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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undai subsidiary has used child labor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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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VERNE, Alabama, July 22 (Reuters) - A 
subsidiary of Hyundai Motor Co has used child 
labor at a plant that supplies parts for the Korean 
carmaker’s assembly line in nearby Montgomery, 
Alabama, according to area police, the family 
of three underage workers, and eight former and 
current employees of the factory.

Underage workers, in some cases as young as 12, 
have recently worked at a metal stamping plant 
operated by SMART Alabama LLC, these peo-
ple said. SMART, listed by Hyundai in corporate 
filings as a majority-owned unit, supplies parts for 
some of the most popular cars and SUVs built by 
the automaker in Montgomery, its flagship U.S. 
assembly plant.
In a statement on Friday, Hyundai (005380.KS)
said it “does not tolerate illegal employment prac-
tices at any Hyundai entity. We hav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in place that require compliance with 
all local, state and federal laws.” It didn’t answer 
detailed questions from Reuters about findings in 
this story.

SMART, in a separate statement, said it follows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laws and “denies any 
allegation that it knowingly employed anyone 
who is ineligible for employment.” The company 
said it relies on temporary work agencies to fill 
jobs and expects “these agencies to follow the law 
in recruiting, hiring, and placing workers on its 
premises.”
SMART didn’t answer specific questions about 
the workers cited in this story or on-the-job scenes 
they and other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factory 
described.

Reuters learned of underage workers at the Hyun-
dai-owned supplier following the brief disappear-
ance in February of a Guatemalan migrant child 
from her family’s home in Alabama.

The girl, who turns 14 this month, and her two 
brothers, aged 12 and 15, all worked at the plant 
earlier this year and weren’t going to school, ac-
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ir employment. 
Their father, Pedro Tzi, confirmed these people’s 
account in an interview with Reuters.
Police in the Tzi family’s adopted hometown of 
Enterprise also told Reuters that the girl and her 
siblings had worked at SMART. The police, who 
helped locate the missing girl, at the time of their 
search identified her by name in a public alert.

Reuters is not using her name in this article be-
cause she is a minor.

The police force in Enterprise, about 45 miles 
from the plant in Luverne, doesn’t have jurisdic-
tion to investigate possible labor-law violations 
at the factory. Instead, the force notified the state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after the incident, James 

Sanders, an Enterprise police detective, told Reu-
ters.

Mike Lewis, a spokesperson at the Alabama at-
torney general’s office, declined to comment. It’s 
unclear whether the office or other investigators 
have contacted SMART or Hyundai about possible 
violations.

Pedro Tzi’s children, who have now enrolled for 
the upcoming school term, were among a larger 
cohort of underage workers who found jobs at the 
Hyundai-owned supplier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ccording to interviews with a dozen former and 
current plant employees and labor recruiters.

Several of these minors, they said, have foregone 
schooling in order to work long shifts at the plant, 
a sprawling facility with a documented history of 
health and safety violations, including amputation 
hazards.

Most of the current and former employees who 
spoke with Reuters did so on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Reuters was unable to determine the 
precise number of children who may have worked 
at the SMART factory, what the minors were paid 
or other terms of their employment.

The revelation of child labor in Hyundai’s U.S. 
supply chain could spark consumer, regulatory and 

reputational backlash for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profitable automakers in the world. In a “human rights 
policy” posted online, Hyundai says it forbids child 
labor throughout its workforce, including suppliers.

The company recently said it will exp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planning over $5 billion in investments in-
cluding a new electric vehicle factory near Savannah, 
Georgia.

“Consumers should be outraged,” said David Michaels, 
the former U.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labor for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r 
OSHA, with whom Reuters shared the findings of its 
reporting.

“They should know that these cars are being built, at 
least in part, by workers who are children and need to 
be in school rather than risking life and limb because 
their families are desperate for income,” he added.

At a time of U.S. labor shortages and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labor experts told Reuters there are height-
ened risks that children, especially undocumented mi-
grants, could end up in workplaces that are hazardous 
and illegal for minors.

In Enterprise, home to a bustling poultry industry, 
Reuters earlier this year chronicled how a Guatemalan 
minor, who 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found 
work at a local chicken processing pl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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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me to San Antonio to pay my
respects and mourn the founder of the
Carson Advertising company, Mr. Paul
Carson. We have been doing business
with them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Paul Carson was born in San Antonio
83 years ago. He and his son John had
been running a very successful business
in Houston. Paul had a full and wonderful
life with a beautiful family.

San Antonio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central part of Texas. It is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in Texas with a population of
over 1.5 million. When the Spanish
explorers arrived in this area in 1619, it
was on the holy day of St. Anthony, Saint
Padua in Portugal, so the city is named
after St. Anthony. Lackland Air Force Base
is located her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Spanish and Mexican
cultures, the city is full of Latin culture. More than half of the residents are
Latino.

This southern city welcomes more than 20 million tourists annually
and you can feel the atmosphere of Native Americans and ancient
Mexico here. Walking along the River Walkyou can taste the best
cuisines from different worlds. The Alamo and SeaWorld are popular
gathering places for tourists.

Unfortunately, the town of Uvalde is nearby. It suffered the tragic
school shooting massacre in which twenty-one lives were lost due to a
teenager killer. This tragedy covered the whole city and the nation with so much grief.

This afternoon I walked into this injured and beautiful city and saw the bustling crowds. We just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the ugly side of human beings. This severely damaged town needs our prayers and blessings to
take care and heal their scars.

0707//2121//20222022

This Injured City Is Still Full Of VitalityThis Injured City Is Still Full Of Vitality

Editor’s Choice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is wife Melania, Kimberly Guilfoyle, 
his sons Barron and Donald Jr. and his daughter Ivanka leave St. Vincent Fer-
rer Church during the funeral of Ivana Trump, socialite and Trump’s first wife, 
in New York City, July 20.  REUTERS/Brendan McDermid

People enjoy the hot weather on Brighton beach, during a heatwave in Brighton, Britain, July 
19. REUTERS/Peter Cziborra

Crystal Palace’s Wilfried Zaha in action during a Premier League match versus Arsenal at 
Selhurst Park, London, Britain, April 4. REUTERS/David Klein

A member of the Queen’s 
Guard receives water to drink 
during the hot weather, outside 
Buckingham Palace in London, 
Britain, July 18. REUTERS/
John Sibley

Saudi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fist bumps U.S. President 
Joe Biden upon his arrival 
at Al Salman Palace, in 
Jeddah, Saudi Arabia, July 
15. Bandar Algaloud/Saudi 
Royal Court

Women cover their faces as 
a health worker fumigates a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during 
a drive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mosquito-borne diseases fol-
lowing recent rainfall and water 
logging, in Ahmedabad, India, 
July 20, 2022. REUTERS/Amit 
D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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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the world? How 
many die each year, and how many babies are born?  
These are key questions t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round us. The global population dataset 
i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at Our World in Data: it 
underpins nearly every topic we cover.
The UN releases an update of it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every two years. Its latest release was due 
in 2021 but was delayed as a resul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But, today – on World Population Day 
– the long-awaited dataset has been released. The 
following article highlights some of the key findings 
of the twenty-seventh publication of the ‘World Pop-
ulation Prospects’.

Overview

July 11, 2022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
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The 2022 Revision of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is 
the twenty-seventh edition of official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 that have been 
prepared by the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
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It presents population estimates 
from 1950 to the present for 237 countries or areas, 
underpinned by analyses of historical demographic 
trends. This latest assessment considers the results of 
1,758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es conducted be-
tween 1950 and 2022, as well as information from 
vital registration systems and from 2,890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surveys The 2022 revision also 
present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to the year 2100 that 
reflect a range of plausible outcomes at the global, re-
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By Hannah Ritchie, Edouard Mathieu, Lucas 
Rodés-Guirao and Marcel Gerber

#1. The World Population Will Pass 
8 Billion At The End Of 2022

Since 1975 the world has been adding another billion 
people every 12 years. 
It passed its last milestone – 7 billion in 2011. And, by 
the end of 2022, it will pass another one: there will be 
8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While this rate of absolute growth is similar to previous 
decades, the growth rate continues to fall. Since 2019, 
the glob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has fallen below 1%. 

That’s less than half its peak rate of growth – of 2.3% 
– in the 1960s.
As global fertility rates continue to fall (see below), this 
rate will continue to fall.
#2. The UN Estimates Around 15 Million Excess 
Deaths In 2020 And 2021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global population and migration 
trends. 
We know that the confirmed death toll from 
COVID-19 is likely to significantly underestimate 
the true number of deaths because of limited testing. 
One way to get a better estimate of the total mortality 
impact of the pandemic is to look at excess mortality 
data. We can look at the total number of deaths and 
compare this to the number we expect to occur in a 
non-pandemic year.
In its latest population dataset, the UN estimates 
that in 2020,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5 million 
excess deaths. In 2021, this figure was 10 million. 
This estimate of 15 million excess deaths over 2020 
and 2021 is in line with estimates from other orga-
nizations. The Economist put its central estimate of 
excess deaths at 17.6 million. The World Health Orga-
nization, which is a UN organization, estimated 14.9 
million excess deaths.
These death figures are highly uncertain. But what’s 
clear is that the number of confirmed deaths – which 
was just 5.4 million by the end of 2021 – captures just 
a fraction of the tru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3. The Global Population Is Projected To                          
Peak At Around 10.4 Billion In 2086

The world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rapidly over the 
last century.  When will it come to an end? Previous 
versions of the 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showed a significant slowdown in population growth, 
with very slow growth – almost reaching a plateau 
–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 its previous release, it 
projected that the world population would be around 
10.88 billion in 2100, and would not yet have peaked.
In this new release, the UN projects that the global 
population will peak before the end of the century 
– in 2086 at just over 10.4 billion people.1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is earlier, and lower, 
peak. One is that the UN expects fertility rates to fall 
more quickly in low-income countries compared to 
previous revisions. It also expects less of a ‘rebound’ 
in fertility rates across high-income countr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4. The Global Fertility Rate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To 2.3 Births Per Woman

A key determinant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rate is the 
average number of children that women have over 
their lifetime – the ‘fertility rate’.
Fertility rates have fallen rapidly across the world in re-
cent decades. In 1950, the average woman gave birth 
around 5 times. Since then, fertility rates have more 
than halved. In 2021, this global figure was 2.3 births 
per woman.

If you switch to the map tab in the interactive chart you 
see that most people in the world now live in countries 
where fertility rates are at – or below – the ‘replace-
ment level’. This is the level at which populations 
would stabilize or shrink over the long-term. The UN 
reports that two-thirds of people live in countries where 
the fertility rate is below 2.1 births per woman. In some 
high-income countries such as South Korea, Japan, 
Spain, or Italy, it is as low as 1.3 births per woman.

#5. Next Year India Is Expected To Take Over 
From  China As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China has been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for decades. It is now home to more than 1.4 billion 
people. However, its population growth rate has fallen 

significantly following a rapid drop in its fertility rate 
over the 1970s and 80s.
The fertility rate in India has also fallen substantially in 
recent decades – from 5.7 births per woman in 1950 to 
just 2 births per woman today. However, the rate of this 
decline has been slower.
Because of this, India will very soon overtake China 
as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UN 
expects this to happen in 2023. (Courtesy https://
ourworldindata.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here: 
https://ourworldindata.org/world-population-up-
date-2022.
Related

World Population Highlights
The Current World Population

7,961,890,500
             TOP 20 LARGEST COUNTRIES BY 

POPULATION 

World Popul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t the dawn of agriculture, about 8000 B.C., the pop-
ulation of the world was approximately 5 million. 
Over the 8,000-year period up to 1 A.D. it grew to 200 
million (some estimate 300 million or even 600, sug-
gesting how imprecise population estimates of early 
historical periods can be), with a growth rate of under 
0.05% per year.)
A tremendous change occurred with the industrial rev-
olution: whereas it had taken all of human history 
until around 1800 for world population to reach 
one billion, the second billion was achieved in only 
130 years (1930), the third billion in 30 years (1960), 
the fourth billion in 15 years (1974), and the fifth bil-
lion in only 13 years (1987).

•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alone, the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has grown from 1.65 billion to 6 billion.
• In 1970, there were roughly half as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as there are now.
• Because of declining growth rates, it will now take 
over 200 years to double again.

Population Growth Rate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is, as of 2020, growing at a 
rate of around 1.05% per year (down from 1.08% in 
2019, 1.10% in 2018, and 1.12% in 2017). The current 
average population increase is estimated at 81 million 

people per year.
Annual growth rate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late 1960s, 
when it was at around 2%. The rate of increase has 
nearly halved since then, and will continue to decline 
in the coming years.
World population will therefore continue to grow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at a much slower rate com-
pared to the recent past. World population has dou-
bled (100% increase) in 40 years from 1959 (3 billion) 
to 1999 (6 billion). It is now estimated that it will take 
another nearly 40 years to increase by another 50% to 
become 9 billion by 2037.

The latest world population projections indicate 
that world population will reach 10 billion persons 
in the year 2057.
World Population Forecast (2020-2050)
10 Billion (2057) The United Nations projects 
world population to reach 10 billion in the year 
2057.
9 Billion (2037) World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9 billion in the year 2037.
8 Billion (2023) World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8 billion people in 2023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2026 according to the U.S. Cen-
sus Bureau).
7.96 Billion (2022) The current world population 
is 7.96 billion as of July 2022 [1]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United Nations estimates elaborated 
by Worldometer. The term “World Population” 
refers to the human population (the total number 
of humans currently living) of the world.

7 Billion (2011)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reached              
7 Billion on October 31, 2011.                                                                                               
The US Census Bureau made a lower estimate, 
for which the 7 billion mark was only reached on 
March 12, 2012.
6 Billion (1999)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the 6 billion figure was reached on October 12, 
1999 (celebrated as the Day of 6 Billion). Accord-
ing to the U.S. Census Bureau instead, the six 
billion milestone was reached on July 22, 1999, at 
about 3:49 AM GMT. Yet, according to the U.S. 
Census, the date and time of when 6 billion was 
reached will probably change because the already 
uncertain estimates are constantly being updated. 
(Courtesy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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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light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Latest 
Release Of Its World Population Estimates

Key Findings From The 2022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Prospects Study

BUSINESS

BARCELONA, Spain (AP) — The Russian 
tanks and missiles besieging Ukraine also are 
threatening the food supply and livelihoods of 
people in Europe, Africa and Asia who rely on the 
vast, fertile farmlands of the Black Sea region — 
known as the “breadbasket of the world.”
Ukrainian farmers have been forced to neglect 

alive. Ports are shut down that send wheat and 
other food staples worldwide to be made into 
bread, noodles and animal feed. And there are 
worries Russia, another agricultural powerhouse, 
could have its grain exports upended by Western 
sanctions.
While there have not yet been global disruptions 
to wheat supplies, prices have surged 55% since 
a week before the invasion amid concerns about 
what could happen next. If the war is prolonged, 
countries that rely on affordable wheat exports 
from Ukraine could face shortages starting in 
July, 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 director Ar-
naud Petit told The Associated Press.
That could create food insecurity and throw 
more people into poverty in places like Egypt 
and Lebanon, where diets are dominated by gov-

are preparing for potential shortages of products 
from Ukraine and increased prices for livestock 
feed that could mean more expensive meat and 

dairy if farmers are forced to pass along costs 
to customers.

