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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to cover cost of over-the-counter 
COVID tests through Medi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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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3 (Reuters) - People enrolled in the 
U.S. government’s Medicare program can 
get over-the-counter COVID-19 tests for 
free starting early spring, the 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said on 
Thursd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laid out plans 
last month that require private insurance 
companies to cover the cost of eight over-
the-counter at-home tests per person each 
month, but said nothing about such cover-
age for Medicare beneficiaries.

Under the new coverage plan announced 
on Thursday, Medicare and Medicare Ad-
vantage beneficiaries will be able to access 
up to eight over-the-counter COVID-19 
tests per month for free.

The latest announcement is a “positive” 
for those enrolled in Medicare plan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vering costs 
directly, Evercore ISI analyst Michael 
Newshel said.

“The program is also a potential small 
positive for pharmacies to sell the tests to 
Medicare beneficiaries, though supply is 
limited and the window may be short de-
pending when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ends.”

At least nine over-the-counter rapid 
antigen test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Abbott Laboratories’ (ABT.N) 
BinaxNOW, OraSure Technologies Inc’s 
(OSUR.O) InteliSwab and ACON Labora-
tories’ FlowFlex.

Roche Holding AG and Quidel Corp 
(QDEL.O) are some of the others who 
make these tests.

Medicare is a federal program that pro-
vides healthcare payment coverage for 
people aged 65 and older, and younger 
people with permanent kidney failure.

U.S. troops prepare for deployment to 
Eastern Europe from Fort Bragg

Feb 3 (Reuters) - Paratroopers 
with the U.S. Army boarded 
aircraft on Thursday to leave for 
Eastern Europe amid escalating 
tensions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The soldiers were departing from 
Fort Bragg in North Carolina. 
Around 1,700 service members, 

mainly from the 82nd Airborne 
Division, are being deployed to 
Poland, while 300 others will 
move to Germany.

"What you're seeing out here 
today... is a facility that we typi-
cally use for paratroopers before 
they load out to conduct their op-
eration," U.S. Army spokesman 
Matthew Visser said.

Military person-
nel from the 82nd 
Airborne Division 
and 18th Airborne 
Corps board a 
C-17 transport 
plane for deploy-
ment to Eastern 
Europe, amid 
escalating tensions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at 
Fort Bragg, North 
Carolina, U.S., 
February 3, 2022. 

"Right now it's being used for 
the pre-mobilization for soldiers 
from 18th Airborne Corps and 
82nd Airborne Division who are 
fulfilling their order to deploy to 
Europe, both to Germany and to 
Poland, in support of assuring our 
NATO allies and our partners in 
deterring Russia," he said.

The 
Unit-
ed 
States 
said 
on 

Wednesday it will send a total 
of nearly 3,000 extra troops to 
Poland and Romania to shield 
Eastern Europe from a potential 
spillover from the crisis over the 
massing of Russian troops near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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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Medical specialists treat a patient suff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at the in-
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the City Clinical Hospital named after S.Botkin in 
Oryol, Russia. REUTERS/Maxim Shemetov

A child touches the face of Pope Francis after the weekly general audience at the Vatican. REU-
TERS/Yara Nardi

A woman stands behind a car with shattered glass near the scene of a shooting at the Boise 
Towne Square shopping mall in Boise, Idaho.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A migrant bathes in a river 
before continuing the jour-
ney walking in a caravan of 
migrants from Central America 
and Haiti heading Mexico City 
to apply for asylum and refugee 
status, in Huixtla, Mexico. RE-
UTERS/Daniel Becerril

A child plays during a fu-
migation drive conducted 
by the municipal corpora-
tion as dengue cases surge 
in New Delhi, India. REU-
TERS/Anushree Fadnavis

A girl wearing a costume of Net-
flix series ‘Squid Game’ poses 
for photographs in front of a gi-
ant doll named ‘Younghee’ from 
the series on display at a park in 
Seoul, South Korea. REUTERS/
Kim Hong-Ji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first ITC Miss
International Pageant
will be held in
Houston, Texas, in
September of 2022
along with the annual
gala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his event is
designed for dynamic
participants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ir

communities to
improve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to
engage with
professionals to better
themselves.

ITC Miss International
has established a
foundation to help the
less privileged in need
of a college education.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we have jointly
built a vibrant
community within a
radius of a 50-mile
area including
Chinatow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have been a
successful sponsor of
the 26th Anniversary
Lunar New Year
virtual celebration last
week. We will
continue to sponsor

the show in our TV
studio for all of the
ethnic groups and
invite them to join in
the finals of the Miss
International Pageant.

When we look back at
the world, and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and the
tragic misfortune it
has caused, we really
worry about our
future. But we don’t

want to give up. We
need to build a better
future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Our preparation work
has now begun. We
need all of your
support to make this
beautiful event a huge
success.

0202//0404//20222022

ITC Miss International PageantITC Miss International Pageant
To Be Held In Houston, TexasTo Be Held In Housto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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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ng line of cars at the entrance to a COVID-19 testing and vaccination 
site in Barnett Park in Orlando. Paul Hennessy/SOPA Images/LightRock-
et via Getty Images

Key Point
*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pecial envoy said 
on Monday that the pandemic’s end was in sight.

*The envoy David Nabarro, told Sky News that life 
would be difficult until at least the spring.
*The world --and the U.S.-- faces a surge 

in COVID-19 cases fueled by the Omicron variant.
   

A special envoy o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coronavirus team said on Monday that the pandem-
ic’s end was in sight, but that life would still be diffi-
cult until at least the spring.
“I’m afraid we are moving through the marathon but 
there’s no actual way to say that we’re at the end — 
we can see the end in sight, but we’re not there,” spe-
cial envoy David Nabarro told Sky News. 
He added that before the world got to the end of the 
pandemic, there would be “some bumps.” 
“It’s going to be difficult for the next three months at 
least,” Nabarro told Sky.
He said that the world would continue to see new 
COVID-19 variants and feel the pressure of strained 
healthcare systems.  Though it’s difficult to use the 
past to predict the virus’ future behavior, Nabarro 
said he expected the virus to come in surges, and in 
order to live with it, people would need to prepare 
and react quickly to the surges. 

“Life can go on, we 
can get the economy 
going again in many 
countries, but we 
just have to be real-
ly respectful of the 
virus and that means 

having really good plans in place for dealing with 
the surges,” he said. 
The world is facing a surge in COVID-19 cas-
es in part because of the Omicron variant.  As of 
January 9, the world was facing an average of 2.4 
million daily COVID-19 cases globally, according 
to Johns Hopkins data shar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The US, which boasts the world’s highest case 
count, is averaging almost 670,000 new daily cas-
es — fueled by the highly transmissible Omicron 
variant — the latest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ata indicated. (Courtesy https://
www.businessinsider.com/)
Related

“Just like previous variants, omicron is                                                            
hospitalizing people, and it is killing people.”

WHO: Omicron Is Not Mild And It Is                                                     
Crushing Health Care Systems Worldwid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Direc-
tor-General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speaks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on December 
20, 2021, at the WHO headquarters in Genev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
ern Daily Edito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n Thursday 
pushed back against the consistent chatter that the 
ultra-transmissible omicron coronavirus is “mild,” 
noting that the variant is causing a “tsunami of cas-
es” that is “overwhelming health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While omicron does appear to be less severe 
compared to delta—especially in those vaccinat-
ed—it does not mean it should be categorized as 
‘mild,’” WHO Director-General Dr. Tedros Adha-
nom Ghebreyesus said in a press briefing Thurs-
day. “Just like previous variants, omicron is hospi-
talizing people, and it is killing people.”
The warning comes as the US is still experiencing 
a vertical rise in cases and hospitalizations from 
the quick-spreading variant. In the week ending on 
January 1, omicron was estimated to account for 
95 percent of all cases in the U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analysis by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
trol and Prevention. The delta variant, which was 
making up over 99 percent of US cases as recently 
as the week ending on December 4, has now been 
relegated to just 5 percent of cases.
With omicron’s speedy rise to dominance comes a 
towering wave of cases. The US logged more than 
700,000 new cases Wednesday after adding over 
1 million on Monday. The seven-day average for 
new daily cases is over 585,000, which is a 247 
percent increase from two weeks ago.
Hospitalizations are also rising sharply in the US, 
despite consistent reports that a smaller proportion 
of omicron cases lead to severe disease and hospi-
talizations. In addition, reports from hospitals in the 
US, the UK, and South Africa suggest that those 
who do end up in the hospital with omicron are far-
ing better, requiring less supplemental oxygen, less 
intensive care, and less ventilation.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people across the board are being spared 
from the worst cases of COVID-19.

“We should not be complacent”
In the US right now, the daily average number 
of people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is up to 
110,334, a 58 percent increase from two weeks 
ago. And hospitalizations still appear to be rising.
Of particular concern are the rising hospitalizations 
among children. More than 4,000 children are cur-
rently in the hospital with COVID-19, an all-time 
high in the pandemic, according to tracking by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current number of hospital-
ized children is nearly double that from two weeks 

ago, when fewer than 2,000 were hospitalized. 
Several doctors and health experts have anecdotal-
ly reported seeing higher levels of COVID-related 
croup and bronchiolitis in children.
In an interview Sunday on CBS’s Face the Na-
tion, former commissioner of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cott Gottlieb said that omicron 
appears to cause more disease in the upper airway 
rather than deep in the lung, where severe disease 
can take hold. That may be a problem for “very 
young children—toddlers—who have trouble 
with upper airway infections, and you’re in fact 
seeing more croup-like infections and bronchiolitis 
in New York City among children.”
In a White House press briefing Wednesday, top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Anthony Fauci highlight-
ed the accumulating evidence finding less severe 
disease in the omicron wave. Though his tone was 
far less dire than that of Dr. Tedros, he still added a 
note of caution about omicron’s threat.
“We should not be complacent,” Dr. Fauci said. 
“The increased transmissibility... of omicron might 
be overridden by the sheer volume of the number 
of cases.” Those cases “may be of reduced severity 
but could still stress our hospital system becaus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a large volume of cases, no 
matter what, are going to be severe.” (Courtesy 
https://arstechnica.com/)
Related

Special Report
T-Cells From Common Colds Could Help Sci-

entists Make The “Holy Grail”:                          
A Variant-Proof COVID Vaccine

An illustration of the omicron variant, which 
has been known to causes COVID-19 symp-
toms similar to the common cold. (Illustration/

Western Meds and TCM)
London — T-cells generated as part of the body’s 
natural immune response to the common cold 
may help protect against serious illness from 
COVID-19, according to a study carried out in the 
U.K.  Researchers at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told 
CBS News the findings could help scientists create 
vaccines that remain more effective against new 
variants of the coronavirus.
The study, which was peer reviewed and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Nature Communications,” began 
in September 2020 and looked at 52 household 
contacts of people who had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It found that 26 people who were ex-
posed to the coronavirus but did not get sick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cross-reactive T-cells, generat-
ed by previous common colds, than those who did 
become ill with COVID.

“Don’t rely on it. ‘Exploit’ it.”
“The conclusion should not be that if you’ve had a 
common cold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con-
tracting COVID-19,” Professor Aljit Lalvani,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study, told CBS News.
This is so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including that 

not all colds are caused by coronaviruses, and 
T-cells’ ability to fight off symptomatic infections 
wanes over time.
“What the study tells us is that there is a mecha-
nism, a natural mechanism of natural protective 
immunity, that is triggered by previous common 
cold coronavirus infections. … So the point is not 
to rely on that, but to exploit and to harness that 
naturally occurring protective immunity to devel-
op better vaccines.”

Lalvani said the majority of the current COVID-19 
vaccines specifically target the virus’ spike protein, 
which it uses to affix itself to healthy human cells. 
The vaccines cause the body to produce antibodies 
and T-cells that respond to that protein. This has 
offered good protection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so 
far, but as has been seen with Omicron, multiple 
mutations to the spike protein can render the vac-
cines less effective.
Lalvani says the research at Imperial College 
found that T-cells generated after a common cold 
caused by other coronaviruses (which are com-
mon) attack a type of proteins that remain similar 
across the known COVID-19 variants. These in-
ternal proteins are responsible for virus replication, 
rather than attaching to external cells. That vital 
role in the virus’ evolution gives it far less potential 
to mutate, he explained.
“The fact that (the T-cells) can attack the in-
ternal proteins of each of these related viruses 
[COVID-19 variants] means that they give what’s 
called a broad cross-protection,” Lalvani told CBS 
News. “That’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surface spike 
protein, which is the target of antibodies induced by 
vaccines. And clearly, SARS-CoV-2 is under huge, 
intense pressure in the global population because 
most people now have these antibodies, whether 
induced by vaccination or infection, so the virus 
is trying naturally to evade that immunity through 
mutation, and that’s why Omicron has such a high 
number of mutations in the spike protein. But the 
internal proteins are relatively unchanged.”                                                                   
Lalvani said the study should affect how scientists 
approach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COVID vac-
cines.
“This is now a definitive green light to move for-
ward and develop a T-cell inducing vaccine to in-
ternal core proteins, which should protect against 
current and future variants,” he said. “We’re very 
fortunate to have found what immunologists refer 
to as the ‘Holy Grail,’ so we’re keen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is and to see that, at last, there is a path 
towards dealing with future variants.” (Courtesy 
cbs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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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Things Will Be ‘Difficult’  
 At Least Until The Spring

WHO Envoy Says The                              
Pandemic’s End Is ‘In Sight’

BUSINESS

If you find out you’ve been exposed to some-
one who’s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a rush 
of questions might come to mind: Do I have to 
quarantine? What if I can’t find a good mask 
or a test? Even if I test negative, can I be cer-
tain that I’m not contagious? With omicron 
causing record-shattering case growth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s (CDC) guidelines 
about what to do after exposure have shifted, 
and they remain frustratingly unclear. The last 
thing anyone wants to do when they’ve just 
learned they’ve been exposed is to dig through 
a bunch of confusing guidelines.
Yet we all need to know what to do in this sit-
uation. Even if you’re not worried about omi-
cron’s effects on you personally — maybe be-
cause it appears to be milder, because you’re 
in a low-risk group, or because you think 
Covid-19 is inescapable at this point — it’s 
crucial to do all you reasonably can to avoid 
spreading it to others right now, especially 
anyone who might be elderly, immunocom-
promised, or unvaccinated. Testing capacity is 
currently very strained and some hospitals are 
already running out of staffing and beds.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not contribute to that 
crunch. Experts aren’t suggesting Americans 
have to go back to a March 2020-style lock-
down. Unlike at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we 
have vaccines and boosters that are highly ef-
fective at preventing serious illness and death. 
But they are advising people to be thoughtful 
about risk right now — both in terms of the 
precautions we take to avoid being exposed 
to omicron, and in terms of what we do if we 
have been exposed.
There’s a spectrum of views here from three 
epidemiologists; within this spectrum, you can 
decide where you fall depending on your own 
risk calculus, the people you come in contact 
with, and the community spread in your area.

