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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ivil rights groups sue Georgia over sweeping new voting restrictions
(Reuters) - A coalition of civil rights
groups has filed a federal lawsuit
challenging Georgia’s sweeping new
voting restrictions, arguing that the
Republican-backed law is intended to
make it harder for people – particularly Black voters – to cast ballots.
Among other limits, the law imposed
stricter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limited drop boxes, gave lawmakers
the power to take over local elections
and shortened the early voting period
for all runoff elections. It also makes
it a misdemeanor for people to offer
food and water to voters waiting in
line.
The legislation has alarmed Democrats, who just months ago celebrated historic wins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wo Senate campaigns in
Georgia that helped deliver the White
House and U.S. Senate control to their
party in Washington.
The complaint was filed in Atlanta federal court just hours after the
legislation became law on Thursday
by the New Georgia Project, Black
Voters Matter Fund and Rise, Inc.
Marc Elias, a Democratic lawyer who
spearheaded the party’s election legal
efforts last year, is representing the
groups
“These provisions lack any justification for their burdensome and discriminatory effects on voting,” the lawsuit
said.
“Instead, they represent a hodgepodge
of unnecessary restrictions that target
almost every aspect of the voting process but serve no legitimate purpose
or compelling state interest other than
to make absentee, early, and election-day voting more difficult — especially for minority voters.”

legislation as necessary to make
“our elections fair and secure,” as
Georgia Governor Brian Kemp
put it when signing the bill into
law on Thursday.
Democrats and voting rights
advocates decried the restrictions,
which passed the legislature solely with Republican support, as a
revival of racially discriminatory
voting laws that will harm voters
in minority communities, which
are already plagued by long lines
and inadequate election infrastructure.

Stacey Abrams, the prominent voting rights advocate
and former Georgia gubernatorial candidate, called the
law “Jim Crow in a suit” on
Other Republican-controlled state
Twitter, referring to the era
legislatures are pursuing voting reof racist laws that dominated
strictions in key battleground states, the U.S. South for decades.
including Florida and Arizona, after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eWashington on Thursday,
peatedly blamed his loss to President Biden called the push for
Joe Biden on massive voter fraud
new voting limits across the
without evidence.
country “un-American.”
RELATED COVERAGE

As he contested his national
loss to Biden, Trump focused
Biden slams Georgia voting law as ‘a much of his energy in Georgia.
blatant attack’ on U.S. constitution
At one point, he personally called
Republicans have defended the

the state’s Republican secretary
of state, Brad Raffensperger, and
urged him to “find” votes Trump
claimed had gone missing.

U.S. blocks Venezuela bid to
seek WTO review of sanctions

That phone call is part of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y state
prosecutors into whether Trump
broke election laws by pressuring
officials to alter the results.

GENEVA (Reuters) - The United States on Friday blocked
Venezuela from proceeding with its dispute over Washington’s
sanctions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eizing on the issue
to underscore its rejection of Nicolas Maduro as the country’s
legitimate president.

Biden was the first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o win
Georgia since 1992.

Venezuela had planned to request the formation of a WTO
panel to rule on whether sanc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mposed in
2018 and 2019 breached global trading rules.
The United States asked for the request to be removed, which
Venezuela refused to do, prompting the trade body to suspend a
meeting about this and other trade matters at
the start, a Geneva-based trade official said.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spokesman Adam
Hodge said the panel request was illegitimate
because the Maduro administration did not
speak on behalf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ject any effort by
Maduro to misuse the WTO to attack U.S.
sanctions aimed at restori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o Venezuela,” he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U.S. action was intended to make clear
that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his administration would continue
its hard-line stance against Maduro and seek to pressure him to
hold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a senior U.S. official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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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Need To Give Andrew
Yang Full Our Support
Asian American Andrew Yang
attended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onvention and
after the convention Mr. Yang
wrote, “We as Asian
Americans need to try our
best to represent our
American charter.” This
word really mean a lot for our
Asian community.

Wealee@scdaily.com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from
my experience in politics, we
saw many politicians
speaking up and down about
what makes them successful
are two important issues.
One is vote, one other is
money. Without these two

elements they can’t be a
success.

Մ↛፹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LIVE

We witness that Andrew Yang
went through some very
rough times and travel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iles in his campaign. Even
though he lost, Mr. Yang
stood back and decided to
run for mayor of the biggest
city in the world, New York
City.
We applaud what he
is doing, not only for himself,
but also for our Asian
community.

Today our nation is facing a
very tough time, including
hate crime in our community.
We need to have somebody
to stand up and speak out for
our justice and our hope.
All of us need to give our full
support to Andrew Yang, not
just for the vote, but also
need to donate money to
make sure he can become
mayor. His success will
represent how Asians can
contribute to our nation.

Editor’s Choice
A view of the 400-meter,
224,000-tonne Ever Given
container ship, almost as long
as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is
high, blocking transit in both
directions through one of the
world’s busiest shipping channels for oil and grain and other
trade linking Asia and Europe.
CNES/AIRBUS DS

Local residents clean up debris in the aftermath of flooding following prolonged rains in the suburb of Windsor in Sydney, Australia, March 26. REUTERS/Loren Elliott

New York Governor Andrew Cuomo arrives to visit a new vaccination center for the coronavirus at Grace Baptist Church in Mount Vernon, New York. REUTERS/Mike Segar

A marking on
the side of a
barn indicates
where the water
level previously peaked in
the suburb of
Londonderry in
Sydney, Australia, March
26. REUTERS/
Loren Elliott

Stranded container ship Ever Given,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ntainer ships, after it ran
aground, March 26. SCA/via REUTERS
A boat navigates the
swollen Hawkesbury
River northwest of
Sydney, March 25.
REUTERS/Loren
Elli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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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Dose Aspirin May Help
Shield You From COVID-19

By Guest Writers Robert Preidt and Ernie Mundell, HealthDay Reporter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HealthDay News) -- It’s already being taken by millions to help ward off heart issues,
and now preliminary research hints that daily low-dose aspirin might also cut your odds
of contracting COVID-19.
As an Israeli research team noted, aspirin is an anti-inflammatory and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t may help the
immune system combat some viral inf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aspirin
was widely used during the 1918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several decades before
its activity against RNA viruses was confirmed.
All of this prompted the team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aking daily low-dose aspirin might
reduce COVID-19 susceptibility, as well as
the length of illness if infection does occur.
The dose used in Israel was 75 milligrams
(mg); low-dose aspir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ypically a bit higher, at 81 mg. The research was led by Eli Magen, from the
Barzilai Medical Center in Ashkelon, Israel. His team tracked data on nearly 10,500
people who were tested for COVID-19
during the first wave of the pandemic in Israel, from February to the end of June of last

year. Because the study was a look back
at prior data, it wasn’t designed to show
cause-and-effect, only associations. But
Magen’s group found that people who’d
already been taking low-dose aspirin to
reduce their risk of heart disease had a
29% lower risk of contracting COVID-19
compared to those who didn’t take aspirin, and that rates of aspirin use were
much lower among COVID-19 patients
than among those who didn’t get infected.

Clinical Research Team
Among people who did get COVID-19,
the time it took for SARS-CoV-2 PCR
test results to go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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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who used aspirin, and the duration
of their disease was two-three days shorter, depending upon preexisting health
conditions.
“This observation of the possible beneficial effect of low doses of aspirin on
COVID-19 infection is preliminary but
seems very promising,” Magen said in
a news release from Bar-Ilan University.
“The present study sough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favorable effects
of aspirin in aiding the human immune
system battle COVID-19,” said study
principal investigator Eugene Merzon, of
Leumit Health Services at Bar-Ilan University. “We intend to investigate a larger cohort of patients and in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Two expe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greed
that the findings are interesting, but more
study is needed.
“This certainly raises some intriguing
questions,” said Dr. Michael Goyfman,
who directs clinical cardiology at Long
Island Jewish Forest Hills in New York
City. But for now, he said, the data is too
early to be more than “hypothesis-generating.”

Low Dose Aspirin
He pointed out that “confounding” factors could be at play. “For example, did
less people get COVID-19 because of
their use of aspirin? Or perhaps those
people who take aspirin also take other
medications as well, are better adherents
to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s, and perhaps are more likely to practice social
distancing?,” Goyfman said.
And far from low-dose aspirin being a
harmless drug, Goyfman stressed that it
does come with risks -- so folks worried
about coronavirus may want to think
twice before starting daily aspirin.
“Its various risks include peptic ulcer
disease, gastrointestinal, intracranial,

and other bleeding,” he said.
Dr. Len Horovitz is a pulmonologist at Lenox Hill Hospital, also in New York City.
He said that “aspirin certainly has anti-inflammatory benefits, and if studies in larger
groups are conducted, it is conceivable that
aspirin may have a role in COVI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certain patients.”

Enteric-coated aspirin
But Horovitz said new data in recent years
has taken a bit of the shine off aspirin’s
heart-healthy halo.
“While aspirin therapy was in wide use
in years past, the addition of aspirin to
statin therapy did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t of first heart attack
-- and also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mortality from bruising and bleeding,” he noted.
The study was published recently in The
FEBS Journal. (Courtesy HealthDay)
For More information: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xplains
how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from
COVID-19.
Related
Studies Show That Low-Dose Aspirin Can
Help Regulate Immune Responses To Viral
Infections, Reduce Risk Of COVID-19 Infection, And Help Patients Recover Faster

RAMAT-GAN, Israel— Aspirin, the common pain reliever and fever reducer, has a
long history of being a safe, low-cost way
to treat various cardiovascular conditions.
More recently, research suggests aspirin can
even help regulate immune responses to viral infections. With aspirin’s virus-fighting
abilities in mind, a team of Israeli researchers set out to see if aspirin can help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Sure enough,
their work suggests taking aspirin can reduce one’s risk of contracting the virus.
More specifically, study authors from BarIlan University hypothesized that a daily
regimen of low-dose aspirin (75mg) may
offer a “beneficial effect on COVID-19
susceptibility and disease duration.”
To test their theory, researchers analyzed data on 10,477 people tested for
COVID-19 in Israel between February
and June 2020. That work led them to this
conclusion: in comparison to non-aspirin
users, generally healthy patients using aspirin to avoid the develop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experienced a 29-percent
lower risk of COVID-19 infection.
Taking aspirin helps COVID patients
too
Moreover, patients testing positive for
COVID-19 who took aspirin recovered
faster and tested negative for SARSCoV-2 quicker than COVID-19 patients
not using aspirin. On average, aspirin users recovered two to three days faster than
other coronavirus patients.

“This observation of the possible beneficial effect of low doses of aspirin on
COVID-19 infection is preliminary but
seems very promising,” says study leader
Prof. Eli Magen from the Barzilai Medical
Center in a media release.
Study authors str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spirin and COVID-19 requires
more research, particularly using a larger
and more diverse population sample.
“The present study sough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favorable effects
of aspirin in aiding the human immune
system battle COVID-19. We intend to
investigate a larger cohort of patients and
in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concludes
Dr. Milana Frenkel-Morgenstern from the
Azrieli Faculty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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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Research Points To
Long-Term Neurologic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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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ecent paper examining existing evidence argues that SARS-CoV-2 infection
might increase the risk of long-term neurological problems, including cognitive
decline and dementia. Nearly 1 year after
the novel coronavirus, SARS-CoV-2, was
identified, global cases have surpassed 88
million. Although a number of vaccines
have been approved, the rollout will take
time. In the meantime, researchers continue studying COVID-19 in an attempt to
slow the spread and reduce severe symptoms.
A recent perspective article, which appears
in Alzheimer’s & Dementia: The Journal
of the Alzheimer’s Association, reviews research into past viral illnesses, including
the flu pandemic from a century earlier.
The authors believe the research indicates
COVID-19 could cause a lasting effect on
the brain.

Other scientists are trying to piece together a picture of what life may look
like in the long run for someone who has

had COVID-19.
Neurotropic viruses
Scientists consider the SARS-CoV-2
virus a “neurotropic” virus, because
it can enter nerve cells. Neurotropic viruses include the mumps, rabies,
and Epstein-Barr viruses. While some
neurotropic viruses cause milder symptoms, others can cause swelling in the
brain, paralysis, and death.
Some flu-like viruses are neurotropic and similar in structure to the novel coronavirus. As such, researchers
looked at these viruses to try to gain insight into what type of long-term effects
to expect in people who have recovered
from COVID-19. Dr. de Erausquin, who
is a neurology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San Antonio, explains: “Those respiratory viruses included H1N1 and SARSCoV. The SARS-CoV-2 virus, which
causes COVID-19, is also known to
impact the brain and nervous system.”

