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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ria condemns ‘cowardly’ U.S. air 
strikes on Iran-backed milit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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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RUT (Reuters) - Syria said U.S. air strikes 
against Iranian-backed militias in the east of 
the country on Friday were a cowardly act 
and urged President Joe Biden not to follow 
“the law of the jungle”.

An Iraqi militia official close to Iran said the 
strikes killed one fighter and wounded four. 
U.S. officials said they were limited in scope 
to show Biden’s administration will act firmly 
while trying to avoid a big regional escalation.

Washington and Tehran are seeking maximum 
leverage in attempts to save Iran’s nuclear 
deal reached with world powers in 2015 
but abandoned in 2018 by then-Presi-
dent Donald Trump, after which regional 
tensions soared and fears of full-scale conflict 
grew.

“Syria condemns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e 
cowardly U.S. attack on areas in Deir al-Zor 
near the Syrian-Iraqi border,” the Syrian For-
eign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I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supposed to 
stick to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not to the 
law of the jungle as (did) the previous admin-
istration.”

Iranian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Saeed 

Inside C3

Khatibzadeh condemned the U.S. strikes, 
calling them “illegal aggression” and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
tional law.

The air strikes, early on Friday local 
time, targeted militia sites on the Syrian 
side of the Iraqi-Syrian frontier, where 
groups backed by Iran control an import-
ant crossing for weapons, personnel and 
goods.

Western officials and some Iraqi officials 
accuse Iranian-backed groups of involve-
ment in deadly rocket attacks on U.S. 
sites and personnel in Iraq over the last 
month.

Russia, an ally of Syrian President 
Bashar al-Assad, also criticised the U.S. 
strikes and called for “unconditional 
respect of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Syria.”

White House spokeswoman Jen Psaki 
said the air strikes in Syria are meant to 
send the message that Biden will act to 
protect Americans.

Future U.S. actions in the region will be 
deliberative and will aim to deescalate 
tensions in Syria, Psaki said.

RELATED COVERAGE

France says stands by U.S. air strikes 
against Iran-backed militias in syria
ATTACKS ON U.S. FORCES IN IRAQ
The Iraqi militia official close to Iran 
said the strikes targeted positions of the 
Kataib Hezbollah (KH) paramilitary 
group along the border.

KH later confirmed the death of one of 
its fighters and identified him as Sayyid 
Rahi Salam Zayid al-Sharifi.

“The American enemy persists in its 
criminality and kills the protectors of 
the nation and the honorable people of 
the country, not deterred from shedding 
innocent blood as long as the wages of 
murder are received from Saudi Arabia 
and the Emirates,” a KH statement said.

Local sources and a medical source in 
eastern Syria told Reuters that at least 
17 people had been killed, but gave no 
further details. That toll could not be 
confirmed

The Pentagon said it had preliminary 
information about casualties, but did not 

provide any details.

In recent attacks, a non-American contractor was killed 
at a U.S. military base at Erbil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Kurdish-run northern Iraq on Feb. 15 and, in the days that 
followed, rockets were fired at a base hosting U.S. forces, 
and near the U.S. Embassy in Baghdad.

Biden’s decision to strike only in Syria and not in Iraq 
gives Iraq’s government breathing room as it investigates 
the Erbil attack, which also wounded Americans.

Kataib Hezbollah has denied involvement in recent 
attacks against U.S. interests. Iran denies involvement in 
attacks on U.S. sites.

Several attacks, including the one at Erbil airport, have 
been claimed by little-known groups which some Iraqi 
and Western officials say are a front for established Irani-
an-backed groups such as Kataib Hezbollah.

FILE PHOTO: The Pentagon building is seen in Arling-
ton, Virginia, U.S. October 9, 2020. REUTERS/Carlos 
Barria/File Photo
LIMITED RESPONSE
U.S. lawmakers from both political parties welcomed the 
strikes but a number of Democrats questioned the legal 
justification under which they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 am very concerned that last night’s strike by U.S. 
forces in Syria puts our country on the path of continuing 
the Forever War instead of ending it,” said Senator Bernie 
Sanders, an independent who caucuses with Democrats.

Pentagon spokesman John Kirby said the U.S. strikes 
totally destroyed nine facilities and partially destroyed 
two facilities at a border control point used by a number 
of Iranian-backed militant groups, including Kataib Hez-
bollah and Kataib Sayyid al-Shuhada.

A U.S. official,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said 
the decision to carry out the strikes was meant to signal 
that,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wanted to punish the militias, 
it did not want the situation to spiral into a bigger conflict.

The Iraqi military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it had not 
exchanged inform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targeting of locations in Syria, and that cooperation with 
the U.S.-led coalition in Iraq was limited to fighting 
Islamic State.

Kirby, the Pentagon spokesman, said Iraq was able to help 
the United States determin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in Iraq, but Baghdad did not assist in the 
targeting process in Syria.

Iraq’s foreign minister will visit Iran on Saturday to dis-
cuss the regional situation including ways to avoid tension 



COVID-19 vaccine scams are on the rise, 
according to European and U.S. govern-
ment officials who are warning the public 
of fraudsters out for money and personal 
data.
A Reuters search online, in dark web fo-
rums and on messaging app Telegram 
found seven different offers for alleged 
COVID-19 vaccines.
Scams include emails promising entry to 
supposedly secret lists for early vaccine 
access and robocallers impersonating gov-
ernment agencies. Message boards on the 
so-called dark web have added COVID-19 
vaccines to more traditional illicit goods 
for sale.
The U.S. FBI and Interpol, among others, 
have warned of emerging pandemic-re-
lated fraud schemes, saying false cures 
and vaccines advertised on fake websites 
could pose cyber threats and a significant 
risk to peoples’ health, or even lives.
Website domains containing the word vac-

cine in combination with COVID-19 or 
coronavirus more than doubled since 
October to roughly 2,500 in November, 
when the first legitimate vaccines were 
nearing regulatory approval, according 
to cybersecurity firm Recorded Future, 
which is tracking COVID-19 fraud on-
line.

The real deal or vaccine fakes?
“So far a lot of these domains just ap-
pear to be opportunistic registrations, 
but some are going to be used for phish-
ing attempts to have people click on 
(malicious) links,” said Lindsay Kaye, 
director of operational outcomes at Re-

corded Future.
Kaye said her team, which also scours 
the dark web, so far has not come across 
any legitimate vaccine diverted from 
healthcare facilities or national stock-
piles.
The scams are preying on concerns about 
the far slower-than-promised rollout of 
vaccines to protect against the virus that 
has claimed more than 1.8 million lives 
worldwide so far. Most people will likely 
have to wait well into the spring, or even 
summer, to get their shot.
In the United States, only about 4.5 mil-
lion people had received their first shot 
as of Monday, the U.S. Centers for Dis-
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reported. 
That is a fraction of the 20 million who 
were supposed to have been vaccinated 
by the end of 2020, according to earlier 
government forecasts.
VACCINES, GUNS AND MONEY
On dark web forum Agartha, fake 
COVID-19 vaccines were offered next 
to cocaine, opioid medication, “super 
high quality fake money,” hand guns and 
gift cards. Posts showed stock photos of 
vaccines and offered vials for $500 and 
$1,000, or the equivalent in Bitcoin.
On another dark web site, a seller claim-
ing to be from the “Wuhan Institute of 
Science” offered COVID-19 vaccines in 
exchange for a donation, and asked buy-
ers to provide their medical history.
On Telegram, several channels claimed 
to offer COVID-19 vaccines, accompa-
nied by stock images. One user offered 
supposed Moderna Inc vaccines for 
$180, and claimed the vaccine from Pfiz-
er Inc and BioNTech SE could be had 
for $150 and AstraZeneca’s for $110 per 
vial.

Asked how the vaccines would be 

shipped, the account creator said they 
were transported in “regulated tem-
perature packs” and ice packs within a 
few days, or overnight for an addition-
al charge. Actual COVID-19 vaccines, 
particularly the Pfizer/BioNTech of-
fering, must be temperature controlled 
to remain effective, with drugmakers 
equipping shipments with temperature 
trackers to ensure the cold chain. Vac-
cine shipments and distribution are also 
tightly controlled by officials and will be 
administered at no cost.
The United States has so far authorized 
two COVID-19 vaccines for emergency 
use - the ones from Pfizer/BioNTech and 
Moderna. The European Union to date 
has authorized the Pfizer/BioNTech vac-
cine and is expected to clear the Moder-
na vaccine this week.
The UK has already authorized those two 
and just added the vaccine developed by 
Oxford University with AstraZeneca.
Asked about vaccine scams, Pfizer said it 
had taken meticulous steps to reduce the 
risk of counterfeiting and tracked trends 
very carefully.
“Patients should never try to secure a 
vaccine online - no legitimate vaccine 
is sold online - and only get vaccinat-
ed at certified vaccination centers or by 
certified healthcare providers,” a Pfizer 
spokesman said in a statement.
Moderna referred a request for comment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 which did not 
respond. AstraZeneca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The HHS, FBI and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ave urged the public to report 
any COVID-19 vaccine scams, includ-
ing people asking for out-of-pocket pay-
ments for the vaccine and online vaccine 
advertisements. (Courtesy reuters.com)
Related
U.S. To Start Distributing Coronavirus 

Vaccines Directly To Pharmacie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aid Tuesday 
it will start distributing limited supplies 
of vaccines directly to retail pharmacies 
beginning Feb. 11, in effort to make it 
faster and easier for people to get inoc-
ulated. These doses are separate from 

those allocated to states.
Jeff Zients, Biden’s coronavirus coordi-
nator, cautioned that supply constraints 
will limit the early availability of shots 
in drugstores. He said the administration 
wanted to target supplies to pharmacies 
serving “socially vulnerable communi-
ties.”
Here are som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 Biotech company Moderna says it is 
proposing to fill vials with additional 
doses of coronavirus vaccine — up to 
15 doses vs. the current 10 doses — in 
an effort to address manufacturing bot-
tlenecks and allow for more production.
• A Russian coronavirus vaccine, Sput-
nik V, was 92 percent effective at pre-
venting symptomatic illness in a large 
clinical trial, robust protection that puts 
it in line with top vaccines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ccording 
to results published in a peer-reviewed 
journal Tuesday.

• Race and ethnicity data were missing 
for nearly half of all coronavirus vaccine 
recipients during the first month shots 
were available, further stymieing efforts 
to ensure an equitable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federal researchers reported 
Monday.
• Responding to coronavirus variants, the 
United States is emphasizing masks and 
vaccines instead of lockdowns, in a con-
trast with Europe.
• Anthony S. Fauci, the nation’s leading 
infectious-disease expert, was hesitant 
Tuesday to say when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turn to pre-pandemic norms, 
citing coronavirus mutations and vaccine 
hesitancy. (Courtesy reu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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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mall shopping basket filled with vials labeled “COVID-19 - Coronavirus Vac-
cine” and medical syringes are placed on a U.S. flag in this illustration. Online 
scams of fake vaccines have surged. (Illustration/Reuters/D. Ruvic/File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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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iden rolled out a new immi-
gration plan offering an eight-year path
to citizenship for most of the 11 million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eliminates restrictions on
family-based immigration and expands
workers visas.

As Senator Bob Menendez said, “We
are here today because last November
80 million Americans voted against Don-
ald Trump and against everything he

stood for. They voted to restore common
sense, compassion and competence in
our government.”

President Biden has also reopened a
center in Carrizo Springs, Texas, for 700
immigrant children.

We strongly support the new administra-
tion on their new immigration policy. If 11
million new immigrants can join our na-
tion, they will be a new force in our coun-

try.

I remembered our friend Mr. Farouk
Shami who once ran for the governor-
ship of Texas. One time he said the dry,
famous words, “If we don’t have Lati-
no Mexican workers in Texas, it’s just

like we are without sunshine.”

We all came to this great nation looking
for the American Dream. Mr. President,
please let them have the same opportu-
nity.