1) I just found out I’ve been exposed to 
someone who tested positive — what’s the 
first thing I should do?
There’s broad unanimity on this front. 
“Don’t run to get tested. And don’t panic,” 
said David Dowdy, an epidemiologist at the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If you spent time indoors with some-
one and then find out they’ve tested positive, 
it’s possible you might get Covid-19 from 
the exposure, but you won’t test positive im-
mediately after it. So if it’s only been a day or 
two since your exposure, the thing to focus 
on first is not testing, but the possibility of 
needing to quarantine — and the certainty of 
needing a good mask. If you’re unvaccinat-
ed, or are vaccinated with two doses but not 
yet boosted, you should quarantine for five 
days and continue to wear a mask around 
others for five more days after that. If you’re 
boosted, then you don’t need to quarantine, 
according to the CDC guidelines. But you 
should still wear a mask around others for 10 
days after the exposure.

And yes, “wear a mask around others” in-
cludes others in your home — like chil-
dren or roommates — if possible. Dowdy 
acknowledged that’s hard to do, but said 
his family did it when one of them recently 
had Covid-19: They opened the windows in 
the house, wore N95s, and slept in different 

rooms. “Not everyone will be able to do 
this,” he said, “but for those who can, it’s the 
ideal way to halt transmission.”
All that said, the CDC guidance has also led 
to other questions.
2) The CDC says I don’t need to quaran-
tine if I’m vaccinated and boosted. Is that 
really sound guidance?
When I asked the epidemiologists whether 
they agreed with the CDC on this point, they 
expressed a range of opinion.
“I think this is a safe bet. Boosters prevent 
infection from omicron very well,” Katelyn 
Jetelina, an infectious diseases epidemiolo-
gis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
ence Center at Houston, told me by email. 
In other words, if you’re boosted, the chance 
that you’ll spread the omicron variant is sig-
nificantly lowered because there’s a lower 
chance of you becoming infected with it in 
the first place.

Dowdy, for his part, said of the CDC guid-
ance, “I think this is reasonable, depending 
on the level of transmission in your area. If 
you’re in the midst of a hot spot, it probably 
makes sense to quarantine even if you are 
vaccinated. But if transmission levels are 
low, this is reasonable advice.”
He added that it’s important to consider a 
couple of other factors in making your per-
sonal decision: first, whether you frequently 
come into contact with other people who 
could get really sick if they got infected, and 
second, if it’s been more than a few months 
since your last vaccine dose. “In either of 
these cases, it makes sense to quarantine, 
even if you are vaccinated,” he said.
Tara Smith, an epidemiologist at Kent State 
University, told me she doesn’t think we 
have enough data about omicron to know if 
the CDC’s advice is solid. “If you can quar-
antine, I would still recommend it,” she said.

3) When should I take a test? What should 
I do if I have difficulty getting a test?
The best time to get tested seems to be about 
five days after exposure (or at any time after 
a fever develops). Just remember that tests 

— especially rapid antigen tests — are not 
foolproof. “Testing negative doesn’t mean 
you can go mask-free. You should still mask 
around others in public” until it’s been 10 
days since the exposure, Smith said. “Even 
with a negative test, if you have exposure 
and symptoms, it’s best to assume you are 
Covid-positive and act as such.”
What about if you can’t get access to a test?
`In that case, Dowdy said,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continue quarantine for 10 days af-
ter any exposure. If you haven’t developed 
symptoms within 10 days, it’s reasonable to 
end quarantine at that time.”
With all of this, he said, there is a balance 
of risks and benefits — as well as personal 
circumstances — that must be assessed on an 
individual level. “What I’m describing is the 
ideal situation — for example, someone who 
can easily quarantine and continue working 
at home,” he said. “But most of us don’t live 
in those ideal situations, and it’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be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who may not have the same support systems 
that we have.”

Jetelina agrees that if you have difficulty get-
ting a test, you should assume that you are 
positive and isolate until you can get your 
hands on one. “If you’re still asymptomatic 
after five days (and still can’t get a test), you 
can stop isolation as long as you can wear a 
good mask for five more days,” she wrote, 
noting N95s are the best option.
4) The CDC says I’m supposed to mask up 
for 10 days after exposure. Is that really 
necessary?
Both Jetelina and Smith were crystal-clear 
on this one: Yes!
“This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as you can still 
be infectious after five days,” Jetelina said.
We’re still learning about the transmission 
dynamics of omicron, and although many 
people will probably stop being infectious 
before 10 days have passed, “wearing a 
mask during that period will help to reduce 
any chance of spreading the virus,” Smith 
explained. Dowdy noted that compared to 
other measures that could be enacted (like 
lockdowns), wearing a mask in public places 
is arguably not the hardest thing to do. So 
wearing a mask for 10 days is “the ideal,” he 
said, though he reemphasized the caveat that 
“we have to be understanding of people for 
whom this might not be possible.”
5) What kind of mask should I wear? 
What should I do if I can’t get an N95?
The best bet is an N95. KN95 masks work 
great, too.
Even though these masks are in high demand 
right now, you can still order them from mass 
suppliers like Walmart or Amazon, or from 

retailers like WellBefore, Bona Fide Masks, 
DemeTECH, and N95 Mask Co. (There may 
be a shipping lag for some of these masks, so 
even if you haven’t been exposed, it’s a good 
idea to stock up now so you’ll be prepared.)
“Remember that the fit of the mask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the type of mask,” Dowdy said. 
“Wearing an N95 without fitting it to your 
face is defeating the purpose of wearing an 
N95 in the first place.”
If you can’t get an N95 or a KN95, the next-
best option is a tight-fitting surgical mask. 
Adding a cloth mask on top of your surgical 
mask will further help eliminate gaps around 
your face. If you’ve been exposed or tested 
positive, do not rely on a cloth mask alone 
to prevent you from spreading the virus to 
others.

6) If I get a negative rapid test result, can 
I trust the result enough to go see, say, my 
elderly parents?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rapid tests 
aren’t perfect — and even with more sensi-
tive tests like PCR, being negative one day 
doesn’t mean you won’t be positive in an-
other day or two.
“If you have symptoms or a close contact 
[with an infected person], I would not trust 
one negative test,” Jetelina said, adding that 
it’s a good idea to retest at least 24 hours lat-
er.
Likewise, Smith said, “I would still try to 
mask around others if you have been ex-
posed, when possible, especially if individu-
als you may spend time with are in high-risk 
categories.”
She noted that there have been some reports 
recently that sampling the nose isn’t sensi-
tive enough early on to detect omicron in-
fection, and that samples from the throat or 
saliva may detect it earlier. (Note that these 
reports are not yet peer-reviewed.) Howev-
er, we don’t yet know if those early throat 
or saliva samples mean infected individ-
uals are already spreading virus to others.                                                                                   
According to Dowdy, it’s “really a judgment 
call at this point” whether you should feel 
comfortable visiting parents after one nega-
tive rapid test result. You have to consider 
your level of exposure, your parents’ health, 
how long and in what setting you’ll be see-
ing each other, and how both you and your 
parents weigh the value of seeing each other 
against the risk of them getting sick.
“If your parents are relatively healthy and 
you haven’t been closely exposed (and are 
feeling well), it’s probably reasonable to 
trust that negative test result,” he said. “If 
your parents are much more frail and you’re 
living with someone who has Covid in your 
house, I’d wait.” (V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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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line up for a Covid-19 test in Los 
Angeles on January 5, 2022, as the omicron 
variant continues to spread at a blistering 
pace. (Frederic J. Brown/AFP/Getty Images)

How To Handle Quarantining, Testing, 
And Masking After Covid-19 Exposure

Omicron Is Exploding. What
To Do If You’re Exposed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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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生活

多年前，嚴梓瑞（音譯）從家鄉貴州省貴陽市來到位于
教堂山（Chapel Hill）的北卡羅來納大學讀書，這是他第一
次來美國生活。與搬入其他國家的人一樣，嚴梓瑞發現現
實中的美國與他之前想像中的存在許多不同。

據Business Insider報道，他發現，美國文化的許多方面
，從食物到交通再到夜生活，都與自己先前想像的存在差
別，其中一些甚至讓他感到失望。

以下是嚴梓瑞認為美國文化中最讓他失望的14個地
方：

1. 美國商鋪關門太早
在我所居住的北卡州，除酒吧、夜店以及24小時商店

外，大多數商鋪晚上9時左右就關門了。這與我在中國時
不同。

中國的商店、飯館和咖啡廳會營業到比較晚。而在夜
市，小商販們晚上10時才開始出攤，淩晨3時還在營業。

而在美國，如果想找個地方為期末考試“臨陣磨槍”，
你幾乎很少能找到一家午夜仍在營業的咖啡店，也很難找
到吃夜宵的地方。
2. 美國大多數地方都鮮有人烟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因此在中國時我
常能在街頭巷尾看到許多人。無論何時走出門去，你都能
看到很多人，他們在公園裏鍛煉身體，在商場裏購物，在咖
啡店裏聊天。

美國人口只有中國的1/4那麽多，而在美國的小城鎮，
住戶就更分散了。

在我所居住的這個城鎮，我從沒經歷過在各處都能看
到人群的情况，給人的感覺就像是身處“鬼城”一般。儘管
白天你能在街上看到外出的人，但讓人失望的是，日落之
後，人們幾乎很少在戶外活動。
3. 去哪都得開車

在美國，如果你沒自己的車，你又住在一個公共交通
不够便利的城市，那麽你的生活就會很艱難。

在中國，人們大多依賴于公交車和地鐵出行，而美國
多數情况下是個“汽車國家”。如果你沒車，那麽去城鎮的
另一端可能得花上你一個小時的時間。美國文化的這個方
面電視和電影中鮮有提及，所以在我來美國之前對此毫無
概念。
4. 美國餐館的食物很貴，況且菜單上不標總價

美國餐館裏賣的食物可比世界其他地方要貴得多。而
更糟的是，美國餐館的菜單有些“坑人”，因為標注的價格
並不包含稅費和小費。

加上大約7.5%的銷售稅和15%至20%的小費之後，飯
費的總價可以高得讓你驚訝。

當地人或許未意識到美國在這方面的特別，但對于來
自另一個國家、況且那裏菜單標價就是賬單價格的中國人
來說，這一點還真讓人失望。
5. 夏季室內溫度很低

我住在美國南部，我發現夏天這裏的天氣極度炎熱和
潮濕。當然，室內就是另一番模樣了。多數公共區域，比如
圖書館和商店，那裏的空調會開到66℉（約19℃）。如果我
計劃在圖書館待上2小時以上的話，我會給自己帶上一件
夾克衫。
6. 計量單位不同

美國是全世界範圍內未采用公制計量單位的3個國
家之一，也是少有的使用華氏度計量溫度的國家之一。來
自中國的我需要學會在英制和公制單位間轉換，還要會換
算華氏度與攝氏度。
7. 大多數人根本不在意時尚

在美國，大多數人把舒適與功能當做穿衣打扮的兩大
首要因素。運動裝和休閑裝是許多人的著裝標準。你會看
到人們穿得更多的是安德瑪（Under Armour，美國高端運
動品牌）而不是阿瑪尼或LV。而在中國，Gucci等奢侈品牌
太過流行，以至于許多人根本沒意識到有很多冒牌貨。
8. 人們更容易買到危險的武器，比如槍支

如今，我仍對美國人在能够合法飲酒前就被允許購買
和持有武器這一規定感到震驚。此外，所有符合條件的美
國人以及永久居民都能購買和持有武器也著實讓人驚訝。

至少在中國，這樣的事情永遠也不會發生。中國對槍
支有嚴格管控，僅有個別職業的人群可以持槍，比如警察
和軍隊。
9. 美國人並不節能

美國有足够的資源可供人們使用，這是非常好的。但
以我的經歷來看，許多美國人不會節約能源，這與我預期
的不同。

許多小事都讓我覺得美國人不節約能源。比如，洗手
時，他們擠洗手液時通常不會關掉水管。我還知道有人每
天出門前都不會關掉電燈，會讓家裏的幾個電燈白白亮上
一天。我所在的大學，很多建築裏的燈一周24小時的亮著
。
10. 大學生為了合群而吸大麻

對于美國的年輕人來說，如果你想表現得很酷或是被
人們所接受，那麽吸食大麻幾乎就是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

而相比美國，在中國很難獲得大麻，而違反大麻使用
法律的懲罰也比在美國要嚴重得多。

此外，中國的大學校園文化也更注重學術，而不是注
重群體，因此年輕人很少會因此去吸食大麻。我想，對于很
多中國學生來說，如果他們曾吸過大麻，他們也不會感到
驕傲自豪。
11. 成績好不代表你就一定受歡迎

在中國的學校裏，那些成績好的學生比那些成績不好
的要更受歡迎。中國的家長和老師們都更信任成績好的學
生，認為他們聰明、自律，能在學術上取得成功。

但在美國，通常情况下，那些成績很好的學生卻不總
是最酷的。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被看成是“書呆子”。

我發現，在美國學校裏，相比讀書聰明的學生，孩子們
更看重那些會玩的聰明人。
12. 很多時候你只能用現金或信用卡付款

美國在技術層面上來講很前進，但支付方面却十分落
後。

而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掃二維碼付款越來越普遍
。人們根不需要携帶現金或銀行卡，只要用手機掃一下二
維碼，錢就能自動從移動錢包裏扣除。

但在美國，大多數店面仍然只接受現金和刷卡。
13. 美國家庭不如中國家庭親密

我發現，我在美國的朋友們與親戚的關係不够親密，
尤其是像叔嬸、表兄妹這樣的遠親。有時候，甚至父母和子
女、親兄妹之間的關係也相對疏遠，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
生活。

中國人却不同。在中國，對家庭的忠誠和奉獻是擺在
第一位的。而美國人更自我一些，他們更多依賴自己，而不
是家人。
14. 在美國你吃不到既便宜又健康的食物

美國的食物是最為多樣的，你幾乎能在這裏吃到來自
世界各地的美食。但是，大多數情况下，你能買得起的食物
都是最不健康的，像快餐，熱量又高又沒營養。

而在中國，像麵條、炒肉和蔬菜都是餐館菜單上價格
最低的，比麥當勞裏的快餐還要便宜。(來源: 天天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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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融入美國留學生活的十三招
1.水土不服要調整