“Since the flu pandemic of 1917 and

COMMUNITY
1918, many of the flu-like disease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brain disorders,” says lead author Dr. Gabriel A.
de Erausquin.
According to the scientists, an elevated
risk of Alzheimer’s disease, Parkinson’s
disease,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could potentially be connected to these
flu-like illnesses.
Importance of neurological symptoms
Some people with COVID-19 do not
experience any symptoms, while others
have symptoms ranging from mild to severe.
Some of the hallmark symptoms include:
dry cough, fever, and difficulty breathing. Additionally, an estimated 15–25%
of people with the viral illness may have
neurological symptoms, including: loss
of sense of taste and smell, altered mental state and headache. To enter cells,
SARS-CoV-2 binds to ACE2 receptors
on cell membranes. The olfactory bulb,
which is the part of the brain receiving
sensations of smell, harbors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these receptors. The olfactory bulb also has strong connections to
the hippocampus — the area responsible
for memory.

While losing the sense of smell may
not seem serious at first, it is still important, since it is tied directly to
brain function.
According to Dr. de Erausquin, “The
trail of the virus, when it invades the
brain, leads almost straight to the hippocampus.” “That is believed to be one of
the sources of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
observed in COVID-19 patients. We suspect it may also be part of the reason why
there will be an accelerated cognitive decline over time in susceptible individuals,” he adds.
Among severe neurological issues
during SARS-CoV-2 infection, patients
may develop fluid on the brain, inflam-

mation in the brain, and seizures.
Lasting impact of COVID-19
COVID-19 can cause severe damage to
the lungs, and that damage can be irreversible.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research, it appears that the possible fallout from COVID-19 may extend
far beyond lung damage.
The authors write that “respiratory problems due to SARS-CoV-2 are
thought to be due in part to brain stem
dysregulation, as are possibly some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COVID-19 can
cause damage to the brain, it is possible that people who have had the novel
coronavirus but were either asymptomatic or experienced mild symptoms may
face problems down the road. However,
because COVID-19 is a new disease, scientists will need to carry out longer-term
studies to confirm these theories.
“As the Alzheimer’s & Dementia article
points out, the under-recognized medical history of these viruses over the last
century suggests a strong link to brain
diseases that affect memory and behavior,” comments Dr. Maria C. Carrillo,

Alzheimer’s Association chief science
officer and paper co-author. “In this difficult time, we can create a ‘silver lining’
by capitalizing on the Alzheimer’s Association’s global reach and reputation to
bring the research community together
to illuminate COVID-19’s long-term
impact on the brain,” says Dr. Carrillo.
(Courtesy medicalnewstoday.com)
Related
Stanford Researchers Develop Single-Dose Nanoparticle Covid-19 Vaccine That Doesn’t Need Cold Storage
Researchers have successfully tested a
nanoparticle Covid-19 vaccine which,
as yet, doesn’t appear to have any of the

C4

side effects or distribution issues plaguing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vaccines in
use. The scientists at the lab of Stanford
University biochemist Peter S. Kim were
already working on vaccines for the likes
of Ebola, HIV and pandemic influenza
whe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it, and
they quickly channeled all of their efforts into fighting the new scourge. The
team has already produced and tested a
promising new vaccine which could provide the solution to many of the issues
frustrating global vaccination efforts.
Nanoparticle vaccines are often just as
effective as their virus-based counterparts, while encountering fewer of the
drawbacks. For example, nanoparticle
vaccines can be produced faster, don’t
require the extensive cold storage supply chain for delivery to immunization
centers, are less likely to produce side
effects, and can be produced at a lower
cost, if all goes to plan.
Early results from vaccine tests on mice
indicate that Stanford’s nanoparticle inoculation may grant immunity after just
one dose. (Courtesy 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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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建 200 年启示录

自由资本驱动不了高铁，更筑不起国运
1865 年 7 月，闷热的京城外蝉鸣聒
噪，英国商人杜兰德却怕紫禁城里的大
人物不够烦热，硬生生在宣武门外造了
一条500米的小铁路，还配了个车头。
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
欲狂，几致大变。
而就在 3 年前的 1862 年，美国第 16
任总统林肯签署《太平洋铁路法案》，
被誉为“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的跨
州铁路破土而出，深刻的改变了美国的
政经风貌。
如今 200 多年过去，两国对待铁路
的态度却来了一场绝地翻转。中国以
3.79 万公里的高铁里程傲视全球，美国
则桀骜的在“不需要高铁”的倔强中，
日暮黄昏。
这个大洋彼岸的世界第一强国，真
的不需要高铁吗？曾经的“基建狂魔”
究竟经历着怎样的困境？而在看似单纯
的铁路建设背后，是否还掩盖着一个国
家的隐痛与伤痕？
下面，让我们来一场不吹不黑的
“美国铁路传奇”之旅，去历史中寻
找那些堪称远见卓识的决策时刻，以
及那些令人感叹殷鉴不远的失败与启
示。

于在卸任前几天盼来了加州高铁的奠基
仪式。那一天，小城福瑞斯诺红旗招展
、鞭炮齐鸣，杰里布朗几乎老泪纵横地
说：
高铁跨越了过去和未来，跨越了南
方与北方，将我们连成一体。
北京奥运的刺激
然而一年后，刚刚上任的建国老师
虽然美国至今不曾拥有真正的高铁 会见各大航空公司高管，送出了一颗堪
，但自从日本新干线横空出世，带领人 称大礼的定心丸：
类步入高铁时代开始，美国的高铁梦就
美国基建真的落后了？
从来没有停歇。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条被全
1979 年，加州州长杰里布朗首次提
美寄予厚望的高铁线路。它纵贯最富饶
出用高铁连接洛杉矶与旧金山，然而 4
年后，却是法国抢先成为了第二个拥有 的 加 州 ， 全 长 1287 公 里 ， 设 计 时 速
300km/h，各项数据均与京沪高铁相当。
高铁的国度。
但直到2018年，人们只在中央山谷
进入90年代，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纷纷初尝高铁滋味。但拥有世界最发 见到了几根孤零零的石墩。2019 年，加
达的高速路网和近 20000 个机场的美国 州宣布无限期搁置高铁方案，只保留已
，却让民众有足够的底气面对这一切。 经动工的短短 190 公里，预计 2028 年通
到了2006年，加州举行是否修建高铁的 车，造价3000亿人民币。
而 1318 公里的京沪高铁，总投资
全民公投，惨遭折戟。
真正让美国人改变的时间节点，是 2209亿，工期3年又2个月。
此外，美国东部还有一条正在运营
2008。那一年，北京奥运以突如其来的
姿态震撼世界，而8月1日开通的350km/ 的“阿西乐特快”，设计时速240km/h。
h的京津城际铁路，也彻底刺激了高傲的 但由于线路老化等问题，其实际速度仅
白头鹰。一位来到北京采访的美国记者 有115km/h，而这已经是美国之最了。
事实上，线路老化可不仅仅是铁路
就曾公开发文：
乘坐中国高铁就像旅行在未来。但 的弊病。2017 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针对本国基建给出了 D＋的评分。全国
回到美国，却如同重返1960年代。
3 个月后，加州重启全民公投，以 56000 座桥梁存在结构性损伤，1/3 的高
速公路急需整修。而世界第一强国里基
52.5%的支持率险险通过。
美国人自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高铁 础设施最好的机场，仅仅排在全球第 28
纪元，却没想到这是沦为世界笑柄的开 位。
从2007年明尼苏达的桥梁坍塌，到
始。
2017 年华盛顿州火车脱轨，落后基建带
加州高铁难产记
来的是鲜血的代价。
至此，我们大概了解了美国高铁乃
2010 年，施瓦辛格访华，杭州到
上海不到 200 公里的距离，硬汉州长却 至交通基建的总体现状，也看到了某些
选择了飞机。最终，那架航班因天气 造成这些现状的深层原因。例如依赖高
延误了 4 小时，足够沪杭高铁跑上几个 速、航空的基础结构，无休止的党争，
利益集团的博弈等等。
来回。
但真正值得我们玩味的答案，藏
美国发达的航空系统，的确带来了
在曾经的“基建狂魔”的颓废之路里
根深蒂固的依赖。
而另一边，观海老师斥资百亿支持 。
加州、佛州修建高铁，却纷纷被否。施
狂野岁月
瓦辛格虽然笑纳了工程款，但事实是，
19世纪的美国，是冒险家的乐园。
直到其2011年卸任，加州高铁也没见着
随着加州、德州、犹他不断并入美
一颗钉子。
国版图，一个东至大西洋，西至太平洋
这几位州长，都是“象党”人物。
此时，美国头号高铁迷杰里布朗再 的巨大疆土呈现在世人面前。它的两侧
度出山，二次担任加州州长。而大洋彼岸 ，是拥有诸多深水良港的笔直海岸线，
高铁建设得如火如荼，又让偏驴党的《纽 中间则深埋着数不清的矿产资源，以及
约时报》开始借机造势。2013 年，他们 无数待垦的沃野良田。
这里承载着狂野、暴富、冒险的幻
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长沙高铁站：
50 英尺高的白色钢结构屋顶带着柔 想，于1848年发现西部金矿达到高潮，
和的曲线，仿佛云朵漂浮在出发大厅上 又随着1869年太平洋铁路的贯通走进现
实。
空……
今天，人们将这段历史称为“西进
最终，杰里布朗使出浑身解数，终

甚至也是公路、航空、地铁全面老化，
急待整修。
这是一场国家意志与贪婪资本的博
弈。

100年的轮回

运动”。当然，我觉得叫“印第安人与
华工血泪史”也绝对没毛病。但无论如
何，铁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毕竟
不是谁都可以徒步越过内华达山脉和莫
哈韦沙漠。在1869年之前，从纽约到旧
金山甚至需要乘船绕过麦哲伦海峡，耗
时半年。
而另一边，当年的美国政府存在感
几乎为零，联邦司法部只有部长一个光
杆司令，稚嫩的华尔街充当着央行的角
色。
于是，许多胆大包天、翻手云雨的
人物于此时名留青史。他们在国家命脉
中成就霸业，而其所用手段，足以让如
今标榜法制的美国人目瞪口呆。例如石
油大亨洛克菲勒、钢铁大亨卡耐基、金
融大亨摩根，以及绰号“海军准将”的
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

美国崛起的本质
想象一下，一个横贯大洲的庞大国
度，一个史无前例的黄金机遇，一个几
乎零监管的自由市场，这三者组合在一
起，将是一种怎样的狂野与无法无天。
火车轰鸣着连接了西部荒蛮的小镇
，连接了五大湖重工业带，连接了贸易
发达的东部沿海，带来了难以置信的丰
厚利润。无数私人铁路公司一朝崛起，
转天又在恶性竞争中惨遭吞并。
例如范德比尔特与德鲁大叔之间的
“伊利铁路争夺战”，两边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我印假股票扰乱市场，你带黑
社会横刀立马；我递给纽约政客 8 万现
金，你立刻跟进加码到10万，而当年20
美元就能买下一盎司黄金。
最终，一系列的混乱催生了第四部
破产法案的出台，狂野的自由主义逐渐
收敛。到了1913年，美联储诞生，结束
了JP 摩根以一己之力充当央行的蛮荒时
代。美国铁路则迎来了最辉煌的顶点，
总长度达41万公里。要知道我们得享基
建狂魔之名近10年，铁路营业总里程也
才14.63万公里。
而最重要的是，伴随着基建、钢铁
、制造业的狂飙突进，美国拿下了国民
生产总值第一的宝座。而大西洋彼岸的
昔日霸主，却对本国产业空心化熟视无
睹，金融业的暴利让他们再也不想去赚
那些苦哈哈的辛苦钱。

为铁路竖起墓碑
我一直将1913年视为美国铁路最后
的黄金年代。次年巴拿马运河开通，令
铁路丧失了连通东西海岸的唯一性；而
另一边，福特建成世界第一条汽车生产
流水线，将装配速度提升 8 倍，为铁路
的未来修好了墓碑。
其后，“咆哮的20年代”到来，美

