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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igan school shooting ‘entirely 
preventable,’ $100-million suit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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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9 (Reuters) - A deadly shooting at a Mich-
igan high school that authorities have said was 
carried out by a 15-year-old boy was “entirely 
preventable,” according to a lawsuit seeking 
$100 million in damages filed on Thursday 
against the school district and its officials on 
behalf of two sisters who survived the rampage.

Four students were killed in the Nov. 30 shoot-
ing at Oxford High School in suburban Oak-
land County, some 30 miles (48 km) northwest 
of Detroit. The suit faulted the school district’s 
superintendent and school principal for assuring 
parents of the school’s safety despite knowing 
of disturbing social media posts and an online 
ammunition search by the accused shooter.

Ethan Crumbley, a 15-year-old student, is being 
held without bail after being charged as an 
adult in the deadliest U.S. school shooting of 
2021.

The 44-page lawsuit was filed in federal court 
on behalf of Riley Franz, 17, who was shot in 
the neck, and her sister Bella, 14, who was next 
to her at the time. Their parents, Jeffrey and 
Brandi Franz, also are plaintiffs in the lawsuit.
Riley Franz was among the six students and a 
teacher seriously injured in the gunfire.
Crumbley’s parents, James and Jennifer Crumb-
ley, were charged with involuntary manslaughter 
and are being held in lieu of $500,000 bail. They 
gave him the gun as an early Christmas present 
and are accused of then ignoring warning signs 
that he was planning a shooting at the school.
The lawsuit was filed against Oxford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 superintendent Timothy Throne, 
principal Steven Wolf, dean of students Ryan 
Moore, two unnamed teachers and two unnamed 
school counselors.

The district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The lawsuit describes Riley as a 12th grade honor 
roll student preparing to enter college and Bella 
as a ninth grade athlete.

“The horror of November 30, 2021 was entirely 
preventable,” said the lawsuit, filed by Michigan 
personal injury attorney Geoffrey Fieger. “Each 
and every defendant named herein created and in-
creased the dangers then-existing at Oxford High 
School. The individually named Defendants are 
each responsible through their actions for making 
the student victims less safe.”

Among the accusations in the lawsuit were sever-
al detailing Ethan Crumbley’s threats of violence 
on social media as well as his using his cellphone 
to search for ammunition.

China’s sky-high factory inflation slows 
amid price crackdown

BEIJING, Dec 9 (Reuters) - China’s 
red-hot factory-gate inflation cooled 
slightly in November, driven by a 
government crackdown on runaway 
commodity prices and an easing 
power crunch, amid Beijing’s efforts 
to lessen the crippling effects of surg-
ing costs on the economy.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12.9% 
in Novembe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aid on Thursday, slow-
er than October’s 26-year high of 
13.5% but faster than the 12.4% ex-
pected in a Reuters poll of analysts.

While factory inflation remains un-
comfortably high, the price moder-
ation may give policymakers some 
latitude to unleash more stimulus to 
shore up flagging growth.

China’s economy, which staged an 
impressive rebound from last year’s 
pandemic slump, has lost momentum 
in recent months as it grapples with 
surging prices, a slowing manu-
facturing sector, debt problems in 
the property market and persistent 
COVID-19 outbreaks.

Say YES to affordable healthcare 
plans for Texans
It’s easy to say YES to a health-
care plan with affordability, flex-
ible options, the largest hospital 
network, and free preventive 
care.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 on Monday announced 
a cut to the amount of cash that 
banks must hold in reserve, its 
second such move this year, to 
bolster slowing growth. read 
more
“Food aside, price pressures 
are generally easing, especially 
in heavy industry,” said Julian 
Evans-Pritchard, senior China 
economist at Capital Economics, 
in a note. “As such, we don’t 
think inflation concerns will hold 
back the PBOC from further loos-
ening measures including policy 
rate cuts.”
Factory-gate inflation has sped 
up since May this year due to 
soaring commodity prices, piling 
pressures on downstream busi-
nesses to pass on their costs to 
consumers.

Authorities have rolled out a series 
of interventions in recent months, 
including setting an immediate ex-
mine price target and ordering rapid 
production to cool red-hot prices, 
measures that have proven effective 
in easing a power shortage expected 
this winter. read more

Government policies to rein in 
sharply rising energy and raw ma-
terials prices are taking effect, said 
Dong Lijuan, a senior statistician at 
the NBS in a statement accompany-
ing the data release.

Factory inflation remains extremely 
high, however, with prices in coal 
mining and washing surging 88.8% 
on the year and oil and gas ex-
traction seeing 68.5% growth.

While PPI has likely peaked, the 
rate at which it will slow down is 
highly uncertain, said Zhou Hao, 
senior EM economist at Commerz-
bank.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rose 2.3% year-on-year, the NBS 
said in a separate statement, slower 
than expectations for a 2.5% rise but 
picking up from 1.5% in October.

Consumer inflation remains modest 
as strict COVID-19 curbs impede 
consumption and weigh on demand, 
pointing to a limited pass-through 
from high factory gate prices.

No cases of the Omicron COVID-19 
variant have been reported in China 
to date, but its emergence could add 
pressure to the strict zero-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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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Paramedics help people injured at the site of a trailer accident that left at least 
49 people dead, most of them migrants from Central America, in Tuxtla Guti-
errez, in Chiapas state, Mexico. REUTERS/Jacob Garcia

A man reacts as a paramedic takes a swab sample, to be tested for the coronavirus from a 
window at the School of Nursing in Jinnah Postgraduate Medical Centre (JPMC) in Karachi, 
Pakistan. REUTERS/Akhtar Soomro

Rescuers dig a damaged building, believed to be a mosque, during an operation at an area 
which was affected by the Mount Semeru volcano eruption in Sumberwuluh, Candipuro district, 
Lumajang, East Java province, Indonesia. REUTERS/Willy Kurniawan

A man rides a kayak on a 
flooded road, following heavy 
rainfall in Pamplona, Spain. 
REUTERS/Vincent West

People take a selfie in front 
of the Grogu “Baby Yoda” 
balloon as it is inflated 
the day before the Macy’s 
Thanksgiving Day Parade 
in Manhattan, New York, 
November 24.  REUTERS/
Carlo Allegri

Former U.S. Senator Elizabeth 
Dole cries on the casket of her 
husband, former Senator Bob 
Dole (R-KS) as he lies in state in 
the Rotunda of the U.S. Capitol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Andrew Harnik/Pool

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23rd World Petroleum Congress is holding
their meeting in Houston, Texas,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more than seventy
countries. Three hundred speakers including
eighteen Ministers of Energy and CEO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ill discuss issues facing the
world today. They will explore and learn about
Houston and other destinations that are
advancing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while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Ambassador Kerfalla Yansane and Economic
Counselor Diallo Mamadou came from
Washington to join the meeting.

We are so honored to host a welcome luncheon

party for them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Our guests include Judge Robert Eckels, Hon.
Consul General Gezahgen Kebede and many
other business leaders.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we have worked with
Ambassador Yansane to promo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as and Guinea. Even
thoug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has changed in
Guinea, we are still trying to organize a trade
mission to visit Africa in the near future.

Guinea is one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y need all kinds of assistance to lift up
their economy. We are here to do our best to
help their people get out of poverty .

1212//1010//20212021

Welcome Back, Mr.Welcome Back, Mr.
Ambassador Yansane!Ambassador Yansane!

几內亞駐美大使楊森及经濟參
贊馬麻杜一行，今午再度到國際貿
易中心參訪 ，我們設午宴表示歡
迎。

楊森大使此行主要是參加在休
斯敦舉行的美非能源高峯會， 该
國礦產資源豐沛， 其中以鋁礦為
世界最大產地。

幾內亞最近因軍事政變 ，目
前掌權之臨時總統表示 ，他將盡
快制定新憲法還政於民。

几內亞佔地二十五萬平方公
里 ，人口近一千三百萬 ，人均所
得一千二百四十四美元， 是世界
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楊森大使曾任該國中央銀行總
裁， 為國服務數十年， 雖然國內
政權更迭， 但是仍然請他繼續擔

任駐美大使。
世界能源大會此次在德州召

開 ，主要是探討如何加強對非洲
和世界各地在能源方面之合作，共
有來自十八個國家的能源部長和工
商界三百多人参加，

幾內亞經濟主要依賴農業及礦
產生產，其中以鈻土礦及黃金為主
。

參加今天招待會的還有前縣長
埃克 ，索比亞駐休斯敦名譽總領
事卡比地大使及工商界人士多人。

國際貿易中心正在籌組工商代
表團將在適當時機訪问幾內亞 、
衣索匹亞等國家。

再次歡迎楊森大使來訪再次歡迎楊森大使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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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expected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expanding the booster 
authorization to all adults as early as this 
week, according to a source familiar with 
internal planning.
Why it matters: America’s booster cam-
paign got off to an underwhelming start, 
potentially leaving millions of vulnerable 
people at risk as the holidays approach.
The big picture: The pandemic still isn’t 
over, and the data is clear that vaccine ef-
fectiveness has waned over time and with 
the rise of Delta — but also that a booster 
dose restores protection against the virus 
to remarkable levels.
Despite disagreement among experts 
about who needs a booster, there’s broad 
consensus that older people and at least 
some with underlying health conditions 
should get an additional dose around six 
months after their first series.
• But only 36% of Americans 65 and older 
have received a booster shot, according to 
the CDC.
• “As every month goes by, the immuni-
ty wanes more and more. So as time goes 
by, you’re going to see more vaccinated 
people” becoming more vulnerable to the 
virus, NIAID director Anthony Fauci told 
Axios.

• The vast majority of breakthrough cas-
es — particularly among younger people 
— aren’t severe. But “as is always the 
case, the elderly are more vulnerable, be-
cause they’re more likely to have waning 
of protection over time,” Fauci said.
State of play: The Biden administra-
tion’s original plan over the summer 
was to recommend that most adults get a 
booster shot eight months after their ini-
tial round. However, the FDA and CDC 
ultimately recommended that more limit-
ed groups of people receive another shot 
six months later.
• But some cities and states — includ-
ing California, Colorado, and New York 
City — have gotten ahead of the FDA 
and have made boosters available to all 
adults, and some experts are arguing that 
it’s time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do 
the same.
• Other experts are still skeptical about 
further broadening eligibility.
Where it all stands: There isn’t good 
national data on how many current hos-
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are among vac-
cinated people, although some states are 
reporting rising numbers of breakthrough 
cases. (The number of breakthrough cas-
es is expected to rise as more people get 
vaccinated.)
• In Colorado, for example, 80% of hos-
pitalized COVID patients are unvacci-
nated, Denver’s 9 News reports from 
state data.

• “Many of the ones who end up hos-
pitalized after vaccination are older or 
have medical conditions or they’re on 
some sort of immunosuppressant,” Jared 
Eddy, director of Infection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t National Jewish Health, 
told 9 News.
What we’re watching: If eligibility 
is expanded — and thus simplified — 
booster uptake could increase.
• “I believe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get boosters, and I am hoping 
very soon we will see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won’t be any confusion about who 
should and should not get boosters,” 
Fauci said.
• “In my opinion boosters are ultimately 
going to become a part of the standard 
regimen and not just a bonus,” he added.

Coronavirus Dashboard

1. Vaccines: NYC to allow all adults to 
get a booster shot — Biden administra-
tion plans imminent booster expansion 
to all adults —               All adults in 
California, Colorado, New Mexico can 
get boosters.
2. Health: Pfizer agrees to share recipe 
for COVID pill —Kaiser Permanente 
averts strike in tentative deal with health 
care workers — The best way to use rap-
id tests — if you can find them.
3. Politics: World gets tough on the un-
vaccinated — Florida special legisla-
tive session will consider bills to curb 
vaccine mandates — Texas AG justifies 
supporting state vaccine ban, opposing 
federal mandate.

4. Education: Schools across the U.S. 
offer vaccine drives — Benefits of 
in-person school outweigh risks, study 
finds.
Cases:
1. 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12:15 p.m. ET on Tuesday: 254,092,019 
— Total deaths: 5,111,573 — Total vac-
cine doses administered: 7,538,664,047.
2. 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12:15 p.m. ET on Tuesday: 47,233,212 
— Total deaths: 764,608.

World Coronavirus Updates

Data: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Johns Hopkins; Map: 
Axios Visuals
By the numbers: Globally, more than 1 
million people have died from the nov-
el coronavirus and over 35.7 million 
have tested positive, Johns Hopkins data 
shows.
• The U.S. has reported the highest death 
toll and case count from the novel coro-
navirus, with nearly 210,800 fatalities 
and almost 7.5 million infections — with 
President Trump among those being 
treated for the virus.
• Brazil has reported the second-high-
est number of deaths from COVID-19 
— nearly 147,500. India has the sec-
ond-highest number of cases (almost 6.7 
million).
What’s happening:
•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Tuesday that Europe is expe-
riencing “rising COVID-19 fatigue” as 
cases increase across the continent. “De-
spite the hardships, COVID-19 is urging 
us to move beyond biomedical science,” 
the WHO said.
• Ireland’s government has rejected 
health experts’ advice to return the coun-
try to a “full lockdown” despite rising 

infection numbers, the Guardian reports.
• France’s Prime Minister Jean Castex 
said bars in Paris will close for two 
weeks from Tuesday as part of new mea-
sures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per the EU 
Observer.
Update
Pfizer agrees to licensing deal for 
COVID-19 pill
Pfizer announced on Tuesday it will al-
low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o make and distribute the company’s 
COVID-19 pill inexpensively. The move 
is an attempt to increase the global sup-
ply in 95 poorer nations.
While the deal helps treat patients, the 
company has not made the same decision 
when it comes to its COVID-19 vaccine. 

