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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retailers cut prices but services keep
inflation hot
WASHINGTON, June 9 (Reuters) - Major U.S.
retailers like Target Corp (TGT.N) and Walmart
Inc (WMT.N)have been cutting prices to clear
overstocked warehouses, but hotel revenue is
pouring in as daily room rates and occupancy
have broken above pre-pandemic levels.
Used car prices are no longer surging at the
chart-topping pace that drove an initial surge of
COVID-era inflation; but airline fares as of April
were rising at a stratospheric 33% annual rate.
The price of restaurant meals is accelerating, but
with no break apparent yet in demand according
to data from reservation site OpenTable.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d believed the expected rotation of spending
from a COVID-lockdown splurge on goods to
in-person services would take the edge off of price
increases. Services, after all, are affected less by
the supply-chain bottlenecks that kept goods off
of shelves and fueled price rises through scarcity.
Instead, the two sides of American consumption
are so far seeing a handoff in inflation pressure,
with the more wage-sensitive service industry
competing for workers to fill vacancies well above
the national job opening rate.
For the Fed, as well as Democrats worried inflation will cost them at the mid-term polls in
November, the “great rotation” so far is providing
no easy fix.
“A rise in consumption back towards services may
not help much,” given higher labor demand and
higher wage growth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said
Harry Holzer, a Georgetown University economics professor and Brookings Institution fellow.
“Wage inflation there is stronger in a range of
sectors from the low end...to the high end” - from
restaurant workers to well-paid professionals.
New consumer inflation data due Friday is expected to show headline prices rose by 8.3% annually,
a multi-decade price shock that has cut Americans’ purchasing power, boosting food costs and
pushing gasoline near $5 a gallon.
The Fed uses a slightly different measure for
its 2% inflation target, but it is running at 6%,
causing the Fed to engineer one of its fastest-ever
turns toward tighter monetary policy, with President Joe Biden’s blessing in hopes prices will ease
soon.
‘OPTIMISTIC FOR THE CONSUMER’
Within the headline number, the subtext may be
more troublesome.
Inflation for goods has eased as expected, with
demand falling and growing evidence that sup-

ply-chain problems are improving.
Shipping costs and port backlogs are easing, and supply
chain indices from both the New York Fed and Oxford
Economics eased through May.
Monthly e-commerce data from Adobe, released Thursday, showed inflation for goods purchased online eased
in May to a 2% annual rate, down from a March peak
of 3.6%. Prices fell on a month to month basis for 10 of
the 18 categories tracked by the company. Rising online
prices were a hallmark of the COVID goods binge.
But services are taking up the slack. Excluding energy-related services, inflation for “core” services has
accelerated for eight months straight, and their share of
overall inflation has risen also.
So far, that has not clearly dented consumer spending,
though “real” purchases adjusted for inflation may have
slipped a bit, according to a Bank of America Institute
study of credit card spending.
“As we hunt around the data for bearish signs, we are
still struck by strong momentum in service sector spending,” the report said. “Additionally, households’ median
checking and savings accounts are higher than pre-pandemic...Overall, we remain cautiously optimistic for the
consumer.”

cate efforts to tame inflation, with households by
some estimates still sitting on a few trillion dollars
of extra cash from pandemic-era transfer payments
or spending trimmed during the health crisis.
That firepower could keep consumption underway,
whether meeting higher home mortgage payments
as interest rates rise or, as Bank of America noted,
funding higher pump prices at the expense of things
like consumer durables where demand was expected to wane anyway.
FAST ENOUGH?
In a presentation in late May, Pantheon Macroeconomics Chief Economist Ian Shepherdson laid out
the case for inflation optimists: A combination of
improving supply chains, an expected slowing of
home price appreciation, pressure on profits due to
rising inventories, and slower wage growth could
cause CPI to fall below 3% by early next year.
Signs of that, he maintained, could show up in time
for the Fed to slow its current half-point pace of
rate increases to a quarter point by this fall, and
perhaps as soon as the central bank’s July meeting.

Financial buffers built during the pandemic may compli-

“If

you were building an inflation model from the bottom up, all these variables that you would con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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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lar Stores Get More
Shoppers
When the 2008
recession hit our
community, many
Americans started to
rely more heavily on
the Dollar Store retail
chain to buy cheaper
goods.

with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rising by
8.3 % in the past 12
months ending in April.
This means the cost of
basic essentials is
eating away at people’
s paychecks.

After fourteen years, a
similar pattern is
showing up. Shopping
at the Dollar Store chain
’s locations, many
shoppers are trying to
offset the cost of record
high gas prices and the
fastest growth in
inflation in 40 years.

Since the Great
Recession, many
Dollar Store locations
have grown faster than
nearly all the other
retailers, adding
thousands of stores
every year.

Inflation has surged

With gas prices at $5
per gallon, many
people are trying to

drive to nearby stores
to do their shopping,
especially for food
items.
As the economy
continues to spiral
downward, more
people will go to the
Dollar Store and try to
save money.
Consumers are clearly
feeling pinched by
inflation and looking to

stretch their dollars.
Today these Dollar
Stores are mostly run
by Asian businessmen.
The stores are not too
big and can be run by a
few employees. Most
of their products are
made in China and
because of the trad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duty on
the goods has really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have profits
like before.
With the change and
uncertainty of
globalization, the world
is facing energy and
food storage problems.
If these problems
cannot be solved in the
short term, it will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the whole world.

Editor’s Choice
Actor Matthew McConaughey,
a native of Uvalde, Texas as
well as a father and a gun owner, becomes emotional as he
holds up a picture of 10-yearold victim Alithia Ramirez as
he speaks to reporters about
the school shooting in Uvalde
during a press briefing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June 7. REUTERS/Kevin
Lamarque
Britain’s Catherine, Duchess of Cambridge and Prince Louis attend the Platinum Jubilee Pageant, marking the end of the celebrations for the Platinum
Jubilee of Queen Elizabeth, in London, June 5. Chris Jackson/Pool

An Israeli soldier argues with a demonstrator wrapped in a Palestinian flag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Israeli settlements in Jordan Valley in the Israeli-occupied West Bank, June 6. REUTERS/Raneen Sawafta

Ukrainian service members fire a shell from a M777 Howitzer near a frontline in Donetsk Region, Ukraine, June 6. REUTERS/Stringer

Migrants walk in a caravan to
cross the country to reach the
U.S. border, as regional leaders
gather in Los Angeles to discuss
migration and other issues, in
Huehuetan, Mexico June 7. REUTERS/Quetzalli Nicte-Ha

Garbage and plastic bottles
float on Las Vacas river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polluted rivers in the
world, in the municipality
of Chinautla, where the
Ocean Cleanup NGO is
testing a device to contain
the garbage that ends up
in the Atlantic Ocean, in
Guatemala City , Guatemala. REUTERS/Luis
Echever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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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The ‘New World’ After The
Pandemic – What’s In Stor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Results of trials on a daily pill to treat COVID-19 could be available within months.(Image/Unsplash/Halacious)
Uneven Access to Vaccines

How We’ll Know When the Covid-19
Crisis Is Over
While the virus won’t be overwhelming
hospitals and triggering restrictions forever, it’s still unclear when — or how
— it will become safe to leave on the
back burner.
Experts Bloomberg News spoke to agree
tha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and much of Europe, the virus could be well in hand by mid-2022.
There will be better access to pills such
as Pfizer Inc.’s Paxlovid, rapid antigen
tests will be more readily available and
people will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the idea that Covid is here to stay.

But studies show one or two injections
don’t ward off the pathogen. The best
bet at this point is a booster shot, which
triggers the production of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nd a deeper immune response.
People inoculated with more traditional
inactivated vaccines, such as the widely
used shots from China’s Sinovac Biotech Ltd., will need at least two boosters
– preferably with different vaccines – to
control the virus, Yale’s Iwasaki said.
In the next six months, more countries
will contend with whether to roll out a
fourth shot. Israel has started and the
U.S. backs them for vulnerable people,
but India is pushing back and refusing to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graph of
a green monkey kidney cells 24 hours
“blindly follow” other countries.

after infection by the SARS-CoV-2 virus. (Source/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obert Wachter, chair of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puts the odds at 10-to-one that by the
end of February, most parts of the U.S.
and the developed world will no longer
be struggling with severe outbreaks.
Vaccinations and new treatments, widespread testing and immunity as a result of previous infections are helping.
Countries like Denmark are getting rid
of all pandemic restrictions despite ongoing outbreaks.
“That is a world that feel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world of the last
two years,” he said. “We get to come
back to something resembling normal.”
“I don’t think it’s irrational for politicians to embrace that, for policies to
reflect that.”
When Will the Pandemic En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e pandemic
will be far from over.
The threat of new variants is highest
in less wealthy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hose where immune conditions are
more common. The delta mutation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India while omicron
emerged in southern Africa, apparently
during a chronic Covid infection in an
immunocompromised HIV patient.
“As long as we refuse to vaccinate
the world, we will continue to see new
waves,” Hotez said.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have pretty dangerous variants coming out of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hat’s where the battleground is.”

A “door-to-door” vaccination team
inoculates residents at a village in the
Budgam district of Jammu and Kashmir, India, in August 2021. (Photo/Sumit Dayal/Bloomberg)
Amesh Adalja, senior scholar a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in Baltimore, sees the
pandemic continuing into 2023 for part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For me, the transition from pandemic

to endemic is when you’re not worried
about hospitals getting crushed,” he
said. “That will happen in most Western
countries in 2022, and it will take a little
bit longer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parts of Asia,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aren’t even willing to consider calling
the end of the pandemic.
While most of the world now seeks to
live alongside Covid, China and Hong
Kong are still trying to eliminate it. After spending much of 2021 virtually virus-free, both places are currently dealing with outbreaks.
“We do not possess the prerequisites
for living with the virus because the
vaccination rate is not good, especially
amongst the elderly,” said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I could
not stand seeing a lot of old people dying in my hospitals.”
Harsh virus restrictions including border closures and quarantines may well
be in place until the end of 2022, though
the higher contagiousness of the new
variants is making that harder to maintain, as Hong Kong’s current challenges
show. Walling out the virus completely,
like a swathe of countries did early in
the pandemic, may no longer be possible.
With so much of the world still mired in
the pandemic, virus-related dislocations
will continue everywhere.

Covid-19 testing outside a building
placed under lockdown at the City
Garden housing estate in Hong Kong,
in Jan. 2022. (Photo/Louise Delmotte/Bloomberg)
The immense strain on global supply
chains is only worsened by workers
sickened or forced to quarantine as a
result of omicron. The problem is especially acute in Asia, where much of the
world’s manufacturing takes place, and
means global concerns about soaring
consumer prices are unlikely to disappear any time soon. China’s increasingly vehement moves to keep quashing
Covid are also becoming disruptive.
With many countries only partially open
to visitors, international travel is still
very far from what we considered normal in 2019. Hospitals and health care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face a long,
slow recovery after two years of monumental pressure.
And for some individuals, the virus may
be a life sentence. Long Covid sufferers have now been experiencing severe
fatigue, muscle aches and even brain,
heart and organ damage for months.
How long will we be dealing with the
long-term ramifications of the virus?
“That’s the million-dollar question,”
South Africa’s Gray said. “Hopefully we can control this in the next two
years, but the issues of long Covid will
persist. We will see a huge burden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it.”

A temporary Covid treatment facility
at the Commonwealth GamesVillage
Sports Complex in New Delhi on Jan.
5. (Photo/T. Narayan/Bloomberg)
Life After the Pandemic
Over the coming months, a sense of
what living permanently with Covid really looks like should take shape. Some
places may forget about the virus almost
entirely, until a flareup means classes
are cancelled for a day or companies
struggle with workers calling in sick.
Other countries may rely on masking
up indoors each winter, and an annual
Covid vaccine is likely to be offer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flu shot.
To persist, the virus will need to evolve
to evade the immunity that’s hitting
high level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ere could be many scenarios,”
Yale’s Iwasaki said. “One is that the
next variant is going to be quite transmissible, but less virulent. It’s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common cold
kind of virus.”
If that evolution takes a more toxic path,
we will end up with a more severe disease.
“I just hope we don’t have to keep making new boosters every so often,” she
added. “We can’t just vaccinate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four times a year.”
“It’s really hard to predict.”
(Courtesy Bloomberg.com)

BUSINESS
We’ll Be Dealing With Covid-Related Fallout As
Long As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New Variants

The ‘New World’ After The
Pandemic – What’s In Store?

A medical worker waits for antigen test results at the Erez Crossing on the
Israel-Gaza border in December. (Photo/ Kobi Wolf/Bloomberg)

Covid-19 Testing Site On The Streets Of New York City, January 2022.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As a virus-weary world limps through
the third year of the outbreak, experts
are sending out a warning signal: Don’t
expect omicron to be the last variant we
have to contend with — and don’t let
your guard down yet.
In the midst of a vast wave of milder infection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dialing back restrictions and softening
their messaging. Many people are starting to assume they’ve had their run-in
with Covid-19 and that the pandemic is
tailing off.
But that’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The crisis isn’t over until it’s over everywhere. The effects will continue to
reverberate through wealthier nations —
disrupting supply chains, travel plans and
health care — as the coronavirus largely
hits under-vaccinated developing countries over the coming months.

previous strains, but it is wildly infectious, pushing new case counts to once
unimaginable records. Meanwhile, evidence is emerging that the variant may
not be as innocuous as early data suggest.
There’s also no guarantee that the next
mutation — and there will be more —
won’t be an offshoot of a more dangerous variant such as delta. And your
risk of catching Covid more than once
is real.
“The virus keeps raising that bar for us
every few months,” said Akiko Iwasaki, a professor of epidemiology at Yale
School of Medicine. “When we were
celebrating the amazing effectiveness
of booster shots against the delta variant, the bar was already being raised by
omicron.”
“It seems like we are constantly trying
to catch up with the virus,” she said.
It’s sobering for a world that’s been trying to move on from the virus with a
new intensity in recent months. But the
outlook isn’t all gloom. Anti-viral medicines are hitting the market, vaccines
are more readily available and tests that
can be self-administered in minutes are
now easy and cheap to obtain in many
places.
Before any of that, the world has to get Nevertheless, scientists agree it’s too
past the current wave. Omicron may soon to assume the situation is under
appear to cause less severe disease than control.

