH station 
that was built after the attacks.There will 
be two levels of retail space.
—Plans for 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at the 
trade center have changed several times 
since the attacks.A board of directors was 
appointed last year and given the task of 
raising funds.(Courtesynyp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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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ers Say One World Trade Center 
Was Completed In Early 2014 

One World Trade Center rises above the Manhattan skyline in New York. It will include 
a museum commemorating the attacks and two office towers when finished.

Deaths 2,996
Injured More than 6,000                                                    

A Day to Remember and 
Never Forget

BUSINESS
A Photo Tribute

Twenty Years Ago Today   
Remenbering September 11, 2001



CC44星期六       2021年9月11日       Saturday, September 11, 2021

美國風俗

可能谁都没有想到，这场新冠疫情

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说实话在去年年

初疫情刚刚爆发之时，作为经历过非典

的老人，我当时也觉得这场疫情虽然严

重虽然可怕，但是我们英勇的中国人民

一定可以战胜它。

甚至当时我就想疫情再严重，会比

当年的非典还严重吗，现在看来真是低

估病毒了，新冠疫情的规模和影响度远

超当年的非典十倍百倍。当年非典肆虐

之时也不过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到了

夏天，太阳一升起万物一复苏，温度一

上升，非典病毒突然之间消散掉了。到

今天咱们都不知道非典病毒消失到什么

地方去了，我们可以说相对轻松地战胜

了非典，而且非典当时也就在我国相对

传播的广点，其他国家根本没有遭受什

么大灾。

然而这一次新冠疫情完全不一样，

恐怕很少有人能想到到了2021年的今天

，这个疫情还在发展。有很多悲观人士

都说，疫情要彻底解除得一两年之后了

，我们人类有可能将终生和这个病毒共

存，以后接种新冠疫苗就像我们接种流

感疫苗一样是司空见惯，每年都必须的

。

这场疫情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变

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很多人抱怨

的是怎么到今天这个疫情还没结束，我

已经两年时间没有出国旅游了，在可预

见的未来，2021年出游计划肯定也是泡

汤了。可是对于别的国家的人而言，生

活上的改变可不只是不能旅游这么简单

，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恐怕都要改变以

往的生活习惯了。比如说以往我们的经

验中美国人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寅吃卯粮的生活，以往我们就跟大家聊

说今天40%以上的美国人遇到紧急危难

的事的时候你让他拿出400美元都是不

可能的。有很多人质疑这个数字，说好

歹美国的人均GDP一年就五六万美元之

高，美国随随便便一个普通人去打份工

，一个月挣两三千美元那还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有接近一半的美国人连400美

元几天的工资都拿不出来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长久以来美国资

本家给他们的老百姓设计的生活路径就

是花明天的钱享受今天的生活，作为一

个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你一个月大概

能挣几千美元，很多美国的公司不是发

月薪，是发周薪，

一个礼拜就能给你

发 1000 美元左右的

工资。可问题是工

资发下来了，那能

到你手上吗，有房

贷要还有车贷要还

，有信用卡账单要

还，有水电费要交

，对于普通的美国

中产阶级而言，人

家算数还是不错的

。早就做好规划了

，我的工资下来有

多少账单要还，一

大批账单还下来之

后所剩无几，对于

美国人来讲这是个

好事，这说明我已

经提前把福享了，

我现在只是来还钱

而已。

咱们国家进入到

物欲横流的消费主

义时代，那就是近

几年的事而已，而

美国人早在几十年

前就开始了。咱们现在玩烂的什么信用

卡借款也好，分期付款也好，美国人几

十年前就这么做了，在美国几乎万物都

是可分期的。以前不就有个笑话吗，有

一个25岁的成年人刚刚还完一个婴儿

车的最后一笔贷款，银行的人问他说这

个婴儿怎么样，我们这个车使用的不错

吧？这位成年人说，谢谢，我很好。

一个小小的婴儿车都可以做25年

的分期，只有分期做的长才能诱使你买

更多的东西，你买一辆汽车要几万美元

，拿不出这个钱，没关系，做个长达10

年的贷款。一个月就还几百美元，每一

天平均就还个10块8块你就能拥有一辆

dream car，那这是多令人兴奋的事，所

以美国普通老百姓早就在资本家的教导

之下，把明天的钱花光了，拿不出400

美元这是非常正常的。

美国普通人的资金链也是非常紧张

的，经常看美剧和美国电影的朋友们都

知道，在美剧中有很多年轻人表示我是

不能失业的，我一失业我生活都毁了。

没有稳定的工资进账，我房贷车贷信用

卡账单怎么办？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就

是这样被死死地摁住了，成为了金钱的

奴隶，这恐怕也是很多中国人所不能理

解的。

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手里有粮心里

不慌，甭管是大富之家还是小康之家，

甚至就是普通打工者也或多或少都得有

点积蓄，有点念想。毕竟我们要随时随

地应对生活中的意外，而美国人似乎从

来不觉得生活中有意外，今天把明天的

钱花光，工资来了一一还款也就是了，

然而这场新冠疫情已经让很多美国人发

生变化了。

一方面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几千万人确诊超过60万人死亡，

在大半年的时间美国各种各样的工厂都

是关闭的，很多人失业。我们刚才讲了

，对于美国普通人来讲那是不能失业的

，我一失业资金链就断了，我就还不起

这些账单了，我家里没有任何存款储蓄

。可是疫情到来你就只能失业，所以很

多美国人干脆到街头去流浪，可能对于

美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来讲，由于历史太

短底子太薄，因此普通老百姓没有这个

居安思危的概念。

我们以往就跟大家介绍过德国是打

了两次二次大战的国家，德国是经历过

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所以从政府到民

间都有非常多的储蓄。德国政府就直接

要求每个德国人在家中必须给每位成年

人准备超过15天的基本饮食饮用水和

其他应急物资，说实话甭跟中国比，相

比于德国，美国普通人的准备都是太少

了。

以往美国恐怕从未经历如此长时间

的灾难侵袭，你说来个极端恶劣天气也

顶天是一两周的时间而已，生活会很快

地恢复正常，而新冠疫情的影响已经长

达一年半了，所以有很多美国人现在已

经开始学会储蓄了。未来要用储蓄应对

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意外，而且疫情到

来很多人要居家生活，很多美国人反而

感觉到居家生活之后，过往很多不必要

的支出没有了，反而能存得下钱。

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其实我们生活

中有很多花费根本就不是必须的，各种

各样的消费品厂家为了卖它的东西，他

会极尽地给你洗脑。我们每天看到的广

告也好，收到的资讯也罢，其实有很多

都是人家精心设计的结果，就是为了要

让你乖乖地掏钱。疫情到来之时，很多

美国人居家办公居家生活，大家感觉到

以往很多似乎是必须的支出，现在看来

不支出也可以。很多美国人反而有了部

分积蓄，要搁以往有的美国人可能马上

把这个钱再花出去，而今天他们开始懂

得要把钱存起来，以备未来的不时之需

。

根据美国相关部门统计，新冠疫情

爆发以来，美国人累积的个人储蓄规模

一直在不断增长，最近已经突破2万亿

美元大关了，创40年来的新高。很多

美国人已经开始攒钱了，而且这对于美

国来讲确实是个好事，因为今天美国面

临的是多年来罕见的大通胀，很多工厂

关了那么长时间，美国经济下行太严重

，所以新总统拜登祭出他撒币的政策。

这个项目投几万亿美元，那个项目投几

万亿美元，甚至号召全球搞40万亿美

元的基建计划，这么多的美元在短时间

内被投入到各个经济体之中，生产没有

增加，那自然会引发大通胀了。

今天美国很多普通老百姓抱怨的是

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几乎所有产品的

价格都在上涨，你说如果房价上涨股市

上涨，投资房市股市的人感觉我资产增

了点值，这倒未尝不是个好事。可是对

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他们面临的是超市

中的每一件物品都在上涨，就有旅居美

国的中国人说以往每个礼拜到大超市花

个四五百美元就可以买满满一购物车的

，足够一家5口一个礼拜使用的食品，

而今天花600美元都买不出当年那些食

品了。

根据刚刚公布的数字，5月份美国

的CPI指数已经超过了5%，创几十年以

来的新高，但是有很多美国经济学家说

这个5%恐怕不是很准确，他们预测美

国国内实际的通膨指数已经超过10%了

。现在更多的美国经济学家担心随着通

胀从美国传导到全球，不光美国一个国

家通胀，别的国家也通胀。

就拿咱们中国来讲，有多少人就担

心全球性的大放水总有一天会波及到我

国，很多美国人就担心现在美国进口了

大量来自中国非常低廉的物品，它保持

了美国国内物价的相对稳定。这个大通

胀一旦传到中国去，我们的物价也上升

，员工工资也上涨，那么我们出口给美

国的商品也得涨价，最终将会进一步加

剧美国国内的通胀。所以对于美国普通

老百姓来讲，他们的生活因这场新冠疫

情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未来还将有更大

的变化。对于那些现在开始存钱的美国

人来讲，这是一个好事，你现在不存钱

，如何应对未来的大通胀呢？

疫情让美国人生活改变，很多人开始攒钱

科技带来了便捷，但也进一步拉开

人与人的距离。过去没有视频通话，思

念一个人是真的刻骨铭心。没有抖音、

吃鸡、王者荣耀时，大家见面吃饭，可

以真正来交流。科技带给了我们更精彩

的生活，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耗着我们

的时间、精力。

所以人们精疲力尽时，总是对乡村

生活十分向往。但真的要让你放弃手机

、互联网，让你重回没有现代科技的田

园生活，100%的人做不到。但在美国

乡村地区，却有一支阿米什人拒绝现代

，停留在19世纪。

阿米什人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民族，

而是一群特别的基督教信徒。18世纪欧

洲基督教改革，主流派系支持通过改革

接受新的事务，使教派能够更好地融入

新的世界。但传统的阿米什人却拒绝这

一切，最后导致一

部分阿米什人为躲

避宗教迫害来到北

美。经过一百多年

的繁衍生息， 阿米

什人从最初的 5 千

多人口扩大到几十

万人，且主要分散

在美国各个州。

来到美国的阿米

什人，依然秉承着

自己的宗教信仰，

过着自己的传统生

活。他们拒绝任何

改变，视现代科技

如猛兽，连孩子都

不允许进入教室，

所有的教育都是依

靠父辈口口相传。

由于人口稀少，却分散在各个地方，阿

米什人极少被大众所知。

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个阿米什

村庄因关闭学校反对孩子入学被报社争

相报道，此后这一支具有传统信仰的群

体，居然受到了一部分人的追捧，被人

们视为最浪漫的人。

作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开放

的国家，许多人以为一个多世纪以后阿米

什人会融入到新的美国生活，但实际到了

今天阿米什人的生活习惯都不曾改变。日

常生活中，阿米什人不去超市，不去网购

，在自己的农牧场里有土豆、玉米、西红

柿，牛、羊，日常的基本物资都应有尽有

。一日三餐，想吃什么就自己动手煮，根

本不存在叫外卖的习惯。

孩子们从小就接受父母的教育，在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助父母干活。受父

辈影响，大部分阿米什人孩子不知道外

界发生的事，他们既不知道出门可以用

软件打车，也不参与选举，也不懂如何

利用互联网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更不知

道今年最火的明星是谁。

在年轻一代的阿米什人看来，手机

、互联网、城市娱乐生活，都在消耗着

自己的时间，与其刷手机还不如去教堂

祈祷或陪家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尽管身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但