国平均每4个家庭就拥有1.3辆汽车，汽
车业占全国总产值的 8%，雇佣了 5%以
上的产业工人，消耗了 15%的钢铁。而
接踵而至的大萧条和二战炮火，又让铁
路一直难以翻身。但真正为美国铁路盖
上棺材板的人物，名叫艾森豪威尔。
也许是德国高速给这位欧洲盟军最
高司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是美国
汽车灵活快捷的后勤支援打动了五星上
将，也许是底特律集团与石油巨头的不
懈游说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但无论如
何，1950 年的老艾签署了《1956 联邦高
速公路法》，全方位的深刻的改变了美
国社会。
这是一场从零开始的基建狂欢，也
是美国最后一次“集中力量办大事”。
联邦政府真金白银地掏了1140亿美元，
换算到今天几乎突破万亿。而底特律三
巨头则斥巨资收购各地城轨，再将它们
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原本穿行于城市的铁路被铺上了沥
青，州际高速直接修进了城市中心。越
来越多的人离开了拥挤、狭窄的 down
town，独栋小院儿沿着高速延伸出去，
城市像摊大饼一样越摊越大，在发达地
带形成了绵延的城市群。
那是美国梦的黄金时代，人手一辆
车，每家一栋房，上班高速直达市区，
下班独栋里享受人生。而随着90年代开
放航空业以及“廉价航班鼻祖”西南航
空的崛起，铁路被逼得几乎退出了客运
市场，美国交通架构就此盖棺定论。

国家意志成就基建狂魔
1961 年，接替艾森豪威尔的肯尼迪
，在就职演说中留下一个被引用至今的
金句：
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
能为国家做什么。
那几乎是美国强势政府最后的荣光
。客运铁路赔钱，政府就强势介入整合
资源，成立国家客运公司（即前文提到
的“阿西乐特快”的运营商 Amtrak）。
修高速不盈利，政府就主导投资，将高
质量的公路修到了每一处人迹罕至的荒
野。基建工程从来不能用及时性回报衡
量利弊，因为这关系着脱贫大业、关系
着人民的公平、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
。
当年的白头鹰，比谁都明白这些道
理。
那些用自由市场解释美国不修高铁
的声音，那些质疑高铁亏损的振振有词
，可曾想到当年的“美国梦”，恰恰就
是那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在关键时刻
顶住压力、不计成本砸出来的。
所以，如今的美国基建所面临的，
绝不仅仅是铁路的衰败、高铁的无望，

70 年代初，“全国州际及国防公路
系统”基本成型，美国最后一次大规模
基建落下了帷幕。但随后“石油美元环
流”的形成，却彻底为资本打开了一条
躺着赚钱的通天大路。
从里根的新自由主义，到克林顿开
放金融混业管制，再到小布什时代的次
贷狂欢，美国资本一步步脱离了苦哈哈
的生产性投资，在追求“投资效率”的
道路上一去不回。
他们走上了100年前英国的老路。
所以，一个用着50年前的破旧公路
、堵车严重、环境问题日益显现的国度
，是否真的像某些“意见领袖”说的那
样，不需要高铁？是民众不需要，还是
资本不需要？
再来看看那条已经夭折的加州高铁
，当年反对者成立了一个名为“质疑加
州高铁项目公民联合体”的组织，甚至
喊出了一个蹩脚而可笑的口号：
他们罗列了一大堆数据，例如一段
183 公里的高铁，需搬迁 376 户居民，
393家企业；损失14平方公里农地，340
个农业岗位。
是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另一个事
实是，这段高铁将创造1.1万个就业岗位
，减少5.3万辆汽车尾气排放，节省环境
治理、道路整修费超10亿，而其带动的
沿途产业经贸发展更是无可估算。
有趣的是，这些没有成为加州高铁
诞生的理由，却与太平洋彼岸的新一代
基建狂魔遥相呼应起来。

功彰绩伟，青史名垂
2014 年，还是副总统的振华老师曾
这样评价纽约拉瓜迪亚机场：
如果你遮住我的眼睛，凌晨 2 点把
我带到这儿，我会觉得这是第三世界国
家。
哪曾想一番自嘲也没能让媒体满意
，《纽约时报》随即发文：
副总统这一言论，简直是在侮辱那
些亚洲的豪华航站楼。
如今，振华老师大权在握，时隔 7
年重提高铁，除了就事论事的基建需求
之外，更有重塑被新自由主义重挫的美
国中产阶级之雄心，与1933年罗斯福的
以工代赈异曲同工。
但问题是，高铁这等规模的基建工
程，往往依赖于足够强势的政府。纵观
日、法、德、意，无不有着政府深刻参
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传统。而这一先决条
件，恰恰是如今美国最缺失的环节。
故事讲到现在，我已经不用对白头
鹰未来的高铁命运做出任何预测了，各
位看官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在文章的最
后，我更想回到1864年的某天，在美国
太平洋铁路施工指挥中心，工程主任斯
托波对大股东克洛克说：
白人们自从找不到金子后，只想偷
马和打牌。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试试
中国人了。
就因为这句话，10000 名华工永远
长眠在了内华达山脉的冰雪中。如今的
维吉尼亚市，还矗立着一块华工纪念碑
，上面铭刻着16个中文大字：
华人先驱，功彰绩伟，开矿筑路，
青史名垂。
好在 100 多年后，我们的同胞再也
不用跨越万水千山，为他国挥洒血汗，
修路架桥。而即便放眼世界，也只有如
此勤劳奋进的人民，才能与 8 万里高铁
巨龙相当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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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賺進 360 億台幣

《神鬼網戰
神鬼網戰》
》揭暗網秘辛
被 喻 為 暗 黑 版 《 社 群 網 戰 》 （The
Social Network）的新片《神鬼網戰》，將
轟動全球的非法交易暗網「絲路」（Silk
Road）創辦人真實故事給搬上大銀幕！本
片找來《親愛的初戀》（Love, Simon）鮮
肉男星尼克羅賓森(Nick Robinson)，詮釋
這位「兩年賺進 360 億台幣」的天才犯罪
少年。他將對上《猩球崛起：黎明的進擊
》（Dawn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傑森
克拉克(Jason Clarke)所飾演的老派探員，
展開一場新舊世代的頂尖對決。全片不僅
鉅細靡遺描繪主角創建「絲路」的起因，
甚至連他入獄前的驚險追捕都將真實呈現
！有趣的是，傑森克拉克為了透過網路逮
人，必須強迫自己從「科技白癡」蛻變成
「網路老司機」，沒想到「第一次上網就
上手」，開始創建一堆假帳號，放長線釣
大魚，也為本片在緊張的追捕過程當中，
增添一絲幽默氣息。《神鬼網戰》即將在
4 月 1 日（四）於全台震撼上映。
《神鬼網戰》改編自作家大衛庫許納
（David Kushner）在《滾石雜誌》（Rolling Stone Magazine）所刊登的文章《絲路
僵局：網路犯罪主腦羅斯烏布利希的慘敗
》 （Dead End on Silk Road: Internet
Crime Kingpin Ross Ulbricht's Big Fall），
並由擅長執導犯罪作品的《夜行者：極惡
連 環 殺 手 》 （Night Stalker: The Hunt for
a Serial Killer）導演提勒羅素（Tiller Russell）擔任編導，將網路犯罪主腦羅斯烏布
利希（Ross Ulbricht），他從創建暗網「絲
路」，到因此賺進 360 億台幣，甚至是直
到被捕的過程，都鉅細靡遺地搬上大銀幕
。
事實上，「絲路」的草創階段，幾乎
是羅斯的論文個人部落格，上面都是關於
他的自由主義理想，包括沒有政府干涉、
自由意志，以及對一切事物的放任態度。
男主角之一的尼克羅賓森，也對此進行一
番研究後表示：「這個網站，一開始只出
售一些迷幻藥與雜草，結果就像滾雪球般
，最初的理想主義觀點，隨著時間流逝而
受到破壞。事情很快就失去控制，一發不
可收拾，網友真的測試了羅斯的信仰體系
。不管是好是壞，他堅持這些自由市場的
想法，並為此付出後果。」
值得一提的是，《神鬼網戰》除了描
繪嫌犯創建暗網「絲路」的過程，更透過
傑森克拉克所飾演的老派警探，塑造出驚
人劇情轉折。片中的他不會使用網路，不
過卻「第一次上網就上手」，甚至創立起
社群帳號，學成後還結合自己的經驗，開
設一堆假帳號，製造出各種似真似假的線
索引誘羅斯上鉤，簡直搖身一變成為「網
路老司機」。導演也特別提到，自己將會
結合多樣化手法來拍攝這部作品：「我有
拍攝傳記片的背景，而這是兩種不同類型
的結合。研讀資料過後，我將這起事件過
度傳記的部分，改成比較像小說的情節，
也讓劇本更加貼近現實，並具備戲劇張力
。」紀錄片融合劇情片的新穎手法，更將
為本片增添許多緊張氣氛，勢必將讓觀眾
跟著劇情冷汗直流！
這部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驚悚犯罪電影
《神鬼網戰》，即將在 4 月 1 日（四）於全
台震撼上映！本片劇情描述年僅 20 多歲的
羅斯烏布利希（尼克羅賓森飾演），創立
一個專門出售毒品、軍武，甚至是性交易
的非法暗網「絲路」，這也引起美國緝毒
局探員瑞克鮑登（傑森克拉克飾演）的關
注，開始對這個非法網站進行秘密調查。
不過連電腦都不太會使用的瑞克，該如何
透過老派的查案方式，來摧毀這個價值 10
億美元的新型態虛擬犯罪帝國呢？

《鐵幕行動》登全美新片票房冠軍
外媒盛讚班奈狄克康柏拜區優異演出無可取代

由「奇異博士」英倫男神班尼迪克康
柏 拜 區 (Benedict Cumberbatch) 主 演 ， 改 編 自
真實事件的諜報電影《鐵幕行動》(英文片
名: The Courier) 將 於 4 月 9 日 在 台 上 映 。 儘
管美國目前仍受疫情影響，《鐵幕行動》
上週五於全美上映後靠著引人入勝的劇情
及班尼迪克康柏拜區的演技魅力，票房狠
甩同期上映新片近十倍，一舉登上新片票
房冠軍！《鐵幕行動》不僅票房表現強勁
，口碑同樣好評如潮，目前於全球最大電
影 資 訊 網 IMDb 上 獲 得 7.3 分 高 分 好 評 ， 在
指標性影評網站爛蕃茄上觀眾好評更高達

97%。許多國際媒體盛讚班奈狄克康柏拜區
在《鐵幕行動》的優異演出，神還原被迫
捲入諜報作戰的普通英國商人葛雷維爾韋
恩這位真實歷史人物。而《鐵幕行動》在
令人喘不過氣的驚悚諜報劇情外，班奈狄
克康柏拜區和米勒尼尼茲兩人之間生死交
付的情誼，彷彿另類的戀愛關係，意外散
發 BL 味，也在國外影迷中引發討論。《鐵
幕行動》將於 4 月 9 日在台上映。
班奈狄克康柏拜區在《鐵幕行動》中飾
演英國商人葛雷維爾韋恩，日前他接受專訪
時也表示，「儘管葛雷維爾韋恩只是出身卑

微的一介平民，有著不少弱點
和脆弱之處，但他卻總是努力
提升自己，最終完成了一件不
平凡的大事。」導演多明尼克
庫克也補充道，「《鐵幕行動
》背後的真實故事十分有趣，
兩位主角的所作所為緊密牽動
著國際局勢。我們選擇用不同
以往的方式去詮釋這部諜報驚
悚電影，希望讓全世界知道
《鐵幕行動》中的他們在人類
歷史上所代表的不凡意義。」
《鐵幕行動》改編自 20 世
紀最引人注目的間諜故事之
一，曾執筆過《殺手保鑣》
劇本的編劇湯姆歐康納除了
在扣人心弦的諜報驚悚情節
上下足功夫，更透過班奈狄
克康柏拜區和米勒尼尼茲兩
人之間飽滿的戲劇演出，巧
妙地將間諜活動比喻為一種
另類的戀愛關係。正如電影
中，葛雷維爾和蘇聯線人歐
列格潘科夫走在昏暗的莫斯
科街頭，用充滿期待卻又帶
點恐懼的聲音低語著「我們
可以在這裡談話，這裡很安
全。我夢想這一刻很久了，
希望我能讓你知道這場會面對我來說，意
義有多重大。」，曖昧的對白與互動讓兩
位角色之間散發出濃濃的 BL 味，也意外成
為《鐵幕行動》的一大看點。
《鐵幕行動》根據英國商人葛雷維爾韋
恩（Greville Wynne）的真實故事改編。劇情
描述葛雷維爾（班奈狄克康柏拜區 飾）在冷
戰期間與蘇聯線人歐列格潘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y)，暗中協助中情局滲透蘇聯的核子
計畫，並提供了成功阻止古巴飛彈危機的重
要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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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集世界頂尖選手的 2021 年世界花樣滑冰錦
標賽，當地時間 24 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拉開戰
幕。中國隊派出全部精英，力爭 2022 年北京冬奧
會參賽資格。而於首日進行的雙人滑短節目比賽
中，中國組合隋文靜/韓聰（“葱桶”組合）發揮
平穩，以 77.62 分名列第二輕鬆晉級自由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隋文靜（上）/
韓聰表現穩
健。 美聯社

