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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upreme Court takes up challenge
to Texas abortion ban
Oct 22 (Reuters) - The U.S.
Supreme Court on Friday agreed
to hear on Nov. 1 a challenge to a
Texas law that imposes a near-total ban on the procedure and lets
private citizens enforce it - a case
that could dramatically curtail
abortion ac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 justices endorse the
measure’s unique design.
The justices took up requests by
President Joe Biden’s administration and abortion providers
to immediately review their
challenges to the law. The court
declined to act on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request to immediately block enforcement of the
measure.
The court will consider whether the law’s unusual design is
legally permissible and wheth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even
allowed to sue the state to try to
block it.
The measure bans abortion after about six
weeks of pregnancy, a point when many
women do not yet realize they are pregnant. It makes an exception for a documented medical emergency but not for
cases of rape or incest.
Liberal Justice Sotomayor dissented
from the court’s deferral of a decision on
whether to block enforcement of the law
while the litigation continues. Sotomayor
said the law’s novel design has suspended
nearly all abortions in Texas, the second
most populous U.S. state, with about 29
million people.
“The state’s gambit has worked. The impact is catastrophic,” Sotomayor wrote.
The Texas dispute is the second major
abortion case that the court, which has a
6-3 conservative majority, has scheduled
for the coming months, with arguments set
for Dec. 1 over the legality of a restrictive
Mississippi abortion law.
The Texas and Mississippi measures are
among a series of Republican-backed laws
passed at the state level limiting abortion
rights - coming at a time when abortion
opponents are hoping that the Supreme
Court will overturn the landmark 1973
Roe v. Wade that legalized the procedure

nationwide.
Mississippi has asked the justices to overturn Roe v. Wade, and the Texas attorney
general on Thursday signaled that he also
would like to see that ruling fall.
Lower courts already have blocked Mississippi’s law banning abortions starting at
15 weeks of pregnancy.
The Texas measure takes enforcement out
of the hands of state officials, instead enabling private citizens to sue anyone who
performs or assists a woman in getting an
abortion after cardiac activity is detected
in the embryo. That feature has helped
shield the law from being immediately
blocked as it made it more difficult to
directly sue the state.
Individual citizens can be awarded a minimum of $10,000 for bringing successful
lawsuits under the law. Critics have said
this provision lets people act as anti-abortion bounty hunters, a characterization its
proponents reject.
Nancy Northup,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Reproductive Rights, which is representing the abortion providers, said Friday’s decision to hear their case “brings
us one step closer to the restoration of
Texans’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an end to

A supporter of reproductive rights holds
a sign outside the Texas State Capitol
building during the nationwide WomNorthup expressed disappointment
that the justices did not immediately en’s March, held after Texas rolled out
a near-total ban on abortion procedures
block the law.
and access to abortion-inducing mediKimberlyn Schwartz, a spokesperson cations, in Austin, Texas, U.S. October
for the Texas Right to Life anti-abor- 2, 2021. Picture taken October 2, 2021.
tion group, praised the court’s action, REUTERS/Evelyn Hockstein
saying it “will continue to save an
estimated 100 babies per day, and
because the justices will actually discuss whether these lawsuits are valid
providers. In that 5-4 decision
in the first place.”
on Sept. 1, conservative 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 expressed
It is rare that the Supreme Court
skepticism about how the law
would, as it did in this case, decide
is enforced and joined the three
to hear arguments while bypassing
liberal justices in dissent.
lower courts that were already considering the Texas dispute, indicating
Rulings in Texas and Mississippi
that the justices have deemed the
cases are due by the end of next
matter of high public importance and
June, but could come sooner.
requiring immediate review.
the havoc and heartache of this ban.”

The Justice Department filed its
lawsuit in September challenging the
Texas law, arguing that it is unconstitutional and explicitly designed to
evade judicial review.
The Supreme Court previously
allowed the Texas law to be enforced
in the challenge brought by abortion

English
星期六

2021年10月23日

CORONAVIRUS DIARY

C2

Saturday, October 23, 2021

10/
10
/22
22/
/2021

Inflation Is Really
Beating Our Economy
much for everyday
necessities, including their
rent.
Since President Biden took
over the government there
are so many more issues that
are facing the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the pandemic as
well as many overseas issues.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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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LIVE

A Wall Street expert said
inflation is here to stay and
posing a major threat to the U.
S. economy. They think the
number one issue facing Main
Street investors is inflation
and it’s pretty clear that
inflation is not transitory.
To rescue the economy from
the pandemic,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added more
than $4 trillion dollars to the
country’s balance sheet.
The U.S. inflation rate is

running at a 13-year high of
5.4 percent. Food, energy
and shelter costs are all rising
rapidly adding more problems
for people already dealing
with hard times and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many

Our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borrow money and this keeps
the debt ceiling rising higher
and higher. Just like an
individual, if we don’t have
enough income, we will need
to keep getting loans to

survive.
We really urg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look closely
at the world situation. How to
solve the inflation issue is a
global problem, not just an
American problem. If we don
’t have a peaceful world,
how can we build a global
supply chain to help each
other?
Time is running out for our
leaders. We need to have a
more effective plan to solve
the global issues.

to buy necessary goods such
as cars and dishwasher
machines.
Workers are also demanding
more pay increases now
because they can see their
wages aren’t buying as

Editor’s Choice
A hot air balloon floats near
birds during the 34th Brazilian
hot-air balloon championships
in Torres, Rio Grande do Sul
state, Brazil, October 17. REUTERS/Diego Vara

Members of a Haitian dance group wait to perform during the first of an annual community event sinc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egan, outside the Basilica and Shrine of Our Lady of Perpetual Help in the Mission Hill neighborhood
of Boston, Massachusetts, October 16.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A police officer offers a prayer to his weapon as part of a ritual at their headquarters on the occasion of Dussehra, or Vijaya Dashami, festival in Ahmedabad, India, October 15. REUTERS/
Amit Dave

An army soldier helps a schoolgirl get to her parents, after a gunfire erupted in Beirut, Lebanon,
October 14. REUTERS/Mohamed Azakir

Students from St Andrews University are covered in foam as
they take part in the traditional
“Raisin Weekend” in the Lower
College Lawn, at St Andrews
in Scotland, October 18. REUTERS/Russell Cheyne

Mabitchuri, a Yawalapiti
child, takes part in an “end
of mourning dance” during
the Kuarup funeral ritual
to honor the memory of
Cacique Aritana, at the
Xingu Indigenous Park
in Brazil. Picture taken
September 9. REUTERS/
Ueslei Marcel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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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Now The Team Focuses Its Efforts Abroad
Where COVID-19 Variants Surface More Quickly

Texas-Born COVID-19 Vaccine Team
Wants To Break Into The U.S. Marke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Maria Bottazzi, left, and Peter Hotez
at the Tropical Medicine Lab at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Center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in Houston on Oct. 5, 2021.
(Photo/J. Rex/The Texas Tribune)
The day before COVID-19 claimed its first Texas
victim in 2020, Dr. Peter Hotez was a guest on
the popular Austin-based podcast “The Drive.”
After 10 years of research into coronavirus vaccines, Hotez and his Houston team needed an
infusion of cash to build on their past work and
make a vaccine that could, as Hotez told listeners
then, “rescue the world” from the deadly emerg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You’d think that people would be pretty eager
to support us to move this forward, but so far it
hasn’t happened,” the Houston pediatrician and
vaccine scientist told the host, Dr. Peter Attia, on
March 14, 2020.
By the following week, major cities in Texas began to shut down to avoid widespread community outbreaks. But Hotez’s plea worked. The donations started coming in support of efforts in the
deadly new pandemic at the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at the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Center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co-directed by Hotez
and Dr. Maria Elena Bottazzi in Houston — both
of whom are celebrated pioneers in the area of
vaccines for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like chagas and schistosomiasis.
Maria Bottazzi replaces
vials of the RBD-based
SARS-CoV-2 vaccine
into a freezer at the
Tropical Medicine Lab
at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Center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in
Houston on Oct. 5, 2021. (Photo/J. Rex/The
Texas Tribune)
Among the gifts was a $1 million infusion of cash
in May 2020 by the philanthropic arm of Texas-based Tito’s Handmade Vodka, whose director
of global impact and research, Sarah Everett, was
tuned in when Hotez asked for help in reviving
their research.
“We decided that somebody should help restart

that work immediately,” Everett said.
Now, nearly 18 months later, the Houston
team’s vaccine, called Corbevax by its maker
in India, is cheap, has no patent, can be made
by many vaccine producers globally — including those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 and is poised to receive approval for widespread global use.
The Indian government has promised the biopharmaceutical company Biological E Limited,
which is making the vaccine in that country,
that it will buy 300 million doses with the potential for more. A halal version of the vaccine,
for use in Islamic countries because it doesn’t
contain animal-based ingredients, is also about
to start clinical trials in Indonesia.
And later this year, the company hopes the vaccine will be endors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or use globally, which could open
the doors to quicker authorization in several
countries that need it.
Bu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truly Texas
vaccine,” as its creators like to call it, has no
home.
A Texas-style vaccine
The fact that the vaccine even exists can be
traced to a lot of Texas money, including funds
from The Robert J. Kleberg, Jr. and Helen C.
Kleberg Foundation and the M.D. Anderson
Foundation. Several high-level and anonymous
individual donors pitched in, as well as the
JPB Foundation in New York. Those donations
funded a vaccine prototype with the initial doses mixed in the Houston lab and transferred to
Biological E in India in May 2020. By November, BioE began clinical trials of the vaccine in
India, where the delta variant was first identified and which has one of the lowest vaccination rates in the world. Total cost from creation
to market was between $5 million and $7 million, Bottazzi said.
The U.S. government has yet
to get on board. Operation
Warp Speed,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creat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accelerate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for
COVID-19, spent none of its billions at the
Houston lab. Most experts, including Hotez and
Bottazzi, agree that’s because most of the funding and the attention — and the bets — are on
the vaccines made earliest in the pandemic, and
with the newest technology, by Pfizer, Moderna
and Johnson & Johnson and a few others.
“We’re pushing the new ways because they’re
better and faster,” said Dr. Benjamin Neuman, a
Texas A&M University virologist who has been
doing coronavirus research since 1996, though

Wednesday, January 1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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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ologist Maurice Hilleman with his research team at the 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1957. That year Hilleman and his team would
identify and develop 40 million vaccine doses to combat a flu virus from Hong
Kong. (PHOTO/ ED CLARK,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By Guest Writer Sydney Comb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Students sick with the 1957 “Asian flu” lie in

Left: Maria Bottazzi holds a vial of the RBDbased SARS-CoV-2 vaccine at the Tropical
Medicine Lab at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Center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in Houston
on Oct. 5, 2021. Right: A lab worker works
on a project at the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Center. (Photo/J. Rex/The Texas Tribune)
Competition from new tech
The mRNA vaccines by Pfizer and Moderna use
messenger RNA, a molecule the virus needs to
produce a “spike protein” and bind to human
cells, to prompt the immune system to produce
antibodies against that protein. Five years ago,
Neuman said, that process hadn’t been made
effective yet. But by the time Hotez was making his plea on Attia’s podcast, Moderna was
already starting up clinical trials of its mRNA
vaccine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the biomedical research arm of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largest center of its
kind in the world.
And by late 2020, when BioE was rolling out
its phase 1 clinical trials with Corbevax in India, Pfizer was already getting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rom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e Bottazi and Hotez vaccine relies on a production process very similar to the way the
Hepatitis B vaccine is made that’s been produced and used around the world for decades.
The two argue that the familiarity with the process and the ease with which the materials can
be gotten makes it easier to quickly ramp up
global production compared to the newer vaccines, even if they came onto the market a little
later. But aside from a handful of philanthropies who can see the value of the domino effect
— more vaccinations outside this country help
lower infec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here —
Hotez and Bottazzi have heard nothing about
producing or distributing here at home.
“Why weren’t conventional vaccine technologies given the opportunity of being at the same
table as all these other technologies?” Bottazzi
said.
The answer, Neuman says, is that while conventional technologies — or what he jokingly derided as “the obvious answer” — have a
role in global vaccine development, the newer
vaccines are stronger than the traditional types
that Bottazzi, Hotez and other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are developing. Newer vaccines also
have a quicker production process than the
conventional vaccines, said Neuman,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that named
SARS-CoV-2, the virus behind the COVID-19
pandemic.
Peter Hotez at the Tropical
Medicine Lab at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Center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in Houston on Oct. 5,
2021. Justin Rex for The Texas Tribune
But Neuman agrees that the newer vaccines
have distribution challenges: the tangl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s, the availability of
materials to produce billions of dose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the logistics of a more complicated transport and storage process. Those
challenges can be solved, Neuman said, but
until then, the majority of the planet should be
vaccinated “by any means necessary,” including with conventional vaccines like the one created by Bottazzi and Hotez, if it proves to be
safe and effective.
“Whatever gets the job done the fastest as long
as it’s safe for everybody involved,” he said.
‘One plane flight away’
While the Houston team waits for a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partner, the team fields calls
every week from other countries asking them
for help getting access to the vaccine, Bottazzi
said. They ask if they can get the spare doses
that Americans are declining or if they can get
connected to BioE to export to them from their
Indian-made stocks — or if the scientists will
share the formula for the prototype.
The scientists share the formula with any country or lab who asks for it and help in other ways,
however they can.
“We’re kind of practicing our own version of
Texas vaccine diplomacy,” Hotez said.
Vaccination rat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still in the single digits. About 38%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fully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Many African countries, such as
Sudan, Kenya and Ethiopia, have a rate below
2%.
In India, where nearly a billion doses of three
different vaccines — Covishield, Covaxin and
Sputnik V — have been distributed, more than
80% of the population remains unvaccinated. In
Brazil, less than a third of the country is inoculated.
“We’re one plane flight away from seeing a
variant that developed in a country that has very
little vaccine end up on our shores and set off a
new wave of the pandemic,” said Dr. James Cutrell, an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at 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Right now,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s already
monitoring several
variants that have
been trace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Indonesia (21% fully vaccinated),
Peru (with one of the highest COVID-19 mortality rates in the world), Colombia,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nd South Africa.
“Much of sub-Saharan Africa, large swaths of
Latin America and other places like that —
they really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mRNA]
vaccines,” said Cutrell,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That
makes it really important and attractive to have
some of these cheaper, easier-to-distribute —
but hopefully similarly effective — vaccines
with mor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which I think
this vaccine and other vaccines like it can con-

