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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le Rittenhouse found not guilty of all 
charges in Wisconsin murder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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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OSHA, Wis., Nov 19 (Reuters) - A 
jury acquitted teenager Kyle Rittenhouse 
on Friday of murder in the fatal shooting 
of two men during racial justice protests 
in a decision that ignited fierce debate 
about gun rights and the boundaries of self 
defense in the United States.

Jurors found Rittenhouse, 18, not guilty on 
all charges: two counts of homicide, one 
count of attempted homicide for wounding 
a third man, and two counts of reckless-
ly endangering safety in protests marred 
by arson, rioting and looting on Aug. 25, 
2020 in Kenosha, Wisconsin.

Rittenhouse broke down sobbing after the 
verdict and collapsed to the floor before 
being helped back into his chair, his hands 
shaking. His mother also wept.

Amid a heavy law enforcement presence, 
several dozen protesters lined the steps 
outside the courthouse after the verdict 
was read, some carrying placards in sup-
port of Rittenhouse and others expressing 
disappointment.
“We are all so very happy that Kyle can 
live his life as a free and innocent man, 
but in this whole situation there are no 
winners, there are two people who lost 
their lives and that’s not lost on us at all,” 
David Hancock, a spokesperson for the 
Rittenhouse family, told Reuters.

Rittenhouse shot and killed Joseph Rosen-
baum, 36, and Anthony Huber, 26, and 
fired a bullet that tore a chunk off the arm 
of Gaige Grosskreutz, 28. Rittenhouse 
claimed self defense.

U.S. President Joe Biden, who during last 
year’s election campaign tweeted a video 
that appeared to link Rittenhouse to white 
supremacists, said on Friday he supported 
the jury’s decision and urged Americans to 
react with calm.

“While the verdict in Kenosha will leave 
many Americans feeling angry and 
concerned, myself included,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 jury has spoken,” 
Biden said.

Elsewhere reactions showed the coun-
try’s deep partisan divisions. The verdict 
was greeted with outrage by many on the 
political left and celebrated by gun rights 
supporters.

“It is unconscionable our justice system 
would allow an armed vigilante ... to go 
free,” th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thorny issue of race also hung over 
the case, although Rittenhouse and 
the men he shot were all white. Some 
Black activists said on Friday the U.S. 
police and courts would have treated 
the teenager more harshly if he had 
been Black.

But conservatives saw the verdict as 
a validation of the U.S. Constitution’s 
Second Amendment, which grants 
Americans the right to bear arms.

U.S. congressman Madison Cawthorn, 
a Republican representative from North 
Carolina, said on Instagram: “Kyle Rit-
tenhouse is not guilty my friends. You 
have a right to defend yourselves. Be 
armed, be dangerous and be moral.”

REPEATEDLY AT-
TACKED

In reaching its verdict after more than 
three days of deliberations, the jury 
contended with dueling narratives 
from the defense and prosecution that 
offered vastly different portrayals of the 
teenager’s actions on the night of the 
shootings.

The defense argued that Rittenhouse 
had been repeatedly attacked and had 
shot the men in fear for his life. They 
said he was a civic-minded teen who 
carried a medical kit in addition to 

Kyle Rittenhouse 
reacts to the verdict 
during his trial at 
the Kenosha County 
Courthouse in Keno-
sha, Wisconsin, U.S., 
November 19, 2021. 
Sean Krajacic/Pool 
via REUTERS

his gun and was in Kenosha to protect 
private property after several nights of 
unrest in the city south of Milwaukee.

The violence followed the police shoot-
ing of a Black man named Jacob Blake, 
who was left paralyzed from the waist 
down.

The prosecution portrayed Rittenhouse as 
a reckless vigilante who provoked the vi-
olent encounters and showed no remorse 
for the men he shot with his AR-15-style 
rifle.

Wisconsin criminal defense lawyer Dan-
iel Adams, who closely followed the trial, 
called the verdict “very dramatic but not 
entirely surprising.”

Most lawyers “who looked at the evi-
dence had a feeling the state would not 
be able to clear the threshold of disprov-
ing self-defen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he said.

Live-streamed and dissected by cable TV 
pundits daily, the trial unfolded during 
a tim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olariza-
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Gun rights are 
cherished by many Americans and are 
enshrined in the U.S. Constitution even 
as the nation experiences a high rate of 
gun violence and the easy availability of 
firearms.

Rittenhouse, who testified that he had 

no choice but to open fire to protect 
himself, is viewed as heroic by some 
pro-gun conservatives who consider 
the shootings justified. Many on the left 
view Rittenhouse as a vigilante and an 
embodiment of an out-of-control Amer-
ican gun culture.

Protests against racism and police 
brutality turned violent in many U.S. 
cities after the police killing of Black 
man George Floyd in Minneapolis three 
months before the Kenosha shootings.

The Rittenhouse verdict ended the 
highest-profile U.S. civilian self-de-
fense case since a man named George 
Zimmerman was acquitted in the fatal 
shooting of Trayvon Martin, an un-
armed Black teenager, in Florida in 
2013.

With so much of that night in Kenosha 
caught on cellphone and surveillance 
video, few basic facts were in dispute. 
The trial instead focused on whether 
Rittenhouse acted reasonably to prevent 
“imminent death or great bodily harm,” 
the requirement for using deadly force 
under Wisconsin law.

The prosecution, led by Kenosha Coun-
ty Assistant District Attorney Thomas 
Binger, sought to paint Rittenhouse as 
the aggressor and repeatedly stressed 
that he was the only one to kill anyone 
that night.

RISKY 
DECI-
SION

Ritten-
house’s 
gun was 
load-

ed with 30 rounds of full metal jacket 
bullets, which are designed to penetrate 
their target. The jury saw a series of 
graphic videos, including the moments 
after Rittenhouse fired four rounds into 
Rosenbaum, who lay motionless, bleed-
ing and groaning. Other video showed 
Grosskreutz screaming, with blood 
gushing from his arm.

Rittenhouse testified in his ow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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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le Rittenhouse’s mother Wendy Rittenhouse reacts to the verdict, Novem-
ber 19.  Sean Krajacic/Pool

Kyle Rittenhouse reacts to the verdict during his trial at the Kenosha County Courthouse in 
Kenosha, November 19.  Sean Krajacic/Pool

A satellite image in infrared color shows smoke rising as lava flows while the Cumbre Vieja 
volcano continues to erupt on the Canary Island of La Palma, Spain. Maxar Technologies/via 
REUTERS

Kariann Swart, Joseph Rosem-
baum’s fiancee, Susan Hughes, 
Anthony Huber’s great-aunt, 
and Hannah Gittings, Anthony 
Huber’s girlfriend, listen to the 
verdict, November 19.  Sean 
Krajacic/Pool

The sky goes orange 
behind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and the Smith-
sonian Castle as a couple 
pose for a sunset selfie in 
Washington. REUTERS/
Kevin Lamarque

Migrants wait to disembark 
from a boat towed by a Spanish 
coast guard vessel, in the port 
of Arguineguin, on the island of 
Gran Canaria, Spain. REUTERS/
Borja Suarez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is is the last part of
the year and
Thanksgiving is coming
soon. This is the time
for family reunions and
time to enjoy the turkey
dinner together. It also
represents the time
when people need to
appreciate what they
are enjoying today.

I remember many
years ago I was a new
foreign student and just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I shared a
small apartment with a
man named Mr. Jack
Jacobson on Pine

Street. Jack was a third
generation British
immigrant. He was
retired from the army
and managed an
apartment complex.
Because of my busy
schedule, I had to go to
school and then work
in the restaurant until
midnight. We really
hardly ever saw each
other. The only time
was on Sunday
mornings. Jack invited
me to enjoy breakfast
with him. He was such
a good cook with the
delicious English style
breakfast with bacon

and hash brown
potatoes. We spent
time together and
talked about what had
happened over the
past week. Jack was
always concerned
about my school
studies and my work.
His friendship really
deeply moved me.

Many years later, I
went back to Pine
Street in San Francisco
again and heard that

Jack had already
passed away. But the
building was still there.
I stood in front of it and
my mind went back to
the old days. Jack
gave me a lot of advice
and helped me in my
difficult times. I always
appreciated him.

Each one of us has our
parents, teachers,
friends and partners in
our lives. It is because
of them that we are

able to become
successful in many
ways. We really need
to appreciate them.

When we watch so
many hungry kids
around the world, all of
us need to help them
to get out of hunger.

The holiday season is
the time we need to
say thanks, especially
on Thanksgiving Day.

1111//1919//20212021

Thanksgiving Is The TimeThanksgiving Is The Time
To SayTo Say ““Thanks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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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death toll from COVID-19 
topped 5 million on Monday, less than two 
years into a crisis that has not only dev-
astated poor countries but also humbled 
wealthy ones with first-rate health care 
systems.
Together,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
an Union, Britain and Brazil — all up-
per-middle- or high-income countries 
— account for one-eighth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but nearly half of all reported 
deaths. The U.S. alone has recorded over 
745,000 lives lost, more than any other 
nation.
“This is a defining moment in our life-
time,” said Dr. Albert Ko, an infectious 
disease specialist at the 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What do we have to do to 
protect ourselves so we don’t get to anoth-
er 5 million?”
The death toll, as tallied b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s about equal to the popula-
tions of Los Angeles and San Francisco 
combined. It rivals the number of peo-
ple killed in battles among nations since 
1950, according to estimates from the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Globally, 
COVID-19 is now the third leading cause 
of death, after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The staggering figure is almost certainly 
an undercount because of limited testing 
and people dying at home without med-
ical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poor parts of 
the world, such as India.
Hot spots have shifted over the 22 
months since the outbreak began, turn-
ing different places on the world map 
red. Now, the virus is pummeling Russia, 
Ukraine and other parts of Eastern Eu-
rope, especially where rumors, misinfor-
mation and distrust in government have 
hobbled vaccination efforts. In Ukraine, 
only 17%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is fully 
vaccinated; in Armenia, only 7%.
“What’s uniquely different about this 
pandemic is it hit hardest the high-re-
source countries,” said Dr. Wafaa El-Sa-

dr, director of ICAP, a global health cen-
te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That’s the 
irony of COVID-19.”

Patients lie on beds in a COVID-19 
isolation room at the University Emer-
gency Hospital in Bucharest, Roma-
nia, Oct. 22, 2021. (AP Photo/Andreea 
Alexandru, File)
Wealthier nations with longer life expec-
tancies have larger proportions of older 
people, cancer survivors and nursing 
home residents, all of whom are espe-
cially vulnerable to COVID-19, El-Sadr 
noted. Poorer countries tend to have larg-
er shares of children, teens and young 
adults, who are less likely to fall serious-
ly ill from the coronavirus.
India, despite its terrifying delta surge 
that peaked in early May, now has a 
much lower reported daily death rate 
than wealthier Russia, the U.S. or Brit-
ain, though there is uncertainty around 
its figures.
The seeming disconnect between wealth 
and health is a paradox that disease ex-
perts will be pondering for years. But the 
pattern that is seen on the grand scale, 
when nations are compared, is different 
when examined at closer range. Within 
each wealthy country, when deaths and 
infections are mapped, poorer neighbor-
hoods are hit hardest.
In the U.S., for example, COVID-19 has 
taken an outsize toll on Black and His-
panic people, who are more likely than 
white people to live in poverty and have 
less access to health care.
“When we get out our microscopes, we 
see that within countries, the most vul-
nerable have suffered most,” Ko said.
Coronavirus Cases Across The World

Wealth has also played a role in the glob-

al vaccination drive, with rich countries 
accused of locking up supplies. The U.S. 
and others are already dispensing boost-
er shots at a time when millions across 
Africa haven’t received a single dose, 
though the rich countries are also ship-
p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shot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frica remains the world’s least vacci-
nated region, with just 5% of the popu-
lation of 1.3 billion people fully covered.
“This devastating milestone reminds us 
that we are failing much of the world,” 
U.N. Secretary-General António Gu-
terres said in a written statement. “This 
is a global shame.”
In Kampala, Uganda, Cissy Kagaba lost 
her 62-year-old mother on Christmas 
Day and her 76-year-old father days lat-
er.
“Christmas will never be the same for 
me,” said Kagaba, an anti-corruption 
activist in the East African country that 
has been through multiple lockdowns 
against the virus and where a curfew re-
mains in place.
The pandemic has united the globe in 
grief and pushed survivors to the break-
ing point. 

Reena Kesarwani holds a photograph 
of her husband, Anand Babu Kesar-
wani, who died of COVID-19, in their 
hardware shop, Monday, Oct. 25, 
2021, in the Chhitpalgarh village, in 
India’s northern Uttar Pradesh state. 
(AP Photo/Rajesh Kumar Singh)
“Who else is there now? The responsi-
bility is on me. COVID has changed my 
life,” said 32-year-old Reena Kesarwani, 
a mother of two boys, who was left to 
manage her late husband’s modest hard-
ware store in a village in India.
Her husband, Anand Babu Kesarwani, 
died at 38 during India’s crushing coro-
navirus surge earlier this year. It over-
whelmed one of the most chronically 
underfunded public health systems in 
the world and killed tens of thousands 
as hospitals ran out of oxygen and med-
icine.

In Bergamo, Italy, once the site of the 
West’s first deadly wave, 51-year-old 
Fabrizio Fidanza was deprived of a final 
farewell as his 86-year-old father lay dy-
ing in the hospital. He is still trying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loss more than a 
year later.
“For the last month, I never saw him,” 
Fidanza said during a visit to his father’s 
grave. “It was the worst moment. But 
coming here every week, helps me.”
Today, 92% of Bergamo’s eligible pop-
ulation have had at least one shot, the 
highest vaccination rate in Italy. The 
chief of medicine at Pope John XXIII 
Hospital, Dr. Stefano Fagiuoli, said he 
believes that’s a clear result of the city’s 
collective trauma, when the wail of am-
bulances was constant. 