花滑世錦賽揭幕“葱桶”次名晉級
賽後隋文靜/韓聰在接受傳媒訪問時
表示，由於傷病原因節目編排並

不充足，滑行過程也有一些小失誤，但
整體發揮尚可，希望自由滑能發揮出最
好水平。
“今天的表現還是挺好的，發生
了一些小的失誤，但是作為今年的第一
次比賽，能夠順利發揮出自己較好的水
平，還是很開心的，希望明天（香港時
間今日凌晨）可以順利地完成自由滑，
發揮出最好的水平。”隋文靜說：“這
場比賽和之前不一樣，因為沒有觀眾，
但我想觀眾應該都會在電視機前看我
們，所以對我們來說區別不大。每場比
比
賽對每個運動員來說都不一樣， 我們
們
要做的就是盡最大努力享受比賽。”
“因為很久沒有出國比賽了，這
這
次對我們來說有一定挑戰性，不管從恢
復方面還是時差方面。前幾年我們喜歡
選擇離家比較近的大獎賽，希望能夠利
用有力的條件去參加比賽。但運動員都
是戰士，應該要挑戰一切困難，不管是
時差還是身體問題，站在賽場上就是希
望身體力行為國而戰！”她說。

隋文靜：
運動員都是戰士
為國而拚

陳 虹 伊驚 險
誤
失
晉
楊

2021年花樣滑冰世錦賽
當地時間 24 日在瑞典首都
斯德哥爾摩拉開戰幕。在首日進
行的雙人滑短節目比賽中，中國組合

彭

韓聰在去年做了腰部手術，這場
比賽是他恢復後第一次參加正式比
賽。對此，韓聰表示：“去年缺席了
中國盃是因為我的傷病還沒有完全恢
復好，做了手術之後，這賽季整體的
目標還是恢復所有的傷病。因為明年
是奧運年，我們要積極地為奧運做準
備。這次比賽對我們來講還是蠻有挑
戰性的，對我們來講就是展現自己，
去拚出自己的狀態。”
另外，國際滑聯當天還宣布，在
最新一期的新冠疫情檢測中，出現一例
陽性病例，但並未透露感染者身份。不
過，韓聰認為不會對其帶來影響：“我
們尊重組委會所有的防疫安排，也會在
這種情況下繼續比賽。我們更加專注於
比賽本身，這也是一段寶貴的經驗。”

程

韓聰傷病未完全恢復

/金

●隋文靜/韓聰（右）在
短節目比賽中以
77.62分名列第二。
路透社

●隋文靜
隋文靜//韓聰
韓聰（
（右）在當日的比賽中
演出《給克魯克的藍調
給克魯克的藍調》
》。
法新社

●陳虹伊驚險晉級自
由滑比賽。
由滑比賽
。 法新社

“北京國安”
續征中超聯賽

●國際足協評出
最應參加世界盃
的球員，
的球員
，武磊榜
上有名。
上有名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中國足
協今年力推球會名稱“中性化”，引發一輪
改名潮。根據中國國家企業信用信息系統顯
示，“北京中赫國安足球俱樂部”已正式更
名為“北京國安足球俱樂部”。“北京國
安”的名稱得以順利過渡。
去年年底中國足協推出中性化政策，規
定球會名稱中不得含有球會股東、股東關聯
方或實際控制人的字號、商號或品牌名稱
等。
為了保留“北京國安”的名稱，球會股
東中信集團曾提交產權轉讓申請，以人民幣
1 元底價轉讓所持 36%的北京中赫國安足球

俱樂部股份。經過近 4 個月的努力和爭取
下，球隊將繼續以“北京國安”的名字征戰
新賽季的中超聯賽。
目前已經有多間中超球會確定更名，廣
州恒大更名廣州隊，廣州富力更名為廣州
城，天津泰達更名為天津津門虎，上海上港
更名為上海海港，山東魯能泰山更名為山東
泰山，青島黃海更名為青島隊。
此外，國際足協評選出了 10 位最應該
參加世界盃的球員，現効力於西甲愛斯賓奴
的中國球員武磊亦榜上有名。其餘球星包括
阿仙奴的奧巴美揚、熱刺的加里夫巴利及利
物浦的華基爾雲迪積克等等。

兩高球手成實習生計劃首批成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港高爾夫
球總會（高總）為了讓高球運動員在疫情期間
繼續自我磨練，首次推行實習生計劃，冀為年
輕球手提供平台，讓他們更深入地了解高球生
態圈的發展，更好地認清本身應走的高球路。
其中年輕球手何妙兒（Mimi Ho）和伍城鋒
（Terrence Ng）成為是項計劃的首批成員，為

期一年。
Mimi 和 Terrence 在大學均選修體育管理，
且在國際比賽中表現出色，是香港隊的中堅分
子成員。二人畢業後亦立志投身體育事業，同
時會積極爭取更多實戰經驗，提升球技。
但由於疫情的來襲，高總原定的青訓計劃
被打亂，兩位實習生 Mimi 和 Terrence 笑言，這

本來可視為“壞事”一樁，但卻令他們獲益良
多，原來打高球沉着應戰的“技能”非常管
用，迫使他們學曉在逆境下如何繼續有效的推
動高球運動、如何有系統地提升少年球手的技
能。這次實習，他們不僅變身成為“後輩”的
輔導師，給他們傳授正確的打高球思維和技
法，同時亦是一次難得自我認知的過程。

級

隋 文 靜/韓 聰 以
77.62 分排在第二輕鬆
晉級自由滑；另一對中國組合
彭程/金楊出現失誤，以 71.32 分
排在第五。
韓聰與搭檔隋文靜本場使用的曲目
是《給克魯克的藍調》。儘管遠離賽場
一年多，但兩人的表現相當穩健，最終
技術40.53分，節目內容37.09分，總成
績 77.62 分排在所有參賽組合的第二
位。
彭程/金楊在開場階段出現失誤，
彭程意外滑倒，隨後的後外點冰三周單
跳也單手扶冰，最終他們排在第五。
在稍早進行的女單短節目比賽中，
中國選手“火苗”陳虹伊得到 58.81
分，在所有選手中排名第 22 位，驚險
拿下一張自由滑比賽的入場券（女單短
節目前24名可參加自由滑比賽）。
本屆世錦賽是自去年加拿大世錦賽
取消後，花滑項目的首次國際大賽，同
時也是北京冬奧會的資格賽，各隊都派
出頂級陣容參加。比賽空場舉行。
●新華社

長話
短說
“00 後”
閃耀射擊奧運選拔賽
中國國家步手槍射擊隊東京奧運會最終隊伍選拔
賽，“00 後”小將姜冉馨、張雨、盛李豪在眾多高手
中脫穎而出，攜手龐偉、楊皓然等名將成功拿到東京
奧運會參賽資格。盛李豪在賽後表示：“我就是盡全
力去打，感覺還是比較冷靜，整體表現感覺挺好的，
決賽主要還是運氣比較好。很榮幸能夠有資格參加東
京奧運會的比賽。”
●新華社

京滬會師男排超級聯賽決賽
2020-2021 賽 季
中國男子排球超級聯
賽 24 日在中國國家
體育總局秦皇島訓練
基地展開準決賽爭
奪。北京隊 3：0 橫
掃勁敵浙江隊，衛冕
冠軍上海隊（右圖）
遭遇江蘇隊頑強抵
抗，有驚無險地以3：0的比分晉級。北京隊主帥劉旭
東表示：“我們這套陣容實力是有的，現在狀態很
好，會認真準備決賽。”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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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他鄉挺好的》周雨彤任素汐首曝造型

劇照海報剖白人物內心
由芒果 TV、湖南衛視、芒果超媒、麥特文
化出品的 12 集都市話題劇《我在他鄉挺好的》
發布“他鄉· 獨白”版劇照海報，並首次公布了
主演 周 雨 彤 、 孫 千 、 白 宇 帆 、 馬 思 超 、 代 雲
帆 、金靖、泰樂，特別出演任素汐飾演的角色
與造型，海報中展現了都市漂泊中身處不同處
境的異鄉人群像，有在職場中的忙碌，有在地
鐵中的落淚，有對未來的期許，也有對當下的
感悟，既有歡笑也有淚水，這也十分契合劇中
所描繪當下 80、90 後異鄉人生存狀態的寫實主
題。而此劇一經開機，迅速引起了網友的關註
與熱議，紛紛對該劇跨次元破壁組合的主演陣
容，以及新時代異鄉人打拼奮鬥的題材表示期
待。
劇照海報首曝角色造型
內心獨白袒露人物心跡
日前，由黎誌監制、李漠執導的都市話題
劇《我在他鄉挺好的》發布“他鄉· 獨白”版劇
照海報，不僅首度公布該劇主演們所飾演的角
色與造型，並為每位角色上附上了一句貼合人
物身份與狀態的內心獨白，如“坐過空蕩蕩的
末班地鐵，見過淩晨三點的 CBD”、“這座城
市給過我傷害，也給了我想要的生活”、“我
又沒要大房子和好車，我就是想要個家怎麼了
？”等犀利獨白都展現出劇中人物在經歷漂泊
生活中的種種考驗，關乎事業、愛情、家人也
關乎自我。海報中角色們或奔波在人來人往的
擁擠地鐵中，或努力工作奮鬥在人生賽場上的
狀態，通過劇中人物所袒露的心跡讓角色更加
飽滿立體，牽動人心。
劇照海報中，周雨彤飾演的喬夕辰坐過空
蕩蕩的末班地鐵，也擠過人潮洶湧的早高峰，
在狹小的空間中努力尋找自己的位置。飾演紀
南嘉的任素汐此次初跨熒屏挑戰全新的女強人
角色，在都市中奮戰換取自己的一片天地，卻
也為這座城市做出了自己的犧牲。孫千飾演的
許言在微笑中淌下淚水，只希望能有個溫暖的
安身處。金靖飾演的胡晶晶面帶躊躇卻目光堅
毅，她們堅信再長的夜也會天亮，再遠的路也
終將達到。白宇帆飾演的簡亦繁向往能做自己

喜歡的事，愛懂得他的人，歡喜自在的走過一
生。馬思超飾演的歐陽則希望人與人之間能多
一些信任也多一些安全感。代雲帆飾演的林睿
表示對未來的不確定則是對過去還有留戀。泰
樂飾演的沈子暢則把人生比作不斷取舍和選擇
的比賽，相信在他們背後也一定有著各自不同
的故事與經歷。而此次《我在他鄉挺好的》破
壁聯動跨次元組局的主演陣容，匯集各具表演
風格與魅力的演員，也為劇集註入不同火花，
令人充滿期待。
真實描繪異鄉生存繪卷
寫實題材引發網友熱議
電視劇《我在他鄉挺好的》聚焦當代 80、
90 後都市異鄉人的真實生活，一集一話題，鋒
利而溫情，賦予社會話題性與當下感，真實描
繪異鄉生存繪卷，展現光鮮都市中與希望共生
的群體。此前，《我在他鄉挺好的》開機新聞
發布後，迅速引起網友和觀眾們的關註與熱
議 ，眾網友紛紛表示：“不僅跨次元聯動的演
員陣容讓人驚喜，顏值演技也都很在線，期待
可以擦出不一樣的火花。”、“對周雨彤、任
素汐 、 孫 千 、 金 靖 的 這 個 講 述 女 孩 之 間 友 誼
的組合太愛了，希望越來越多的影視作品關
註到女性的奮鬥。”還有觀眾坦言對該劇展
現 的 新 時 代 異 鄉人打拼奮鬥的故事題材充滿期
待，坦言：“希望每個在外漂泊的異鄉人都能
在故事中看到自己生活中的縮影，感受到他鄉
的溫暖。”
本劇的監制黎誌、導演李漠兩人曾在《我
在他鄉挺好的》開機時表示，主創團隊大多同
樣是來自異鄉的漂泊者，有著相似的經歷，對
於故事內核更能夠感同深受。異鄉的自由與羈
絆，人在他鄉的收獲與失去，相信這部劇集會
給觀眾答案。而周雨彤、任素汐等主創演員們
也對本劇的拍攝充滿信心，並表示希望能夠呈
現出一部能夠引起社會共鳴的品質佳作奉獻給
觀眾。目前，都市話題劇《我在他鄉挺好的》
正在緊鑼密鼓的拍攝中，該劇由芒果 TV、湖南
衛視、芒果超媒、麥特文化出品，期待早日與
廣大觀眾見面。