tribute.”
American problem, international solution
As the world scrambles for doses to meet the
vaccination demand elsewhere, this nation’s
vaccination effort has flagged, hitting a wall of
hesitation by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American public that is declining the new vaccines,
although they have proven to be safe and effective. Hotez and Bottazzi believe their vaccine
would likely be more accepted by those who
don’t trust a vaccine that is unfamiliar to them,
like those by Pfizer and Moderna.
But from the start, inoculating reticent Americans was never the Houston team’s first priority.
Bottazzi and Hotez began their work developing coronavirus vaccines as part of their
mission at the Nationa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where Hotez is dean and Bottazzi is
associate dean, to inoculate developing nations
against tropical viruses.
Fast forward to January 2020, when SARSCoV-2,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was
setting off alarms in the U.S. medical community. Bottazzi and Hotez began working to
repurpose their coronavirus research program
to develop a vaccine against the new virus and
distribute it to the same countries they’d focused on throughout their careers.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 Pfizer and Moderna
vaccines
were
developed and
the fact they used
newer formulas
seemed to spook
some Americans and helped fuel politically motivated misinformation campaigns that
chipped away at public acceptance. And as this
nation’s vaccination rate hovers around 57%,
it’s a matter of debate what is needed to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immunity as a country. Neuman said he isn’t so sure that a more familiar
vaccine formula would change a lot of mi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 resistance appears
to be more political than scientific.
“I think that comes from a lot of different places, and I think the main place is sort of, ‘You’re
not the boss of me,’” he said. “‘Who says you
get to tell me what to do?’ And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what it is.”
Even if it would make a difference, the path to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or a COVID-19
vaccine in this country starts with money — for
research, for trials, for materials — and ends
with firm commitments from the U.S. to support its mass production.
The Bottazzi-Hotez shot, at this point, has neither.
And so Hotez, who is an internationally known
and outspoken warrior against the anti-vaccine
movement, and Bottazzi redouble their attention abroad to protect Americans who can’t or
won’t protect themselves. If they can get more
of their vaccine overseas within a few months,
they can keep the variants from percolating and
landing on U.S. soil.
“It’s a pretty ambitious, audacious goal,” Hotez
said. “But I think we could get ther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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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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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was not involved in any of the approved vaccines’ development. “Why wouldn’t you want
to have i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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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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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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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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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es of Hilleman’s vaccines for the 1957
flu are rushed by helicopter throughout the
(PHOTO/WALTER SANDERS/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Realizing how little time the country had to
prepare, Hilleman contacted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directly and asked them to make
a vaccine from his samples. He also demanded
that roosters t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killed be kept alive to fertilize enough eggs to
prepare the vaccine. Even though his work had
not yet been reviewed by the main U.S. vaccine regulatory agency, the Division of Biological Standards,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greed. Because regulations now are far tighter
this type of workaround would be impossible
today. Because of Hilleman’s perseverance, 40
million doses of the vaccine had been created
by the time the flu hit American shores in fall
1957. Ultimately, the virus killed 1.1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and an estimated 116,000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U.S. surgeon general at the time, Leonard Burney, said
the virus would have infected millions more
Americans had there been no vaccine. The U.S.
military awarded Hilleman a 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 for his work.
“That’s the only time we ever averted a pandemic with a vaccine,” Hilleman recalled.
Out of the spotlight
Hilleman’s success was in part due to his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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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ion at Merck,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y
he worked at for 47 years. He was given direct
control over his research there, and with Merck’s ample financial resources at their disposal,
Hilleman and his team developed more than 40
vaccines for humans and animals. “There was
money to spend to do what you needed to do
[at Merck]. Money wasn’t an object. You could
do your research,” Hilleman’s second wife Lorraine Witmer once told Hilleman’s biographer.
By working in the private sector—the “dirty
industry” as Hilleman joked—he was able to
guide his research from the lab to the marketplace with his signature brashness.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had its drawbacks,
though, and at times prevented Hilleman from
gaining public recognition for his work. “I
thought that if my name appeared on the paper,
or if I was the one put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cameras or radio microphones, people would
think that I was selling something,” Hilleman
explained after his name was not included on
the paper proving his hepatitis B vaccine was
effective.

Virologist Maurice Hilleman.
In the end, Hilleman didn’t name a single discovery after himself. Hilleman and his team
developed eight of the 14 vaccines currently
recommended for children: measles, mumps,
hepatitis A, hepatitis B, chickenpox, meningitis, pneumonia, and Haemophilus influenzae
(Hib vaccine). The WHO estimates that the
measles vaccine alone prevented 20.3 million
deaths worldwide between 2000 and 2015.
At the time of Hilleman’s death,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credited him with likely saving more people than any other scientist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scientific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what he
did was amazing,” Dr. Anthony Fauci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in 2005. “Just one of his accomplishments would be enough to have made
for a great scientific career.” (Courtesy https://
www.nationalgeograph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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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美国租车，聊聊美国的汽车文化
作为一个喜欢开车的人，我建议你一定要去美国自驾一次
。美国，是北美洲神奇的国度，我更喜欢称它为“车轮上的国
家”。在这里，汽车不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更是人人出行必
不可少的交通工具。今天，就从我在美国租车说起和大家聊一
聊美国的汽车文化。
说起在美国开车的经历，那要从 2017 年说起。因为不想和
其他人一起结伴去欧洲，我信口和妻子说我想去美国，妻子竟
然一口答应了。那时我们俩都没去过美国，我更是第一次出国
。于是我便开始各种查攻略、做路书。让我们没想到的是签证
办得很顺利，于是我们决定利用十一黄金周加上提前请假去了
美国。
作为一个资深车迷，我早就对美国的汽车文化向往已久。
早年美系车给我的印象就是凯迪拉克、别克、林肯、福特和雪
佛兰。美国车宽大，用料虽然大气，但是似乎缺少那么一点精
致和考究。

油老虎是美系车的代名词，一提起美系车往
往大家都会联想到高油耗，但这不妨碍我喜欢美
系车。和美系车比起来，我对日系车更加情有独
钟，运动感的外形，轻巧的驾驶感，极低的油耗
，日系车似乎就是“小快灵”。
转眼间去美国的日子就来了，我提前从租车
平台上租了一辆车，当然是日系，平台显示是
“丰田 RAV4 或者同款”，取车地点是旧金山。
由于我们是先到了美东玩了几天，完全都是徒步
，到了旧金山，我们实在是不想走了，就想早点
拿到车。在旧金山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终
于开启了美国的自驾之路。
我们拿到的是一台日产 SUV，这款车在国内
叫奇骏，在美国则叫做 ROUGE。
2.5 排量，虽然不大但是动力十足。我们从
旧金山市区出发，一路来到了一号公路、卡梅尔
小镇、大苏尔等一切自驾必走的路线，后来又来
到了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美国的硅谷，最后来到
了洛杉矶。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开车，这一路上
我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来说说美国的租车文化吧。在美国，汽
车比国内便宜，汽油更是便宜，而且是按照加仑
计算（1 加仑=3.7 升），买一辆新的汽车也不是
很贵，但是美国人也会选择更加经济实惠的二手
车，会买也会租。对于国外游客来说，租车也是
十分的便捷，通常手续很简单，在机场、火车站
、市中心一些地方都会有租赁点，还会有送取车

的服务。
再来说一个小细节，就是日间行车灯。美国
的汽车似乎早早地就有了日间行车灯，当然大部
分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LED 光源，还是卤素的灯
。有些 80 年代 90 年代的车型上就有了这项配置
。而国内出现日间行车灯大概也就是在 2010 年前
后吧。
这个小细节看似是不怎么起眼，科技含量也
不高，好像还有点浪费能源，但不得不说，这项
配置太有用了。美国的公路四通八达，车速比起
国内也快很多，而且地广人稀，有了这个配置，
安全性真的提升不少。因为日间行车灯，会更人
性地告诉你前方或者后方有车，更容易刺激敏感
神经。
说到美系车，不得不着重提一下雪佛兰这个
品牌。我对雪佛兰的第一印象，还是小时候邻居
的一辆雪佛兰开拓者 SUV，后来真的对这个品牌
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了。直到后来上汽通用开始
生产雪佛兰科鲁兹、景程等一些列车型，才让这
个品牌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活跃了起来。但是在美
国，雪佛兰这个品牌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实在是
太高了。无论是警车还是医疗救护车，还是家用
车，甚至是早年的三轮车，你随处都会看到雪佛
兰的身影。这个品牌虽然在国内没有什么很高定
位的车型，但是在美国本土有些皮卡和全尺寸的
SUV 也是家喻户晓的，只是很可惜这些车型并没
有来到中国。

在美国，都
是英里制的（1
英 里 ＝1.609 公
里），美国车
的仪表盘上虽
然外圈是英里
，但是内圈是公里。第一次在美国自驾，我开了
大概 898 英里，谢天谢地没有碰到警察，没有出
任何意外。说到警察，要和大家说一下，如果你
在美国开车时遇到有警车亦或是消防车、救护车
拉着警笛，你一定就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靠右停
车让行。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跟着
你，那么你就应该靠边停车了。停车以后千万不
要下车，要摇下车窗安静地等待警察，双手放在
方向盘上并且让警察可以看到你的双手。切记不
要随便下车，双手乱动，后果，你懂得！
转眼来到了 2020 年春节，一场席卷全球的疫
情突如其来。恰好在这时，我们又来到了美国，
目的地依然是洛杉矶，但是这次很不幸，我们滞
留在了美国。这段故事如果有机会再来和大家分
享吧。这次我们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在美国逛逛，
当然还是要租车。考虑到这次租车用车时间会比
较长，费用比较高，我没有再从平台上租车，而
是选择了私人车主。私人车主的车虽然便宜，但
是车型普遍偏旧，车况也参差不齐。这些车主的
车基本都是从外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外的州）以
比较低的价格收过来的，翻新以后出租，租金不
算高，一般国内 B 级轿车级别的，例如雅阁、天
籁这样的，一月租金 500 美元左右。
这次我在一堆车里一眼就相中了一台丰田亚
洲龙。这是一款 2002 年的丰田亚洲龙，3.0 V6 自
吸，4 挡自动。让我惊奇的是，这辆车的车况出

奇的好。没有任何杂音，也没有烧机油的现象，
提速快，加速也很猛。车里面还有个小细节，这
款车居然还有 JBL 的音响，虽然快 20 年的车龄，
但是音质依然浑厚。
这一代亚洲龙，在国内出镜率不是很高。因
为我生活在山东，据我所知当年我们山东只有 6
辆亚洲龙。按照我的理解，这款车的定位应该是
相当于皇冠，但是在北美没有皇冠这个车型，所
以亚洲龙更像是换标的雷克萨斯 ES300。
说起亚洲龙，就不得不说下他的姊妹车丰田
佳美。这里所说的丰田佳美指的是内部代号
VX30 的五代佳美。这一代佳美曾经是当年国内
大佬的象征，沉稳的外形，舒适的座椅，都是那
个年代身份的象征。但是很可惜，这一代佳美国
内进口的只有 2.4 和 2.0 两个版本。
2000 年前后，在汽车史上确实是所谓的“大
年”，很多经典的车型都诞生在这些年份。那个
年代，大排量，V6、V8，自然吸气，现在一去
不复返了，说起来，心里有一些小难过。
这次在美国开车，我又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
现象。首先，美国大部分汽车都是不带天窗的，
其次，大部分汽车都是织物座椅。这让我产生了
好奇，虽然在这台亚洲龙以后我又换过几台车，
包括了福特探险者、本田雅阁等等，全部都是如
此。后来我明白了，大概是在美国，实用性大于
一切。只要是实用，就是王道。车就是一个代步
工具，也是一个必需品，它不一定要多奢华，甚
至不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以上是我在美国租车自驾的一些亲身经历和
感受，希望所有喜欢自驾的朋友都能有机会感受
一下美国的汽车文化。最后说一句，无论在哪，
都要遵纪守法。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道路千万
条，安全第一条！