Farmers harvest with their combines in a 
-

sia, July 21, 2021. The Russian tanks and 
missiles besieging Ukraine also are threaten-
ing the food supply and livelihoods of people 
in Europe, Africa and Asia who rely on the 
vast, fertile farmlands known as the “bread-
basket of the world.” Russia and Ukraine 
combine for about a third of the world’s 
wheat and barley exports and provide large 
amounts of corn and cooking oils. (Photo/Vi-
taly Timkiv, AP File)
Russia and Ukraine combine for nearly a third 
of the world’s wheat and barley exports. Ukraine 
also is a major supplier of corn and the global 

The war could reduce food supplies just when 

prices are at their highest levels since 2011.

some 1,500 miles (2,400 kilometers) away 
in Egypt, the world’s largest wheat importer. 
Millions rely on subsidized bread made from 
Ukrainian grains to survive, with about a third 
of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Wars mean shortages, and shortages mean 
(price) hikes,” Ahmed Salah, a 47-year-old fa-
ther of seven, said in Cairo. “Any hikes will be 
catastrophic not only for me, but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Anna Nagurney, a professor of supply chains, 
logistics and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said, “Wheat, corn, 

food security ... especially in the poorer parts of 
the globe.”

she said, “Who’s going to be doing the harvest-
ing? Who’d be doing the transportation?”
Egypt’s state procurer of wheat, which normally 
buys heavily from Russia and Ukraine, had to 
cancel two orders in less than a week: one for 
overpricing, the other because a lack of compa-
nies offered to sell their supplies. Sharp spikes in 
the cost of wheat globally could severely affect 
Egypt’s ability to keep bread prices at their cur-
rent subsidized level.

“Bread is extremely heavily subsidized in 
Egypt, and successive governments have found 
that cuts to those subsidies are the one straw that 
should be kept off the camel’s back at all costs,” 
Mirette Mabrouk, a senior fellow at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wrote in a recent analysis.
War-ravaged Syria recently announced it would 
cut spending and ration staples. In nearby Leb-
anon, where a massive explosion at the Beirut 
port in 2020 destroyed the country’s main grain 
silos, authorities are scrambling to make up for a 
predicted wheat shortage, with Ukraine provid-
ing 60% of its supply. They are in talks with the 

Even before the war threatened to affect wheat 
suppl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people in Ken-
ya were demanding #lowerfoodprices on social 

Now, they’re bracing for worse.
African countries imported agricultural prod-
ucts worth $4 billion from Russia in 2020, and 
about 90% was wheat, said Wandile Sihlobo, 
chief economist for the Agricultural Business 

Chamber of South Africa.

wheat supplies from Russia would affect the 
price of products like bread, a common food in 
Africa’s most populous country.

“All of us need to look elsewhere” in the fu-
ture, said Tope Ogun with Honeywell Flour 

companies. “We might not get what we need to, 
and there is likely going to be an increase in the 
price.”
Nigeria has taken pains to reduce its reliance on 
Russian grains, with farmers moving to plant 

Sale, national secretary of the Wheat Farmers 
Association of Nigeria.
“We have the land, we have the people, we have 
the money, we have whatever we can need in 
Nigeria” to grow wheat, he said. “All we need 
now is time.”
The disruption can be felt as far away as Indo-
nesia, where wheat is used to make instant noo-
dles, bread, fried foods and snacks.
Ukraine was Indonesia’s second-largest wheat 
supplier last year, providing 26% of wheat 
consumed. Rising prices for noodles, in turn, 
would hurt lower-income people, said Kasan 
Muhri, who heads the trade ministry’s research 
division.
Ukraine and Russia also combine for 75% of 

10% of all cooking oils, IHS Markit said.
Raad Hebsi, a wholesale retailer in Baghdad, 
said he and other Iraqis are bracing to pay more 
for their cooking oil.

“Once the items stored are sold, we will see an 
increase in prices of these items,” he said. “We 
will likely purchase alternatives from Turkey, 
and Turkey will no doubt tak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and raise its prices.”
Farm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s lead-
ing corn exporter and a major wheat supplier, 
are watching to see if U.S. wheat exports spike. 
In the European Union, farmers are concerned 
about rising costs for livestock feed.

Ukraine supplies the EU with just under 60% 
of its corn and nearly half of a key component 
in the grains needed to feed livestock. Russia, 
which provides the EU with 40% of its natural 
gas needs, is similarly a major supplier of fertil-
izer, wheat and other staples.

which supermarkets are rationing, and grains 
for the all-important breeding industry. Those 
imported grains go to feed some 55 million pigs.
Jaume Bernis, a 58-year-old breeder with 1,200 
swine on his farm in northeast Spain, fears the 
war will further increase the pain his business is 
facing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and drought.
Since October, Spanish pork products have 
been taking a loss from high costs, Bernis said. 
Those costs are driven by China stockpiling 
feed for its pigs as it claws its way out of a dev-
astating outbreak of African swine fever.

Ukraine, the price of grain for animal feed 
jumped 10% on the open market in Spain.
“We are facing a moment of very elevated costs, 
and we don’t know what lies ahead,” Bernis 
said. “This is another cost of waging a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Courtesy https://thewestern-
news.com)
Related/Summary

Russian Invasion Threatens 
Global Food Supply

The big picture: The two countries combine 
for nearly one-third of global wheat and barley 
exports, AP reports. Ukraine is a major exporter 
of corn.
• Lebanon, Egypt and Syria are among the 
countries most dependent on affordable wheat. 
“Any [price] hikes will be catastrophic not only 
for me, but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Ahmed Salah, an Egyptian father of seven, told 
AP.
• Supplies were already tight because of 
droughts hitting the wheat belts of North Amer-
ica.
European livestock farmers are heavily reli-
ant on Ukraine for corn and other grain addi-
tives for animal feed.
Between the lines: This also threatens efforts 
to help famine-stricken countries like Afghani-
stan, Yemen and Ethiopia,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s.
The bottom line: Ukraine and Russia “account 
for about 12% of the calories the world trades,” 
NPR reports.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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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sia, July 21, 2021. The Russian tanks and missiles besieging Ukraine also are 
threatening the food supply and livelihoods of people in Europe, Africa and Asia who 
rely on the vast, fertile farmlands known as the “breadbasket of the world.” Russia 
and Ukraine combine for about a third of the world’s wheat and barley exports and 
provide large amounts of corn and cooking oils. (Photo/Vitaly Timkiv, AP File)

COMMUNITY
Russian War In World’s 
‘Breadbasket’ Threatens 

Global Food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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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南鹏的
红杉传奇

2009年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阴霾尚未消散

，四万亿强刺激政策刚刚出台；“抄底

”房地产的中产阶层，看着上涨的房价

欢呼雀跃，没买的则扼腕叹息；机械工

业巨头利润、股价狂飙猛进，三一重工

梁稳根成为了新的中国首富。

你有可能在孜孜不倦的准备毕业，

也可能沉浸在重工业的狂欢中，拿着高

昂的年终奖金，或者是还在苦哈哈的坐

在那敲代码，当时的工资可没有现在这

么高。

从此前的经验来看，每次经济危机

之后，都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创业企业。

2009年前后，沈南鹏和他红杉中国的同事

一起，面临着这个关键的投资节点。

沈南鹏透露，为了能够更好的进行

投资，那一段时间他和同事共同编制了一

个“投资图谱”，对中国所有重要的产业

发展趋势，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剖析。

“在这个图谱中，哪些行业是正在

高速成长的或未来可能高速成长的？对

于那些尽管在经济组成中占了很大比重

，但是相对落后、成长乏力的产业，作

为投资人我们没有必要去关注，这是我

们过去十年来最基本的投资逻辑”，沈

南鹏轻描淡写如此，但背后分析工作的

复杂庞大可想而知。

经过分析之后，沈南鹏坚定的将IT

、互联网为主的一批新兴企业，作为红

杉中国的重点投资目标。

根据后来的统计，2010前后，红杉

在互联网领域的投资不断增加，每年投资

频率都达30次或更多，其中涉及互联网

应用的投资数量最多，占据了一半以上，

唯品会、美团网、京东商城、奇虎360等

项目早就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布局。

投资的魅力就是如此，穿透现

实的迷雾，看到未来的价值。沈南

鹏做到了，由此铸造了红杉中国的

互联网传奇。

从创业者向投资人的转变

“红杉”原本是一种生存在北美大

陆上的高大树木，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壮

观的树种之一。

以其命名的红杉资本，于1972年在

美国硅谷成立，在成立之后的40多年之

中，红杉作为第一家机构投资人投资了

如 Apple, Google, Cisco, Oracle, Yahoo,

Linkedin等众多创新型的领导潮流的公

司，是全球最具实力的风险投资机构之

一。

创始人唐· 瓦伦丁以独特的“赛道

”理念，分析最具成长空间和可能的产

业，并在随后对整条“赛道”上的选手

，进行全面的投资，从而稳妥的抓住行

业发展腾飞的机遇。

2005年之前，中国投资产业仍在懵

懂中前行，拥有国际背景的创投企业中

，进入中国市场的并不多见，但显然任

何聪明的投资者，都不会忘记这个太平

洋彼岸的庞大市场。

在携程上市两年后的2005年9月，

沈南鹏、张帆与红杉资本一起做出了重

要决定——创立红杉中国基金。沈南鹏

也正式开始从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向专

业的投资人转变。

不囿于红杉美国的“赛道”模式，

沈南鹏治下的红杉中国，更多注重创业

者的个人能力和价值，沈南鹏如果有非

常欣赏的创业者，往往会从A轮开始，

一直持续不断的对其进行投资。

对于重点“赛道”上的重点“赛手

”，红杉中国丝毫不会吝啬手中的现金

，周鸿祎、王兴、陈欧等人，都是红杉

赛道+全周期投资最典型的代表。沈南

鹏不仅成功驾驭了红杉的“赛道学”，

也实现了中国创业特色的完美融合。

眼光毒辣的投资风格

红杉中国成立以来，在大多数的时

间里，专注于早期创业机会的投资，在过

去十几年的时间里，A轮投资所占的比重

超过7成，越向后期的投资就越少。

沈南鹏特别偏爱的，是尚处于初创

阶段的互联网企业，在2009年左右，他

和团队集中投资了一批电商企业，包括

美团、聚美优品、唯品会等等。这批企

业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大都成功的实

现了大额的股份增值或上市。

电商领域的投资之后，红杉再接再

厉，下一波被其看中的，是智能硬件企

业。

从2012年开始，智能手机市场呈现

出爆发式的增长，以小米为代表的创业

企业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历史上也是

极其罕见的。

沈南鹏并没有冲进热的发烫的手机

产业，而是另辟奇径，投资了包括Nine-

bot、大疆创新为代表的一批新型智能硬

件企业。

随着智能化解决方案的日趋完善，

这些原本功能单一的硬件产品，都具备

了“智慧”的大脑，实现了更多互联互

通的新功能，吸引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

关注。

大疆创新更是实现了全球范围内70%

的市场占有率，在很少融资的情况下，实

现了百亿美元的估值，大大超过了投资时

的预期。Ninebot也在成立时间很短的情

况下，并购了平衡车鼻祖Segway，成为

横跨中美市场的行业领军者。

显然，没有对行业发展规律极强的

分析、理解能力，以及对创业者综合实

力的洞察，很难达成这种极高的投资成

功率，也很难屡屡抓住行业龙头企业。

沈南鹏的新猎物：技术创业

在多轮成功的投资之后，沈南鹏的

眼光依旧刁钻，如今红杉中国将目光锁

定在了技术创业，以及企业服务领域之

上。

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互联

网产业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特别

是互联网应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全球

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格局。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交网络、游