你有忘不掉的人嗎？ 《來都來了》“曾經愛過”預告海報齊發
你有忘不掉的人嗎？哪四個字能形容你的
感情經歷？電影《來都來了》發布“曾經愛過”預
告及海報，癡情男人杜江千裏尋愛情話滿分，
率真女孩李蔓瑄怦然心動深陷愛戀，周華健驚
喜亮相演唱會見證戳心愛情。面對放不下的人
，杜江在電影裏戳心回答“曾經愛過”，引發
網友情感共鳴，紛紛用“念念不忘”、“一往
情深”等四字詞語總結自己的愛情過往。全明
星話題喜劇《來都來了》由劉奮鬥執導，廖凡、佟
麗婭、喬杉、範偉、杜江、包貝爾、魏大勛、
唐鑒軍、黃璐、李蔓瑄、海一天、廖健等傾情
主演，再現生活裏各種“來都來了”式嬉笑鬧
劇，兼具喜劇性與話題性。電影近期在抖音發
起“來都來了不生氣挑戰”，榮登抖音熱榜第 5
位，電影相關話題播放量破 3.6 億。諸多網友直
呼：“電影代入感太強，每個故事都‘氣到上
頭’！”影片將於 4 月 3 日全國上映。
杜江李蔓瑄浪漫邂逅為愛冒險
周華健驚喜亮相見證戳心愛情
如何用四個字形容你的感情經歷？一見傾
心、情真意切、曾經愛過……再多的甜蜜心動
也敵不過愛過錯過的紮心與深刻。當愛已成往
事，還是有無數人執著於一句“曾經愛過”銘
記戀人。不少網友曾在網上自發玩梗“別問，
問就是愛過”，並真情實感表達對過往愛情的

留戀，“我們都曾經愛過，一個熟悉的場景、
一句曾說過的話，都會情不自禁再次想起心裏
那個人。”此次電影發布的預告和海報，講述
的也是這樣一段戳心動人的愛情故事，杜江和
李蔓瑄意外邂逅，二人浪漫相伴為愛冒險，究
竟他們的感情故事將何去何從？
預告開篇以一句“你知道什麼叫愛情嗎？”揭
開杜江和李蔓瑄的浪漫相遇。神秘陌生人杜江手
捧鮮花癡情追愛，機緣巧合下偶遇熱情率真的
李蔓瑄，二人攜手上路為愛冒險。然而，看似
美好心動的愛情卻在試探、謊言、沈淪、逃亡
等關鍵詞串聯下，愈加撲朔迷離。預告裏也暗
藏彩蛋，歌手周華健驚喜亮相演唱會，見證
“曾經愛過”的情深虐戀；杜江低沈磁性的嗓
音訴說愛情金句，引無數網友點贊，“杜江這
一波情話滿分，秒鯊我。“
《來都來了》太上頭引發熱議
網友入戲太深“又氣又紮心”
隨著“孩子還小”、“人都沒了”等預告
接連曝光，電影《來都來了》熱度一路飆升，
電影相關話題頻頻登上各大平臺熱搜，目前已
躋身票務平臺一周內地想看榜前三位。3 月 18
日，電影攜手喬杉、魏大勛、唐鑒軍、海一天
等主演在抖音發起“來都來了不生氣挑戰”，
榮登抖音熱榜第 5 位，電影相關話題播放量破

3.6 億。網友們直呼，“故事太上頭，光看預告
就氣半天”、“社會教做人，強烈要求家長帶
熊孩子好好看看！”此次發布“曾經愛過”預告及
海報後，網友評論一轉“氣炸”畫風，紛紛表示
“紮心”。不少人坦言“被杜江為愛無悔付出所感
動，看得淚流滿面”、“我心裏也有一個忘不掉的
人，但只要曾經愛過就無怨無悔。”
全民話題喜劇《來都來了》濃縮呈現了日
常中那些不得不面對的“來都來了”式生活場
景——喬杉包貝爾秉承“來都來了”遊客心理，
闖入獅虎園命懸一線；熊孩子火鍋店“作妖”，
熊家長黃璐、廖健以“孩子還小”欺負老實人；
魏大勛制止唐鑒軍電梯吸煙無果，反遭“人都沒
了”道德綁架賠付巨款；杜江李蔓瑄深陷“曾
經愛過”的心痛與無奈，領悟愛情真諦；廖凡、
佟麗婭、範偉“大過年的”天臺相遇，紮心演
繹“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這些四字俗語活
躍在我們生活各種場景中，看似隨口提及的口
頭禪背後卻隱藏著國人的處世哲學。雖然生活
裏的考驗難題無處不在，隨時隨地還面對別人
的道德偏見。但一切矛盾都可以用四個字解決
，一切態度也都可以用四個字表達！電影《來
都來了》聚焦小人物日常被四字俗語支配的生
活，以輕松幽默的四字俗語戲謔反擊，表達最
本真、最自我的生活態度。電影將於 4 月 3 日全
國上映，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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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台“我支持新疆棉”閱讀量超 26 億多次

中國藝人反制 捍尊嚴重於賺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
若璋 廣州報道）25 日，針
對 H&M、Nike 等時裝集團
“污名新疆棉花兼拒用
新疆棉花”的事件，
“我支持新疆棉花”話
題在內地各大社交平
●Eason Chan

台發出最強音。內地

●陳偉霆堅決維護祖國利益。

及香港娛樂明星藝人
第一時間紛紛終止與
抹黑新疆棉花的品牌
方合作。截至記者截
稿 時 ， H&M、 Nike、
Burberry、 Tommy Hilfiger、 Converse、 Adi-

●歐陽娜娜

das、 Calvin Klein、 PUMA、 New Balance、 優 衣
庫 （Uniqlo） 等 近 40 位 品
牌代言明星紛紛表明立場支
持新疆棉花，終止與品牌方的

●陳少邦直播將
H&M 衣物當做
垃圾丟掉。

合作來作反制，寧願不賺他們的
錢也要維護國家尊嚴和利益。 當
下微博等社交平台上關於“我支持新

●李力持表態支持新疆棉花。

疆棉花”的閱讀量超 26 億多次。
H&M、Nike 等時裝集團搞政治化污
自從傳出
名新疆棉花，更表示要抵制用新疆棉花後，

在中國激起極大民憤，網友們對這些品牌“吃中
國飯、砸中國的鍋”等惡劣行徑堅決抵制。作為
具影響力的中國藝人明星亦主動作出反制，在各
大社交平台發出最強的“我支持新疆棉花”聲
音，不少明星藝人是這些品牌的代言人，有些更
是合作了很長時間了，但藝人仍非常有骨氣，透
過工作室的聲明終止合作。他們指品牌方對新疆
棉花發表不實言論行為，在第一時間與品牌進行
溝通，要求對方作出說明，並堅決表明態度明確
立場。但遺憾的是，都未收到來自品牌的明確回
覆，因此都在第一時間終止與品牌合作。堅決抵
制任何污衊中國的言論與行為，國家尊嚴不容侵
犯，堅決維護祖國利益。知悉 BCI 組織造謠新疆
棉花事件後，Burberry的內地代言人周冬雨、宋威
龍的工作室也分別在第一時間聯繫品牌，未獲明
確回覆後，隨即發布聲明終止與該品牌的所有合
作。
除了代言涉事品牌的明星藝人集體表明立場，

支持新疆棉花以
外，一些沒有相關代言
的明星如鹿鳴、肖戰、龔俊、
趙麗穎、吳磊等也都轉發並支持新疆棉
花。
香港藝人也紛紛聲援，包括鄺美雲、周柏豪、
陳小春、應采兒、蔡少芬、方中信、鄭希怡、容祖
兒、文詠珊、王祖藍、張栢芝、鄧萃雯、梁競徽等
紛紛在個人微博上轉發人民日報“我支持新疆棉花”
或央視新聞“我為新疆棉花代言”微博，表明自己
熱愛國家，聲援新疆棉花農業立場。前TVB藝員陳
少邦更身體力行拍短片，將H&M的產品當垃圾丟棄。
鄺美雲寫上中國民意不可欺不可違。

“直播女王”薇婭下架涉事品牌
孟美岐、張子楓也宣告和 New Balance 解除
一切合作關係；井柏然工作室、倪妮工作室、王
源、雷佳音工作室齊齊宣布終止與優衣庫（Uniqlo）的合作，並表示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堅決抵
制一切造謠欺辱中國的行為。對於以往喜歡用全

明星陣容
為自己吆喝的
Adidas 也迎來一波終止合
作潮。歌手乃萬也把自己 2017 年創作單曲《PUMA》下架處理，並聲明稱，國家立場至上，拒
絕對祖國的一切惡意言行及危害國家利益的任何
擦邊行為。
在明星不斷發布解約的熱搜中，內地“直播
女王”薇婭也第一時間下架直播間 H&M 等涉事品
牌，更在自己的個人微博發文邀約更多選用新疆
棉花的品牌進入自己的直播間。薇婭還預告說，
等自己的腿好了會開啟薇婭魅力中國行——新疆
站，帶大家看看大美新疆的好山好水好特產。
而25日立場鮮明果斷發出聲明的明星有：
陳偉霆（William）、李振寧也及時表態和
Tommy Hilfiger解除合作關係。英皇娛樂宣布由即
日起，陳偉霆將終止與Tommy Hilfiger的一切合作，
並堅決抵制及反對任何物化及造謠中國的言論及行
為，堅決維護祖國利益及尊嚴。

“李寧”把新疆棉花打在標籤上

明星晒購物車支持國貨

● 藝人陳學冬用購物來支持
李寧等國貨。
李寧等國貨
。
網絡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H&M品牌停用並針對新疆棉花發表的污衊性言
論引發內地網友眾怒。與此同時，有網友上傳
“李寧”的標籤表示，原來李寧一直把新疆棉
花打在自己的標籤上。隨後這則消息被網友熱
傳送上熱搜榜。
25 日，李寧股價上漲 7%的消息也實時登
上熱搜，不少網友對國貨另眼相看。演員陳學
冬在個人社交平台上發文稱：“醒來看到熱
搜，反手就買李寧，打在標籤上就買，支持新
疆棉，支持國貨。”並附上自己的購物車截
圖。在他的購物車中，李寧帶有“中國”二字

的紅色、黑色衛衣都紛紛出圈。不少網友緊隨
其後購買李寧並接力晒出自己的購物單品。
女藝人張馨予則晒出六張“李寧”的穿搭
造型為李寧品牌打 call，更附言稱：“李寧好看
又好穿。”歌手郁可唯轉載“我支持新疆棉
花”話題標籤的同時，也晒出自己整套李寧的
裝扮，從鞋子、服飾、帽子等都給出特寫。更
表白，國貨“李寧”帥呆了。
近期因網劇《山河令》走紅的男演員張哲
瀚，不僅在個人微博轉發支持新疆棉花，更在
25 日節目錄製途中，帶上李寧的帽子，用行動
來支持國貨出圈。

與 Adidas 合作超過 10 年的
陳奕迅：我司與我司藝人陳奕
迅先生堅決抵制任何污名化
中國的行為，即日起終止
與 Adidas 品牌的一切合
作。特此聲明！
易烊千璽：易烊
千璽先生及其工作室
堅決抵制任何污名化
中國的行為，即日
起，我們終止與
“adidas
Originals” 品 牌 的 一 切
●王祖藍指出
合作。另，易烊千
新疆棉花不容
璽先生與“adidas
抹黑。
neo”品牌的合作
已 於 2020 年 12 月
●梁競徽在
31 日到期。特此聲
個人微博強
明！
調事實不容
張藝興：對於
抹黑。
代 言 品 牌 Calvin
Klein 所屬 PVH 集團
針對新疆棉花發表不
實言論的行為，我們第
一時間與品牌進行溝
通，要求對此作出說明，
並表明態度明確立場，很遺
憾截至此刻，我們未收到明
確回覆。此次 Calvin Klein 品牌
所屬 PVH 集團有針對性的污名
化新疆棉花事件不同於之前品牌發
生錯誤表述經我方敦促後改正的事
件。基於此，張藝興決定與 Calvin Klein
品牌終止合作。特此聲明！
另外，對於代言品牌Converse所屬Nike集團
針對新疆棉花發表不實言論的行為，我們第一時
間與匡威 Converse 品牌進行溝通，要求其對此作
出說明，並表明態度明確立場。很遺憾截至日前
我們未能溝通一致。基於此，張藝興決定與匡威
Converse品牌終止合作。特此聲明！
歐陽娜娜：即日起，我司及我司藝人歐陽娜
娜女士終止與“CONVERSE 匡威”品牌的一切合
作。我司及歐陽娜娜女士堅決抵制任何污名化中
國的言論與行為，國家尊嚴不容侵犯，堅決維護
祖國利益！特此聲明！