0202//2626//20212021

Welcome To Houston Mr.Welcome To Houston Mr.
PresidentPresident



Cakes in the shape of syringes are seen at the Schuerener Backparadies bak-
ery, as the vaccination rollout against coronavirus continues, in Dortmund, 
Germany. REUTERS/Leon Kuegeler  

Members of the State police arrive at the Michigan state Capitol in Lansing, Michigan, Janu-
ary 17. REUTERS/Rebecca Cook

A military supporter points a sharp object as he confronts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during a 
military support rally in Yangon, Myanmar, February 25. REUTERS/St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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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ign Hawley sign painted on the street is pictured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U.S. Senator Josh Hawley 
in St Louis, Missouri.   REUTERS/Lawrence Bryant

Russian diplomats and family members use a hand-pushed rail trolley to leave North 
Korea amid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while crossing the demarcation line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Russia, February 25, 2021. Russian Foreign Ministry/Handout via REUTERS

Rep. Deb Haaland holds a transgender pride flag beside Democratic colleagues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February 25. REUTERS/Tom Brenner

A migrant who crossed Gateway International Bridge from Mexico side to be processed to 
seek asylum in the U.S., waits with a child at a bus terminal to head to their destination, in 
Brownsville, Texas, February 25. REUTERS/Go Nakamura

A tourist poses for a picture on the Bogdanovich glacier located in the Tian Shan mountain range near Almaty, 
Kazakhstan February 20, 2021. REUTERS/Pavel Mikhey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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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州“危机”之下

极寒天气下，遭遇电力瘫痪的得

克萨斯州情况终于出现变化：得克萨

斯州州长格雷格· 阿博特（Greg Abbott

）18日表示，该州所有发电厂都已恢

复供电，不过，危机仍没有画上句号

：在得州，仍有成千上万的家庭没有

电力供应，同时，部分居民还面临供

水危机。

能源网络仍非常脆弱

据路透社报道，得州州长格雷格·

阿博特18日表示，该州所有发电厂都已

恢复供电，但由于电线倒塌和其他问题

，成千上万的家庭仍没有电力供应。

尽管相比此前“一片漆黑”有了

进展，但得州其他领导人仍警告称，

该州的能源网络仍非常“脆弱”，寒

冷天气将持续到周末。

英媒报道称，在得州，目前仍有

32.5万户家庭断电，相比17日270万户

家庭断电，数字已经下降。不过，当地

官员表示，仍有可能进行轮流限电。

得州遭遇的危机与近日来横扫美

国南部州的极寒天气有关。由于极寒

天气破坏电力系统，得州出现大范围

停电。据报道，该州气温一度跌至华

氏0度（约合负18摄氏度），是30多

年来的最低气温。

往年，得州冬季气温通常温暖，

现在罕见的冰雪天气使当地居民对电

力需求猛增，这给电力公司带来了考

验。据报道，寒冷气温下，各种各样

的电力供应都出现故障，以天然气为

燃料的发电厂在严寒条件下停工，风

力涡轮机也被冻住……雪上加霜的是

，由于创纪录的低温破坏了基础设施

和管道，得州的饮用水系统也遭遇破

坏。

据得州环境质量委员会报告，截

至18日下午，共有797个公共供水系统

报告服务中断，影响范围涉及1320万

人。

停电停水也给当地医院提出了难

题。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表

示，在断电地区有2000多个新冠疫苗

接种点，极端天气阻碍了民众接种新

冠疫苗。

突然的大范围断电给居民带来诸

多不便，也酿成了不少惨剧。在北卡

罗来纳州、密苏里州等地，极端天气

带来不少人员伤亡事故，包括因道路

冰冻发生的交通事故，还有居民发动

车辆取暖造成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此情此景下，总统拜登 18 日宣

布得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在推特上

写道：“我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授权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发

电机和物资，并准备好满足额外的

要求。”

遭遇严重损失的不止得州。据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极

端天气使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

和阿拉巴马州等地32万多户家庭和多

家企业断电。在肯塔基州，约7万户居

民断电，在西弗吉尼亚州，约6.7万户

居民断电。暴风雪过后，俄勒冈州10

万多人18日仍然没有电力供应。

引发民众不满

大范围长时间停电的状况，使能

源运营商和包括阿博特在内的州领导

人面临严厉批评。

阿博特本人对得克萨斯州电力可

靠性委员会（ERCOT）提出批评，该

机构负责得州90%的电力供应。

愤怒的居民也把矛头指向ERCOT

。批评人士称，在2011年的一次寒冷

天气结束后，该机构没有听从警告，

没有确保主要依赖天然气的得州能源

基础设施防冻得当。

批评人士还对阿博特的领导能力

提出质疑。美国参议员泰德· 克鲁兹因

与家人在危机中飞往墨西哥度假城市

坎昆而受到抨击。克鲁兹表态称将返

回得州，“查清发生了什么”。

68岁的加里· 南斯（Gary Southern

）是得州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他说，

17日下午他重获电力供应，这是自15

日凌晨断电以来，他“第一次睡了个

安稳觉”。

“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

情之一，”南斯说。他还提到，他被

告知将会出现轮流停电，这让他很沮

丧，“我知道我们社区里有很多人仍

然没有电，他们也很失望。”

天灾还是人祸？

极端天气导致大范围停电的情况

也引发美媒反思，此次事件究竟是天

灾还是人祸？

专家表示，致命天气将更加频繁

地袭击美国，美国需要做好应对准备

，本周的事件再次表明，地方、州和

联邦官员在应对更危险的天气方面做

得不够。这也预示着，随着气候变化

和自然灾害加剧，社会最弱势群体的

需求将大幅增加，也对社会服务提供

者和政府提出更高要求。

美联社称，这场危机给全国的电

力系统敲响了警钟：随着气候变化的

恶化，超越历史常规的极端情况正变

得越来越普遍。

美国总统拜登已计划未来四年内

在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方面投资高达2

万亿美元。拜登承诺将更新美国电网

，使其到2035年实现无碳污染，并对

建筑物进行防风处理、修复道路和建

造电动汽车充电站等。

专家还提醒称，极端天气带来低温

、对新冠疫苗接种造成影响，更令人注

意的是，暴风雪天气可能会更常见。

雪城大学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

助 理 教 授 萨 拉 · 埃 夫 特 哈 内 贾 德

（Sara Eftekharnejad）表示：“这绝对

是一次异常现象”，考虑到气候变化

，这种现象可能会发生得更频繁。无

论是得克萨斯州的严寒还是去年引发

致命野火的加利福尼亚州热浪，“可

能需要更好的计划，因为我们开始在

全国各地看到更多极端天气事件，”

她说。

密歇根大学能源系统助理教授迈

克尔· 克雷格（Michael Craig）说，加

州和得州发生的事件表明，“在气候

变化面前，我们能做的很少。从现在

开始，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埃夫特哈内贾德及部分专家指出

，更好地进行短期和长期预测，将有

助于避免灾难性的故障。

有美媒指出，气候变化也在损害

军事设施。例如，2018年一场飓风损

害佛罗里达州廷德尔空军基地，2019

年内布拉斯加州奥法特空军基地遭遇

洪水，导致五角大楼将服役人员送往

遥远的英国接受训练。此外，2018年

还有一场飓风袭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

勒琼营，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分之一的

军力驻扎在此，造成军队整体训练能

力降低。

得州民主党参议员汤姆 · 卡珀

（Tom Carper）表示，得州和其他州的

灾难“提醒我们，我们国家的关键基

础设施很容易受到极端天气事件的影

响，我们不能再对其所需的弹性投资

视而不见”。

美国需要为更多致命风暴做好准备

许多美国专家说，新冠病毒的大

流行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使富有

的人变得更富有，也让很多在贫困线

上挣扎的人失业。

疫情席卷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金融危机，失业率达到了大萧条以

来的最高水平，尤其是那些非裔、西

班牙裔和亚裔工人（2020年5月份的失

业率分别为16.8%、17.6%和15%，而白

人为12.4%）。自疫情开始以来，至少

有450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

然而，美国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IPS）和美国税收公

平协会（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

ATF）的研究人员根据《福布斯》的实

时数据计算了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增长

，根据他们的分析报告，从2020年3月

18日到9月15日，美国643位亿万富翁

的财富总和反而增加了8450亿美元。

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所长迪

米特里· 帕帕季米特里欧（Dimitri Pa-

padimitriou）对美国广播公司（ABC）

说：“疫情危机加剧了美国收入、种

族和性别上的不平等。”这是一个恶

性循环，疫情加剧了不平等现象，而

不平等将加速病毒的传播，为经济复

苏做出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的最新数据，新冠肺炎疫情

对非裔和拉美裔的影响更大，他们的

住院率是非西班牙裔白人的4.5倍。有

色人种在普通工人中的比例很高，他

们一般不能居家工作，所以更容易接

触到病毒。

帕帕季米特里欧还说：“尽管大

多数人认为疫情无视种族、信仰或财

富，但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这场

疫情中’。这种‘我们在一起’的假

设分散了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在

社会经济层面的注意力。”

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仅是经
济上的，同时也关乎人命

伦敦经济学院美国中心的研究人

员在2020年 5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州，可能报

告更多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

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经济学

教授哈罗德· 克拉克（Harold Clarke）

和埃塞克斯大学教授保罗· 怀特利

（Paul Whitely）在他们的研究结果中

写道：“不平等的影响是巨大的，它

与人类发展指数挂钩，是各州新冠肺

炎死亡率的重要预测因子。”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玛丽· 巴

塞特（Mary Bassett）说： “在美国，

非裔、拉美裔和原住民，深陷贫穷的

可能性要高得多。”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e）分析发现，2016

年，典型的白人家庭的净资产是黑人

家庭的10倍（白人是17.1万美元，而

黑人只有17150美元）。

巴塞特说：“人们的收入决定了

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获得医疗

服务的能力。我认为，美国在社会层

面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美国更容易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帕帕季米特里欧补充说，“减少收

入不平等是最重要的结构性改革之一，

实施改革，美国经济才能回到可持续增

长的轨道。” 他在一份公共政策简报

中说，“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疫情

对美国的影响就不会那么严重了。”

为什么富豪阶层越来越富？

美国富豪阶层的财富与股市的联

系，比其他阶层与股市的联系更为密

切。股市在疫情暴发之初就已崩盘，

但此后又迅速回升，基本上与经济大

局无关。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 格雷茨

（Michael Graetz）说，在疫情期间，

一些富豪的财富出现增长，部分原因

是股市与实体经济的脱节。

他说：“有些股票，特别是科技

股，在疫情期间表现非常出色，Face-

book、亚马逊和其他公司的很多股票

都是亿万富翁所持有，他们的股票升

值，所以他们的财富增加了。而下层

群众没有股票，因此他们没能分享这

些收益。”

在2020年 3月 18日至9月 15日期

间，美国最富有的643名亿万富翁的财

富从2.95万亿美元增加到3.8万亿美元

，在这6个月里增长了29%，增值8450

亿美元，像杰夫· 贝佐斯（Jeff Bezos）

和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都出现

了大幅增长。

不仅如此，在疫情期间，美国有

大量的科技股上市，也带来了一批又

一批的造富神话。在疫情肆虐的前几

个月里，IPO按下了暂停键，但是从

2020年夏天开始，新股上市数量开始

迅速回升。

例如，数据存储和分析提供商雪

花(Snowflake)在2020年9月16日进行了

首次公开募股(IPO)，该公司在纽约证

券交易所以每股245美元的价格开盘，

高于其发行价120美元，然后飙升至

319美元，最后收于254美元。此次上

市估值为704亿美元，是2020年以来规

模最大的一次IPO，也是软件公司有史

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IPO。

对于雪花的投资者来说，这笔投

资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就在上

市7个月前，他们对雪花的估值仅仅是

124亿美元。

政府的救济为什么没改善穷人
的生活？

正如格雷茨所说，美国的穷人，

并没有从股票市场中获益。根据美联

储发布的数据，美国财富顶端1%的人

口持有股市50%的资产，而紧随其后

9%的人口又持有股市38%的资产，由

此可见，股市回暖是一场富人阶层的

狂欢，跟普通民众没有多大关系。

格雷茨说：“这样一来（失业），

他们就失去了工资，国会暂时向其中一

些人提供了额外的失业救济金，寄去了

1200美元的支票，但对于那些处于收入

分配后半部的人来说，在疫情之前，他

们的生活就一直很不稳定。”他引用了

美联储201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近40%

的美国家庭表示，他们无法支付400美

元的意外开支。他说：“疫情造成的意

外开支远远超过400美元。”