In six months’ time, many richer countries will have made the transition from
pandemic to endemic. But that doesn’t
mean mask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We’ll need to grapple with our approach
to booster shots, as well as the pandemic’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ars.
There’s also the shadow of long Covid.
Is Covid-19 Here to Stay?
“There is a lot of happy talk that goes
along the lines that omicron is a mild
virus and it’s effectively functioning as
an attenuated live vaccine that’s going
to create massive herd immunity across
the globe,” said Peter Hotez, dean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in Houston.
“That’s flawed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Experts now believe that the virus will
never go away entirely, and instead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to create new waves
of infection. Mutations are possible
every time the pathogen replicates, so
surging caseloads put everyone in danger.
The sheer size of the current outbreak
means more hospitalizations, deaths
and virus mutations are all but inevitable. Many people who are infected aren’t making it into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either because a home test result isn’t
formally recorded or because the infected person never gets tested at all.
Trevor Bedford, an epidemiologist at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in Seattle known for detecting early
Covid cases and tracking the outbreak
globally, estimates that only about 20%
to 25% of omicron infections in the U.S.
get reported.
With daily cases peaking at an average

of more than 800,000 in mid-January,
the number of underlying infections
may have exceeded 3 million a day —
or nearly 1% of the U.S. population,
Bedford estimates. Since it takes five
to 10 days to recover, as much as 10%
of people in the country may have been
infected at any one time.

Long lines Queues at a testing station
in Seoul on Feb. 6. (Photo/SeongJoon
Cho/Bloomberg)
He’s not alone in projecting astronomical numbers. At the current infection
rate, computer modelling indicates
more than half of Europe will have contracted omicron by mid-March, according to Hans Kluge, a regional director
fo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eanwhile, a sub-variant known as
BA.2 is spreading rapidly in South Africa. It appears to be even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the original strain and
may cause a second surge in the current
wave, one of the country’s top scientists
said.
And just because you’ve already had
the virus doesn’t mean you won’t get
re-infected since Covid doesn’t confer
lasting immunity.
New evidence suggests that delta infections didn’t help avert omicron, even in

vaccinated people. That would explain
why places like the U.K. and South Africa experienced such significant outbreaks even after being decimated by
delta. Reinfection is also substantially
more common with omicron than previous variants.
“With omicron, because it has more of
an upper respiratory component, it’s
even less likely to result in durable immunity” than previous variants, Hotez
said. “On that basis, it’s incorrect thinking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somehow going to be the end of the pandemic.”
Preparing for New Variants
Preparing for the next Covid strains
is critical.
“As long as there are areas of the world
where the virus could be evolving, and
new mutants arriving, we all will be
susceptible to these new variants,” said
Glenda Gra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South African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A child receives a vaccine shot in San
Francisco on Jan. 10. (Photo/ David
Paul Morris/Bloomberg)
Lockdowns and travel curbs aren’t going away, even if they are becoming less
restrictive on the whole.
“The things that will matter there are
whether we are able to respond when
there is a local surge,” said Mark McClellan, former director of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director of the Duke-Margolis Center for
Health Policy. “Maybe going back to
putting on more masks or being a little
bit more cautious about distancing.”
Inoculation is still the world’s primary line of defense against Covid. More
than 62% of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have gotten at least one dose, with overall rates in wealthy countries vastly
higher than in developing ones. At the
current pace, it will take another five
months until 75%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has received their first shot.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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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童话里的大反派，如何变为传说的？

曾经有一头神秘野兽恐吓了整个法国，这头野兽袭击了 200 多
人，其中约 100 人被杀，至少部分被吃掉。
资料源自法兰西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ment Estampes et photography）
热沃丹之兽

法国一个偏远村庄，热沃丹，村民们敬畏着大自然。雪、风
和雷雨会让人烟稀少地区的生活变得困难。比恶劣天气更让它们
害怕的是——潜伏在阴影中的野兽，一种类似狼的生物，一个在
村镇边缘跟踪妇女和儿童的怪物。
神秘生物不断折磨着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对它的描述逐渐
升级，越传越可怕。
当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吓唬孩子的故事，甚至是“小红帽
”的情节，但童话并不能解释多达一百人的真实死亡事件！
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热沃丹地区的生活艰难但平静，1764 年至 1767 年，怪物出现
了，它被命名为热沃丹之兽（La Bête du Gévaudan）。已知的第
一名受害者是一名 14 岁的女孩，名叫珍妮· 布利特（JeanneBoulet）
，她一直在农村放羊。珍妮只是一个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有
人被袭击、吃掉。
究竟是个什么怪物，狼么？
热沃丹这里的人习惯于看到狼。事实上，根据一篇题为《中
世纪至二十世纪法国的狼威胁》的论文，仅在 16 世纪至 19 世纪，
狼就在法国袭击了 5000 多人！
对狼非常熟悉的居民目击者，描述袭击人的怪物时，与典型
的狼并不相似。
有人说它有猫一样的尾巴，像公牛一样大小；有人声称这种
野兽是一种奇怪的狮子和蜥蜴杂交动物。一些第一手资料（村里
的年轻女孩）声称，这头野兽在捕猎时保持沉默，而其他人则认
定它的声音像马嘶鸣。
一时之间谣言四起——这头野兽在猎杀和寻找人类。
标题党、编造、夸大，头版头条的流量密码
法国的插画家们意识到，这个可怕的故事是流量密码，于是
纷纷开始了创作。这个故事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成为广为传播
的新闻。
一位艺术家的画作标题是：“这是一幅怪兽毁灭热沃丹的图

片，这只野兽有一头年幼的公牛那么大，它喜欢攻击妇女和儿童
，它喝她们的血，割下她们的头，然后把她们带走。”
图片还描述了悬赏——任何能杀死野兽的猎人将得到奖励。
没多久，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也听说了，于是确认并追
加了狩猎报酬的金额。热点一发不可收拾，为了金钱和荣誉，人
群涌入热沃丹。
数千名专业猎人试图一战成名，但他们没有成功。流言四起
——这只野兽的皮毛可以将子弹偏转的传说广为流传！
人们开始窃窃私语——这里面一定有超自然因素在起作用。
并推测这头野兽可能是在执行人类的邪恶指令。
草率的结局
转年，村里一位名叫玛丽· 珍妮（Marie Jeanne）的 20 岁女子
，在被袭击的时候，勇敢的刺伤了这只野兽的胸部，它逃跑了。
没多久，国王路易十五的一名手下杀死了一只大狼，这只狼
胸前有一道伤口，人们确信那是玛丽刺伤的。
狼的尸体被呈现给国王，似乎宣告着事态的结束。然而，短
暂的平静之后，袭击再次发生。
1767 年夏天，当地猎人又射杀了一只肚子里有人类尸体的狼
，这一次，没有引发任何关注。
实际上，在法国，热沃丹之兽的热度已经过去了——不过是
狼吃人而已，皇帝、贵族、城里的人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
随着第二只狼被射杀，曾经困扰该村的袭击事件结束了，村
里人给最先伤到狼的大姑娘玛丽· 珍妮立了一座雕像。
狼，化身传说中的野兽袭击了 200 多人，其中约一半被杀，至
少部分被吃掉。直到今天仍有好事之徒坚持认为那不是狼，是狼
人。
历史总是有很多相似，又有细节上的不同。热点的关注和消
退，古今中外如出一辙。世界上，狼和猎人的故事仍在继续，但
至少，在咱们国家里，狼是二级保护的对象了，希望我们永远能
和它们和睦相处。

猪笼草——达尔文亲封“世界上最奇妙的植物”，可不止吃会虫子
狼吃羊，羊吃草，天经地义。
于是，当植物开始吃肉——捕获虫子的场面进入视野，我们
为之赞叹。其中，代表性的猪笼草，被查尔斯· 达尔文亲自加封为
“世界上最奇妙的植物”
但你知道吗，这些植物甚至更喜欢吃脊椎动物的肉。
剑走偏锋的猪笼草
我们人类定下的食物链概念，经常被打破。之前的一篇里讲
了一些例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暗狱深渊
而这一次，正如上面这张照片所证明的，两只幼年黄斑蝾螈
（Ambystoma maculatum）正在猪笼草（Saracenia sp.）的钟形笼中
慢慢被消化掉。
其实，这一切的起点并不那么神秘。就像大多数植物有蜜一
样，猪笼草分泌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甜蜜来吸引动物，尤其是昆虫
和一些无脊椎动物。
产蜜——勾搭“人”来传粉，植物们的常规伎俩在猪笼草这

里剑走偏锋了。
产蜜的笼子实际上是猪笼草的特殊叶子，在进化的适应性中，
猪笼草用甜蜜将毫无戒心的猎物吸引到它得以成名的陷阱笼口边缘
，在那里，想吃蜜的家伙只要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跌落深渊。
这些“想吃蜜却成屁”的猎物不只是虫子，近年来，研究人
员发现，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野外生长的猪笼草中，五分之一的
“笼”中猎物有蝾螈。脊椎动物体内富含的氮元素让猪笼草获益
良多。
氮的获取，还另有蹊径
有趣的是，并非所有冒险靠近“笼口”的家伙都会失足。
各种各样的小生物与捕食性的植物进化出了戏剧性的关系。
比如某些腿脚利索的蜘蛛，用丝当作保险绳，藏在笼口内，暗暗
嘲笑着昆虫对猪笼草花蜜的渴求——在虫子落入植物牢笼之前，
从笼口出现并突袭，偷走本属于猪笼草的猎物。
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动物和猪笼草的关系甚至是互利
的。比如，在婆罗洲，至少有三种不同种类的猪笼草用粘稠、富

含蜜的叶子吸引鼩鼱，它们的笼子是完美的马桶形状，鼩鼱在
“马桶”上摇啊摇，边吃蜜，边施肥。
产蜜是很耗能的，有些猪笼草不乐意费这个劲儿。在婆罗洲
的热带低地和附近的马来半岛，猪笼草那绿色、红色、紫色和黑
色的小笼子从森林的地面上冒出来，每个笼子都装满了类似“胃
液”的致命液体。
这些猪笼草不会产蜜。放弃了勾搭的手段，它们用更被动地
的方法获取食物：一个没有盖子的笼子，仿佛漏斗状的大嘴，对
任何掉进来的碎屑来者不拒——叶子，傻虫子。猪笼草用酶消化
它们。
这些猪笼草连成片，像一张巨大的地毯，于是，笼子里会有
大量的可食用垃圾，但是分解死去的动植物是一项缓慢的工作，
如果猪笼草被塞得太满，它可能会腐烂。
这时，马来西亚陆地蟹（Geosasarma malayanum）登场了。这
些敏捷的食腐动物对猪笼草的汁液免疫，它们能够迅速进入并捕
获虫子吃，或者捞点渣渣。

特殊爱情
小凤看大龙一心扑在养鸡上，高兴得也拿出
全身解数照料小鸡。功夫不负有心人，才一个月
光景，小鸡就全变了模样。
眼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小鸡，俩人心中充满了
希望。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村里人看大龙
娶了个如花似玉的俏媳妇又养了这么多的鸡，都
说大龙“发”了。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便传到了大龙的
亲朋耳里，那些先前借钱给大龙结婚的亲朋以为
大龙阔了忘了本，借的钱不想归还了，纷纷上门
讨债，不管大龙家怎么解释也于事无补，债主们
最后以物抵债的形式把正养着的小鸡统统“抢”
光了。李家再次陷入困境。
大龙小凤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想来想去，
大龙决定冒险让小凤电告其父亲，请他帮忙解决
资金问题。对大龙的决定，小凤感到很意外，她
问大龙:“你不担心我父亲来了把我抢回去吗?”
大龙说:“当然担心，但这是唯一能扭转困境
的办法了，人生能有几次搏？搏一搏总比坐着等
死强吧！再说，你我有约在先，你总不会见死不
救，私自毁约吧?”
听了大龙的一席话，小凤更觉得大龙这人有
胆有识，非同一般，她忙给父亲去了电报。
三天后，小凤父亲和两位哥哥风尘仆仆赶来

了，一见小凤那晒黑的脸庞和消瘦的身子，就气
得一个劲叫着要跟李家算帐。吓得大龙忙推小凤
出来解围。
小凤告诉父亲，大龙是个老实人，没有欺
负、伤害她，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救了她，如果
自己落在别人手里，也许今生也无法见亲人面
了。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要留下
来帮助大龙脱贫致富，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才
走得安心。
小凤爸虽然心痛女儿，但他是识大体的汉子
，且深明女儿说一不二的性格，只好打消了带走
女儿的打算。他嘱咐大龙一定要关心保护好小凤
，还说如果两万元本钱不够，还可以加点。
大龙看小凤爸这么爽快，就说:“两万元本钱
已足够了，眼下我最需要的是掌握技术，如果伯
父肯多给我传授养鸡的技巧和经验，就是对我最
大的帮助。”
听了大龙的话，小凤爸很高兴，他觉得大龙
目光长远是块好料，于是就给大龙传起经来.....
在旁的小凤，看大龙如此轻易就把平日很保
守的父亲哄得乐滋滋地一个劲传经验，心中不禁
暗暗佩服起大龙来。
小凤爸留下两万元本钱，就要回家了。临走
，小凤要爸爸到公安局报案，她把自己的遭遇说

