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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健康保險聯合健康保險
(UnitedHealthcare)(UnitedHealthcare)
提供一站式優質服務提供一站式優質服務﹐﹐

符合您需求的聯邦醫療保臉優惠計畫符合您需求的聯邦醫療保臉優惠計畫

讓民眾以華語接收更多健康資訊讓民眾以華語接收更多健康資訊

提供進一步的健康諮詢服務以及教育活動提供進一步的健康諮詢服務以及教育活動

華語查詢專線華語查詢專線11--866866--868868--89888988﹒﹒網站網站:uhcAsian.com:uhcAsian.com

地址地址:: 10613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Bellaire Blvd., Suite A-250250(Saigon(Saigon

Houston PlazaHouston Plaza內內))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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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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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疾
病 （COVID-19） 疫 情 影
響，由美國、英國、加拿

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等世界富裕經濟體組成的七大工
業國集團（G7）領袖，睽違近2年後，6 月初首度面對面舉行峰
會，中國問題成為焦點之一 。

自入主白宮以來，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多次強調因應
中國挑戰，要聯合盟友應對中國，而人權問題，置於美國外交政
策核心當中。這次赴英國出席G7峰會，是拜登上任後首次出訪
；而在這次會議中，美國成功透過公報，聯合G7領袖來對抗中
國問題。在G7峰會的公報中，首提台灣海峽，直批中國 是拜
登合縱連橫策略奏效，這對拜登來說，無疑是一場外交勝利。

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峰會公報的出爐，除了首度提及台海情
勢，也清楚點名中國人權問題。中國人權問題存在許久，但翻開
近 10 年的 G7 領袖宣言與公報，未見任何明確指責中國字眼。

2019年6月，香港爆發大規模 「反送中」運動，同年8月在法國
舉辦的G7領袖峰會，會後宣言也僅重申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
》的重要性，並呼籲避免使用暴力。

相較之下，本次公報一口氣納入新疆、香港問題，並公開呼
籲中國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

更不用說這是G7前身G6自1975年成立以來，峰會公報首
度納入被中國視為紅線議題的台海，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題。

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亞洲計畫主任葛來儀（Bonnie Glaser）告訴記者，
這次公報提及維持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確實是史無前例
，反映出拜登政府成功說服民主大國，須為增強威嚇力做出貢獻
。改變往往非一蹴可幾，但從近幾個月態勢來看，不難發現在美
國驅使與領導下，不少民主國家對中國的作法開始有明顯轉變。

拜登在會上特別提到中國，稱自己很滿意本次聯合公報中對
中國的用詞， 「你們知道，上次G7見面後沒有提到中國，但這
次有提及中國。」， 「我想你將會見到（我們）直接與中國打交
道，正如我本人向習近平說，我不是來尋求衝突的，可以合作的

地方，我們將會合作；有不同意的地方，我會直話直說，而我們
將對不一致的行為做出回應」。

除了拜登，各國領袖會後也各自舉行記者會，並在會上提及
中國。各國領袖要求中國遵守國際規則.義大利總理德拉吉說，
G7一定要坦誠與中國的分歧， 「這是一個不遵守多邊規則的專
制制度，而且沒有與民主國家相同的世界觀」。他同時強調各國
不是對中國採取一個特別強硬的態度， 「我們需要合作，但我們
也需要坦率地說出我們不會也不接受的東西，美國總統說，沉默
就是同謀」。

法國總統馬克宏則指，G7 並非一個敵視中國的俱樂部，
「中國是一個必須尊重國際貿易規則的經濟對手」，又指 「例如

我們與中國在強迫勞動方面存在分歧」。當被問到疫情源頭，他
認為有需要作出澄清，以及所有政府的合作。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表示，G7領袖同意他們一定要堅強和團
結起來應對中國帶來的威脅，認為 「我們在有些方面需要直接質
疑中國，特別是在人權方面」，並指各國必須繼續加強對國際法
的尊重，保護在國外遭受迫害和苦難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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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 峰會劍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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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咏楚詞酬端陽
角黍菖蒲動客心。剛過

去的週一，6 月 14 號，
又是一年一度的端午節
了。此一節日，最能勾
起我等海外遊子思鄉之
情的，當然每一個中國
民 間 節 日 ， 均 有 所 謂
“每逢佳節倍思親”，
而端午最突出的事物，
除了龍舟鼓響之外，就
是角黍菖蒲。以竹葉或
葦葉等裹米，紮成三角
錐體形狀的食品，這就

是“角黍”，亦即2000 多年前，楚人每於端午投江祭屈原的粽
子。菖蒲是多年生之水草，有香氣，葉狹長，形似劍，是提取芳
香油、澱粉和纖維的原料。民間於端午節以菖蒲與艾葉紮束，掛
於門前，故端午節又稱菖蒲節。

關於端午的習俗每個地區略有不同，如今說來就是“老套

”，唯獨粽子成為一種美食，亦可稱為民俗的食品，是故難忘；
而端午節日舉行的賽龍奪錦，也己成為一種國際性的運動項目，
大受歡迎。還有歷史是忘不了的，那就是端午節那位主角，他是
戰國楚人，名平，字原；又名正則，字靈均，做過左徒、三閭大
夫。博古通今，具有遠大的政治理想，主張明法度，任賢才。曾
輔佐楚懷王內修政治，外抗強秦。後因遭謗，前後遭兩次流放，
一次放於漢北，一次放於湘南。終因不忍見到國家淪亡，遂採取
消極態度，自我投入汨羅江，以屍諫楚王，成為千古一大忠臣，
他對國家民族的貞忠，將永遠留在人民的心目中.

記得陳與義在建炎三年，流寓於湖南、湖北一帶，曾寫過一
闋《臨江仙》。詞云如下：

「高詠楚詞酬午日，天涯節序匆匆。榴花不似舞裙紅。無人
知此意，歌罷滿簾風。 萬事一身傷老矣，戎葵凝笑牆東。酒杯
深淺去年同。試澆橋下水，今夕到湘中。」

陳與義寫這闋詞，是國家多難之秋，在端午節日憑弔屈原，
傷時懷舊，抒發自己的愛國情懷。作者“高詠楚詞”，透露了在
節日中的感時心緒和壯烈胸懷，屈原的高潔品格給詞人以激勵。
用鮮艷的榴花比擬鮮紅的舞裙，是回憶當年春風得意，如今流落
江湖，正是兵甲無歸日，江湖送去身。

端午節，在這樣一個傳統節日里，古人們是怎樣歡度端午佳
節的呢？讓我們一起跟著詩詞，與詩人們一起歡度佳節，和詩人
們一起放“粽”才情，放“粽”快樂吧！

「棕子香，香廚房。艾葉香，香滿堂。桃枝插在大門上，出
門一望麥兒黃。這兒端陽，那兒端陽，處處都端陽」

晨起聽雨月未落，滿屋盡帶溫柔鄉。
又是一年端午季，青山綠水皆足倉。
粽葉艾草繼續著不變的清香，汨羅江畔流傳著動人的傳說，

熱烈龍舟劃動著千年的祈願，人們心中深藏著綿綿的思念 。
介紹一下，這裡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說話，供大家回味：
人生如粽，不怕你有棱有角，就怕你肚裡空空。
人生如粽，經得起熱水沸騰，耐得住冷藏冰凍。
人生如粽，向白米學會融合，向粽葉學會包容。
人生如粽，不捆綁就是一勺稀飯，不蒸煮哪有美味香濃！祝