Arkansas Allows Boosters 
For All Adults

Illustration: Annelise Capossela/Axios
Anyone 18 and older can get booster 
shots in Arkansas, Gov. Asa Hutchinson 
announced yesterday during his news 
conference.
If it’s been at least six months since your 
second Pfizer or Moderna vaccine or two 
months since your first Johnson & John-
son vaccine, you can get another dose.
Background: Booster doses were previ-
ously limited to people 65 or older and 
to people 18 to 64 who worked in high-
risk environments, had underlying health 
conditions or lived in long-term care fa-
cilities.
“We want more people to get their boost-
er shot and this is somewhat confus-
ing and limiting as to eligibility goes,” 
Hutchinson said, referencing the old reg-
ulations.
State health secretary Jose Romero 
stressed that parents need to get their 
children vaccinated. About 4% of kids in 
Arkansas ages 5 to 11 have received one 
dose since becoming eligible earlier this 
month.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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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den Administration              
Plans Imminent Booster 
Expansion To All Adults

BUSINESS

A pharmacist prepares the Moderna COVID-19 vaccine at Hous-
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s Hattie Mae White Educational 
Support Center. HISD partnered with Kroger to administer the 
COVID-19 vaccine to educators, police officers and school nurses 
as part of Phase 1A and 1B of the vaccine rollout. Jan. 9, 2021. 

Credit: May-Ying Lam for The Texas Tribune

Key Point
The new state survey is the first time Texas health officials have been                    

able to statistically measure the vaccine’s true impact on the pandemic.

New data from the Texas health department 
released Monday proves what health officials 
have been trying to tell vaccine-hesitant Texans 
for months: The COVID-19 vaccine dramatical-
ly prevents death and is the best tool to prevent 
transmission of the deadly virus.
Out of nearly 29,000 Texans who have died from 
COVID-related illnesses since mid-January, only 
8% of them were fully vaccinated against the vi-
rus, according to a report detailing the Texas De-
partment of State Health Services’ findings.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 by vaccination status
From mid-January to October, unvaccinated 
people made up the vast majority of reported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
Unvaccinated Partially vaccinated Fully vacci-
nated

Note: Data only includes people age 12 and older. 
Most people became eligible for COVID-19 vac-
cines in late March. (Source: Texas Department of 
State Health Services Credit: Mandi Cai)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ose deaths among vac-

cinated people were among Texans older than 
75, the age group that is most vulnerable to the 
virus, the study shows.
COVID-19 was deadlier for unvaccinated 
Texans across age groups
Reported deaths from mid-January to October 
show that most COVID-19 deaths occurred 
among unvaccinated younger and older Texans.

Note: Most people became eligible for 
COVID-19 vaccines in late March. (Source: 
Texas Department of State Health Services 
Credit: Mandi Cai)
“We’ve known for a while that vaccines were 
going to have a protective effect on a large seg-
ment of our population,” said Dr. Jennifer A. 
Shuford, state epidemiologist. “By looking at 
our own population and seeing what the impact 
of the vaccines have been on that population, 
we’re hoping just to be able to reach people here 

in Texas and show them the difference that be-
ing fully vaccinated can make in their lives and 
for their communities.”
The state health department study covers most 
of the positive cases and COVID-19 deaths re-
ported in Texas among residents from Jan. 15 to 
Oct. 1. It’s the first time state officials have been 
able to statistically measure the true impact of 
the vaccine on the pandemic in Texas — which 
has one of the highest death tolls in the nation. 
The majority of Texans ages 16 and up didn’t 
become eligible for the vaccine until late March. 
State health officials also found the vaccine 
greatly reduced the risk of virus transmission, 
including the highly contagious delta variant 
that ravaged the state over the summer.
Only 3% of 1.5 million positive COVID-19 
tests examined since mid-January occurred 
in people who were already vaccinated. State 
researchers matched electronic lab reports and 
death certificates with state immunization re-
cords, and measured cases and deaths since 
mid-January, a month after the first shots were 
administered in Texas.

The study was done 
using data similar to 
those used by other 
states that conducted 
similar studies and 

methods recommended by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huford said.
And while the outcome was not particularly sur-
prising, Shuford said, officials hope that the new 
data will increase trust in the benefits of the shot.
“Texas is a unique place; it’s got a lot of diver-
sity, geographic and population-wise,” Shuford 
said. “We know that some people want to see 
actual numbers and that they want to see it for 
their own community. And so we are hoping 
that this reaches some of those people who have 
been hesitant and really just questioning the 
benefits of the vaccines.”
In Texas, it literally requires a disaster — like a 
pandemic — before the state records precise in-
formation about vaccinations. As a result, there 
is a record for every single COVID-19 vaccine 
dose of the name and age of the person who re-
ceived it plus the date it was administered. Nor-
mally, vaccination records are shown to schools 
by parents, but details of all vaccinations are not 
regularly kept by a state registry in Texas, unlike 
nearly every other state, because it’s a voluntary 
system. However, state officials still don’t have 
official numbers on how many vaccinated peo-
ple were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because 
hospitals are not required to report that level of 
data under state law. But the state’s largest hos-
pital districts and counties have reported that at 
least 90% of the hospitalized Texans with the 
virus were unvaccinated.

The state’s new health 
data comes as Republi-
can state leaders grap-
ple with local cities and 
school districts about 

masking, which has been proven to reduc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and with federal of-
ficials over vaccine mandates. About 53% of 
the Texas population is fully vaccinated. More 
than 70,000 Texans have died from COVID-19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Percentage of Texans fully vaccinated
As of Nov. 14, about 53.9% of Texas’ 29.1 mil-
lion people have been fully vaccinated. Accord-
ing to the Census Bureau’s 2019 Vintage popu-
lation estimates, 93% of Texans are age 5 and 
older and thus eligible for a vaccine.

Sources: Vaccination data from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State Health Services, state-
wide population from the 2020 U.S. census, 
population by age from Census Vintage 2019 
estimates. (Photo Credit: The Texas Tribune)
Immunity heading into the holidays
The new report is particularly well-timed, of-
ficials say, because gatherings throughout the 
holiday season could touch off another surge as 
families get together — many of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last year — and around 9 mil-
lion Texans remain unvaccinated. Texas saw 
its deadliest surge of the pandemic in January, 
when more than 400 deaths were reported daily 
at its peak, a trend health officials said was likely 
a direct result of the holidays.
The recent Texas Coronavirus Antibody Re-
sponse Survey, commissioned by the state 
health department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
versity of Texas System, estimated that about 
75% of Texans — roughly 22 million people 
— likely have some level of protection against 
the virus, either by natural immunity from being 
infected or through vaccination. But that doesn’t 
mean infected people are immune indefinitely 
or that they shouldn’t get the vaccine, health ex-
perts say. In fact, doctors, scientists and health 
officials urge those who have been infected to 
get vaccinated anyway, saying the vaccine pro-
vides a strong boost in immunity even to those 
who have some level of natural protection. 

The Texas CARES 
study found that fully 
vaccinated partici-
pants showed signifi-
cantly higher antibody 
levels than those who 
were unvaccinated 
but had been infected.
A week ago, the CDC 

found that while both vaccination and natural 
infection provide about six months of protection 
from infection by the virus, the vaccine provides 
a “higher, more robust, and more consistent lev-
el of immunity” than natural infection does. And 
while the fact that a solid majority of Texans are 
estimated to have some protection from the vi-
rus bodes well for the state in its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Shuford said, it still means that 
millions of Texans are vulnerable to severe ill-
ness or death from the highly contagious virus, 
without any vaccine or natural immunity.
“Those susceptible populations can still get in-
fected, and the holidays are the perfect time for 
that,” she said. “Thanksgiving, Christmas, New 
Year’s. These are all times that people gather 
together, and COVID-19 can easily be transmit-

ted at these gatherings.”
Vaccine FAQs
•  Who is eligible for the COVID-19 vaccine?
People ages 5-17 are eligible to receive the Pfiz-
er-BioNTech vaccine. People age 18 and older 
are eligible to receive the Pfizer-BioNTech, 
Moderna or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s.
•  Is the COVID-19 vaccine safe and effective??
• Should I still get the vaccine if I’ve had 
COVID-19?
Yes. Research has not yet shown how long you 
are protected from getting COVID-19 again 
after recovering from COVID-19,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nd vaccination will boost protection. If you 
were treated for COVID-19 with monoclonal 
antibodies or convalescent plasma, you should 
wait 90 days before getting a COVID-19 vac-
cine. Talk to your doctor if you are unsure what 
treatments you received or if you have more 
questions about getting a COVID-19 vaccine.

• Where can I get 
the COVID-19 
vaccine in Texas?
Most chain phar-
macies and many 
independent ones 
have a ready sup-

ply of the vaccine, and many private doctors’ 
offices also have it. Texas has compiled other 
options for finding vaccine appointments here, 
and businesses or civic organizations can set up 
vaccine clinics to offer it to employees, visitors, 
customers or members. The vaccine is free, and 
you don’t need health insurance to get it.
The Texas CARES study found that fully vac-
cinated participants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antibody levels than those who were unvacci-
nated but had been infected.
A week ago, the CDC found that while both 
vaccination and natural infection provide about 
six months of protection from infection by the 
virus, the vaccine provides a “higher, more ro-
bust, and more consistent level of immunity” 
than natural infection does.
And while the fact that a solid majority of Texans 
are estimated to have some protection from the 
virus bodes well for the state in its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Shuford said, it still means that 
millions of Texans are vulnerable to severe ill-
ness or death from the highly contagious virus, 
without any vaccine or natural immunity.

“Those susceptible populations can still get in-
fected, and the holidays are the perfect time for 
that,” she said. “Thanksgiving, Christmas, New 
Year’s. These are all times that people gather 
together, and COVID-19 can easily be transmit-
ted at these gatherings.” (Courtesy https://www.
texastribune.o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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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声响起时，郭冬明正赶着牛

车回家。

“您好，是郭冬明先生吗？”电话

那头是个陌生男子的声音。他“嗯”了

一声，那边便接着道：“是这样的。您

之前在我们平台借了一笔钱，现在还款

期限到了，我是来……”

没等对方说完，郭冬明就要挂电话

，他虽然五十六岁了，可没那么好骗。

近些年，城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乡村也跟上了步伐。郭冬明所在的村子

稍显穷僻，步伐迈得慢了点。尽管如此

，郭冬明的手机可不比城里人慢，这种

新闻屡见不鲜了，多么低级的诈骗手段

啊，他才不会上当呢。没想到，对方接

下来的话，让他如遭雷击。

对方说了一个日期，也就是半个月

前，往他的银行卡上打了一万元。事实

上，那天他的卡上确实凭空多了一万元

，时间完全吻合。

郭冬明当时想，肯定是人家转账转

错了，很快他就接到电话“证实”，既

然弄错了，当然要把钱还给人家，便按

照对方提供的账号转了一万元过去。

本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现在看来，

是计啊。郭冬明赶紧报了警，一番调查，

原来，是他的身份信息暴露，被骗子以他

的名义向网贷公司申请了贷款，再打电话

来上演一出“转错账”的戏码。警方说这

种情况追回钱款几乎不可能。

防诈骗的宣传在村口的大喇叭里循

环播报，郭冬明的事例被当成教案编了

进去，村上人人都知道了这茬事。

这一天，离他被骗大概过了两个多

月。已经过了农忙时候，午后，他闲得

在院子里头晒太阳。

“郭叔，在家呢。”

声音挺耳熟，郭冬明抬眼一看，认

出是东村头老刘家的三儿子，年少时没

个正经，三年前倒是铁了心出去打拼了

，也不知道做什么，难得才回来一趟。

“这不是刘奇吗，你啥时回来的？”

“没几天。”刘奇说着进到院子，

“叔，听说你被骗了一万，钱追回来了

吗？”

提到这糟心事，郭冬明“唉”了一

声，“一时轻信，就当买个教训吧。找

我有事？”

“当然，没事怎么能来打扰叔？”

刘奇“呵呵”干笑两声，随后一本正经

道：“去年不是修了座安定桥嘛，就镇

外往城里去的。你要是闲着的话，后天

一早赶着牛车到桥上来回走，半天给你

200 元，怎么样？

”

“有这样的好

事？”郭冬明皱眉

，有点不敢相信。

“当然，干不

干？”

“干！”

到了约定的那

天，郭冬明早早就

赶着牛车往安定桥

走。桥是去年翻新

的，比较窄，双向

两车道，大概有三

四百米长，中间画

了醒目的双黄线。

这段路线相当

偏僻，平时人迹罕

至，郭冬明上桥遛

了好一会，都没看

见第二个人影，也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听见身后有鸣笛

声。一眨眼，一辆

小型货车便从他左

边超过去了。

巧了，前方下桥处突然从旁边蹿出一个

人，看那制服，是个交警。

这段路他以前也走过，倒从未遇到

过交警。郭冬明隐约看见货车司机从驾

驶室出来，和交警交涉了一番，还未等

他走近，就回驾驶室开着车走了。

郭冬明虽然不会开车也不懂什么交

规，但脑子还算灵活。他意识到，肯定

是货车司机违规驾驶被交警逮住了。他

突然反应过来，货车司机的违规，肯定

和自己有关，刘奇找自己来，价值就体

现在了这里。

可是司机违规去交警中队处理，他

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难道是“警民合

作”抽分成？郭冬明被自己的这个想法

吓了一跳。

等他赶着牛车下桥时，那交警已经

退回到路边。

按照刘奇的意思，下了桥就可以走

另一侧回头了，郭冬明也确实这么做了

。早上基本没有往乡镇的车，所以这段

回头路，他只看到对向开过去了两辆车

，自己车道只他悠哉一人。

第二回、第三回都没有车辆追上来

，郭冬明是在第四回过去快下桥时被一

辆载送工人的面包车超过的，不出意料

，和刚才的司机一样被前方的交警拦了

下来。这会儿离得较近，他看得清清楚

楚，那司机掏出手机，对着交警的手机

扫了一下。

郭冬明大胆猜测，交警的手机上是

个收款二维码，不存在去交警中队处理

，是私下拿钱解决。交警和刘奇肯定是

一伙的，要不然看他来来回回溜达，不

来管他才怪。

面包车绝尘而去，郭冬明望了一眼

那个交警，往日在他心中高大威武的形

象瞬间矮了一截。他的心里有点糟，面

上还是云淡风轻，悠闲地赶着他的牛车

，也终于从交警那飘来的字眼明白了是

怎么回事。

原来桥面上画了双黄线，是不能超车的

。而他的牛车慢吞吞，占了整条道，急

着送人或送货的司机怎么忍得住。

交警表示要扣下他们的行驶证，让

他们去交警中队处理。交警肯定要下班

后才会把行驶证带回去，也就是最快第

二天才可以处理。等不起，那就只能塞

钱了。

当然，这些道道是郭冬明后来才知

道的。眼下，一个上午倒也这么过去了

。他数得很清楚，交警一共拦下了十三

辆车，至于是不是全部塞了钱，那就不

得而知了。

但有一点很奇怪，以往见交警查酒

驾什么的，都有警车停在旁边，这会儿

除了人，根本看不到有车。

郭冬明又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午饭过后，刘奇出现在了院子里，

他笑得一脸春风，把两张红票子塞给正

在剔牙的郭冬明。

“这么快就结钱啊。”郭冬明也露

出笑容，把钱揣进口袋，试探着问：

“下午不用再去了吗？这钱好赚得很，

怎么不继续蹲点呀？”