虽然国会在疫情期间提高了失业救

济金，并向自由职业者和其他一般不在

失业保险范围内的人提供救济。但在某

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等待数周才能获

得救济。经济刺激计划也没有根据需要

按比例发放。而且，哥伦比亚大学的研

究人员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失业者无

法得到失业救济。其中，大量未记录在

案的工人被取消了领取失业救济的资格

，还有一部分失业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可

以申请哪些失业救济。

尽管美国政府出台的2万亿美元援

助计划（Cares Act）确实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穷人的困境，但目前有许多

研究发现，这笔巨款与美联储通过量

化宽松政策释放的大量流动性，在现

实中更多流向了资本市场。相关人士

认为，美国股市之所以能从多次熔断

中迅速恢复，大量的救市资金起到了

不可忽视的作用。巴塞特说：“动用

了2万亿美元来拯救华尔街和大公司。

”这证明了“美国可以调动这种水平

的资源来保护人民”。

美国的税收制度也拉大了贫富
差距

美国政策研究所的查克· 柯林斯

（Chuck Collins）说： “我们的经济

和公共卫生系统对疫情准备不足的原

因之一是，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富

豪阶层交的税越来越少。”

近年来，美国的税法更倾向于富

人，许多亿万富翁缴纳的税款占其收

入的百分比甚至比中产阶级都低。据

《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在 2016 年之

前的许多年里没有缴纳任何税款，

2016、2017年，他每年的纳税额也只

有750美元。

亿万富翁的财富积累往往不是得

益于高薪工作。全球首富杰夫· 贝佐斯

的工资只有81840美元。他们的财富是

建立在对公司和其他资产的投资上，

从房地产到艺术品。他们赚钱的方式

不同于普通人。

亿万富翁在纳税中的大部分收入

都是“非劳动所得”的，即股票的股

息和资本利得（低买高卖）。这些收

入的税率通常低于所得税。对于长期

资本收益，甚至可以低至零。

相反，普通工人不仅要缴纳所得

税，还要缴纳工资税。Lyn Alden投资

策略的创始人林恩· 奥尔登说：“劳动

所得税高达37%，这取决于你的纳税等

级，然后工人还必须支付7.65%的社会

保障和医疗保险。而合格股息和长期

资本利得按最高20%的税率征税，而且

不用交社保和医保。”

“降低税率只是个开始。亿万富

翁可以使用某些合伙结构和其他的会

计策略，以合法地减少或推迟他们的

应税收入。这些都是大多数美国人无

法企及的。”奥尔登说。

疫情之下，为什么富人财富激增，穷人却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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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莎蒙派克《詐欺女王》霸氣秀 「衣」 Q

打片撂中文打片撂中文
脫褲子放屁脫褲子放屁

年度必看犯罪新片《詐欺女王》

（I Care a Lot），將震驚駭人的「照

護詐欺致富事件」搬上大銀幕，即將在

本週五（2/26）於全台盛大上映。本片

由紅遍全球的羅莎蒙派克（Rosamund

Pike）領銜主演，完美呈現心機女強人

形象，也讓觀眾大讚她這次的角色，彷

彿就是《控制》（Gone Girl）女主角

「艾咪」再現，她更也以本片強勢問鼎

本屆金球獎「音樂或喜劇類最佳女主角

獎」。為了這次角色，她不僅剪了俐落

鮑伯頭，還換上數套華麗服裝，簡直像

是一場接一場的高「衣」Q時裝秀。據

悉，她還特地規劃重訓課程體驗飛輪，

更為了將自己完全融入角色而嘗試電子

菸，並驚爆：「我完全上癮了！」有趣

的是，熱愛中華文化的她，不僅有個中

文名字「裴淳華」，近日更為了宣傳本

片，登上英國知名脫口秀《葛漢諾頓秀

》（The Graham Norton Show），興奮

地向觀眾分享近期學會的中文俗語「脫

褲子放屁」，讓觀眾哄堂大笑，而她也

笑稱：「這句俗語真是非常實用！」

以《控制》經典角色「艾咪」紅遍全

球的羅莎蒙派克，這回在新片《詐欺女王

》當中，化身充滿侵略性、猶如母獅般的

女強人「瑪拉」，再展霸氣心機演技。她

詮釋將老人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法定監護人

，因為看不慣美國夢的虛偽，更在電影開

頭就破題說道：「世上沒有好人，只有掠

食者與獵物。」為了展現這個角色的精明

幹練形象，她也在外表上作出不少功夫，

更剪去一頭長髮，打造俐落的鮑伯頭。此

外，她還連換數套服裝，讓全片宛如是她

的服裝秀。當她初次接近要詐騙的「獵物

」時，就換上一套鵝黃色套裝，用看似溫

和無害的外表讓獵物上鉤。當她在談判時

，又穿上另一套紅色連身裙展現霸氣。她

在辦公室的造型也十分簡潔，從頭到腳都

塑造出能幹的女強人形象，甚至特地規劃

重訓課程，並初次體驗飛輪課，讓她直呼

：「可以理解為什麼瑪拉那麼愛飛輪！」

由於角色在片中會不斷抽電子菸，

羅莎蒙派克還特地造訪許多電子菸商店

，讓自己習慣這個行為，並表示：「我

真的迷上了電子菸！」導演J布萊克森

（J Blakeson）也大讚她的敬業：「羅

莎蒙派克為了角色，特地去嘗試每件瑪

拉可能會喜歡的事情，完全將自己代入

角色當中！」

有趣的是，羅莎蒙派克雖然不會說

中文，不過她的老公羅比烏尼亞克（Rob-

ie Uniacke），本人是個「中文狂」，還

特地幫她取了中文名字「裴淳華」，並積

極教導孩子們講中文。這也讓她近日連線

參加脫口秀《葛漢諾頓秀》時，興奮地向

主持人分享從孩子那邊學會的中文，沒想

到竟是出乎意料、字正腔圓的俗語「脫褲

子放屁」。為了讓外國人理解這句話，她

還解釋許久，引來全場哄堂大笑，最後並

不忘補充：「這句中文俗語真的非常貼切

，讓人一聽就懂！」

這部由羅莎蒙派克領銜主演，並強

勢問鼎本屆金球獎「音樂或喜劇類最佳女

主角獎」的最新犯罪力作《詐欺女王》，

即將在本週五（2/26）於全台盛大上映！

本片劇情描述瑪拉（羅莎蒙派克飾演）利

用法律手段，成為特定老人族群的法定監

護人，並將這群老人當成目標，先讓他們

住進可怕的護理機構，再取走手機讓他們

無法對外求助，最後偷走他們的財產，不

動聲色地完美犯案，就連法律都拿她沒轍

。某天，她鎖定下一個「肥羊」，並成功

讓對方掉入自己精心佈下的騙局。隨後，

她竟發現這位看似完美的「肥羊」，似乎

不如表面所見的那樣單純，也讓自己開始

受到死亡威脅…。欲知本片最新消息，請

上電影官方部落格http://cciitw.pixnet.net

與臉書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

ccii.com.tw查詢。

《驚奇4超人》確定拍攝新

版，但選角、拍攝時程皆尚未

宣布，僅確定由《蜘蛛人》導

演強華茲（Jon Watts）執導，但

現在傳出本片即將在澳洲開拍

，珍妮佛勞倫斯（Jennifer Law-

rence）將加盟演出，雖然報導

沒有指出她會飾演哪個角色，

但部分外媒推測她將飾演「隱

形女」Sue Storm。

據《The Daily Telegraph》報

導，澳洲在疫情之際，成為許多

劇組的首選拍攝地，像是漫威的

《 雷 神 索 爾 4》 （Thor： Love

and Thunder）已經緊鑼密鼓在當

地拍攝，而下一部就是《驚奇4

超人》，不久也將在澳洲展開製

作。

珍妮佛勞倫斯先前在《X戰

警》系列電影扮演「魔形女」，

卻於《X戰警：黑鳳凰》領便當

，是否會在潔西卡艾芭（Jessica

Alba）、凱特瑪拉（Kate Mara）

後接演「隱形女」一角，引起網

友熱議。

但漫威尚未證實此事，且

有其它外媒反駁此報導，認為

強華茲不可能拍完《蜘蛛人3》

就趕著拍《驚奇 4 超人》。事

實上，《驚奇 4 超人》宣布重

啟後，影迷便熱議適合的演員

，包括先前未能錄取演出「美

國隊長」的約翰卡拉辛斯基

（John Krasinski），大批網友敲

碗 他 接 演 「 驚 奇 先 生 」 Reed

Richards，他先前受訪時也向漫

威喊話，「我不知道漫威在想

什麼，但如果是在考慮讓我扮

演驚奇先生，請繼續考慮我吧

，因為我也很想演。」足以見

識該系列作在漫威影迷心中的

重要性。

新版《驚奇4超人》有動靜了
珍妮佛勞倫斯被爆演出 「隱形女」 ？

據外

媒報道

，華納

DC 確

定超級

英雄電

影《藍

甲蟲》

的導演

為安赫

爾 · 曼

努 埃

爾 · 索

托，來自波多黎各的他去年曾執導了HBO

電影《魅力城市之王》。該片是DC旗下首

部聚焦拉丁超級英雄的電影，《選美小姐

》編劇Gareth Dunnet Alcocer負責劇本。

影片將於今年秋季開拍，暫時不確定

是影院上映還是HBO Max流媒體上線。

藍甲蟲（Blue Beetle）是美國DC漫

畫旗下多位超級英雄使用過的稱號，初次

登場於《Mystery Men Comics》第 1 期

（1939年8月）。共有三代，身上附有聖

甲蟲卡基達（Scarab：Khaji Da），能在

關鍵時刻獲得特殊的魔力。

藍甲蟲歷史悠久，誕生程度之早甚至

可以和超人還有蝙蝠俠相媲美，但這個漫

畫人物卻也歷經曲折，先後在經過了兩家

漫畫公司後才來到了DC漫畫公司的旗下。

電影將聚焦第三代藍甲蟲海梅· 雷耶

斯（Jaime Reyes），雷耶斯與他的父母妹

妹生活在得克薩斯州的艾爾帕索。第二代

藍甲蟲科德死前派遣聖甲蟲去給神奇隊長

送信，聖甲蟲也因此留在了神奇隊長的永

恒之巖裏。

之後神奇隊長被殺，聖甲蟲降落到了

德克薩斯州的埃爾帕索，被少年海梅撿到

，後來聖甲蟲在海梅睡覺時融合進他的脊

椎，海梅從此成為第三代藍甲蟲，此時的

藍甲蟲具備了隨意變武器的能力。

DC《藍甲蟲》確定導演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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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一樁看似平常的簽約讓中國足

球在本月初衝上了“熱搜”。李嗣鎔，

這個未滿18歲、長相俊朗的中國男孩，在與荷

甲球會海牙簽署了人生第一份職業合約後，成為外界

熱議的主角。新華社記者早前通過視頻連線的方式對李嗣鎔

進行了專訪，雖然臉上仍掛着稚氣，但他活潑不失沉穩的性格、

自信務實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

盼有朝一日盼有朝一日盼有朝一日

為國効力為國効力為國効力

李嗣鎔李嗣鎔李嗣鎔：：：

李嗣鎔的父親是中國足壇名宿李明，這讓他不可避免地
與足球結緣。大約6年前，李嗣鎔被送到荷蘭，在一

個人生地不熟的環境，李嗣鎔很快就遇到了挫折。這次挫
折並非來源於生活，而是他心愛的足球。

一開始，初來乍到的李嗣鎔並未達到職業球會的要
求，只能棲身於當地業餘球隊。但大約8個月之後，李嗣
鎔通過了海牙的評估，開始了新篇章。6年的磨煉，不僅讓
李嗣鎔在球技上有所進步，還改變了他對足球的認知。
“這邊的好球員實在是太多了，如果不努力，立即就會落
下來，可能以後也無法再往更高的層次發展。這邊的球會
除了培養球員，還教我們如何做人，讓我們對所有人保持
尊重。”

學會尊重至為重要
學會尊重，也是在李嗣鎔成長的過程中，李明最在意

的一點。“他小的時候，如果犯了錯誤，我看到了就會立
馬讓他道歉。尊重每一個人，我覺得在任何時候這都應該
排在第一位。前一段時間我也跟他聊，我說無論什麼時
候，作為一名職業球員，你得保持低調和謙遜，同時你該
充分自信，這是我對他的要求。”李明說。

