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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give us our money’: Taliban push 
to unlock Afghan billions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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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FURT, Oct 29 (Reuters) - Afghan-
istan’s Taliban government is pressing for 
the release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central 
bank reserves as the drought-stricken 
nation faces a cash crunch, mass starvation 
and a new migration crisis.

Afghanistan parke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assets overseas with the U.S. Federal 
Reserve and other central banks in Eu-
rope, but that money has been frozen since 
the Islamist Taliban ousted the West-
ern-backed government in August.

Report ad
A spokesman for the finance ministry said 
the government would respect human 
rights, including the education of women, 
as he sought fresh funds on top of human-
itarian aid that he said offered only “small 
relief”.

Under Taliban rule from 1996-2001, wom-
en were largely shut out of paid employ-
ment and education and normally had to 
cover their faces and be accompanied by a 
male relative when they left home.

“The money belongs to the Afghan nation. 
Just give us our own money,” ministry 
spokesman Ahmad Wali Haqmal told 
Reuters. “Freezing this money is unethical 
and is against all international laws and 
values.”

One top central bank official called on 
European countries including Germany to 
release their share of the reserves to avoid 
an economic collapse that could trigger 
mass migration towards Europe.

“The situation is desperate and the amount 
of cash is dwindling,” Shah Mehrabi, 
a board member of the Afghan Central 
Bank, told Reuters. “There is enough right 
now ... to keep Afghanistan going until the 
end of the year.

“Europe is going to be affected most se-
verely, if Afghanistan does not get access 
to this money,” said Mehrabi.

“You will have a double whammy of not 
being able to find bread and not being able 
to afford it. People will be desperate. They 
are going to go to Europe,” he said.

The call for assistance comes as Afghan-
istan faces a collapse of its fragile econo-
my. The departure of U.S.-led forces and 

many international donors left the country 
without grants that financed three quarters 
of public spending.

The finance ministry said it had a daily 
tax take of roughly 400 million Afghanis 
($4.4 million).

Although Western powers want to avert a 
humanitarian disaster in Afghanistan, they 
have refused to officially recognise the 
Taliban government.

Haqmal said Afghanistan would allow 
women an education, although not in the 
same classrooms as men.

Human rights, he said, would be respected 
bu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slamic law, 
which would not include gay rights.

“LGBT... That’s against our Sharia law,” 
he said.

Mehrabi hopes that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cently said it will not release 
its lion’s share of roughly $9 billion of 
funds, European countries might.

He said Germany held half a billion dol-
lars of Afghan money and that it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should release those 
funds.

Mehrabi said that Afghanistan 
needed $150 million each month to 
“prevent imminent crisis”, keeping 
the local currency and prices stable, 
adding that any transfer could be 
monitored by an auditor.

“If reserves remain frozen, Afghan 
importers will not be able to pay for 
their shipments, banks will start to 
collapse, food will be become scarce, 
grocery stores will be empty,” Meh-
rabi said.

He said that about $431 million of 
central bank reserves were held with 
German lender Commerzbank, as 
well as a further roughly $94 million 
with Germany’s central bank, the 
Bundesbank.

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
ments, an umbrella group for global 
central banks in Switzerland, holds a 
further approximately $660 million. 
All three declined to comment.

The Taliban took back power in Af-
ghanistan in August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pulled out its troops, almost 20 
years after the Islamists were oust-
ed by U.S.-led forces following the 
Sept. 11, 2001, attacks on the United 
States.

Taliban mem-
bers in charge 
of security 
patrol in Kabul, 
Afghanistan Oc-
tober 28, 2021. 
REUTERS/Jorge 
Silva

U.S. President Biden says 
Pope told him he should 
keep receiving Communion

Biden has come under pressure from 
conservatives at home and his most 
ardent critics in the U.S. Church hier-
archy have said he should be banned 
from receiving communion, the central 
sacrament of the faith.

Asked if the topic of abortion came up 
during a long meeting with pope in the 
Vatican earlier on Friday, Biden said no. 
He said the pope told him he was happy 
he was a good Catholic and he should 
"keep receiving communion".

The president, who goes to weekly 
Mass regularly and keeps a picture of 
the pope behind his desk in the Oval Of-
fice, has said he is personally opposed 
to abortion but cannot impose his views 
as an elected leader.

Last month, asked about the U.S. com-
munion debate, the pope told reporters 
that abortion is "murder". But he also 
appeared to criticise U.S. Catholic 
bishops for dealing with the issue in a 
political rather than a pastoral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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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man stands in front of a sign of Meta, the new name for the company 
formerly known as Facebook, at its headquarters in Menlo Park, California. 
REUTERS/Carlos Barria

New York City Fire Department union members, municipal workers and others demonstrate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the city’s COVID vaccine mandates on Manhattan’s Upper East Side in 
New York City. REUTERS/Mike Segar

A woman stands behind a car with shattered glass near the scene of a shooting at the Boise 
Towne Square shopping mall in Boise, Idaho.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A child cleans melted candle 
wax from an apartment-style 
grave at Manila South Cem-
etery a day before the nation-
wide cemetery closure during 
All Saints’ Day in Manila, 
Philippines. REUTERS/Eloisa 
Lopez

Supporters of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protest outside the Royal 
Courts of Justice in Lon-
don, Britain. REUTERS/
Henry Nicholls

Fishermen throw a bottle of beer 
during the traditional carp haul 
near the town of Blatna, Czech 
Republic. REUTERS/David W 
Cer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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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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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President Biden is
trying to pitch a
multi-trillion dollar plan
on Capitol Hill and
bring progressives and
moderates together.

In a closed door
meeting, the president
tried to convince
progressives to agree
on the long-awaited
details of his $1.75
trillion economic and
climate package. But
his pitch will not be

enough to satisfy
progressives.

Senate Democrats
cannot afford to lose a
single vote to pass the
bill in process known
as budget
reconciliation.

Today President Biden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both here at
home and abroad. In
order to keep his
leadership position, he

has to show the world
how the U.S. can lead
the world.

Biden has a great
amount of pressure
from his own party.
When many in
Congress ask for more
social welfare and
more assistance for
poor people, where in
the budget does the

money come from?
This is the same issu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faced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In the meantime, we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change his national
and domestic team in
order to meet the
growing list of
challenges.

1010//2929//20212021

President Biden Is TryingPresident Biden Is Trying
To Unite His Own PartyTo Unite His Own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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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nda and Bill Gates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whose 
advice guided much of the global response to 
the Covid pandemic, has seemingly washed its 
hands of one virus while warning the world isn’t 
prepared to deal with the next big pandemic.                                                                                                                                        
The foundation’s annual report, released last 
Tuesday, bemoaned the poverty increases 
wrought “by Covid-19” – omitting that much 
of the damage linked to the virus stemmed from 
economic shutdowns imposed by governments 
which were often taking their advice from the 
Gates Foundation and associated entities.
However, the report ultimately put an optimistic 
spin on the damage, noting things could have 
been much worse. Childhood vaccinations had 
only dropped half as much as predicted, and 
some wealthy countries’ economies were already 
on the rebound, it noted. The mRNA vaccine 
companies were seeing the light and investing in 
Africa and other impoverished areas of the world, 
the report added, after presumably realizing how 
much economic opportunity awaited them there.

Placing its well-
known vaccine 
evangelism front 
and center, the 
foundation’s re-
port credited ex-
tensive vaccine 

infrastructure (much of which it has helped fund 
over the preceding decades) for the world’s suc-
cess in fighting the virus, even as the companies 
behind the headline-grabbing mRNA formulas 

have admitted they do not prevent Covid-19 
transmission and might require additional 
booster shots.
But the report mostly treated Covid-19 as a 
thing of the past, all but declaring victory over 
the virus and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 to 
step up long-term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so 
as to be prepared for the next pandemic. Many 
countries are still knee deep in Covid-19 cases, 
while others have kept the virus under control 
but had their economies wrecked or given up 
many freedoms in the process.

Ironically, the foundation warned readers 
against such efforts to move on from the re-
covery effort, writing of the “very real risk that 
high-income countries and communities will 
begin to treat Covid-19 as another epidem-
ic of poverty: Not our problem.” However, 
high-income countries – specifically the En-
glish-speaking Five Eyes nations – have shown 
no sign of growing weary of the social controls 
Covid-19 has allowed them to introduce, indi-
cating the virus (or at least fear of it) may hang 

around for a good while yet. (Courtesy rt.com)
Related

Vaccine Politics
The West Will Hoard 1.2bn Doses Of Spare                  

Vaccines By Year’s End, Analysis Says,                
While Pressure Mounts To Share With             
Poor Countries And Outshine China

The supply of Covid-19 vaccines that rich 
Western countries have secured for themselves 
is so big that it can cover their possible needs by 
a large margin. So it’s time to share some with 
the poor and curb China’s diplomacy.
This appears to be the message coming on Sun-
day from leading Western media outlets, which 
report on an analysis of Covid-19 vaccine pro-
duction capacities and supply contracts released 
by the London-based analytics firm Airfinity. 

Empty vials of As-
traZeneca/Oxford 
vaccine, donated to 
Kenya by the UK. 
(Photo©REUTERS 

/ Baz Ratner )
Rich nations have some 500 million doses that 
they can safely redistribute today. The number 
will increase to 1.2 billion by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to 2.2 billion by the middle of 2022, 
the company estimated. That is a conservative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US, 
the UK and the EU vaccinate 80% of their own 
populations, including children over 12, and 
launch booster shot programs.
The notion that rich countries have to choose 
between protecting their own people from 
Covid-19 and helping out nations that don’t 
have the money and political clout to secure 
vaccine supplies is now “a false dichotomy,” 
Airfinity chief Rasmus Bech Hansen told 
Bloomberg. “You can do both.”
The looming “glut of vaccines,” as The Econo-
mist described it, is a product of rapidly increas-
ing production capacities. This year, the global 
product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12 billion dos-
es, with the same amount produced next year 
by June. Rich nations can feel safe about their 
needs being met, Airfinity said.
So the moment has come for the West to show 
moral leadership and vaccinate the world, for-
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Gordon Brown 
wrote in The Mirror.

“It’s time to act 
to end what has 
become a moral 
outrage and we 
must act now,”         
he said, direct-
ing his call on 

the leaders of the US, the UK, Germany and 
France. “Only Biden, Johnson, Merkel and Ma-
cron can bridge the growing divide between the 
world’s vaccine rich and vaccine poor.”
“These leaders are holding all the cards.              
They have the monopoly on vaccine orders.”
US President Joe Biden, UK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nd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
cron will discuss vaccine redistribution with 
leaders of other G7 nations at a meeting of the 
group, which may happen as soon as Septem-
ber 20,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st. Washing-
ton is expected to try and lead a Western effort 
“in sorting out the global vaccine supply.”
America’s “early vaccine nationalism allowed 
China to project itself as a benevolent global 
leader by sending an abundance of vaccines 
overseas,” the British magazine remarked. “A 
geopolitical win for America would be espe-
cially useful after the debacle in Afghanistan.”
Airfinity estimates that the global supply of 
redistributed vaccines will be dominated by 
Western-made shots, with Pfizer/BioNTech’s 
comprising about 45% of the stockpile and 
Moderna’s taking up some 25%.
The Economist assessed that it was “fair-
ly clear” that Western “mRNA vaccines are 
widely seen as the most effective and desirable 
around the world, whereas Chinese vaccines 
are seen as an inferior product that works less 
well.”
“By supporting American mRNA manufac-
turing,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help these 

vaccines win in the competitive market to 
come.”

The glaring inequality in vaccine distribution 
is partially to blame for the poor performance 
of COVAX, a UN-backed donations-driven 
vaccine-sharing initiative. It has managed to 
buy and ship only 230 million doses this year, 
compared to its target of 1.3 billion delivered by 
the end of 2021.
Billionaire Bill Gates, who is a leading driving 
force behind COVAX, is a vocal opponent of 
opening up vaccine patents, a move that its ad-
vocates argue would have greatly benefited the 
poorer nations by making the jabs cheaper and 
more readily available. Gates’ position is shared 
by Merkel and Macron. Biden’s June promise 
to consider patent waivers has so far produced 
no concrete results.

Vaccine manufacturers and people like Gates, 
who suppor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protec-
tions for inoculations, claim factor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proper production capac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logistical bottlenecks are 
holding back the global vaccination effort. Lift-
ing patent protections won’t fix that and may 
make the rollout slower, not faster, they argued.
Meanwhile, as of April, nine individuals linked 
to Big Pharma became billionaires on the back 
of the vaccine rollouts while eight others, who 

were already above the cap, saw their wealth 
grow significantly. (Courtesy rt.com)
“Vaccine Producers Could Have Funded 
Jabs For All Of Africa, Instead Shareholder 
Payouts And Sluggish ‘Charity’ Efforts Are 

The Priority.”
The three largest producers of Covid-19 vac-
cines could have funded the entire cost of vac-
cinating Africa with the money they paid stock-
holders this year – and vaccine-sharing charity 
COVAX isn’t bridging the gap, analysis shows.
Pfizer, Johnson & Johnson, and AstraZeneca, 
the three top producers of Covid-19 vaccines, 
could fund the vaccination of the entire conti-
nent of Africa, some 1.3 billion people, vaccine 
advocacy group the People’s Vaccine Alliance 
revealed on Thursday.
Or rather, they could have funded all those jabs 
if they hadn’t spent that money to pay out $26 
billion in stock buybacks and dividends to their 
shareholders. The vaccines have largely been 
sold to wealthy countries, netting Pfizer/BioN-
Tech and fellow mRNA vaccine producer Mod-
erna a whopping $33.5 billion, and many of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bought so many extra shots 
that their citizens are – in the case of Canada, at 
least – expected to be covered as many as five 
or more times over.

