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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Singles’ Day loses lustre as 
growth slumps to single digit a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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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Nov 12 (Reuters) 
-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explosive growth, China’s Sin-
gles’ Day, the world’s biggest 
online shopping fest, is losing its 
gloss and bracing for more mod-
est growth in coming years, hurt 
by a slower economy and tighter 
regulatory scrutiny.

E-commerce giant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9988.HK) said on 
Friday its sales - or gross mer-
chandise value - during the 11 day 
event grew just 8.5%, the slowest 
rate ever, underscoring the head-
winds for China’s tech firms. read 
more

GMV had grown by at least dou-
ble digits every year since Alibaba 
founded the festival in 2009 and 
built it into a global online shop-
ping fest, dwarfing Cyber Mon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Last year, it 
extended the one-day event to 11.

But the state-backed Securities 
Daily newspaper criticised the 
focus on high turnover from sales 
for being unsustainable, chaotic 
and incompatible with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ath. read more

“The ‘worship of turnover’ is not only unsustain-
able in terms of digital growth but is also inextri-
cably linked to chaos,” the newspaper said.

Analysts said the weak performance this year also 
reflected how Chinese consumers have increas-
ingly become weary and wary of the day’s promo-
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service.

Shoppers have also become more cautious about 
spending in general due to new coronavirus out-
breaks and supply disruptions that have hurt sales 
and contributed to China’s economy suffering its 
slowest growth in a year in the third quarter. read 
more

“The magic of Double 11 is fading,” said Sharry 
Wu, Greater China consulting business transfor-
mation leader at consulting firm EY, referring to 
Nov. 11, which was originally an unofficial day to 
celebrate being romantically unattached.

“Brands have to understand after years of prac-
tice, Singles’ Day is not their guaranteed sales 
booster.”

The event has historically been headlined by 
eye-catching bargains and livestreaming promo-

tions. It is also a big sales boost for companies 
such as Apple (AAPL.O) and L’Oreal (OREP.PA), 
which sold more than 100 million yuan ($15.7 
million) worth of products each over the 11-day 
event this year.

STRONGER RIVALS

Alibaba’s dominance of the e-commerce market 
is also being chipped away at by rivals such as 
JD.com and Pinduoduo, which have aggressively 
competed for new shoppers in China’s lower-tier 
cities.

JD.com (9618.HK), which holds its own 11-day 
Singles Day shopping event, recorded 349.1 
billion yuan worth of transactions, up 28.6% from 
the previous year.

Over the past year, regulators have accused Ali-
baba and its e-commerce rivals of treating their 
customers poorly by spamming them with promo-
tions, unfairly restricting their choices and allow-
ing merchants to fake discounts, punishing them 
with fines in some cases.

Under such a spectre of regulatory scrutiny, Aliba-
ba toned down the marketing hype this year, doing 
away with a rolling tally tracking transactions that 

had taken centre stage in previous years and said it was 
focused on sustainability.

Still, Alibaba said a record 290,000 brands and 900 mil-
lion consumers participated this year and 78 businesses 
saw their GMV grow more than 10 times compared with 
last year to more than 100 million yuan. A record num-
ber of luxury brands joined in, including Max Mara and 
Saint Laurent for the first time.

Unilever (ULVR.L),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con-
sumer goods company, told Reuters it saw double-digit 
percentage growth during the event, with its Dove, Omo, 
Lux and Vaseline brands propped up by about 150 hours 
of livestreaming, including by online celebrities Viya 
and Li Jiaqi.

“In skincare, what we generally see is that over 50% of 
Singles’ Day sales can just come from one (livestream-
er),” Claire Hennah, global vice president of digital com-
merce at Unilever, said.

Citi analysts said that while the event’s GMV missed 
their expectations, they were happy enough with more 
modest growth.

“Following an unprecedented year of multiple head-
winds, we are relieved to see Singles Day momentum 
settle with a new norm of moderated growth,” they said.

People walk 
along a main 
shopping area 
during the Ali-
baba's Singles' 
Day shop-
ping festival 
in Shanghai, 
China Novem-
ber 11, 2021. 
REUTERS/Aly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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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migrant taking part in a caravan heading to the northern border sleeps on the 
banks of a river, in Santo Domingo Zanatepec, Mexico November 11, 2021. 
REUTERS/Jacob Garcia

Migrants ride in the back of a truck as others walk in a caravan heading to the northern border, 
in Santo Domingo Zanatepec, Mexico November 11, 2021. REUTERS/Jacob Garcia

A girl walks outside a migrant camp near the El Chaparral border crossing in Tijuana, Mexico 
November 8, 2021. REUTERS/Toya Sarno Jordan

A woman washes a plate at 
a migrant camp near the El 
Chaparral border crossing, as 
the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ease 
in the U.S., in Tijuana, Mexico 
November 6, 2021. REUTERS/
Jorge Duenes

A girl plays with a fence 
inside a migrant camp near 
the El Chaparral border 
crossing in Tijuana, Mex-
ico November 8, 2021. 
REUTERS/Toya Sarno 
Jordan

A girl wearing a costume of Net-
flix series ‘Squid Game’ poses 
for photographs in front of a gi-
ant doll named ‘Younghee’ from 
the series on display at a park in 
Seoul, South Korea. REUTERS/
Kim Hong-Ji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ccording to Labor
Department statistics, how
much shoppers paid for
groceries climbed 1% in
October from September and
were 5.4% higher than at the
same time last year. Overall
prices including things like
rent, cars and energy climbed
6.2% over the last 12 months,
the largest increase since
1990.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 cost

of steak went up 24.9%.
Chicken costs 8.8% more
than a year ago and cereal is
now 5% more expensive.

Today, manufacturers are
facing higher costs for
commodities, labor and
transportation, as well as
other expenses incurred
during the pandemic. Tyson
Foods has reported that they
plan to hike prices again in
2022.

According to recent data,
households in the low income
group spent an average $4,
400 on food, representing
36% of their income, while
households in the highest
income group spent $13,000
for their food, representing
just 8% of their income.

Today we are honoring our
military veterans who served

in the armed forces and we
salute their service and
dedication to our country. But
a lot of these veterans still live
in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s.

We urg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take strong
action to improve our
economy.

We all need the peace and
not the war.

1111//1212//20212021

Celebrating Veterans DayCelebrating Veterans Day
We Need To Watch The Rising PricesWe Need To Watch The Rising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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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ill this pandemic end?
Guido Vanham (GV): It will probably never 
end, in the sense that this virus is clearly here to 
stay unless we eradicate it. And the only way to 
eradicate such a virus would be with a very ef-
fective vaccine that is delivered to every human 
being. We have done that with smallpox, but 
that’s the only example - and that has taken many 
years. So it will most probably stay. It belongs to 
a family of viruses that we know - the coronavi-
ruses - and one of the questions now is whether it 
will behave like those other viruses.
It may reappear seasonally - more in the winter, 
spring and autumn and less in the early summer. 
So we will see whether that will have an impact. 
But at some point in this epidemic - and certainly 
in the countries that are most affected, like Italy 
and Spain - there will be saturation, because ac-
cording to predictions, up to 40% percent of the 

Spanish and 26% of the Italian population are or 
have been infected already. 

And, of course, when 
you go over 50% or 
so, even without doing 
anything else, the virus 
just has fewer people 

to infect - and so the epidemic will come down 
naturally. And that’s what happened in in all the 
previous epidemics when we didn’t have any 
[treatments]. The rate of infection and the num-
ber of those susceptible will determine when 
that happens.
What are some of the factors at play? What 
do we know, and what don’t we know?
GV: The first thing we know, of course, is that 
it’s a very infectious virus - that’s probably 
something that every inhabitant of the world 
knows. But what is not known is the infectious 

dose - how many viruses you need to produce 
an infection - and tha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know unless we perform experimental infec-
tions.
And we know people develop antibodies. That 
has been clearly shown in China, but we are 
not yet sure how protective these antibodies 
are. There is no convincing evidence yet that 
people who have recovered get ill again after a 
few days or weeks - so most probably, the anti-
bodies are at least partially protective. But how 
long will that protection last for - is it a matter 
of months or years? The epidemiology in the 
future will depend on that - on the level of pro-
tective immunity that you get at the population 
level after this wave of infections, which we 
cannot really stop. We can mitigate it, we can 
flatten the curve, but we cannot really stop it be-
cause at some point we will have to come out 
of our houses again and go to work and school. 
Nobody really knows when that will be.
The virus will take its course and there will be 
a certain level of immunity - but the answer to 
how long that will last will determine the peri-
odicity and the amplitude of the epidemics to 
come. Unless, of course, we find a way to block 
it in a year or so from now with an effective 
vaccine.

There is also an un-
resolved question 
about what deter-
mines an individ-
ual’s susceptibility 
to this disease. Of 
course, there is age, 

but that’s not so surprising. People’s immune 
systems weaken with age. But then there is this 
concept of co-morbidities, which means that 
some people, even younger people, get ill be-
cause they have other diseases. It’s logical that 
when you have cancer or diabetes, that you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infections. But what is re-
markable - what we do not really understand - is 
that people with simple hypertension are also 
very vulnerable to developing this disease. So 
that’s one of the unresolved questions.
And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the profile 
is of people who are infected but do not get ill. 
We will know in a few months - that question is 
already being addressed in China. Then you can 
go back and test for antibodies, because it looks 
as though everyone who has gone through the 
infection will develop antibodies - and that those 
will remain for a while.
There are people that have antibodies and have 
not presented to the medical services and claim 
that they have been healthy all the time. What’s 
the genetic profile of those people as compared 
with the people who went to the medical wards? 
That i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One hint has already 
been discovered in Chi-
na; your blood group 

could be important. It’s very preliminary data, 
but in a year or so from now we will have a 
lot of data on that as well. (Courtesy: https://
www.weforum.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the video: The End of the Pandemic: A 
Virologist’s View: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zsrA-dNjHLY
Related

The 1918 Pandemic Really Never Ended
An unthinkable 50 to 100 million people world-
wide died from the 1918-1919 flu pandemic 
commonly known as the “Spanish Flu.” It was 
the deadliest global pandemic since the Black 
Death, and rare among flu viruses for striking 
down the young and healthy, often within days 
of exhibiting the first sympto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1918 flu pandemic lowered the aver-
age life expectancy by 12 years.

What’s even more remarkable about the 1918 
flu, say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s, is that it 
never really went away. After infecting an es-
timated 500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in 1918 
and 1919 (a third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the 
H1N1 strain that caused the Spanish flu reced-
ed into the background and stuck around as the 
regular seasonal flu.
But every so often, direct descendants of the 
1918 flu combined with bird flu or swine flu to 
create powerful new pandemic strains, which is 
exactly what happened in 1957, 1968 and 2009. 
Those later flu outbreaks, all created in part by 
the 1918 virus, claimed millions of additional 
lives, earning the 1918 flu the odious title of “the 
mother of all pandemics.”
Jeffrey Taubenberger was part of the pioneering 
scientific team that first isolated and sequenced 
the genome of the 1918 flu virus in the late 
1990s. The painstaking process involved ex-
tracting viral RNA from autopsied lung samples 
taken from American soldiers who died from 
the 1918 flu, plus one diseased lung preserved 
in the Alaskan permafrost for nearly 100 years.
Now chief of the Viral Pathogenesis and Evolu-
tion Section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Taubenberger explains that genetic anal-
yses of the 1918 flu indicate that it started as an 
avian flu and represented a completely new viral 
strain when it made the leap to humans shortly 
before 1918. Lab tests of the reconstructed 1918 
virus show that in its original form, the virus’s 
novel encoded proteins made it 100 times more 
lethal in mice than today’s seasonal flu.

The 1918 pandemic struck in three distinct 
waves over a 12-month period. It first appeared 
in the spring of 1918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largely in the trenches of World War I, 
then reemerged in its deadliest form in the fall of 
1918, killing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world-
wide from September through November. The 
final wave swept across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in the late winter and spring 
of 1919.
But did the 1918 flu simply “go away” after that 
third wave? Absolutely not, says Taubenberger. 
Since the whole world had been exposed to 
the virus, and had therefore developed natural 
immunity against it, the 1918 strain began to 
mutate and evolve in a process called “antigenic 
drift.” Slightly altered versions of the 1918 flu 
reemerged in the winters of 1919-1920 and 
1920-1921, but they were far less deadly and 
near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seasonal flu.
“The 1918 flu definitely lost its real virulence by 
the early 1920s,” says Taubenberger.
But what’s truly incredible, according to genet-
ic analyses, is that the same novel strain of flu 
first introduced in 1918 appears to be the direct 
ancestor of every seasonal and pandemic flu 
we’ve had over the past century. 

“You can still find the genetic traces of the 1918 
virus in the seasonal flus that circulate today,” 
says Taubenberger. “Every single human in-
fection with influenza A in the past 102 years is 
derived from that one introduction of the 1918 
flu.”
Welcome to the Pandemic Era                                                                     
The 1918 flu pandemic was by far the deadli-
est flu outbreak of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 
to date, but it wasn’t the only one to qualify as 
a pandemic. Eve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first 
seasonal flu vaccines after World War II, the flu 
virus has proven capable of some unexpected 
and deadly genetic tricks. In a normal flu sea-
son, vaccine scientists can track the most active 
viral strains and produce a vaccine that protects 
against changes in the human flu virus from 
year to year. But every so often, viral genes from 
the animal kingdom enter the mix.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Assuming no new super-spreading variants of SARS-CoV-2 arise and that vaccine      up-
take is high among 5-to-11-year-olds when the vaccine is available to them, modelers proj-
ect that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 may steadily decline over the coming months. (Photo 
Credit/Towfiqu Barbhuiya, Unsplash.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Points
We may be approaching a saturation point in terms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s in some of the worst-hit countries.
Eventually, the virus will run out of people to infect.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unknowns when it comes to this virus.
(Editor’s Note: The interview below is with Belgian virologist Guido 

Vanham, the former head of virology at the Institute for Tropical Medicine 
in Antwerp, Belgium, and he was asked: how will this pandemic end? 

And on which factors might that depend?)

BUSINESS
Is The Pandemic Ending?

How And When Will The 
Pandemic End? A Top 

Virologist Says, “Never.”

“If one animal is infected with two different influ-
enza viruses at the same time,” says Taubenberg-
er, “maybe one virus from a bird and another from 
a human, those genes can mix and match to create 
a brand new virus that never existed before.”

Young boys shown wearing pouches of garlic 
around their necks to ward off the Spanish Flu.