“风险大啊，万一交警真来的话，

就完了。各处流动，见好就收，懂？”

果然是个假货啊。郭冬明暗自腹诽

，脸上却堆起笑容，“下次还有这样的

好活，记得找我啊。”

“一定一定。”刘奇说着就出了院

子。

机会很快又来了。大概半个月后吧

，郭冬明接到刘奇电话，让他翌日下午

去老地方赶牛车，他自然如约而至。

头顶艳阳高照，郭冬明伸手挡了挡

太阳，隐约看见湛蓝的天空上，似乎挂

起了一张网。

收回目光的同时，身边有车辆呼啸

着超了过去，不无意外地被前方的“交

警”拦了下来，不无意外地在一番谈话

后掏出了手机……

闪着警灯的警车突然出现在视线里

，真正的交警来了。郭冬明分明瞧见，

天上挂着的那张网，朝着假交警兜头盖

了下去。

那是一个整了套行头假扮交警诈骗

的团伙。他们利用司机过路急切的心理

，铤而走险，多地作案。也遇到过理性

的愿意去交警中队处理的，那他们就没

辙，只好改了态度让对方下次注意，这

样的事和人也不多;多半都是得手的。

他们往往只在一个点蹲两三个小时

，由于流动性强，倒也是瞒天过海，直

到这次碰上了郭冬明。

没错，那天刘奇走后，郭冬明就报

了警。

早在刘奇第一次找上门时，郭冬明

就留了心眼，哪有赶个牛车不做什么就

白得两百的事。地上会有陷阱，但天上

不会掉馅饼。

事出反常必有妖。

郭冬明当场决定应下，看看那葫芦

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后来，即便有所猜

测，没有确定之前也不敢轻举妄动，以

免打草惊蛇。再后来，装着见钱眼开的

样子，以求继续合作，给警方通风报信

。

刘奇以為郭冬明被骗了一万元，就

会昧着良心也去干那种骗人钱财的缺德

事。说到底，刘奇他就是那样的人吧，

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要是这世上再没有骗子，该多好

哦。”郭冬明拍了拍牛背，如是感叹。

挡路的牛车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

于千万年之中，时光的无涯的荒野。没

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

一声：“噢，你在这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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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想娶一个怎样的女人陪

我过完整个人生？”

这样的问题，大多数男人都在心里

问过自己。是美丽动人的，是大方得体

的，是善良可爱的，是温柔贤淑的……

一千个男人有一千种答案，甚至更多。

在你贫穷时，仍然愿意嫁给你，心甘

情愿地陪你走过将要面对的风风雨雨，这

样的女人，可娶；在你落魄时，无怨无悔

地陪着你重新东山再起，这样的女人，可

敬；在你孤单时，温柔安静地陪你度过漫

漫长夜，这样的女人，可爱。

遇到这样的女人，真的值得好好珍

惜，同样，有这样一种女人，要是娶到

了做妻子，也可以说得上是男人一生最

大的幸福与幸运。

就是一个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

尽力去包容你，明白你，在生活里肯陪

你疯，陪你痴，陪你傻的女人。

她可以这样做，理由不多，一个足

够，那就是你是她眼中世间无一的那个

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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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二叔是一个带点“多动症

”的大人，总爱捣腾家里的那辆早已掉

漆掉得很严重的摩托车，由于使用时间

过长，基本不能开了，街坊四邻走过路

过都会经常看到他在自家门口一本正经

地对着那辆摩托车修这擦那的。

所以以前就有人开他玩笑说：“对

你老婆都没这么好，老是围着这辆摩托

车转。”

二叔每次都是笑笑不说话，又低头

认真仔细地继续摆弄着他的心肝宝贝，

对此，我却从未见二婶唠叨过，抱怨过

他半句，只是得空的时候，或站着，或

蹲着帮二叔递一下工具，还有抹布什么

的。

记得有一天，二叔把整部摩托车都

成功翻了新，于是得意地向我们炫耀着

他的新成就，还开了起来，脸上开心满

足的笑容就像那阳光般灿烂。

转头看看二婶的反应，只见她也笑

得很开心，仿佛眼睛里装满了星星一样

，还鼓起掌来为他默默欢呼，等二叔把

车开回来停在那，她又马上拿抹布擦一

下，再笑着对二叔说：“这下你可够威

风的，以后多开开，坏了，咱们再修。

”

他们就这样，相视一笑，那一刻，

没有比他们更像夫妻的夫妻了。

不知道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这两夫

妻是不是傻了，一辆破摩托车有什么好

修的，值得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在上面吗

？简直是有点“疯”了，不如用这些时

间去好好睡个觉。

后来在二婶的嘴里得知，原来这辆

摩托车是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二叔开着

它经常带二婶去大排档吃河粉，去江边

吹风，去看日落……

难怪二叔二婶这么宝贝那辆摩托车

，事实上，它承载了很多他们一路走来

共同的回忆，装满了他们在岁月里的变

迁，也见证了他们大半辈子爱情的开花

结果。

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无需懂

。不得不承认的是，爱情或婚姻里，的

确需要有一点“疯”的成分存在，可要

遇到能够全盘接受并陪你一起“疯”的

，欣赏这份“疯”的伴侣，真的是难能

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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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本来就是一场博弈，有赢的人

，自然有输的人。

大多数时候，其实可以真正全身心

投入，把控过程中的起伏，再对症下药

，在过好原来正常生活的同时，还能在

某些看似不着调的事上，既能让对方感

到幸福，又能愉悦自己，就已经在这盘

婚姻的棋局中赢了。

至于那些对自己的丈夫动不动就拆

台，动不动就大声指责，动不动就无理

取闹的婚姻，迟早都会在时间的流逝中

，失去最初的爱与甜蜜，造成不可挽回

的严重后果。

在看《外来媳妇本地郎》这部系列

家庭短剧的时候，其中有一集的剧情是

这样的：

一家之主康伯整天闷在家里，不怎

么出去走动，于是他的三儿子想出了一

个办法，就是让父亲可以爱上钓鱼这项

有益身心的运动，后来在家人的极力劝

说下，康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他的老婆为了支持他钓鱼，也为了

他身体着想，于是咬牙用了几千块帮他

买了最好的鱼竿还有一些钓鱼需要用到

的东西。

就在康伯第一次钓鱼回家的时候，

全家人都以为康伯会钓到很多大鱼，看

着他拿着个桶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纷

纷拿着大桶小桶跑了过来，颇有一副

“太公分猪肉”的架势。

就在康伯把桶里的鱼倒在盆里的时

候，儿子和儿媳妇都惊呆了，拨开水面

的水草，只看到一条只有小指头那么大

的鱼在游来游去。

这一下，所有人都大失所望，摇头

耸肩地走开了。

康婶看到这样的氛围，马上走过去

坐在康伯的身边，用手把老公凌乱的头

发打理好，还拿着纸巾帮他擦脸，然后

温柔地说：“辛苦你了，你真有本事，

钓了这么大的鱼，换了其他人，可能什

么都钓不到呢，你说这条鱼是清蒸，红

烧还是白灼好？”

康伯带点腼腆地回答说：“不如用

榄角来蒸吧，或者酸笋，蒜蓉也行。”

“不行，你吃了胃痛，其他的吃了

口臭臭的，还是红烧好。”康婶继续说

道。

两个人就这样一唱一和地商量着怎

么弄那条本就难以真正做菜的鱼，就算

彼此心里明知道是那样，还是愿意互相

配合着对方装疯卖傻地享受着那份最平

凡温馨的幸福。

好的婚姻绝不是彼此被改变得多，

而是彼此适应得好。

这样的事，在剧里还有很多，妻子

一如既往地愿意陪着自己的丈夫“疯”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迁就，此爱，无关

风月，更无关贫富，对错。

康伯这辈子，可以娶到康婶这样的

老婆，可谓是他前世积德的福分，即使

自己经常给她惹麻烦，她依旧在纵容着

自己的任性，疯狂，毫不动摇地鼓励自

己，给足自己面子，做了自己人生中最

大的“捧场王”，相信他也很感激生命

对他有这样的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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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最好的模样是：你喜欢你的喜

欢，我保护着你的喜欢，却有心照不宣

的温暖。

如果说爱情是激情，婚姻是责任，

在这份责任中，能让对方保持最真实的

自己，那么这份激情，将会在她的心中

永不熄灭。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自私自利地禁

锢着对方的思想和行为，甚至一味地把

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对方的身上，不允许

对方有一点点偶尔的放肆，这会抹杀了

对方的精神生命，变得如同枯井一样，

没有半点生机可言不知不觉，走到了相

看两厌的地步，难以收场。

值得庆幸的是，世间从来不缺美丽

的爱情。

民国才女杨绛和清华才子钱钟书的

民国浪漫爱情故事，一直为人所津津乐

道，不说不知道，才华横溢的钱钟书生

活上原来是一个自理能力低下的人。

他笨手笨脚的，不会系鞋带，不会

绑蝴蝶结，不会划火柴，就连左右脚都

分不清，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谁嫁给

他，应该都是一件特别头痛的事，因为

他不但照顾不了自己，还要女人来照顾

他，打理他生活里的一切大小事务。

可他很幸运，24岁那一年他娶到杨

绛做了他的妻子，杨绛自己本来就出身

很好，从小到大可以说是娇生惯养的，

想不到后来却嫁了一个比自己更娇生惯

养的男人。

杨绛她是一个很睿智平和的女人，

她压根没打算在婚后改变自己的丈夫，

让他从此可以褪去本色，做一个真正的

男人大丈夫，要真这样做，估计她当初

也不会嫁给他，也不会为他从此过上洗

手做羹汤的生活。

在杨绛怀孕住院的时候，钱钟书像

个孩子一样告诉她家里的台灯，门锁坏

了，还有墨汁弄脏了房东的桌布，最后

杨绛都会耐心温柔地说一句：“没关系

，我来搞定。”

他的傻，他的笨，对杨绛来说，不

是累赘，不是负累，而是她切切实实爱

上的地方，让她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

是被依赖的。

就像他62岁那一年才会划亮第一根

火柴，做了一顿早餐给她吃，她感动之

余，对钱钟书说：“这是我吃过最香的

一顿早餐。”

钱钟书低头腼腆地笑了，因为杨绛

知道，他需要这样的肯定。

她的付出，得到了他的回应，他尽

自己的最大能力去为她做早餐，先不说

好不好吃，就单凭那份心意，换谁都会

感动。

钱钟书曾经说过自己不喜欢林徽因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至今让人哭笑

不得的小故事：

林徽因跟他都喜欢养猫，有一天，

钱钟书发现自己的猫被林徽因的猫欺负

了，于是拿起一根竹竿去打林徽因的猫

，就算是冬夜里听见有猫交，他一样可

以从被窝里跑出去跟猫干一架。

对此，杨绛知道以后就笑呵呵地跟

他说：“打猫也要看主人啊！”

钱钟书并没有理会，而杨绛也没有

非要他制止他这样做，因为，正如她所

说，保留着他的真性情才是对他最好的

爱。

桩桩件件在杨绛的心里化成了一句

话：你开心就好，尽情做自己，天塌下

来，一切还有我。

可以这样说，没有杨绛在背后对他

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有陪伴，钱钟书几乎

没有可能可以过上轻松自在去创作自己

作品，经营好自己事业的机会。

是她，给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生命

。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

的爱情：“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

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的确，像钱钟书这样的男人，很难找出

第二个像杨绛那样的女人来配他。

在钱钟书的眼里，他从未后悔娶她

，她是他嘴里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足

以看出这是他对于自己这位万中无一的

妻子的最高评价。

过去人们常说：“再深厚的感情，

也敌不过柴米油盐的消磨。”可杨绛与

钱钟书的爱情，却完美地从琐碎的婚姻

生活中跳脱出来，他们懂得相互包容、

相互理解彼此。

有谁不羡慕这样的感情？他们已经

将彼此揉进了生命里，无怨无悔。

05

很多人总是拿性格不合，三观不

同来为自己婚姻的结束做借口，其实

就是不够爱，没有好好经营，像上面

例子中的人物，要是真的够爱，所有

的难处都会设法去克服，若是不能，

那就是差一个决心奔赴，跨越山海的

念头罢了。

若是自己的伴侣没有过多的缺点，

没有不能原谅的错误，不妨给个机会给

他，也给自己一个去“盲目”去爱的机

会，走进“要爱，请深爱”的人生，爱

上他的傻，他的痴，他的疯。

待到明年花开，又会是一段值得继

续携手前行的爱情。

爱情里最好的模样：陪他“装疯卖傻”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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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聖誕跨年檔期就是要看大明星齊聚一堂！