長期在荷蘭生活，如今的李嗣鎔已經熟練掌握了英語
和荷蘭語，這讓很多留洋球員頭痛的語言關不再成為他的
障礙。現在他考慮的是如何往更高的水平發展，用他自己
的話來說，就是“要對得起這份合約。”“我的很多隊友
在4歲的時候就開始足球訓練了，而我從7歲才開始，所以
他們在技術上會比我好。但我的身體素質不錯，大約能和
歐洲球員持平了，而且在場上我喜歡思考，這些都是我的
優勢。”李嗣鎔說。

一紙合約，是李嗣鎔最好的成人禮，但也讓他和家人
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擾。在簽約之前，李嗣鎔這些年

來很少出現在公共視野。但在簽約的消息傳開
後，一系列的評論在網上如雪花般飄來，

關注足球的人關心他的球技，不看
足球的人討論他的顏值，大

量 的 採

訪邀約也送到了李明手中。如此高的關注度，不
免讓李明對孩子產生了一絲擔憂。

未適應高關注度
“確實是沒想到，作為家人沒有做好任何準

備，到現在也還不適應。”李明說，“現在的環境
和我踢球那會兒是完全不一樣的。作為一名球員，
我知道這種壓力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在第二天
的時候，我們做了一次溝通，我說既然這種事情不可
避免，那就必須勇於接受。但你要有心理預期，你會
得到表揚，也會受到批評，甚至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事
情。”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說，我覺得這也是件好事，

這會讓他更早地認知這個社會。”李明說。讓李明欣慰
的是，李嗣鎔對於自己的“火速躥紅”除了一開始的驚
訝，並沒有在意太多。看到外界對於自己顏值的討論，
李嗣鎔坦言這方面是他不曾想過的，他更關注的，還是
足球。“之前並不怎麼刷微博，只是這次之後才開始有
所關注，當然我還是要感謝所有人對我的支持，這也是
我前進的動力。”李嗣鎔說。
事實上，緊湊的生活也讓李嗣鎔沒有過多的時間去關

心這些“窗外事”，現在的他每天要在訓練場和學校之間
來回奔波。和中國絕大多數處在這個年紀的孩子相同，
李嗣鎔和他的家庭，還是希望他在學業上能夠有所收
穫。
如同他名字中“嗣”所代表的“傳承”，李

嗣鎔與父親一樣，同樣司職右路。將來是否有
可能進入國家隊繼承老爸的衣缽？“還沒
考慮那麼遠，眼下我會爭取在一線隊的
出場機會。當然父親的存在會激勵
我成為更好的球員，我會努力
去爭取贏得國家隊機會，為
國効力。”他說。
■新華社

國足名宿李明之子獲荷甲海牙合約

李嗣鎔小檔案

出生日期：2003年5月4日

身高：178cm

位置：右中場/右後衛

李明出生於1971年1月26日，是遼寧

大連人。李明是1990年代中國最著名的中

場球員之一，亦是前大連實德和中國國家

隊主力，現時擔任北京中赫國安總經理。

由於出色的球技和英俊的相貌，令李

明當年被稱為“中國碧咸”。在球員年

代，李明一直効力大連實德，於1994至

2005年上陣245場射入37球，奪得7個甲

級聯賽與1個超級聯賽冠軍。在國家隊，李

明亦是常規主力，於1992至2004年上陣

86場國際A級賽射入8球。

父親李明號稱“中國碧咸”

●李嗣鎔的
俊朗外型讓他
備受關注。
李嗣鎔微博

圖片

● 李 明
（右）陪同李嗣
鎔簽約。
海牙官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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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帥柏利施域名帥柏利施域名帥柏利施域入主東方龍獅入主東方龍獅入主東方龍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世界球壇不乏“子承父業”的
例子，當中以卡斯柏舒米高較具成就，他也如父親舒米高一樣，
為効力球會捧得英超冠軍獎盃。現時歐洲球壇其實也有不少“星
二代”湧現，且看哪一位能夠最先彈出。

安素施丹（26歲）、盧卡施丹（23歲）
法國球王施丹的4位兒子都是足球員，其中2人已投身職業球

會。下月便滿26歲的長子安素同樣司職中場，2011年仍在皇馬青
訓時，被時任一隊主帥摩連奴提升上職業隊，但未能站穩陣腳，
現効力西乙艾美利亞。年輕3歲的盧卡則為守門員，也是在皇馬出
身，2018年與維拉利爾2：2賽和的西甲煞科戰，獲父親委任為正
選，現時効力西乙華歷簡奴。

丹尼爾馬甸尼（19歲）
馬甸尼這個名字一直與AC米蘭畫上等號，丹尼爾馬甸尼當然

也不例外。與祖父施薩及父親保羅不同的是，丹尼爾是一位進攻
球員，能司職進攻中場或前鋒。他於2010年加入米蘭青訓，2016
年度球季曾助紅黑軍團U16在全國賽決賽大勝以青訓聞名的羅馬
5：2。去年2月主場對維羅納之戰，丹尼爾首次為米蘭上陣意甲，
惟3月和父親一同確診新冠病炎，幸好一個月後康復。丹尼爾的兄
長基斯甸也是位足球員，不過只効力低組別球會。

凱朗尼（11歲）
打比郡領隊朗尼去年12月公布11歲的長子凱朗尼（Kai）簽

約加盟曼聯青年軍，朗尼在網上平台發放了和Kai及妻子出席簽約
儀式的相片，當中展示了一件“紅魔”10號球衣，這也是朗尼効
力曼聯時曾穿過的號碼。至於球場上的Kai到底遺傳了父親哪一種
特質則尚待發掘。

基奧雲尼施蒙尼（25歲）、真奴卡施蒙尼（22歲）
前阿根廷國腳、現任馬體會主帥施蒙尼其中2位兒子已投身職

業球會。施蒙尼任教河床時曾與長子基奧雲尼共事，後者現時効
力意甲卡利亞里。次子真奴卡現効力西丁球隊CD Ibiza，幼子基
利安奴則在馬德里體育會青年軍。司職前鋒的真奴卡今季腳風甚
順，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一直視父親為偶像的他，夢想有朝一日
可以代表馬體會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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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東方龍
獅籃球隊宣布委任克羅地亞名帥柏利施域
為新任主教練，這名69歲的歐洲名帥曾被
國際籃球總會（FIBA）選為近50年歐洲聯
賽20名最佳教練之一，今次轉戰香港籃壇
期望帶領球隊於亞洲賽創造佳績。

現年69歲的柏利施域在歐洲籃壇闖蕩
多年，曾兩次帶隊於歐洲籃球聯賽登頂，
其後亦曾帶領日本國家隊出戰世界籃球錦
標賽，被FIBA選為近50年歐洲聯賽20名
最佳教練之一的他期望協助東方龍獅於本
地及亞洲賽再創高峰：“東方龍獅是香港

最好的球隊之一，我們的目標不單是稱霸
本地賽事，亞洲賽亦會努力爭取佳績。”
香港籃壇因疫情停擺近一年，柏利施域坦
言球員需要一兩個月甚至更多時間重新適
應，不過作為一支職業球隊，他期望球員
無論面對任何困難都能展現應有的專業態
度。
柏利施域在歐洲球壇執教多年，他表

示不會將球隊定性於歐洲風格，而是因應
球員的特點作出調整，希望打出進取及節
奏明快的籃球，讓東方龍獅成為一支在亞
洲賽具競爭力的球隊。

杭州亞運會短視頻大賽暨國際文明禮儀大賽海選
評審活動日前在杭州正式啟動。直至2021年6月18
日，杭州亞組委面向全球開展以“每個人都了不起”
為主題的杭州亞運會短視頻大賽。
本次大賽面向海內外所有關注和支持杭州亞運會

籌辦工作的短視頻內容創作者、體育愛好者和各界熱
心人士及組織。參賽者需圍繞大賽主題“每個人都了
不起”，結合“體育亞運、城市亞運、品牌亞運”，
“綠色、智能、節儉、文明”的亞運辦賽理念等，從
獨特視角出發，注重創意創新，開展短視頻創作。
大賽將產生1件一等獎作品，3件二等獎作品，5

件三等獎作品及6個最佳組織獎。獲獎參賽方將獲得

紀念證書及現金獎勵，其中，一等獎、二等獎、三等
獎將分別獲得稅前10萬元（人民幣，下同）、5萬
元、3萬元獎金，最佳組織獎將獲得稅前5萬元獎金。
此外，國際文明禮儀大賽海選評審亦於當日啟

動。大賽自2020年9月27日正式啟動以來，吸引了來
自美國、俄羅斯、烏克蘭、印度、坦桑尼亞等多個國
家和地區及中國20餘個省、市、自治區共2萬餘人報
名參加，選手年齡從8歲到72歲不等。海選評審組將
從報名大賽的2萬多名選手中選出較為優秀的450名
選手晉級初賽。經初賽、複賽和總決賽後，最終產生
10名“杭州亞運會城市禮儀之星”和10名“杭州亞運
會賽事服務禮儀之星”。 ■中新社

杭州亞運杭州亞運杭州亞運短視頻大賽海選啟動短視頻大賽海選啟動短視頻大賽海選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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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覺醒年代》：在歷史的壯闊畫卷裏
樹起青年之榜樣

“壹代青年有壹代青年的責任，完

全被劇戳中，我也想做個有為青年。”

由劇推己，電視劇作品的藝術魅力即在

共情中。當“做有為青年”成為彈幕裏

、網絡評論區的高頻詞，壹部重大革命

歷史題材電視劇在壯闊的畫卷裏，樹起

了當代青年的榜樣。

《覺醒年代》正在央視壹套熱播，

該劇是國家廣播電視總局 “理想照耀中

國——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電

視劇展播”重點劇目。它以“南陳北李

”相約建黨的革命故事為線索，以1915

年《青年雜誌》（1916年改名為《新青

年》）問世為始，展現了從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壹段風

雲激蕩的偉大歷史進程，清晰反映了馬

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和中國共產

黨創建的全過程。

該劇厚重的題材不僅吸引了觀眾追

劇，使其收視率始終位列榜首，還在視

頻平臺圈粉無數，前16集累計播放量超

3億次，評分從8.3分壹路漲至8.7分，超

半數網友給了五星好評。劇中李大釗、

陳獨秀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播種，毛澤

東、周恩來、陳延年、陳喬年、鄧中夏

、趙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經歷，

讓人熱血澎湃，也讓人肅然起敬。他們

在暗夜中發出的點點星芒，不僅照亮了

百余年前青年的道路，也能啟迪當下青

年為國家作為、為民族擔當。

塑多元而歸壹的群像戲，還原歷史
的必然選擇

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史、中國共產

黨黨史中，有無數動人心魄的故事與不

可不說的人物。《覺醒年代》采取了多

線並敘的方式，在1915年到1921年的時

間跨度中，交錯呈現了眾多歷史人物為

舊中國謀出路的種種探索和思想交鋒。

開篇，故事的導火索是北洋政府簽訂

賣國條約“二十壹條”。隨之而來的是

青年人的回響：剛回國的陳獨秀四處籌

謀決定辦《青年雜誌》 “啟民智”；在

日留學的李大釗、章士釗等人紛紛撰文

探尋救國之道；年輕學生們開始自覺宣

揚新思想，壹場浩浩蕩蕩的新文化運動

開始了。

跟隨鏡頭流轉，長沙，伴著雨聲與

市集交響出場的是青年毛澤東，他將以

筆名“二十八畫生”書寫誌向；天津，

南開中學的小禮堂裏，壹身白衣的青年

周恩來正大聲朗讀《敬告青年》；上海

，街頭的老藝人用民間曲藝的形式給路

人講述當時局勢……思想的星芒開始燃

起火焰，那壹刻，從東到西，從南到北

，振臂疾呼的救亡之聲、愛國之聲響徹

中華。

作為壹部講述重大革命歷史進程的

電視劇，《覺醒年代》中涉及歷史的真

實人物有近千人。主要革命先驅人物立

體飽滿，群像多元豐富。以蔡元培為例

，儒雅懇切之外，更有因勢乘便之進退

步法、力抗洋酋之凜然正氣……層次綿

密的角色藉由劇本、鏡頭與演員三位合

壹演繹，令人回味無窮。還有許多“書

本裏的場景”，也在劇中得到了精彩刻

畫。魯迅所作現代文學首篇白話小說

《狂人日記》的寫作和發表被濃墨重彩

地渲染，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時的演說

以及辜鴻銘作《中國人的精神》演講都

激起了彈幕壹片慷慨贊嘆，這些經典場

面在劇中不時閃現，匯聚成壹幅極具藝

術張力的群像。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王壹川談到

：“不少藝術形象，此前已在《建黨偉

業》《我的1919》等影片，以及《恰同

學少年》《開天辟地》等電視劇中，不

同程度地得到過壹些刻畫。但像在《覺

醒年代》中這樣，緊密依托《新青年》

雜誌的傳播軌跡，將多種多樣的人物和

事件共同組合成壹幅完整而又多元、多

元而又歸壹群像的作品還是第壹次見到

，稱得上是壹次帶有集成式意義的美學

突破。”在他看來，劇中出現的北洋政

府、保皇派、復古派、自由主義、無政

府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多元

思想的交鋒，是道路自信的彰顯，“中

國共產黨建黨不是突然發生的或偶然的

歷史結果，而是中國歷史新紀元開創過

程中業已存在的多元選擇中的壹項必然

優選。”