了一遍，决心要公安机关把人贩子捉拿归案。
有了本钱，又可以大展身手了，于是大批购
进鸡苗。
约过了 20 天，俩人吃惊地发现好些小鸡发生
剧烈口渴，大量饮水，食欲消退，软脚行走困难
，呼吸麻痹的现象。
小凤一看急得直想淌泪，确实,接二连三的不
幸遭遇把她给吓糊涂了，使她一时竟束手无策....
同样忧心冲冲的大龙，不是坐以待毙，而是
细心观察小鸡的病况，他惊喜地发现:《养鸡指南
》一书中说过小鸡这种现象是食盐中毒，再回想
小凤爸当天传授的经验，觉得完全吻合，于是，
他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小凤。
听大龙这么一说，吓糊涂了的小凤,终于清醒
了，俩人迅速检查小鸡饲料，果然发现饲料中有
不少咸鱼碎和盐……
俩人赶采取抢救措施，迅速用清水给中毒的
小鸡解毒,真是上天有眼，中毒的小鸡终于转危为
安。
这件事对小凤触动很大，尤其是大龙胸襟宽
广，目光长远更令小凤钦佩。大龙掌握了一定的
养鸡技术并取得一定的经验后，就主动给乡亲们
送鸡苗，并热心给乡亲们传授经验，热情鼓励乡
亲们养鸡致富。

对大龙的做法，小凤开始不赞成，她觉得大
龙这是让别人跟自己抢饭碗。但大龙却认为，同
是乡里乡亲，都是一家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再说独市生意不成行，成行才能招来八方商客。
如果大家都搞养鸡，黄岭村不久将闻名方圆百里
，那时候就不用顾虑鸡的销售出路问题，自然会
有大批商客上门订货。更何况只有乡亲们都走上
了脱贫致富之路，集体奔小康，黄岭村才能彻底
改变其世代贫穷落后的面貌，作为黄岭的子孙才
真正感到自豪……
大龙的这些言行，终于深深地打动了小凤的
心，许多个夜晚，小凤望着甜睡在木沙发椅上的
大龙，不禁脸红心跳起来.....
由于大龙小凤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养鸡中
去了，小鸡养得十分顺利，一批批购进来，又
一批批卖出去，转眼又到了第二年的国庆前夕
，大龙和小凤一计算，一年时间居然纯利
23000 多 元 ， 全 家 欢 天 喜 地 。 大 龙 是 既 高 兴 又
担心，高兴的是小凤的来临给自家创造了奇迹
，使自家从全村的特困户变成了头号的“万元
户”，从此告别了苦难的生活，担心的是一年
的合约即将期满，小凤将离他而去。说心里话
,经过一年的相互接触了解，大龙是深深爱上
小凤了，他真的很怕失去她，虽然小凤如今和
他只是假夫妻，但他觉得能每天看到小凤就心
满意足了。
日子一天天迫近， 眼看着离国庆节只有两
天了，这天傍晚，小凤跟大龙谈起了合约的事，
大龙顿觉心儿好烦好痛，他舍不得小凤走，但他
是个深明大义的男子汉，晓得不能强留下小风。
于是，脸上装作高兴的样子说: “好吧，咱们晚
上好好聊聊，明天我送你起程回家，待你走后我
再跟母亲讲明....”
大龙想尽可能说得轻松些，但话到喉咙却象
有东西哽住一样很难吐出来。
小凤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其实她也早就看上
大龙了。她钦佩大龙那高尚的情操，在这一年里
，他对自己关怀备至，却没有半点越轨的言行，
她爱大龙聪明好学、勤劳诚实，更爱大龙胸襟宽
广、目光长远。她认为大龙是一个很有理想和潜
质的不可多得的好青年，而往日那些追求自己的
有钱财有地位的男人，恰恰是缺少了这种品性，
因而无法赢取芳心，大龙才是她心中的白马王子
。
小凤想到这些，就故作不满地盯着大龙说:
“合约刚满，你就要赶我走呀?”
大龙听这话先是一怔，接着便明白了小凤的
意思，高兴得说话也走调了:“小凤，.....你真的
愿意留下来吗? ....”
“你乐意我就留下来，留下来一辈子……”
小凤向大龙瞟了一眼，脸上顿时泛起两朵红云。
大龙一看高兴得连声说:“我那能不乐意，我
是一万个乐意啊!”说着把小凤紧紧抱在怀里。这
对熬了一年的假夫妻
商量着做真夫妻的节目。于是国庆这天，就
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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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天才計劃》終極預告激爽曝光

全程高能不斷令人屏息以待

由英國足印影業、澳大利亞極光影業和美國梅普資本電影公
司出品，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進口，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譯製，卓然影業協助推廣的懸疑犯罪電影《天才計劃》（原名
《逃離比勒陀利亞》）今日曝光終極預告，全國預售已正式啟動
。本片由丹尼爾· 雷德克里夫、丹尼爾· 韋伯、伊恩· 哈特、馬克·
倫納德· 溫特等共同主演，主要講述了一段真實發生在南非某監獄
內一場動魄驚心的越獄行動。

沉浸式密室感觀影體驗全程高能令人屏息
本片影片主人公蒂姆· 詹金（丹尼爾· 雷德克里夫飾）和他的
好兄弟史蒂芬· 李（丹尼爾· 韋伯飾）在無奈被捕入獄後，很快重
新振作，並制定了一個看似簡單到可笑但實際上操作難度極大的
越獄計劃——製作鑰匙，打開牢門，走出去。聽起來使用勞作時
偷偷積攢的碎木邊角料製成鑰匙，用以對抗堅固森然的鐵質牢門
，恍如一則可笑的童話。更妄論主角團們白天要在獄警密集的監
視下，偷偷測試鑰匙是否製作成功，深夜更是要通過自製設備一
次次偷偷打開監獄牢門，邊躲避巡查獄警邊摸排出口路線及關卡
情況，在這一過程中一度不慎將「罪證」鑰匙掉落在自己牢房門
口的走廊上，使得觀眾一次次跟着主角團緊張到頭皮發麻。
不僅如此，他們還要在獄警一次次的突襲式查房威壓下，合
理藏匿得來不易的關鍵越獄道具——木鑰匙等。可以說，影片全

程節奏緊湊到沒有一絲喘息空間，隨着主角團無數次在危機邊緣
的瘋狂試探，讓觀者隨之一同緊張到難以呼吸。

「哈利·波特」 轉型力作耿直 boy 的進擊之路
本片男主丹尼爾· 雷德克里夫曾憑藉「哈利· 波特」系列電影
蜚聲全球，但這也給予成年之後的他在電影角色創作過程中的一
定桎梏。為此，他曾嘗試過非常多不同類型的角色，甚至不惜在
某影片中扮演一具屍體。這種為了突破自我所做出的犧牲，真可
稱為實名耿直。
同樣，為了演好這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驚悚題材越獄電影
，他在開拍前數次通過社交軟件向提姆本尊學習南非腔調，更在
拍攝現場虛心向提姆請教他當年在每個環節的心境，並加以揣摩
。丹尼爾表示，「對於現在的我，能夠游移在不同的角色之間並
獲得很多樂趣，也許這樣的機會並不總是存在，所以，就目前而
言，我將好好把握眼前的機會。
目前，本片已開始預售，並在 6 月 10 日正式登陸全國院線
，與大家正式見面。想要在這個沉悶的夏日感受一次心靈上的
激爽刺激，以及在陰冷牢房中被圍困的刺激窒息感，本片可稱
為今夏避暑佳片。友情提示，患有心臟相關疾病的影迷朋友，
請在親友陪同下觀影，並且在觀影過程中，請一定不要，忘記
呼吸！

影后全裸上陣 「尋找自我
尋找自我」」
超尺度床戲一鏡到底
巴西影后席夢妮史波拉多爾出道多年，在電影《熟女解放中》首
度嘗試挑戰自我的超尺度場面。電影改編自當代知名女文豪代表作，
由女性編導，看似一趟熟女的解放之旅，其實是一次尋找自我的心靈
spa。
電影改編自巴西女作家克拉麗斯利斯佩克托的《學徒期》，以女
主角羅莉為敘事主人翁，帶領觀眾進入她不同的關係，無論是工作還
是家庭，真誠的感情抑或純粹的歡愉，羅莉學習從充滿慾望的人性中
生存，了解愛不僅只是官能的滿足，進而與生命中的 Mr. Right 相濡以
沫。電影一開場就是火辣的肢體交纏，結尾更有一鏡到底的全裸大膽
床戲。
導演瑪塞拉羅蒂在籌備電影的過程中剛好結束十年的婚姻，開始
獨自生活，這讓她更能對羅莉的角色感同身受，明明是 1969 年出品的
小說，卻充滿現代的智慧。原著作者文風類似吳爾芙，意識流的寫作
讓她在改編初期產生不少麻煩，最後她索性跟從角色，讓故事長出自
己的生命。在電影裡飾演羅莉心靈伴侶尤利西斯的哈維爾多羅拉斯，

多年前曾以一片《在人海遇見你》風靡台灣文青觀眾圈，從當年可愛
的神經質宅男，到現在蛻變成沈穩帥氣的哲學教授，再次透過這部電
影展現迷人的銀幕魅力。電影將於 6 月 10 日在台上映。

C5
《歐比王肯諾比》

打破 Disney+
全美首播紀錄

《星際大戰》系列全新外傳影集《歐比王肯諾
比》找回伊旺麥奎格再度扮演星際大戰系列最睿智
聰明的絕地大師之一「歐比王」，故事目前已經來
到第 3 集，劇情更加白熱化，也終於與昔日徒弟兼宿
敵「達斯維達」正面對決，過程緊張刺激再掀劇情
高潮。此外，Disney+ 也正式宣布全新漫威影業夏季
力作《我是格魯特》預計將在 8 月 10 日獨家上線
，並公開全新主視覺海報，這部由小樹寶寶格魯特
主演將帶來五部短片並一次上架，讓粉絲可以一口
氣追完這隻可愛生物將帶來的療癒故事！
《歐比王肯諾比》在 Disney+全美首播破紀錄，
成為有史以來首週最多觀看的原創影集，伊旺麥奎
格(Ewan McGregor)也在官方推特向粉絲致謝，表示
：「我真的非常感謝你們」。伊旺麥奎格相隔 17 年
終於回歸再演「歐比王」，並表示出演關鍵之一正
是自己對劇本的高度熱愛，「我沒想過《星際大戰
三部曲：西斯大帝的復仇》與《星際大戰四部曲：
曙光乍現》中間這段時光還有這麼精彩的故事，當
下就決定絕對要演出」，當得知上線首周就破紀錄
，他感性表示「我真的很高興，當我們一起同心協
力時，可以為這個大家庭多做一些什麼，真的沒有
什麼是做不到的」。
《歐比王肯諾比》邁入季中，隨著歐比王順利
拯救小公主莉亞，在帝國軍的圍捕之中逃出生天，
沒想到追殺他 10 年的「黑武士」達斯維達卻終於找
到他，達斯維達就是曾在 10 年前墮落成為黑暗反派
的徒弟「安納金」，當初在火山對決之後，他跌落
熔漿，全身慘被燒毀，必須透過特殊盔甲才能生存
下來，這幾年來，心心念念的都是向歐比王報仇。
而在最新的第 3 集，擁有「黑暗原力」的達斯維
達不費吹灰之力就打敗昔日師父，歐比王面對能力
強大的達斯維達，必須正視自己的恐懼，以及面對
那個曾經犯錯的自己，才能讓自己不再徬徨，再度
向達斯維達迎戰。
《歐比王肯諾比》由《曼達洛人》華裔導演黛博
拉周執導，《星際大戰前傳》伊旺麥奎格、海登克里
斯坦森回歸演出經典角色「歐比王」、「達斯維達」
，摩西英格拉姆、姜成鎬、魯伯特佛列德以及庫梅爾
南賈尼共同主演。劇情敘述在銀河帝國統治時期，前
絕地大師歐比王肯諾比著手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除
了盟友反臉變成敵人，肯諾比還必須面對帝國勢力的
無情追殺。《歐比王肯諾比》已在Disney+上線熱播中
，每周三上架全新集數，一共6集。
另外，Disney+ 正式宣布，全新漫威影業夏季力
作《我是格魯特》預計將在 8 月 10 日獨家上線，
並公開全新主視覺海報，小樹寶寶格魯特帶著大大
的墨鏡和耳機讓影迷們忍不住期待即將迎來的全新
故事。《我是格魯特》以五部原創短片組成，由粉
絲最喜歡的小樹寶寶格魯特主演，劇中更將有全新
的古怪角色初登場。淘氣的小樹寶寶「格魯特」將
在專屬他的獨立影集中重新回到漫威宇宙中盡情的
闖禍和冒險。
《星際異攻隊》系列中為格魯特配音的馮迪索
（Vin Diesel）回歸為小格魯特配音。克絲汀勒波
（Kirsten Lepore）擔任導演兼編劇，執行製作人為凱
文費吉（Kevin Feige）、路易斯斯波西托（Louis D
’Esposito）、維多利亞阿隆索（Victoria Alonso）以
及詹姆斯岡恩（James Gunn）。