10 件你不知道的美国生活习惯

1、早餐是每天最重要的一顿饭。
有些州甚至允许 14 岁开车。但在你开车的
在 美 国 有 个 说 法 ， “ 早 餐 是 一 天 最 重 要 的 时候，必须有个有驾照的人坐在你旁边直到你
一顿饭”所以很多人会吃得特别多。在美国也 十八岁。你敢想象一个初中生开车载你上路吗
有很多专门做美国早餐的餐厅。美国的早餐往 ？
往会含有大量的卡路里。
3、美国咖啡很便宜。
2、16 岁就能开车了。
美国到处都有咖啡厅，而且价格相对中国

来说很便宜。很多年轻人对咖啡都比较讲究，
会要求更好的咖啡。星巴克在美国反而没什么
人去。
4、在美国快餐店，餐厅里，很多软饮都可
以免费续杯。
在美国的大部分快餐厅，都是卖饮料杯，而
不是卖饮料的，尽管一个杯子的价格要一个美元
以上，但都能喝到死为止，所以销售理念本身就
是卖喝饮料的机会，而不是某一杯饮料。
5、美国的纸币都是同一个尺寸同一个颜色
美国纸币都是绿色的，大小也差不多，这显
然有些不够人性化。但在美国大多数时候用信用
卡和支票，然后就是 25 美分的硬币用来各种自
动投币：洗衣机、停车、自动贩卖机，纸币很少
很少有用到的机会。因为美国的物价是不含税的
，随便你怎么定价加上联邦税和州税以后一定是
个有零有整的数字，比如$3.78 这种，用现金的
结果就是你会有一麻袋各种硬币……
6、美国人很多不会音标
美国人和英国人一般不用国际英标，他们
自然拼音法，根据“字母”本身代表的“发音
”，以及不同“字母组合”发音的自然规则归
纳而成的一种发音学习，掌握自然拼读后，看
见单词的形，即使并不认识这个单词，也能够

根据发音规则，在不借助查阅音标等辅助手段
的情况下，正确拼读出这个单词的发音。
7、21 岁才能喝酒，随点酒要查年龄。
美国合法喝酒的年龄是 21 岁，如果把酒卖
给年龄在 21 岁以下的人，会面临相当数额的罚
款。奇怪的是无论你是 30 岁还是 90 岁，只要酒
保要求就必须出示证件。
8、喝酒后可以开车
在美国酒后驾驶本身不非法，关键是看血液
酒精浓度，每个州法律不同。比如加州，如果你
血液酒精浓度不到 0.08，就可以合法驾车。
9、进家门一般不会脱鞋。
美国公寓楼道都比较干净，每周都有清洁
工打扫，出去走路的机会也少，很多是开车出
去。所以出去一趟回来鞋子估计也脏不到哪去
，除非去跳泥坑~
10、高中生每天只有 45 分钟的作业
美国高中作业形式多样，主要是阅读量很
大，很多作业没有标准答案，都需要靠自己去
发挥，有时需要几个同学共同研究。比如数学
，美国高中数学老师认为：“对一个数学概念
理解掌握就可以了，习题做多了，可能会禁锢
你的思路使其格式化，要留给自己自由发挥想
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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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影展入選！《錢鬥遊戲》揭露
希臘國債危機秘辛
希 臘 名 導 科 斯 塔 加 夫 拉 斯 （Costa-Gavras） 的 最 新 作 品 《 錢 鬥 遊 戲 》 （ 英 文 片 名 ：
Adults in the Room）即將在台上映，本片入選第 76 屆威尼斯影展非競賽單元，內容改編自
希 臘 前 財 政 部 長 雅 尼 斯 瓦 魯 法 克 斯 （Yanis Varoufakis） 的 同 名 政 治 回 憶 錄 ， 故 事 描 述 2015
年，希臘國債危機越演越烈，新任總理阿萊克西斯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在人民期盼中
上台，他起用身為知名經濟學家的雅尼斯瓦魯法克斯擔任經濟部長，試圖與提供金援的歐
元集團進行談判……。
現年 88 歲仍創作不懈的希臘名導科斯塔加夫拉斯，長年關注政治題材，早年他以《焦
點新聞》、《大冤獄》、《資本遊戲》等片聞名，他最新的作品《錢鬥遊戲》將目光轉移
到家鄉希臘的國債危機上，光是雅尼斯瓦魯法克斯的回憶錄改編成電影劇本就花掉三年的
時間。他受訪時提到，會選擇這本回憶錄進行改編，是因為它是對於這段歷史最準確的資
料來源。他感慨表示，歐元集團提供希臘金援，其實是為了拯救自家的銀行，「今天（希
臘的）債務比十年前還高，所以他們等於什麼也沒做。他們拯救了銀行，但他們摧毀了這
個國家。」
科斯塔加夫拉斯表示，除了某些知名人物之外，他幾乎改掉了所有角色的名字。「我
告訴全體演員，不要上網研究他們的角色。其中一位演員跟我說，他想見見他要扮演的角
色，我說『不准！』，我們要自己創造這些角色。」這些角色的人生並不是科斯塔加夫拉
斯關注的部份，「我對這些角色真正感興趣的是他們的功能，以及他們面對問題時如何行
使他們的權威。所以，這不是一部關於他們的心理電影，而是一部關於他們的權威、他們
的信仰、他們的意識形態的電影。」雖然題材乍聽很嚴肅，但是科斯塔加夫拉斯表示這部
片並不沉悶，因為他是抱著做「秀」的心情拍電影，「人們會去看秀，他們不會去聽學術
演講或政治演講，所以放進一些幽默元素是很重要的，如此才能看到事物的另一面。」
《錢鬥遊戲》故事描述 2015 年的希臘面臨經濟不景氣，國家瀕臨破產危機，歐元集團
會議因此頻繁召開，然而，這些「閉門會議」卻成為毫無益助的殘酷循環，迫使希臘當局
施行緊縮政治，不僅罔顧人權，更抹煞政府對人民的同理心；隨著國家經濟危機越演越烈
，希臘財政部長雅尼斯瓦魯法克斯即將揭開歐元集團會議「門內」的醜陋鬥爭……《錢鬥
遊戲》將於 11 月 12 日上映。

獲獎作家張瀛的青少年繪本《餓鬼饗宴》

將被改編為恐怖動畫系列

台灣知名導演奚岳隆
美國知名華裔作家張瀛（Ying Chang Compestine）的青少年繪本作品《餓鬼饗宴》已被國際製片
人選中，將由好萊塢知名亞裔編劇翠西亞李（Tricia
Lee）改編，台灣知名導演奚岳隆執導成為成人恐怖
動畫影集，而擁有豐富動畫背景的奚岳隆不只擔任
導演，更將是整齣劇集的創意總監，負責整個創意
製作過程。最特別的是，這是首度由總部設於倫敦
與新加坡的「108Media集團」出資、美國亞裔編劇
、台灣導演、台灣動畫製作公司等共同協力創作，
共同完全史上第一部跨國合作的恐怖動畫片（8集
X30分鐘），更將由台灣執行製片公司「七十六號原
子」與旗下國際發行公司Studio886負責大中華區發
行，堅強的黃金陣容讓《餓鬼饗宴》備受期待。
《餓鬼饗宴》的作者張瀛是在美國創作亞洲
文化和中國美食題材的知名作家，同時也是受歡
迎的演講者和烹飪節目主持人，已經為成人和兒
童撰寫了 23 本書。在她的作品中處處可見她對亞
洲文化及中國美食的熱情，她表示：「我寫的東
西幾乎都和食物有關，我相信透過歷史、文學和
美食的結合，才能真正瞭解一種文化和人民。透
過食物和鬼魂的隱喻，吸引讀者更瞭解中國文化

美國知名華裔作家張瀛
和那裡的生活。」張瀛的書得獎無數，甚至列入
學校的教學大綱，她也曾經是由瑪莎史都華（美
國知名生活品味達人）的《Whole Live》生活雜
誌的美食編輯，經常被邀請到世界各地的學校和
各種組織進行演講。
當初為「108Media 集團」選擇該書的總裁賈
斯丁戴門（Justin Deimen）表示：「《餓鬼饗宴
》是一個有趣的文化展示，通過介紹這些食譜，
重新構建了中國的美食和中元節的傳統。有機會
與張瀛、翠西亞的創意團隊合作是一件很愉快的
事情，希望通過這種獨特的混合改編的類型動畫
，能夠讓更多的觀眾能夠領略到來自世界各地恐
怖而豐富的故事。」
近年來致力於原創影劇 IP 與國際發行的「七
十六號原子」這次也將與 108Media 集團合作，並
且交由旗下的 Studio886 工作室為《餓鬼饗宴》做
大中華區發行。「七十六號原子」董事總經理楊
志光表示：「非常高興能與跨國團隊合作，《餓
鬼饗宴》這齣作品將東方傳統文化元素與西方觀
眾結合起來，充分展示台灣人才的實力。」
加拿大籍亞裔編劇翠西亞李被認為是好萊塢最

好萊塢知名亞裔編劇翠西亞李

優秀的新秀編劇之一，作品被列入 2020 年 Black
List、CAPE和Young & Hungry等多個美國好萊塢
頂尖編劇推薦名單，此外還成為著名美國影藝學院
尼寇編劇獎的前50名準決賽選手。她已經執導了3
部獲獎恐怖與驚悚作品，包括已經由OTT平台Hulu
發行，並在坎城影展的 Frontieres 片展上放映的
"Blood Hunters"，以及已經在加拿大各地影院上映
，並同時也已賣給美國NBC Universal媒體公司旗
下所屬Chiller Network的"Silent Retreat"。
將要執導該片的台灣導演奚岳隆，其 2020 年
的恐怖片《女鬼橋》不僅在台灣疫情中獲得了近
六千萬新台幣票房，更成為 OTT 平台 Netflix 最受
海外觀眾歡迎的台灣作品之一，成功打開他的國
際知名度，成為目前亞洲最受矚目的電影導演。
奚岳隆專精視覺藝術及特效運用，擅長融合不同
類型題材，以精準敏銳的商業手法、高質感的視
覺衝擊，創造市場效應。特別的是，奚岳隆在這
個項目中也將擔任創意總監的角色，除了指導台
灣動畫工作的菁英人才外，還負責所有的視覺展
示和動畫效果。他說，他在研究所主修的是多媒
體藝術動畫，製作一部出色的動畫是他未完成的

夢想，而這次《餓鬼饗宴》讓他夢想成真。
由於奚岳隆對台灣動畫行業的熟悉，讓他能
夠為這部作品找到最好的動畫人才合作，事實上
，台灣的動畫產業在國際間被高度認可，尤其能
夠根據導演的要求創造高質感的視覺效果，讓國
際團隊印象深刻。此次《餓鬼饗宴》的製作，讓
來自新加坡、倫敦與好萊塢團隊都高度期待台灣
能展現其優秀的動畫製作能力，創造更好的視覺
效果，讓電影更加生動精采。
在中國的傳統中，鬼魂是被困在生死之間的
亡靈，他們因為過早離世或對死亡的過程有不滿
而無法安息。這些靈魂必須得到安撫，如果他們
沒有足夠的食物，他們就會回來報復。《餓鬼饗
宴》由八個自成一體的餓鬼故事組成，從開胃小
菜、豐盛主菜以及飯後甜點，每道不同的菜都代
表一個可怕的恐怖故事，完整的八道菜綜合了人
類最大的遺憾和最深的渴望。這將是有史以來第
一個結合食譜、動畫和歷史元素的恐怖動畫系列
，將由 108Media 集團製作和資助，在洛杉磯和臺
北同步進行開發和製作，爭取在 2022 年第四季度
初以英文和中文同時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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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特邀選手 香港健兒有望踏上頒獎台

姚潔貞以最佳心態爭冠
●姚潔貞
姚潔貞（
（左）直言以冠軍為目標
直言以冠軍為目標。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21”將於周日
（10 月 24 日）開跑，今屆沒有特邀
選手參賽下，本地跑手有望打破非洲
運動員的多年壟斷踏上頒獎台。第三
度出戰“渣馬”全馬項目的姚潔貞表
示雖然自己復操不久狀態未到最好，

▲東京奧運競步港隊代表程
小雅將挑戰半馬項目。
記者郭正謙 攝

不過氣溫轉涼加上對賽道熟悉的優勢
下，會以最佳心態爭取冠軍。

因疫情一再延期的渣打香港馬拉松（渣馬）
將於周日舉行，以往全馬項目幾乎全由非

洲跑手包辦三甲，不過今屆賽事不設特邀選手
下，一眾本地好手有望打破壟斷踏上頒獎台。曾
代表香港出戰倫敦奧運的姚潔貞更被捧為女子全
馬項目的爭標熱門，這位本地長跑好手坦言自己
狀態未達巔峰，但會以最好的心態來迎接今屆賽
事：“出戰全運前因要隔離無法保持系統訓練，
結果全運時出現‘撞牆’情況（指跑至 20 英里
左右時，突然出現不適），成績一般，回港後上
星期才慢慢恢復訓練，雖然狀態未算最好，但我
會以最佳的心態應戰。”
本屆賽事不設特邀跑手下，香港選手有望一