阿米什人却远离现代，过着朴素、简单

的乡村田园生活。在阿米什家庭，你甚

至看不到一台手机、电脑、冰箱、空调

、洗碗机等现代工具，连身上的衣服还

都是19世纪的模样。日常出行也习惯

乘坐马车，逛街骑马那都是正常的操作

。对比美国的发达，这样的生活可以称

得上是古代人。

尽管很让人不能理解，也时常被笑

讽是反智的一类人，但阿米什的家庭却

非常温馨。夫妻之间不允许离婚，每个

孩子的到来都是上帝赐给的福音。与美

国主流强调个体和自由的世界观不同，

阿米什人更注重家庭关系，所以一个家

庭一般会有五到八个的孩子。总之能生

多少就多少，直到生不动为止。

不仅家庭和睦，邻里关系也十分和谐

。一个阿米什村庄会有十几户人家，由于

有共同的信仰，且只允许“族内通婚”，

人们常常互帮互助。遇到困难的事，常常

有邻居伸出友谊之手，碰到开心的事，也

习惯与邻里分享自己的喜悦。

这种独立特行的生活，常常被外界

视为很酷，因此总能吸引一些游客来体

验。对此，阿米什人保持欢迎的态度，

喜欢邀请游客来体验田间耕作，吃饭祈

祷，放弃现代生活的几日游，但很少有

游客能坚持几天，因为我们习惯且依赖

于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

不过并不是所有阿米什人愿意遵循

父辈的习惯。根据一些调查发现，年轻

一代的阿米什人也常常瞒着父母偷偷使

用手机，上网看电影。尽管这类人只是

非常小的一部分，但只要有开端，未来

就是另外一种可能。那么问题来了，这

样的生活，你愿意抛弃一切，去尝试生

活吗？

活在19世纪的美国人：不叫外卖、不用手机，出门逛街骑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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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密令》由《007首部曲：皇家

夜總會》票房名導馬丁坎貝爾聯手《殺

手保鑣》、《全面攻佔：倒數救援》製

片團隊打造，由《指定倖存者》好萊塢

混血女星Maggie Q、《殺手保鑣》山繆

傑克森和《鳥人》米高基頓主演的火爆

動作新片，將於本週五(9/10)在台上映。

本片導演馬丁坎貝爾過去曾靠著《黃金

眼》、《007首部曲：皇家夜總會》兩度

復活「007」系列電影，而現任「007」丹

尼爾克雷格即將在第25部龐德電影《007

：生死交戰》上映後卸任，下一部龐德

電影的演員和導演人選自然就成為影迷

間的熱門話題，馬丁坎貝爾自然也在熱

門導演人選之列。馬丁坎貝爾在接受

《刺客密令》專訪被問到會不會想接下

第26部龐德電影時表示，過去與「007」

的兩位資深製片合作過程十分愉快，如

果有收到邀約當然會很樂意再替007最新

電影執導演筒！

在《刺客密令》中飾演關鍵角色的

米高基頓也大讚馬丁坎貝爾的執導功力

，「馬丁坎貝爾的作品向來都很傑出，

例如《007首部曲：皇家夜總會》，我和

不少很棒的導演合作過，但馬丁坎貝爾

的組織能力和事前準備絕對比其他任何

導演都優秀！」。米高基頓更在專訪中

對觀眾信心喊話，「我只希望大家能度

過一段美好的時光，《刺客密令》是一

部規模龐大的跨國電影，有著搞笑元素

，以及大量真的真的很酷的動作場面，

大家觀賞時不須想太多，就坐著好好享

受吧！」《刺客密令》將於9/10本週五全

台盛大上映。

而Maggie Q不久前為宣傳《刺客密

令》接受媒體專訪時，談到演出《刺客

密令》續集的可能性，Maggie Q表示：

「過去我從未說過類似的話，但我很樂

意《刺客密令》再推出更多續集。除了

因為米高基頓和山繆傑克森這樣的卡司

陣容之外，我真的很想再次和馬丁坎貝

爾導演合作，如果觀眾的迴響夠熱烈，

我們就有機會拍攝續集。」。除此之外

，Maggie Q更在專訪中自爆17歲時在日

本擔任模特兒的恐怖經歷。Maggie Q回

想起當年在日本的公司裡，掛著一塊寫

有模特兒名字的白板，工作人員會在每

周五幫她們量體重，並將每個禮拜的體

重紀錄在白板上。Maggie Q表示那根本

就是一塊恥辱之牆，當妳的體重增加，

所有人都會知道，白板的目的就是要讓

妳感到羞恥，逼妳不吃東西因而罹患飲

食障礙症，這一切真的很病態！值得一

提的是，Maggie Q在《刺客密令》中展

現力與美的動作戲外，纖細姣好的身材

也令人驚豔。

《刺客密令》故事描述安娜（Mag-

gie Q 飾）兒時被傳奇刺客穆迪（山繆傑

克森 飾）所救，並接受他的訓練，成為

世界頂尖的契約殺手。某天，莫迪遭到不

明人士殺害，把他視為父親的安娜誓言要

報仇，因此和神祕殺手林布蘭（米高基

頓 飾）展開對抗。隨著對抗的進行，安

娜和林布蘭的關係也變得更加緊密......。

Maggie Q 願再拍《刺客密令》續集
專訪自爆日本模特兒界恥辱要求

《舞慾情狂》是俄羅斯演

員狄維古布斯卡雅（Ekaterina

Dvigubskaya）演而優則導的作

品，電影拍攝緣起於 2 男主角

與女主角間的三角戀，劇中甚

至插入了對抗惡勢力的暗黑情

節，男主角甚至還與反派財團

掌權人士年長妻子，發展出一

段極其不尋常的親密關係，讓

全片對於親情之間的糾葛、情

感與道德的曖昧地帶，讓人看

了血脈賁張、拍案叫絕導演的

精采功力。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劇情

高潮迭起，不僅勇奪各國影展

大獎，莫斯科國際電影節非競

賽片、維瓦特電影節開幕片，

榮獲俄羅斯《金鳳凰》最佳音

樂獎、最佳攝影獎等多項大獎

。

電影闡述了對於舞蹈追夢

的熱情、父母親情對於子女管

束教育的探討，以及主角跨越

年紀與年長女子發生極不尋常

的親密關係。全片處於情感與

道德的曖昧地帶，看似悖德的

情愫、更讓人充滿了遐想，感

覺隨時「會爆發什麼事」。驚

人的是，男主角和兄弟陷入三

角關係中理出頭緒，情感錯綜

複雜，更和年長阿姨不倫，主

角們陷入許多危機風暴，讓觀

眾也跟著主角所發生的事件為

之起伏！

《舞慾情狂》是一個關於

在大城市內，充滿著野心勃勃

、信念、力量，奮鬥和堅持信

念的精彩故事。本片並不只是

一般的芭蕾舞蹈電影，劇情高

潮迭起、精采刺激，更用藝術

的手法呈現主角驚悚內心的作

品。緊張刺激的程度，更勝娜

塔莉波曼主演的電影《黑天鵝

》，同樣刻劃舞蹈家嚮往成功

的瘋狂與執著，而本片的暗黑

程度，也將為觀眾帶來另類的

內心衝擊。

俄羅斯聯邦文化部行政管

理和財政部全力贊助《舞慾情

狂》的拍攝。另外，本片最值

得一提的是，電影還與知名俄

羅斯編舞家和藝術總監包里斯

埃夫曼（Boris Eifman）聖彼得

堡舞蹈學院的藝術總監合作。

他擅長以極具凝聚力的情感，

將芭蕾舞的古典哲思、劇場的

現代舞蹈表達與傳統芭蕾語彙

三者融合

舞 蹈 大 師 不 僅 曾 經 來 台

灣表演過，深受舞蹈界許多

好評，本尊更在《舞慾情狂

》中現身演出，《紐約時報

》對他則讚揚道：「雖然埃

夫曼不是第一人，但絕對是

其中最好的！」他傑出的編

舞才華以及在舞蹈上的成就

，也被世界各大主要舞評譽

為「當今世上，對當代芭蕾

舞藝術文化，擁有最卓越超

群的貢獻者之一」。

影評人看完此片後，好評

不斷，作家吳孟樵大讚：「劇

情多次以陽光撒落至他們練舞

的建築物，如金沙，映現美麗

又具有力量的雙人芭蕾舞，劇

中他們參加比賽的畫面，以不

同的迴旋，漸漸停格在銀幕上

」而另一位影評團隊「熊叔肥

弟練肖話」的肥弟則大讚：

「狂情難了、絕美昇華，超越

視界的現代舞蹈之魂」

除此之外，此片的編舞導

演也是不容小覷，請來許多舞

蹈界的精英和大師，像是奧列

格加比舍夫（Oleg Gabishev）

，他目前是《包里斯．埃夫曼

芭蕾舞團》的主要舞蹈演員，

並且已經參加了《安娜卡列尼

娜》、《奧涅金》、《羅丹》

、《罪孽的另一面》等演出。

熱血追舞蹈夢電影
《舞慾情狂》挑戰道德禁忌

芭蕾舞蹈電影神片 「舞慾情狂」 ，描述才華橫溢18歲芭蕾男舞者，
與患有腦性痲痺的音樂作曲家哥哥，和芭蕾舞少女瑪莎，三人一起追夢，
合作參加國際舞蹈賽計畫，交織出愛恨糾葛，兄弟之間上演三角戀，甚至
又在床上大戰反派阿姨，電影中甚至出現SM情節橋段，主角們在城市裡
引爆無可預知的風暴與危險殺機，他們對於夢想的執著與抗議財團的紛爭
，改變了3個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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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郵政發行小型張 賀港隊東奧創佳績

●●樊振東已提前獲得世乒賽單打參賽資樊振東已提前獲得世乒賽單打參賽資
格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再過兩個半月，2021年休斯
敦世乒賽就將拉開戰幕，9日，中
國乒協公布了本次世乒賽的選拔
辦法。
休斯頓世乒賽將於11月23日

至29日舉行，設有男女單打、男
女雙打和混合雙打5個比賽項目。
中國乒乓球隊將以近期國際、國
內重要比賽成績和積分排名為基
礎，綜合選拔單打參賽資格。
2021“直通WTT大滿貫．世

乒賽”暨奧運模擬賽中獲得單打
總積分排名第1的男、女運動員樊
振東、陳夢，已經獲得2021年美
國休斯敦世乒賽單打參賽資格；
全運會乒乓球項目比賽男、女單
打冠軍，同樣獲得世乒賽單打參
賽資格。
此外，2021年中國乒乓球俱

樂部超級聯賽總積分排名第1的
男、女運動員，獲得2021年美國
休斯敦世乒賽單打參賽資格。
中國乒協秘書長、中國乒乓

球男隊主教練秦志戩表示，中國
乒協制定這份選拔辦法主要出於
兩方面考慮，一是保證讓所有運
動員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去爭取
參加世乒賽的機會；二是期待通
過高質量的大賽平台選拔出更多
的年輕隊員，為巴黎周期打下堅
實的基礎。
女隊主教練李隼接受採訪時