獨到的鏡頭語匯揚精神風貌，感召
當代青年人

許多網友評價，《覺醒年代》是觀

眾期望看到的主旋律作品——既有波瀾

壯闊的宏大敘事，也有獨到的鏡頭語匯

暗藏歷史的密碼。

令人印象深刻的當屬劇中陳獨秀和

毛澤東的不同出場。前者長發披散，於

群情激奮的學生中坦然進食，儼然壹副

肆意汪洋的狂士形象；後者在蒙太奇的

畫面中登場，風雨飄搖中他發足狂奔，

趟過的是民不聊生的破舊山河，他得跑

快些，才能跑出那瀟瀟雨幕，守護好懷

裏珍貴的理想和信念。

對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辜鴻

銘等人的幾次演講呈現，劇中都調用了

大面積的暖黃色調，烘托出理想主義的

浪漫情懷。陳獨秀會錢玄同，陶然亭裏

飲酒聽琴賞雪，極盡文人雅會之趣。還

有許多細節的表征，也在年輕的網友中

被解讀出了背後的意涵。比如瓷碗下的

青蛙、話筒上的螞蟻、飄灑的風雪，都

無聲勝有聲，在臺詞的言外之意上，烘

托出了史實感與寓言的意味。

藝術化的視聽語言進壹步俘獲了年

輕的觀眾。有在校大學生將劇中片段反

復揣摩，“我太喜歡潤之出場這壹段了

，兩分鐘我來回看了好幾遍。他自風

雨和苦難中而來，如光壹般耀眼！”

有90後剪輯出蔡元培、陳獨秀雪中共

敘往事的短視頻發布在B站，引發“國

家情勢危如累卵，救國之士意氣風發”

的贊嘆。

也正因為被劇集深深吸引，劇集原

型人物的覺醒，感召著當代青年。跟隨

劇中“覺醒”的主題——從李大釗寫下

《厭世心與自覺心》，呼籲國人“改

進立國之精神，求壹可愛之國家而愛

之”；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呼

喚青年 “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

任”；到毛澤東提出了 “文明其思想，

野蠻其體魄”；乃至知識分子、青年學

生、工人階級覺醒——網友稱，自己也

沈浸在了“那段讓人熱血沸騰的革命創

業史”中。

劇中，百余年前的青年人在追求真

理的道路上經坎坷而壹往無前；劇外，

今天的青年也被革命歷史題材觸動，為

前輩的崢嶸往事動容。如壹名年輕觀眾

所言： “國難當頭時青年當自強，現在

和未來吾輩也更要永遠自強！《覺醒年

代》也許正在改變我的人生選擇。”

《暴風眼》開播
楊冪張彬彬首度演繹國安戰士

由嘉行傳媒、青春妳好傳媒、完美世界

影視聯合出品，楊冪、張彬彬領銜主演，劉

芮麟、代斯、王東、王驍、石涼、施京明、

章申、寧心 、廖京生、易大千主演的國安題

材當代都市反諜大劇《暴風眼》於2月23日

起登陸浙江衛視中國藍劇場。

楊冪張彬彬再度攜手 《暴風眼》劇
情精彩吸睛

電視劇《暴風眼》主要講述了以安靜

（楊冪 飾）與馬尚（張彬彬 飾）為代表

的國安人員為捍衛祖國的尊嚴和利益，努

力偵破技術竊取案件，抽絲剝繭多方合力

，最終揪出技術集團內部的間諜，保護國

家稀有資源DS礦石及重要科研技術DS材

料人工合成技術核心數據不被盜取的故事

。此次《暴風眼》播出，是楊冪繼《三生

三世十裏桃花》與《扶搖》後，又壹部登

陸在浙江衛視的匠心大劇。作為壹部都市

反諜大劇，《暴風眼》首度將視角對準國

家安全人員與商業間諜的鬥爭，不僅填補

了當下國內市場中國安題材影視作品的空

白，更是獲得了國安影視中心的鼎力護航

。不同於其他諜戰劇，《暴風眼》在內容

上做出了部分創新，著重展示國安戰士與

犯罪分子傾力鬥爭的同時，也對國安工作

者的日常生活和個人情緒進行了細膩刻畫

，勾勒出當代國安人員鮮活生動、有血有

肉的立體形象。該劇不僅有戰鬥故事，也

有生活意義，極大拓展了劇集的藝術表達

空間，具有很強的可看性。

該劇借由“暴風眼行動”開始的契機

，對行動的全過程進行了重點演繹，著力

塑造壹批具有崇高理想和愛國情懷的國家

守護者形象：聰慧直爽、身手不凡，行動

在偵察第壹線的安靜（楊冪 飾）；思維

敏捷、腦力過人，隱秘周旋在後方的馬尚

（張彬彬 飾）；陽光向上，反應迅速的

杜猛（劉芮麟 飾）等。劇中，不僅楊冪

此次反差出演國安戰士角色，在“三生三

世”中飾演離鏡的張彬彬也突破往日經典

形象，化身國安戰士與楊冪再度攜手，引

發不少觀眾好奇：二人在《暴風眼》中將

擦出怎樣的合作火花？拭目以待。劇中安

靜與馬尚二人壹明壹暗，雙線配合，為偵

破技術竊取案件，各方協作群策群力、共

破難關。在守護國家利益安全的過程中，

高能緊張的劇情層出不窮，令人欲罷不能。

國安戰士熱血捍衛信仰
誠摯致敬無名英雄
作為都市反諜大劇，《暴風眼》通過

壹系列辦案經歷展現國安工作人員戰鬥的

過程與成果，重點反映國安人員在維護國

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等方面做出的積極努力

和艱苦鬥爭，既顯示出國安工作者堅決維

護國家利益與安全的決心與擔當，同時生

動展現了當代國安人的理想信念與精神風

貌，也借由此向甘願藏身黑暗守護光明的

無名英雄致敬。

近日，電視劇《暴風眼》已發布“風暴

版”單人海報，整套海報采用灰白簡約的主

色調，以暴風卷起的漫天沙礫為背景，國安

人員安靜、馬尚、杜猛等人眉目清冽，身處

暴風中央，眼神堅毅，正氣凜然。在突出劇

中人物特性的同時，體現出劇集的過硬質感

。而在官方發布的片花中，楊冪飾演的安靜

沈聲宣布“行動”，懸疑氛圍十足。片尾曲

《平凡的樣子》MV中，壹句“保衛國家安

全，是壹場沒有終點的戰爭”更是熱血點題

，情緒飽滿，感染力十足，令人迫不及待想

了解國安戰士的戰鬥過程。該劇劇情跌宕起

伏，撲朔迷離，在展現在黑白善惡交鋒的同

時，還生動地呈現了各種環境中的人生百態

及人物的愛恨情仇等情感向畫面，雖未正式

開播，但已釋出的預告及片花均看點滿滿，

讓人大呼“精彩”。網友紛紛表示：“國安

題材加這個陣容，有點意思”、“單人海報

有那味兒了，緊張氛圍感Max”、“對這個

劇的質量有信心，坐等播出！”。

“只要妳曾經威脅，或者侵犯過我們

國家的安全，不管妳在哪裏沈睡，我們都

有能力找到妳，讓妳醒過來”。暴風之下

，玄機暗藏，於暴風中央探尋真相，於無

聲之處保衛和平。明晚電視劇《暴風眼》

將登陸浙江衛視中國藍劇場，2月23日起

每天19:30播出，精彩劇情敬請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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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日本歌手Miyavi24
日在個人社交賬號宣布第三胎寶寶出生，母子平
安。Miyavi近日更新社交賬號，祝福妻子Melody 39
歲生日的同時，宣布兩人擁有了第三個寶寶的消
息。他配文說：“這個世界上我最尊敬的女性，感
謝你來到這個世界，陪伴在我身邊。”

39歲的Miyavi為日本搖滾歌手，全身大部分都
有紋身，被喻為吉他武士，曾參演荷里活片《非凡
生命歷》（Unbroken）。其妻為石川美雪，兩人結
婚12年，育有一對11歲及10歲的囡囡，今次終於追
到Ｂ仔。

吉他武士Miyavi喜獲麟兒

基層出身懷感恩之心做義工

諾懿以有機奶粉代言人身份，跟義工朋友
落區送暖，向土瓜灣劏房基層家庭派發

“有機禮物籃”，其間諾懿表現親民，除了
跟基層市民有講有笑外，還為其中一個家庭
的小朋友大唱生日歌預祝生辰，場面窩心！
諾懿直言“送暖”行動別具意義，皆因所派
發的“有機禮物籃”，是由他與兒子“小春
雞”聯手挑選兼逐件放入，全部都是“小春
雞”由細食到大的有機嬰幼兒產品，既可行
善又可享受天倫之樂。

諾懿透露新春前後都有積極行善，希
望將關心給予有需要的人：“細個喺屋邨
長大，環境唔富裕，亦好開心細個喺咁嘅
環境成長，明白大家需要啲乜嘢，可能有
人需要物資、可能有人需要物質，但大部

分我覺得係需要關心。”作為父親的他當
然希望“小春雞”能承傳他的善心，他
說：“作為我個仔，想佢學識身體力行去
關心人，但疫情下帶唔到佢一齊嚟，不過
我都會培育佢呢方面認識，其實執禮物籃
都係一個訓練，學習分享。佢大個之後，
會同佢身教，帶佢去柬埔寨或者窮困地方
做義工，想佢學懂珍惜。”

太太禁止小春雞買玩具
諾懿非長於小康之家，物質生活清貧，

所以他希望盡量滿足兒子的物質慾望，形成
汜濫現象，他謂：“家太太禁止小春雞買
玩具，太太話我物質上好縱個仔，鍾意啲咩
即刻買畀佢，反而太太喺物質上管得好嚴，

但我對於食落肚嘅嘢，一定揀最好！”
諾懿自言每次探訪都會抱正面態度：

“見到每個家庭都好開心，雖然居住環境較
細，但佢哋嘅笑容係好開心，其中一個小朋
友屋企仲布置好晒，準備慶祝生日，此行令
我勾起兒時回憶，我細個雖然窮，但好開
心，物質上係冇乜，不過我哋會有自己嘅娛
樂，例如用膠紙包住書包當踢波。”

探訪期間，他不時被催促“快啲生多
個”，他笑言一直都有造人計劃：“繼續進
行中，身邊人不斷催我，但個天可能唔想我
喺疫情下生小朋友呢，個個都好着急，阿
Bob（林盛斌）以為我唔得，成日話畀啲藥我
食，其實太太都着急，始終佢都想有仔趁嫩
生，希望快啲有好消息同大家講。”

親自落區送暖親自落區送暖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李思穎李思穎））在屋邨長大的黎諾懿未有因疫情影響疏在屋邨長大的黎諾懿未有因疫情影響疏