副刊
星期六

2022年6月11日

Saturday, June 11, 2022

C6

年少读不懂曾国藩，读懂时满眼泪花
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曾国藩！
一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二是只要虚名，不
曾国藩的一生，起点极低，但抵达的高度很高 求实际；三是刚愎自用，出尔反尔。并警告说长此
以往，国将不国。
。
咸丰皇帝气得差点喷血，恨不得立马去御膳房
他是中国古代之最后一人，中国近代之第一人
拿把菜刀，去找曾国藩决斗。
。
史载“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
1811 年，湖南长沙湘乡县一个普通的家庭里，
一个婴孩呱呱落地，这个人就是为中国历史留下浓 欲罪之”。
幸有多位大学士劝谏，曾国藩才免于获罪。
墨重彩的一笔的曾国藩。
从此之后，小心眼的咸丰就不断给曾国藩小鞋
曾国藩小的时候那可不是一般的笨吖！
道光五年的一个夜晚，13 岁的曾国藩一如既往 穿。
但这次上书为曾国藩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
的进入书房，点燃油灯，背起一篇三百字小文。
家里一早来了一个贼，在他还未进入书房前就 在湖南的知名度和威望一下子迅速提高，这对他后
已经在书房了，看到有人来，便躲在了房梁之上， 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作用。
得罪皇帝的同时，曾国藩还把整个经常的官员
想等他入睡之后再偷点东西走。
小偷听到曾国藩背诵的古文很短，以为一会儿 也都给得罪了，处处受人白眼！
直到咸丰二年（1852 年），咸丰帝派他充任江
就能完成，谁知道直至小偷睡了一觉醒来，曾国藩
西乡试正考官。曾国藩离开北京，结束了十多年的
还背得磕磕巴巴。
那贼终于受不了了，“唰”的从房梁上跳下来 京官生涯。
但在赴任江西的途中遭遇家庭变故，母亲江太
，将此文一字不落地背了一遍，然后冲曾国藩大叫
：“你这么笨，还读什么书！”然后在曾国藩崇拜 夫人去世了。曾国藩回家守孝！之后潜心读书，准
的目光中大摇大摆的离开：“天还没亮，还能再干 备归隐山林！
此时，太平天国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陷落
一票。”
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曾国藩的 ，咸丰皇帝情急之下，命令曾国藩这样的在籍官员
“笨”，倒是确确实实的事，以至于从小就被人讥 协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保卫乡里。
曾国藩一到长沙，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
笑为“愚蠢之辈”。
与他同朝为官的左宗棠，秀才、举人、进士都 格，四处搜“剿”土匪，除暴安良，打击地方黑恶
是一考就中； 张之洞 16 岁考中秀才， 比他稍小的 势力。四个月内，审案局“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
梁启超 11 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 而曾国藩考 ，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从此
获得了“曾剃头”的绰号。
个最末等的秀才，都考了七次才通过。
铁腕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社会秩序迅速安定
无怪乎左宗棠一向对他一脸嫌弃，毫不留情地
说他“才短”。而曾国藩对自己的“笨”也颇有自 ，但同时得罪了地方官！
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糜烂无力。
知之明，说自己“吾生平短于才”
在抓治安的同时，他还着手创建了一支崭新的军
清朝道光十二年（1832），曾国藩和父亲曾麟
队“湘军”。绿营军心里不爽，开始寻衅滋事。包围
书第六次并肩去考秀才。
这是年过四十的父亲第十七次踏入考场，而曾 曾国藩的公馆，曾国藩夺门而逃，才幸免于伤。
这是曾国藩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
国藩也考了快十年，因为屡屡失败，这对父子在湖
，这种难堪让曾国藩心血上冲，夜不能寐。
南湘乡已经是一对“名人”，成为乡人的笑柄。
最终决定：好人不与恶狗斗。
这一次，曾麟书终于考中秀才，还被当时的湖
然后带湘军离开长沙，往衡阳。
南省教育厅厅长（主考官）批评为“文理太浅”。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调动全部心力，
考卷被当成了反面典型。这一下子，那可是全省出
苦练湘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初步练成了一支一
了名。
万七千余人的湘军。
越笨拙越努力，曾国藩潜心苦读！
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亲率水陆大军齐集誓师
人啊，一旦开窍，那可就要一鸣惊人了。
道光十三年，曾国藩中秀才；第二年就中了举 ，北上长沙，迎战三万太平军。而出师不利，曾国
藩率领的这路队伍遭遇靖港惨败，情急之下投水自
人；四年后，他就高中进士。入京为官！
而他那些早早考中秀才的同学，却连举人也没 尽未成，被整个长沙官场嘲笑。
但不久后，塔齐布率领的湘军在湘潭重创太平军
出来一个。
，解了长沙之围，歼敌万余人，终于取得了胜利。
所以曾国藩说：“拙看似慢，实则最快。”
湖南首胜，湘军士气大振。经过一番休整，曾
1838 年，曾国藩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他
国藩率水陆大军从长沙再次出发，攻向湖北，并收
的仕途生涯。
进翰林院的人都是大才子，看不起俗务。刚入 复了两湖最大的城市武汉，迅速扭转了全国战局。
接到战报，咸丰高兴得不得了，封曾国藩为湖
京时，他为人处世不够周到，在翰林院，他做事依
然不走捷径，不管官场的潜规则，不通人情，只认 北巡抚（两天后，听信谗言，又取消了），嘉奖湘
军，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文武百官，皆听曾
规矩，经常得罪朋友。结果被孤立。
国藩调遣。
而正是因为做事踏踏实实、扎扎实实！
曾国藩没有地方实权，军队也不是正规军，而
1852 年离开北京。在十多年里，曾国藩在仕途
上的升迁非常迅速，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一个 后来皇帝听信谗言，对他猜忌和不信任！处境很困
小翰林做到礼部侍郎，成为二品大员。创造了道光 难！最大的难处就是咸丰瞎指挥！
咸丰四年九月上旬，曾国藩奉咸丰皇帝的命令
朝的纪录。
翰林官员的升迁，主要靠考试。所以翰林阶段 ，率师直向江西重镇九江推进。
，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学习。
在直取九江的过程中，在湖口被石达开的太平
曾国藩很痛恨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所以很憋 军袭击，遭遇惨败。
屈！
曾国藩的座船被太平军俘获，自己也差点成了
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 太平军的俘虏。曾国藩一生中第二次投水自杀，幸
罢免了溜须拍马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同时 被救起。
发布上谕，“求言”！
湖口之败后，湘军元气大伤，手下大将塔齐布
曾国藩心情太激奋了，写了一封《应诏陈言疏 、萧捷三相继病死战死。
》，得到咸丰的“通报表扬”。
后太平天国内乱，咸丰帝以为依靠嫡系部队江
咸丰皇帝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只是“新官上 南江北大营就能战胜太平军，因此更加不重视曾国
任三把火”！
藩。
所以接下来的奏折都是泥牛入海，鸟无音信！
期间，曾国藩父亲去世，曾国藩回家奔丧后，
曾国藩生气了，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 向咸丰帝摊牌，要求给他实权，否则就在家守孝。
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上了一道《敬呈圣德三端预 短视的咸丰帝顺势，批准了曾国藩在家守制的奏请
防流弊疏》，毫不隐讳地痛诉咸丰三大缺点：
。收到皇帝回信，曾国藩就得了“怔悸之病”。所

谓“怔悸之病”，就是失眠。
这一年，曾国藩 47 岁，陷入了人生中的最低谷
。
在家蛰伏两年，反思自我，心性大变，为人处
世脱胎换骨。
1858 年，太平天国死灰复燃。大破清军江北大
营、江南大营。
咸丰慌了，急命曾国藩立马出山。获得了两江
总督一职，攻克了安庆，即将开始全面反攻太平天
国。
之所以能成功，不得不说的是他改变的 3 大特
点！
第一，“低声下气”
他出山之前，给当地的官员写了一封信。从督
抚大员到一般武将无一遗漏。
信的大意就是：“我们都是为朝廷效力，我能
力有限，请求多帮我一点，当然，我现在也是个明
白人。”
第二，“同流合污”
之前曾国藩每打胜仗，保举受奖人数不过军队
的百分之三。很多人不愿投靠湘军。
复出打仗，曾国藩也学会了“滥举”，
“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
”
于是，天下将士纷纷投奔曾国藩。
第三、“贪污受贿”
1861 年，湘军大将鲍超，借给曾国藩贺寿之机
，送来十六大包“战利品”。曾国藩只取出一顶绣
花小帽！：“我喜欢这个玩意，就收下了，其他的
你拿回去。”
曾国藩派容闳去采购，对于采购，必然会回礼
的，曾国藩之收下了价值二十两以下的东西，其余
全部退回！
收下小礼，那是不拂人面子。
拒绝大礼，既是坚守原则，又是仗义轻财。
为人处世坚持八字方针：外圆内方，外浊内清
。
拿下安庆之后，湘军的下一个首要目标，自然
就是太平天国的首都。
弟弟曾国荃主攻金陵，孤军深入南京城下，雨
花台大战一共持续了四十六天，最终坚守住！
雨花台大战后，曾国荃胆气复壮。坚持驻扎雨
花台三年！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终于挖通地道，第
二天，湘军攻入南京，南京外城各门全部陷落。
此等天下第一奇功，等来的却是慈禧太后严厉
指责曾国荃，没有一鼓作气捉拿太平天国首领，并
追问天京财富下落。
曾国藩自知这是在说自己！此时兄弟二人权利
达到巅峰！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好权和利两个字。
他的应对：曾国荃辞职和主动裁湘军。
自裁湘军：既减轻了朝廷对他的疑虑，也解决
了湘军的诸多弊端。
曾国藩完成了政治退却，缓和政府的矛盾，换来
清政府放手让其治理两江，巩固地位，化险为夷，渡
过难关。
外部问题解决了，但是集团内部还有大问题：两
个湘军领袖曾国藩和左宗棠公开决裂。
左宗棠曾是曾国藩幕僚，曾国藩对他极为器重，
左宗棠的一生事业，受曾国藩之提携甚力。
左宗棠身陷樊案时，曾国藩对其更有救命之恩。
然而在攻下南京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却迅速恶化
。但后来左宗棠当了总督，翅膀硬了，因为素好争功
，便对曾国藩眼红不满。
不仅“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曾文正”，就是接
待友人，也是“乃甫入座，即骂文正”。
左宗棠内心还深藏着“瑜亮情结”，但曾国藩从
来没在任何场合说过左宗棠坏话。
同治五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
军。
在其他地区纷纷拖欠饷银之时，唯有曾国藩所辖
两江地区军饷源源不断送来，史载“文正为西征军筹
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

除此之外，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
左宗棠使用。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确实感动了左宗棠，
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
。
因此曾国藩去世后，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
千里迢迢送来一副挽联：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
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在挽联后面，左宗棠署的是“晚生”二字。而生
前，他从来没对曾国藩自称过晚生。终于承认自己不
如曾国藩。
人们提起曾国藩，一般认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
：平定太平天国和兴起洋务运动。
其实除此之外，曾国藩一生致力的还有一件大事
，那就是培养人才。
曾国藩幕府的特殊更在于它很像一个学校，这个
学校的校长，就是曾国藩。他在幕府中对待下属，就
如同老师对待学生一样。
曾国藩的人才实践：
寻找人才，收为己用。
新人来投，必会亲自接见，认真面试。
培养人才，定期考试！
宗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当初在大规模裁撤湘军时，留有后手，那就是
“裁湘留淮”。保留淮军“以济湘勇之穷”，选定李
鸿章做自己事业的接班人。
河防战略的首创者是曾国藩，收获成功的是他的
学生李鸿章。
曾国藩以自己的抽身退步，完成了湘消淮长、曾
李瓜代的过程。
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成为疆臣之首。
天津教案震惊了全世界。这次教案不但死亡者众
多，更关键的是，法国高级外交官也死于此难。
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全力避免战争，却反而替朝
廷背了黑锅，使自己成了民众眼中的卖国贼，精神受
到极大打击，被朝廷调任两江总督。从“中兴名臣”
到“千夫所指”！
后世骂曾国藩为“汉奸”，主要原因是他对大清
王朝的忠诚。他以汉人身份，镇压了反清起义。
曾国藩忠于清廷，一方面是基于礼教原则，另一
方面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因为在列强环伺
之下，清王朝覆灭，不仅会亡国，而且会亡天下。
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他没有一日懈怠，紧接着就
启动了洋务运动。
他的目标不只是延长王朝的寿命，更要更新它的
精神，脱换它的胎骨，让它有能力来应对几千年未有
之重大挑战。
然而曾国藩到了垂暮之年猛然发现，虽
然耗尽一生精力，在慈禧的心中，王朝的前
途远没有个人权力重要，这片天，已经补不
起来了。
1871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上奏，建议朝廷选
派优秀子弟赴美留学，这是曾国藩去世前为国家办的
最后一件大事。
晚年的曾国藩虽然已经油尽灯枯，仍然勤奋有恒
，尽管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并不好，但他还
是每天在处理完公事后读一点儿书。有时眼睛实在太
疼，就闭目默诵。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终于走到了人生尽头。
死亡的消息传开，他的门生故旧们都非常震惊，纷纷
悼念。
就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溃的前夜，曾国藩这个最后
的精神偶像出现了。
曾国藩身上的儒学精神，是有活力、有弹性、有
容纳力的，他掌握了儒学的真精神。
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最高追求就是“三不朽。”
在立德上，曾国藩一辈子修身，可称圣人；
在立功上，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纵横天下；
在立言上，曾国藩留下《家书》《语录》，著作
等身。
所以他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
将为相一完人。”
自古圣贤可佩但不可学，唯有曾国藩可佩亦可学。

