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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s budget meets criticism from 
right and left on Pentagon sp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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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sked Congress to sharply hike spending 
on climate change, cancer and underperforming 
schools, but his first budget wishlist on Friday 
drew howls of bipartisan concern over military 
spending.

FILE PHOTO: U.S. President Joe Biden speaks 
about jobs and the economy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April 7, 2021. REUTERS/
Kevin Lamarque
The $1.5 trillion budget, reflecting an 8% in-
crease in base funding from this year, marks a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goals of Biden’s prede-
cessor, Donald Trump.

It would spread billions of dollars more across 
areas ranging from public transit, poor schools, 
toxic site clean-ups, foreign aid and background 
checks on gun sales, but spend nothing on bor-
der walls.

The budget “makes things fairer,” said Treasury 
Secretary Janet Yellen.

Yet the proposal was greeted by bipartisan scorn 
over its suggested funding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oughly even on an inflation-adjusted 
basis at $715 billion. The administration also cut 
an “Overseas Contingency Operations” account 
that even government bureaucrats said had come 
to serve as a slush fund for extra military spend-
ing.

Biden’s request displeased both liberals hoping 
to impose cuts and hawks who want military 
spending to increase to deal with threats from 
China,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 a remind-
er of the uphill battle Biden faces in delivering 
the policies he promised as a candidate beyond 
the COVID-19 emergency.

Five top Senate Republicans including Min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issued a joint state-
ment warning that the Biden plan sent “a terrible 
message” to U.S. allies and adversaries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administration’s willing-
ness to confront China.

“We can’t afford to fail in our constitutional re-
sponsibility to provide for the common defense,” 
wrote lawmakers including top Republicans on 
critical Senate committees involved in the bud-
get-making process.

The U.S. allocates nearly half its discretionary 
budget to military and defense, and has long 
outspent any other country.

U.S. Representative Ro Khanna of California, a 
top liberal Democratic voice on security matters, 

said the military spending request was 
“disappointing” and left open the possibil-
ity of “wasteful spending” on missiles.
Seven takeaways from Biden’s budget 
proposal: defense, immigration, climate
Biden seeks funding to probe white su-
premacist beliefs at immigration agencies

Senator Bernie Sanders of Vermont, the 
chairman of the Budget Committee and 
a top liberal who frequently collaborates 
with Biden, said he was broadly support-
ive of the budget but said it was “time for 
us to take a serious look” at the Penta-
gon’s “waste and fraud.”

The agency failed here its comprehensive 
audit in fiscal 2020, the third year in a 
row, reflecting broad system and account-
ing problems.

‘MOMENT OF POSSIBILITY’
Nearly three months into a job consumed 
by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pan-
demic, Biden’s proposal document offered 
a long-awaited glimpse into the new presi-
dent’s agenda.

Biden would increase spending by $14 
billion across agencies to deal with the ef-
fects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 shift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dismissal 
of climate science.

The president would spend millions 
on dealing with rising numbers of 
unaccompanied children showing 
up at the country’s southern border 
from Central America, including $861 
million to invest in that region to stop 
asylum-seekers from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his budget would provide no 
fund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border wall, the administration said, a 
signature Trump priority, and would 
increase funding for investigation of 
immigration agents accused of “white 
supremacy.”

Among the biggest proposed increas-
es in funding is $36.5 billion for a 
federal aid program for public schools 
in poorer neighborhoods, more than 
double the 2021 level, and for re-
searching deadly diseases other than 
the COVID-19 pandemic that has 
dominated his term in office so far.

“This moment of crisis is also a mo-
ment of possibility,” Biden’s acting 
budget director, Shalanda Young, 
wrote in a letter to the Senate.

Biden would spend $6.5 billion to 
launch a group leading targeted 
research into diseases from cancer to 
diabetes and Alzheimer’s, a program 
that reflects Biden’s long desire to use 

government spending to create break-
throughs in medical research.

SKINNIER BUDGET
The historically short “skinny” budget 
was delayed, spanned just 41 pages 
and did not address how much the 
country’s debt will increase or what 
taxes will fund the spending.
By contrast, the first proposal budget 
issued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then-Vice President Biden in 
2009 was published in February and 
stretched to 134 pages.
The document also provides only cu-
sory spending figures on “discretion-
ary” programs and departments where 
Congress has flexibility to decide 
what it wants to spend for the fiscal 
year starting in October. That does 
not include areas deemed mandatory 
including old-age, disability, unem-
ployment and medical benefits, which 
consume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overall budget.
The document also does not include 
Biden’s $2 trillion infrastructure pro-
posal or another large spending bill 
expected in the coming weeks. Those 
changes would be included in a full 
budget proposal to be submitted in 
late spring.

Still, the document kick-starts months 
of negotiation with Congress over 
what will ultimately be funded.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what we 
know is a long journey,” said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The White House had criticized 
resistance from politically appointed 
budget officials during the handover 
from Trump and denied that compet-
ing interests over issues like military 
funding played a role in the delay.

Biden also had to withdraw his initial 
pick, Neera Tanden, to lead 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after 
she faced difficulty winning Senate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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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quets of flowers are laid down outside Buckingham Palace, April 9. REU-
TERS/Hannah McKay

Mourners hug as they gather outside Buckingham Palace, April 9. REUTERS/Hannah McKayA mourner draped in a British Union Jack flag takes pictures of the flowers placed outside 
Windsor Castle, April 9. REUTERS/Andrew Boyers

A man gestures in front of 
Buckingham Palace, April 
9, 2021. REUTERS/Henry 
Nicholls

A militant of the self-pro-
claimed Donetsk People’s 
Republic (DNR) holds a 
weapon at fighting posi-
tions on the line of sepa-
ration from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south of the 
rebel-controlled city of 
Donetsk, Ukraine April 2, 
2021. REUTERS/Alexan-
der Ermochenko

A child brings flowers to a make-
shift altar outside Buckingham 
Palace, April 9. REUTERS/Hen-
ry Nicho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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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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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Former NFL player Phillip
Adams opened fire in the city
of Rock Hill, South Carolina,
inside the home of Dr. Robert
Leslie killing him and his wife
Barbara and two of their
grandchildren ages 5 and 9.
The air conditioner man was
also killed outside of the
house. The shooter was
found in a house nearby dead
from a self-inflicted gun
wound.

Detectives are still searching
for a motive and said that,
“… there’s nothing about

this right now that makes
sense to any of us.”

Dr. Robert Leslie was a
prominent physician in the
city who had been practicing
medicine there since 1981.
He also served as Winthrop
University’s supervising
physician and medical
director.

Adams played in the NFL as
a defensive back from 2010
to 2015 for teams including
the San Francisco 49ers.

In the meantime, in Bryan,

Texas, not too far from
Houston, police said five
people were shot, one of
them fatally, at an industrial
complex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shadow of Texas A&M
University.

These senseless shootings
have already become a
national crisis. We need to
support President Biden to
pass a new gun control bill in
congress.

0404//0909//20212021

Senseless Killing Is ASenseless Killing Is A
National CrisisNation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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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Anthony Fauci said Thursday that the 
U.S. should not relax restrictions that have 
been put in place to slow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until new infections are under 
10,000 per day, a number that is about 85% 
lower than current case levels. 
Fauci said that the case levels may have to 
be “considerably less” than 10,000 per day 
for him to support rolling back mask and 
social distancing mandates in place in many 
U.S. cities and states.
The U.S. has registered an average of be-
tween 60,000 and 70,000 new cases a day 
over the past week, far lower than the case 
spike seen in December and January.
Fauci said that the case levels may have to 
be “considerably less” than 10,000 per day 
for him to support rolling back mask and 
social distancing The U.S. has registered an 
average of between 60,000 and 70,000 new 
cases a day over the past week, far lower 
than the case spike seen in December and 
January.
The steep decline comes as the 
U.S. has ramped up distribution-
of several coronavirus vaccines                                                                                                                              
Earlier this week, the governors of Texas 
and Alabama announced they would end 
mandates requiring masks in businesses and 
public areas.                                                           Fau-
ci told CNN’s Jake Tapper that he disagreed 
with Texas Gov. Greg Abbott’s decision. 

“Well, I wouldn’t want to see a light 
switch go on and off with regard to re-
strictions,” said Fauci,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
tious Diseases. “I would like to see as 
we get the level of virus in the commu-
nity to a very low level, well, well below 
the 60,000 to 70,000 new infections and 
somewhere.” “I’ll just pick a number 
even though there’s not a good model 
there yet,” he continued, “but I would say 
less than 10,000 and maybe even consid-
erably less than that.” Fauci also said 
that he would like to see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vaccinat-
ed before restrictions are lifted. Around 
15% of the U.S. population has received 
at least one dose of vaccines distributed 
by Pfizer and Moderna.

Dr. Anthony Fauci
Fauci said that states could “gradually” 
pull back restrictions as case counts con-
tinue falling, saying that “you don’t want 
to go from very stringent public health 
restrictions to just turning it off and say 

that’s it.”
“You particularly don’t want to do that 
when you have a high level of commu-
nity spread which is what we have now 
60 to 70,000 new infections per day.” 
“So I want us to all start getting back 
to some degree of normality, but we 
want to do that gradually and not all of 
a sudden, abruptly.” “I would like to see 
as we get the level of virus in the com-
munity to a very low level, well, well 
below the 60,000 to 70,000 new infec-
tions and somewhere.”Fauci also said 
that he would like to see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vaccinated 
before restrictions are lifted. The U.S. 
has not registered less than 10,000 cas-
es of the virus since March 22, 2020,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Cases hit their peak of just over 
300,000 on Jan. 8, 2021, according to 
The Times. (Courtesy theusawire.com)                                                                                                                 
Related

Gov. Greg Abbott Says It’s 
Time To Open Texas 100% 

Amid Coronavirus Pandemic
Texas Republican Gov. Greg Abbott said 
it was time to fully reopen Texas ami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Tuesday in Lubbock.
“Too many Texans have been sidelined 
from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b-
bott said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as noted by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Too many small business owners have 
struggled to pay their bills. This must 
end. It is now time to open Texas 100%.”                                                                                                                                
“Too many Texans have been sidelined 
from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bbott 
said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as not-
ed by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Too 
many small business owners have strug-
gled to pay their bills. This must end. It is 
now time to open Texas 100%.”

Texas Republican Gov. Greg Abbott

Texas Republican Gov. Greg Abbott said 
it was time to fully reopen Texas ami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during a press con-
ference Tuesday in Lubbock.
“Too many Texans have been sidelined 
from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b-
bott said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as noted by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Too many small business owners have 
struggled to pay their bills. This must 
end. It is now time to open Texas 100%.”                                                                                                                                
“Too many Texans have been sidelined 
from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bbott 
said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as noted 
by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Too many 
small business owners have struggled to 
pay their bills. This must end. It is now time 
to open Texas 100%.” Abbott also told re-
porters he was ending the statewide mask 
mandate.

“I am ending the statewide mask mandate,” 
Abbott said. “Texans have mastered the 
habits to keep from getting COVID,” he 
added.
Businesses will still be allowed to imple-
ment any restrictions needed,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reported.
Abbott first imposed his mask mandate in 
July, months after major cities in Texas had 
already implemented mask mandates. Ab-
bott was criticized for the decision, whil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ndate was made 
harder by law enforcement who wouldn’t 
enforce it. (Courtesy dailycal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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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Anthony Fauci

Fauci: Daily New Cases Should
Be Below 10,000 Before U.S.
Lifts Pandemic Restrictions

COMMUNITY

(CNN)With millions more Americans getting vaccinated ev-

ery day, some have complained about fever, fatigue and other 

ailments they weren’t expecting.

Don’t panic, doctors say. Side effects from Covid-19 vac-

cines won’t last long. And they’re actually proof that your 

immune system is working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Though 

vaccines are still very effective even without side effects.)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cover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side 

effects from Covid-19 vaccines, how you can manage them, 

and why you shouldn’t use them as an excuse to skip vac-

cination:

“The kinds of things we’re seeing are arm soreness, body 

aches, sometimes fatigue, sometimes even low-grade fever,” 

said Dr. Peter Hotez, a vaccinologist and dean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After he got his second dose of the Pfizer/BioNTech vaccine, 

“I had shaking chills for a couple of hours,” Hotez said.