嚐踏上頒獎台的滋味，姚潔貞認為賽事“臥虎藏
龍”，最重要是做好自己：“要做出個人最佳時
間有些困難，始終渣馬賽道難度不低，而且目前
不知道有什麼跑手參賽，有一些香港和中國內地
跑手實力都很強，據我所知至少有兩位新晉跑手
實力不俗，不過仍會以冠軍為目標。”她亦特意
提醒參賽者要注意補水，雖然氣溫轉涼可望減輕
負擔，但高濕度仍是一大挑戰。

程小雅盼戰巴黎奧運
至於東京奧運競步港隊代表程小雅亦會挑戰
半馬項目，三年前曾參賽並以約 1 小時 46
半馬項目，
46分完成
分完成
的她希望能有所進步：“
的她希望能有所進步
：“跑步和競步始終有一定
跑步和競步始終有一定

●“渣打香港馬拉松
渣打香港馬拉松2021
2021”
”將於周日開跑
將於周日開跑。
。

“鄧謝配”奧運後首戰 晉丹麥賽8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港羽毛球混雙
組合鄧俊文/謝影雪 21 日在丹麥公開賽以 2：1 淘汰印
度 組 合 Dhruv Kapila/Reddy N. Sikki， 打 入 最 後 8
強。而港羽“一哥”伍家朗在闖過首輪後，與隊友李
卓耀狹路相逢，爭奪 8 強席位，惟該場比賽至本報截
稿時間仍未分出勝負。
東京奧運之後，世界排名第11的“鄧謝配”首次
出征，丹麥賽首輪以 2：0 淘汰中國台北組合楊博軒/
胡綾芳，21 日再在次輪賽事苦戰 48 分鐘後，以 21：
17、19：21、21：11 淘汰印度的 Dhruv Kapila/Reddy N. Sikki，8 強賽將硬拚國家隊（國羽）組合王懿
律/黃東萍。至於另一混雙港將張德正/吳詠瑢則以

15：21、16：21不敵國羽組合馮彥哲/杜玥。
國羽方面，何冰嬌在女單次輪以 2：0 勝日本的高
橋沙也加，陸光祖、王祉怡分別在男女單首輪過關。
男雙全軍覆沒，女雙劉玄炫/夏玉婷晉次輪。

●國羽混雙組
合王懿律/黃東
萍晉級 8 強。
新華社

杭州亞運44競賽場館齊竣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杭州亞運
會首次世界媒體大會剛剛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本次大
會以線上線下結合方式召開，美聯社、法新社、日本共
同社、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等110餘家境內外新聞機
構參會。大會期間，媒體代表參觀了亞運會主體育館、
游泳館、媒體村等場館設施。據悉，杭州亞運會共設有
55 個競賽場館、1 個亞運村和 5 個亞運分村，截至 9 月
底，44個競賽場館已實現集中竣工。
記者在杭州奧體中心看到，作為杭州亞運會競賽
場館核心區域，主體育館、游泳館和綜合訓練館連成

一片，外觀採用了獨特的流線造型，覆蓋着銀白色的
金屬屋面，俯瞰酷似一隻展翅的蝴蝶，形成“化蝶”
的杭州文化主題。主體育館可容納 18,000 名觀眾，屆
時開閉幕式以及田徑、籃球等比賽項目都將在此舉
行。
據杭州亞組委相關負責人介紹，杭州亞運會從籌
備階段開始就遵循“綠色、智能、節儉、文明”的辦
賽理念。目前，杭州亞組委已與浙江電力交易中心、
國家電網杭州供電公司簽署三方協議，全面啟動杭州
亞運會綠電交易，這在亞運會歷史上尚屬首次。

資料圖片

理文憾負 表現贏尊重

峰，期望突破自
、魏賡、程小雅及梁釗
●陳健安（左起）、姚潔貞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己。

分別，會用到的肌肉也有不同，尤其是大腿會特
別疲勞，而且長跑賽道多起伏，會特別注意膝蓋
的狀態，香港已很久沒有舉辦長跑大賽，所以很
想把握這次難得的機會挑戰自己。”
程小雅更特意為今次參賽展開特訓，做好全
盤計劃出戰：“小時候賽跑常‘包尾’，所以有
挑戰自己的想法，今次備戰差不多用了六星期，
特意加強了重量訓練及游泳，我平常競步比賽也
20公里，和半馬路程差不多，我的優勢是跑累了
可以用競步方式繼續走。”程小雅完成渣馬後將
先返回美國，
先返回美國
，再到日本訓練及參賽
再到日本訓練及參賽，
，她表示仍很
想再一次參加奧運，
想再一次參加奧運
，會以三年後的巴黎奧運為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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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馬賽事籌委
會主席高威林。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 攝

賽會嚴正要求
跑手絕對守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自新冠肺炎疫情
爆發後，香港首個大型體育賽事──渣打香港馬拉松
周日鳴槍起跑。不過，賽事籌委會主席高威林 21 日
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任何人利用賽事作為宣揚及鼓吹
政治訊息的平台，並重申賽事現場絕不容忍任何違法
事件，嚴正要求參賽跑手絕對守法，否則將被拒絕參
賽，甚至要求執法部門介入。
高威林 21 日在渣馬賽前記者會上向傳媒讀出聲
明，強烈譴責任何人利用賽事作為宣揚及鼓吹政治訊
息的平台，並“強烈呼籲跑手尊重大會守則，維持比
賽的良好秩序及氣氛。”他表示如發現有人違法或違
反比賽守則，將拒絕相關人士參賽，“以及按需要要
求有關執法部門介入。”
他重申：“星期日比賽絕不容許任何違法事
件，嚴正要求任何人切勿以身試法。”不過對於“香
港加油”跑衫是否違反守則一事，高威林則未有回
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
莉）北京時間20日晚結束的亞協盃
跨區決賽，理文憑基華尼頓直接間
接建功，作客與烏茲別克勁旅拿薩
夫踢成 2：2，可惜加時階段再度失
守，輸2：3宣布畢業，未能成為首
支打入總決賽的香港球隊，但能夠
力戰至加時僅敗，已是香港球會最
接近總決賽的一次。
面對採取前場壓迫的亞冠盃常
客拿薩夫，只屬亞洲賽新丁的理文
初段顯得被動，更不幸的是僅 4 分
鐘已有隊長列斯奧擺烏龍而落後。
主隊戰至26分鐘再把握袁皓俊犯錯
建功，領先2：0返更衣室。
不過下半場戰況逆轉，基華
尼頓不足 1 分鐘已截得對方回傳射
入，先追 1 球。
戰至 64 分鐘他單刀推過門將
後遭絆跌搏得 12 碼，荷西安祖主
射破網追成 2：2，結果要加時再
戰。
可惜戰至加時上半場補時階
段，主隊球員禁區內抽入世界波
奠勝，理文終以 2：3 憾負。

入球紀錄增添至25球的基華尼頓，
完場後坐在地上痛哭。
主教練陳曉明則在出：“我們
與主隊在實力上有分野，但大家在
各方面都已盡了最大努力去拉近彼
此之間的差距。我為球員感到自
豪，相信大家可以抬起頭走出球
場。”
他同時指出，理文作為亞洲賽
初哥，賽前一般預計今仗會是強弱
懸殊，但球隊踢到 120 分鐘才僅僅
落敗，演出經已贏得各界尊重。
理文由成立至今只短短 4
年，會方一直以躋身亞洲舞台為
目標，如今新成就已經開啟。陳
Sir 指 今 次 只 是 走 向 世 界 的 第 一
步，將來必定會再有機會去譜出
新篇章，期望亞洲及香港球迷能
夠感受到球隊的熱誠與熱血，從
而支持理文、支持香港足球及支
持香港體育。

陳曉明為球員感自豪

儘管未能改寫香港球會征戰亞
協盃的歷史佳績，卻是第一支在最
後 4 強力戰至加時階段才落敗的本
地球隊。此役將自己在球隊的歷史

●基華尼頓（91 號）為理文直接
間接建功。
球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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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最後的導演》平遙首映
首映
《宇宙探索編輯部》獲最佳影片
佳影片
第五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各項榮譽
相繼發布，今年影展上備受矚目的《宇
宙探索編輯部》《永安鎮故事集》等影
片都斬獲佳績。在屬于電影的“平遙之
夜”，一部在影展啓動之初發布的短片
《地球最後的導演》也舉行了自己的
“地球首映”。
這部由賈樟柯、甯浩領銜主演，探
討與“回望”電影未來的影片，被導演
徐磊稱爲“爲大家助興的小節目”。事
實上，無論是這部衆所關注的新鮮短片
，還是影展上所呈現的來自全球的新片
佳作，以及彙聚在此的老中青三代電影
人，四面八方的影迷觀衆，都在過去的
七天時間裏，以自己的方式，實踐著對
電影的理想和愛。
本屆電影展共展映來自 32 個國家和
地區的 46 部影片，全球首映率 32%，亞
洲首映率 71%，中國首映率 100%，呈現
多元電影面貌，立足電影，面向未來。

麽，怎麽還走心了呢？”
徐磊介紹影片的創作緣起，來自于
疫情發生之後對電影的焦慮。“當時全
世界電影院都關了，我說電影難道不是
剛需嗎？爲了緩解焦慮，寫了這個故事
，屬于‘崩潰療法’。”徐磊也很感謝
兩位導演主演並支持這樣“玩笑式”的
創作，“我覺得只要你能開玩笑，你就
還能勇敢地面對這個現狀。希望這部短
片也能夠抑制跟我一樣杞人憂天的各位
的焦慮。”
賈樟柯和甯浩兩位“山西傑出電影
界代表”以雙男主的身份出演，也爲電
影帶來滿滿的樂趣。徐磊調侃請導演演
戲簡直“太省心了”，“你只要和其中
一個人說，昨天另一位給自己加了一場
很精彩的戲，然後你就什麽也不用管了
，他會給你出很多好主意。”
值得一提的是，10 月 19 日，《地球
最後的導演》會在平遙影展做一場特別
的加場放映，賈樟柯表示，將通過這場
《地球最後的導演》：如果電影成 特殊的放映發起公益募捐，爲剛剛遭受
洪水的山西募集善款，用于保護山西美
為“非遺”？
《地球最後的導演》片長 39 分鍾， 好的古老文化。
講述的是在 2065 年，電影已經成爲幾乎
《宇宙探索編輯部》成最大贏家
沒人看的“非物質保護遺産”，賈樟柯
本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宇宙探
和甯浩兩位曾經的大導演，爲了爭奪
“非遺傳承人”的名額展開了暗流洶湧 索編輯部》《永安鎮故事集》兩部影片
堪稱“爆款”，從展映前的一票難求，
的激烈較勁。
影片由《平原上的夏洛克》導演徐 到放映後口碑的一路飄紅。頒獎典禮上
磊執導，雖然是一個假定在未來的故事 ，這兩部電影也毫無意外成爲本屆平遙
，徐磊依然延續了此前作品中對接地氣 的大贏家。
《宇宙探索編輯部》獲得費穆榮譽
的中國鄉土味人情世故的關照和戲谑。
同時，賈樟柯和甯浩自帶的“迷影梗” 最佳影片、青年評審榮譽最佳影片、迷
彩蛋和諸多借由觀衆對兩位導演認知和 影選擇榮譽，《永安鎮故事集》獲得費
觀影經驗帶來的讀解空間，都令這部屬 穆榮譽最佳導演、青年評審榮譽最佳導
于電影的電影，在這個電影節的場域裏 演。
《宇宙探索編輯部》由《流浪地球
激發出奇妙的化學反應。整個觀影過程
》導演郭帆監制，從項目亮相之初就收
中笑聲和掌聲不斷。
影片中所假設的電影的消亡，又直 獲不少關注。而事實上，這部電影和既
指電影人當下面臨的流媒體和疫情雙重 定印象的“科幻”類型極爲不同，它講
衝擊下所面臨的困境，這一點同樣是在 述了一家瀕臨倒閉科幻雜志社的主編唐
場觀看的每一位觀衆心照不宣的共鳴。 志軍，因一個困惑他終生的問題，再一
喜劇外衣下，包裹著對電影深沈的愛和 次踏上尋找外星人的旅途的故事。
對當下電影處境的隱憂。最終結尾的翻 影片雜糅了荒誕、黑色幽默、公路片等
轉甚至令觀衆感動落淚。影評人桃桃林 多重元素，以僞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帶
林在看完影片後感歎，“不是個喜劇片 領觀衆在“走進科學”的同時，也進入