不少學生在出國前對留學生活充滿了憧
憬和嚮往，把海外生活想像得無限美好。在留學
夢想實現後，卻發現夢想和現實差別很大，自己
不能適應國外的生活，產生了“水土不服”的現
象。某女學生為出國留學準備了7年，但等她在
海外入學七天后，便哭鬧著回國了。究其原因，
竟然是到海外後根本無法適應海外的日常飲食
，每天只吃從國內帶的泡面。泡面吃完後，仍不
能接受國外的食品加上身體上的不適，被迫回
國。其實這是很多留學生在初到海外時都會遇
到的問題。一些學生在國內時，可能會對吃西餐
比較羡慕，可真地等到了國外以後，面臨著每天
都要以西餐為主食時又無法適應了。即使是在
國內比較愛吃的麥當勞、肯德基，在吃過一段時
間後也會感覺無味，開始瘋狂想念國內美食和
自己家裡做的家常菜。留學360提醒大家，如果
你住的是寄宿家庭，可以跟寄宿家庭的父母溝
通，說出自己的想法。如果自己剛好會做一些飯
菜，可以跟寄宿家庭一起來做。這樣不僅能吃到
美食，還可以增加與寄宿家庭的感情，快速融入
當地的生活。如果是在學校公寓或在外租房，也
可以嘗試著自己動手做一些飯菜，做飯用的素
材和調料之類的在美國唐人街或一些超市內是
非常容易買到的。如果廚藝夠好的話，還可以請
國外的同學朋友來分享你的手藝，相信這樣還
能幫你交到一些不錯的朋友。
2.學習方式要轉換

中國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勤奮和刻苦可以
說是得到世界公認的。中國很多學生在習慣了
國內應試教育後，對於美國課堂上自由討論的
方式無所適從。因此，美國的一些媒體對部分中
國留學生做出評價：“上課沉默，下課抱團，很多
學習存在問題”。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課堂上如此
沉默、安靜的表現，甚至讓一些美國大學教授非
常不適應，不知道該如何調整自己的教課方式。
留學360提醒廣大留學生，既然選擇了到美國讀
書，就要學會改變在國內已養成的上課習慣，努
力調整自己去適應國外的教育模式。美國課堂
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和實踐能力，
所以，在課堂上積極主動地與教授和同學互動，
勇於表達自己對問題的看法和見解，對快速適
應美國教育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在學習之餘，
經常參加學校或社會實踐活動，也是有助於擴
大當地朋友圈，快速融入海外環境的一種有效
方式。
3.制定時間管理計劃

與中國教育體系不一樣，美國大學更加強
調自學的能力，一般的美國大學生需要至少付
出課堂時間兩倍的時間進行課外自習。美國大
學要求每個學生每個學期至少修讀12個學分，
也就是每週12個課時，加上課外的自習時間，每
個學生每週至少要付出36個小時在學習上。但
是美國的學習生活並不只是學習，還有課外活
動、社交活動、旅遊、日常瑣事等等，怎樣合理安

排好時間就是中國學生面對的第一個
挑戰。一定要制定好計劃，分清主次，
根據教授開學第一周給的教學大綱
(Syllabus)來規劃自己每個月、每一周、
每一天的行程。因為教學大綱上不僅
會有老師每一周的教學內容和小測考
試安排，還會有成績比例構成，可以幫
助同學在做時間表的時候更加科學。
4.聯繫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初次來美的同學們可能有各樣
的疑問，網上的信息可能不能滿足你
的需要，所以應及時與學校的中國學
生學者聯誼會會(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CSSA)聯繫，尋求
幫助。聯誼會一般都會對新生提供接
機、臨時住宿服務。許多學校的聯誼會
也有信息交流平臺，包括租房、舊書、
交友等。請與相關負責同學聯繫，取得
信息。同時各校聯誼會組織都與中國
使領館有密切聯繫，在必要的時候，提
供臨時保護和協助。
5.多學習與人交流

去美國留學的學生越來越趨於年輕化，安
全意識較為薄弱。他們的自理能力和自立性相
對要差一些，與人溝通、適應社會的能力比較低
，這直接導致學生在國外遇到問題或與別人發
生爭端和矛盾的時候不知道如何處理，因此，學
生在出國前最好能有意識地學習如何與人溝通
的技巧，提高自己適應異國生活和解決問題的
能力。
6.瞭解中美日常生活和文化的差異

對留學生們來說，除了學習方式的轉換調
整，他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對新環境和中外文
化差異的適應。如果想儘快融入美國，多瞭解一
些中美日常生活和文化上的差異是非常有必要
的。在與當地人交往時，最好多瞭解當地的文化
傳統和一些日常禁忌。不少留學生到美國後，往
往會發現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在國內英語水
平已是相當不錯，雅思、託福也都拿到了驚人的
高分，但當他們與美國當地人交流時卻發現以
前在書本上學到的詞匯和用語有時根本就用不
上。而且由於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不少人都帶
有各自國家或地區的口音或方言，交流時也會
產生一些障礙。留學360建議在與當地人溝通時
，儘量學習當地的語言表達方式。這裡提醒大家
，有些留學生由於缺乏對美國社會文化的瞭解，
他們認為美國是自由的，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
麼，甚至還把在國內養成的一些陋習帶到美國
來。比如，有的學生自認為與國外同學相處了一
段時間後，就非常熟悉了，所以開始肆無忌憚地
開一些玩笑。殊不知，美國的“自由”是相對的，
美國人雖然相對比較開放和自由，但也有自己
的生活和文化禁忌，比如：個人隱私，信仰等。
7.瞭解當地治安，醫療等狀況

出國留學之前，應通過各種渠道瞭解各種

安全知識，主動向校方索閱相關安全資訊、手冊
和緊急聯絡電話號碼，以防患於未然；抵達美國
後，應儘早瞭解該地治安狀況，一旦確定住所之
後，要向當地居民請教周圍環境，注意是否設有
安全措施，如大樓警鈴、路邊免費求救電話等。
到達學校後要知道應急報警機關和急救室、醫
療站在具體位置，以免遇到突發事件時驚慌失
措。
8.養成批判性思維

與知識記憶型的中國教育不同，美國的教
育體系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在美國
大學，討論課上對閱讀材料進行批判性地討論，
寫論文的時候對各種證據進行論證評估都需要
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是美國大學生必須掌
握的技能，不僅對其學業有重大幫助，而且也會
影響到未來的工作。同樣是對一件商品銷售途
徑的建議，老闆會更欣賞那個經過市場調查，數
據和證據分析再得出結論的雇員，而不是那個
直接得出結論的雇員。
9.遵守美國規則和法律

在國內，大家對過馬路時亂闖紅燈，不遵
守交通規則，公共場合大聲喧嘩或吸煙的行為
習以為常。在美國，這些陋習千萬要不得。在中
國，行人和汽車搶道的現象比較常見。而在美國
，開車時要尊重行人，讓路人先過馬路，等行人
順利通過時，汽車才小心翼翼地前行。另外，為
了行車安全，尤其是雨天地面路滑時，開車更是
要求小心。此外，留學360要提醒各位留學生的
是，在美國留學時，不但要瞭解中美文化和生活
上的差異，還要多瞭解一些法律常識，以免無意
中觸犯了該國的法律。
10.隨身攜帶求助方式

美國留學生應加強與中國駐外國使館之
間的聯繫。在校內要知道應急報警機關和急救

室、醫療站在哪裡；將學校的緊急聯繫電話、住
地附近的報警電話號碼、中國駐當地使領館的
電話等號碼隨身攜帶，以便及時尋求幫助，在發
生任何緊急事件時能第一時間發出求救信號，
得到快速及時的救助。
11與教授進行積極高效的互動

美國有兩種類型的大學，一種是以教學為
中心的文理學院，一種是以研究為中心的研究
性大學。在文理學院中，小班環境會讓教授和學
生有更多的互動，甚至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學
業指導老師。內向的學生在文理學院會得到老
師更高的關注。但是，像猶他大學這樣的研究性
大學裡，教授的本職工作就是進行研究，拓展學
術領域的寬度和廣度。在研究性大學就讀的學
生平時要想接觸到教授其實是挺困難的，因為
教授們都很忙，但是也不是沒有機會。留學360
在此為同學們抓住和教授交流的機會提幾條實
用的建議吧。1.抓住課上和課間的時間向教授提
問；2.在教授的“辦公時間(Office Hour)”帶著整
理好的問題找上門；3.不太緊急的問題通過郵件
禮貌地和教授聯繫；4.主動申請擔當教授的研究
助理。與教授的交流機會很寶貴，能夠自己通過
查找資料找到答案的問題就不要浪費時間，浪
費機會了。
12.瞭解911號碼

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的犯罪報警、急救、
火災等事故的緊急號碼只有一個：911。美國應
急系統非常強大，並且提供全方位幫助，在美國
遇到困難時，如果有電話，在遇到緊急情況時應
迅速撥打911。所有的電話，包括未付費的公用
電話，撥打911都是免費的。一般來說警察反應
非常迅速，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到達，可以協助處
理各種困難。(來源: KK News)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210511D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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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派汀森表示，所有《蝙蝠俠》電影都毫無

高下之分，因為他認為每一部都拍得很好。

從提姆波頓的 1989 年原版《蝙蝠俠》電影

、續集《蝙蝠俠大顯神威》，喬伊舒馬克的

《蝙蝠俠 3》、《蝙蝠俠 4：急凍人》，克里斯

多福諾蘭的《黑暗騎士》三部曲，乃至於查克

史奈德的《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每位

影迷心中最愛的究竟是哪一部蝙蝠俠電影，都

跟各自的出身背景和年齡心境脫不了關係，很

難從中分出一個高下。

然而對新任蝙蝠俠羅伯派汀森而言，所有蝙

蝠俠電影全都難分優劣，因為就他看來每一部都

拍得很棒。他向Total Film解釋道：「在所有美漫

角色和那種類型電影之中，我在戲院裡看過了每

一部蝙蝠俠電影，而我不能說自己有看完其他系

列電影。」

「我總是很期待蝙蝠俠電影上映。我不只是深

受蝙蝠俠電影所吸引，也同時感覺到世上雖然拍過

了很多有關蝙蝠俠的電影，裡頭卻沒有一部拍得不

好。人們常常會說其中幾部電影的壞話，但它們其

實拍得不差。」

「它們全都完全達到了原本的目標，而依照每

部電影各自問世的時代和處境來說，它們也都拍得

極其有趣。我不知道。我對此擁有一種很古怪的直

覺。但我一直都很深愛這個角色。」

羅伯派汀森也坦承，自己從來不曾為美漫電影

試過鏡，只有《蝙蝠俠》是唯一的例外。「我當時

正在尋找截然不同的作品。就一位演員所能爭取到

的角色來說，蝙蝠俠顯然是王冠上的寶石。但我從

未想過自己真的會去演蝙蝠俠，尤其我當時還想演

其他迥異角色。」

「在接下來的一年多內，我始終極為著迷地不

停追蹤相關消息。就連我的經紀人都說：『喔，真

有趣。我還以為你只會想演怪胎角色？』而我回答

道：『他就是一名怪胎！』」《蝙蝠俠》將於2022

年3月3日在台上映。

羅伯派汀森：世上沒有拍爛的《蝙蝠俠》電影

據報道，雖然已經完成大規模補拍，
但是《奇異博士2：瘋狂的多元宇宙》依
舊在加入新內容，目前被爆出除了此前完
成的內容外，又被增加了更多的鏡頭，預
計影片會接近3小時！

此前已經出現了大量震撼的消息，
包括帕特裏克的老年X教授、X戰警全
員、托比的初代蜘蛛俠客串回歸外，
今日又傳出壹個重磅爆料——漫威正
在和克裏斯·埃文斯商談回歸出演九頭
蛇隊長！

雖然克裏斯·埃文斯的美國隊長之旅已
經告壹段落，但是漫威和凱文·費奇非常鐘
情於克裏斯·埃文斯的才能，希望他能再度
回歸出演九頭蛇隊長，這個靈感出自漫畫
大事件《秘密帝國》。

漫畫講述的是，美國隊長史蒂夫·羅傑
斯被壹個來自平行宇宙的九頭蛇出身的史
蒂夫·羅傑斯掉包，九頭蛇隊長秘密策劃了
多起陰謀，挑起了英雄內戰，迫害了許多
英雄，甚至占領了白宮。

但最終還是在冬兵、獵鷹等人的努力
下，將困在異世界的真隊長帶回，擊敗了
九頭蛇隊長。

漫畫中最震撼的畫面當屬假隊長突然
說出九頭蛇萬歲時的反差感，驚呆了當時
全世界的讀者粉絲，甚至當時九頭蛇隊長
直接登上各大熱搜，就連《復聯4》都致
敬了壹把這個名場面。

另外，九頭蛇隊長之所以可怕，是因
為他擁有史蒂夫·羅傑斯的所有品質，包括
勇敢、堅持、忠誠，但卻也狡猾、殘忍、
城府極深，再次證實了美國隊長黑化後是
多麽的可怕。

不過考慮到的體量，就算CE同意回歸
出演九頭蛇隊長，也很可能會是壹個短暫的
客串出場，始終這部電影叫《奇異博士2》
嘛，博士總不可能當個導遊，帶觀眾領略各
大平行宇宙吧……其實也行，要不漫威安排
壹個？