AstraZeneca 
vaccines off-
loaded in Gha-
na.  (Photo/© 
Reuters / Fran-
cis Kokoroko)

Many of the frontrunner companies prom-
ised to pick up the cost of vaccinating less 
wealthy na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vac-
cine research, a promise which helped secure 
funding from governments and charitable 
initiatives. However, touting their unusually 
charitable behavior in the early days of vac-
cine purchasing and development has largely 
evaporated now that the moneyed West has 
its supplies locked down and third world 
countries are finally able to get in line for 
theirs. Pfizer and its colleagues are starting to 
talk about upping their prices again – “once 
we get beyond the pandemic environment,” 
in the words of chairman Albert Bourla.
Given that infection and death rates for 
Covid-19 in Africa never reached the level of 
a “global disaster,” early on in the epidemic, 
it seems they’re plotting to gouge the en-
tire continent for a medicine it doesn’t need 
nearly as badly as other countries, except in 
the eyes of the WHO. Given the continent’s 
familiarity with less expensive drugs like 
chloroquine – a familiar and comparatively 
safe remedy for malaria – many doctors had 
already been using that off-patent formula-
tion rather than twiddling their thumbs and 
watching patients die for months awaiting 
the arrival of the much-lauded Western mira-
cle vaccine. (Courtesy 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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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Response Continues  
  To Snarl The World Economy

Gates Foundation Warns About 
Future Pandemic Threats 

COMMUNITY

India 

After India’s brutal coronavirus wave, two-thirds of population has been 
exposed to SARS-CoV2. 

Russia

Russia’s COVID-19 response slowed by population reluctant to take domestic 
vaccine.

UK
          

UK COVID cases have fallen  dramatically – but another wave is likely.
Italy

Italy – once overwhelmed by COVID-19 –turns to a health pass and stricter 
measures to contain virus.

Mexico

Mexico, facing its third COVID-19 
wave, shows the dangers of weak fed-
eral coordination.

                                                      China

From ground zero to zero tolerance 
– how China learnt from its COVID 

response to quickly stamp out its 
latest outbreak.

Nigeria

Nigeria isn’t ready to deal with rising 
COVID-19 cases. 

Kenya

      What Kenya needs to do bet-
ter as it braces for fourth wave of 

COVID-19. 

Myanmar
How a perfect storm of events is turn-
ing Myanmar into a ‘super-spreader’ 
COVID state. 

Indonesia
Indonesia records its highest increase 
in COVID cases – and numbers are 
likely to rise again before they 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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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Blankets The World

Quick Look
This curated list of photos and captions is just a snapshot of the 
 global coverage on the pandemic, written by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experts. For additional details, Google the “key words” \

underlined in bold type in each caption under the photos.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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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大众文化是美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美

国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大众文化都

发挥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既是社会的离散器也是聚集力的作用。

大众文化一般起源于社会底层，表达

下层社会的意愿和偏好，既表现出抵抗和

抗争的一面，也有低俗和无聊的内容，在

发展过程中与中上层阶级的生活发生碰撞

，甚至产生影响。这在美国尤其如此。移

民社会的特性使得大众文化在美国更具有

民间的性质，但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往

往被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所俘获或软化，甚

至成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另一个方面，大众文化起先缘于个人

的行为，等到具有大众的规模时，往往已

具备生产化的形式，也即融入了工业生产

和商业销售的模式，所以，大众文化也是

工业化和商业化时代的一个产品。

“黑脸歌舞”与“便士报”

早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大众文化就显

现出了些许苗头。在清教气息浓厚的社会

中，娱乐被看作是走向堕落的前兆，但即

便如此，为了给生活增添一点乐趣，从实

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一些宗教人士还是在

不同程度上鼓励一定限度的娱乐活动，只

要能够保证这些活动是“纯真和严肃的”

，同时也是“自由和欢乐的”。

在十七世纪末时，娱乐活动已经有了

一定的形式，赛马等活动在很多地方开展

。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舞蹈广为

流行，原本只是为宗教仪式服务的音乐也

开始在世俗生活中给人们带来欢乐。但对

娱乐的批判乃至攻击的声音也时常萦绕耳

边，一些清教徒们对戏剧尤其有很多抱怨

，认为是浪费财力做一些无用的事情。

美国大众文化一般被认为起源于十九世纪

三十年代。

1828年，艺人托马斯· 莱斯(ThomasD.

Rice)跳起一种后来被称为“吉姆-克鲁”

(JimCrow，通指黑人，也指十九世纪内战

后美国南方盛行的各种针对黑人的 “平

等但隔离”<equalbutsegre－gated>的法律

和行为）的舞蹈，模仿黑人的行为，逗乐

取笑。1832年，莱斯把脸涂黑，在一群工

人面前表演“吉姆-克鲁”舞，同时唱起

含有这个字眼的自编歌曲，引得在场的人

乐翻了天。这种被称为“黑脸歌舞”

(blackfaceminstrelsy)很快流行起来，至

1848年成为风靡美国的大众娱乐方式。

“黑脸歌舞”起先主要在底层社会中

流行，以模仿黑人的行为表现形式，表现

黑人傻呵呵的乐天派性格，讽刺其笨拙的

身体和懒惰、无所事事的行为，显然含有

种族歧视的内容。但与此同时，也表现了

下层劳动人民的很多意愿，为其讥讽上流

社会提供了一个舞台，更重要的是，因为

在工人中特别受欢迎，在一定程度上，

“黑脸歌舞”还发展了一种“工人阶级的

意识”，而这与其时美国社会工人阶层的

形成不无关联。

虽然含有种族歧视的内容，但从另一

方面看，“黑脸歌舞”也表现了黑人文化

对白人的影响，那些表演者被称为“白色

黑人”（whitenegro），这多少说明了一

定程度的种族融合的关系。后来，这种表

演也有黑人参加。从“黑脸表演”中还发

展出了一些歌谣，早先著名的美国歌手史

蒂芬· 福斯特（StephenFos－ter）的一些歌

曲即来自“黑脸歌舞”的演出氛围。此外

，“黑脸歌舞”还是第一种具有美国本土

特征的戏剧表演的雏形，影响了日后的歌

舞剧。

1830年代另一个与大众相关的娱乐形

式是“便士报”（pennypaper）的诞生。

1833年，一位名叫本杰明· 戴(BejaminDay)

的印刷工创立并发行了《纽约太阳报》

（NewYorkSun），这是第一份成功发行

并传播甚广的小报，随后跟上的类似的报

纸有《纽约先锋报》（NewYorkHerald，

1835）、《纽约论坛报》（NewYorkTri-

bune,1841）以及《纽约时报》（NewYor-

kTimes,1851）。此前的美国报纸大多是政

治党派扶持的媒体，为其服务并从那里得

到资助。而这些“便士报”突破了这个传

统，完全依靠街上售卖作为发行渠道，靠

登载广告作为资金回收来源。

《纽约太阳报》只卖一分钱一份，报

面小开本，所以得了个“便士报”的昵名

。“便士报”的诞生顺应了其时美国社会

识字率的普遍提高，但更重要的是满足了

大众对奇闻逸事的好奇心。“便士报”普

遍刊登一些耸人听闻的凶杀案报道，或者

是八卦新闻、海外奇谈，这与此前温文尔

雅的报纸风格截然不同。与此同时，“便

士报”还会捕捉一些社会热闻，包括一些

政治事件，并加以评论，时常会显示其鲜

明的立场。由此，“便士报”吸引了众多

的各个层次的读者，成为社会“民主化的

推动者”，也给一些上层社会的人带来了

恐慌感。

“便士报”的成功也引出了展览活动

（showbusiness）开端。1835年，美国历

史上展览活动的开创者和投机者巴拉姆

（P.T.Barum）在多个地方展示了一个自

称已经活了161岁的黑人老太太，此人会

讲述她如何当乔治· 华盛顿的奶妈的故事

。为了让这个故事和他的展示让更多的人

知晓，巴拉姆充分利用了“便士报”的力

量，接受它们的各种采访。巴拉姆的展示

获得了极大成功，尽管后来证实这个黑人

老太太只有八十几岁。

由此也可见媒体在大众生活中的作用

，而商业化的运作则更是大众文化兴盛的

一个法宝。在一段时间后，这成为美国大

众文化发展的一条铁律。

中产阶级生活与大众文化的互相影响

1840年至1860年间，工业化进程在

美国蓬勃发展，中产阶层开始逐渐形成。

1860年，美国一些城市百分之四十的工作

者从事非体力行当，形成了早期“白领”

阶层的雏形。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把财富

、职业和道德戒律视为衡量其生活的标准

，同时，关于家庭、公共生活和性别区别

的观点成为中产阶级阶级话语的核心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含有粗俗和低下内

容的大众文化经历了被“驯服”(taming)

的过程。

以巴拉姆为例，他开始提及要让他的

“展示”业拥有“体面”（respectability

）的形象。1849年，他邀请一位瑞典女歌

唱家来巡回演出，舞台上穿着白色演出服

的歌唱者的温柔形象在观众眼里成为圣洁

的化身，更是迎合了“女性顾家”(do-

mesticity)的社会要求。

而此前，在舞台上早已有感伤式的

“情节剧”(melodrama)出现，讲述充满感

伤情调的家庭恋爱故事，强调道德自律与

天真品格。“情节剧”往往情节简单，人

物类型化，教训意味强烈，这种模式对后

来好莱坞的美国大片制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

与此相应的是一些伤感通俗小说的出

版也获得了大批读者的青睐。苏姗· 华纳

（SusanWarner）于1850年出版 《广阔世

界》(TheWideWideWorld），玛丽亚· 卡敏

斯（MariaSu－sannaCummings）于1854年

发表《点灯人》（TheLamplighter），两

部小说都以小女孩为主人公，叙述其成长

经历，其中不乏感伤情节和道德教训，针

对的读者显然都是中产阶级的家庭妇女。

1852年斯托夫人出版《汤姆叔叔的小

屋》(UncleTom’sCabin)成为其时以及整

个十九世纪最畅销的小说，发行量从三十

万册上升到一百万册。小说激烈抨击了残

酷的黑奴制，同时也借用了伤感情节的作

用，用眼泪和情感感动读者，以此达到对

南方黑奴制产生愤恨的目的。

以上三位作者都是女性，中产阶级的

家庭生活准则和道德情感是她们写作的依

据，也是打动读者的秘诀。同样，这也为

后来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定下一种基调，

即用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压抑和调和大众

文化中的躁动、粗劣与抵抗倾向。

但是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固有的倾向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常常会突破某

种道德标准的干预，一路高歌猛进，各种

显现方式与商业化的结合更让其成为社会

生活不可忽视的力量。

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大众文化商业

化的倾向发展迅猛。巴拉姆主办的各种稀

奇展示在1841-1865年卖出了3800万张票

，这个期间美国的人口增长到了3500万

。由此对大众文化活动的影响力可窥一斑

。

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大众娱乐的最

主要方式是“欢乐歌舞表演“（Bur－

lesque）和“杂耍歌舞表演”（Vaudeville

），后者包括歌唱、舞蹈、杂技在内，场

面更加宏大，内容更加杂多。在商业化演

出过程中，两者都增加了身体裸露的内容

，用女性的身体作为吸引观众的武器，歌

舞表演变成了“长腿秀”(legshow)。十九

世纪末，尽管制定了表演内容方面的道德

戒律，但实际上杂耍歌舞表演团体依然常

有身体和性挑逗的场面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中

产阶级的社会生活氛围有所松动，相应的

是，对上述歌舞剧的接受也开始有所变化

。大众娱乐的表现方式也不同程度影响了

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些原本被认

为不入流的歌舞表演开始进入正式剧场。

大众文化与社会生活间的互相关联愈加频

繁。

竞技体育与美国梦

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的向西拓进运动，

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拓展

了美国的地理面积，也生发了对美国有着

深远影响的西部文化。

1882年，被称为“水牛比尔· 科迪”