大家端午安康，如意順心！
收筆前夕，介紹一位港澳詩家潘崙山的應紫詩句：
龍舟鼓響振神州，四海炎黃競上游。澄浪浪淘祛固疾，大灣

灣泊創新猷。
濠江水秀星輝岸，鏡澳風清月伴樓。抗疫豐功嘉客至，滿城

欣慶樂悠悠。
本書生略通文瀚，際此大時大節，豈能無詩應節。草寫如下

：
「又逢端午祭英魂， 舉國傷懷悼屈原。 滾滾汨羅東逝水，

難能洗盡直臣冤。」

刻下一般美國國民均以
為，COVID-19 疫情，仍
然是美國當前的首要社會

課題。不過，新近出爐的一份由雅虎新聞（Yahoo News）和
YouGov 發佈的民調數據顯示，隨著COVID-19疫苗接種的普遍
推廣，疫情趨向緩解消退之際，更多人有 49%的受訪者稱，美國
的暴力犯罪，正面向“一 個非常龐大的社會問題”，而只有
30%的受訪者感覺到，新冠病毒仍然是個大問題。

根據雅虎新聞，這項調查是在 5 月 24 日至 26 日之間，對全
國范圍內的 1588 名成年人進行 的全傾向的調查訪問。他們均認
為 「暴力犯罪」才是美國目前面臨的首要問題。而對於華裔及亞
裔民眾，社區治安和公共安全尤為關切，至關重要。因為任何時
候美國社會動盪，發生暴亂，亞裔 必然是首當其衝，並且成為
受害者。

雅虎新聞和YouGov 日前進行的一項新民意調查發現，隨著
新增COVID-19病例、死亡和住院人數都已降至數月以來的最
低水平，人們對於 COVID-19 疫情的擔憂現已降至去年3月疫
情爆發以來的最低水平。只有總數一半的美國人表示，現在 「非

常擔心」（15%），或 「有點擔心」
（35%）新冠疫情；另一半人表示，他
們 「不是很擔心」（30%），或 「完全

不擔心」（20%）疫情。
調查樣本包括 2021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在線採訪的 1,588

名美國成年人，由 YouGov使用全國代表性樣本進行，根據性別
、年齡、種族和教育進行加權，代表所有美國成年人。 誤差幅
度約為 2.8%。 而根據這一民調結果，意味著美國正逐漸從CO-
VID-19疫情大流行的沈睡中蘇醒，人們重新找回正常生活的樂
趣。

COVID-19疫苗接種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這種轉變。 例如
，多達 58% 的美國人現在認為 「美國COVID-19疫情大流行最
嚴重的時期已經過去」，這一數據僅在上個月就增加了 14 個百
分點。 同樣，只有 32% 的人將 COVID-19 疫情描述為 「非常大
的問題」，大約是去年夏天表示相同觀點的人數的一半。據悉，
去年夏天，有超過61%的人認為COVID-19病毒是很嚴重的問題
。不到四分之一的已接種疫苗的美國人表示，打了疫苗後，他們
的生活基本沒有改變；更多的人則表示，他們現在 「不太擔心感
染 COVID-19 病毒」（約佔 46%）； 「不那麼擔心將 COV-
ID-19 傳染給他人」（39%）； 也包括表示比較沒有顧慮 「更多

地與家人和朋友交往」的人（34%）。
相對於對COVID-19疫情不再嚴重擔憂截然相反的情形是

，反過來，民眾對於社區安全和治安問題的擔心日益增長，尤其
亞裔民眾顧慮暴力犯罪事件急遽增加，居家外出都缺乏安全感。
民調數據也顯示，65%的美國人認為暴力犯罪正在增加，認為暴
力犯罪非常嚴重的人數比例也有所上升（達到49%），成為人們
最擔憂的問題，超過經濟（佔比39%）、政治正確（39%），和
族裔關係（41%）。

據媒體報道，近期的一份報告顯示，2021年第一季度，32
個美國城市的謀殺案數量較去年同期上升了24%，嚴重攻擊上升
7%，持槍攻擊上升了22%。以華人聚居的全美著名的安全城市加
州灣區為例，今年以來持槍搶劫案，及暴力事件等接連發生，華
人居民對此深感擔憂，認為曾經的安全城市似乎越來越不安全。
不少人坦言，在亞裔仇恨事件頻發的大環境下，如果社會治安沒
有保障，任何暴亂犯罪的發生，首當其衝可能的受害者往往是安
分守己的亞裔。

本書生在這裡最後指出： 廣東俗語有話： 眾事莫理、眾地
莫企。現在我等大家亞裔、亞裔外出，要守望相助、要一眼關七
，一旦受到不法份子，要高聲呼喊，不要姑息養奸。只有這種樣
，最終才能保障自己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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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首要問題是暴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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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本報休斯頓報導) 美國南部地區最
大的教育集團是美金榜，幫助過許多學
子與家長申請大學，好評不斷。大學部
主管何老師曾在本報專欄【2021年美金
榜大學申請總結】一文指出：去年的大
學申請數量比往年大幅提高，使TOP大
學的錄取率再創新低。由於標準化成績
可選的政策，使大學錄取的標準更加模
糊化，課程難度高的AP /IB在學術評分
中的比重因此大幅上升，疫情對課外活
動的限制，也使學術的考量比例增大。

因此，對於希望申請高端大學的華
裔學生而言，提高自己申請優勢的將仍
然是領先的GPA和學術。針對於此，今
年秋季各學校開放後，更多的高中生將
選擇上難度大的AP/IB課程。但是在上
了一年的網課之後，大多數學生需要更
多的學術上的準備，以應對下學年的課
程。

暑期是一個寶貴而又絕好的時間，
提前預習AP課程，為下學年GPA高分
做一個切實可行的準備，美金榜特別推
出暑期 AP 預習班，幫助同學們掌握好
AP課程。所有暑期AP課均為預習課程
，適合秋季將要上此課的同學，目的為
提升下學年GPA，提高大學申請的競爭
力！(三人同科團購，立減100！)

AP預習班上課時間（每門10次課，
20小時+課後作業）

AP English Lang & Comp：7/19, 21,
23, 26, 28, 30, 8/2, 4, 6, 9, Mon, Wed,
Fri, 8-10 am, Central Time

AP English Lit：7/19, 21, 23, 26, 28,
30, 8/2, 4, 6, 9, Mon, Wed, Fri, 11 am -1
pm, Central Time

AP Chemistry: 7/19, 21, 23, 26, 28, 30,
8/2, 4, 6, 9, Mon, Wed, Fri, 1-3 pm,
Central Time

AP US History: 7/19, 21, 23, 26, 28,
30, 8/2, 4, 6, 9, Mon, Wed, Fri, 4 -6
pm, Central Time

AP World History: 7/19, 21, 23, 26,
28, 30, 8/2, 4, 6, 9, Mon, Wed, Fri, 7-9

pm, Central Time
AP US Government: 7/20, 22, 24, 27,

29, 31, 8/3, 5, 7, 10, Tue, Tur, Sat, 8-10
am, Central Time

AP Physics 1/C (Mechanics): 7/20, 22,
24, 27, 29, 31, 8/3, 5, 7, 10, Tue, Tur,
Sat, 1-3 pm, Central Time. Physics C has
5 more hours on 8/12, 13, 14

AP Calculus AB/BC： 7/20, 22, 24,
27, 29, 31, 8/3, 5, 7, 10, Tue, Tur, Sat,
3-5 pm, Central Time. BC has 5 more
hours on 8/12, 13, 14

AP Computer Science: 7/20, 22, 24,
27, 29, 31, 8/3, 5, 7, 10, Tue, Tur, Sat,
7-9 pm, Central Time
授課老師：

