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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st for blockchain in China as Xin-
hua to issue photos as N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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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Dec 22 (Reuters) -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said on 
Wednesday it will issue a digital me-
dia photo collection via non-fungible 
tokens (NFTs), a first for China and a 
boost for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 
that underpins them and that Beijing 
has previously criticised.

NFTs, which are digitised ownership 
certificates, have gained in popular-
ity globally this year, featuring as 
everything from an autographed tweet 
to paintings.
But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echnology behind them, which also 
backs cryptocurrencies, is a complex 
one.
The issuance by the state news agency 
would indicate official support for 
NFTs, but party mouthpiece People’s 
Daily last month criticised them as a 
possible fraud.
Xinhua said in an official notice that 
it planned to issue the 11 photos, all 
taken by journalists during 2021, free 
of charge online at 8 p.m. (1200GMT) 
on Dec. 24, each in a limited edition 
of 10,000 copies.

The collection, including a photo 
commemorating the 100th annive-

Inside C2

s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ould “imprint digital memories into the 
metaverse”, it added.
The Securities Times, also an official 
media outlet, has previously called the 
metaverse, a shared space based on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ies, “a grand and 
illusionary concept.”
Chinese companies, notably unlisted 
Ant Group, are already exploring or 
applying NFT technologies. And most 
Chinese metaverse-related stocks rose 
on Wednesday following the Xinhua 
announcement.
Augmented reality firm Goertek 
(002241.SZ) jumped 6% while online 
gaming company Perfect World (002624.
SZ) gained nearly 4%.

Chinese social media giant Tencent 
Holdings (0700.HK) said last month it 
expects Beijing to allow the metaverse to 
operate in China, provided it fall into line 
with Chinese rules.
Cryptocurrencies including bitcoin are 
seen as the natural means of payment in 
the metaverse, but Beijing has clamped 
down on them as possible conduits for 
illegal capital flows and money laun-
dering, and ordered a blanket ban of 
trading and mining of digital currencies 
in September.

A screen advertising 
Xinhua News Agency 
is seen in Times 
Square in the Manhat-
tan borough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 March 2, 2020. 

U.S. weapons exports decreased 21% to 
$138.2 billion in fiscal 2021

WASHINGTON, Dec 22 (Reuters) 
- Sales of U.S. military equipment 
to foreign governments fell 21% to 
$138 billion in the latest fiscal year,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aid on 
Wednesday, as the Biden adminis-
tration shifts away from some of the 
more aggressive arms sales practic-
es under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disclosed 
military sales figures for the 2021 
fiscal year, which ended on Sept. 30. 
Sales included $3.5 billion worth of 
AH-64E Apache attack helicopters 
to Australia and $3.4 billion worth of 
CH-53K helicopters to Israel.

Sales of U.S. military equipment in 
the prior fiscal year had totaled $175 
billion.

President Joe Biden's administration 
shifted away from selling offensive 
weapons to Saudi Arabia, due to 
civilian casualties in Yemen and 
intends to announce a new weapons 

export policy that emphasizes 
human rights when evaluating an 
arms sale.
The 2021 dip comes after high 
one-time sales of fighter jets 
and guided missiles in the final 
year of the Trump administra-
tion. Major fiscal 2020 deals 
included Japan's purchase of 63 
F-35 fighter jets from Lockheed 
Martin (LMT.N) accounting for 
as much as $23 billion of that 
year's total.

There are two major ways 
foreign governments purchase 
arms from U.S. companies: 
direct commercial sales nego-
tiated between a government 
and a company; and foreign 
military sales in which a foreign 
government typically contacts a 
Defense Department official at 
the U.S. embassy in its capital. 
Both require U.S. government 
approval.
The direct military sales by U.S. 

companies fell 17% to $103 
billion in fiscal 2021 from 
$124 billion in fiscal 2020, 
while sales arranged through 
the U.S. government fell 31% 
to $34.8 billion in 2020 from 
$50.8 billion the prior year,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In 2018 the Trump admin-
istration rolled out a "Buy 
American" program that 
relaxed restrictions on mili-
tary sales while encouraging 
U.S. officials to take a bigger 
role in increasing business 
overseas for the U.S. weapons 
indust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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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18 December 2020 – 
UNICEF could potentially transport up 
to 850 tonnes of COVID-19 vaccines per 
month in 2021, should such quantities 
become available, according to a new as-
sessment. This is more than double the av-
erage weight of vaccines UNICEF trans-
ports every month. The assessment is part 
of UNICEF’s work to lead on the procure-
ment and delivery of COVID-19 vaccines 
for 92 low- and lower middle-income 
countries on behalf of the COVAX Facili-
t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PAHO).
“This is a mammoth and historic under-
taking,” said Henrietta Fore, UNICEF Ex-
ecutive Director. “The scale of the task is 
daunting, and the stakes have never been 
higher, but we are ready to take this on.”
The UNICEF assessment looked at glob-
al airfreight capacity and transport route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of de-
livering COVID-19 vaccines in 2021. It 
found that commercial airlines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vaccines to almost all 92 low- 
and lower-middle-income countries, 
which are among the 190 econom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VAX Facility, at 
an estimated cost of up to US$70 mil-
lion. 

Comparing vaccine volume estimates 
against commercial and cargo routes 
across the globe, the assessment also 
found that current air cargo capacity 

covering 20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for most of the 92 countries. COVID-19 
vaccines are expected to be primarily 
shipped using existing passenger and 

or alternative transport options may 
still be needed for some small countries 

and others with access issues. UNICEF 
is working with airlines and the wider 
logistics industry to prioritise the deliv-
ery of COVID-19 vaccines around the 
world.
One major challenge in the COVID-19 
vaccine operation is local cold chain 
capacity for vaccine storage within 
some low- and lower-middle-income 
countries. UNICEF, WHO and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developed a guid-
ance note on supply and logistics to help 
countries develop their supply chain 
strategies to receive, store, distribute and 
manage COVID-19 vaccines and relat-
ed products. Given the range of storage 
temperatures required for COVID-19 
vaccines,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train 
logisticians and health workers on how 
to keep COVID-19 vaccines at the right 
temperatures. As part of a program that 
started in 2017, with support from Gavi, 
UNICEF continues to procure and sup-
port the installation of 70,000 cold-chain 
fridges in lower-income countries by the 
end of 2021, which will help in the roll-
out of COVID-19 vaccines that need to 
be stored at 2 to 8 degrees Celsius. Al-
most half of these will be solar powered.