（BuffaloBillCody）的科迪开始表演西部

牛仔马背套牛情景。他有过丰富的西部生

活的经验，当过牛仔，内战期间在北方军

队服过役，与印第安打过交道。他把他的

经历用一种表演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

让其时已经逐渐消失的西部转化成了一种

大众娱乐，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西部成为

美国的象征，深深地刻印在大众的脑海中

。科迪的表演非常成功，还组织了专门的

班子巡回演出，甚至远达欧洲，输出美国

文化。这是美国大众文化发挥影响的一个

重要事例。

竞技体育一直是美国人生活中重要的

娱乐活动，赛马、斗鸡等在殖民地时期一

度流行。十九后期，通过媒体的鼓吹与宣

扬，经过商业化运作，体育开始大规模地

走向大众生活。

1878年，来自爱尔兰移民的后代约

翰· 萨利文（JohnSullivan）在一次拳击展

示赛中获胜，脱颖而出。三年后，他开始

了全国巡演赛，打败所有挑战者，之后在

很长时间内成为娱乐界的奇迹，在各种商

业化比赛演出中名利双收。一个默默无名

的移民后代，靠着自己的力量和努力，成

为众人关注的中心，萨利文的经历经过体

育媒体的报道成为个人奋斗的好故事，给

人们描述了通向一种“尽管摇晃，但阶梯

可攀的可能性”景象。这种早先的“美国

梦”的雏形很快也在一些诸如棒球这样的

大型体育竞争中显示其意义所在。二十世

纪初，一些在棒球比赛中崭露头角的运动

员被认为是宣示一个事实，“美国梦是可

以实现的”。

而在西奥多· 罗斯福总统看来，美式

橄榄球这样的运动非常有助于加强男性气

概，改变中产阶级中普遍存在的男性气概

不足的现象。尽管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运

动过于暴力，甚至发生多次死亡事件，罗

斯福总统亲自出面召集哈佛、耶鲁、普林

斯顿等校的球队聚会，讨论制度规则，以

遏制过分暴力的发生。

体育与美国梦、与民族气质相关联，

这种理解深深刻印在了美国大众文化之中

，日后时常显灵，发生作用。

“大熔炉”中的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是二十世纪美国大众文化的

一个重要方面，其影响波及到了世界各地

。

十九世纪后期的音乐制作非常散乱，

写歌者只是赚几个小钱，不见市场效应。

这种情况被一个名叫查尔斯· K· 哈里斯

（CharlesK.Harris）的班卓琴自学演奏者

打破了。他在自己的工作坊门口挂起一块

牌子，上书“订购歌曲”。自己不会写歌

的哈里斯，雇人写下他哼唱的曲调。1892

年，他写出的《舞会之后》（AftertheBall

）一炮打响，几个月内发行40万张曲谱

，到了年底，每个星期他的收入达2.5万

美元。自此后，音乐生产便开始流行起来

。一批主要由犹太人构成的歌曲写手聚集

在纽约下曼哈顿28街开办门店，销售音

乐，路过的人时常能听到从各个街店里面

飘出来的叮当作响的音乐声，叮砰巷

（TinPanAlley）一词由此而出。1910年通

过邮寄等市场手段，叮砰巷的销售额达到

了每年3000万张乐谱。

这些融入了市场因素的音乐能够流行

的一大原因是反映了来自社会底层的移民

的心声，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其时正在

经历的“大熔炉”（meltingpot）过程。

很多歌曲写手本身就是移民。有着移民背

景的著名歌曲写作者欧文· 柏林（Irving-

Berlin）写出了诸多反映文化融和的歌曲

，此外他还着力推广主要由黑人作曲的拉

格泰姆(Ragtime)音乐，后者融和了欧洲传

统音乐、移民生活内容和黑人音乐风格，

对维多利亚时代音乐传统带来很大冲击，

被一些中产阶级家庭视为不雅之音。

同样曾被视为不雅之音的还有爵士乐

。发源于新奥尔良的爵士乐是典型的各种

音乐的混合体，既有蓝调的影子，也有拉

格泰姆的节奏，更有产自叮砰巷音乐的风

格，认为是一种“美国式的文化试验产品

”，也可以说是确确实实的“大熔炉”的

结果。爵士最具特色的是打上了黑人生活

的烙印，但影响远远超越了黑人群体，很

多白人、尤其是年轻人成为爵士乐的爱好

者。到了1920年代，所谓的“爵士国王

”是一个白人，一个来自中西部丹佛的中

产阶级白人乐队领队保罗· 怀特曼(Paul-

Whiteman)。

黑人文化对白人的影响在日后的摇滚

和嘻哈音乐潮中会再次显现作用，这足以

说明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融合的趋势和影

响。当然这并不完全等同于种族矛盾在这

个过程中完全消失了，一些白人在推广爵

士乐的过程中并不承认黑人文化渊源这个

事实，怀特曼即是其中一人。

挺过大萧条的好莱坞电影

与叮砰巷音乐发展过程类似的是电影

在美国的发展历程。

19世纪末，电影技术出现后，美国开

始出现一些被称为是“五分钱娱乐场”

(nickelodeon)的街边小电影屋，专门制作

和放映一些刺激、下流为主要内容的生活

场景电影，观影者以下层劳工为主。

如同此前“黑脸歌舞”这样的娱乐形

式一样，电影的发源也是来自底层生活的

需要。早先的卓别林的电影如《流浪者》

面向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提供了朝

向工人阶级的能够产生强烈印象的样板”

，另一方面，电影在发展中同样也经历了

商业化和走向中产阶级趣味的过程。

二十世纪初，一些有着精明商业头脑

的犹太人看中了电影的发展前景，开始进

入这个领域并将其发展成了一个日后在美

国大众文化产业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行业

。街边的小电影屋被改造成了大电影院，

模样豪华，华丽壮观，看电影于是成为一

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1920年代，二十

世纪福克斯、华纳兄弟、米高梅等电影公

司成为好莱坞的主人，这些犹太电影制造

商们完完全全地“发明了好莱坞”。

电影内容的讲述方式也经历了重大变

化，1915年，D.W.格里弗斯(D.W.Griffith)

导演的《一个国家的诞生》（TheBirthofa-

Nation）成为美国第一部故事片(feature-

film)。以南北战争为背景的这部影片充满

了种族主义思想，把黑人描述成庸俗不堪

的“坏人”，三K党成为拯救国家和民族

的救星。故事中的南方家庭的温馨气氛显

然是中产阶级趣味的表现。

电影业的大规模发展无疑推动了消费

文化，电影明星成为很多人生活和行为的

“模特”。一个观众如此提及早先的女星

玛丽· 皮克福特（MaryPickford）在其心目

中的地位：“每一天我无不在想着她，她

不光是电影明星，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个朋友，一种理想”，而被称为美国的

“甜心”的后者在1920年收入达到了一

百万美元。无论是作为产业还是作为生活

影响者，大众文化的力量由此可见些许端

倪。

1927年，好莱坞纷纷向着有声电影进

发，投资增加，技术更新，但是很快大萧

条来临。在危急时刻，作为大众文化主力

军的电影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够通过观影

提升民众的信心，同时通过娱乐转移人们

对现实生活的注意力。好莱坞制片商们于

是也要求政府减少对电影院的税收。正是

在这种形势下，好莱坞的行业协会出台了

此前部分实施的“电影制作守则”（pro-

duc－tioncode），制定了一系列规则，以

期遏制已经出现蔓延势头的“伤风败俗”

镜头。但道德管理并不能拯救电影业在经

济危机时走向颓势，制片商们转而再次拥

抱“暴力”和“情色”镜头，用这种方式

提升观影人数。行业协会一次又一次用

“制作守则”加以约束、威胁和惩罚，制

片商们则采取变通手段，用幽默、插科打

诨或其他中性手段调节涉性情节和镜头。

好莱坞明星梅· 韦斯特（MaeWest）的几

部电影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高额票房，甚

至拯救了濒临倒闭的派拉蒙公司。好莱坞

同时期还拍摄了很多匪帮片，匪徒的英雄

气概导致他们在观众印象中成为“可爱的

坏人”，匪帮片涉及的劫富故事多少给处

于艰难生活的人们一些抚慰。

随着罗斯福总统“新政”政策的出台

，政府对包括电影业在内的一些艺术行业

给予了扶持政策，而好莱坞本身也把目光

对准了现实生活，拍摄了一些颇具现实批

判意义的电影。1940年，由约翰· 福特

（JohnFord）根据作家约翰· 斯坦贝克

(JohnSteinbeck)写于前一年的小说《愤怒

的葡萄》（TheGrapesofWrath）改编的同

名电影深刻反映了大萧条时期农业工人的

困境，以及对制度和政府机构的不满，成

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左翼思潮的

代表。

大众文化在特殊时期一方面为了生存

而挣扎，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底层社会的声

音，好莱坞电影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了这个

传统。

“超人”漫画的产生与延伸

面对时艰，大众文化表现了相当的韧

性，同时也能在困境中寻到突破口。

“时势造英雄”，一个“超人”

（Super－man）横空出世于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的漫画产业中。此前，漫画在美国已

有一段历史，也有比较固定的读者群。一

般认为漫画发源于十九世纪末期，出现在

一些城市报纸上的漫画曾给很多读者带来

娱乐，也成为一些报纸不可缺少的板块。

后来，各种漫画公司自己着手进行漫画书

的创作和发展，形成一定规模的漫画

（comicstrips）产业。进入三十年代后，

漫画业景气不足。1937年，来自罗马尼亚

的移民哈利· 东恩菲尔德(HarryDonenfeld)

在窘境中接手了一家倒闭漫画公司，重新

命名为“侦探漫画公司”（DetectiveCom-

ics，简称DC漫画）。DC于1938年在一

本漫画书中推出了“超人”的形象和故事

，很快，“超人”风靡一时。两年后，公

司从“超人”漫画发行中挣得了近百万美

元，“超人”也闯入了广播节目、玩具行

业，甚至走向了电影。

“超人”的故事和形象设计来自两个

出生移民犹太家庭的中学生杰里· 西埃格

勒(JerrySiegel)和乔· 舒斯特（JoeShuster）

。这两个喜爱大众文化的穷学生受到以往

各种漫画形象的影响，创造出了“超人”

形象，并赋予这个人物勇气、智慧和想象

力，而这也是众多年轻人喜爱且认同的。

“超人”虽然来自天外，但在地球也拥有

自己的名字克拉克· 肯特(ClarkKent)。他

成为受压迫和需要帮助的人的救星。很显

然，“超人”蕴含了平等的意愿，给生活

在下层社会的人提供了一种情绪宣泄的出

口，同时，这个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

“新政”所宣扬的公正社会的理念，更重

要的是，这也是美国梦的一种体现，表现

为人人皆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超人”影响甚广，有一个调查表明

，在“超人”出来的头几年里，百分之九

十的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都是它的读者。

“超人”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大众文化

中各类“英雄人物”的出现，如蝙蝠侠

（Batman），美国队长（American Cap-

tain） 和神奇女 侠（WonderWoman）等

。而就三十年代末的漫画业而言，“超人

”凭一己之力挽救了整个行业。由此，也

可以说，从“超人”漫画的产生与延伸中

看到了美国大众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路径

。

美国大众文化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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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O亞洲原創恐怖選集影集《亞

洲怪談》（FOLKLORE）第二季共6集

，將在 11月 14日（日）晚間 10點獨

家於HBO GO上線，並在HBO頻道首

播，每星期同一時間播出1集。第二

季故事由六名亞洲導演訴說當地的迷

信及民間傳說，包括台灣、日本、泰

國、菲律賓、印尼，以及新加坡。台

灣篇《亞洲怪談2：送煞》由廖士涵

擔任導演，並由吳慷仁和宋芸樺聯合

主演，而台灣篇也將在11月14日（日

）擔任首發作品，為《亞洲怪談》第

二季揭開恐怖序幕。

《亞洲怪談》第二季將再次由屢獲

殊榮的新加坡名製片邱金海（Eric Khoo

）擔綱節目統籌，第二季將更進一步探

討人類面對超自然力量時，與自我的抗

衡與拉扯，同時大幅提升劇中的恐懼元

素，每個故事都將帶給觀眾不同的觀點

與見解。導演陣容包括廖士涵（台灣）

、松田聖子（日本）、西蒂斯里蒙哥西

里（Sittisiri Mongkolsiri）（泰國）、埃

里克馬帝（Erik Matti）（菲律賓）、比

利克里斯汀（Billy Christian）（印尼）

，以及妮可沃福（Nicole Midori Wood-

ford）（新加坡）。

對於《亞洲怪談2：送煞》被安排

在第一集首發，導演廖士涵表示：

「我覺得深感榮幸且緊張，通常第一

集都有帶頭的作用吧，覺得能在各個

國家裡頭被安排在第一集播出，表示

華納傳媒對作品有信心吧，但這也讓

我壓力很大，因為我很期待觀眾的反

應，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而對於是否相信鬼神傳說，男主

角吳慷仁表示：「我相信鬼神的存在

，所以在拍攝時都抱持著敬畏之心，

而且也深信人要心存善念。」女主角

宋芸樺則表示：「我一直都相信這個

世界有各種可能的存在。有時候在家

如果東西突然掉下來，會非常害怕，

心裡會覺得毛毛的。但現在心態比較

轉變成彼此尊重。想說，好啦，我們

就好好的一起和平共處吧！」

《亞洲怪談 2：送煞》故事描述

一名剛離開婚禮現場的新娘，獨自走

在回家的路上，卻不巧撞見當地替自

縊往生者所舉辦送煞儀式。負責主持

儀式的道士叮囑她必須遵循其習俗，

否則將遭受詛咒。然而女子竟不顧警

告轉身離開。從此她的生活便開始充

斥著怪陸離的超自然現象，縈繞心頭

的不安也讓生活不再安寧。出自於對

詛咒的恐懼，她向廟裡的師父尋求協

助。沒想到局勢卻越演越烈一發不可

收拾，她也被迫跟時間賽跑，必須在

怪事摧毀她前，先行找出謎底。

HBO亞洲原創恐怖選集影集
《亞洲怪談》全新第二季

影集宣傳期很重要，不能給影迷

方向錯誤的期待，HBO史詩影集《冰

與火之歌：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在全球創下不可思議的追劇

熱潮，前傳影集《House of the Dragon

》 當然也備受期待，如今影集統籌明

格爾薩普什尼克（Miguel Sapochnik）

告訴影迷們，前傳會致敬母劇，不過

也會有自己的風格！

讓許多影迷因為結局，造成精神

創傷的母劇主創人大衛班紐夫（Da-

vid Benioff）與丹尼爾威斯（D. B.