Kieran Lyons 博士：AP English Lan &
Com, AP English Lit

Kieran Lyons，美金榜教學部主管，
英語專業博士，萊斯大學校友。超過十
年英語教學經驗，包括SAT英語、AP英
語、英語寫作、文書寫作等課程。耐心
、細心，善於總結考試規律，教授學習
方法，教學成績卓然，深受學生好評。
Lyons博士根據collegeboard AP教學大綱
，以考試真題為基礎，結合自己的教學
經驗和學生反饋，開發出自己獨特的教
學課程，集應試和提高英語能力為一體
，教給學生一套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
使AP備考工作事半功倍，考出好成績。

Kevin Liu: AP Calculus AB/BC, AP
Physics 1/C, AP Chemistry

Kevin Liu, 畢業於上海交大和北大，
理工碩士，有著深厚的數學功底。劉老

師多年來一直進行SAT/AP數學、物理
和化學的教學，學生大多為洛杉磯地區
的高級知識分子和白領的華人子女，經
過他輔導的學生大多獲得SAT/AP數學
、物理和化學滿分。用他自己的話說，
學生考不了滿分他都覺得不好意思。自
信和水平可見一斑。劉老師課程講解循
序漸進，邏輯性強，挖掘每個知識點，
完全做到學習無死角，讓學生從對原理
的模棱兩可達到完全理解的程度，最終
取得理想的考試成績。

Mallie Brossett：AP US History，AP
World History

Mallie Brossett, 佐治亞大學博士研究
生，歷史和國際關係專業。在大學和高
中兼職教授AP歷史、美國政府和政治等
科目，五年以上教學經驗。 Mallie深入
研究了CB教學大綱，開發出自己獨特的
教案和教學方法，工作細心耐心，對AP
歷史相關係列課程的考試經驗豐富。

Matthew Bufford: AP US Govern-
ment

Matthew Bufford, 佐治亞大學政治學
專業博士，講師。在美國政府、美國歷
史、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等方面擁有7
年以上教學經驗，曾經為Duke Tip在萊
斯大學的項目研發課程和教學。 Matt學
士淵博、教學生動有趣，深受學生好評
。

Steven Cheng: AP Computer Science
Steven Cheng, UT 奧斯汀計算機系大一
學生。 Steven是一個計算機天才，在高
中階段就開始在惠普公司實習，參與人
工智能研究活動，熟練使用多種計算機

語言。以優異成績被 UT 奧斯汀 Turing
Scholar特殊項目錄取。 Turing Scholar是
計算機專業的honors program，Steven在
這個項目中依然保持著4.0GPA的優異成
績，是高中學弟學妹的楷模。他在高中
階段參加的所有計算機AP考試均為5分
，也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有熱情有耐心
，除了幫助學生提高計算機AP課程的成
績，也能夠有效帶動和他年齡相差不大
的高中生，進一步激發他們對計算機領
域的興趣和對大學計算機研究領域的了
解。一舉多得，事半功倍！

美金榜，用心造就孩子的未來
美金榜教育集團，美國南部地區最

大的教育集團，英文名字為“To The
Top Education", 旗下包括留學升學、高
中規劃和背景提升、 SAT/ACT等考試
培訓、實習就業、教育交流、留學生監
管等多個板塊。美金榜為美國大學招生
諮詢協會會員，德州私校聯盟發起者，
對美國大學和高中極其了解，並有廣泛
深入的合作。在過去的八年中，成功幫
助近千名學生進去理想的美國院校，百
餘名學生順利進入實習和工作崗位。

同時，美金榜還為華人高中生提供
社區服務機會，是”美國總統義工獎
“的認證頒發單位。美金榜總部設在美
國第四大城市休斯頓市，分部設在加州
聖地亞哥市、德州聖安東尼奧、和達拉
斯市。
詳情可洽電話: 1 (281)797-5614。We-
Chat：HeOu88。Email：michelle@toth-
etopeducation.com。網站：tothetopedu-
cation.com

美金榜推出暑期美金榜推出暑期APAP預習班預習班 GPAGPA高分不難高分不難
提高自己申請大學之優勢提高自己申請大學之優勢 掌握好掌握好APAP課程課程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週四表示，在靠近
美國南部邊境的新墨西哥州，在美墨邊境附近的24 小時內發現
了兩名非法移民死亡的屍體。

根據邊境報告，邊境巡邏人員週叁晚間在新墨西哥州桑蘭公
園（Sunland Park）的基督雷伊山（Mount Cristo Rey）西部山
麓發現了一名35 歲墨西哥婦女的屍體，死因尚未確定，桑蘭公
園警方正在調查這起死亡事件。

這一發現是在消防隊員在美墨邊境附近救出一名非法移民婦
女後不久發現的，該婦女隨後被困在基督雷伊山上並受傷。

據 KVIA-TV 報道，週四，邊境特工還在一所小學附近的偏
遠沙漠地區發現了另一名已故非法移民。

桑蘭公園消防官員表示，他們參與了多項涉及非法越境人員
的救援和屍體恢複工作。據新聞台報道，上週，兩名厄瓜多爾婦
女被沙漠中無情的酷熱中暑昏倒後獲救。

隨著夏日高溫的加劇，非法移民在進入美國的旅程中面臨的
危險也在加劇。有些人被發現擠在溫度超過 100 度(攝氏38度）
的卡車或房屋中。消防人員還回應了無數非法移民在試圖攀登邊
境圍牆時墜落的呼聲。

6 月 11 日，一名 24 歲的男子在試圖翻越邊境圍牆時喪生
。當天晚些時候，另一名 20 多歲的男子死於桑蘭公園地區的酷
暑。

德克薩斯州美墨邊境的情況同樣糟糕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特工週末在德克薩斯州西部小鎮範霍

恩的一家麥當勞餐廳外發現了 33 名非法移民被包裹在一個溫度

超過 100 度的搬運卡車（ U-HAUL） 中。
據當地電視台報道，U-HAUL卡車內的移民

患有與高溫有關的各種疾病，大約有十幾人需要
治療，但沒有人死亡。

邊境巡邏隊的大彎部門負責人肖恩·麥戈芬
（Sean McGoffin）告訴KVIA-TV：“如果我們
英勇的特工不能釋放這些被困的無證非法移民，
我們可能會在這次事件中看到33 人悲慘死亡。
”“走私者不在乎他們拿錢後給人們帶來什麽樣
的痛苦。”

週一下午，美國邊境巡邏人員在德克薩斯州
東南部發現了一個藏匿 108 名非法移民的大型人
口走私藏匿處。

這些非法移民被發現擠在一個看起來像是舊
車庫的地方，忍受著極端高溫和惡劣的生活條件。

邊境巡邏官員說，走私者將非法移民關在位於美國南部邊境
附近的藏匿處，然後再將他們分散到美國其亡地方。

執法部門最初表示，在這所房子裏發現了 107 名移民，然
後又將另一名非法移民加入。

週一，官員們在德克薩斯州奧爾頓附近逮捕期間確認了一名
非法移民看守人士，但沒有證實他是否參與了人口走私行動。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週二證實，在德州美墨邊境的藏匿處
發現了 5 名無人陪伴的兒童和兩個家庭的 6 名兒童。

這些移民來自墨西哥、厄瓜多爾、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危

地馬拉。
像週一發現的車庫這樣的藏匿屋對於邊境巡邏人員來說並不

罕見。
在奧爾頓的藏匿處被發現一小時後，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報告說，裏奧格蘭德市附近的一處住宅被發現收容了 23 名成年
移民。

當問及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在2021 年到底發現了多少非
法移民藏匿處的數量時，沒有得到肯定的答複。但本月早些時候
，當地新聞媒體 KGNS 報道說，在德州美墨邊境的200 多個被
拆除的藏匿處中逮捕了 4,000 多名非法移民。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美墨邊境24小時內發現兩名非法移民的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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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真的太难了，今年上半年真