《奇異博士2：瘋狂的多元宇宙》將
在2022年5月6日上映。

克裏斯·埃文斯正在商談回歸
《奇異博士2》，飾演九頭蛇隊長

哥倫比亞裔女星瑞秋曾格勒坦承，她很意外自

己能獲選主演《白雪公主》。

歌手出身的瑞秋曾格勒近來才在史蒂芬史匹柏

的音樂電影《西城故事》中登場亮相，片中歌喉和

演技都贏來了一致鼓掌叫好，接下來更將接連演出

DC新片《沙贊！眾神之怒》和迪士尼真人電影

《白雪公主》，好萊塢星途看似一片光明。

然而繼《小美人魚》請到了非裔女星荷莉貝利

主演之後，這次《白雪公主》又由拉丁裔的瑞秋曾

格勒獨挑大樑，難免在種族議題上造成了不少

爭議。有許多人都質疑，迪士尼在選角上刻意

朝政治正確的方向靠攏，而忽略了格林童話原

本是出自德國傳說。

瑞秋曾格勒在綜藝報的演員對談上對此

解釋道：「就算花上一百萬年，我都無法想

像這件事有可能成真。你通常不會看到拉丁

裔的白雪公主，即便白雪公主在西語國家十

分盛行。」

「無論你講的是迪士尼卡通、格林童話或隨

之而來的各種不同版本，白雪公主都是很巨大

的象徵。但你不會看到長得像我的人來飾演這

種角色。當消息宣佈時，這在推特上不斷瘋傳

，因為所有人都十分憤怒。」

安德魯加菲爾德也跟瑞秋曾格勒一同參加了

這場演員對談，而他則對此有感而發地接過話

來：「啊，那些人們。那些我們必須去教育的

人們。那些我們必須去愛他們，讓他們有所體

認的人們。」

瑞秋曾格勒回覆道：「我們必須去愛他們，讓

他們走上正確的方向。到頭來，我擁有著一份自己

感到非常興奮的工作。我可以去當一名拉丁裔公主

。」《白雪公主》將於2022年3月在英國開鏡。

瑞秋曾格勒：你很少看到
拉丁裔的白雪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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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从衣厂女童工起步

1985年，我和家人从宁波移民来美

国，那时候我外公外婆已经在纽约。我

们来美国后住在唐人街地兰西街，当时

下东城还很恐怖，我感到很害怕，但也

很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做，因此我能体

会新移民孩子的心态。我爸妈都上班，

我12岁，我妹妹9岁，我们姐妹两个也

去衣厂打工。80年代衣厂非常忙，工作

给我带来很多自信，我在衣厂里学会了

广东话，了解生意是怎么运作的，我觉

得那是很好的经验。

我小时候觉得上大学可能没什么用

，后来就退了学，帮爸妈赚钱还债。我

爸妈经历过文革，心理没有安全感，所

以专注于赚钱。我读高中时一直在工作

，暑假在衣厂做全职，读完高中，我不

明白自己要干什么，那时我们住在下东

城，跟外界接触不多。

后来我从中文报纸上看到一份招聘

广告，是布料进口公司，我去做兼职，

刚开始做的工作是剪布料送给设计师。

那家公司在曼哈顿中城39街和七大道，

我去那里才发现，原来时尚的世界这么

美，以前我认识的只是工厂，但是时尚

很美，我觉得以后我要在这里工作，我

要在前端工作，而不要在末端。

我老板后来给我全职，我当时在

FIT(时装设计学院)读大学，主修时尚经

营，我改为晚上上课，白天上班，但3

年级还没读完我就辍学了。

我觉得工作能学到更多东西，我学

到运用操作的知识，犹太人老板教我做

财务，去法国、意大利采访供应商，我

学到360度的知识，懂得商业运作，懂

得谈判议价，懂得怎么拿到面料。我原

先是助理的助理，后来老板把我提升为

销售，我跟老板常常到处跑，我对设计

本身没有兴趣，但对最后的产品感兴趣

，我会想怎么去推销产品。

我在那家公司呆到21岁，帮我老板

开发了很多市场，拿到很多客人，他的

生意非常好，后来他聘用了一个意大利

裔男子，我老板可能觉得我是小女孩，

这个意大利人26岁，老板可能觉得他年

龄比我大，应该给更多工资，但是我觉

得我的工资应该反映我的工作能力，新

来的人薪水比我还高，我很不高兴，我

开始想怎么去做自己的事情。

辍学创业自己当老板

我大三还没读完，就自己出来创业

。我开了一个面料进口公司，租了个办

公室，拿了一个商业贷款，我跟原来的

老板没太大竞争，他走量的路子，我走

质的路子。

我一直对做生意有兴趣，我是Seri-

al Entrepreneur(创业狂人)。我生意很好

，有时候客人会问我，把衣服拿去哪里

生产？我说为什么不拿去中国生产，他

们说通常是Gap这种大批量的公司才去

中国生产，但我觉得应该也有小型的厂

家，于是我开始为我的客户寻找中国制

造商，客户所需的高质量厂家，我找到

了，客人对质量很满意，我也成了厂商

专家。

我一直走高级的价位，在西岸有个

合伙人，那边有个客户叫Phillip Lim，

我一直有注意他在选什么面料，但没见

过面。后来我去巴黎参加面料展览会，

我们见面了，我觉得Phillip品味很好，

很勤劳，觉得这个人就像我的兄弟。

两年后，Phillip 和他的商业伙伴解

散了，我说，Phillip，你来纽约，我们

一起创建品牌。我们都是很冲动的人，

他就过来了，住进我女儿的房间，我女

儿当时才3岁。

我和Phillip一起创建品牌时，我们

两人都刚好31岁，所以给品牌命名为

3.1 Phillip Lim。

3.1 Phillip Lim

第一期我们设计了65个款式，有24

个国家来订货，拿到的订单是预计中的

10倍。那时候服装业只有很大的品牌或

快时尚，没有设计好质量好、价格又不

是很贵的品牌，我们开创出一个新市场

，后来出现了很多这类品牌。

两年后，美国《时尚》总编安娜·

温图尔叫我们做时装秀，她一直很支持

我们。

我们的服装很女性，给强大的女性

穿，我觉得这是我想穿的衣服，我就设

计这种服装，我们的对象是强大的女性

和全球公民的女性。

我们的服装很受欢迎，有些城市我

们只选一个商店卖我们的产品，客户来

了，但我们只能选一个，有的客户都哭

了。

Phillip非常有才华，他是个天生的

设计师，他5岁开始自己做衣服，他妈

妈和我妈妈一样都是裁缝，我们的背景

很相似。

我之前从来没经营过品牌，Phillip

是小众设计师，他没去过大公司工作过

，我们经验很少，不只一家公司想买我

们，就连LVMH也想买我们，但我们不

卖，这个品牌是我们的宝贝，我想把它

带大成人。

我当时比较年轻，不觉得是挑战

，因为我们是自主创业 ，没有投资人

加入，所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是我们

不能解决的，现在13年了，我们的公

司有很大改变，有了资深经理来帮助

发展。

我觉得时尚这个行业，团队要合

作得很好，如果 Phillip 做了一个很好

的 collection，卖得很好，有了更多订

单，但如果面料无法补充，就会影响

到几百万的销售，影响到我们的现金

流，所以每个团队成员都要掌握得非

常好。

我们每年有超过2500个款式，如

果一个产品做得不好，你可以重做，

但是如果是 iPhone，你设计得不好，

就完了，这是我们服装的一个优势。

营销是非常困难的部门，通常要

很多资金来支持，我们是独立公司，

没有很多钱来做营销，我们注重现有

的客户，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 PR(公

关)。

我们的客户有年轻人、中年人、老

年人，每个人穿上我们的衣服后都成为

我们的粉丝。Phillip非常敏感，他设计

的衣服摆在那里可能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穿上却很时髦，我们是refine(让你更

好)，而不是 define(把你变成什么人)

， 比如street wear，你穿上就是街头风

格，而我们的服装是让你become a bet-

ter version of yourself (变得更好)。同时

，我们的裤子最热销。

女人经常会看到自己的缺点，穿衣

服时第一感觉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

觉得女性首先要改变的是，不要老是看

到自己的缺点，而是要看到优点，并且

发挥自己的优点。

如果你专注于自己的短处，你什么

也干不成，我有很多缺点，我不会唱歌

，不会跳舞，大学没读完，但我把焦点

放在自己的长处上。做事情时，我不会

从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这个角度来看待，

我也不看性别，不看年龄，我看重的是

我能否完成这个工作，如果符合我的商

业策略，我就努力把它做好。

当我年龄越大，越不害怕提问，我

问得越多，寻求帮助越多，别人会更欣

赏我。我不会假装自己什么都懂，寻求

帮助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我年纪不

小，但我精神不老。

改变“中国制造”的偏见

关于中国制造，13年前我在做面料

进口的时候，介绍客户到中国生产服装

，我亲自体会到中国成衣的质量很好。

当时大家觉得中国制造的东西都是便宜

货，我的使命是改变人们对“中国制造

”的偏见。中国的东西便宜，但不意味

着中国没法做高质量的东西。

我想做精良的中国产品，就像小时

候我妈给我做的衣服一样。中国有工艺

craft，有很好的工匠，产品好不好，跟

在哪里生产无关，而在于如何制造。工

艺指的是你做得非常用心。我们要提高

自己的自信心，要支持自己的工艺。

3.1 Phillip Lim 品牌的产品90%是

中国做的，一开始客户很抗拒，说你们

的东西怎么这么贵。我说你要看质量，

如果把中国的产品跟意大利的相比，可

能中国更好，因为意大利从20年前开始

，就是中国人在那里做衣服，现在的

Gucci 、阿曼尼也都是在中国做。当然

，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也能做出很好

的质量。

我们的衣服有东方元素，表现细致

的东方文化，但不是中国的龙或大红，

Phillip把中国传统的感觉表现在设计上

，用现代的方式来表达。

我们一直是全球性的公司，好品味

是没有国家和种族界限的，法国人可能

喜欢针织，美国人喜欢裙装，日本人喜

欢内敛的蓝色，美国人喜欢绿色，但这

种差别与国家和种族无关。

时尚是一种世界语言

对于想从事时尚行业的年轻人，如

果做设计，你首先要问自己一些问题：

第一，你是不是可以做设计，比如设计

包包，或lifestyle，这件事你是不是会做

一辈子，如果不能坚持做下去，就不要

做；第二，为什么人家要买你的设计，

如果市场上已经有了，为什么还要做，

你能增添什么价值；第三要有经验，要

去大公司小公司工作，去实习或做入门

工作。

很多人想在年轻时完成某些目标，

其实不必太着急，你应该在自己准备好

的时候去做事情，不要限定自己25岁就

必须完成什么目标。我鼓励年轻人去追

求美和激情，不要老是问自己为什么，

而要问为什么不。

我从事商业是受好奇心和对实际

操作的兴趣所驱动。我从小就对人际

关系非常感兴趣，天生喜欢跟人打交

道。Phillip是天生对产品有兴趣，但对

人很害羞，他喜欢做产品，我喜欢做

营销。Phillip很有潜力，每个季节我都

看到他设计的能力，我不断地受到他

启发。

能够在我喜欢的时尚行业工作，

我感到非常幸运，时尚是这个世界上

最美好的事物，每天早上起来，把自

己打扮成你愿意让这个世界看到的样

子，时尚完全是一种自我表达，是一

种世界语言。

周绚文：衣厂女童打造时尚王国

周绚文(Wen Zhou)与华裔设计师Phillip Lim

十多年前，周绚文(Wen Zhou)与华裔设计师Phillip Lim共同创建时装品牌3.1

Phillip Lim，优雅高级的女性化设计，精良的做工和高档面料，隐约中携带一点内

敛的东方元素，这种既有创意设计又价位不高昂，介于顶尖品牌和快时尚之间的服

装品牌，在当时还极为少见，因此3.1 Phillip Lim几乎一夜间成为时尚界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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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青春肆意燃燒
劉昊然劉浩存演技炸了