Weiss）沒有參與前傳製作，《House

of the Dragon》由原著作者喬治RR馬

丁（George R.R. Martin）與《殖民地

》編劇萊恩 J康達（Ryan J. Condal）

共同寫劇本，擔任主創人，導演明格

爾薩普什尼克操刀任影集統籌，他曾

執導母劇六集「The Gift」（第五季

第 7集）、「Hardhome」（第五季第

8 集 ） 、 「Battle of the Bastards」

（第六季第 9 集）、「The Winds of

Winter」（第六季第 10 集）、「The

Long Night」（第八季第 3 集）與

「The Bells」（第八季第 5集），幾

乎都是觀眾給予高分好評的集數（除

了最終季異鬼大戰那集被嫌太暗和龍

母屠城那集被罵不合理），還因此抱

回艾美獎。

明格爾薩普什尼克宣傳湯姆漢克

斯（Tom Hanks）主演的電影《芬奇的

旅程》（Finch）時接受美媒《好萊塢

報 導 》 訪 問 ， 記 者 詢 問 他 前 傳

《House of the Dragon》和母劇相比，

風格和看起來的感覺會差很多嗎？

他回答：「我們非常敬重母劇

《冰與火之歌》它沒有拍壞，所以劇

組不會嘗試另起爐灶，《House of

the Dragon》會隨著影集進程發展和

浮現出自己的風格，不過首先，很重

要的是致敬母劇，它是開創性的，我

們站在母劇的肩膀上，因為有《冰與

火之歌》的成功，才有前傳，而且我

參與過母劇製作，我不會說：『讓我

們改變一切！讓我們換一個色調吧！

』我不會這樣，我還滿喜歡原本的調

調。」

明格爾薩普什尼克繼續說：「如

果你講每一句話的開頭都是『當我們

拍《冰與火之歌》時...我們是這樣做

的』，就代表你迷失了，前傳是另外

一回事，也應該是如此，不同劇組，

不同人和不同風格，希望它會被影迷

視為不同的存在，前傳不會一夜之間

就掙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我們希望粉

絲會喜歡前傳，所以全力以赴期望最

終結果能對得起『《冰與火之歌：權

力遊戲》前傳』這個頭銜。」

《House of the Dragon》改編自

喬治 RR 馬丁（George R.R. Martin）

的歷史書《冰與火之歌前傳：血火

同源》（Fire & Blood），背景時間

設定在母劇事件的200年前，講述坦

格利安家族的興起與滅亡的傳奇歷

史。

前傳《House of the Dragon》和《冰與火之歌》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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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港飛魚再添兩金
殘特奧閉幕

女足亞洲盃抽籤 中國避開日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女足亞洲盃

分組抽籤28日在吉隆坡亞洲足協總部舉行，中國
女足與東道主印度、中國台北和伊朗隊同組，成
功避開了上屆冠、亞軍日本和澳洲隊。女足亞洲

盃將於明年1月20日至2月6日在印度舉行，這屆
亞洲盃同時也是2023年澳洲和新西蘭女足世界盃
的選拔賽，前5名（世界盃東道主之一澳大利亞
女足除外），將獲得世界盃入場券。中國女足1
月20日首戰中國台北，23日對伊朗，26日迎戰東
道主印度。

女足亞洲盃分組抽籤結果如下：

A組：印度、中國、中國台北、伊朗

B組：澳洲、泰國、菲律賓、印尼

C組：日本、韓國、越南、緬甸

●●鄧俊文鄧俊文（（左左））//謝謝影雪東京奧影雪東京奧
運後人氣急升運後人氣急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卓耀在上屆香港公開賽李卓耀在上屆香港公開賽
奪得男單冠軍奪得男單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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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28日在車公廟體育館舉行第十四屆全運會香港代表團返港歡迎儀式，歡
迎代表團載譽回港。今屆全運，港隊共派出169名運動員出戰18個項目的比賽，並在單
車、劍擊及空手道項目奪得2金5銅。 ●中新社

載 譽 回 港

香港羽毛球公開賽是本地體壇最受歡迎的盛事之
一，創辦於1982年，2004至2006年期間，升格

為總獎金達25萬美元的“六星級”世界大賽；2007
年，成為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的其中一站，吸引世界排
名前十名的羽球好手參加；2018年起，該賽事被世界羽
聯列為世界巡迴賽超級500賽事，吸引了林丹、李宗
偉以及戴資穎等世界頂尖名將多次到港參賽。可
惜因疫情原因近兩屆賽事均被迫取消，不過世界
羽毛球聯會（BWF）28日公布的2022賽程就為
本地羽毛球迷帶來好消息，香港公開賽已被列入
賽事名單，有望在明年11月8至13日舉行。根據
BWF公布的賽事名單及賽程，明年世界羽壇大
賽將會全面恢復正常，來年暫定將會舉行33項比
賽。

李卓耀晉法國賽男單8強
東京奧運在港引發一場運動狂熱，其中不

少羽毛球港隊成員更是知名度大增，謝影雪、
鄧俊文及伍家朗等球手成功收穫大量“粉
絲”，加上疫情期間多個體育大賽延期或取
消，如明年香港公開賽能如期上演，勢將掀起
“撲飛”熱潮。而上屆香港公開賽冠軍正是近
況大勇的本地球手李卓耀，在龐大的現場觀眾
支持下，港隊有望再次在主場取得好成績。

目前港隊正在歐洲出戰法國公開賽，其中
李卓耀以21：17、21：18力挫法國球手Thom-
as Rouxe殺入8強，當地時間周五將與淘汰伍家
朗的日本球手常山幹太爭奪4強席位。而混雙組
合鄧俊文／謝影雪當地時間周三在首圈比賽，以
21：17、19：21、21：13 勝丹麥組合Mikkel
Mikkelsen／Denrikke Soby，晉級16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國羽毛球隊
在結束蘇迪曼盃、湯優盃以及丹麥羽毛球公開賽
後，回國封閉集訓，全力備戰12月12日至19日在
西班牙舉行的羽毛球世錦賽。由於羽毛球世錦賽是
國際羽聯以邀請的方式決定運動員參賽資格，目前
國羽在混雙、女雙、男雙和女單4個項目上均各獲
得3個參賽席位，唯男單僅取得2席資格，里約奧
運會男單冠軍諶龍意外不在受邀之列。
受邀參加世錦賽的國羽球員為：男單石宇

奇、陸光祖，女單陳雨菲、何冰嬌、王祉怡，混雙
鄭思維/黃雅瓊、王懿律/黃東萍、何濟霆/杜玥，
男雙李俊慧/劉雨辰、何濟霆/譚強、劉成/黃凱
祥，女雙陳清晨/賈一凡、杜玥/李茵輝、鄭雨/李
汶妹。
為了備戰世錦賽，國羽在結束蘇迪曼盃、湯

優盃以及丹麥公開賽4項大賽後，集體缺席本周
的法國公開賽、下周的德國公開賽以及11月的
兩站印尼賽事，啟程回國，進行封閉集訓。10月
初的蘇迪曼盃，中國隊第13次奪冠；隨後優盃
奪冠，湯盃獲得亞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在日本舉行的
亞洲足協U23亞洲盃外圍賽分組賽K組賽事，日
前不敵柬埔寨的香港U23代表，28日以0：4不敵
東道主日本，兩戰兩敗下黯然出局。主教練張健峰
希望球員可以汲取今次教訓，認清與亞洲水平的差
距，在未來加倍努力追趕。
身處K組的港隊，日前首戰以2：4不敵柬埔

寨，要爭取出線必須擊敗勁旅日本，可惜球隊最終
未能爆冷，以0：4再敗一仗出局。港隊今仗全場
處於被動，上半場僅有林衍廷一腳射門較具威脅，
上半場落後一球下，換邊後再失三球大敗而回。
港隊主帥張健峰表示球隊表現雖然比上一仗進

步，但與亞洲水平差距仍然明顯，期待他們可以認清
現實努力追趕：“比起很多國家，我們這批球員已不
算年輕，但經驗相對缺乏，我們與亞洲水平差距顯而
易見，除了球員要繼續努力，若要提升整體青訓水
平，需要所有持份者團結一致。”

港足負日本 U23亞洲盃出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第十一屆全
國殘運會暨第八屆特奧會28日結束最後一個比賽
日的較量，於29日晚在西安奧體中心體育館閉
幕。港隊飛魚黃漢彥及張淬淇再各奪1金，令香
港代表隊以10金1銀6銅的戰績結束今次陝西殘
特奧之旅。
已有4金在手的黃漢彥，28日出戰游泳男子

SM14級 200 米混合四式決賽，以破全國紀錄2
分23秒72的佳績奪金。黃漢彥在今屆賽事共參加
5個項目的比賽，最終全部奪金，為明年亞洲殘
運會打下強心針。
而在今次運動會同樣光芒四射的“女飛魚”

張淬淇，28日也不遑多讓，於女子SM14級混合
四式決賽游出2分45秒13個人最佳成績，並奪取
金牌。她於今屆所參加的5項賽事中，共取4金1
銀。賽後，她感謝教練協助，令她能夠在隔離期
間安排訓練計劃保持狀態。她還多謝家人，在她
有壓力或不開心的時候給予強大的支持。
其他賽事方面，港田徑代表鮑錐耀出戰T35

級100米跑，以14.96秒名列第7；而首次出戰田
徑男子T38級100米決賽的朱澤生，則以14秒21
排名第6。乒乓男子TT9級單打淘汰賽，王志賢
於8強賽以1：3不敵河北隊的韓亞杰，轉戰第5
至8名排名賽以局數3：1勝甘肅隊吳政志，再於
第5至6名排名賽以局3：2擊敗河南隊劉威，總
排名第5。另外，游泳男子S13級50米自由泳決
賽，聶建軍游出個人最佳成績28秒48，以第7名
完成賽事。

世界羽聯公布2022年賽事名單

國羽參加世錦賽名單出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謙）東京奧

運後一眾香港羽毛球隊成員人

氣急升，下年市民終於有機會現

場為謝影雪、鄧俊文及伍家朗等

明星級運動員加油，因疫情連續

兩年取消的香港

公開賽有望於明

年11月8至13日

復辦，相信屆時

將會掀起一波

羽毛球熱

潮。

●●香港香港UU2323代表隊代表隊（（紅衫紅衫））以以00：：44不敵日本不敵日本。。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林丹退役前林丹退役前
（（20192019 年年））到港到港
參賽參賽。。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伍家朗主伍家朗主
場上陣場上陣，，力力
爭好成績爭好成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東萍黃東萍（（左左））//鄭雨在丹麥鄭雨在丹麥
公開賽奪女雙冠軍公開賽奪女雙冠軍。。新華社新華社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10月29日（星期五）5

●●黃漢黃漢彥彥（（中中））及張淬淇及張淬淇（（右右））為港隊貢獻為港隊貢獻99金金。。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供圖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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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霞光》：反套路輕喜劇
突圍傳統諜戰劇類型敘事