“And we know why this happens -- because the vaccine is 

very potent in inducing an immune response.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re getting such high levels of protection” 

against Covid-19. Other side effects can include pain, red-

ness or swelling at the injection site and possibly headache 

or nausea,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

tion said.

Could I have gotten Covid-19 from the vaccine?

No. It’s literally impossible to get Covid-19 from any of the 

vaccines used in the US because none of them contains even 

a piece of real coronavirus.

How many people get side effects?

It’s not certain because millions of Americans are getting 

vaccinated every day, and those who do get side effects might 

not report them to the federal Vaccine Adverse Event Re-

porting System. But in vaccine trials, about 10% to 15% 

of immunized volunteers developed “quite noticeable 

side effects,” former Operation Warp Speed Chief Scien-

tific Adviser Moncef Slaoui said late last year.

“Most people will have much less noticeable side ef-

fects,” he said.

When it comes to anaphylaxis -- or severe allergic reac-

tions -- “the rate is now around two to five per million,” 

Hotez said. That means about 0.0005% (or less) of those 

who get a Covid-19 vaccine have a serious, negative re-

sponse. The good news is even when severe outcomes 

do happen, “they usually happen in the first 30 minutes,” 

Hotez said.

“That’s why vaccine sites keep people there for 15 to 30 

minutes afterward -- to make certain they’re not having 

an anaphylactic reaction.”

The CDC recommends people who have had a severe 

allergic reaction to a different vaccine or a history of 

anaphylaxis stay for 30 minutes after vaccination. Others 

could leave after 15 minutes. All places administering 

vaccines must be armed with epinephrine to quickly 

combat any cases of anaphylaxis, the CDC said.

More than 150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s had been ad-

ministered by the end of March. So far, there is no ev-

idence of any death caused by a Covid-19 vaccine, the 

CDC said.

Do some vaccines produce more side effects than 

others?

Every body is different. So the exact same vaccine can 

leave one person feeling sick for a day and another person 

feeling perfectly fine. With that said, “the mRNA vaccines 

-- the Pfizer and the Moderna -- they are what’s called 

more reactogenic, meaning there are more side effects,” 

Hotez said.

“They’re not serious side effects, but they can be unpleas-

ant, and they can sometimes last a day or two. Usually they 

don’t. Usually they last a few hours.”

Both the Pfizer/BioNTech and Moderna vaccines give 

about 95% protection against symptomatic Covid-19, and 

both are virtually 100% effective against severe Covid-19 

illness. In their clinical trials, no one who was vaccinated 

died from Covid-19.

The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 is not an mRNA vaccine. 

Among US trial participants, it was 72% effective against 

Covid-19 and 85% effective against severe Covid-19. Like 

the other two vaccines, no one who was vaccinated during 

the clinical trial died from Covid-19.

Is it true second doses are worse than the first?

The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 requires only one dose, 

but the Pfizer/BioNTech and Moderna vaccines require 

two doses. It’s true that some people have reported stron-

ger side effects after their second doses, according to both 

Pfizer and Moderna. But again, that’s another sign the vac-

cines are doing what they’re supposed to.

“With the first dose, you are having to generate an immune 

response from the ground up,” said Michael Worobey, an 

evolutionary biology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

na. The body produces antibodies, but also starts to gener-

ate immune cells called B cells to make targeted antibodies 

-- and that takes time, Worobey said.

“Then the second time you give a person the shot, those 

cells are sitting around like a clone army and can immedi-

ately start producing a very big immune response, which 

is what is happening when people feel like they have been 

kicked in the teeth.”

Some vaccines build up plenty of response with a sin-

gle dose, said professor Thomas Geisbert, an expert in 

emerging viral threats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But the second dose in two-dose vaccines builds a 

longer-lasting defense force.

Can I skip the second dose to avoid stronger side ef-

fects?

That’s a really bad idea, Hotez said.

Not only would you miss out on increased protection, but 

you’d also likely reduce the time span of your protection.

“Your immune system is already jacked up from the first 

dose,” Geisbert said. So with a second dose, “you tend to 

build up a longer and more durable response.”

Can I take over-the-counter meds if I get side effects?

“You can take these medications to relieve post-vaccina-

tion side effects if you have no other medical reasons that 

prevent you from taking these medications normally,” the 

CDC said.

But it’s “not recommended you take over-the-counter 

medicine -- such as ibuprofen, aspirin, or acetaminophen 

-- before vaccin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trying to prevent 

vaccine-related side effects.”

“It is not known how these medications might affect how 

well the vaccine works,” the agency said. “However, if 

you take these medications regularly for other reasons, 

you should keep taking them before you get vaccinated. 

It is also not recommended to take antihistamines before 

getting a COVID-19 vaccine to try to prevent allergic re-

actions.”

When should I get help if my side effects seem severe?

“In most cases, discomfort from pain or fever is a normal 

sign that your body is building protection,” the CDC said.

But you should contact your doctor or health care provider 

if your side effects are worrying you or don’t seem to be 

going away after a few days.

Same approach if the redness or tenderness from where 

you got the shot gets worse after 24 hours.

If there’s a chance for side effects, do young, healthy 

adults really need to get vaccinated?

There are plenty of reasons why young, healthy people 

should get a Covid-19 vaccine:

A dangerous, highly contagious new variant is affecting 

young people. “In the Upper Midwest, we’re starting to 

see lots of younger adults getting sick and going to the 

hospital from Covid because of the B.1.1.7 variant,” Ho-

tez said. “So remember that the B.1.1.7 variant is differ-

ent from past types of Covid infections that we’ve seen 

-- more serious and possibly more severe disease among 

younger people.”

Young people can get long-term Covid-19 compli-

cations. While they’re less likely to die from Covid-19, 

plenty of young, healthy people have turned into Covid-19 

“long-haulers.”

Many have suffered chronic fatigue, chest pain, shortness 

of breath and brain fog months after their infection. And a 

recent study found that 30% of people who had Covid-19 

still had symptoms up to nine months after infection.

Young people can be easy transmitters of coronavirus. 

Several states recently reported spikes in young people 

with Covid-19. “A lot of the spread is happening among 

younger people,” said Dr. Ashish Jha, dean of the Br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hat’s the group that 

is moving around, kind of relaxing, getting infected.”

If not enough people get vaccinated, we’ll never reach 

herd immunity. “It’s important to vaccinate as many 

adults as possible as soon as possible,” internal medicine 

specialist Dr. Jorge Rodriguez said. “If you want to open 

up America, get vaccinated.”

Should I take a day off work after getting vaccinated?

It’s not necessary, but Hotez suggests taking it easy for 

a day after each shot. “After your first or second dose, 

what I’m recommending is people not try to take on too 

ambitious of an agenda for the next 24 hours afterward,” 

he said.

“In other words, if you’re getting vaccinated, don’t sched-

ule an important meeting or an important presentation or a 

meaningful family event. And then just be modest in your 

ambition the day you’re getting vaccinated and the day 

afterwards.”

That’s just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he said. “Chances 

are, you may be fine.”

Are the side effects worth it?

Absolutely. “Remember what we’re protecting against,” 

Hotez said. “We’re protecting against an illness that’s 

killed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Americans. And so it’s a 

very modest price to pay.” Even those who had bad side 

effects said they have no regrets.

“I actually had some pretty significant symptoms after I 

got the second dose,” said Yasir Batalvi, who volunteered 

in Moderna’s vaccine trial.

“That evening was rough. I mean, I developed a low-grade 

fever and fatigue and chills,” he said. But by the next 

morning, Batalvi “felt ready to go.”

He said he encourages everyone to get vaccinated because 

the benefits greatly outweigh the side effects. “I think mass 

scale vaccination is really the only realistic way out of the 

pandemic,” he said. “I took the vaccine -- it was all right. I 

think we can get through this.” (Courtesy c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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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Worry If You Get These Side 
Effects From A Covid-19 Vaccine. 

They Can Actually Be A Good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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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近日，欧美英加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联

手制裁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一一予以驳斥，

中国的反制措施，也在陆续出台。

为什么尽管中国一再公布事实，并且多次表

示欢迎他们来新疆实地了解情况，他们仍然不闻

不见，只顾持续发表诬蔑言论呢？

醉翁之意不在酒。此时他们口口声声所谓自

由、民主、人权，当然是另有企图。如果我们的

思路真的就跟他们嘴里的这些虚伪议题跑起来，

那就正好着了他们的道。

中国人承认自由、民主、人权都是珍贵的价

值，一样在尽可能通向这些价值。但我们也知道

，对方把这些都理解为自身垄断性的专利，拥有

绝对的定义权和使用权。不管中国怎样做，都不

可能被承认为自由、民主、人权。

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持续攻击中国的社会

主义制度，这是不可能妥协的底线。其实，苏联

的历史已经证明，即便你放弃自己的社会制度，

攻击也不会停止。

除非你放弃发展的权利，死心塌地做跟班

——这就是它们的终极目的。打压华为以及制裁

中国的一系列高科技企业，目的在此。

为什么它们的终极目的是要让中国放弃发展

权呢？

这就涉及到西方世界500年来之所以强盛的

物质基础问题，一旦这一基础丧失，一切价值说

辞都是镜花水月，西方的顶端地位就将不保，这

才是它们着急的真正原因。

不是幡动，是心动

在国际竞争当中，如果你的对手出现以下两

个“症状”，那你应该不怒反喜。

第一个，是对方不了解真实的你，把你想象

得非常糟糕，经常有一些很愚蠢的表达。

比如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认为英国人没有膝

关节，倒在地上就爬不起来，而且他们以牛肉粉

为食，只要不供应茶叶，他们就会因消化不良而

死。

第二个，是对方变得歇斯底里，内部政治、

社会、文化出现了激烈的紊乱甚至动荡，主要表

现为主流政治与民粹主义合流。

比如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清朝，拳民剧烈排外

，捣毁教堂，殴打甚至杀死西方人，并且还受到

朝廷的鼓励。

清朝最后都是一败涂地，硬核原因是国家能

力、军事技术、社会动员等问题，愚蠢无知和民

粹主义，是所有问题的综合性表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愚蠢地想象对方

，是因为不了解对方。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无利

无得无危，而竭力挑衅，无端攻击，那是自己在

犯错，内部在崩解。

短期看来，持续受到攻击的一方，处境、声

誉、人员、财产和贸易利益都会遭受损失，但从

战略上看，这是对方精神错乱的表现，是它内部

出现了危机，正在自我削弱。

今天之所以重提这个话题，是因为世易时移

，乾坤倒转，表现出以上两个“症状”的，变成

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新西兰，所谓“五眼联盟”。它们全都是

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母语都是英语。

过去两百年里，世界的霸主国家，都是盎格

鲁—撒克逊国家—英国和美国。英国引领了第一

次工业革命，美国引领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

。

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权尚不明确，很

可能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至少，很可能从盎格鲁

—撒克逊国家转移出去。

工业革命的核心是科技革命。在全球化背景

下，科技领先，就可以支持贸易、军事和金融领

先，从而在经济上和政治军事上处于全球顶端地

位。而顶端地位意味着在全球市场建立准垄断性

，从而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获得超额利润。

超额利润支撑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它的生活富足、人民举止优雅有教养、意识

形态价值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政治在分配正义

的外衣之下平和地运转，都建立在超额利润的基

础上。过去500年来，资本主义从来没有从超额

利润的获得者这一身份中跌落过。

正因如此，今天，当西方顶端的超额利润真

正面临断流的可能性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怀疑，

一旦抽掉了这一物质基础，西方从意识形态到政

治民主再到社会自由等一系列奉为圣经的价值，

还有没有可能维系？

不是幡动，是心动。

心乱了，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这就是我

们看到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中国问题上，

一方面总是散播愚蠢无实的想象，完全不顾体面

，另一方面主流政治与民粹合流，整个社会表现

出歇斯底里的症状。

归根到底是因为，根本性的危机确实出现了。

美国紊乱和西方凌乱

特朗普执政的4年，美国从政治行为、社会面

貌到整个价值系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紊乱。

其一，政治偏离理性轨道，民主发生痉挛。

民主在现实操作当中最大的意义，原本是赋

予政治家的权力以合法性。选举程序这种一次性

过程，在短时间内解决掉合法性问题，政治家就

可以在这方面没有顾虑，从而努力地去为公共利

益而工作。

但在特朗普执政的4年时间里，几乎一直在选

举，也就是说，合法性问题似乎从未解决。特朗普

对维系个人权力的欲望，对可能失去权力的忧虑，

几乎瘫痪了民主制度通往公共利益的能力。

因而民主转向民粹，表现为对西方建立的现

代世界经济分工和贸易秩序产生幼稚理解，对疫情

防控这样的科学问题产生反科学操作，在国际关系

方面完全不顾体面，最后甚至出现了总统煽动骚乱

、参议院被占领这种令人大跌眼镜的结果。

其二，正因为政治的非理性，西方主流价值

也发生了剧烈动荡。

过去的美国，作为“山巅之城”，有一种偶

像压力，始终会以各种方式来维护自由民主的体

面，哪怕是一种掩饰性的手段。即便是对外“输

出革命”，自由民主的价值形态本身，一直是堂

而皇之的，不管输出的对象国陷入何种政治动荡

、社会分裂，最后民不聊生，但自由、民主始终

未被质疑。

而特朗普时代，赤裸裸的“美国优先”，不

但令盟友感到幻灭，也让那些被输出革命的国家或

者被长期进行意识形态谴责的国家，感受到了所谓

自由民主的不可靠。“大统领”在世界范围内的价

值观统领能力令人生疑，甚至，通过对美国内部的

政治斗争的观察，人们发现美国自身是否真正对自

由民主怀有“初心”，都变得不确定。

其三，当世界头号强国、“世界主流价值”