Netflix推出政治諷刺喜劇《千萬別抬頭》，李奧納多

狄卡皮歐攜手珍妮佛勞倫斯，四處奔走警告大家彗星

撞地球，還有凱特布蘭琪、梅莉史翠普、喬納希爾、

提摩西夏勒梅等人一起演出，重量級豪華卡司不管刷

幾次都願意。

除了大明星還有大導演，坎城金棕櫚導演珍康萍

新作《犬山記》找來班尼狄克康伯拜區和克絲汀鄧斯

特合作，呈現複雜人性和慾望，一舉拿下威尼斯影展

最佳導演；《上帝之手》則是《絕美之城》奧斯卡金

獎名導保羅索倫提諾的半自傳新作，透過絕美影像訴

說青春故事，獲威尼斯評審團大獎肯定，喜歡影展片

的影迷不要錯過。

《猛毒2：血蜘蛛》

湯姆哈迪主演的熱門娛樂大片！故事延續第一集

，艾迪布洛克和共生體猛毒持續一起生活，個性殘暴

的殺人魔克萊圖斯卡薩迪在一次意外中，變身成比猛

毒更兇狠殘暴的血蜘蛛，一場腥風血雨的大戰即將展

開！friDay影音、myVideo已上架。

《JoJo的奇妙冒險：石之海》

故事發生在2011年美國佛羅里達州，空條徐倫與

情人開車兜風時遇上意外，被人陷害遭處15年徒刑，

在最高戒備矯正機關「綠海豚街監獄」蹲苦牢，萬念

俱灰之際收到父親的項鍊，體內神祕力量因而甦醒。

12月1日Netflix上架。

《犬山記》

坎城金棕櫚大導珍康萍繼《璀璨情詩》後時隔12

年的新作，將鏡頭轉向美國西部荒野土地，並找來班尼

迪克康柏拜區飾演硬派粗鄙的牧場經營者，總是與弟弟

愛上的寡婦克絲汀鄧斯特針鋒相對，當他與寡婦的兒子

越走越近，也揭開深藏的祕密。12月1日Netflix上架。

《剩單響叮噹》

萬年單身狗彼得不想再被家人說嘴，他說服最要好

的朋友尼克和他共度佳節，假裝是一對情侶。然而他卻

沒算到，媽媽竟然安排他跟英俊的教練詹姆斯相親，這

下計畫可能要改一下了！12月2日Netflix上架。

《叢林奇航》

巨石強森、艾蜜莉布朗攜手探險！根據迪士尼主

題樂園中的大型設施「叢林奇航」所延伸改編的電影

，帶著大家進入一趟最驚險刺激的旅程，過程中將會

遇上許多危險恐怖的生物，以及奇異超自然現象。

Disney+已上架，12日3日friDay影音上架。

《脫稿玩家》

萊恩雷諾斯主演新片，堪稱遊戲版《楚門的世界

》。故事描述電玩世界路人甲發現身處虛擬世界，而

自己是被寫好的程式，他決定突破框架，越級打怪，

改寫自己的故事，拯救世界，Disney+已上架，12月3

日friDay影音上架。

《瑪麗亞凱莉之奇幻耶誕》

由知名音樂錄影帶導演喬瑟夫肯恩執導並兼任製

作人，「耶誕女王」瑪麗亞凱莉再次攜手Apple TV+

推續集《瑪麗亞凱莉續展耶誕魅力》，以金色典雅的

低胸禮服現身，演唱重新編制她的聖誕經典之一

〈Christmas （Baby Please Come Home）〉，12月3日

Apple TV+ 上架。

《瑪麗亞凱莉之奇幻耶誕》

葛瑞是一個骨瘦如柴但雄心勃勃的孩子，有著活躍的

想像力和致富成名的宏偉計劃！隨著他搞笑且往往是災難

性的日記記錄，葛瑞學會了欣賞真正的朋友，以及為正確

的事情挺身而出的滿足感。12月3日Disney+上架。

《上帝之手》

《絕美之城》奧斯卡金獎名導保羅索倫提諾的半

自傳新作，以鏡頭回望1980年代動盪不安的拿坡里，

17歲的少年法貝托正陷入青春煩惱，電影讓他可以短

暫地逃避現實，當全村熱烈期待「上帝之手」馬拉度

納的到來，悲喜交織的命運輪盤也開始轉動。12月15

日Netflix上架。

《殺手保鑣2》

億萬票房《殺手保鑣》系列續集，原班人馬霸氣

回歸，戰力全開。萊恩雷諾斯、山繆傑克森主演，續

集加入首集嗆辣老婆「索妮亞」，這次保釋出獄成為

受保護的對象，防止獨裁勢力摧毀整個歐洲，3人合

體的嘴賤攻防，保證精彩。12月 22日 friDay影音、

myVideo上架。

《千萬別抬頭》

集結珍妮佛勞倫斯、李奧納多狄卡皮歐、梅莉史

翠普、凱特布蘭琪等超強卡司。故事描述凱特的天文

學教授藍道敏迪博士發現一顆彗星正筆直朝地球撞來

，他們必須想辦法引起注意，以免為時已晚，兩人努

力的過程笑料十足，究竟要做到什麼地步，才能讓全

世界的人抬頭看一下呢？12月24日Netflix上架。

史上最狂卡司！李奧納多、珍妮佛勞倫斯
《千萬別抬頭》救地球

再扮名偵探！亨利卡維爾已拍完《天才少女福爾摩斯2》
亨利卡維爾透露，他如今

已拍完了《天才少女福爾摩
斯 2》的戲份。

在超人、獵魔士傑洛特之
外，亨利卡維爾近年來還有
第三個代表性角色，那就是
名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他
在《天才少女福爾摩斯》中
飾演福爾摩斯家的二哥，跟
小妹 「艾諾拉福爾摩斯 」 米
莉芭比布朗既彼此相知相惜
、又處處鬥智鬥力。

《天才少女福爾摩斯》
去年登上 Netflix 之後大受好
評，並在今年五月宣佈邀回
原班人馬拍攝續集電影，而
在米莉芭比布朗和亨利卡維
爾這對偵探兄妹之外，導演
哈 利 布 萊 德 比 爾 （Harry
Bradbeer） 和編劇傑克索恩
（Jack Thorne）也會再次攜
手合作。

續集電影在今年秋季開鏡

，而亨利卡維爾如今表示，
自己已經演完了片中的戲份
。他在 IG 刊出了一支影片，
並說道： 「嗨，大家好！今
天是我演出《天才少女福爾
摩斯 2》的最後一天。」

「我這一整天都在思考
， 自 己 究 竟 要 不 要 出 來 跑
步 。 天 色 有 點 暗 、 也 有 點
冷 颼 颼 的 ， 而 我 一 整 天 都
試 著 說 服 自 己 ， 這 都 是 不
要 跑 步 的 絕 佳 理 由 。 不 過
我 最 終 還 是 出 門 了 ， 我 跑
完 了 ， 我 愛 死 它 了 ， 而 這
感覺非常、非常好。 」

「所以如果你正坐在家中
，考慮今天要不要運動的話，
何不換上一套運動服，出門好
好活動筋骨吧。你肯定不會後
悔的。」 看來除了 「獵魔士」
第二季即將問世之外，我們也
很快就能看到這對偵探兄妹再
度聯手出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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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効力蘇超些路迪的効力蘇超些路迪的
沈夢雨沈夢雨。。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劉知名走入校園
鼓勵同學追夢

●●効力熱刺的効力熱刺的
唐佳麗唐佳麗（（白衫白衫））
回 歸 中 國 女回 歸 中 國 女
足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女足新中國女足新
帥水慶霞帥水慶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任後公布首次集訓名單上任後公布首次集訓名單 備戰亞洲盃備戰亞洲盃

武漢車谷江大：朱鈺、姚偉、呂悅雲、王霜、
馬君、劉艷秋、吳海燕

江蘇隊 ：徐歡、王曉雪、姚凌薇、李夢
雯、吳澄舒、翟晴葦、倪夢婕

上海農商銀行：趙麗娜、楊莉娜、張馨、汪琳
琳、肖裕儀、李佳悅

8 日，國際冰球聯合會（II-
HF）在官網發布消息稱，國際冰聯
理事會在瑞士蘇黎世舉行會議，討
論了中國男子冰球隊參加北京2022
年冬奧會的議題，並確認中國男子
冰球隊保留參賽席位。

2018年5月，國際冰球聯合會
在哥本哈根表決並全票通過關於中

國男子和女子冰球隊直接晉級2022年冬奧會的議
案。在那次全會上，這一議案得到了47票全票支

持。
8日，國際冰球聯合會在官網公布消息，國際

冰聯理事會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前討論了中國男子冰
球隊的參賽資格問題，理事會確認支持“2018年國
際冰聯理事會授予中國男子冰球隊以東道主參加北
京冬奧會資格”這一決定。

按照規則，北京冬奧會男子冰球比賽共有12支
隊伍參賽，世界排名第32的中國隊被分在A組，與
世界排名第1的加拿大隊、世界排名第4的美國隊以
及世界排名第5的德國隊同組。

另外，消息中還提及了國際冰聯理事會會議對
“相約北京”冬奧會冰球測試活動進行的總結。11
月份在中國國家體育館和北京五棵松體育中心進行
的測試活動，對整個辦賽流程涉及的硬件和軟件設
施進行了測試。理事會認為經過測試，兩個場館符
合冬奧會舉辦冰球比賽的條件。 根據北京2022年
冬奧會冰球項目賽程，國家體育館和五棵松體育中
心將於18天內舉辦58場冰球比賽。其中女子冰球賽
事將於2月3日至17日進行，男子冰球賽事則將於2
月9日至20日進行。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全運會空手道個
人形銅牌得主劉知名，日前透過香港體育學院與恒
生銀行合辦、為期三年的“恒生—體院精英運動員
全方位發展計劃”，到訪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與全
體小學生見面分享。

穿上道袍的劉知名在活動上與近三百位學生分
享自己的運動員生涯及傷患經歷。他分享自己在十
字韌帶受傷期間，仍然保持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
希望透過自己的經歷，鼓勵同學們克服困難、勇敢

追夢。今年的全運會，是劉知名康復之後參與的首
個大型比賽，因此能夠在賽事中奪銅，對他而言，
有很大的鼓舞作用。這同時證明了自己的堅持和努
力並沒有白費。

他相信只要肯勇敢面對難關，對定下的目標存
有希望，最後必定可以換來成果。是次活動，除了
個人分享以外，劉知名更即席表演空手道個人形，
同學亦看得如痴如醉，再一次證明劉知名已經回復
最佳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國際汽車聯合會
（FIA）8日公布了2022賽季一級方程式大獎賽（F1）
參賽車隊和車手名單，中國車手周冠宇將駕駛24號賽
車出戰自己的F1處子季，屆時他將與駕駛77號賽車的
保達斯一起為愛快羅密歐ORLEN車隊効力。

2022賽季，周冠宇是F1參賽車手中唯一的新人，
因此他的車號也額外引人關注。據搜狐體育報道，周冠
宇選擇了24號作為自己的車號，這一數字不禁讓人聯
想到已故籃球巨星高比拜仁。據悉，周冠宇一直都是高
比拜仁的忠實擁躉，也曾利用自己的新頭盔來向偶像致
敬。不過這一揣測尚未得到周冠宇本人的確認。

IIHF確認中國男冰京冬奧參賽席位

周冠宇選擇24號賽車征戰F1

●●國際冰聯在官網國際冰聯在官網
公布會議結果公布會議結果。。

IIHFIIHF官網截圖官網截圖

經歷在東京奧運的挫敗，中國女足
希望在新帥水慶霞的帶領下重回

正軌，在最新一份集訓名單中，水慶霞
展示了革新球隊的決心，34人名單有近
一半與東奧名單不同，除了有多位名將
重返國家隊外，亦有不少首度入選的新
面孔。水慶霞強調選人完全是依據球員
表現：“想要入選國家隊，至少在球會
中是主力球員，並在聯賽中有出色表
現，這是最起碼的條件。”

女足亞洲盃將於明年1月20日假印
度舉行，今屆賽事亦將決定2023年女

足世界盃的參賽資格，除已因東道主身
份獲得資格的澳洲外，5支成績最好的
球隊將可晉身世界盃，在朝鮮已經宣布
退賽下，相信中國女足要取得世界盃席
位問題不大。

唐佳麗 沈夢雨回歸受注目
今次大名單中有多位富經驗的名將

回歸，其中効力英超球隊熱刺的唐佳麗
以及蘇超些路迪的沈夢雨最為注目，而
其他球員大都來自武漢車谷江大、江蘇
女足以及上海農商銀行三支球隊，不過

考慮到兩人均在歐洲球隊効力，因防疫
措施限制未必可以依時歸隊集訓，但相
信這兩人未來仍是中國女足的主要骨
幹。此外，中國橄欖球協會主席陳應表
出任女足領隊，前領隊鄭超勇目前為副
領隊。根據安排，中國女足本次集訓將
安排在2021年12月9日至2022年1月
15日於上海東方綠舟體育訓練基地進
行。另外，按照亞足協要求，明年亞洲
盃的報名球員人數為23人，這意味着
中國女足將從此次集訓的34人中淘汰
11名球員。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中國女足新帥水慶霞公布上中國女足新帥水慶霞公布上

任後首次集訓名單任後首次集訓名單，，跟早前東京奧運的陣容相比跟早前東京奧運的陣容相比，，今次名單有今次名單有

不少新面孔及老將回歸不少新面孔及老將回歸，，當中兩名旅歐球員唐佳麗及沈夢雨最當中兩名旅歐球員唐佳麗及沈夢雨最

令人期待令人期待，，水慶霞強調選人以球會的表現為準則水慶霞強調選人以球會的表現為準則，，誓要打造最誓要打造最

強陣容迎接明年強陣容迎接明年11月舉行的女足亞洲盃月舉行的女足亞洲盃。。

水慶霞水慶霞誓打造誓打造
最強中國女足最強中國女足

廣東梅州客家：林宇萍

長春大眾置業：高晨、宋端

北京北控鳳凰：王妍雯

四川隊 ：萬佳瑤、楊艷

河南建業 ：婁佳惠

天津聖德 ：王珊珊

廣州隊 ：張琳艷

山東體彩 ：張睿、袁叢、
李影

熱刺（英超） ：唐佳麗

些路迪（蘇超）：沈夢雨

中國女足集訓大名單

●●王霜仍然是中國女足的王霜仍然是中國女足的
中流砥柱中流砥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周冠宇今年周冠宇今年77月亮相月亮相FF11奧奧
地利站練習賽地利站練習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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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集結《大鬧天宮》裏的齊天大聖