作為一部非典型諜戰劇，城市景觀

的復建與人物情感的表現盡顯樸素的生

活美學，以「反套路」的敘事模式與

「復合性」的內在機製書寫諜戰輕喜劇

的修辭策略，創造性地建構一種「同一

屋檐下」的微型格局，實現中國革命精

神的弘揚與感召，拓寬了諜戰類型的敘

述模式。

以「女性」「輕喜劇」為標簽的非

典型諜戰劇《霞光》首集收視率實現1.7

的「開局脆」。該劇以日常敘事介入諜

戰故事，「小切口」呈現1945-1949年之

間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凸顯諜戰劇的

生活美學氣息，在嚴肅性與娛樂性之間

反復調和，探索諜戰輕喜劇的修辭方式

和敘事策略。在此基礎上，《霞光》嘗

試深化中國革命信仰的影像化闡釋，開

拓新時代中國精神的傳播路徑，以此實

現主旋律影視劇的創新表達。

城市底蘊與情感訴求：符合生活美
學的日常表達

大連這座城市承載著近代中國革命

的歷史記憶，記錄著中國共產黨人曾經

留下的奮鬥足跡。抗戰宣告勝利，大連

成為中國大地上唯一的特殊解放區，中

央計劃成立大連市委以及民主政府。

《霞光》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展開

敘事，無處不在的「大連元素」勾勒出

極具東北韻味的市井畫卷。為了復原真

實的城市景觀，從高大霞家的院子到街

道的建築，觀眾能在熒屏上看到大連的

地標性建築如老青泥窪橋、蘇聯樓、南

山小洋樓、寺兒溝等。同時，大連的特

色食品如海麻線包子、油煎燜子、海鮮

等，以及「血受」「刺鍋子」「挽霞子

」「咪咪嘎」等地方方言的使用，都充

分還原了上世紀四十年代充滿浪漫氣息

的大連城市底蘊。

可貴的是，這些視覺元素並非割裂

式地單獨存在，而是巧妙地縫合進故事

之中，使歷史記憶與諜戰敘事相融。如

吳媽潛伏在蘇聯樓屢次破壞傅家莊與蘇

聯的接洽工作，國共兩黨都想抓捕的日

軍高官石田元三藏身於寺兒溝，麻蘇蘇

在傅家莊為人民安置南山小洋樓時從中

作梗，敵方特務用包子裝化學品以引爆

兵工廠，高大霞依靠一句「血受」的俚

語方言識破方若愚的敵特身份等。可見

，通過城市景觀的重塑和文化記憶的尋

根，《霞光》帶領觀眾感受濃郁的地域

文化、人文精神以及參與中國人民解放

戰爭的先輩們在這塊熱土上做出的巨大

貢獻。

在這個充滿生活氣息的空間場域，

《霞光》中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譜系鋪

展開來。他們不像《潛伏》《偽裝者》

《懸崖》中的傳統特工形象，陷入無休

止的偷情報、生死考驗、辨別敵我等驚

心動魄的博弈之中，而是真實地追求情

感，平衡自己的狀態，充分顯示電視劇

的生活美學訴求。恨嫁的「大齡剩女」

高大霞，時常把找對象掛在嘴邊，在和

傅家莊經歷過誤解、博弈、生死之後，

最終成為堅定的革命戀人；寡婦「嫂

子」劉曼麗，一心追愛，「撩」完傅家

莊，「戀」上楊歡，盡管結局悲慘，但

過程是「顏控」婦女的「歡樂多」；心

狠手辣的麻蘇蘇愛上方若愚卻幾次三番

被拒絕，上演一出「女追男」的尷尬戲

碼；長相醜陋的甄精細和大令不打不相

識，成為敵方特工隊的「門當戶對」；

一心向黨的「白毛女」袁飛燕暗戀傅家

莊，甘願住進小洋樓為傅家莊破「鬧鬼

謠言」；小跟班高守平因為高大霞和萬

德福的關系，膽戰心驚地和萬春妮處對

象；與我黨同盟的蘇聯高級指揮官安德

烈，熱情地追求袁飛燕。可以發現，

《霞光》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都一邊「諜

戰著」，一邊「追愛著」，尋找精神慰

藉和內心愉悅，在特殊年代追求自我的

情感體驗，從而使以強情節為核心的諜

戰劇平添一種樸素的生活美學。

反套路與復合性： 「諜戰輕喜劇」
的類型探索

傳統諜戰劇如《潛伏》中的翠平、

《和平飯店》中的陳佳影、《偽裝者》

中的明鏡大姐等女性形象，要麼剛柔並

濟、要麼足智多謀、要麼魅力四射，這

也形成了觀眾對諜戰劇女性的「刻板印

象」。而《霞光》恰恰以「反套路」的

錯位形式塑造了「高大霞」形象，我們

可以統稱為「女英雄的多副面容」，她

或是被委以重任的「老革命」，或是開

啟邀功模式的「演講小達人」，或是充

滿「彪」氣、愛管閑事的「文工團指導

員」，或是假扮「老姨」潛入敵營的

「沖鋒女英雄」。尤其是為了幫助生死

未蔔的大哥「保住」嫂子劉曼麗，她甚

至考慮和傅家莊假扮戀人。同樣是「假

扮」的戲碼，《懸崖》中的周乙和顧妍

秋步步為營、九死一生，而《霞光》中

的高大霞則略顯兒戲，這與觀眾對女英

雄形象的常規印象形成反差，營造一種

喜劇情境，產生「笑料」。

這種「反套路」的喜劇敘事也表現

在國名黨特務「甄精細」身上。與常規

情境下深諳世故、精於算計的敵特形象

不同，甄精細是一個典型的「醜角」形

象，這種醜角化一方面通過長相醜陋、

行為遲鈍的形象特征與其國民黨特務身

份貼合，另一方面角色所呈現出的「隨

時暴露身份」與故事世界中老姨、老姨

父等人都在盡力潛伏形成外在張力。圍

繞甄精細所設計的搶喝藥酒、裝錯竊聽

器、暗殺中偷懶等一系列真不「精細」

的情節，都以形象的「糗事」來營造喜

劇效果，創新諜戰輕喜劇的藝術形式，

拓展喜劇敘事。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國民

黨特務的「破壞」「暗殺」行為予以諷

刺，從而讓觀眾重新審視這段歷史。

事實上，不管是依靠「喪鐘敲響」

行動獲得抗日轉機的《偽裝者》，還是

利用「假夫妻」關系製造情感矛盾的

《懸崖》，抑或是通過情報員的犧牲凸

顯信仰的《風箏》，觀眾仍然希望在熒

屏上看到中國共產黨人與敵特鬥智鬥勇

的經典橋段，這是諜戰劇最喜聞樂見的

敘事方式。《霞光》將視角聚焦於「諜

戰輕喜劇」的類型探索上，其藝術價值

不言而喻，這既是對抗固有的常規敘事

的創新之舉，也是應對諜戰劇創作巔峰

之後進入「瓶頸期」的策略之一。

顯然，該劇不僅營造充滿智力在線

的各種「危機考驗」，而且也製造引人

深思、發人深省的「笑的精神」，試圖

挖掘諜戰輕喜劇嚴肅與娛樂並存的「復

合性」特質。比如「萬德福是大姨」這

條暗線即顯示出諜戰與喜劇的「復合性

」。為了追求高大霞，萬德福被嫂子劉

曼麗忽悠了一臺「戲匣子」，陰差陽錯

地差點成了自己女兒的「姐夫」，與高

大霞交談時總是含蓄害羞、眼神躲閃，

讓人啼笑皆非；但最後身份暴露、懸念

解開，觀眾發現萬德福才是殺人如麻的

「大姨」，這使整條敘事線兼具輕松詼

諧與緊張懸念，也暗示特殊時期中國共

產黨人奪取全國政權的艱難不易及其強

大的凝聚力和領導力。

「同一屋檐下」 的格局：革命精神
的延續與感召

在生活美學和諜戰喜劇交織的革命

歷史大背景中，《霞光》創造性地建構

了一種「同一屋檐下」的微型格局，將

高大霞、傅家莊、方若愚等人聚集在同

一空間中，通過人物之間的糾葛、較量

，顯示革命精神的延續與感召，從而呈

現作品的精神力量和審美價值。

一方面，革命同盟高大霞和傅家莊

住在高家的院子裏，高大霞受到傅家莊

的精神引導，顯示從小人物走向大英雄

的「成長型」敘事。高大霞和傅家莊一

開始是以互相認錯身份相識的，傅家莊

經李雲光介紹住進高家，與高大霞在誤

解、矛盾、生死考驗中感情升溫。其中

，傅家莊與敵特鬥智鬥勇，順利完成我

黨與蘇聯之間的接洽工作，委托萬德福

調查高大霞以破除其「漢奸」猜忌，分

配小洋房讓百姓成為真正的無產者，積

極完成《共產黨宣言》《毛澤東選集》

的出版任務、破壞敵人利用通用券擾亂

大連金融市場的計劃，用生命阻止爆破

瓦解「龍兵過」行動等，傅家莊所有的

利他行為和精神信仰都被高大霞內化為

自身的革命理想和價值觀，她逐漸成長

為一名為無產階級事業奮鬥終身的革命

戰士。因此，傅家莊是高大霞堅定信仰

、敢於與國民黨周旋和鬥爭的「領路人

」，也是革命道路上披荊斬棘的「忠實

伴侶」，他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先進的思

想意識指引著高大霞完成蛻變，這種革

命精神的內在延續正是《霞光》的可圈

可點之處。

另一方面，革命對立陣營的方若愚

和高大霞明爭暗鬥，他們陰差陽錯地住

進了小洋樓，他們互相監視、博弈，最

終方若愚在高大霞的精神感召下,一起阻

止國民黨的陰謀，彰顯從敵方走向我方

的「轉變型」敘事。其實，高大霞和方

若愚之間「敵明我也明」的敘事線索，

既是《霞光》濃墨重彩的敘述方式，又

是提升作品精神空間的點睛之筆。全劇

以高大霞撿到方若愚的鑰匙開篇，以方

若愚與高大霞握手言和並委托其照顧女

兒袁飛燕收尾。高大霞一次次識破方若

愚的陰謀詭計，指認他是哈爾濱馬疊爾

旅館的特務，與他當面對質綁架行為，

認定他是鮮花炸彈的幕後黑手，與他開

展搜尋日本軍火的爭奪賽，向他審問調

換檔案之事，拆穿他進入物資公司的真

正目的，認出他暗中寫的「反動標語」

等。方若愚則以逃避、迂回、否認的方

式竭力隱藏自己的「老姨父」身份。最

終，方若愚認識到國民黨一直在「畫大

餅」，想到自己當初參加國民黨也只是

為了尋找丟失的女兒，並不想害任何人

，同時在高大霞等人的精神影響與信仰

感召下，他幫助高大霞擺脫困境，獲得

自我的超越。

《烏海》開啟預售再曝海報 黃軒塗們 「翁婿」 開杠
由周子陽執導，黃軒、楊子姍領銜出演的

電影《烏海》曝光全新人物海報，並宣布全面

開啟預售，影片將於10月29日正式上映。

日前，《烏海》舉行特別點映，導演周

子陽、特別出演塗們一同驚喜現身，從周子

陽長片首作《老獸》到第二部長片《烏海》，兩

位電影人合作梅開二度，愈加默契。

成年人的崩潰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借錢、

誤會，還是激憤之下脫口而出的違心狠話？電影

《烏海》講述了楊華、苗唯這對普通小夫妻在金

錢、誘惑、欲望、猜疑面前所遭遇的三天驚變。

在最新曝光的人物海報上，黃軒、楊子

姍側顏出鏡，一人面帶傷痕、眼神冷峻，一

人若有所思、心事重重，看似平靜的氛圍之

下，暗湧將至，而上下倒旋的構圖營造出顛

倒的視覺效果，呼應著這場天翻地覆的內心

風暴與生活巨變。

值得一提的是，周子陽導演前作《老獸》

的男主塗們，在《烏海》中特別出演了楊華

的嶽父。當走投無路、步步絕境的楊華，

「杠」上怒其不爭、愛女心切的父親，兩人

之間的翁婿對手戲令人頗為期待。

特別點映結束後，導演周子陽、特別出

演塗們於映後一同現身，與到場觀眾熱切交

流。言及兩人的兩度合作，周子陽表示，

《老獸》是他的第一部作品，正是在該片上

映期間，對生活的觀察與社會見聞，讓他萌

生了拍攝《烏海》的想法。

這一次，他同樣既是導演，也是編

劇，基於現實主義的視角和超現實的地理

質感，借助於視頻媒介內容對當今生活的深

刻影響，《烏海》在戲劇性和視覺美學上要

纏繞得更加緊密。

談及兩人的再度合作以及故事和角色所傳

遞出來的痛感，塗們笑言，「沒點兒痛苦還怎

麼拍電影？子陽導演是80後，而且他很清楚自

己想要表達什麼。感謝每部電影和不同的角色

，給了我『新生』」。「忘年交」組合對電影

的熱誠之心讓現場觀眾頗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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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每年一度大型

籌款節目《星光熠熠耀保良》將於下月28日假香港

紅館舉行，今年將是相隔兩年在將軍澳電視城重返紅

館，28日在銅鑼灣保良局舉行發布會。《青年心城之撐起青

春》男女主角林正峰與游嘉欣近日被傳戲假情真車廂談

情，他倆已透過經理人否認，28日兩人同場大方合

照，林正峰指經此一役會事先向女友備案，但

他仍會於收工後繼續接載嘉欣，嘉欣就提

議他裝上車 cam以證

清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韓國女團“少
女時代”成員泰妍，28日被爆捲入土地欺詐。
泰妍被指前年花費11億韓圜購入一處土地，結
果入手後才發現該處土地是無法開發的保護
地，大筆金錢被騙去之餘，且她本人還被質疑
是炒房。對此，28日下午，泰妍更新發文回應
此事，表示買地本來是想蓋房子跟家人住得更
近，並非為了投機。

否認為投機獲利
泰妍2012年就擲下7億韓圜買孝親房，在

故鄉全州的豪宅區買了一層公寓送給爸媽住，
空間高達88坪，讓她非常自豪：“買了有3間
廁所的房子給父母”。

不過，據韓媒報道，警方近日破獲一起房

地產詐騙案，爆出建商存心隱瞞，指泰妍2019
年以11億韓圜購買京畿道一處土地，未料該土
地僅限於軍事及公共設施使用，且受《山林保
護法》保護，是無法開發的土地，共3千多人
受騙，泰妍也是受害者。

另有媒體指出，其實購買者並非泰妍，而
是泰妍的父親借名投資，誤以為建商有特殊管
道，得知該土地未來開發消息，被誘騙後購買
該處土地，但泰妍父親去年3月因心肌梗塞去
世，留下這一筆錯誤投資的代價，只能由女兒
泰妍背負。

泰妍28日透過社交網發文回應，表示自己
購買土地是為了蓋一棟全家人可以住得更近的
房子，購買土地也是她和父母一起做的決定，
絕對不是為了投機獲利。

讀
碩
士
課
程
跟
家
庭
教
育
相
關

麥
雅
緻
反
思
子
女
真
正
需
要

遭詐騙誤購非開發用土地
“少時”泰妍逾11億韓圜難取回

緋聞男女台上台下不避嫌

已向女友備案
林正峰繼續載游嘉欣

出席的演出嘉賓有國寶級鋼
琴大師劉詩昆和太太孫

穎，古箏演奏家鄒倫倫及歌
手 藝 人 李 幸 倪 （Gin
Lee)、泳兒，林正峰，
游嘉欣，胡楓、謝雪

心，應屆港姐冠軍宋宛
穎，亞軍梁凱晴，季軍及友

誼小姐邵初，最上鏡小姐楊培琳
等，場面熱鬧。
劉詩昆和孫穎很開心可以參與今

次的演出，孫穎透露：“原本只在幕後支
持，不用演出，不過老師提議由我在開場前
奏加段琵琶彈奏，能夠參與演出當然更加開
心。”而Gin Lee當晚會獻唱新歌，且很久沒
有上紅館演出，所以十分期待。泳兒則會獻唱
經典歌曲和一首靜態風格的新歌。

四位應屆港姐暫時未知當晚演出的項
目，但應該會做慈善探訪，問到四人會否心急
加入劇組，宋宛穎表示都想嘗試拍劇，但暫時
先 做好港姐任務，亦希望拍劇前先接受演

技訓練。梁凱晴、邵初和楊培
琳同樣想先履行港姐職
務，對於同屆落選港姐
關楓馨率先有機會主
持《男神廚房》，眾

女表示因仍要肩負港姐責任，但會捧場支持對
方。

宋宛穎獲關之琳提點談拍戲
宋宛穎早前出席李丞責的生日派對，席間

首次與大美人關之琳碰面，她很開心獲對方分
享以前拍戲的經驗，又提議她先嘗試在演藝圈
發展才作其他計劃。

此外，林正峰與游嘉欣在車廂密會傳緋
聞後，28日兩人首次公開現身，並大方給傳
媒合照，問到傳緋聞之後同場會否尷尬？游
嘉欣表示沒有，跟平日的相處方式無變，而
林正峰揚言出席完活動後仍會接載嘉欣，說

到女友的反應，他說：“女友都明白整件
事，自從緋聞傳出之後，女友的社交平台多
了不少人追蹤和留言，反而覺得開心，突然
好多人留意，（會唔會載多幾個女仔？ ）這
便不敢講，其實有需要的話，依然會接載其
他異性，但經此一役會事先向女友備案。”
身旁的嘉欣提議他在車內裝上車cam以示清
白，林正峰笑說不會考慮，重點是得到女友
信任，況且之前女友都知他接載嘉欣。反問
嘉欣是否會這樣做，單身的嘉欣即說：“有
先算啦。”他又解釋其實都不是經常接載異
性，只要公司幕後同事有需要又順路的話接
載一程也沒問題。

●相隔兩年，《星光熠熠耀保良》將重返紅館。

●劉詩昆和孫穎會參與今次的演出。

●● 麥雅緻為麥雅緻為
張穎康誕下張穎康誕下
33名子女名子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泰妍成詐騙案泰妍成詐騙案
苦主苦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宋宛穎(右)早前與關
之琳碰面。