That’s what happened in 1957 when the 1918 
flu, which is an H1N1 virus, swapped genes 
with another bird flu giving us the H2N2 pan-
demic, which claimed a million lives worldwide. 
It happened again in 1968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so-called “Hong Kong Flu,” an H3N2 virus 
that killed another million people. The so-called 
“Swine Flu” pandemic of 2009 has an even deep-
er backstory. When humans became infected with 
the 1918 pandemic flu, which was originally a 
bird flu, we also passed it on to pigs.
“One branch of the 1918 flu permanently adapted 
to pigs and became swine influenza that was seen 
in pigs in the US every year after 1918 and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says Taubenberger.
In 2009, a strain of swine flu swapped genes with 
both human influenza and avian influenza to cre-
ate a new variety of H1N1 flu that was “more like 
1918 than had been seen in a long time,” says 
Taubenberger. Around 300,000 people died from 
the 2009 flu pandemic.

All told, if 50 to 100 million people died in the 
1918 and 1919 pandemic, and tens of millions 
more have died in the ensuing century of season-
al flus and pandemic outbreaks, then all of those 
death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ingle and acciden-
tal emergence in humans of the very successful 

and stubborn 1918 virus.
“We’re still living in what I would call the ‘1918 
pandemic era’ 102 years later” says Tauben-
berger, “and I don’t know how long it will last.” 
(Courtesy history.com)
How 5 of History’s Worst Pandemics Finally 
Ended
While some of the earliest pandemics faded 
by wiping out parts of the population,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initiatives were able to halt the 
spread of other diseases.
As human civilizations flourished, so did infec-
tious disease.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living in 
close proximity to each other and to animals, of-
ten with poor sanitation and nutrition, provided 
fertile breeding grounds for disease. And new 
overseas trading routes spread the novel infec-
tions far and wide, creating the first global pan-
demics. Here’s how five of the world’s worst 
pandemics finally ended.
1. Plague of Justinian—No One Left to Die

Yersinia pestis, formerly pasteurella pestis, 
was the bacteria responsible for the plague. 
Here it’s seen under optical microscopy X 
1000.
BSIP/Universal Images Group/Getty Images
Three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s in record-
ed history were caused by a single bacterium, 
Yersinia pestis, a fatal infection otherwise 
known as the plague. The Plague of Justinian ar-
rived in Constantinople, the capital of the Byz-
antine Empire, in 541 CE. It was carried over 
the Mediterranean Sea from Egypt, a recently 
conquered land paying tribute to Emperor Jus-
tinian in grain. Plague-ridden fleas hitched a ride 
on the black rats that snacked on the grain. The 
plague decimated Constantinople and spread 
like wildfire across Europe, Asia, North Africa 
and Arabia killing an estimated 30 to 50 million 
people, perhaps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People had no real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fight it other than trying to avoid sick people,” 
says Thomas Mockaitis, a history professor at 
DePaul University. “As to how the plague end-

ed, the best guess is that the majority of people 
in a pandemic somehow survive, and those who 
survive have immunity.”
2. Black Death—The Invention of Quarantine

A couple suffering from the blisters of the 
Black Death, the bubonic plague that swept 
through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From 
the Swiss manuscript the Toggenburg Bible, 
1411. (Photo/VCG Wilson/Corbis/Getty Im-
ages)
The plague never really went away, and when 
it returned 800 years later, it killed with reckless 
abandon. The Black Death, which hit Europe in 
1347, claimed an astonishing 20 million lives in 
just four years. As for how to stop the disease, 
people still had no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contagion, says Mockaitis, but they knew that 
it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proximity. That’s 
why forward-thinking officials in Venetian-con-
trolled port city of Ragusa decided to keep new-
ly arrived sailors in isolation until they could 
prove they weren’t sick.
At first, sailors were held on their ships for 30 
days, which became known in Venetian law as 
a trentino. As time went on, the Venetians in-
creased the forced isolation to 40 days or a quar-
antino, the origin of the word quarantine and the 
start of its practice in the Western world.
“That definitely had an effect,” says Mockaitis.
3. The Great Plague of London—Sealing Up 
the Sick 

Scenes in the streets of London during the 
Great Plague of 1665.
(Photo/The Print Collector/Getty Images)
London never really caught a break after the 
Black Death. The plague resurfaced roughly ev-
ery 10 years from 1348 to 1665—40 outbreaks 
in just over 300 years. And with each new 
plague epidemic, 20 percent of the men, wom-
en and children living in the British capital were 

killed. By the early 1500s, England imposed the 
first laws to separate and isolate the sick. Homes 
stricken by plague were marked with a bale of 
hay strung to a pole outside. If you had infected 
family members, you had to carry a white pole 
when you went out in public. Cats and dogs 
were believed to carry the disease, so there was 
a wholesale massacre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nimals.
The Great Plague of 1665 was the last and 
one of the worst of the centuries-long out-
breaks, killing 100,000 Londoners in just seven 
months. All public entertainment was banned 
and victims were forcibly shut into their home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Red crosses 
were painted on their doors along with a plea for 
forgiveness: “Lord have mercy upon us.”
As cruel as it was to shut up the sick in their 
homes and bury the dead in mass graves, it may 
have been the only way to bring the last great 
plague outbreak to an end.
4. Smallpox—A European Disease Ravages 
the New World

Dr. Edward Jenner performing his first vac-
cination against smallpox on James Phipps, 
circa 1796.
DEA Picture Library/Getty Images
Smallpox was endemic to Europe, Asia and 
Arabia for centuries, a persistent menace that 
killed three out of ten people it infected and left 
the rest with pockmarked scars. But the death 
rate in the Old World paled in comparison to the 
devastation wrought on native populations in 
the New World when the smallpox virus arrived 
in the 15th century with the first European ex-
plorers.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modern-day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d zero natural 
immunity to smallpox and the virus cut them 
down by the tens of millions.
“There hasn’t been a kill off in human history to 
match what happened in the Americas—90 to 
95 percent of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wiped 
out over a century,” says Mockaitis. “Mexico 
goes from 11 million people pre-conquest to 
one million.”
Centuries later, smallpox became the first virus 
epidemic to be ended by a vaccine. In the late 
18th-century, a British doctor named Edward 
Jenner discovered that milkmaids infected with 
a milder virus called cowpox seemed immune 
to smallpox. Jenner famously inoculated his 
gardener’s 8-year-old son with cowpox and 

then exposed him to the smallpox virus with no 
ill effect.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smallpox, the most 
dreadful scourge of the human species, must be 
the final result of this practice,” wrote Jenner in 
1801.
And he was right. It took nearly two more centu-
ries, but in 1980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nounced that smallpox had been completely 
eradicated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5. Cholera—A Victory for Public Health Re-
search 

A satirical cartoon showing the River 
Thames and its offspring cholera, scrofula 
and diptheria, circa 1858.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In the early- to mid-19th century, cholera tore 
through England, killing tens of thousands. The 
prevailing scientific theory of the day said that 
the disease was spread by foul air known as a 
“miasma.” But a British doctor named John 
Snow suspected that the mysterious disease, 
which killed its victims within days of the first 
symptoms, lurked in London’s drinking water. 
Snow acted like a scientific Sherlock Holmes, 
investigating hospital records and morgue re-
ports to track the precise locations of deadly out-
breaks. He created a geographic chart of cholera 
deaths over a 10-day period and found a cluster 
of 500 fatal infections surrounding the Broad 
Street pump, a popular city well for drinking 
water.
“As soon as I became acquainted with the situa-
tion and extent of this irruption (sic) of cholera, 
I suspected some contamination of the water 
of the much-frequented street-pump in Broad 
Street,” wrote Snow.
With dogged effort, Snow convinced local offi-
cials to remove the pump handle on the Broad 
Street drinking well, rendering it unusable, and 
like magic the infections dried up. Snow’s work 
didn’t cure cholera overnight, but it eventually 
led to a global effort to improve urban sanitation 
and protect drinking water from contamination. 
While cholera has largely been eradicated in de-
veloped countries, it’s still a persistent killer in 
third-world countries lacking adequate sewage 
treatment and access to clean drinking water. 
(Courtesy history.com)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COMMUNITY
Is The Pandemic Ending?

How And When Will The Pandemic 
End? A Top Virologist Says,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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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1991年的海湾战争，令全世界极度

震惊。

看看以下一组数字：42天战争时

间 38天空中打击 100小时地面战斗 美

军阵亡148人，联军总伤亡人数不足千

人 歼灭伊拉克军队43个师 毙伤伊拉克

军队约10万人 俘虏17万人 摧毁伊军装

甲目标 5300 余辆（坦克 3800、装甲车

1500）

美军特别是美国陆军，以一场酣畅

淋漓的胜利一扫自越南战争以来灰头土

脸的窘境，在漫天黄沙和滚滚浓烟中证

明了自己。中国军队则更加敏锐地捕捉

到了一场新的军事变革已经来临，在未

来几十年里一点一滴地悄然进化着。

海湾战争时，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才刚刚成型，无人机、互联网

尚未成熟，因此这场战争中机械化的成

分还非常多，美军虽然经过一个多月的

空中打击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对手，但战

争的最后胜利仍然需要机械化的重装部

队来完成。以美国陆军第七军为代表的

重型装甲部队，是二战以来参与实战的

最强大的地面突击力量。

美国第七军的编制中，第二装甲骑

兵团并不隶属第七军下辖的四个重装师

中的任何一个，在第七军的编制表中与

第一装甲师、第三装甲师、第一步兵师

以及英国第一装甲师并列，这表明装甲

骑兵团是作为独立作战的战役单位而存

在的。

美国陆军历来重视骑兵作战，在西

部边疆时代就是如此。这其实反映出美

军擅长机动的特点。从马匹到内燃机，

无非是载具的改变，骑兵机动性的实质

并没有丝毫变化。美军的装甲骑兵团正

是这种思想的延续和发展。骑兵的主要

作用是侦查与保护，进行远距离的机动

，骚扰敌军的侧翼和补给线，到了机械

化战争时代依然如此。

由于需要机动性与灵活性，也为了

在远距离的行动中节省兵力，就促使现

代的骑兵部队需要以最低层级的指挥官

来指挥由各兵种组成的联合作战部队。

在美军装甲骑兵团的骑兵营里，除

了使用骑兵战车的骑兵连以外，另外又

加入了坦克连和自行火炮连，使骑兵营

长拥有一支战斗力更强的合成部队。三

个这样的骑兵营，加上一个由侦察和攻

击直升机组成的空中骑兵营，一个战斗

支援营以及战斗工兵和化学连，就组成

了一个装甲骑兵团。

这种部队适合在广大的战场上独立

执行较长时间的机动作战，具有很强的

进攻性和自持力。在美国陆军的战术思

想中，装甲骑兵团扮演的是利剑的角色

，它将最先发现敌人、缠住敌人，为扮

演重锤角色的装甲师赢得战机。当然必

要时也能消灭敌人。

美军的装甲骑兵团与著名的“第一

骑兵师”只是部队传统相近，第一骑兵

师已经成为完全的装甲师，而装甲骑兵

团仍然执行着与几百年前的前辈们几乎

相同的任务。

1991年2月26日下午，美军第二装

甲骑兵团第二骑兵营“老鹰”连就处在

整个第七军攻击线的最前方，在漫天黄

沙的深处是呈弧形部署的伊拉克共和国

卫队的6个师。

海湾战争以多国部队角度分为两个

阶段，即保卫沙特的“沙漠盾牌”行动

和解放科威特的“沙漠风暴”行动。其

中主要的作战集中在为期42天的后者。

1991年的伊拉克军队并不是一触即

溃的乌合之众。其陆军拥有百万大军，

装备有5000多辆各型坦克，8000多辆装

甲车、3500门大口径火炮以及多种型号

的导弹，在中东首屈一指。

而且两伊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当时

的伊拉克军队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特

别是其中的“共和国卫队”更是号称精

锐。如果以机械化战争的理念来判断，

美军远道而来，伊军以逸待劳，美军即

使获胜也将付出重大代价。即使当时的

美军也这么认为，战前美军就采购了多

达2万具裹尸袋。

从战略上讲，美军的策略其实并不

复杂。先进行长时间的空中压制，再以

快速反应的轻装部队如十八空降军和海

军陆战队巩固前沿要点，为后续重装部

队部署赢得时间。等以第七军为主力的

重型部队准备完毕，多国部队即开始向

北方越过沙科、沙伊边界，进行装甲突

击，歼灭伊军主力，解放科威特。

美军统帅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

普夫将军为地面突击制定了一个非常古

典的战术，以沙特和科威特边界波斯湾

沿岸为轴，多国部队一字排开先向北后

向东进行一个类似旋转门似的突击，横

扫在攻击半径内的伊拉克军队。

美国陆军第七军就位于战线的中央

，第七军的最前方就是第二装甲骑兵团

，可以说他们是整个装甲部队突击的

“矛尖”。这种战法被形象地称为“左

勾拳”。现在，这记凶狠的左勾拳即将

重重落在萨达姆的下巴上。

美军装甲部队的军用地图上有一个

特殊的术语，叫作“统治线”，也称为

“阶段线”。每隔几公里就会设置一条

，用来控制部队的前进进度。“东73”

就是军用地图上一条纵向的“统治线”