表示，“進入巴黎周期，球隊期
待能湧現更多的年輕隊員，因此
會有更多的競爭平台給大家去
展現自己的實力。”

●中新網

十
四
運
冠
軍
直
通
休
斯
敦
世
乒
賽

●●攀岩好手歐智鋒將擔任開幕式香攀岩好手歐智鋒將擔任開幕式香
港代表團持旗手港代表團持旗手。。 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曹星如曹星如 1010
日首度登全運日首度登全運
拳擊擂台拳擊擂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慧詩夥拍楊礎搖及李海恩出戰李慧詩夥拍楊礎搖及李海恩出戰
女團競速賽資格賽女團競速賽資格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祝賀中國香港代表團在東京祝賀中國香港代表團在東京20202020奧林匹克運奧林匹克運
動會取得卓越成績動會取得卓越成績””郵票小型張圖樣郵票小型張圖樣。。

十四運多個項目提前搶閘開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郵政9日
宣布，將於10月28日發行以“祝賀中國香代表
團在東京2020奧林匹克運動會取得卓越成績”為
題的郵票小型張及相關郵品，並由即日起接受預
訂。
第32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於7月23日至8月8日

在日本東京舉行。
隊健兒勇奪6面獎牌──張家朗的男子個人

賽花劍金牌、何詩蓓的女子200米自由泳銀牌與女
子100米自由泳銀牌、乒乓球女子團體賽銅牌、劉
慕裳的空手道女子個人形賽銅牌以及李慧詩的女子
場地單車爭先賽銅牌，創造歷史佳績，全城引以為
傲。
為慶祝香代表團的傑出成就，香郵政發行

別具意義的郵票小型張，嵌有一套五枚全新設計的

郵票，分別展示了劍擊、游泳、乒乓球、空手道及
場地單車項目，並印上所有奧運得獎健兒肖像，倍
添收藏價值。

顧客可於即日起在郵票策劃及拓展處網頁
（stamps.hongkongpost.hk） 或 Facebook 專 頁
（www.facebook.com/HKPStamps）預訂該款郵票
小型張及相關郵品，亦可下載並填妥訂購表格，交
回任何一間香郵政局（流動郵政局除外），或投
寄至“香郵政總局郵政信箱11968號香郵政集
郵組”或“簡便回郵15號香郵政集郵組”。
此外，為祝賀香運動員以2銀3銅的佳績完成

在東京2020殘疾人奧運會參與的比賽項目，香
郵政亦將發行另一款郵票以資紀念，詳情將於稍後
公布。

2021賽季NFL（美國職業欖球大聯盟）常規賽10
日揭幕。本賽季NFL的常規賽場次將從原來的16場增加
至17場。
同時，NFL中國表示，將致力於搭建國際球員上升

通道，助力中國球員登上更高舞台。
新賽季，NFL中國將與體育教師、學校、協會和地

區教育及培訓機構合作，讓更多地區的青少年學生體驗
欖球的樂趣。
此外，NFL中國目前在積極推進的另外一項重要工

作是協助搭建國內優秀青少年欖球運動員的上升通道，
讓有潛力的中國球員有更多機會進入美國高中聯賽甚至

大學名校欖球隊深造，或者通過國際球員計劃直接進入
職業聯賽。
2020年，北京小伙李伯喬受邀加入國際球員計劃。

在今年4月的加拿大職業欖球聯賽國際選秀中，他被來
自溫哥華的BC雄獅隊選中，本賽季將征戰加拿大職業
欖球聯賽。
NFL中國今年也已經全面展開中國各年齡段運動員

的選拔計劃。NFL中國媒體及商務總監賈恆軒表示：
“聯盟將在未來持續投入中國市場，搭建欖球運動的金
字塔和球員上升通道，而且我們已經欣喜地發現不少極
具潛質的中國運動員。” ●新華社

NFL助中國球員登更高舞台 ●●李伯喬今李伯喬今
季將征戰加季將征戰加
拿大職業欖拿大職業欖
球聯賽球聯賽。。

IGIG圖片圖片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訊訊（（記者記者 郭正郭正

謙謙））中國第十四中國第十四

屆 全 國 運 動 會屆 全 國 運 動 會

（（十四運十四運））雖然於雖然於99月月1515日才日才

正式開幕正式開幕，，不過多個比賽項不過多個比賽項

目已經展開角逐目已經展開角逐，，而曹星如而曹星如

及李慧詩兩大星級香港運及李慧詩兩大星級香港運

動員已於動員已於1010日首度亮日首度亮

相相，，為港隊打響頭為港隊打響頭

炮炮。。

由職業擂台轉戰業餘拳壇的曹星如，受疫情影
響一直未有太多出賽機會，上年3月失落奧

運資格後就一直以十四運及11月舉行的世錦賽為
目標，在香苦練18個月後終於再踏擂台，在10
日下午出戰十四運首場賽事，對手是煤礦體協代表
王鑫炎。
今屆全運會拳擊項目不設銅牌戰下，曹星如

只要連贏兩場比賽即可踏上頒獎台。但久沒實戰
演練及經過21天隔離後狀態難免受到影響，曹星
如坦言擔心隔離期會影響狀態，不過隊教練伍
浩文表示對曹星如信心十足：“曹星如在隔離期
間一直有自主訓練及透過視頻訓練，在恢復正常
操練後體能及心態均很不錯。”
面對首次交鋒的王鑫炎，伍浩文表示雖然沒

有太多對手資料可以借鑒和研究，希望曹星如可
以盡快適應業餘拳賽的快速節奏，做好體能分配
及步法：“職業比賽回合較多，而業餘賽要在三

個回合內盡量爭取分數，希望曹星如可以盡快找
回比賽感覺，透過更多有效的攻擊贏取比賽。”

歐智鋒任開幕式港隊持旗手
另外，場地單車比賽也於10日展開，東京奧

運銅牌得主李慧詩會於10日上午9時30分粉墨登
場，夥拍楊礎搖及李海恩出戰場地單車女子團體
競速賽資格賽。今屆全運會李慧詩將出戰三個項
目，當中包括主項爭先賽和凱林賽，參加女子團
體競速賽主要希望以實戰提升狀態，主要對手有
由“宿敵”鍾天使帶領的聯合隊，已明言會慢慢
退下來的李慧詩表示會以輕鬆心情出戰，好好享
受職業生涯尾段的每一場比賽。
今屆全運會，香共派出169名運動員赴

賽，攀岩好手歐智鋒將擔任開幕式香代表團的
持旗手。上屆全運會，隊奪得2金7銀7銅共16
面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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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父輩》之《乘風》吳京挑戰高難度馬戲
《我和我的父輩》之《乘風》發

布預告及群像海報，正式官宣由吳京

、吳磊、張天愛、李光潔、余皚磊、

魏晨、白那日蘇、江水、逯長恩、張

恒瑞、阿楠主演的演員陣容。吳京此

次再導戰爭題材，聚焦抗日英雄馬仁

興的驍勇事跡，他將與吳磊演繹一對

上陣殺敵的騎兵父子。吳京首次挑戰

氣勢磅礴的馬戰戲，還原騎兵作戰時

千軍萬馬陣前沖鋒的宏大場面，在國

產電影中實屬罕見，高燃場面將抗日

戰士一腔熱血的報國情懷勾勒在大銀

幕之上。

影片取材於抗日戰爭時期一支戰

功卓著的鐵騎隊伍——冀中騎兵團，

他們為保護群眾撤離，拼死抵抗日軍

，電影描繪了一組騎兵團與冀中人民

共同抗擊日寇侵略的軍民群像。

此前，《我和我的祖國》《我

和我的家鄉》兩部影片曾連續兩年

斬獲國慶檔票房口碑雙冠軍，已成

為不少觀眾國慶必看的觀影首選。

《我和我的父輩》作為“國慶三部

曲 ” 的 第 三 部 ， 延 續 了 前 兩 部

“小人物”見證“大時代”的視

角，將再次喚醒全球華人情感共鳴

。電影《我和我的父輩》將於10月 1

日上映。

吳京再導戰爭題材
與吳磊演繹抗戰騎兵父子
《我和我的父輩》之《乘風》的

故事背景發生在1942年五一反“掃蕩

”期間，吳京、吳磊上陣父子兵，兩

人分別飾演冀中騎兵團團長馬仁興及

通訊員馬乘風。預告以老照片的形式

開場，將觀眾帶回到 1942 年，從馬

乘風的通訊電報中得知，騎兵團因

叛徒投敵，陷入了位置暴露的危險

當中。為了掩護冀中區機關並且安全

轉移留在村子裏的老幼婦孺，騎兵團

以一敵百，在懸殊的火力下拼死沖殺

、牽製敵人的進攻，硬是以傳統的

騎兵戰術生生撕開了一道缺口。導

演吳京 1：1開辟戰壕、搭建戰場，

動用兩百多匹戰馬，將騎兵前赴後

繼、戰馬沖鋒迎敵的磅礴場景震撼

呈現，還原了抗戰時期蕩氣回腸的

騎兵作戰場面。隨預告一同發布的

群像海報以戰馬列陣的宏大場景刻

畫了一幅抗日英雄群像，頗具戰爭

大片的氣勢，展現出國難當頭，無

數有誌的中華兒女為民族大義而投

身於戰火，保家衛國。

此次吳京再度自導自演，依舊選

擇了他最擅長的戰爭題材，拍攝抗日

戰爭的故事。吳京耗費大量精力查閱

史料最終尋找到了他的主角——一對

見證大時代的普通父子——革命英雄

馬仁興和馬乘風。馬仁興在抗戰時期

曾率領冀中騎兵團為抵禦日寇侵略做

出過卓越貢獻，他的長子馬乘風亦在

抗日戰場上沖鋒陷陣。1947年馬仁興

在四平攻堅戰中不幸犧牲，為了紀念

他，四平市政府將最繁華的四道街(原

共榮大街)命名為“仁興街”。

高燃場面熱血呈現
吳京拍“戰馬”再現神勇騎兵團
為了給觀眾呈現最酣暢淋漓的戰

爭場面，吳京用極為真實、震撼的手

法拍攝了大量馬戲。電影拍攝中最難

的當屬動物戲份，吳京說：“馬是有

靈性的，演員們每天會自己買一袋胡

蘿蔔餵自己的馬，與他們培養感情”