●● 林正峰與游嘉林正峰與游嘉
欣稱他倆的相處方欣稱他倆的相處方
式不變式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 馬時亨女婿劉仲恒醫生，
5年前和鄭文輝等志同道合的年輕醫生創立醫
務中心，28日慶祝成立5周年紀念日，香港
政商界人士到賀包括林哲玄、梁卓偉、林正
財、梁智鴻、陳智思、劉仲恒、鄭文輝、譚
耀宗、胡定旭、梁馮令儀、陳婉嫻、馬王培
琪、曾志偉和馬時亨到場見證他們創業成
功。身為馬時亨老表的曾志偉百忙中抽空來
恭賀、支持世侄，世侄的醫療中心提供專業
優質的磁力共振、電腦掃描、乳房造影、超
聲波和X光服務等一站式醫學影像診斷和身
體檢查服務。記者笑志偉現在全副精力放在

TVB，工作忙碌，他家人也是最擔心他影響
身體健康，看來他都可能勤些來找世侄驗
身，令家人放心。

最近見到志偉一天內一口氣接受數間媒
體的專訪，由上午到傍晚面對文字媒體、電
子媒體的訪問，講話都是完全脫稿，頭腦非
常清醒，精力十足，除了對工作部署胸有成
竹外，他說已經戒掉夜生活，早睡早起，飲
茶多於飲酒。他甚至有時自帶健康飯盒返
工。“雖然TVB的餐廳飯菜都不錯的，但再
好吃你餐餐食都會無味，我終於都明白人為
何帶飯盒上班，我自己都帶呀！”

志偉百忙中抽空支持世侄

●●曾志偉前來賀劉仲恒醫生曾志偉前來賀劉仲恒醫生。。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開電視新節目
《學霸睇樓團》以育兒、選校等為題，到
各區看樓兼介紹區內名校，而首集邀請了
麥雅緻擔任嘉賓，跟幾位主持大談媽媽
經，其間主持之一陳琪笑言最怕選到功課
多的學校，表示跟孩子做功課會破壞之間
關係。

節目中麥雅緻被稱為親子教育的專
家，皆因她修讀“兒童與家庭教育文學碩
士”，她表示修讀課程後，學會了反思及了
解子女的真正需要，而問到麥雅緻在選校方
面會否崇尚傳統名校？她指：“我對傳統名
校有不同階段看法，最初我以為自己不喜
歡，不過看着又覺得傳統名校學費便宜、有
好背景，我又變得好喜歡，但我反省過後，
覺得最重要是看小朋友本質。”

提到為小朋友選校，陳琪表示最怕功
課多的學校，她笑說：“做阿媽最驚收到
沒有來電顯示的電話，因為全部都是老師
打來，一聽到問是否胡芷苓（女兒）媽
媽，我就飆汗，因為通常下一句就是她未
交功課，而且最擔心做功課是會破壞親子
關係，有時覺得‘這麼簡單，教極都不
會’，真的好生氣。”

●● 三位應屆港姐三位應屆港姐
將作慈善探訪將作慈善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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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美国是一个“全球征税”的国家

，同时采用“属人”原则，而非“属

地”原则。也就是说，只要身份被视

为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您的全球财

产都要缴税，而不管您的财产是在美

国，还是在中国、香港或是其它国家

。特别是移民美国的朋友，如果你的

资产量很大，就一定要仔细了解美国

的遗产税，做好财产传承的规划。现

在财产继承的规划不再只是那些家产

万贯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必须要做

的，拥有一、二百万资产的中产阶级

也需要了解。因为继承规划不仅仅意

味着少缴或不缴遗产税，还是会与税

务及资产配置有密切相关的。那么今

天就来跟大家详细地讲一讲，移民美

国哪些资产需要缴纳遗产税。

我们先来了解下为什么美国要征收

遗产税？

美国设立遗产税的目的，是期望

通过对富人遗产的高额征税，来减少

不劳而获“接力”传富的行为，意在

实现代际接替的平等化，不致使富人

的下一代过度地赢在起跑线上。而且

征得的遗产税款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

，从而对弱势群体进行补贴，以增进

社会的整体效益。

那什么是遗产税？

美国联邦遗产税(Estate Tax)是对有

生之年赠与财产和死后继承财产征收的

一种税，也就是说有赠与税和遗产税两

部分，所以也称为“遗赠税”。

美国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纳税主体是

赠与人（送钱的人），也就是谁赠送谁

缴税。而且接受者收到的赠与或者继承

的财产，不算作收入，也不需要缴纳个

人收入所得税。

那发生什么情况，会被征收遗产

税？

a)、美国居民向任何人、赠与、传

承任何资产，都受美国遗产税与赠与税

的约束。

b)、非美国居民向美国纳税人赠与

美国境外资产。（注意：美国税务居民

在一年内收到的境外赠与总额达到10万

美元时，需要在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同时向税务局做申报这些赠与，但这不

会增加其税负。）

c)、非美国居民赠送美国境内资产

。

哪些资产需要被征收遗产税？

遗产的定义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有

形和无形的个人财产等。

比如现金是有形资产，而公司股份

、债券、保险单、退休金、知识产权中

的财产权益是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中的各项一般都按当时的

市场价格来确定其价值，比如房产究竟

值多少钱，就得按照当时的市价来确定

。

除了死者全部财产，住房，存款外

，还包含以下 (含死者去世时并未实际

享有部分) :

去世者配偶继承的财产

去世者去世前三年转移他人之财产

去世者某些权利转移到受赠者手中

的部分

去世者生前要转移的财产被终止转

移的部分

去世者给子女的保险金( 这些保险

金实际并不是去世者”享有”,但必须计

算在遗产之内 )

去世者与他人合资部分的财产

联邦遗产税与遗产总值直接相关，

遗产越多，税率越高。

不过并不是遗产总额的每一分钱都

必须缴纳遗产税。从遗产总值中扣除债

务、丧葬费用、配偶继承的数额，捐献

给慈善机构的数额，再扣除“免税额”

之后的数目，才是可征税遗产。可征税

遗产的总额越大，税率越高，继承人需

要先缴纳的税款也越多。

这里提到的“免税额”是指联邦政

府遗产税的免税额度，2020年的免税额

度是1158万美元。也就是说，每人一生

（生前）有1158万的赠与额，生前赠与

掉多少身故后就从你的遗产免税额中扣

掉多少。当然，如果你每年都为超额的

部分交了赠与税，那就不会影响您身故

后的遗产免税额。2020年的遗产免税额

是1158万，如果你生前一共赠与出去了

100万，那么去世时你的遗产免税额还

剩下958万，因为你生前已经用赠与了

100万。

按照目前税法，最高需要缴纳联邦

遗产税率可达40%，而且很多州还有自

己的遗产税和继承税, 而且起征额一般

在1百万， 税率大概在16%左右。

美国遗产税怎么能合理规避？

虽然美国实施遗产税政策，但是，

美国每年实际缴纳遗产税税额的人并不

多。美国前财长劳伦斯· 萨默斯说，美

国每年继承的财产有1.2万亿美元，而

2012年遗产税仅收上来140亿美元，大

概相当于总继承额的1%。另据统计，美

国在整个二十世纪的遗产税收入总额仅

相当于1998财政年度的个人所得税。

造成征收数额如此低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富人们深谙避税之道，比如 家族

就曾规避了大量遗产税。

在美国富豪通常会使用设立信托的

形式来规避遗产税。

这里提到的避税工具信托是什么？

在中国，信托是理财工具，类似一

个资金池，人们把钱放进信托，然后进

行统一的投资以期获得收益。而在美国

，信托更是一个法律意义的概念。信托

，由专业的律师设立，是美国人常用的

规避遗产税，躲避债务的工具。

资产规划的过程中，信托是一个

非常有用的工具。信托，在美国有一

点像是遗嘱的概念，但是又比一般的

遗嘱要复杂，具有更强有力的作用。

一份符合家族财富规划的信托，应该

是在开始规划的时候就同美国专业的

律师共同策划完成的，什么要放在信

托里面，什么不应该放在信托里面，

信托的收益人是谁，这些都是需要提

前规划的。

快来看，你移民美国哪些资产需要缴纳遗产税？

白宫于9月20日宣布，美国将于11月

初取消对33个国家的航空旅客的限制，但

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

10月15日周五，白宫正式宣布，从

11月8日起，将解除对已完全接种疫苗的

外国公民的陆路边境和航空旅行限制。

白宫助理新闻发言人穆尼奥斯（Kev-

in Munoz）在推特上表示，新政策将于11

月8日开始实施，要求来自33个国家的外

国游客入美前全面接种新冠疫苗。

他写道：“这一公告和日期适用于国

际航空旅行和陆路旅行。这项政策以公共

卫生为指导，严格而始终如一。”

根据《路透社》报导，美国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 (CDC) 上周表示，美国将接

受国际游客使用美国监管机构或世界卫生

组织授权的 COVID-19 疫苗。

从11月8日开始，美国将允许来自法

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希腊

等欧洲26个申根国家，以及来自英国、爱

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的

已经接种过疫苗的外国航空旅客入境。

新政策正式出台后，美国旅游业和航

空业均表示欢迎。15日，美国航空、美联

航和达美航空--三大航空股价均上涨了

1-1.5%。

外国公民：完全接种疫苗出发前三天测试

阴性

旅行者必须出示完整的疫苗接种证明

以及在出发前三天内进行的Covid-19测试

的阴性结果。

任何经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疫苗都满

足入境要求，这也意味着打过其他疫苗的

外国公民，只要接种了辉瑞Pfizer、阿斯

康利AZ、强生Johnson & Johnson、莫德

纳Moderna、中国国药和北京科兴，都将

被允许进入美国。

自2020年3月以来，为了应对COV-

ID-19大流行，世界各国纷纷收紧入境政

策，美国政府当时对数十个国家公民开始

实施非必要旅行入境限制。

该政策至今已经有18个月，这也意

味着很多虽持有合法签证，但外国籍的公

民无法直接入境。

而早在10月14日（上周四），拜登

政府已经宣布将向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

旅行者开放其陆地边界。

这些陆路旅行者将需要出示疫苗接种

证明，但不需要出示Covid-19测试。

若未接种疫苗的游客仍将禁止从加拿

大或墨西哥陆地边界进入美国。

加拿大于8月9日开始已经允许全面

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入境。

10月14日（上周四），拜登政府已

经宣布将向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旅行者

开放其陆地边界。

这些陆路旅行者将需要出示疫苗接种

证明，但不需要出示Covid-19测试。

若未接种疫苗的游客仍将禁止从加拿

大或墨西哥陆地边界进入美国。

加拿大于8月9日开始已经允许全面

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入境。

入境美国无需隔离

白宫助理新闻发言人凯文‧穆尼奥斯

（Kevin Munoz）在推特上表示：“美国

要求赴美外国游客接种疫苗的新旅行政策

将于11月8日生效。此公告和日期适用于

国际航空旅行和陆路旅行。该政策以公共

卫生为指导，严格且一致。”

新规定不要求接种外国游客或美国人

入境后进行隔离。

但是，航班上仍然必须佩戴口罩，美

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已将口罩任务

延长至2022年1月。乘客需要提供他们的

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以便追踪联系。

CDC将很快发布有关国际航空旅客接

触者追踪的新规则。

出国旅行的美国人返国仍须出示最近

的COVID-19阴性证明。

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将面临更严格

COVID-19检测要求。他们还将受到计划

访问国家/地区的防疫限制，其中可能包括

隔离。

美国认可加拿大人混打疫苗

拥有混合疫苗和美国旅行计划的加拿

大人可以松一口气。

经过数周的猜测，美国周五晚间证实

，当新规定于 11 月 8 日生效时，它将

接受混合疫苗，该规定要求进入美国的外

国旅客全面接种疫苗。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告

诉 CBC 新闻，接种美国监管机构或世界

卫生组织授权的两剂 COVID-19 疫苗的任

意组合的个人将被视为已完全接种疫苗。

CDC不承认混合 COVID-19 疫苗，

但表示它更新了其指南，以反映全球越来

越多地接受这种做法。

CDC 发言人克里斯汀· 诺德伦德

(Kristen Nordlund)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虽然 CDC不建议在主要系列中混合

使用不同类型的疫苗，但我们认识到这在

其他国家越来越普遍，因此应该接受疫苗

记录的解释。”

美国开始接纳33个国家公民入境

白宫于9月20日宣布，美国将在11月

初取消对来自33个国家/地区的航空旅客

入境限制，但当时没有透露确切日期。

现在正式宣布后，也就意味着从11

月8日零时起，美国将接纳来自欧洲26个

所谓的申根国家，以及英国、爱尔兰、中

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等国家的接

种疫苗旅客。

此前，美国限制在过去14天去过这

些国家的外国人入境。

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怎么办

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仍然可以回到美

国，但将面临更严格的航空旅行测试要求。

白宫COVID-19（新冠病毒引发的疾

病）反应协调员杰夫‧齐茨（Jeff Zients

）在9月20日宣布新的国际航空旅行规定

时说，“更严格的测试要求”包括在其航

班启程前往美国一天内进行测试，并在返

回时再次进行测试。

10月12日关于墨西哥和加拿大陆地边界

的公告未具体涉及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所

指疫苗接种要求针对“入境的外国旅客”。

未接种疫苗的儿童怎么办

新的国际旅行公告中很少提到儿童，

但国土安全部告诉CNN，疫苗接种要求不

适用于“没有资格（接种）的”儿童。

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Jen

Psaki）在9月20日宣布对未接种疫苗的美

国人更严格的航空旅行规定时称，“在这

一点上，显然也适用于儿童”。

目前还不清楚对外国公民和美国儿童

的入境要求是否相同。CNN已经就这一点

寻求澄清。

白宫需澄清的一些情况

不过也有一些细节问题目前白宫还没

有给准确答复。

不清楚政府以什么样的文件来证明入

境者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世界各国在这一问

题上并不统一，是否需要出示实体卡片、疫

苗卡的照片或使用某种数字护照？因为美国

没有全国性的疫苗护照，但包括纽约在内的

许多州都为居民采取了选择方案。

最后对于有医疗豁免，宗教豁免的民

众到底可不可以入境？

终于盼来了具体解禁的日期，接下来

我们除了需要关注美国CDC的具体政策指

导之外，还得看美国驻华使领馆的签证政

策、中美两国航线的恢复程度。

不管怎么说，对于不少华人来说，

很多人的家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无法

来美，现在终于开放，对于等待探亲的

民众来说，这无疑还是一个好消息。

当然回国可能还是不易，但相信未

来，世界会慢慢恢复。希望接下来新冠

疫情对我们出行、生活的负面影响越来

越小，希望我们能随时顺利往返中美之

间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美国11月8日开放，完全接种疫苗的外国旅客可入境美国！