、《大耳朵圖圖》裏的胡圖圖、《熊

熊樂園》裏的小光頭強和熊大熊二、

《非人哉》裏的九月、敖烈以及木偶

動畫裏的小虎妞，老壽星等多個經典

中國動畫角色形象，為北京2022年

冬奧會和冬殘奧會打造的動畫電影

《我們的冬奧》今日發布了「瑞雪豐

年」定檔海報和「熱血集結」定檔預

告，並正式宣布定檔2022年1月15

日。影片講述了眾多中國動畫角色

與冬奧會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殘奧會

吉祥物雪容融圍繞冬奧村開村儀式

展開的一個因為相遇而產生關於團

結、夢想、勇氣和拼搏的多篇章故

事。值得一提的是，奧運歷史上此

前從未有過吉祥物動畫電影，相信

冰墩墩和雪容融的首次大銀幕之旅

將會給大家帶來驚喜。

影片中出現的動畫角色涵蓋各

個年齡段，其中不僅出現了熊大熊

二、光頭強、大耳朵圖圖等當下倍

受家庭觀眾喜歡的動畫人氣新星，

也有青年潮流人氣形象非人哉群星

，還有經典木偶虎妞、老壽星，更

有齊天大聖、葫蘆娃、雪孩子、黑

貓警長、蛋生這些來自上海美術電

影製片廠的經典角色，在製作形式

上，更是融入了CG動畫、傳統木

偶定格動畫等多種表現形式。今日

發布的電影《我們的冬奧》「瑞雪

豐年」定檔海報采用了濃郁的中國

風設計，以北京特色中式建築風格

，突出世界上第一座「雙奧之城」

悠久的歷史底蘊。電影中的主要角

色幻化為傳統建築屋檐上的鎮宅神

獸，以屋脊為「雪道」，由冰墩墩

雪容融帶領，欲滑雪而下，藝術氣

息之上不失逗趣。中國動畫夢之隊

大集結，為2022年北京冬奧會獻上

中國電影人和動畫人的傾力支持，

全國觀眾備受期待。

同時發布的電影《我們的冬奧

》定檔預告，精美的畫面搭配節奏

感極強的中國風音樂，集結了幾代

國人的童年記憶逐個閃現，看得人

熱血沸騰。他們與冰墩墩和雪容融

之間會發生一段怎樣的故事？這一

切就需要等到電影上映之後去影院

一探究竟了。相信無論是角色、劇

情還是製作，電影《我們的冬奧》

都將為大家帶來一場不同尋常的大

銀幕觀影體驗。

影片由萬維貓動畫策劃，由北

京文投互娛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萬

維仁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有限公司、華強

方特（深圳）動漫有限公司、北京

耀影電影發行有限公司、北京國影

縱橫電影發行有限公司、中國傳媒

大學、北京阿裏巴巴影業文化有限

公司出品，由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嗶哩嗶哩影業（天津）有限公

司、北京分子互動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北京國通華平體育文化有限公

司、理想核（天津）文化傳媒有限

公司聯合出品，由北京冬奧組委官

方特許授權製作，電影定檔2022年

1月15日全國影院上映，這個寒假

，與冰墩墩雪容融相約，一起去電

影院找我們中國動畫夢之隊的好朋

友們為冬奧會加油吧！

國漫集結！中國經典動畫遇上冬奧吉祥物！
電影《我們的冬奧》定檔1月15日

曾斬獲4000萬票房的潮汕本土電影《爸

，我一定行的》原班人馬回歸，獻上誠意滿

滿的新作品。歷經3年的籌備，《帶你去見

我媽》終於要和大家見面了。

猶記得 2018 年《爸，我一定行的》上

映，潮汕鄉親們的傾情支持，一個初出茅廬

的團隊，能得到那麽大的包容與肯定，我們

是受寵若驚的。當我們決定拍第二部電影的

時候，壓力和挑戰也是遠超第一部的。

對於拍電影，一開始我們是初生牛犢，

繼續往前走，才知長路漫漫，專業積累不夠

，那就只能靠耐心，靠時間，慢工出細活總

沒錯，磨著磨著，就三年過去了。

這三年，我們有一年半時間是在寫劇本，

從2018年底決定做《帶你去見我媽》，到

2020 年 7 月電影開拍，劇本修修補補改了幾

十稿，一度有點進行不下去了。中間遇到疫情

爆發，大家各自隔離在家，那段時間導演編劇

閉關遠程協作，劇本反而快速推進了。

跟其他電影不同的是，我們是邊改劇本

邊找演員。這部電影除了狗哥擔任男主角，

另外兩個主角，媽媽和外地女朋友，都是花

了半年多時間才找到的。媽媽這個角色，是

在潮汕老家找素人，面試了幾百個母親，最

後終於在潮陽和平找到了一個性格形象都很

接近的潮汕媽媽。

外地女朋友，我們是去北京找戲劇學院

，電影學院的專業演員，面試了也有幾百個

演員。 原來劇本設定的是四川女朋友，但

因為有一個來面試的杭州女生演得很好，最

後就把設定改成杭州女朋友了。

尋尋覓覓，將近一年，終於把四代同堂的

一家人找齊，從奶奶到小侄女，咋看就是一個

最普通不過的潮汕家庭，嗯，這就對了。

演員、劇本敲定得差不多，就開始找拍

攝場地了。我們特別想在第二部片子裏，給

大家展現潮汕的山海，漁鄉風情，所以就沿

著潮汕的海岸線，把所有的漁村都踩點了一

遍。從饒平的海山，到惠來的神泉；從達濠

的鳳崗，從到陸豐的淺澳；每一處都讓我們

贊嘆，潮汕本土，竟保留著如此之多原生態

的自然人文美景。我們都想拍，但一部電影

拍不過來， 希望以後有更多的電影來潮汕

取景，這裏真的太適合拍電影了。

最後，我們選擇南澳的雲澳鎮、深澳鎮作

為故事的主場景，2020 年的夏天，在島上拍了

三個月。我們走後不久，韓寒導演、沈騰主演

的新片《四海》也到這裏來拍攝，到時大家可

以對比，兩部電影用了哪些同樣的景。哈，潮

汕適合拍電影這個事，原來大家都知道了 。

後來，我們還遇到了疫情反復，中間停

拍了一段時間，前前後後拍了四個多月才終

於拍完。後期製作，我們也花了半年多時間

。這次電影的音樂，主創來都自南澳，音樂

總監奕瀚是雲澳鎮的，主題曲主唱澤森是深

澳鎮的，原聲創作澤華是後宅鎮的，他們投

入的情感都凝 結進了曲子的每個音符裏，

我們都被其中的旋律深深打動。

做電影不難，做一部好的電影很難，這

是一路走來最深切的感受。我們做電影，特

別是潮汕方言電影，就像蹣跚學步的孩子，

跌跌撞撞，學不好摔倒沒關系，爬起來勇敢

繼續走就好。既然沒有辦法一口氣做到完美

，那就每一部都前進一步，每一部都比原來

好一些，只要 有耐心，還是可以做到的。

很快，《帶你去見我媽》就要跟大家在

電影院見面了，希望能給大家帶去歡笑和感

動，也希望大家在票務平臺多多點擊「想看

」支持這部電影哦！

潮汕電影《帶你去見我媽》來自導演的信
講述演員一家人誕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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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失明恐懼湯怡戲中受虐難抽離

香港文匯報訊 8日是劉嘉玲的56歲
生日，近年定居上海的她在當地舉行盛
大生日派對，老公梁朝偉在官方IG上載
派對靚照，並留言祝嘉玲生日快樂！壽
星女穿上黑色超低胸晚裝盡顯美好身
段，並佩戴紅寶鑽石頸鏈，艷壓全場。
除有偉仔相伴身邊，嘉玲的媽咪、弟弟
及弟婦也有到場，而移居上海的楊千嬅
亦專誠到賀。

劉嘉玲56歲生日梁朝偉罕有放閃

5050

第八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福州啟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張

艾嘉 9日獲香港嶺南大學頒授榮譽人

文學博士，以表彰在其專業領域的卓越成

就及造福社會的重要貢獻，圈中好友施南生、

唐鶴德（唐唐），後輩梁詠琪（Gigi）與老公Sergio

等均有到場見證盛事。而前香港金管局總裁陳德霖、鍾

南山教授也分別獲授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和榮譽理學博士。

●張艾嘉獲
頒 授 人 文 學 博
士，好友施南生、
唐鶴德等到場見

證盛事。

中 新 社 電 8 日
晚，以“絲路通天
下，光影耀福州”為
主題的第八屆絲綢之
路國際電影節在福建
福州開幕，電影節啟
動儀式在福州閩越水
鎮舉行，影星任達華
出席啟動儀式。

留給後輩留給後輩做 榜 樣
張艾張艾嘉嘉繼續拍好片繼續拍好片

●梁詠琪與
老公Sergio祝
賀張艾嘉。

●前香港金
管局總裁陳德霖
(左)9日也獲授榮
譽工商管理學

博士。

●張艾嘉到
嶺南大學出席
“榮譽博士頒授
典禮”。

●●鍾南山教授透過錄像短片鍾南山教授透過錄像短片
分享他獲授博士的感受分享他獲授博士的感受。。

●●任達華任達華((右右))出席啟動儀式出席啟動儀式。。
●● 嘉玲生日有偉仔相嘉玲生日有偉仔相
伴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左起左起：：李思捷李思捷、、何婉盈及曾航生同是首度演何婉盈及曾航生同是首度演
音樂劇音樂劇。。

●● 鄭嘉穎夫婦從生活習慣鄭嘉穎夫婦從生活習慣
上身體力行支持環保上身體力行支持環保。。 ●●陳凱琳和嘉穎藉機向專家取經陳凱琳和嘉穎藉機向專家取經。。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12月10日（星期五）6

年貢獻受肯定獲港嶺大頒榮譽博士年貢獻受肯定獲港嶺大頒榮譽博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原
創音樂劇《再見亦是朋友》將於明
年 2月公演兩場，三位主角李思
捷、曾航生及何婉盈9日一同出席
記者會。同是首度演音樂劇，三位
均感到很有挑戰性，一向是扮嘢高
手的李思捷會在劇中穿梭出場，扮
演超過10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歌
星，包括鄭少秋、蔡楓華及四大天
王等：“到時會配合要扮歌星的造
型，又唱又跳，好似扮秋官（鄭少
秋），就要瀟灑一點，扮城城（郭
富城）當然要跳埋勁舞，好在現在
還拉到筋！”

曾航生與何婉盈在音樂劇中，
負責談情說愛，但最後分道揚鑣，
故僅限於“神交”，曾航生表示思
捷負責搞笑，他跟何婉盈則有很深
的情懷作對比，觀眾看到最尾應該
會眼濕濕，算是笑中有淚；何婉盈
指全劇約共唱30首歌，大部分都是
八九十年代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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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嘉穎陳凱琳夫妻檔亮相直播節目講環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陳凱琳

（Grace）與老公鄭嘉穎8日晚破天荒一同現身為
直播間節目“綠色家居e-Chatroom”擔任星級綠
色嘉賓，分享綠色家居和建築等新興環保話題，
探討如何成為綠色“置業專家”的心得。

直播上，Grace與嘉穎大方分享夫婦二人平
日如何從生活習慣上身體力行支持環保。Grace
表示自己喜歡在家栽種可食用植物，除了可直接
作食材之外，亦可用作布置家居之用。而出名好
爸爸的嘉穎為了能與家中兩名幼子製造更多親子
時光，不時上網找尋不同環保手作與兒子一起動
手做，坐在身旁的Grace亦連忙點頭表示認同，
認為環保都可以十分好玩和別具創意。除此之
外，身教對夫婦二人都十分重要，因為他們認為
環保意識要從小教導下一代，才能融入生活成為
可持之以恒的習慣。

Grace和嘉穎也藉機向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執行
董事陳永康博士這位專家取經，從中得知綠色建

築可在裝修上選用環保塗料，對環境產生較少污
染，或者可在家中安裝太陽能板善用再生能源，
至於家居環保貼士，包括選用貼有“第一級”能
源標籤的家電及盡量少開冷氣暖氣，多以天然資

源作能源用。聽罷Grace與嘉穎紛紛表示“有學
到”，笑言未來連水費電費都可節省不少呢！二
人均表示綠色建築與大家的生活息息相關，鼓勵
觀眾將來置業時都要考慮綠色建築的要素。

從未就讀過大學，一直努力工作50年的張艾嘉
對獲頒授人文學博士相當興奮，表示專心做

事的過程會遇到不少老師。對於讚辭中提到張艾嘉
過去50年作出的貢獻，她笑道：“我仍未做完
的，以前階段是學習，現在除了學習之餘，都想
留下一些作品和榜樣給下一代。”

張艾嘉稱與Gigi自《心動》
電影結緣，之後一直有保持聯
絡，說：“現在做華人演員
不容易，所以我好關心跟我
合作過的演員，也歡迎他
們向我問意見。”

感激石天提攜
至於工作方面，張艾

嘉表示農曆年後會參與新
導演的電影，劇本也寫得不
錯，笑言以她這樣的年紀仍
有機會做到好角色。

另外，張艾嘉早前與好友林青霞、施南生、
麥嘉、泰迪羅賓、黃百鳴與曾志偉等“新藝城”好
友聚會懷緬故友石天，她說：“雖然我們這班新藝
城一齊時間不長，但團結精神現在少見，所以我們
彼此感情好深，尤其是石天，如果不是他找我