In Lake City, Florida, LaTasha Graham, 
38, still gets mail almost daily for her 
17-year-old daughter, Jo’Keria, who died 
of COVID-19 in August, days before 
starting her se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The teen, who was buried in her cap and 
gown, wanted to be a trauma surgeon.
“I know that she would have made it. I 
know that she would have been where 
she wanted to go,” her mother said.
In Rio de Janeiro, Erika Machado 
scanned the list of names engraved on 
a long, undulating sculpture of oxidized 
steel that stands in Penitencia ceme-
tery as an homage to some of Brazil’s 
COVID-19 victims. Then she found him: 
Wagner Machado, her father.
“My dad was the love of my life, my best 
friend,” said Machado, 40, a saleswom-
an who traveled from Sao Paulo to see 
her father’s name. “He was everything to 
me.” (Courtesy ap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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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Global Death Toll Tops           
Five Million In Under Two Years

Relatives of Luis Enrique Rodriguez, who died of COVID-19, visit where he was buried on 
a hill at the El Pajonal de Cogua Natural Reserve, in Cogua, north of Bogota, Colombia, 
Monday, Oct. 25, 2021. Rodriguez died May 14, 2021. Relatives bury the ashes of their loved 
ones who died of coronavirus and plant a tree in their memory. (AP Photo/Ivan Valen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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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30, 2021 -- CDC Director Rochelle Wal-
ensky, MD, made a dire prediction during a 
media briefing this week that, if we weren’t al-
ready living within the reality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ould sound more like a pitch for a 
movie about a dystopian future.
“For the amount of virus circulating in this 
country right now largely among unvaccinated 
people, the largest concern that we in public 
health and science are worried about is that the 
virus…[becomes] a very transmissible virus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evade our vaccines in 
terms of how it protects us from severe disease 
and death,” Walensky told reporters on Tues-
day. A new, more elusive variant could be “just 
a few mutations away,” she said.
“That’s a very prescient comment,” Lewis 
Nelson, MD, professor and clinical chair of 
emergency medicine and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Medical Toxicology at Rutgers New Jersey 
Medical School in Newark, tells Medscape 
Medical News.
“We’ve gone through a few mutations al-
ready that have been named, and each one of 
them gets a little more transmissible,” he says. 
“That’s normal, natural selection and what you 
would expect to happen as viruses mutate from 
one strain to another.”
“What we’ve mostly seen this virus do is 
evolve to become more infectious,” says Stuart 
Ray, MD. “That is the remarkable feature of 
Delta — that it is so infectious.”
He says that the SARS-CoV-2 has evolved 
largely as expected, at least so far. “The poten-
tial for this virus to mutate has been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a concern from early on.”
“The viral evolution is a bit like a ticking clock. 
The more we allow infections to occur, the 
more likely changes will occur. When we have 

lots of people infected, we give more chanc-
es to the virus to diversify and then adapt to 
selective pressures,” says Ray, vice-chair of 
medicine for data integrity and analytics and 
professor in the 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
eases at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 
in Baltimore, Maryland.

“The problem is if the virus changes in such 
a way that the spike protein — which the 
antibodies from the vaccine are directed 
against — are no longer effective at bind-
ing and destroying the virus, and the virus 
escapes immune surveillance,” Nelson says.
If this occurs, he says, “we will have an in-
effective vaccine, essentially. And we’ll be 
back to where we were last March with a 
brand-new disease.”
Technology to the Rescue?
The flexibility of mRNA vaccines is one 
potential solution. These vaccines could be 
more easily and quickly adapted to respond 
to a new, more vaccine-elusive variant.
“That’s absolutely reassuring,” Nelson says. 
For example, if a mutation changes the 
spike protein and vaccines no longer rec-
ognize it, a manufacturer could identify the 
new protein and incorporate that in a new 
mRNA vaccine.
“The problem is that some people are not 

taking the current vaccine,” he adds. “I’m not 
sure what is going to make them take the next 
vaccine.”
Nothing Appears Certain
When asked how likely a new strain of 
SARS-CoV-2 could emerge that gets around 
vaccine protection, Nelson says, “I think 
[what] we’ve learned so far there is no way to 
predict anything” about this pandemic.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the virus from mu-
tating is to prevent hosts, people, from getting 
sick with it,” he says.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people should get immunized and 
wear masks.”

Both Nelson and Ray point out that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virus to evolve to be 
more transmissible and spread to more peo-
ple. In contrast, a virus that causes people to 
get so sick that they isolate or die, thus halting 
transmission, works against viruses surviving 
evolutionarily.
Some viruses also mutate to become milder 
over time, but that has not been the case with 
SARS-CoV-2, Ray says.
Mutations Not the Only Concern
Viruses have another mechanism that pro-
duces new strains, and it works even more 
quickly than mutations. Recombination, as 
it’s known, can occur when a person is in-
fected with two different strains of the same 
virus. If the two versions enter the same cell, 
the viruses can swap genetic material and 
produce a third, altogether different strain.
Recombination has already been seen with 
influenza strains, where H and N genetic seg-
ments are swapped to yield H1N1, H1N2, 
and H3N2 versions of the flu, for example.
“In the early days of SARS-CoV-2 there was 
so little diversity that recombination did not 
matter,” Ray says. However, there are now 
distinct lineages of the virus circulating glob-
ally. If two of these lineages swap segments 
“this would make a very new viral sequence 
in one step without having to mutate to gain 
those differences.”
“The more diverse the strains that are circu-
lating, the bigger a possibility this is,” Ray 
says.

Protected, for Now
Walensky’s sober warning came at the same 
time the CDC released new guidance calling 
for the wearing of masks indoors in schools 
and in any location in the country where 
COVID-19 cases surpass 50 people per 
100,000, also known as substantial or high 
transmission areas.
On a positive note, Walensky says: “Right 
now, fortunately, we are not there. The vac-
cines operate really well in protecting us from 
severe disease and death.” (Courtesy web-
smd.com)
Related
Is The Lambda Variant Vaccine Resistant?

KEY POINTS 
Japanese researchers 

found the lambda variant                                                            
could be resistant to COVID-19 vaccines
Three mutations in the lambda variant’s 
spike protein allow the variant to resist 

antibodies
As the delta variant surges across the Unit-
ed States, there is a new COVID-19 variant 
that is just as transmissible, but could also be 
more resistant to vaccines. The lambda vari-
ant, first detected in Peru in August 2020 and 
spreading through South America, made its 
way to the U.S. for the first time on July 22 in 
a Houston hospital.
There are 1,053 cases of the lambda variant in 
the U.S. since the first case was detected, ac-
cording to GISAID, an initiative dedicated to 
promoting COVID-19 data through genomic 
sequencing. The U.S. ranks second in cases 
behind Chile, and 41 countries have reported 
at least 1 lambda case.
The threat of lambda comes as the delta vari-
ant is the dominant variant of COVID-19 in 
the U.S. — it now accounts for 93% of cases, 
up from the previous rate of 83%,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which oper-
ates eight hospitals in its network, said the 
first lambda case was confirmed last week. 
Here’s what we know about the lambda vari-
ant so far.
Japanese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
kyo posted a lambda variant study that shows 
it is highly infectious and more resistant to 
COVID-19 vaccines. This study posted on 
July 28 on bioRxiv, a database for unpub-

lished preprinted studies, has not been peer 
reviewed or published.
The study shows three mutations in the 
lambda variant’s spike protein — RSYLT-
PGD246-253N, 260 L452Q and F490S 
— which allow for the variant to resist vac-
cine-induced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Two 
other mutations — T76I and L452Q — ar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lambda highly infec-
tious.Spike protein is the part of the virus that 
helps it penetrate cells in the human body — 
which is what vaccines target. 
How does the lambda variant compare to 
delta?
The lambda variant isn’t showing signs to 
spark concern about it becoming the domi-
nant strain of COVID-19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delta, said Dr. Abhijit Duggal, a staff 
ICU physician and director for critical care 
research for the medical ICU at the Cleveland 
Clinic. Since the lambda variant was first de-
tected in Peru, it hasn’t spread globally at the 
same pace  as the delta variant. It has, how-
ever, become widespread in South America, 
but this could be due to the “founder effect,” 
according to Dr. S. Wesley Long, medical 
director of diagnostic biology at Houston 
Methodist, where the case was identified in 
the U.S.  The founder effect means the vari-
ant first took hold in a densely populated and 
geographically restricted area, making it the 
primary variant over time.    

How concerned should you be about the 
lambda variant?
On June 14,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lagged the lambda variant as a “variant of in-
terest” versus a “variant of concern.” A vari-
ant of interest depends on evidence about a 
unique outbreak cluster or limited expansion 
in the U.S. or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CDC.  A variant of concern shows wide-
spread evidence of treatments, vaccines and 
transmissibilit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study said, “Be-
cause the Lambda variant is a (variant of 
interest), it might be considered that this vari-
ant is not an ongoing threat compared to the 
pandemic (variants of concern). However, 
because the Lambda variant is relatively re-
sistant to the vaccine-induced (antibodies), it 
might be possible that this variant is feasible 
to cause breakthrough infection.” (Courtesy 
https://www.tennessean.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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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at Of A Vaccine-Proof Variant 
Only ‘A Few Mutations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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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炮三年前押上自己的全部身家，

承包了五十畝果园。干了两年，他见行情

不错，一冲动又拿下二百亩，结果赶上今

年“臭行”了，十几万吨水果堆在山上无

人问津，胡大炮欲哭无泪，喝农药的心都

有了。

正在这时，失联多年的同窗好友赵小

明忽然打来电话，说自己带妻子出来旅游

，想顺路来看看他。

胡大炮兴奋地跳了起来，全然忘了眼

前的困境，大声喊着赵小明上学时的外号

：“四丫头，这些年你跑哪儿去了？可想

死我了！快来快来，哥哥保证盛情招待！

”

这头电话刚放下，老婆发作了：“这

个月欠银行的钱都还没着落，你拿啥招待

人家？”

胡大炮气得差点动手：“你知道我们

什么关系吗？上学时他家穷，我天天从家

里多带饭给他吃;他交不起学费，我从家里

偷钱帮他交！四丫头也不忘本，咱结婚时

他托人捎来两千块钱呢，是当时最大的礼

了！”

老婆撇撇嘴：“拉倒吧，人家那是打

算和你两清了，要不从那以后他咋再没和

你联系？”

胡大炮振振有词：“你聋呀，这不才

打完电话嘛！”老婆气得说不出话来，只

能朝他翻了个白眼。

转眼到了约定的日子，胡大炮大清早

就起了床，满兜搜出500多块钱，再看看

手机零钱里还有三四百块，感觉能应付过

去，这才骑着摩托车向市里赶去。

很快，他来到赵小明入住的酒店，赵

小明夫妇早已站在门口迎接了。老同学近

二十年没见，你捶我一拳，我拍你一掌，

亲热得要命。赵小明妻子笑吟吟地站在旁

边看着俩人。

三人进了酒店大厅，在预订的位子坐

下，服务员走过来问道：“先生，可以上

菜了吗？”

赵小明点点头：“上吧。”

胡大炮看出苗头，立刻瞪圆了眼睛：

“到哥哥地盘，哪能让你请！这不是打我

脸吗？这顿必须我请，你要是不答应，我

转身就走！”

赵小明笑笑说道：“好好好，我不和

大哥争。”

赵小明点了四菜一汤，荤素得当，既

不张扬又很体面，胡大炮暗暗松了口气。

可当服务员用托盘端上茅台时，他的头上

开始出汗了。

哥俩喝了两杯之后，胡大炮借口上卫

生间，偷偷来到吧台，让服务员算算这桌

大约要多少钱，自己好有个准备，找其他

朋友凑凑，大不了再着脸问老婆要点。

服务员看了下菜单说道：“你们总共

消费2750元。”

胡大炮边翻着手机通信录边说道：

“好，好，一会儿必须我埋单，别人算不

好使！”

服务员点点头说道：“对了，先生，

本酒店这个月搞店庆活动，凭身份证，6月

份出生的人可以享受5折优惠……”

胡大炮激动地说道：“啊？我就是6

月份生日呀！”

服务员也很惊讶：“真的吗？如果生

日是和我们店庆同一天——6月6号，那只

需付1折呢！”

胡大炮顿时跳了起来，手忙脚乱地掏

出身份证递过去：“太巧了，你看看，我

就是6月6号的生日！”

服务员看了看身份证，感慨地说道：

“您的运气真好，只需要支付275元就可

以了。”

胡大炮直接掏出500块钱拍在吧台上

：“缺啥再上，等下一起算！”

回到桌上，胡大炮一扫颓势，和赵小

明妻子说起了当年的往事：“那时赵小明

外号四丫头，性格内向总受欺负，我每次

都替他出头;他吃不上饭，我就多带饭给他

吃……”

赵小明妻子也表示感谢，敬了胡大炮

好几杯酒。

酒足饭饱，胡大炮去吧台结了账，又

提议赵小明去他的果园看看，顺便多住几

天。

赵小明微笑着拒绝道：“我的假期到

了，马上要赶回去。咱哥俩来日方长，以

后常联系。”

胡大炮只好作罢，想到今天在赵小明

面前没丢面子，他觉得非常幸运，但一想

到山上的水果，情绪又立刻低落下来。

转天，忽然有个客商给他打来电话

，询问水果的价格。胡大炮喜出望外，

报出一个较为公道的数字。客商很满意

，很快赶到果园，包下了全部水果。胡

大炮绝处逢生，觉得运气重新回到了自

己身上。

转眼到了10月，胡大炮的资金周转过

来，他终于松了口气，便带着老婆到这家

让他时来运转的酒店撮一顿。刚来到酒店

，却见门口挂着大大的横幅：“10月店庆

大狂欢！”这是怎么回事？不是6月刚店

庆过吗？胡大炮傻眼了。

话说赵小明正在家中吃饭，忽然接到

胡大炮的电话，只听他哽咽着说道：“兄

弟，感谢你还记得我生日……酒店明明10

月才店庆，却在6月借着店庆的名头，收

了我1折的钱！就是傻子也明白了，你为

了成全哥哥的面子，提前和酒店打了招呼

……我想咋那么巧，第二天就有老板来收

我的水果，我刨根问底才知道，这也是你

安排的！哥哥没话说，你要是还认我，今

年一定到我家里来住几天，我和你没处够

呀！”

放下电话，赵小明高兴地笑了。妻子

嗔怪道：“我看胡大哥这个人不错，你干

吗这么多年不理人家？”

赵小明摇摇头：“国外有句谚语，右

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左手知道。当年他确实

帮过我，可是他却见谁都要提一下，你知

道这让我在同学面前多抬不起头吗？”

妻子轻声说道：“我理解你当年的自

尊，可是你不能因为胡大哥张扬的性格而

否认他的善良。你这次偷偷帮助了他，心

里还不是希望他最后能知道真相吗？”

赵小明一愣，辩解道：“我没有……”

妻子调皮地笑了：“你有，否则接到

他的电话怎么会这么开心？承认吧，左手

右手都是爱。”

赵小明沉默半晌，终于也露出了笑

容：“是呀，我们都不是神仙，哪能那

么完美呢……等放假了，我们再去看看

胡大哥。”