UNICEF, WHO and Gavi are also 
working to help countries prepare and 
develop national deployment and vac-
cination plans for the large-scale roll 
out of COVID-19 vaccines. Currently, 
countries are continuing to monitor their 
readiness against key milestones, which 
include expediting regulatory approvals 
and putting in place ways to monitor 
vaccine safety. In addition, a UNICEF 
meeting this week with more than 300 
vaccine procurement experts globally, 

ways to procure and roll-out COVID-19 
vaccines and strengthen regulatory sys-
tems and supply chains.

Funding is critical. UNICEF has called 
for US$410 million to help countries 
with the delivery of vaccines, therapeu-
tics and diagnostic tools in 2021. Fur-
ther, UNICEF estimates a funding gap of 
US$133 million to cover in-country vac-
cine logistics and the required cold chain 
equipment for the poorest 92 countries.
“With the imminent arrival of globally 
approved COVID-19 vaccines, we can 
begin to see signs of hope. But hope will 
not be restored by the vaccine alone,” 
said Fore. “Countries need urgent tech-

-
en their capacities for cold and supply 
chains, to train health workers, and to 
work with communities in combatting 
misinformation and building trust in vac-
cines. Without urgent funding and sup-
port, many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still 
risk being left behind.”

Related

COVAX: Ensuring Glob-
al Equitable Access To 
COVID-19 Vaccines

What COVAX Offers:
 Doses for at least 20% of countries’ 
populations Diverse and actively 
managed portfolio of vaccines 

Vaccines delivered as soon as they 
are available
 End the acute phase of the pandemic 

Rebuild economies
The largest vaccine procurement and 
supply operation ever is underway – and 
UNICEF is leading it on behalf of the 
Global COVAX Facility. We are work-
ing to ensure that all countries participat-
ing in the Facility (currently 189) have 
equitable access to 2 billion doses of the 
COVID-19 vaccine by the end of 2021.
How Through the COVAX Facility – 
led by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WHO 
and CEPI – UNICEF is working with 

manufacturers and partners on the pro-
curement of COVID-19 vaccine doses, 
as well as freight, logistics and storag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AHO Revolv-
ing Fund, we are leading the procure-
ment and delivery for 92 low- and lower 
middle-income countries while also sup-
porting procurement for more than 97 
upper-middle-income and high-income 
nations. Together, these represent more 

-
tion.
When? When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
cine is approved by WHO, UNICEF will 
begin the operation to transport vaccines 
from manufacturers to countries. The 
initial 2 billion doses are intended to 
protect frontline health care and social 
workers, as well as high risk and vulner-
able people.
Why UNICEF? As the largest single 
vaccine buyer in the world, UNICEF has 
a unique and longstanding expertise in 
procurement and logistics to help chil-
dren in need. UNICEF procures more 
than 2 billion doses of vaccines annu-
ally for routine immunization and out-
break response on behalf of nearly 100 
countries. We are the main procurement 
partner of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and 
have helped reach more than 760 million 
children with life-saving vaccines over 
the last 20 years, preventing more than 
13 million deaths. In vaccinating health 
workers globally, we ensure that health 
care workers can get back to work so 
that children and their mothers get the 
critical health care they need - vaccina-
tions, treatment of malnutrition and oth-
er deadly diseases such as malaria and 
diarrhea, as well as obstetric, prenatal 
and post-natal care along with services 
for newborns. These are critical services 
without which millions of children’s 
lives are at stake given the widespread 
disruptions to essential services during 
lockdowns. We cannot let one disease 
lead to outbreaks of other diseases that 
could reverse years of progress in child 
health. (Courtesy https://www.unicef.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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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mmoth And Historic’ Logistics Program To
Help Low-And Lower-Middle-Income Countries 

UNICEF Plans To Transport Up To 850 
Tons of COVID-19 Vaccines Per Month

In Partnership With COVAX

UNICEF/UNI319459/Rocio Ortega

Editor’s Choice

People line up outside the Barclays Center for coronavirus testing in Brook-
lyn, New York, December 18. REUTERS/Andrew Kelly

Levi Dinmore, 8, gets a COVID-19 test at a Sameday Health drive-through testing site in 
Bethesda, Maryland, December 22. REUTERS/Evelyn Hockstein

People queue to be tested for COVID-19 in Times Square, New York City, December 20. REU-
TERS/Andrew Kelly

A man receives a booster shot 
for the coronavirus at a Mc-
Donald’s in Chicago, Illinois, 
December 21.  REUTERS/Jim 
Vondruska

Barbara Garramone of 
Rome, Italy, is embraced 
by her son Pietro and 
daughter Giulia as they 
wait in line for a coronavi-
rus test in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December 22. 
REUTERS/Andrew Kelly

A hand-written sign attached to 
the door warns customers shop-
ping for a home test that the kits 
are out of stock at a CVS store 
in Somerville, Massachusetts, 
December 22.   REUTERS/Brian 
Sny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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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是日本东京的旧称。两百多年前