一個落魄中年男人偏執、廣袤又深情的
精神世界。
影片的導演孔大山和編劇王一通相
識于第一屆平遙影展，之後開始著手合
作該項目。在領獎時說到這部電影又回
到了初心的起點，孔大山還一度哽咽。
影片首映後，豆瓣評分高達 8.7 分
，對于一位青年導演的處女作來說，是
極高的起點。評委會給出的評語稱，
“這部影片用一段悲喜交加的旅程，帶
領我們探索未知的領域，宇宙也同樣帶
我們窺探到社會和人心的角落，未來何
去何從，哪個觀衆都可能從影片中獲得
迥異的思考，但如何面對現實的困頓，
影片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永恒的回答，就
像影片中所說的，哪怕摔倒在地，也要
努力地擡起頭來仰望星空。”
另一部同樣作爲本屆平遙大熱門的
《永安鎮故事集》，此前曾入圍戛納的
導演雙周單元，導演魏書鈞已經是平遙
的常客。這部影片繼續延續了上一部
《野馬分鬃》關于拍電影這件事的敘述
。這部帶著對電影創作觀察、揶揄和反
思的影片，在幾場放映中都是笑聲掌聲
滿滿。
評委會稱，魏書鈞用一種輕松的姿
態向觀衆證明了他旺盛的創造力。“在
一系列調侃電影創作之余，他將電影人
的自省視角，引申到了更廣闊的情感層
面，去關照更樸實的個性存在，現實與
創作的邊界被打破，也是在不斷重構的
過程中，展現出了一位青年影人所應具
備的勇氣和能量。”
在獲獎後接受采訪時，魏書鈞談道
，“每一個導演都有他面對創作不同的
視角，觀察電影和生活的關聯。許多導
演都在這裏取材，是因爲大家都在這裏
面生活。”面對平遙的好評，魏書鈞表
示，電影節的場域有其特殊的優勢，
“在平遙放映，影迷會知道片子裏很多
關于電影的彩蛋，也期待這部電影未來
面對更廣泛的市場和更廣泛的人見面後
的反饋。”

頒獎典禮上大銀幕亮起費穆的照片
時全場起立長久的鼓掌；致敬單元縱覽
丁蔭楠導演拍出的衆多曆史人物肖像；
《地球最後的導演》裏，兩位導演于
2065 年在盧米埃爾的《火車進站》中達
成和解；謝飛帶著他“第四代”的同學
們在平遙的各個場合與年輕觀衆和創作
者交流，並向當下活躍在海外發行領域
推廣中國電影的青年制片人頒發獎項；
徐克的大師課上不談風頭正盛的《長津
湖》，而是專業拉片解析希區柯克，並
感歎“來到平遙，我還是那個少年，初
老中青三代影人共話傳承
除了獎項之外，本屆平遙影展始終 衷未變”；獲得費穆榮譽評委會大獎的
貫穿著一種一脈相承的“傳承”精神。 《水邊的維納斯》使用的膠片媒介，獲

舞劇《紅樓夢》為何這麼火

觀園內四時之景。”李超說
。
舞劇《紅樓夢》的十二
個章節中，除了還原原著中
的“省親”“遊園”等“名
舞劇《紅樓夢》熱度持續上升，豆瓣評分目 全新的版本有何不同？昨天，記者遠程采訪了舞劇 場面”，還創造性地加入了“新場面”。比如
前穩定在 8.9 分。“衝喜”“省親”“團圓”“花 《紅樓夢》主創和主演，提前探個究竟。
“團圓”，便是在繁華落盡後，讓“十二金钗”
葬”幾個段落被觀衆反複提及，《舞蹈風暴》選
在舞台上重現。
手黎星、李豔超對寶玉和黛玉的精彩演繹給觀衆
“十二金釵”的故事
留下深刻印象。
面對《紅樓夢》，年輕的主創團隊有過壓力
黎星和李豔超，克制的“寶黛”
在國家大劇院演完，這部江蘇大劇院原創舞劇 和糾結。
在舞劇《紅樓夢》裏扮演寶玉和黛玉的黎星
將在 10 月 22 日至 23 日來到上汽· 上海文化廣場，參
《舞蹈風暴》第二季亞軍黎星是舞劇《紅樓 和李豔超，因爲《舞蹈風暴》被觀衆認識。兩人
演“演藝大世界 藝聚大上海”舞台藝術作品展演季 夢》的導演和賈寶玉的扮演者。“在舞劇《紅樓 是原解放軍藝術學院的同學，相識和搭檔了十幾
。此前，《紅樓夢》已被多次搬上舞劇舞台，這個 夢》裏，寶玉不是主角，是視角。整部作品的主 年。舞劇《沙灣往事》是兩人合作的第一部舞劇
線，是通過寶玉的視角，講述 。後來，黎星的導演處女作《大飯店》，也請了
‘十二金钗’的生命曆程，她 李豔超來演主角。
們開放，她們凋零。”
不同于《沙灣往事》和《大飯店》，黎星和
“生命”是舞劇《紅樓夢 李豔超在《紅樓夢》裏演的“寶黛”，感情更加
》的關鍵詞。聯合導演李超說 “克制”。黎星說：“‘寶黛’在共讀《西廂》
，反複閱讀原著，褪去時代背 前，兩個人的關系還不是愛。我們通過雙人舞，
景後，最能打動他們的正是這 將愛從無到有展現出來，需要眼神和細節的把控
十二個姑娘的命運。“我想何 ，不經意地表露，這建立在我們兩人十幾年的默
不就借這個機會，把姑娘們都 契配合之上。”
請到舞台上，把我想和她們說
的說了、想問的問了，同時也
不著一言，有千言將說
想請觀衆看看榮國府裏滿堂的
江蘇大劇院副總經理李斯思還記得，2019 年
精致，尋著箫管笙笛，遊曆大 ，她剛來劇院，面對題材庫裏的十個故事，一群

得評審的表彰和肯定；未到場的程耳、
陳思誠、王小帥、刁亦男等 10 位導演
“衆籌”用于支持最佳影片的 100 萬元
獎金；王俊凱、周遊等青年演員作爲評
審爭論到淩晨；平遙一角、創投、青蔥
計劃等帶著各自尚未開花結果的小種子
亮出最初的鋒芒……
“我認爲，電影是一個最好的文化
大使，我們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要
拍出好的電影，使電影成爲一個好的交
流工具。我希望我的學生們作出的貢獻
比我更大，一代更比一代強。”第四代
導演謝飛在獲頒本屆“臥虎藏龍東西方
交流貢獻榮譽”時說。

年輕人把票投給了《紅樓夢》。“我當時挺驚訝
，沒想到現在的年輕人依然這麽喜愛這樣一部中
國古典文學名著。”于是，江蘇大劇院請來了年
輕的主創們，希望能創作一個更接近當下年輕人
審美的版本。
“舞劇沒有台詞，但我們希望能營造一種
‘不著一言，有千言將說’的感覺。”編劇崔磊
說。他的搭檔、編劇李宜橙，每次看完演出都忍
不住流淚。“我們很感慨，兩位導演在文本之上
給了我們另一層想象的空間。”
舞劇《紅樓夢》高度還原了“十二金钗”在
原著中的形象，包括服飾和妝容，小到耳環、眉
形、衣服上的花紋都十分精致考究，舞台上的人
物，如從古畫中徐徐走來。
有看過首演的觀衆認爲，在華服的包裹和局
限下，人物的舞蹈性似乎少了一些。對此，黎星
回應，他們希望呈現的是一種“精致與克制”。
爲了展現“太虛幻境”，他們曾編創一段非常過
瘾的舞蹈，但最終還是忍痛刪掉了。劇中的人物
有不少“走”的動作，看似簡單，但要做到氣定
神閑，對演員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
“就像最好的食材只需要最簡單的烹饪方
法，簡潔、充滿東方韻味的動作，最能凸顯
‘十二金钗’的個性和命運。”黎星說，
“《紅樓夢》是讀不完、編不完、跳不完的，
如果能留給觀衆一些想象，與當下産生一些對
照，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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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
右起：
：張晉
張晉、
、張智霖和尹正合作演出
張智霖和尹正合作演出。
。

《披荊斬棘的哥哥》本周迎來強勁嘉

● 張晉以肉身
撞破玻璃。
撞破玻璃
。

賓，說的正是由張智霖（Chilam）太太
袁詠儀（靚靚）、張晉太太蔡少芬
（Ada） 、 陳 小 春 太 太 應 采 兒 組 成 的
“貌美如花大嫂團”，結果被張晉和張
智霖無情吐槽“三個瘋婆子”，笑翻全
場，緊張氣氛頓時降溫。而當 Chilam 登
台時，大家都以為他把鬍子染白示人，
只有靚靚搖頭，表示丈夫的鬍子是天
然白：“他真的把整個青春給了演藝事
業了”，令人動容。

張晉撞爆玻璃 寓意演員勇於突破

奉獻 30 年光陰給演藝

智霖白鬚蓋童顏

經過多次隊伍重整，哥哥們最終分成兩組，分
別是張晉、陳小春和 Chilam 等人組成的“一
枝花陣營”，以及以李承鉉和黃貫中等為首的
“麒麟陣營”，並在最後一場演唱會“世界上的
另一個我”展開三場對決。作為哥哥們的最強後
盾，“大嫂團”不但親身到場打氣，“港普 F4”
首領 Ada 還以港普拉票，成功奪得觀眾芳心，為
“一枝花陣營”爭取一勝。
張晉首度跟 Chilam、尹正合作，獻唱抒情名
曲《給電影人的情書》。談到“電影人”主題，
張晉感性憶述那些年為了夢想付出的血和淚：
“我曾經有一個動作，是從很高的地方摔到草棚
上、再摔到水泥地，現在手腕是突出來的；因為
那個鏡頭，我差點結不了婚，這個可能就是電影
從業者追求完美的一種精神！我拍《張天志》的
時候，（其中一幕）酒瓶往臉上打，我把動作完
成之後，眼睛裏面全是糖化玻璃的渣子，那時候
我多麼渴望，正面對着鏡頭演戲，哪怕有玻璃飛
到眼睛裏。”

為了力求完美，張晉練習時不停在地上打
滾；而在正式演出時，阿晉更以肉身撞破玻璃，
寓意演員以決心和勇氣打破自我，為表演揭開序
幕！

●蔡少芬
蔡少芬((右)以港普拉票
以港普拉票。
。

蔡少芬做張晉永遠的影迷
Chilam也一洗童顏形象，改以白鬍鬚示人，與
影像中過往的自己對話，帶出“用生命演出”的意
義。被問及鬍子是否是染的，靚靚表示他的鬍子就
是真的白了，指出道 30 年的 Chilam 把青春都給了
演藝事業，Chilam自己也給觀眾鞠躬說：“我的青
春全給你們了。”而Chilam三人完美的配搭感動全
場觀眾，也令台下的Ada和靚靚留下熱淚，哥哥們
如言承旭、趙文卓無不淚灑後台。
賽後張智霖坦言把青春奉獻在演藝事業上。
張晉也透露至今還在追夢：“我從小練武術是為
了電影，從替身開始做也是為了電影，現在一直
堅持拍電影，還是在這個夢裏面。”而他的“最
強後盾”妻子 Ada 21 日也在微博發表“給演員的

情書”，表達對張晉的傾慕：“從《臥虎藏龍》
當幕後的武術指導，到《水月洞天》、《一代宗
師》幕前的角色，我很開心由那時候開始見證着
你的每一步，看了你們的舞台，既心痛又感
動！”Ada指張晉在她的心裏是一個披荊斬棘的電
影人，未來盼望見證他創造更多優秀的角色，
“你永遠的影迷：蔡少芬”。

ANSONBEAN自嘲笨拙男友
狀況，公司也沒有下拍拖禁令，只是仍未遇
到合適對象，至於擇偶條件，他表示隨緣好
了，最重要性格夾、相處融洽，他自爆以前
跟拍拖的女友很少吵架，曾經試過被對方質
疑為何沒有爭吵過，可能被誤解不着緊對
方，而他亦不抗拒姊弟戀，可以接受比他年
長5年的女生。

練水操肌為拍劇備戰
ANSONBEAN 在首部拍攝劇集中將有
游泳戲份，自言對游泳不感興趣的他，曾經
有過不快經歷：“5 歲那年隨爸爸和爺爺出
海游泳，適逢該段時間經常有遇溺意外發
生，當時我同家人到海灘玩，爺爺赫然見我
在海上越行越遠，即驚惶叫爸爸把我拉回
岸，我被爸爸大力拉扯回去的一剎，還以為
有鯊魚出現，經此一嚇便對游泳產生恐懼，

●ANSONBEAN 公
開其戀愛尷尬事。
開其戀愛尷尬事
。
其後花了兩年時間先後被婆婆迫去游泳，最
後給正統游泳學校教導後，才能消除陰影，
至10歲時已學懂四種游泳方式。今次為拍劇
也特地到泳池練插水，有次跟劇組一起練
習，可能太興奮插水時不慎撞傷一位演員的
肩膀，幸而沒有大礙，自己就學菲比斯跳
水，最後撞到頭頂。”同劇中有不少肌肉
男，ANSONBEAN亦不敢鬆懈，打醒十二分
精神操肌，兼且忍口節制，他說：“為了增
加肌肉，一日4餐都要吃飯和白灼為主。”