左手右手都是爱

宋清吾到胜利饮食店卖包子，是因

为她爸宋一之出了事。

宋一之从小就跟随开中药铺的父亲

学医，几十年来，经他治愈过的人不计

其数，加之为人善良谦和，颇受人尊重

。所以当他被抓的消息传开后，大家都

震惊不已。

这一来等于把宋清吾从米箩篼丢

进了糠箩篼。宋清吾以前是区粮站的

出纳，端的是铁饭碗。来到饮食店卖

包子，天不见亮就得起来和面，累得

腰酸臂痛。

宋包子是一些对宋清吾不怀好意的

男人给她取的外号。原因不是她在卖包

子，而是她的身材。宋清吾才十七八岁

，胸却发育得有些过分，又高又大，就

像两个大包子藏在衣服下面，走动时一

跳一跳的，跳得男人们口干舌燥。想占

宋包子便宜的男人很多，最嚣张的是秦

三儿，明目张胆地要和宋包子耍朋友。

秦三儿大字不识，是个农民，却不种地

，白天东游西逛，夜里偷鸡摸狗，是当

地有名的地痞。

秦三儿对宋包子说，跟了我，保证

你吃香的喝辣的，啥也不干，也没人敢

欺负你。

呸！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啥东西！

啥东西你试试就知道了。秦三儿说

着，伸手去抓宋包子的胸。

臭流氓！宋包子一瓢水泼了过去。

秦三儿头发水淋淋的，却不恼，缩

回手说，有脾气，再来！

来就来！又一瓢水过去，秦三儿不

躲，抹了一把脸，嬉笑着说，哥就喜欢

泼辣的女人！

滚！不然杀了你！宋包子抓起了菜

刀。

秦三儿一点儿不怕，还把脖子伸到

刀下，说，打是亲骂是爱，砍吧！

宋包子本只是想吓唬他一下，顿时

不知所措了，僵了一会儿说，癞皮狗！

说完，扔下刀，进里屋去了。

秦三儿待了一会儿，见宋包子半天

不出来，自觉没趣，悻悻地走了。

之后，秦三儿照样天天到饮食店来

。宋包子见到他，就把菜刀抓在手里。

他吃过包子，也不多话，只抽烟喝茶，

不时拿眼去瞟一下宋包子。

有一天，秦三儿扔给宋包子一百块

钱。宋包子数都没数，一把就扔进了炉

火中。钱是秦三儿最近偷鸡卖来的，他

心痛得直跺脚，说，姑奶奶，那能给你

买好多衣服哩！

宋包子用菜刀指着他吼道，滚！别

以为我真不敢砍你！

秦三儿不仅天天来饮食店，还在外

面说他已经睡过宋包子了。没人信他的

话。不过，大家还是很担心，他那么坏

，说不定哪天真把宋包子给糟蹋了。

没想到大家的担心是多余的，一个

月后，秦三儿就因人举报，被抓了。

秦三儿进去后不久，宋包子便离开

了胜利乡。去哪儿了，乡场上无人知道

。

有人怀疑是宋包子举报了秦三儿，

不然她为啥早不走迟不走，偏偏这个时

候走，连工作都不要了？

宋包子一走，来饮食店吃饭的人一

下子就少了很多。

半年后，宋一之被无罪释放。宋一

之当年被抓，是因为一个打火机。以前

的场镇，住户家都没厕所，屙屎屙尿，

都得去公厕。一天上午，宋一之蹲在厕

所用打火机点烟，恰巧被区武装部余部

长撞见了。余部长说他在向国外发报，

便叫公安把他抓起来送去了县上。那个

打火机，其实是一个在外地工作的老乡

，回来找宋一之看病时送的，产自国外

，但并非什么发报机。

事情最终查清楚了。出來后，宋一之想

了很久，才明白是余部长故意陷害自己

。多年前，余部长老婆的奶子出现了硬

块，经常痛，去了多家医院，都没治好

，后来死马当成活马医，找到了他，他

依照中医的“望闻问切”，做了诊断。

经他“切”了几次后，余部长老婆的病

居然好了，可余部长看他的脸色，却总

是阴沉沉的。

又过了几年，秦三儿也出来了，出

来就打听宋包子的下落。大家以为是找

她报复。他说，她又没害过我，报复啥

？找她，只是想当面向她道个歉，当年

，我不该坏她。

秦三儿在乡场上开了家包子铺，因

为皮薄馅香，生意很好。问他哪来的手

艺，说里面学的。

多年后，宋一之满八十，请了很多

客人。有人说，又见到了宋包子，她的

男人也是卖包子的，姓秦，挣了很多钱

，对她却唯唯诺诺。

宋包子

西班牙拉帕爾馬島火山巖漿入海西班牙拉帕爾馬島火山巖漿入海
科學家隔岸觀測科學家隔岸觀測

墨西哥舉行國際熱氣球節墨西哥舉行國際熱氣球節 五彩繽紛扮靚天空五彩繽紛扮靚天空

孟加拉國辣椒豐收孟加拉國辣椒豐收
俯瞰似紅色海洋俯瞰似紅色海洋

孟加拉國孟加拉國，，來自孟加拉國達卡的攝影師阿齊姆來自孟加拉國達卡的攝影師阿齊姆--汗汗--羅尼拍攝了一系羅尼拍攝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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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的主要組成部分食的主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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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超豪華陣容新片《不要

擡頭》發布官方中文版預告。《不要擡

頭》由亞當· 麥凱編劇執導，而且這部

電影陣容超級強大，小李子、大表姐、

美國隊長、大魔王、A妹……連甜茶在

海報裏都被擠在邊上了，網友看了這個

陣容笑稱：確實是毀滅地球的排面，這

卡司絕了！

《不要擡頭》（又名《千萬別擡頭

》）是一部喜劇片，講述了兩個沒有聲

望沒有名氣的科學家發現即將有一顆彗

星要撞擊地球，但是周圍的人都不相信

他們，他們不得已踏上了拯救地球、拯

救人類的旅途……該劇將於12月10日

北美小範圍上映，12月24日上線網飛。

小李子這次挑戰的是一個廢柴科

學家的角色，從預告片來看，他的情

感飽滿，表情豐富，演技依舊在線。

小李子主演的電影觀眾們幾乎都很喜

歡，他在不同電影裏呈現出他表演的

多樣性，這一次的喜劇角色看來也拿

捏得很好，估計會貢獻不少表情包。

最新劇照他還和大表姐、甜茶一起逛

超市。

詹妮弗· 勞倫斯在2015年以5200萬

美元的片酬登上2015全球最高薪女明星

排行榜第一位的寶座，詹妮弗· 勞倫斯

作為新生代演員，代表作品有《太空旅

客》、《X戰警》、《饑餓遊戲》多次

獲得金球獎，並三次入圍奧斯卡最佳女

主角獎。

預告片裏還有甜茶和A妹，真的

是非常讓人期待了。甜茶最近的沙丘

熱度也好高，他還參演了由《布達佩

斯大飯店》導演韋斯· 安德森執導的

《法蘭西特派》，最近《法蘭西特派

》也發布了新預告，可以看出甜茶真

的在認認真真搞事業了。梅裏爾· 斯特

裏普也將出演這一次的新片，她的主

要作品有《穿普拉達的女王》、《小

婦人》等。

克裏斯· 埃文斯在漫威的超級英雄

片《美國隊長》系列電影中飾演主角美

國隊長，收獲無數粉絲。在《指環王》

中飾演精靈女王的凱特· 布蘭切特也將

出演這次的《不要回頭》，大魔王之前

的不少作品口碑都很好，觀眾們也非常

期待她這一次的表現。

小李子新片終於來了！
一張海報擠滿12位大咖，甜茶都被擠到邊上

據悉，影片根據美國非裔企業家的

真實創業故事改編，講述在種族歧視成

風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兩名黑人企業家

為了突破種族藩籬想出奇招——雇傭白

人出面擔當自己商業帝國的「老板」，

最終促進種族隔離製度變革的傳奇故事

。少見的黑人企業家創業題材，緊張刺

激商戰對決，底層逆襲、「黑白換位」

等元素及與當下時代相契合的平權情緒

，都讓影片在世界範圍內備受關註，此

前在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後也收獲了國

內觀眾的不俗口碑。

「黑白換位」 頂風創業出奇招不
甘命運小人物撼動大歷史

電影《銀行家》以上世紀五十年代

的美國為背景，講述在種族歧視的惡劣

環境下，伯納德（安東尼· 麥凱飾）與喬

（塞繆爾· 傑克遜飾）兩個富有變革精神

的黑人，為了在白人至上的商界中立足

，不得已雇傭白人小夥馬特（尼古拉斯·

霍爾特飾）來扮演自己銀行的「門面擔

當」，而他倆卻喬裝成其手下的清潔工

和司機，暗中操控銀行的經營。

從今日發布的定檔預告中能感受到

這個跨種族創業組合的傳奇性：一無所

知的白人馬特在伯納德和喬的全方位培

訓和包裝下，變身「速成銀行家」，開

始在商業戰場上八面玲瓏。而這個黑白

三人組也一路瞞天過海、逆流而戰，逐

漸建立起他們的商業帝國。然而隨著創

業規模越來越大，這個「黑白聯手」的

組合也遭遇致命打擊，劇情懸念叠起，

在那個黑人處處受桎梏的年代，他們苦

心建立的基業是否將要毀於一旦，令所

有觀眾心懸一線。

伴隨預告曝光的還有一張定檔海報

，畫面中三位主角站立於美國城市建築

群的剪影中，皆目光堅毅地看向前方，

安東尼· 麥凱身著藍色西裝神情嚴峻，

沈穩帥氣中暗露鋒芒；塞繆爾· 傑克遜

眉頭緊鎖，不茍言笑，一副精於籌謀的

模樣，尼古拉斯· 霍爾特則同樣神情肅

穆，預示一場商業大戰即將拉開序幕。

三位主角究竟如何聯手創造商業奇跡，

又如何與整個社會的種族歧視相抗衡，

令觀眾好奇不已。

真人真事改編影響深遠被贊 「創
業版《綠皮書》」 拉滿期待值

電影《銀行家》根據真人真事改

編，影片最大程度地還原了上世紀五

十年代的美國社會環境，種族隔離製

度盛行數十年間，各種歧視問題層出

不窮，黑人等少數族裔不斷遭受不平

等的對待，正是這個特殊的時代背景

使得主人公伯納德與喬不得不隱居幕

後，被迫進行「雙簧」創業。《銀行

家》是少有的關註黑人企業家題材的

電影，影片中也融入了許多關於房地

產、金融學等相關領域的知識，不僅

真實反映了年代特色，在當下也仍具

現實意義。

此前該片曾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中進

行展映，不少觀眾觀影後紛紛給出了好

評，有人說它是「創業版《綠皮書》」

，有人表示「黑人企業家的題材較少見

，很少有捕捉到這類群體的電影」，還

有人稱「影片聚焦種族歧視，也展現了

其它種類的偏見，是一部能夠引人深思

的電影。」目前，電影《銀行家》已宣

布定檔11月26日，這個「黑白聯手」

的創業組合究竟如何一路翻身逆襲，演

繹改變歷史的傳奇故事，靜待影片上映

揭曉。

《銀行家》定檔11.26 「獵鷹」 「神盾局長」
創業逆襲上演真實平權傳奇

由喬治·諾非執導，安東尼·麥凱、塞繆爾·傑克遜、尼古拉斯·霍爾特、尼婭·朗主演的電影《銀行家》正式宣布內

地定檔11月26日，同時發布定檔海報及預告。《復仇者聯盟》系列中的 「獵鷹」 安東尼·麥凱和 「神盾局長」 塞繆爾·
傑克遜，聯手《X戰警》系列中的 「野獸」 尼古拉斯·霍爾特，三位 「超級英雄」 在本片中化身創業搭檔，共同演繹一

段瞞天過海的商業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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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若曦長時間隔離 信心不減

●●姚錦姚錦成成（（右右））及李及李
卡度等經驗豐富的卡度等經驗豐富的
球員坐鎮港隊球員坐鎮港隊。。

香港欖總供圖香港欖總供圖

●●歐陽若曦今歐陽若曦今
第第 1717 次出戰次出戰
澳門大賽車澳門大賽車。。

●●韋嘉芘拉首次代表香韋嘉芘拉首次代表香
港出賽港出賽。。 欖總供圖欖總供圖

●●伍家朗淘汰日本伍家朗淘汰日本
球手渡邊航貴球手渡邊航貴，，晉晉
級級88強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疫情持續，各國入境措施仍受到嚴格防
疫限制，以往慣於在世界各地征戰的

香港七人欖球隊失去了很多比賽及集訓的
機會，不過面對重重困難，港隊要在明年
亞運力爭三連霸的目標依然未變，19日出
戰的“亞洲七人欖球賽”會直接影響杭州
亞運的種子排名，港隊主帥莊保羅派出最
強陣容出戰，務求將種子席位收入囊中。

姚錦成等主力歸隊坐鎮
今次香港男子隊陣容除了早前出戰加

拿大賽站的11名主力球員外，名將姚錦成
亦會歸隊，加上李卡度、禾獲特及高凡戴
爾等經驗豐富的球員坐鎮。

主帥莊保羅對今屆賽事充滿信心：
“我們在加拿大賽站的表現出色，隊中新
舊球員形成很好的良性競爭，我們擁有一

套富經驗且穩定的陣容，已為今屆賽事作
了最充分的準備。”

女隊對國家隊全力以赴
今屆賽事香港男子隊將與菲律賓、馬

來西亞及韓國同組，當中菲律賓及韓國均
是亞洲傳統強隊，韓國更曾在2020東京奧
運資格賽中擊敗港隊，首仗將面對韓國的
港隊誓要一雪前恥，而另外一組則有日
本、中國、斯里蘭卡及阿聯酋。

另外港女子欖球隊亦會於19日亮相，
力爭亞運種子資格，雖然同組對手有中國
國家隊及斯里蘭卡等強敵，不過主帥莫以
恆認為港隊有其優勢與列強周旋：“我們
擁有亞洲最快的組合之一，面對奧運排名
第7的中國國家隊將是一次很好的考驗，
無論面對任何對手我們都會全力以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欖球是香港