的江户，居酒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江户

人爱喝酒成为了全国的共识。

酒桌上，江户人喜欢劝酒、斗酒，甚

至从来不以醉酒为耻，因此过量酗酒引发

的麻烦事也不少。然而，无论是政府颁布

了夜间营业禁令、酗酒禁止令，还是频繁

遭遇的敲诈勒索与赖账，都没能压垮江户

人对居酒屋的热情，“酒乃扫愁帚”的谚

语一直流传至今。

在江户时代，什么酒最受欢迎，可以

搭配哪些菜肴，经常光顾的客人是哪些人

，又与今日居酒屋有何异同？

日本饮食文化史研究者饭野亮一在其

著作《居酒屋的诞生》中带领读者一窥江

户人奇特的嗜酒文化，书中引经据典，深

入解读探究居酒屋俘获人心的奥秘，揭开

居酒屋文化传承至今的缘由。

经出版社授权，本文摘录其中若干章

节，一起了解两百多年前的江户人为何嗜

酒如命，屡禁不止。

《居酒屋的诞生》[日]饭野亮一 著，

王晓婷 译；2022年1月；世纪文景 上海

人民出版社

《居酒屋的诞生》[日]饭野亮一 著，

王晓婷 译；2022年1月；世纪文景 上海

人民出版社19 世纪前半叶，江户市民每

年的饮酒量多达90万樽。酒樽（四斗桶）

一樽一般可容三斗五升的酒，90万樽大概

是56700升。如果按照当时江户人口为100

万来计算的话，那么一人一天大概饮用

155毫升的清酒。

那么今天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日本国

税厅发布的2011年度《酒类消费数量等情

况表》（都道府县）显示，酒类的消费以

东京地区最多，成年人平均一天

约为301毫升（全国平均值为224

毫升）。东京人口众多，这是成

年人的消费量，如果像江户一样

按照全部居民总人口数来计算的

话，每人每天的消费量是255毫

升左右，差距很小（全国平均是

182毫升）。这样看起来还是当

下东京的人均消费较多，但是现

在清酒的消费量是每天每人15毫

升左右（占6%），比江户时期

要少得多。酒精含量约为清酒

30%的啤酒和起泡酒占了半数以

上（酒精度比较高的烧酒占9%

）。如果以酒精的摄入量来比较

的话，江户市民在饮酒这件事上

丝毫不弱于今天的东京人。

日本东京，老城区内的一处居酒

屋。 视觉中国 图此外，除了清

酒，当时的江户市场上还有不少“浊酒”

在销售。根据1873年留下的记录，以往

“祖传浊酒酿造”的从业人员是330人，

在1836年又有1533人加入这个行列，从

业人员达到了1863人（《幕末御触书集成

》四三七八）。

始于1833年的大饥荒导致了米价高涨

，幕府出台禁令将造酒用米的总量限制在

以往的三分之一。为了彻底执行禁令，还

将销往江户的酒水总量也限制到以往的三

分之一。因此江户市内的存酒几乎被消耗

完，为了填补这部分市场空缺，浊酒的酿

造者就增加了。浊酒也是以米为原料酿造

的，当然也在奉行所取缔的范围内，这种

从业人员的急剧增加可以看作暂时现象，

但是当时江户新出现的浊酒铺子要比以往

多出了300多家，这都是在市场的需要下

应运而生的。加上浊酒的总量，当时江户

的市民所消耗的酒量无疑是巨大的。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以低廉的价格销

售浊酒的居酒屋来说，货源是不用发愁的

。

当时住在大阪的狂歌师笔彦所撰写的

《轻口笔彦咄》（1795）中有这样的句子

，“江户为美酒醉倒，京都为服装倾倒”

，而“大阪为食物倾倒”，对比了江户、

京都、大阪这三座城市，体现了在大阪人

眼中江户这个为酒醉倒的都市形象。

好酒之徒。图上写着“上户（善饮的

宾客）席地而坐饮，下户（不胜酒力的宾

客）独离席”（上戸のみ中座をするじゃ

下戸ひとり）。（来自《种瓢》八集）大

阪人眼中的江户人是嗜酒的，但如果以西

洋人的眼光来看，日本人整体的饮酒方式

都很不可思议。

信长、秀吉时代居住在日本的传教士

路易斯· 弗洛伊斯（1563—1597 旅日）在

他的著作《日欧文化比较》（1585）中比

较了在喝酒方法上西洋人和日本人的不同

，指出了日本人会互相拼命劝酒，喝到醉

酒失态也不以为耻。

我们很少会过量饮酒，也不会有人拼

命劝酒。但在日本大家会彼此拼命劝酒，

常至一人呕吐，他人也大醉的程度。

我们认为酒喝到失态的程度是非常羞

耻、很丢人的，但是日本似乎以醉酒为傲

……

针对这种情况，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

踩了刹车。

纲吉在1669 年八月十七日颁布了这

样的禁令（《御触书宽保集成》二一四五

）：一、醉酒会导致一些人行为举止失控

。考虑到此类情况，特对酗酒行为颁布禁

令，今后请诸位对饮酒一事加倍审慎。二

、待客时也不可强行劝酒。如果有因饮酒

而暴走者，劝酒者也一同治罪。三、要逐

渐减少卖酒的商铺。

禁令的内容针对的正是弗洛伊斯指出

的酗酒后失态、强行劝酒的行为。此外，

禁令还规定要减少居酒屋的数量。纲吉在

其任内颁布了一系列非常著名的以保护生

灵为主旨、被总称为“生类怜悯令”的政

令。因为他似乎很讨厌酗酒行为，所以当

月轮值的老中土屋政直在向其他若年寄传

达上述禁令内容的时候，还传话说：“因

为将军很讨厌酒，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

同时也要告诫各自的下属谨慎行事。”

（《年录》）这个禁令也通过町奉行传达

到江户的大街小巷。（《正宝事录》八四

四）

第二年十月，更严格的大禁酒令出台

。这一次的禁令增加了对江户市内造酒铺

子收取“运上金”（附加税）的内容，要

求“遵照去年八月十七日所颁布的命令，

禁止大行酒事”（《德川纪实》六篇）。

收取“运上金”，一方面是为了填补当时

幕府财政上的亏空，另外幕府应该也是希

望通过抬高酒价来减少酒类的流通量，抑

制大肆泛滥的酗酒行为。

运上金的征收对象并不仅限于江户地

区的酒铺，全国各地的造酒铺子都要缴纳

。按规定，各酒铺都“需要以高于酒类市

价五成左右的价格销售，增加出来的五成

今后要作为运上金上缴” （《正宝事录

》八六五）。这意味着要在原来的市价基

础上征收50%的消费税。所以运上金制度

饱受非议，在1709年一月纲吉去世之后不

久的三月，就被废止了。

虽然酗酒禁止令没有被撤销，但是这

本来也是因为纲吉自己讨厌酒类才下达的

旨意，所以在纲吉死后这道旨意便名存实

亡， 之后再没有类似的禁令出台。

在如今的日本东京，小酒馆、居酒屋

随处可见，一直开到深夜。 视觉中国 图

这条禁令颁布一百五十年后，1842 年正

月，北町奉行所的下级官员向町奉行递交

了《北町奉行所同心上申书》（《市中取

缔类集》一），要求重新出台禁令：“元

禄九年，曾经颁布过禁止大肆酗酒和强行

劝酒的禁令，但是那之后再没有过类似相

关指示，所以近年来虽然明知有此禁令，

依然有很多人以大肆饮酒为荣，往往到引

起纠纷的程度。如果现在可以重新出台这

个禁令，应该可以训诫市民，规范他们的

行为举止和风貌。”