。除了與馬熟悉，許多有經驗的演員

也從頭學起，進行大量騎馬訓練。經

過一番“魔鬼訓練”，參與拍攝的演

員們都學會了舉刀沖鋒、不拉韁繩騎

馬等高難度動作。拍攝過程中，演員

們也全情投入、拼盡全力，有60多位

演員從馬上摔下來，一邊拍戲一邊上

藥成為了劇組常態。高難度馬戲也對

劇組安全保障提出了高要求，吳京再

三強調，人和馬都要保證安全。為此

，置景組將地面做了特殊處理，保證

摔馬戲中的地面是棉花觸感，必要鏡

頭也選擇假馬代替。劇組救護車更是

全天24小時待命，吳京作為導演也總

在鏡頭拍完後第一時間確認人和馬都

安全。

除了拍馬戲難，劇組在拍攝途中

遇上強降雨，讓拍攝進度一拖再拖，

挖好的戰壕被山洪淹沒，一度讓劇組

被迫停工。盡管遭遇諸多困難，但

“用最真誠的態度和責任感把電影

拍好”還是成為了大家的共識，正

如吳京所說：“這是中國電影人的

態度”。克服重重困難，是電影人

用真誠向父母一輩致敬的誠意。劇

組最終用高燃的沖鋒場景完成了騎

兵戰士殺敵時一馬當先萬夫不當的

熱血氣概，將冀中騎兵團英勇抗敵的

宏大場面完美呈現。

歷史上騎兵團血染冀中的戎馬精

神一直長存在冀中百姓心中，吳京

用團長馬仁興和馬乘風這對父子的

故事，傳承著父輩們不怕犧牲沖鋒

陷陣的精神，也展現了英雄們投身戰

場的血性背後，亦藏著守護小家的鐵

骨柔情。

《掃黑風暴》迎收官
涉案劇有突破可惜“不徹底”

開播當日即拿下1.1億次播放量

的熱播劇《掃黑風暴》收官在即。

這部劇在整個八月都連續霸屏霸榜

，甚至一舉拿下2021年最高熱度劇

集排行首位。在接近收官之時依然

維持7.5分的網評分，這足以證明該

劇得到觀眾的普遍認可。

《掃黑風暴》作為掃黑除惡專

項鬥爭致敬之作，劇中出現的案件

均改編自真實案件素材，包括轟動

全國的孫小果案、操場埋屍案、湖

南文烈宏涉黑案、海南黃鴻發案等

，這一創作背景讓該劇在開播之初

就受到了較高的關註度。時隔18年

之後再次拍攝涉案劇，孫紅雷在該

劇開局中扮演了一個亦正亦邪的角

色，而這次飾演正面角色的劉奕君

，也因為長期飾演反面角色，讓觀

眾屢屢猜測其真實身份。

該劇出現的大小角色幾乎都各

有特色，開局就被殺的黑社會頭目

馬帥由演技精湛的寧理飾演。一開

篇就是孫紅雷、寧理和劉奕君的博

弈戲份，演員演技不拉胯甚至頻頻

飆戲，大大增加了該劇的可看性。

後續劇情中各色人馬先後登場，不

管是由王誌飛飾演的大反派高誌

遠，還是吳越扮演的體製內反派

，就連戲份不多的殺手老寧（葛四

飾），基層公安戰線被腐化的派出

所所長胡笑偉（孫浩飾），以及一

個靠炸山而暴富的現金王陳建波

（周曉鷗飾），也都各具特色，演

出了貼合角色又各有驚喜的人物面

貌。

劇情中，將幾個現實大案融合

在一起進行改編再創作的方式，也

讓這部劇既顯得與現實有所映照，

又能擺脫真實性的限製進行藝術性

地創造發揮。由孫紅雷飾演的李成

陽可以因為背負著十四年的冤情而

在黑白之間遊走，邪惡化身的孫興

也可以用整容的方式增強戲劇的沖

擊力，而在一個虛構的綠藤市同時

出現多種罪惡形態的集中性，也讓

該劇具備社會教育意義之外，有了

更多的戲劇沖突。

該劇總導演五百說過，這部劇

的特殊性就是取材於現實，但又不

完全按照現實來搬演。拍攝過《心

理罪》等知名懸疑涉案劇的五百將

自己之前拍攝懸疑劇的經驗用在這

部劇裏，大量風格化、類型化的影

視表現手段，在演員的加持下提供

了全新的類型劇視聽體驗。騰訊在

線視頻影視內容製作部天璇工作室

負責人、該劇總製片人之一黃星直

言，該劇承載了向掃黑英雄致敬的

使命，還需要向群眾普及掃黑除惡

專項行動的工作方式和成果。但作

為一部影視作品，市場性和商業

性也必須兼顧。“我們要讓它好

看，又不想讓它成為一個平鋪直

敘說大白話、講道理唱高調的一個

作品。”

在劇評人楊文山看來，這種設

定一方面保證了《掃黑風暴》的商

業屬性，保證了它在好看的程度上

能夠滿足大多數觀眾的需求。從我

國涉案劇的發展歷史來看，近十余

年國產涉案劇不上黃金檔的限製，

也讓這部《掃黑風暴》具備了天然

的題材優勢。“反映社會問題的劇

集這些年本來就一直很有觀眾緣，

像之前的‘迷霧劇場’幾乎都得到

了觀眾正向的反饋。《掃黑風暴》

既滿足了懸疑觀眾的觀看需求，又

與社會現實深刻呼應，是涉案劇多

年題材上的一次破冰，能夠走紅幾

乎是預料之中。”

該劇播出到後半段，不少觀眾

也吐槽該劇註水嚴重，人物塑造相

對扁平。楊文山認為，這也來自於

《掃黑風暴》的特殊性，“它並不

能完全按照虛構的方法去提升戲劇

沖突，在賀蕓的身份揭曉之後，人

物的正反和劇情的走向基本上可以

預知。對於期待更多反轉和燒腦劇

情的懸疑類型劇觀眾來說，這或許

就不能解渴了。”

紀
錄
片
《
重
返
刺
桐
城
》
海
外
首
播播

紀錄片《重返刺桐城》(Return to Zai Tun)於9月4日起在國家地理亞太、

歐洲、拉美、非洲等區域下所覆蓋的170多個國家和地區陸續播出。

2021年 7月 25日，第 44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審議，由22處代表性古

跡遺址及其關聯環境和空間構成的“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

心”成功入列《世界遺產名錄》，正式成為我國第56處世界遺產。泉州

，古稱“刺桐城”，是唯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海上絲綢之路的

起點，包括馬可波羅在內的許多海外冒險家，都曾把刺桐城描述成當時

世界最大的港口。在中國海洋文明的歷史延續和實證中，泉州都是一個

重要的縮影和代表。

紀錄片《重返刺桐城》在國家地理的播出，是泉州申遺成功後國際主

流媒體對這項遺產的一次積極關註與有力宣傳，也將為了解古代中國與世

界海洋商貿往來、文化交流互鑒打開一扇窗口。該片以史料為證，全面考

證梳理了從古刺桐城到今天泉州城的歷史沿革，延伸了中國海洋文明的歷

史軸線。本片以歷史進程脈絡為經，時代人物風貌為緯，在層層推進中，

描摹出這片土地從刺桐到泉州所經歷的千年歷程，詮釋著這片土地上的人

們，向海而生、勇敢冒險、開放包容、多元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稟賦和

人文特質。

據介紹，《重返刺桐城》歷經近4年的精心打磨，為確保紀錄片史實嚴

謹準確，觀點創新權威，攝製團隊奔赴20多個國家和地區，搜集了許多關於

泉州的歷史文獻，甚至從海外找到早期出版的《馬可波羅遊記》教堂版本、

《光明之城》首印版等來研讀和比對。在此基礎上，攝製團隊采訪了中國社

科院和國家博物館的多位權威專家，重新明確了民間海上交往活動在歷史長

河中所具備的重要性，突破了傳統認知。攝製團隊將視線從泉州向外發散，

循著當年航路上重要事件的發生節點，追索實物佐證與當代故事，構建起一

個以泉州為支點的多維認知體系。

在製作方面，為使觀眾身臨其境，《重返刺桐城》攝製團隊使用許多場

景再現拍攝，曾先後在泉州的古遺址現場拍攝了近半個月，後又移師浙江橫

店拍攝，用三維動畫CG

的真人演繹還原刺桐城。

畫質細膩，宛如電影大片

，具有極強的藝術欣賞性

和感染力。

據了解，本片結合刺

桐港的發展歷史，扣緊泉

州向海而生，以陶瓷、絲

綢等商品為媒介，與世界

200 多個國家搭起友誼的

橋梁，充分體現了刺桐城

的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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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樂劇中飾演袁偉豪的下屬，他透露
角色是退役劍擊手去投考政府部門，

所以當中有不少學堂戲份。提到港隊劍擊代表在東
奧取得佳績，家樂說：“所以看完奧運我都好後
悔，點解當時沒有學多一些，至少要懂得規則，可
能是免費學習的關係，如果是自己出錢學，就會用
心一點。”袁偉豪（Ben）就稱拍劇期間剛好是他
籌備婚禮的時間，戲外與太太張寶兒忙搞婚禮，戲
內也與好拍檔黃智雯準備結婚。

首次與家樂合作的Ben，表示對方給他第一印
象是很冷酷，相處下來才知家樂十分玩得，而且有
很多共同話題。家樂就笑道：“講到這裏我就要爆
料，我都是靠報道才知道Ben結婚，他結婚當日我
就要開工囉。”笑問家樂是否想效法Ben神秘結
婚，他推說希望大家留意他的工作。對於家樂與緋
聞女友連詩雅先後上載玩水上活動的相片，是否公
開宣布二人的關係，家樂否認道：“不是，我只是
想騷一下減肥成果，在夏天完結前給自己記錄一

下。”問Ben會否指導家樂如何“放閃”及公
開關係，他笑道：“不用教的，大方一

點就會自然流露出來。”無從反駁
的家樂只好說：“總之當天

玩得很開心。”
壽 星 女
Moon 笑稱

雖 已

32歲，但外表仍像24歲，王敏奕則說：“對女演
員來說，年紀愈大才可以拍更多不同角色，就算大
一點要扮回後生女都問題不大。”問到如何慶祝生
日，Moon表示要開工，只能簡單地跟家人吃飯慶
祝，生日願望是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至於緋聞男友周志文有何表示，Moon說：“黃智
雯？他不在香港，只在群組內說一句生日快樂，加
上疫情關係，都不能一大班朋友出來慶祝。”

結婚兩周年 王敏奕驚喜老公送花
日前也是王敏奕與老公曾國祥的兩周年結婚紀

念，她表示老公身在英國拍劇，預計與老公有一段
長時間不能見面，她說：“他七八月時已離港，要
到聖誕才有假期，我的工作又排到明年4月，今次
應該是我們婚後分開得最耐的一次，這段時間只好
用視像見面，做住
網友先吧。”至於
老公有沒有表示？
王敏奕稱有收到驚
喜，她說：“他有
送花給我，應該是
找了人安排，都給
到我驚喜，不過我
未想到如何回禮，
因為平時我們不太
注重特別日子，只
是今次分隔太久才
有點表示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
第 15 屆亞洲電影大獎（Asian
Film Awards）9 日公布入圍名
單，共有36部來自8個亞洲國家
及地區的電影角逐16個獎項，並
由韓國名導李滄東擔任本屆評審
主席。李滄東曾3次奪得亞洲電
影大獎最佳導演，也獲頒第13屆
亞洲電影大獎“終身成就獎”。
第15屆亞洲電影大獎將於10月8
日在釜山國際電影節舉行。
鄭保瑞回歸暗黑暴力類型執導

之作《智齒》9日再收到喜訊，
電影獲得第15屆亞洲電影大獎4
項提名，包括最佳男主角：林家
棟、最佳攝影：鄭兆強（H.K.S.
C）、最佳美術指導：麥國強及
最佳音響：Nopawat Likitwong，