體壇受疫情影響最深的運動項目之一，作為年

度盛事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已第五度取消或

延期。雖然缺少了“七欖”這個全城矚目的舞

台，不過港隊仍期望可在明年亞運會力爭佳

績，19、20日兩天將出戰杜拜舉行的“亞洲七

人欖球系列賽”，以爭取亞運種子席位。

香港女子七人欖球代表隊名單
高香慧（雙隊長）、李念殷（雙隊長）、莊嘉
欣、藍嘉敏、歐陽倩怡、許文玲、伊丹、陳
穎、陳芷晴、韋嘉芘拉*、林莎芘*、韋露絲*

香港男子七人欖球代表隊名單
禾獲特（隊長）、高凡戴爾、拜恩、丹馬
克、靴貝特、李卡度、麥堅尼韋斯、麥古
洛、薩耶斯、史圖戴爾、韋兆新、姚錦成

克服重重困難 最強陣容戰系列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陳曉莉）一年一度的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19
起一連3日舉行。由於疫
情關係，比賽連續第二年
只有大中華區內車隊及車

手參賽。香港Craft-Bamboo Racing賽車隊的
歐陽若曦（Darryl ）將以升級版的95號平
治-AMG GT3賽車出戰澳門GT盃。

曾在濠江5度稱王的歐陽若曦，今次是第
17次出戰澳門大賽。然而由於今年情況特
殊，令他被迫經歷長時間的旅途及隔離。“必
須承認今次的隔離，對我來說絕不容易。14
天的隔離後，額外再加多7日，對我的心理狀
態和賽前準備都有一定影響。”他說，“今年

的練習時間非常少，因此我只能靠多年的經
驗，特別是去年的比賽經歷，去應付和準備比
賽。由於疫情帶來的各種難題，我相信今年將
會是我17次出賽以來最困難的一次。不過，
我仍十分期待回到賽場的一刻！”

歐陽若曦在去年的賽事以排頭位出賽，並
於首回合首名衝過終點。可惜因為賽後的判
罰，令歐陽若曦要在21日的正賽從第11位起
步。最終Darryl 在這場賽事展現他多年累積
的經驗和實力，追至第4名完賽。

今年的澳門GT盃將會有多位區內的頂級
GT車手，代表共6間車廠出戰。賽事19日開
始，當日會舉行自由練習和排位賽。20日會
進行8圈的第一回合比賽，而第二回合12圈的
比賽則會在21日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杜拜舉行的
硬地滾球亞洲及大洋洲錦標賽已完成各級別個人
賽事，香港殘疾健兒憑梁育榮、張沅、郭海瑩及
楊曉林等共贏得3金1銀3銅。

今次亞洲及大洋洲錦標賽分拆為男、女子組
進行，是部分港將們自東京殘疾人奧運後的首項
比賽。

在東殘奧贏得1銀1銅的梁育榮，於男子
BC4級個人賽決賽，以4：2力克泰國選手勇奪
金牌。未有出戰東殘奧的張沅，於女子BC4級個
人賽也以5：1技壓泰國對手封后。

郭海瑩及楊曉林等在女子BC2級個人賽也
有出色表現。郭海瑩在決賽以4：3險勝韓國代
表，楊曉林在季軍賽以12：2大勝日本選手，兩
人為港隊再連贏1金1銅。另一位男將龍子健，
在BCI級個人賽決賽則以2：3僅負韓國代表屈
居亞軍。男、女子BC3級個人賽季軍戰，謝德樺
及何宛淇也分別擊退泰國及日本選手，雙雙拿下
銅牌。

港
殘
疾
健
兒
亞
大
錦
標
賽
穿
金
戴
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印尼羽毛球大師賽18日繼續在雅加
達進行，港隊的“鄧謝配”及伍家
朗分別在混雙及男單賽事殺入8強。

於東京奧運躋身4強的鄧俊文/
謝影雪（“鄧謝配”），18日在16
強賽迎戰馬來西亞組合吳塤閥/賴潔
敏，首局以15：21失守，其後經過
調整狀態回勇，21：7、22：20連下
兩局，以總局數2：1反勝。其後與
泰國組合Supak Jomkoh / Supissara

Paewsampran爭奪準決賽席位。
男單方面，港將伍家朗面對日

本球手渡邊航貴，由始至終掌控戰
局，最終以21：16、21：14淘汰對
手躋身8強，接下來硬拼中國台北
“一哥”周天成。

不過，另一對港隊混雙組合張
德正/吳詠瑢則在先贏一局下，以
21：9、15：21、11：21不敵印尼組
合 Hafiz Faizal/Gloria Emanuelle
Widjaja，16強止步。

鄧謝配伍家朗鄧謝配伍家朗 印尼羽賽晉印尼羽賽晉88強強

● 梁育榮（前排中）取得男子BC4級個人賽金
牌。 殘奧會供圖

註：*首次代表香港出賽

●●禾獲禾獲特特（（中中））以以
隊長身份率領港隊長身份率領港
隊隊。。 欖總供圖欖總供圖

劍指亞運三連霸亞運三連霸港欖爭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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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揚名立萬》，黑白之間皆是留白
本格派推理，通常盡可能地讓讀者

和偵探站在一個平面上，擁有相同數量

線索，挑戰讀者是否能與偵探一樣解開

謎題，是注重公平與理性邏輯、強調參

與感的推理派系。推理中的“推”字，

是一個腦力拉鋸的動詞，文字作品（偵

探小說/劇本殺）可以讓讀者通過文字信

息構建自我想象，形成通往真相的方向

標。在留白中挖掘新出的信息，這是文

字獨有的魅力。

但文字可以完成留白，影視作品如

何留下蛛絲馬迹？電影的畫面都是公開

袒露的，更直白，更具象，很難藏匿信

息。影視場景中，觀衆無法做到如同閱

讀時那般自我暢想，既定的畫面在本格

懸疑層面中，成了桎梏。

從這個角度說，《揚名立萬》很是

精妙地完成了信息的留白——明明所有

的線索都鋪在了觀衆眼前，卻又“明目

張膽”地不斷顛覆認知，像極了用障眼

法大變活人的魔術師。正是這一劇作上

的妙筆，讓《揚名立萬》在初期平淡的

上映後，口碑猛漲，連續五日奪下票房

單日冠軍，實時票房已經近1.5億元。

這場留白，不簡單。
人設留白：多重包裹下的人性描寫
《揚名立萬》整個觀影，是片中角

色們的人設不斷被補全的過程。

“這個電影要是成了，咱們就揚名

立萬了。”導演、制片人、名伶、男星

、武生、編劇，一幫彼時一度風光的電

影人們，被邀請到一棟別墅拍攝一樁命

案。制片人財大氣粗、編劇耿直較真、

導演見錢話事、女演員不過花瓶……大

家性格不一，彼此爭鋒相對，目的都是

要揚名立萬，這是角色們的第一層身份

外衣。

而當劇本顧問即是凶手本人、會議

地即凶宅的信息暴露，氣氛陡然緊張，

危機之下，第二層身份又被揭開：制片

人其實傾家蕩産、高票房導演全拍爛片

、默片皇帝如今無人問津、武打替身膽

小如鼠……身份的轉變，成了電影的反

轉點之一。至此，一切信息都成了直給

——制片人陸子野直接用台詞“點爆”