纲吉去世后，幕府对于酗酒行为并非

完全放任，对酗酒闹事引发纠纷的人员也

会施以严厉的处罚。第八代将军吉宗的时

代将处罚规定明文化，对醉酒后杀人或者

暴力伤人的行为要进行如下惩罚（《德川

禁令考》后集第四）：

（一）“醉酒行凶杀人者”死刑。

（二）“醉酒伤人者”要受到惩处，

武家公职人员相对市民和百姓要接受更严

格的惩罚。武家公职人员伤人后要先被交

予主家收押，到所伤之人痊愈后，赔偿治

疗费用。无论伤情轻重，规定中小性（介

于小姓组到徒士众的官职）需要赔付两枚

银币（相当于一两黄金的20%），徒士是

黄金一两，足轻、中间是银币一枚。无法

赔偿者，以往是要用短刀或者其他刀具抵

偿，但从1747年开始，在上述赔偿之上又

加强了惩罚，加害者会被驱逐出江户。町

内的普通百姓，除了要坐牢以外，还要在

对方伤势痊愈之后进行金钱赔偿。到了

1744年还对赔偿金额进行了规定：“市民

百姓须赔偿银币一枚，低级手艺商人和百

姓等也遵照上述标准支付治疗赔偿。”当

时的黄金一两相当于今天的75000日元左

右。

（三）关于“醉酒殴打他人者”要接

受的惩罚，与（二）中规定的差异不大。

如果是武家的公职人员，无法按照（二）

中的规定赔偿时，不需要将刀、短刀等交

给被害方，而要将自己拥有的其他所有物

品交给受害人。普通的商人工匠以及百姓

不仅必须坐牢，还要赔偿损失，但是没有

规定具体的金额。大概是按照实际情况赔

偿相应的金额。

虽然当时有非常严格的处罚规定，但

酗酒行为并没有因此得到遏制，正如人们

常说的“大火和酒闹是江户之精华”一样

，酒后闹事的情况层出不穷。

《北町奉行所同心上申书》一书也提

到，有很多人是以酗酒为荣的。而且有很

多专门为较量酒量而开设的“大酒会”。

其实“大酒会”的习惯由来已久，山东京

传所写的《近世奇迹考》（1804）中写道

，“酒战，在庆安时代（1648—1652）非

常普遍。樽次、底深（皆为人名）被封为

大将，敌我分开，各自募集众多酒兵，拿

着大杯子互相较量酒量一决胜负，好一场

大戏”，书中还收入描绘当时场景的《酒

战图》。

《酒战图》。宾客分为两组斗酒的情

形。（出自《近世奇迹考》）不确定这种

酒战后来是不是还存在，但到了19世纪以

后大型酒局再度流行起来。深川的商人青

葱堂冬圃在《真佐喜桂》（明治时代前期

）里记录了盛行于享和、文化年间

（1801—1818）的大酒会：

享和到文化年间，东都盛行大食会，特

别喜欢将客人的名字按照甲乙的顺序标号。

我幼年时，父亲曾带我参加过柳桥万八楼的

宴会，府内自不用说，附近得主人赏识的人

也都来参加。新奇物品琳琅满目。首先是上

户（善饮的宾客）与下户（不胜酒力的宾客

）席位左右分开，中间是宴会主办人的坐席

。双方饮食的数量都被记录在名簿上张贴出

来。

当天，上户的大关用医师的药箱盖子

先准备一杯半酒，然后关胁同样用黑碗装

三十一杯酒，下户的大关则取出黑砂糖两

斤、辣椒五合左右，关胁吃了大馒头七十

二个和二八盛荞麦面二十八碗，其余人员

都以此为标准。排序保证公允。

文中写作大食会，严格意义上来说是

“大酒、大餐会”。

这个时期最受瞩目的大食会之一，就

是1815年十月二十一日千住宿一个叫中屋

六右卫门的人庆祝花甲寿辰召集各大酒豪

举办的大酒战。当天参加的人员过百，设

宴者为了斗酒特意准备了从五合到三升大

小不一的器皿六种。留下记录的有下野小

山的佐兵卫七升五合，吉原的伊势屋言庆

三升五合多，马喰町大阪屋长兵卫四升多

，千住扫部宿的农夫市兵卫四升五合，千

住的米屋松勘三升七合，饮酒量惊人。

（《高阳斗饮》《后水鸟记》，1815

，图36）还有女性参加了这次酒宴，天满

屋的美代女喝了一升五合后面色不改，菊

屋的阿墨满饮二升五合酒，阿蔦喝了七合

之后当场醉倒。可见女酒豪也不稀奇。

19世纪的日本江户，一个醉倒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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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审查令人困扰，前景不明

引发焦虑 ，几大华人群体讲在美

生存状况。

今年 4 月，美国《纽约时报》

披露数十名中国社科领域学者、

专家访美签证被吊销，让外界震

惊，人们难以想象美国防范心理

之重竟到了如此地步。在此前后

， 不 断 有 在 美 华 裔 科 研 人 员 遭

“清洗”的案例出现。由美国挑

起的对华贸易战犹如不断加剧的

风暴，逐渐蔓延到科技、教育等

领 域 ， 而 一 些 在 美 工 作 生 活 的

“特殊”华人群体不期然间被卷

入，成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

间紧张关系的承受者。《环球时

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数十名在美

华人，他们有的是教育留学相关

人员，有的来自信息科技等敏感

领域，有的在外贸加工等进出口

行业工作……他们在遥远的大洋彼

岸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想。

中国留学生：“我们今年都不敢

回家了”