5歲兒子將升讀小一 杜德偉緊張推job陪面試

●杜德偉與一眾校友同遊電車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杜德偉
（Alex）21 日出席校慶活動，與一眾校友
同遊電車河分享往事。Alex 有 8 年沒返過
母校，猶記得自己當年讀書成績只是中
等，也覺得“捧”與否不重要：“當然老
爸想兒子捧，而在家中會有父母愛惜，但
出外要靠朋友，都希望兒子在社會上能與
其他人建立一份友誼。”他又指自己算是
演藝界代表，但同學中亦有不少能獨當一
面，包括有律師、醫生及會計師，大家識
於微時，現在談起成長回憶，着實好開
心。

問會否想 5 歲兒子也入讀他的母校？
Alex 表示也要看他考不考得到，而兒子性
格文靜，但有音樂、繪畫天分，也很有喜
劇感，相信將來他會是個藝術家，不過現
在會想他先把書讀好。Alex 透露現正為兒
子報讀小一，他坦言很緊張兒子入學，所
以暫時都將工作推掉，希望陪着兒子去面
試，一起過黃金時間，總比賺“黃金”更
重要。又會否想多追一個？他表示都有計
劃，何時再追到得看上天，不過兒子真的
好有趣，能夠專注去陪他成長，也是一種
恩賜。

關楓馨簽約無綫後工作量增

拍拖未試過能維持一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寰亞
新人”ANSONBEAN（陳毅燊）近日推出
新歌《you made my day》，透過歌曲送給
豆粉（粉絲名）慶祝FansClub一周年禮物，
歌詞充滿甜蜜意境，MV 中他更以“女友視
角”拍攝。
ANSONBEAN 表示拍攝 MV 時，腦海
浮現出豆粉賦予他的支持力量，一幕幕開心
畫面營造出一道白色光芒，鏡頭正正反映出
自己，現實中卻自嘲在女友視角裏，他是一
個笨拙男友，經常忘記一些拍拖紀念日，不
過他拍拖最長僅維持了10個月，幾乎都是他
主動提出分手，搞笑的他形容有兩次半的拍
拖經歷：“之前我們在港時有拖過手，後來
我到了英國讀書，便問對方我們是否男女朋
友時，對方反問‘吓，我們有拍過拖嗎，沒
有吧。’”現時，ANSONBEAN 處於單身

●張智霖以白鬍
鬚示人。
鬚示人
。

● 袁詠儀指丈夫真的把整個
青春給了演藝事業。
青春給了演藝事業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關楓馨、鍾舒漫
（Sherman）及黎美言（Winkie）出席“環球美食巡
禮”。關楓馨剛動筆簽約正式成為無綫藝人，21 日更
首次出席活動賺外快，不過心情沒特別興奮，因能做
所有的工作都很有意思，但能賺到外快，也一定會請
家人吃飯。簽約後，關楓馨表示工作量增多，現正拍
攝《男神廚房》，也獲安排拍劇，她表示也沒限定自
己的發展方向，演戲、主持她都想嘗試。提到她與無
綫簽約後，比起港姐冠亞季軍更行快一步有不同的發
展，關楓馨回應說：“也不可以這樣講，只是港姐冠
亞季軍先履行她們做慈善的職責，其他的也可以嘗
試！”不過為了應付演出，關楓馨表示也想去學演戲
增值自己，而爸爸都會指點。

鍾舒漫克服心理問題唱歌

而鍾舒漫與黎美言特別為演出重新花兩星期排歌舞，
Winkie表示自己最近自組娛樂公司接工作，所以有工作也
帶同姊妹：“我和Sherman同是07年新人，10多年來最好
姊妹，但過去只一齊做大雜會秀，兩個人還是第一次合
作，不過大家好合拍，一個眼神已明白！”Sherman之前
因心理問題影響到唱不到歌，一直有人邀請表演她都
婉拒，21 日見她現場唱跳亦算穩定，她坦言情況仍然
存在，但已在好轉當中，因為今次是好姊妹邀請，她
便豁出去：“我心裏面仍然恐懼，主要是不知為何一
開口唱歌就會自動縮緊起來，會好抗拒，今次有事先
練習，不想羞愧人前，即使有唱錯唱歪了音，也用心
去做，盡量表現穩定一點，給自己一些信心！”

●鍾舒漫
鍾舒漫((左)與黎美言
同期出道，
同期出道
，成好姊妹
成好姊妹。
。

●關楓馨 21 日首次出席
商業活動賺外快。
商業活動賺外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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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外国投资者都赚钱了”
希腊放话，底气何来？
持续的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不言而喻。在企业和投资者都在苦苦
寻找稳妥的投资目的地之时，希腊发
展与投资部长放话了：
“所有外国投资者都在希腊赚钱了”
在希腊做生意“不会浪费时间和
金钱”
“一些投资者非常有名......大量直
接投资已经从美国来到希腊，而且还
在继续”
这一番豪言壮语，背后有着希腊
经济的表现良好做支持，有着“将希
腊视为潜在投资目的地的企业比例从
38% 跃 升 至 62% ” 的 数 据 为 佐 证 ， 底
气十足！
日 本 投 资 买 房 、 移 民... 有 N 个 问
题？如何一同解决？这里有份宝典免
费领！私信小帮即可领取。
众多敏锐的中国企业，早早察觉
希腊经济强势回暖的先机和潜力，大
手笔投资希腊！
· 中 国 远 洋 投 资 3.685 亿 欧 元 收
购 比 雷 埃 夫 斯 港 67% 股 权 。 该 港 口 临
近苏伊士运河，中国远洋将把比雷埃
夫斯港作为从中国出发的集装箱船由
亚洲向欧洲出口货物的转运中心。
· 国 家 电 网 投 资 3.2 亿 欧 元 收 购
希 腊 国 家 电 网 24% 股 份 。 国 家 电 网 将
向希腊国家电网公司派驻管理团队，
参与规划、财务、建设、技术等方面
的经营管理。还将在电网建设、投融
资、电网运营、人员培训和新技术研
发等方面与希腊开展深入合作。
· 中国神华 收购希腊投资集团
Copelouzous 四 个 风 电 场 75% 的 权 益 。
Copelouzos 集团是希腊规模最大的投资
集团之一，而中国神华集团是全球最
大的煤炭发电公司之一，本次合作投
资规模预计将达到 30 亿欧元。
· 工商银行 继中国国家开发银
行后，中国工商银行是第二家进入希
腊市场的中国银行。目前与希腊方面
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工商银
行已正式申请进入希腊市场，有望获
得营业牌照。
· 小米 雅典购物中心 Golden Hall
的希腊首个“小米商店”线下店开业
，这是中国小米公司与希腊大型企业
Info Quest Technologies 公司跨国合作，
是成功的第一步。
· 阿里巴巴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
巴巴集团曾两次派出高层代表考察希
腊市场和接触希腊政府及商界，为全
面进军该国市场做准备。支付宝将整
合进希腊国民银行新的支付体系中。
现在，复星集团又来了！
看中的是希腊最大亮点，旅游业
！再一次证明了顶级资本对于希腊的
信心。
据希腊媒体报道，中国复星旅游
集团于近日确认了在希腊扩大投资的
决定，宣布将于明年 5 月在萨莫斯岛
开 设 一 家 新 的 卡 萨 库 克 酒 店 (Casa
Cook Hotel)。
目 前 ， 复 星 旅 游 旗 下 “Casa Cook
”和“Cook‘s Club”品牌的首批 4 家
希腊酒店，已在罗德岛、克里特岛和
科斯岛投入运营。
复星集团大力投资希腊，得益于
对其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底气和信心
。
一直以来，旅游业都是希腊经济
收入的重要支柱。随着出入境限制放
宽，国际游客大批回归，加上海外资
金的大量注入，希腊旅游业被激发出
更大能量！
· 据《每日报》援引希腊央行报
告 指 出 ， 2021 年 6 月 希 腊 旅 游 业 收 入
7.91 亿 欧 元 ， 相 比 2020 年 同 期 的 8300

万欧元，增幅为 851.8%。
· 9 月 20 日 的 《 中 希 时 报 》 报 道
，今年前 8 个月，希腊 14 个地区的机
场客运量显著改善，接待旅客破千万
， 达 1048 万 人 次 。 国 际 旅 客 约 816 万
， 占 比 78% ，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27.1%
。
复苏的旅游业，强势拉动酒店、
民宿、房租等大幅回暖，也进一步带
火了房地产市场。
有了希腊官员力挺，有了海外名
企加持，相信会有更多个人投资者赶
赴希腊，通过购房获取身份，配置优
质资产，实现子女教育、养老医疗、
旅游度假、申根通行等多重收益，真
正是一项“稳赚不赔”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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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日本通航前
捡漏机会
希腊简化移民流程，不出国门就能办
理
此外，疫情期间为了帮助客户
顺利办理移民，减少出入境，希腊
简化了流程，按照新政的规定，投
资者只需要在希腊领事馆(国内)签
署委托书，委托代理律师提交移民
相关申请和所需文件，无需登陆希
腊即可获得临时居留证(希腊蓝纸
、 移 民 预 批 复 函)， 并 且 没 有 待 处
理的文件(保险证书除外)，拿到临
时 居 留 证 后 ， 12 个 月 内 登 陆 希 腊 采
集生物信息(录指纹)即可获得永居
卡了(之前的法案要求是 6 个月内登
陆)。
希腊黄金签证不只是一张“居住证”
这么简单 !
所谓的“黄金签证”不就只是一
张平平无奇的、合法居住在某欧洲国
家的“居住证明”？假如您也这样认
为，那就大错特错 ! 无论在国内外，
黄金签证的用途可多着呢，看完以后
您就知道，它凭啥被誉为“黄金签证
”！
在欧洲有什么用途?
01、合法身份证明 基本上在欧洲
取得的合法居留身份，都可以被统称
为“黄金签证”，像希腊、马耳他是
可以一步到位拿永居的，像葡萄牙、
西班牙即使不是直接取得永居身份，
其合法居留身份也被称之为“黄金居
留”。
02、享受当地社会福利 欧洲大多
数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都非常完善，

因此持有“黄
金签证”都可
以享受当地居
民同等的社会
福利，包括免
费享欧洲国家
发达的全民医
疗、教育、养
老等。
03、 出 入
欧洲申根国的
通行证 希腊是
欧盟和申根的
成员国，持希
腊永久居民卡
在申根地区享
有与希腊公民
同等的旅行特
权。这意味着
你 可 以 在 26 个
申根国家自由
旅行，省去了
漫长的海关检查。
在希腊有什么用途 ?
01、三代共同移民
申请人只要在希腊购买 25 万欧元
以上房产就可以得到永久居留权。申
请人及配偶、子女及父母均可加入申
请。真正实现一人投资购房，全家三
代移民。因而希腊投资移民新政也成
为了整个欧洲门槛低、性价比高的项
目。
02、医疗养老无忧
别看希腊面积不大，但是医疗水
平方面却在欧洲排名靠前。据世界卫
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希腊人口是欧洲
最健康的人群之一。男性的预期寿命
为 78.3 岁，女性为 83.6 岁。
在希腊，公立的医疗都是免费的
。国家大力扶持医疗，每年平均花费
在医疗保险上的钱，大约占他们国民
生 产 总 值 的 10.1% ， 远 高 于 其 他 发 达
国家占比 GDP 7.5%-8%的水平。
而且希腊采用一种混合的医疗保
健系统——由私人医疗保险机构和国
家医疗卫生系统组成。即便不是希腊
公民，只需要向希腊支付税款的绿卡
持有者也能享受免费医疗。
03、子女教育无忧
公立学校免费，私立学校与名校
接轨：希腊的学校分为公立学校和私
立学校。希腊公立学校完全免费。希
腊的私立学校都是英国、美国、加拿
大等国家的大学专门设立的初高中分

校，采用英美教育体系，另外还能直
升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大学母校就
读。
教育与欧盟、国际接轨：希腊属
于欧盟国家，可以方便快捷地申请其
他欧盟国家的留学名额，进入名校进
行进一步深造，而且，还能享受与欧
盟学生的同等学费待遇，无论是申请
欧美名校还是欧盟大学，在学费上都
有减免的优惠。此外希腊学历国际认
可，不管是申请留学还是找工作，都
有优势。
在国内有什么用途 ?
01、自由出入境
申请者如果想去当地生活，或者
长时间度假，就无需再办理任何签证
，直接凭着这些黄金签证入境当地即
可。
而像希腊购房移民没有移民监，
对于申请人完全没有居住要求，因此
持有人可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想继
续回国工作生活也完全没有问题，无
需背负每年必须承担的旅费，对于事
业在我国的高净值人士来说也是比较
好的选择。
02、子女享高考优势
200 万人民币起买套房，拿到希腊
永居身份，同时房产可自住，一个身
份不仅仅可以让孩子在海外优质的教
育环境中成长，让孩子面对高校抉择
时多一份更优质的选择。子女还可以
华侨生身份回国可参加华侨生联考，