了所有人。

《揚名立萬》的高明之處在于，其

後的第三層，甚至第四層第五層人設，

用留白的方式，交給了觀衆去探索。

不同于文字作品，影視作品在塑造

人設時，是占優的：哪怕不說話，角色

的姿態、手勢、神情、目光，統統可以

傳遞出更多的信息。這裏的砝碼，壓在

了演員們的演技。于是，僅僅幾個眼

神，觀衆察覺到凶手齊樂山（張本

煜 飾）所言有虛；幾個下意識的動

作，感受到了鄭導（喻恩泰 飾）笑臉

中的私欲、蘇夢蝶（鄧家佳 飾）花瓶

背後的堅毅……

群像電影想均衡地完成所有角色的

立面拔高，不太容易。《揚名立萬》分

配給每個角色的鏡頭並不一致，但是在

有限的空間裏，完成了不同角色的人設

挖掘。台詞層面，蘇夢蝶關于女性演員

的幾句點評，犀利而直戳人心，狂拉好

感；看似隔岸觀火的關靜年（楊皓宇

飾）一句讓衆人要守住女孩秘密的提醒

，在世故的原始層面上追加了溫情……

《揚名立萬》的主創在劇作核心裏，舉

旗反對非黑即白，在人性中放置了層層

關口，黑白之間皆是留白，形成了一個

獨特的邏輯閉環。看到凶手齊樂山最後

回憶起自己與一位受害者夜莺的往事時

，如果再能聯想到開篇他連皮帶肉吃橘

子看似玩世不恭的場景，便能心生一片

歎息。

《揚名立萬》雖沒有一線大咖和流

量明星，有的是如尹正、喻恩泰、陳明

昊、余皚磊、鄧家佳、楊皓宇、柯達、

張本煜這樣真正多元的實力派。一定程

度說，正是他們的存在，讓多重身份包

裹的角色成立，成就了小成本、單場景

的《揚名立萬》。

誠然，電影開篇漫長的圓桌劇本會

議，極具實驗性——爲了凸顯人物的第

一層外衣，演員們的表現有些用力過猛

，表情、舉止、腔調如同話劇，節奏略

顯拖沓，對觀衆的觀感有一定的勸退。

雖然在影片後續證明，這近半小時的鬧

劇少有閑筆，但是在埋線與節奏的把握

之間，是否找到一個平衡點，對劉循子

墨這位新晉導演來說，仍然是個挑戰。

案件留白：真相也許不止一個
當下的劇本殺面臨的挑戰之一，便

是如何處理劇本文字量的取舍：信息精

簡化，太過直給，讀感幹癟，進而少了

挖掘信息的樂趣；信息豐富化，無用信

息造成了幹擾，也拉長了閱讀時間導致

玩家疲憊。如何在保證讀感與留白空間

的前提下，給出必要的信息，是對劇本

殺創作者的考驗。

類比影視層面，時間更是寸秒寸金

：主創需要控制節奏，減少尿點，而超

時長的鏡頭更是直接影響到了經費預算

。要在本格系劇情上做出留白，比起文

字作品，影視作品面臨著更大的挑戰。

而這恰恰成了《揚名立萬》最大的

亮點——它通過信息的層層留白，引導

觀衆走向了一個反轉的“官方結局”，

同時，還藏下了一個隱藏結局。或許，

正是這個隱藏結局的存在，引發了本片

的二刷熱，也進一步提高了觀衆心中的

口碑排名。

在探究這個隱藏結局之前，《揚名

立萬》結尾的“官方結局”，已經足以

引發觀衆的嗨點：圓桌會議猜測劇本

時，一句看似無心的“法國醫生碎屍

案”，竟是成了整場計謀的重要拼圖

；舞台旁投票箱子外淩亂的投票券，成

了雙方邏輯推理的重要線索……回想起

電影開篇的種種台詞與鏡頭，原來乏味

的對話字字珠玑，看似多余的畫面另有

玄機。處處留白，草灰蛇線，皆有迹可

循。

隱藏結局的基點，仍然是主劇情的

核心基點：凶手齊樂山爲什麽要犯下

“三老案”？

核心在“第三個案子”——除去

“三老案”與“碎屍案”，還有被一筆

帶過的“軍政部貪汙案”。這場案子的

始末，僅僅存在于衆人的對話中：開篇

聊起“三老案”時，衆人提過把持財政

與運輸的三老，貪汙了遠征軍軍費；中

途編劇李家輝（尹正 飾）與鄭導對峙

時，被告知正是因爲自己揭露了這項貪汙

案，才導致自己被雪藏；後續凶手回憶時

，給出了自己的長官、夜莺之父因爲遠征

軍經費不足，戰死沙場的信息……這個案

子貫穿了全片，卻不被重提。它隱去了

自身，用一整部電影做了留白，真相令

人細思極恐：三老之死到底是被撞破偷

情後的衝動，還是蓄意謀殺？凶手最後

的故事，是否仍然是個謊言？

案件留白之外，衆人的命運，也在

留白中難以揣摩。結尾中的一句“兩船

相撞”的意外，昭示著衆人的必死結局

，也暗揭著“當局”清理記憶的無情手

段，但“我們要趕不上船了”這句台詞

又給人留下了希望。最後那張無人認領

的照片到底意味著什麽，一切都不爲而

知了。

留白的存在，就是讓想象力這顆子

彈，飛得更遠一點。在這個層面，《揚

名立萬》這部電影，達到了文字才能取

得的留白高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我留白：從《揚名立萬》到揚名
立萬

《揚名立萬》最大的留白，是它自

己的片名。

這是以一幫想要揚名立萬的人作爲

開端的電影，揚名立萬，是一切成立的

動機。但是揚名立萬，到底能帶來什麽

，它是否是人最重要的追求之一？這場

诘問，最後留白成了片尾，尹正那只伸

出又縮回的手。這一刻，再回到揚名立

萬的議題，答案不言而喻。

電影最後，出現了客串的白客——

街角照相館的小學徒，普通地像極了大

銀幕前的每一個我們。2013年，網劇

《萬萬沒想到》橫空出世，那一刻的白

客也算是揚名立萬，後來也曾一度走過

沈寂，這一幕的他，何不是以一個縮影

承認了平凡的可貴，用演員自身的現實

，完成了電影主題的留白。

好的電影，值得揚名立萬。坊間傳

聞，《揚名立萬》制作成本不過 5000

萬，片中的場景與卡司陣容，似乎佐證

了猜測的合理性。同時，票房成績的出

爐，讓片名實至名歸。

《揚名立萬》另一個值得討論的點

，是背後的合作方：亭東影業。這是韓

寒監制的第一部電影。萬合天宜與亭東

影業的搭檔，新穎的網感中，帶著傳統

電影公司紮實的力量。事實證明，在有

限的投入中，他們的組合，確實在冷淡

的11月中，抓住了年輕觀衆真正感興趣

的內容。《揚名立萬》的意外爆火，進

一步證明：再冷淡的市場，優質內容永

遠有一席之地。

或許《揚名立萬》的出現，留白出

了一條正在逐步實現的預言：讓所有好

的作品，揚名立萬。

《女心理師》定檔11月23日，
楊紫井柏然開啟治愈之旅

由宇樂樂、優酷出品，郭峰、高曉曦擔任總制片人，楊紫、井

柏然、王嘉、菅紉姿領銜主演的2021都市暖心療愈劇《女心理師》

今日正式宣布定檔，將于11月23日18點在優酷全網獨播。同時，劇

集今日曝光“尋光”版預告與故事感單人海報。“尋光”版預告將

強烈的情緒表達與觸達人心的療愈力量巧妙結合，勾勒出來訪者們

內心掙紮的同時，也表現出了劇集溫暖的氣質。本劇通過展現心理

師爲不同來訪者們進行心理咨詢的過程，以多元個案觸摸當代人心

理圍城，運用貼近生活的社會議題敲響大衆關注心理健康的警鍾。

群像中洞見心理困境千姿百態 定檔預告及海報傳遞療愈內核
《女心理師》講述了賀頓（楊紫飾）通過心理咨詢，解析多

位來訪者心理問題的成因，在相應的心理治療中，幫助他們走出

過往的心理陰霾，重新擁抱生活的動人故事。這一路上，賀頓和

電台主播錢開逸（井柏然飾）、意外結識的好友葉家輝（王嘉飾

）、以及閨蜜湯莉莉（菅紉姿飾）一起，在一系列笑與淚交織的

經曆中療愈他人也收獲了自愈。劇中楊紫飾演的賀頓，溫柔堅定，

專業且充滿知性魅力，是來訪者們值得信任的心理咨詢師。井柏然

飾演的錢開逸熱情陽光，真誠又不乏對生活的樂觀與智慧，是聽衆

們願意分享心事的電台主持人。王嘉飾演的葉家輝身上難以掩飾的

神秘感，讓人不免好奇他的背後到底有什麽不爲人知的故事。而菅

紉姿飾演的直爽、聰明的湯莉莉又會面臨什麽樣的生活難題？一切

都讓觀衆十分期待。

今日官方發布了“尋光”版預告和故事感單人海報。預告片以

多位受困于心理難題的人對自我的否定，以及周遭環境中不理解的

聲音爲開場，情緒飽滿的台詞，張力十足的畫面，瞬間將他們陷入

心理困局的無助感展現得淋漓盡致，更直觀說明了外界對于心理疾

病的錯誤觀念增加了心理問題人群尋求幫助的難度。一段極致的情

緒釋放後響起賀頓充滿力量的鼓勵，她以真誠而溫暖的方式給予他

們疏導，幫助他們走出自我認知的誤區，每一個堅定的眼神，每一

句溫柔的話語，都爲飽受心理難題折磨的來訪者們帶去了無限的力

量。海報更以強烈的色彩凸顯人物內心的掙紮，迷蒙的色調讓每個

角色都極具故事感，他們神情中隱約透露著的緊張，仿佛在訴說著那些

積壓在心底難以言表的秘密。本次發布的預告及海報都充滿了溫暖人心

的力量，正如片中所說的那樣“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心理咨詢的過程也可謂是來訪者們一段“尋光”的旅途。

強勢陣容齊聚打造品質佳作 多元創新樹立類型劇新風向
《女心理師》曝光陣容後，就因超高能的演員配置，在待播期

間始終備受矚目。該劇不僅集結了楊紫、井柏然、王嘉、菅紉姿等

青年實力派演員，倪萍、楊童舒、黃覺等老戲骨的助陣更保障了劇

集的質感。

本劇通過廣泛且貼近現實的心理咨詢案例，呈現出當代人形態

多樣的心理困境剖面。在心理師與來訪者的咨詢過程中，回溯問題

形成的社會外因與成長內因，探尋相應的解惑路徑。同時，利用深

入淺出的方式，將較爲晦澀的心理專業知識通俗易懂地傳遞給受衆

；通過直觀的案例分析與飽含溫情的循序疏導，展現社會觀照的內

核；以獨特的心理角度深入剖析劇中所涉及的熱點社會話題，抛出

了話題討論的嶄新切入點。電視劇《女心理師》致力于通過劇集內

核的溫暖底色向社會大衆傳遞正能量，以問題近在咫尺的實感爲信

號，呼籲大衆正視心理問題，重視心理健康。

《女心理師》將爲大家帶來怎樣的視聽盛宴，又將如何生動地

呈現一個個心理案例，給觀衆帶來療愈而溫暖的力量？更多精彩，

敬請鎖定優酷視頻，共赴這場暖心治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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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台灣樂團五月天主音阿信日前在社
群直播透露“不要太期待，又不要不期待的那個東
東”，儘管阿信這樣說，無數歌迷早已萬分期待，天
天敲碗留言，而“那個東東”也終於在18日揭曉，正
是他重新詮釋鄧麗君華語經典歌《月亮代表我的
心》。

由鄧麗君演繹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傳唱至
今，不變的經典，日久而彌新，透過阿信深刻柔情的
詮釋，帶來全“心”感動，新作也同時是劇集《華燈
初上》的主題曲。

阿信重新詮釋華語經典《月亮代表我的心》，在
MV呈現上，阿信站在象徵着五月天出道年份的“M
1997”的電話亭，拿起電話輕輕哼唱《月亮代表我的
心》，唱出對歌迷的想念，傳達他最真誠的心意。

劇中飾演保險調查員的展鵬，透露會有不少動作戲，且與
吳岱融有相當多的對手戲，並笑道：“記得以前跟岱融

哥合作，我要被他連摑十多巴，今次終於可以掉轉，我不會
摑他這麼簡單，一定會拳拳到肉。”同時，展鵬會周旋於湯
洛雯和黃智雯之間，有一段不單純的三角戀關係。

湯洛雯上堂學拿槍姿勢
扮演吳岱融女兒的黃智雯，表示看劇本後已經失眠，

說：“劇中岱融哥是一個好兇殘又暴力的爸爸，小時候他迫
我接賊贓令我有童年陰影，我讀劇本時已經感受到岱融哥的
氣場，而自己在劇中都有被他掌摑。”黃智雯相信自己不會
像展鵬當年被掌摑十多巴，始終她是女生，對手要憐香惜
玉，說：“相信岱融哥摑我一巴，我都已經暈暈哋，我現在
已經想像到他的樣子，加上劇中有靈異元素，我會見到死去
老公的幻象，劇集令我有好大的精神壓力。”換上新髮型的
黃智雯明顯更年輕，她笑道：“之前幾個角色造型都好相
似，怕大家會看厭，今次角色是家庭主婦，是一個弱者，劇

中經常被鬧和打，
暫時知道有落水
戲，希望在聖誕前拍
完，否則怕天氣會太
凍。”

首次扮演警察
的湯洛雯（靚
湯）表示動作戲
不多，但要上堂
學習拿槍姿勢，她笑道：
“看劇本有很多爬山、跳
海場面，幸好講我正想要
做時，我的拍檔就搶先一
步去做，以往拍劇我都少
有跳海，最多都是被雨淋。”提到展鵬當年被吳岱融掌摑十
多巴，靚湯說：“有得揀的話都想做被摑的，因為負責摑人
的好大壓力，力度又難以掌握。”

亞視推出男星限量版閃卡
展鵬：希望會送一套給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近日有男
團與連鎖快餐店合作，掀起食炸雞儲卡熱
潮，亞洲電視17日趁勢在社交平台推出
“ATV男星限量版閃卡”，頭炮藝人秦
沛、羅樂林、劉永和潘志文，而第二彈則
有陳展鵬、林韋辰、袁文傑，閃卡用了男
星們當年在亞視的經典造型照，更特別key
上炸雞來娛樂大眾。“ATV男星限量版閃
卡”推出後，反應熱烈，網民十分受落，
網民笑說：“本來都忍到笑，但一見到肥
貓（鄭則仕飾演角色）嗰張即刻忍唔
到”；有網民笑亞視“抽水抽得及時”，
更有人指對比男團閃卡，“我想儲呢set多
啲！”亞視在社交網詢問網民還想看哪位
男星，有網民提議可以推出甄子丹在亞視

劇集《精武門》中手持雙節棍造型變炸雞
的閃卡。為多謝網民厚愛，亞視18日順應
民意加推第三彈亦是最後一彈，包括有陳
啟泰、尹天照、盧海鵬及劉錫賢。

18日陳展鵬被問到對於舊公司亞視推
出限量版“男神”閃卡，其早年演出劇照
再度曝光，展鵬表示不介意被舊公司抽
水，說：“最重要大家開心，做藝人都希
望將開心快樂帶給人，抽水抽得開心我都
不介意。”展鵬坦言以往會為小事不高
興，但現在已放開懷抱，凡事不會太認
真，更稱自己是個玩得之人，說：“以往
有不少負面新聞，我都是笑面迎人，希望
舊公司會送一套給我，又或者將收益做慈
善。”

讀完劇本失眠讀完劇本失眠

劇中被殘暴父親吳岱融掌摑

黃智雯黃智雯頓成弱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譚俊彥、
吳業坤、JW（王灝兒）、周嘉洛、蘇韻姿
等人18日為TVB台慶表演作綵排，今年將
分成藝員隊、歌星隊比賽，大獎幸運兒將獨
得10両黃金共38萬港元獎金。

蘇韻姿約定周嘉洛平分獎品
近期在大小節目中均見譚俊彥有份參

與，他表示因有份演台慶劇，盡好本分做宣
傳，也高興《換命真相》收視超過20點，已
約好一班演員在結局前開直播跟網友見面，
他說：“其中鄧佩儀很好，雖然她在加拿大
和我有時差，但也答應在凌晨時分化好妝等
大家。”譚俊彥在台慶中會表演手舞，他坦
言壓力巨大，說：“因為我手腳不協調，左
右又不對稱，只好當跳舞是打功夫，在家練
習時連我女兒都比我學得快呢。”提到台慶
有巨額獎金，譚俊彥當然希望成為幸運兒，
說：“有一年綵排時做幸運兒，結果汪阿姐
（汪明荃）笑我慘了，綵排抽中就正式的不
會中，不過往年每一個環節都有利是送。”

周嘉洛與蘇韻姿一對好拍檔相隔多時再
碰頭，嘉洛早前參與《男神廚房》被批廚藝

不精，他笑稱很享受被羞辱的感覺，但今後
會花時間去學習廚藝。提到他在節目中真情
流露哭出來，他說：“因為主持Do姐（鄭裕
玲）的問題是講與媽媽的關係，我都是有感
而發，未知媽媽有沒有看節目。”蘇韻姿就
稱從來不知嘉洛懂煮食，問她有沒有抽獎
運，她笑稱當晚大家就知道，更約定嘉洛不
論誰中獎都會平分。

吳業坤與JW因合作拍《青春本我》日夕
相見，JW笑稱已怕見對方，幸好台慶不用跟
對方合唱。坤哥就大讚JW為人率直，說：“她
像年輕版的家燕姐，希望將來我們年老後，她

是家燕姐，我是修哥（胡楓），
永遠是好朋友又不會有緋聞。”
問到JW有沒有聽坤哥推出的新
歌，她笑稱只在快播中聽過，
但也覺得旋律動聽，期望明年也
可以推出新歌。

至於二人有沒抽獎運，JW
說：“我好想抽中獎，往年參加
台慶時，連抽了獎也不知道，今
年一定要更加留意。”坤哥就稱
多年來從沒中過獎，希望幸運之
神會找他。

為TVB台慶努力綵排
譚俊彥跳舞如打功夫

五月天阿信翻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達里）由

陳展鵬、黃智雯、湯洛

雯、劉佩玥等人主演的新

劇《隱門》18日舉行開鏡儀

式，展鵬第一次與黃湯二人拍

檔合作，期待有新火花出現。

黃智雯扮演吳岱融女兒，劇中

的岱融哥是一個好兇殘暴力的

爸爸，她更有被父親掌摑的戲

份，令黃智雯讀劇本時已經

感受到岱融哥的氣場，更

表示看劇本後已經失

眠。

●●新劇新劇《《隱門隱門》》1818日舉行開鏡儀式日舉行開鏡儀式。。

◀◀ 藝人們齊為藝人們齊為TVBTVB台台
慶表演綵排慶表演綵排。。

▲▲ 譚俊彥在台慶中表譚俊彥在台慶中表
演手舞演手舞，，他坦言壓力他坦言壓力
巨大巨大。。

●● 說到亞視怎麼說到亞視怎麼
能缺少尹天照能缺少尹天照。。 ●●亞視亞視PP圖搞怪圖搞怪。。

●● 展鵬不介意展鵬不介意
被舊公司抽水被舊公司抽水。。

●● ““肥貓肥貓””
的出現即令網的出現即令網
民笑出來民笑出來。。

●●黃智雯扮演吳岱融女兒黃智雯扮演吳岱融女兒，，
但對方卻是一個兇殘又暴力但對方卻是一個兇殘又暴力
的爸爸的爸爸。。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11月19日（星期五）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應屆港姐冠軍宋宛
穎，亞軍梁凱晴及最上鏡小姐楊培琳18日出席珠寶新
品牌揭幕禮，以支持在今屆港姐擔任“最上鏡小姐”
評判之一的陳幼堅，楊培琳亦把握機會當面多謝對方
的一票，也會送上花籃答謝。
三位港姐大賣口乖力讚對方的珠寶設計款式特別和

有型格，以“無限”主題的設計，正跟公司今年台慶
概念不謀而合。宋宛穎表示未試過設計，之後可以鑽
研一下，對珠寶設計也有興趣，但就沒特別收藏，日
後賺到錢才買，目標是由1卡鑽石開始買起，慢慢儲
起來，在旁的梁凱晴都一樣，表示先要努力賺錢。
問到有否收過異性送的首飾，三人齊聲表示“沒

有”，甚至屋企都沒有家傳之寶留給她們，楊培琳
謂：“母女間會將首飾共同分享來戴。”22歲的宋宛
穎謂：“我也是，無問過屋企有無家傳之寶，可能知
我有排先嫁得出，現在仲細未講到結婚，或者兩三年
後就會催婚，哈哈。”

宋宛穎賺錢買珠寶
由1卡鑽石儲起

●●宋宛穎宋宛穎((中中))、、梁凱晴梁凱晴((左左))和楊培琳和楊培琳
1818日出席珠寶新品牌揭幕禮日出席珠寶新品牌揭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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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我和孩子爸爸都毕业于北大，在一场