“其实我们主要是被签证所制

约，本来的五年签现在变成一年

一签。”王博是美国莱斯大学化

学工程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他

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最近一

段时间，他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拿

到五年的 F1 学生签证，他们面对

的是更严格、长期的美国签证审

查。

王 博 说 的 “ 朋 友 ” 多 是 在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专业求学的中国学生。据统计

，在美国大学就读 STEM 专业的学

生，大部分为国际学生，其中中

国学生占多数。前不久有美国媒

体报道称，不仅处于敏感岗位的

华裔科技人员，一些在中国有学

术兼职的科学家，乃至更广泛的

STEM 专业留学生，都一定程度上

受到美中关系趋紧的波及。

“我们今年都不敢回家了”，

王博对记者说，“去年面签时，

我的护照被（美国驻华）大使馆

扣下一个月，感觉今年更难……”

据王博讲，他的一位学姐今年 2 月

回国过春节，之后返回美国时护

照被美国大使馆扣留审核几个月

。这事更让他和周围的朋友惴惴

不安，他们担心没有护照在手会

影响留学时间和毕业进度。

记者采访的其他多名中国留学

生讲述了同王博类似的处境和担

忧。今年 3 月，美国多所大学的中

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发布公开信，

呼吁在美中国学生联署他们写给

美国国务院的请愿书，希望放宽

签证限制。信中提及，一名中国

学生回国续签，结果 18 个月后还

没拿到签证，最终不得不辍学。

但目前看来，问题并未解决，一

些受访者认为他们已成为美国敌

视中国政策的附带损害承受者。

对于王博这类在读中国留学生

来说，出入境和学习签证续签问

题是他们感受到的最大变化，而

对那些渴望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

来说，最大的问题则是入学申请

屡屡被拒，入学门槛不断提高。

王博以莱斯大学为例称，该校今

年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博士名额变

少，入学申请难上加难。“今年

的新生，我们工程系只有 3 个中国

学生。”他说。

今年 5 月，媒体上盛传麻省理

工学院 2019 年本科生“未招收一名

中国大陆学生”，虽然该消息被证

明不实，但很多留学生明显感觉到

赴美中国学生在减少。一位从 2014

年起先后为美国三所大学工作的郑

姓招生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从今年春季开始，中国留学生的被

拒签率变得非常高，“春季申请的

学生 15 个被拒签 8 个，这 8 个学生

二次签证申请同样被拒”。他列举

最近招生工作中的案例说，“之前

最多拒一两个，不会直接砍掉一半

的学生”。

这位郑姓招生官表示，从本科

生到博士生的入学申请和信息审查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美国签证政策的

影响。“敏感专业的博士生来到美

国后，回国时需要接受美国海关审

查。华人教授回国，也会被全面检

查，所有行李特别是电子设备需要

在美国海关进行排查。”

代购商：“前景不明朗啊，我想

过部分转行”

像留学生一样感受深刻的，还

有身处中美之间的商人。“这次

贸易战，最直观的影响就是生意

变得很差”，生活在美国弗吉尼

亚海滩城的一位郑姓代购商告诉

《环球时报》记者。

郑先生说，汇率上涨，采购成

本直接上升，作为代购，从中赚

取的利润也被严重压缩，导致他

们不得不适当提高售价，而这自

然会影响到销量。不仅如此，近

期针对他发往中国的货物，美国

海关的开箱概率变高，达到至少

30%。“正常提前预报的货物也受

到影响，物流速度和周期明显变

慢很多。”

至于贸易战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郑先生说：“影响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种影响是不可见的，需

要时间才会显露出来。”不过他

同时表示，加州、纽约等华人大

区受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那里

的华人总人数多且密集，跟中国

的联系更加密切。“很多华人超

市的食材需要从中国进口，供应

链上会受到影响，比如有些食材

很难买到。”

有受访者对《环球时报》记者

表示，华人普遍有储蓄习惯，所

以 短 期 内 受 到 的 影 响 还 不 大 ，

“但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影响

可能越来越明显，大家心里有点

没底。”他话锋一转，表示美国

相关企业受影响更大：“中国出

口到美国的原材料关税变高，一

些美企需要重新选择供应商或者

提高价格。”

旅美生活有苦楚，但“华人都

挺能吃苦，应该是全美最佳移民

”——说这话的刘先生在美已生活

5 年，做职业代购约 3 年。刘先生

说，他有一批从美国本土采购的

货物发往中国，几个月前发出后

，愣是被美国海关扣留了几个月

，直到前几天才通关出来。为此

，他不得不低价抛售，损失 4 万元

人民币左右。“如果商品一直滞

留，我会损失十几万到二十万元

人民币。”刘先生说，这次算得

上有惊无险，但未来令人忧虑，

“前景不明朗啊，我想过部分转

行”。

作为一名职业代购，自然是经

常与在美华人物流公司和代发公

司打交道，刘先生等人深刻感受

到这些公司也受到冲击。“一些

代发公司的利润非常低，如果汇

率上涨导致成本上涨，他们很可

能一个月就是白干。”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投行

华人职员对金融市场的状况也是

连连叹息。他说，汇率和货币市

场作为贸易战的次生战场，也在

不 断 发 生 变 化 ， 风 险 在 增 大 。

“比如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从 6.3

、6.4 到最近的差不多 6.9，股市震

荡不断，带来不小损失……”他同

时表示，就个人生活而言，他认

为最主要的影响还是美国出入境

身份核查政策不断变严带来的不

便。

这也是很多人的感受。据了解

，不仅是学习签证，其他签证如

旅游签的申请也越来越难。“从

今年开始，旅游签被拒的概率很

大。往年只要材料没问题大概两

周都会过，今年好多家长过来旅

游都被扣留审核，甚至被拒。”

王博说。

SpaceX 员工：“我的专业太敏感，

本来就出不了境……”