戏、电商等领域取得领先之后，中国的

IT、互联网技术能力仍然相对薄弱，有

待补强。

整个互联网格局搭建完毕之后，市

场上也需要一些专注于技术的企业，让

这张网的运转更具效率，并通过分析能

力，让用户可以获得更方便、更专业的

网络应用服务。

在2015年年底，沈南鹏参加中国企

业领袖年会并进行演讲，表示中国新型

的“全球性”创业公司，必须有一个重

要的特征，就是其产品上一定是科技的

创新，而不仅仅是模式的创新。

以技术能力为此出发点，红杉在近

一两年的时间里再次投资了一批优质的

创业企业，包括李群自动化、凌云智能

、日志易、AnG等等，都是各个领域具

备核心技术能力的佼佼者。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

技术能力对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作用，

从而选择这些技术能力出众的企业，提

升自身的技术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进

而改造自身的业务、产品与管理。

沈南鹏认为，中国的VC、PE行业

发展时间还不长，似乎刚刚进入黄金期

。在这样的时间里，不仅有大量优质的

创业者、创业项目可以进行选择，也同

样有大量的社会资金，选择进入到创投

领域中。

资本的大浪淘沙，和实业产业的大

浪淘沙一样，不具备核心研究、投资能

力的资本终将退出投资舞台，这意味着

以红杉中国为代表的专业投资团队，将

有望在行业的成长过程中，将收获越来

越多的市场份额。

沈南鹏作为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创业

者之一、中国最早的风险投资家之一，

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中傲立潮

头，用一连串闪耀的投资名单，书写了

自己的投资传奇。

有人称他为中国的风投之王，有人把他看作是“买
下半个中国互联网”的大鳄。他是沈南鹏，红杉中国的
掌舵者，一个能够看到未来的人。

在未来十年市场最好一年的9102，

支付行业经历了一场红红火火浩浩荡荡

的洗礼；在一次跨时代的技术升级，互

联网大佬前所未有的千亿补贴，万亿新

零售红利的鼓动下，多少人加入了一场

刷脸支付省代、市代、区代的大混战？

谁都可以交个三万即可拿下省代，坐享

百亿市场的分润，你错过了 2014年的

POS机，错过了16年的聚合支付，还将

错过19年的刷脸支付么？管道式收入，

躺赚分润，实现财务自由。能不能实现

财务自由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躺着确

实可以做个美梦。

整场闹剧从6月份开始，跟着夏天

的温度一起火热上升，到十月份第二轮

补贴政策进入高潮；同时随着各种维权

新闻爆出后，大部分人从这个时候开始

离场，浪潮退却，谁在裸泳？我们不排

除还是有真心想推广想经营市场的服务

商，而市面上80%都是收割代理费的皮

包公司。可怜大部分被收割的代理商，

为自己的认知错误买单，但还好他们还

不是最惨的。

回归到刷脸支付本身，市场反馈的

信息是怎样的呢？你家附近的超市、便

利店、药店、水果店有刷脸的设备么？

你之前是否已经有体验过，使用的频率

呢？体验效果如何？

从技术层面来看，目前刷脸支付，

仅仅处在体验式阶段。对于商家来说，

稳定快捷方便的收银系统是他的最大的

需求，而目前使用的收款方式也基本满

足日常使用；任何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

，它必定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更快

更安全便捷的功能，不然就没有它存在

的价值。

目前使用刷脸支付的人群，主要是对

新鲜事物接受度比较高的年轻人，但他们

更多不过只是想体验一下科技感而已。在

目前这个移动互联的时代，每个人谁不是

机不离手的；出门忘带手机或者手机没电

的情况是有，但那也只是少数。对于少部

分商家想加快收银速度，解决顾客买单排

队的问题，如果指望刷脸支付的话，恐怕

也还需再等有些时日。 而从社会层面，

难道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研发推广的技术

，只是为解决少部分、低概率的问题？实

际上，刷脸技术的意义，远不止支付行业

。但如果只是用来升级支付方式，目前来

看就显得有些鸡肋了。

新产品推出市场时，必定需要投入

大量的金钱与人力进行推广，投放到市

场的每一台设备都打着大大品牌logo，

显示其官方身份权威认证，但事实上它

并不用为它买单。

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互联网大佬

豪掷上百亿出来补贴设备。看着是挺美

好的，补贴的金额基本与持平设备购买

价，但要拿到这笔补贴实则没那么简单

。那是建立在该台设备，消费者通过刷

脸支付的笔数进行补贴。而实际上消费

者买单的时候，刨除现金支付，更多的

还是使用二维码支付，根据市场观察刷

脸支付占比还不到20%。

众所周知，支付行业靠的就是支付

通道的流水手续费来生存，通常在市面

上收银通道的费率不能低于3.8‰，其中

有2‰的基础费率是支付大佬拿走的。对

于服务商来说，有这个差额好像利润还

是挺可观的。可谈论到这里，画风好像

有点不对劲，也就是说，刷不刷脸已经

无所谓了，核心还是费率问题。既然这

样，那么目前市面上看到的，正在使用

着的设备是从哪来的呢？

设备来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来源：

第一，大型品牌连锁等大商户。通过

与支付大佬战略合作，或者集团总部直接

对接官方，统一升级投放设备。

第二，小商家自购。由于原先店里使

用的收银系统为阿里系，可自己在网上购

买，并享用千分之二的费率，享用设备的

补贴，由自己掏钱购买，所以相应的会在

顾客买单的时候，向顾客推荐使用，这种

情景下，是刷脸支付最合理的使用状态；

第三，做第三方支付或者收银系统

的公司。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跟进市

场需求，加入这场刷脸支付的混战中，

防止由于市场变化而被淘汰；但由于费

率已经与商家定好，此时相当于升级设

备，如果升级设备后费率没变，那么产

生的成本只能自己承担了。如果升级设

备的费用由商家承担，商家肯么？

第四，即在这场刷脸支付浪潮中，

涌现出来的服务商及代理商。这部分服

务商和代理商凭什么能够入场分一杯羹

呢？从上文分析到的，唯一有竞争力的

就是费率；服务商已免费升级设备的缘

由进场，以更具诱惑力的费率更换商家

的收银通道。

此时，刷脸支付变成一个噱头，以

低费率的姿态进入市场与传统的收银系

统支付通道厮杀，结果呢？收银系统有

自己的保护机制，抵制第三方插件介入

，考验着服务商们的插件够不够硬。在

矛与盾的碰撞中，商家就是受益者么？

那可不一定，由于收银系统与插件

的排斥，造成在实际使用中收银频频出

现问题，这里就不提收款金额出错的致

命失误。更多的是，日常收款过程中出

现的收银系统卡顿停滞，拖慢本就配置

不高的收银电脑，打印机小票异常等；

对于顾客至上的服务行业，影响消费者

的购物体验，这是致命的。

做支付行业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

单，刷脸支付并不是设备接上电源即可

使用。以为拿下个代理，分润就源源不

断的到你口袋的美梦，至此已碎。在收

银系统与插件的一两次与较量后，往往

商家为了让他的生意能够正常运转下去

，还是用回原先的收银通道，让代理商

自己回去，解决好技术问题后再来。

那么服务商有什么核心技术？说白

了就是使用的那个几十M的插件，通过

安装这个插件在前台的电脑里，插件就

像病毒一样入侵收银系统，捕捉交易数

据，再骗过收银系统完成交易，实现切

换收银通道的目的。

收银系统做得比较好的,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自动升级，升级后就可能导致插件

无法正常使用。这就非常考验服务商的技

术问题了，但对于像每时每分都在产生交

易的超市，这就是致命的。超市开门营业

，不可能因为你插件故障而停止收银，服

务商的技术再强大，也需要时间更新插件

，同时服务商的人员能否及时到场更新插

件，这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结果，入场刷脸支付的服务商代理

商发现，刷脸支付万亿市场这是一个伪

市场。想退场，但望着仓库里压着的机

器，已经开封铺设出去后退回的刷脸设

备，不知何去何从。

在这场浪潮中，相对来说被割韭菜

的代理商并不冤，那是为自己的认知错

误买单。恐怕输得最惨的是，这些到现

在还哭撑着耕耘市场，盼着未来能够在

支付行业分一杯羹的服务商们。希望你

们能够如愿吧，别最后又是出钱出力耕

耘市场，到头来还是为别人做嫁衣。

那么，在这场浪潮中谁受益了呢？

有，有两类人收益了。其一就是在早期

，未暴雷之前通过收割代理费而暴富的

服务商；另外就是开发制造售卖设备的

一众大佬们。

最后问题来了，谁来打扫这一地的

鸡毛呢？

一地鸡毛的刷脸支付，谁来打扫?

『在吃这件事上，我始终坚信中国

人是更胜一筹的。』

上周在家看《风味人间2》第一集

“糖”的时候还不觉得，看完第二集

“蟹”，突然发现自己好像破解了陈晓

卿这盘棋里的重大机密。

四个字：食色，性也。

这传世千年的真理，几乎不断地荡

漾在第二季《风味人间》的各个角落，

神不知鬼不觉地勾引着我们作为人类，

埋藏在基因里最原始的冲动。

不是夸张，我是有证据的。

崖蜜，世界上最难获取的蜂蜜。，

世界上最难获取的蜂蜜。

我查了一下，市售价格是普通蜂蜜

的10倍左右，黑市也要卖到每磅（差不

多一斤）60~80美元（大概500元人民币

往上）。这种蜂蜜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

于它的季节特定性，以及它成分里跟普

通蜂蜜不一样的微量元素。

作为拥有世界最高峰的喜马拉雅山

，它身体里包含的花朵植被的丰富多样

，是超市里售卖的槐花蜜、椴树蜜所无

法具备的。每到野花争相开放的时候，

喜马拉雅巨蜂就寻味而来，吸食花蜜，

并搬运回蜂巢。

这是种带着野性的甜美。

但话说回来，花蜜是什么？它们是

植物性器官（花朵）产生的分泌物，专

门用来勾引昆虫，以达到帮助自己交配

并生育下一代的作用。

它们往往甜蜜芬芳，细腻灵动。不

仅是昆虫，即便是人遇到了也会欲罢不

能。不然你回忆回忆，小时候是不是都

有过跟小伙伴们在幼儿园门口吃一串红

花蕊里花蜜的经历？

白棘三列海胆，马来西亚海域最常

见的海胆之一。生活在浅海处，以苔藻

为食，可以长到一只手那么大。价格不

贵，除了本地人爱吃，日本人也爱吃。

海胆最美味的地方，是切开后金黄

色舌苔状的部位。剔掉底部那些黑色不

明物，用勺子擓（kuai）个整瓣儿放进

嘴里，口腔瞬间就会充斥一种厚润的甜

美。牙齿都用不上，直接用舌头撵过，

就能让你体验血脉喷张的幸福感。

那黄色的部位是什么？海胆的生殖

腺。黑色丢弃的部分呢？海胆

的消化系统。

海胆最好吃的时刻，是生

殖腺尚未成熟的时刻：那时候

的海胆，充满了鲜美的游离氨

基酸，可以让任何享用它的唇

齿忘记自己的姓名，只想闭上

眼睛，品味这来自大海的甜蜜

丰盈。

青蟹，俗称膏蟹。

上蒸笼蒸熟是最基础的吃

法，但更发指的是宁波的生腌

，或者潮汕的酱腌。潮汕美食

家张新民老师称之为毒药，尤

其是腌好后放进冷冻柜里，吃

前半小时拿出来解冻切开。

在农历九十月份，蟹膏厚

黄美的极致之时，取出腌好的

冻蟹，让它在室温下解冻。冰

霜将化未化时切开，迅速上桌

，咬上一口：金黄的流沙被嘴

唇咻地吸住，浓郁的蟹膏裹挟

着冰晶，黏住上下齿颚的同时

又有些跳跳糖般的刺激。

相信我，这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

，仿佛在吃一种独特滋味的“冰淇淋”

。

那雌蟹的黄是什么？是雌蟹的卵巢

。雄蟹的膏呢？是雄蟹的副性腺分泌物

。

所以说陈晓卿在尝试说一件什么事

儿？

他在告诉我们，无论从丰富的蛋白

营养和肥腻的脂肪堆积，还是口感上的

细腻弹嫩、爽脆劲道，中国人眼里最极

致的美味，其实都是性器官。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审美从来都是不

相同的。

前些日子我在B站刷到一个重现大

唐盛世女子舞蹈的片段。那段接近20分

钟的视频，全程是女子通过缓慢而优美

的舞姿，将身后巨长的裙摆不断的裹上

自己的身体。最后裹完时分，舞蹈结束

，女子跟表演的对象鞠躬致谢，离开舞

台。

这里面的美，隐晦而令人遐想。

当然描述中国女子之美最极致的，

还得是曹植的《洛神赋》。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丹唇外

朗，皓齿内鲜。”“凌波微步，罗袜生

尘”，金庸老先生把这首诗里对女子容

貌移植到《天龙八部》里，惹得一代又

一代男儿竞折腰。

总结来说，中国人的审美，点在内

涵，意在遐想。欢喜不是直白露骨的言

语，而是透过薄纱，闭上眼睛，让大脑

思绪放飞的瞬间。

相比之下，西方人的审美则完全不

同了。

Youtube最火节目之一《街头比利乱

问》就曾经站在路边问过美国直男这个

问题：你觉得最代表美国的性感女神是

谁？基本上，大表姐詹妮弗· 劳伦斯和

玛丽莲· 梦露是逃不开的两个名字。宾

夕法尼亚大学社会与文化学科的老师甚

至发表过论文，名字就叫《为什么大表

姐是美国女孩们的完美偶像》。

大表姐和梦露，不同时代的两个人

，却分享着相似的美：凹凸曲线，天真

可爱，不拘小节，真实不造作。这里面

深含美国人对美的欣赏，用七个字简单

概括就是：真实直白的肉欲。

这点在吃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美食作家沈宏非就分享过一个曾给

他带来极大三观震惊的节目采访。对象

是一个在上海工作了近十年的白人老外

，他说自己非常不能理解中国人的吃饭

，极度憎恨”要吃进去再吐出来“的食

物。“我白天那么辛苦地上班，就是为

了下班好好享受一下。为什么连吃都不

能好好吃，还要这遭种罪。”

讲真，要不是老外说，估计没有中

国人会认为，这会是一种“问题”。

中国人天生就拥有一门针对鱼刺

、骨头以及各种皮壳的吞吐之术。吃

螃蟹时，用牙齿磕一下，嘴巴抿起来

嘬一嘬，就能把蟹黄蟹膏吸进去。一

不小心咬进去的蟹壳，舌尖捻捻就能吐

出来。

这种能力，老外看了当真只能跪着

哭泣。所以他们吃蟹，只能吃肉。

比如帝王蟹，我曾在阿根廷海边吃

过。那里几乎每桌一只，吃法惊人的相

似：水煮。煮好后，用剪刀剪开蟹腿和

蟹肉。这还是因为体型巨大，肉好剔。

更多的时候，蟹是被处理得只留蟹

肉，其他全部废弃掉。美国的蟹肉糕

（Crab Cake）就是最好的例子：一只蓝

蟹只留肉，黄和膏无论再肥韵都要被丢

弃。可蟹肉量又不多，怎么办？用面包

蛋液和香料拌一拌，增加点体积再去烤

。

总之原则只有一个：只能吃进去，

不能吐出来。

在吃这件事上，我始终坚信中国人

是更胜一筹的。除了历史悠久带来的文

化沉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真的动了脑子。

无论是用集母蟹卵巢公蟹精囊加以

猪油炒制的“秃黄油”，还是苏轼对于

河豚白子（即河豚精囊）的赞许“甘美

远胜西子乳，吴王当年未曾知” ——

中国人从不明说自己爱吃性腺，却把自

己对它口感之爱，挥洒在在饮食生活里

的每一处细节。

这让我不禁想恶搞一个最近的梗：

脚多了也不一定非要劈腿，万一扒开来

是个膏黄满体的大闸蟹呢？你吃还是不

吃？

这部9.4分的纪录片
生动诠释了“食色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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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場豪賭嗎是場豪賭嗎