校友会上认识，一见钟情，我追的他，没

多久我们就在一起了。一年半的恋爱后，

我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育有一女，

现在已经12岁了。我们在国内的生活很

幸福，但转折发生在孩子8岁的时候，这

也是我们一家人移民之路的开始。

因女儿的成长和教育，选择移民加拿大

我和孩子爸爸大学专业都是汉语言文

学，所以对孩子的教育就是温良知礼，同

时我们也一直教育孩子要尊重别人，看待

一件事情时，如果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一

定要说出来，她一直都很懂事。

但我没想到的是：孩子在上课时只是

提出了自己对于某个知识点的不同理解，

怎么就变成了家长会上老师说的“钻牛角

尖”。孩子在打击之下，上课的积极性降

低，情绪也一直低落。

我们想让她变得活泼起来，想要她和

往常一样坚定自己的想法。我们尝试过给

孩子换学校，但孩子的情况并没有什么转

变。

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在美国做过两年

的国际交换生，在游历美国、加拿大等国

家时，对他们的教育模式非常感兴趣，有

一次我们相约去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

刚进展厅就发现有一个大人带着一帮小朋

友在参观，旁边朋友告诉我，这是老师带

着学生出来上课，在美国很常见。但这种

方式在国内挺少见的，很多学校可能每年

只有一次春游或秋游，以及志愿活动。

在这两年的学习中，我也不止一次感

受到国外老师对学生天马行空想法的鼓励

和尊重。

当我再回想起这些往事，想让孩子出

国留学的心便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开

始了和孩子爸爸的再三协商，最终孩子爸

爸放弃了让孩子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的想

法，决定出国留学。

但在国家的选择上，我们出现了分歧

，我自然想选美国，毕竟我在美国读了两

年书，也相对熟悉一点，但孩子爸爸却想

选加拿大，最终他以加拿大的性价比较高

为由说服了我。

因为孩子才8岁需要陪读，所以我们

选择了全家移民。在经历了各种曲折之后

，终于拿到了加拿大的PR。拿到PR的那

一瞬间，喜悦冲淡了一切难以言明的艰辛

，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哪怕一切都需要

重头开始。

父母年老，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来加拿大生活工作的两年，我们像其

他的移民家庭一样，经历了租房、找工作

、给孩子选学校、以及适应加拿大社区、

文化、生活节奏等一系列挑战，但我们还

有另外一件急等解决的事，那就是父母的

养老问题。

孩子爸爸还有一个弟弟在国内，孩子

爷爷奶奶的养老可以不用我们担心，但我

是家里的独生女，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

在国内的时候还好，离父母并不远，周末

的时候经常会过去陪他们，而且那时候父

母身体还算健康。

当时出国的时候，一家人商量，在孩

子每年寒暑假回国待一段时间，但来加拿

大的第一年，这个想法就因为我们的工作

以及各种原因泡汤了，第二年也是如此，

两年加起来，回国也就待了不到半个月的

时间。作为子女，父母年老之后却不能在

膝前尽孝，心中难免产生愧疚。

我们也考虑过给父母找个条件不错，

服务完善的养老院，但联系了几家之后发

现，要么是不满意他们的服务，要么是费

用太高我们有压力。

如果父母可以和我们一起生活，这个

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于是，我们考虑

办理父母团聚移民。

如果想要申请父母团聚移民，我满足

担保人的条件，也拥有足够的资金来担保

父母。但我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如何说服

父母来加拿大和我们一起生活。

说服父母移民加拿大，团聚困难重重

我们在孩子放暑假的时候，请了两周

假，回了一趟国内，和父母促膝长谈了一

天。父母在国内生活了大半辈子，所有的

根基都在国内，而且中国人都有落叶归根

的理念，因此，说服工作很艰难。

好在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了。接下来的

一段时间，我们给父母讲述了我们在加拿大

的工作、生活、福利制度、环境，以及身边

朋友父母移民的例子等。最终父母做出了妥

协，先去加拿大待一段时间，看看再决定。

虽然没有完全说服成功，但好说歹说

父母也做出了让步。我们先回了加拿大，

时隔三个月后，终于在温哥华的机场接到

了父母。

可能是老人都喜欢儿孙绕膝的生活，

而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一个孙女，当我

们移居加拿大之后，这种生活更是离他们

而去。父母也是格外珍惜这次机会。

但父母也非常想念国内的生活，于是

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就提出了想要回国的

想法。当离别来临的时候，父母更是红着

眼眶，万般不舍，以后相聚的机会真的是

越来越少。我和孩子爸爸看在眼里，相对

一视，又说服父母移民加拿大和我们生活

在一起。这次父母没有立刻拒绝，说是先

回国考虑下再说。

已婚父母聚在一起，大多数谈论的都

是自己的孩子，父母他们也不例外。听着

朋友们聊起自己孙子孙女的趣事，他们也

是一阵难过和想念，好久没见孙女了，不

管视频多少次、聊了多少，始终都没有儿

孙绕膝的真实感。

就这样，父母最终还是同意了我们的

建议。我们很快办理好了所有的申请手续

，经过漫长的等待，父母终于成功拿到了

加拿大PR。

在告别老朋友的时候，父母很是不舍

，我们也承诺，有时间也会带父母回老家

看看。

父母移居加拿大后的忧与乐

在加拿大长居和短住是两码事，完全

是不同的生活体验。上次父母来加拿大短

住的时候，走哪都是我们陪同，而且只短

住了一个月，生活中并没有遇到什么难题

。但来加拿大长住，父母也要像我们一样

重新开始，这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不仅体现在语言上，更是体现在人际交

往等方面，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这些更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

父母来到加拿大时，也不知道自己要

做什么，但又闲不住，便从我手上接过了

出去买菜的任务。

第一次出去买菜就遇到了一点小问题

。在从超市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我们的邻

居Tine，Tine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中年人，

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双儿女，搬过来两

年多了，和我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

Tine看到我父母之后，就非常热情地拉着

他们聊天，但我父母却没有听明白，只能

点头示意。

有时我也明显感觉到父母是有一点孤

独的，这种感觉是家人无法弥补的。他们需

要朋友，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圈，但由于语言

的问题，他们一时半会却融入不进去。

很长的一段时间，父母除了买菜的时

候会出门，其余时候大都待在家里，我们

也会喊着他们一起出门散步，催急了才极

不情愿地跟着我们出门，一改之前一见人

就拉着唠嗑的架势，愈发沉默起来。

我们理解父母初到异国他乡的不习惯

，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但同时我们

也想让他们尽快适应起来，于是我们联系

了我们社区的几个华人家庭，相约在周末

的时候举办家庭聚会，邀请他们来玩，希

望父母能够感受到一点温暖，可以和人聊

聊天，交交朋友。

可能是熟悉的东方面孔，这次聚会，

大家都很开心，父母也和其中一个家庭的

老人聊得很好。除了张罗这次聚会，我和

孩子爸爸也建议他们去读一个语言班，并

向他们推荐了当地的一些老年兴趣爱好俱

乐部以及社区的文化活动。

父母想着语言不通确实是一件难事，

所以欣然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我们帮父母

申请了LANC课程。三个月之后，父母可

以用英语进行简单的对话了，再遇到Tine

的时候，也可以简短聊几句了。他们渐渐

找回了自信，也愿意多出门玩了，经常去

参加温哥华老年华人协会的活动，在协会

，他们不仅交到了华人朋友，也通过其他

活动认识了当地的朋友。

父亲喜欢上了画画，经常和协会的朋

友一起出去写生，母亲喜欢上了跳舞，经

常和朋友一起参加舞蹈活动。

享受在加拿大的生活

至今，我们一家移民加拿大已经四年

了，如果要问我们感受如何，我会说，这

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在国内一直梦想的

独门小院。父母住一楼，我们和孩子住在

二楼，还有一个小阁楼，楼顶是玻璃窗，

床做成了大大的榻榻米，天气好的晚上，

我就和孩子躺在床上一起看星星。

我们在来加拿大的第二年考了驾照，

买了一辆性价比很高的SUV，周末的时候

，我们经常带着孩子出去野营。父母来了

之后，我们一大家人一起出去野餐，旅游

，这几年里，这辆SUV载着我们几乎玩

遍了温哥华。

我们渐渐融入到了加拿大社会，孩子

读六年级了，经常和朋友约着去博物馆、

美术馆参观。我和孩子爸爸周内上班，周

末的时候有时候陪家人，有时候去学自己

感兴趣的课程。父母也渐渐习惯了在加拿

大的生活，时常参加不同的活动丰富自己

的老年生活。晚上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吃

完饭后，经常一起外出散步，或者坐在沙

发上看电视，温馨而且幸福。

当然，移民之后的生活一样是琐碎的

，和国内一样的买菜做饭，上班下班，养

家糊口，我们也有沮丧的时候，但当我们

想到我们一路走来的不易和收获时，我想

，如果再来一次，我们依旧会选择移民。

独生子女移民后，年迈的父母该怎么办？

2021年 9月 23 日，加拿大移民局

宣布：正式开始发放2021年父母团聚

移民邀请信！

已经在去年成功递交意向表的朋

友们请随时留意自己的邮箱，垃圾邮

箱也不要错过哦。

移民局在接下来的两周陆续发放

，没有收到邮箱的小伙伴也不必太过

灰心，可以在邀请全部结束后，凭借

确认号在下方链接搜索确认。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

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immi-

grate-canada/family-sponsorship/sponsor-par-

ents-grandparents/selected.html

早前，加拿大移民局在 7月 20日

宣布，2021年父母团聚移民将继续采

取抽签制，抽签对象仍是在2020年已

按要求在线递交了担保父母或祖父母

意愿的申请人。

2021 年 1 月，在延期进行的 2020

年父母团聚移民抽签中，曾有 1万人

幸运获邀。家庭团聚是加拿大政府的

重点优先项目。

鉴于疫情影响，申请人更有可能

会出现材料不完整等情况，因此，今

年父母团聚移民的随机抽选人数上升

至 3万人，这是有史以来邀请人数最

多的一次。

2021 加拿大父母、祖父母团聚移

民抽签开始，申请人该如何做？

中签概率：

移民局在 2020 年曾公布了担保意

向池子中的人数，共计有203,213份申

请。

减去在 2020 年邀请的 1万人，目

前池子中实际上还有超过19万份申请

。

因此，今年父母及祖父母团聚移

民的中签率为15.5%左右。

收到邀请信后，担保人需在60天

内提交完整申请。

如申请人遗失了 2020 年递交意愿

的确认号，或者邮箱变更，可以等待

本次邀请信都发送完毕后，通过加拿

大移民局的在线工具（Lost My Confir-

mation Number tool），找回确认号，

查询是否获邀以及更新邮箱地址。

担保要求：

PGP 项目对被担保人无任何硬性

条件的要求，只对担保人进行考核。

担保人必须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

居民；

担保人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

担保人必须连续三年达到要求，

即加拿大家庭最低收入的1.3倍；

如果申请人居住在魁北克省，那

么只需要一年的报税记录；

担保人需签署协议，同意并保证

会为被担保人提供至少20年的经济支

持（魁省为10年）。

收入要求：

考虑到疫情影响，加拿大移民局

在2020年免除了达到家庭最低收入1.3

倍的要求。

与年初一样，本次的 PGP申请依

然是计算担保人在2020/2019/2018年三

年的收入要求。

所有收入要求为税前收入，2019/

2018年为1.3倍家庭最低收入，2020年

为最低收入要求。

此外，很多在疫情期间申领了补

助金的担保人朋友担心会因此不满足

收入要求，别担心，这些福利金在

2020年已经被纳入了收入计算：

定期就业保险福利（不仅仅是特

殊就业保险福利）；

根据《加拿大紧急法》发放的任

何应急福利金；

其他与COVID-19相关的临时福利

（省级社会援助计划不能算入）。

2021 加拿大父母、祖父母团聚移

民抽签开始，申请人该如何做？

没有中签别也灰心！

办理超级签证可以让父母单次停

留3年！

众所周知，持旅游签证入境加拿

大后的单次停留时间不得超过 6个月

。

很多人不了解的是，加拿大移民

部还为永久居民或公民的父母及祖父

母准备了一种超级签证，可以帮助担

保人的父母在加拿大停留更长时间。

加拿大超级签证

超级签证的有效期长达 2年时间

，顾名思义，持超级签证入境加拿大

后最长停留时间可以达到2年。

两年到期后还可以申请为期 1 年

的延期机会，也就是说，持有超级签

证，可以让父母在加拿大停留时间最

长可达3年！

2021加拿大父母、祖父母
团聚移民抽签开始
申请人该如何做？

臺灣移民及其後裔在參政上，已經走過了
漫漫長路，而對於美國整個華人社區來看，一
切都是剛剛開始。新近吳弭的勝利選出，將成
為波士頓首位女市長、而且是華人女市長。

11 月 4 號，36 歲的華人女性吳弭在波士
頓市長選舉中勝出，創造了歷史——這座城市
自 1822 年誕生以來選出的市長都是白人男性
，而今次她脫穎而出。她的履歷確實非常搶眼
——哈佛大學高材生、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
的門生、28歲就當選了波士頓市議員。或許還
有一點也不應忽略：她乃是來自一個臺灣移民
家庭。

吳弭的勝選在美國華人參政史上寫下了重
要的一筆，經過多年深耕，臺灣移民及其後裔
如今在美國政壇上已經漸成氣候。

吳振偉 1998 年在俄勒岡州當選，成為美
國史上首位臺灣出生的國會議員，為臺灣移民
從政熱吹響了號角。後來吳振偉在爆出性醜聞
後辭職，但這並沒有影響到這股浪潮。從那時
起，國會眾院迎來了紐約州的孟昭文和加州的
劉雲平兩名議員，陳筱玲成為得州州眾議員，
江俊輝成為加州財政部長後又競選過加州州長
，邱信福當選了加州州眾議員，如今又成為舊
金山首位亞裔市府律師。在臺灣移民人口僅次
於加州的紐約州，至今當選市議員及更高職位
的七名華人中，有五名都是臺灣移民及後裔。

這還沒算上前勞工部長和交通部長趙小蘭
、前勞工部副部長盧沛寧、現任美國貿易代表
戴琪等委任官員，以及參選過總統和紐約市長
的楊安澤，後者的兩次競選，雖未成功卻受到
高度關註。不過無論從人數還是職位級別來看
，臺灣移民及其後裔的這份成績單，都使其成
為當之無愧的美國華人的參政領軍者。

臺裔在政治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歸功於
其移民歷史和人口構成，1965年的移民法徹底
廢除了《排華法案》對亞洲國家移民的限製，
還開辟了兩個移民主要渠道：家庭團聚和職業
移民。這也決定了20世紀60、70年代大批臺
灣移民留學後通過就業在美國定居，相對較高
的學歷和收入令其迅速擺脫了為生計疲於奔命
、無暇他顧的新移民狀態，較早開始關註美國
政治，為今天在政壇的開花結果打下了基礎。

中國改革開放後，這波臺灣移民的歷史在
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身上重演。如今，1980年
代到 21 世紀初期間來美留學的一代中國留學
生和逐漸長大成人的二代中國移民，也開始進
入政治覺醒期，近幾年美國很多地方選舉都實
現了中國新移民參選零突破，在這些參選人的
帶動下，這個原本對政治冷感的群體登記選票
、參加投票的熱情也開始升溫。