中國影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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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少兒題材喜居《臨時乘客》今日官宣定檔——將於 2022 年 7 月
暑期檔和觀眾見面。這部由河南本土影視團隊打造的電影，由李鑫
執導，魏曉璇、徐子恩等主演。電影講述讓“恐生族”放下恐懼想
生娃，看“都市恐生族”李珊珊（魏曉璇飾），被問題層出不窮的“調
皮搗蛋娃”邏文傑（徐子恩飾）用愛感化，拒絕“恐生”。
關於主題
每個人都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臨時乘客”
故事壹開始，講的是女主角珊珊被工作績效、房貸車貸、父母養老
等問題壓的喘不過氣的日常。也正因為如此，她才會努力工作，壹刻不
敢放松。她認為只有把壹切準備好了才能開始人生的下個階段。然而在
和“調皮搗蛋娃”邏文傑相處的過程中，珊珊的想法不由自主受到壹些
影響。她發現這個小男孩雖然調皮搗蛋，但做事很有自己的想法，從不
拖泥帶水，也不會去考慮成功與否，自己開心好像對他來說是最重要的
，雖然期間遇到了點波折，但也總能化險為夷、順利過關，這讓珊珊對
生活有了新的感受。
本片導演李鑫曾導演軍旅題材短居《導彈精兵成長記》、擔任電
影《非凡父子》執行導演、導演電影《村裏來的年輕人》、《父母
的婚事》、策劃電影《最後壹個夏天》等，談到這次的電影主題，他
說，人的壹生相較於人類歷史都是短暫的，有些事情等準備好了可能
就來不及了，“何不給自己多壹點勇氣、想做就做呢？這也是影片的
主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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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兒童”擦出搞笑火花
公路喜居電影《臨時乘客》定檔暑期檔！

說到居情
“恐生女”碰上“搗蛋娃”搞笑不停
電影中的女主角珊珊是壹個典型的現代女孩：前衛時尚、事業心
強、獨立又幹練，甚至還有“恐育癥”，認為孩子會花費她太多精
力以至於耽誤事業和生活，所以和老公結婚兩年也沒要孩子。扮演李珊
珊的女演員魏曉璇，畢業於中央戲居學院，曾出演居集《陪妳漫步這個
世界》、主演電影《人盾》、《鯊口逃生》、《春光燦爛豬八戒等》，
這次在電影中也有突破表現。
電影的另壹個主角邏文傑，雖然才八歲，但人小鬼大，明星八卦、
網酪熱詞不絕於口，手機直播也是信手拈來，還竟然對挖掘機有著極高
的熱情，可以說，除了學習上的事兒，他什麼都知道。扮演者徐子恩別
看年齡小，但卻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演員”了，曾慘演過電視居《我們
的四十年》、電視居《皓衣行》《壹見傾心》、電影《春天的馬拉松》
等作品。電影中，這壹次“歡喜冤家”表現都相當出彩，他們在旅途中
結下了跨越年齡和輩分的友誼。在主創看來，這兩人壹路上有說有笑、
有感動也有思考，上映之後他們的精彩互動相信也會打動不少“大小兒
童”。

宋軼主演《暗夜行者》收官
演繹緝毒臥底女警致敬大愛
由宋軼領銜主演的電視
居《暗夜行者》迎來結局，
該居題材匯集刑偵、緝毒
、警匪元素，講述了恪守
正義、奮力前行的緝毒警
察的故事。在居中，她飾
演 的 角 色 蘇 青 竹 既是壹名
溫柔細膩的茶樓老板，也是
壹位酷颯的臥底緝毒警察，
與搭檔駱翔共同執行暗夜計
劃，追查真相。
《暗夜行者》大結局
中，現場圍剿毒販時，蘇
青竹持槍幹練利落，奮力
出擊解救村民；在面對搭
檔駱翔有危險時，義無反

顧沖到他面前擋槍而不幸
犧牲。擋槍時的抉絕與中
槍倒下時的難過失落，都
讓觀眾為之揪心落淚，成
為觀眾心中的意難平。
此次宋軼在居中的演
繹留下了多個令人印象深
刻的畫面。她獨闖臺球廳
掄酒瓶對抗南亞幫，在碼
頭對峙時在天臺埋伏精準
狙擊毒販，還有被困船艙
用發卡改裝收音機機智化
險，以及警校訓練時每壹
次狙擊的刻苦認真。冷酷
的眼神與幹練的動作，宋
軼用細節的表達塑造出了

壹名鮮活的臥底緝毒警察，
她溫柔甜美的性格與蘇青竹
的冷感果斷形成了極大反
差，這也讓觀眾看到了宋
軼作為演員的可塑性。
蘇青竹在黑暗之間的人
心博弈中，肩負使命逆光前
行，她就像千千萬萬奔赴前
線的 緝 毒 警 察 中 的 縮 影 。
宋軼以角色致敬緝毒警察
的付出與努力，致敬他們
堅守正義的大愛！宋軼在
《 暗 夜 行 者 》 中 的 故 事已
然迎來結局，期待她將在今
後的影視作品中帶來更加精
彩的演繹！

北京人藝放送經典居目
楊立新龔麗君走進演播間為觀眾導賞《雷雨》
北京人藝建院 70 周年系列紀念活動之“經典居目放
送及導賞”正式拉開序幕。當晚，在首部展映作品《雷
雨》線上放映前，兩位主演楊立新、龔麗君走進演播間
，為觀眾帶來壹場特別的演出導賞。
“《雷雨》不僅是北京人藝標誌性的居目，也是中國
話居史上標誌性的居目。自從有了曹禺，有了
《雷雨》，中國才有了現代戲居。”楊立新介
紹，《雷雨》用壹天的時間講述了八個人物30
年間的恩怨情仇，而演出時間不過三個小時，
“這是壹種非常高明的話居手法”。
從 2004 年開始，楊立新演《雷雨》已超
過 150 場。導賞現場，他拿出了壹本“便簽
帳”，原來，每壹次演出的時間都被他細心
地記錄了下來。“為了演好周樸員，我用了
個笨辦法，給他寫了個年表，把他當成真實
的人物來分析。”在他的筆記本上，就連
《雷雨》發生時期中國工業的情況、工人的
收入等背景資料，都壹壹被記錄下來。正是
憑借著這種“破案式”的思維，楊立新壹步
步把周樸員這個人物演活了。“這種方法不
是我自創的，其實就是和北京人藝老壹輩演
員壹塊兒排戲時學來的。”
龔麗君演《雷雨》的時間更長。1989 年，
還在中戲上學的她就被選中飾演蘩漪壹角。
“當時真的感覺天上掉下個大餡餅，我太喜
歡這個角色了。對任何壹個女演員來說，能
演蘩漪都太幸運了。”龔麗君回憶，自己壹
開始就是“描紅模子”，照著導演的指導去
學，但隨著壹場場演出的鍛煉，每當換完戲
服站在正衣鏡前時，她都會告訴自己：“今
晚，我就是蘩漪了。”盡管演了 30 多年
《雷雨》，但龔麗君從不敢懈怠，她說：
“觀眾很細心，連我換了雙鞋都能註意到，
所以每壹場都要認真去演。”
今年是北京人藝建院 70 周年，兩位演員也
格外感慨。“我特別幸福，在壹個單位幹了

壹輩子，和同事之間不是親人勝似親人。”楊立新說，
“老壹輩給我們打下了這麼堅實的基礎，我相信隨著時
代的發展，北京人藝這塊金字招牌會更亮麗。”龔麗君
也為人藝 70 歲生日送上祝福：“希望這個大家庭人丁興
旺，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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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聯賽日本女排 3-0 美國豪取 4 連勝

美國女子公開賽李旻智領先 4 桿奪冠

明尼蘇達山貓

[WNBA]

[歐國聯
歐國聯]]塞爾維亞 4-1 斯洛文尼亞

7 約自由人
84-7紐

2022 田徑鉆石聯賽摩洛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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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潮再度来袭，你准备好了吗？
由于疫情的原因，最近的咨询量确实是达
到一个顶峰，但是我发现很多客户都是初次了
解移民，对移民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以及清晰
的方向，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要移民”
。对于这样的客户，我都会先帮他们把移民思
路捋出来，然后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做出判断。
首先, 移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移民又移居
；一类是移民不移居；
移民又移居
顾名思义既要获得移民身份，同时又有移
民监的要求，以北美、澳新为主；
我们以加拿大为例：
优势：加拿大作为传统的老牌移民国家，
其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比如孩子教育、生活
环境、社会福利、多元文化等等；
劣势：加拿大有严苛的移民监，为了保持
永居身份，加拿大要求每五年都要住满二年，
这二年是任意累加的，夫妻二人各坐各的，加
拿大的移民监是所有移民国家里最为苛刻的。
看过优劣势就要考虑清楚，然后问问自己
，我是否能住移民监？我是否可以放弃国内的
生活以及事业？我是否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
我是否有想法到另外一个国家重新开始？
如果你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移民又移
居的方式就是适合你的选择。
既然有移民监的要求，那就是说你所要移
民的国家需要你，需要人才，所以根据每个客
户的年龄、学历、专业、职业，英语等情况来
具体评估可以操作的项目，加拿大的项目很多

，有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留学转移民、雇主
担保移民、SUV 等等，也就是说总有一款适合
你，所以加拿大适合国内的各阶层人群。
加拿大对申请人既然要求这么多，所以审
理上也一定会严格，如果说想以最快的速度拿
到身份那是不可能的，加拿大项目的平均审理
周期差不多都在 1 年半左右，疫情之下只能会更
慢。
移民不移居

只想拿身份没有居住的需求，主要以欧洲
国家为主。比如希腊 25 万欧元购买房产；葡萄
牙 28 或者 35 万欧元购买商业地产；西班牙 50 万
欧元购买房产；马耳他 6 万欧政府捐款；
我们以马耳他为例：
优势：四代移民、没有居住要求、26 个申
根国自由出入等等；
劣势：以一家三口为例，整体花费需要 100
万人民币左右；

被裁前，我移民了美国

如果你知道自己将被公司裁员，你会怎么
做？
从去年开始，互联网的裁员潮一波接一波
，特别是下半年，在线教育、社区团购、互联
网金融等行业大面积裁员。
前不久，智联招聘发布了一份业绩报告：
单 日 求 职 人 数 突 破 500 万 ， 单 日 求 职 量 突 破
1600 万，流量连续 4 日突破历史记录。
这份“喜报”的背后，是数百万人的忧愁
。
被裁的前员工们，房贷要还、孩子上学、
家庭要养，他们不得不拼命寻找工作。有的趁
着自己还没到 35 岁，转向考公考编之路，谋求
稳定的工作。有的选择降薪去中小公司，也有
一部分人选择外包公司。
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趁着这波裁
员潮，选择了移民美国的 L 先生的故事。
敲定方案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的都快。
找到我们之前，L 先生已经有了移民的想
法。他关注的美国的时候，投资移民热火朝天
，身边移民美国的朋友，也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拿了绿卡。
最后没有办投资移民的原因，一是因为资
金金额确实比较高，二是家里老人也不是很同
意。
几年后再提起移民，已经到了考虑孩子教
育的时候了。一直在深圳发展，也让 L 先生深
深感受到了国家之间的差距和优势。
所以他的目的地也很明确：去美国，而且
希望能尽快办。
我给他的答复是，最快的方式是 EB1-A，
也就是杰出人才，没有排期，1-2 年能拿绿卡
。
听到这个方案，他的第一反应是：我都没
有拿过知名的国际大奖，哪里称得上杰出？
我们接触过的其他申请者，也常常有同样
的困惑。
其实，他们不是没有杰出亮点，只是未被
充分挖掘，不懂如何包装。
L 先生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是国内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 IT 架构师
，自身专业能力很强，还带领团队设计开发了

多项 IT 技术，
主要应用于公
司内部架构，
并在行业内的
比赛拿过一些
奖项。
所以我们
为他量身制定
的策略是，通
过这几项原创
性贡献，论证
L 先生的杰出
性。
EB1-A 的
申请没有什么
量化指标，也
没有严格的条
条框框限定，
给美国移民局
的审核官留足
了主观性，当
中就存在很大
的弹性空间。
材料的关
键在于申请人
证明自己如何
优秀。
回过头来
看看 L 先生，
他是如何成功
获批的呢？
第一：L 先生的几项原创性贡献，虽然是
在公司内部架构中应用，但能帮助解决互联网
行业的重大技术难题。美国移民局喜欢看到做
出实打实的真成绩的人。我们通过相关材料，
论证了 L 先生凭借这些技术创新促进了公司技
术进步、业务壮大。
第二：L 先生本身已经是公司的管理层级
别，薪资能够达到要求。
第三：L 先生参加过行业内最重要的赛事
，还成功晋级到最后一轮——全国比赛，最后
拿到第三名。这个名次足以证明他的优秀了。
最终，我们代 L 先生提交的资料有：1）
全国性奖项；2）高工资证明；3）原创性重大
贡献。在材料论证中，我们权衡轻重，精心铺
陈，使移民官在浏览第一遍材料时，对主要证
据印象深刻。
在多方合力的推动下，L 先生的申请今年
无补件一次性获批了。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客户对
EB1-A 项目存在的一些常见疑惑。
问题 1：我真的够杰出吗？