是一波三折，先是2-4月”基民“亏损

，后到5月”币圈“暴跌，再到这几天

的三胎政策刷屏，各种爆炸信息层出

不穷，90后的小鲜肉们纷纷表示小小

的心脏已经承受不住，想要”躺平

“了。

“躺平”这个词是近期才火起来

的，从5月27日开始，百度搜索指数

较之前翻了10倍，搜索人群中20岁至

29岁占比60％。#年轻人选择躺平可耻

吗#成为微博热门话题，收获2.2亿阅

读量。

为啥“躺平”呢，因为90后想搞

钱却搞不到。最早的90后其实也已经

不年轻了，跨入了30而立的阶段，这

样一个正直奋斗上进的年龄，90后并

没有让社会失望，他们承担起了社会

的责任，尤其是在去年的新冠肺炎疫

情中表现出来了担当。

但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苦

衷吧，我们看看90后为啥“躺平”。

基金暴跌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以白酒、

医药、新能源为代表的白马股一路高

歌，连基金也开启了一轮轮暴涨的画

面。

从去年年底开始不少基民纷纷晒

出基金赚了30%、50%、100%的持仓，

这种基金圈敲锣打鼓的盛宴一直持续

到过年以前，三位“高富帅”齐齐创

出历史新高。

而接盘这三位高富帅的，恰恰好

是90后群体。根据2020年《第二季度

中国家庭财富指数报告》显示，在去

年上半年新增加的基金民众中，90后

群体竟然超过了50%，这意味着什么

？60、70、80后三大群体新增基民都

比不上90%基民数量。

90后跑步进场初期，市场确实没

有辜负他们的希望，根据银河证券的

报道，2020 年偏股型基金收益高达

59.57%。

10万变成15万，100万变成150万

，“躺赢”模式很快让90后尝到甜头

，于是他们开始继续加仓买入。

殊不知，2021年1月三位高富帅净

值创了新高以后，市场却突然间哑火

，把年初新开仓的基民和加仓的基金

打得落花流水。2月中旬后，随着抱团

股的大跌，股民和基民的手机出现了

满屏绿油油的画面。

那段时间，三大指数最惨的时候

跌了4个点。

基金大跌竟然还上了热搜。

跑步进场的90后，由于对市场缺

乏了解，也缺乏正确的理财观念，同

时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妄想短期实

现暴富，于是很不幸运地被市场教育

一番。

你要说90后是无忧无虑的孩子，

不，他们已经成长了，可是现实没有

顾及这些。

另外，部分90后投资者往往跟风

买基金，向各种大v或者朋友抄作业，

还没有搞清楚各个基金所处行业、赛

道，甚至不了解这个公司到底是干嘛

的就盲目买入，自然难以避免被市场

收割。

根据经济观察报采访表示，90后

基民林璐（化名）3月初持有的6只基

金全线飘绿，这是自她从去年6月投资

基金以来账户最惨烈的一次，亏损高

达3000，这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

相当于一笔不小的家庭“开销”。

基金暴跌、炒币血亏、放开三胎

，90后想搞钱但搞不到，只能躺平？

林璐就是典型的跟风党，在行情火热

的时候入市，盲目追随大v和自媒体人

员买入卖出，甚至追涨杀跌，把投资

当作投机，难以承受短期市场波动。

网上那些所谓的大v，他们没有任

何经验，说不定自己都亏得一塌糊涂

，于是通过互联网渠道去推荐各种可

以获得“超额回报”的基金，以此来

获得流量收入。这些博主有些是宝妈

、有些是做美妆的、有些是农民工，

并非科班出身，缺乏专业的金融知识

，那么讲述的内容又怎么会值得学习

借鉴？

币圈血亏

今年4月，比特币突破6万美元价

格，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在基金躺

枪的基民开始跑步进场比特币了。与

基金和股票不同，比特币不限制涨跌

幅，人们容易对此抱有一夜暴富的幻

想，于是乎不少工薪族把它当做跨越

阶层壁垒的赚钱方式，大肆买入比特

币。

然而，5月21日开始，国务院金融

稳定发展委员会发布打击比特币挖矿

和炒作行为；5月26日，美联储释放鹰

派信息导致美债收益率上行到1.68%，

同时坐镇币圈的马克斯也跑路。

三重打击之下，比特币遭遇血洗

，一夜之间跌幅超过30%，短短一个

月期间价格几乎“腰斩”，虽然现在

比特币价格已经有小幅回升，但已经

无力回天，这根大阴线的月k，已经走

的特别难看了。

根据币Coin数据显示，5月下旬开

始，最严重的时候全网爆仓超过50万

人，爆仓约400多亿人民币。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暴跌中，90后

币圈人群还来不及等到一次狂欢，便

被市场狠狠地教育一番。

为什么90后群体如此热衷炒币呢

？一方面是理财焦虑，另一方面是快

速突破阶层壁垒这个溯源。

在高房价的社会环境下，90后找

不到能够快速致富的赚钱方式，但为

了避免资产贬值，他们必须通过各种

理财手段使自己的资产保值。

今年，秋田犬币（AKITA）和猪

币（PIG）涨幅超过600倍，而涨幅最

高的屎币（SHIB）更是暴涨28万倍。

毫无节制的涨跌幅让整个币圈市场开

始疯狂，投机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P2P跑路，基金股票不稳定，90后

甚至会有这样的感叹：赚钱的机会怎

么都离我而远去，我还没有经历过就

结束了。而各种币可以“实现”一年

百倍的目标，于是乎炒币开始成为年

轻群体青睐的地方。

靠炒币一夜成名的孙宇晨有着硅

谷钢铁侠之称的马斯克更是成为了国

内年轻群体的偶像与模仿者。尤其是

孙宇晨，“90后”“一战成名”“一

夜暴富”这些标签在国内年轻人群体

里面成为了一张信仰至上的名片。

而自从5月19日以后，币圈神话

开始破灭，炒币的90后也开始放弃挣

扎。

比特币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炒

币和年轻人一样年轻，年轻人做事情

有干劲，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也不怕

失败。因此，当社会上出现一种新潮

流时，90后当仁不让，怎奈“时运不

济、命途多舛”。挣扎后躺平一下吧

！

虽然2020年至今数字货币开启了

大牛市，但实际上这个市场就类似于

赌场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外之

地，看起来遍地机遇，也不乏一夜暴

富的神话，但其实背后却是陷阱。

虚拟货币没有任何监管的市场，

看起来总市值不小但绝大多数掌握在

少数人手中。如马斯克，他们完全可

以利用自身影响力影响市场，反复收

割散户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对普通人而言，数字货币的价值和

涨跌完全没有任何的逻辑支撑甚至是理

由，就是纯粹的赌博，在我看来还不如

去买彩票，起码损失是可控的。

因此，股票基金虽然也存在风险，

但这样强监管的环境已经对小散是相对

公平了，如果在这里都做不好，90后又

如何去数字货币市场上赤手空拳与呼风

唤雨无法无天的大机构博弈？

放开三胎

这几天，朋友圈被“三胎政策”

刷屏了，各种段子调侃得很热闹。

5月31日，官方媒体发文表示为了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现在正式组织

实施三孩政策。实际上，要提升人口

出生率，放开生育只是第一步，后续

还需要多种配套措施一起上才可能有

成效。当然，亡羊补牢总比继续拖下

去好，人口增长率是个长期挑战，需

要很多年才能看到成效。

为什么年轻人，尤其是以90后为

代表的年轻群体不愿意生育了呢？原

因无非两个：高房价与昂贵的教育成

本。

生孩子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艰巨任

务，但是否养得起却挑拨了不少家庭

的神经。毕竟在当下社会中，生孩子

不单单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只是“生”