(休城快訊
休城快訊))深秋好時節 誠介李元鐘
每年踏入九、十兩月，皆屬秋天
季節。今年九月廿一，序屬中秋，而
金冠疫情己減，萬眾歡欣。時光飛轉
，瞬間又至重陽。 不期然想起兒時曾
讀過的一首現代政客所寫的 「採桑子
」重陽詞來：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
今又重陽，戰地黃花份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
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此際相隔五十多年，筆者仍然記
得一清，可以一字不漏地唸來寫下，
自覺不愧 一名秀才郎，只是再也不是
豐度翩翻的佳公子，而是頭有白髮的
老學人。年紀老邁，倒是沒有什麼可
怨可怕，因為此乃人生歷程，每一個
人，不分男女，必然會經歷去到這個
年界。不過身在美國，能夠進入 「登
陸之年」，62 歲可以提早領取 每月美
國社會安全金額（Social Security)。來
到 65 歲，更可以得到一份老人保險，
”Medicare”這是美國政府給與我們長
者的醫療保險。這份醫療保險，等於
一份終生的醫療保障，小至傷風咳嗽

、大至開刀洗腸，說得出的病況，看
得到的病例，都可以由這份 「老人保
險」基本上 支付。當然 世上沒有 「白
吃的午餐」身為長者，也要自付一些
費用。相對而言，”Medicare “是大波
士哩！這種醫療保障，在你有生之年
，皆可享受，直到你榮登天界，羽化
成仙為止。
不過關於老人保險 Medicare 的內
涵，則 似是一部天書一樣，不要說文
化程度低者難明一二。即使是學富五
車的耆英，面付繁雜浩瀚的規例，大
多有 「
老鼠拉龜」如何下手的感覺。
對休市男女長者來說，則完全不
用傷透腦筋。因為德州有幸，有着一
位對保險業務有豐富學識的全心全意
地為我們效力的保險專業大師李元鍾
。李元鐘來自寶島台灣，畢業於著名
的台灣淡江大學，獲得保險學士。不
過李氏心懷社稷、雄心萬丈，有意更
上層樓，故遠渡太平洋，來美國多間
馳名學府深入苦讀。皇天不負有心人
，終於學業有成，成為美國保險碩士
，得獎無數，更考到美國政府驗証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美國及台灣前十
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資格，更已向社
會大眾發表了 19 萬字保險專欄，造福
社群。
李元鐘分別在美國第 4 大城市休斯
頓及第 5 大城市達拉斯設立辦事處，專
責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
及老人保險。每至每年 10 月，李元鐘
便會來到休市頓，向華裔長者介紹美
國各家老人保險公司的不同保險內涵
，以便長輩得悉，自己作出選擇。今
年己安排 10 月 16 號及 10 月 30 號（兩
個週六）上午 10 點至 12 .點假座美南
銀行社區服務中心作出介紹講座。歡
迎各方長者參與聆聽，以便為自己切
身的老人醫療權益，作出決議。
中國古語有道： 蘇州過後無艇搭
。機不可失，蓋興乎來吧！
（附帶介紹李元鐘休市辦公室位
於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 華 埠 大 廈) 電 話: (832)
500-3228 請找謝經理洽

低分轻松入读清华、北大等名校。
一张希腊永居卡，可以一次性解
决海外身份配置、资产升值、财富传
承、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多重诉求
，难怪许多投资人拿到居留卡后纷纷
称赞，希腊是欧盟投资门槛具性价比
的项目！如果您仍有海外身份、资产
配置、子女教育、度假养老等需求，
快来联系移民帮提前行动起来吧
· 申请条件：
1、 申 请 人 年 满 18 周 岁 ， 无 犯 罪
记录，无学历及语言要求；
2、 希 腊 购 买 25 万 欧 元 或 以 上 的
房产，
· 项目优势：
1、高性价比：欧洲性价比高，购
房获绿卡；
2、 投 资 额 度 较 ： 仅 需 25 万 欧 元
购房，一步到位获得绿卡；
3、无居住要求：获得绿卡之后无
任何居住要求；
4、审批速度快：希腊移民流程简
单，审批速度快，最快 3 个月就可办
理完毕；
5、身份含金量高：希腊是申根国
成员，拥有希腊身份可畅行 26 个申根
国；
6、申请要求简单：无需证明学历
、管理经验、资金来源以及体检；
7、房价增值潜力大：希腊经济回
暖，房产市场触底回升，房价回升空
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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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語》三后對決
楊丞琳、吳可熙、丁寧全素顏演技比拚

由滿滿額娛樂、風尚國際文化聯合
出品及製作，集結最強演員陣容包含是
元介 、 吳可熙 、 鄭人碩、 楊丞琳
、 禾浩辰 、 石知田 、 丁寧的年度靈
異懸疑驚悚國片《靈語》，將於 10 月 22
日本周五全台上映！電影《靈語》故事
圍繞在女童失蹤與箱屍命案，今天曝光
的最新幕後花絮「追兇篇」透露更多動
作場面，刑警拍檔是元介、禾浩辰接連
承辦兩起線索成謎的女童失蹤案，即使
動員大批人力，仍然苦無破案線索，卻
發現因為女兒人間蒸發而瀕臨崩潰的鄭
人碩竟捲入其中，被警方列入偵查對象
，三人在街頭一場追逐戲驚險刺激，是
元介、禾浩辰挑戰體能極限，累到喘不
過氣，好不容易拍完以為要收工時，導
演卻接著要他們跑樓梯，整天拍攝下來
跑了將近 101 層樓，讓是元介忍不住為自
己角色喊苦：「李智凱在這部戲真的是
動作擔當、體力擔當！」而他的拍檔禾
浩辰同樣考驗連連，因為，禾浩辰在拍攝
時不慎撞到頭部，嚇得劇組趕緊喊停檢查
他的傷勢，不好意思地說：「我們拍爬樓
梯的戲，有些地方比較低、有柱子，下來
的時候沒有注意就撞到了！」頭上放著冰
塊冰敷，露出一臉萌樣惹人心疼。

《靈語》集郵三后同台素顏飆戲
吳可熙謝楊丞琳溫柔擁抱
年度話題鉅作《靈語》不僅結合靈
異與懸疑辦案元素，卡司更是空前絕後
的華麗陣容，集結三大天后吳可熙、楊
丞琳、丁寧同台飆戲，令人意外的是，
三人不約而同皆以素顏上陣，常以佛系
形象示人的丁寧笑說，自己是某天早晨
福至心靈、覺得無眉造型相當適合「通
天師姑」這個角色，因此主動向造型師
提出，楊丞琳則是用心為戲寫了大篇的
角色自傳，更刻意節食瘦出憔悴面容，
但脂粉未施也難掩其巨星光芒，同樣面
臨女兒失蹤的吳可熙也因劇本需求，全
片素顏示人。而今天釋出的花絮影片曝
光了吳可熙與楊丞琳在醫院雙雙情緒崩
潰，兩人哭戲渲染力極強，敬業的楊丞
琳完美演出失魂落魄的悲傷狀態，直到
導演喊停前，都坐在醫院地板上不曾休
息，吳可熙為逼問出女兒下落，甚至整
個人壓在楊丞琳身上，瘋狂拉扯已經失
魂落魄的她，讓吳可熙難受直呼：「我
拍了一個 take 之後我就受不了了！蹲在
旁邊，就是在那個情緒裡面很痛苦。」
沒想到楊丞琳立刻衝上前給她一個擁抱

，楊丞琳表示自己當下沒有想任何事情
，溫柔地說：「我就覺得我要抱她，我
要安慰她，因為其實對我來說，那是在
安慰我自己，在療癒我自己。」感覺到
吳可熙有反應的時候，就離開讓她釋放
情緒，真心互動讓全劇組為之動容，電
影更添情感層次。

是元介、石知田合體直播
是元介大唱《夏天的風》！
在電影《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以暖男形象深植人心的是元介、話題夯
劇《未來媽媽》圈粉無數的禾浩辰，以
及近期憑藉《第二名的逆襲》的石知田
，三位人氣花美男在話題懸疑驚悚新作
《靈語》中上演三角關係，禾浩辰先是
與是元介組成刑警搭檔，表示因為《靈
語》結合殺人命案與靈異驚悚題材，進
入角色狀態時心情特別沉重，戲裡複雜
糾結，希望戲外能輕鬆緩和，因此下戲
後都會和是元介一起上演 BL 親密戲逗得
全場大笑，是元介更爆料兩人雖然是首
次合作，卻像前世情人，不知不覺就會
十指緊扣或摟腰，連石知田都曾慘遭禾
浩辰鹹豬手，而是元介、石知田這對男
男組合也在昨晚合體直播，為了宣傳電

影，是元介一下摸遍石知田全身，一下
又在石知田耳邊輕聲說起神秘「靈語」
，最後更請石知田彈吉他、是元介開金
嗓唱經典歌曲《夏天的風》，吸引粉絲
尖叫聲不斷，迫不及待進戲院以大銀幕
欣賞偶像的盛世美顏。

解不了的謎，破不了的案，
就靠…靈語
刑警志凱(是元介飾)奉命調查一起
無名兒童連環箱屍命案，同時，他在國
小任教的姊姊美珍(吳可熙飾)在放學時
發現女兒慘遭歹徒綁架，志凱與搭檔嘉
強(禾浩辰飾)私下展開緊急救人行動。
在查案過程中循線追蹤到美珍的前鄰居
明城(鄭人碩飾)與慧嵐(楊丞琳飾)，意外
發現他們的女兒也已經失蹤一年，案情
膠著找不到任何線索，幾乎成了破不了
的懸案，兩起看似毫無關聯的案件背後
似乎隱藏驚人的連結。時間一分一秒過
去，外甥女命在旦夕、連續箱屍命案案
情撲朔迷離，只有鬼魂知道真相，走投
無路的志凱只能求助師姑曾白石(丁寧
飾)，她擁有特殊體質能夠接收「靈語」
，而一樁樁懸案的關鍵線索，是否能借
助「靈語」抽絲剝繭找到駭人真相…。

王淨演叛逆高中生 賈靜雯 「拳頭硬了」

直呼：真的很欠揍
電影《瀑布》入圍金馬獎 11 項大獎，將代表台灣出征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
電影公司特別在 10 月 22 日到 24 日搶先口碑場於北中南安排了母女特映場次，導演鍾
孟宏與監製瞿友寧也將到場與母女們進行交流，傾聽女兒們和母親的心中的聲音。
作為鍾導首次以兩位女性為主角的作
品，《瀑布》把故事圍繞在由一對母女
所組成的家庭之上，原本母女倆試著在
困境中相依為命的生活，卻在前所未有
的疫情之下產生改變，因為受到外部現
實的壓迫，使得原本能被容忍消除的衝
突矛盾讓人難以忍受。延續家庭的核心
命題，一對母女相愛相殺，勇於承擔一

切，重新理解和認識彼此。
賈靜雯為了演出《瀑布》中母親的角
色，幾乎素顏上陣，拍攝期間更搬到其
他地方，獨居住了一個多月，拉開與家
人的距離，她說：「這個媽媽的角色是
孤單的，她可能有很多過不去和無奈沒
有放下，然後產生一些狀況。」她覺得
現在的自己非常珍惜現在的每一刻，

「不管未來
人碰到什麼
起伏，對我
來說在心情
上就還是會
非常的平順。」
電影中，王淨扮演的女兒原本和媽媽
賈靜雯常起衝突，青春期的叛逆個性明
顯，母女倆常常嘔氣，甚至會吵架甩門
，王淨透露一開始對戲時，心情很緊張
，心臟都狂跳不止，但她演出依然精彩
，詮釋叛逆高中生，讓一旁看的導演和
賈靜雯的拳頭都硬了，「但好像我演得
很壞，就連導演都說『如果你是我女兒
，我會想揍你』，靜雯姊也說『真的很
欠揍喔！』我那一整天就是要演戲時就
變得叛逆，不拍的時候就一直好緊張。
」王淨的媽媽也看了《瀑布》，她透露
媽媽也哭得很傷心，為了電影中的她感
到很心疼。
在鍾導眼中母女之間的感情十分微妙
，感情可以非常親密，雖然會吵架但也
會訴說心事，讓他覺得母女間的感情即
使有不開心，但也較容易自動痊癒，可
以相親相愛，這和男性世界的相處大不
同，男性和家人失和有時會關上心門，