今年春節從衆多電影中，我還是選擇了由韓寒執導的《四海》。之

所以選擇這部電影，因爲題材元素居多，影像風格年輕現代化，充滿著

生活氣息，以及對人生曆程的種種解讀，既有自己的影子，也是對每個

人的人生最好的诠釋。

相比韓寒導演過往作品，這部電影《四海》在劇情設計上明顯高級

了很多，青春肆意燃燒的故事娓娓道來，把劉昊然飾演的機車少年阿耀

和劉浩存飾演的周歡頌之間的愛情表現得清澈通透。當沈騰每次問到阿

耀有沒有女朋友時都是很含蓄地問有沒有談朋友，哪怕男女主角在賓館

的走廊休息一夜，都充滿著青春特有的傾訴，兩人之間的關系幹幹淨淨

、大大方方的展現在觀衆面前，沒有一點雜質的存在。

青春、勵志、夢想、愛情、家庭，電影中這些該有的元素一個都不

少，無一例外都很巧妙地融合了進去，看得出導演韓寒在這部電影中頗

費苦心，下足了功夫，鉚足了勁，有條不紊的把底層小人物的命運線交

織在一起，或喜或憂的精神面貌展現在觀衆面前，非常不易。看似波瀾

不驚的劇情，實則暗藏洶湧，如同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一樣，當然有歡欣

暢快的時刻，實則內心都有一段這樣或那樣的憂愁，甚至有著超出個人

承受能力範圍的困境，但是該如何面對，相信阿耀和歡頌的表現就是最

好的答案。

其次，沈騰、喬杉、尹正、黃曉明、陳小春、馮紹峰等幾位助演嘉

賓在影片中或多或少的戲份，都可以說給整部影片帶來了不小的驚喜，

雖然戲份不多，但是在劇情中合情合理的出現，毫無違和之感。不過，

大帥哥黃曉明在裏面的友情表現反差還是挺令人吃驚的，完美诠釋了喜

劇人的魅力，絕對是驚喜的存在。

總之，電影《四海》的整體品質很抗硬，劇情、畫質、配樂都相當

出色，人物角色塑造不必多說，更是抗打。青春依然在肆意燃燒，《四

海》正在火熱上映中，這個新年美好如同阿耀對歡頌的祝福一樣，希望

你住的每一個酒店都是含早的。

《開端》之後，又一部懸疑佳作誕生
可惜卻被掩蓋了光芒！

繼《開端》之後，又一部懸疑佳作誕

生，這一部便是《江照黎明》，于1月27

日開播，截至目前已放出了8集。

在全網熱度排行榜中，《江照黎明》

開播首日連前30名都沒能擠進，到了1月

29日，才衝上了熱度榜第10名的位置，

而1月30日，則又跌到了第21名。

其實，《江照黎明》是一部制作精

良的犯罪懸疑劇集，由馬思純、白客

、劉凱、張瑤、高旭陽、張本煜、史

可、郎月婷等主演， 故事懸念十足，

氛圍營造出色，劇情走向難以預料，

完全超出了預期，可惜卻被其他熱門

劇集掩蓋了光芒。

劇集一開始，就是一具屍體出現在江

邊，被發現，並沒有揭曉死者究竟是誰，

隨即便講起了蘇睿和李曉楠夫妻兩人的故

事。

從第一集和第二集來看，整體上顯得

平淡，給人的感覺是故事有些簡單，但到

了第二集結尾，故事劇情就被全面引爆，

人物關系複雜了起來，真相遠沒有想象中

簡單，瞬間就將劇集的整體水准提升了一

個檔次。

因爲沈迷賭博，蘇睿欠了一身債，追

債的人把他逼到無路可走，開始琢磨如何

籌錢還債，蘇睿的妻子李曉楠是一名房産

中介，平日裏還開夜宵檔賺錢，夫妻兩人

日子過得並不舒坦。

爲了還債，蘇睿起了殺念，計劃“殺

妻騙保”。李曉楠深夜哮

喘病發，他裝作去大廳找

藥，其實是故意不救李曉

楠。李曉楠開車載客戶去

看房，蘇睿把刹車片給拆

了。他還買了藥放在牛奶

裏面，給李曉楠喝，但這

一系列的操作都最終沒能

殺掉李曉楠。

到了李曉楠姐姐忌日的

那一天，蘇睿又有了新的殺

人計劃，他一心只想著制造

意外死亡的假象，騙到保險

金。

晚上，李曉楠和蘇睿去

到了江邊，燒紙錢，時機一

到，蘇睿就將怕水的李曉楠

推進了江裏面。

第二天，一具屍體在江

邊被發現，不是女性，而是

男性，死者是蘇睿，一個懸

疑故事展開。

一切都沒有想象中簡單，每一個

人物都內心複雜，蘇睿在外面有一個

情人，不僅好賭，而且會家暴，李曉

楠早在幾個月前就得知蘇睿外面有女

人，還讓人拍下了他和情人約會的照

片。

一個學生時代的男同學王誠突然出現

，總是在跟蹤李曉楠，目的不簡單。蘇睿

遇害的那一晚，李曉楠的母親曾開車出去

，回來後第二天就清洗了車子。

一看便連續追了8集，《江照黎明》

的敘事表現沈穩，隨著劇情的展開，故事

是越來越精彩，到了第8集，凶手是誰都

未揭曉，而人物背後的秘密是一個個被緩

緩呈現了出來，離真相越來越近，但又有

了新的懸念。

秦昊任素汐主演的《親愛的小孩》即將來襲

看到導演劇情口碑穩了

自2020 年播出的改編自紫金陳原

創著作《壞小孩》的《隱秘的角落》

收獲了超高的熱度與口碑後，出演張

東升的實力演員秦昊也隨之走紅，迎

來了事業的另一高峰，不僅受到了更

多人的關注，也被衆人賦予了“無冕影

帝”的稱號。

他在劇中不僅極致地呈現出了紫金

陳筆下《壞小孩》中的張東升從一個溫

和善良漸漸走向瘋狂泯滅靈魂的狀態與

過度。

他把張東升近于病態且平靜的

瘋狂，演繹的除了深入人心、印象

深刻外，還帶有說不清道不明的毛

骨悚然。

而這種毛骨悚然並不是來源于瘋狂

的動作、猙獰的表情和惡毒的語言，而

是眼神以及情感的傳遞，或許這就是演

技派演員的專業水准吧！

如今距離這部《隱秘的角落》播

出已有近兩年之久，終于再度傳出了

秦昊新劇即將來襲的消息，而這部新

劇不僅導演讓人驚喜，女主也更讓人

驚豔！

《親愛的小孩》根據電影《左右》

改編，主要講述了一對已經離異的父母

，爲了挽救患白血病的女兒所曆經的糾

葛和抉擇，當被醫生建議再生一個小孩

用臍帶血來救命時，已重組家庭的他們

該何去何從的故事。

任素汐的演技毋庸置疑，出道16年

呈現了衆多經典角色。

無論是2016年播出的搭檔大力、劉

帥良等人領銜主演的喜劇影片《驢得

水》中，爲自己抗爭，扇自己六個耳光

的張一曼等人領銜主演的荒誕喜劇影片

《無名之輩》中，因爲癱瘓一心求死，

因爲不速之客的闖入重獲求生欲，並收

獲愛情的馬嘉祺，以及2019年上映搭檔

劉迅領銜主演的愛情喜劇《半個喜劇》

中，30歲未嫁卻不恨嫁，不願將就的莫

默等等角色，都被任素汐演繹的自然且

飽滿。

相信這次任素汐與秦昊強強聯合

出演的這部《親愛的小孩》不會讓人

失望。

這部《親愛的小孩》不僅有秦昊與

任素汐兩位實力演員的傾情加盟，配角

也值得期待！

那就是由《延禧攻略》中出演用情

專一，對魏璎珞一往情深的清朝第六位

皇帝乾隆的扮演者聶遠的加入。

可見這部《親愛的小孩》中的主

力演員皆是實力演技派，很難讓人不

期待！

而《親愛的小孩》不僅在演員

的選擇上極其用心，在制作班底上也更

爲驚喜，在執導上則是由實力導演胡坤

執導胡坤在影視導演領域，可以說是有

著不俗的成績。

他在2007年自編自導由張歆藝、陳

思成領銜主演的愛情劇《愛是一顆幸福

的子彈》，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

他借助這部劇集展現了不一樣的浪

漫，那些執拗的、逃避的、強烈的、猙

獰的愛，皆是愛。因爲愛情本身就是複

雜的難題，怎樣理解都不過分的愛情。

因爲題材獵奇，甚至有些荒誕，但

是卻又極其動人，所以一經播出就在某

平台取得了高達8.4分的高分，可見他

的執導功底頗有深度！

胡坤除了是一名優秀的導演外，也

是一名頗具實力的編劇，而且與2020年

熱播的懸疑劇《隱秘的角落》也有著頗

深的淵源。《隱秘的角落》之所以口碑

出衆，除了演員的演技呈現、導演的執

導功底、原著作的優秀作品外，實力的

編劇人員也是功不可沒。

而胡坤就是這部《隱秘的角落》

劇本的編劇總策劃，可見編劇功底的

不凡！

而這次即將播出的這部《親愛的小

孩》也同樣是由胡坤獨立編劇完成，就

是不知道能否再創《隱秘的角落》曾經

的輝煌！

如今據有消息稱，這部《親愛的小

孩》不出意外的話將在3、4月份左右播

出，即將就要和大家見面了。

那麽你期待這部由秦昊、任素汐強

強聯合的《親愛的小孩》嗎？你認爲胡

坤自編自導的這部《親愛的小孩》會是

一部口碑佳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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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聂华苓名为“安寓”的宅子里，暖

黄色的光笼罩着整个客厅，木地板铺上一

层厚厚的地毯，米色沙发椅围绕着长桌随

意摆放，窗外是郁郁葱葱的橡树叶随风摇

摆，偶尔还能看到几只迷失的鹿。

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几十年来，外

面的世界日新月异，这里一成不变。“我

就是不要变嘛”，精神矍铄的老太太嘟囔

着。

一草一木都在见证历史。包括白先勇

、余光中、汪曾祺、王安忆、北岛在内，

全世界600多个诗人与作家，曾围坐在这个

不大的客厅里，他们谈论关于文学、理想

与爱情，有时欢笑喝酒，有时争吵砸闹。

这项“国际写作计划”比起冷冰冰的

项目，更像是个文学大家庭，不同国家与

文化背景的作家们坐在一起，摒弃政治局

势与种族偏见，开始将自己拓宽成一个

“人”的存在。

创造出这些的聂华苓，为近代中国作

家走向世界舞台打开了一扇窗，又一定程

度消除了种族敌视与隔阂。她被提名诺贝

尔和平奖，此奖项被提名者中，她是唯一

一个来自中国的女作家。

早年经历曲折，一生波澜壮阔有过杰

出贡献，然而令后辈蒋勋最难忘的却是她

的笑容：

“华苓的大笑让我觉得是了不起的，

因为她一生所经历的遭遇，可以用笑声淡

掉。”

异乡人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

枝叶在爱荷华。

1986年，聂华苓与弟弟华桐一同返乡

，从重庆坐船沿江而下，寻找曾在抗战期间

流落过的家。世事变迁，往日小镇变作空荡

荡的河坝，曾经的家成了颓垣断壁，无论是

哪里，都与记忆中的模样大相径庭。

“异乡”感在此刻尤为浓烈。倒也没

错，她的确是异乡人，自始至终都是。

后来她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与来自不

同国家的人们交流中，才发现，在大环境

下，“异乡流浪”不仅是她人生的主题，

更是二十世纪整个世界的主题。

1925年，聂华苓在湖北出生，因父亲

职务，住在武汉汉口旧俄租界处，成了自己

土地上的外乡人。沉闷的大家族里，对于童

年，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母亲斜倚在珠罗纱帐

镂花铜床上，为她细声吟读《再生缘》，为

皇甫少华与孟丽君的故事唏嘘感叹。

小小的聂华苓一脸稚气，“姆妈你不像

孟丽君，你是孙太太，爹还有一个张太太，

又都姓聂。我们住汉口，他们住武昌。”

父母的婚姻源自一场骗局，母亲发现

父亲早有妻儿时，聂华苓已经七八个月，

母亲恼怒之下，甚至想过吞金自尽，可年

幼的女儿向她伸出手需要人抱，又默默放

下了。

多年后母亲叹气，婚姻自由？当年宜

昌那样闭塞的地方你根本不晓得自由不自

由。

母亲是矛盾的，秉持着新式女子的作

风，又告诉她在大家族中生存法则“既须

巧又须忍”，聂华苓的性格与写作风格也

因此埋下伏笔。

战乱时代，父亲在外地逝去，只留一

大家子孤儿寡母，聂华苓不喜读书，喜欢

玩闹与爬山。一家人被迫迁至宜昌三斗坪

，聂华苓痛快玩了半年，聂母下定决心，

即使时代动乱，孩子也必须接受教育。

我不走！

你非走不可，你一定要读书的。

你走我就走。

我走到哪里呀？没有钱，一家人都活

不了命。

天才蒙蒙亮，母亲便送她去镇上上船

，两人都流着泪，聂华苓才十四岁，母亲

一再叮嘱：冷暖小心，不要挂念家，专心

读书。

后来，聂华苓在回忆录写道：

当年我十四岁，就在那儿，母亲流着

泪，看我搭上小火轮去巴

东。连连招手的母亲孤立

河岸上，在我泪水中，越

来越模糊了。从此我就流

浪下去了。

抗战时期，日子过得

苦。吃的是炸黄豆和硬得

被称作“炸弹”的馒头，

稀粥用大桶装，勺子刮饭

桶底的声音都清清楚楚。

比起物质的短缺，精

神上更是陷入混乱。

同学们分成不同意见

的阵营，有人在舞会结束时突然关灯，令

全场陷入黑暗。没人能看见谁是谁，一派

抓着另一派踢踹，只听被打的人哀嚎：你

不要打我，我们是同寝室的朋友啊。

眼皮底下的一切显得荒谬可笑，又带

着几分可悲。

对文学有兴趣，对人产生好奇，愿意

琢磨语言。在聂华苓看来，这便是一个创

作者的必要条件。她的心里仿佛有什么要

流淌出来，立即拿起笔在纸上写出第一个

短篇小说《变形虫》，“一切都乱糟糟的

，所有东西都在变。”

在心理与物理都无所依靠下，她选择

与同学王正路投身进入婚姻围城，遗落在

北方的大家族里。

混乱中，聂华苓一路从湖北辗转至重

庆、北平、台湾，就连结婚以后，她与对

方之间仍隔着一层距离。在纪录片《三生

三世聂华苓》里，白先勇笑了出来，作家

总是在外的，距离之外，也是时代之外。

必须在外，才能看到里面去。

生活不易

从曹雪芹写《红楼梦》，到张爱玲未完

成的《小团圆》，仿佛隔着一层薄透的纱帐

，后人格外感兴趣作家们的真实经历。

然则，虚虚实实之间，旁人是捉摸不

透的。

在聂华苓的小说中，主人公始终在逃

离，与她的人生主线相吻合，带着浓厚的

自传色彩，第一部长篇小说中主角的名字

便是“苓子”。

后来，聂华苓极负盛名的那部《桑青与

桃红》里，主角桑青逃离生活未果，压力与

负担下，无处可逃的她分裂出另一个人格桃

红，桑青是受传统观念压迫下不得已而逃亡

，桃红则是满怀期冀寻找新的生活。

始终漂泊的聂华苓在想些什么，或许

可以从桃红的独白中窥得一二。

“我有时搭旅行人的车子，有时搭灰

狗车。到了一站又一站，没有一定的地方

，我永远在路上。路上有遇不尽的人，有

看不完的风景。”