，而是与住房、教育相挂钩，而这两

者背后，本质上就是金钱的支出。

其中东吴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

家任泽平曾在《中国生育报告：2019

》中有提出，抑制当代人生育意愿的

因素主要为住房、教育、医疗成本。

为此，任泽平一度呼吁国家放开三胎

，建议各地政府出台一些生育补贴政

策，同时态度还提到一二线城市生三

胎的可以考虑发放一个购房指标。

网友看到任经济学家的呼吁后纷

纷调侃：缺的不是购房指标，而是购

房的钱。

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家庭而言，生

娃后必定面临孩子教育问题，但现在

大城市教育在某些程度上是跟“学区

房”挂钩的。在一线城市中，普通学

区房8万起步，好一点的学区房13万

起步，如果是顶级学区房，20-30万一

平方也不足为奇。

而且学区房还有一个“九年一学

位”概念，即自该住房学位登记使用

之日起，九年内提供一个义务教育学

位，该学位拥有者享受九年义务教育

（产权不变更）。

这一政策出来以后，大城市的学

区房又引发一轮爆炒。

好的学区能够对接更好的小学、

初中教育质量，但匮乏的优质教育资

源无法满足庞大的教育需求，自然而

然地，大家便一窝蜂地去购买学区房

了。

不过国家对于炒作学区房等行为

开始采取了重力打击，例如各地教育

部开始颁发就近入学、多校划片等政

策，削减学区房的边际价值。

以前的学区房，一般直接对接房

子附近的优质学校，一上就是六年。

但现在不一样了，就算购置了学区房

，孩子也不一定能够上到好的学区房

，给优质教育资源匹配增加了不确定

性，这对于抑制学区房确实有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坚持“房

住不炒”的方针政策是非常明智的，

控制房地产泡沫不但有利于金融市场

的稳定，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

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南、广

州、成都、深圳、苏州等地方开始了

不同力度整治学区房炒作行为，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前段时间深圳最牛学

区——福田百花片区房价大降“662万

”的消息在网上广泛流传以后，人们

对学区房的追捧也有所下降了。

基金暴跌、炒币血亏、放开三胎

，90后想搞钱但搞不到，只能躺平？

为了保障能实施地更彻底，苏州还规

定“初中、小学不分段”，将初中、

小学为一个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学段

，除该登记住房学位拥有者享受九年

义务教育外，该登记住房不再提供第

二个义务教育学位，同一家庭多名子

女不受限制；并且新购住房如未登记

使用过学位，即可用于申请使用义务

教育学位。

不过除去学区房因素，教育成本

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过去，大部分

家庭抱有“以儿养老”“多子多福”

的观念，但随着“鸡娃”家长们的教

育内卷化，传统生儿育女的观念基本

被摒弃了，中产家庭为了培养好一个

孩子，不惜倾其所有，集中资源把金

钱、时间、精力放在教导和培育他。

如果多生一个小孩，个人的时间

精力被稀释还好，但教育背后的金钱

支出无法稀释，只能靠家长多挣钱来

补充。

前程无忧今年发布的《2021职场

妈妈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女性

收入已经成为支撑家庭的重要来源，

但女性作为家庭事务的重要角色，他

们还担任着职场员工角色。在大部分

的私企中，女性之所以受到歧视，就

是因为女性“生孩子”占用了公司的

时间。

生孩子的女性，由于生育占用的

时间成本影响了个人项目进展，就算

重返职场，他们的成长空间与晋升渠

道也会受到限制。

所以，放开三胎政策，这至少表

明了一个积极信号：国家已经重视人

口老龄化问题。相信后续的配套政策

也会陆续出台，让人想生敢生，此外

，社会、企业需要提高女性地位，保

护女性生育期间合法就业权益，通过

对生二胎、三胎的家庭发放生育津贴

等等，来促进相关的政策落地见效。

基金暴跌、炒币血亏、放开三胎

，90后想搞钱但搞不到，只能躺平？

人口政策的改变，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但是相应的政策也应该跟上。90后

是赶上了这波潮流，未来国家可以出

台一些有利于生三孩的政策，比如从

税收、妇女生产权益、教育以及住房

等方面入手。

那个时候，90后将不会想躺平了。

基金暴跌、炒币血亏、放开三胎
90后想搞钱但搞不到，只能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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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青年導演鄔浪執導，並由金馬影