演警察角色，我都未必有機會發展香
港市場，所以對他特別有感情，
他的離開我心裏好不捨得。”

鍾南山教授則透過錄像
短片分享他獲授博士的感
受，最為大眾所熟悉的是
每當疫情來臨，健康和
生命受到威脅時，他就
挺身而出，幫助國家有
效及時控制疫情，令感
染的病例大幅減少，著名
例子是2003年的非典型肺
炎及2019年的新型冠狀病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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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近日魁

北克省长弗朗索瓦· 勒戈尔（François Le-

gault）拒绝了一些组织和商业团体要求增

加更多移民工人的要求。

上周，魁北克市政联盟（UMQ）、

雇主委员会（CPQ）、魁北克零售委员会

（CQCD）、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

（CFIB）、商会联合会魁北克商务部

（FCCQ）和魁北克制造商和出口商

（MEQ）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清单，要求加

快移民身份处理的进程，以防止目前的劳

动力短缺变得更加严重。

然而，勒戈尔却回绝了这一请求，他表

示：“引入移民可能是解决劳动力短缺的一

种方式，但我们可以接受的移民人数是有限

的。”这一做法和此前魁北克省公布的2022

年提高移民目标的计划似乎相悖。11月18日

，勒戈尔在参加了魁北克创新大会议，图片

来自勒戈尔个人Facebook账号

此前，魁省在10月28日公布了2022

年移民计划，宣布将在新一年里接纳

49500至52500名移民，其中65%将属于经

济移民。由于疫情对移民工作有负面影响

，魁省移民局（MIFI）还再多录取18000

人。

这意味着2022年将有超过7万名新移民进

入魁省。而根据以往的统计数据，2019年

魁省移民目标为接收3.8万至4万移民，最

终实际接收4.5万人;2020年魁省移民目标

为接收4.3万至4.45万名移民，最终实际

接收了约3.3万人；2021年魁省设定的移

民目标为4.5万至4.75万名移民，截止今

年9月已接收移民约在3.4万人。

显然，魁省2022年的移民目标远高于

该省过去三年的目标和实际移民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吸引更多外国工

人前来魁北克就业，同时解决劳动力短缺

的问题，魁北克省还提出通过临时外国工

人计划（TFWP）让雇主更容易在一系列

有高需求的职业中聘用外国工人。魁省劳

工部长兼移民部副部长吉恩· 布莱（Jean

Boulet）还呼吁联邦政府迅速行动起来，

尽快通过并实施这一计划，“以确保临时

外国工人计划满足魁北克企业的需求。”

新移民计划宣布后，对于有移民打算

的人来说本是利好消息，但如今魁省省长

的态度却令人担忧2022年的移民计划最终

能否实现？魁省是否还继续欢迎更多移民

进入该省工作？

魁省需要移民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吗

据《环球邮报》报道，勒戈尔拒绝增

加更多移民工人，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认为

魁省劳动力短缺没那么严重。他引用魁省

劳动力市场就业数据表示，10月份魁省的

失业率为5.6%，而安省为7%，全国为

6.7%，还称魁北克市的失业率为3.8%，是

全国所有人口普查大都市地区中最低的。

然而，魁省的企业却不认为情况有他

说得这么好，它们在市场上受到了一连串

的打击，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是22

万个职位空缺的观点。出于这个原因，以

雇主委员会为首的企业组织希望省政府与

联邦政府合作，加快临时外国工人的申请

程序，并保持提高永久居民人数的趋势。

其中，魁省的制造商们着重提到了自

己的难处。它们过去两年里因缺乏工人来

完成订单，损失了180亿加元的收入，许

多企业甚至因此倒闭。它们还希望政府采

取更多措施，使新移民在大蒙特利尔地区

以外的更偏远地区定居，因为那里的工人

短缺危机已超出企业的承受范围。

一家位于绍迪耶尔•阿巴拉契亚区的

零件加工工厂最近陷入了困境中，老板乔

尔•莱维斯克在考虑是否要将工厂搬到魁

北克市内，这样他有机会找到更多员工。

莱维斯克说：“我还需要大约10名焊

工和4至5名机械师。但我无法降薪招人

，因为工人们不接受每小时15加元的时薪

工资。对我来说，确保工厂继续运作的方

式是招募来自海外的工人。”

雇主委员会负责人卡尔•布莱克本

（Karl Blackburn）称魁省的劳动力短缺

是“经济灾难”，他表示：“政府必须更

好地倾听雇主们的心声，眼下的情况对于

他们来说确实是一场灾难。”。

从人口数据来看，魁省依旧是仅次于

安省后的第二大省，其工作年龄人口的规

模一直在萎缩。原因在于该省的新生儿出

生率在下降，人口老龄化在快速增加。

2020年，魁省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为

19.7%，加拿大全国比例为18%，这些因

素共同使魁省的劳动力市场成为仅次于

BC省的第二紧缺的区域。

勒戈尔不支持增加移民究竟为何

勒戈尔拒绝增加更多移民工人的做法

并不意外。事实上，自上任以来他就一直

不支持增加移民的计划。

勒戈尔在2018年竞选时就提到过，希

望将移民数量从每年5万人减少到4万人

，甚至称三年内未能学会法语的移民不应

该获得永久居民的身份。这一次，对于省

内企业的引进移民作为劳动力的请求，勒

戈尔同样没有做出退让。

对于具有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不复存

在的情况，勒戈尔态度很强硬，他表示：

“我宁愿缺工人也不愿缺工作。”勒戈尔

在自己的推特上发言称：“魁北克体验计

划（PEQ）希望我们增加移民人数，魁北

克未来联盟（CAQ）认为魁北克的移民数

量已经达到了上线。”他正是CAQ的党魁

。

勒戈尔说：“我希望有更多每小时25

、30或40加元的工作机会，如果有公司的

时薪是每小时15加元，那么我们将不得不

告诉他们，‘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样的

廉价的劳动力’。”他还称：“你必须承

认，（不增加移民工人）对魁北克450万

工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它带来了工资

上行的压力——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已经

看到了这一点。”

但事实上这并不是单纯的移民问题，

过去40年来，魁北克一直面临着实际工资

停滞不前的情况。去年退休的劳工历史学

家雅克·鲁伊拉德和他的儿子让-弗朗索瓦·

鲁伊拉德共同撰写了迄今为止关于魁北克

省工资的最全面的研究之一。

研究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

，魁省的生产力和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变

得越来越大，虽然该省生产力在不断提高

，经济持续增长，但工人的工资水平却长

期停滞不前。

1983年至2017年期间，魁北克经济

生产力增长了34.5%。但在此期间，工人

每小时的工资只增加了9.5%。“这意味着

工人提高为生产力做出了贡献，但却没有

得到应有的好处。”

现在，勒戈尔急需解决的问题是——

魁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低于13%的

问题，尽管由于低通胀，基础工资在疫情

开始前有小幅度的上涨，但新冠病毒扩散

带来的经济影响正使工资上涨再次变得遥

不可及。

针对这一问题，目前勒戈尔的财政计

划重点是提升魁省的人均财富，他坚持认

为，引进更多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移民会使

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在他的发展计划中，

能够满足魁北克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资格的

移民才是首选，例如医务人员、计算器科

学家等。

他曾在议会上说：“每一个收入低于

5.6万加元的移民都会让问题变得更糟。相

反，年收入超过5.6万加元的移民则会让

处境有所改善”，“魁北克的平均工资存

在严重问题。我们不会故意让事情变得更

糟。”

他的这一说法也引起了争议，魁北克

自由党领袖多米尼克· 安格莱德批评说：

“收银员、厨师、送货员、农业工人，这

些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人。但勒格尔觉得他

们会破坏他的经济计划。勒格尔的想法不

仅与现实生活脱节，而且仅以年薪来判断

一个人或一份工作的价值太失礼了。”

值得一提是，勒戈尔将于明年竞选连

任省长，工人薪资和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都是摆在他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他

拒绝接受更多移民工人，害怕给工资上涨

带来压力，或是正是出于给明年竞选拉票

考虑。

但勒戈尔的做法究竟是在给自己拉票，

还是将选民推得更远，时间会给出答案。

加拿大和美国必读移民法专家Muzaf-

far Chishti和Doris Meissner在外加杂志上

发表评论，他们认为，目前美国南部边境

面临的难民潮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拜

登承诺会采取与特朗普不同的方法，但实

际操作比承诺要难得多。因此也需要法制

改革以及全面的外交策略，才能真正解决

这个问题。

拜登的竞选纲领是毫不掩饰地支持移

民，与他的前任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然

而，事实证明，他的承诺难以兑现。美墨

边境的非法越境行为已经达到了2000年以

来的最高水平，移民来自比过去更多的国

家。

当然，拜登的当选吸引了更多的移民

尝试过境，但这些移民要离开的那些国家

的状况，也成为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推动力

。疫情已经使拉丁美洲的经济遭到破坏。

去年年底，热带风暴Eta和Iota袭击了危地

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导致数十万

居民没有住房或自来水。此外，暴力在这

个地区依然普遍存在。

虽然拜登承诺为那些寻求入境的人提

供人道待遇，但他并没有很多工具可以用

来实现这一愿景。法院的裁决使特朗普政

府的关键边境政策得以继续实施，而且国

会对拜登提出的移民改革也没有足够的支

持。

同时，共和党人急于在2022年中期选

举前宣称是拜登让边境地区出现混乱。移

民问题已经成为了拖累他支持率的主要问

题。拜登虽然已经承诺与上届政府的做法

决裂，但当他面对边境问题的激增时，他

不得不采用熟悉的措施来应对移民潮：执

法和外交。

一场完美的风暴

长期以来，南部边境给美国决策者带

来了挑战，但今天的挑战等级完全不同。

在上一财政年度，有166万次非法移

民试图越境（这些是事件，而不是单独的

个人），这是自2000年的164万次的记录

以来的最高数字。尽管大多数移民仍然来

自墨西哥和北三角地区（注：中美洲的洪

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但来自

其他国家的移民数量增加了六倍。在9月

的短短几天里，大约有1.4万名海地人抵

达得克萨斯州的Del Rio，这并不是一个

反常现象。

数以万计的海地人正从他们大多数人

生活了5到10年的南美，向北走到美国边

境。还有报道称，来自委内瑞拉和巴西等

国的中产阶级南美人直接飞往墨西哥北部

城市，以期求能更容易进入美国。

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都在寻求庇护。这是

因为这基本上是没有家庭成员或雇主担保

的移民能够合法进入美国的唯一途径。然

而，庇护法适用于一个狭窄的个人类别：

那些因五个公认的理由之一而逃离迫害的

人，即种族、宗教、民族血统、政治观点

或特定社会团体成员。

仅仅寻求改善生活的贫穷移民，尽管

他们往往也面临暴力、腐败和政府的虐待

，并不符合这些条件。

寻求庇护的人数之多，使美国的移民

法院系统积压了大量的案件，因为这类案

件主要由法院来裁决。今天的案件量已达

到146万的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庇护案件

约占一半。这意味着庇护案件需要等待多

年才能结案。

这种长时间的拖延有两个后果：它们

阻止了对符合条件的寻求庇护者的救济，

并成为吸引那些缺乏强有力的要求的人申

请庇护，并在他们的申请等待期间留在美

国多年。这破坏了为那些逃离迫害的人履

行国内和国际法律义务的能力，以及实现

对边境的有序控制。

作为总统，特朗普推出了前所未有的

惩罚性措施，以阻止抵达美国的人，而拜

登在竞选过程中嘲笑这些措施，但在上任

后却发现它们很难结束。

造成移民家庭分离可能是特朗普政策

中最引人注意的，但他其他不太为人所知

的政策却更加有效。特朗普实施了两项计

划，俗称“计量”（metering）和“留在

墨西哥”，这些措施每次只允许有限数量

的庇护申请者进入美国，导致他们在墨西

哥长时间等待庇护听证会的安排。

特朗普政府还拒绝了那些在到达美国

边境前经过墨西哥的非墨西哥人的庇护资

格。随着新冠蔓延，政府援引了1944年

（注：原文称1893年，但经查证42章应

该是1944年加入《美国法典》的）一项卫

生条例（俗称“第42章”），授权驱逐所

有试图穿越边境的人。

事实证明，与过去决裂是很难做到的

拜登在上任的第一天就中止了《移民保护

议定书》（即留在墨西哥措施），但这项

计划的支持者在法庭上力争恢复该计划，

8月，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他们的裁决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 马约