臺海局勢走向常常是中國大陸和臺灣人爭
執的焦點，在美國，臺灣移民及後代參選常常

伴隨著一些中國大陸移民對其是否支持臺獨的
猜測和議論，有些候選人當選後推出的部分政
策，有時也會引發“親臺反北京”的質疑。
2018年，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還曾發文表達對
“臺籍”人士在美國政界影響力增加的擔憂。

但臺海地緣政治在美國華人的參政進程中
，仍只是細碎的背景雜音，在政壇先行一步的
臺灣移民和參政熱情逐漸高漲的中國大陸後來
者，大多數時候都是在“華人參政”的大旗下
，相互幫襯和扶植。這也不奇怪，面對像波士
頓這樣傳統上由白人男性掌控的美國政壇，華
人這個不到美國人口2%的族群要想有所作為
，需要先團結起來、發出更大聲量。

紐約州參議員劉醇逸五歲從臺灣移民來美
，是紐約第一位華人市議員和市主計長，2013
年成為首位參選紐約市長的華人，當時他把競
選辦公室選在了唐人街的勿街(Mott Street)7-9
號，這其中有很深的含義——這座樓是 19 世
紀末孫中山先生創辦的興中會紐約分會的舊址
。劉醇逸和後來的楊安澤都輸掉了市長選舉，
但誰能料到吳弭今日的勝出？誰又能肯定下次
再出選美國大城市市長的華人，不會是中國大
陸移民或者後代？臺裔在參政上已經走過了漫
漫長路，而對於整個華人社區，一切都還剛剛
開始。

((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台女當選市長台女當選市長 一鳴驚人一鳴驚人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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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要近年竄起台灣男演員

，那就絕對不能不提到劉冠廷了

！自 2017 年以植劇場《花家男

孩轉大人》中的癡心台客鄭花明

爆紅開始，劉冠廷可說是戲約不

斷，尤其在以《花家男孩轉大人

》、電影《陽光普照》接連拿下

金鐘、金馬獎最佳男配角後，聲

勢更是如日中天、每年都有多部

作品上檔，也被戲迷戲稱為「冠

廷宇宙」，處處都能見到他的身

影。

除了參演多部影視作品，

自 2018 年起劉冠廷更創下年年

都入圍金鐘或是金馬獎的強大紀

錄，繼去年分別以《消失的情人

節》、《同學麥娜絲》提名金馬

影帝與最佳男配角後，今年劉冠

廷挑戰不同的戲路，以荒謬黑色

喜劇《詭扯》拿下台北電影獎最

佳男配角獎，一舉達成「男配角

大滿貫」的成就，同時也以本片

第三度入圍金馬男配。

而劉冠廷今年主演的兩部戲

劇《火神的眼淚》、《第三佈

局 塵沙惑》也極有機會在明年

金鐘佔有兩席。

讓人不禁大嘆「到底還有

什麼角色不能演？！」以下就

來盤點「冠廷宇宙」中的五部

代表作！

花甲男孩轉大人，2017
★ 榮獲第 53 屆金鐘獎
戲劇節目男配角獎

《花甲男孩轉大人》故事以

臺灣鄉下望族鄭家的老夫人瀕臨

逝世為背景，描述由盧廣仲飾演

的鄭家長孫鄭花甲的自我成長，

以及家族成員間爭奪祖產，最後

前嫌盡釋的過程。

劉冠廷在劇中飾演鄭家次男

鄭光煌的長子鄭花明，然而有個

高學歷人生勝利組的弟弟花亮在

旁，花明這個帶著小孩的單親台

客爸爸，總是得不到家人們的重

視。

為了投入花明的角色，劉冠

廷學習嚼食檳榔，並演繹出花明

在不羈外表下的脆弱與柔軟。而

花明在劇中深愛李雅婷的癡心形

象更圈粉無數，徹底翻轉了台客

在台灣影視作品中的既定形象，

讓劉冠廷以極高的呼聲在第 53

屆金鐘獎上奪下戲劇節目男配角

獎。

陽光普照，2019
★ 榮獲第 56 屆金馬獎
最佳男配角

若說《花甲男孩轉大人》是

劉冠廷成名的代表作，那麼《陽

光普照》就是奠定劉冠廷演技派

演員地位的里程碑。

《陽光普照》故事聚焦在阿

和一家的情感上，尤其當家中優

秀的長子無故自殺後，一家人才

開始正視起彼此的關係。而劉冠

廷在片中飾演阿和的好兄弟菜頭

，甚至在一次的鬥毆事件事件中

與阿和被捕入獄，然而至此阿和

決心改過向善，卻也讓菜頭感到

被兄弟給背叛。

繼《花甲男孩轉大人》的台

客後，逞兇鬥狠的混混也難不倒

劉冠廷，尤其片中一場菜頭與阿

和爸爸在天臺談判的戲，儘管兩

人之間沒有太大的肢體衝突，卻

僅靠著劉冠廷的眼神與口白就營

造出讓人不寒而慄的劇情張力，

讓儘管戲份不多的菜頭在觀眾心

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劉冠廷也

以本片榮獲第 56 屆金馬獎最佳

男配角。

消失的情人節，2020
★ 入圍第 57 屆金馬獎
最佳男主角

2020 年是劉冠廷作品大爆發

的一年，光是主演的電影就有

《消失的情人節》、《同學麥娜

絲》、《無聲》三部，而劉冠廷

也憑藉《消失的情人節》首度提

名金馬影帝。

《消失的情人節》是一部奇

幻喜劇，講述動作總是慢半拍的

公車司機阿泰，以及超級急性子

的郵局櫃員楊曉淇，兩人在情人

節這天展開了一場奇幻相遇的故

事。

這次劉冠廷收起銳利的眼

神，演出存在感低又木訥的公

車司機阿泰，是少數帶有喜劇

調性的角色。儘管跟先前飾演

的角色形像大相徑庭，劉冠廷

仍舊展現出了阿泰的癡情與魅

力，甚至可以說片中很多看似

踰矩的行動也是奠基在他的表

演之下才得以成立。同時，劉

冠廷也更加證明了自己的戲路

有多不受限。

火神的眼淚，2021
《火神的眼淚》故事圍繞著

一群「打火英雄」，透過同安消

防隊的四個消防員，在每次的打

火、救護與救援任務中看見人性

，他們將一起揭開社會的傷口、

面對自己的人生課題。而故事最

終的一場大火，將改變他們的命

運。

劉冠廷以《火神的眼淚》回

歸電視劇，演出充滿正義感、血

氣方剛的消防隊員「憤怒鳥」林

義陽。從火災現場不專業刁民的

指手畫腳，到執行消防檢測時財

團仗勢議員粉飾缺失，透過義陽

的視角，觀眾也才發現現行消防

員在執行勤務時，將面臨多少不

合理的事件與待遇。

劉冠廷在劇中除了有高張力

的衝突戲碼，也有許多在火場奔

走的場面，精彩的肢體發揮配上

一貫自然的演技，劉冠廷再次讓

觀眾信服他就是這個角色。

第三佈局 塵沙惑，2021
年輕有為的市議員楊啟逍接

手父親旅館生意，遊走黑白兩道

之間；因公傷破格升職的前特勤

小組徐梓薇，帶著菜鳥警察陳家

豪私下著手調查起一樁與毒蛇集

團有關的分屍案，徐梓薇卻因為

越權查案遭調職去擔任楊啟逍的

隨扈，才發現兩人的命運早在

3 年前的一樁挾持案就陷入糾纏

…...。

《第三佈局 塵沙惑》中由

劉冠廷飾演的菜鳥警察陳家豪

，為了找出殺害前女友的兇手

而選擇了警察一職，卻在身處

警界後看到太多難堪的權力勾

結而果斷退出，決定獨自尋找

事件的真相。劉冠廷在劇中有

許多精彩的情緒轉折，甚至成

為劇情翻轉的關鍵人物。劇中

一場「黑化」後的情緒爆發，

更讓許多觀眾認為有機會讓劉

冠廷再次入圍金鐘獎。

今年劉冠廷以黑色喜劇《詭

扯》連三年入圍金馬獎最佳男配

角，他也以本片在十月率先獲得

了台北電影節的肯定。想知道劉

冠廷有沒有機會拿下第二座金馬

獎？就記得 11/27 晚上準時鎖

定 myVideo 的金馬頒獎典禮直

播！

聚焦金馬58——
劉冠廷：從《花甲》到《火神》不斷擴張的冠廷宇宙

由公視出品，被譽為「最美

台劇」的時代劇《茶金》週末播

出了首兩集，從預告片釋出時便

可瞥見的精緻的美術和造型早就

引起萬眾期待，刺激詭譎的政治

商業紛爭也讓人彷彿回到過去，

一窺台灣歷史的風起雲湧。讓我

們一起來回顧第1、2 集的五大

精彩片段，體驗那帶有茶香的台

灣流金歲月吧！

1950 年代，是台灣茶葉出口

的輝煌時期，因二戰後印度、錫

蘭、印尼等產茶區尚未從戰爭中

恢復，因此台灣成為國際上重要

的茶葉出口國。

由吉桑領導的日光茶廠在此

時與怡和洋行合作一起出口台灣

茶，賺取豐厚的利潤，出口台灣

三分之一的茶業，甚至整座大坪

山的茶園都是吉桑的，日光也成

為桃竹苗地區的茶業龍

頭。

吉桑是個事業心重

，花錢大方的企業家，

認為投資茶葉生意少不

得花錢，為了生意更向

萬老闆借了近百億的錢

，這樣的舉動也為日後

日光茶業的破產危機埋

下伏筆。、

吉桑膝下無子，只

有一名千金張薏心，在

那個女性地位較低，無

法繼承、從商的時代裡

，吉桑選了范老闆的兒

子張文貴作為入贅女婿

，要把日光的事業交給

他繼承。文貴在初見薏

心時就喜歡上她，並保證自己會

好好努力不讓吉桑和薏心失望。

儘管薏心不願意嫁給文貴，卻毫

無選擇的權利，她渴望參與家族

事業，卻總是因女性的身分而被

阻擋在外。

在第首播的兩集中，可以看

出薏心不斷的試圖對茶葉生意提

出自己的意見。同樣的，新來到

日光的女性製茶師山妹，有優秀

的製茶技藝卻因女性身分遭到同

事的歧視。她們身為女性，該如

何在那不平等的時代裡扭轉自己

的命運，使日光走出商業危機，

這也是本劇的一大看點。

國民政府遷台後，因內戰的

延續拖垮國內經濟，通貨膨脹嚴

重，政府在美方代表和 KK 的商

談下妥協，推行了幣制改革。政

府突如其來的政策一下造成了商

場混亂，到處都換不到新臺幣，

又加上印度錫蘭等地的茶葉恢復

生產，面對貨幣縮水、外國茶業

的低價競爭，使得日光茶場一下

陷入了經營危機。

雪上加霜的是，大坪廠遭逢

大火，日光的製茶師、同時也是吉

桑的至交好友阿土師意外身亡，大

火也使得茶廠中的機器和茶葉付之

一炬，更加重了吉桑的打擊。

日光茶廠面臨重大危機，過

往關係緊密的企業老闆紛紛與之

切割。萬老闆上門討債，逼吉桑

抵押出祖產兩百甲的大坪山土地

。而范老闆則上門退婚，文貴被

逼回家，婚約取消，薏心則因退

婚事件被人說三道四。此時吉桑

有意選製茶公會的理事長，希望

能另闢銷售管道，卻發現人脈被

一向不合的大伯牢牢把握，吉桑

知道情況危急卻拉不下臉求大伯

幫助。

「生意就是政治。」突來的

合作生意是危機還是轉機？

美方代表的懷特公司要在台

灣蓋化肥廠以提高糧食產量，並

全權負責以確保產能，政府卻不

願意將權力下放，堅持化肥廠由

國家掌控。協商失敗後，懷特公

司決定到新竹尋找民間合作者。

懷特公司的 KK 前往張家談合作

，吉桑原想拒絕，卻被 KK 的真

誠和其所懷抱的理想感動，決定

參與合作。

第 2 集的結尾，薏心和 KK

在樓梯上談話，被返回張家的文貴

撞見，三人的關係將會產生什麼碰

撞和火花？而日光茶廠該如何解決

危機？與 KK 的合作又將經歷什

麼風波呢？讓我們一起期待之後的

劇情吧！商戰時代劇《茶金》11

月 20 日 起 每 週 六 20:00 在

myVideo 準時更新。

最美台劇《茶金》開播5大必看亮點
時代動盪下的商戰風雲 女性的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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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生命之源。湿地、森林、