。拦在第二装甲骑兵团当面的是伊拉克

共和国卫队最精锐的塔瓦卡纳机械化步

兵师，双方随即爆发了一场面对面的装

甲对决。在整个“沙漠风暴”行动中，

塔瓦卡纳师是伊军唯一一支具有攻击力

的部队。

第二装甲骑兵团原先的作战计划是

运用直升机搜寻出敌军的位置，然后骑

兵团前出缠住敌军，同时召来第一和第

三装甲师的重装部队，将伊军消灭。但

那天狂风呼啸，飞沙走石，加上伊军点

燃了油井浓烟滚滚，能见度很差，直升

机无法起飞。地面的装甲骑兵部队只好

自己出发去寻找敌人，就和一百年前他

们骑马的前辈们一样。

2月26日下午4时，第二装甲骑兵团

前锋“老鹰连”的连长H.R.麦克马斯特

上尉在进攻一个伊军占领的小村庄时，

接到了第一排排长彼兹克中尉的报告，

“前方发现敌军坦克”！这时，麦克马

斯特上尉面临一个重大抉择：按作战计

划的要求，它应该留在原地进行防守，

等待后续重装部队上来解决战斗。但另

一个选择是：冲上去主动攻击当面敌军

的装甲部队！麦克马斯特选择了后者。

“老鹰连”此时有十辆M1A1主战

坦克，其中包括营作战官马格瑞格少校

的一辆，以及十六辆M3A2骑兵战车。

在第一轮的交战中，M1 坦克凭借其

“莱茵金属”120毫米坦克炮和红外以

及热影像瞄准仪的组合，打掉了至少八

辆伊军坦克，战后证明是苏制T-72。

此时，“老鹰连”已经接近上级划定

的停止线“东70”。但是，麦克马斯特上

尉发现在村庄后面还有更多的伊军装甲目

标。“老鹰连所有坦克跟我前进！”麦克

马斯特上尉在车间通讯系统发出指令，同

时命令第二排和第四排的骑兵战车在侧后

跟进，用25毫米“蝮蛇”机关炮和陶式二

型反坦克导弹掩护M1坦克。

下午4时22分，麦克马斯特上尉和

马格瑞格少校的M1一马当先，其余坦

克成楔形战斗队形向伊军装甲部队冲去

。我想，此时的麦克马斯特上尉脑海中

一定浮现的是卡斯特、谢尔曼和乔治.巴

顿这些前辈的面孔。

这是一次真正的面对面的装甲突击，

对面的伊军是装备T-72的共和国卫队一个

装甲旅，双方在沙尘漫天的战场上进行着

近距离殊死搏斗。此时不存在什么空中优

势，也没有额外的火力支援，比拼的是双

方的战斗精神、战术素养、训练水平以及

装备性能，美军显然更胜一筹。

当“老鹰连”终于在东73线上的一

个高地顶端停下来的时候，他们身后留

下了伊军28辆坦克、16辆步兵战车和39

辆卡车的残骸，自己没有任何损失。整

个战斗从遭遇敌军到结束用时23分钟。

“东73”战斗可以看做整个海湾战

争的缩影，脱胎换骨的美军在他们擅长

的战场上完胜伊拉克军队，特别是美国

陆军强大的火力和机动性给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证明在宽广平坦的地形上重

型装甲部队仍然是陆战之王。

同时，也说明在一定条件下美国军

人也并不缺乏勇气。此战的主角麦克马

斯特上尉后来在美军中步步高升，官至

陆军中将，并担任过特朗普政府的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可惜，此后的军旅生涯

中他被拖入了反恐战，治安战，这是美

军最不擅长的战争形式，再也没有率领

坦克狂飙突进的壮观与豪迈。

最后的坦克对决
美军一个装甲营
如何歼灭一个坦克旅？

解讀上海新年經濟“密碼”：特斯拉的經驗、數字化的東風
2021年伊始，上海便在經濟上接連發力。從總

投資2734億元人民幣的64個重大項目集中開工，

到吹響“經濟、生活、治理”全面數字化轉型的號

角，上海新年經濟有如下趨勢：

新經濟迎來“數字化東風”
2020年以來，上海用“新基建”為經濟轉型

“賦能”，加快了“數字新基建”，推動了壹批

“5G+AI(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平臺”標桿的建設。

2020年，上海累計建設5G室外基站超過3.2萬個、室

內小站超過5.1萬個，實現5G網絡在中心城區和郊

區重點區域的室外連續覆蓋；此外，上海在智能制

造、健康醫療、智慧教育等10大領域加快推進了

逾400個5G應用項目。

伴隨數字新經濟的蓬勃發展，上海計劃拿出更

多資源和空間，來打造產業發展新載體。2020年4

月，在抗擊疫情、促進復工復產期間，上海提出建

設在線新經濟發展高地，掀起在線新經濟發展熱潮

。拼多多、叮咚買菜等壹批企業迅速成長，並在部

分細分領域實現了中國領先。

為了解決上海在線新經濟品牌集中度比較低、

協同效應比較弱等痛點，2021年伊始，上海又揭牌

了“張江在線”和“長陽秀帶”兩個在線新經濟生

態園。這兩個生態園已分別落戶壹批領軍企業，未

來3年計劃形成超150萬平方米的新產業載體，集

聚15萬名從業人員。

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主任吳金城指出，

上海作為超大型城市，應用場景豐富，在線辦公、

在線研發、在線制造等在線新經濟蓬勃發展；希望

企業進壹步創新思維，對標國際壹流標桿企業，著

力打造跨行業、跨領域、跨區域的產業互聯網大平

臺，助力全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

上海近日正式對外發布《關於全面推進上海城

市數字化轉型的意見》。據悉，經濟數字化轉型是

上海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上海將繼續加快

推動產業數字化，放大數字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

助力創新型經濟、服務型經濟、開放型經濟、總部

型經濟、流量型經濟“五型經濟”的發展。

項目推進倡導“特斯拉經驗”
2020年初，上海正式發布營商環境3.0版改革

方案，對企業關註度高、反映比較集中的事項系統施

策，加大改革力度。2020年4月，《上海市優化營商

環境條例》經上海市人大審議通過施行，成為上海

市優化營商環境建設的壹部綜合性、基礎性法規。這

些措施的相繼出臺，形成上海吸引企業、匯聚人才的

“強磁場”。

2020年以來，上海借鑒特斯拉項目經驗，遴選

兩批產業能級高、產業鏈帶動性強的百億級項目共

19個(總投資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予以推進。

2018年落戶臨港的特斯拉超級工廠，實現2019

年當年開工、當年竣工、當年投產、當年上市，創

造了行業紀錄、上海速度。上海希望讓“特斯拉經

驗”從“特事特辦”變成常態服務，讓“特斯拉速

度”在更多項目上得到體現。

2021年新年伊始的重大項目集中開工，是上海

全力以赴抓招商、引項目、促投資而結下的碩果，

將為上海“十四五”經濟轉型升級、構築新時期發

展優勢持續註入新動能。

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張英表示，

“十四五”期間，上海將進壹步聚焦“3+6”新興

產業體系(3指的是：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

能三大先導產業；6指的是：電子信息、汽車、高

端裝備、先進材料、生命健康、時尚消費品六大重

點產業)，重點推動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

能這三個重點發展方向，也將進壹步聚焦壹些重點

區域，同時將圍繞城市數字化轉型打造壹批在線新

經濟產業園。

大幅波動快速上行
比特幣瘋漲之下風險凸顯

2021年新年伊始，比特幣迎來壹輪令

人瞠目結舌的上漲，吸引了全球資本市場的

目光。元旦以來，比特幣價格先後站上

34000美元和40000美元的高點，推動加密

貨幣市場的總市值突破1萬億美元。海外投

資機構對比特幣的觀點也分化強烈，有觀點

認為，美元疲軟、通脹加劇風險、機構入局

等因素推高了價格。但也有觀點提醒，這壹

輪快速上漲堆積了泡沫，投機風險巨大。

大幅波動快速上行
縱觀比特幣2020年的表現，除了2

月下旬的那次斷崖式暴跌，它經歷了5

輪快速上漲，特別是從去年3月12日的

3850美元低點觸底反彈以來，行情可謂

壹路高歌猛進。

“幣桌”網站數據顯示，2020年比

特幣投資回報是標普500指數和黃金的

數倍。早在2020年第壹周，投資者猜測

地緣政治動蕩加劇可能刺激加密貨幣需

求，關於比特幣可能成為類似黃金的避

險資產的預期逐步走強，比特幣價格即

跳漲至7300美元。從2020年10月開始，

相較其他資產的表現平平尤其是美元持

續走軟，比特幣的“數字黃金”敘事在

機構投資者中日益強化，支撐其接連創

下新高。這驗證了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

傑米· 戴蒙2017年的預測——“即便作

為黃金替代貨幣在較長時期內受到適度

排擠，比特幣的價格仍會上漲”。

如今，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都鐸

投資、黑石等傳統金融“大鱷”已開始紮

堆入局。跨國支付公司PayPal則宣布，將

允許其3.46億客戶持有比特幣和其他加密

貨幣，並使用數字資產在其網絡上的2600

萬商家購物。外匯和加密貨幣分析公司

“量子經濟學”2020年10月底的壹份報告

認為，PayPal此舉“很可能會成為比特幣

進入主流時刻的分水嶺”。

瘋漲之下風險凸顯
壹些海外投資機構認為，這壹輪上

漲既有現實需求的強力推動，又有歷史

演進的清晰邏輯。

壹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拉

高了投資者避險需求。2020年的全球經

濟因疫情沖擊出現了二戰以來的最大跌

幅，國際金融風險隨之堆積至歷史新高。

追溯比特幣誕生的本源，就可以發

現其與抗通脹有天然的聯系。比特幣是

由據稱為日裔美國人的中本聰在2008年

11月1日提出，2009年1月3日誕生的壹

種虛擬加密數字貨幣，其最初就設定了

只能通過在網上“挖礦”產生、總數為

2100萬枚的規則。這種去中心化的數字

貨幣從設計伊始，就是為了對抗由於政

府超發法定貨幣所引發的通貨膨脹。供

應上限以及每隔4年發行量減半的規律

，使其具有壹定的抗通脹能力，與零利

率甚至負利率條件下也要超發貨幣、刺

激復蘇的各國央行形成反差。

疫情沖擊下，出於對沖通脹風險需求，

銀行、保險公司、理財機構開始成規模地擁

抱包括比特幣在內的加密貨幣市場。比特幣

的市值能快速達到現今這壹高度，主要還是

因為機構資金取代全球散戶入場開跑。

英國魯佛投資公司在確認購買價值超過

7.45億美元的比特幣後發布報告稱，“當前

的宏觀經濟環境為這壹融合了技術和黃金優

勢的資產設置了完美的環境。負利率、極端

的貨幣政策、膨脹的公共債務、對政府的不

滿都為投資比特幣提供了強大的助力”。

專註加密資產的阿爾卡基金首席投

資官傑夫· 多曼認為，“在壹個較長的時

期內，任何其他貨幣的貶值，都會強化

比特幣的購買力”。

此外，美元信用廣受質疑強化了資產

多元布局的意願。新冠肺炎疫情來襲之前

，憑借美元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和美聯儲長

期超低利率政策，美國政府和美資公司發

行了天量債務讓全世界分攤其成本。截至

2020年9月30日，美國政府的預算赤字飆

升至創紀錄的3.1萬億美元。許多觀察家

警告稱，這種債務不可持續——壹旦危機

來臨，類似量化寬松等“印鈔行動”將再

次登場，而美元的貨幣信用勢必隨之下降

甚至被透支。但2020年美聯儲歷史上最大

規模的“印鈔行動”至今未停下腳步，目

前每月國債和政府支持抵押貸款債券的購

買量仍高達1200億美元。這加劇了全球投

資者對美元信用的擔憂，美元和美元資產

也隨之跌至近年來低位。

不過，比特幣的風險不容忽視。有加

密貨幣研究機構警告說，當前活躍的比特

幣賬戶已經接近2017年末的歷史最高水平

，這可能將是部分投資者拋售的信號。

而歷史上，比特幣也多次上演大漲

大跌行情。比如2017年12月，比特幣價

格壹度刷新歷史紀錄，達到20089美元

高位，但壹個月後就下跌超過50%。

分析人士警告，投資者應警惕比特

幣市場的投機性風險。這壹方面是因為

比特幣市場規模仍然偏小，易於操縱；

另壹方面是因為全球迄今尚未建立健全

的比特幣市場監管機制。

可以預見，2021年，比特幣市場仍

將被自動化做市商、巨幅波動、超高收

益率、反法幣和中央銀行體制等標簽縈

繞。防範濫炒比特幣進而推高系統性風

險，應當成為全球金融監管者和市場參

與者的共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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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里金庫盜數90分鐘》

智慧型犯罪電影正夯智慧型犯罪電影正夯
團隊合作最怕豬隊友團隊合作最怕豬隊友

將於1月15日上映的《馬德里金庫盜數90分鐘》，號
稱2021年開年最強好萊塢巨作，《捍衛任務：殺神回歸》
、《侏羅紀世界：殞落國度》視覺特效團隊打造，歷史上
最難攻破西班牙金庫實景。《馬德里金庫盜數90分鐘》請
來《X戰警》系列飾演火鳳凰琴葛雷的芳姬詹森(Framke
Jessen)擔任英國特務，金球獎入圍影集《良醫墨非》主角
佛萊迪海默(Freddie Highmore)擔任 「高智商」男主角湯
姆，佛萊迪海默善於演出 「高智商低情商」的天才角色，
他於驚悚電視劇《貝茲旅館》及《良醫墨非》中皆以同類
型的角色獲得影評人高度評價，此次由他來片中高智商男
主角湯姆，被劇組演員推薦是 「最適合人選」。曾出演
《出神入化》在台灣有高度知名度的傑西艾森伯格(Jesse
Eisenberg)，則是以 「高智商、嘴速快」的角色形象被觀
眾熟知。而《玩命再劫》的男主角 「寶貝」安索艾格特
（Ansel Elgort)，在片中則是 「高智商、不講話」。三者
同樣都具備高智商的特質，但佛萊迪海默出身童星，從7
歲開始出演好萊塢大片，前後以《奇幻精靈事件簿》、
《巧克力冒險工廠》擄獲全球影迷的心，此次高材生一角
兼具演技跟動作，相信會大開佛萊迪海默其他戲路。

《馬德里金庫盜數90分鐘》，講述一場跟世界盃足球
賽同時發生的 「世紀劫案」，男主一行人為了潛入 「西班
牙金庫」，特別挑在冠軍賽開打的時間，打算來一場聲東
擊西、掩耳盜鈴之戰。這也是首度把事世界盃足球決賽跟
電影穿插在一起的犯罪電影，極為刺激。電影中的總決賽
其實是真有其事，2010年世界盃足球總決賽，西班牙對戰
荷蘭，超過五十萬的球迷在馬德里的大地女神廣場，瘋狂
地盯著大螢幕觀看球賽，就在銀行的正門口。當年這場世
界盃足球總決賽帶領西班牙獲得全球勝利，是西班牙近代
歷史上最知名的事件之一，萬人空巷擠進街頭就為了看總
決賽，剛好給了男主角一行人偷跑的機會，這就是電影為
觀眾塑造最天時、地利、人和的場景。有西班牙足球金童
之稱的安德烈斯·伊涅斯塔·盧漢(Andrés Iniesta Luján)
便是真實歷史上，帶領西班牙最終獲得冠軍盃的王者，只
要他出場，西班牙人民便目不轉睛，就算此時西班牙金庫
裡的海底祕寶即將遭竊，也沒有比這個四年一度的全球盛
會來的重要。