的倡导者变得面目陌生之后，全世界都开始了自

保行动。

欧洲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进一步增强独立

性；日本、印度、加拿大等“自由世界”的边缘

地带，也领略了老大哥牙齿的锋利，继而重新考

量自己的位置；而在中国、俄罗斯这样的长期被

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在价值观上排斥的国家，人

们更加坚定了“走自己的路”的信念，在政治价

值上从外部寻找榜样的幻想进一步破灭。

一系列混乱的最为糟糕的后果是，自由民主

的价值观在如何落实的问题上，失去了现实参照

系。在自由民主尚未成熟的国家，人们发现了现

代自由民主的破败。

民主的含义，似乎回到了作为西方现代思想

源头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当中，他们都

把民主政体作为各种政体当中最为糟糕的一种。

现代民主的理论基础，是欧洲启蒙运动中卢

梭等人主张的人民主权学说。思想家本身是不考

虑实际的，因此卢梭极力张扬民主的价值，而对

它的实现环境着墨甚少。民主容易通向一种失智

的暴政，这是古典希腊时代的思想家们早已想得

很清楚的，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就用实际

行动诠释过民主的恐怖。

美国曾经树立了榜样，让理性的、良善的、

具有生长能力的民主成为现实，托克维尔就说，

美国没有强邻的地理环境、乡镇自治传统、活跃

的宗教生活等等因素，使得民主共和制度得以按

照思想家们的蓝图，建立自由与秩序。

但是，今天出问题了。

美国回不来了

西方国家的理性的政治家们，比如德国的默

克尔，应该能够感受到价值衰败的危机。

西方世界永远不会承认一点，那就是，他们

的逻辑，归根结底是强者逻辑。

我们当下面对的这个世界，主要是由西方塑

造的。而过去500年来，世界就是西方的世界，

而过去200年里，世界又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

人的世界。

社会意识形态，肯定是服务于强者的。所以

，今天的政治学、经济学乃至哲学理论，都打

上了深刻的西方烙印。人们认为，这就是对的

方向，这就是我们一切不符合理论要求的现实

，所要调适和迎合的方向。

西方一直是强者，这就意味着，它可以用强

者的优势地位，来贯彻它的所思所想，当然这

些所思所想，都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推广自由民主，归根结底是一种强势地位的

结果，也是维护这种强势地位的工具，它们在

历史上互相加强。西方世界之外的人们看到了

自由民主所呈现的美好，但却往往并不知道建

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强势地位，是它的立身之本

。

如果强势地位受到威胁，那么自由民主就会

精神错乱。20世纪的麦卡锡主义在新的制度竞

争压力之下出现，五眼联盟尤其是美国，某种

程度上也在重演麦卡锡主义。

西方的强势地位在动摇，而且这一次，很可

能是一次真正的世界历史转向，它们自然无法

淡定。

如果把世界比作一棵树，西方发达国家就是

顶端的茎叶。

这一地位，发端于500年前的大航海，至少

在过去的200年中，屹立不倒。虽然西方发达国

家内部的地位有先后轮替、持续调整，但总体

而言直到今天，西方位居世界统治地位的格局

，尚未改变。

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起一个植物学名词—“顶

端优势”。植物的主茎顶端生长占优势，同时

抑制着它下面邻近的侧芽生长，使侧芽处于休

眠状态。

解释这一现象的主流学说，是“生长素抑制

”。顶芽是生长素合成的中心，在这里合成的生

长素沿茎向基部运输，抑制侧芽生长。

生长素这一名词具有欺骗性，本质上是“不

生长素”。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对此已洞若观火

，他分析了历史后，发现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在

实践中并未实施自由贸易政策。

“当两个国家彼此之间有着自由贸易关系时

，售出制成品的一方所占的是优势，而只能供应

农产品的一方居于劣势地位”，为了保持优势地

位，英国“甚至不许那些殖民地造一只马蹄钉，

更不许把那里所造的输入英国”。

李斯特用非常生动的比喻说明了问题：“一

个人当他已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

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

来。”

西方世界转而通过军事优势、科技优势、金

融优势和产业链顶端优势，来把自身继续长期留

在主茎顶端的位置。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

世界体系完成了金融化，西方通过控制全球货币

和金融领域来获取超额利润。

此外，通过意识形态扩张，来持续地为合法

性赋能，并且对顶端意外的其它部分进行精麻痹

。

因此我们看到，今天西方世界的顶端地位的

维持，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归根到底，在军事

、科技、金融、生产、贸易等领域的优势，都是

为了建立准垄断的地位，从而获得超额利润。

当这些条件处于稳定状态的时候，西方的经

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都会表现出积极面貌，

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社会稳定，文化自信。

冷战结束以后到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之前，这些条件都没有受到西方世界以

外的严峻挑战。过去10年来中国产业能力向着

上游攀升，科技能力出现后发优势，贸易、金融

、军事领域也快速成长，从根本上危及了这些条

件，使得越来越多的领域无法产生超额利润，

“发达国家粉碎机”的说法由此而生。

这就是过去数年来，作为西方世界的代表的

美国政治、社会雍容不再，对待中国变得越来越

歇斯底里，意识形态的说服能力发生严重动摇的

历史解释。

不管采取何种手段，美国和西方都会试图维

系其顶端优势，尽管特朗普已经离开白宫，但基

本方向不会变化。美国在过去4年多的时间里，

一再突破大国之间打交道的底线，甚至已经不顾

外交礼仪，中国人慢慢也就习惯了，不抱幻想，

准备斗争。

拜登上台即宣布“美国回来了”，但未来的

事实必然证明，美国回不来了。

因为那根从全球吸血的管子，在风吹日晒中

风化瓦解了。

美国回不来了



CC55影視世界
星期六       2021年4月10日       Saturday, April 10, 2021

柯林佛斯

英國男星柯林佛斯（Colin Firth）曾主演《傲

慢與偏見》、《金牌特務》和《BJ》系列電影，一

直是台灣影迷心中的英倫情人。然而他近日接演了

HBO犯罪懸疑影集《The Staircase》（暫譯：樓梯

），該劇翻拍自真人真事，柯林佛斯在片中飾演小

說家Michael Peterson，他的第二任妻子Kathleen被

發現離奇死在家中的樓梯下，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他

是兇手，為此他被判刑入獄，多年後卻又因為新的

證據而無罪釋放，但正當所有人都以為他是無辜時

，卻又被翻出他與另一樁兇案有關。

作家Michael Peterson的真實犯罪紀錄片《Stair-

case》2018年在Netflix上映後，獲得了不少的關注

，而這個故事又將被改編成全新影集《The Staircase

》，並由奧斯卡影帝柯林佛斯主演，消息一出便引

起不少影迷的關注與討論。

《The Staircase》預計將拍攝 8集，故事講述

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一起離奇殺妻案，2001年12月

9日的凌晨，Michael Peterson報案表示自己的妻子

Kathleen出了意外，警方趕到後發現她倒在樓梯下

的血泊中，兇手疑似就是Michael Peterson，警方在

調查時，發現他手機中有大量裸男照，而Kathleen

有著高額的保險金，一切證據都指向了Michael Pe-

terson，這使他在2003年被判了終身監禁。

不過這個案件始終有著大量的謎團，甚至曾傳

出Kathleen是被貓頭鷹襲擊才會摔落樓梯的推論；

而Michael Peterson過去居住在德國時，有朋友因為

腦溢血而從樓梯摔落，這也被懷疑是他多年後拿來

謀害妻子的靈感，不過德國警方確定那是單純的意

外事件。

Michael Peterson被判罪8年後，法院卻發現關

鍵證人有誤導性的證詞，因此將他無罪釋放，但正

當眾人以為他是無辜時，卻又發現他與另一件兇案

有關。這起離奇的案件將翻拍成影集，並由柯林佛

斯主演，他一向給人優雅紳士的印象，不少粉絲已

經開始期待，他這次會如何詮釋故事中謀殺妻子的

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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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超級英雄電影《神力

女超人1984》去年聖誕節在全

球電影院上映和HBO Max 上

架後，即使票房表現不俗，觀

眾卻對電影評價兩極。對於負

評聲浪，片中飾演黛安娜母親

、亞馬遜女王「希波呂忒」的

女 星 康 妮 尼 爾 森 （Connie

Nielsen）近來受訪時，就替導

演派蒂珍金斯（Patty Jenkins）

和電影抱不平，她說：「許多

人執意批評某些元素，而不是

整體看待它。我認為從整體上

來看，這部電影具有很大的意

義，我認為這是一部美麗的電

影！」

在前作《神力女超人》獲

得超高評價後，觀眾對於續集

《神力女超人1984》相當期待

，但電影上映後，觀眾反應卻

不如預期，在IMDb僅拿到5.4

分，在CinemaScore上更與《自

殺突擊隊》、《正義聯盟》一

樣被評分為B+，是DC擴展宇

宙系列中評價最低的電影。

除了認為觀眾評價不公允

，康妮尼爾森也心疼導演派蒂

珍金斯肩負電影不斷延期的巨

大壓力，「我認為派蒂擁有非

凡的遠見，但電影一而再、再

而三的往後延檔，不能夠如常

發行一定讓她痛苦萬分，想像

一下你肩上扛著一部賣座電影

的壓力有多大。」而《神力女

超人1984》上映日期前後共延

期了 6 次，從一開始原訂的

2019年12月20日，最終定案在

2020年12月25日上映。

康妮尼爾森認為多次的延

期，讓該部電影受到觀眾嚴格地

審視，且作為續集電影，註定要

被拿來和前作比較，這些因素都

讓電影受到不尋常的批評，「沒

有人能夠說派蒂建構的《神力女

超人》不真實，對我來說，是非

常勇敢且有意義的內涵。她改變

了人們對超級英雄的想像，但這

並不一定能受到大家喜愛，因為

他們已經習慣其他眾多電影裡的

刻板印象。」

《神力女超人1984》

遭負評攻擊
亞馬遜女王抱屈：這是一部美麗的電影

此前報道過的遊戲改編電

影《無主之地》已經開機電影

由伊萊· 羅斯執導， 《切爾諾

貝利》、《宿醉》的編劇克雷

格· 麥辛將編寫劇本，獅門推出

。近日獅門影業透露了一些關

於電影的劇情，下面讓我們一

起來看看吧！

據 IGN報道，獅門影業確

認艾格· 拉米瑞茲將參演本部電

影，他會在影片中飾演“商業

巨頭&軍火商”阿特拉斯，IGN

猜測這個角色可能會是《無主

之地》遊戲系列阿特拉斯武器

公司的創始人。

而根據獅門影業的官方新聞

稿，兩屆奧斯卡獎得主凱特-布

蘭切特將與凱文· 哈特聯袂出演

電影《無主之地》，本片由伊

萊· 羅斯（Eli Roth）導演。在影

片中布蘭切特將飾演臭名昭著、

過往成謎的亡命之徒莉莉絲，為

了尋找軍火巨頭阿特拉斯失蹤的

女兒，莉莉絲很不情願地回到了

故鄉潘多拉星球。在這裏莉莉絲

與哈特飾演的前精英傭兵羅蘭等

一眾人士組隊，力圖尋獲並保護

失蹤的女孩。

據介紹，這群不太像樣的

英雄們必須與外星怪物和危險

的強盜們戰鬥，尋找並保護失

蹤的女孩——她可能握有通向

難以想象力量的關鍵。宇宙的

命運可能就握在這支小隊手中

，但他們將為更多的東西而戰

——那就是他們彼此。

IGN提到，獅門影業介紹的

劇情似乎和遊戲有所分歧。在

《無主之地》遊戲中玩家們都沒

專門正兒八經地見過阿特拉斯：

在《無主之地2》中，阿特拉斯在

亥博龍及其CEO帥傑克的控制之

下，而到了《無主之地3》中，阿

特拉斯公司又轉手給了Rhys。

影版《無主之地》劇情爆料
宇宙的命運在主角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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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東方 理文誓在主場
亞協盃J組6場分組賽大球場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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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女足錦標賽7日在昆明海埂體育訓練基地收官，長春大眾置業
憑12碼大戰力挫上海農商銀行（5：2），捧起冠軍獎盃。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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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 盃