《智齒》更成為本屆最多提名之
香港電影。林家棟首獲亞洲影帝
提名，他回應說：“好高興《智
齒》可以在第15屆亞洲電影大獎
有那麼多提名，多謝鄭保瑞，因
為他，我見到所有台前幕後都好
辛苦，但是每個人又非常樂在其
中，正正因為他要求高，所以觀
眾包括我都極期待入場欣賞。無
論結果如何，今次入圍是對團隊
的極大鼓勵。”林家棟將與莫子
儀、役所廣司、劉亞仁、張譯爭
奪角逐最佳男主角。
《智齒》由葉偉信、黃柏高監

製，鄭保瑞執導，林家棟、劉雅
瑟、李淳、池內博之參與演出。
影展評價此片混雜雨血、骯髒暴
力，電影將於年度以黑白版本上

映。該片繼成為
柏林影展“特別放映”
單元唯一一部入選之華語電
影後，更相繼入圍世界各地共8
個大型影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奧斯卡影後珍妮花羅倫
絲（Jennifer Lawrence）和藝廊總監老公Cooke Maroney
結婚約2年，日前被媒體拍到小腹隆起，疑似懷孕的照
片。美國《People》雜誌9日亦報道了珍妮花懷孕的消
息，隨後其經理人公司發言人也公開證實該消息，表示珍
妮花迎來兩人的第一胎愛情結晶品，粉絲們也紛紛送上祝
福。不過，亦有宅男粉絲表示因偶像成為人母而感心碎，
並稱還未接受到事實。

珍妮花和老公Cooke Maroney於2018年開始低調約
會，兩人通過共同好友認識，並於2019年結婚，也該是時

候擁有自己的寶寶了。
珍妮花自從《變種特攻：黑鳳凰（X-Men: Dark Phoenix）》上

映後就少在公開活動露面。她復出後一連拍攝2部電影，但2月時不
慎在拍攝《Don’t Look Up》時眼部受傷，休養數月後，再到紐奧良
拍《Red, White and Water》，飾演一名在阿富汗戰爭中腦部受傷、
試着重新回歸平民生活的退伍軍人。

否認與連詩雅甜蜜放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由袁偉豪、

黃 智 雯 、 王 敏 奕 、 陳 家 樂 、 劉 佩 玥

（Moon）等人演出的無綫新劇《把關者

們》下周首播，9日一眾演員盛裝為劇集宣

傳，剛好當日是Moon的32歲生日，大會特

別送上蛋糕替她和同是9月生日的黃祥興慶

生。陳家樂緋聞女友連詩雅近日在社交平台

上載在海灘的泳衣照派福利，而家樂亦不避

嫌公開同一場景的海灘照，不禁令人聯想到

兩人首次高調放閃晒愛，但家樂9日否認有

關說法，並稱自己只想展示減肥成果。

陳家樂陳家樂：：騷一下騷一下
減肥成果減肥成果

珍
妮
花
羅
倫
絲
宣
布
懷
孕

《智齒》獲亞洲電影大獎四提名

林家棟角逐最佳男主角
珍美李寇蒂斯現身威尼斯
領取終身成就金獅獎

●珍美李寇蒂斯獲獎感到
很榮幸。

●珍妮花羅
倫絲首次懷
胎。

●林家棟近年演
藝成就解鎖。

●李滄東
擔任本屆
亞洲電影
大獎的評
審主席。

●●

陳
家
樂

陳
家
樂
（（
左左
））
與
袁
偉

與
袁
偉

豪
首
度
合
作
拍
劇

豪
首
度
合
作
拍
劇
。。

●●陳家樂展示陳家樂展示
減肥成果減肥成果。。

●●連詩雅笑容甜連詩雅笑容甜
蜜蜜，，如沐浴愛海如沐浴愛海。。

●●王敏奕與劉佩玥

王敏奕與劉佩玥（（左左））

看上去年紀差不多

看上去年紀差不多。。

●大會特
別送上蛋糕替

劉佩玥和黃祥興慶
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62歲荷
里活資深女星珍美李寇蒂斯（Jamie Lee
Curtis）獲得今年威尼斯影展頒“終身成就
金獅獎”，而她的新片《Halloween
Kills》（月光光心慌慌系列第12集）亦在
影展上觀摩放映，只見珍美身穿紅底黑豹
紋深V開高衩禮服，和新作導演大衛哥頓
格連（David Gordon Green） 一起走上紅
地毯。

當大會宣布珍美獲獎時，她隨即摘掉
口罩起身揮手，上台領獎，供外媒拍照
後，馬上又戴上口罩，嚴守防疫措施。

威尼斯影展頒給珍美“終身成就金獅獎”的原因是肯定這位從恐怖
片《月光光心慌慌》到懸疑片《神探白朗：福比利大宅謀殺案》
（Knives Out）等各種類型、什麼角色都演得活靈活現的成就，珍美
說：“我希望那些作品能成為映照世界百態的一面鏡子，讓人們把享受
電影當成一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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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过去一年，由于新冠疫情的突然发生以及中美地缘政治的竞争

，美国中断了在中国境内的签证办理业务，大批中国留学生无法正

常申请到赴美学生签证，开启了网课模式。

直到今年5月4日，学生签证的办理才算恢复常态化，此后，美

国驻华使领馆签发的学生签证数一直在上涨！

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5-6月的非移民签证和移民签证的签发情

况：

2021年5月已签发22,611张F1学生签证，比2019年5月多出了2,

195张签证；

2021年6月已签发33,896张F1学生签证，数量与2019年6月基

本持平。

8月25日，美国驻华使团再度官宣一份数据，表示自2021年5

月以来已经签发了超过8.5万张学生签证。数量已经达到2019年底疫

情爆发前的水平。

各项数据表明，美国随时准备向包括中国学生和学者在内的所

有符合条件的人发放签证，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进程即将恢复常态

化。

每年夏季，美国驻华使团处理的学生和学者签证申请数量在全

年中是最多的。美国提供的事实和数据如下：

■美国欢迎合法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极

大地促进了美国的多元化。美国是全球接收中国留学生的首要目的

地。过去十年，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是之前的三倍，我们对促进

了这一人员往来感到骄傲。

■ 美国致力于为合法旅行提供便利，我们的决心一如既往地坚

定，这体现在美国驻华使团自2021年5月以来签发了超过8.5万张学

生签证。

■ 鉴于某些滥用签证程序的行为，美国实施了一项只针对少数

人的政策，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这项政策只影响到极少比

例的F类签证和J类签证申请人。

■ 美国不断审视自己的政策和裁决，为所有签证申请人的合法

旅行提供便利。各项数据清楚地表明，美国随时准备向包括中国学

生和学者在内的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发放签证。

■ 我们继续将学生签证作为优先事项，我们的领事官员——以

及美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学校——期待协助中国留学生和学者。

大阪市政府亏损处理的优质资产民宿大楼，新房轻奢风装修，

有民宿牌照，200万起，私信小帮获取项目资料

留学美国的签证利好还有望升级

外国留学生是美国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前疫情原因限制中

国学生入境美国，不仅让美国高校流失大量学生，还痛失可观的收

入，造成财政吃紧。

早在4月，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向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