以《權力遊戲：冰與火之歌》打開知名度的連恩康寧
漢(Liam Cunningham)，被網友喻為跟 「本世紀最性感男
性」史恩康納萊(Sir Thomas Sean Connery) 「撞臉」，
史恩康納萊從影期間獲得諸多認可，獲得一項奧斯卡金像
獎、兩項英國電影學院獎（包括終身成就獎）。史恩康納
萊於1989年和1999年被《人物》分別評為 「在世的最性
感男星」和 「本世紀最性感男性」。連恩康寧漢在《馬德
里金庫盜數90分鐘》飾演超強幕後首腦，盡出各種奇招招
募各種奇才，使用奇招招募男主佛萊迪海默加入團隊跟他
們一起追尋 「海中秘寶」，而海中秘寶又會帶領他們到什
麼地方，只能看電影如何安排。男主角佛萊迪海默在片中
為了解出 「西班牙金庫」的秘密，徹夜不睡熬出一團 「鬍
渣」，演出知名學校高材生的他，縱然已經接演過許多類
似角色，但此次任務是要解出史上最難金庫的謎團，縱然
是他也無所適從。如何破解歷史上最強金庫，成為《馬德
里金庫盜數90分鐘》最大亮點，而其中與夥伴們解謎的過
程，也是本片最精彩的地方之一。

新冠肺炎爆發變種病毒賜虐，英國全

境封鎖，導致已在當地啟動的《奇異博士2

》停拍，何時能復拍？「遙遙無期」，這

是今年開年以來「漫威」第1部受疫情衝

擊而停拍的超級英雄大片。

預定主演《奇異博士2》的「緋紅女巫

」伊莉莎白歐森今天（美國時間1月6日）

在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2017年第89屆及

隔年連莊的第90屆）主持人名嘴吉米金莫

主持的訪談節目《吉米金莫現場》，接受

視訊訪問時證實《奇異博士2》停拍。

為了報給全球廣大「漫威」迷知道

，《吉米金莫現場》官網第 1時間 po出

「緋紅女巫」訪談內容：「自從醫院爆

滿（疫情嚴峻），我們不能回去英國工

作（拍《奇異博士2》），直到疫情平靜

；我現在平安，而且高興能繼續工作

（宣傳她的「漫威」新影集《汪達與幻

視》），感謝『迪士尼』讓我在防疫隔

離期間還能忙碌。」

《奇異博士2》去年11月在英國正式

啟動，男主角班奈狄克康伯拜區先跑去演

《蜘蛛人3》，原定今年年初在英國拍攝，

如今受到疫情「升高溫」衝擊而停拍，

「無期限」不知何時能復拍，雖然能讓

《奇異博士2》的導演山姆雷米（曾執導陶

比麥奎爾演的《蜘蛛人三部曲》）更仔細

加情劇本、取景等前置作業，但不知會不

會影響《奇異博士2》預定明年3月25日在

美國的上映檔期。

《奇異博士2》 「無期限」 停拍！

奧斯卡提名導演班謝特林（Benh Zeitlin

）在2012年憑藉《南方野獸樂園》（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榮獲許多獎項與好評

，當年拿下坎城的金攝影機獎和日舞影展的

評審大獎，更入圍奧斯卡包括最佳影片和導

演等四個獎項，睽違多年後，他再次執導同

樣撼動人心的奇幻電影《溫蒂》。

《溫蒂》（Wendy）以魔幻寫實的風格

重現英國經典文學作品《彼得潘與溫蒂》

（Peter Pan and Wendy），少女溫蒂迷失在

一個年齡和時間脫節的神祕夢幻島（Never

land），她必須為拯救自己的家人、自由和

年輕的歡樂精神而奮鬥，以擺脫成長老化的

致命危險。此片憑藉著超現實奇幻主義的獨

特風格，成為2021年絕不容錯過的農曆春節

檔期必看電影，影迷務必把握觀影機會，體

驗大銀幕最直接的感動！

電影內容涵蓋了青少年對於成長的

迷思主題，以及探討自由和家庭溫暖的

議題，擺脫說教式的敘事手法，用小孩

的童真角度創造出獨一無二的奇幻風格

，以英國經典文學巨作《彼得潘與溫蒂

》的故事為外衣，成就了一個深具內涵

、後座力強的優秀電影。班謝特林創新

和原創性的大膽嘗試與多層次意涵，創

造了動人的《溫蒂》。

值得一提的是，《紐約時報》也盛讚

《溫蒂》是「傑出的彼得潘改編電影」，

就連外國媒體BBC和《風傳媒》都票選出

為年度必看電影，並對此評論「在班謝特

林導演了獲得奧斯卡獎提名的處女作《南

方野獸樂園》9年後，他又帶來了一部將貧

瘠的現實和扣人心弦的奇幻故事，更為大

膽地融合在一起的電影：一部發生在美國

鄉間的彼得潘奇幻史詩片。新人德溫法蘭

絲飾演女主角溫蒂，一個乘火車前往野孩

子彼得（葉舒梅克飾演）統治的神奇熱帶

島嶼的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女孩。」

女主角溫蒂為了親情與友誼，她被迫

與危險的大人對抗，前所未見的冒險就此

揭開序幕，從火車車頂的奔跑、古老沈船

、水下洞窟、海洋生物等元素營造出用生

命淬煉的故事，是部史詩般的奇幻探險故

事。此片堪稱獲獎不斷、好評如潮！

改編自《彼得潘與溫蒂》奇幻巨作《溫蒂》
奧斯卡名導班謝特林最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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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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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臣 Jorn Andersen
出生日期：1963年2月3日 國籍：挪威 位置：前鋒

生 涯 亮 點

1984年，代表費德列斯達奪得挪威盃冠軍

1985-90年，共27次為挪威國家隊披甲，射入5球

1989-90年，為法蘭克福攻入18球，
成為德甲史上首位外籍神射手

2008年，接替高洛普執教德甲球隊緬恩斯

2009年，帶領德乙球隊緬恩斯成功晉身德甲，卻在
新球季開始前遭到解僱，引起轟動

2016年，執教朝鮮國家隊，成為朝鮮
第二位外國足球教練

隨着五棵松冰球國內測試活動10日晚
圓滿落幕，北京市海淀區2個冬奧場館的3
項“相約北京”系列冬季體育賽事全部完
成，首都體育館和五棵松體育中心通過全
領域、全要素、全流程的實戰演練。

10月至12月，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
冬殘奧會進入集中“測試”階段，本次系
列賽事海淀區涉及首都體育館和五棵松體
育中心兩個場館。

10月13日至10月17日，在首都體育
館舉辦的亞洲花樣滑冰公開賽。10月21

日至10月24日，在首都體育館舉辦的國
際滑聯短道速滑世界盃。

從首都體育館測試賽期間一日內完成
“冰冰轉換”到五棵松體育中心6小時完
成“冰籃轉換”，北京市海淀區堅持高質
量辦賽、高標準測試，以冬奧正賽標準逐
項比對、校準測試賽各項籌辦工作。

同時，圍繞場館、運行、指揮、安
保、醫療、交通、轉播等關鍵場景，讓新
技術成果紛紛落地。

●中新網

港足前主帥麥柏倫於今年6月完成世界盃
決賽周後約滿，其後有指足總要求這

名芬蘭主帥重新申請職位被拒絕，此後港隊
主帥一職便懸空至今。

短期目標亞洲盃決賽周
足總行政總裁譚秋朗於10月時曾透露聘

請新主帥程序已進入最後階段，聘請小組已
從過百名應徵者中篩選剩下三人，據悉為香
港本地教練郭嘉諾、來自德國的韋斯及挪威

的安達臣。
安達臣日前在接受德國網站訪問時證實

自己將會成為港足新任主帥，這名曾執教朝
鮮及韓職球隊仁川聯的教練表示被足總的長
遠計劃所吸引：“作為一名足球教練，當然
不希望賦閒在家，當我收到香港足總的查詢
就已經躍躍欲試，我了解到他們有一套可持
續發展的計劃，令我有深刻印象。”
足總早前公布《2025策略計劃》，內容

包括在2034或2038年打進世界盃決賽周以及

創立青訓學院等等，安達臣表示要達標需要
完善的青訓系統及長遠規劃，而執掌港足後
的短期目標將會放在2023亞洲盃決賽周。

根據亞洲足協最新編排，亞洲盃第3圈
外圍賽已延至明年6月舉行。

貝鈞奇：只欠合約細節
現年58歲的安達臣球員時代曾効力過多

支德甲球隊，更於1990年在法蘭克福成為德
甲神射手；退役後開始轉任教練，曾於2008

接替高洛普執教緬恩斯；之後獲邀出任朝鮮
國家隊主帥，並曾兩度到港作賽；離職後又
轉戰韓職執教仁川聯，不過成績平平，2019
年4月被辭退後一直待業至今。
香港足總主席貝鈞奇在接受查詢時確認

與安達臣已達成基本共識，雙方商討已進入
最後階段，只待談妥合約條文細節後，這名
港足新帥最快便可本月底抵港，完成隔離程
序後會公開亮相，他相信安達臣的豐富經驗
有助提升港足成績。

短說
長話

中新網杭州11月11日電 記者11日從
杭州亞殘組委獲悉，截至目前已有32個國
家（地區）殘奧委員會簽收杭州2022年第4
屆亞殘運會（杭州亞殘運）邀請函包裹，其
中，中國香港、約旦、也門、菲律賓、柬埔
寨、阿富汗、不丹、吉爾吉斯斯坦等22個
殘奧委員會發回了照片和視頻，並通過其官
方媒體賬號表達對杭州亞殘運會的熱切期
盼。

為進一步加強與各國家（地區）殘奧委
員會的溝通聯繫，根據規定，組委會需在賽
前12個月正式向各國家（地區）殘奧委員會
發出參賽邀請函。10月15日，時值杭州亞殘

運會倒計時359天，亞殘奧委員會和杭州亞
殘組委共同發出44封杭州亞殘運會參賽邀請
函，分別寄送至44個國家（地區）殘奧委員
會。參賽邀請函的寄送，標誌着杭州向世界
發出正式邀請。

中國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
協會是首個確認接收邀請函的殘奧委員會，
其總幹事林俊英收到邀請函後向杭州亞殘組
委表示感謝，並表示對參與杭州亞殘運會滿
懷期待。

“我們非常期待杭州亞殘運會。”日本
殘奧委員會主席河合純一手持邀請函與杭州
亞殘運會吉祥物“飛飛”，通過視頻的方式

表達對明年賽事舉辦的期待。

代表團團長大會下周舉行
新加坡殘奧委員會用鏡頭記錄下邀請函

包裹“開箱”過程，兩位工作人員依次從包
裹取出參賽邀請函及新加坡殘奧委員會樣
旗、杭州亞殘運會吉祥物“飛飛”、吉祥物
T恤等物品；卡塔爾殘奧委員會、阿富汗殘
奧委員會、吉爾吉斯斯坦殘奧委員會等紛紛
發來與邀請函、杭州亞殘運會吉祥物“飛
飛”的合影。

據了解，杭州亞殘運會代表團團長大會
將於18日—19日召開。

國乒進行隊內熱身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正在溫州備戰2021

休斯敦世乒賽的國乒12日起一連三日舉行出征前的隊內
熱身賽。據傳媒報道，目前，國乒分兵兩路，梁靖崑、
王楚欽、林高遠、王藝迪等人正在斯洛文尼亞參加WTT
賽事；馬龍、樊振東、陳夢等人留在溫州集訓。最終男
隊選出32人進行淘汰賽，採用7局4勝制，馬龍、樊振
東、許昕悉數參加。女隊方面，則融入“性別大戰”元
素，陳夢、孫穎莎、王曼昱、陳幸同、蒯曼、陳熠、吳
洋晨、覃予萱等世乒賽、世青賽選手可以在男女隊挑選
對手，劉詩雯也會參賽。

柯潔無緣LG盃棋王賽決賽

第26屆LG盃世界圍棋棋王賽準決賽10日上演中韓
圍棋第一人對決，最終中國柯潔（上圖）九段執黑不敵
韓國申真諝九段，後者將在決賽對陣另一位中國世界冠
軍楊鼎新九段。柯潔當天在布局階段佔據四個角獲得不
小實地。進入中盤申真諝下出緩手，柯潔趁機下出黑153
大飛妙手將局面追平。然而黑171的問題手成為比賽轉
折，申真諝白174“一石二鳥”，在左邊和中腹威脅黑
棋，而柯潔在此後的劫爭中下方4子被吃，大勢已去，至
300手認輸。楊鼎新和申真諝的決賽三番棋計劃在2022
年2月進行。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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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香港男足主教練一職

自麥柏倫6月離隊後一直懸空，據德國傳媒報道，挪威教

練安達臣已確定成為繼任者，這位前朝鮮主帥希望協助香

港足總達到2034年晉身世界盃決賽周的長遠目標，而短

期目標則會是2023年亞洲盃決賽周。足總主席貝鈞奇也

證實雙方已達成基本共識，這名港隊新帥最快本月抵港。

香港殘奧會
熱切期盼杭州亞殘運

北京兩場館通過冬奧“實戰演練”
●●冰球運動員今年冰球運動員今年44月在五棵松體育中心進行月在五棵松體育中心進行
““壓力壓力””測試測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證實接港足帥印

●●安達臣曾於安達臣曾於20172017年率朝年率朝
鮮隊參加東亞盃鮮隊參加東亞盃。。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安達臣安達臣（（右右））於於20172017年率隊到港參加世外年率隊到港參加世外
賽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安達臣安達臣（（右二右二））於於20172017年東亞年東亞
盃與當時中國隊主帥納比盃與當時中國隊主帥納比（（左一左一））
及日韓主教練合影及日韓主教練合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11月12日（星期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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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電視劇《江山如此多嬌》開播
展現脫貧攻堅戰中的青春力量