於行善於行善，，近日更與囝囝近日更與囝囝““小春雞小春雞””聯手為基層送暖聯手為基層送暖，，作為家長的諾懿覺得作為家長的諾懿覺得

對小朋友身教很重要對小朋友身教很重要，，希望把自己的善心承傳給下一代希望把自己的善心承傳給下一代。。他又透露跟太太他又透露跟太太

李潔瑩有造人計劃追生李潔瑩有造人計劃追生BBBB。。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黎耀祥在
主持的最新一集清談節目中，大談圈中情緣，
又爆出在新人時期曾遭“天王”劉德華整蠱，
對方當年貪玩性格，常把片場當遊樂場。

提起圈中的佳人，黎耀祥表示不得不提
鄭嘉穎和陳凱琳這一對，黎耀祥又透露在圈中
不少藝人隱瞞戀情是一種常態，除了因為怕工
作表現失焦，於結束戀情後再發展新戀情經
常被誤會為朝三暮四，所以不少藝人都會
在初期選擇隱藏來保護戀情。

談及在圈中被整蠱的經歷，黎耀
祥記起疑被天王劉德華整蠱的畫

面，他謂：“最記得當時初入行拍的第一
套古裝劇集《真命天子》，劇內飾演一名
廚工，身穿闊袍大袖的漢朝服飾，該場戲
是與男主角劉德華做對手戲，拍完後突然
發現袖中不斷有煙冒出，一看之下原來有
人把整扎香扔進我的衣袖，當時新人的我
十分害怕，很快便拿水把香枝澆熄，也不
敢告訴服裝人員便馬上下班，裝作沒有事
發生。”後來祥仔知道原來華哥當年非常
調皮，經常把片場當作遊樂場一樣，不過
此事一直未能得到證實，黎耀祥更在節目
中借機向華哥求證。

黎耀祥自爆疑被劉德華整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據
韓國媒體報道，前T-ara成員朴素妍近日

被狂迷威脅，而她亦已報案，目前警方正展
開調查。
據消息指，最近朴素妍遇到狂迷的跟蹤，而她

也對進入自己家中等待的狂迷以侵入住宅罪報案，目
前首爾江南警察局也據此案展開了調查。
據知情人士透露，素妍多年來一直被狂迷跟蹤騷擾，甚

至受到殺害的威脅，令她陷入極度恐懼的折磨中。對此，警方正
在對案件進行調查。另外，素妍的經理人公司為了保護其人身安

全，計劃對該狂迷採取強硬措施。
至於組合另一位成員朴智妍最近也多次收到了死亡威脅，智妍在twit-

ter和instagram收到身份不明的人多次公開的殺害威脅，經理人公司回應稱
會把智妍的人身安全放在首位，並且已經採取強硬的措施作應對。

被狂迷威脅生命
朴素妍報警救助

黎諾懿重身教黎諾懿重身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阿祖）關心妍
（Jade）、孫慧雪及張美妮三位星級靚媽近日為網台新節目
擔任主持，一起分享當人妻人母後的苦與樂，育兒資訊心得
及婆媳關係。

Jade表示：“我哋大家都係媽媽，小朋友的年紀相
若，正好透過節目與大家分享我們的經驗，而觀眾又可以
留言畀我哋互相交流心得，幾好的一件事。”

育有1歲半女兒的張美妮表示，自從懷孕後渴望在網
上平台找育兒資訊，遇上《靚媽圍爐》覺得像明燈一樣，
做了這個節目之後，自己更獲益良多，希望日後可以與媽
媽觀眾們一起開心Share ，互相幫助下湊仔更得心應手。

據知，張美妮在節目中大爆自己餵人奶經歷，三人
又會向觀眾分享，有錢請陪月都要小心，更因為講得太開
心，連求子期老公瘀事、各種閨房招式，如何逼老公進補
等都公開，所以三人異口同聲說：“個節目我希望我老公
同奶奶都唔好睇，哈哈！”

雪雪老公被戲弄
在社交平台共擁有近50萬粉絲的孫慧雪（雪雪），

2017年由宅男女神搖身一變賢妻良母，從此事業湊B兩

兼顧，雪
雪笑言：“我
好鍾意講嘢，又
唔好意思唔湊仔，今
次啱晒，我同老公講我
去拍節目你湊仔！”

此外，雪雪與老公Edwin
結婚快將5年，兩夫婦一直很恩
愛，不時也會於社交平台放閃。近日
雪雪又於社交平台分享短片，今次的主
角是其老公，但這次並非放閃，而是她“報
仇”整蠱老公。

於短片中，Edwin跟雪雪做平衡動作，雪雪講
明這系列動作只有女生做到而男生是做不來，但Ed-
win堅持跟着做，最初二人用雙手雙膝支撐身體蹲着，也
順利完成；到雪雪以雙膝跪着，雙手再先後擺向腰後的動
作，Edwin就跟不上失去支撐點整個人向下栽，幸好早
已放了軟墊墊住，不過在旁的雪雪已經捧腹大笑，
沒一點憐憫，她還留言：“整蠱老公系列：平時
成日‘恰’我呀嗱！”

關
心
妍
孫
慧
雪
張
美
妮

靚
媽
圍
爐
暢
談
湊
仔
經

● 黎諾懿希望為家庭增添新成員。

●● 黎諾懿與囝囝黎諾懿與囝囝““小春小春
雞雞””聯手為基層送暖聯手為基層送暖。。

●● 黎諾懿自言每次探訪都會抱黎諾懿自言每次探訪都會抱
正面態度正面態度。。

●● 黎諾懿希望將關心給予有黎諾懿希望將關心給予有
需要的人需要的人。。

●●黎耀祥表示華仔年輕時在黎耀祥表示華仔年輕時在
片場好頑皮片場好頑皮。。

●● EdwinEdwin
跟雪雪做跟雪雪做
平 衡 動平 衡 動
作作。。

●●前前T-araT-ara成員朴素成員朴素
妍受狂迷騷擾妍受狂迷騷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MiyaviMiyavi 集集
音樂人音樂人、、時時
裝模特兒及裝模特兒及
演 員 於 一演 員 於 一
身身。。

●●左起左起：：關心妍關心妍、、孫慧雪和張美妮主持節目分享做媽咪的經驗孫慧雪和張美妮主持節目分享做媽咪的經驗。。

●● EdwinEdwin跟不上失去支撐點跟不上失去支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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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任第一天（1月

20日）即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全面移民

改革提案（The U.S. Citizenship Act

of 2021），目的是恢复移民制度中的

人性和美国价值观，使美国的移民制

度现代化。该提案为那些冒着生命危

险服务和保护美国社区的辛勤工作人

员、追梦者和重要工作者，以及在美

国生活了多年甚至几十年的人，提供

了获得公民身份的机会。提案优先考

虑了家庭团聚、经济发展、边境管理

，以及中美洲移民问题的根本解决。

提案包括的主要内容如下：

1提供入籍途径，并加强劳动保护

■ 为无证移民提供合法身份和入

籍途径。该提案允许无证件的个人申

请临时合法身份，如果通过刑事和国

家安全背景调查并缴纳税款，5年后可

以申请绿卡。提案为2021年1月1日之

前已经身在美国的无证移民提供合法

身份和入籍途径，据媒体估计有1100

万之多。提案还将把移民法中的

“alien外国人”改为“noncitizen非公

民”，进一步承认美国是一个移民国

家。

■ 使家庭团聚。提案通过清理积

压的签证、收回未使用的签证、削减

漫长的等待时间，以及提高每个国家

的签证配额上限来改革亲属移民。提

案还取消了所谓的“3年和10年约束

”以及其他让家庭分开的规定。提案

还为孤寡儿童和二战中与美国并肩作

战的菲律宾退伍军人提供保护。最后

，该提案允许申请家庭团聚移民的人

在等待绿卡发放期间，以临时身份登

陆美国实现家庭团聚。

■ 多元化移民。该提案包括禁止

基于宗教的歧视的法案，并限制总统

在未来发布禁令的权力。提案还将增

加抽签移民，配额从每年的5.5万增加

到8万。

■ 促进移民和难民融入。该提案

向各类机构（如州和地方政府、私人

组织、教育机构、社区组织和非营利

组织）提供资金，扩大促进融合和包

容的项目，增加英语教学，并向想要

入籍的个人提供援助。

■ 促进经济增长。该提案清理职

业移民排期、收回未使用的签证配额

、减少等待时间、并取消每个国家的

签证限额。提案使拥有STEM高级学

位的美国大学毕业生更容易留在美国

；改善了低工资行业工人获得绿卡的

机会；消除了其他不必要的就业绿卡

障碍。提案为H-1B签证持有者的配偶

提供工作机会，避免子女“超龄”。

还设立了一个试点项目，刺激地区经

济发展，赋予国土安全部根据宏观经

济状况调整绿卡的权力，并鼓励非移

民、高技能签证人员提高工资，防止

美国工人的不公平竞争。

■ 保护美国工人，改进就业核查

程序。还保护移民和季节性工人，并

增加对违反劳动法的雇主的处罚。

２实行高科技边境监管的措施

■ 以高科技和基础设施补充现有

边境资源。包括改善扫描技术，确保

进入美国的所有商业和客运车辆以及

货运铁路交通工具都经过初步扫描。

为改善边境基础设施的计划提供资金

，提高边境检查能力等。提案还包括

打击犯罪团体，提高制裁。

3从根本上解决非法中美洲移民问

题

■ 提案编纂并资助拜登40亿美元

计划，用于从根本上解决该地区的移

民问题。提案将完善移民法庭，保护

弱势群体。提案取消了政治庇护的一

年时限，还为减少庇护申请积压提供

了资金。

白宫公布拜登全面移民改革提案

移民监的存在是个对于移民人士来

说都很困扰的问题。也许有些人会觉得

他们一开始可以照顾好两边，但这并不

是长期的解决方案，因为稍有懈怠，可

能无法保持他们的移民身份。因此，没

有移民监的项目通常更能吸引计划移民

的人士！

首先，让我们了解“移民不移居”