曾几何时，美国是世界各国尤

其中国学生最向往的留学地，这给

美国也带来巨大好处。据统计，仅

2018 年一年，中国留学人员在美总

消费就达 189 亿美元。但现在，人

员交流受到的阻碍越来越明显，以

至于今年 6 月先是中国教育部发出

赴美留学预警，紧接着文旅部、外

交部发布赴美旅游预警。

《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由于中美关系出现紧张，

美国对“安全”和“敏感技术遭

窃取”的担忧也使得很多想留在

美国工作的华人面临屡屡碰壁的

困境。小童是从哥伦比亚大学毕

业的材料科学硕士，他说，从去

年开始，发放给有专业技能外籍

员工的H1B签证数量不断减少，华

人的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少。最近

，他回到了中国工作。

小陈学的计算机科学（CS）专

业，她刚从美国一所大学毕业，

在当地找到一个不错的实习工作

。“CS 专业仍然很热门，我身边

的几个同系硕博毕业生也在美国

找到了实习机会。但是，贸易战

才刚开始，实习后能不能留下来

真的是不知道。我感觉很悬。”

小陈说。

一些供职于美国高科技公司的

华人员工也感受到这股“寒流”。

钱先生在美国软件巨头英特尔公司

工作，他告诉记者，公司明文规定

遵守美国政府规定，暂停与中国相

关企业的所有联系。“这样的禁令

在英特尔不是第一次。之前出现摩

擦时就有禁令，禁令来自政府，公

司只是执行。”他说。

记者还联系到一位毕业于麻省

理工学院航空航天专业的博士，

现在供职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SpaceX），他幽默地说：“对

我来说，贸易战带来的影响感受

不大，毕竟我的专业太敏感，本

来就出不了境……”

值得一提的是，甚至美国人自

己也受到波及。今年 4 月，小布什

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在华盛

顿一场研讨会上说，美国对中国

的“红色恐慌”已影响到曾在中

国留学的美国人，那些留学中国

的人发现，他们回来后，很难通

过背景审查，因而很难在政府内

找到职位。

尽管不同程度地面临教育、签

证和工作等方面的困境，但记者

采访的华人都表示其生活并没有

“脱轨”。“大不了回国”“真

心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记者

在采访期间听到很多这样的感慨

。不少学者认为，美国政府肆意

将经贸摩擦演化为贸易战并扩散

至多个层面，是鲁莽而不可持续

的做法。但眼下的局面，身处夹

缝之中的人只能忍耐、等待，尽

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些在美国的华人
现在过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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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大学排名轰轰烈烈、眼

花缭乱，较为常见的排名主要有：US-

News、 THE、 QS、 CWUR、 ARWU、

CWTS、UPAP、路透社、福布斯、华盛

顿月刊、韦伯麦特里克斯网、全球网上

热度、全球高校网41cu等。

事实上，不同机构，其排名依据、

指标体系、计算方法，甚至排名目的，

各有不相同。当然不同排名所获得的结

果，肯定是有差别的，甚至是相去甚远

、自相矛盾的。这给很多学生及家长带

来了不少的困惑。

那么，如何才能比较客观地看待美

国大学？并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心中

“梦校”呢？这里主要借鉴旅游饭店景

区星级评定方法，结合美国人心目中的

美国高校看法，对出现频率较高的大约

100个美国高校进行层级分类排序。仅

供参考。

一、美国大学星级分类依据

这里的星级排序，仅仅提供一种层

次性（Tier）的分类。虽然同属于rank-

ing，但并不属于具体的数字排名，而是

主要强调美国大学的大致层次划分。事

实上，在纷繁多样的大学之间，很难通

过简单的数字，排定它们的先后。

这里的星级分类依据主要考虑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综合考虑各种排名结果

；二是重点考虑大学的教学、科研、学

术等方面；三是重点考虑美国人心目中

的美国大学排名；四是结合网上不同学

校的评论结果；五是结合对大学的总体

印象。

值得提及的是，这里不是简单的所

谓针对本科的USNews美国大学综合排

名，也不是简单的所谓针对学术的US-

News美国大学世界排名。这里只是美国

大学的综合层次分级，并非所谓的大学

排名。有关美国大学所谓的专业、专项

排名，请具体参考各种世界排名。

二、美国主要大学星级分类

根据上述指标和依据，将美国出现

频率较高的约100个大学划分为十星级

、九星级、八星级、七星级、六星级、

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等八个层级

（Tier）。这些八个层次大学群体之间

，可能存在某个方面的差别（综合、科

研、教学、影响等）。

尽管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没有可比

性，但为了便于思考和把握，尽可能把

这些星级评定与国内高校排名结合起来

，尤其是考虑与国内双一流大学、985

高校、211高校的星级高校对比联系起

来（未必恰当）。

大致把美国七星级—十星级高校看

成是相当于国内的985高校；美国六星

级（包括6A、6B、6C）高校看成我国

的211高校；美国五星级相对应于国内

的一本高校；美国四星级高校大致对应

于国内二本高校；美国三星级高校大致

对应于国内的三本高校。

三、世界大学分层排序

●十星级大学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

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这些

大学属于世界最顶尖大学。

●九星级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

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杜克大学

，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些高

校属于世界超一流大学。

●八星级大学

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西北大学，纽约大学，华

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卡耐基梅龙大

学，塔弗茨大学，范德堡大学，埃默里

大学，南加州大学，莱斯大学，威廉玛

丽学院，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圣母大

学，乔治城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弗吉

尼亚大学。这些学校属于世界一流大学

。

●七星级大学

佐治亚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波

士顿学院，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加州大学圣地

亚哥分校，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

凯斯西储大学，维克森林大学，伊利诺

伊大学香槟分校，罗切斯特大学，布兰

迪斯大学，杜兰大学，里海大学。这些

学校属于世界一流大学。

以上约50所七星级到十星级大学，

可以勉强类比（只为了便于思考）中国

的39所985大学。这些学校的科研及教

学水平可能要高于国内985大学。

●六星级大学

6A类：东北大学，加州大学圣芭芭

拉分校，佛罗里达大学，伦斯勒理工学

院，俄亥俄州立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分

校，宾州州立大学，马里兰大学帕克分

校，普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匹兹堡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

雪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德州农工

大学，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克莱

姆森大学，迈阿密大学，康涅狄格大学

。

6B类：罗格斯大学，伍斯特理工学

院，南卫理工会大学，威兰诺瓦大学，

美利坚大学，杨百翰大学，密歇根州立

大学，佐治亚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克莱姆森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