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江山如此多

嬌》10日起在湖南衛視播出。該劇以紀實

的筆觸、細膩的情感，通過發生在湖南壹

個小村莊裏的扶貧故事，折射出奮戰在全

國脫貧攻堅戰中的青春力量，展現新時代

奮鬥者的精神風貌。

“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

新奮鬥的起點。”總制片人肖寧說，《江

山如此多嬌》既是壹份飽含真情的時代答

卷，更是對未來美好新生活寄予的殷切期

望。

充滿煙火氣的生活味道
導演安建介紹，劇中，濮泉生（羅晉

飾）來到碗米溪村，不僅是繼承作為碗米

溪村第壹代扶貧幹部的父親的事業，也是

實現他自我理想的壹個切口。新舊思想的

碰撞、理想現實的沖突，給了他很大壓力

，也為他提供了成長機會。

記者沙鷗（袁姍姍飾）到來後，濮泉

生和她壹道，靈活運用“精準扶貧”各項

政策，壹手抓“扶貧先扶誌”，壹手抓

“輸血變造血”，帶領村民先後發展了桑

蠶基地、茶葉合作社等產業，解決了基礎

設施、科學種植、留守兒童、道路交通等

難題。

在碗米溪的故事中，每條人物線都是

完整又密切聯系的。喜妹（沈夢辰飾）作

為村中被濮泉生和沙鷗熱血理想影響的第

壹人，借助網絡直播這壹新興產物，幫助

村中開辟了壹條扶貧新產業鏈，也在嘗試

與創新中逐漸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此外，懶漢“麻迷糊”犯錯被濮泉生

安排“洗刷靈魂”，最終憑靠自己的雙手

養蜂致富，收獲愛情；鄉賢惹阿公，也在

濮泉生和沙鷗的影響下，逐漸轉變舊觀念

接受新思想……

“劇中家長裏短矛盾不斷，這種充滿

煙火氣的味道，是生活最真實的樣子。”

安建說。

展現真摯而雙向的情感
劇中沙鷗兩次離開碗米溪的場面，具

有象征意義。

第壹次離開，她想給全村拍壹張夜景

照片卻遇到停電，村民自發點燃篝火，火

把照亮整個碗米溪。第二次離開，沙鷗完

成駐點扶貧，村民們在村口列隊，用沙鷗

募集來的手機手電筒，點亮遠行的路。

“從火把到手機，第壹次點燃的是希

望，第二次點亮的是美好。”安建說，扶

貧幹部和村民之間建立的情感是真實的、

雙向的，兩代人的理想、青春與夢想迸發

出來的光芒照耀了身邊的每壹個人。

安建說，這種真摯的雙向情感背後，

是中國“精準扶貧”的真實記錄，正是無

數個濮泉生、沙鷗與碗米溪村民的付出，

才匯聚成壹種超強的力量。

據介紹，為凸顯這種生活和情感的真

實感，該劇拍攝大量采用手提肩扛攝像機

的紀錄手法而非通常的固定機位，且在每

集正片結尾制作了兩分半鐘的創作劄記，

講述原型人物真實的脫貧攻堅故事。

鼓勵青年與時代共振
《江山如此多嬌》將筆觸聚焦“青春

和理想”，以濮泉生和沙鷗為代表的滿腔

熱血的年輕人參與脫貧攻堅這場偉大戰役

，互相影響、攜手奮進，用赤子之心獻身

扶貧事業。

“他們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行動

自覺，是所有奮戰在扶貧壹線幹部們的真

實寫照。”肖寧說。

攻堅克難的擔當精神、壹諾千金的誠

信精神、因地制宜的求實精神、自立自強

的奮鬥精神、眾誌成城的幫扶精神、鍥而

不舍的釘釘子精神、攻堅拔寨的沖刺精神

、流血犧牲的奉獻精神、同舟共濟的互助

精神……這些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都在

《江山如此多嬌》中得到生動展現。

“劇中描繪的故事，是新時代中國決

戰決勝脫貧攻堅群像的壹個縮影，也反映

了壹代代扶貧人的接力傳承以及對扶貧工

作的深入思考。”肖寧說，《江山如此多

嬌》謳歌了脫貧攻堅這種偉大的中國奮鬥

，鼓勵青年壹代將滿腔熱血與時代和國家

同頻共振，貢獻自己的青春力量。

《《了了不起的女孩》中攜手成長
金金晨李壹桐寵溺閨蜜情

去年，兩個剛滿 30歲的女演員實

現了刷屏：金晨憑借綜藝《乘風破浪

的姐姐》《女兒們的戀愛》、電視劇

《隱秘而偉大》全面爆發；李壹桐也

憑借《愛我就別想太多》《別雲間》

《只為那壹刻與妳相見》等熱播劇，

穩固了熒屏曝光度……如今，她們在

江蘇衛視播出的跨年檔電視劇《了

不起的女孩》中首度合作，講述30歲

女孩的成長故事。

近日，金晨、李壹桐分別接受了

記者采訪，分享對角色的理解、閨蜜

友情以及30歲的生活感悟。

關鍵詞：角色
《了不起的女孩》是壹部雙女主劇，

聚焦女性成長：溫柔善良的陸可（李壹

桐飾）與果敢瀟灑的沈思怡（金晨飾）

原本是好閨蜜，但她們在高考之後斷交

。九年後，兩人在《生活家》雜誌社重

逢，成為同事。她們決定放下心結，並

肩努力，重新開啟壹段事業與友誼的冒

險。沈思怡的回歸，喚醒了陸可積蓄已

久的能量；在陸可的陪伴下，沈思怡也

學會打開心扉，相信感情。

沈思怡是《生活家》的代理出版

人，在時尚圈和媒體出版行業有壹席之

地，性格果敢，走路帶風。她在陸可的

陪伴下，走出原生家庭的陰影，學會接

受自己以及他人的情感。進組之前，金

晨特意去雜誌社體驗生活，“跟主編聊

天，熟悉雜誌社的工作環境”。金晨

表示，她本人的性格和角色適配度很

高：“我挺像沈思怡的，很多事情必

須當下解決，不想積壓太久。”

《生活家》首席編輯陸可則是個

貓系女孩。在沈思怡的影響下，她變

得更果斷，漸漸突破自己。李壹桐認

為自己和角色並不相似：“我處理事

情比較果斷，不像陸可那般軟弱。”

不過，圍讀完劇本後，她發現了陸可

的閃光點：“她是養成系女孩，有個

由弱小變強大的過程，這是最打動我的

地方。”陸可的軟萌人設，更讓李壹

桐有些“上頭”，她說笑道：“如果

性別互換，我真的太想跟陸可談戀愛

了。”

關鍵詞：閨蜜
金晨和李壹桐是山東老鄉，也是北京

舞蹈學院的同屆學生。畢業後，兩人雖都

進軍影視圈，但並無太多交集，《了不起

的女孩》是兩人首度合作。拍完這部劇後

，兩人成了無話不談的好閨蜜。

剛過去的跨年夜，李壹桐在微博曬

出金晨送給她的新年禮物——大白兔糖

抱枕，並配文道：“有妳在……我還需

要別人嗎？”據李壹桐透露，該劇拍攝

時正好趕上疫情爆發期，她和金晨朝夕

相處，“天天促膝長談，壹起看綜藝、

電影，做所有閨蜜都會做的事情”。

這份默契，也讓她們在演繹陸可、

沈思怡時更加自然流暢。劇中，有壹場

“醉酒和好”的戲份，兩人的細節把握

、情感拿捏恰到好處。李壹桐說：“拍

這場戲時，全劇已經拍到中期階段，我

和金晨的情感已經完全融入到陸可和沈

思怡中去了。這場戲裏有情感的自然流

露，甚至不需要任何表演技巧。”金晨

也表示，出於兩個人的默契，劇中很多

動作，比如揉腦袋等，都是即興為之，

並沒有太多設計。

談到友情話題，金晨認為每對閨蜜

或互補、或相似，都有自己的相處法則

：“我和閨蜜性格非常像，大大咧咧的

，待在壹起毫無壓力。”李壹桐如此評

價金晨：“她挺樂呵，是個沒有心機的

女孩。”

關鍵詞：30歲
從爆款綜藝《乘風破浪的姐姐》的

舞蹈擔當，到《隱秘而偉大》《了不起

的女孩》的演技擔當，金晨在自己的30

歲迎來全面爆發。壹路走來，金晨頗有

感觸：“我從小贊同壹個觀點——女生

要獨立自強，不靠任何人。所以，我壹

直以來也是做事靠自己。”

劇中，沈思怡的穿搭被譽為“職場

教科書”，在各種風格間無縫切換。金

晨說：“沈思怡的穿衣風格非常颯，每

壹套我都很喜歡，對我來說也是突破。”

談及保持身材的秘訣，金晨說：“如果

不想邁開腿，那就壹定要管住嘴。不用

頓頓都吃得很多，妳可以今天多吃點，

明天就少吃點，沒時間運動的話，這個

方法其實也挺健康的。”

李壹桐也在30歲迎來了自己的“刷

屏時間”：去年，與陳建斌合作的《愛

我就別想太多》、與羅晉合作的《別雲

間》、與陸毅合作的《只為那壹刻與妳

相見》接連播出，“蘿莉與大叔戀愛”

的話題也在社交網絡躥紅。到了《了不

起的女孩》，李壹桐的轉變讓人眼前壹

亮。她十分看重“陸可”壹角，她想通

過角色告訴所有女孩：“自信的女生最

美麗，不管妳覺得妳能力夠不夠，現在

是否成功，只要找準妳想要努力的方向

去努力，壹切都有可能，妳就能成為了

不起的姑娘。”

出演這部劇，也讓李壹桐更加明確

自己的戀愛觀：“生活中，如果我遇到

男方出軌這種事，會立刻分手，不拖

泥帶水，也不吃回頭草。”現實生活

中，分手了還能做朋友嗎？李壹桐斬

釘截鐵道：“他不是出軌，我們就可

以當朋友，但是觸及我的底線，就不可

能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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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鵬挑戰高難度表演
克勤返港賀台慶 忙綵排忙敘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馬國明、
張寶兒、伍樂怡、龔慈恩等人11日宣傳台
慶劇《星空下的仁醫》，日前有傳馬國明
已買戒指及在將軍澳築愛巢，準備明年與
女友湯洛雯結婚，但他一一否認傳聞，坦
言如有好消息一定向外公布，多謝大家關
心之外也希望大家不要胡思亂想。

馬國明對結婚傳聞一笑置之，說：“都
幾搞笑，我要一直開工，之後又緊接開拍新
劇，如果是的話我會自己講，大家不用
估。”馬國明笑稱自己每逢有劇推出都會傳
結婚，相信都已結了很多次。問到是否在舊
愛黃心穎住所附近置業，馬國明說：“真的
不知道，我一直跟家人住，的確有想過置
業，但不想近公司，因為我想有放工的感
覺，所以首選會在港島區，始終都住慣
了。”

張寶兒劇中演技被老公袁偉豪批評口齒
不清，她自覺投入角色後已漸入佳境，所以
老公已沒有再彈。寶兒稱開工期間正值是她
結婚日子，說：“記得結婚前一日還在拍喊
戲，結婚後一日又是拍喊戲，情緒轉變很
大，過程簡直是一次演技訓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導演鄭保瑞新
作《智齒》以黑白版本突顯暗黑暴力風格，未
正式上映已先聲奪人，分別成為烏甸尼遠東電
影節紫桑獎得獎作品、西班牙錫切斯電影節獲
得“最佳攝影”、亞洲電影大獎奪得“最佳美
術指導”及“最佳音響”；影片同時亦連獲十
一個國際影展邀請參展，其中更成為本屆柏林

影展唯一代表香港參展電影。
面對暴力連場，家棟坦言多多少少也有受

傷，不過男人無一點“痕跡”又不過得去，像
同片演員池內博之曾被他撞傷，他也給對方頂
到氣門：“但導演好好，不限我們演出，只要
我們不好出了鏡頭外，就任我們去打，一切都
講求質感，尤其導演絕不浪費張卡（菲林），
從來不叫cut，我們便唯有再大力點打，有時都
會變成真打用多了力，試過池內博之用剷砸我
的腿還要見血，然而正下雨出了血也被沖走，
當時的痛真不能言語。”

《智齒》獲邀參加柏林影展
之前林家棟獲提名亞洲電影大獎“最佳男

主角”，又有否想在金像獎“衝獎”？林家棟
笑說：“不好搞這些了，提名已很開心，最大
開心是今年部戲出來有掌聲就夠了，因為現在
拍戲不容易，數量有幾多？而拍出有質素又有

掌聲是好難得。”談到疫情困擾之下，仍有不
少香港電影能在海外備受關注，但都沒機會現
場參與各大影展，鄭保瑞坦言去不到海外的影
展是有少許可惜，因為能夠給更多人知道香港
電影在海外的位置和關注也是好的，像《智
齒》獲邀參加柏林影展，如果能夠親身去影張
相，對電影的關注度也截然不同了。對於金像
獎亦因疫情改為兩年合併一屆舉行，鄭保瑞認
為角逐獎項無疑會多了對手，多戲競爭也是好
事，畢竟早幾年的提名比較單薄，兩年一屆競
爭性大，大家會更加關注：“之前家棟能夠在
亞洲電影大獎爭逐亞洲最佳男主角，是我最開
心的！”林家棟也感覺今次戲中角色很有層
次：“以前演的都是正、反都有一個模式，但
今次是正中又反，反中又正，我的角色要去報
仇，但又在等別人來救贖，所以好慶幸遇上這
角色，我也不怕抽離不到，因為人生都是這樣
啦！”

林家棟拍打戲盡情發揮 能收穫觀眾掌聲便心足

香港文匯報訊陳柏宇（Jason）日前作客
TVB娛樂新聞台節目《StarTalk》，接受主播
許文軒（Edmond）專訪，大談再次舉行紅館
演唱會感受。Jason說：“第一次上紅館有第一
次嘅新鮮感，較少需要參與背後嘅製作，自己
只需要顧好自己唱歌、跳舞、彈結他，有少少
似表演大雜燴！而第二次對自己，對觀眾，甚
至演唱會個Concept都有要求，所以兩次都有
壓力，兩次個心情都好唔同。”

Jason直言自疫情後思考更多，會更加
為自己的事業而奮鬥，所以現在不會再被

動。而Jason曾經試過失聲，他坦言：“對
失聲有恐懼，生過枕係好容易再生，學咗
唱歌之後，狀況好咗好多，但呢期要宣傳
狀況會差啲，因為講得太多嘢，又不停開
會，講嘢真係最致命，但我最鍾意就係講
嘢，所以我把聲有事係正路！”他又說：
“唱歌冇得臨急抱佛腳，唔可以臨開演唱
會先去學唱歌，嗰啲叫做走捷徑，我去學
唱歌唔係因為要走捷徑，而係覺得自己唱
歌唔夠好，需要進步，而我作為歌手唱得
好係最重要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李克勤、草蜢、陳展鵬、鄭俊弘（Fred）