发出请愿信，要求豁免国际学生的F-1面签，尽快给予学生签证

，取消旅行禁令，让国际学生能够在接下来的秋季学期尽快赴

美留学。

近日24名参议员签署并致信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相关建议改善

国际学生签证积压的现状：

■实施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优先政策，并考虑长期实施该类政

策。

■通过豁免、虚拟面试、签证资格豁免的延期等等，最大限度

的增加面对面签证面试的替代方案。

■从申请签证、安排签证面谈到获得签证，实施及时且可预测

的流程。

■允许向因签证预约或签发延误而选择在线课程，但在获得签

证后，将寻求继续赴美的学生，签发签证。……

在美国各方为赴美学签奔走呼吁的同时，在签证等留学政策利

好不断的同时，中国留学生的热情也没有被疫情浇灭！

根据美国入境政策规定，原本持有有效F-1和M-1签证的留学生

，可不用通过大使馆直接返回美国；也就是说，今夏赴美上课的中

国留学生，远不止自5月起获签的8.5万！

接受全球最好的教育，跻身学术最顶尖的圈子，是很多留学生

的目标，也是美国对留学生持续释放的最大吸引力！

而最近一段时间，国内的一些新情况，也一定程度提升了对海

外教育的“刚需”。

比如，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即便是国内名校毕业

的大学生，落户也往往“高不可攀”。但是对于“海归”，这些城

市都有专门的落户优惠政策，且相对容易。特别是天津刚刚推出了

本科以上的留学生，满足条件就可直接落户的“抢人”方案。

种种因素作用之下，中国学生仍渴望赴美留学，中国是美国最

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去年在美中国留学生近38万，占到美国所有

国际学生的35%！

留学作为颇具性价比的教育方案，想要实现收益最大化，还需

提前规划！从整体趋势来看，拜登治下留学政策趋向好转，但近期

500名STEM专业中国硕博留学生被拒签的新闻令人心有余悸，国际

生录取名额天花板、学费逐年高企、热门专业受限、在美实习就业

处于弱势等问题依然存在！

相比于留学签证随时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家长把“海

外教育+海外身份”的规划路径作为首选，万全的教育规划是成功的

必由之路，对于时间充裕的小伙伴，小帮还是建议早做规划，未雨

绸缪，提前拿到一个有效的美国身份，不仅是关键时刻可以来去自

如，还可以使名校录取率提升、学费大幅降低、实习就业机会多、

或者选择回国发展。

美国签发超8.5万张中国学生签证

留学利好有望再升级

一直以来，欧盟护照被誉为是世界上功

能性强大的护照之一，深受全球高净值人士

的喜爱！拥有一本欧盟护照，可以同时享有

其它欧盟成员国的医疗、教育等福利！

来自欧盟成员国的葡萄牙，作为老牌移

民国家，其宽松的入籍政策让无数向往欧盟

护照的申请人为之青睐，并且葡萄牙在安全

系数、生活环境、教育体系等方面同样占据

众多优势，并且已有中国黄金居留客户申请

葡萄牙入籍成功获批的先例，因此，自葡萄

牙 2012 年推出黄金居留项目以来，便受到了

全球众多移民投资者的热捧！

据葡萄牙外国人和边境服务局（SEF）最

新《移民、边境和庇护报告》显示，2020 年

，在 68981 个葡萄牙国籍申请中，有 63494 人

申请成功，成功率高达 92%！

此外，在 2020 年葡萄牙移民局向外国公

民发放 11.8 万份居留许可签证中，中国投资

者排名第 1 位，总人数远远领先于其它国家

。

由此数据可以看出，葡萄牙的入籍申请

政策非常友好，即使在 2020 年疫情期，葡萄

牙移民项目受欢迎的程度依然只增不减！

2018 年 7 月，葡萄牙政府修改了《国籍法

》，允许合法居住在葡萄牙满 5 年的人申请

入籍。也就是说，持有葡萄牙黄金居留许可

签证的人士，满足 5 年内每年 7 天的居住要求

，就有资格申请入籍葡萄牙，获发欧盟护照

。

这对于不能长居的申请人而言，葡萄牙

入籍的低居住要求可谓是为其量身定制，葡

萄牙黄金居留项目为投资者提供了获取欧盟

护照的上佳机会！

受疫情影响，大阪市政府亏损处理的优

质资产民宿大楼，新房轻奢风装修，有民宿

牌照，限时优惠，9 月 16 日前付全款可享惊

喜捡漏价，据已掌握的周边项目售价对比统

计，房价低于前述市场均价 20%-30%。欢迎来

电咨询或者私信小帮了解具体项目详情。

最新葡萄牙黄金签证数据出炉 截至目前已

累积近万人获批

2021 年根据葡萄牙移民局公布的黄金签证

数据，葡萄牙移民热度依旧不减，葡萄牙自

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黄金居留许可政策开放，

到今年已经步入第 9 个年头。截至 2021 年 6 月

，葡萄牙黄金签证共签发 9834 位主申请人，

总投资额高达 58.7 亿欧元。

葡萄牙移民局也再次更新了 2012 年 10 月

黄金居留政策推行以来的整体数据，数据显

示，9年多来，已有 9834 位主申请人获批葡萄

牙黄金签证，其中中国申请人为 4943 人，占

比一半以上，可见对葡萄牙项目的喜爱和认

可。

通过黄金签证计划，葡萄牙也一共吸纳

了 58.7 亿欧元投资，其中 52.8 亿资金直接投资

于房地产市场。

房产投资仍是葡萄牙黄金签证历年来的

主流投资方式，共有 9230 组投资家庭通过房

产获批，其中 53.17 亿资金直接投资于房地产

市场。其中房产投资占约 94%的比重，成为

了吸引投资的重要力量，基金投资和工作居

留占比 6%。

葡萄牙黄金居留签证因其超高的性价比

成为了欧洲移民的首选之一。该签证一人申

请，三代一同移民。此外，无强制移民监也

成为大众青睐葡萄牙移民的原因，既可以不

放弃国内生活，又可以享受欧洲生活。

葡萄牙政府在 2021 年 1 月宣布，2022 年 1

月 1 日后黄金签证投资房产将仅限在内陆地

区、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把里斯本和

波尔图排除在外。如今 2021 年已经过半，仅

剩下最后 100 余天的时间，大城市买房就将成

为过去式。

虽然其最低房地产投资金额的要求维持

不变，但是投资房产的地点仅限在内陆地区

、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

这也意味着，如果想要通过投资葡萄牙

沿海地区的房产，以获得黄金签证，那目前

就只剩下最后不到半年的黄金时间了！

新政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想要锁定

旧政，如果是执着于买房，希望有较高升值

空间，同时获得欧洲黄金居留签证的朋友，

只有一个字：冲！由于境外房产交易所需时

间较长，如果想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必须

完成线上的递交，那么最晚需要在 9 月底之

前选好房子以便空出 3 个月的时间完成购房

和移民手续，大家务必把握好这个窗口期。

入籍成功率高达92%，

如何赶搭葡萄牙黄金签证末班车

自從去年，中國政府在香港強行推出 「國
安法」施政之後，不少一向享受著西方社會普
及的平等、自由、民主的世界觀的香港市民，
難以接受苛刻的管治，紛紛向外謀取出路，形
成移民浪潮一波接一波。

新近有一港男，攜帶妻子，移居英國曼徹
斯特城，轉職做外賣小生意，暫得生活安穩之
後，他接受當地一家媒體訪問時，向港民講出
一位新移民者的心聲。

這位出生於90 後名叫Jonathan 的年青人，
攜同持有英國護照的妻子，來到英國第三大城
市居住。他首先便表示： 初來異域，一定要打
破自己可以重操故業的想法，自己沒有英國學
歷及文憑，要投身入金融機構，似乎是幻想。
因此，他暫時放下白領階級的身段，做起飲食
外賣工作。因為這種行業，包食早午晚三餐，
可以節省家庭開支。此外，除卻一般工資收入
之外，尚有外送時的小費收入。在英國的西方
社會中，Tips 的每天收入，不時會跟正薪人工
不相上下，遇上大時大節，更會大大超過。尚
有眾人偕知的好處： 不需要向稅務單位全面報
上這項收入哩！這樣便可以多儲存一些現銀。

香港社會近日再掀起移民潮的討論，是留
是走難免會有掙扎，移民後可以做甚麼工作？
去哪裡生活又會較為適合呢？這種問題可能在
不少人的腦海中千迴百轉，他邦的生計考慮的
確嚇退了很多有意移民的港人。最近偕妻子移
民到英國曼徹斯特的Jonathan的妻子，則是行政
人員，來英國之前，她擔心能否在當地重操故
業。不過兩夫妻決定： 這並非首要考慮，反而
認為 「此心安處是吾鄉」更是重要。

因為在最近的一年內，他們目睹香港社會
的變化，令他倆決心移居英國。他說：

「香港的生活節奏已經緊張，政治氣氛又
非常不順利，倒不如到英國發展。我們找到當
地華人團體聯絡及溝通，慢慢學習融入當地社
會生活」

Jonathan 續指，妻子持有 BNO 簽證入境英
國，較以往用配偶簽證更方便。他解釋： 「以
前用配偶簽證移居英國好困難，收入要到某個
數字，先能帶伴侶到英國生活，依家妻子用
BNO簽證入境，就無咗呢個難題」。

被問到為何移居曼徹斯特而不選擇倫敦，
Jonathan說一來自己當年在曼徹斯特附近讀書，
已習慣當地生活節奏，二來曼徹斯特的樓價比
倫敦平得多，風景亦很優美。他又說，與妻子
帶去英國的錢不多，加上英國政府有發展北部
計劃，曼徹斯特是其中重鎮，而當地亦有 「媒
體城」(Media City)，Jonathan認為在曼徹斯特發
展會比較容易搵工。放下在港的故業，Jonathan
暫時以送外賣維生，妻子則在受訪期間仍然待
業。他說，現時每月收入約 1,500 英鎊，尚算
「夠住、夠食、夠用」，他希望新冠疫情過後

可以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惟最重要是現在生
活開心，壓力較小

住屋亦是不少港人移民首要考慮的問題，
Jonathan說最初移居曼徹斯特時，由於不認識所

住地區，因此租住了一個比較複雜的地方，結
果不久便要遷往另一地區居住。他提醒有意投
資或移居英國的港人，在買樓或租屋前，可先
瀏覽內裡會顯示英國各地最新治安情況。

Jonathan又指，日常生活中的語言障礙不大
，而輪候政府醫生可能較慢，但只要購買英國
NHS的政府醫療保險，即可要求提供 「廣東話
」翻譯服務，當中沒有額外收費。Jonathan又指
出，目前英國仍在放寬香港BNO持有人入境的
政策，不過港人們仍在猶豫不知悉，大家應該
來英國一試，勝過在香港 「生活咁悶」。

Jonathan有被問到為何不選擇從香港遷去中
國內地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及生活呢？Jonathan指
出：英國 是一塊比較自由民主的地方。他本人
亦對內地經濟前景表示不大樂觀。對香港未來
亦有所保留，認為香港未來前景將會 「好似港
股咁悶」，加上隨著國際環境的風險變化，擔
心香港日後連獲取外國資訊亦會受到限制。
Jonathan寄語有意移民英國的港人：

要放棄原有東西並不容易，去到新環境時
需要敞開心扉，要有心理準備接受兩地的差異
和生活節奏的不同，當中有許多事情需要從新
學習和適應。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此心安處是吾鄉此心安處是吾鄉」」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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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借《流星花園》而爆紅 ，F4一火