校，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北卡

罗来纳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

顿分校，迈阿密大学牛津分校，内布拉

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福德汉姆大学。

6C类：科罗拉多矿业大学，叶史瓦

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克拉克大学，史蒂文森理工大

学，伊利诺伊理工大学，马凯特大学，

爱荷华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

，洛约拉大学芝加哥分校，德拉华大学

，德雷塞尔大学，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

，霍夫斯特拉大学。

以上学校可以勉强类比（只为了便

于思考）中国的211大学。但很可能这

些学校的科研及教学水平可能要高于国

内211大学。

●五星级大学

亚利桑那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芝加

哥分校，德保罗大学，德克萨斯大学达

拉斯分校，内布拉斯卡大学林肯分校，

贝勒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加

州大学美熹德分校，圣地亚哥大学，旧

金山大学，霍华德大学，新泽西理工学

院，丹佛大学，俄勒冈大学，佛蒙特大

学，克拉克森大学，罗切斯特理工学院

，天普大学，新罕布什尔大学，奥本大

学，南卡罗莱纳大学，圣路易斯大学，

俄勒冈州立大学，犹他大学，戴顿大学

，阿拉巴马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堪

萨斯大学，田纳西大学，密苏里大学，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乔治曼森大学，辛

辛那提大学，肯塔基大学，密西西比大

学、阿肯色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

以上学校可以勉强类比（只为了便

于思考）中国的普通一本大学。但并不

是意味着与国内的一般大学在科研和教

学上都是同等的。

●四星级大学

圣地亚哥大学，圣何塞州立大学，

塔尔萨大学，太平洋大学，北伊利诺伊

大学，南伊利诺伊大学，其它众多公立

大学非旗舰分校，以及部分当地走读类

大学。这一类大学在教学质量以及科研

方面是满足美国高校要求的，可类似于

中国的二本大学，基本属于当地比较普

通的大学。

●三星级大学

美国共有一千两百多所社

区大学，比较著名的社区

大学如圣巴巴拉城市学院

、圣莫妮卡学院、帕萨迪

纳城市学院、伯克利城市

学院、费城学院、橘郡海

岸学院、山麓与迪安萨学

院等。美国当地社区大学

，有点相当于（不一定恰

当，只为了便于思考）国

内的三本大学。

四、如何看待目前各种

“精准”的大学排名？

不同的大学，其背景、历

史、文化、性质不同，其

理念、模式、教学、学术

、管理不同，发展特色和

方向各异。企图通过几个

指标对它们进行排名，甚

至用单一的数字排名决定

学校的综合位置，这是不

客观的，也是不公平的。

把世界几千所名校硬生生

地划定在所谓的排名里，

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世界大学格局

，框定在狭隘、主观的数字游戏里，把

不同大学的“命运”简单、粗暴地“一

锤定音”于阿拉伯数字的排序中，这着

实有点荒唐，也是不科学的。

试想一想，具有几十年、上百年、

甚至几百年历史的大学积淀和成就，怎

么能用简单的数字来简单描绘？某所大

学怎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其综合实力

变动怎么会那么大？某所大学或者部分

大学的综合实力怎么任由一家或几家排

名机构来认定？

五、如何择校？

这个要综合考虑，你喜欢的专业、

周围实习环境、经济负担如何、自己的

适应能力、是否续读硕博、是否回国工

作，城市、气候、文化、安全、生活便

利情况，有些喜欢东部的地道，有些向

往西部的多元化，有些喜欢北方的寒冷

，有些喜欢南方的热辣，有些喜欢文理

小班型，有些喜欢综合大学的资源，有

些喜欢安静的乡镇，有些喜欢热闹喧嚣

的大城市……

选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跟着

自己的感觉走，跟着自己的追求走，不

要只听一面之词，不要只看某个排名，

仅仅根据某个人为的排名去断定哪个大

学好与不好，甚至仅仅只听某一个人的

片面的看法，这是不明智和不科学的。

因为每个人的三观不同，因为每个

人的认知高度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对美

国大学的了解程度不同，因为每个人对

同一所美国高校的理解不一样，因为每

个人对同一所美国高校的追求有明显差

异，因为即便是美国人也未必对美国

4000多所美国大学都熟悉………

准备到美国留学的朋友，通过各种

排名了解一下你心中“梦校”的总体情

况即可，不要被所谓的某种排名前10、

前20、前30、前50所“绑架”了，难道

排名前20的，就差于排名前10的，排名

前30的就一定优于前50的？你只是读本

科，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适合自己的、与自己匹配（match）

的，就是你心中理想的“梦校”！

本文只给了美国高校的星级层次分类

排序，并没有给出星级分类排序的分析过

程，目的是不希望这些分析过程束缚了不

同人的想法。尽管其中可能有你在读的学

校星级排序未如所愿，希望能从不同的视

角提供重新审视自己学校的机会。

美国“梦校”之旅：
美国大学星级分类排序与择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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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帝陳展鵬陳展鵬再爭再爭
要硬要硬撼撼馬國明馬國明

湯洛雯否認與男友將軍澳同居

黃智雯表示生日要在工作中
度過並要拍通宵戲，但都

開心，好友趙希洛更給了她驚
喜，踏入凌晨突然捧出蛋糕在
錄影廠為她慶生，還有單立文
都有跟她慶祝。談到生日願望，
她表示當然希望新劇順利，因為
新劇對她來說是挑戰，劇中她要
長期飽受家暴。

談到她入圍《萬千星輝頒獎
典禮2021》“最佳女主角”最後
5強，問到生日願望不是得視后
嗎？智雯承認信心是多了，非

常多謝觀眾及朋友投
票，入到 5 強已當贏
了。她又指每個對手都
是勁敵，各有特色，但最開心是好姊妹姚子
羚都打入5強。她又稱自己沒時間拉票，對
得獎都是隨緣。

靚湯與展鵬首次合作
湯洛雯（靚湯）與陳展鵬在《隱門》首次合

作，劇中靚湯飾演警察，二人會有動作場面，展鵬
表示跟靚湯合作後才發現她很大力，她的斯文形
象是假象。展鵬透露劇中與靚湯及黃智雯會有錯
綜複雜的關係，他笑言已很久未試過為劇本而做
筆記，因每次看劇本都有一些令他們意想不到的