等人11日為TVB台慶表演項目綵排。剛由杭州返港的克勤，表示整個11月

都要跟朋友敘舊吃飯，笑問他知否好友曾志偉已升任總經理，他稱雖身在

內地，但仍緊貼香港消息，笑指志偉現在位高權重，工作太忙沒空跟他

吃飯。展鵬則與一班壯漢表演疊羅漢，見展鵬站在高位搖搖欲墜，讓人

看得一額汗，他承認今次表演最有難度，但相信之後只要多加綵排，就會

有最佳效果。

疊 羅 漢
早前在內地節目搞喊譚詠麟，克

勤解釋只是談及歌手之間的經
歷，加上他是做對方的粉絲開始，一
下子變成好友並會同台演出，可能感
動到對方。在內地《中國好聲音》節
目中，克勤成為首個香港導師帶領學
員勝出，他表示難得一次可做兩個音
樂節目，《中國好聲音》與《聲夢傳
奇》是截然不同的節目，無從比較。
至於離港多時，家中小朋友有沒有不
認得克勤，他說：“有四個月沒見，
現在我見他們比他們見我開心，因為
他們忙返學，只有周六、日理一理
我。”
陳展鵬與一眾大隻男藝人合力表演

疊羅漢，綵排時見展鵬高高在上，但
卻搖搖欲墜，他解釋因為第一天綵
排，仍未決定由誰負責舉起他，相信
到正式表演時會有最佳效果。展鵬稱
今次表演是最有難度的一次，雖然他
沒畏高，但因站不穩會有離心力，所
以詳細情況也沒告訴太太，以免對方
擔心，並說：“慶祝台慶要每個人都
出力，我們一眾男藝員要展現力的表
現。”笑問展鵬要否減磅演出，他笑
稱不增肥就可以，要保持手臂健碩做
其他動作，因為一連串動作看似簡
單，但很講求速度和技巧。

草蜢積極爭取紅館開騷
直言已忘記了有多少年沒回來賀

TVB台慶的草蜢，透露會表演一連

串勁歌熱舞，打算趕走疫情，令觀眾
開開心心。他們表示已積極爭取紅館
檔期，只要一獲批就會出動開騷。早
前頸部“生蛇”的蔡一傑，多謝各方
好友關心，雖然現在仍有少許痛楚，
但不影響跳舞表演。至於草蜢三人會
否入戲院欣賞師父梅艷芳的傳記電
影，他們表示一定會支持香港電影，
在電影開拍前，幕後也有找他們搜集
資料。由於他們都熟悉梅姐的事跡，
入場時都會帶定紙巾做準備。
婚宴後只休息一天就投入工作的

Fred，高興與一班歌手夾band，但尚
有一環節要表演跳舞。提到10日是
Fred的生日，他表示與太太何雁詩吃

飯慶祝，說：“她有送我一部做梳打
水的機，另外送了蛋糕和我喜歡吃的
肉桂卷，不過就要我自己去店舖
拿。”笑指Fred婚後已不着重禮物，
他說：“我們一向都不注重禮物，這
樣更好，因為我這方面很差，連送花
都送錯拜山花，所以她生日會一
起去揀禮物。”正為《法證先鋒
V》開工的Fred，原來是第一
次與黃宗澤合作，說：“對上一
次是我訓練班剛畢業，我
們有同劇但沒有對手
戲，今次他做我師
父，感覺一下子就
過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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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開紅館騷陳柏宇更有要求

●●馬國明稱如有結婚好消息一定馬國明稱如有結婚好消息一定
向外公布向外公布。。

●●林家棟林家棟((左左))與導演鄭保瑞合拍新片與導演鄭保瑞合拍新片。。

●●在疊羅漢表演在疊羅漢表演
上上，，展鵬負責站在展鵬負責站在
高位高位。。

●●綵排時綵排時，，

展鵬一度失展鵬一度失

平衡平衡。。

▲克勤今年再為
TVB台慶獻靚聲。

◀ 草蜢將會表
演一連串勁歌
熱舞。

▲一眾男藝員展現力的表現。

◀ 鄭俊弘
10 日與太
太吃飯慶
生。

●陳柏宇(左)接受許文軒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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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2020年疫情以来，全球多国经济萧

条，但土耳其却逆势增长，在所有经合

组织经济体中位列第二，甚至超越大多

数发达国家。同样因疫情原因，多国出

入境受限，办理身份之路受阻，而土耳

其却依旧热度不减，身份获批量甚至暴

增325%。

土耳其投资移民政策之所以备受瞩

目，与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势头是密不可

分的。土耳其是继中国、俄罗斯、印度

、巴西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之后又一

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享

有“新钻国家”的美誉，已成为二十国

集团的成员。

近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发布

了《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世

界经济增长6%。评级报告指出，土耳其

的经济复苏仍在继续，同时，将土耳其

今年的增长预期从7.9%上调至9.2%。

惠誉国际还指出，预计土耳其的国内

生产总值（GDP）增长将在2022年放缓至

3.5%，但随后在2023年恢复到4.5%，该

机构预估土耳其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为

17.2%，明年为13.4%，2023年为10.5%。

此外，华尔街投资银行摩根大通和

高盛也上调了土耳其经济增长预期。摩

根大通表示，已将 2021年GDP增长预

期从 6.8% 修正为 8.4%。高盛进一步上

调了2021年的预测，从之前的 7.5% 同

比增长至 9.5%。

综合多方数据，可以看出土耳其经

济被大家所看好，也吸引很多外资企业

的注入，2021年以来，包括阿里巴巴、

小米、TCL、OPPO等中国企业，以及英

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在内的众

多国际知名企业，纷纷开启或加大了在

土耳其的投资。

第一季度，土耳其经济全面复苏，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86亿美元，增速超

过了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成员国，以及除中国以外的G20成员

国。

财政部长卢特菲· 埃尔万（Lütfi El-

van）表示：“ 在第一季度的7％增长中

，56％来自外国需求和投资。这是平衡

和健康增长的一个指标。我们将坚决执

行创造就业、改善收入分配、注重稳定

的政策。”

蓬勃发展的经济，极具潜力的投资

环境，健全的行业和服务，兼之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和土耳其“中间走廊

”计划，使得土耳其成为欧洲商业投资

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土耳其计划在

2023年之前将伊斯坦布尔打造成为全球

金融中心。

土耳其投资入籍法案

2017年1月2日，土耳其政府官方公

报：在土耳其投资购买100万美元及以

上的房地产，并持有3年，可获得土耳

其国籍。2018年9月18日官方公报投资

金额由100万美元降至25万美元持有3

年，可获得土耳其国籍。

土耳其投资移民入籍项目是全球少

有的一步到位获取护照的移民项目，同

时土耳其投资移民具有办理简单、投资

金额少、性价比高等诸多优势，我们今

天看看土耳其投资移民真相。

超过一半的投资人来自中国

2019年随着全球传统移民大国提高

投资移民条件以及投资者对移民入籍、

绿卡、永居概念的进一步了解，客户在

选择投资移民目的地的时候更加理智，

土耳其投资移民直接投资入籍项目正成

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从近几年的投资移民数据来看，土

耳其投资移民推出时间至今仅两年左右

，就已经吸引了全球超2000份投资移民

申请，而且这一数据每年正在以几何级

数增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土

耳其投资移民投资人中，超过一半的数

量来自中国。所以说土耳其移民正逐步

成为中国投资移民者海外投资移民新的

首选目的地。

土耳其护照不是最好的但很适合有这几

类需求的人

土耳其购房入籍项目之所以受到中国

投资人的关注和青睐，因为该项目能够满

足中国投资人如下几个方面的需求。

需求一：移民不移居、快速拿身份

相比其他护照国家，土耳其投资金

额远远低于其他移民国家；同时土耳其

投资移民申请程序简单，无学历以及语

言要求，而且没有移民监等诸多优势。

土耳其移民申请只需6个月就可以

一步到位直接拿到土耳其护照，成为土

耳其的公民。同时土耳其承认双重国籍

，护照免签121个国家。

需求二：投资资金的安全性

投资资金安全是中国投资者在海外

投资移民过程中另一个关注的重点。大

国移民热门国家都有过各种风险先例，

如果没能选择合适项目，不仅浪费时间

精力，还可能面临投资款难以完全收回

的损失，而土耳其投资移民就不存在这

一问题。

根据获得的信息显示，只要没有犯

罪记录，土耳其投资移民成功率接近

100%。土耳其移民申请过程安全可控，

在土耳其无论是选择购房还是存款，持

有期仅为3年，基本上比市场上所有投

资移民项目的持有期都要短，同时如果

申请不成功，存款可以直接取出，购买

的房产也可以转让出售。

需求三：资产保值、增值

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样是中国海外投

资移民者考虑的重要原因之一。土耳其

是全球第十六大经济体， 是欧洲最热

门房地产市场之一。2010年至2018年期

间，土耳其房价持续上涨，全国房产均

价上涨2.5倍，而核心城市伊斯坦布尔更

是上涨3倍。蓬勃发展的土耳其房产市

场聚焦了越来越多投资人的目光。

土耳其素有“基建狂魔”的称号，

过去几年，先后在基建方面投入高达

1350亿美元。而房地产是土耳其的支柱

产业，从2008年的2000亿总量到2018年

的1.2万亿，10年间上涨6倍之多，是最

有潜力的新兴国家之一。

房产的发展速度足以见得土耳其的

经济正稳健的走上坡路，而投资置业环

境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种种迹象表明

，土耳其房地产市场正呈现出欣欣向荣

的景象。

需求四：曲线移民大国的优选跳板

近年来，随着大国移民政策收紧，

热门国家申请受排期影响，国内很多投

资者开始选择第三国跳板的方式曲线移

民，一些比较容易入籍的国家成为移民

跳板的优选。

而土耳其正是这些跳板国家中的佼

佼者。对于需要快速赴移民美国和英国

的投资者来说，土耳其护照的特别之处

就在这里展现了。

土耳其也可以跳板移民美国。根据

美国和土耳其政府签订的协定，土耳其

公民具有资格申请美国E-2签证。美国

E-2签证，又叫协约国投资者签证，1952

年通过移民与国籍法后开始发放，是专

为在美国投资经商的、与美国签有贸易

和航海条约国家的公民设立的临时性非

移民工作签证。

此外，土耳其也可以跳板移民英国

。2018年7月6日，英国修订了移民法，

规定土耳其国籍的人可以到英国工作或

者做生意，在英国居住满5年，满足一

定条件之后，主申请人和全家可以申请

英国永居。

需求五：身份投资零接触线上办理

虽然土耳其对于入境政策处于逐

步放开的状态，但鉴于当前全球疫情

局势不定，投资人仍然可以选择线上

、无需出境的方式办理身份，满足了

在疫情影响下，投资人对于安全、高

效、零接触的办理方式的需求，这个

就对我们国内申请人比较友好，足不

出户，就可以线上完成移民申请等一

系列工作。

总之，投资房产所取得的土耳其护

照没有任何隐性的不平等条款，可以获

得投资回报，还能成为投资者通向英美

大国的跳板国家，随着信息的扩散，将

会有大量的投资者入场，土耳其房价也

会随之水涨船高，有投资房产需求的朋

友还请尽早打算！

GDP增速仅次中国，获批暴增325%
土耳其移民但肯定适合这些人

距离加拿大联邦大选结果出炉有一

段时间了，当地时间10月26日，加拿大

总理杜鲁多领导的新政府在总督玛丽·

西蒙的见证下，完成宣誓就职仪式。顺

便公布了新一届内阁名单。并表示这个

多元化的团队将继续应对加拿大人面对

的挑战，履行一个进步的议程，在结束

抗击疫情，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好的未

来。

分析人士称，这是特鲁多最大胆的

一次组阁，以处理这届政府的优先事务

，包括：加速气候行动计划、可负担性

住房、完成与新冠病毒的斗争、重建更

绿色更公平的经济、长期投资医疗保健

事业和与土著人民和解等方面。

大洗牌！

新内阁有38位部长，加上总理杜鲁

多共39人，较上一届多2人。绝大部分

部长都是新任，其中19人为女性。

分析称这是杜鲁多最大胆的一次组

阁，以处理这届政府的优先事务，包括

发展经济，解决住房，环保，原住民等

问题。

方慧兰将继续担任副总理和财长，

加拿大还出现了一位女性国防部长阿南

德(Anita Anand)，女外长Melanie Joly。

新任移民部长Sean Fraser来自新斯

科舍省，非常年轻，现年37岁。

Sean Fraser 是来自新斯科舍省的前

律师，自2015年以来一直担任加拿大国会

议员。弗雷泽是来自新斯科舍的37岁的前

律师，这位前律师于2015年选为为议会成

员。他在2019年和2021年重新当选。

他取代了上一任移民部长马克· 门

迪奇诺(Marco Mendicino)，现在成为加

拿大的新一任移民部部长。Mendicino

自 2019 年11月起担任该角色，现转为

担任公共安全部长。

在从政之前，Sean Fraser从事商业

诉讼和国际争端解决工作。他拥有达尔

豪斯大学的法律学位、荷兰莱顿大学的

国际公法硕士学位和圣弗朗西斯泽维尔

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

内阁成立后，自由党将继续管理加

拿大，并专注于带领国家摆脱冠状病毒

大流行，议会定于11月22日重新召开。

在议会于11月22日复会之前，部长们将

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来适应新角色。

特鲁多自由党继续提高移民水平，

这一过程始于1980年代后期加拿大保守

党。然而，自由党近年来更积极地提高

了移民水平，为加拿大经济提供了更大

的支持。

在2015年掌权后不久，自由党宣布

他们希望每年至少接待30万移民，而保

守党在过去十年中每年大约接待25万人

。然后，在2020年10月，自由党令人震

惊地宣布，他们将为每年超过400,000名

新移民设定新的移民基准。这个更高的

目标是为了帮助促进加拿大大流行后的

经济复苏。

新人移民部长上任后

加拿大移民计划何去何从

随着内阁的确定，自由党将继续执

政加拿大前行，并将致力于让国家走出

新冠疫情的影响。那么新的移民部长上

任，他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

01 在短期内，加拿大移民、难民和

公民部 (IRCC) 将继续追求其首要任务。

在10月21日与代表加拿大移民律师和顾

问的协会举行的会议上，加拿大移民、难

民和公民部(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简称IRCC)表示，短

期内IRCC将继续追求其首要任务，即：

1.实现 2021年新增 401,000 名永久

居民的目标

2.家庭团聚

3.重新安置阿富汗难民

02 同时，IRCC 和各省和地区也将

继续通过 Express Entry、省提名计划

(PNP) 和魁北克省的计划邀请移民候选

人，已递交的申请也将继续处理。

03 下一个重大发展的方向，是特鲁

多为其部长发布新的授权书。这些信函

将指导包括 IRCC 在内的每个联邦部门

的政策优先事项。

在2021年的竞选活动期间中，自由

党做出了多项移民承诺。

例如，增加移民数量、终止公民申

请费、缩短申请处理时间（缩短至12个

月内）、承诺5年内花费4.289亿加币改

革经济移民计划、改革EE快速通道、为

临时外国工人和国际学生提供更多移民

通道……

当然最重要的是——百万移民计划

仍然会继续执行。

据以往的经验，新的移民水平计划

最 晚 将 在 2022 年 3 月 公 布 ， 预 计

2022-2024年新计划不会有重大改变，很

可能继续强调每年吸纳40万新移民的目

标。让我们拭目以待！

新的移民水平计划发布同时，加拿大

联邦政府也可能确认2022年财政预算，其

中将涵盖移民相关的主要优先事宜。

自由党是否继续延续自2015年以来

雄心勃勃的移民计划，值得我们期待！

加拿大移民专家预计，加拿大政府

今后还会加快新移民的审批，加拿大政

府在今年及之后的三年内每年有接受41

万新移民的计划，受疫情影响，今年只

剩下了半年的时间，加拿大政府势必将

大大加快审批速度，以便在年底前，吸

纳41万的新移民，因此，有意移民加拿

大的朋友，请务必把握机会，抓紧时间

开始办理！

加拿大37岁新移民部长上任，移民政策有哪些影响？

生活在美國，生活可以說得上多姿多采。
單是一項體育比賽來說，就說得上目不暇給。
一年四季，每逢賽程進行時，美國的三大體育
： 美式足球、籃球、棒球的每塲比賽實況，
都分別可以在有線電視、無線電視、網站上一
目瞭然，令球迷大呼 「過癮」。