短說
長話

日本球會索歐陽耀冲轉會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標準流

浪總監李輝立透露，已收到一間日本球會
索取歐陽耀冲（見圖）轉會紙的申請，相
信該位2009年東亞運港足金牌隊長終可一
圓到日本落班的夢想。有球迷在社交平台
發現，近日有J3（日丙）球會橫濱YSCC
的球員與歐陽耀冲互相追踪，估計該會大
有可能是他下一站目的地。

中超聯賽本月20日廣州揭幕
2021賽季中超首階段賽程8日公布。揭幕戰將於4月20日在廣州

天河體育中心舉行，由廣州隊與廣州城隊上演羊城打吡。首階段14
輪比賽從4月20日一直持續到8月5日。16支參賽球隊按照上屆成績
排名進行蛇形排列，具體分組為：A組（廣州賽區）：廣州、山東泰山、
重慶兩江競技、河南嵩山龍門、廣州城、深圳、青島、滄州雄獅。
B組（蘇州賽區）：北京國安、上海海港、上海申花、河北、天津津門
虎、大連人、長春亞泰及武漢。 ●中新網

●●東方龍獅陣中共有東方龍獅陣中共有99名巴西球員名巴西球員，，亞協外援選亞協外援選
擇費煞思量擇費煞思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飽受傷病困擾的劉詩雯飽受傷病困擾的劉詩雯，，現現
已恢復狀態已恢復狀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全運會預賽受傷的許昕在全運會預賽受傷的許昕，，現現
已完全康復已完全康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龍舟總會香港龍舟總會88日與贊助商舉行簽日與贊助商舉行簽
約儀式約儀式。。

亞洲足協公布亞協盃J組賽程，6場分組賽全數於香港大球場上演。由於港府

尚未就訪港外隊豁免防疫之事表態，賽事會否接受公眾入場，甚至香港能否如期

主辦賽事仍存在變數。東方龍獅及理文兩支香港代表都已有心理準備，一旦

賽事如期在港舉行，便會接受更嚴苛的防疫條件，以保證所有作賽球隊的

職球員身體健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為了縮短賽期，今屆亞協
盃分組賽只採用單循環

作賽，不再是以往的主、客兩循
環，每支球隊只需應付3場分組賽。J

組是東亞區唯一組別，只有榜首一隊可
以出線跨區準決賽。亞洲足協上月1日將J
組主辦權交到香港手上，官方網站8日再
落實6場分組賽全數於香港大球場舉行，
每個比賽日會分兩個時段進行賽事。
根據賽程編排，兩支主隊將會在首輪交

鋒。由於只得一隊可以出線，這場戰果相信也
會直接決定出線席位。理文主教練陳曉明稱：
“兩支香港球隊都有主場之利，牌面上會較兩
支外隊高，所以第一場便要當決賽來踢，因為
大家都知道不可以輸，萬一賽和便要計得失
球。”

21日隔離 外隊赴港存變數
7日剛帶領東方龍獅奪得菁英盃的李志堅亦

表示：“這個編排都屬意料之中，畢竟兩支香
港球隊都是主隊，現在形勢看來大家都不可以
輸。”他又估計，由於球場防疫問題，因此最

後一輪未能安排同時異地進行。
然而，根據防疫規例，外地訪港人士必須先

接受21日隔離。來自蒙古及台灣的兩支外隊，以
及賽事相關人員能否獲港府破例放寬，目前尚未
有明確答覆。近兩季港超的職球員都經歷過“點
對點”及家居隔離下作賽，據知亞洲足協今次的
規格更加嚴緊，東方龍獅及理文都已有心理準
備，在防疫新常態下為港爭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第15屆國際龍舟聯合會世界龍舟錦
標賽”將於今年11月1至7日假觀塘
海濱舉行。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席鍾
志樂希望政府加強宣傳，讓各國和地
區代表隊更有信心赴港參賽。

賽事為期5天，比賽分設標準龍
與小龍艇種，標準龍與小龍各設有公
開組、女子組、混合組，040，050
及 060組別。其中標準龍的比賽賽程
為 200米、500米、1,000 米、2,000
米；小龍的比賽賽程為200米、500
米、2,000米。上屆世錦賽於泰國芭堤
雅舉行，香港隊獲得1金4銅。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席鍾志樂表
示：“每屆世界錦標賽都有30多個國
家或地區近3,500名選手參賽，不過，
目前許多國家或地區對香港的疫情都
不了解，希望政府可以加強宣傳，讓
各支代表隊更有信心赴港參賽。”

而屆時，比賽場地、比賽使用的
40隻龍舟，以及港隊的20隻訓練艇均
將噴上GERMAGIC™ THYME長效
抗病毒塗層，確保比賽在安全的情況
下進行。

WTT世界乒聯8日發布消息，確認
將會在東京奧運會後舉辦休斯敦世乒賽和
WTT中國賽事匯等一系列國際賽事。據
此中國乒乓球協會策劃在4月底5月初，
根據自身備戰節奏在國內安排包括“直通
WTT大滿貫·世乒賽”等一系列對抗賽
事，通過WTT大滿貫和世乒賽名額來調
動全隊備戰的積極性。

WTT世界乒聯在聲明中說：“考慮
目前的情況，運動員們都在備戰奧運會，
以及圍繞國際旅行和訓練均有一定的不確
定性和限制，我們認為在晚一些的日期舉
辦比賽將更加公平、安全。保障大家的安
全健康仍是我們的第一要務。”

中國乒乓球隊正在成都乒乓球訓練
基地全力備戰東京奧運會，賽事延期並不

會影響隊伍整體備戰節奏。中國乒協秘書
長、中國乒乓球隊男隊主教練秦志戩介紹
說，現在隊伍剛剛完成了封閉訓練的第一
個單元，整體狀態很好。“現階段我們還
是保持自己的備戰節奏，有計劃地展開訓
練。男隊在備戰的同時也注重傷病的防
護，馬龍、樊振東、林高遠、梁靖崑和王
楚欽身體狀態都不錯，之前在全運會預賽
受傷的許昕也已完全康復。”

女隊主教練李隼表示，女隊封閉集
訓的主要目標是提高主力隊員強對抗能
力。劉詩雯、陳夢、孫穎莎、王曼昱等主
力在這次集訓中都展示出了要全力衝刺奧
運的決心。尤其是前段時間飽受傷病困擾
的劉詩雯，通過全運會預賽和封閉集訓的
恢復，狀態比想像更好。 ●新華社

亞協盃J組賽程
日期 時間 比賽

5月14日 16：00 台南市FC vs 220體育會

5月14日 20：00 東方龍獅 vs理文

5月17日 16：00 220體育會 vs東方龍獅

5月17日 20：00 理文 vs台南市FC

5月20日 16：00 220體育會 vs理文

5月20日 20：00 東方龍獅 vs台南市FC

*全部比賽於香港大球場舉行

國際賽延期 中國乒協辦直通系列賽
龍
舟
世
錦
賽
11
月
觀
塘
海
濱
舉
行

●●東方龍獅的巴西中場迪高東方龍獅的巴西中場迪高（（左左））已擁有特已擁有特
區護照區護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由於梁嘉恆養傷由於梁嘉恆養傷，，金承龍金承龍
成為理文亞援唯一選擇成為理文亞援唯一選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趙雪馨 2021年4月9日（星期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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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不好惹”姐弟張子楓榮梓杉上線
五一懸疑大片《秘密訪客》曝我們姐弟倆特輯

這 是 我 的 新 姐 姐 ， 她 叫 張 子

楓。”“給大家介紹我的新弟弟，

他叫榮梓杉。”由陳正道執導，殳

俏編劇，郭富城、段奕宏、張子楓、

許瑋寧、榮梓杉領銜主演，五一檔最

強懸疑電影《秘密訪客》今日發布

“我們姐弟倆”特輯，展現張子楓與

榮梓杉“不好惹”姐弟的首次合作過

程。同時，電影《秘密訪客》還宣布

將會有IMAX版本的上映，IMAX版本

將帶來更清晰豐富的細節，更極致的

懸疑氛圍，給觀眾以更好的觀影體驗

。目前影片作為今年最受關註的懸疑

電影，在票務平臺同檔期電影的想看

指數名列前茅。

張子楓榮梓杉“一秒入戲”彰顯不
俗演技

夢遊的張子楓著實不好惹
張子楓、榮梓杉作為新生代演

技派演員代表，他們的角色“思諾”、

“朱朝陽”已經深入人心。不同於

銀幕形象的“不好惹”，兩人在拍

攝現場快速熟悉成為姐弟，彼此陪

伴、照顧和打鬧，歡樂又溫馨。一

個化身暖心姐姐，安慰被“惡魔”導

演講鬼故事嚇到的弟弟；一個化身小

暖男，連玩鬧都不舍得用力“懲罰”