帝李康生、李夢主演的短片「雪雲」入圍

本屆坎城影展主競賽短片單元，該片從

3739部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將與其他10

部作品一起角逐最佳短片金棕櫚獎。

原來，李康生原本不輕易答應拍攝短

片，但他誇讚鄔浪很有誠意，對方也是蔡

導影迷，「他希望第一部作品就能找我演

出。這部片在海南拍攝，他先跟我寫email

和微信溝通很久，希望我能演出，然後邀

請我去海南討論劇本，之後又再次邀請我

和蔡導兩人去海南親自招待我們」，這也

是李康生第一部在大陸拍攝的電影，也是

被鄔浪的誠意打動。

「雪雲」講述一對十年未見的戀人重

逢後，在最遙遠與最熟悉的親密關係間往

返的故事，畫面精緻優美，敘事從容舒展

，李康生和李夢的表演也與故事氛圍相得

益彰，15分鐘短片展現了導演鄔浪成熟的

影像風格和掌控能力。官方組委會在給影

片的入圍邀請信中用「Beautiful」形容了這

部電影給人的最深印象。「雪雲」由上海

突燃影業有限公司、北京無限自在文化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青蘭視覺藝術發展

有限公司出品，由Yilisoo Films負責海外發

行。突燃影業和鄔浪電影工作室聯和製作

，頓河、趙子鳴任本片製片人，影片將於

第74屆坎城影展期間舉行世界首映。

鄔浪三度叩關
李康生 「雪雲」

強勢問鼎坎城影展

犯罪懸疑劇集「第三佈局 塵沙惑

」開播後即引發討論熱度，演員李銘忠

、魏蔓、黃薇渟17日出席線上記者會，

分享拍攝過程，前者形容角色「史上最

悲慘」，2女星飾演特種行業女子、同

為「劉冠廷的女人」，皆是卯足勁拚命

減肥、擠乳溝、除毛，力求「腰束奶膨

卡臣（屁股）硬扣扣」，魏蔓笑說：

「這樣才能服務客人啊！」

黃薇渟在上周播出的一、二集中，

與劉冠廷在摩鐵性愛戲，演得惹火噴血

，慘遭性侵分屍畫面，驚悚駭人，她坦

言因是第一次，一開始接到劇本時就很

興奮，為床戲做許多準備，所有能讓自

己身體「香香的」用品都派上用場，漱

口水、口香糖、牙刷、身體乳一樣不少

，結果床戲被延拍了2、3次，黃薇渟瘦

到體脂19，笑說：「剛好給了時間減肥

，但又怕破功，每次準備好了，又重新

來一遍。」

遭性侵橋段播出後，黃薇婷當晚就

看到網友驚呼：「領便當了嗎？」、

「怎麼不是劉冠廷嗎？他是領便當專業

戶」坦言拍這場戲時，因是半夜在河堤

邊，環境氛圍已很驚悚，加上身上特殊

化妝，形容自己「沒想到會死得這麼徹

底，身上都是糖漿，像喪屍一樣。」

魏蔓為演出酒店小姐，好不容易才

約到該行業女子做電訪，但也有些觀念

，讓自己「過不去」，難以理解有女生

是為了賺錢養男人，為此在表演老師建

議下，她試著將所有事的思維放在「子

宮」，無論走路、吃飯都是，果然連走

路姿態都變得不一樣，此外，她也透露

劇中將有大尺度性愛戲，還有街頭飆髒

話，是過往從未有過的挑戰。

李銘忠則飾演貫穿全劇的大反派，

表示目前看了許多好萊塢片，也從未有

過類似重疊背景的反派，「真的史無前

例超悲劇的一個人，從頭到尾都很孤獨

度過。」疫情期間居家防疫，李銘忠坦

言去年在馬來西亞曾遇過3個月的禁足

令，已經很習慣這樣的防疫生活，現在

擔心的是疫苗，卻因本身是外國人，他

也在思考是否該飛回大馬打疫苗。透過

此劇，李銘忠盼能帶給觀眾全新感受，

「試著從第三者角度、局外人客觀的立

場看事情，理解每個角色做出的抉擇，

肯定會顛覆你的三觀。」

「第三佈局 塵沙惑」每周日晚9點

於CATCHPLAY+影音平台、HBO頻道

及HBO GO同步播出。

床戰劉冠廷！
魏蔓腰束奶膨爆粗口

國片「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

早餐」早在疫情爆發前殺青，目前

正進行後製作業，11日周興哲、李

沐、大鶴開直播分享拍攝現場難忘

的回憶，共同演出的宋柏緯、何思

靜及婁峻碩也紛紛加入在雲端群聚

。眾人聊得愉快，周興哲也感性表

示能與金鐘獎的最佳新人得主李沐

一起合作，真的壓力超大，但也很

高興能與對方合作。

直播高手的周興哲之前曾邀請

李沐一起直播，吸引很多粉絲圍觀

留言，這回再加上搞笑的大鶴，讓

直播一開始就笑鬧不斷，大鶴還臨

時起意穿了高中制服出現，讓李沐

和周興哲也趕忙換裝，得使這場直

播更貼近電影。何思靜、宋柏緯和

婁峻碩後續接連上線，互爆拍戲的

趣事，直播氣氛非常熱烈，最高曾

瞬間吸引了萬人觀看，最近的直播

達人柯震東也突然出現留言。

周興哲穿著西裝制服出現，大

呼「陶宥全is in the house」，非常

帥氣，還透露晚餐吃了自製鐵板燒

，李沐則是讚美周興哲的表現很好

。李沐回憶「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

的早餐》是她拍攝感到很快樂的作

品之一，但因為是拍攝一整年的時

光流轉，必需在屏東的高溫中演出

四季，還要穿上厚重外套演出又不

能流汗，讓她覺得頗為辛苦，但最

讓李沐覺得意外的是周興哲的個性

其實非常活潑，很好相處。在電影

中扮演校花的何思靜也是趕忙換

上高中制服在直播現身，還小爆

周興哲的趣事，曾在一場在鏡頭

外協助李沐拍攝時，竟然講出了

一連串的韓文，讓一旁的攝影師

都驚呆了。

婁峻碩一上線就自爆自己沒有

看完劇本就跟著大家去讀本，所以

一切過程都很心虛，尤其坐在旁邊

的大鶴還一直狂吃東西，讓他更加

緊張，可是大鶴讚美婁峻碩的表現

很自然，而且眼神很有穿透力。最

後導演杜政哲也被邀來一起直播，

導演透露正在努力剪接電影中，但

因為疫情關係，電影殺青後沒有辦

法舉辦殺青酒，讓他們大呼可惜，

也相約要等疫情之後，和導演再一

起赴拍戲的屏北高中走走玩玩。

眾人最後不忘提醒粉絲要加強

防疫，減少外出，出門一定要記得

戴口罩，更要勤洗手，還特別戴上

印有電影片名的口罩，讓影迷截圖

，才開心的結束這場難得的直播聚

會。「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預計2022年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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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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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生命之歌》入圍金爵獎短片單元，中國科幻
界泰斗級人物、原著王晉康曾通過微博發表長文

回憶創作歷程。“我的科幻短篇《生命之歌》創作於
1995年。我是石油系統的一名工程師。那年我帶着4
個工人去克拉瑪依油田試驗新產品，因為一個零件的
耽誤，使我們有了十幾天的空閒時間。我們逛遍了這
片沙漠，在沙漠的惡劣環境下見識了生命的頑強和熱
烈，一個靈感逐漸萌發。油田的作業隊買不到稿紙，
我就買了鉛筆和一本小學生算數作業本。除我之外的
4人正好一桌麻將，我就在麻將聲中開始了寫作。這
個故事於當年《科幻世界》上發表，並贏得了讀者的
認可，該雜誌用兩頁的篇幅刊登了眾多讀者的來信。
這些來信深深感動了我，也就是從那時起，我真正下
決心把後半生交給科幻。”

可以說《生命之歌》在中國科幻界有着獨特的歷
史地位，雖然王晉康一度親自將小說改編為電影劇

本，且通過了西安電影製片廠文學部的審查，但最終
並未能投拍，“後來劇本便在我的抽屜裏（其後是電
腦裏）躺了20年。”

給小說找新視角
面對這樣一部作品，導演仇晟直言，最初他是

“拒絕”的。“這個項目的緣起首先是南派泛娛找到
我改編，現在公司改名叫量子泛娛了，他們有一系列的
王晉康小說的版權，然後希望能夠找一些青年導演把它
改編成短片來進行拍攝，然後我去年夏天就看了特別多
王晉康老師的作品，第一看的其實就是《生命之歌》。
但當時我的想法這部作品太有名了，不敢拍。”

可在那之後，他又看了不少王晉康的作品，卻始
終沒有《生命之歌》給到他的感覺強烈，“我想要不
就來挑戰最難的吧。而且《生命之歌》跟電影或者說
跟視聽是有着很強的連接的作品，因為它的影片的核
心是一首樂曲，這個樂曲是跟DNA的編碼是相同
的。所以說每次對樂曲的演奏好像是對生命的一
段演繹，這個核心概念對我來說是非常浪漫
的概念，所以我選擇了這部小說來做改
編。”

在整個創作過程中，仇晟表
示，最難的部分還是賦予作品
新的視角與時代感，“我
覺得最難的部分是給

這部小說找到一個新的視角吧，因為它產生於90年
代，然後也帶有王老師他個人的一個很強的色
彩。我在改編的時候其實是做了一個比較
年輕化的改編，主角原來是人，我給
寫成了機器人，主角原來40來歲
我寫成了16歲，我們都說機
器人長生不老，但是機器
人會有青春，想做一個
青春的機器人這樣
一個角度。”

香港文
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上海報道）
上海電影節期間，“新

院線、新社群、新消費”
復新社區薈啟動儀式暨“真實

影院──信仰之光”慶祝中國共
產黨成立100周年主題活動在滬召

開。記者了解到，重樹城市標籤的內地
首檔明星參與的城市紀實探索節目《奇妙之

城》（第二季）將開拍，該節目總導演蕭寒介
紹，屆時，明星將以“着色者”的身份，帶着他們

過往生活中的思考和感受或獨自行走於城市之間，或與
素人不期而遇，而在解讀他人亦見到自己的過程中“奇

妙”的色彩自然而生。
據悉，該節目將邀請6位明星參加，第一季中，周

深、吳磊、肖戰等6位明星的參與也助力節目獲得全網
近10億次觀看。另外，復新社區薈還冀打造一個集娛
樂、新零售於一體的全新商業業態，未來3年，復新社
區薈將改造和落成50個空間，提供高品質的影視服務
和文創產業消費服務，並積極打造兩岸三地影視產業聯
動集合地，開拓更廣泛影視資源，加深文化產業交流，
促進行業發展繁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何佩瑜
（Jeana）、李靖筠和曾樂彤等人17日晚
出席電影《保鑣救殺手2》首映禮，久
未公開露面的Jeana原來自農曆新年
後便返了家鄉石家莊探親，之後再
到橫店拍了兩部古裝劇，也是她首
次拍攝古裝劇。Jeana說：“今次
返老家探親不斷吃蘭州拉麵和餃
子，體重最高峰時有60公斤，
因為我本身是吃素，朋友都問
我吃什麼可以這樣子，所以早
前已開始瘋狂減肥，現在離目
標還差一點點。”Jeana稱稍
後會再返內地拍戲和宣傳電
影，總之哪裏有工作就去
哪裏，也不擔心要接受隔離：
“雖然我只隔離過一次，但其
實都慣了，有時間熟讀劇本和煲
劇，都幾好的。不過最重要是安
排好時間表，每天要保持身體運
動，否則很容易偷懶，令肌肉僵
化。”