海洋并称为世界三大生态系统，湿地

拥有巨大的储水功能，它能把地表部

分的水转化成浅层地下水，形成蓄水

层，能为周围地区供水、维持水位，

它能为地球20%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

环境，包括人类。因此，湿地是地球

的“天然水库”“天然物种库”。

目前，湿地在全球覆盖面积大约

占6%，我国湿地面积占世界湿地面积

10%，约66万平方千米，位居亚洲第

一位，世界第四位，仅次于加拿大、

俄罗斯和美国。关于湿地的记载，我

国古代《礼记· 王制篇》中把水草所聚

之处称为“沮泽”、“沮洳”、“斥

泽”或“下湿地”，过去，我们多数

用“沼泽”称之，直到20世纪80年代

，我国才重新认识“湿地”，把沼泽

归为湿地的一种，并认真科学地研究

它。

气候、河流、大地的结晶

三江平原，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北

部，完达山以北的松花江、黑龙江和

乌苏里江冲积形成的低平原和完达山

以南乌苏里江及其支流与兴凯湖形成

的冲积湖平原，总面积1089万平方千

米，是我国的内陆淡水沼泽湿地分布

区，全球少见的淡水沼泽湿地之一。

什么是沼泽湿地？《国际湿地公约》

把湿地划分为5大类，近海与海岸湿

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

、人工湿地。沼泽湿地是湿地的一种

，属于天然湿地。

三江平原是新华夏构造体系第二

隆起带北端的一个拗陷带，在大地构

造上属同江内陆断陷。三江平原地势

低平，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平均海拔

50～60米。沼泽湿地一般形成于在温

湿和冷湿气候，平坦、负地貌，地表

过湿、或有薄层积水的环境。而三江

平原湿地属低冲积平原沼泽湿地，处

于温带湿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区域，气温年差较大，全年平均气温

1.4℃～4.3℃，雨量充沛，平均降水量

500～650毫米，降雨集中在6～10月，

使沼生及湿生植物大规模发育，生长

茂密，排水不畅，造成水体蒸发和水

分下渗困难，同时，这里地形微伏，

河流纵横，泡泽遍布，地表径流滞缓

，内水不能外排，这些都有利于沼泽

湿地的形成。

从内到外，丰富资源说不完

湿地如一块天然海绵，能减缓水

流的速度，能排除和沉淀毒素和杂质

，净化水体系统。平静且优质的淡水

沼泽湿地环境，是野生动物的快乐天

堂，许多濒危的鸟类、迁徙的候鸟以

及众多野生动物都喜欢在这种环境下

栖息和繁殖。这里哺乳动物12科37种

、鸟类40科168种、两栖类4科5种、

爬行类3科5种、鱼类17科77种、昆

虫41科126种，国家级珍稀濒危物种

约100种，有东方白鹳、中华秋沙鸭、

丹顶鹤、金雕、白尾海雕、玉带海雕

等。

优质的水体系统，长期积水的环

境，能促进湿地植物高度、茎粗、密

度的生长，植物特别高大茂盛。这里

植物种类超1000种，约占东北植物种

类的 1/3，其中小叶樟被当地人成为

“羊草”，估算年产有1300万吨，可

供140万只牛羊吃一年。这里的芦苇，

每平方米有120株，高有2.5～3米，粗

0.5～0.8厘米，贮量约有40万吨，是造

纸的好材料。

三江平原湿地属于环型湿地，由

中心向外缘，地势由低到，水分由多

渐少，温度由低到高，这样带来了土

壤分布的变化，由泥炭土向沼泽土和

白浆土过渡。这里主要有黑土、白浆

土、草甸土、沼泽土等，三江平原素

有“中国黑土湿地之王”之称。黑土

是由强烈的腐殖质累积和滞水潴积过

程形成，养分含量丰富，肥力水平高

，非常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壤。白浆土

质地粘重，渗透性差，孔隙度小，坚

实无结构，形成不透水层，可防治水

土流失。草甸土有机质含量较高，腐

殖质层较厚，土壤团粒结构较好，水

分较充分。沼泽土是地表长期积水、

生长喜湿性植被条件下形成的土壤，

土体上部含大量有机质或泥炭，泥碳

则是由死亡的植物在潮湿和通气困难

的条件下，经厌氧细菌分解，转化成

一种不容易分解、不易矿质化的有机

化合物复杂体，是优质的燃料、肥料

、建筑材料。

水资源、动植物、土资源……随

着人类不断探索，发现湿地蕴藏着如

此巨大的生物生产力，自此把湿地当

作“宝藏”，开垦耕田，养殖培育。

建立自然保护区，守护地球之“肾”

人们发现湿地这块“宝藏”后，

由于初期认知不足，曾有一段时间过

度垦荒、污染环境，破坏了这片宁静

的土地，使湿地逐年退化消失，物种

渐渐减少，全球气候受影响，人们意

识到，保护珍惜湿地不仅是地区的事

情，更是关乎全球生态系统平衡的大

事。湿地作为“地球之肾”，人失去

了肾，将无法排毒，新陈代谢出现问

题，而地球若失去了肾，就会造成土

壤污染，生态循环混乱，从而植物减

少，植食性动物因觅食越来越困难而

逐渐减少，肉食性动物也会随之而减

少，甚至某食物链断裂，导致某些物

种灭绝。

不仅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国因湿

地退化消失而尝试努力弥补，大量湿

地恢复工程启动，美国曾花费了数百

万美金经费尝试全面恢复当地的湿地

，但均以失败告终，大量的人力财力

投入，收效甚微。失去的湿地，想要

恢复昔日原貌和功能，谈何容易，连

科学家也无计可施，科学有它的局限

性，后来科学家调整策略，以生态恢

复为主，保护现存的天然湿地，同时

建造人工湿地。随着项目工程获得重

大突破，水文系统、生物多样化、土

壤等得到有效恢复，全球湿地保护行

动陆续展开。

1992年中国加入《湿地公约》，

致力重视湿地保护与恢复。截至2020

年9月，我国境内已有64处湿地列入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目前，三江

平原已建成6个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

区，其中5个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

地名录》，分别是三江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洪

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七星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珍宝岛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用鬼斧神工之技，打造的奇妙世界

地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流的三

角地带的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

积大，土壤肥沃、湿地植被茂盛。保

护区内有高等植物近500种，其中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有野大豆、黄菠萝

、水曲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有丹顶鹤、东方白鹳、黑鹳、中华

秋沙鸭、虎头海雕、玉带海雕、白尾

海雕、金雕、东北虎、紫貂、梅花鹿

等12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有棕

熊、黑熊、猞猁、水獭、雪兔、马鹿

、驼鹿、白额雁、大天鹅、鸳鸯等41

种。

位于中国东北部的中俄边境地区

的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三江

平原湿地中一块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

的湿地，这里森林生态系统、沼泽生

态系统、水生生态系统共存，物种多

样性十分丰富，几乎容纳了三江平原

的所有重要物种，这里有兴凯湖、小

兴凯湖、湖岗林带、芦苇荡等多处独

特的自然风光，还有白棱河桥、新开

流遗址、王震将军墓、泄洪闸、中俄

贸易口岸等人文景观，而核心区则是

貉和麝鼠的野生种源地。

“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的洪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三江平原腹地

，自然条件独特，沼泽、草甸、岛状

林构成了三江平原3个一级景观，区

内河流皆为沼泽性河流。保护区在28

年内，人工搭建289个珍稀濒危鸟类东

方白鹳人工巢，繁育了1752只东方白

鹳，幼鸟离开繁殖巢后，会停留37～

52天，然后向中俄界江黑龙江、乌苏

里江等流域扩散，之后再辗转南迁。

去年11月，这里出现大批东方白鹳迁

徙景象。

“中国白琵鹭之乡”的七星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三江平原腹地

，低河漫滩，是“候鸟天堂”，保护

区内生物物种丰富，自然植被以芦苇

沼泽和小叶章、苔草沼泽为主，清澈

的水质和丰富的植被吸引了丹顶鹤、

白琵鹭等不少珍稀鸟类的到来，这里

常能看到百鸟归巢的壮观景象。

入选“中国森林氧吧”的珍宝岛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三江平原

沼泽湿地集中分布地区，大面积的淡

水湿地集中连片，是亚洲北部水禽南

迁的必经之地，是东北亚地区野生水

禽繁殖中心，这里可以登上观光塔眺

望湿地波澜壮阔的美丽风光，也可以

悠闲漫步乌苏里江，江水波光粼粼，

岛屿星罗棋布，水禽飞鸟在此嬉戏。

乌苏里江是中俄界江，俄罗斯风光尽

收眼底，江水纯净、无污染，盛产

“三花五罗”等名贵淡水鱼，以及大

马哈鱼。

由于湿地对大气有净化作用，且

大量的农作物和湿地植物生长，三江

平原湿地的空气质量非常洁净清新。

如果夏天翱翔在三江平原湿地的空中

，会看到一片青葱蓬勃生机的景象，

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绿色小山丘，乌

拉苔草、灰脉苔草、鼓囊苔草、毛果

苔草连成一片，微风略过，如绿色的

海洋一浪接一浪地涌动，河流在当中

纵横交错，这里是大自然的铁画银钩

、鬼斧神工之作，河道或曲或直，犹

如龙飞凤舞的笔迹，苍劲有力，灵活

多变，在一望无际的绿色草甸丛中肆

意挥洒。大面积漂筏苔草漂浮于河流

之上，还有睡莲安稳地躺在平静的河

水上悄然绽放，河边青翠茂密的芦苇

、小叶樟、水葱守卫在这里，鸳鸯、

雁鸭在水中嬉戏，马鹿、梅花鹿、雪

兔在草地上奔跑，鸟儿成群结队在空

中盘旋打闹。到了秋天，大批候鸟向

南飞，然后这里会进入长达7～8个月

冻结期，河水结冰，有的动物进入冬

眠状态休养生息，热闹褪去，静谧到

来，沼泽湿地被冰雪覆盖，大地被雪

花隐去了斑斓的色彩，纯净清透，皑

皑白雪茫茫无边际。

湿地是个奇妙的世界，蕴藏大量

丰富的大自然“宝藏”，也是生命的

摇篮，孕育了无数的生命。随着社会

的发展，我们无可避免地向湿地“借

”资源，因此，我们需要在利用和保

护之间寻找平衡点，懂得保护珍惜，

使之可持续发展。

三江平原湿地，地球的宝藏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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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來阿裏餐廳吃正宗阿拉伯菜感恩節來阿裏餐廳吃正宗阿拉伯菜！！
（本報記者黃梅子）马上就要到

感恩節了，對於中國人來說，一定要
趁此機會呼朋喚友大吃一頓。其實，
美式烤火雞真是沒什麽好吃的，今年
換個口味吃阿拉伯菜去吧！在離中國
城只有幾分鐘路程的Richmond AVE
上有一家巴勒斯坦風味的阿拉伯餐廳
阿裏餐館，這家餐館被Houston Press
和主流電視臺報道過多次，店裏的
fried chicken黃盧雞是店主阿裏獨創的
，很受阿拉伯人的喜歡，聲名遠揚，
很多外地人，最遠的有從奧斯丁專程
開車來的，來到阿裏的餐廳就為了吃
到正宗的黃盧雞。

阿拉伯餐有點西餐的感覺，在種
類上也有開胃菜、湯、沙拉、燒烤、
甜點等等，但是原料的使用卻有很大
不同。喜歡用酸奶幹和小麥粒，上面

加上一層橄欖油，口味酸鹹。 此外，
各種牛羊肉在阿拉伯菜中也占有重要
的位置，做法多種多樣。阿拉伯餐廳
最受歡迎的菜是綜合燒烤，很適合一
大群人圍坐一起吃。

阿拉伯人善於烹調，食物豐富多
彩。其飯菜的特點是甜、香、辣、油
膩。咖啡和茶是每天不可缺少的飲料
。阿拉伯人信奉伊斯蘭教，禁吃豬肉
，不吃外形醜惡和不潔之物，如甲魚
、螃蟹等，也不吃已死的動物。阿拉
伯人在獵取野味時，打中後獵人要趁
血還沒有凝固時，迅速割斷其喉頭，
否則就不能吃。

阿拉伯菜裏，名貴的菜肴有油炸
鴿子、烘魚、烤全羊等。巴勒斯坦人
喜歡吃香辣的食品，他們用胡椒、姜
黃等做的咖哩食品聞名世界。巴勒斯

坦菜，無論是肉、
魚、豆類，還是蔬
菜，絕大多數是辣
的，泡菜也是辣的
。他們沒有炒菜的
習慣，無論是牛肉
、羊肉、魚或是各
種豆類、蔬菜，都
是燉得爛爛的。

阿拉伯人的主
食為麵粉和大米，
一種粗面餅pita最受
歡迎，有點像印度
菜裏的饢，也有點
像意大利的pizza，
還有油餅、油炸土
豆餡“三角”。人
們也普遍食用西式
點心和麵包。大米
常常加上各種作料
做成黃油抓飯和肉
抓飯。另一種染有
顏色的甜米飯Man-
saf奶油羊肉飯或雞
肉飯，只有在慶典
時才吃，相當於我
們宴席上的大菜。
阿裏餐廳有各種阿拉伯菜肴，前菜最
著名的是鷹嘴豆泥 Hummus，只要
3.99元，主菜有烤肉和三明治，也有
阿裏special，是阿裏餐廳的特色菜，
有雞、鴿子、魚和奶酪米飯，價錢也
都在10元錢左右，價廉物美。

阿裏餐廳還有阿拉伯水煙，阿拉
伯水煙是阿拉伯國家及阿拉伯文化文
化、生活傳統的一部份。其煙料系水
果制成，焦油、尼古丁含量極低。水
煙絲是水果煙絲，由鮮煙草葉、幹水
果肉和蜂蜜等制成，附以麝香、冰片

等傳統秘方。水煙絲的尼古丁含量幾
乎為 0，而煙焦油含量僅為 0.01mg
（是香煙的十分之一），同時吸食時
經過水的過濾，將更大程度地減少了
煙的危害。這點是普通香煙所不能及
的。因為阿拉伯水煙基本不含尼古丁
，又有著濃郁果香，如今已成為歐美
最新的消費時尚。這種水煙抽一次得
半個多小時，相當於18根香煙，但毒
素卻只有一根香煙的百分之幾，是香
煙的完美替代品。

生活在美國，可以很容易就吃到

世界各地原汁原味的菜肴，這個福利
還真不能丟，從中國城開車只要幾分
鐘就能來到阿裏餐廳，偶爾吃一頓異
國風情的飯菜，既長了見識又嘗到了
美味，而且還不貴，實在是太好了！

美南国际电视《大嘴吃四方》采
訪阿裏餐廳視頻鏈接

阿裏餐廳Al Aseel Grill & Café
地址：8619 Richmond Ave,

Houston, TX77063
電話：713-787-0400

休士頓僑界紀念休士頓僑界紀念 國父誕辰獻花儀式國父誕辰獻花儀式
上周六上午十時在僑教中心舉行上周六上午十時在僑教中心舉行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世界廣東同鄉會世界廣東同鄉會」」 會長江麗君獻花會長江麗君獻花。。 「「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 主任李迎霞主任李迎霞
（（前排中前排中 ））代表獻花代表獻花。。

「「世界工商婦女協會世界工商婦女協會」」 前會長洪良冰前會長洪良冰（（前前
排中排中 ））及該會理事們代表獻花及該會理事們代表獻花。。

「「中華保健中心中華保健中心」」 副會長甘幼蘋副會長甘幼蘋
代表獻花代表獻花。。

「「老人服務協會老人服務協會」」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
代表獻花代表獻花。。

「「台灣同鄉聯誼會台灣同鄉聯誼會」」 前會長楊國貞前會長楊國貞、、副會副會
長羅秀娟長羅秀娟（（二排右一二排右一））代表獻花代表獻花。。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劉志忠獻花主委劉志忠獻花。。

Sam HoustonSam Houston 大學翁履大學翁履
中教授致詞中教授致詞。。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經濟組組經濟組組
長徐炳勳致詞長徐炳勳致詞。。 休士頓僑界各社團代表當天齊聚僑教中心休士頓僑界各社團代表當天齊聚僑教中心國父銅像前舉行獻花儀式國父銅像前舉行獻花儀式。。

「「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會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會」」 會長會長
唐心琴首先致詞唐心琴首先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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