姐姐。但對待表演，兩人都展現了不

同於年齡的專業和認真，特別是一場

姐姐夢遊的重頭戲，張子楓的表演

十分驚艷，急促的呼吸，抽搐的表

情，爆發的情感，投入的演技，詭

異的嘶吼“幫我綁鞋帶”，讓現場

工作人員都驚嘆不已。而弟弟戲裏

戲外宛如兩人的表演也得到了姐姐

的誇贊，兩人“一秒入戲”的不俗

演技讓人更加期待他們在《秘密訪

客》中的精彩表演，讓我們五月一

日去電影院看個究竟！

郭富城段奕宏雙影帝助力陳正道導
演新作

網友直呼“導演搞快點！”
作為優秀的國產懸疑電影導演

，陳正道導演擁有許多口碑佳作，

不管是 2014 年五一檔上映的影片

《催眠大師》、2017 年五一檔上映

的影片《記憶大師》，還是 2020 年

播出的懸疑網劇《摩天大樓》，都

收到了觀眾諸多好評和喜愛。電影

《秘密訪客》作為導演暌違四年回

歸大銀幕的“大師系列”續作，除

了延續之前的黃金班底之外，主演

陣容也再度升級，郭富城、段奕宏雙

影帝首次合作為電影助力，在前作

中有精彩表現的許瑋寧再度出演，

同時還有新生代演員張子楓、榮梓杉

、王聖迪的加盟，成為今年最受關

註的懸疑電影。隨著物料的放出，

網友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紛紛表示

“導演搞快點！”，相信五月一日，

電影《秘密訪客》將給大家帶來全

新的、震撼的觀影體驗。

電影《秘密訪客》由新麗傳媒

集團有限公司、阿裏巴巴影業（北

京）有限公司出品，愛奇藝影業

（北京）有限公司、影聚天際影視

傳媒（天津）有限公司、抖音文化

（廈門）有限公司聯合出品，上海

淘票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新麗傳

媒集團有限公司發行，中影數字電

影發展（北京）有限公司聯合發行

。將於 2021 年 5 月 1 日全國上映，

敬請期待。

《西遊記之再世妖王》全國熱映
合家歡國漫票房持續逆襲

今日，由王雲飛導演的國漫電影《西遊記

之再世妖王》釋放“孫悟空帶娃初體驗”片段

及“護你周全”版海報，孫悟空與果子相互守

護為觀眾帶來無限歡樂與溫情。影片上映後票

房及上座率實現持續逆增長，假期票房接近

7000萬，打破該檔期動畫電影票房記錄，並在

各個社交平臺引發廣泛話題討論。影片作為一

部合家歡國漫，吸引了大批家長帶領孩子前往

影院打卡支持，觀眾力贊該片是“年度最國風

動畫電影”，還有不少影迷已經組團開啟二刷

、三刷。電影正在全國熱映中，即刻購票見證

全新西遊合家歡國漫。

票房逆襲全新西遊合家歡嗨翻小長假
國漫電影《西遊記之再世妖王》上映後引

發強勁話題效應，不少影迷力贊其為“年度最

國風動畫電影”，與熱度相呼應的是影片票房

與上座率實現持續逆增長，毫無疑問是小長假

中的品質爆款。影片上映後許多業內人士及影

評人大V化身“自來水”自發推薦支持，在他

們的評價中合家歡、國風、走心、民族配樂等

是出現的高頻詞。同時許多觀眾們也在觀影後

第一時間給出了好評，“本來以為是一部平平

無奇的西遊國漫，沒想到開場就被超贊的畫風

給驚艷到了”“西遊派生出的全新故事，孫悟

空和果子之間的守護淚點滿滿”；而不少家長

也帶領孩子往前觀影，他們對影片中豐富的傳

統文化元素給予了充分肯定，並表示會推薦身

邊更多爸爸媽媽帶領孩子支持中國動畫電影。

歡萌來襲悟空果子傾盡所有相互守護
影片對西遊故事進行了全新升級創作，不

僅出現了妖祖元蒂覺醒後帶領萬妖席卷三界的

燃炸情節，也有金蟬真氣幻化成的果子與孫悟

空相互守護的動人情感線，此

次方片發布的“孫悟空帶娃初

體驗”片段及“護你周全”版

海報就著重體現了它們之間相

互守護的真情。片中孫悟空帶

領萌娃果子踏上尋找元蒂的險

途，雙方一路上歡樂互動笑點

不斷，同時它們也在一次次與

妖怪的對戰中結下深刻情誼，

果子以至真至善的性格促使悟

空實現從“無心”到“有心”

的關鍵蛻變，而它們傾盡所有

守護對方的勇氣、真誠和慈悲也引爆了所有

年齡段觀眾的淚腺。可以說影片作為一部西

遊題材作品，不僅在承接傳統文化的基礎做

了視聽語言的創新，而且兼具喜劇、溫情、

燃炸元素，是目前院線中唯一一部適合合家觀

賞的電影。

由星皓影業主出品，中影股份、貓眼影

業、山東文旅、山東文化發展、新影聯影業

、江蘇廣播電視集團等聯合出品，王雲飛導

演的國漫電影《西遊記之再世妖王》正在全

國熱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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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

里）由歐陽震華（Bobby）、馬

德鐘（Joe）、陳瀅、賴慰玲等人演出

的新劇《伙記辦大事》8日舉行啟播儀

式。Bobby 跟 Joe 繼 20 多年前拍攝劇集

《陀槍師姐II》後，再次合作劇集，兩人都

格外開心。有“收視福將”之稱的Bobby

認為，現時劇集透過很多途徑收看，收

視變得虛無，口碑才是最重要

的！

為《
開
心
大
綜
藝
》
排
舞

劉
佩
玥
對
志
偉
探
班
未
感
壓
力

香港文匯報訊英皇電影與享譽國際的殿
堂級大導演張藝謀首度結盟的超級鉅製《懸崖
之上》，由張譯、于和偉、秦海璐、朱亞文、
劉浩存、倪大紅、李乃文領銜主演，大導演張
藝謀首次兼容諜戰類型與感官美學的嘗試，電
影正式落實4月30日於香港及內地同步公映。

《懸崖之上》改編自著名作家全勇先的原
創故事，是張藝謀首次嘗試諜戰題材，講述一
班特工在嚴峻考驗下與敵人鬥智鬥勇，誓死執
行秘密任務，張藝謀坦言：“在中國，諜戰電
影不多，這次碰到令我心動的劇本，希望能拍
出特別感。”電影雲集張譯、于和偉、秦海

璐、朱亞文、劉浩存、倪大紅、李
乃文等多位實力派演員，張導演
刻意打破傳統，並非以單一英
雄人物為主角，而是以群像視
角生動呈現險象環生的傳奇諜
戰故事，讓一班主角大鬥演

技，觀眾肯定過足癮頭，張導演表示：“在群
戲中把每個角色塑造好是很難的，是對導演功
力的一種考驗，需要面面俱圓，更要畫龍點
睛！”

《懸崖之上》的另一個亮點，乃背景設置
於冰天雪地的哈爾濱，張藝謀特別選擇從東北
雪鄉出發拍攝電影，身處現場的他不由自主地
感嘆：“真的雪、真的美！演員臉上的雪化成
水再結成霜，只有大銀幕才能體現出這種小細
節！”要打造不一樣的諜戰片，除了有扣人心
弦的好劇本、出色的演員班底等重要因素外，
張導演更細心挑選拍攝場景，不單帶來視覺美
感，更關鍵的是能帶動劇情，大大提高追看
性，張導演透露：“拍攝前，我們特地考察了
很多地方的冰雪場景，因為拍攝會涉及大量這
樣的場景，在實景中完成的冰雪感造不了假，
同時在視覺的基礎上，也會希望故事性更突
出，故事是要始終在視覺之上的。”

女主角萬綺雯因身
在內地工作未能

出席，特意拍下短片
以示支持，並笑稱拍攝
的最大難題是要應付
Bobby這位“小朋友”，
因為對方經常逗她笑，幸
好最後也被她成功收
服。有官司在身的楊明也
未有出席，對於被抽起有其角
色的宣傳海報，連宣傳活動也不見蹤
影，監製陳耀全解釋因楊明案件已進入司
法程序，如有份宣傳對他本人或劇集都不
太好。
Bobby表示對上一次與馬德鐘合作已是

20多年前的《陀槍師姐II》，Joe就最記得
當年他們合作《醉打金枝》，當時他只是

七、八、九線的藝員，現在能跟Bobby鬥戲格
外開心。Bobby說：“我最感恩是自己仍未退
休，看着馬德鐘由七、八、九線到做視帝，
到現在大家再合作，見證住一批新血出
現。”“收視福將”Bobby也明白時代轉變，
坦言收視很虛無，已有很多途徑可收看，反

而口碑才最
重要。Joe也
稱沒多去想
收視，回想拍
攝 過 程 很 開
心，很感恩劇集
終於出街。
提到女主角萬綺

雯缺席宣傳，Bobby即笑
指對方已在內地落地生根，並

說：“都是我提議幫她做一塊紙
板，聽聞她密謀在浙江省開民宿，如果將來拍完戲去
度假都挺好。”

陳瀅怕水底親熱戲沒美感
首次在雙線劇集都有份演出的陳瀅，慶

幸自己在《愛美麗狂想曲》與《伙記辦
大事》中演的都是截然不同的角色，
希望觀眾有不同的感受，她也會留
在家中追劇。陳瀅稱最難忘新劇中
的飛車場面，說：“因為請來真
的賽車手開車，原來真的好厲
害，我和另一位女演員拍

完都淚汪汪，因為我真的好怕，但又不可以叫出來，
要保持眼神堅定，但內裏其實好慌，事後更要監製來
安撫我情緒。”至於在劇中與馬德鐘有感情線，陳瀅
預告有一幕泳池水底親密戲：“第一次拍水底親熱
戲，我們不可以化妝那些，感覺好赤裸，只怕拍出來
沒有美感。”

對於楊明被抽起海報角色宣傳，監製陳耀全解釋
對方有官司在身，對方如參與宣傳對他或劇集都不
好，但他強調沒有刪減楊明劇中的戲份。楊明劇中巧
合地扮演交通警，監製相信觀眾能分辨戲劇和現實，
不太擔心劇集會受到抨擊。問到楊明不能參與宣傳有
否失望，陳耀全稱近期也沒聯絡對方，他有官司在身
就沒有去騷擾他。

●陳瀅與馬
德鐘在劇中有
感情線。

見證馬德鐘由閒角做到視帝

““收視福收視福將將””

口碑最重要口碑最重要
歐陽震華指歐陽震華指

●曾志偉
親臨探班監
場。

●《懸崖之
上》是張藝謀首
次嘗試的諜戰題
材電影。

●萬綺雯
拍下短片以
示支持。

●楊明劇
中戲份沒被
刪減。

●●左起左起：：主要演員陳瀅主要演員陳瀅、、馬德鐘馬德鐘、、歐歐
陽震華和賴慰玲與萬綺雯紙牌合照陽震華和賴慰玲與萬綺雯紙牌合照。。

徐寶鳳 遇合適角色願出演

●●徐寶鳳徐寶鳳((前左五前左五))邀一眾邀一眾““亞視之友亞視之友””出席生出席生
日宴日宴。。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4月9日（星期五）6

張藝謀首部諜戰戲定檔4．3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前亞視藝
人徐寶鳳（寶寶）8日生日，邀得一眾“亞視
之友”潘志文、魏秋樺、劉錫賢等出席生日
宴，齊齊切蛋糕唱生日歌慶祝。

寶寶拒絕透露年齡，直言外貌與真實歲
數有距離，因疫情關係，她未能廣邀好友出
席生日宴，自言較以往少了幾桌，請少了幾
十個朋友，唯有另外再約慶祝，笑說：“不
過禮物利是照收。”說到生日願望，她坦言
疫情令心情大受影響，希望病毒早日消失，

可以外遊，晚些有空會去注射科興疫苗。
問到是否有意復出幕前，她稱：“沒說

過退休，只要遇到適合角色都會考慮，不過
疫情下少了到內地登台機會，甚至跟朋友在
深圳合資的製作公司都已停工幾年，幸而不
是獨資，僅是有限度虧損，實質數字就算不
出來。”由於她接受不到被隔離的日子，因
此已有一段時間沒返深圳，她稱：“我太好
動，隔離兩日都不行，（收入大減？）都有
投資其他生意幫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
里）朱晨麗、劉佩玥（Moon）與鄧佩儀
8日為全新綜藝節目《開心大綜藝》排舞，
副總經理曾志偉亦有前來探班，三女與一眾
舞蹈員努力排舞，期望為節目打響頭炮。

有舞蹈底子的朱晨麗表示三女合作是她
們自己的主意，由找導師、找梳化服到整個
演出，希望表演會完整，說：“我們日日都
努力排舞，雖然未到最佳狀態，仍有少少甩
漏，但會繼續努力排練。”鄧佩儀自嘲沒有
跳舞經驗，會比其他人更苦練，就算回家後
凌晨時分也不會怠慢，結果被鄰居敲地板投
訴。Moon就笑稱在家會戴耳筒記熟舞步和
拍子，引到弟弟跟她一起跳舞，笑翻父母。
對於《開心大綜藝》在11日晚首播，更會
對競爭台的《最後一屆口罩小姐總決賽》，
朱晨麗表示不清楚有打對台情況，相信雙方
都有不同的賣點。Moon表示最重要的是觀
眾看到她們的誠意，加上節目是直播，台前
幕後都會盡力去做。至於曾志偉親臨探班監
場，Moon表示不覺有壓力，說：“沒有緊
張，誰來看都好，只想大家看到一個好的表
演，監製和曾生在場看，反而覺得是打氣，
不會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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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对于想出国找工作的人来说，过去