凱倫·吉蘭主演喜劇片《大器晚成》 結識忘年交
據外國媒體報道，凱倫· 吉蘭、瑪

格麗特· 蘇菲· 斯坦、傑梅因· 福勒、凱

文· 尼倫、塔利亞· 巴爾薩姆將主演喜劇

新片《大器晚成》（Late Bloomers），

麗莎· 斯蒂恩首導劇情長片，已在紐約

殺青。

斯蒂恩的多部短片搭檔安娜· 格林

菲爾德寫劇本，松散基於她20多歲時

居住在布魯克林的經歷，講述露易絲

（吉蘭）是一個漫無目的的千禧一代，

某天她醉醺醺地摔到了臀部，為此接受

了物理治療，在那裏結識了一位不會說

英語的年長波蘭女士，兩人成為了閨蜜

。而正是這種不太可能的友誼讓露易絲

有勇氣面對她一直在逃避的事情：她母

親的早發性老年癡呆癥。

福勒飾演露易絲的室友/房東布裏克

，尼倫和巴爾薩姆飾演露易絲的父母。

斯蒂恩和格林菲爾德此前合作了短

片《日落癥候群》《繼父》《女孩的遊

戲》《新成年》，在2019年的聖丹斯電

影節和西南偏南電影節推出。

《大器晚成》由 We』re Doin』

Great 和 Park Pictures 出品，亞歷山德

拉· 巴雷托、泰勒· 費爾特納、山姆· 比

斯比擔任紙片人，執行製片人包括

Park Pictures 的 Jackie Kelman Bisbee、

Lance Acord 和 Cody Ryder， Wendy

Neu、 Franklin Carlson 和 Fierce Opti-

mism Films 的 Robina Riccitiello，Good

Gravy Films 的 Emma Pompetti 和

Tegan Acton， World of HA Produc-

tions 的 Hallee Adelman 和Ivy Herman，

Burn Later Productions 的 Sam Slater、

David Bernon 和 Paul Bernon、 mm2

Asia 的 Marc Iserlis、Ng Say Yong 和

Anthony Eu， 以 及 Bindery Films 的

Greg Beauchamp 和 Carter Collins。

UTA 將代表全球銷售。

吉蘭是一位屢獲殊榮的女演員，

因其在《銀河護衛隊》和其他漫威項

目中的角色星雲而聞名。她在索尼最

近的兩部《勇敢者遊戲》電影中飾演

Ruby Roundhouse，在《神秘博士》劇

集其中三季飾演 Amy Pond。吉蘭最

新出演了漫威新片《雷神：愛與雷

霆》，接下來將出現在明年上映《銀河

護衛隊3》中。

斯坦在她的祖國波蘭是一名演員和

作家，其作品包括馬克· 塔洛夫的《無

法抗拒》、格倫· 喬丹的《平凡而高大

的莎拉》、伍迪· 艾倫的《子彈橫飛百

老匯》、保羅· 馬祖斯基的《敵人：愛

情故事》和百老匯的諾埃爾· 科沃德改

編作品《現在的笑聲》。

福勒是一名演員、喜劇演員、製片

人和編劇，最近出演了斯蒂芬妮· 阿琳

和泰格· 諾塔洛的《我還好嗎？》，於

今年聖丹斯電影節首映，將於今年晚些

時候上映。他還出演了《回到美國2》

《猶大與黑彌賽亞》《抱歉打擾》等電

影，以及《情迷意亂》《超級甜甜圈》

等系列劇集。福勒即將上映的項目包括

蒂姆· 斯托瑞的喜劇《黑工藝》和FX迷

你劇《隱退》。

尼倫是一位獲得艾美獎提名的演員

和喜劇演員，因在1986年至1995年間

擔任SNL卡司而出名，他還出演了《單

身毒媽》等系列劇集以及《球場古惑

仔》和《婚禮歌手》等電影。

巴爾薩姆出演的瑪利亞瑪 · 迪亞洛

執導電影《大師》在聖丹斯電影節廣獲

好評，現已上線亞馬遜，她的其他作品

包括《紐瓦克眾聖》《攀登》《廣告狂

人》《離婚》等。

Park Pictures Features 在 2010 年由

山姆· 比斯比、傑基· 凱爾曼· 比斯比、

蘭斯· 阿科德創立，製作了多部聖丹斯

參賽電影，包括2010的《機器人與弗蘭

克》、2014的《永遠的北極熊》《上帝

的口袋》、 2015的《警車》、2016的

《他人》、2017的《英雄》、2018的

《與貝弗莉· 萊夫· 林恩的一晚》《心跳

砰砰響》《句子》、2020的《再見吾愛

》《松露獵人》《最後一班》《我們小

孩》等，今年推出了《百老匯崛起》

《艾莎》《這裏這裏》等新片。

吉蘭由 UTA、Maison Two 和 Lin-

den Entertainment 代理；斯坦由波蘭的

Studio Gama代理；福勒由UTA和Enter-

tainment 360代理；尼倫由Gersh和Brill-

stein Entertainment Partners 代理；巴爾

薩姆由Gersh和One Entertainment代理；

斯蒂恩由Gersh和Good Fear Content代

理；格林菲爾德由Gersh代理。

一部在當下堪稱頂配陣容的電影是

怎樣的？斥資近2億美元，由羅素兄弟

執導、瑞恩· 高斯林（Ryan Gosling）、

克裏斯· 埃文斯（Chris Evans）等人主

演，Netflix 的最新電影《灰影人》

（The Gray Man）可以說是這家流媒體

平臺公司迄今為止投入成本最大，也最

豪奢的電影。7月15日，《灰影人》在

部分影院有限上映，而在22日，該片

將正式登陸Netflix平臺。號稱Netflix的

最貴電影，《灰影人》的豪賭能否為這

家如今正陷入運作危機的流媒體平臺帶

來轉生之機？

《灰影人》改編自美國小說家馬

克· 格雷尼（Mark Greaney）的同名系

列小說，主要講述一個名叫寇特· 詹特

利（Court Gentry）的美國中情局（CIA

）前招募特工，意外發現了黑暗組織的

秘密，引發他那殘忍且有虐待狂傾向的

CIA前同事勞埃德· 漢森（Lloyd Hansen

）和其他國際殺手爭先恐後對他展開搜

捕。影片以強烈的視覺語言呈現了一場

場壯觀的「間諜對間諜」的大規模槍戰

、肉搏戰、飆車戲碼，以及影子政府的

陰謀等。由高斯林飾演的代號「塞拉六

號」（Sierra Six）的寇特，和由埃文斯

飾演的勞埃德，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場景

置換中上演著扣人心弦的意誌較量。

據了解，這是羅素兄弟安東尼· 羅

素（Anthony Russo）和喬· 羅素（Joe

Russo）執導的第一部Netflix 電影，劇

本編寫上除了喬· 羅素，還有《美國隊

長》和《復仇者聯盟》等電影的編劇克

裏斯托弗· 馬庫斯（Christopher Markus

） 和 斯 蒂 芬 · 麥 克 菲 利 （Stephen

McFeely）幫助編寫。而在演員陣容方

面，除了「高司令」瑞恩· 高斯林和

「美國隊長」克裏斯· 埃文斯，影片還

聚集了新一代「邦女郎」安娜· 德· 阿瑪

斯（Ana de Armas）、奧斯卡得主比

利· 鮑伯· 松頓（Billy Bob Thornton）、

雷吉-讓· 佩吉（Regé-Jean Page）和奧斯

卡提名演員阿爾法· 伍達德（Alfre Wo-

odard）等一眾明星。

「這是一個反英雄，在影片一開始

就陷入了生存危機。他也是一個無產階

級英雄、藍領英雄，對CIA沒有任何忠

誠度，除了知道他們可以讓他免於入獄

。他唯一的目標非常簡單：只想在死前

享受五分鐘的自由。但當他關心的人被

挾持為人質時，卻不得已暴露了自己的

性格，他必須走出灰色地帶，走向光明

。從本質上講，這部電影是一個關於同

一枚硬幣不同兩面的兩個角色之間的搏

擊寓言。勞埃德和塞拉六號都是殺手，

唯一的區別就是塞拉六號傾向於人性，

而勞埃德則遠離人性。可悲的是，這似

乎正是當今世界我們需要處理的一個緊

迫問題。」在接受《每日野獸》采訪時

，導演喬· 羅素這樣介紹他對影片的理

解。

和以往的電影不同，《灰影人》

先於7月15日在美國的450家影院有限

上映，然後在7月22日登陸Netflix平臺

。它被認為是一個跨平臺的新時代的大

片。《每日野獸》指出，從影片調性上

來看，《灰影人》是那種在過去通常由

大製片公司製作的電影，因此，當Netf-

lix願意斥資2億美元打造這樣一部電影

，並以這種方式與觀眾見面，就能夠在

相當程度上說明娛樂產業不斷變化的潮

流。「就像過去10年一樣，羅素兄弟

是這種範式轉變的先鋒。盡管他們仍在

繼續炮製長期以來推動該行業發展的大

規模爆米花盛宴。」

的確，一直以來，羅素兄弟喜歡

「豪賭」。在2018年的《復仇者聯盟3

：無限戰爭》（Avengers: Infinity War

）中，他們大膽設想漫威超級英雄的失

敗，讓滅霸一個響指抹去全球一半的人

口，令所有粉絲震驚，也收獲超20億

美元的全球票房。第二年，他們加大賭

註，推出了時長3小時的《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Avengers: Endgame）

，更是獲得了27.9億美元的全球票房，

成為票房史上迄今為止第二高的電影。

如今，《灰影人》讓他們有了更多

的發揮空間。《紐約時報》稱，Netflix

雄厚的財力和對創意決策不幹涉的態度

，使它成為了唯一一家能夠與羅素兄弟

的雄心和對自主權的追求相匹配的工作

室。據安東尼· 羅素表示，影片中共有

九個重要的動作場面，包

括一場使用緊急照明彈和

滅火器的空中搏鬥，還有

主演高斯林與跳傘的敵人

搏鬥，最後兩人都從一架

被轟炸的飛機上摔了下來

。據悉，一個讓全場觀眾

叫好的動作戲場景曾花了

一個月的時間和4000萬美

元成本來製作，這個場景

中有各色各樣的大型槍支

對射，一輛電車在布拉格

的老城區疾馳，還有高斯

林被銬在石凳上來擊退一

群殺手。

「野心是昂貴的，有

風險的。」喬· 羅素說。

Netflix的全球電影主管斯

科特· 斯圖伯（Scott Stu-

ber）也表示，自五年前

加入該公司以來，《灰

影人》這樣的電影是他

一 直 在 努 力 追 求 的 。

「我們還沒有真正進入

這種類型。如果你要做這

件事，你一定會想和那些

在過去十年裏創造了這個

行業中一些最了不起的的

系列電影和動作片的電影

導演打交道。」

據了解，如果《灰

影人》反響可觀，羅素

兄弟和Netflix 計劃用更多的電影和電

視劇來擴展「灰影人」的宇宙，就像

過去迪士尼的漫威宇宙系列和星戰系

列一樣。這是羅素兄弟的豪賭，也是

Netflix的豪賭。

《灰影人》的上映正值Netflix 的

關鍵時刻。許多業內人士預計，這一

結果將比4月份預測的200萬用戶流失

更為嚴峻。Netflix 第一季度的財報曾

導致其股價急劇下跌，自那以來，這

家流媒體公司已經解雇了數百名員工

，宣布將創建一個更便宜的廣告訂閱

層，並表示計劃收緊朋友和家人之間的

密碼共享政策。

另一方面，市場競爭也在加劇。據

了解，Netflix在美國的標準套餐是每月

15.49美元，比其他所有主流視頻服務

都要貴。到今年年底，HBO Max可能

會將Discovery+的所有內容加入其服務

中，HBO Max的套餐價格為無廣告版

14.99美元，有廣告版9.99美元。迪士尼

則在此前宣布將ESPN+的價格提高3美

元，至每月9.99美元。不過，Disney+、

Hulu和ESPN+捆綁套餐的價格不變，仍

然是每月13.99美元。這些都有可能會

被用戶視為Netflix以外的選擇。

不過，在最新數字公布之前，Netf-

lix在全球範圍內已有2.22億付費訂閱用

戶，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流媒體視頻服務

。對於任何想要觸達更多觀眾的內容創

作者來說，這都是個巨大的吸引力。在

第一季度的財報電話會議上，Netflix首

席財務官斯賓塞· 諾依曼（Spencer Neu-

mann）也向投資者保證，第三和第四季

度將出現積極的增長。他表示，盡管預

計第二季度的付費訂閱用戶數將減少

200萬，但這並不意味著用戶流失將會

持續：「我們將增加收入，付費用戶數

將出現凈增長。」據了解，Netflix希望

通過更強大的內容陣容來促進增長。正

是在這一背景下，《灰影人》被認為肩

負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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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7月22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凌晨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世界乒乓
球職業大聯盟（WTT）冠軍賽布達佩斯站，當
地時間20日展開第三個比賽日爭奪。乒“一
姐”杜凱琹以3：1勝美國選手張安躋身前8。
不過，國乒奧運冠軍馬龍不敵德國選手，無緣
8強。

當日進行的女單賽事，杜凱琹迎戰美國選
手張安，雖然整體感覺及體能有所下降，移動
速度偏慢，但憑堅定的意志及合理的戰術，最
終取得勝利。國乒方面，女單頭號種子陳夢3：
1戰勝烏克蘭的佩索茨卡，王曼昱3：1戰勝奧地
利選手波爾卡諾娃，王藝迪3：1戰勝隊友陳幸
同，孫穎莎3：0橫掃葡萄牙的付玉，晉級8強。

男單16強賽，頭號種子馬龍2：3惜敗於
德國選手弗朗西斯卡，二號種子梁靖崑3：0橫
掃前一輪淘汰王楚欽的瑞典選手卡爾松，林高
遠3：0戰勝德國老將波爾。

世錦賽男花4強憾負意大利新星

◆江旻憓較早時獲得女重第三名。 FIE圖片

◆杜凱琹在比賽。 法新社

◆◆張家張家朗朗（（左左））在在男花準決賽不敵意大利新星男花準決賽不敵意大利新星。。 FIEFIE圖片圖片

於埃及舉行的世錦賽歷史性殺入男子花劍4強的
張家朗，當地時間20日面對意大利新星馬連

尼，雖然甫開賽已處於劣勢一度落後6分，不過其
後憑藉頑強鬥志追至10：12；可惜賽事經過暫停及
重開後馬連尼成功站穩陣腳，最終張家朗以12：15
告負無緣決賽，不過銅牌的成績仍創下男花隊世
錦賽最佳戰績，加上江旻憓早前於女子重劍收穫的
一枚銅牌，隊今屆世錦賽合共得到兩面獎牌，成
績驕人。

世界排名跌至第2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恭賀張家朗和江旻

憓，他說：“張家朗和江旻憓在比賽中表現出色，展
現了中國香運動員的風采和堅毅鬥志，他們奪得獎
牌實至名歸，我們感到欣喜萬分。我期望隊在團體
賽事繼續全力以赴，再創佳績。”

雖然在世錦賽取得生涯最佳成績，不過這仍不足
以讓張家朗保持世界第一的排名。由於劍擊世界排名
計算方法採取“滾動制”，每舉辦一項大賽就會剔除
舊有賽事積分，因此東京奧運冠軍積分被減掉的張家
朗，不敵今年奪得世界盃1金1銅、大獎賽冠軍、歐
錦賽亞軍以及世錦賽亞軍的馬連尼，以56分之差屈
居第2，未能以“世一”之名完成今個賽季。

港隊創下多項紀錄
劍擊隊在今屆世錦賽創下多項紀錄，不少劍手的

世界排名更是大幅提升，除張家朗及蔡俊彥微跌一級
外，男花兩名劍手吳諾弘及楊子加排名分別升至64及
59位。女重方面江旻憓由第7升上第6位，而首戰世錦
賽即殺入32強的陳渭泠更是攀升至32位創下生涯新
高，至於在男重歷史性躋身8強的方凱申亦由78位急升
至29位創下個人最佳排名。

當地時間20日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的
2022年男籃亞洲盃8強賽中，中國隊以69：72
不敵黎巴嫩，無緣4強。

黎巴嫩隊可以說是本屆亞洲盃的一匹黑
馬，在D組的小組賽中取得三連勝，並且擊敗
了新西蘭隊。而本次男籃亞洲盃中國隊備戰開
始就遇到了不少問題，包括球員感染新冠，替
補球員發燒生病，球隊缺乏訓練和磨合的時間

等。本場比賽首節，黎巴嫩隊開局連續得分，以
10：2領先。比賽暫停之後，周琦登場，並和顧
全聯手拿分幫助中國隊縮小了分差。首節戰罷，
中國隊以13：17落後。

第二節開局黎巴嫩不斷擴大領先優勢，不
過中國隊隨後連續強攻內線打出一個7：0的攻
勢，可惜之後中國隊失誤連連，以30：39落後
結束上半場。

下半場，中國隊還是受困於失誤和不理想
的罰球命中率，黎巴嫩隊將分差擴大到10分。
第四節比賽一開始，中國隊打出一波10：2的
小高潮，隨着徐傑的三分球命中，中國隊將分
差追至4分。隨後徐傑再進球將比分反超，雙
方爭奪陷入白熱化。阿拉基關鍵時刻上籃得
分，黎巴嫩隊開始領先。最後時刻，孫銘徽連
續失誤，中國隊最終落敗。 ◆新華社

2022年世界田徑錦標
賽當地時間20日在美國俄
勒岡州尤金市繼續進行。中
國選手馮彬第一次投擲就投
出69米12的成績，奪得女
子鐵餅冠軍，這是中國隊在

本屆世錦賽上獲得的第二枚金牌。東京奧運
會女子標槍冠軍劉詩穎資格賽第一次投擲就
超過及格線，輕鬆晉級決賽。

女子投擲是中國隊傳統優勢項目，中國
隊在東京奧運會上獲得的兩枚金牌均來自於
女子投擲。本屆世錦賽，鞏立姣已在女子鉛
球上收穫一枚銀牌。本屆世錦賽馮彬表現搶

眼，資格賽她就一投過關，超過64米及格線
直接晉級。決賽第一投馮彬就投出了69米12
的好成績，同時創造了個人職業生涯最好成
績。其他選手六次投擲都沒能超越這一成
績，包括東京奧運會冠軍、美國選手奧爾曼
以及兩屆奧運會、兩屆世錦賽冠軍、克羅地
亞選手佩爾科維奇，最終馮彬奪得冠軍。

去年東京奧運會，馮彬狀態不佳未能晉
級決賽，在世錦賽賽場她最好成績是上屆多
哈世錦賽的第五名。本賽季馮彬水平有很大
提升，今年4月將職業生涯最好成績提升至
66米00，此次奪冠的成績69米12也超過了奧
爾曼東京奧運會奪冠成績68米98。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張