李靖筠與曾樂彤陪伴老闆楊受
成來首映，剛完成新劇《IT狗》的
李靖筠，稍後會接拍另一套運動題
材的戲，所以近期勤練習令雙手
滿布瘀青。曾樂彤就稱下月會與

李靖筠分別推出新歌，她們都不擔心會分薄公
司資源，因為她們的歌路和風格都有不同。提
到李靖筠早前被整蠱節目捉弄到當場痛哭，她
笑道：“我本身是個眼淺的人，但節目事前
真的花足心機鋪排，當刻我已經忍住，但最
後都按捺不到情緒。”

香港文匯報訊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
年的重磅電影作品《1921》，香港檔期最終定
於7月8日盛大獻映。100 年前，面臨共同的時
代重任，13 位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志同道
合，齊聚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
表大會，見證了中國共產黨成立，開闢了中國
革命的新篇章。100年後，13位演員竭盡所能，
努力演出《1921》，傳遞先輩們敢想敢為、勇
於為理想奮鬥的精神，激勵年輕人為實現理想
而努力奮鬥！

劉昊然飾演年紀最小的代表劉仁靜。劉仁靜有
“小馬克思”之美譽，理論知識豐富，能言善辯。
劉昊然在塑造角色時強調了少年人的銳氣，一場會

議上他號召支援工人運動的戲，即使是預演，他也
以堅毅無畏的眼神，鏗鏘有力地唸出對白，成功感
染到現場合演的演員，以致導演在他演出結束後，
都忘記了是預演而喊出來“cut”。

性格活潑開朗的TFBOYS成員王俊凱在拍攝
一些動作戲時，一貫運動細胞發達的他，還主動
教授劉家禕爬牆技巧。年紀輕輕卻演出經驗豐富
的他，總能在拍攝時立刻切入到鄧恩銘的人物狀
態，無論是為革命憂心忡忡的神情，還是受酷刑
時的堅韌勇敢，均能一秒入戲。

演員們在拍攝過程中，對百年前為了救亡圖存
前赴後繼的先輩有了深刻理解，不約而同希望可以
通過他們的演出，感染更多年輕人。

《1921》7月8日港上映 習慣隔離不覺苦 何佩瑜返鄉暴肥

《奇妙之城》
第二季將開拍

《生命之歌》入圍金爵短片單元

新銳導演
大師作品
挑 戰 改 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

道）18日，第2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

獎參賽短片的新聞發布會現場，15部參

賽短片中的5部作品的主創講述了各自短

片的創作故事。其中《生命之歌》的導演

仇晟直言，最初因作品太有名不敢拍，後決定挑戰並對作品

做出年輕化改編，希望能夠給這部產生於90年代的作品以新

的視角，“它是一部科幻片，也不止是一部科幻片。”

●《生命之歌》海報。●仇晟談《生命之歌》的再創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肖戰在首季《奇妙之城》帶海外粉絲遊重慶，弘揚中
華文化。

● 第2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金爵獎評委會由中外電
影人士組成。 中新社圖

●《1921》電影海報。 ● 13位主演演員真摯演出先輩“少年時”，重現先輩澎湃熱忱。

●● 曾樂彤與李靖筠曾樂彤與李靖筠（（右右））
下月會分別推出新歌下月會分別推出新歌。。

●● 何佩瑜體何佩瑜體
重最高峰時重最高峰時
有有6060公斤公斤，，
現已積極減現已積極減
磅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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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新冠禁足一年新冠禁足頸椎腰椎躺出毛病頸椎腰椎躺出毛病！！

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教你四招買到經濟實
惠的二手車！

請看美南電視15.3《修車師姐》第5集。本周六
晚7:30， 周日上午9:30，周一晚上8點，周二下午

1:30.
也可以登錄並訂閱美南國際電視“生活”節目

的youtube頻道：stv15.3 houston life。您可以隨時隨
地收看youtube上的《修車師姐》。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修車師姐55::
四招教你買到經濟實惠的二手車四招教你買到經濟實惠的二手車！！

（本報記者黃梅子）一年的新冠禁
足，大多數朋友都躺在床上刷手機追劇
，天天躺月月躺，躺了一年多，躺出腰
椎頸椎一大堆毛病，痛得整夜都睡不著
。卻很嚴重，甚至因為延誤診治，差點
失去性命的都有。

在休斯頓從醫多年的脊椎醫生Dr Le
，用仁心仁術和先進的儀器，治愈了十
多萬身患各類疾病的病人，尤其對車禍
受傷、運動受傷和各類痛癥的治療，有
著豐富的診斷經驗和明顯的治療效果。
李醫生說，很多華人對於輕微碰撞，只
是自己搽點藥酒或貼個膏藥，抗一抗就

過去了，根本不當回事，等到一段時間
以後，才感覺到身體出了問題，這就是
車禍後遺癥，輕微碰撞，恐釀成健康的
隱患。李醫生可以為車禍患者免費治療
，只要您有車保險號碼，李醫生診所可
以幫您聯系保險公司，聯系律師，您不
要花一分錢，既能治病而且還省心。

李醫生介紹說：有位30多歲的男性
工程師，出車禍後，既沒有受傷，也沒
有任何癥狀，所以，就沒有看醫生。然
而，在車禍後的一個多月，就出現了頭
痛、耳鳴、頸椎不能轉動等癥狀，導致
無法入睡，睡前要吃止痛藥和安眠藥才
能勉強入睡，無法正常工作。可他自己
卻沒有把這些癥狀跟車禍聯系起來。

病人經介紹來請李醫生治療。李醫
生得知他一個多月前出過車禍，只是輕
微地碰撞了一下，當時沒有任何不適，
就沒有看醫生。李醫生為他檢查後，發
現其頸椎神經因車禍受傷，才導致他頭
痛、耳鳴，也影響了他的睡眠。
李醫生為他治療3次後，頸椎就可以轉動
了，頭痛癥狀明顯減輕。隨後他堅持每
周看一次，一個多月後，癥狀就全部消
失了。

車禍後遺癥 差點延誤病情的青年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沒有及時看醫

生的例子很多，這裏再舉一個病例：一
位從臺灣來美的20多歲男子，撞車後也
是沒有癥狀、沒有痛覺，因此就沒有看
醫生。車禍2年後的一天，突然感到腰部
疼痛，並越來越痛，痛到無法直腰。

李醫生向病人了解了他的情況後，
也診斷為車禍後遺癥。為他治療幾次後
，但未見好轉，癥狀沒有減輕。莊醫生
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以其特有的職業
敏感，感覺這位病人不是一般的車禍後
遺癥。以往類似的傷情，治療幾次都會
好轉，這個病人為什麽沒有好轉的跡象
呢？