尔卡斯上个月宣布，政府将再次尝试结束

留在墨西哥计划，但至少现在，这项计划

仍在实施。政府还继续引用第42章，拒绝

了大约60%的过境者，表面上是由于疫情

期间的风险。

最近，政府还采取了一项更有希望的

措施来改革庇护制度。具体而言，政府已

提议将庇护申请的初步裁定从严重积压的

移民法庭，转移到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的庇护官员手中。这一创新可以使程序更

加公平和高效，因为庇护官员更熟悉各个

国家的情况，他们的程序是非对抗性的，

因此更有利于提出保护申请。一旦投入使

用，大概在2022年初，这些变化有可能使

合法的寻求庇护者在几个月内，而不是几

年内赢得他们的申请。

这项改革还将确保那些不符合条件的

人被遣返，让他们在美国扎根之前就与原

居国的必要支持服务联系起来。

然而，即使庇护改革成功地实现了他

们的目标，他们也不能解决今天许多抵达

的移民的情况。正如海地的案例所表明的

那样，大多数人并没有资格获得庇护。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劳动力市场上有足

够的需求，无论是临时工作还是长期工作

，可以由大量抵达的移民填补。而随着基

础设施法案的通过，这种需求只会进一步

增加。

然而，开放新的合法签证途径，或扩

大现有的签证途径超出了行政部门的权限

。只有国会可以这样做，而这在短期内是

不太可能的。

依靠国际合作解决问题这意味着拜登

政府将越来越多地依靠西半球的国家来帮

助阻止移民流向美国。这将要求华盛顿参

与高级别的外交活动，在各国之间达成更

广泛的协议，有时甚至包括与对手的协议

。

这类外交以前有过例子。20世纪90

年代，当海地人和古巴人乘船前往美国时

，克林顿总统继续他前任的政策，让美国

海岸警卫队拦截他们的船只，并在关塔那

摩湾建立了一个安全避难所来处理难民的

申请。美国政府还在海地和古巴进行国内

的难民处理，并通过谈判解决固定每年从

古巴接收合法移民的数量。

而在欧洲，欧盟在2016年与土耳其达

成了一项协议，并支付了几十亿欧元，以

诱使安卡拉阻止移民到达希腊。在前一年

有超过100万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拉

克和其他难民抵达欧洲，严重破坏了整个

欧洲大陆政府的稳定之后，欧盟选择了这

种做法。

这方面拜登政府打交道最多的国家将

是墨西哥。但西半球的其他国家也正在成

为具有三重移民身份的国家，既同时是来

源地、过境地和目的地。

困扰委内瑞拉人、海地人和尼加拉瓜

人的镇压、经济困难和自然灾害，以及几

十年来古巴人的出走，导致大量移民涌入

巴西、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

对这些移民日益增长的敌意，以及疫情在

他们自己国家和东道国的肆虐，似乎正在

助长新的移民动态，可能导致对区域稳定

的严重威胁。

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最近的南美

之行中所建议的那样，这样的新现实，要

求建立整个西半球的共同责任解决方案。

美国可能会意识到，为确保这些国家能够

接受其中一些移民，并防止他们前往美国

，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是必要的。

在解决根本原因的同时，各国政府应

致力于在整个半球建立全面的移民和移民

管理系统。这包括在签证政策和系统、难

民和庇护的保护能力、循环移民计划、劳

动力市场和基于就业的合法移民途径、边

境管制和移民人员的专业化、促进人员和

货物合法流动的技术、未经授权的移民返

回的协议，以及情报共享和执法合作，特

别是在走私和贩运方面。

这些都是复杂、长期的举措，应该从

国内开始，对美国移民法进行早就需要的

修改，使移民机会与未来的经济需求和人

口趋势相一致。然而，二十多年来，这些

改革已被证明在政治上是棘手的。即使在

民主党占据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情况下，

拜登政府也未能取得进展。

然而，只有通过多边行动和承诺，才

能成功阻止不断升级和混乱的移民潮。移

徙和流动应该是健康、繁荣社会的内在品

质，但也只有当它们是东道国和移民本身

的选择，而不是绝望的行为。建立能够使

移民安全、合法和有序的战略显然是难以

实现的，但它却是西半球关系进展的一个

重要外交政策目标。

美国边境陷入移民困境，为什么拜登在这个问
题上能做的也不多？

前脚宣布新增移民计划，后脚拒绝增加移民工
人，魁北克省长到底咋想的

時光荏苒，上世紀七十年代首年
至今，剛巧是時隔五十年。當年的一
個小小乒乓球，牽動著中美兩個大國
；引伸下去，美國政府未敢輕視華夏
大國，更難阻世界潮流，終於拋棄台
灣政府，跟紅色共產政權的中國建立
邦交，寫下世界歷史嶄新一頁。

五十年後的今天，小小乒乓球再
度站到中美外交的前台。肩負這個偉
大使命，正是我們德州休斯頓的華人
社會！在過去的十多天時間里，中美
兩國人民的目光，都集中到休市上來
。當地時間十一月廿三日，二○二一
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就在美國休斯敦
拉開帷幕，當中兩對中美跨國配對的
混雙球員亮相，橫掃對手晉級的塲景
，吸引着千萬對目光。

這並非世乒賽首次出現跨國配對
，也不是首個“中美配對”，但是在
“乒乓外交”半個世紀的歷史背景下
，在世乒賽的舞台上，直徑只有四厘
米的乒乓球，再次成為促進中美體育
交流、增進兩國人民友好感情的載體
。

回憶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對中國
曾徑採取了封鎖、孤立的政策，兩國
之間的民間交往完全隔絕。

一九七一年，在日本名古屋舉行
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期間，美國男選
手科恩上錯車，登上了中國隊的班車
，他與中國選手莊則棟肩並肩交談，
引起各國媒體關注，成為各大報紙第
二天的頭版頭條新聞。此後，美國隊
副領隊專門到中國隊駐地，詢問中國
能否邀請美國隊訪華。消息傳回北京
，毛澤東主席當即決定邀請美國乒乓
球隊訪華，並得到美國尼克松政府迅
速響應。由此，中美兩國終結了二十
多年彼此隔絕的局面。

三個月後，時任美國白宮國家安
全顧問的基辛格秘密訪華，尼克松則
在一九七二年二月正式訪問中國，中
美關係走向正常化。在推動此事上發
揮巨大作用的中美乒乓球隊一系列互
動，被後世譽為“乒乓外交”。

“我們一直在思考，‘乒乓外交
’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如何在前輩
夯實的中美友誼的基礎上，再深一步

地通過體育賽事、體育活動、民間活
動來增進兩國的友誼。” 世界乒乓球
職業大聯盟理事會主席、中國乒協主
席劉國樑說，“基於此，中國乒協聯
合美國乒協向國際乒聯提出混雙中美
跨國配對的建議，讓這幾位原本就是
朋友的運動員並肩上場，兩個國家的
球迷們共同為他們歡呼和吶喊，奏響
新時期‘乒乓外交’新篇章。”

於是，中國乒協聯合美國乒協向
國際乒聯提出混雙中美跨國配對的建
議，這一建議得到國際乒聯的支持。
國際乒聯集團首席執行官丹頓指出：
“我們在休斯敦再次見證了體育獨特
的力量，以及乒乓球是如何創造對話
、促進相互理解。這將激勵我們展示
一場非凡又深具歷史意義的世乒賽，
並支持整個乒乓球界乃至下一代的夢
想、希望和抱負。”

今年四月，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
山在紀念中美“乒乓外交”五十周年
活動上發表視頻致辭時說，“乒乓外
交”是中美關係史上一段佳話。“以
小球推動大球”，開啟了中美關係正

常化的歷史性進程。
當下，中美關係面臨兩國建交以

來最嚴峻的局面，如何改善兩國關係
，促進兩國交流和合作，各方可作更
多的努力和嘗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亦指出，不能任由冷戰思維主
導中美關係。期待“小球再次轉動大
球”，增進中美民眾彼此理解和信任
，推動兩國關係早日重回正軌。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中美乒乓外交再中美乒乓外交再 寫新章寫新章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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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網路暢銷小說改編的愛情成長