的概念

所谓的“移民不移居“这意味着移

民申请人可以在保持中国身份的同时，又

拥有另一个国家的身份，而不用前往去居

住。也就是说，在保持中国身份并且仍然

专注于家庭生活和商业的同时，他们在其

他国家拥有永久居留权。” 享受移民国

的高级教育资源和丰富的福利。

这与许多人认为的传统意义上的移民是

有出入的。很多人认为移民就是放弃本国国

籍，放弃国内的所有资源，从而进入移民国

家，去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认为“移

民”就是“移居”，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因

为随着移民政策的不断改变以及全球化发展

的不断深入，“移民不移居”已成为了一种

新的移民方式。而且在目前的世界经济环境

下，俨然“移民不动”的移民方式更适合中

国的国情，更有针对性。

那么，哪些国家的移民政策符合

“移民不移居”的特点呢？而哪些国家

又有强制的居住时间要求呢？下面我们

来重点了解了解。

可移民不移居的项目（无移民监的

项目）

1，葡萄牙黄金居留：不需要永久

居留，一年仅需7天，并且可以在5年

后轻松转移到永久居留

葡萄牙通过投资移民是一个引领欧

洲移民的项目。对学历，语言要求和资

金来源没有限制。投资35万欧元可以获

得葡萄牙的居留身份。条件简单，可以

获得收入。一个家庭中三代人的同时移

民是最简单的移民手段。

2，希腊：无居住要求，获得绿卡

后无居住要求

3，塞浦路斯：无移民监狱，每两

年只需登陆一次，不影响该国的正常生

活和工作

4，圣卢西亚：承认双重国籍，没

有登陆和居住要求，并且不会影响申请

人在中国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5，圣基茨和尼维斯：世界上第一

个开放护照计划的国家，没有移民监管

的要求

6，爱尔兰：您每年只需要在爱尔

兰登陆一次，而无需放弃国内业务或工

作。

7，马来西亚：没有居住要求，没

有移民监管，无需放弃家庭身份，职业

，福利和社会关系

8，土耳其：投资房产即可获得身

份，无移民监，也无需长期持有，仅仅

持有3年即可。

移民需移居的国家（有移民监的国

家）

1，美国：必须每六个月进入一次

，每年离开美国的时间不超过183天

美国移民法规定，如果绿卡持有人

想保持永久居留权，则必须每六个月进

入该国一次，并且每年离开美国的时间

不得超过183天。

2，英国：五年内每年居住半年

申请人维持投资满5年并且每年在

英国居住满6个月，即可申请永久居住

权。获得永久居留一年后，可以申请入

籍，但要求过去5年离开英国不超过450

天，最后1年离开英国不超过90天。

3，加拿大：永久居留要求在5年内

居住2年

在加拿大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居留要

求是，在获得移民签证后的5年内必须

居住2年；为获得归化，在6年内需要4

年的居住时间，其中4年不应每年居留

时间少于一半（183天）。

4，澳大利亚：永久居留要求在5年

内居住2年，入籍要求在5年内居住4年

移民到澳大利亚的条件相对明确。

为了维持在澳大利亚永久居留的条件，您

必须在5年内居住2年。如果您不能满足

他们的条件，则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

一才能保持您的移民身份：1.证明您和澳

大利亚是必要的申请人的经济，文化和就

业联系以及该联系对澳大利亚有利；2.一

名家庭成员持有有效的回程签证。

新移民需要在5年内居住4年才能

入籍，并且在申请前的最后一年他们不

得离开该国超过3个月。

关于“移民”和“移居”
你知道哪些国家移民监更轻松吗？

在购买住房时，要清楚自己想要

什么，这对于远程购房尤为重要。房

子是想在美国做生意期间居住还是想

作为一个长期的居所？是为您的孩子

将来在美国读大学准备的单身公寓？

还是想作为一项投资？对房子本身和

周围环境有什么样的要求？

确定了房产的基本用途和要求，

经纪人更容易为您缩小街区和房屋搜

索范围。

虽然不能亲自查看房屋的周围街

区，但利用网络资源也可以很好的了

解当地的情况。

1. 社区人口：社区的人口统计数

据，可以从美国人口普查网站查到，

包括种族、人口密度，甚至包括了平

均通勤时间等细节。

2. 社区特色：Neighborhood Scout

网站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包括房价、

犯罪率、通勤难易程度等。

3. 公共交通：美国每天有3,500

万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此外，也可

以使用“公交分数”网站查询。“公

交分数”通过计算附近公交路线的距

离，使用频率和路线的类型来确定其

有用性和分数。

4. 学校教育质量：在非营利网站

Greatschools.org 输入邮编，就可以看

到当地学校的成绩卡，以及老师，家

长和学生的评论。

5. 犯罪率：在mylocalcrime网站

输入地址，可以查到当地的安全状况

，从破坏公物到枪击案。点击地图功

能可以看到具体的犯罪地点，以避免

到这些地方去。

6. 娱乐、文化和夜生活：Yelp帮

助找餐馆，moviefone帮助找附近的电

影院。findgravy网站提供当地活动，

包括摇滚音乐会，教堂晚餐。

远程的购房者要提前做好计划和

准备，准备好几千元的备用款项，用

来购买机票和订酒店，建议一次看房

的时间至少要4-5天，这样避免了一

天内看很多套房子，忽略掉很多细节

。

如何远程出租海外房产？

一般情况下是委托房产出租管理

公司帮忙发布出租信息，并寻找合适

的租客。

● 签订一个委托租赁的协议书

。

● 出租管理公司帮助寻找合适

的房客，通常经过MLS房源共享系统

，发布租赁信息。

● 在所有租客提出的申请书中

，选择最适合的签订租房合约，并完

善租赁的细节内容。

● 托出租的佣金(房产经纪费用)

一般为全年租金的6%~8%（按实际情

况而定）。

● 房屋管理的费用一般为月租

金的6%~10%。

美国买房
如何有效地进行远程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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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創業的那些事兒》開播
林心如攜雙重身份回歸

近日，由林心如擔綱制作、許肇任、馮家瑞執導、呂蒔媛

編劇，林心如、陳意涵、邱澤、簡嫚書、宥勝、林哲熹領銜主

演的都市情感創業劇《她們創業的那些事兒》在愛奇藝、優酷

等三大平臺正式首播。該劇講述了三個不同年齡、不同性格的

女生因緣際會在壹起創業的故事。而此次也是林心如繼《傾世

皇妃》、《姐姐立正向前走》、《秀麗江山之長歌行》、《我

的男孩》等作品後，再壹次以臺前幕後的雙重身份回歸熒屏。

新劇高分口碑預熱 新角色開啟“女性勵誌”
據悉，《她們創業的那些事兒》在中國臺灣率先播出便迎

來豆瓣9.0的開分成績，社交媒體上的人氣與熱度更是壹路攀升

。該劇以溫情的筆觸描繪了女性在成長與治愈的過程中，所展

現出的獨立自強與堅韌勇敢，特別是林心如在劇中所飾演的

“公冶小蔦”壹角，在職場上，她是行事果斷的女強人，精通

多國語言能力超A，在思想上，她推崇美好生活，還是壹位環

保主義者，但在情感和生活中，小蔦也有很多令其糟心惱怒的

關系，但她在面對人生的革新時依舊堅定啟程，不懼艱難無畏

挫折。

攜多重身份為“角色”背書 臺前幕後探索更多可能
《她們創業的那些事兒》並不是林心如首次跨界幕後擔綱

制作，卻是她在升級媽媽後的全新嘗試。隨著“她文化”的破

圈，關於女性力量與女性價值的話題便越發受到關註，從演員

到影視制作人，再到妻子母親，身份的不斷變換也為林心如更

多的探索與可能，在制作或參演的題材選擇上，也更傾向於能

夠與觀眾產生情感聯結的作品，這才有了林心如詮釋的“公冶

小蔦”，有了劇作或是角色所傳遞出的女性勵誌能量 。

《她們創業的那些事兒》歷經五年時間籌備，匯聚了女

性+創業兩大熱門元素，不論是拍攝手法還是細節化的處理，

無壹不體現了制作團隊的用心與精良。在主創團隊方面，該劇

由曾拍過《摩天大樓》等多部口碑與收視雙豐收影視劇的金鐘

獎導演許肇任，以及有著“中國臺灣偶像劇之父”之稱的馮家

瑞共同執導。《我們與惡的距離》的金鐘獎編劇呂蒔媛再度執

筆，更有李立群、藍心湄等實力派口碑演員傾情加盟。“創業

閨蜜團”成團踏浪，跟隨公冶小蔦壹同煥然新生。

男神破相！陳冠霖現身公益臉帶傷
驚曝 「差點刺傷眼睛」

本土劇男神陳冠霖開春送暖挺公益！他日前為代言的「山本微商幸福團

隊」出席捐贈苗栗縣政府復康巴士公益活動，在苗栗縣長徐耀昌與山本富也

集團董事長林健興等出席見證下，讓溫暖持續傳遞！他因前陣子不慎跌倒摔

傷，臉上頂著傷痕出席，陳冠霖表示，去年年底時因為天雨路滑不小心跌

倒，眼鏡架折斷傷及鼻樑與眉心，差點刺傷眼睛，感謝好心路人及時相助送

醫，當下感受到被援助的溫暖，他自我安慰地說：「破相我不在意啦，男生

有些疤痕才酷，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希望跌倒能甩掉厄運，迎接好運到！」

此外，去年八月《炮仔聲》殺青後，他樂當起家庭煮夫，在家陪伴妻小

，他形容兒子是頑皮鬼，寒假開始如鬼門開，生活被寶貝兒子搞得團團轉，

超級忙碌，開學後就像鬼門關，但空出時間又讓他感到有點落寞。也因為疫

情關係，今年過年沒有出遠門，騎著機車載著小六的兒子在台北近郊爬山造

訪自己的私房秘境，享受父子的溫馨時光！

除了當好爸爸外，陳冠霖還當起幸福小農，在自家大樓的屋頂與大樓主

委在環保署補助下將大樓改成綠建築，共同闢建50坪的菜圃與池塘，栽種大

白菜、菠菜、奶油玉米等等，過著自給自足的都市農作生活，陳冠霖笑說：

「種菜也可紓壓，過往忙拍戲半夜返家，仍要到菜園整理一下，釋放壓力！

陳冠霖也坦承，當小農的另個原因，是懷念離世的父親，過往在老家的

頂樓，父親愛種蔬菜，因為碰上颱風，菜園倒塌，被大樓住戶建議拆除，失

去種菜的樂趣，讓老爸鬱鬱寡歡後生病離世，而今再度擁有菜園，有著他滿

滿對父親的想念！除了享受小農生活，戲劇邀約仍不斷，陳冠霖笑說，耕作

之餘都在慎選劇本，請大家拭目以待！

女星昔成龍女郎遭批最醜女主
霸總卻對她一見鍾情恩愛至今

42歲女星吳辰君16歲出道，

就被成龍看中演出電影，然而她

卻飽受外界批評，認為她不是典

型美女，吳辰君也用實力證明自

己獨一無二的魅力，星途一路順

遂，經歷過幾段情傷之後，她嫁

給鳳凰衛視高層廖懷南，成為幸

福小女人，還生下1子1女，臉上

總是洋溢著幸福微笑。

吳辰君16歲時被成龍看中，

參演了電影《簡單任務》進入演

藝圈，和吳奇隆、黎明、甄子丹

、劉德華等男神合作之後，她演

出《風雲》徹底爆紅，但人紅是

非多，她同時遭外界批評是「史

上最醜女主」，然而這都擋不了

她的聲勢，開始轉往大陸發展。

不僅是事業得意，吳辰君

的感情生活也十分精彩，綜藝

大哥吳宗憲就曾自稱吳辰君是

他的7位情人之一，也和幾位

有權有勢的小開傳出戀情，包

括國產實業小開林谷樺，讓吳

辰君被封為「小開殺手」，敢

愛敢恨的她以前總把愛情擺在

第一，在經過幾段感情之後，

她也徹底學習到「要讓男人期

待妳，不要依附他們，所以，

凡事靠自己才是對的。」

2012 年，吳辰君與交往 2

年的鳳凰衛視高層廖懷南舉行

婚禮，儘管廖懷南外型不是特

別出色，吳辰君卻大讚：「他

讓我很有安全感」，事實上，

廖懷南的身家背景大有來頭，

曾祖父廖仲愷曾隨同孫中山參

加辛亥革命，曾祖母何香凝也

是民主創始人之一，母親還是

中央芭蕾舞團團長。

如今吳辰君已經淡出演藝

圈，為廖懷南生下1子1女，專

心於家庭生活，她曾經甜蜜透

露，遇到對的人就像是「芭比

娃娃遇到肯尼」，對老公更是

讚不絕口，「他非常體貼，做

任何事都會想到我和他在一起

，讓我覺得很安全」，完美體

現了嫁到對的人有多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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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塑造东北。