起來就紅透半邊天，言承旭、朱孝天、周

渝民、吳建豪四大靚仔就是那個時代的頂

級流量。

近年，言承旭、朱孝天幾乎沒什麽聲音

，相對而言，吳建豪、周渝民更活躍些。

2020年，看過吳建豪主演《電磁王之

霹靂父子》，至今想來都覺得恐怖，豆瓣

2.6分，是2020年的十大爛片之一。

2021年，看了幾集周渝民和劉濤主演

的《大宋宮詞》，也是相當難受，豆瓣3.8

分，是年度最失望的電視劇之一。

周渝民可以說是F4中最

帥且演技最好的一位，可惜

近十年來，他的演藝事業一

直都被爛片爛劇在拖後腿。

在演藝生涯前期，周渝民在

《彼岸1945》、《痞子英雄

》等影視作品都有著出色的

表演。

2021 年 9月，周渝民終

於發威奉上一部生猛之作《逆局》，根據

千羽之城的《追兇者》而改編，是一部尺

度不小的犯罪懸疑劇集。

《逆局》由周渝民、張榕容、吳興國

、李銘順等主演 ，共計24集，截至目前

，已放出了4集，每一集都精彩指數爆表

，故事懸念十足，劇情節奏快速，追起來

相當過癮。

一開播便收獲好評如潮，在豆瓣平臺

，《逆局》的評分沖上了8.5分，五星好評

占比約為52%。

第4起分屍兇殺案發生，在黑色塑料

袋裏面發現了一具屍體，和前面3起一樣

，死者也是一名女性，相繼發生的連環殺

人案成為了社會關註的焦點。

前3起的死者分別是22歲的大學生、

38歲的清潔工、36歲的網絡廣播主持人，

屍體都是在東林河中下遊被發現。

而第4起兇殺案的受害者是一個26歲

的泰國女人Malee，在塑料袋中，發現了大

學生的血跡，應該是在同一時間被殺害，

只是屍體被發現的時間不同。

雖然掌握了死者的資料，但警方並沒

有什麽頭緒，當前能做的就是找出Malee

生前身邊的人，從而尋找線索，調查這一

起的警察包括任非等人。

另一邊，在監獄裏面的梁炎東，打電

話到警局，提醒警方找錯了方向，並聲稱

兇手不是男的，但一位警員接聽卻以為只

是無聊的人在無理取鬧。

梁炎東原本是一名律師，因一起性侵

案而入獄，受害者是一位偶爾會接私活的

空姐，案發後，身受重傷，在醫院中，昏

迷不醒。

但是，梁炎東並非兇手，他一直都想

為自己翻案，提起了上訴，堅持傳喚吳玉

馨，她是受害者的好友，但吳玉馨始終都

沒有出現。

在獄中，梁炎東得罪了一個獄霸，被

盯上，只有盡快出獄才能保住性命。於是

，他聯系了任非，提出可以幫他們破案，

前提是他們也要幫他翻案，梁炎東將他之

所以認為兇手是女性的理由告訴了任非，

但任非並沒有答應。

不久後，又一起兇殺案發生，警方的壓

力越來越大，而梁炎東在獄中發現有一個獄

友替人頂罪入獄，而獄友頂罪的案件和他的

相似，背後應該就是真正的兇手，可就在此

時，這位獄友卻突然上吊“自殺”，但“自

殺”應該只是表象，梁炎東危機四伏。

《逆局》是一部相當帶勁的懸疑推理

劇，監獄外、監獄內雙線展開故事，劇情

引人入勝，周渝民在這一部新作中奉上了

精湛的表演，終於爆發了一次。

拍了十年爛片的他
終於發威奉上一部生猛之作！

近日公視史詩大劇《斯卡羅》在Netf-

lix上受到網友的熱烈關注與好評迴響。而

《斯卡羅》目前尚未播完，公視又即將在

今年冬季推出另一台灣時代背景生活劇

《茶金》。發想自真實人物及台灣歷史，

《茶金》述說著戰後台灣經過了二二八事

件、四萬換一元的金融風暴，全台灣最大

茶葉出口商的獨生女張薏心 (由連俞涵飾

演)，原本應招贅一個男人，接管她的人生

與父親吉桑 (由郭子乾飾演) 的龐大事業

。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她介入債台高築

的家族事業，在一個沒有「女商人」的時

代，她要如何在一場場「茶葉商戰」中，

帶領著搖搖欲墜的公司走向世界？

公視台劇《茶金》為了打造「和洋折

衷」風潮的時代美學，特別邀請金鐘造型

指導姚均操刀，對時代考究的戲服搭配上

當時流行的髮型與妝容，從美術、造型、

劇照到海報圖像設計等，致力完整重現當

時國民政府遷台後，美國文化的引入及日

治時期所留下的文化夾雜下的台灣味。在

《賽德克巴萊》、《斯卡羅》後，又一部

屬於台灣歷史文化的電視劇，讓歷史不再

只出現在枯燥乏味的教科書上，以娛樂影

視的角度讓觀眾們重新認識不同時代下的

台灣。

《茶金》於9月1日釋出60秒超高畫

質4K/UHD HDR版商戰篇預告 (《茶金》

Gold Leaf｜商戰預告 吉桑是茶葉大王！

)。郭子乾以快60歲的年紀第一次演出連

續劇男主角，劇中造型及演出皆完全突破

郭子乾既有的喜劇演員形象，展現企業大

亨的霸氣變身為經歷過大風大浪沉穩的生

意人。

台灣背景史詩劇大熱
繼《斯卡羅》後又一台灣戲劇即將於冬季上映

戲劇《斯卡羅》創下公視開台首播最

高收視率，劇集邁入尾聲之際，《斯卡羅

》團隊宣布與遊戲團隊迷走工作坊、衛斯

理探案館、臨時人生桌上劇場跨界合作，

推出線上劇本遊戲《斯卡羅：後來的南方

》，9月6日在嘖嘖平台展開集資，創下13

分鐘達標的佳績。

《斯卡羅》改編自陳耀昌小說《傀儡

花》，由《一把青》導演曹瑞原執導，劇

情取材自真實歷史的「羅妹號事件」，8

月14日起於公視及OTT影音平台播出，刷

新公視開台21年首播收視紀錄，並宣布推

出《斯卡羅》聯名劇本遊戲《斯卡羅：後

來的南方》。

劇本遊戲是台灣近年新興的遊戲類型

，參與的玩家會拿到各自的劇本，扮演故

事中的角色，與其他玩家邊交流邊互動、

推理，共譜故事結局。因應疫情，《斯卡

羅：後來的南方》以線上方式進行，讓玩

家居家也能體驗線上群聚的臨場感。

迷走工作坊表示， 《斯卡羅：後來的

南方》劇本遊戲開發歷時超過一年，連劇

組、導演都曾親身試玩及見證。遊戲延續

劇集脈絡，每位玩家都將扮演關鍵角色，

影響台灣的命運。

《斯卡羅：後來的南方》9月6日在嘖

嘖平台上線，13分鐘內達成5萬元的集資

目標，2天內集資金額達17萬9千元，吸引

55人贊助，集資日期將至10月1日。

迷走工作坊指出，遊戲運用 Gather

Town 視訊軟體，畫面為8位元像素風格。

參與其中的玩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打

扮角色的外貌、移動角色，彷彿在玩RPG

（角色扮演遊戲）一般。

遊戲製作人張少濂表示，遊戲中沒

有任何一個玩家知道全部真相，玩家可

盡情投入演繹角色，在互動中找尋蛛絲

馬跡。若看過劇集，將領略相關劇情彩

蛋；若沒看劇，也不用擔心影響遊戲體

驗。

延續戲劇熱度！
《斯卡羅》劇本遊戲 13分鐘集資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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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说的比唱的好听。这话放在苏州得

变一变，在苏州，说的和唱的，那是一样的动听

。

苏州话语调平和而不失抑扬，语速适中而不

失顿挫，发音上较靠前靠上，这种发音方式本身

就有些低吟浅唱的感觉在里头。而当操这门优美

方言的人唱起来，世界才领教了什么叫余音绕梁

。

太湖苏州一带, 水村山郭，酒旗于微风中轻

轻招摇。吴地歌吟起于田间市井，人头攒动之处

，加之苏州话本身低沉婉转，于是形成了吴歌越

吟“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独特魅力。

昆山这歌，从姑苏唱到寰宇

百戏之祖——昆曲源自昆山腔，发源于苏州

昆山，属中州韵姑苏音，因而昆曲唱腔具有吴侬

软语的特点。

宋元时期的中国，北方将歌曲、宾白、舞蹈

结合起来的杂剧是被纳入官方系统的正声雅乐。

中国四大戏曲古腔中，昆山腔又出现时间最晚

（另外三腔为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准确

时间不可考，大约在元明之间。直到明嘉靖年间

徐滑撰《南词叙录》时，昆山腔还“止行于吴中

”，未走向全国。

后来，经过嘉靖年间戏曲音乐家魏良辅等载

于史册以及更多名不见经传者的改造，昆山腔吸

收了当时流行的（均为传统戏曲古腔）的特点，

形成了昆曲，让不会姑苏音的观众也能听懂意味

。观众人群因而扩大、昆曲北传，明中期后才成

为流行曲种进而远播全国，并于万历年间进入宫

廷，逐渐取代了北杂剧的地位。至此，昆曲摆脱

了地方小戏的出身，脱胎换骨成为官方认定的主

旋律。被宫廷认可后，在苏州和以苏州为核心的

江南地区昆曲的兴盛程度更胜从前，成为了娱乐

消遣的热门选择。

昆曲迭代时的江南，正是中国经济最繁盛、

文化最昌明、消费欲望最强烈的地区。当时的苏

州，衣求新潮，食以珍馐，住于园林，行有舟车

，成为了明清时期风头无两的大都市，名副其实

的“人间天堂”。社会风貌转变背后．是民间财

富的积累，以及消费社会对于物质的非凡创造。

戏曲作为社会文化的积极分子，当然在这其中也

扮 演 着 重

要角色。

明清时

苏州进入全盛时期，盛产名伶和状元郎。以后者

的名与财，购买前者的声与色，家班就此形成。

与市场演剧要满足大众趣味、仪式剧目有功能需

求不同，家班作为主人品位的代表，常在伶人、

衣装、场景等方面皆求新求奇。

尤其到明中期以后，大量的社会名流既是园

林主人又是戏曲家，他们有自己的家班，自家花

园就是戏曲的演奏场地。此时的苏州，戏曲与园

林已双双臻至化境，苏州园林既是私家花园又是

梨园戏台。昆曲与园林，作为标榜明清江南官绅

品位的双姝，两者之间也彼此促进，交相辉映。

一时间，苏州籍艺人流布各大都会，“四方

歌者皆宗吴门”， “吴优”“吴娃”“吴儿”

从此成为昆曲演员的代称。《红楼梦》里为迎元

春省亲，从苏州采买梨园十二女伶就是当时的标

准操作，昆曲的流行甚至造成民众竟相卖身以做

优伶的场面。

昆曲甚至还一度带动了当时苏州的众多相关

产业发展，小过了一把“龙头产业”的瘾。从乐

器制作到丝绸织造，戏服道具皆成产业。再到如

今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昆曲，遍布城市的昆曲

元素和衍生品，“昆曲”早已成为苏州文化底色

上亮丽的一笔。

苏剧，花开两朵中的另一支

然而，昆曲的严整音律、唯美文雅的唱词既

成就了它，也让它随着社会发展，市民阶级壮大

，逐渐曲高和寡，并最终从“花雅之争”（中国

戏曲史上，清代中叶以来戏曲花部和雅部之间的

竞争，雅部就是昆腔，花部为京腔、同州梆子、

蒲州梆子、秦腔、弋阳腔、 梆子腔、罗罗腔、

二黄调，统称为乱弹。两部在戏曲行当、声腔、

戏班等方面均有不同）中败下阵来，失去往日荣

光开始呈衰败之势。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随

着昆曲的衰微，另一种苏州地方剧种——苏剧开

始崭露头角。

败于“花雅之争”，为求生存，大量的昆曲

艺人不得不加入民间戏班。在苏州地区受到追捧

的“苏滩”（滩簧，中国清代流行于江浙一带的

戏曲剧种，后逐渐形成滩簧腔系的各地方剧种，

如苏滩，即滩簧在苏州的变体），成了很多昆曲

艺人的选择，这就促进了苏滩的雅化，即逐渐向

苏剧靠拢。当时的苏、昆曲艺人在昆曲剧目中融

入滩簧艺术，将昆曲艺术“通俗化”。当时的艺

人们吸取昆曲“花雅之争”中失败的教训，纠正

其脱离市民阶层的弊病；增强昆曲剧目中的滑稽

成分，以苏滩特色补昆曲之不足，通过诙谐的独

白、对白来表现幽默的风格。同时为迎合多为市

民阶层百姓的观众，从业者对昆曲曲牌众多难于

歌唱的曲调进行改编，融入大量质朴、简单、活

泼的滩簧曲调来吸引观众，苏剧在这一过程中逐

渐形成。

苏剧的音乐部分主要由南词、滩簧曲调、昆

曲曲牌这三部分组成。曲式唱腔以水磨调（昆山

腔的别称）为主，音乐中旋律曲调的走向受到苏

州地方方言语音和语调的影响，细腻圆润，一唱

三叹，唱腔如诗句般优美。并且剧中还加入了一

定的对白。苏剧中无论唱词还是对白都使用的是

苏州话，地域特征较强，通俗易懂，使苏剧在表

演风格中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充满地方戏曲的

特点。

苏剧与昆曲，同发源于苏州，同以苏州方言

为基础，在苏州戏剧界“花开两朵”，各自发展

过程中两者的关系也是你中有我，水乳交融。苏

剧的接纳使得昆曲得以延续下去，昆曲也对苏剧

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艺术资源，二者相辅相成。较

昆曲而言，苏剧在戏文方面相对通俗易懂，曲调

上更活泼，传唱度更高，所以形成了“艺术上以

昆养苏，经济上以苏养昆”的局面。

这种平衡在昆曲得到政府支持后被打破。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

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曲由此受到海内外

学者、戏剧爱好者的研讨和重视，作为“百戏之

祖”受到众多赞誉和演出邀请。其发展不再受到

经济因素的制约。苏剧的演出机会大大减少，从

前苏昆兼修的演员纷纷开始转向昆曲表演，苏剧

的生存空间遽然缩小。但好在2016年苏州市苏剧

传习保护中心正式成立，如今的苏剧有了“主心

骨”，古木终终在姑苏又逢春。

评弹，老姑苏的另类“说唱”