1948年，怀有身孕的聂华苓举家迁至

台湾，一家人窝在小小的房子里，有时碰

上台风刮过，薄板房子会震得咯吱响，像

是随时会裂开。

生活贫瘠，母亲年事已高，又有幼弟

与孩子要养，聂华苓必须得想办法找工作

来养家，当时《自由中国》杂志正在招编

辑，聂华苓此时已经写过几篇文章，朋友

推荐她去试一试。

《自由中国》是本批评时政，在台湾

白色恐怖时期讲民主的杂志。

主编雷震在书房写稿，聂华苓有些怯

生生地走了进去，雷震只抬头看了一眼，

便点点头，你明天来吧。

聂华苓在这里待了十一年，林海音的

《城南旧事》、梁实秋的散文与余光中的

诗句都曾经经她之手，与最一流的写作头

脑共事，她是其中最年轻且唯一的女性。

正是在这里，她被前辈的嶙峋风骨所

感染，创作兴趣也得以发挥。

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为了养家，聂华

苓需要同时兼任两份工作，白天在杂志社

当编辑，晚上要去英文补习班教课，她怀

着身孕每天在山坡上费力地踩自行车上下

班。

身体上的辛劳或可承受，此时，她接

到大弟汉仲在飞行失事中发生意外的消息

，情感上，也与丈夫的关系也愈加水火不

容，常常说着说着便争执起来。

祸不单行，台湾的“白色恐怖”在这

时候蔓延到聂华苓身边，突然有一天，社

长雷震与三个同事均被捕，杂志也被当局

禁止发行。这种恐惧发生在自己身边，朝

不保夕的印象难以磨灭。

抱着“下一个就是我（被捕）”的恐

惧，聂华苓在好几年里都惶惶不可终日。

无人求助，不敢拖累朋友，在这里，

她是个外省人，“所以我真是非常非常地

孤独。”聂华苓回忆起这段时间总结道。

她只能将那些想说又说不出口的话写进自

己的小说里。

这令聂华苓的作品中，总有一种“生

存之痛”，与包含经历的沧桑感。

熟识她多年的好友感叹，那段时间，对

她一生有很大影响，台湾当局暗暗打压她，

回去也再无故乡。这也是她之所以没有停留

在华人世界，转而去了美国的原因。

老友叹气，她一直陷在那个“结”里。

喜相逢

聂华苓年轻时的一段婚姻，丈夫是同

学王正路，出自北方规矩森严的大家庭。

到了晚年，她很少再提他，偶尔提时，只

一再重复是很好的人，却是真的不合适。

聂华苓家风算是开明，在《自由中国

》那段日子更是为她的民主思想奠定了基

础，王正路在大家庭倾轧下思想偏向传统

，连聂华苓坐下来陪同客人聊天时，也被

视作不守家规。

知女莫若母。聂母去世前，曾把她叫

到身边：华苓，你的心情你以为我不晓得

？你们结婚十三年，只有五年在一起，在

一起就天天怄气，如今正路去了美国，也

有五年了，你还快活一些。

最难熬的日子里，聂华苓机缘巧合结

识了美国人保罗·安格尔。

保罗恰好去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两人

由一次觥筹交错的晚宴相识，她站在保罗

身后，裹着旗袍与高跟鞋，身姿袅娜。两

人争辩了几句，倒令保罗印象尤为深刻。

起初，聂华苓的态度是抗拒的。

保罗结结巴巴地提出邀约，在回忆录

中细数当时场景：

明天我很忙，要见很多人，也许我们

在哪儿见一下面。

我也很忙，我得送孩子上学

，我得去大学教课，我得写

作，我的时间全满了。

……

你工作很辛苦，养母亲养孩

子也不抱怨。

抱怨有什么用？

她站起身，那优美的亭亭背

影告诉我：别跟上来。

令保罗· 安格尔着迷的是：

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她挺立

的娇美身子闪烁的张力。

爱情是两份孤独，相护，相

抚，喜相逢。

有所突破是在与余光中一起的晚宴中

，保罗用筷子拣起滑溜溜的鸽蛋，拿筷子

的姿势看上去多少有些滑稽，这副模样逗

乐了聂华苓。晚饭后，保罗借机约她散步

。

两人在寂静的小巷里一直走，抬眼便

是漫天繁星，保罗指着天空，在美国遇到

这样的星星是要许愿的，你有什么愿望吗

？聂华苓摇头，“好久没有愿望了，你呢

？”

保罗停下来，湛蓝的眸子只看着她：

我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见到你。

此时，两人已到中年，经历过世事浮

沉，也都有过一段婚姻。聂华苓的态度何

时松动，或许她自己都不清楚，了解她的

朋友说：“聂华苓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只有像保罗· 安格尔这样的人，才能让她变

得小鸟依人。”

他们住在爱荷华的一栋红楼里，闲暇

时间会开车到海边，保罗游泳，聂华苓便

在一旁看书，“那时我们真的是很开心。

”又携手去蓝白色的圣托里尼，拥有沉重

历史的奥斯维辛，去匈牙利，去以色列，

近乎环游整个世界。

我和Paul一起走过20世纪的人景——

欢乐，灾难，死亡，生存。

直到1991年，聂华苓和保罗获得波兰

文化部颁发的“国际文化奖”，他们在芝

加哥转机，保罗说是要买份报纸，可聂华

苓怎么等也没等到他回来，去找他时，只

看到保罗躺在地上，

画面似乎静止，巨大的痛苦显得迟缓

而安静。聂华苓记得很清楚，自己坐末班

机回来的那天，爱荷华正下着雨。

文化伊甸园

至于聂华苓成就中最闪耀的“国际写

作计划”实属偶然。

1967年，某日她与保罗划船时，看着

波光粼粼的爱荷华河，突然萌生出一个念

头，爱荷华如此美丽，为什么不在保罗的

写作工作坊外，扩大视角，创办一个“国

际写作计划”呢？

说着她眉梢带笑，声音陡然高了几度

：邀请不同国家的作家们一起来这里写作

，不同文化与成见，每个人的角度都不同

，一定会碰撞出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你疯啦？”保罗起初是反对的，这

需要数不清的资金与层层落实的琐碎事务

，可聂华苓坚持，笑着说“let’s try！”

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

这是汪曾祺对“国际写作计划”的评

价，迄今为止已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1400多名作家与诗人参与过这个项目，

主办人聂华苓和保罗· 安格尔因此被多个国

家联名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作家季季更是打趣，聂华苓的家就是

小型联合国。

无论作家与诗人们处在什么境地，只

要接受邀请，便可前往美国爱荷华，过一

段食宿无忧的日子。他们可以写作，也可

以不写，可以聊天、参加舞会……聂华苓

甚至打趣，就算是跳河也没关系。

比起莫大的荣耀，她更在意的是这些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与生长环境的创作者之

间，碰撞出真正动人的那部分。

当初埃及与以色列开战，那一批作家

中就有两人，一位来自埃及，一位来自以

色列。两位作家在桌子上时便怒目相对，

直接将酒杯仍向对方，气氛剑拔弩张。

可相处了三个月后，机场告别时，这

两位作家竟抱头痛哭。同样参加这个写作

计划的蒋勋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一种什么

感觉？“你们是最大的敌人，也痛骂过对

方，最后却抱头痛哭。”

他归结于这是聂华苓和保罗的原因，

他们给人真正的爱与关心。

1979年中美建交，内地作家也可以参

与这个写作计划，这令聂华苓无比兴奋，

丁玲成了前几批去美国的作家，此时丁玲

已经老了，饱受苦难，看上去倒像是再普

通不过的乡下老太太，繁华落尽，丁玲只

笑着说，一切都过去了。

聂华苓安排年轻作家蒋勋带她四处游

玩，迷离的夜色中，有穿着貂皮大衣的女

人走过，蒋勋观察丁玲是否会慌张，只见

丁玲笑着讲年轻时在上海的时光。前者无

法将如今的她与那时的风情万种相关联。

丁玲此时年事已高，担心她摔跤，蒋

勋回去后在浴室贴心地准备了一条牢靠的

垫子。

当时两岸关系称得上严峻，聂华苓得

知后开始思考，创作者是否该不断扩大自

己的边界，到最后，只是一个纯粹的人。

八十年代，王安忆也来过这里，骄傲

又青涩，聂华苓特意为王安忆安排了爱荷

华大学的写作课与一些游玩活动，让她做

喜欢的事情，原因是“这个孩子年轻，要

多开开眼界”。

王安忆后来对去采访的记者说，那时

她才发现，原来世界是可以这样自由的，

我开始摸索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人。

年老作家回忆过往，年轻作家逐渐成

熟，对手也能握手言和，现代性在这世界

一隅里全面上演。

曾经的参与者作家迟子建曾说，聂华

苓最早为新时期中国文学最活跃的作家们

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她挑选作家的基准

始终未变——那些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过

去或者将来能立得住的作家们。

早年接触过她的作家回忆，她会细心

观察每个人的需求，每周带作家们去费用

不菲的餐厅，谁都会说她慷慨。

然而，自己用了多年已经迟缓卡顿的

旧电脑，却始终舍不得更换。

这位作家不解，每次吃饭都快一百美

金，当时最好的电脑也不过四五百美金，

少吃几顿饭不就能解决吗？

聂华苓有自己的坚持，朋友不懂，女

儿也不懂。

在保罗去世后，两个女儿曾提议接她

到身边生活，她一直没答应。至今仍住在

那个和保罗同住的红房子里，从不打算离

开，有人拜访时，会发现连房屋的设施都

不曾更改。

其中一面墙中挂满面具，这隐喻着不

同的人、不同的文化、种族，这也是他们

的生活背景。如今爱人已去，房子里的过

客来来往往。

面具仍在，却逐渐陈旧，而她仍守着。

如今她已经 94岁了，宣布从国际

写作计划退休后，仍在为这个组织担

任顾问，也仍在关注着世界文坛的发

展。

刚过耄耋之年时，聂华苓曾接受过一

个采访，回顾自己这一生，她对着镜头坦

然地笑：

无恨无悔无怨。时间到了，随风而去。

一生漂泊，两段婚姻
94岁的她惊艳了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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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2021财年

全年一共签发了18,353张签证，包括

SB-1回美签证。(签证数量以自然人为

单位，并非家庭)

2021财年职业移民签证数量

从表中可见，美国职业移民在

2021年 4月以前只有零星的类别签发

，且数量非常稀少。这是因为从

2020年 2月开始美国暂停受理中国大

陆地区的一般签证面签业务。直到

2021年 4月 8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公

告称将恢复移民签证和配偶签证以

及部分访问学者签证办理，中国大

量移民家庭面签工作才得以重新推

进。

从备受中国申请人青睐的EB-1、

EB-2、EB-3整体申请数据来看，这几

类申请数量近十年基本一直呈现上升

趋势。

但在美国移民政策收紧的背景下

，排期无疑成为了移民申请者最大的

拦路虎，很多原来选择投资移民、亲

属移民的因此望而却步，或者选择其

他方式。相比之下，审批快、零投资

、低成本的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

和美国NIW国家利益豁免移民可谓是

目前炙手可热的项目。

许多人都觉得美国人才移民申请

门槛太高，其实对于大多数能力杰出

的人士来说，只要自己身上有闪光点

，还是有机会满足美国政府对人才的

渴求的。“人才移民”申请并没有想

象的那么难。今天就为大家全面的介

绍一下“人才移民”的申请要求，供

大家参考。

EB-1A

一、EB-1A申请人数增多

美国EB-1A杰出人才申请人数在

近几年呈现猛增趋势。主要原因有两

点。

1、项目本身具备诸多优势，如无

需投资，无行业限制，无年龄、学历

、语言要求，办理费用低，一步到位

拿美国永久绿卡等等，作为美国职业

移民第一优先类别，EB-1A可谓集结

了其他类别的所有亮点优势。

2、受到EB-5投资移民排期的影响

，投资人纷纷希望可以有一个更快捷

的美国移民途径，6-12个月即可获批

的美国杰出人才必然成为众多人的选

择。

● EB-1A

全称为EB-1A杰出人才 (Alien of

Extraordinary Ability) ，是职业移民第

一优先当中的第一类。EB-1A是美国

移民类别中的第一优先类别，旨在于

吸引并招揽全球在科学、艺术、教育

、商业或者体育方面有杰出才能的人

才。

除了我们平时了解的博士、教

授、科学家、运动员、演员之外，

剪纸艺人、雕塑家、刺绣大师、书

法家、摄影师、主持人、企业家、

医生等常见职业领域的人才都可以

申请。只要有足够的证明材料证明

自己的实力，就可以获得美国移民

局的绿卡批准。

当听到杰出人才，多数人的第一

反应是“高不可攀”，这样的主观判

断使得原本符合申请条件的人不敢迈

出第一步。其实很多申请人也许自己

没发现，经过专业评估是符合EB-1A

的申请条件的。下面就详细的介绍一

下EB-1A杰出人才移民。

二、EB-1A申请条件

EB-1A有 10条申请标准，满足其

中三条即可申请。这里指的满足，不

仅只是表面上满足，而且包含了主观

因素。因为移民官会结合所有证据，

对申请人做出一个相对主观的总结判

断，分析申请人是否在宏观层面满足

了EB-1A的杰出贡献要求。

所以要想申请成功，还要宏观的

考虑个人职业经历上的强项。EB-1A

的办理周期为6-12个月，可申请加急

办理，移民局会在十五日内给出审批

结果。

EB-1A的10条申请标准：

1.新闻媒体杂志的报道；

2. 有分量的专业会员资格；

3. 获得国家级或国际性奖；

4. 发表专业论文、著有专业书籍

；

5. 在表演、艺术上获得的商业性

成就；

6. 专业领域里有专利发明等原创

贡献；

7. 担任专业杂志编委、审稿人、

裁判等；

8. 作品被选为参展作品或被博物

馆收藏的；

9. 在重要的专业组织中担当主要

或重要角色的；

10. 在本领域的商业价值或薪酬远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不管是什么行业、处于什么职位