休息了近100 天之後，NBA( 美國籃球錦
標賽）新近又再次粉墨登場。每新一屆球賽於
正式開賽之前，全美廿多個參賽城市的球隊，
都會作開放式的球隊操練表演，好讓球迷先睹
為快；並且讓媒體記者來個探索，他們的狀態
近況，來個大肆宣傳，以增聲價。今年有兩個
新氣象出現，已令球迷為之振奮不己。那就是
加州勇士隊及洛杉磯湖人隊的彪桿表現。

先來看一下勇士隊。它是近年來NBA 球
賽的爭奪熱門冠軍人馬之一。這主要是隊中有
幾位球員，都是出色的3分球的 「食糊」人馬
。主將柯瑞(Stephen Curry)在今年熱身賽中，
只是小試牛刀而已，5場就狂噴了266記3分球
，這是什麼概念？那就估計到勇士又將引領

NBA來個新革命！.今年球壇上新球季可
望引領NBA另一波3分球革命的風潮！

最近幾年NBA球風是3分球當道，始作俑
者就是 「浪花兄弟」帶領的勇士，沒想到今年
熱身賽勇士變本加厲，每場比賽都是狂噴3分
球，5場比賽狂砍266記3分球，平均每場53.2
記，遙遙領先第2名爵士的45.8記，勇士3分
大轟炸的結果竟然是5戰全勝，讓人不禁好奇
，難道勇士又要引領 NBA 另一波進攻新革命
？！

平均每場砍53.2記3分球是什麼概念？不
妨看一下上季例行賽的統計數據，全聯盟最愛

砍3分球的是爵士，平均每場也只有出手43記
，而勇士也只以 38.7 記排名第 5，而 2015-16
球季勇士拿下破紀錄的73勝，球迷對當年的勇
士印象就是3分球很強，但其實那年勇士平均
每場也只砍31.6記3分球，從這些數據就可以
知道今年熱身賽勇士的3分球砍得有多誇張。

根據統計，今年熱身賽勇士每場比賽2分
球平均只出手42.6次，比3分球少了快10次，
而且對手平均每場3分球只出手36.8次，比勇
士少了快20次，這些都是讓人覺得不寒而慄的
數字。

而且別忘了，勇士一哥 「柯神」柯瑞在熱
身賽只是小試牛刀而已，平均每場就已出手
10.5次3分球，等到例行賽開打，這出手數絕
對會再往上攀升，而 「浪花兄弟」另外要角湯
普森(Klay Thompson)也預計在12月復出，屆時
勇士的3分砲火勢必會更加猛烈！

看過勇士的3 分球，就要看一下加州另一
勁旅洛杉磯湖人隊了。

原來本屆湖人隊陣容平均年齡，為聯盟中
最高。這樣，我們先回憶一下上季整個 NBA
球圈曾經湧現大量傷兵，這個不良現象，大大
打擊了湖人和籃網的爭標之路。到了今年新季
，兩軍各星級大將，又老了一歲，紫金軍團的
湖人隊，更網羅安東尼等合組列強之旅，但也
成了今年最老之師之一。新一季為免重蹈上屆

老兵受傷之覆轍，湖人隊的核心球員勒邦占士
，矢志修身重拾鋼條身形來出現。而東岸勁旅
籃網，則從提升醫療團隊質素入手，確保有一
流醫療人員，來保障受傷球員減少傷患，健存
上陣。

NBA去年爆發傷病潮，兩支爭標大熱湖人
和籃網均飽受打擊季後賽提早畢業。前者兩大
當家占士和安東尼戴維斯均因傷缺席超過廿六
場；籃網三巨頭杜倫、哈登和艾榮輪流受傷，
全季只有十二次同時上陣。

新一季要捲土重來，多支球隊都要克服傷
患問題。況且，紫金軍團今夏引入包括韋斯博
克和安東尼等多名年過三十的老將，大帝年底
又年屆三十七歲，陣容平均年齡為聯盟中最高
。故此湖人從勇士挖來辛祖任首席訓練師，為
一班老兵度身訂造訓練課程，總經理佩林卡透
露： 「占士着重增加纖細肌肉，身體線條更仔
細，以加強爆炸力和速度。」

籃網方面，廿九歲的艾榮因拒絕接種疫苗
而未能出戰一事，即使得以解決，但他跟三十
三歲的杜倫和三十二歲的哈登能否保持健康，
發揮出令人聞風喪膽的威力，則是另一個疑問
，後者直言： 「上季己隊已初顯實力，今季只
要全員健康，沒有任何球隊可以匹敵。」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今年今年 NBANBA 出現新看頭出現新看頭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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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王 CTWANT] 金馬影展自 2019

年起與司法院合作推出的「金馬X司法影

展」，以精彩好看的電影和豐富深入的映

後講座，廣獲大眾好評。今年特別邀請樓

一安導演入圍本屆金馬獎的《該死的阿修

羅》與五部最新國際獲獎佳作，透過引人

入勝的電影，走進世界各國的社會，從兒

福、青少年、家暴、性別權力等層面探究

親密關係，也延伸至訴訟判案過程中的正

義問題與大眾的關注影響。這些影片除了

台北，也會在台中、高雄放映，並舉辦映

後講座，帶領觀眾從電影中淬煉出更豐富

多元的思辨。

26日「金馬X司法影展」開幕記者會

，邀請到《該死的阿修羅》導演樓一安與

金馬影帝莫子儀、最佳女配角張詩盈，以

及剛以本片入圍本屆金馬獎女配角的王渝

萱，與司法院院長許宗力一同為司法影展

揭幕。許宗力院長很開心能與金馬影展三

度合作，一起透過電影為媒介，讓民眾從

中發現日常生活裡可能會接觸

到的各項法律議題，拉近司法

與人民的距離。樓一安導演表

示自己是受到資深記者胡慕情

的隨機殺人案系列報導獲得靈

感，希望這部《該死的阿修羅

》能帶大家看見這些人最原初

的樣貌。莫子儀這次演出媒體

記者一角，以精湛演技詮釋這

位身兼旁觀者、受害者，甚至

可能加害者的複雜角色。在劇

中飾演一對母女張詩盈和王渝

萱，兩人在彼此相愛又互相傷

害的糾結情感中爆發驚人火花

，王渝萱也以精彩的表現入圍

金馬獎獲得注目。

《該死的阿修羅》受到隨機

殺人案的啟發，但將冷血殺人

魔還原為人，不妄下批判，而

是揭開心中的善惡與脆弱，以及社會對悲

劇的推波助瀾，劇情的翻轉令人震撼。日

本名導堤幸彥的新作《初戀：殺人告白》

（First Love），集結北川景子、芳根京子

、木村佳乃與窪塚洋介互飆演技，心理醫

師試圖揭開弒父女大生的動機，卻也因此

面對自己的成長陰影，全片在碰觸道德禁

忌的同時，不忘報以溫柔目光。印度電影

《失嬰謎蹤》（Where Is Pinki?）以環環

相扣的情節，讓一個昏睡的小嬰兒，映照

出體制沉痾、警政弊病，照見階級、信仰

與婚姻的諸多問題。勇奪柏林影展新世代

14plus 評審團大獎的《女孩有問題》

（The Fam），則以七名成長於高風險家

庭的女孩故事，勾勒出生猛的新世代圖像

，也是一部衝擊力強大的作品。紀錄轟動

全球「卡巴特醫師案」的《驚生精事》

（Seeds of Deceit），刻劃荷蘭醫師隻手

遮天，擅自調包捐精，結果引起一連串倫

理和法律的爭議。同樣以真實事件出發的

《判決之前》（The Judgement），勇敢地

呈現媒體報導、鄉民輿論如何影響司法案

件的審判，也有如當頭棒喝。

勇奪柏林影展新世代14plus評審團大

獎的《女孩有問題》，以七名成長於高風

險家庭的女孩故事，勾勒出生猛的新世代

圖像。

以真實事件出發的《判決之前》，

勇敢地呈現媒體報導、鄉民輿論如何影響

司法案件的審判。

這六部作品除了在金馬影展「罪與罰

」單元首映，也將於台中、高雄兩地展開

巡迴放映，邀請觀眾不只來看最新的好電

影，影片映後舉辦的深度座談，也將邀請

多位跨領域專家，與大家一起探討影片提

出的議題，呼應台灣當代現狀，激發豐富

多元的討論。

「金馬X司法影展」 嚴選佳作
《該死的阿修羅》揭開人性善惡

由華文網路暢銷小說改編的愛情成長

電影《一杯熱奶茶的等待》今日官方公布

將於年底耶誕檔期上映，並釋放出第一支

《傳情篇》預告影片，身兼作者暨編劇導

演的詹馥華感到相當欣喜，對於第一次執

導的作品就能在符合片中劇情發展季節的

耶誕檔上映，覺得像是夢想成真的實現版

。電影網羅了新生代偶像連晨翔、吳子霏

、周予天，以及剛入圍今年金馬獎最佳新

人潘綱大等年輕演員，其中主要男女主角

連晨翔、吳子霏、周予天都將第一部電影

作品獻給《一杯熱奶茶的等待》，眾人聽

到耶誕即將上映的好消息都很興奮，期待

這部浪漫溫暖的愛情成長電影可以讓大家

在寒冬裡帶來溫暖與感動。

電影《一杯熱奶茶的等待》前導預告

《傳情篇》一開頭就聽到「最熟悉的DJ」

光禹透過電台傳出溫暖的問候，直接帶影

迷進入時空隧道，影片中率先釋出感情重

頭戲的「溪邊初吻」。這場戲讓男主角連

晨翔在備戲時就先苦操200多下交互蹲跳

，為了呈現男主角在這場戲必要的虛弱氣

色，天生陽光健康的連晨翔，必須來個自

然慘白的病容；他回憶這場戲時說「那場

是第一次吻戲，當天非常冷，剛好又在溪

邊，我已經皮皮挫了，整個氛圍也蠻符合

子捷生病的感覺，開拍前我跟導演聊了很

久，聊完我就到旁邊苦操蹲跳200下，一

定要把心臟操到快虛脫的樣子」，果然一

開拍子捷魂上身，連晨翔太投入情感，第

一個親吻就差點撞歪吳子霏的牙齒，子霏

笑談當時意外「那場戲是晨翔要奮力吻我

，結果第一顆鏡頭他就撞傷了我的牙齒，

哎唷喂呀！我想說不行，他現在情緒太重

，不能跟他講。但就覺得好衝擊啊，差點

笑場，果然是奮力一吻啊。」

連晨翔事後說拍完那場戲之後覺得有

一種說不上來的怪，那個怪好像是真的發

生了這樣的事情，那種感覺直到下戲後回

到家還要跟導演長聊才能調適回來。連晨

翔看過預告片後表示「真的很期待，這是

我的第一部電影，看了預告真的起雞皮疙

瘩，裡面有太多情緒，都是發自內心的，

拍這部戲的時候真的覺得好疲憊，因為很

想把子捷這個角色內化。」他說其中最難

的反倒是回到前面輕鬆的戲，重感情的深

情可以培養，倒著拍回輕鬆的黃子捷反而

需要重新調適，很謝謝導演一路上陪我聊

很多，幫助我進入黃子捷這個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男女主角的個性與劇

中人物角色性格有蠻大的反差，男主角

連晨翔有著健康帥氣的外型，本身也是

比較外放的性格，要詮釋一個內在情感

澎湃，外在表現性格孤僻的黃子捷其實

是蠻大的挑戰；而擁有空靈氣質與文靜

外型的女主角吳子霏要扮演劇中人物筱

華的靈巧與活潑對她來說也是第一次嘗

試。有趣的是拍攝這場吻戲時，連晨翔

為了重頭戲的情感投入，不但備戲時狂

操交互蹲跳，還把自己情緒壓抑到開拍

後的情感大噴發，而吳子霏當天反而帶

著到溪邊一遊的輕鬆心情入戲。這場戲

拍了兩天，第一天陽光普照，第二天卻

飄起小雨，子霏則向晨翔炫耀是她的功

勞，因為她臨時作了兩個晴天娃娃，她

對連晨翔說「細雨有點浪漫。晴天娃娃

還是有點用的啦，不然我告訴你，會下

大雨。」逗得連晨翔開懷大笑，果然這

場吻戲最後導演也相當滿意。

《一杯熱奶茶的等待》劇情傳遞等待

愛情的心酸浪漫與溫暖友誼的感動，讓曾

經在愛情裡等待的每一個人都學習到珍惜

與成長。原著小說在2001年蟬連兩年博客

來暢銷排行榜冠軍，更在中國大陸狂銷數

百萬冊之鉅，可說是兩岸三地億萬網民最

期待看到的校園青春愛情電影。不但是原

作者詹馥華歷經影視編劇、美術指導等過

程後初執導演筒的處女座，男女主角連晨

翔、吳子霏以及周予天也都是首次躍上大

螢幕，堪稱今年校園愛情電影最新鮮的組

合。主創團隊包括中環公司總經理暨出品

人吳明憲、華文創公司總監製暨出品人葉

如芬、監製張三玲，《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迴光奏鳴曲》製片陳保英，《我們

與惡的距離》、《天橋上的魔術師》、

《等一個人咖啡》攝影指導高子皓，《陣

頭》、《六弄咖啡館》美術指導賴勇坤，

《九降風》、《愛情無全順》造型指導孫

蕙美等，堅強的幕後團隊更是 《一杯熱

奶茶的等待》值得期待的保證，電影由双

喜電影發行，今年冬天耶誕節溫暖感動上

映。

《一杯熱奶茶的等待》連晨翔融入角色

備戲蹲跳200下 奮力擁吻吳子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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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关于“如何看待「教育本在每