楊穎抵制中傷抹黑國家言行
楊穎： 楊穎女士（英文名：Angelababy）及工
作室堅決反對和抵制一切中傷和抹黑我們國家的言
行，對Adidas品牌發表的言論及抵制我國新疆棉花
的行為表示強烈地譴責！即日起，楊穎女士中止與
阿迪達斯品牌之間的一切合作。特此聲明！
許光漢：即日起，我司及合作藝人許光漢先
生終止與“PUMA 彪馬”品牌的一切合作，我們
堅決反對任何污名化中國的言論與行徑！特此聲
明！

廣告代言厚利即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達里)多間外國時裝企業 H&M 、Adidas、 Converse 、 Nike、Uniqlo 、 Puma 竟發起無理抵制新疆棉
花，傷害中國人的感情，自願將自己捲入政治旋渦，他們似乎低估了
中國人捍衛民族尊嚴的決心，消息一出遭到中國人的反制，包括內地
及港澳演藝界人士自動發起不買相關品牌貨品之餘連代言人合約也決
定終止合作，寧願放棄豐厚的廣告收入也要反擊，因為民族尊嚴比賺
錢重要，實在是值得為他們點讚！鼓掌！
與H&M終止合作的藝人
宋茜、黃軒
與Nike終止合作的藝人
王一博、譚松韻
與Uniqlo終止合作的藝人
井柏然、倪妮、王源
與Converse終止合作的藝人
張藝興、白敬亭、歐陽娜娜
與Adidas 終止合作的藝人

陳奕迅、楊冪、迪麗熱巴、易烊
千璽、王嘉爾、宋研霏、楊穎、
彭于晏、陳立農、鄧倫、任敏、
丁禹兮、趙露思、張鈞甯、彭昱
暢、劉亦菲
與CK終止合作的藝人
張藝興、劉雨昕、許光漢
與New Balance終止合作的藝人
孟美岐、張子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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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业人士而言，英国移民的吸引力是什么？
由于疫苗接种速度的领先，英国的
解封已被提上了日程。首相鲍里斯制定
的四步路线图，如果一切顺利，到 6 月
21 日便可解除最后的社交限制。
疫情的严峻形势即将过去，随着城
市解封，英国民众开始准备迎接新的生
活。然而，疫情过后的新生活相当来之
不易，不仅有每一个人的努力，英国政
府为此付出的财政代价也是极其高昂。
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表示：“由于疫情
还在持续，英国将对医疗系统加大投入
，支出较多预算扶持经济复苏、救济企
业和员工”。为支持企业和个人度过危
机，英国政府将免征零售、接待和休闲
行业的商业税的政策延长至 6 月底；并
将帮助支付工资的“职位保留计划”延
长至 9 月底。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英国超过一半
的雇主打算在未来三个月内招聘员工，
这是疫情爆发后首次看到就业前景的积
极迹象。除了医疗行业和零售行业的需
求回暖，招聘意向最强烈的行业包括医
疗保健、金融保险、教育、通讯和房地
产行业。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在达沃斯
论坛上表示，想要寻求在英国做更多交
易，因为英国的商业环境远比美国更开
放。
的确，英国的商业环境，无论从什
么角度的对比都是排名靠前的，福布斯
发布的第 13 期《最适合经商的国家和地
区》（bestcountries for business）排行榜
中，英国连续第二年蝉联榜首，当选全
球第一。
这个榜单是福布斯综合每个国家的
产权、创新环境、税制、技术、劳动力
、腐败、投资保护及生活质量等 15 个指
标选出最适合经商的国家。
穆迪首席经济学家 MarkZandi 对于

英国的营商环境也称赞道：“英国有全
球化的经济，在贸易、投资、资本流动
方面，甚至在移民方面，都比全球多数
经济体都要开放。”
那么英国的创业营商环境到底是什
么样的？为何吸引众多商业人士创业于
此呢？
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英国属于自
由经济市场，主张政府对企业尽可能少
干预，实行自由经济、自由贸易。这对
想来英国创业的企业家而言是非常理想
的经营环境。
在英国，中小型企业占据 90%以上
，成为市场的绝对主力，虽然企业不大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凭借其完善
的商业环境市场及开放的经济体系，这
些企业在英国都得到蓬勃的发展。

竞争与市场管理局是英国主要的
竞争监管部门，负责实施竞争法，英
国重视自由竞争，法律禁止反竞争行
为。英国是法治高度成熟的国家，各
项法律制度健全，执法体系完善，管
制相对宽松。
外汇管制方面，自 20 世纪 70 年代
末，英国取消外汇管制制度，对公司利
润的汇出也无限制。资本流动方面，英
国给予完全的自由，无需任何授权。
自从约翰逊上台，英国政府为避
免脱欧可能对英国经济所造成的伤害
，所以力求把英国打造成全球“税收
天堂”！
1、计划减少公司所得税，从原来
的 19%降至 12.5%，鼓励吸引企业家来
英国创业拉动经济；

2、提出在利物浦、贝尔法斯特等
英国的港口、机场区域打造 10 个类似新
加坡的自由港，简化货物进口手续，免
征关税，吸引大公司进驻；
3、大幅减免买房印花税，鼓励购
买住房，拉动英国经济。
这些有利税务政策对于想去英国创
业、想去生活居住的人大大降低了海外
移居成本。
英国是个信用社会，在这样的社会
中，你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影响你的信用
。
英国信用分数制度叫做 Credit Score
，每个人的信用值，被量化为一定的信
用分数，一旦你的信用分数过低，那么
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将受到影响。如果
你曾经留下过犯罪记录，那就更可能在

英国社会里寸步难行。
因此在英国，大家诚实守信，信用
至上已经成为融入到英国人骨子里的东
西，而我们知道在商业和创业环境中，
诚信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也
是英国之所以能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的原因吧。
综上，英国不仅有优越的营商环境
为海外创业和拓展提供机会，对于想要
获得英国身份的还可以通过在英国创业
拿到世界顶级身份，对于有孩子的家庭
还可以快速入境英国享受免费教育，享
受大国福利。
“如果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他也就
厌倦了生活，因为伦敦有生活能赋予人
的一切”(When a man is tired of London, he is tired of life; for there is in
London all that life can afford)。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近些年来，选择移民英国的人越来
越多。英国以其在全球闻名的优质教育
，悠久的历史文化，世界金融中心的地
位，公平、开放、透明的商业体系，成
熟稳定的市场经济以及完善的福利和医
疗制度，获得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新移民
的广泛亲睐，成为全球投资人的理想选
择地。
英国移民局也不断推出各项移民激
励政策，使得英国移民已成为现今最具
吸引力的移民项目之一。
英国创新签证项目是先获批后投资
的项目，风险低。在申请人获批后，配
偶和子女都是可以拿到 3 年的签证，能
够与主申请人一同登陆英国。
子女作为英国创新签证项目规定范
围内的随行附属申请人，是可以免费就
读当地公立学校，享受与当地学生同样
的教育福利，另外配偶无需办理工签可
在当地自由工作求职。

加拿大首次超过美国
求职者最理想之地，移民加拿大备受欢迎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大流行对人们
在国外工作的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总
体而言，降低了人们到国外求职及工作
的兴趣，不过美国不再是人们最向往的
前往工作的国家，加拿大取而代之，首
超美国成为全球最理想的工作之地。
据加拿大《金融邮报》（Financial
Post） 周 一 报 道 ， 据 波 士 顿 咨 询 集 团
BCG（Boston Consulting Group）联合求
职网站 The Network 的一项大规模调查
，长期霸占首位的美国，已经失去了头
衔，不再是国际求职者最想去的工作之
地，将首位的位置让给了加拿大。
这项研究涵盖全球 190 个国家/地区
，有 208,807 名国际打工者接受了这项
全球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多达 24％的
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到加拿大工作甚
至移民到那里，紧随其后的美国或澳大
利亚，有 20％的受访者表达了到那里工
作甚至安家的愿望。
在 BCG 和 The Network 同类调查的
8 年历史中，美国首次失去了最吸引国
际劳工目的地的头把交椅。该报告称，
长期与 BCG 合作的 The Network 在全球
有超过 60 个招聘网站。
研究报告指出，“人们到美国主要
城市工作的愿望也下降了，目前只有两
个美国城市排在全球前 30 名城市中：纽
约从 2018 年的第 2 名下降到 2020 年的第
8 名，洛杉矶则从第 7 名下滑到同一时
期的第 12 位。”
报告分析说，“对新冠疫情应对
及管理不善，种族歧视以及不友好的
移民政策影响了全球劳动力的流向与

趋势。”
研究认为，加拿大在某些方面所拥
有的“软实力”可能起到很大作用，例
如全民医疗保健，遵守民主原则以及
“好人”的声誉；此外，加拿大在遏制
新冠病毒方面也比美国做得好得多。
但是，加拿大城市的排名不太理想
，其中没有一个进入全球 10 大最令人向
往目的地，多伦多排名第 14 位，温哥华
第 20 位，蒙特利尔第 24 位。
英国伦敦仍然是人们最喜欢最向往
的城市，其次是阿姆斯特丹和迪拜。
如果提到远程工作这一项，美国仍
然排在第一名，多达四分之一的受访者
愿意为美国公司提供远程服务，其次是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均有 22％的人愿意
这两个国家的公司提供远程服务。
这项于去年 10 月和 11 月进行的调
查全球有 20 多万人参与，男女比例相等
，其中大多数人从事商业。受访者大多
是职业初期和中期，大多数人年龄在 20
至 40 岁之间。将近四分之三的人拥有学
士学位或更高的学历。
调查显示：“（加拿大）是许多大
小不同国家各种类型的人心目中 No. 1
的工作目的地，其中包括具有硕士学位
或博士学位的人，具有 IT 培训或专业知
识的人，他们多数人在 30 岁以下。”
在七个人口统计类型，就有五个类
型认为加拿大是最受青睐的目的地：包
括受过良好教育，受教育程度较低，白
领，年轻工人以及具有 IT 技能的人。在
另外两个类型中，加拿大在老年工人中
排名第三，在蓝领工人中则排名第四。

将加拿大列为移民首选之地的地区
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
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加拿大
在欧洲和中亚国家中排名第三，在希望
移民的亚太工人中则排名第四。
加拿大越来越受欢迎以及良好的国
家声誉，将有助于该国将来吸引更多顶
尖人才。渥太华在去年 10 月宣布，希望
在未来三年内接纳 120 万以上的新移民
，仅今年就有 401,000。
今年以来加拿大移民局加拿大了吸
收新移民的力度，一次甄选近 3 万人，

而且后续还可能有大动作，为吸引新移
民不遗余力地放水，今年可能真是加拿
大移民的大机遇。
如果您对加拿大移民感兴趣，或者
孩子未来有留学加拿大的想法，现在上
车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随着疫情的缓解，未来可能会有更
多人加入，提前一步，优势更多。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之人！你开始准
备了吗？你准备好了吗？
加拿大 BC 省雇主担保移民
1、具备大专以上学历;2、满足雇主