的很多年里，他们的首选总是美国，但

现在，加拿大取而代之，首超美国成为

全球最理想的工作之地。

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就连在拥有

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当中，以及网络、

电脑专业人才和30岁以下的人当中，加

拿大也是最受欢迎的工作地点。

这是波士顿咨询集团(BCG，Boston

Consulting Group)联合求职网站The Net-

work的最新调查得出的结论。

据悉，The Network在全球拥有超过

60个招聘网站，此次，来自190个国家

和地区、超过20万名国际求职者接受了

这项全球调查。

调查显示，2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到

加拿大工作甚至移民加拿大，美国和澳

大利亚排名紧随其后，有20%的受访者都

表达了到那里工作甚至是安家的愿望。

波士顿咨询公司曾在2014年和2018

年分别进行过同类调查，两次调查最受

外国求职者欢迎的国家都是美国。

据 CBC、《金融邮报》 (Financial

Post)等媒体的报道，报告表示，造成这

个改变的最大原因是新冠疫情，其次是

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报告指出，对新冠疫情应对及管理

不善、不友好的移民政策影响了全球劳

动力的流向与趋势。

新冠疫情使有意出国求职的人从

2018年的57%减少到50%。排在前十的

国家除美国外都是疫情控制做得比较好

的国家。

2018年排在第六位的西班牙这次跌

出前十，而新加坡和新西兰第一次进入

前十。

2020年最受外国求职者欢迎的十个

国家分别是：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

、德国、英国、日本、瑞士、新加坡、

法国、新西兰。

虽然加拿大长期霸占各种排行榜的

冠军宝座，不过，这个第一真的有点来

之不易。

报告认为，加拿大在某些方面所拥

有的“软实力”在此次评选中可能起到

了很大作用，例如全民医疗保健，遵守

民主原则以及“好人”的声誉。

当然，加拿大在遏制新冠病毒方面

也比美国做得好得多。

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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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加拿大的确也是大开国门

，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

去年10月，加拿大宣布：未来三年

内希望能接纳120万以上的新移民，仅

今年的名额就超过了40万人。

报告显示，疫情爆发之后，人们想

去美国主要城市工作的愿望也下降了。

在全球前30名最受国际求职者欢迎

的城市中，目前只有两个美国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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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城市的排名也不是特别理想

：多伦多第14位、温哥华第20位、蒙特

利尔第24位，没有一个城市挤进全球10

大最令人向往的目的地。

国际求职者们最喜欢、最向往的城

市是英国伦敦，其次是阿姆斯特丹和迪

拜。

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

府上台后，随着美国的移民政策和抗疫

政策发生变化，它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

将会再次超过加拿大。

事实上，根据这项调查，如果不考

虑政治、社会和健康因素、可以远程工

作的话，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受国际求

职者欢迎的国家。

除了受到国际求职者的欢迎，加拿

大也是留学生们喜爱的地方。

去年7月，瑞典高等教育机构引导

网站educations.com公布了其最新的“出

国留学首选前十个国家”的榜单。

在这个榜单上，加拿大妥妥的排名

第一，成为“2020年全球最佳留学目的

地国”。

评选机构指出：加拿大以其原始的

自然风光，友善而热情的当地人以及宽

容和多元文化而闻名，是寻求出国留学

的学生的明智选择。

加拿大的大学以其技术创新而著称

，尤其是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领域。

加拿大的大学可以与美国或英国的

大学媲美，而且学费相对低廉。

由于其多元文化政策，加拿大非常

多元化，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大多数加拿大人会说英语，但法语

是五分之一人口的母语，因此是学习两

种语言的好地方。

在教室之外，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

地方，特别是对于可以在广阔的荒野中

远足，攀爬，滑雪和游泳的大自然爱好

者而言。

《泰晤士高等教育》报道指出，国

际学生对加拿大一些教育机构而言目前

已非常重要。在多伦多大学，国际学生

约占学生总数的25%，在英属哥伦比亚

大学和麦吉尔大学，这一比例更高达

30%。

近年来，加拿大国际学生人数迅速

增长。加拿大人口只有美国人口的十分

之一，却有超过60万国际学生，几乎是

在美国学生数量的一半。

外国求职者和国际学生对加拿大的

青睐，也带动了更多的人想要申请加拿

大的枫叶卡，加拿大的移民方式众多，

到底哪种方式适合您呢？还需要根据您

的实际情况定制个性化的移民方案。

加拿大首超美国
成为2020年最受外国
求职者欢迎的国家

“澳洲经济要复苏，移民至关重要

！”

这是澳洲总理莫里森在近日发言中

的表态。

不只是澳洲总理，澳洲央行行长也

表示：“人口增长是重要经济引擎”，

重启海外移民计划成为“当务之急”。

那么，对于澳洲居民而言，移民意

味着什么？

重启移民，呼声高涨

谈到重启移民，多个行业最高机构

一直在大力游说，其中，最积极的莫过

于地产行业。

过去一年，澳洲独栋屋市场和公寓

市场可以说是“两个极端”。

在联邦政府HomeBuilder计划、以及

远郊独栋屋的偏好上升的推动下，外环

建房用地销售在2020年几乎翻倍，达到

5.376万宗。

相反，本已疲软的期房公寓市场在

去年再次暴跌，相比2015年市场高峰时

期已经下跌近七成。

为此，澳大利亚城市发展研究所

（UDIA）呼吁，政府应该在年底前重启

移民，不然住房需求可能无法想象。

研究所主席西蒙· 巴谢尔（Simon

Basheer）说道：“如果听一下生产力委

员会和澳联储的意见，不难发现，过去

几十年来，海外移民一直是这个国家的

命脉。”

他说：“今明两年，海外移民实际

上处于负增长水平。”

“从长期来看，年均移民人数大约

为16万-20万人。移民占新房需求的近

60%，如果我们不尽快重启移民计划，

住房市场难以支撑。”

除了地产行业，其他多个行业对移

民的呼声也可谓日益高涨。

例如，澳洲全国农民联合会向联邦

政府提出一个10点计划，要求政府能引

入更多外国工人。

实际上，除了行业组织，多个政策

制定机构也是心知肚明，需要尽早放开

移民。

好不好，看结构

关于要不要放开移民，澳洲国内一

直存在不同的声音。

反对移民的人认为，澳洲的移民政

策导致工资“数年不涨”，影响了当地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支持移民的人则认为，人口增长往

往意味着经济红利。

2000年代初，霍华德政府开始大力

推行增加移民人数，随后的工党和联合

政府继续实行该政策。

在政策导向下，澳洲人口自2000年

以来增长了35％，从1900万人增加至去

年7月的约2560万人。

在移民人数暴增的背后，移民结构

发生变化，永久移民的权重越来越少，

临时移民开始多了起来。

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澳洲本地人开

始抱怨，移民抢了他们的饭碗，导致工

资迟迟不涨。这种情况和美国非常类似

。

有经济学家将2013年至2019称之为

“煎熬的日子”。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还有大量的

移民即便没有到澳洲，他们在各自国家

本来就混得很好。

他们的到来推动了澳洲经济的发展

，带动了就业，拉高了所在行业的工资

。

总结起来，移民好不好，关键还得

看质量和结构。

实际上，这也是目前澳洲总理莫里

森“改革移民体系”的核心。

在最新的发言中，莫里森提到了，

建立一只技术更熟练，规模更大的劳动

力队伍才是经济核心。

他说：“劳动力队伍的规模、能力

和技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经济挑战。”

“与其说拿走澳大利亚人的工作岗

位，如何利用临时签证持有人，来填补

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这一点更为重

要。因为这样，才能真正在经济的其他

方面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保持偏远地

区经济的增长和服务。”

三类移民受欢迎

从澳总理最近的频频表态中，有三

类移民是广受欢迎的，分别是商业签证

移民，技术移民和紧缺行业移民。

1. 商业签证移民

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会拒绝有

钱人。因此，商业签证移民走到哪里，

都是很受欢迎的，并且往往和永居、公

民身份挂钩。

原因很简单，此类签证往往存在一

定的投资门槛，和就业、经济增长密切

相关。

今年7月1日起，澳洲商业签证将

从9种简化为4种，即商务创新188A、

企业家188E、投资者188B和重大投资者

188C。

每类签证均无一例外附带一个投资

门槛。

不过，澳洲对全球富豪的吸引力也

很明显。根据New World Wealth发布的

《全球财富迁移评估报告》，未来十年

，澳洲是全球富豪移民的首选目的地。

换句话说，澳洲居民的人均财富有

望再上一个档次，其中，有被新增富豪

移民财富“平均”的因素，也有此类移

民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

2. 技术移民

虽然身家财富可能不一定比得上第

一类移民，但是，他们也属于那种，即

便不移民澳洲，在本国也会生活的很好

的人。

对于企业而言，盈利是目标。如何

实现盈利，要么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要

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回顾人类发展史，所有人都渴望能

通过改进技术、提高效率进而分一杯羹

，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各国科学院，还

是民间技工，都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每一次技术的突破，都代表着生产

力的巨大提升，背后都是大量就业机会

。

这也是为什么澳洲政府会大力放开

的一个移民种类。

截至目前，澳洲技术移民签证包括

3类，189 独立技术移民,190 州担保和

491偏远地区州担保/亲属担保。

3. 下乡移民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即便有上

百万人失业，澳洲一些地区仍然出现用

工荒。

目前，澳洲偏远地区有5.4万个空缺

工作岗位，并且，且雇主一直无法找到

合适的人选，来填补这些岗位。

这类岗位一般包括农场采摘工、养

老院护工等等。

今年，由于降雨量充沛，澳洲农业

实现大丰收。但是，新鲜果蔬的价格却

不降反升，原因在于农场人力不足，导

致很多果蔬不得不烂在地里，无法及时

供应。

数据显示，今年夏季的蔬菜、核果

、梨果（如苹果和梨子）和葡萄的涨幅

基本介于7%-29%。

在平常，这类岗位通常由背包客，

临时签证持有者、或者一些黑工填补，

后者因为疫情遭遇影响。即便是农场主

人祭出高薪，也无法吸引本土失业人群

。

为此，澳洲全国农民联合会曾向联

邦政府提出一个10点计划，要求政府能

引入更多外国工人。

据统计，澳洲境内农场有接近10万

名的黑工，包括签证文件到期未续、没

有合格签证、或者签证不适用等因素。

近日，澳洲政府农业特别工作组提

议，联邦政府应该为这群人提供获得合

法证件的途径。

另外，打工与度假签证(WHV)体系

应该进行改革，包括雇主必须登记备案

，如发现剥削移民加重处罚等。

对于澳洲本土居民而言，这类移民

有利无弊。

首先，这一人群并没有威胁到本土

人的就业岗位。其次，农场人手问题的

解决有望帮助降低物价，继而直接利好

澳洲居民的钱袋子。第三，该移民群体

的需求可对相关行业起到推动作用。

澳洲放松移民政策，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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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創下完售紀錄ing！歷來在奇幻影展播映的電

影，多數將不會再上電影院，其中開幕片《異變者》

、世界首映的《火神的眼淚》也只剩下一場有票，更

不用說是年年一票難求的《洛基恐怖秀》，以及明明

不公布片名給影迷猜、要到場看了才知道的「Surprise

Film」都是秒殺款！奇幻影展期間，不搶個幾張票來讓

自己心安，就不要說你是金馬奇幻人！

原本只是送送大家文青紙膠帶和筆記本，後來奇

幻多了各種周邊，連拖鞋和襪子也都可以潮起來！今

年更發生限量金馬奇幻信封被搶購一空的現象，團隊

還貼心加印趕製回應影迷敲碗的需求，被戲稱為「被

影展耽誤的文具店」。只能說買得到信封的影迷絕對

是因為人品太好！

4/10（六）下午一點在信義威秀 12 廳櫃檯即將快

閃販售價值高達 3000 元台幣以上的「整套 2021 金馬

奇幻周邊商品」，一套只賣 1500 而且還限量 100 套

，內容包含了奇幻口罩、奇幻 T-Shirt、奇幻襪、奇幻

傘、奇幻撲克牌、奇幻面紙、奇幻瓶裝氣泡水和奇幻

文青帆布包，讓你整個四月的食衣住行都被金馬奇幻

的夢幻泡泡給包圍，影迷還不搶翻？！

終於說到電影了？金馬奇幻影展的特色除了有讓

影迷在戲院裡面「同歡一起唱」的傳統，還有就是把

影迷留在電影院看片一整夜的瘋狂場次！每年團隊會

精選多部電影讓大家可以一口氣馬拉松看片，看電影

看到天亮，今年則精選三部威爾法洛主演的超級鬧電

影作為「恥度無極限單元」，就是要讓觀眾半夜看片

、越看越笑越清醒！

金馬奇幻影展最像市集之處在於影展工作人員排

班顧店之際會熱情與影迷做近距離交流愛電影的心情

，且幾乎年年都會發送各式甜點慰勞在現場等看片的

影迷。今年觀賞開幕片的觀眾可以免費得到手搖飲一

杯、觀賞「恥度無極限單元」者則能免費獲得葉黃素

、憑兩張「非一般愛情」單元不同場次電影票根則能

得到膠原蛋白的小贈品。而影展期間每天晚上7:10分

都可以在信義威秀的影展現場，憑奇幻影展的電影票

根換得一支全家霜淇淋！

金馬奇幻影展滿座率高，整場完售的情況蠻常見

，映前工作人員會進場慶祝完售並以「滿場慶」之名

、隨機送出咖啡和麵包。至於賣座不佳的場次觀眾將

能得到更豪華的食物慰藉！既然是名之為「冷場慶」

那就送觀眾喝「酷繽沙」！大家說說看，金馬奇幻影

展是不是很殺？！

影痴入門課，打開奇幻影展的6種方式

2021金馬奇幻影展

玩耍指南！
即將於本週（4.09 - 4.18）登場的金馬奇幻

影展，堪稱每年台灣影迷最歡樂的影展樂園，好看
好玩又好吃！金馬奇幻影展一直以來都被暱稱為
「小金馬影展」 。今年小金馬又端出什麼有趣的菜

色向觀眾招手？本玩耍指南用最快速度報你知！

20 21

金
馬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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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美麗、動人的海洋紀錄片《男人與他的海