同样，看过以上就要考虑清楚，然后问问
自己，我只否只需要一个身份？我是否短期内
不想出去？我是否国内的事业还在上升期？我
的经济实力是否允许？
如果你只想给自己将来多一个选择，多一
个退路，那么移民不移居的方式就是你明确的
选择。
欧洲国家对于申请人的优秀与否完全不在
意，只在乎你能不能拿出整体花费来，对于你
的资金来源也没有那么挑剔，因此在申请文件
的准备上很简单也很容易，也很少存在拒签一
说，所以更适合在国内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群
。
既然对申请人要求简单，也就没啥可花费
太多的时间来审核，所以整个周期就会比较快
，马耳他目前的审理周期是 4 至 6 个月。
移民，你准备好了吗？
分析完之后，你自己心理是不是就该有数
了！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个类别，然后我们在
具体的明确国家以及项目。
很多人都喜欢问，哪个项目最好？每个项
目既然存在就一定有它的合理性，没有好坏之
分，只会有各自的优劣性，也就是说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项目不可能满足你所有的需求，那就
要看你最在意什么，你最想得到什么，你的最
终目的是什么？然后去做出最适合你的选择，
找到那个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值的！
当然，如果只想给孩子考虑华侨生的话，
那么以上的所有项目全都适合！

很多人在看到“杰出”两个字时，第一反
应是退缩，觉得遥不可及。其实，奖项的知名
度不是绝对的，有很多重要奖项也不像诺贝尔
奖、奥斯卡奖等举世皆知，重点在于申请人能
证明所得奖项在该领域当中的重要性，以此来
佐证自己在该领域内的杰出性。
也有一部分申请人，背景相对普通，那么
重点就落到如何精确划分自己的细分领域了，
要在有限的资料中突出自己的亮点，让移民局
审核资料时一下就能 get 到你的突出性。当然
，这也是整个规划过程中最费心费力的一部分
。
问题 2：获奖次数多申请成功率更高吗？
其实，并不是发文多、奖项多、专利多，
申请成功的概率就更大。
有些申请者经历丰富，大大小小的奖项很
多，在申请的时候想一股脑全部提交。
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做，杰出人才最重要的
在于亮点突出，所以只需要提交最能展现自己
的杰出性的材料即可。过多品质不佳的材料反
而会分散移民局的注意力，不利于审批通过。
比如对于专利，移民局审核的关键点在于
，专利是否能已经投入使用，产生了多少实际
经济效益。产生的效益越高、被应用范围越广
，越有助于申请获批。
同样的，移民局在审核科研文章发表时，
注重的是被引用的次数。文章发表了，却没有
得到行业内的注意，没有被引用，这就不能成
为有效申请材料。
问题 3：申请失败会影响到我未来的移民计划
？
如果第一次提交材料获批失败，还有两次
补件机会，两次补件过后还是未能通过审批才
算申请失败。只要申请人没有故意提供虚假材
料欺骗移民局，且在申请过程中未做出违法法
律规定的举动，之后仍然可以再次提起申请。
并且，之前的失败记录并不会影响以后的
计划，也不会影响其他签证类别的申请。
EB1-A 相对其他移民途径更偏私人化定制
，切忌像在流水线工作一样，每个人都用同一
套模板。什么时机递交材料合适、如何阐述自
己的经历、哪些材料要重点准备等等，都需要
仔细钻研推敲、具体分析，因为每一位申请人
的闪光点都是独一无二的。
EB1-A 不是在一万个人中挑出一个诺贝尔
奖得主，而是在一万个人当中选出 500 个行业
翘楚。
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诺贝尔、奥斯
卡等世界大奖的得主，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突
出之处。很多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往往未能勇敢
地踏出第一步，留下不少遗憾。
成败的关键，就在于那第一步。

(政海楓聲
政海楓聲）
）李明哲五年受囚終回台
台 灣 NGO 工 作 者 李 明 哲 遭 中 國 政 府 以
“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5 年，囚禁獄中。4
月期满返台，5 月 10 日，首次公开露面。李
明哲表示，中共曾想以间谍罪来引办他，叫
他供出自己的隊友來；但他坚持不承认，因
为这会牵连整个台湾政府，“我不能出卖”
台湾，不接受台湾被打压。
历经 5 年的关押，李明哲在 4 月 15 日返
抵台湾，10 日在立法院召开返台记者会，这
也是李明哲返回台湾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李
明哲对于 5 年来台湾境内外人士奔走救援表
达深切感谢。
出生于外省家庭的李明哲，父母都生在
中国，妻子李净瑜是他的家族中唯一一位本
省台湾人， 李明哲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为典
型的大中国思想，直到升上高中后，同为外
省人的历史老师教导说，“学历史一定要先
学自己家乡的历史，我们不可以做一个只知
道长江黄河，却不知道孕育我们成长的家乡
从何来的人。”
李明哲在“本土意识”和“大中国思想
”的冲突下，促使他想去了解國民黨政府來
台後展開白色恐怖、有血案二二八、戒严统

治、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江南命案等台
湾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使他也从中得知，
历史背后都是当时台湾人民的血泪和牺牲，
这些事件背后代表的民主人权价值，也是他
未来从事中国人权工作的启蒙。
李明哲表示，近年來，面对中共对台打
压与日俱增，他也开始试图了解中国的现况
，并开始接触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认为，
台湾民主自由与人权如此珍贵，是由许多对
这片国土付出惨痛代价的前辈争取而来的，
台湾的自由现状，让他更看清中共的专制，
进而对中国的政治受难者感到悲愤。
不过李明哲强调，他很清楚自己并非中
国人，不可能“颠覆”中共政权，不可能对
中国的人权与政治改革有实质贡献，而且从
历史经验证明，必须由內地民眾來参与，才
能产生真正的改革。才能成功
他表示，中国该如何民主化、人权化，
是中国人的责任与义务。做为一个台湾人，
他能协助的方法只有两种，第一是援助孤立
无援的中国政治犯和其家属的生活，所以他
接管一个中国的公义基金；第二则是在网络
上，与中国人分享台湾人追求民主、人权的

血泪历史。
他强调，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他对人
权的信仰和人道主义的驱使。他认为，这些
行为并没有逾越作为一个台湾人必须谨守的
分寸，也没有违背台湾的主权与民主的价值
。他所能做的，仅为刷信用卡买书、日用品
或者小额捐助给政治犯家属。
李明哲透露，他被侦讯时，中共一直追
问他背后金主是谁？其实他最大的金主就是
他的妻子，自己的信用卡还有他妻子的积蓄
，全数用来买书籍给中国朋友或定期捐助中
国的政治犯和其家属，并定期去中国探访受
难的朋友。
他强调，自己的行动在民主社会都是再
正常不过了，确信这和颠覆中共政权完全扯
不上关系，也不是干预他国内政的行为，他
所从事的人权、人道工作，只是微不足道的
事，都只是如此单纯的人道关怀而已，没想
到却被中共视作颠覆政府的行为，“这就是
独裁政权的本质”。
2017 年 3 月 19 日，他前往中国访友，经
由澳门入境珠海时，立即被一堆人围住，随
后被戴上头套押解，审讯过程中，过去协助

楊楚楓

中国人权的事情被拿出来一一质问，明显早
已搜证完成，把网络上包括 QQ 和脸书等相关
发言都当作罪证。这种特务的隔离审讯，让
他知道劫数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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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靜雯首次獻聲為 Netflix
《媽，別鬧了！》幕後花絮搞笑配旁白

Netflix 宣布今年度全球獨家愛情喜
劇《媽，別鬧了！》將於今年夏天正式
上架，期望讓全球觀眾都能看見多元華
語內容，因此在今年推出值得得令人期
待華語輕鬆愛情喜劇。《媽，別鬧了！
》由《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金鐘獎
導演陳慧翎與金鐘獎得主李俊宏導演共
同執導，比莉、賈靜雯、柯佳嬿、寇世
勳、吳慷仁、林柏宏、曾莞婷主演。今
（7 日）公開首支花絮「媽的戀愛運怎
麼比我好？！」，由製作人兼女主角賈
靜雯為花絮獻聲配音，賈靜雯笑說「花
絮是可以更深入看到拍攝現場和演員表
演、故事角色可愛之處的影片，希望能
透過我的聲音讓更多觀眾認識這些角色
和演員拍攝背後的心酸血淚和可愛。」
《媽，別鬧了！》花絮中捕捉到賈
靜雯和導演陳慧翎親自為比莉按摩，比莉
大讚很爽，還加碼問現場工作人員「要不
要預約？」賈靜雯苦笑說：「沒有辦法喔
！」在影片中也可以看到比莉飾演的「瘋
媽」玫玫一角，不斷找各種交友網站，甚
至約很多男人見面談結婚，包含康康、夏
靖庭、邵昕、傅雷等知名演員都成為比莉
的對象之一，讓賈靜雯大嘆：「這媽媽真
的讓我很常懷疑人生。」對此比莉表示
「追求愛情是每個人的權利，在《媽，別
鬧了！》可以看到在愛情中很多不可思議
的觀點，雖然這個媽媽在大家眼裡是瘋狂
了點，但她其實就跟一個追求愛情的少女
沒什麼不一樣。」
為了完美詮釋配音口吻，賈靜雯在
錄音時表情可愛豐富，有時猙獰有時翻
白眼，跟現場工作人員笑說照片再幫我
處理一下，應該都是翻白眼的樣子。看
到配音稿中「嗯啊喔」等等語助詞，忍
不住笑說「我怎麼覺得這一 Part 跟前面

配的東西不太一樣呢？好像變另一種影
片了。賈靜雯在錄音時，一邊看著花絮
影片一邊笑，認為這是很好玩的體驗
「現在看著這些畫面，感覺回到拍片現
場，那些美好的回憶都回來了，比莉姐
的可愛瘋狂，我的亂髮、佳嬿的自在，
好期待這些影片完成後跟大家分享。」
她也推薦未來演員們有機會都可以試試
看，甚至覺得自己大概可以嘗試配音的
工作。賈靜雯認為《媽，別鬧了！》是
一部輕鬆又可愛的喜劇，很適合和朋友
或家人一起歡笑觀賞，可以看到很多不
同角度的愛情觀、家庭成員的心裡話，
用爆笑的方式呈現，用最輕鬆無壓力的
觀影。
Netflix 獨家華語影集《媽，別鬧了
！》劇情輕鬆有趣，故事來自於一家三
個勇敢以自己的方式追愛的女人，她們
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爸爸（寇
世勳 飾）之後，一起療傷、在成長和
戀愛課題找尋自己存在的價值。史上最
鬧媽媽玫玫（比莉 飾）與 40 歲未嫁大
女兒如蓉（賈靜雯 飾）、20 歲常介於
單身與非單身小女兒若敏（柯佳嬿 飾
），三人因父親的驟然離世陷入巨大的
傷痛，即使母女三人在一屋簷下，心卻
沒有真的生活在一起，玫玫在因緣際會
下決定終結終日哀怨的生活，出發找尋
可以陪伴終生的男人，並把自己給嫁掉
！大姐如蓉一肩扛下照顧媽媽和妹妹的
重擔，當國文老師兼小說家，都快四十
了還始終單身，直到遇上暗戀多年的學
長，小說般情節就此上演！妹妹若敏戀
上極品渣男，為渣男赴湯蹈火、欠債七
位數也在所不惜的她何時能清醒？《媽
，別鬧了！》預計 2022 年夏天於 Netflix 全球獨家上線。

《咒》登上 Netflix 散播台式恐懼

致力支持優質華語內容的 Netflix 8 日宣
布將於今年 7 月 8 日全球獨家上架台灣現象
級恐怖大作《咒》，台灣獨特鬼故事將走
出台灣，讓全球共同體驗台式恐懼。《咒
》以獨樹一格的拍攝手法， 席捲全台 1.7 億
票房，創下台灣影史原創恐怖片票房第一
名的佳績，日前更獲得台北電影節 7 項提名
，其中包含「最佳劇情長片」與「最佳導
演」等大獎入圍肯定，逾 190 個國家與地區
的觀眾將能在 Netflix 平台欣賞一場沈浸式體
驗的恐怖片，與主角一同化解詛咒。

改編自真實故事，使用大量互動
橋段和互動式對白，打造出《咒》
詭譎氛圍的導演柯孟融也興奮表示
：「作為一名導演，我很高興我的
電影《咒》將在 Netflix 全球上線，
讓我的作品可以不受任何拘束的讓
最多觀眾有機會欣賞。」他也透露
拍攝出一部能夠踏入國際並使全球
恐怖片影迷觀看的電影一直是他的
夢想。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長年有大批的恐怖
片粉絲且不斷成長，Netflix 致力於提供豐富
的影視內容中，也有豐富的恐怖類型作品，
不論是紅遍全台的電影《返校》、《女鬼橋
》、《粽邪》、《粽邪 2》或散發強烈詭譎邪
教氛圍的義大利《經典恐怖故事》、科學和
超自然融合的德國青少年驚悚電影《惡權》
、人心比鬼魅更可怕的美國《謎屋闇語》、
講述惡靈獻祭的美國《戰慄公寓》、強調聽
覺刺激感官神經的西班牙《暫時停止傾聽》
等全球知名恐怖電影都能於Netflix上觀賞。