，只要申请人能够提供证词和文件证

明在该领域的成就被广泛认可，且享

有国家或者国际层面的声望，那么都

可以申请EB-1A。

而且即使EB-1A法规下的字面要

求并不适用于申请人所在的领域，申

请人可以通过递交与行业相关的有可

比性的证据来证明其贡献和声望，这

也让许多行业贡献无法与EB-1A字面

要求一一匹配的申请人有了申请

EB-1A的途径。

三、EB-1A申请注意事项

1、申请人需要所在领域专家的证

词、证据

申请人所在领域中立专家所给出

的证词、证据对于申请人来说是至关

重要的，将直接关系到申请的成功与

否。所以在考虑进行EB-1A的申请时

，需要先衡量自己业内的人脉，获得

专精领域中国内和国际上的行业专家

的支持。

EB-1A法规允许使用国内专家，

而国际专家特别是美国专家的证词则

会对申请起到更大的帮助。

2、EB-1A申请需要依靠大量的文

件证据

中国申请人需保证任何递交给移

民局的非英文材料都必须有翻译声明

证明全文翻译。翻译件必须在格式上

与原件一致，并且不能有文字上的遗

漏。除非申请人是诺贝尔奖获奖人，

否则EB-1A申请并不存在简单快速的

途经。

3、申请人需向移民官证明自己在

所在领域的贡献

在文化层面上，因移民官对国内

文化的不熟悉，可能会导致申请人难

以对一些细节加以解释。比如：移民

审查官能够理解在《自然》杂志上以

第一作者用英文发表论文代表着什么

，但却或许理解不了中国学术或者商

业领域的知名媒体有哪些。

因此，中国申请人用详实的辅助

资料证明某单位，组织或者刊物的重

要性，就十分关键。

4、EB-1A申请具有非常强的主观

性

没有两个EB-1A杰出人才申请是

一样的。每个申请人都有其独特的挑

战和机遇，所以每个申请人都需要根

据自身情况、特点花大量的时间精力

来制定申请策略。

因为EB-1A申请有着非常大的主

观因素，所以一个成功的EB-1A申请

不光要在法律层面强有力的说服移民

官，还要能在个人层面说服移民官。

NIW：国家利益豁免，EB-1A的简

约版

很多申请人说申请EB-1A不符合

其中三项，只符合其中的一项或两项

那怎么办呢。美国还有另外一种适合

人才的移民方式——NIW国家利益豁

免，是美国移民法职业移民第二优先(

简称EB-2）的一个特例。

● NIW

全称为国家利益豁免移民(Nation-

al Interest Waiver)，也叫做高技术移民

，属于EB-2（美国移民法职业移民第

二优先）中的一个特殊类别。

是指申请人的工作、资历和成就

符合美国的某项国家利益，因而可以

直接向移民局提出移民申请的签证。

申请成功率高且申请人资格要求低于

EB-1A。因此，NIW又被成为“EB-1A

的简约版”。

申请条件和 EB-1 很相似，可以

说是杰出人才的简约版。NIW 主要

适用于科研人员，只要在本领域的

成就比同行好，那就有可能符合这

个 NIW 的申请条件。NIW 属于第二

优先类别，需要排队。目前的周期

大概需要四年左右，远远的短于

EB-5的排期。

一、NIW申请条件

拥有高等学位或者特殊技能，二

者只需具备其中一项条件即可。

1、 高等学位

美国或外国同等大学的硕士或以

上学位或者同等学力，并在需要的高

等学位的工作领域内工作，或者是在

传统的专业领域内工作，如：律师、

医生、建筑师、工程师或者教师；学

士学位另加5年相关专业领域的工作经

验者也能满足高等学位的要求。

2、 特殊技能

在科学、艺术或商业领域，拥有

超过一般同行的特殊技能，可通过满

足下面条件的至少3条来证明；

在其专业领域内曾经获得过学院

、大学或其他教育培训机构颁发的官

方学术证明；

在其专业领域内有10年以上的全

职工作经验(一般需要前任或现任雇主

提供证明）；

有在相关领域的专业从业执照；

申请人由于自己的特殊技能所获得薪

水或其他报酬；

申请人是专业协会的会员；在所

在的领域内获得认可，并做出重要贡

献的同事、政府机关、专业或商业组

织提供证明。

二、NIW优势

申请方便：无需美国雇主提供永

久性工作承诺、无需申请劳工证、无

需美国雇主为申请人提出移民申请；

一步到位拿绿卡；

适用人群广泛：部分优秀的赴

美留学生、学者、研究人员、博士

生、博士后及其他科学技术人员也

可申请；

可同时递交其他移民申请；

不需要通过复杂而漫长的劳工证

认证程序，直接向美国移民局递交移

民申请；

申请人在递交国家利益豁免申请

后，可以随便变换工作，只要新的工

作与国家利益豁免申请中的工作在同

一领域即可。

在美国移民政策越来越紧的情况

下，以上两种花费少、要求相对简单

的移民项目很适合专业人才。可以作

为想赴美的高端人才代替EB-5方式的

可选项。

免责声明

文章部分图片来源于百度等常用

搜索引擎，所有转载的文章、图片、

音频视频文件等资料知识产权归该权

利人所有，但因技术能力有限无法查

得知识产权来源而无法直接与版权人

联系授权事宜，若转载图片可能存在

引用不当或版权争议因素，请相关权

利方及时通知我们，以便我方迅速删

除相关图文内容，避免给双方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

2022移民美国太难？

不如试试不靠投资靠才华的移民方式

衆所周知，賀錦麗(Kamala Harris)是美國副
總統，賴清德則是臺灣，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兩者皆是副總統，前者在美洲大陸；後者在亞
洲太平洋島嶼上。當然論國力及財力，前者誠
然是一哥，後者僅是跟班而矣。

不過1 月28 號，臺灣的賴清德副總統因為
代表臺灣當局需要到中美洲國家洪都拉斯出席
該國新總統卡斯特羅的就職典禮，因此坐機西
行。在中途清早6 時許，專機停泊在美國加尼
福尼州洛杉磯機場上，稍作休息。在該段時間
內，賴清德受到加州臺灣社團及民眾的歡迎，
在清晨和熙的陽光照耀下，中華民國的國旗迎
風飄揚。

而在當天短暫的時刻中，賴清德同時受到
一些美國政府部門官員及議員的歡迎，在機場
貴賓室內，進行了兩處地方政府的交談。當天
稍後時間，賴清德再次坐上臺灣航機，直達洪
都拉斯國土，參與該國首位女總統卡斯特羅的
就職典禮。

在就職典禮上，賴清德被安排與美國女副
總統賀錦麗同列一排，二人中間隔開了哥斯達
黎加總統及西班牙國王。賀錦麗進場時，逐一
向同排嘉賓致意，去至賴清德時，兩人進了短
暫交談。賀錦麗事後對美國媒體指出：在與賴
清德的簡短交談中，主要談及臺灣對洪都拉斯

共同關切及中美洲移民等話題。不過賀錦麗也
表示： 無計劃在他倆離開之前，會再進行另一
次深入會談。

《彭博社》引述一名白宮官員指出：賀錦
麗在卡斯特羅就職儀式上向臺上出席儀式的 各
國代表問好，當中包括臺灣的賴清德副總統。

在這之前，賴清德在就職儀式前己與洪都
拉斯卡斯特羅女總統會面了7分鐘。賴清德表示
，希望兩地未來加強合作。而卡斯特羅則感謝
過去臺灣對洪都拉斯及其家人曾經提供的幫助
，又在會後被媒體問及洪臺關係時，坦言希望
洪臺兩國繼續維持邦誼。據報曾揚言當選後會
尋求同北京建交的卡斯特羅就表示，希望繼續
與臺灣維持友好關係；臺灣則渴望兩國維持邦
誼。其間，賴清德代表蔡英文總統，向卡斯特
羅總統呈上 「特使國書」。

卡斯特羅競選時曾揚言，當選後轉與中國
大陸建交，惟去年11月底勝出大選成為洪都拉
斯首位女總統後不久，其副手之一納斯魯拉表
示，只要與美國關係良好，就不需要與中國大
陸建交，有媒體引述新政府高層透露，將維持
與臺灣的關係， 「無人想現任自己的政府與美
國疏遠」。

中國專家、日本《產經新聞》臺北支局長
矢板明夫指出，賴清德副總統這次出席洪都拉

斯總統卡斯楚就職典禮收獲豐碩，特別是和美
國副總統賀錦麗交談同框，是臺灣外交的新的
裏程碑。今次是白上世紀1979年臺美斷交之後
，雙方首腦級官員第一次在公開塲合站在一起
，這在某種意義上可說，中共花費多年編織出
的“一個中國”已經開始破功。

目睹這樣一個外交場景，在太平洋另一角
的中國外交部當然不甘示弱，發言人趙立堅馬
上有所回應，即時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國與
臺灣方面，開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中國外
交部已就賴清德 「過境」美國期間與美國會議
員等視像會談，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這樣的語氣及詞語，己是老生常譚，中方
每逢目睹美國跟臺灣走得近時，例必有這樣的
反應，兩岸三地民眾早已見慣不怪。中方總是
斥責臺灣搞 「臺獨」。然而什麼時候臺灣宣布
要獨立？根本從來沒有過。為什麼呢？因為臺
灣早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稱是 「中華民國
」，早在1949 年前由蔣介石政府由中國南京遷
至臺灣時經己成為歷史事實。北京政府在中國
大陸打敗了國民黨的中華 民國。然而中華民國
並沒有消失，而是在臺灣繼續生存下來！大陸
政府應該理性地看待臺灣政府的 「一中各表」
，一如韓國有南韓及北朝鮮兩國的分別。因此
歐美國家與臺灣保持國與國的關係，並未與一

中政策有所抵觸及衝突。而北京政府不時派遣
飛機到臺灣上空來 「宣示」主權，只會令臺灣
民眾及海外愛好和平的華人，心生不滿情緒，
從而抗拒兩岸和平統一的百年大計！

((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賀錦麗與賴清德交談的風波賀錦麗與賴清德交談的風波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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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王CTWANT] 濃眉大眼長相帥氣

的宋柏緯出道累積不少作品，過往他角色

多半是王子偶像形象，這次在賀歲片《我

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中跳脫過去無

厘頭演出，宋柏緯認為這次演出的角色

「感情觀」是跟自己最相似的。去年他首

次嘗試主持，與黃秋生及KID共同合作，

現在不僅媒體感受到他的口條變好，他自

己也坦承這個嘗試對自己在演戲上有很大

幫助，「在鏡頭前會更沒有保留地付出」

，他笑稱常被KID捉弄，因此也丟掉了

「偶包」。

去年暑假票房冠軍電影《可不可以，

你也剛好喜歡我》片商，再度製作和發行

由暢銷小說改編的同名作品《我吃了那男

孩一整年的早餐》，集合周興哲及李沐、

宋柏緯、何思靜、婁峻碩及林鶴軒共同演

出。宋柏緯這次在片中理了個平頭，扮演

高中吉他社社長，有顛覆以往形象無厘頭

演出，展現冷面笑匠的一面，更大秀吉他

才藝與歌喉，擺脫以往王子形象。

導演杜政哲表示兩人第一次合作是在

執導的電視劇《若是一個人》時，當時覺

得宋柏緯是很「ㄍㄧㄥ」的人，曾提點過

他表演可以再放開一點，這次合作發現宋

柏緯願意打開心房，忍不住大讚：「柏緯

這次讓我看到跟以往完全不一樣的表演，

他做到了，非常厲害。」

宋柏緯在片中身為吉他社社長，為了

想讓吉他社恢復往日輝煌，過激的熱血和

句點王的對話，總是讓他受到其他角色漠

視的白眼，非常搞笑。他自認這個角色跟

自己某部份滿像，既熱愛音樂、愛彈吉他

，電影中他總是在用完美比例泡奶茶，正

好奶茶就是他熱愛的飲品。

不僅如此，在感情上，此角色認為在

感情上努力就一定會有收穫，真心喜歡人

就會不顧一切對對方好，「我以前在小一

點的時候，會這樣做，覺得這樣就是戀愛

應該有的樣子。長大之後，對待感情比較

趨於穩定，驚喜會比以前少，現在是覺得

在平常多為對方多留一點時間，會比禮物

還珍貴。」

在片中，他與有「怪物新人」之稱

的李沐有最多場戲要一起合作，他非

常開心，「我們兩個有滿多共同朋友

的，但到這部電影才一起合作，我非

常期待，因為從以前看她的戲劇作品

和表演經歷就是很仰慕她，覺得她表

演很不錯。這次一起對到戲真的有驚

豔的感覺，她是那種會馬上把你拉到

戲劇狀態的對手。」

宋柏緯也很幸運的在去年有機會和黃

秋生及KID一起主持《開著餐車交朋友》

，有著黃秋生大哥如此有經驗的的演員分

享人生體悟，宋柏緯崇拜的表示：「秋生

哥真的是一個表演藝術家，很清楚知道自

己要的是什麼！他不會特別講道理，就是

分享拍戲的事情，需要我們自己去體悟，

我聽完後會自己去歸納，也會再去看他的

作品，看無數

次。」

至於KID，

宋柏緯則說會

是分享一些主

持的經驗給他

，尤其對於許

多無法預知的

內容，KID讓他

大方地放下了

「 偶 包 」 ，

「他常常會偷

拍我說『你們

看他又再化妝

』，類似這種

開我玩笑，我

就會慢慢覺得

很好玩。」

宋 柏 緯 也

在主持後，深

切地感受到自己在演戲上的放鬆，「因

為主持不像演戲會有劇本，都要自己發

揮，尤其實境秀是要在每個人給你東西

後，靠你的反應去呈現，這些東西是肯

定會犯錯的，但同時面對到錯誤要馬上

去修正，正視到自己的缺點，對鏡頭是

毫無保留的。現在拍戲我就不會只呈現

準備好的東西，會丟丟看別種表演，不

要去設限有缺點是怎麼樣的，說不定會

有不一樣的化學反應。」

平時喜愛玩吉他，也會創作的宋柏緯

是離合器樂團的吉他手，2019年推出第一

首創作單曲〈溫開水〉後，陸續都有音樂

作品發行，這次在電影中，他也有表演自

己為電影創作的歌曲，「那首歌是比較抒

情的歌，我寫了兩次，第一次是比較慢比

較悲傷的，但後來我覺得我片裡這角色，

個性比較不像這樣，對於一些不開心的事

情，是比較可以釋懷的，所以後來就改成

另一個版本。」《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

早餐》於賀歲檔1月28日上映。

宋柏緯新片無厘頭演出吸睛
全靠Kid捉弄丟 「偶包」

由日本BL情報站Chill Chill主辦的第

13屆「BL大獎」開跑，來自世界各地、

去年一年問世的BL漫畫、戲劇作品入圍

名單曝光。「最佳影片」項目入圍作品中

，除了有話題日劇《美麗的他》《絕對會

變成BL的世界VS絕不想變成BL的男人

》、泰國《2gether：只因我們天生一對》

、香港版《大叔的愛》外，賴東賢與王碩

瀚主演的《Be Loved in House 約· 定-I

Do》也成為唯一入選的台劇，與海外作品

一起角逐獎項。

犬飼貴丈主演的《絕對會變成BL的

世界VS絕不想變成BL的男人》改編自同

名漫畫，去年播出後深獲好評，3月將推

出第二季。（friDay影音提供）

「BL大獎」是由BL情報站Chill Chill 透

過投票所舉辦的獎項，每屆會從過去1年

發行的BL作品中選出入圍者，並透過用

戶投票來決定各項目的獲獎者，去年吸引

超過1萬名以上的用戶投票，在BL圈是頗

具指標性的活動。大獎分成小說、漫畫、

角色、聲優、影像等不同項目，投票預計

進行至2月6日，預計4月1日公布獲獎名

單。

「最佳影片」是去年才增加的新項目

，BL劇熱潮席捲亞洲，競爭也相當激烈

，入圍作品有不少都在台串流平台熱播中

，也有正在上映中的電影。日本作品方面

，萩原利久、八木勇征主演日劇《美麗的

他》改編自同名小說，播出後隨著口碑在

網路上發酵，雖是深夜時段播出的小品，

推特帳號吸引5.4萬人次追蹤。作品全集

已在GagaOOLala獨家上架。

由犬飼貴丈主演的《絕對會變成BL

的世界VS絕不想變成BL的男人》改編

自同名漫畫，去年播出後深獲觀眾喜愛

，成功敲碗第2季，預計動員20名新生

代高顏值男星飆戲，預計3月開播。第1

季已在KKTV、FriDay影音、GagaOOLala

上架。

電影《2gether：只因我們天生一對》

靠粉絲熱烈敲碗誕生，Bright（左）和Win

為電影版重聚拍攝特別片段寵粉。（威視

電影提供）

其他日本的入圍作還有在台討論度超高的

竹財輝之助、猪塚健太主演的電影《劇場

版情色小說家~Playback~》（已在friDay影

音、myVideo上架）、票房突破新台幣300

萬元的動畫《我讓最想被擁抱的男人給威

脅了。~西班牙篇~》等電影，去年紅翻亞

洲的《2gether：只因我們天生一對》（在

台上映中）、中國劇《山河令》（已在

friDay影音、LINE TV上架）等人氣夯作

。

賴東賢（右）與王碩瀚主演的《Be

Loved in House 約· 定-I Do》是唯一入圍

的台灣作品。（翻攝自《Be Loved in

House 約· 定-I Do》Facebook）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受到海外BL粉矚目