休息兩個多月後，美國籃球聯賽NBA 又
作新一年的響鑼。才開打3 週，美國甚至海外
球迷，包括中國內地數以億計的男女粉絲，紛
紛大叫 「好得很」！好在什麼方面呢？原來從
今季開始，NBA 更改了球證的 「吹判尺度」
，把進攻方一方的球員在向前推進時，來了一
個史無前例的改變： 不再是任他橫衝直撞來
搏取對方球員的合法阻擋而搶得罰球來得分！
這一項修正,得到 87%球迷認同從今開始，
NBA比賽變 得更 加好看！連各隊球員，都讚
嘆不已。

這種現象 NBA 稱之為 「蓄意買犯」。為
了糾正這種歪風氣，NBA 整個裁判對於持球
進攻者的吹判尺度 來一次大幅修正，那就讓
包括哈登James Harden、楊恩Trae Young等人
的罰球次數，大幅降低，不過卻叫比賽的流暢
性，大幅增加。根據美國媒體SB Nation Re-
acts調查，有高達87%的球迷認為今年比賽變
得好看多了。

過去幾年，NBA 對於持球進攻者的 「保

護」，實在是太過執着徹底，讓許多球員紛紛
興起 「買犯」的新技能來搶分；許多包括切入
時勾手、投籃時往前跳、或者運球時急停 「往
後跳」等不正常的出手動作，裁判也不得不響
哨，導致比賽打打停停，進攻塲景受到中止，
不斷看到進攻一方球員在線上罰球。

隨著過去 NBA 幾季的聯盟收視率不斷下
滑，也讓聯盟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 故此今
年決定大幅修改吹判尺度。故此才有高達87%
的球迷認為比賽變好看之外。不過也有14%的
球迷認為這樣的改變，有點刻意對哈登不公平
，然而主流意見主宰一切。

也因為今季聯盟的吹判尺度有了修改，本
季每場平均的罰球次數，約為19.5次，暫居歷
史上的最低點，也是NBA史上首度少於平均
每場 20 次罰球以下，第 2 名次數少的，是在
2017~18年球季的21.7次罰球。

金州勇士的防守大將格林Draymond Green
也對於吹判修改後大聲說讚： 「我真的覺得過
去太保護進攻球員，很多不合理的動作都會響
哨，我們變得根本無法防守，也讓球員得分更
佳容易，我想這不會是球迷愛看的內容。」

NBA今年大幅修改吹判尺度，讓進攻者
不再這麼容易靠著 「買犯」站上罰球線，受害
最深的就是網友戲稱 「丐幫幫主」籃網球星哈
登，以及老鷹明星後衛楊恩。哈登本季站上罰

球線的次數明顯銳減。他從2014~15年球季開
始算起，一直到2019~20年球季，連續6個球
季都榮登 「買犯王」，平均每個球季上罰球線
次數都是兩位數，每場比賽都靠著罰球拿到至
少 8.8 分以上，這個狀況到了 2019~20 年球季
更為誇張，哈登每場可站上罰球線11.8次，罰
進10.2分，該球季，哈登光靠罰球，就高過聯
盟有留下得分紀錄的282名球員。

去年球季哈登受到轉隊和受傷的困擾，僅
打了44場，但平均罰球次數還是來到將近8次
，今年受到吹判尺度影響，打了8場比賽平均
罰球4.8次，等於直接腰斬，也連帶著哈登平
均得分僅剩下 18.3 分，寫下生涯 11 年來新低
。

另外聯盟的4年級生的楊恩，也是買犯的
箇中高手，除了菜鳥年還 「不熟」這個技能包
外，在2019～20、2020～21年球季，也分別每
場可獲得9.3刺、8.7次罰球，在以外線出手為
主的後衛群中，算是相當 「出色」的成績單，
但今年也驟降到5.6次。

對此楊恩也喊冤說： 「突然向後和跳向防
守員是不一樣的，有些特定的動作我同意規則
該改變，但有些事仍然是犯規的，球員們會因
此受傷。特別是像我這樣體型較小的球員，我
們要對抗更強大的防守者，他們用手和腳在阻
止我得分。」

(( 籃聯近貌籃聯近貌））今年今年NBANBA 更有更有 「「睇頭睇頭」」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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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片《揭大歡喜》改編自英國莎士比

亞四大喜劇之一【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飾演女主角羅琳（郭雪芙 飾）

闊氣叔叔「金Ａ」的曹蘭，與鍾欣凌的

「金銀配」，雖是全劇最喜感天成的一對

，兩人外型卻是大費周章。首先，曹蘭為

能霸氣演出，特地前往西門町「男士純理

髮」做電棒燙，果然燙出黑道大哥三分風

貌。卻因身型太過嬌小，十多套襯衫西服

一縮再縮後，最後以一襲蝴蝶花襯衫成功

吸睛。鍾欣凌片中的三款旗袍，則是專程

赴上海訂製。爆笑的是，該批旗袍已按最

大號訂製，仍不敵鍾欣凌豐潤身材，只得

一再「加碼」演出。而兩大喜劇天后宛如

「王哥柳哥」般的絕妙組合，除笑果十足

，更使「金銀配」一出場即成為全片最吸

睛的一對佳偶。

曹蘭、鍾欣凌在新片《揭大歡喜》扮

演一見鍾情的「金銀配」。在新登場的前

導預告中，兩人雖一起大吊鋼絲、浪漫談

愛，實際際遇卻大不相同。身型嬌小的曹

蘭「一飛沖天」，吊鋼絲輕鬆搞定。鍾欣

凌吊鋼絲時，則全場戒慎恐懼，搞得她心

中也七上八下。最後工作人員全員出動緊

拉鋼絲，才得以讓她安穩地開心演出，跟

曹蘭飛天談愛。這部改編自經典莎劇的台

灣電影《揭大歡喜》，劇情講述一群男女

在追求愛情時所發生的趣事。片中「金Ａ

」（曹蘭 飾）與「銀子」（鍾欣凌 飾）

一見鍾情，初次相遇就認定彼此，不僅追

求愛情、更追求天長地久，求愛過程比吊

鋼絲更驚險刺激。

在釋出的《揭大歡喜》前導預告中，

求愛若渴的鍾欣凌，對很MAN的曹蘭一

見鍾情，起初以為是自己在「肖尪」、為

愛想婚頭，跑去算命才發現兩人根本是

「雙生火焰」，是命中註定的天作之合，

一輩子都要在一起。一場鍾欣凌回頭竟見

曹蘭身穿的蝴蝶花襯衫竟滿翅舞動，她按

耐不住的嬌羞模樣，呈現出遇上愛情的甜

美，頓時春意盎然。《揭大歡喜》是台灣

首部「全女性飾演」的電影，由謝沛恩、

郭雪芙、夏朧、陸明君、許乃涵（涵冷娜

）、黃瀞怡（小薰）、曹蘭、鍾欣凌等8

大女星聯合主演，為電影增添不少話題。

該片為獲選2021鹿特丹影展「大銀幕競賽

」的唯一台灣電影長片，預計3月在台上

映。

《揭大歡喜》
曹蘭、鍾欣凌

金銀配金銀配
獲選第50屆鹿特丹影展 「大銀幕競賽

」的台灣電影《揭大歡喜》，今天（01/

08）釋出 「金銀配」前導預告，曹蘭、鍾

欣凌大銀幕談愛首度曝光，兩大喜劇天后

不僅演技到位，喜感更是渾然天成。有趣

的是，片中反串霸氣男人 「金A」的曹蘭

，造型其實模仿日本導演北野武，不僅添

鬚外加電棒燙，還脖纏999金鍊，金光閃

閃、兄弟味十足。而在連續劇《我的婆婆

怎麼那麼可愛》飾演婆婆的鍾欣凌，則挑

戰演出春心盪漾的旅店員工 「銀子」，煞

愛模樣十分逗趣。片中兩人堪稱是 「愛情

行動派」，不僅一見鍾情，愛情更要天長

地久，談愛浪漫精準、絕不拖泥帶水，成

為全片最速成的天作之合。《揭大歡喜》

由魏瑛娟、陳宏一聯手執導，片中所有角

色大膽由全女性飾演，反映出未來世界繽

紛多元的愛情樣貌，預計3月在台推出。

日本歌手一青窈在台灣取景的日本片

《燕》中，演出台日混血男主角的媽媽，

她不光在片中說台語，也為片中角色創作

中文歌，談到這次演出經驗，她表示電影

主角台日混血的背景和自己類似，在演出

電影的過程中也勾起許多兒時回憶；而一

青窈現在已是三個孩子的媽，這次演出母

親的角色，回憶拍攝過程最令自己印象深

刻的，則是要責罵孩子的戲，平常不罵孩

子的她坦言「費了好一番功夫，才讓自己

罵小孩看起來沒那麼假。」她也希望大家

透過這部電影感受母親對孩子的愛。

台裔日籍的一青窈，在今村圭佑導演的

《燕》中扮演從台灣遠嫁日本，卻又拋下弟弟

只帶著哥哥回到台灣的單親媽媽「淑惠」，已

經有五年沒演出電影的她表示，在接到演出邀

約，知道自己要飾演媽媽的時候，「因為在現

實中也已經當了媽媽，所以覺得應該能夠勝任

這個角色。」一青窈在接下演出後，為揣摩片

中角色的心境，不但把合作演員從小到大的照

片貼在劇本上之外，在讀劇本時，她也把自己

的成長經歷代入角色當中。

在片中演出台灣媽媽，一青窈免不了

有許多要對孩子說中文的戲，她除了為電

影拍攝學習台語，也特別請老師教她說

「高雄腔的中文」，一青窈說「這次在台

灣放的時候，希望台灣的朋友們不要覺得

發音很奇怪！」而一青窈如今已是三個孩

子的媽，對片中母親

的默默付出相當能感

同身受，她也以身為

人母的角度用中文為

片中插曲〈燕〉填詞

，觀眾可在電影中聽

到一青窈獻唱這首動

人歌曲。

一青窈說，自己

的母親是嫁到台灣的

日本人，在台灣生活

時也曾無法適應當地

文化，「雖然日子過

得很辛苦，但是媽媽

從來沒對自己吐露任

何心聲，直到長大以

後看了姊姊（一青妙

）寫的書之後，才知

道母親和姊姊都選擇

用『不說』的方式讓

我度過無憂無慮的童

年生活。」她也將這份情感投射在本片的

演出中，談到演出中最令自己印象深刻的

一場戲，她表示「罵小孩其實是最難的！

」因為一青窈並沒有罵孩子的習慣，平常

更鮮少表現憤怒情緒，直言花了好一番功

夫才說服自己表現出真感情，也希望大家

能從她的表演中感受到母親對孩子的愛。

《燕》描寫台日混血的男主角早川燕

收到父親委託，前往台灣尋找二十多年未

見的哥哥簽署文件，燕的母親在他五歲的

時候就帶著哥哥不告而別，讓他對家人有

著無法理解的情感，但他在來到台灣後，

卻又不知如何面對家人；該片在日本上映

超過半年，台灣也將在1月29日正式上映

，電影預售票現正於博客來售票網（https:

//bit.ly/3nugMGq）販售，購買雙人套票即

贈送由「物物ものもの」贊助，品牌「不

拍片了來賣衣服」設計之「台灣獨家電影

紀念壓克力鑰匙圈」壹個，數量有限，售

完為止，有關本片的更多消息，請上希望

行銷娛樂臉書粉專洽詢。

一青窈新片《燕》演出台灣媽媽
為戲說台語直呼 「罵小孩最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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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遗孤，岛外之岛