的招聘要求，2 年相关行业工作经验;3
、如果雇主的行业需要具备相应的职业
证书，则需提供;4、具备一定的英文能
力，雅思成绩须在 4 分以上;5、需拥有
足够第一年定居加拿大所需的全家生活
费用。注意：该项目对无需资产来源解
释，只需合格的雇主担保即可直接申请
。无需加拿大工作经验，BC 省政府提
供移民支持，包括提名后的联邦工作签
证支持信。
加拿大安省雇主担保移民
1.申请人工作符合职业类别(NOC 中
的 0/A/B)2.申请人的工资符合安大略省
该职业中的普遍工资标准 3.在提交申请
之日前五年内有两年的相关工作经验 4.
如职位受安省监管，申请人必须有相关
资格认可证书或许可证;5.海外居住人士
或加拿大临时访客都可以申请。
加拿大萨省雇主担保移民
1.SINP 评分达到 60 分;2.近十年内
有至少一年和提名职业相关的工作经验;
3.语言最低雅思 4 分;4.若申请的职业是需
要注册或者技工类别的，需要有萨省相
关认证;5. 有萨省雇主聘用函，获得JAL
加拿大大西洋海洋四省移民
申请条件 1. 雅思 4-5 分 2. 高中及以
上学历 3. 过去 3 年有 1 相关工作经
验 4. 年龄 55 周岁以下
项目优势 1. 一步到位国内即可获
得枫叶卡 2. 项目永久化，政策稳定性
高 3. 审理速度快，受理周期短 4. 不需
要为高学历、高雅思成绩、多年工作经
验而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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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肉女子生存之道》跟著 「肉彈甜心」 學習愛自己

打破社會對身材和美麗的框架

導演楊力州監製的「怪咖系列」紀
錄片，由向上科技教育基金會支持拍攝
，車庫娛樂發行，攜手新世代導演，透
過影像探討動保、同婚、身體與教育等
不同議題，其中蔡佳璇執導的《多肉女
子 生 存 之 道 》 （ 英 文 片 名 ： FATbulous
Me）聚焦在曾組成「身體平權」倡議團
體「肉彈甜心」的 Amy 和馬力身上，帶
領觀眾了解她們如何學會跟自己的身體
和平共處，並反思社會對於身材和美麗
的框架。
身為「多肉女子」的 Amy 和馬力，
在 2015 年底成立「肉彈甜心」，透過在
臉書粉專分享影片和文章，試圖打破社會
大眾對「胖」的刻板印象。Amy 表示，很
多人都以為她們 2015 年才開始推廣「身
體平權」，但其實不是這樣，「我們今年
幾歲，我們就做了幾年身體（平權）運動

了。」因為她們一直不斷地用身體告訴周
圍的人：她們沒有問題。「可是，很多人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問題，而覺得我很有問
題。」2018 年，Amy 和馬力的照片被轉貼
到以男性用戶為主的網路論壇，導致大量
「黑粉」湧進臉書粉專，留下各種羞辱性
的字眼，讓她們深受打擊。Amy 回憶，當
時有很多網友傳訊息給她們，「很多人都
說：謝謝你們站出來，因為我還沒有勇氣
站出來。」是這些網友的訊息支持她們繼
續走下去。
《多肉女子生存之道》一部份內容
是關於馬力和媽媽的和解。馬力的媽媽
一直對她懷抱著罪惡感，認為是自己沒
有照顧好女兒，才害她變得這麼胖。馬
力表示，她並不是一個喜歡自我揭露的
人，很感謝這部片讓她有機會和家人談
論這些事情，並且對媽媽說出心中的話

：「我已經長大了，我已經有力量了，
我不是那個小時候被欺負沒辦法還手的
人，你不要再擔心我了。」2021 年初，
因為兩人的個性差異，Amy 和馬力決定
讓「肉彈甜心」劃下句點，但是她們會
繼續為「身體平權」努力。馬力呼籲，
有量體重習慣的人，每天量體重之前，
可以先站在鏡子前面看看自己，「我以
前每天看著體重機，就開始先厭惡自己
一番，其實（可以）先花一點時間好好
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個很可愛的
人？」
本片導演蔡佳璇特別關注女性、多
元性別等議題，2019 年，她以跨性別題
材的紀錄片《游移之身》拿下新北市紀
錄片獎第二名。談到拍攝此片的動機，
她表示，自己在大學時期參與的性別社
團，就曾邀請「肉彈甜心」到學校演講

，當時就對她們印象深刻，因此受邀參
與「怪咖系列」紀錄片時，便決定以她
們作為拍攝對象。蔡佳璇說：「其實我
們每個人的身體很多元，但是這個社會
的審美觀相對比較單一，希望可以藉由
這部影片，讓大家去反思社會對於身體
還有美的框架。」
車庫娛樂近年推出專門發行短片的
「FlicksHouse」品牌，「怪咖系列」監製
楊力州認為，這個是一個很大膽的作法，
他說，雖然長短片的差異只在於時間長短
，而不是在於內容或品質，但我們還是沒
有勇氣挑戰大部份觀眾的閱聽習慣，現在
車庫娛樂試著推動短片上院線，「對我而
言，車庫娛樂也是『怪咖』，他們願意去
挑戰既定的約定俗成，試著去探索各種不
一樣的可能性。」《多肉女子生存之道》
將於 4 月 9 日大銀幕上映。

黃路梓茵《當男人戀愛時》大尺度挑戰清涼床戲

獻身又獻聲演出驚艷全場
2021 台式新浪漫愛情電影《當男人戀
愛時》，集結金獎卡司邱澤與許瑋甯 CP 組
合，實力派演員蔡振南、鍾欣凌、藍葦華
、陽靚、Lulu 黃路梓茵等人加持演出，電
影將於本週 3 月 26-28 日推出感動口碑場，4
月 1 日全台正式上映。電影今(23)日舉辦媒
體試映，主演邱澤、鍾欣凌與 Lulu 黃路梓
茵一同進場和觀眾同看，影帝級演出的邱
澤在片中有多場與許瑋甯的動人感情戲，
以及與蔡振南的親情對手戲，都讓全場動
容不已。在片中有驚喜演出的 Lulu 黃路梓
茵，首次參演電影就飾演為還債下海兼差
的拜金女，並和邱澤有大尺度床戲演出，
她緊張直呼：「不敢邀爸爸去看！」而飾
演討債公司老闆的鍾欣凌，對於第一次
「耍壞」演出的反應則為：「超過癮！」
由《紅衣小女孩》系列億萬導演程偉
豪監製，搭檔《浪子回頭》MV 破億點擊
導演殷振豪的「雙豪組合」攜手打造，
2021 最 揪 心 的 台 式 新 浪 漫 愛 情 電 影 新 作
《當男人戀愛時》，今(23)日舉辦媒體試
映，主演邱澤、鍾欣凌與 Lulu 黃路梓茵都
進戲院和觀眾一同觀看全片。影帝級精湛
演出逼哭全場的邱澤，在片中有場在保齡
球館對許瑋甯當眾示愛的戲碼，配上金曲
樂團茄子蛋所演唱的電影主題曲〈愛情你
比我想的閣較偉大〉，歌曲旋律雖熱血，
台客式戀愛舉動卻也浪漫至極，就連對手
許瑋甯在現場都因角色間的濃烈情感而感
動落淚。《當男人戀愛時》邱澤與許瑋甯
有多場動人的感情戲，以及邱澤與蔡振南
的親情對手戲，都讓全場傳出此起彼落的
啜泣聲，試片後受媒體盛讚：「比韓國原
著《不標準情人》更好看！」電影今發布
幕後花絮驚喜角色篇，對於可以如願找到
金獎卡司的全新 CP 組合邱澤與許瑋甯，以
及放貸公司的「蔡姐」鍾欣凌、「國民阿
爸」蔡振南、與拜金女「芽芽」Lulu 黃路

梓茵來挑戰演出顛覆觀眾心中形象的角色
，全體卡司完美組成口碑盛讚的《當男人
戀愛時》，導演殷振豪忍不住咧嘴笑說：
「很感謝全體演員，他們都是我的夢幻名
單！」
令人驚喜的是，在《當男人戀愛時》
中特別演出的 Lulu 黃路梓茵，首度參演電
影就挑戰突破以往可愛形象，飾演欠債的
拜金女「芽芽」，為了還債而下海兼差。
在片中 Lulu 不僅和邱澤有大尺度的床戲，
她更全程真實「獻聲」演出，另外還有全
身只圍一條浴巾的清涼出浴戲，可說是獻
出她出道至今最裸露的尺度。戲劇經驗尚
屬菜鳥的 Lulu，透露導演殷振豪當初極力

說服她演出，猶豫不已的她一聽到床戲對
象是邱澤，就立刻點頭答應！但 Lulu 在開
拍前只有輕描淡寫跟父母說要演床戲，沒
有交代太多細節，媽媽一聽到對象是邱澤
也立刻說「去啊！」她緊張表示《當男人
戀愛時》上映後，她只敢帶媽媽進戲院看
，至於爸爸「應該不敢邀他去！」今日發
布的幕後花絮驚喜配角篇中，Lulu 更自曝
為了這場床戲，去做了全身去角質、果酸
換膚，只為了在大銀幕上完美呈現，而她
也相當感謝前輩邱澤的照顧，不僅在現場
給 Lulu 許多演戲上的指導建議，更會在兩
人對戲後鼓勵她：「妳演得不錯！」
此外在《當男人戀愛時》中和邱澤有

許多對手戲的鍾欣凌，則是第一次看完整
版電影，看完片後哭到眼腫的她對於自己
詮釋笑裡藏刀的嘴臉不禁直呼：「演得真
過癮！」鍾欣凌也透露，她和手下邱澤要
翻臉的一場關鍵戲，導演殷振豪對她下了
「希望演出像男女朋友分手感」的指令，
讓她演出吃醋的感覺：「瑋甯長得漂亮、
身材又好，看了就不爽！」2021 台式新浪
漫愛情電影《當男人戀愛時》由索尼影業
發行、金盞花大影業製作與行銷，將於本
週 3 月 26-28 日推出感動口碑場，4 月 1 日
全台正式上映，更多電影資訊歡迎上官方
粉 絲 團 https://www.facebook.com/maninlove.2021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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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最原汁原味的山水，不在桂林在柳州
在广西柳州，有一座山体形似元宝的大山，名为
“元宝山”。这个名字引来了很多背包客和自驾游客，
他们不惜花上几天往返，挥汗如雨，爬上元宝山，似乎
此行之后真能得到金元宝似的。
外表可爱的元宝山，也有着不俗的实力。元宝山位
于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城北 60 公里处，属云贵高原向广
西盆地过渡地带，与九万大山、凤凰山共同构成这一片
庞大山地的地貌骨架。这里地层古老，地势高峻，元宝
山主峰海拔 2081 米，现为广西第三高峰。它所处的地层
也是广西最古老的陆地，因此有“广西祖山”之称。

这座山，广西资历最老
地质学家把地质遗迹、地质景观最
原始固化产出的状态称为地质生态。地
质生态由地层、岩石、古生物化石、地
质构造以及能够反映最原始状态的地质
遗迹和地质景观的古地理环境构成。元
宝山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经历了雪峰
、加里东、印支及燕山等构造运动，沉
积了广西最古老的地层，构成了广西第
一块陆地。
组成元宝山主峰的岩石，为雪峰加里东期（距今 8~4 亿年）的斑状黑云
母花岗岩，周围是中元古代四堡期浅变
质砂泥岩，参杂火山碎屑岩和细碧角斑
岩（由于火山喷发形成的岩石）。值得
一提的是，在同属元宝山—九万大山山
系的西南面，还发现了多处世界上最古
老的科马提岩。这种超基性岩石形成于
34.7 亿年前，1969 年首次发现于南非巴
伯顿山地的科马提河流域并以其命名，
又称镁绿岩。它是地幔部分高度熔融的
产物，是地球早期富镁原始岩浆的代表
。元宝山科马提岩的发现，证明了元宝
山这块陆地的古老历史。
元宝山处于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提出
的“广西山字型构造”的脊柱部位，是
由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两大板块挤
压碰撞而成。“山字型构造”是李四光
地质力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构造体系，
在地球表面有许多这种类型的构造。其
成因为多种力、多种方向的挤压作用于
地壳上，引起地壳表层不均匀的滑动与
变形，就容易形成山字型构造。一般规
模较小的构造运动，对地壳影响较浅；
而规模巨大的，会影响到地壳的深部甚
至地幔的上层。科马提岩的出现，为元
宝山山字型脊柱说提供了依据。
元宝山古陆地发育的中元古代四堡
群地层，是华南地区最古老的地层（距今
16.7~8亿年），与我国北方的中元古代长
城系地层年代大致相当。它出露于广西北
部九万大山至元宝山两侧，厚度大于5700
米，广泛分布于湘、桂、黔交界地区。这
块古老的地层是广西最古老的陆地，可谓
广西陆地之祖；由最古老陆地形成的山系
可称为“祖山”，这就是广西“万山之祖
”——元宝山之由来。
元宝山的运气不好，所在的古陆地
刚刚成形时，就迎来了新元古代的冰川
事件——距今 7.1~5.8 亿年前的震旦纪冰
期。那时的地球可谓极端寒冷，海洋几
乎全部被冻结，元宝山沉积的冰积岩反
映了这一时期。新近纪以来，距今三百
万年前的湘黔桂冰川又一次覆盖了元宝
山，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把南国大地装