斷聯很久，他說：「男人有可能就是過
不去吧！」
《瀑布》特別邀請金曲創作音樂人
陳珊妮重新詮飾蔡琴的經典歌曲〈抉
擇 〉 為 電 影 主 題 曲 ， 20 日 晚 上 9 點 將 首
播 MV， 鍾 導 表 示 平 日 自 己 有 個 音 樂 資
料庫，但〈抉擇〉並不在歌單之中，
而是當他在尋找主題曲時，突然被推
薦看到蔡琴的歌曲，覺得這首歌名很
適合才點開欣賞，發現曲調很好聽，
而歌詞也很切重電影的感情，但他想
用更輕柔的嗓音重新詮飾來搭配電影
的氣氛，便邀請才女陳珊妮碰面，兩
人一拍即合，而有了這首動人的主題
曲。活動將在台北、台中及高雄共 5 場
， 女 同 學 們 在 個 人 的 臉 書 或 instagram 分
享海報或預告即可填表報名，與媽媽
一同前來觀賞電影。詳細活動辦法請
見 《 瀑 布 》 的 臉 書 粉 絲 團 與 IG。 電 影
將 於 10 月 29 日 正 式 上 映 ， 10 月 22 日 至
24 日搶先口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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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这些戴着帽子的山，不简单
中国境内的山千变万化，各领风骚。在山东省蒙阴县岱崮镇，会看到独特的一幕：一座座坡度平缓的低山丘陵，山头酷似一座座城堡，顶部平
整，或圆或方，远远望去，如同给大山戴上了一个个博士帽。
这种独特的造型，当地人称为“崮”，属于桌状山或方山的一种。2007 年，学术界将其命名为“岱崮地貌”，是我国继喀斯特地貌、丹霞地貌
、张家界地貌、嶂石岩地貌之后的第五种岩石地貌。
这些戴着帽子的山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又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

一见如“崮”，一眼万年
在山东中南部的沂蒙山区，据不完全统计
，分布着大大小小近千座“崮”。所谓“崮”
，就是用来形容山顶顶部平坦开阔，山顶四周
峭壁陡立，峭壁下面坡度由陡到缓的山。
在沂蒙山区，又以南部临沂市蒙阴县的崮最
为集中、典型，有“沂蒙七十二崮，三十六崮在
蒙阴”之说。实际上，整个蒙阴县约有72座崮，
仅岱崮镇就有超过30座“崮”。当初，人们也正
是在岱崮镇发现这种风格奇特的岩石地貌，于是
顺理成章地把它命名为“岱崮地貌”。
岱崮地貌与其他岩石地貌一样，也是在亿
万年的历史中，在内外力的联合作用下形成的
。岱崮地貌的特殊之处在于，山体主要由上下
不同岩性的两部分组成：上部为 5-6 亿年前的
寒武纪开始形成的厚层石灰岩，抗风化剥蚀能
力强，发育节理，在长期的风力、流水侵蚀和
溶蚀及重力作用下不断坍塌后退，形成典型的
方山“帽子”；下部基座由易风化的页岩等组
成，总体厚度远大于顶部方帽。在长期的风化
剥蚀作用下，逐渐形成近似椎体的缓坡。
崮的海拔一般在 300-1000 米之间。受风力
、水热等外部条件差异的影响，山东境内的崮
海拔高度变化呈现一定规律。以蒙阴县为例，
崮的海拔在 290-709.1 米之间，平均海拔为 515.7
米，且有从北向南逐渐降低的趋势。蒙阴县东
部的沂水县更靠近海洋，有 60 多座崮，平均海
拔为 470.5 米，比蒙阴县低了 45.2 米。
崮顶的帽子一般高约 10-100 米，面积有大
有小，最大的可达 267 公顷，小的则只有 260 平
方米。受地貌形态的影响，相比于崮坡，崮顶
更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发育，因此崮顶往往郁郁
葱葱，而崮坡则常常荒凉一片。大多数崮顶发
育有溶蚀裂隙，基部很多发育有大小不一的溶
洞，有的溶洞贯穿崮顶，形成“透明山”（喀
斯特地貌中的“穿洞”）。如果崮顶规模足够
大、植被覆盖率也较好，基座部位常常会涌出
一泓泉水，形成洞泉相依的地貌景观。
崮形成之后，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走
向衰老消亡。因此除了常见的桌状或帽状，还
有鸡冠、驼峰等形态各异的崮。在“沂蒙七十
二崮”中，很多以象形命名，如石人崮、拔锤
子崮、油篓崮、马头崮等，通过这些名字也大
概可以想象出它们命名时的模样。此外，还会
以作用和位置命名，如晨云崮、瞭阳崮、南岱
崮、北岱崮等。还有以传说命名的，如著名的
孟良崮、抱犊崮；也有以山上适宜生长的植被
命名的，如松崮等。
在沂蒙山区，很多村落、城镇都位于“崮
”上或周边，它们的名字也嫁鸡随鸡有一个
“崮”字，比如垛崮村、崮山镇、柳龙崮村等
等。如果你看到带“崮”的地名，那十有八九
它附近有岱崮地貌了。

从战火中走来的“崮”
沂蒙山区，北通京津要地，东接山东半岛
，西向中原腹地，南达江淮平原，虽然地势并
不险要，但扼守着四方要道，自古是兵家必争
之地。而海拔中等、坡度缓和、顶部平整的

“崮”们，很多时候则扮演了军事要塞的角色
。这也不奇怪，谁让它们本身就长得像碉堡或
烽火台呢。
在山东上千座崮中，最出名的当属孟良崮
。孟良崮位于蒙阴县东南与沂南县西部交界处
，同名主峰海拔 536 米。广义的孟良崮，指孟
良崮山系，西起沂南县岸堤镇的岩山，从西北
向东南延伸，终于沂南县砖埠镇的大山肚子，
总长 42 公里，平均宽 12 公里，是沂河支流汶
河与蒙河的分水岭。相传宋代杨家将著名的将
领孟良曾屯兵于此，因此得名。
真正让孟良崮名扬天下的事发生在解放战
争中。1947 年，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
在孟良崮一举歼灭了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整
编七十四师，击毙了师长张灵甫，震动朝野，
对于双方气势的涨落影响巨大。如今，经过战
火洗礼的孟良崮，“帽子”早已不见踪影，在
山头上只留下一座纪念碑诉说着往事。
同样位于蒙阴县境内的岱崮，在孟良崮北
面，分为南岱崮和北岱崮。两个岱崮都有六七
百米高，相距只有 1500 米，据说在崮顶可以远
远望见泰山，而泰山古称“岱”，因此它们就
被命名为“岱崮”。两崮四周山头林立，只有
南岱崮南面有一陡峭的石磴路。南北岱崮和附
近的芦崮构成犄角之势，是这一带群山的制高
点，易守难攻，扼守着南北往来通道。1943 年
，南北岱崮保卫战在此打响。我军在日军飞机
大炮的狂轰滥炸下，顶住数倍于已的敌人一次
次攻击，最终完成任务。战役过后，几个崮顶
如同被“犁”翻了一遍。
从战火中走来的“崮”，在和平年代终于
可以缓一口气。然而，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国家为了“备战备荒”，依据“靠山、分散
、隐蔽”的方针，拉开了三线建设的大幕。山
东省内的主要山地就是沂蒙山区，因此众多小
三线军工企业移迁于此，其中“崮”最多的蒙
阴县成了全省小三线军工厂最集中的地区。仅
“第一崮乡”岱崮镇，就有山东民丰机械厂、
山东工模具厂等军工企业相继落户，随之而来
的，是大批知青和工程技术人员。
这些军工企业多围“崮”而建，凿山为厂
，依山建房，大规模的配套设施也在山前平原
建立起来。曾经枪林弹雨的战场，摇身一变成
了制造战略物资的军工厂，这些经过战火洗礼
的山头，也成了军工厂最好的庇护。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军工厂相继搬离，
留下大量厂房遗址，一度湮没在荒草之中。近年
来，荒废的旧址重焕新生：开挖的山洞成了“岱
崮地质地貌博物馆”，曾经的办公楼、招待所、
职工大礼堂，成了旅行社、游客接待中心。人们
在欣赏美丽奇特的岱崮地貌时，会不经意发现，
群山之中竟然还隐藏着这么多现代工业遗存。

岱崮山下，蜜桃熟了
沂蒙山区山地丘陵众多，人口稠密，人均
耕地少，人们竭尽全力地争取着所有的生存空
间。很多山区由于地势险要并不适合人类生存
，但在崮的周围，甚至崮坡和崮顶上，会看到
许多村落或者零星的人家。
这些村落和人家在此定居，除了人多地少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崮普遍坡度平缓，崮顶平
坦开阔，只要开通了道路，人们便可以择地而
居，甚至繁衍成村落。也有一些其他情况，在
烟台海阳市朱吴镇境内，有一个名叫“垛崮”
的村庄，它建在海拔 393 米的垛崮山北麓，绝
对海拔虽然不高，但山体南侧十分陡峭。村里
老人说，祖辈们迁居到这里是因为大山顶上比
较隐蔽安全，可以躲避山下的兵荒马乱。
过去人们在崮坡修梯田、种庄稼，但其实崮
坡水土容易流失，土壤也不肥沃，并不适合种庄
稼。为了保护崮顶和崮坡的生态环境，很多山上
的人家也都纷纷迁居到了山下，山脚下生活的人
们越来越多。光靠种庄稼是难以糊口的，该如何
向大山求生存呢？蜜桃闪亮登场了！
蒙阴县种植蜜桃的历史已有 2000 余年，早
在 1672 年，《蒙阴县志》已将桃列为辖区内的
重要物产之一。目前，蒙阴有早、中、晚熟蜜
桃品种 60 多个。蒙阴当地春季回温快，早熟蜜
桃 5-6 月份便已成熟，早早抢占了京津以及东
三省市场；7-8 月份，中晚熟品种上市，畅销
江浙沪以及广东、福建等地。
蒙阴县山地丘陵众多，尤其有很多的“崮
”，土壤呈微酸性，也具有良好的通透性，磷

、钾含量丰富，对于桃树根系的扩张以及树体
的生长都十分有利。蒙阴光照时间较长，昼夜
温差大，海拔高度适宜，十分利于果实糖分的
积累和着色。
除了山东蒙阴，我国蜜桃的著名产地还有
江苏无锡、浙江奉化以及陕西渭南等地。长于
太湖边的无锡阳山蜜桃，被誉为蜜桃中的“爱
马仕”，皮韧易剥，剥皮后汁水迸发，就像冒
出的露水。虽然好吃，但运输颇有难度，并且
只有 6 月中下旬到 7 月下旬一个月成熟季，产
量也很有限。奉化蜜桃与阳山蜜桃相似，虽然
品种更多了些，供应期也长了些，但也很难出
远门。渭南蜜桃生长于原生态的秦岭下，口感
多了一份“阳刚”，硬中带软，甜绵糯口，颇
适合西北人的口味。
与它们相比，蒙阴蜜桃如同山东人给人的
印象一样，朴实、憨厚、适应性强。其个大味
香，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硬着吃
脆甜，熟透后爆汁，因此南北通吃，在全国销
量最为广泛。在无锡和奉化伺候着的上海，甚
至也有着“三个鲜桃两个来自蒙阴”之说。
盛夏将至，大片的蜜桃又要熟了。你今年
吃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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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風箏節、雙十國慶健行
國慶風箏節、
雙十國慶健行、
、雙十國慶野餐
上周六在Clare
上周六在
Clare Lake Park 盛大舉行
盛大舉行（
（上）
參加這三項國慶活動的國慶籌備會、
參加這三項國慶活動的國慶籌備會
、美南藝文社
美南藝文社、
、中山學術研究會
中山學術研究會、
、休士頓中華公所
休士頓中華公所、
、休台姊妹會的各社團代表在大會上合影
休台姊妹會的各社團代表在大會上合影。
。

今年三月剛在休士頓開業的
「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
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 的
經理吳炳輝也出席大會。
經理吳炳輝也出席大會
。

美南藝文社/中山學術研
美南藝文社/
究會會長唐心琴在會上
致詞。
致詞
。

休士頓中華公所兩位主席（左起
休士頓中華公所兩位主席（
左起）
）黃泰生
、江麗君致詞
江麗君致詞。
。

中山學術研究會」 兩位領導
中山學術研究會」
人（左起
左起）
）唐心琴
唐心琴、
、甘幼蘋
在大會上。
在大會上
。

（右起
右起）
）唐心琴
唐心琴、
、李慕竹等人在雙十國
慶健行活動上。
慶健行活動上
。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的代表（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的代表
（左起 ）葉德
雲、洪良冰
洪良冰、
、邵梅五
邵梅五、
、羅秀娟
羅秀娟、
、李迎霞
李迎霞、
、達拉
斯前 「榮光會
榮光會」」 會長黃甫泉在大會上合影
會長黃甫泉在大會上合影。
。

參加大會的社團代表（左起 ）黃泰生
參加大會的社團代表（
黃泰生、
、李達
曾、唐心琴
唐心琴、
、劉志忠
劉志忠、
、甘幼蘋
甘幼蘋、
、達拉斯前
「榮光會
榮光會」」 會長黃甫泉等人合影
會長黃甫泉等人合影。
。

各社團代表在戶外公園參加風箏節放
國旗風箏。
國旗風箏
。

圖為各社團上周六在 Clare Lake Park 參
加國慶風箏節，
加國慶風箏節
，放國旗風箏的盛況
放國旗風箏的盛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