苏州评弹，其实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

称，是采用吴语徒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说书戏

剧形式。它产生并流行于苏州，以及江、浙、沪

一带，用苏州方言演唱。评弹的历史悠久，历经

200余年至今不衰。

苏州评话源于宋代说话伎艺，是用苏州方言

讲故事的口头语言艺术。清代中叶，苏州评话进

入鼎盛时期，成立了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光

裕社。“弹词”一词，始见于明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其中记载

杭州八月观潮：“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

渔鼓、弹词，声音鼎沸。”

随着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评话于清初时就

已在盛行苏州。乾隆年间民间艺人创立了评弹艺

人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今天苏州弹词的基

本形式形成于清嘉庆时；民国时期，苏州评弹的

从艺人员激增，艺术竞争十分激烈。一时间，评

弹在书目、唱腔、表演、演出场所等方面均求新

求异，流派纷呈。

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唱时多用

三弦或琵琶伴奏，说时也有采用醒木作为道具

击节拢神的情形。表演中有说有唱，大体可分

三种演出方式，即一人的单档，两人的双档，

三人的三档。演员均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

三弦和琵琶。

苏州评弹的演出地域，南不出浙江嘉兴，西

不过常州，北不越常熟，东也超不过上海松江。

地域小，艺人多，听众要求不一。现有陈（遇乾

）调、马（如飞）调、俞（秀山）调等丰富多彩

的流派唱腔。

评弹与苏州方言唇齿相依、互为表里。评弹

苏州话是苏州评弹中使用的艺术化语言，形式稳

定，不像一般口头语言，是评弹演员的基本功。

吴侬软语的许多文化内涵和特色淋漓尽致地表现

在评弹艺术中，而苏州方言也因评弹艺术的魅力

在江浙沪一带得到了广泛传扬。

昆曲经苏剧艺人改良后更接地气；苏剧从

经典昆曲中汲取营养，成为代表性地方戏剧；

评弹从昆、苏戏曲中获取灵感，将说、唱结合

得到既经典又新颖的曲艺形式。并在彼此发展

过程中因其雅俗共赏的艺术特点成为了市民喜

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后来受经济和文化影响，

向周边市镇和乡村播迁。这些都得益于苏州与

其他城市、市镇之间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

苏州城市文化中的这三支仙葩相互滋养，彼此

成就，共同书写着苏州这座城市的戏曲历史和

如歌往事，

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在城市交会、集散

，古老又年轻的苏州城，始终轻歌曼舞。

苏州，弦歌不绝的一座城

昆曲经典传统剧目《牡丹亭》，该剧讲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两人的爱情故

事，文辞典雅，曲调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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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一年新冠禁足一年新冠禁足頸椎腰椎躺出毛病頸椎腰椎躺出毛病！！
（本報記者黃梅子）一年的新冠禁

足，大多數朋友都躺在床上刷手機追劇
，天天躺月月躺，躺了一年多，躺出腰
椎頸椎一大堆毛病，痛得整夜都睡不著
。還有一些朋友，出了車禍卻認為小碰
撞沒關系，挺一挺就過去了，怕麻煩不
去看醫生，結果今後會病得越來越重，
甚至失去性命都有。

在休斯頓從醫多年的脊椎醫生Dr Le
，用仁心仁術和先進的儀器，治愈了十
多萬身患各類疾病的病人，尤其對車禍
受傷、運動受傷和各類痛癥的治療，有
著豐富的診斷經驗和明顯的治療效果。
李醫生說，很多華人對於輕微碰撞，只
是自己搽點藥酒或貼個膏藥，抗一抗就
過去了，根本不當回事，等到一段時間
以後，才感覺到身體出了問題，這就是
車禍後遺癥，輕微碰撞，恐釀成健康的
隱患。李醫生可以為車禍患者免費治療
，只要您有車保險號碼，李醫生診所可
以幫您聯系保險公司，聯系律師，您不
要花一分錢，既能治病而且還省心。

李醫生介紹說：有位30多歲的男
性工程師，出車禍後，既沒有受傷，也
沒有任何癥狀，所以，就沒有看醫生。
然而，在車禍後的一個多月，就出現了

頭痛、耳鳴、頸椎不能轉動等癥狀，導
致無法入睡，睡前要吃止痛藥和安眠藥
才能勉強入睡，無法正常工作。可他自
己卻沒有把這些癥狀跟車禍聯系起來。

病人經介紹來請李醫生治療。李醫
生得知他一個多月前出過車禍，只是輕
微地碰撞了一下，當時沒有任何不適，
就沒有看醫生。李醫生為他檢查後，發
現其頸椎神經因車禍受傷，才導致他頭
痛、耳鳴，也影響了他的睡眠。

李醫生為他治療3次後，頸椎就可
以轉動了，頭痛癥狀明顯減輕。隨後他
堅持每周看一次，一個多月後，癥狀就
全部消失了。

車禍後請及時看醫生！
李醫生說，很多人發生車禍後，有

僥幸心理：我既沒痛，又沒傷，幹嘛要
去看醫生呀；有些人則怕麻煩，認為車
禍不嚴重，或者自我感覺良好，我不用
去找這個麻煩了。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後，無論自己
感覺如何，要盡早找醫生檢查、診斷，
越早找醫生，對傷害的治療越有利。如
果傷及腦部，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車禍碰
撞後 “黃金時間”，盡快找有經驗的
醫生檢查、治療。如做腦部X光檢查、

腦部斷層掃描，了解患者是否有腦震蕩
、腦出血、腦腫脹等情況；而身體則要
做X光檢查等，來判斷內臟是否有損傷
、身體是否有骨折等。通過各種檢查，
進行對癥治療，使受傷的部位得以盡快
恢復健康。

避免不適當的治療導致二次損傷
李醫生或說，由於有些傷者不懂得

應對車禍後的傷勢，特別是有些人出現
疼痛癥狀後，以為找個推拿師，來推拿
按摩一下，減輕痛感或腫脹。這是不懂
得中醫常識的做法。在急性發炎期，或
骨折時，懂得這方面常識的醫生是不會
為傷者做按摩推拿的。如果按摩推拿，
反而會造成血管擴張，加劇炎癥和紅腫
，甚至會加重傷害，造成“二次損傷”
，增加治療的難度，甚至會延誤治療。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
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
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
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
療法。如果您出了車禍，找李醫生，他
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
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
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如果不是車禍，只是腰椎或頸椎問

題，有些保險是可以支付治療費用的。
如果沒有保險，自費也不過100元左右
，誰都承受得起！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
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
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
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
牽引療法。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

請與queen chen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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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美、日、
歐等各大汽車製造企業就已經開始在其
生產的電噴汽車上配備了發動機自診斷
系統，簡稱OBD。可以說，OBD給維
修人員的診斷檢修工作帶來了空前的便
利。現在更為先進的 OBDⅢ已經誕生
了，它不但可以具有 OBDⅡ對汽車排
放的監測，還可以強行對違規的汽車進
行干涉。

那麼這套發動機自診斷系統到底是

怎樣工作的呢？這個問題主要要歸宿的
汽車發動機的燃油供給系統。由於現在
的汽車已經全面發展為電噴發動機，它
具備了化油器發動機所無法比及一些優
點。同時也由於電噴發動機的燃油噴射
系統是電子控制的，不同於化油器的純
機械式，所以在這個系統裡面就被設置
了很多電子的傳感器來採集燃油供給所
需要的信息，然後傳給ECU（車載電腦
），以便精準的控制燃油的供給。那麼
都有哪些信息是ECU所需要採集的呢？
由於整個控制系統是一個閉環的控制，
所以首當其衝的是進氣量和排氣是兩個
重要的採集信息，其他的信息還包括了
：節氣閥的位置、進氣的溫度、曲軸的
轉速、曲軸的相位、進氣氣壓以及水溫
。其中進氣量是由空氣流量傳感器來檢
測的，排氣是由氧傳感器來檢測的，其
他的一些信息也都是有相應的傳感器來
檢測，他們主要是通過一些簡單的設施
產生相應的模擬信號，然後在通過把模
擬信號轉化成ECU可以識別的數字信號
來進行檢測。

下面我們將詳細介紹幾個傳感器出

現問題後的OBD的工作情況：
首先是對發動機運轉最為重要的空

氣流量計，空氣流量計分為量板式、熱
線式和超聲波式三種。前兩種都是由電
阻控制，後一種則根據超聲波控制。如
果此時空氣流量計出現了故障，例如始
終是檢測出一種較高的進氣量，那麼當
此時的進氣量很小的時候，其他的傳感
器都檢測出了正常的信息，而空氣流量
計卻始終檢測出較高的進氣量，這時
ECU就會認為空氣流量計出現了故障，
並啟動了已經預存的一個正常的信息值
，而這個空氣流量計的故障代碼就會存
在ECU的內存裡面。與之同時在儀錶盤
上的故障燈就會亮起，以警示駕駛者，
有時甚至不能正常駕駛。 OBD為維修
人員的診斷檢修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所以這時就需要駕駛者把車開到正規
的維修站就可以了。維修人員首先要把
解碼器接到汽車的ECU上進行讀碼，就
是把代表故障碼的數字信息轉化成代表
出現故障傳感器的代碼。然後在清除故
障碼，只有清除了故障碼儀錶盤的故障
燈才會滅掉。否則雖然排除了故障，但

是 OBD 裡依然存儲著故障信息，同樣
會認為有故障。如果解碼器沒有帶有自
動清除功能的話，也只需把電瓶線拔下
來斷電後就清除了。通過解碼維修人員
就可以知道了是那一個傳感器出現了問
題，這裡我們假設的是空氣流量計出現
了故障，那麼讀出來的故障碼就是代表
空氣流量計的代碼。然後維修人員就可
以對症下藥，進行維修或更換。這樣汽
車就可以繼續正常行駛了。

同樣氧傳感器出現故障以後同空氣
流量計一樣，儀錶盤的故障燈也亮起。
由於排氣的檢測是對整個燃油供給的系
統正常工作的一個信息回饋，所以對於
該系統的正常工作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當它出現故障後，ECU雖然可以
臨時調用一個備用的數據信息，但是同
樣會很嚴重的影響到發動機的正常工作
，甚至影響尾氣排放而低於 OBD 規定
的排放標準，這是 OBD 還會進行報警
，已警示駕駛員。但是對於故障的處理
同樣是解碼、讀碼、清除故障碼、維修
。

相對於空氣流量計和氧傳感器而言

，其他的傳感器在出現故障時在ECU裡
備用的其對應正確信息會起到很大作用
。由於在進氣量和排氣方面都可以時時
檢測到正確的信息，所以就不至於嚴重
影響到發動機的工作，但是 OBD 同樣
會工作，儀錶盤的故障燈也會亮起，以
警示駕駛員出現了故障。而處理方式同
樣是通過解碼和讀碼查到是哪個傳感器
出現了故障，然後清除故障碼，進行維
修。

通過以上的闡述是不是感覺 OBD
是一個很簡單又很實用的一個系統？其
實它就像是我們中國博大精深的中醫學
一樣，可以根據“望聞問切”來斷定疾
病的源頭。這裡就是故障等亮起警示駕
駛者就類似與中醫門診中的“望”和
“聞”，而解碼讀碼的過程就更像是中
醫的號脈了。然後“對症下藥，藥到病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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