家朗自東京奧運奪金後狀態大勇，先

後於世界盃巴黎站及亞錦賽奪冠。來

到地位僅次於奧運的世錦賽，又再歷

史性摘銅，雖然世界排名被意大利新

星馬連尼壓過屈居第2，不過他創下的多項紀錄已為香港劍壇揭開歷

史新一頁，成為港隊在今屆世錦賽大豐收的功臣之一。

杜
凱
琹
晉
冠
軍
賽
8
強
馬
龍
出
局

國籃負黎巴嫩 亞洲盃止步4強

馮彬一擲奪冠 國家隊世錦賽添金

◆◆馮彬奪冠後揮馮彬奪冠後揮
動國旗接受眾人動國旗接受眾人
的祝賀的祝賀。。 法新社法新社

2022世界劍擊錦標賽個人賽
階段21日在埃及開羅收官，中國
國家隊在三個劍種的男、女共6
個小項的比賽中未能登上領獎
台，不過幾位初登世錦賽舞台的
新人還是有亮眼表現。

本屆世錦賽15日開幕，前三
個比賽日為個人資格賽，決出各單
項的64強。在女子佩劍和男子花
劍個人賽中，國家隊選手均未能入
圍16強，楊恒鬱（女佩）和莫梓
維（男花）在首輪64強賽失利，
許傑（男花）止步32強賽。19日
開賽的女子花劍和男子重劍個人賽
中，國家隊女花四人參賽，只有石
玥晉級16強，但未能再進一步，
男重“獨苗”蘭明豪未能突破32
強賽。

國家隊個人賽的亮點集中在18日進行的女子重劍和男子佩
劍比賽，余思涵和沈晨鵬兩位首次參加世錦賽的20歲小將初露
鋒芒。余思涵在女重比賽闖入8強，可惜在“決一劍”以一分之
差惜敗於對手無緣準決賽。賽後余思涵表示，自己進入前8達到
了賽前跟教練約定的目標。沈晨鵬闖入男佩16強，這是自2009
年世錦賽後中國男佩首次有選手入圍個人賽16強。 ◆新華社

國家隊新人露鋒芒

◆國家隊選手林聲（上）在女
重隊際比賽不敵瑞士選手。

新華社

◆張家朗（右）與冠亞軍及並列季軍合影。 FIE圖片

張
家
朗

張
家
朗

◆◆張家朗慶祝自己打入張家朗慶祝自己打入
男花男花44強強。。 FIEFIE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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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電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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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陽光照耀塔什庫爾幹》舉行首映，

製片人嘉鷺，導演、攝影指導林韜，編劇吳波

，音樂指導王童語，主演李晨浩、姑麗米熱· 多

爾兵、楊可聿等主創一同亮相。

電影《陽光照耀塔什庫爾幹》根據六位

援疆幹部的真實事跡改編，通過講述以彭光

亮、楊信達為代表的兩代扶貧幹部在高海拔

貧困地區紮根奉獻的故事，展現了新疆喀什

地區塔吉克族人民對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與

向往，也展現了質樸真誠的援疆幹部平凡又

不凡的人生。

影片導演林韜在首映式上表示，《陽光

照耀塔什庫爾幹》是一部邊疆扶貧題材影片

，也是一部以真誠的態度、特殊的視角展現

邊疆塔吉克族人民生活和文化的影片，在創作

時堅持還原真實，大量非職業演員貢獻出原汁

原味的表演，為觀眾呈現純正、真實的塔吉克

族故事。

影片製片人嘉鷺透露，片中楊書記的角色

是結合了六位書記的事跡結合而成。影片編劇

吳波表示，希望這部電影所展現的天、地、人

共存的願景，以及這片土地上人們的勤勞、善

良、勇敢能夠被更多觀眾所看到。

首映式上，多位嘉賓、評論家對影片的主

題立意、藝術手法、現實意義等進行了點評。

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

司原董事長喇培康談到，電影《陽光照耀塔什

庫爾幹》是一部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俱佳

的優秀影片。

北京民族電影展藝術總監、中國民族影視

研究中心主任牛頌表示，很高興能夠在大銀幕

上看到一部描寫塔吉克族民族風情，關註邊疆

生活變化的電影作品。影片的創作真實、真誠

，讓人感動。

中國兒童少年電影學會會長、中國兒童電

影製片廠原廠長黃軍呼籲把這部影片推薦到全

國中小學，讓孩子們看到我們的國家是如此幅

員遼闊，我們的民族大家庭是如此團結友愛。

據悉，電影《陽光照耀塔什庫爾幹》將於

2022年7月23日上映。

《七人樂隊》曝光單元預告
徐克《深度對話》盡顯 「幽默」 本色

近日，由洪金寶、許鞍華、

譚家明、袁和平、杜琪峯、林嶺

東、徐克七位導演聯合執導的電

影《七人樂隊》曝光《深度對話

》單元預告，徐克依舊展現出天

馬行空的想象力，名為深度對話。

電影《七人樂隊》即將於7月

29日內地公映，影片集結了中國

香港電影人全明星陣容，由七位

大師級導演共同執導，主演包括

老中青三代實力派演員，夢幻聯

動令影迷感嘆「有生之年」。此

前，影片曾在七大國際電影節輪

番展映，得到權威評委與資深影

迷的高度評價，值得每一位熱愛

電影的人欣賞。

徐克許鞍華親自出鏡
「深度對話」 盡顯幽默荒誕
電影《七人樂隊》是七位香

港殿堂級導演首度聯袂之作，影

片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跨越到

當下與未來，每位導演負責拍攝

一個年代的故事。其中《深度對話

》單元由徐克執導，主演張達明、

張錦程、林雪、劉國昌，都是香港

影壇久負盛名的實力派演員。

在最新曝光的預告中，徐克

將視角放在未來，通過一場「特

殊」的對話，思考了電影人自我

身份的問題：某所精神病醫院正

在進行一項精神分裂的研究，四

位參與者投入忘我表演，誤將自

己認作「杜琪峯」「許鞍華」

「張曼玉」等名人，「我是誰」的

問題困擾著所有人，最後已然分不

清真實身份。鏡頭外的徐克與許

鞍華本人，則觀看著這場鬧劇並

互相調侃，為故事增添了一絲荒

誕與幽默的色彩。

華語影壇最具想象力導演
徐克揭秘片名背後含義
徐克導演因其天馬行空的想象

力和創造力，被譽為華語影壇最具

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導演之一。從

早年《黃飛鴻之男兒當自強》、

《新龍門客棧》，到後來《青

蛇》《梁祝》，再到近年的《狄

仁傑》系列，以及《智取威虎

山》、《長津湖》等，無論是

武俠、愛情，還是魔幻、懸疑、

戰爭巨製，他都能開拓出與眾不

同的創意。自1979年首次執導處女

作，徐克從影四十多年來榮獲無數

電影節大獎榮譽，深受同行與影迷

的尊重與喜愛。

此次在《七人樂隊》中，徐

克執導· 描寫未來的《深度對話》

是七段故事裏幽默色彩最強的篇

章，徐克談及創作初衷時坦言，

影片涉及到「電影人」對於創作

者這個身份的定位與認知，所以

片名「深度對話」也是對自己幽

默一下。《深度對話》全程使用

菲林膠片進行拍攝，這也勾起了

徐克很多感慨，「菲林拍攝不可

修改，我們這代導演都覺得這是

最珍貴的工具，它自帶顆粒質感

也會帶來獨特的視覺效果」。如

今菲林已經被時代淘汰，但港片

中那些經典的畫面始終印刻在影

迷腦海中，期待《七人樂隊》7月

29日公映，帶觀眾們領略流光溢

彩的香港電影時代。

電影《七人樂隊》由中影寰

亞音像製品有限公司及寰亞電

影製作有限公司出品，星光聯

盟影業無錫有限公司、8028 控

股有限公司及北京真之影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中國

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監製，銀河

映像（香港）有限公司承製，

中影寰亞音像製品有限公司、

五洲電影發行有限公司、星光聯

盟影業無錫有限公司及寰亞電影

發行（北京）有限公司發行，華

夏電影聯合發行。

《了不起的夜晚》發 「招商啟事」
年度反差 「驚喜劇」 來襲

近日，由馬凱導演、編劇，易小

星監製的驚悚喜劇電影《了不起的夜

晚》發布一支名為「招商啟事」宣傳

片，以反傳統的主動「打臉」形式，

多維度展現電影的「古靈精怪」氣質

。這也是繼早前公開的「探索」版手

繪概念海報，以及「整整齊齊」版全

陣容海報後，首次公布電影拍攝相關

畫面，並率先開啟未來觀眾招募。

在「招商啟事」這支宣傳片接二

連三的「反差」鏡頭下，我們得以窺

見該電影不同於以往單一類型片的模

式，它以更年輕、更頑皮的方式，把

驚悚和喜劇看似兩個完全不同的題材

，進行了巧妙融合。從主創、演員、

題材、故事內容等方面展示了電影的

幕後拍攝花絮。

而從此次曝光的畫面中，也看到

了一個年輕又多元的幕後團隊：導演、編

劇馬凱和監製叫獸易小星的「反差」聯盟

；範丞丞、王子璇、許馨文等年輕影人的

驚喜加盟；蔣龍，蔣易，蔣詩萌「喜劇三

強」的重聚；以及梁龍、孔連順等復合型

藝人的出現，都讓人更加期待他們之間的

合作能碰撞出怎麼樣的化學反應。

此次宣傳片的發布，也讓不少觀眾

對影片內容的好奇心劇烈增長，一是國

內較為稀缺這種「融合式」的驚悚喜劇

類型片，二是以這種完全不嚇人，甚至

還有一些「商務風」的宣傳片做亮相，

確實增添了許多摸不清套路的神秘感。

獲悉，電影《了不起的夜晚》將視角放

在「一個晚上」，如此命題式的設定，

以驚悚故事為基底，喜劇為佐料；破次

元演員們的合作，群像式的表現形式，

旨在為觀眾打造一部年度最「驚喜」的

電影。

電影《了不起的夜晚》由範丞

丞、蔣龍、蔣易領銜主演，梁龍特

別出演，王子璇、孔連順、蔣詩萌、

甘昀宸、許馨文、夢涵、齊羽嘉等人

主演，並由麥特影業（湖北）有限公

司、麥特文化發展（宣恩）有限公司

出品，由湖北慶芭芭傳媒有限責任公

司、湖北蜂窩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北

京呆貓互娛傳媒有限公司、上海沃影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光譜合元國際文化

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山西翊星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亞太華影（江蘇）文化

發展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影片有望年內

與觀眾見面，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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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出爐香港金像
獎女配角廖子妤21日出席新片《槍口下_823人
質事件》開鏡儀式，同場還有來自馬來西亞演員
童繽毓（前名：童冰玉）、羅蘭、李日朗等，電
影以慘劇“馬尼拉人質事件”作為藍本，當年生
還者易小玲亦有份參與電影做顧問。

廖子妤表示去年12月已到馬來西亞取景拍
攝，並順道回家探望家人，她說：“我已經有兩
年多沒見過媽咪，想在不通知她的情況下回家，
我記得開門返家時，媽咪拿住鑊鏟呆了，然後我
們都忍不住喊，可惜媽咪是防疫大將軍，正當我
想攬住她時，她竟然叫我先去沖涼，沖完涼大家
都冷靜下來，一個感人的場面就這樣結束。”對
於要飾演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廖子妤表示戲中
雖然飾演一位虛構的記者，但導演和編劇有把事

件的紀錄片給她看，讓她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
看完後心情都沉重和感到不安，更記得當年在馬
來西亞家中追看電視直播。

童繽毓以同鄉廖子妤為目標
廖子妤奪得女配角獎後未有大事慶祝，她笑

言都很想去狂歡，可惜頒獎禮後都一直要開工，
說：“都感恩一直有工作可以賺錢，我很想去慶
祝，最好可以給我睡足兩日的時間和打掃屋
企。”提到男配角得主馮皓揚入讀TVB藝訓班
成為熱話，廖子妤認為演戲之路是學無止境，
說：“我覺得演戲是一座高山，雖然我都演戲
10多年，但我都不敢講自己是否識演戲，所以
仍會不斷去上堂。”廖子妤相信有譚俊彥、袁偉
豪等星級導師的藝訓班，對馮皓揚來說每位都是

前輩，一定有很多演戲經驗可以分享給他，而且
他年紀還小仍有很大進步空間。

與廖子妤同樣來自馬來西亞的演員童繽毓，
未改名前多拍性感照為主，今次她扮演易小玲，
收起性感以演技來說話，希望改變到大家對她固
有的印象。同時，童繽毓大讚易小玲是個很堅強
樂觀的人，拍攝前有跟過對方交流，很難想像對
方先後接受33次手術，仍然保持樂觀面對。問
到童繽毓是否以廖子妤作目標，期望在港也取得
一樣的成就，她說：“當然想，廖子妤是馬來西
亞的驕傲，她離鄉別井10年一點都不容易。”

支持馮皓揚讀藝訓班進修
廖子妤：演戲是學無止境

◆廖子妤
去年12月
已到馬來
西亞取景
拍攝，並
順道回家
探 望 家
人。

唐詩詠倡議封后有獎金
更 有 推 動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在20
日晚播出的劇集《回歸》中，劇情講述
陳嘉慧（Erica）與“聲夢幫”出身的林
智樂（Felix）為幫手優化“求救App”
瘋狂開了一晚通宵，通頂後的Erica不但
驚現黑眼圈，更頹至“頭髮豎起”。

監製阿 Lam 仔亦讚 Erica 做得好
好，好欣賞她，感受到她真的鍾意做

戲。
Felix則被指有望成“御用宅男”：

“Felix做戲都幾自然OK喎”、“佢同
林正峰一樣傻得起”、“幾有特色，包
辦宅男角色都襟撈”。

至於同為“聲夢幫”的孫漢霖劇中
飾演勢利囂張的奸角“火雞”同樣入型
入格，獲網民留言力指好“乞人憎”。

孫漢霖 林智樂獲讚演得入型入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郭晉安（安

仔）、胡定欣、馬國明（馬明）、唐詩詠、陳豪、

張曦雯、姜麗文及劉溫馨等，21日到銅鑼灣出席無

綫新劇《白色強人II》（下稱《白II》）宣傳活動。

有指無綫今年台慶劇安排由馬明和詩詠分別主演的

《法言人》和《超能使者》孭飛，又將播出重頭劇

《白II》造勢鋪路，兩人獲力推成為今屆視帝、視

后大熱，對於視帝獎項，馬明直言更想《白II》贏

得“最佳劇集”，台前幕後

在疫下發揮團隊精神合

力完成拍攝，馬明很

大方說：“大家開心

好過自己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以探討
醫療問題及個案為主的《白色強人II》，第
二季大小醫療個案超過130宗，透過不同的
醫療個案，立體化每位主角人物性格及醫療
手法。單是第一集開首，便講述明成北醫院
的醫護人員要同一時間處理“誤吞戒指”及
嚴重事故地盤工人墮樓意外，氣氛緊張、節
奏緊湊。另一邊廂，跟隨明成北醫院副院長
楊逸滔YT（郭晉安飾）到立法會公聽會為
罕見病病人爭取權益的趙宛蘭（祝文君
飾），在立法會發言期間疑因腦出血暈倒需
立即送院搶救；李文信（陳豪飾）則遇上嚴
重交通事故，並憑藉過人觀察力救了傷重的
小巴司機一命。