点得分外妖娆。此时的元宝山主峰海拔
超过 3600 米，为广西第一高峰。
此后元宝山遭受了冰川融化的剥蚀
，流水、泥石流的侵蚀以及动力风化的
作用，掀掉了厚厚的第四纪冰川的覆盖
，也掀掉了历经沧桑的四堡群地层，展
现出冰川型的花岗岩地貌雄姿。第四纪
冰川遗迹构成的冰川地貌，广布于元宝
山及其周围，有古冰盖、冰脊、冰川悬
谷、冰川石壁、冰川石臼等多种类型。
元宝山外缘北、东、南三面山脊呈环形
，向西开口呈元宝状，这种形状就是因
冰川作用而形成的，地质学上称为“漏
斗状冰盖”，它是湘黔桂第四纪古冰川
的重要组成部分。

族历史上拥有重要地位。
全长146公里的贝江，蜿蜒穿流于变
质岩峰峦之间，两岸峭壁深菁，竹木葱翠
，风光旖旎。电影《闪闪的红星》中，那
句著名的“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
岸走”就在此取景。沿江有贝江飞虹、苗
楼秀色、山湖迭翠、寿星迎宾、将军石、
摩天崖、望夫崖、飞云崖、石门峡、石猿
岭和竹林胜景等主要景点。
阳春三月，杜鹃映红江水，木排悠然
游动其间。其水质碧清澄净，由于两岸竹
木繁茂，随着河面宽窄和光照程度的不同
而呈现出墨绿、宝蓝和淡绿等不同颜色。
在石门潭上游，都郎河、三防河、香粉河
从三道苍翠峡谷中奔涌而出，犹如三条白
龙猛地撞到一处，形成贝江上著名的三江
广西最原汁原味的青山绿水
门。这里水声如雷，白涛滚滚，浪柱冲天
旅游地貌就是可以供旅游者观赏游 ，烟雾障目，蔚为壮观。
览的特殊地貌形态，也是申报世界自然
出了元宝山，这些生物再难看见
遗产的首选地质遗迹。我国拥有 14 个
（批）世界自然遗产地，除了四川大熊
元宝山地处广西三大多雨区之一，年
猫栖息地，其余都可视为旅游地貌，如 降水量2379~2813毫米，号称广西第二水
喀斯特地貌的云南石林、武隆天坑、桂 塔。元宝山是广西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发
林山水，丹霞地貌的武夷山、丹霞山、 源于此的河流有元坪河、荣坪河、泯罗河
龙虎山，花岗岩地貌的三清山、黄山， 、大坪河、陈卡河、加网河、高基河、元
变质岩地貌的梵净山等等，不一而足。 宝河、小桑河、老虎口河、培秀河、乌吉
亿万年的地质运动，造就了元宝山 河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使元宝山成
以花岗岩地貌为代表的地貌景观，其中 为广西重要的生物基因库。
最为独特的是冰川侵蚀型山岳地貌和花
元宝山木本植物有300多种，药用植
岗岩峡谷地貌。
物34种，纤维植物7种，淀粉植物16种，
由冰川侵蚀型花岗岩组成的山岳地 观赏植物有黄杨、杜鹃、深山含笑、广东
貌，分布于融水县境中部，安太、香粉 白兰花、木莲等。元宝山有国家一级保护
、安陲、白云、红水等乡之间，北始林 植物元宝山冷杉、桫椤、银杏、南方红豆
五坳，南濒金兰河，东至吉曼村，西临 杉、伯乐树；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福建柏、
元宝河，方圆 3901 公顷。以白虎顶(海 鹅掌楸、马尾树、观光木、马蹄参、长苞
拔 2064 米)、兰坪峰(海拔 1995 米)、元 铁杉；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南方铁杉、华南
宝峰(海拔 2081 米)和青云峰(海拔 2086 五针松、鸡毛松、紫茎等。它们集中体现
米)四大主峰为代表。
了元宝山的生物多样性。
元宝山花岗岩峡谷地貌发育良好。
其中元宝山冷杉是我国的特有树种，
一处是位于坐落在青云峰西南面的龙女 只产于元宝山，是世界上最为濒危的植物
沟大峡谷，另一处是地处元宝山南麓的 之一，种群数量不足900株，保护区最早
龙宝大峡谷。当然，如果不想爬太高的 就是因为冷杉而建立的。元宝山冷杉是古
山，又想领略花岗岩地貌的风采，可以 冰川时期的孑遗植物，是元宝山古冰川存
从融水县城出发走 33 公里的车程，到 在的有力证据，在研究我国南方古冰川、
香粉乡雨卜村去看三友瀑布。三友瀑布 古气候、古代植物区系的发生和演变等领
是广西花岗岩地貌中海拔最低的瀑布， 域有巨大的科研和学术价值。
夏天可以全身浸在花岗岩裂缝中流出来
元宝山动物资源丰富，保护区内有国
的矿泉水深潭中，一边戏水，一边观赏 际上备受关注的珍稀濒危鸟类白眉山鹧鸪
瀑布，好不惬意。
和仙八色鸫。另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
元宝山还有变质岩地貌，主要分布 长尾雉、小灵猫、林麝、穿山甲，二级保
在贝江大峡谷。这些岩石是贝江河床的 护动物猕猴、熊猴、黑熊、水鹿、鬣羚、
组成部分，也是贝江两岸峡谷高耸大山 白鹇等。黑颈长尾雉雄鸟冠羽呈橄榄褐色
的基石。贝江发源于九万大山，发育在 ，上背栗色，下背和腰杂以黑白横斑，颈
元宝山地区，因流过融水县城背面古称 侧铜蓝色，腹和两肋均栗色。雌鸟体羽呈
脊江。它是柳江和西江的重要支流，也 棕褐色，布以黑白纹，上背有白色矢状斑
是元宝山苗族人民的母亲河，在广西苗 。栖息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坡开阔草地

或稀疏松树林间。
元宝山多样
复杂的生态环境、
丰富的水资源和良
好的气候条件为两
栖动物提供了良好
的栖息繁衍环境。
这里两栖动物种类
多、分布均匀、种
群结构稳定，是研
究广西生物多样性
的关键地区之一。

山坡上，每天
都好像在过节
元宝山是苗
族聚居的地方，
因这里是苗族世
居之地，故又名
大苗山。它既是
广西的万山之祖
，也是苗族的祖
山。坐拥元宝山
的融水县，号称
“百节之乡”。
苗族这一古老的民族出自五千年前
的“三苗”，由于受外族的侵略和压迫
，一直过着长途迁徙的苦难生活。为纪
念每一次抵抗侵略者的胜利，就形成一
个纪念日，最后都演变成民族的节日。
元宝山苗族有苗年、拉鼓节、芦笙节、
芒篙节、古龙坡会、新禾节、斗马节等
众多节日，大都是悼祭先烈、缅怀前辈
、鼓舞斗志、庆贺丰收的仪式。
元宝山下的苗族系列坡会，2006 年
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苗族
坡会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至十七举行，每
天在元宝山下的一个乡镇村屯举行一个聚
会，主要包括滚贝乡初十一“热伴节”、
杆洞乡十二坡会、香粉乡十六古龙坡会和
安陲乡十七芒蒿坡会等。这些坡会既是苗
族青年男女的社交盛会，也是传统民族体
育运动会，更是民族团结的盛会。
正月十六举行的香粉乡古龙坡会是
元宝山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坡会。香
粉乡是苗、瑶、侗、壮、汉等多民族的
聚居地。1902 年，前清一位贡生为促进
各民族互尊互爱、团结和睦，召集了附
近各族元老成立了古龙坡会，每年正月
十六和八月十六举行两次。正月预祝丰
收，八月庆祝丰收。每年的这两个日子
，香粉乡四村八寨的各族群众就汇聚古
龙坡，进行芦笙踩堂、斗马、斗鸟、赛
马、舞狮、对唱山歌等富有民族特色的
庆祝活动。
其中，芦笙踩堂是节日中最盛大的
场面：地处元宝山深处的苗乡，处处可

以看到舞动芦笙的画面，村村可以听到
芦笙曲的悠扬。节日期间，来自十村八
寨的芦笙队汇集在坡场上，上万支芦笙
齐鸣。欢乐的“达亨”们手持芦笙起舞
，心情欢快的“达佩”们当寻觅到意中
人时，就会走上前去给“达亨”系上彩
带，并手牵彩带伴舞。
在元宝山地区，还可以看到苗族建筑
及手工技艺、苗族蜡染技艺、苗族芦笙制
作技艺、苗族银饰锻制技艺、苗族织锦技
艺以及苗族音乐、医药等，这些都是当地
苗族人民创造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
去了元宝山，不知道会不会收获
金元宝，但可以肯定的是，你一定会
看到最原汁原味的广西山水和醉人的
苗乡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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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雅鈺針對太空中所產生的各種適應問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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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展示從太空中拍攝的颶風 Florence 的景象
的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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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旅行、太空商機講座
太空旅行、
一窺驚奇有趣的太空生活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太空旅行不再是遙不
可及的夢想，由休士頓華
商經貿聯誼會所主舉辦的
「太空旅行不是夢」 在排
除智慧產權問題後，於 3 月
21 日 (星期日) 下午 2 時，面
向全球線上專題演講，邀
請 丘 雅 鈺 博 士 ( Dr. Yayu
Monica Hew )分享宇宙奧秘
探索之工作心得。
會長黃春蘭同時也是
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副總會長，分別介紹僑教
中心主任陳奕芳，僑務委
員陳建賓，僑務諮詢委員
王敦正、葉宏志和甘幼蘋
，世界華商經貿總會會長
李志俊、名譽總會長吳毓
平等來自全球各地的與會
嘉賓。接著介紹主講人：
丘雅鈺是台北市第一女中
畢業後移民來美國，目前
，她在休士頓波音公司工
作，擔任美國太空總署國
際太空站計劃的太空環境
系統工程師和科學家。是
斯坦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航空航天工程學博
士。
丘雅鈺首先開場 ，以

1969 年歷史上最早成功登
陸月球的三位太空人和現
今太空人做比較，顯示種
族、國籍、所學專業不再
局限於試驗飛行員和軍方
背景的各種改變，所以想
成為太空人不再只是夢想
，她也以自己的經驗分享
，針對自己有興趣的事要
持之以恆，加強多方面興
趣參與各種活動包括救援
，實驗研究等等，成為太
空人在身體心理健康非常
重要，所以她保持每天體
能鍛鍊 2 小時。
太空旅行的定義 ，在
國際太空法中所謂太空，
是指讓大家可以去探索不
應有任何國家的領域限制
或歸屬，離地超過 100 公里
的 高 度 為 卡 門 線 (Kaman
Line )為現行大氣層和太空
的界線定義。接著介紹國
際太空站，裝備和工作情
形。它的面積猶如一個足
球場那麼大，使用至今已
20 年，2000 年 11 月首批太
空人登上太空站，目前可
以提供一次 6 個太空人同時
一起工作和生活。如何適

應在無重力的情況下完成
工作，在太空中生活，飲
水的使用是 93%循環利用
，所以笑話說在太空中
「今天的咖啡是明天喝的
水」 。目前八個太空船分
別由美國和俄國擁有。
在太空旅行與產業趨
勢、資源相關的研究與發
展方面，逐漸出現商機，
美國太空總署（簡稱 NASA
）開始往私人合作關係、
獨立產業等發展，例如針
對實驗材料送上太空做輻
射反應，3D 在無重力的情
況之下列印等商業合作。
NASA 鼓勵企業合作發展貨
運及客機載人太空船等。
為國際太空站開發、營銷
和推廣商業產品和服務提
供更多機會，以助拓展太
空探索市場。
會議最後問答時間 ，
丘雅鈺針對目前商機部份
解答，分別有工程方面的
測試分析、電子產品工程
及採礦相關等，生物醫學
和環境天氣預報服和支援
等項目。最後，黃春蘭表
示民眾如果有興趣可前往
華商經貿聯誼會官網，觀
看完整會議記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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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雅鈺在太空工作情形。（
丘雅鈺在太空工作情形
。（圖／華商經貿聯誼會提供
圖／華商經貿聯誼會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