「雞湯台劇」 《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

在地台灣美食全集
看到肚子好餓！

甫播映大結局、全數十集的台灣醫
療喜劇《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除了
讓觀眾又笑又哭之外，劇中蔡淑臻所飾
演的「小劉醫師」常常葷素不忌地大啖
在地美食，看了也是舒壓又療癒，甚至
讓大家看了肚子好餓！一起來盤點《村
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到底吃過多少東
西吧！
珍奶、碗粿，手握香腸看猛男吃鮮肉
在第一集中，小劉醫師初初落地在
南南灣村，一醒來就幹走護理站喝到剩
半杯的珍珠奶茶，還晃到廟埕前市集、
並吃光碗粿攤的碗粿，建立小劉醫師強
大吃貨形象。接下來當然就是有名的手
握香腸、看猛男的「《村裡來了個暴走
女外科》標配過場」、以及「吃掉鮮肉
朱軒洋」的乘風破浪破題情節！小劉醫
師身心靈都是姊姊好餓人設模式全開，
還沒上車的觀眾朋友趕快來朝聖一番！
豆花、白糖粿、雞腿、熱狗和雞湯
既然是在「南南灣村」，故事中會
出現豆花、白糖粿、地瓜或雞腿等能象
徵吃了會幸福的食物也都是正常。三四
集中小劉醫師改吃熱狗看猛男，然而最
重要的還是她在第三集救了里長之後，
第四集片頭片尾里長都「湧泉以報」地
定時奉上雞湯給小劉醫師補身。
尤其是在小劉醫師第四集緊急搶救
了過勞差點流產的護理長「阿長」之後
，回到休息室看到雞湯，喝了一口，滿
足地以一句「謝謝」來謝謝里長（的雞
湯）、謝謝自己（手術表現良好）以及
謝謝阿長和新生命（都好好的），這不
是「雞湯台劇」，什麼是雞湯台劇？！
青草茶、苦茶油腰子、客家小炒、豬排
蛋吐司
五六集中，小劉醫師除了吃綜合口

味香腸看猛男的既定行程之外，故事中
她先喝了阿亮媽媽請的青草茶、吃了廚
師阿君（朱軒洋飾）誤以為她懷孕而準
備的苦茶油腰子一口後，就匆匆遇上阿
亮媽媽的闌尾炎事件。
另，阿亮為了阿鬼醫師而跟阿君所
學做的客家小炒，最後還是進了小劉醫
師的肚子，以及阿君要小劉醫師豬排蛋
吐司一口要咬 30 下（還要計數器計算
）也超好笑！
開水白菜、牛肉湯
為了讓小劉醫師了解自己的價值，
阿君費心以老母雞、火腿排骨干貝、薑
蔥加料酒再小火滾製而成的「開水白菜
」，一如他所說的：「好平凡，就跟你
一樣，跟其他擺在一起，我也不會挑你
。」但其實開水白菜好吃也營養。
另，阿君還會早餐準備牛肉湯、順
便告白兩人以後會有三個小孩，會不會
太浪漫！
炸雞披薩、泡麵、和芥菜雞
在第九集〈我的眼淚是披薩和炸雞
〉中，小劉醫師用請全村吃披薩和炸雞
來宣洩恩師病逝的悲傷。而在第九、第
十集當中都有出現的「泡麵」，皆成為
主副 CP （小劉醫師與阿君、緹娜與阿
鬼醫師）的定情食物，雖樸實但美味
（雖然阿君說「要不好吃也很難」）！
而阿君為阿亮煮的「芥菜雞」也
能用「只見料理、不見其人」的兄弟
情感動觀眾，實在動人。至於在大飯
店工作的阿君，最後捧著碗粿、在醫
院等小劉醫師剛開完刀現身，既讓觀
眾看到了已經能再進刀房的「後來的
小劉醫師」，也以第一集兩人初見面
時的食物「碗粿」來做最後的連結與
結束，是否很美味！

旅遊中國
星期六

2022年6月11日

Saturday, June 11, 2022

C11

好吃到惊心动魄，
这个边境上的宝藏之地不该被遗忘
位于滇西南的德宏州不算传统的热门旅行目的地，由于地处边境，自从疫情以来，更是少
有游客能涉足。前段时间，关于边城瑞丽两年九度封城、无一例蔓延至外省的报道一度刷屏，
让全国人民心疼又心酸。
芒市，瑞丽，畹町……这一个个美丽的名字背后，有着同样美丽的热带风光，浓郁的少数
民族风情，热情的民众，以及惊人的舌尖滋味。今天就带你云游德宏，让我们期待疫情过后，
一起去看大金塔，吃泡鲁达~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有着浓浓的民族风情。
上座部（即南传佛教，民间或有称“小乘佛教”）
庙宇佛塔遍布城市村寨，景颇绿叶宴的招牌触目皆
是，语言不通的缅甸人涂抹着特纳卡对你露出微笑
，更有林林总总的民族节庆热闹非凡——你可以走
上大街感受泼水的喜庆，随着曼妙的身姿一同舞蹈
，抑或畅饮水酒，沉浸在热情与欢乐之中。
作为德宏州府，芒市在 2010 年前还叫“潞西
”，有的信息或许还要用这个名字才能查得 到
。“勐焕”则是它的傣语名，意为“天刚刚亮的
地方”，因此芒市也有“黎明之城”的称号。
甫进芒市，傣家味道便丝丝缕缕地透了出来
。行走街头，又往往让人惊诧于它的“洋 气”
：一边是桂花树下的泡鲁达与鸡爪，一边是遮阳
伞下的奶酪蛋糕和果汁；一边是佛塔 寺庙香火
袅绕，人们虔诚礼拜，一边是街道旁椰树成行，
新建的傣风小镇夜夜歌舞……
一日或许就能逛完市区所有景点，可多留几
天，才有机会体会它的悠然，多尝几道它的美食
，发现周边山乡的景致风情。这座井然有序的城
市非常小巧，市区内所有景点均步行可达。
勐焕大金塔
这是芒市最亮眼的建筑，登临塔顶可俯瞰芒
市全景，远眺缅甸。山脚下有一座滇西抗战纪念
塔。进入盘山公路前有岔道通往孔雀湖，这个人
工水库湖面开阔，风光旖旎。
另有一座银塔坐落在大金塔对面的山头上。
本地人喜欢早晚到金塔和湖边散步运动。从山脚
沿登山步道上行约需 20 分钟，亦可直接打车到金
塔正门口。
它的正式名字是“铁城佛塔”，位于土司时
代的老城内。一粒偶然落在塔中的榕树种子经过
200 年的生长，终于将佛塔包裹起来。塔下是刚
烧尽的香烛，神兽头上挂着滴坠凝结的蜡油，人
类信仰与自然力量就此交融。
往东十分钟步程内有好几座佛寺：菩提寺与
观音寺相邻，均受汉地影响，香火很盛，后 者
路口榕树下供奉着财神爷的神龛，香火不输树包
塔；五云寺是典型的南传上座部佛寺，保留了傣
式水井和古戏台，节日时有傣戏上演；佛光寺仅
宗教节日开放，旁边就是小吃街。
勐巴娜西
这个占地 500 多亩的热带公园位于市南，草
木成林，孔雀四处漫步，是个亲近植物的消闲去

处。园内最值得一看的是树化玉陈列馆，其中陈
列着各种经历长久地质作用而玉化的“树木”。
黑河老坡
这片草甸山坡是踏青野营的好去处，上山要
爬 6 公里的栈道，沿途可欣赏到高山草甸和原始
森林风光。夏季是最好的时节，山花烂漫、牛羊
成群。露营有机会看到高山日落和仙境般的清晨
云雾。山上可租帐篷。
商贸边陲 · 瑞丽
瑞丽这座城市里充斥着石头与霓虹的光彩，
躁动着淘金的梦想，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玉石店
、“赌石”的招牌、操着各地口音的玉石商人和
为改善生活而前来打工的缅甸人。
城中的老街巷正经历着改造，城边的村寨田
地也在慢慢消失，金色寺院佛塔施工至半却陷入
了停滞，整个城市仿佛正在前进与停留的拉扯中
挣扎前行。
好在景颇族的孩子们仍在榕树下吟唱圣诗，
更远处的傣乡依旧风姿迷人，雨林瀑布还是一刻
不停地轰然飞坠，国门也始终熙熙攘攘。
城南不过6公里开外就是瑞丽最大的口岸姐告
。如果不出境，能做的也就是在国门前留个影了。
口岸旁每天上午有小规模的珠宝集市，不少人喜欢
去免税店买便宜的香烟（吸烟有害健康）。
从瑞丽到畹町
从瑞丽向东至畹町一线串起了若干景点，全
部游玩约需一天的时间。除莫里雨林外，其他景
点都在路边，完全可以搭过路班车一路玩过去。
姐勒金塔
这里四周树林环绕，宽大的塔基上，16 座小
塔包围着中央的主塔。披着黄色袈裟的佛像 迎
接来自中缅的参拜者，陪伴他们的是南传佛教的
威武神兽和自由自在的孔雀。传说佛像始建于勐
卯王国时代，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
这是周边一带的信仰中心，每当有佛事，四
周村落甚至是缅甸的傣族人都会聚在这里，赤脚
礼佛参拜。泼水节期间有为期 3 天的佛会。金塔
往北 1 公里的水库有泳池可以游泳。
金塔离城约 5 公里，骑车可轻松前往，返程
坐车需要步行 700 米到瑞丽大道上。出姐勒金塔
往畹町方向会路过芒令村边的独树成林，一棵巨
大的榕树垂下了很多气根，望之如林。
莫里雨林
这是瑞丽市唯一的 4A 级景区，丰茂的亚热

带森林中流淌着涓涓小溪。步道循溪流一路向
上，头顶林木蔽日，脚下道路湿滑，各种藤蔓纵
横小道之上，倒卧的树干湿得像是刚从水里捞上
来一般。
步行全程约需半小时，途中经过一座小庙和
树包石，终点是 30 多米高的扎朵瀑布（又称莫里
瀑布）。停车场旁有一大一小两个温泉游泳池，
水质清澈，不另收费。乘坐前往畹 町的营运面
的在畹瑞大桥西侧的岔路口下车，再沿江边公路
步行 5.5 公里可达，其中有 1 公里多是上山的路。
畹町
畹町曾是中国西南边陲最重要的口岸之一。
它见证过“二战”中远征军的身影、南洋机工的
热血、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的交会。如今，中
缅主要交通和边贸口岸转移到姐告， 畹町反倒
闲适了起来。
一条小河成为天然边境线，一面是畹町，一
面是缅甸的九谷。合法过境的通道是畹町桥，旁
边钢结构木桥面的老桥是滇缅公路旧迹。
畹町边关文化园距畹町桥不过百余米，前往
桥头时会先经过。古董车馆内的数十辆“二战”
吉普、摩托等古董车和民族古兵器馆的各民族刀
剑尚可一观。购票窗口设在古董车馆，购票后有
工作人员引领至各馆并开门。
畹町中缅友好纪念馆（免费，时常关闭）里
有中缅邦交图文展。南洋机工纪念碑旨在纪念
1938 年回国服务抗战的 3200 多名南洋华侨机工
（司机和修车师傅），当时广州沦陷，国际援华
物资全赖畹町入境输送。
在纪念碑旁可俯瞰畹町和九谷市容，后者最
大的建筑就是赌场。过纪念碑往上为畹町国家森
林公园，公园前山有万佛寺，后山有森林和湖泊
，冬季可观候鸟。
从瑞丽到弄岛
瑞丽到弄岛是一条田园大道，瑞丽江就在你
的南侧，沿途皆是中缅两国的傣乡村寨，奘房佛
塔纷纷映入眼帘，香蕉地、凤尾竹依次掠过。
在瑞丽客运南站旁的公交站广场搭乘 1 路公
交可至喊沙奘房、一寨两国、大等喊等景点。村
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只会讲傣语，想探究民俗的
话，可能需要带一个翻译。村寨里的泼水节更加
淳朴天然，显然比瑞丽城有趣得多。
喊沙奘房
喊沙奘房是瑞丽一带最气派的奘房，距城区

7 公里，在喊沙村口下车，向着金碧辉煌的佛塔
顶走 3 分钟就到了。寨子里住着孔雀舞的传承人
，运气好的话，你能看到最正宗的傣族孔雀舞。
一寨两国
银井寨的一寨两国距市区 11 公里，最大的卖
点就是穿寨而过的中缅国境线。荷塘边的傣式建
筑里有脖子上套满金色项圈的布岛族妇女（长颈
族）演示织布工艺、出售织品，或与来访者合影
。
登上荷塘尽头的芒秀金塔可俯瞰寨子。如果
不进景点，也可直接到国门，站在边防武警身边
看一眼 71 号界碑和往来的边民。
大等喊
大等喊距瑞丽 20 公里，有 “傣家农村公园
”之称，实际上就是一个存有几间乾隆年间奘房
的傣族村子，早年曾有电影《孔雀公主》《葫芦
信》等在此取景。
弄岛镇
继续东行可达弄岛镇。镇西 2 公里处有抗战
时期雷允飞机厂的遗址，如今已是一片残垣。弄
岛靠近国境线，对面是缅甸的掸邦和克钦邦。
花样美食
德宏的美食以傣味为代表。傣味重酸苦辣，
喜食生冷，德宏傣味除了傣族菜，也融合了景颇
族、阿昌族等民族的菜式，辣味更重，对香茅草
、缅芫等味重的香料更偏爱，在一席景颇族手抓
饭上，你能尝到酸甜苦辣好几种味道。
撒撇
简单来说，撒撇就是蘸着调料吃的凉拌细米
线。米线越细越好，蔬菜切丝，牛肉、牛肚等切
薄片，看似不出奇，却是傣家的著名小吃，德宏
州内处处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而其中奥妙全在
于蘸水。
撒撇主要分柠檬撒和苦撒两种，也不乏其他
花样。顾名思义，柠檬撒以青柠檬汁为主料，配
以香菜、小米辣等香辛料调制蘸水，口味酸辣爽
口；苦撒则生猛得多，材料列表里，牛胆汁消化
液、生牛肉糜赫然在目，吃起来微苦回甘，清凉
鲜美。
初次尝试不妨从柠檬撒开始，但许多人到最
后却对苦撒欲罢不能。
泡鲁达
源源自缅甸的椰浆甜品帕露达，其实是西米
椰奶加面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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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 專欄 9
小型公司商業運營與會計記賬
繁忙的稅季終於結束，生活又回復正常。稅季
申報是對前一年的商業行為總結。申報的正確與否
完全依賴於日常會計記賬的及時性和準確性。好記
性不如爛筆頭，更何況現在已經幾乎不使用筆頭記
賬了，一切電子化甚至是雲計算。記賬應該就更準
確了。電子記賬，尤其是雲端第三方提供平臺為小
型企業和專業會計師提供了極大的便捷。 企業無
需聘用公司內部會計，會計師也無需坐在公司內部
辦公桌來記賬。通過雲端平臺，公司運營與會計師
記賬可同時進行。
商業運營與會計記賬息
息相關。以生產企業為例
，企業運營包括技術部門
產品設計、原材料及辦公
物資采購、產品組裝、成
品銷售、公司員工薪金發
放和會計部門的資金帳目
匯總及管理。會計部門就
如同我們中國五行學中的
土，座屬中央主管運化及
平衡。產品設計需要市場
分析及預算，原材料及辦