》4/1上映，全台票房突破百萬，導演黃嘉俊透過大銀

幕帶大家看見絕美的海洋景色，為了讓更多年輕學子

及早認識大海，先前許下的「一萬名海洋之子」宏願

正如火如荼地實現中，上週從台中的大里高中開跑，

昨日（6日）導演黃嘉俊帶著片中兩位主角廖鴻基、金

磊特別前往澎湖，將在連續三天的放映活動後，見證

第一千名海洋之子誕生，導演黃嘉俊也現場喊話：

「希望澎湖的同學們都能成為強悍的海洋之子！」

《男人與他的海》海洋之子巡迴放映昨日抵達澎

湖，包含風櫃國小、隘門國小、鎮海國中、馬公高中

、澎湖海事等校，師生都一同到戲院共襄盛舉。澎湖

縣長賴峰偉也特別到場支持，並表示：「澎湖的師長

們都相當關心孩子們的海洋教育！」現場還有老師看

完電影，感觸很深地說：「希望同學們也能像片中兩

位主角一樣，勇敢朝著自己的夢想路上

前進。」導演黃嘉俊為了親自感受所有

海洋之子的觀影回饋，勤跑戲院也樂在

其中，他說：「學生們看完電影後反應

之熱烈，完全超乎我的意料，他們甚至

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接下來如何進一步

認識海洋？」有一名高中生更是寫了近

千字的觀影心得感謝導演：「無論是關

於人、關於海，導演的處理都很細膩，

不會過於濃烈，卻有無限餘韻。」

日前公開的電影主題曲《漂島》

MV已在社群累積超過兩百次的轉發分

享，MV中令人目不轉睛的珍貴鯨豚畫

面，搭配演唱人林生祥充滿磁性的嗓

音，用台語唱出討海人的心情和出海

的旅程、海洋的狀態。導演黃嘉俊更

親自為主題曲寫詞，真情流露對這片

海洋的愛。林生祥表示：「希望和我

合作的導演能夠自己寫主題曲，因為你們最清楚電

影要表達的意涵呀！」初次嘗試作詞的導演黃嘉俊

説：「這是集整部電影精神於一身的象徵，希望有

一天這首歌能成為愛海台灣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海

洋國民歌曲！」

《男人與他的海》籌製超過3年、橫越8,500公

里的距離，導演黃嘉俊帶著攝影機從陸地航向海洋

、再潛入海中，記錄投奔海中的兩個父親—廖鴻基

與金磊，如何正視自己對生命的渴望、像鯨豚般在

大海遨游，同時學習向岸上的妻兒付出自己的愛。

《男人與他的海》全台熱映中，「一萬名海洋之子

」免費觀影計劃反應十分熱烈、名額已爆滿，現正

募集企業單位加碼認領更多海洋之子的名額，相關

詳情請上官方臉書。

《男人與他的海》導演現身澎湖

見證千名海洋之子誕生
2021 第 23 屆台北

電影節今（7）日發布

主視覺，邀請曾獲金

鐘獎美術設計獎，作

品橫跨影視、唱片與

書籍的設計師林佳齡

（Misc）與台北電影獎

頒獎典禮製作人暨視

覺總監馮建彰（二馬

）聯手打造，台北電

影獎最佳聲音設計曹

源峰設計聲音，從台

北電影節的經典符碼

「蝴蝶」發動，詮釋

電影與影展形塑的過

程中所蘊含的無限可

能。

今年主視覺從最

基本的線條圖形開始胎動、分裂、蛻變，如同基因序列，

交織出各種蝴蝶獨特的姿態與可能性，也象徵機會、命運

與選擇彼此牽引，構成不同時刻的樣貌，偶爾耀眼，偶爾

混沌不清，而周圍永遠布滿著各式的機會，百花齊放一路

伴隨。而經歷了無數的演化與生長，直到快門聲響的那一

刻，終於有了光與可期待的未來。

2021台北電影節6月24日至7月10日在臺北市中山堂

、光點華山電影館、信義威秀影城、剝皮寮歷史街區盛大

舉行，精彩片單與活動即將陸續公布，招牌雙競賽國際新

導演競賽、台北電影獎入圍名單將於5月14日揭曉，得獎

名單分別於6月29日、7月10日公布，詳情請密切注意台

北電影節官方網站（https://www.taipeiff.taipei）、Instagram

（https://instagram.com/taipeiff） 或 FACEBOOK 粉 絲 專 頁

（https://fb.me/TaipeiFilmFestival）。

2021第23屆台北電影節

主視覺海報發布



旅遊中國 CC1111
星期六       2021年4月10日       Saturday, April 10, 2021

全棉T恤、全棉衬衣、全棉睡衣、

全棉床品……一直以来都无比中意全棉

产品的我，突然很想去新疆，去看看那

片用“变形金刚”来采摘的棉花天堂。

于是，我给自己做了这份攻略，也

分享给大家，预祝大家旅途愉快！

关于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首

府乌鲁木齐。

它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

区，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

面积的六分之一。

它是著名的淘宝不包邮地区。

从新疆乌鲁木齐到喀什、坐飞机2

小时，跟西安到上海差不多。

最东边的哈密日落时，最西边的喀

什预计两三个小时后太阳下山。

新疆真的很大很大。

他族逼处，故土新归。

新疆古称西域，1882年从阿古柏和

沙俄手中收回，1884年建省后，定名

“新疆”。

所谓“新”，便有故土新归之意。

新疆以天山为界分南北疆。

北疆包括乌鲁木齐、克拉玛依、阿

勒泰地区、塔城地区、昌吉、石河子、

北屯、可克达拉、伊犁、博尔塔拉，汉

族同胞占多数。

南疆包括喀什、图木舒克、阿克苏

、阿拉尔、和田、库尔勒、铁门关、昆

玉，维吾尔族同胞占多数。

北疆有高山和草原，南疆有沙漠和

戈壁。

旅游，一般是去北疆。

新疆哪里值得去——

新疆是著名的歌舞之乡、瓜果之乡

、黄金玉石之乡。

新疆的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全国旅

游资源共68种，新疆便占据了56种。

新疆共有景点一千一百余处，居全

国首位。

在新疆，冰川雪岭与戈壁瀚海共生。

在新疆，海拔8600米的世界第二高

峰，与低于海平面154米的中国最低洼

地同存。

一泻千里的河流、万顷碧波的草原

、光怪陆离的戈壁幻境、神秘莫测的沙

漠奇观，

以及保存完好的原始动植物种群，

新疆实在是令人心生向往。

在一众的景点中，我整理了这七个

最值得去的地方。

帕米尔高原 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古

代称葱岭，古丝绸之路在此经过。

它横跨塔吉克斯坦、中国和阿富汗

，是亚洲多个主要山脉的汇集处。

“帕米尔”是塔吉克语“世界屋脊

”的意思，高原海拔4000~7700米。

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昆

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五大

山脉在这里汇集，号称亚洲大陆地区的

屋脊。

帕米尔高原的最高峰是乔戈里峰，

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交界处。

它是世界第二高峰，海拔8611米。

在帕米尔高原可以邂逅终年被积雪

覆盖的冰山之父。

在帕米尔高原，一天可以多次欣赏

日出日落的美景。

喷泉、温泉、湖泊、牧场为雪岭山

谷增添颜色，石头城、公主堡等千年古

文化遗址为巍峨冰峰数着年轮。

喀纳斯风景区——喀纳斯风景区，

位于新疆阿尔泰山中段，地处中国与哈

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接壤地带，

景区面积10030平方公里。

喀纳斯风景区共有大小景点55处，

主要景点有喀纳斯湖、卧龙湾、泰加林

廊道、观鱼台等。

喀纳斯湖是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核心精华，是冰川强烈刨蚀作用所

形成的。

湖面海拔1375米，湖形如弯月，平

均水深90米，最大深188.4米。

湖周是苍翠的针阔混交林，与辽阔

的山间草原连成一片。

月亮湾是喀纳斯湖最著名的景点，好

似弯弯的月亮落入这林木葱茏的峡谷。

这里超级好拍照、出片率超高。从

春季到秋季，从清晨到傍晚，

在不同的气候作用和光线照耀下，

这一汪水月不停变换着容颜。

卧龙湾，当地称为卡赞湖，即锅底

湖的意思，因其形似锅底而得名。

后因形似蛟龙盘卧嬉水而得名“卧

龙湾”。

河水流经此处，河面变宽，水流变

缓，水面平静，在阳光照耀下熠熠闪光

。

从高处俯瞰卧龙湾，犹如一只恐龙

侧卧在碧波潭里。

湖水清澈，森林繁茂，童话世界应

该便是这般了。

泰加林廊道指的是喀纳斯湖边的一

段栈道。

泰加林一词最初来自俄罗斯语，指极

地附近与苔原南缘接壤的针叶林地带。

泰加林是喀纳斯维持生态完整、环

境稳定、一众动植物世代延续的关键。

泰加林廊道全长4.5km，西临波光

粼粼的喀纳斯湖，东倚巍峨的高山。

沿途曲径通幽，大树参天，松萝垂

挂。

可观赏到典型的泰加林沼泽、泰加

林之王、巨型根雕墙等多处景点。

观鱼台是喀纳斯必游点，始建于

1987年。

从半山腰的停车场去到观鱼台，需

要攀爬1068级台阶。

观鱼台造型独特：顶部是半圆球状

，四角是对称的翅膀形状。

顺着台阶往上，可以捕捉到不同角

度的喀纳斯的美。

直到登上山顶的观鱼台，向东望去

，阳光下的喀纳斯湖泛着绿光，

好似一块翡翠卧在山间。观鱼台视

角下的喀纳斯湖是极美的。

魔鬼城 魔鬼城又称乌尔禾风城。

是乌尔禾矿区的一处风蚀地貌，维吾尔

人称之为沙依坦克尔西，意为“魔鬼城

”。

这种风蚀地貌是在干旱、大风环境

下形成的。原本的巨大的淡水湖泊，经

过两次大型地壳运动，终成混着砂岩和

泥板岩的陆地瀚海。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不仅是周敦

颐笔下的莲花，还有新疆乌尔禾魔鬼城

。

远看魔鬼城，它壮观、雄伟，这是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置身其中时，你的周遭围绕着形状

奇异的土丘，脚下踩着干裂的黄土，黄

土之上寸草未生。

四周一片死寂，让人不免有些胆怯

。

常年的大风将这里的山丘造型。

钱塘江畔的六和塔、北京的天坛、

埃及的金字塔、柬埔寨的吴哥窟……似

乎世界的美景在这里都有同款。

因着这独特的景致，许多电影都在

此处拍摄外景，如《卧虎藏龙》。

也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探险

。

它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中

国最美的三大雅丹"第一名。

传说，在大风之夜、当夜幕降临时

有时会听到鬼哭狼嚎令人发指的嘶叫，

从而得名"魔鬼城"。

而当旭日东升时，从远处望去，"