提到东北，总绕不过长白山。天池、

雪峰、飞瀑、温泉、林海无不透着长白山

的高冷而神秘。但就在这一片平和的表面

下，地壳里的岩浆汩汩涌动，时刻提醒人

们：长白山是一座火山，只不过仍在沉睡

。

除了长白山，我国东北地区（包括黑

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东部）还

分布着许多其他火山，这些火山曾经也频

频喷发，烽火连天。火山喷发物筑就了巍

峨的高山，也填平了起伏不平的谷地。

火山从何而来

在东北，随处可见的火山灼痕，反复

诉说着那遥远的地质年代所发生的故事。

距今 2.5 亿年到距今 6500 万年（地质学

上称之为中生代），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的

东北，受到大洋板块的俯冲。当板块与板

块相遇，来自地球深处的高温融化部分岩

石，形成岩浆，并对地壳施加压力。等到

岩浆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岩浆会顺

着地壳破裂处涌出地表，而喷出的火山碎

屑物、熔岩等物质便堆积成火山。

板块运动永不停息，火山也“变着花

样”跟着活动。在距今 6500 万年以来的新

生代，大陆边缘在大洋板块俯冲下逐渐裂

开，板块内部形成大陆裂谷系，而大陆边

缘外围形成了岛弧。此时，火山活动多发

生在大陆裂谷系的中央，分布在松辽盆地

和下辽河坳陷。

到了距今 1800 万年到 700 万年的中新世

中 晚 期 ， 几 乎 所 有 火 山 群 都 活 跃 起 来 ，

“群火乱舞”，尤其是伊通——依兰断裂

带、抚顺——密山断裂带以及沿大兴安岭

东缘的深大断裂，火山活动十分强烈，形

成了伊通、镜泊湖、密山、赤峰等火山群

。

一时间，由中心式喷发而成的火山星

罗棋布。处于长白山脉西北部边缘地带的

伊通火山群就在此时诞生了。16 座形态不

一的火山高耸于平原之上，彼此独立，遥

遥相望。其中七座火山——西尖山、东尖

山、大孤山、小孤山、马鞍山、莫里青山

和横头山，如同大熊星座中的北斗七星，

所以也被称为“七星山”。

狂欢之后的火山群一度消沉，直到距

今 180 万年到 20 万年的早更新世和中更新

世才再次活跃。这个时期，内蒙古高原火

山活动最为强烈，达里甘嘎火山成群展布

，还有达里诺尔、阿尔山、科洛、逊克、

龙岗、长白山、宽甸等火山群都有大规模

的喷发。之后的晚更新世我国火山活动十

分有限。

达里诺尔火山群是内蒙古最大的火山

群，这里分布着上万平方千米的玄武岩台

地，这些玄武岩是第四纪喷发的火山

到了现代，东北地区的火山也有小范

围活跃，五大连池老黑山和火烧山（1719

年、 1721 年）、龙岗金龙顶子（距今 1600

年）、伊通火山（1872 年）等都有喷发。

长白山有历史记录的火山喷发达 10 余次，

最大一次发生在公元 1014-1019 年，最近的

一次发生在 1903 年。

火山地质博物馆

说起火山，我们总会想起日本的富士

山或者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其实，东北

的火山景观同样精彩。从宏观的山峦到微

观的地物，东北大地富集了火山喷发的各

种类型，简直是天然的火山地质博物馆。

长白山天池火山无疑是其中最著名的

存在，面积达 2274 平方公里，长白山的喷

发形式集结了宁静的裂隙式溢出和爆裂的

中心式喷发，所以，火山锥、火山口湖、

熔岩台地、熔岩洞穴、瀑布、温泉群、火

山沉积地貌在这里一应俱全。

山顶巨大的火山口湖——天池，海拔

2189.1 米，水域达 10 平方公里，水深 370 余

米，水量高达 20 多亿立方，更是成为松花

江、鸭绿江、图们江的三江之源。山水相

依，天地相连，气象万千。

如果你去过十五道沟望天鹅，肯定会

对区内玄武岩柱状节理印象深刻，一根根

石柱整齐排列，垒砌成墙。

镜泊湖火山群拥有 13 个火山口，镜泊

湖是中国最大的高山堰塞湖。此外，这里

还有咆哮的吊水楼熔岩瀑布，曲径通幽的

蛤蟆塘熔岩隧道，以及高深莫测布满森林

的牡丹峰火山口。

五大连池火山群是世界著名的地质公

园，火山岩分布面积达 800 多平方公里，熔

岩流堵塞白河谷河道，形成 5 个首尾相连

、终年不干的火山堰塞湖和 14 座火山锥。

这里的结壳熔岩地貌——石龙岩、熔岩瀑

布、翻花熔岩、喷气锥景观全球称奇。

藏身于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火山群

，保存着亚洲面积最大、最完整的火山熔

岩景观——石塘林，喷气锥、喷气碟、绳

状熔岩等遗迹陈列其中。

阿尔山火山群的火山爆发更像是“闷

雷”，未等岩浆喷出就爆炸了，在地表炸

成一个个大坑，大坑积水后，形成“玛珥

湖”——阿尔山天池、驼峰岭天池、地池

……这些玛珥湖的火山口壁一般低平，缺

少长白山天池那样的火山锥基座。

如今，这些蓝宝石般的湖泊在茂密的

森林怀抱中，静静沉睡。

东北第四宝

火山总让人想起毁灭，但是毁灭之后

是重生。人们常说东北有三宝——人参、

貂皮、乌拉草。而火山带给东北的何止三

宝。

首先，火山赋予了东北丰富的矿产资

源。大兴安岭成矿带的金、银、铜、铅、

锌等金属矿床就产于中生代的火山岩中。

此外，火山活动还会带来硫磺、矽华、硅

藻土等非金属矿。

其次，火山灰、火山渣、浮岩等火山本

身的物质，都是很好的建筑材料。火山岩

中还蕴藏着各类宝石，比如蓝宝石、红宝

石，金刚石、石榴石、辉石、橄榄石等。

在能源方面，火山区往往地热资源丰

富，石油天然气也与火山作用密切相关，

在生成、运移、储存等方面都有利于油气

藏的形成。

温泉、矿泉常常和火山伴生，长白山

火山区有十数处温泉。阿尔山更是神奇，

在同一地点可能既有温泉，也有冷泉。两

者近在咫尺却各不相扰，温泉水温 40 摄氏

度上下，冷泉常年 4-8 摄氏度。温泉的养生

之用早已深刻在国人心中，在此也不用赘

述。

此外，黑龙江的响水大米享誉世界，

也是得益于火山活动创造出的优异环境。

火山爆发流出的岩浆流淌凝固，形成大面

积的玄武岩“石板地”，石板地反射热量

，在地温和水温的加持下，造就了响水大

米独特的米质。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在循环往复的

毁灭与重生中，火山活动塑造了如今的东

北大地。

除了人参、貂皮、乌拉草
东北还有“第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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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城工商

在疫情肆虐全球的2020年，華夏
中文學校對同學們的學習實踐尤其重視
，為了寓教於練鞏固學習成果，華夏中
文學校積極推動組織各種活動。今年秋
季，我們組團參加了第三屆"華文創想曲
"海外華裔青少年創意作文大賽。在老師
們的積極配合和努力下，在學生的認真
參與和家長的積極支持下，我們125位
學生共計126篇參賽作品在上萬篇參賽
作品中脫穎而出！這壹突破性成績包括
1個特等獎（收錄在75篇電子版獲獎作
品文集中），31個壹等獎，45個二等獎
，和49個習作獎！熱烈祝賀獲獎的學生
和老師！

特等獎的消息我們在去年底已經公
布，是陳曉英老師的學生邱冠雄寫的

《機場接舅舅的奇遇》，這是上萬篇作
品中的44篇特等獎之壹。呂雅莉老師的
學生章可風的兩篇作品同獲二等獎。這
壹次的大賽對參賽年齡要求是25歲以下
，王美琴老師看到了這個年齡對壹些已
畢業學生是個難得的機會，花時間和精
力聯系並指導了11位學生投稿參加大賽
，並喜獲不菲的成績。老師們的傾心鼓
勵和指導，讓學生們收獲豐厚。同時熱
烈祝賀華夏中文學校榮獲大賽組織獎！
重在參與，下壹次的大型活動，期待更
多的老師學生壹起參加！

拷貝鏈接：https://forms.gle/PXeT-
wRDtQBngRC4LA， 10 秒完成網絡春晚
報名！

【華夏中文學校】是由大休士頓地

區的華人誌願者於1993年創立並在德克
薩斯州正式註冊的非營利性組織，是大
休斯頓地區唯壹壹家獲得美國教育評定
機構AdvancEd認證的華文教育學校。
建校的初衷是教授以漢語拼音為註音的
簡體漢字，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華
夏中文學校逐漸成為美南地區最大的中
國語言文化的學習和培訓中心。我們致
力於創造和保持最佳的學習中國語言文
化和藝術的環境, 以鼓勵和保證所有學
生學有所成並在當今的多元化社會中發
揮積極作用。

休 斯 頓 華 夏 中 文 學 校
HOUSTON HUAXIA CHINESE SCHOOL

華夏中文學校華夏中文學校20202020華文創想曲大賽結果通報華文創想曲大賽結果通報

光鹽健保福利系列講座光鹽健保福利系列講座--健保市場個人健康保險介紹健保市場個人健康保險介紹
為了更好的向社區民眾提供健保、福利的申

請及相關服務，光鹽社將在近期舉辦壹系列在線
的健保、福利講座，講座主題包括兒童、孕婦白
卡，健保市場個人保險，老人紅藍卡及其補充計
劃，和金卡（哈裏斯縣健康補助計劃）。

第壹次講座的內容是關於健保市場個人健康
保險的申請和使用。

根據拜登總統1月18日發布的行政命令，CMS
（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劃中心服務中心）

決定，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將在2021年2月15日至
2021年5月15日開放特殊註冊期，沒有健康保險
的個人或者家庭可以在這段時間申請所需的保險
。已經選好計劃的申請人，可以在這段期間更換
健康保險計劃。

過去的壹年冠狀病毒病（COVID-19）國家緊
急狀態給美國公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大流
行期間，數百萬的美國人正在遇到新的健康問題
，壹份全面的適合的健康保險無疑給自己和家人

多了壹份保障。
時間：2月27日（周六）下午 2:00-4:00
講員：
Barbara Chang 張茜萍女士是聯邦政府健康保

險市場資深咨詢員，州政府認證Medicaid/CHIP導
航員。

古雨女士是聯邦政府健康保險市場咨詢員，
州政府認證Medicaid/CHIP導航員。

講座會議信息：

ZOOM 網上會議鏈接: https://us02web.zoom.
us/j/81867719546

或者電話撥打：+1 346 248 7799（Houston）
會議號碼：818 6771 9546
本活動免費，開放現場問答，歡迎大家參加

。

20202020年您報稅時需要申請的年您報稅時需要申請的
66個最重要的稅收減免個最重要的稅收減免

冬季風暴電源故障將德州推向電網癱瘓冬季風暴電源故障將德州推向電網癱瘓 缺水缺食危機缺水缺食危機
災難因德州的不當領導及反對法規和準備工作所造成的錯災難因德州的不當領導及反對法規和準備工作所造成的錯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房屋貸款利息扣除房屋貸款利息扣除:: 除非您用現金除非您用現金
購買房屋或還清抵押貸款購買房屋或還清抵押貸款，，否則這否則這
種減稅對您來說可能是一個很大的種減稅對您來說可能是一個很大的

幫助幫助。。

慈善捐款扣除慈善捐款扣除:: 您所做的所有捐贈您所做的所有捐贈
，，您都應該記錄所有這些捐款您都應該記錄所有這些捐款，，以以
確保獲得最大的稅收優惠確保獲得最大的稅收優惠。。長期長期
增值證券向公共慈善機構捐款的扣增值證券向公共慈善機構捐款的扣
除額通常限於納稅人調整後總收入除額通常限於納稅人調整後總收入

的的3030％％。。

要申請要申請20202020年的學生貸款利息扣年的學生貸款利息扣
除扣除額除扣除額，，您需要在您需要在20202020納稅年納稅年
度支付了合格學生貸款的利息度支付了合格學生貸款的利息。。
您有法律義務為合格的學生貸款支您有法律義務為合格的學生貸款支
付利息付利息。。 貸款僅用於支付合格的貸款僅用於支付合格的

高等教育費用高等教育費用。。

稅收虧損減免扣除稅收虧損減免扣除:: 稅收虧損是以稅收虧損是以
虧損出售證券以抵消資本利得稅的虧損出售證券以抵消資本利得稅的
責任責任。。長期的節稅方法是每年最多長期的節稅方法是每年最多
可以使用可以使用33,,000000美元的虧損來抵消美元的虧損來抵消
您的收入您的收入，，然後將剩餘的收入結轉然後將剩餘的收入結轉

至未來幾年至未來幾年。。

冰凍的管道橫穿整個州冰凍的管道橫穿整個州，，從水龍從水龍
頭流出的水經常是不可飲用的頭流出的水經常是不可飲用的。。有有
德州的一半人口德州的一半人口13001300萬人必須燒萬人必須燒

水飲用水飲用。。

一名婦女和她的小女兒在車庫裡開一名婦女和她的小女兒在車庫裡開
車取暖後死亡車取暖後死亡。。一名一名1111歲男孩在歲男孩在

房屋斷電後被發現死亡房屋斷電後被發現死亡。。

當風力渦輪機和太陽能電池板凍結當風力渦輪機和太陽能電池板凍結
時時，，一家大型核電站失去了一半的一家大型核電站失去了一半的
發電量發電量，，並且煤並且煤，，石油和天然氣發石油和天然氣發

生了大規模的故障生了大規模的故障。。

石油和天然氣發生了大規模的故障石油和天然氣發生了大規模的故障
，，對對5050,,000000口氣井進行冬季防寒口氣井進行冬季防寒
估計將花費估計將花費1717..55億美元億美元。。發電機和發電機和
天然氣生產商遭受了嚴重的產能損天然氣生產商遭受了嚴重的產能損

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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