公物資采購涉及到應付賬款，產品組裝涉及人工及
庫存管理，成品銷售涉及應收賬款，員工薪金涉及
產品成本及公司管理費用。
在小型公司的運營過程中經常會出現兩本賬的
問題。日常老板自己記一本帳，主要用於催帳及付
賬用。年終會計師又根據銀行對賬單和信用卡對賬
單記一本帳，用於報稅。
因為大多數的老板沒有會計專業，不會使用會
計專用軟件，大多會用 Excel 甚至仍是筆頭記錄一
年的營收與支出。這樣的記錄會很不全面。首先，
因為沒有和銀行或者信用卡核對，難免會漏掉一些
收入和支出，尤其會漏掉信用卡裏面的支出。這些
都會造成應收帳目和應付帳目不準確。應收帳目不
正確會造成客人的不信任。因為心裏沒底，給客戶
打電話咨詢付賬情況都會小心翼翼咨詢對方是否付
款。當被要求提供賬單及支付歷史時更是拿不出憑
證。更為糟糕的是收到客人的支付之後沒有消掉對
應的應收帳目，反而直接記成了公司的收入，這就
造成了收入的多重記錄，白白多向國稅局繳稅。應
付帳目不準確，會造成多次支付或者忘記支付，引
起不必要的損失。另外公司資產貸款的支出也相當
混亂，無法準確記錄可以抵稅的利息費用。

當第二年年初時，會計師拿到公司提供的日常
記賬發現很多帳目莫名其妙與銀行和信用卡公司都
對不上，無法使用。只好另立門戶重新記過。這個
記錄過程的過程就會比較粗糙，一兩個星期的時間
要錄入全年的收支。時間久遠，回憶當初造成心理
和生理上的壓力自不必說。記賬過程中經常出現的
錯誤有股東存入公司的資金或者其他公司或個人貸
款給公司被當成公司的收入。 本應是老板自己的
稅後儲蓄或者是借來的錢卻被當成是收入，無形中
繳納了不應該繳納的稅。 另外，因為公司貸款購
買的資產沒有體現在銀行或信用卡對賬單上，無法
正確記錄甚至會漏記，錯失本應該可以 100%折舊
減稅的機會，同時造成公司資產記錄錯誤。這種記
賬方式已完全失去了會計的監管功能，這不是記賬
是在補帳，只是為了稅務申報。這種記賬方式無法
提供準確的年底應收賬款、應付賬款及庫存，追蹤
公司費用支出的時效性。尤其是公司將相同金額的
月支付或年支付設為自動付之後，資金會自動從公
司銀行支出，會計師也會很容易忽略其時效性，將
其記為同一種費用。殊不知，公司也許在一年或更
久遠之前就停止了購買此項服務，如廣告費用支出
等。

如果能將兩本賬合為一本帳，就會減少以上諸
端弊病。會計師可以實時監督並指導小公司的記賬
，同時公司的老板也可以準確地知道自己公司的運
營狀況。年終的時候會計師就可以胸有成竹地使用
日常記賬來報稅。目前的遠程網絡及會計軟件技術
也提供了這種工作便利。比如 Intuit 公司的 Quickbooks 既有桌面版本也有網絡版的，甚至還有第三
方提供的雲端服務。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會計師代替不了公
司老板操作公司業務，非會計師專業的老板也不會
將公司的會計系統設計的準確無誤。但兩廂配合，
一定會事半功倍。
本專欄信息不能替代專業會計、稅務、法律或
其他專業咨詢者提供的咨詢意見。謹誠會計不對任
何信息出現差錯或遺漏，以及因使用該信息而獲得
的結果承擔法律責任。
趙廣華（CPA 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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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胃食道逆流疾病
什麼是胃食道逆流？當胃部內容物
反流回食道，帶酸性的物質便會造成心
口灼熱、胸悶、打嗝, 咳嗽，口幹，喉
嚨異物感等癥狀，這種情況稱為 「胃食
道 逆 流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 ，俗稱 「火燒心」 。
引起胃食道逆流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呢?
因為下食道括約肌的張力鬆弛，造
成關閉不緊，使得胃裡的胃酸或氣體容
易跑到食道裡。食道括約肌張力遲緩的
原因，至今醫學界仍不完全清楚，但就
目前所知的，可大致分為幾類：
1.生理構造問題：例如老化、肥胖
、食道疝氣等。
2.藥物引起：例如某些治療氣喘、
高血壓的藥物，有可能造成括約肌鬆弛
。
3.食物引起：例如油脂類、巧克力
、薄荷類、甜食、菸、酒等食物。
胃食道逆流有否癌癥的風險？
4 人就有 1 人有胃食道逆流，反復發
作致癌率 40%。
有的病人在外面吃飯較多，經常喝
酒抽菸，所以造成火燒心，胃也漲疼不

舒服。他跑到我診所來求診，開了藥給
他，他吃了以後覺得比較舒服了，人就
不見了，也不定期回來復診，過了幾年
，他吃東西常卡住不能下吞到胃裡，再
來復診，發現他食道裏已長了癌，切片
後，確診為食道癌。這個病人就是太不
把自己的身體當回事，每次胃痛或火燒
心就去買點成藥吃吃，繼續抽煙喝酒、
暴飲暴食。慢性發炎常常是造成癌癥的
一個重要原因。千萬不要亂服成藥，一
定不能懶，要定期復診，配合醫師。
胃食道逆流要如何治療？
Step1：改變生活飲食型態。
這是最基本且有效的方法，癥狀輕
微者，可因此而改善不必吃藥。
1.避免影響食道括約肌張力的食物
，例如油脂類、巧克力、薄荷類、甜食
、菸、酒等。平時多留意吃了哪種食物
會更不舒服，例如有些人吃了麵包、可
樂、或果汁，會感覺酸得更厲害，就要
避免。
2.吃完東西不要立刻躺平，因為平
躺的姿勢，胃部的東西更容易逆流到食
道。 「至少要等 30 分鐘到 1 小時，」 如
果吃的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甚至要等

3～4 小時才能排空，而且不要吃太飽，
否則胃部的壓力會更大。
3.睡前 5 小時不要吃東西，夜晚型
的患者更要戒掉吃宵夜的習慣。
4.夜晚型的患者，睡覺時可多放一
個枕頭，把頭部墊高 15～20 公分，減低
胃酸逆流的機會。
5.不要穿太緊的衣服，這樣會增加
胃部的壓力，使得食道括約肌更無力抵
抗。
6.減肥。肥胖不僅是造成胃食道逆
流癥的原因之一，也是腐蝕性食道炎及
食道腺癌的危險因子。
Step2：藥物治療
如果癥狀嚴重，或是調整生活飲食
型態後仍然無法改善，就得藉助藥物治
療。常用藥物有：
1.製酸劑：俗稱的 「胃藥」 ，可以
中和胃酸。如果癥狀輕微且經過醫生確
定診斷者，可以自行到藥局購買服用。
2.黏膜保護劑：保護食道的黏膜，
減輕胃酸的傷害。
3.促進食道蠕動的藥物：加速食道
排空逆流上來的胃酸。
如果以上的癥狀治療無法改善，就要考

慮做胃鏡，一來排除合併其他嚴重疾病
的問題（例如癌癥、食道狹窄、食道細
胞變性等）；二來是確定食道損傷的程
度，包括發炎、破皮、潰瘍等，再依診
斷考慮服用以下抑製胃酸分泌的藥物。
1.組織氨受體拮抗劑（H2blocker）：抑
製胃酸分泌，但是彼得．卡利拉斯醫師
認為，組織氨受體拮抗劑的效果，並不
如質子幫浦抑製劑。
2. 質 子 幫 浦 抑 製 劑 （PPI,ProtonPumpInhibitor）：完全抑製胃酸分泌，
是目前最有效的藥物。
高達 70～90％的胃食道逆流患者是 「無
破皮的逆流性疾病」 （NERD,nonerosiverefluxdisease），即有明顯的典型癥狀
，卻在胃鏡檢查下沒有發現食道受損的
情況。這群患者，雖然胃鏡檢查一切正
常，但明顯的癥狀已嚴重危害他們的生
活品質。
胃食道逆流癥病患的一年內復發率
高達 70～80％，PPI 的藥物對於有胃食
道逆流困擾的病人（無論胃鏡檢查有無
異常），不僅可以緩解癥狀，還能延緩
停藥後復發的時間。
Step3：手術治療

當癥狀非常嚴重，以上方法都無法
解決時， 「手術是沒有辦法時的辦法，
」 需要走到這一步的患者非常的少，一
年遇不到幾個案例。
有的病人吃了就吐，像動物的反芻
一樣，這樣的患者的嚴重程度連 PPI 的
藥物都無法改善，最後只好利用手術補
強食道括約肌的張力。但手術也不一定
能根除疾病，可能還是需要長期吃藥。
張玫家庭醫生診所
Family Medicine
地 址 ： 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77478
電話：281-242-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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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圓滿成功
年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圓滿成功
圖為國建會會長方宏泰（左四
圖為國建會會長方宏泰（
左四）
）準會長劉志
忠（左三
左三）
）與出席午餐會貴賓合影
與出席午餐會貴賓合影。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圖為國建會會長方宏泰（中 ）準會長
圖為國建會會長方宏泰（
劉志忠（
劉志忠
（左一
左一）
）與出席午餐會貴賓
「科技組
科技組」
」 游慧光組長
游慧光組長（
（左四
左四）
） 「文
化組」
化組
」 組長楊淑雅
組長楊淑雅（
（右一
右一）
）及黃壽萱
（左三
左三）
）劉秀美
劉秀美（
（左二
左二）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

劉志忠會長（
劉志忠會長
（左二
左二）
）在午餐會上頒發 「傑出服務獎
傑出服務獎」
」 給
朱立光博士（右二
朱立光博士（
右二）。
）。她現在是
她現在是 NWEA 的高級心理測量
師。她的主要任務是協助各國教育部制定和驗證他們的年
度大規模學生表現評估。
度大規模學生表現評估
。

參加大會的各僑社社團代表（左起
參加大會的各僑社社團代表（
左起）
）蕭瑛媜
蕭瑛媜、
、周宏
周宏、
、黃春蘭
、李迎霞等人
李迎霞等人。
。

出席國建會 「午餐專題演講會
午餐專題演講會」
」 的來賓 「台
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
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
（左三
左三）
）,何文壽院士
（中） 「科技組
科技組」
」 游慧光組長
游慧光組長（
（右三
右三）
）與
「國建會
國建會」
」 會長方宏泰
會長方宏泰（
（左二
左二）
）劉志忠準會
長（右一
右一）
）及歷任會長錢懋曾
及歷任會長錢懋曾（
（右二
右二）
）陳天
生（左一
左一）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 「科技組
「科技組」
」 組長游慧光
組長游慧光（
（右三
右三）
）與出席午
餐專題演講會的台大校友吳而立、羅茜莉
餐專題演講會的台大校友吳而立、
羅茜莉（
（左一
左一、
、左二
左二）
）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

圖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國家工程
圖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院院士何文壽博士擔任國建會午餐會
主講人。
主講人
。何院士專精於低成本高效率
碳捕捉新技術研究。
碳捕捉新技術研究
。

世華工商婦女會的 「商業管理講座
商業管理講座」
」 現場
現場，
，
會長何真（
會長何真
（前排左四
前排左四）
）與全體出席會長
與全體出席會長、
、理
事與當天的主講人之一 「第一銀行休士頓分
行」 經理吳炳輝
經理吳炳輝（
（前排中
前排中）
）合影
合影。
。

劉志忠會長（
劉志忠會長
（左二 ）在午餐會上頒發 「傑出成就獎
傑出成就獎」
」 給朱
辛為博士（右二
辛為博士（
右二）。
）。朱博士在
朱博士在 Lamar 工作的 41 年間獲得了
無數獎項。
無數獎項
。2002 年，他被任命為
他被任命為“
“派珀教授
派珀教授”
”這是德州所
有大學每年授予十位教授的全州榮譽。
有大學每年授予十位教授的全州榮譽
。

「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
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
」 吳炳輝在 「世
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協辦的
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國建會 「商業管理講座
商業管理講座」
」 主講
主講：
： 「善用
銀行服務，
銀行服務
，做您一輩子的好朋友
做您一輩子的好朋友」
」 。

休士頓旅遊局亞太部門負責人姚義在
國建會 「商業管理講座
商業管理講座」
」 主講 「借鏡
“MICE
MICE”
” 創造社區樂活生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