早前劇集在網上播出後，飾演患有
“結節性硬化症”病人的文君，在庭上真情
剖白：“你哋唔係我，根本唔會體會到呢個
病對於我兩母女係幾咁辛苦。”之後文君展
示“巨肚”，繼續崩潰爆喊謂：“我肚入面
生滿晒腫瘤，根本唔會有老闆願意請個咁嘅
怪人做嘢，係咪我哋啲窮人，條命就唔值
錢？我真係唔甘心呀，我唔想死呀！”當日
祝文君一早抵達拍攝現場並靜靜坐在一旁培
養情緒，最後長達3分鐘的獨白戲一take過
完成，演出更獲網民讚專業，並為其離世大
嘆可惜。

祝
文
君
遺
作

3
分
鐘
獨
白
戲
成
焦
點

眾演員除了介紹劇中角色外，分男、女
演員又分組沖咖啡，定欣自嘲女子組

似煲湯多一點，對咖啡有研究的陳豪見到
大家雞手鴨腳，即忍不住大展身手，之
後更請現場觀眾品嘗。

近日有指無綫今年的台慶劇將安排
由馬明和詩詠分別主演的《法言人》
和《超能使者》孭飛，並即將播映兩

人主演的重頭劇《白II》造勢鋪路，兩人
獲公司力推成為今屆視帝、視后大熱。
馬明表示有留意報道，但他也未知

《法》劇是否台慶劇，公司亦未有通知。
對於被指是視帝大熱，馬明就稱他每套劇的
演員都是對手，同劇的安仔和陳豪也是勁
敵， 得獎要睇緣分。問到可想再奪視帝？馬
明就稱更想《白II》得“最佳劇集”，因為
一個劇集得獎，大家開心好過得自己開心，
當然可以攞視帝加“最佳劇集”就真的滿足

了。問到如達成
心願是否就結婚？馬明即推說：
“如果攞晒所有獎，再中埋六合彩頭獎再答覆
你。”

同樣被力推為視后大熱的詩詠則希望《白II》
可由新人獎攞到視帝，馬明續言：“希望今年破天
荒可以有3個視帝就正喇。”問到詩詠可想再攞多
次視后，她直言沒特別想，反而希望自己的劇集，
能令觀眾看完有所感受便開心：“好似《超》係講
基層的，大家睇完有共鳴就好，作為演員就已經達
標。”詩詠又笑言若果視帝、視后是有獎金，她或
許會積極一點。

郭晉安與胡定欣分享演藝經驗
新加入劇組的胡定欣表示在劇中角色因為是空

降做院長，並會跟安仔爭權，二人要不停對抗及角
力，所以初時並不受歡迎。安仔就稱雖然與定欣對
抗， 但去到救人場面，大家的想法就會很一致，
會以人為本。

定欣表示今次算是首次跟安仔正式合作，之前
雖然合作拍過兩部劇《美麗在望》及《古靈精
探》，但安仔都是飾演家姐的男友，又笑言第一日
開工已經感受到安仔的氣場，跟他對戲都要自我提
升，邊拍邊學。

安仔就稱對他來說，想了解對手的睇法多於演
戲，並多謝定欣在拍攝期間讓他加深彼此認識，以
增加戲劇表現。定欣說：“喺深圳嗰陣，我哋兩個
去咗茶餐廳傾偈，安仔同我分享咗好多演藝生涯嘅
珍貴時刻，聽到我眼濕濕，好多謝佢願意同我分
享。”問到定欣又可有分享個人演藝生涯的經歷
時，安仔就笑說：“留返下個劇先。”

馬國明最想《白II》得獎 全劇組Happy

◆◆祝文君的獨白戲十分催淚祝文君的獨白戲十分催淚。。

◆《白色強人II》劇組21日到銅鑼灣宣傳。

◆◆林智樂林智樂((左左))同林正峰都獲讚好有火花同林正峰都獲讚好有火花。。

◆◆馬國明和唐馬國明和唐
詩詠被指獲無詩詠被指獲無
綫力推成為今綫力推成為今
屆視帝屆視帝、、視后視后
大熱大熱。。

◆陳豪（左）提示教大家如
何沖出靚咖啡。

◆◆胡定欣在劇中與郭胡定欣在劇中與郭
晉安不停角力晉安不停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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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表示正加紧

作业，力争在9月30日结束的2022财年内，再

发出28万张职业移民绿卡。

国土安全部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2022财年

(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面临着巨大

挑战：如何处理相较往年多一倍、约28万个就

业绿卡申请名额；眼看本财年只剩两个多月，

外界关注移民局是否会重蹈去年覆辙，即浪费

掉逾6.6万个就业绿卡名额。

2021财年浪费6.6万绿卡名额

美国国务院依据《移民与国籍法》，需要

最大限度地利用每年的移民年度名额，将财年

未用尽的亲属移民配额转移给职业移民绿卡使

用，所以移民局原本计划在2021财年14万张职

业移民绿卡的基础上多发放12万张名额，这就

意味着理论上2021财年美国一共有26万张职业

移民绿卡配额。

到了去年财年末尾，2021财年原本可用的

26.2万张职业移民绿卡名额中，移民局只最后

实际使用了19.5万张，浪费了6.6万张，被浪费

比例为25%，而在2021财年有140万份职业移

民绿卡还处于等待排期状态。

具体来看被浪费的类别，EB-5投资移民被

浪费名额所占比例最高为 84%，其次是大批

2020年10月办理了降级涌入的EB-3，EB-3的被

浪费比例为26%。图片

美国移民局立2022财年flag

由于去年造成的浪费导致今年移民局收到

了上级机构的特别指示：在财政年度结束前发

放所有可用的签证配额！

本财年可用的职业移民绿卡数量属于创纪

录级别的，共有28万张绿卡配额，比正常年份

整整多出一倍，堪称是前所未见的爆量。

6月中旬移民局发言人透露过，当前移民

局每周签发的绿卡批准是以往的两倍，本财年

使用的绿卡数量比去年同期要多得多。

虽然移民局没有明确给出截止到目前为止

本财年共发出的绿卡总数。但是移民局表示会

在9月30日之前，将所有的名额处理完毕。

一名官员表示，移民局的工作在上个财年

的时候，因为疫情而遇到“巨大阻力”；事实

上，除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外，还有很多硬性障

碍：如移民局还存在大量低效的纸质申请、审

批流程，繁琐且速度很慢的生物识别信息预约

、采集流程等。

同时，寻求人道主义救济的阿富汗人和乌

克兰人的涌入以及近20%的工作人员空缺率继

续带来挑战。

为加快处理较往年多一倍的名额，移民局

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改变现状：包括调度其他

部门的人力，研拟人力配置效率最大化，扩大

招聘，对低风险申请者简化如面试等程序，要

求申请者事先准备好如医疗证明、体检报告等

文档，或是建议部分申请者转换申请类别(Inter-

filing)，在全美各地处理移民申请的分支机构中

重新分配申请任务、平均工作量等。

劳动力短缺亟待解决

现在，移民局肩负的使命不单是许多移民

的盼望；国内劳动力吃紧，更已成为通胀及潜

在经济衰退的威胁，广开外国工作者是其中一

条缓解之道。

彭博社（Bloomberg）的报告称，创纪录的

工作绿卡数量可能会“注入新的流动工人，以

帮助美国解决持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与H1B签证和L1签证等临时工作签证不同

，绿卡使外国工人能够在雇主之间自由切换，

而不会失去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

绿卡盈余可能意味着数千名中国和印度移

民更快地得到解决，这些移民多年来因美国对

每个国家的签证上限而陷入困境。

美国移民局9.30前要发放28万绿卡

5月14日， 美国投资移民EB-5新法案已

经正式生效了，移民局也已经重新启动EB-5区

域中心投资人的审理。同时，EB-5的经典项目

——佛罗里达州特许学校的新一期也放出少量

名额，开始招募新的投资人，引发了一波EB-5

的小高潮。今天，我们来解答关于EB-5的十个

最常见的问题。

1. 什么是美国EB-5签证？

美国投资移民政策——EB-5签证于1990年

起实行，目的是吸引海外投资移民者来美国投

资及创造就业机会。2021年6月30日，由于未

能获得国会授权，EB-5区域中心计划暂停。

2022年 3月 15日，历经 8个月的暂停后新的

EB-5新法案终于落地，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

资者在美国境内投资80万美元在核准的区域中

心项目中，并直接或间接创造10个就业机会，

可获发两年期的有条件绿卡，持有两年后可申

请永久绿卡。

2. EB-5项目每年有多少配额？

目前，美国政府每财年（10月1日至次年

9月30日）授予EB-5签证的名额有1万张。新

法案下设置了3条预留通道，占32%的配额。

其中，给乡村项目的预留名额为20%，给高失

业率地区项目的预留名额为10%，给基建项目

的预留名额为2%。

3. 如何将某个地区指定为高失业率地区？

美国移民局将审查项目所在区域以及其相

邻区域的的加权平均失业率，如果该数据高于

全国平均失业水平的150%，则该项目符合高

失业率区域的的定义。

4. 如何确定一个项目项目是否符合“基础设施

项目”？

美国移民局将审查投资是否在合格的基础

设施项目中。基础设施项目必须是由政府实体

（如联邦、州或地方机构或当局）管理，且该

政府实体需要与区域中心签订创造

就业合同，根据区域中心的合格融

资，作为维护、改进或建设公共工

程项目的资金。

5. EB-5投资移民是全家移民吗？谁

可以获得永久居住权？

投资于EB-5项目的主申请人与其

合法配偶、未满21岁的子女以及收

养的子女，都可以一起获得美国绿

卡。

6. EB-5投资移民要投资多少金额？

（1）若投资项目位于“目标就

业区（TEA）”内，投资80万美金

；

（2）若投资项目位于“目标就

业区（TEA）”外，投资105万美金。

7. 什么是区域中心？

美国移民局授权批准成立的“实体、组织或

机构”，在明确界定的地理区域及经营范围内，

从事于提高区域生产力、创造就业机会及增加资

本投资的经济活动。在新法案下，所有的区域中

心都需要重新申请牌照才能进行招募。

8. 什么是目标就业区（TEA）？

全称“Target Employment Area”。目标就

业区分为两类：

（1）该区失业率高于全美平均失业率的

50%；

（2）或该区的总人口数少于2万。

9. 条件绿卡与正式绿卡有什么区别？

条件绿卡与正式绿卡在美国旅游、工作、

合法居住等所享有的权益是一致的。唯一不同

的是，获得EB-5移民签证的投资者在持有“有

条件绿卡”的情况下，2年后必须再次在解除

限制条件后重新签发，将条件绿卡转为正式绿

卡。

10. 如何判断所选的EB-5项目是否安全可靠？

首先，项目是否真实可靠。投资人可以通

过查看地契、项目土地所有权登记证、公司注

册信息、租约（若有）等项目文件判断。除此

之外，市场刚需也是对项目的考量标准之一。

项目是为了EB-5而成立，还是为了项目而去通

过EB-5融资，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次，判断项目能否提供充足就业。投资

人可通过查看经济分析报告，查看项目创造就

业盈余是否充足。

再次，操作团队是否有过往成功经验、团

队中个人资信背景如何是另一个因素。虽然这

不是移民局的要求，但有经验的专家团队是保

证绿卡申请顺利的必要条件。

美国投资移民EB-5十问十答

对于大多数计划留美工作的小伙伴们来说

，H-1B一般是更常见的选择，但H-1B的最大

问题一个是得抽签，另一个是后续还有使用年

限限制。

今年初美国移民局连续放出关于O-1工作

签证申请的利好消息，尤其是对STEM专业留

学生群体释放友好信号：快来了解了解O-1，

说不定你就能申请！

O-1和H-1B一样也是一款非移民类工作签

证，O-1是专门为在科学、艺术、教育、商业

、体育、影视等行业具有特殊技能、杰出才能

的外籍人士提供的一种签证类型。

相对来说有资格申请O-1的适用人群范围

小于H-1B，但这些年一毕业就申请O-1的留学

生也越来越多，而且就算是在川普执政时代，

O-1的批准率一直稳居所有工作签证类别的首

位，直到去年拜登入主白宫后O-1的批准率才

被H-1B赶超。

今年移民局关于放宽STEM专业留学生申

请O-1A类别的申请标准，今天小纽文章就来和

大家聊聊只看实力不靠运气的O-1。

O-1无名额限制、无需抽签、可以无限延

期、随时申请只要获批就能立即开始工作。相

对于H-1B签证，O-1签证对雇主的要求也比较

低，并可以有多个雇主。O-1申请不要求雇主

向劳工部提交LCA劳工情况申请，也没有H-1B

的对现行工资标准的要求，这一系列优势真的

让O-1在工作签证类别中脱颖而出。

O-1相关的签证类型包括：

O-1A：适用于在科学、教育、商业或竞技

体育有杰出能力的申请人，例如：研究院博士

后、运动教练等；

O-1B：适用于在艺术、电影、电视行业有

杰出能力的申请人，例如平面设计师、设计师

、建筑师、景观设计师、舞者、摄影师、导演

、模特、演员、音乐家、画家等；

O-2：O-1签证持有人的随从及助理人员；

O-3：O-1/O-2签证持有人的配偶及未满21

岁的子女。

同是O-1签证对于申请标准来说，对O-1A

的要求最为严格，其次是对O-1B中对影视行业

从业者的标准，对O-1B中对艺术行业从业人员

的标准相对较为宽松。

这一次给STEM专业留学生送出的福利针

对的是O-1A这个类别。

对于O-1A申请所需要满足的标准移民局有

以下要求：

这些申请人必须能够证明自己在领域内是

顶尖级别的人才，要么获得过行业内的国际认

可的重要奖项，例如诺贝尔奖、奥运金牌之类

的，如果没有获得过级别这么高的国际奖项，

可以通过满足以下三项要求来进行证明：

在个人专业领域有着卓越表现，获得过国

家或国际认可的奖项；

是专业领域内国际或国家级别专家认可的

著名团体的成员；

著名出版物或著名媒体对申请人本人、或

其工作成果有过相关报道；

曾经担任过本领域内其他专业人士作品的

评审；

在个人专业领域做出过科学上、学术上或

商务上的重要贡献；

在个人专业领域的专业期刊或重要媒体上

发表过学术类文章；

受雇于享有盛誉的组织或机构；

通过合同或其他可靠证据证明申请已获得

高薪、或将获得高薪或其他服务报酬的证据。

针对这次STEM专业申请O-1A的标准还是

沿用的之前的这八条，申请人只要满足八条标

准之中的三条即可申请，移民局做出调整的部

分是进一步详细解释了这八条标准，每一条都

举了具体例子，以方便申请人更好理解、更好

判断自己是否具有申请资格、以及在准备申请

材料时如何应对。

比如第一条，申请人需“获得过国家或国

际认可的奖项”，想在STEM专业获得这样的

奖项并不容易，但现在在移民局的申请备注里

专门举例：除了可以提供知名机构、行业协会

评选的奖项之外，还可以提供的材料包括博士

学位的学位论文、博士奖学金、在知名行业会

议上的专业发言等。

除此之外，善解人意的移民局还提供了

“如果不符合上面八条中的情况还能如何操作

”的Plan B方案。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预计，从2020年到

2030年，美国将需要大约100万新的STEM工

作岗位，而外来移民正是填补这些对美国创新

和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工作岗位的关键人群。

2019年，移民占据了美国STEM岗位近四

分之一的人数，2000 年至 2019 年期间移民

STEM 人数量从 120 万增加到 250 万，大约

86.5%的移民STEM员工至少拥有学士学位，而

美国出生的STEM员工的这一比例仅为67.3%。

2019年49.3%的移民STEM员工拥有高级学位，

超过四分之一的移民STEM员工来自印度，其

次来自中国、墨西哥和越南等国。

美国移民局为STEM专业留学生
申请O-1放宽标准、提供详尽方案

上個週六（七月十六號），我在美南日報上刊登了 ( 東翻西看)
專欄上：「日本史上五首相遭刺殺 」的文章。翌日星期天，我到榮
記飯店買燒肉外賣時，碰上一位在休市南部Hoby Airport 經營中日
菜式餐廳的黃先生時，他賞識我學識豐富，在短短的兩三天時間內
，就搜索到日本首相史上就已有五首相遭刺殺的內情。問我再有無
關於安倍晉三被刺殺的第三手資料可以報導。既蒙讀者抬舉，今天
我就「斬多二両」，再談花邊內情。