情節。談到他亦打入台慶頒獎禮“最佳
男主角”最後5強，他的對手其中包括
有靚湯的男友馬國明。展鵬坦言得獎
與否都是交給公司決定，自己只希望
演好角色，觀眾欣賞及開心，當然他

也希望再次得獎。靚湯就叫陳展鵬
若得獎可以再生寶寶，與大女湊成
“好”字。
當問到靚湯，若男朋友馬國明得視帝會如何？她笑

說：“都不關我事，等我拿獎再生（寶寶）啦。”展鵬就
提議，如馬國明得獎就結婚，她得獎就生寶寶，靚湯尷
尬地說：“不要講這些啦！”

另外，近日有傳靚湯與馬國明在將軍澳同居，
靚湯否認說：“我住在自己家，因為他（馬國
明）最近連踩兩套劇，他在將軍澳租個地方休
息，有時回家住，不是同居。”

有指馬國明的舊愛黃心穎亦住同一
屋苑，問到靚湯若碰見心穎會否尷
尬？靚湯說：“這個真是不知
道，（尷尬？）不會
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陳展鵬、

黃智雯、湯洛雯（靚

湯）和劉佩玥等，21日

出席新劇《隱門》開鏡拜

神儀式，適逢21日是黃智

雯正日生日，劇組送上蛋糕給壽星女，又唱生日歌為她慶祝，氣氛熱鬧。陳展鵬坦言想再奪視帝寶座，但就

要過湯洛雯男友馬國明一關，而湯洛雯則否認與馬國明在將軍澳同居的傳聞。

● 靚 湯 表
示就算遇見黃
心穎也不尷
尬。

●馬國明近
來忙於拍劇。

資料圖片

●陳展鵬笑
指跟靚湯合作
後才發現她很
大力。

●21日是
黃智雯正日
生日。

●新劇《隱
門》21日舉行
開鏡拜神儀
式。

●●《《愛愛．．回家回家》》一眾演員一眾演員2121日出席日出席““喜慶過冬至喜慶過冬至””活動活動。。

●●林淑敏表示該場與許家林淑敏表示該場與許家
傑結婚戲是拍攝傑結婚戲是拍攝11,,500500集集
以來最大壓力的一集以來最大壓力的一集。。

●● 韓國女星李荷妮早前才公布戀韓國女星李荷妮早前才公布戀
情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呂慧儀、張
景淳、林淑敏、許家傑及姜麗文等，21日聯同一
眾《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演員，出席於電視城
舉行的“喜慶過冬至”活動，現場並宣布“龔水
CP”以及“蓮輝CP”大婚一幕，將於12月27日
播出，兩對新人並即場大派喜帖。另外，為慶祝
該劇於《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1》獲多項提名，
監製林建祥更率領一眾演員切燒豬。

林淑敏與許家傑一起接受訪問，林淑敏表示
該場結婚戲是拍攝1,500集以來最大壓力的一
集，因為知道觀眾好期待，而拍攝過程亦儼如真
的結婚一樣。問到二人拍結婚戲可有親吻場面？
二人大賣關子，但表示會有突破。

林淑敏被問到因遲到而遭高層曾勵珍（珍
姐）下廠訓話一事，許家傑即表示要護航，並
說：“我同林淑敏合作多年，我以人格擔保，她
不是遲到王，是一個敬業樂業的演員。”林淑敏
對於報道就覺得沒所謂，她說：“這些都是花邊
新聞，這件事我不在現場，清者自清，（珍姐有
沒同你聊過？）我有打給監製問，他聽到都好茫
然，身邊朋友緊張過我，幫我打氣。”同樣被指
遲到的許家傑被指見過珍姐？他說：“我們定期
都會開製作會議。”

呂慧儀與張景淳表示整個婚禮劇情拍了兩個
月，並會由婚前派對開始播足四日，整個聖誕都
陪着大家。她指今次單是結婚相便影了三輯，由
夏天拍到颳風，橫跨整個季節，她記得其中一日
更着住婚紗在天台拍攝，凍到流鼻水，而劇組更

安排了大婚一幕在酒店拍攝。呂慧儀說：“我有
（結婚）經驗，今次忙過真結婚！”

張景淳多謝珍姐提醒
張景淳就笑言暫時沒有機會結婚，亦還未知

今世會否有機會結婚，所以今次是個體驗，不過
拍到結婚一幕時，他都有被感動到眼濕濕，他笑
說：“雖然是做戲，但都真情流露。”呂慧儀指
當日差不多全劇總動員拍攝，演台下賓客的演員
都拿起手機拍片，事後更傳回給她，感覺婚禮像
真的一樣。她也希望劇集播出後，會有廣告找他
們。談到高層曾勵珍被指在錄影廠捉到景淳遲到

並訓話，他指珍姐經常都會來廠看，又會在開會
時提出各樣問題，如做得不夠好會提醒他們，不
同人會遇到不同問題。問到他可有試過遲到？他
說：“一路拍攝總有試過，如果有一定要改善，
紀律上要做得更好，之前開會珍姐都有講過要守
時，始終節目拍了1,500集，不同的位都會散一
點，如果有懶散的確需要提點，無論什麼狀況，
珍姐是可以的，好多謝珍姐提醒我。”

呂慧儀認為珍姐都是着緊他們，想做得更
好，都是好事，而且如此大的團隊，總會有不同
的個人問題，希望拍攝時候士氣高漲，才可以傳
遞到快樂給觀眾，再拍多一千集。

許家傑人格擔保林淑敏非遲到王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央社報道，韓

國演員李荷妮11月剛承認與圈外企業
家男友的戀情，21日透過經理人公司
宣布結婚喜訊，雖因新冠疫情未能舉
辦結婚典禮，兩人21日在家人見證下
成為一輩子的伴侶。

李荷妮在2020年宣布與愛情長跑
7年多的演員尹啟相分手，今年11月
初證實在熟人介紹下與圈外男友結
緣，兩人在李荷妮拍攝《One the
Woman》期間互相陪伴、發展為戀人
關係。

現年38歲的李荷妮在2006年獲
選為韓國小姐，2007年角逐環球小姐
獲第4名佳績，之後從事演藝活動，
新近主演人氣韓劇《One the Wom-
an》早前才大結局。

李
荷
妮
低
調
下
嫁
圈
外
企
業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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