城楼"就像一对披着晨光的武士，忠实地

守卫着城堡的安宁；

当黄昏初上、明月当空时，便又是

另一番温馨景色。

库木塔格沙漠长八百里，古曰沙河

，目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

这个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玄奘往西

天取经途中遭遇了最险恶考验的地方，

便是库木塔格沙漠。

库木塔格沙漠沙漠面积约2.2万平

方千米。是中国八大沙漠之一。

这一带极端干旱，年降水量在30毫

米以下，是干燥剥蚀最强的高原区域，

几乎所有的地面寸草不生。

这一带风力强劲，一年四季大风呼

啸，流沙飘扬。

禾木风景区——禾木风景区内有喀

纳斯村和禾木村两个著名景点。

其中，禾木村曾被《中国国家地理

》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古镇古村之一、

被誉为"神的后花园中的自留地"。

禾木风景区内有着被冰川、雪山、

原始森林、草原花海所环绕的禾木山庄

、禾木冰雪乐园、禾木草原度假村。

在这里，观景、滑雪、骑马、漂流

、游船……好不畅快。

在这里，篝火晚会、热气球、雪地

摩托、雪域穿越……应有尽有。

赛里木湖——赛里木湖是新疆海拔

最高、面积最大、风光秀丽的高山湖泊

，

又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

方，被称作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赛里木湖古称"净海"，湖水清澈透

底，透明度达12米。

环湖风光、草原游牧、天鹅及其它

珍稀鸟类栖息，赛里木湖不仅美得纯粹

，生态环境也是极好的。

天山天池——天山天池，古称"瑶

池"，是以高山湖泊为中心的自然风景区

。

湖水碧绿清澈如明镜，雪山倒映其中

，云杉环拥着它，好一幅绝美风光画卷。

一池浓墨沉砚底，万木长毫挺笔端。

郭沫若先生也曾折服于天山天池的

美景。

天池石门、东/西小天池、瀑布、天

镜浮空、定海神针……真的是看山、观景

、听溪、徒步、休闲、摄影的好地方。

新疆什么时候最适合去游玩——

不同季节不同美，大家可以根据自

己的时间安排。

3月的天池冰面冰雪未消融。

4月了，春天悄然而至，带来雨水

，但是草没绿花未开。

5月就是真正的春天了，绿草如茵

花绽放。机票划算。

6月的赛里木湖绝了。6月的新疆适

合避暑。

7月、8月、9月是新疆的旅游旺季

，景是真的美，但价格也是真的贵。

10月、11月的喀纳斯就是真正的童

话世界，这时的沙漠和胡杨林超级适合

拍照。

12月、1月、2月的新疆银装素裹，

冰雪天堂。如果觉得雪乡太远，就来禾

木吧。

新疆旅游路线推荐——

7天行程推荐：喀纳斯、禾木、魔

鬼城赛里木湖、库木塔格沙漠、天山天

池

D1：出发地飞乌鲁木齐，乌鲁木齐

飞喀纳斯，入住+逛布尔津夜市。

D2：游喀纳斯景区，观光+摄影+爬

山。【机场：喀纳斯】；

D3：游禾木风景区，骑马+漂流+拍

照+雪地活动。【机场：喀纳斯】；

D4：游魔鬼城，骑骆驼+坐沙滩摩

托+拍照。【机场：克拉玛依】；

D5：游赛里木湖，拍照+观景。

【机场：伊宁】；

D6：游库木塔格沙漠+棉花田，拍

照+徒步+观景。【机场：吐鲁番】；

D7：吐鲁番飞乌鲁木齐，游天山天

池，乌鲁木齐飞出发地。

注意事项：

③上帕米尔高原必须办理边防证，

如果参加旅行团可以由旅行社统一办理

，个人也可以在喀什市公安局办理，周

末不受理。

个人办理需要开介绍信，或在居住

地公安局办理。

③高原、山区寒冷，天气变化快，

注意带好保暖衣物。

③帕米尔高原海拔5000多米，最好

带上氧气袋。

新疆的好，不只是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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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8日， 恆豐銀行召開了第一季度財
報記者會，這是自去年疫情開始至今，第一次召
開財報記者會。同以往一樣，財報記者會由恆豐
銀行吳文龍董事長主持召開，休斯頓當地董事會
成員：副董事長高成淵,張瑞生，董事錢武安，孫
定藩，陳文全，吳國寶，洪瓊慧， 董事兼總經理
張永男，公關經理Jennifer Zhou 及董事長秘書徐
明雯列席參加。

吳董事長表示，超過了近一年的時間沒有和
各位媒體朋友見面，感覺非常想念。 在過去的一
年裡，新冠疫情蔓延對世界經濟帶來嚴重衝擊，
很多行業因著疫情而遭受重挫， 很多企業都在經
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考驗。

2020年，對於恆豐銀行而言，開啟了一個新
的裏程碑的一年！恆豐銀行在經過22年的辛勤耕
耘及不懈努力後，2020年終於達成總資產突破20
億大關 的目標！2020年的第四季財報顯示，繼業
績豐碩的2019年後，在外部環境極不穩定的情況
下， 2020年取得了稅前收入3620萬元的傲人成績
，資產報酬率（ROA）1.48% (Before Bonus) 投資報
酬率（ROE）13.5%，股東獲利每股$2.5 ，這在災
情之年，真是一個非常振奮人心的喜訊。

時間飛逝，轉眼2021年的第一季度已結束，
吳董事長表示，現今大面積疫苗的投放，以及更
多的人開始註意自我防範，希望新冠確診數位將
會日趨平緩。 現今，很多州都宣佈重啟，經濟隨
之呈現重啟趨勢，但整個的修復過程將是一個長
時間的過程，我們必須做好面對經濟復甦進程緩

慢的準備。
談到2021年第一季的財報，吳董事長欣喜的

表示截止三月底，恆豐銀行第一季度稅前收入1176
萬元，資產報酬率（ROA）1.79% ,投資報酬率
（ROE）16.2%, 三月份單月稅前收入超過437萬元
，這也是恆豐銀行建行以來，單月度收入最高的
一次！ 感謝全體董事會成員及全體員工的共同努
力。

恆豐銀行自1998年建行以來，經歷了很多次
外部經濟環境的起伏動蕩，但都能夠平穩過渡並
保持持續上升趨勢。 這得益於恆豐銀行長期以來
堅持優質內部控制管理機制。 吳董事長表示，由
於自己研究所的專業是化學工程專業，所以對數
字非常敏感，在多年的銀行經營中，始終保持用
數字嚴格審視管控企業良好運轉的好習慣。通過
數字顯示， 可以幫助經營者，投資者及公眾，能
非常清晰瞭解一個企業的經營品質及成長狀況。

恆豐銀行作為社區銀行，自1998年建行以來
，始終堅持"誠信為本，專業為責"的經營理念，在
長期的經營實踐中，秉承誠信，責任，堅持不懈
，不斷創新的價值觀，使企業發展步伐穩健強勁
，2021年再次被Houston Business Journal 評選為
總部設立在休斯頓地區的年度增長最快的營利性
公共和私人中型企業前50名。

吳文龍董事長充滿信心的表示，從第一季度
的經營業績看，今年，將會是恆豐銀行又一個豐
收年。 恆豐銀行在努力經營市場業績的同時，也
將繼續不遺餘力的支持社區的發展，以盡社區銀

行應盡之社會責任。
恒豐銀行成立於1998年5月18日,從臨時組合

屋,38位員工的開始,經過23年的兢兢業業的努力,
總資產突破二十一億大關,目前已成長為步入大型
銀行的標準,員工超過238人, 擁有總行和分行20處
,及1個Loan production office 的本地創立之大型華

資銀行，在德州的休斯頓，達拉斯，內華達州及
南加州共四個區域都設有分行。 恒豐銀行大樓,除
已成為休斯頓中國城的地標式建築外,也帶動了中
國城的經濟繁榮。 在未來,恒豐銀行將繼續秉持以
心服務,服務至心的原則,堅持誠信為本,專精為責,
繼續為廣大民眾提供專業優質的金融服務。

為什麼要選為什麼要選Judy DaeJudy Dae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20212021第一季度財報記者會第一季度財報記者會

圖為圖為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中中））率領所有董事會成員合影率領所有董事會成員合影
於記者會上於記者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親愛的福遍學區選民，
我叫朱迪•戴（Judy Dae），今年 5 月參選福遍獨立學區董事

會學區委員，請支持我，投我一票！
我的基本理念是，福遍學區所有的學生，無論他們在學業、職

業、課外活動方面做 何選擇、有何特長，他們都應該有同樣的機會

在學校脫穎而出，他們所做的辛勤努 力都應該得到認可。 我們社區
有責任為我們的學生提最好的機會和最佳資源，以 最大程度地發揮
每一位同學的潛力.我認為福遍社區的每一個居民，不管家裏是否有
孩子在學區上學， 都對學區的事宜具有發言權，因為我們學校的教
育質量影響著我們社區的每個人。

我有兩個孩子。 過去 13 年來我一直十分重視學區的發展。 我
十分踴躍地參加學 區的各項義工活動，並在 PTO 以及學校的不同委
員會中任職，這包括

Commonwealth Elementary School， Fort Settlement Middle
School, and Clements High School 的若幹委員會。我積極參加學校
董事會會議。 無論 對議程持贊成或反對意見，我始終耐心聽取各方
的看法。我鼓勵年輕人發表他們的 看法，認為這至關重要。 我曾把
學生帶到董事會參加他們的會議，讓董事們聽取 他們的見解以解決
他們所關切的問題。

在校園裏做義工時我見到的同學大多樂觀向上，但是也有許多
同學需要更多鼓勵和 關懷。 我聽說有的學校發生過學生在衛生間裏
吃午餐的事情，這些學生情緒低落，覺 得自己的想法沒人可以理解
。 由於他們既不是學霸也不是差等生，沒有得到應有的關註。 他們

只希望趕快高中畢業。 這些所見所聞讓我心碎，學校不應 該是他們
的失望之地。 根據我這些年的義工經歷，我認為這些同學並不是有
過高的期望，他們只是想有人能關心他們，我們作為社會的成人，
有義務對他們投以關註和重視，因為他們是我們的未來。我們在學
校給他 們的是什麽，他們就會同樣回報給社會。 福遍學區是全美最
多元化的學區之一。 這是我們珍貴的資產，我們應為此感到欣慰而
且充分利用。

我擁有新澤西理工學院的電腦碩士學位，並且是 IBM 認證的數
據科學家。我曾擔任數據庫管理員、數據分析師和采購經 理。 為了
造福我們社區，我花了很多的時間義務服務於各個學校和學區，並
在 Commonwealth HOA 的不同委員會任職。目前還在糖城 Mobility
Master Plan Committee上任職。

我相信我是這個職位的最合適的人選。展望福遍學區的未來，
我將不懈努力，服務於我所熱愛的社區！居住在福遍獨立學區的每
個人都可以投票

請大家投我一票！

國際貿易中心社區資源中心開幕剪綵儀式國際貿易中心社區資源中心開幕剪綵儀式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出席國際貿易中心社區資源中心開幕儀式的各出席國際貿易中心社區資源中心開幕儀式的各

族裔代表合影於美南報業大樓樓下大廳族裔代表合影於美南報業大樓樓下大廳。。

休士頓休士頓 「「國際區國際區」」 李蔚華區長致詞李蔚華區長致詞。。

休士頓休士頓 「「國際區國際區」」 李蔚華區長致詞李蔚華區長致詞。。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前排左四前排左四 ），），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前排左一前排左一），）， 「「國際區國際區
」」 區長李蔚華先生區長李蔚華先生（（前排右四前排右四）、）、Martina EdeborMartina Edebor 博士博士（（前排左三前排左三））等人共同為國等人共同為國

際貿易中心際貿易中心 「「社區資源中心社區資源中心」」 主持開幕剪綵儀式主持開幕剪綵儀式。。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 (Al Green (左左））為國際區區長為國際區區長
李蔚華先生李蔚華先生（（右右））頒發賀狀頒發賀狀。。

Martina EdeborMartina Edebor博士致博士致
詞詞，，介紹社區資源中介紹社區資源中
心提供的服務項目心提供的服務項目。。

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致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致
詞詞：：希望社區資源中心吸希望社區資源中心吸
引更多的企業主和各族裔引更多的企業主和各族裔

人士過來諮詢人士過來諮詢。。

衣索匹亞領事衣索匹亞領事GezahgenGezahgen
KebedeKebede 致詞致詞。。

韓裔代表韓裔代表JasonJason
YooYoo 致詞致詞。。

前休士頓市政府管理部前休士頓市政府管理部
門門Alvin ByrdAlvin Byrd 致賀詞致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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