时每刻」这一观点？”的问题引发众多网友讨

论。

在和提出问题的网友讨论教育的真谛时，

表示对一名做高教政策研究的教授提出的“教

育本在每时每刻”这一观点感触颇深。

但也有人提到家长不该每时每刻都想着教

育孩子，孩子该有自己思考的空间，家长应该

适当留白。

由此，引发了网友对这两种观点的争论。

事实上，“每时每刻”和“适当留白”都

是很好的教育理念，并不冲突，那为什么最后

会演变成为两个对立的观点呢？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家长往往只固守其

中一种理念，忽略了父母本身对孩子的影响力

。

01 好的教育就是要懂得“留白”

中国书画艺术创作上非常讲究留白，方寸

之地亦显天地之宽。

而对孩子教育上的留白，就是要给孩子自

主的空间，让他能自由铺展自己的成长画卷。

可在如今紧张的教育环境下，孩子的学习

是头等大事，很多父母时刻严抓不怠，懂得在

教育中给孩子留白的父母少之又少。

近日，一则题为“十岁女孩肚子疼医生建

议退掉补习班”的新闻引发全网关注。

女孩悠悠每天都喊肚子疼，无数次造访医

院医生都说查不出病因，看了心理医生后才发

现，原来悠悠是在父母的高压教育下患上了心

病。

自幼儿园开始，父母就给悠悠报了很多培

训班，刚上小学时，悠悠成绩还不错，可到了

三年级，写作业速度越来越慢，成绩也在不断

退步。

于是父母又给她增加了培训班，连周末都

在补课，没有半点喘息的空间。

悠悠怕自己难以达到父母的要求，因此产

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一紧张就肚子疼。

最后医生给出诊断：孩子不仅记忆力衰退

，还会情绪焦虑，建议孩子少上些补习班。

父母依言照做后发现，悠悠的成绩反而进

步了。

好的教育，就是给孩子自由空间的同时，

也调动起孩子学习的主动性。

美国奥林匹克体操冠军肖恩的妈妈特瑞·

约翰逊说过：“当家长最好的就是给孩子信任

。”

家长在教育上的适当留白，就是让渡一部

分自由，把信任交给孩子。

这样做不仅会增加孩子对自我生活和学习

的掌控感，变得更加自信，还有利于消除孩子

因被动压力产生的焦虑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

自身进步上。

只有懂得在教育中留白的父母，才会养出

能自主进步的孩子。

02 “每时每刻”就是把教育渗透进生活点滴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教育的根本意

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

不有教育的意义。”

生活随处是课堂，小到穿衣吃饭，大到待

人接物，都需要家长留心教育，让孩子亲身体

会其中的苦乐对错。

前不久看到一则新闻：

湖北刘先生怂恿儿子用石头砸自己的脚，

却引来网友一片称赞。

原来刘先生的儿子平时喜欢捡石头砸东西

，有一次还在二楼健身房把哑铃片往下扔。

多次教育无果后，为了让孩子长记性，刘

先生故意让儿子脱掉鞋子，捡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

儿子嚎啕大哭，刘先生反而在一旁笑得开

心。

效果立竿见影。

刘先生坦言，这次过后，孩子长了记性，

不再乱砸东西。

在生活中接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孩子，往

往能与世界和谐相处。

反之，如果家长对孩子错误的言行常抱有

一种“等他年纪再大一点就懂事了”的心态，

还美其名曰给孩子空间，那只会让孩子的成长

道路越走越偏。

好的家庭教育是懂得抓住生活的细枝末节

，把各种规则、道理渗透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时刻引导孩子的言行，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

顿悟成长。

03 家长的的言传身教才是教育成功的真谛

苏格拉底曾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

燃火焰。”

家长要明白的是，无论是“留白”，还是

“每时每刻”，最好的教育就是不对孩子强行

灌输，而是以自身成长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

如何更好做到这一点，家长可以尝试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在孩子的世界里开展教育

曾经看过一档节目，澳大利亚爸爸 Sam发

现，自家两个 5,6 岁的儿子学会了“撒谎”。

为了有效教育孩子，Sam 用做游戏获取奖

励的方式，对两个孩子进行引导。

撒谎的孩子，最后向爸爸坦承了撒谎的

事实，并进行道歉。

孩子“是非观”尚未形成时，大道理可

能听不进去，严厉批评，也未必能达成有效

的教育成果，这时家长不妨进入孩子的世界

，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开展教育。

2、家长自己也要遵守给孩子定的规矩

前几天聚会吃饭时，同学妙妙 6 岁的孩子

吵着要玩手机。

妙妙便教育孩子说吃饭的时候不许玩手

机，结果引来孩子质问：“可是妈妈你在家

吃饭的时候也常常玩手机啊。”

很多家长都懂得给孩子定规矩的重要性

，可自己却活在规矩之外。

古语有云：“自身不正，何以正人”。

无论规矩大小，家长要求孩子做到的，

自己也应该一起遵守，这样孩子才会信服于

你。

3、行动起来，以自身行为教育孩子

前不久，一男子因在暴雨中给无盖窨井

做警示被新闻报道，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

为什么会这么做，男子坦言：

“在我小时候，父母如果看到路中央有

石头也一定会去搬开它。受父亲的影响，我

们兄弟姐妹现在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依然会

这样做。”

孩子的眼睛是通透的，家长的一言一行

他们都会记在心中，内化成为日后言行的标

杆。

中国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曾说：“要

改变孩子，先改变大人。”

想拥有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家长不能只

顾鞭策孩子，或者完全放孩子自由成长，还

应以身作则。

让孩子在家长的言传身教中，唤醒孩子

的内在驱动力，让孩子通过兴趣和目标自觉

地学习，成为一个出色的人。

愿每个家长都能懂得给孩子留出空间，

让孩子在轻松的氛围和家长的言传身教中，

自由成长，不断进步。

“父亲故意让儿子搬石头砸脚”
教育孩子，最重要是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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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城社區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趙廣華會計師趙廣華會計師專欄專欄（（44））

跨州公司轉換
據統計，每年大概都會有大約五百萬人口從

一個州搬到另外一個州。隨之而來就會有大量的
跨州公司的轉換。美國是聯邦製國家，每個州的
公司法都不一樣。公司在州內成立之後，遵循的
就是該州的公司法。聯邦層面只是國稅局征收公
司稅，不涉及公司的法律行為。因為沒有戶籍製
度，居民遷移之後，可以很方便地從一個州的居
民轉變成另一個州的居民，除當年的州稅稅表申
報有些變化，其他沒有任何變化。但作為一個公
司遷移可就沒有這麽隨意了，因為公司是有戶籍
的 – 州際公司法。所有在城裏公司的時候，最
重要要考慮的問題是能否在要成立公司的州長期
居住下來，會不會在近期之內有搬家的可能。

如果無法預知會在某個州常駐，或者明確知
道會在多個州之間遷移，成立公司做好的州是特
拉華州。根據特拉華州的公司法，外州（特拉華
州以外）居民在特拉華州成立公司的同時可以申
請外州經營許可。同時，因為不在特拉華州內有
商業經營活動，每年只需要繳納$50公司註冊費
和最低的公司登記稅$175，其它收入稅都是全免
的。比如一個紐約州居民在特拉華州成立公司並
申請了紐約州經營許可，之後有搬到了加州，成
為了加州居民。他（她）只需撤銷紐約州經營許
可，再申請加州許可就可以了。這樣做，省卻了

很多州際公司轉換的繁瑣程序及高額的花費。
在特拉華州成立公司雖然是一個比較好選擇

，但同時也涉及到繳納額外的公司註冊費及登記
費，額外申報特拉華的州稅。一般沒有搬家想法
的人都會在本人居住的州成立公司，便於管理和
申報。如果這樣的公司成立並運營了許多年之後
，因為各種原因需要搬到另外一個州，同時想要
完整地保留公司的名稱、歷史及稅號。

這種情況有兩種選擇：
1. 在搬遷的目的州成立原居住州的外州公司

。即在搬遷的目的州成立一個原居住州的子公司
，原居住州的公司是母公司。不論是子公司還是
母公司，遵循的都是原居住州的公司法。這樣做
的缺點就是需要申報兩個州的州稅，繳納兩個州
的註冊費。尤其是加州每年的註冊費最少是
$800, 不論公司稅虧損還是盈利。

2.州際公司轉換。雖然轉換程序復雜，費用
高昂，但能夠保留公司常年積累的信譽，不會影
響客戶的關系。不需要繳納兩個州的州稅及兩個
州的註冊費。因為公司轉換之後，一般情況下，
原居住州的公司註冊都會被取消。每個州的州法
不一樣，跨州公司的轉換也不盡相同。但大體程
序如下。
（1） 董事會必須討論並製定轉換辦法及方式。
（2）提交股東並征得股東同意。

（3）在目的州成立外州公司，如果沒有沖
突，沿用原居住州公司的名稱，登記同樣的
董事名單。
（4）向目的州州務辦公室提交州際轉換計
劃。將目的州的外州公司（遵循原居住州公
司法）轉變成目的州的州立公司（遵循目的
州公司法）。
（5）在目的州成立一個相同公司名字的本
州公司。將其套在州際轉換的公司裏面，完
成最終轉換。

6. 取消或融合原居住州的公司註冊。
無論采用何種方式將公司從一個州搬到

另外一個州的費用都是蠻高的。 除此之外，
還有一種最簡單和粗暴的方式就是直接關掉
原居住州的公司。將手藝、絕活兒或商業信
譽帶到目的州，完全重新成立新的公司， 申
請新的稅號。白手起家，再創天地。這種方
式最經濟實惠，但缺點是丟掉了原有公司的
歷史及信譽。

各種方式，不分伯仲，主要看關註的層
面。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經理專欄修車師姐徐雲經理專欄6868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七七))

22、電動車窗的升降速度各個
車門不一樣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是由於玻璃升

降軌道中進入了一些沙塵，使玻璃
與溝槽之間的摩擦阻力變大，進而
產生了這種結果。這並不是什麼太
大的問題，只要進行相應的清洗就
可以解決問題了。建議到專業維修
站進行操作，如果想自己動手，應
該選用專業的橡膠清洗劑。因為電
動車窗周圍有許多橡膠密封件，如
果選用清潔劑不當，會對橡膠製品
腐蝕，使密封條變質、乾裂，進而
失去效果，車窗的密封性下降。

23、自動變速器車掛D位時，
車有輕微振動。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準備起步時，

當自動變速器掛入D檔位後，在液
力變矩器的作用下，一檔磨擦片接
合，產生向前的驅動力，而此時因
踩下製動踏板阻止了這種向前的力
，造成車的輕微振動。如果振動過
大，有可能是變速器前進檔的磨擦
片磨損了，需要檢修變速器；還有
可能是發動機支撐或自動變速器支
撐墊損壞，產生共振蔌發動機缺火
造成的。所以，要註意平時的車輛
狀態，以便能及時發現異常。

24、發動機的機油剛剛更換沒
多久就變黑了。

故障判斷：假故障。
原因分析：變黑原因主要有兩

個方面。首先是由於清淨分散劑的
作用，其次是由於使用中的機油被
氧化。如果一種機油在使用中不變
黑，說明這種機油根本沒有發揮其
正常的清潔作用。目前的機油一般
都含有清淨分散劑，吸收燃燒產生
的積炭和機油的氧化物，以便換油
時換出，從而保證發動機內部清潔
。所以，剛剛更換的機油變黑不一
定是由於發動機內部太髒引起，只
要按規定時間換油即可。註意：一

定要按期換機油和機油濾清器（或
濾芯）。機油使用一段時間後，機
油的粘度變稠並且有酸性產物產生
，如不定期更換將損害發動機部件
，影響發動機正常運轉。（未完待
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亞洲商會上周六在德州飛行博物館亞洲商會上周六在德州飛行博物館
舉行年會舉行年會（（下下 ））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美南報系傳媒集團美南報系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朱勤朱勤
勤夫婦勤夫婦（（中中、、左二左二））與與赖赖清陽大律師清陽大律師、、李迎李迎
霞會長夫婦霞會長夫婦（（右二右二、、右一右一））在會場不期而遇在會場不期而遇
，，歡喜合影歡喜合影。。旁為他們好友陳瑩旁為他們好友陳瑩（（左一左一）。）。

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朱勤勤夫婦朱勤勤夫婦（（右一右一、、右二右二））與賴清陽大律師與賴清陽大律師、、李迎霞夫婦李迎霞夫婦（（左二左二
、、左一左一））的旅館業合夥人寧永健夫婦的旅館業合夥人寧永健夫婦（（中中、、左三左三））及女兒寧靜及女兒寧靜（（右三右三））合影合影。。

貴賓司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貴賓司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中中））與文化與文化
中心執行長華啟梅中心執行長華啟梅（（右右））及媒體人陳瑩及媒體人陳瑩

（（左左））合影合影。。

去年的國慶籌備會主委何怡中去年的國慶籌備會主委何怡中（（左左））與夫與夫
婿嚴杰婿嚴杰（（右右 ））出席大會出席大會。。

徐華校長徐華校長（（左左 ））徐利老師徐利老師（（右右））出席大會出席大會。。 李雄李雄（（右二右二））與好友陳瑩與好友陳瑩（（右一右一））等人等人
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李雄攝於他主持的李雄攝於他主持的 「「德州地產德州地產」」 贊助贊助
廣告前廣告前。。

休士頓旅遊局代表姚崇義休士頓旅遊局代表姚崇義（（左左 ））與陳與陳
瑩瑩（（中中））李雄李雄（（右右））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亞商會候任會長李雄亞商會候任會長李雄（（左三左三））與出席貴賓攝於大會上與出席貴賓攝於大會上。。

美南報業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美南報業集團董事長李蔚華、、朱勤勤夫婦朱勤勤夫婦((
右一右一,,右二右二））與陳皙晴與陳皙晴（（中中 ））等人在大會上等人在大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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