李醫生再次為病人仔細地做了檢查
和詢問，懷疑其體內有腫瘤，於是建議
他馬上到專科醫生那裏作檢查，以免貽
誤了治療。病人聽從了莊醫生的建議。
結果經MR檢查後發現，體內真的有個瘤
子，是早期癌癥。經過西醫的癌癥治療
後，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製。後來繼續
來找李醫生治療他的腰痛病。經過李醫
生細心地治療，腰痛已經好了，並回臺
灣玩去了。

車禍後請及時看醫生！
李醫生說，很多人發生車禍後，有

僥幸心理：我既沒痛，又沒傷，幹嘛要
去看醫生呀；有些人則怕麻煩，認為車

禍不嚴重，或者自我感覺良好，我不用
去找這個麻煩了。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後，無論自己
感覺如何，要盡早找醫生檢查、診斷，
越早找醫生，對傷害的治療越有利。如
果傷及腦部，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車禍碰
撞後 “黃金時間”，盡快找有經驗的醫
生檢查、治療。如做腦部X光檢查、腦
部斷層掃描，了解患者是否有腦震蕩、
腦出血、腦腫脹等情況；而身體則要做X
光檢查等，來判斷內臟是否有損傷、身
體是否有骨折等。通過各種檢查，進行
對癥治療，使受傷的部位得以盡快恢復
健康。

避免不適當的治療導致二次損傷
李醫生或說，由於有些傷者不懂得

應對車禍後的傷勢，特別是有些人出現
疼痛癥狀後，以為找個推拿師，來推拿
按摩一下，減輕痛感或腫脹。這是不懂
得中醫常識的做法。在急性發炎期，或
骨折時，懂得這方面常識的醫生是不會
為傷者做按摩推拿的。如果按摩推拿，
反而會造成血管擴張，加劇炎癥和紅腫
，甚至會加重傷害，造成“二次損傷”
，增加治療的難度，甚至會延誤治療。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
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

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
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
療法。如果您出了車禍，找李醫生，他
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
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
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如果不是車禍，只是腰椎或頸椎問
題，有些保險是可以支付治療費用的。
如果沒有保險，自費也不過100元左右，
誰都承受得起！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
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
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
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
牽引療法。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
請與queen chen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JJ區休士頓市議員愛德華區休士頓市議員愛德華··波拉德波拉德
20212021參與選區互動參與選區互動 (( 下下 ))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道路封閉道路封閉
為了大大提高安全性為了大大提高安全性，，提高駕駛者的機動性提高駕駛者的機動性，，德克薩斯州交通部關閉了兩個連接坡德克薩斯州交通部關閉了兩個連接坡
道道。。作為作為I-I-610610西環西環/I-/I-6969西南高速公路交匯工程的一部分西南高速公路交匯工程的一部分，，關閉將允許拆除目前關閉將允許拆除目前

的坡道的坡道，，並重建新的和改進的坡道並重建新的和改進的坡道。。
閉閉 包包：：

I-I-6969 西南高速公路北行連接器坡道至西南高速公路北行連接器坡道至 I-I-610610 西環北行西環北行
I-I-6969 西南高速公路南行連接器坡道至西南高速公路南行連接器坡道至 I-I-610610 西環北行西環北行

駕駛者應預計會出現延誤駕駛者應預計會出現延誤，，並可能考慮選擇其他路線並可能考慮選擇其他路線。。警員會到場協助交通管制警員會到場協助交通管制。。

支持我們當地的消防隊員支持我們當地的消防隊員
和法律官員一樣和法律官員一樣，，消防隊員本身就是英雄消防隊員本身就是英雄，，為了他人的安全和福為了他人的安全和福
祉犧牲了自己祉犧牲了自己。。這些急救人員確實值得不屈不撓的支援這些急救人員確實值得不屈不撓的支援。。理事會理事會
成員波拉德與戈普夫合作成員波拉德與戈普夫合作，，向休斯頓專業消防隊員協會慈善基向休斯頓專業消防隊員協會慈善基
金會捐款金會捐款2020，，000000美元美元。。這筆捐款是為了感謝消防隊員在流感大這筆捐款是為了感謝消防隊員在流感大
流行期間的傑出服務和犧牲流行期間的傑出服務和犧牲。。此外此外，，作為對波拉德的感謝作為對波拉德的感謝，，波拉波拉
德還共同在海灣頓店面員警局贊助了一場燒烤活動德還共同在海灣頓店面員警局贊助了一場燒烤活動，，為為HPDHPD和和

休斯頓消防局舉辦一個欣賞午餐會休斯頓消防局舉辦一個欣賞午餐會。。
非常感謝戈普夫非常感謝戈普夫、、員警和牧師小組員警和牧師小組、、海灣頓公民諮詢委員會和市海灣頓公民諮詢委員會和市

長援助辦公室長援助辦公室 -- 鄰里部的組織和協調鄰里部的組織和協調。。

促進社區關係促進社區關係
與當地企業聯繫與當地企業聯繫，，傾聽他們的需求傾聽他們的需求，，是一個穩定繁榮的社區的基是一個穩定繁榮的社區的基
石石。。議員波拉德訪問了議員波拉德訪問了JJ區的當地企業區的當地企業，，審查如何改善他們的地區審查如何改善他們的地區
，，並就更多的社區倡議進行合作並就更多的社區倡議進行合作。。波拉德參觀了伊本新浪基金會波拉德參觀了伊本新浪基金會
，，這是休斯頓第四大診所這是休斯頓第四大診所，，與他們的創始人納斯魯丁魯帕尼與他們的創始人納斯魯丁魯帕尼。。他他
們的社區診所為成人和兒童的所有初級保健需求以及牙科服務提們的社區診所為成人和兒童的所有初級保健需求以及牙科服務提
供一站式服務供一站式服務。。由於這是一個交通高度集中的地區由於這是一個交通高度集中的地區，，討論如何防討論如何防
止威爾克雷斯特的行人事故是重中之重止威爾克雷斯特的行人事故是重中之重。。波拉德還會見了斯特林波拉德還會見了斯特林··
麥考爾麥考爾··福特總經理羅德尼福特總經理羅德尼··克勞和前哈裡斯縣稅務評估員邁克克勞和前哈裡斯縣稅務評估員邁克··沙沙
利文利文，，探討如何加強美國南部走廊的振興努力探討如何加強美國南部走廊的振興努力，，並合作為該地區並合作為該地區

的小學提供更多的資源的小學提供更多的資源。。

JJ區區 獲得最高排名獲得最高排名
民選官員的最終工作是履行對他們所服務社區內人民的民選官員的最終工作是履行對他們所服務社區內人民的
承諾承諾。。JJ區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很高興被區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很高興被KPRCKPRC第二頻道第二頻道
確認為所有市議會成員縣專員反應最迅速的辦公室確認為所有市議會成員縣專員反應最迅速的辦公室。。辦辦
事處仍然致力於偉大的客戶服務和成果驅動事處仍然致力於偉大的客戶服務和成果驅動，，因為他們因為他們
的工作的工作，，建設和培育社區的無限潛力建設和培育社區的無限潛力。。請參閱請參閱 此處的點此處的點

擊擊22休斯頓的故事休斯頓的故事

尊敬的英雄尊敬的英雄
犧牲自己的生命是員警的日常現實犧牲自己的生命是員警的日常現實。。自自17861786年第一線死亡以來年第一線死亡以來，，
超過超過2222，，000000名美國執法人員做出了最大的犧牲名美國執法人員做出了最大的犧牲。。在國家員警周在國家員警周
期間期間，，休斯頓市舉行了追悼會休斯頓市舉行了追悼會，，悼念在休斯頓員警局服役的悼念在休斯頓員警局服役的119119

名男女名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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