電影《一杯熱奶茶的等待》，由原著作

者詹馥華自編自導，卡司集結了新生代

偶像連晨翔、吳子霏、周予天，以及入

圍今年金馬獎最佳新人的潘綱大，讓書

迷及粉絲們都相當期待。電影裡的核心

女主角張筱華由吳子霏來擔任，擁有甜

美笑容以及外型清純的她被網民封為

「台版新垣結衣」，這次的出演，吳子

霏直說是意外中的意外，因為導演一直想

找她來試鏡，但是兩度錯過，因為正逢父

親離世，有很多家中事務需要處理，但詹

導衝著一股「Fu」在電影要開拍的壓線時

刻再度詢問吳子霏，她想說既然還有這個

機會就好好把握，沒想到導演立刻選擇她

，讓吳子霏直呼受寵若驚。

新生代女神吳子霏拍攝過許多電視廣

告跟音樂MV，在許多巨星如周杰倫、陳

奕迅、劉若英等人的作品裡都能看到吳子

霏的倩影，她也開始踏入戲劇跟電影圈，

在電影《王牌教師麻辣出擊》她飾演活潑

開朗的啦啦隊員，在HBO影集飾演腦癌第

四期的科學家，吳子霏為了演戲還努力糾

正自己的咬音，這次為了扮演好《一杯熱

奶茶的等待》筱華這個設計系大學生的角

色，吳子霏苦練多項技能，除了磨練畫技

，讓她覺得困難的是要用左手寫字畫畫，

因為她是右撇子，吳子霏苦笑：「當時每

天起床就對著鏡子催眠自己，我是左撇子

，下意識也使用左手；還買繪畫工具練習

控筆畫方框，畫直線練拿握筆的力道，像

小學生一樣從數字跟國字開始寫起」導演

詹馥華也表示在片場看到吳子霏寫字很

「醜」的時候很訝異，才發現她是特別學

習使用左手的，大讚她非常敬業。

導演稱讚吳子霏的詮釋，讓她彷彿看

到女主角筱華從書中走出來一樣，吳子霏

笑說：「我跟女主角很像，都愛胡思亂想

，只是我比較扭捏一點，所以經紀人常會

我說太過嚴肅，而筱華則是非常直接並且

很愛腦補，小劇場太多，才會造成男主角

們一堆誤會」吳子霏說自己最初看連晨翔

外表帥氣又有一雙桃花眼，就誤以為他很

花心，還擔心對方會不會難相處，結果有

次表演老師交代大家寫角色功課的時候，

她故意去偷看連晨翔的內容，沒想到他竟

然像小孩一樣趴在地上還擠開她：「妳不

要看」讓她逐漸挖掘連晨翔不同表情包的

面貌：「尤其導演說再來一次時，他的表

情都超級苦惱的，就覺得他很可愛，認真

的一面也真的很帥！」吳子霏還故意幫連

晨翔跟周予天配對，但想到女主角會被犧

牲掉又自問自答：「不行，我一定要在中

間」讓周予天哭笑不得難以招架。

當導演詹馥華選中吳子霏擔綱女主角

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故事裡的張筱華就是

導演自己，而吳子霏跟詹導年輕時很像，

都是文藝空靈美少女，有天馬行空的想像

力，又會注意別人的行為或心情的小細節

，詹導笑說其實自己更像黃子捷，讓吳子

霏超認同，因為導演很常扮演男主角跟她

對戲，吳子霏好幾次忍不住跟導演告白：

「好撩好害羞，真的太厲害了，如果妳是

男生，我可以！」撩妹指數比連晨翔還高

；詹馥華在2001年以《一杯熱奶茶的等待

》連兩年蟬聯知名網路書店暢銷排行榜第

一名，在2002年百大排行榜文學小說類排

第二僅次《魔戒》首部曲，讓藤井樹也折

服，甚至時隔多年才親眼見到她本人，低

調的詹馥華在小說時逢20週年的時刻，抱

著將作品躍上大銀幕的決心，向書迷們揭

開神秘面紗，帶著演員們奔走校園活動的

時候，頗受學生歡迎，這部青春校園愛情

電影12月24日聖誕節上映，在冬天來襲時

溫暖你的心。

《一杯熱奶茶的等待》描述在寒流來

襲的冬夜，二月十四日情人節，女孩不忍

心癡情男孩徹夜等待情人，於是遞上一杯

溫暖的熱奶茶，就此串聯起一群青春男女

在愛情與友情的癡心等待……

《一杯熱奶茶的等待》台版新垣結衣出演核心女主角

台荷合製電影「詭祭」，由鍾瑶、安

妮、曹晏豪、阮承恩、荷蘭演員薛斯布隆

合力演出，12月3日全台上映後勤跑映前

應後宣傳，北中南都有宣傳場次與包場活

動，並在高雄舉辦海報簽名會，現場水洩

不通、影迷爭相合照，粉絲送來貼心小禮

與點心，更準備手拿板現場支持，也有鍾

瑶的鐵粉們已進場三刷，演員們都很感動

影迷們的支持。最有趣的是，還遇到初次

見面的網友相約看「詭祭」，現場預約安

妮、阮承恩於未來婚禮上見。

5日回到高雄遠百宣傳，演員們舉辦

簽名票根抽獎、送海報活動，安妮看到粉

絲帶來鮮花、點心跟許多小禮物，開心又

感動。昨（7日）由安妮與阮承恩一起到

台中映後宣傳，因是平日下午場、觀眾不

多，其中兩位觀眾完全沒預料到會有映後

活動，進一步聊才知兩人是第一次見面的

網友，女生還以為是男生安排的驚喜，安

妮描述兩人雖說是第一次見面，但對話互

動非常自然有默契，感覺不出來是第一次

見面，還笑說之後有婚禮一定要邀請安妮

與阮承恩。安妮承諾笑說：「會啊！我一

定會去啊！」

多天映後宣傳，鍾瑶仔細回應每個提

問與反饋：「大部分被吸引來的觀眾，還

是想知道劇中的吸血鬼究竟是真假？也發

現許多我們演員特別注重的情節，有時與

觀眾的關注點不同，其實很開心收到他們

的許多回饋，讓我們知道原來這部電影傳

達的涵義還有這麼多元。」曹晏豪描述：

「也有人反應這部片跟原本預期不太一樣

，原以為是恐怖片，但其實是以吸血鬼為

包裝、在闡述人性，這樣的一部跨國製作

就意義上來說很特別。」安妮聊到最喜歡

電影中的服裝，服裝都是歐洲品牌、請歐

洲造型師設計，每套都超美，「都是要穿

得很挺、才能撐起來的衣服，但那種衣服

穿起來有的沒有很舒服、都要一直挺胸、

也不能亂動，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歡我的造

型服裝。」

昨晚（7日）在板橋遠百威秀放映，

曹晏豪說到這部戲中有很多動作，飾演的

角色也需練習英國腔。電影其中一場戲在

新北市政府頂樓的停機坪，高達34層樓、

140.5公尺高，停機坪沒有圍牆、且風非常

的大，拍攝時要非常小心安全。吸血鬼題

材在台灣電影上非常少見，在意境揣摩上

，演員們需做許多功課。鍾瑶分享到吸血

鬼造型，除了獠牙，服裝也都參考許多過

去歐洲吸血鬼的元素。但也說：「最困難

的還是必須戴著獠牙說話，發音都變得笨

笨的。」提到導演也希望大家不要曬黑，

才能更完美地詮釋角色。不過面對觀眾的

許多好奇提問，安妮笑說：「怎麼大家都

會問我們有沒有很辛苦？我們都拍得很快

樂啊！」安妮在飾演的角色較符合本身成

長背景，「雖然我沒那麼有錢啦！但我比

安納塔西雅更勇敢，因為她在電影中很沒

自信、需要朋友鼓勵，但像我自己一個人

來台灣阿，我常常都會鼓勵自己、要更勇

敢。」許多粉絲直誇安妮漂亮，她率真又

搞笑地強調：「你知道為什麼我這麼漂亮

嗎？因為：相由心生！」率直可愛惹得全

場大笑。阮承恩飾演搞笑單純的「賓雷」

，看似好騙？「我是很容易相信人啦！但

可能沒什麼錢可以騙。」分享不管有錢與

否，其實人所面對的核心問題都一樣，

「都需要愛與被愛，大家都可以從每個角

色中，找到可與自己連結的思考點，電影

中的賓雷因沒自信，所以會更想取得團體

認同、進而操控別人、取得別人信賴。」

鍾瑶最後總結：「導演在旅行過程中

取得靈感，呈現資本主義社會中有錢人的

樣貌，電影中每個不同國家背景的角色，

但這五人都在尋找身分認同。」曹晏豪也

說：「吸血鬼像是慾望的延伸與影射，但

這一定是指有錢人嗎？其實就算已是演藝

圈的藝人，這也讓我們去反思自己的生活

。」電影取材台灣美景，光譜映像同為發

行商的製作公司，祭出電影票根抽獎活動

，將荷蘭和歐洲品牌的環保玻璃吸管、智

能全彩燈、擴香瓶、荷蘭潮旅店住宿券作

為獎品，其中兩款德製情趣用品更是引起

網友關注，讓身在荷蘭的本片攝影師都跨

洋來喊讚，片商希望讓觀眾除了看到片中

主角們的體驗外，也有機會嘗試些不同的

特殊體驗，引起感官的慾望與反思。

鍾瑶粉絲三刷《詭祭》曹晏豪深聊心得
網友約《詭祭》預約安妮阮承恩賀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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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西部高原上，有一条河，好似一把

锋利的尖刀，将群山深深地切开，让巍峨的群

山显得越发狰狞。这条河就是北盘江。作为珠

江的源头河流之一，它从高原出发，一路奔腾

，造就了沿路无数的风景，也养育了沿岸的无

数生灵。

北盘江，高原上的峡谷制造者

云南曲靖的马雄山，相信很多人都有印象

，因为珠江水系的两条源头水南北盘江都起源

于这里。北盘江从马雄山发源后，北上进入贵

州，然后在贵州高差近2000米的深山中，一路

向南，奔袭449公里，切开贵州西部高原，经黔

西南州的晴隆、普安、兴仁、贞丰、册亨、望

谟等县，最后在贵州望谟汇入红水河，进入广

西，最后奔流入海。

在贵州高原，北盘江肆意奔流的历史要追溯到

1.5亿年前。1.5亿年前，印度洋板块撞击亚欧板

块，中国3/4的陆地，完成了拼合和统一，贵州

高原也在此过程中开始抬起隆升。在此之前，

贵州长期处于海水之下，在海底沉积了厚达数

千米的坚硬喀斯特灰岩，这些岩石为之后贵州

高原上多姿多彩的地貌景观的塑造打下了基础

。

升起的高原拦截了暖湿气流，充足的雨水

降临大地，形成地表水，开始侵蚀地表。到了

距今约1亿年前，著名的燕山运动让贵州高原

再次上升。这之后，距今3000万年前的喜马拉

雅运动，青藏高原上升为今天的高度，成为世

界屋脊，贵州高原的地壳也呈间歇性上升或断

陷，河流强烈下切，形成了高山、峡谷、断陷

盆地交错的地貌特征。

北盘江，对于贵州来说意味着什么？

峡谷是北盘江切开贵州高原最直观的证据

。可以说，北盘江流域有着世界上密度最大的

峡谷:尼珠河峡谷、岔河峡谷、营盘峡谷、野钟

大峡谷、阿郎坪峡谷、坝陵河峡谷、花江大峡

谷……河流蜿蜒于群山之间，壁立如削，风光

无限。

尼珠河大峡谷位于北盘江可渡河的末段，

峡谷两岸，一边是云南宣威市，一边是贵州六

盘水市，湍急的河流将两地隔开，陡峭的岩壁

，让人望而却步。河流北岸，数条溪流汇成几

道绝美的瀑布从落差约500米的悬崖上以雷霆万

钧之势，注入河中，极为壮观。

野钟大峡谷位于贵州六盘水市，是北盘江

最险峻的部分，全长16公里，高100至 1400米

，平均宽度60米，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奇

峰与怪石相携，雄奇壮观，被誉为贵州峡谷之

最。峡谷内林木葱茏，这里也是贵州黑叶猴保

护区的核心区域。峡谷周围，群山之间，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黑叶猴，二级珍稀保护动物猕猴

、灵猫、白腹锦鸡、斑羚等往来其间；国家一

级珍稀植物红豆杉、珙桐，二级保护植物棕竹

、岩豆等郁郁葱葱。

花江大峡谷位于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

治县的青山之间，河流在深达千米的峡谷底部

奔流几十公里，江水因峡谷地势高低起伏变化

，或惊涛咆哮，或波缓浪平。河水在喀斯特岩

石上塑造了万千形态，峰林如柱，溶洞幽深，

暗流穿洞，飞瀑跌落……喀斯特所有类型的地

貌在这里都能看到。涨水季节，黄浪滔天，岩

石丛立，86版《西游记》中，沙僧住的“流沙

河”就是在此取景的。

除了峡谷，北盘江还为贵州高原这片喀斯

特地区创造了不少奇特的地貌景观，比如424米

深的白雨竖井、冲天眼落水洞，以及无数的地

下伏流……据统计，仅在六盘水境内，北盘江

流域就有15条伏流河，北盘江年降雨量只有约

40%汇集到地表河里，其余的水都在地下创造着

我们无法看见的奇迹。

瀑布，是北盘江不得不说的一大奇观。北

盘江在贵州制造出了大大小小约160多条瀑布，

这些瀑布汇在一起，成为了地球上一道迷人的

风景。位于北盘江支流上的黄果树瀑布群是其

中的领衔者。瀑布群以著名的黄果树瀑布为中

心，再加上姿态各异的十几条地面瀑布和地下

瀑布组成。厚厚的碳酸盐岩基底，充沛的水流

，构成了这里瀑布成群、洞穴成串、星潭奇布

、奇峰汇聚的格局。黄果树瀑布群也因此被称

为“岩溶瀑布博物馆”。

有了峡谷，然后有了桥

北盘江切开高原，塑造了无数的美景，但

也阻隔了人们交往的步伐，两岸的人们只能望

江兴叹。只是交往总要继续，在古代人们也曾

利用船摆渡，但因为北盘江水急浪大，常常发

生事故，渐渐被人们舍弃。桥，应运而生。

桥是跨越峡谷最便捷的方式，滔滔江水，峡

高谷深，古往今来，北盘江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

桥——石桥、溜索、独木桥、藤桥、铁索桥……

一座座横跨峡谷两岸，成为前人不屈的见证。

今天在北盘江上，还保留有多座古桥，比

如位于花江大峡谷上的铁索桥。据载这座铁索

桥建于清光绪年间，因河流湍急，两岸悬崖千

丈，以前建了两次都失败了。后来光绪年间经

过慎重选址，铸铁索为桥，才得以建成。据

《贵州通志・兴地志》记载：“在永宁州（即

今天的关岭县永宁镇）东南四十里募役司南，

为贵阳、安顺逾关索岭南行经兴义出滇之道。

”多年以来，花江铁索桥一直是沟通黔滇交通

的要道。在桥南岸的古驿道上，还有一条由许

多大小摩崖石刻、石雕连接而成的书法艺术长

廊。今天，花江铁索桥经过多次修缮，依然是

两岸人民交往的重要通道，1982年贵州省将其

列入保护文物，很多人慕名而来一观风采。

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峡谷已经

无法阻挡人们交往的步伐，今天北盘江上可谓

大桥林立，仅仅以北盘江为名的大桥就有多座

——杭瑞高速北盘江大桥、关兴公路北盘江大

桥、沪昆高速北盘江大桥、沪昆高铁北盘江大

桥、水柏铁路北盘江大桥、都兴高速北盘江大

桥……

位于尼珠河峡谷上的杭瑞高速北盘江大桥

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千百年来，峡谷两岸人

民如果要互通往来，要翻越3座山头，走40公

里山路，才能到达对岸。在这样的情况下，建

桥、修路就被提上日程。在石灰岩遍布的峡谷

之间修建桥梁并不容易，复杂的地质条件，稍

不留神就可能打进巨大的溶洞里，有的溶洞有

将近上百米深。在这样的条件下，设计人员像

扫雷一样，为了躲避遍布山林的岩洞和裂隙，

不断将桥的位置往高处移，最终将桥面定在了

565米这个令人眼晕的高度。

地址选好了，修建过程也并不是一蹴而就

。面对大风、雾、雨、凝冻等恶劣的自然气候

环境，建设团队也面临诸多难题，选择何种桥

梁就是其中一个。经过多方研究，对比了众多

方案，最后才定了主跨720米钢桁架梁斜拉桥。

那时候，国内外并无这种桥梁的案例可以借鉴

，属于国内外首次。困难一步步扫除，2016年

杭瑞高速北盘江大桥终于顺利建成通车。它的

建造达成多项中国或世界之最：国内最高的桥

梁、世界同类型桥梁第一……大桥的建成也结

束了宣威与水城不通高速的历史，两地行车时

间从4个多小时缩短至1小时之内，在中国桥梁

史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盘江流域，少数民族聚居之地

地理上的分隔是文化阻隔的基本因素。北

盘江千沟万壑的地貌，在北盘江流域形成了一

个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小流域”，使这里成为

中国族群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如果每年农历

的三月或四月到北盘江流域走一圈，你可能遇

到布依族的“三月三”、苗族的跳花节、仡佬

族的祭山节、彝族的插花节……山花烂漫，气

候宜人，趁着农忙还没到来，人们欢聚一堂，

载歌载舞。

布依族是北盘江流域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他们大多居住在河边的坝子里，以稻作为主

，又被称为“水稻民族”。“三月三”是布依

族独具特色的传统节日。农历三月，正是当地

春耕即将开始的季节，为了禳灾祈福，农历三

月初三这天北盘江流域贞丰、望谟、册亨等地

的布依族人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比如通

过舞草龙扫寨驱邪消灾、杀猪宰牛祭山拜神、

上山“躲虫”祈福等。同时，这天还是布依族

青年男女择偶的最佳日子，激烈的情歌对唱、

欢快的舞蹈，布依族人以浓烈、古朴的方式表

达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当然，“三月三”只是

布依族众多民族特色之一，其他的如“四月八

”、“六月六”、“牛王节”等也是布依族独

具特色的节日。

迁徙是苗族历史上最常上演的事，历史上他

们曾多次迁徙，且目的地分散、隔绝，故而苗族

支系众多，在服饰、节日上有所差异。北盘江流

域，苗族主要分布在贞丰、关岭、兴仁、水城、

六枝特区等地。北盘江千沟万壑的地形，让这些

地方的苗族之间交往受阻，形成了如长角苗、大

花苗、歪梳苗等具有文化差异的众多小分支，也

让这里的民族文化得以较好的保存。

北盘江，对于贵州来说意味着什么？

北盘江流域的长角苗族，主要生活在在六

枝特区和织金县的交界地带，1997年中国与挪

威在这里合作建设了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

使这个奇特的民族为更多的人所知晓。“长角

苗”之名来源于他们独具特色的头饰造型——

硕大的发髻。妇女每天梳头时把掉的头发用麻

线编织起来，一代一代传下去。梭戛生态博物

馆里现存最珍贵的一个发髻积累了五辈人的头

发，重达6公斤。为了使发型显得更加庞大，

近年来也会把毛线也盘进发髻里。

饰和服饰是区分苗族不同支系的主要依据

，比如歪梳苗就是因为歪梳苗妇女们会在头上

一侧歪插一把长长的梳子，故称“歪梳”，北

盘江流域的歪梳苗主要分布在晴隆、普安、兴

仁、安龙、关岭等地。大花苗则是因为服饰花

纹粗犷古雅、风格鲜红艳丽，故被称为大花苗

，北盘江流域的大花苗主要分布在普定、郎岱

一带。

北盘江，对于贵州来说意味着什么？

北盘江地理上的阻隔阻挡了人们的脚步，但

是交流从未断绝。在北盘江流域，有一个很独特

的现象，通过婚姻和聚居产生了许多多民族混合

村寨，一个乡里包含了两到三个主要民族，如落

别布依族彝族乡、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等，这样

的村寨在北盘江流域遍地都是。还有很多村寨名

字是这个民族，却居住着毫无渊源的其他民族的

人，比如仡佬族名字的村寨里住着布依族人，彝

族名字的村寨里住着苗族人……

当一种文化遇上另一种文化，经过相互侵

染，新的文化默默滋生，北盘江的族群文化也

变得像它的地貌一样，越来越复杂。不过隔绝

也好，交融也好，都是顺其自然的选择，北盘

江只是静静地流淌着，直到地老天荒。

北盘江，对于贵州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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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GMCC萬通貸款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6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兩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

★ 奧斯丁即將開業！

GMCC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www.gmccloan.com

IS EXPANDING

Arkansas
California
Colorado
Connecticut
Washington 
DC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Maine
Maryland
Missouri
Montana
New 
Hampshire
New York

Ohio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xas
Virginia
Washington
Wisconsin
Wyoming

• N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eded
• No tax return information
• Only rental cash flow (can be negative). 1-4 units, 

5+ possible by exception
• Purchase, Cash-out, Refinance

Rental Cash Flow Mortgage 
Programs (DSCR)  covered in 26 
State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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