分界洲岛为东北—西南走向，呈长条状，远看形似

马鞍，面积约0.41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800多米。由两

个低矮山峰组成，北部大山峰最大高程100.9米，南部小

山峰最大高程96.1米。

分界洲岛对面两侧翼海岸，是海南岛东海岸绵延10

余公里的香水湾与日月湾两大自然海湾，两湾之间以牛

岭山脉相分。牛岭因其地形神似牛头临海饮水、牛尾背

靠大山而得名。从形成上看，亿万年前大陆板块挤压，

分界洲岛是牛岭向南海延伸塌陷地段，冰川期海水入侵

，淹没了较低的地段，也因此看起来切断了与牛岭的联

系，形成了孤悬海外的精巧无居民离岛——分界洲岛。

但实际上，分界洲岛与牛岭一衣带水，是不可分割的整

体。

海光常潋滟，山色更清妍。分界洲岛东、西两面迥

然不同——东面以裸露的花岗岩海蚀崖地貌为主，绝壁

耸立，蔚为壮观，因此仅有礁石而没有海滩。海浪挟南

海之势碰撞于断崖下，形成了常年激浪拍礁之景；西面

则是一片海滩，风平浪静，海沙明亮松软，一湾直深大

海，一湾凹向东面。

岭隔南北，分界地标

分界洲岛拥有独特的“分界”个性，首先体现在气

候的分界。对岸海拔976米的牛岭宛若一道分隔南北的

“高墙”，使这一带的天气变化莫测，分化明显。夏季

，牛岭让南来的季风滞缓北上，岭北大雨滂沱，岭南却

阳光灿烂；冬季，它让北来的冷空气不易南下，岭北阴

晦沉闷，岭南则阳光明媚。这也是牛岭很“牛”的原因

之一。

夏天开车，走东线高速从陵水到海口，常常在陵水

境内还是艳阳高照，穿过牛岭隧道就乌云密布甚至阴雨

绵绵。“牛头下雨牛尾晴，教人如何不回头？”这种天

气成了牛岭和分界洲岛区域一道常见的奇观。

除了与牛岭同被视为海南南北气候的自然分界线外

，分界洲岛得名还与人文方面的区分相关。分界洲岛自

古便是海南琼州府和崖州府的分界地，现在是陵水黎族

自治县与万宁市的行政分界点。同时，这一带也是汉族

与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的分界。过去牛岭以南山高林密

，腹地深广，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汉人则多生活在牛

岭以北的平原地带，牛岭一脉将不同的民族文化分隔两

端。如今，一些历史学者还把这里当作琼南与琼北地区

的分界地标。

交通要塞，驿道中通

分界洲岛历史久远，曾被称为“加摄屿”。乾隆年

间《陵水县志》中有记载：“加摄屿，在城东四十里。

加摄屿涧外为大海，中一岛，高三十余丈。”分界洲岛

及牛岭在古代是兵家要塞，也是商人行船赶路避风躲雨

的地方。

牛岭有一条驿道，为连接陵水和万宁的主要通道，

被称作万陵古道，又叫九曲古驿道，始建于明朝。此前

，人们往来牛岭南北都是沿海岸行走，但涉海险象环生

，辎重不能过，且常常为海潮所阻，所以才开凿了牛岭

古道。

1957年，广东省博物馆工作队在牛岭发现一块碑刻

，背凿碑文为：“重修九曲牛岭路碑，道光二十二年

（1842年）六月五日，署万州兼理陵水县正堂启，系是

新修，督工南门塘。”可惜，这条屡次翻修、饱经风雨

的古驿道，在1996年建设东线高速公路时被填掉了。

虽然驿道如今已经无迹可寻，但是牛岭迄今一直是

海南南北交通的重要门户，在经典革命电影《红色娘子

军》中，有一个重要场景地“分界岭”，指的就是牛岭

。与之相连的分界洲岛，也因此被称为海上交通的重要

节点。

珊瑚王国，潜水胜地

分界洲岛周边的海清澈见底，站在高处看周边海域

，珊瑚礁、鱼群尽收眼底。最新调查发现，如今的分界

洲岛海域珊瑚礁生态系统较为完好，周边都有珊瑚分布

，珊瑚覆盖率在13.16%，其浅水区域的珊瑚覆盖率达到

30%-40%。

在样带调查中发现，这里造礁石珊瑚发病率为零，

属典型的健康珊瑚礁生态系统。主要优势种为多孔鹿角

珊瑚、伞房鹿角珊瑚、精巧扁脑珊瑚、疣状杯形珊瑚、

丛生盔形珊瑚等，常见珊瑚种类有标准蜂巢珊瑚、澄黄

滨珊瑚、美丽鹿角珊瑚、风信子鹿角珊瑚、秘密角蜂巢

珊瑚、鹿角杯形珊瑚等。

以前，这里因不法人员的炸鱼、盗采等行为，海底

珊瑚礁被破坏得七零八落，海洋生物也不多，一片死气

沉沉。十几年来，分界洲岛划定珊瑚礁保护区，禁止捕

捞行为，并在海底投放铁架等珊瑚礁附着基、人工礁等

，为珊瑚生长提供条件，让周边的珊瑚礁慢慢恢复生机

，重现绚丽多彩。同时，还在海底投放了沉船、飞机残

骸等，既为珊瑚、海鱼等海洋生物的栖息与繁殖打造了

一座座“安全屋”，也制造了别样的海底景观。

如今，这片慢慢恢复美丽的热带海域，得到许多年

轻人的青睐。人们来这里体验潜水、海钓，玩拖伞和帆

船，观看海底世界，与海豚、海狮、海龟、鳐鱼等海洋

动物进行亲密互动，其中潜水颇受欢迎。

潜入海底，可以观赏到较完整的活体珊瑚礁群、珊

瑚人工保育床、“海底村庄”仿古遗址、“水下佛国”

石雕像阵，可以看到龙虾、砗磲、海胆、海参、海百合

、海星等大型底栖动物，还可以观看海底沉船、战斗机

以及海蚀崖下的奇特海蚀岩洞地貌等。

分界洲岛之美，天然纯粹，灵秀动人。这美丽既来

自大自然的馈赠，也离不开许多人持之以恒的守护！

从最“牛”的岭，到会“分界”的岛
在海南岛东南，陵水黎族自治县与万宁市交界处，牛岭以东的南海海面上，静卧着一座名叫“分界洲岛”的宝藏小岛。

与海南岛众多离岛不同，分界洲岛离岸最近距离仅约2公里，据说有人只用约1.5小时就游到了对岸。从海南东线高速公路牛岭隧道下高速，距分

界洲岛也不过15公里，乘船仅需10分钟，上岛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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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城社區

台灣雕刻大師吳卿台灣雕刻大師吳卿、、黃福壽黃福壽 「「金雕玉琢金雕玉琢」」 雙人展雙人展
99月月1717日至明年日至明年22月月66日在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日在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中外觀眾著迷於吳卿的金雕魅力中外觀眾著迷於吳卿的金雕魅力,,愛不忍釋愛不忍釋。。

吳卿的螃蟹金雕吳卿的螃蟹金雕。。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攝於吳卿的名作前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攝於吳卿的名作前。。

「「第一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 總裁吳炳輝攝於吳卿的名作前總裁吳炳輝攝於吳卿的名作前。。吳卿的金雕作品吳卿的金雕作品。。

吳卿的金雕作品吳卿的金雕作品。。

吳卿的螃蟹群金雕吳卿的螃蟹群金雕。。

玉雕大師黃福壽的玉雕作品玉雕大師黃福壽的玉雕作品，，讓草蟲蝶鳥讓草蟲蝶鳥
自原石中幻化而出自原石中幻化而出。。

玉雕大師黃福壽的玉雕作品玉雕大師黃福壽的玉雕作品，，讓草蟲蝶鳥讓草蟲蝶鳥
自原石中幻化而出自原石中幻化而出。。

玉雕大師黃福壽的玉雕作品玉雕大師黃福壽的玉雕作品，，讓草蟲蝶鳥讓草蟲蝶鳥
自原石中幻化而出自原石中幻化而出。。

於上周五於上周五（（1111月月55日日））前來參觀展出的休市僑領們前來參觀展出的休市僑領們，，在在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文化組台灣書院陳譓如主任文化組台灣書院陳譓如主任（（中中））的帶領下的帶領下，，合影於展區入口處合影於展區入口處。。

台灣雕刻大師台灣雕刻大師 「「金雕玉琢金雕玉琢」」 雙人展在休雙人展在休
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區入口處海報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區入口處海報。。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 專欄專欄55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經理修車師姐徐雲經理
專欄專欄7070汽車維修大全汽車維修大全（（九九））

28、曲軸箱上通氣孔堵塞。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發動機工作時，總會有

一部分可燃氣體和廢氣經活塞環和氣缸
壁的間隙進入曲軸箱內。進入曲軸箱內
的燃油蒸氣凝結後將稀釋機油，廢氣中
的酸性物質和水蒸氣將侵蝕零件，使機
油性能變化，使機油逐漸失去其功效。
另外，進入曲軸箱內的氣體使曲軸箱內
溫度和壓力均升高，造成機油從油封、
封墊等處滲出。由於活塞的往復運動，
曲軸箱內的氣體壓力忽高忽低，影響發
動機的正常工作。嚴重時會曲軸箱內的
機油上竄至燃燒室和氣缸蓋罩內，還會
從加油口或機油尺的縫隙處漏油。為了
避免出現上述條件現象，發動機上都設

有通風裝置，以平衡曲軸箱的內、外氣
壓。使用中若出現燒機油、機油沿接合
面外洩、機油過早變質和發動機怠速運
轉不平穩等現象時，應檢查曲軸箱通風
裝置是否有效，應保證通氣孔暢通。並
且負壓閥片不能變形、粘連或裝錯，呼
吸管不能彎折或堵塞，單向閥不能裝反
。

29、發動機的節氣門體及怠速電
動機臟。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目前轎車的發動機怠速

是靠裝在節氣門體睥怠速步進電動機控
製。在發動機運行時，由於空氣質量及
汽油品質的原因，會造成發動機節氣門
體的節流閥和怠速閥積有許多汙垢，當

汙垢嚴重時，發動機將會出現怠速過低
、穩定性差或無怠速，加油時節氣門有
發卡現象。所以，轎車一般在每行駛
20000km左右時，建議清洗節氣門體
。清洗後應通過診斷儀設定發動機使之
達到正常工作狀態。

30、車輛急加速時，車速提不起
來。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轎車行駛中，緩加速時

汽車加速正常，急加速時車速不能立即
提高，無法超車。可能的原因為發動機
的燃油供給系統故障，油壓、噴油量、
點火時刻不符合規範，火花塞及高壓線
故障。實際案例：有一輛轎車存在上述
現象。對發動機做空轉急加還實驗，未

發現異常。檢查發動機的燃油供給系統
，其油壓、噴油量等都很正常，讀數據
流表明故障在點火系。檢查點火正時符
合規範，更換火花塞後，故障依舊。最
後檢查確認是高速時高壓火花不夠強。
用萬用表高阻檔測量各缸高壓線的電阻
值，均在25Ω。由於高速、大負荷時
發動機需很強的點火能量，而中央高壓
線電阻值過大，造成點火能量衰減，高
壓火弱，從而引起發動機加速無力。換
一套新的高壓線後，故障排除。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公司稅務狀況轉換-------- C
corporation 轉換成 S Corporation

上一期專欄我們做過S corpora-
tion和 C corporation的比較。總的來
說對於中小型、不尋求上市的企業，
S corporation因為只有一重稅，在省
稅方面比較占優勢。以下三類人群可
以考慮將C corporation轉變成S cor-
poration。

1. 剛剛拿到綠卡的企業主。拿
到綠卡之前只能選擇C corporation或
者partnership 合夥人形式。拿到綠卡
之後， 出於省稅的考慮，會選擇 S
corporation。

2. 原C corporation的外國人股
東或公司股東退出，公司股東只剩有
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

3. 個 人 通 過 股 權 合 約 買 下
100% C corporation的股權。

C corporation 轉換成 S corpora-
tion可在一年中的任何時候提交申請並
在下一年生效。如果您想要這種轉換
在當年就生效，轉換申請的遞交必須
在年初的75天之內。如果超過75天
（超時遞交），必須要有充分的理由
才可以仍然選擇當年生效。

轉換的過程很簡單。提交表格
2553即可。超時遞交表格，需要在表

頭標註”FILED PURSUANT TO REV.
PROC. 2013-30”。如果是在報稅的
時候超時提交表格2553，需要在稅表
1120S上標註超時遞交。

由轉換而生效的S corporation不
是原生態的 S corporation，是從 C
corporation轉換過來的。雖然轉換之
後會比較省稅，但隱藏在C corpora-
tion時的沒有實現的許多非S corpora-
tion的稅上面的問題需要特別註意。

1. C corporation 的時候有沒有
用完的公司虧損（Net operating loss
）。這種虧損在c corporation的形式
下是可以抵消之後年份的盈利從而省
稅的。但如果公司轉換成S corpora-
tion，這些虧損就會丟失殆盡，不可抵
消S corporation的盈利或者轉換成個
人虧損。所以在做轉換之前，請務必
考慮這方面的損失。

2. 公司投資收入。一般情況下
，轉換後的S corporation依然會涉及
一種特殊形式的投資收入稅。投資收
入包括利息、分紅、租金收入、股票
盈利等。如果這種投資收入超過 S
corporation毛收入的25%，且S cor-
poration帶有 C corporation盈余公積
，這種特殊形式的投資稅就會被觸發
。這種情況連續發生三年， S corpo-

ration的資格就會被取消。避免這種情
況的發生可以將這些投資收入直接轉
換為個人投資收入。

3. 隱藏增值稅。正常情況下，
S corporation不會欠稅，因為所有的
收入都轉移到業主個人稅表。但如果
S corporation是從C corporation形式
轉變過來的，而 C corporation的時候
有增值的資產，如房地產，這些在S
corporation之前增值的部分就會存在
隱藏增值稅。這些資產在S corpora-
tion生效之後的五年之內賣掉，需要按
照C corporation形式算稅。五年之後
就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

4. 後進先出（LIFO）庫存隱藏
稅。如果原C corporation的庫存是以
後進先出的形式計算，在它轉換為S
corporation的那一年的稅表上要體現
這種庫存隱藏稅。這種庫存計算方式
會隱藏庫存增值稅。試想庫存在增值
情況下，c corporation 轉換成了 S
corporation。 S corporation賣的貨一
定是在S corporation的時候買的。在
庫存量不增加或增加的情況下不會觸
及到原C corporation時候買的庫存。
而此時的原有庫存已增值，為了堵住
這個缺口，國稅局製定了相應的法案
。公司庫存要在轉換的當年重新以先

進先出（FIFO）形式及當時的市場價
計價。FIFO計價高於LIFO計價部分
需要隨同C corporation的最後一年稅
表申報，所欠稅額可在四年內繳納。
市值高於 FIFO計價的部分記錄在S
corporation的稅表內成為隱藏增值稅
。

5. C corporation 形式下的累積
盈余。由 C corporation 轉換成
S corporation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避免了C corporation的雙重稅：
公司稅及股東分紅稅。在將公司
轉換成S corporation後，很多人
一定會竊喜，C Corporation 剩余
的還沒有分紅給股東的累積盈余
是不是就可以省掉了股東的分紅
稅了？ No！根據稅法，這部分積
累盈余要記錄在S corporation的
稅表上，一旦公司的利潤分紅觸
及到這部分累積盈余，股東在個
人稅表上還是要以分紅（divi-
dend）形式繳稅。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要想
合法合理避稅，必須要全面掌握
稅法。希望我們的這些稅務小常
識能夠幫助您理解並合理運用稅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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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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