原來當安倍晉中第一槍但尚未倒地時，就有一位名叫石田萌美
的女子上前察看。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第一女保鏢 。可惜她沒有
以其敏捷的身手，阻止兇手開動第二下槍擊，以至安倍晉三中槍倒
地不起。

石田萌美有「日本第一女保鏢」之稱，1988年出生於日本一個
保鏢世家，父親負責過多位政界人物保護任務，她於18歲拿到劍道
三段段位。根據日本政府規定，內閣成員以上的官員會由警視廳保
安特警隊分派保鏢貼身保護，保安特警隊共有200名成員，每位都
精通英文，具備空手道、劍道三段以上，其中女保鏢只佔5%。石田
於2011年10月以23歲之齡進入東京警視廳警衞科，為前首相野田
佳彥當保鏢，野田下台後，她便成為安倍的保鏢，更因長她的長相
嬌美 ，跟日本電視劇《保鏢》中的女主角真木洋子相近，因而爆紅
電視網絡，紅極一時。

據稱石田萌美身手敏捷，曾經可以在短短三兩分鐘內，就徒手
擊敗日本10名壯漢、而從拔槍到射擊 ，僅僅需要只是0.2秒時間，
就可以彈無虛發。原來充當日本保護政要的保鏢，有一項考核，就

是要求在執行任務期間，可以迅速掏槍保護目標，且能擊中嫌疑犯
，而從拔槍到射擊的時間不能超過0.5秒。石田只需0.2秒就可以完
成拔槍和射擊，射擊準確率在98%以上。但是今次安倍出事後，石
田萌美似乎沒有以第一時間衝到兇手身邊，為時已晚。日本網友紛
紛不滿地表示「保安居然沒意識到近距離行兇？」、「保安真的該
檢討」、「保安太鬆懈了，平日太誇張了」。

此外，日媒估計安倍每年的保安費用人力成本高達逾2億日圓
（約160 萬美元），他於2020年卸任首相後繼續用公帑維持東京涉
谷區私宅的保安，附近有警視廳車輛24小時戒備，前往私宅的路口
處設有路障，有警察從早到晚站崗。位於安倍私宅數百米附近的麻
生太郎私宅前，則僅有一名警察執勤。

安倍晉三今次遇刺身亡，奈良縣警察本部部長鬼塚友章在召開
記者會上，承認安倍的護衞安排出現問題上出現漏動疏失，誓言會
盡快找出問題及作出適當改善，他就此一悲劇事件，向日本國民鞠
躬道歉。

由都道府縣警最高層親自開記者會屬異例，亦是安倍遇刺後首
次。鬼塚指雖然安排所需人手，但對安倍遇害結果感到極度遺憾，
會盡快檢討改善。他又批評在選舉演說中刺殺安倍的行為非常卑鄙
，不能原諒的野蠻行為，目前優先事項是全面查清事件。他承認事
前沒有掌握到任何迹象，安倍的演說行程在事發前一日才確定，比
一般情況較遲擬訂保安計劃，他在事發當日收到保安計劃書時不覺
得有何異狀或需修改的地方，故原案批准。

警察廳稱，奈良縣警當時在本部安全科顧問指示下制訂保護安

倍計劃，聯同警視廳
警備科的警長參與保
安行動。警察廳沒有
透露具體人數，但安
全官員透露警方專門
分配了一名警長，另
有奈良縣便衣警在內
數十人。自民黨奈良
縣支部聯合會則指，
現場有警視廳和奈良
縣警的特警，還有來
自縣支部聯合會的15
名工作人員負責警備
和警衞工作。

前警視廳刑警吉
川祐二指出，影片顯
示在場特警沒有背對
安倍，根本無法觀察
後方情況。安倍身後
有兩名特警，其中一
人先發現疑犯，隨即通知同袍。現場第一次傳出槍聲後一名特警舉
起公事包，但無法趕及疑犯再次扣下扳機前擋在安倍晉三身後，安
倍於是中彈倒地。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安倍晉三中槍安倍晉三中槍 日本第一女保鏢日本第一女保鏢 「「失拖失拖」」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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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组数据：2016/17学年

，在美国高校留学的国际生创下

了近108万人的历史新高，比上

一学年增加3.4%。这是连续第二

年在美留学生人数超过一百万。

这也是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留学

生人数持续增长的第十一年。

中国仍然是排名第一的国家

，2016/17年度留美人数超过35万

，几乎是第二名印度的两倍为什

么如此多的家长让孩子去美国留

学,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就这个问题具体展开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教育的

组成以及大体的制度。

美国教育整体可分为四个阶

段，分别是：学前教育、初等教

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可以

说从教育的最初阶段，美国人就

赋予孩子充分的自由空间，十分

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得益于这

样的优势，许多美国人才会在成

长道路上充分展现自我的创造性。这

在现代社会许多新兴事物都是有美国

人研究发明的一点上就可以得到充分

的体现。

虽然美国教育可能在知识性、专

业性课程传授上比起中国来说相对较

晚，但是其教育涵盖的范围却更加广

泛。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乃至政治常识等内容，人们把这种教

育模式称为通识教育。

另外美国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

发展每个孩子的才能，不管它高或低

到什么程度，都尽量让每一个学生的

特长得到最淋淋尽致的发挥和展现。

这一点与中国普遍培养单一性人才的

模式截然相反。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美国的教育

为什么能跑赢世界名校。

美国教育是如何跑赢世界名校的?

启发讨论式教学

美国高校教师在课堂中更像是一

位主持人或教练，他们大多不会简单

粗暴地向学生灌输知识与科学结论，

不会擅自替学生来回答某个学术问题

，而是通过精细的课程设计，让学生

通过发现问题、海量阅读、文献查证

、小组讨论、个人演讲、课堂答辩等

一系列艰辛的努力来促使学生不断深

入思辨，让他们自己来寻找问题的答

案。

一场精心设计的课堂讨论往往会

促使学生的思维沉浸在多个思考角度

中，这对于促使学生独立心智的成长

颇为有效。

传统教育中，教师在学生群体中

所形成的权威性主要源于其对于某个

专业领域知识的精通。教师的这种专

业权威性曾促使 “聆听教诲”成为校

园课堂中的主要授课模式，学生往往

处于被动地位，听由教师教导其未来

进入社会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规

范和价值。在大多数时候，教师们也

总是不自觉地试图把自己的观点、意

志或价值观强加给学生们。

美国大学的课堂早已突破“概念-

分类-历史-属性-未来”等类似线性内容

的教师独白式授课模式，而是采用

“观察-移情-发现问题-调研-查找文献-

寻找答案-验证答案”等类似螺旋式课

程模式，来探索本课程的知识脉络、

学术规律以及背后的学术价值与社会

价值，课堂中呈现出的是一种相互对

话与反复质询的交互机制。

课程计划——师生间的“契约单”

在美国大学的第一节课上，每位

同学会拿到一份该课程的教学计划表

，表单中详细描述了课程的教学目标

、考核方式与评分细则、每一节课的

教学内容以及相关阅读书目或参考网

站，老师还会在课上做详细说明。学

生一旦确认选修这门课程，就得严格

按照教学计划表中的规定执行。

教师同时会按照计划表中的要求

对平时作业、课堂讨论、结课作业及

时计分，如果某位学生在上课期间的

平时分数过低时，还会收到教师的

“黄牌警告”。若最终课程分数不及

格，这位挂科学生就得另交一笔费用

不菲的课程重修费(最便宜的州公立大

学，每一学分大概需要450-550美金左

右，每一门课2-3个学分不等)。

在学校网站上，还能随时查到与

本专业相关的所有课程大纲。 反观国

内大学，尽管教师也写教学大纲，但

一般情况是写完提交学校归档后就算

完成了任务，之后很少会做修改，而

没能成为与学生进行教学沟通，并对

自身教学和学生学习形成有效管理的

手段。学生在上课前只能对该课程有

个大概了解，很难全面获悉每节课的

实际教授内容与具体要求。

注重过程，“压力山大”的课后

阅读、课堂研讨、量化评分

美国大学教师一般会在课前详细

规定每节课的阅读内容甚至阅读页数

，学生在上课期间要面临大量的专业

书籍阅读任务以及平时作业，要是课

前完不成规定任务，不仅会在课堂讨

论时面临巨大尴尬，更会极大影响结

课成绩。

国内大学的课程考核方式一般更

注重结果，尤其是人文社科与艺术类

的课程，大部分教师一般只是在课上

布置一个论文题目或是创作作业，直

到期末才进行考试或收取作业，课程

期间的要求很松。由于学习评价体系

过于依赖期末考试的分数结果，中间

缺乏“过程管理”，从而致使学生在

上课期间缺少有效压力，很容易形成

平日休闲娱乐，考前熬夜突击应付的

学习习惯。而美国大学生对平时学习

更为重视，通过建立有效的过程量化

评分体系以及繁重的课业量，促使学

生在平日学习中也丝毫不敢马虎，很

少有学生还能有精力去沉迷网游、网

剧或睡懒觉，从而有效保证了学习深

度与品质。

充分信任学生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的首要特质

就是讲究诚信。

美国有少数几所名牌大学实行

“荣誉考试制度”，斯坦福是其中之

一。这种制度规定，不用老师监考，

完全信任学生。考试的时候，老师把

考卷发完后就离开考场。办公室远的

老师，搬个凳子坐在考场门外，学生

有问题就出来问。办公室近的老师，

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学生有不清楚

的地方就去办公室找老师问。学生可

以带任何自己的东西到考场，包括作

业本、教材、词典等，没有任何限制

，而且你爱放哪儿就放哪儿，搁在自

己的考卷旁边也行。

考试中间，学生想上厕所，甚至

想到室外透透风，不需要向任何人请

示，也不需要作任何登记。学生做完

考卷后，把它放在桌子上就可离开，

到时候老师就会来收卷子。很多人会

想，这不会乱套吗?其实，这种做法在

诚信较好的社会里，比有监考老师、

有摄像头监视给人的压力还大、还可

怕，让你觉得周围的同学都是“监考

官”，任何不轨的行为都会招来鄙视

的眼光。

课堂仪式中的尊严压力

在美国大学课堂上，“上课睡觉

”、“不参与发言”、“迟到”、

“上课看手机”都会被视为很不礼貌

的课堂行为，美国教授会觉得这是一

种不尊重教师、不在意学习的一种表

现，有时后果还会很严重，会直接影

响到平时成绩。美国大学教师一般不

会在课上做出勤点到或在课上直接批

评学生，课堂秩序主要是通过课程评

分制度以及常年形成的课堂文化礼仪

进行维系，而这种课堂礼仪文化的力

量要比纪律的约束更为有效。

除了这些隐性的课堂礼仪外，还

有一些常规性的课堂仪式，比如结课

作业演讲、论文答辩以及毕业展。在

结课作业展示环节，学生都会面临很

大压力，因为任课老师一般会邀请来

很多相关专业课教师以及不同年级学

生一同在台下旁听，每位同学都要上

台进行作业展示并接受现场答辩。

教授门诊 排队问问题

一流大学的学生都善于思考，因

而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学习上的问题

，主动而频繁地找老师问问题便是著

名大学的一个特殊的景观。斯坦福大

学的教授，每周都会抽出两个固定时

间，在办公室里待着，专门解答学生

的学习疑难问题。教授办公室的门口

，常常摆着若干张凳子，因为学生经

常来问问题，教授一时接待不过来，

就让同学坐在门口排队等候，一个一

个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地地道道

的“教授门诊”!

此外，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者都

懂得，只有从事大生产的技术工人才

可以集体培训，批量生产，而高端人

才是需反复打磨、精雕细刻才能产生

的。因此，他们都实行小班教育。我

统计了几所著名大学的师生比例，包

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

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

，它们的教师与本科生之比，一般在1:

5上下，加上研究生，老师和学生之比

不超过1:10。

拥有国际视野，及早接触前沿科

学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都很注重培养学生

的国际视野，让他们及早了解科学的

最前沿问题。

首先，让自己学校的世界一流大

师站在教学第一线，让刚入校的学生

就能零距离接触世界级大师，消除神

秘感，这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信心，树

立远大的志向。

其次，鼓励学生踊跃参加学校组

织高水平的国际会议。这些与会者除

了报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外，还与

大家讨论哪些是本领域的最前沿问题

。如果一个人能在读书期间就能接触

这些杰出学者，开始思考本学科的最

前沿问题，肯定有利于日后做出革命

性的成就。

再次，频繁邀请其他知名大学的

最杰出的学者来作学术演讲。斯坦福

的数学系和物理系的系列讲座，被邀

请来的嘉宾不少都是菲尔兹奖和诺贝

尔奖获得者。

此外，美国大学非常注重学生眼

光和胸怀的培养。著名大学的开学典

礼和毕业典礼的校长讲话很体现他们

的教学理念。在开学或者毕业典礼这

种场合，这些大学校长总是把当今世

界最有挑战性的难题拿出来让学生思

考，比如气候变暖问题、能源危机问

题，如此等等，鼓励学生要有勇气去

迎接挑战。

五花八门的学术团体和读书会

课堂只是大学学习的一部分，世

界一流大学里五花八门的学术团体组

织的各种活动，也成为学习的重要组

成部分。斯坦福大学的每个系科的学

术团体，几乎天天都组织学术讲座，

像计算机系，从中午12点到下午6点，

每个时间段都安排有学术讲座。这些

学术活动又分等级，有的是针对同方

向的少数专家的，有的是针对本系所

有师生的，有的则是面向全校的乃至

对社区大众公开的。

针对大众的讲座，即使数学、物

理、生物这些高深的学科，一般人也

能听得懂。我的经验是，不管听什么

讲座，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得。

大学里这种学术团体完全是自发

的，完全是出于兴趣，没有任何学校

的领导指使、分配，没有功利可图，

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买

些开会时用的点心和饮料，或者支付

外校专家的交通费。组织者投入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经济回

报。这种自觉自愿的献身精神，在科

学探索的道路上是不可少的。这些团

体的发起者既有老师，亦有学生。我

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它们很可

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中等偏上的薪酬保障和科研成果

转化办公室

美国大学教师的平均薪酬在整个

国民职业体系中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据2015年国劳工部发布的《全美职业

就业与收入评估》数据显示，大学教

师平均年薪为77480美元，折合人民币

53万余元。其中讲师薪酬偏低大约大5

万美元，助理教授的年薪约8万美元，

副教授8-10万，教授12-18万美元

。

除此之外，在美国 1980 年

《拜杜法案》的激励之下，美国

高校不断加强自身科研转化能力

，很多大学纷纷成立科研成果转

化办公室(OTL)，概念证明中心

(POCC)等相关机构，并培养了一

大批懂科研、懂法律、懂商业的

技术转化职业经理人，这些职业

经理人会帮助教授的科研成果有

效实现商业市场转化。教授只需

在学校安心从事研发即可，节省

了大量的宝贵时间与精力，同时

还能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收入。

这种科研转化机制的建立，

对于整个美国国家而言具有十分

重要意义，它促使美国社会中形

成了有效的知识创新生态体系，

高校科研成果-资本-人力-社会需

求之间实现了有效对接与相互激

发，从而不断推动美国在科技、

军事、医疗、教育等领域在全球持续

保持领先优势。

透明的师资公开选拔机制

美国高校没有全国统一的管理制

度，各州可自主制定高等教育法及其

相关管理规则。公立大学一般归口各

州的议会和州政府主管，但学校具体

的管理权限主要交由高校董事会，私

立大学则完全由校董事会领导，不受

政府部门控制。美国各高校间，通过

充分的行业竞争，逐渐形成了一整套

有效的师资管理模式，并促使高校教

师职业本身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较高

的社会声望，从而不断吸附社会精英

人才加入其中。

为有效保证学校师资水平，美国

高校普遍实行教师公开招聘制以及严

格透明的招聘考核程序。教师招聘信

息告必须要刊登在本专业的杂志、公

开发行的报纸或知名网站上，一个高

校教师职位往往会吸引来几百名名应

聘者。学校还会成立专门的跨部门考

评小组，按照提前公布的考核程序对

应聘者逐一考查。

严格的淘汰机制

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之后的新入

职年轻教师，又要立即面临美国高校

“非升即走”的巨大工作压力。新入

职的教师要与学校签订一份包括了聘

用职称、科研与教学要求、聘期、工

资、福利等详细内容的聘用合同，双

方需共同严格遵守聘约。如果教师在

任期满后，其教学、科研成绩没有达

到要求，未能得到晋升，就必须离开

学校，另谋他职。

美国高校教师职称共分为：助教

(Instructor)- 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

sor)-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教授

(Professor)。为了有效稳定学校教师骨

干，美国高校还普遍实行终身教授制

(Tenure System)。一位教师一旦被确认

是优秀的教授，将会获得终身聘用。

学校会为终身教授提供长期稳定的教

学和研究机会、永久的就业保障和稳

定的经济收入。

设施先进

美国高校的信息数据化程度较高

，师生入校后每人会得到一个校园

ID 号，个人在学校中的所有相关数

据信息与服务都会与这个 ID号绑定

。凭借这个 ID号你可以在学校任意

一台电脑上登入自己的电脑桌面以

使用校园云服务，可以随时在校内

外使用在线软件、数字学术期刊、

lynda 等网络在线课程、选课、作业

提交、校内邮件服务、图书借阅、

餐厅消费乃至电子产品折扣等多种

服务。

为了更加有效服务于互动讨论式

授课模式以及学生的小组作业讨论，

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与教室里会放置有

大量的白板、触摸屏与活动桌椅。

美国教育为什么能跑赢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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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玄古城，在南充

南充也没啥“特别”的，就是一条嘉陵江从

西北切入，从东南流出，竟留下悠悠300余公里

的身段。当江水注入一座城，南充的故事便开始

了。

“南充”二字早已隐含了它的历史：春秋时

期，南充一带形成“充国”（当时四川盆地的四

大古国为巴、蜀、充、苴），因南充位于充国南

部，便得名“南充”。

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在嘉陵江切入南充的

地方，拐个弯，便孕育出一座城——阆（làng）

中古城。

千万别小看这座古城，巴灭充后，直接把国

都定在阆中，以至于这座古城还保留着2000多年

前的巴人文化——巴鼓象舞、南部傩戏、川北灯

戏、牛灯竹马等，活脱脱一个巴国“活化石”。

哪怕巴国灭亡后，阆中的历史也并没有因此

停止，而是凭借嘉陵江一跃成为川东北的政治、

文化、军事和商贸中心，正如《太平寰宇记· 地

形志》所言： “阆中居蜀汉之半，当东道要冲

。”当其时，蜀道“难于登天”，嘉陵江水道就

成了秦陇入川的重要通道，产于阆中的丝绸、桐

油、猪鬃、药材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诗人苏

轼、杜甫、陆游都曾打卡过这个巴蜀重镇，它的

地位直到现代宝成铁路建成后才慢慢消失。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座古城的“风水”。

只消打开地图，世人无不为阆中的地理位置

惊叹：东枕大巴山余脉，西倚剑门雄关，嘉陵江

和古宋江绕城而过，画圣吴道子以锦屏山为中心

，花一天画就《嘉陵江三百里风光图》，这里的

山水最完整、最准确地构成了中国风水学说里

“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

的四象格局，难怪连唐代的风水堪舆大师袁天罡

和李淳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于此长眠。

风水的好坏不得而知，但在阆中观星确是一

流，汉代天文学家落下闳在此观测天象，写就中

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春节由

此诞生，阆中也被称为“中国春节之乡”。

不知是否风水宝地起了作用，南充自古以来

便人才辈出。据《保宁府志》记载，光阆中一地

就出了进士116人、举人404人。写出《子虚赋

》和《长门赋》的司马相如是南充蓬安人，写出

《三国志》的陈寿同样是南充人，就连开国元帅

朱德同志也是南充仪陇人。

要说南充和三国的渊源还真不少，张飞在阆

中驻守了长达7年之久，有道是“一壶老酒涛声

依，好汉张飞在等候”。而三国及西晋时期的史

学家陈寿，于南充师从谯周，花费十年写就《三

国志》，也由此奠定了南充“三国文化之源”的

地位。人们为了纪念他，修葺和重建了他少时求

学的万卷楼。

嘉陵江除了给南充孕育了三百里风光和无数

的风流才子，一并顺流而来的，还有多元的宗教

文化。

你很难想象，在数百年前的这片土地上，同

时存在着巴人信仰、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是

的，南充在清康熙年间已经有了伊斯兰教寺庙

——巴巴寺，它由第一位来华传教的伊斯兰教士

华哲· 阿卜董拉希的墓地扩建而成，受人朝拜。

而南充著名的佛教圣地有太蓬山、清泉寺；

道教也早闻南充的仙气，前往凌云山修道。

一条嘉陵江，它给南充带来的故事才刚刚开

始。

嘉陵江上的丝绸

上述这些不过是南充的“冰山一角”，真正

让南充蜚声中外的，是丝绸。

南充与丝绸的渊源，可追溯到“伏羲化蚕，

西陵氏（即嫘祖）始蚕”。对了，嫘祖最早教民

事蚕桑之地就在古巴国今四川省盐亭县至南充市

西充县一带。

神话传说早已不可考究，可史料《华阳国

志· 巴志》却确确实实记载了南充早在3000多年

前的巴子国时期就已盛产蚕桑，到了商周时期，

巴地已经能以丝绸作为贡品献给天子。

要不说天赐福地，也很难解释得通蚕桑为何

在南充出现得如此之早。

南充位于四川盆地东北、嘉陵江中游，以丘

陵红壤为主，雨水充沛，简直为养蚕织桑量身定

造。唐宋时期，南充的“花红绫”就名噪一时，

还辗转远销多国。

丝绸的发达，又推动了商道的开辟。约莫在

商代中叶至公元前4世纪，西南民间已开辟了一

条蜀身毒道（四川-印度）用于商贸往来。直到

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

才正式推动“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南充又因

水运之便，成为最早参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城

市之一。

诗人们又纷纷记录下南充当时丝绸贸易的盛

况：北宋邵伯温写出一首《果山》描述南充“万

家灯火春风陌，十里绮罗月明天”；唐代白居易

则更为直白，他在《新乐府》中写道 ：“天上

取样人间织，满城皆闻机杼声”；杜甫也不甘落

后，写“桑麻深雨露，燕雀伴生成”；陆游更写

南充农家“一双素手无人识，空村相唤看缫丝

”……可见丝绸当时之盛。

丝绸在南充进入第二波高峰，是在近现代以

后。20世纪上半叶，张澜等有识之士投身到丝绸

厂的创办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南充的丝绸

发展已达到巅峰：丝产量占了全国的8%、四川

的1/3，稠产量占了四川的2/5，南充的“丝二厂

”被称为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万人工厂”，栽

桑养蚕占了南充农业收入的一半，4个城里人就

有2个吃丝绸饭，丝绸业堪堪撑起了半个南充城

。

时光荏苒，躺在嘉陵江上南充城虽昨日辉煌

不再，但从日常生活中，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南充

人民对丝绸的感情。

光是与蚕桑相关的地名，在南充就有数十个

，比如桑园路、茧市街、丝绸路、丝绸城、丝绸

村、锦屏山、桑树湾、重锦镇等；在过去，南充

人还会敬蚕神、赴蚕市，举办三皇会，以谢轩辕

（黄帝）“传艺”之恩。

蚕桑和商贸的繁盛，再加上南充上千年的建

城史和巴蜀地区人民生活史，留给这座小城的风

俗遗存也特别多。

在南充，每年正月十四都要过蛴蟆节，寓意

“送走瘟神”。“十四夜，送蛴蟆，蛴蟆公，蛴

蟆婆，把你蛴蟆送下河……”是当地一直流传的

歌谣。除此之外，还有嘉陵江中游船工号子、西

充祥龙嫁歌、南部傩戏、四川评书(南部评书)、

阆中老观灯戏、川北皮影戏、金钱板、西充剪纸

、阆中春节习俗等，南充人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精

神文化里头滋养着心性。

舌尖上的果城

别忘了，南充还有一个别称——“果城”。

早在夏朝，这里已是“果氏之国”。西汉时期，

司马迁也在《史记· 货殖列传》里记载：“蜀汉

、江陵（今南充市高坪区江陵镇）千树桔”，说

明在2000多年前，南充城已开始栽种桔子。

待到了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因南充

城西有盛产黄果（广柑）的果山，于是定置“果

州”，“果城”的称谓由此而来，流传千年。

“果城”这一称呼，南充可不是白叫的。

在20世纪60年代，南充的柑桔总产量就累

计超过7万吨，还曾远销苏联和东南亚等地区。

时至今日，南充的柑桔面积已达到120万亩，产

量达70万吨，位列四川省前三甲，其中晚熟柑

桔的面积和产量更分别占了全省的25%和20%。

嘉陵江的沃土、充沛的雨水，还有宜人的气

候，让南充的柑桔个大皮薄、清甜化渣、回味悠

长。在南充，光是柑桔种类就有86种，春见、

大雅、沃柑、血橙、西凤脐橙、锦橙100等都是

南充的“作品”。其中，又以西凤脐橙为最。

西凤脐橙，色泽橙红，呈椭圆形，果肉脆嫩

多汁，无渣无核，一口咬下，果汁便在口腔内爆

开，微酸甘甜。

嗅着满城清甜的果香，江水悠悠，南充人自

然也不会怠慢了自己的胃。

南充人习惯用一碗米粉打开早晨。在南充，

米粉不叫“吃”，叫“喝”。一个小小的“喝”

字，便体现了南充人豪迈、不拘小节的性格。喝

一碗米粉，包括粉和汤，滋溜地把米粉吸进喉咙

，配上臊子，再喝一大口骨汤，葱香、肉香在口

腔里弥漫开来，浑身舒坦。

满街叫卖的川北凉粉，最能勾起人的馋涎。

别看这是不起眼的小吃，名号先拿了个“大满贯

”——“中华名小吃”“中华老字号”“中国金

牌旅游小吃”“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要

多响亮有多响亮。

最早的川北凉粉挑着担卖，小贩拿着铜旋，

三两下一刮，把凉粉刮入碗中，倒上红油和蘸料

，凉粉便成了。但门外汉不知，川北凉粉的原料

极其考究，只用川北高山地区无污染、光照长、

颗粒饱满、淀粉含量高的麻皮豌豆，而红油更像

是一门美食艺术，用32种中药材熬制、密封于

黄土中，这样得出来的红油不呛不燥，香辣中掺

杂着一丝回甘，吃着用红油拌的凉粉，你才参透

“少即是多”的含义。

南充代表了川东北饮食的精髓。一碗简单的

营山凉面，暗含了旧时营山山区农民的劳动智慧

，把面条煮熟摊凉，蘸上随身携带的调料，搅拌

均匀，便是夏日里令人口水蔓延的凉面；裹着红

澄油亮的外皮、吸满香料的杨鸭子也早在南充流

传百年，农家花边鸭经过宰、腌、卤、炸、挂五

道工序，再加入10余种香料，得出来的鸭子便

香辣酥脆，连骨头都舍不得扔掉。

经过2000多年的沉淀，阆中也早已形成自己

的“味蕾”。一道张飞牛肉，在川中早已家喻户

晓，因肉干而不硬、外黑内红，形似三国猛将张

飞，故名“张飞牛肉”；而保宁醋和保宁蒸馍亦

同样小有名气，保宁醋被誉为“川菜精灵”，甚

至有“离开保宁醋，川菜无客顾”的说法。

在南充，吃美食就像在“吃历史”，道道是

“非遗”。在《天府旅游美食名录》中，南充足

足入选了33道，高坪辣子鸡、南部肥肠、卧龙

鲊、方酥锅盔、西充铜火锅、客家牛肉、蓬安麻

花、过江龙牛肉等，道道让食客竖起大拇指。

在嘉陵江边浸润千年，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

共同勾兑着这座城，令它产生了巴适和愉悦的气

质。别看它不起眼，比起出圈，或许南充更热爱

着眼前的生活。

南充——四川最被低估的小城

如果四川进入“旅游”的视野，那么成都、乐山、自

贡一定蜂拥而至，泸州、攀枝花也不甘其后，就连偏居西

部的理塘也因丁真挤进了圈子。这两年，川西、川南可谓

扎扎实实地火了一把，可你们却唯独遗漏了川东北。

川东北，有啥？是了，南充。

四川南充，对于许多人来说不过是一座普普通通、

平平无奇的三线小城。但当开启旅游视角，哦豁，2300

多年的阆中古城镶嵌其中，一条嘉陵江，竟同时勾兑出

三国、春节、丝绸、红色文化，更孕育了数之不尽的水

果和美食。

就在去年，南充还和三亚、宁波、扬州等城市一同

跻身“中国十大舒适之城”。

换个马甲，南充便是“果城”“绸都”。这么看来

，我们还是太低估了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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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駐美代表黃介正在華府現場線上演講：
「巨變世局中的中國國民黨 」

大華府地區三民主義大同盟秘書長何瑞恩致詞大華府地區三民主義大同盟秘書長何瑞恩致詞。。

主辦此活動的華府六大社團主辦此活動的華府六大社團。。

黃介正代表黃介正代表（（右右
））接受現場觀眾接受現場觀眾
提問提問。。

中國國民黨駐美代表黃介正演講中國國民黨駐美代表黃介正演講。。

全美各地的黨員分別在線上提問全美各地的黨員分別在線上提問。。 華府名人一一與會華府名人一一與會。。

華府六大主辦講座社團的負華府六大主辦講座社團的負
責人責人，，在講座結束口子在講座結束口子，，向向
主講人主講人 「「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 駐美駐美
代表黃介正博士代表黃介正博士（（右三右三 ））贈贈
送獎牌送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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