的台劇也有入圍，紅到日本的《Be

Loved in House 約· 定-I Do》將和來自中

、港、泰、日、韓的作品角逐最佳影片獎

項，作品已在Vidol、KKTV上架。粉絲可

登錄Chill Chill網站取得會員帳號參與投

票，活動頁面可參考https://www.chil-chil.

net/blAwardNominate/e/2022/t/1/。

台劇唯一《約·定》入圍日本BL大獎！
尬《美麗的他》《2gether》拚最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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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周五（12月24日），敦白高铁正式通

车啦！这是第一趟开进长白山的高铁，沿途穿过风

光壮丽的茫茫林海，堪称中国版的“雪国列车”。

开通后将有包括北京在内的14座城市可以直达“森

林中的高铁站”长白山站，而且在路上的时间也大

大缩短，长春至长白山只需2.5小时，沈阳出发仅

需4小时左右，从此去东北看雪更加便利了！

敦白高铁是中国规划“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通后将形成“长春—吉林—敦

化市—二道白河镇(长白山北坡)—松江河镇(长白山

西坡)—四平—长春”的环线高铁线路。

长白山是一座山，更是一道漫长宽广的山脉。

它跨省甚至“出国”，在吉林省内主要贯穿了延边

州、白山市和通化市。

这是一片边缘苦寒之地：苍茫林木深处，东北

虎和野山参的踪迹正在消失，好在仲夏金秋总是如

约而至，雪海雾凇更是一期一会；天池之水无法接

近，却有热腾腾的汤泉可以跳入，以及数不清的汩

汩泉眼，灌满了各种品牌的矿泉水瓶。

蠢蠢欲动的火山之上，冰清冷艳的天国之水，

酿作一池可望而不可即的蓝色禁忌，一年大部分时

间更沉寂在冰封之中。这是一首 “冰与火之歌”

，将长白山天池火山传唱得神秘又浪漫；坐拥中国

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最高峰，这里也一直是满族、朝

鲜族顶礼膜拜的圣山。

火山地貌与冰川遗迹同生共存，莽莽丛林与空

中花园刚柔并济，巍峨与灵秀、蛮荒与绮丽完美融

合于此。

和其他名山迥异，它不是用来爬的，坐车将占

去大部分时间。高纬度、高海拔让这里常年低温，

当地人戏称长白山只有两个季节——冬季， 和大

约在冬季。6月中下旬到7月初的高山花卉期鲜花

盛开，十分美丽，然而此时云雾缭绕，想见天池可

要缘分不浅。

大多数湖泊都在洼地，长白山天池却被举在海

拔2189米的天上，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火山口湖。经

过多次喷发，天池有着皇冠一般的锯齿状火山口壁

，灰、白、黄色的岩壁突兀地直刺天空。

峰峦如聚，天池如碧。赢得最多惊叹的还是天

池醉人的蓝，这要归功于湖水的透明度和深度。研

究已证明天池水源为大气降水和地下水，未受到任

何污染，透明度极高。而作为中国最深的湖泊，天

池平均深度204米，最深处达373米。透明度高加

上这样的水深，足以像海水一样散射和反射蓝紫光

，呈现出蓝宝石般的色彩。

长白山北景区是最传统的长白山观光路线，天

池、瀑布、温泉、森林的风光也最多样。北坡主峰

的观景点天豁峰海拔2620米，松花江南源之水正是

从峰下的豁口流出。

天豁峰和龙门峰下有一缺口，池水从此溢出，

流出1250米的乘槎河；河流尽头垂下68米高的长

白瀑布，化作二道白河，最终与源自大兴安岭的嫩

江汇成松花江。而这个世界落差最大的火山湖瀑布

四季不绝，夏季声势最为壮观，早就是北坡必看景

点。稍显遗憾的是废弃的登山长廊在瀑布上方留下

了永远的伤疤。

北坡下山途中还可以来到地下森林，也称谷底

森林。由于火山活动和地壳运动，大面积地层下塌

，形成了巨大的断陷谷地，整片的森林沉入谷底。

入口处的告示牌提示往返3公里、耗时80分钟，但

一般速度都要快得多。

顺着木栈道步入原始森林，深呼吸，这可是负

氧离子含量极高的天然氧吧。走到尽头才是重点，

两侧各一观景台，谷底古树参天，穿行其中的松花

江隐约可见。往返于两个观景台，其实已经一步跨

过松花江了。

奶头河发源于长白山温泉，由于地热及阶梯小

电站的作用，在红丰村一段常年不冻。河道下游的

拦水坝使得流经红丰村的河水骤然变宽，大量树木

被淹死。每到冬季，这些枯树挂上雾凇，努力折射

着生命最后的光芒。试试清晨时分前来，雾气缭绕

中树干若隐若现，仿若魔界。

在魔界体验冬季漂流是种蛮特别的活动，除了

沿途可以欣赏到的雾凇，不冻河本身也是一种奇观

，是长白山的地热赋予了这条小河神奇的魔力。沿

途而下，氤氲的白色水汽，朦胧的雾凇，潺潺的河

水，有如仙境。

长白山苍茫无边的苔原，每年有长达半年多的

时间覆盖积雪。生命的全部力量在7月初集中迸发

，短暂的花期中，鸢尾、百合、大花萱草、金莲花

、唐松草、藜芦、高山罂粟、高山菊等野花争奇斗

艳。这些山花没有经过人工栽植修剪，也没有人为

规划设计，原始而有序，生如夏花，就在眼前。

长白山西坡还有一处著名的锦江大峡谷（长白

山大峡谷），由火山喷发时火山熔岩表面的火山灰

和泥土被江水和雨水冲刷而成。峡谷总长度70公里

，宽200～300米，最深处达100米，至今仍在变化

和扩大中。

谷里低温潮湿，老林子里挂满苔藓，使这个

“火山天然熔岩盆景园”尽显自然原始之态，偶尔

还有松鼠出来迎客。

北坡 VS 西坡

→开发程度：北坡最早也最完善，西坡次之。

→游客量：夏秋季北坡、西坡的游览人数比约

为2:1，降雪后8:1。

→游览季节：北坡和西坡全年开放，西坡花期

集中在7月初。

→天池风景：西坡开阔，北坡稍差，有巨石挡

住视线。

→沿途风光：北坡看长白瀑布，西坡看高山花

园，峡谷森林两坡都有。

→活动：北坡的温泉最正宗，冬季西坡的滑雪

和雪地摩托更刺激。

→消耗的体力：西坡较累，因为要爬台阶，当

然累也是相对而言，其余都有观光车代步。

在黄金纬度邂逅一场粉雪

长白山地处世界滑雪黄金纬度42～46度，降雪

量1.5～2米，滑雪季一般为11月中旬至次年4月。

当漫长的冬季到来，整个东北绵延的山脉上积满天

然的白雪，就是天然的滑雪场。

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

共有43条雪道，包括9条满足冬奥会比赛要求

的高级雪道；有时会推出夜场滑雪项目。

长白山国际天然滑雪公园

坐落在西坡广袤的苔原上，是中国首家以自然

雪为基础、以高山极限滑雪项目为主的天然滑雪公

园。这里还设有专门的雪地摩托体验公园，让你感

受冬季的速度与激情。

泡一场慰藉身心的温泉

火山虽在休眠，但那颗隐伏的地热之心还在跳

跃。温泉是长白山的传统项目，在山顶吹了满头大

风，在西坡爬了千级台阶，在冬季挨了冰雪酷寒，

泡汤可真是最好的身心慰藉。

聚龙泉本身只保留了煮鸡蛋的功能。运动员村

温泉距聚龙泉最近，水质最好，但环境一般。取自

聚龙泉水的还有蓝景温泉度假酒店的聚龙温泉养生

会馆和温泉皇冠假日酒店的火山温泉部落。两家温

泉位于北坡老山门外，都有森林中的汤池。“头上

雪花飘飘，脚下热浪滚滚”，一定会是一次特别的

体验。

吉林市人民在被追问家乡时，总是喜欢以“吉

林吉林”作个调侃。吉林原名“吉林乌拉”，满语

意为沿江的城池。康熙在江边视察水师时即兴写下

《松花江放船歌》，一句“连樯接舰屯江城”使吉

林又多了“江城”的美名。

旅行者们可能会为了长白山在此中转，却来不

及留点时间认知这座城市。三面临水、四面环山的

吉林城藏有万千气象。冬天一到，雪花一飘，它就

成了童话世界，不如放缓脚步，看看这座北国江城

的凇情水韵和古城新貌。

松花江畔白雪皑皑的童话世界

穿城而过的松花江对吉林市来说意义非凡，你

可以沿着松花江观赏特色建筑。由王百川先生1938

年投资筹建的吉林大桥是吉林最早的公路桥，见证

着吉林城的发展变迁。桥南世纪广场中央的“世纪

之舟”巨塔和桥北江城广场的“摇橹人雕塑”是地

标性建筑。

广场西侧的吉林天主教堂格外显眼，这三座哥

特式的尖塔建筑落成于1926年，24扇印有圣母像

的彩绘玻璃从法国运来，阳光下教堂顶部落满白鸽

的画面异域风情十足。

从广场向东沿松江中路步行约400米转入北侧

胡同100米的吉林文庙，位列全国四大孔庙之一，

始建于乾隆年间，是东北地区建筑年代最早、建筑

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清代建筑群，红墙黄

瓦，殿宇轩昂。

雾凇岛 中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

冬季吉林市气温低于零下20℃的天数达60～70

天，但穿城而过的松花江却不会冰封。上游丰满水

电站排出的水在4℃左右，江面的大量雾气遇冷后

凝结在两岸的树枝上，形成大面积的雾凇奇观。

想拍雪国大片，一定要来雾凇岛。雾凇在东北

并不罕见，但是吉林雾

凇属于种类少有的毛绒

形晶壮雾凇，厚度大，

密度小，晶莹洁白。对

满族文化感兴趣的话，

还可以到乌拉街看看历

史建筑遗址。

雾凇摄影小贴士

1、穿着暖和，除了

备足暖宝贴，最好选择

可触屏手套和防水防滑

的高筒雪地靴。

2、多为夏季备几块

电池，并放在口里保暖

。

3、记得带三脚架，

因为拍摄常在光线不足

的情况下进行。

4、树的形状很重要

，最好提前选好模特。

曾通屯附近树形独特，

韩屯渡口对面岛上有棵

上镜率极高的“歪脖树

”。

5、7点左右日出，3

点半左右日落，拍日出

、日落往往是隔着松花

江，最好带上广角和长

焦镜头。

长春 北国春城

虽然是吉林省的首

府，又是东北的地理中

心，但或许因为不及东

边的吉林市历史悠久，

没有突出的自然风光和

独特的民族风俗，长春

时常被旅行者忽略。这

座因殖民而兴的城市，

最显眼的主干道路上遍

布风格奇异的历史建筑

，这些曾在伪满时承担

重要职能的建筑至今仍

被委以重任。

“兴亚式”建筑群

这几幢带有明显“兴

亚式”东西混合风格的建

筑，是少许令人感受到长

春旅游气息的景点之一。

除了承载着一连串与东北

沦陷息息相关的事件，因

溥仪复杂的性格和与诸位

妃嫔之间的轶事传闻，这

座不甚大气华丽的皇宫里

也弥漫着阴郁的传奇意味

。

通过兴运门回望楼顶，上面的时钟定格在溥仪

逃离伪满皇宫的1945年8月11日晚9点10分。

缉熙楼为同德殿建成之前的溥仪寝宫，溥仪与

婉容及谭玉玲在此起居。北面带有绿色穹顶装饰的

欧式二层回院勤民楼是溥仪的办公楼，二楼东南侧

的“正殿”勤民殿复原了 《日满协定书》的签署场

景，同时也是溥仪登基成为伪满洲国皇帝的地方。

勤民楼往北是溥仪供奉先祖的怀远楼，一楼展

出了溥仪从天津运到长春的一辆私人汽车，这辆美

国派克牌轿车如今仍可启动。

馆内的大量图片资料和证物记录了从1931年9

月18日东北沦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

，这十四年间日军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也较全

面地展出了长春作为伪满洲国新京的畸形城市发展

史。

从1937年，日本在长春成立“株式会社满洲映

画协会”，解放后“满映” 解体，沿用原厂址成

立长春电影制片厂。如今的长影旧址博物馆，就是

在保留原“满映”厂房建筑的基础上修缮完成的。

长影在20世纪50～60年代，创作出无数具有

开创性意义的电影，包括《上甘岭》《董存瑞》

《党的女儿》《刘三姐》《五朵金花》《甲午风云

》《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这些电影成

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丰碑，也诞生出无数脍炙人口

的经典电影歌曲和家喻户晓的电影演员。

溥仪的郊野公园

这个等腰三角形的大型城市公园是长春市民对

郊野公园并不太感冒的原因之一：在城中心已经有

了水波漾滟的南湖，何必舍近求远？面积达二百余

公顷的南湖公园同样始建于伪满时代，旧名黄龙公

园，当时为溥仪的郊野公园。

“摩电”是东北话里的自造词，意指有轨电车

，因为顶连线摩擦起电而得名。长春的“摩电”始

建于1941年伪满洲国“新京”时期，如今仅存54

路，有缘者可搭上仅有的两辆仿50年代200型电车

。春城大街的轨道在林荫下穿梭，十分上相。另有

55路有轨电车为近年来的新增线路。

延吉 长白山地区的朝鲜族美食百科

“阿尼哈塞哟！”在延吉吃过两顿，你就会习

惯店员这样的问候。作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

，延吉会给旅行者出境游般的新鲜感——招牌、菜

单、公交站牌都把朝文放在更醒目的位置，耳边经

常飘着听不懂的朝语。

千万不要小瞧这座边疆小城，它的繁华与时尚

会让你震惊，消费更是比省会长春还要高。晚上别

忘了出来看夜景，布尔哈通河两岸灯火辉煌，每逢

音乐喷泉表演，更是流光溢彩。

遍布全国的朝韩风味餐厅都有石锅拌饭、大酱

汤、泡菜。来到延吉，还有更多的朝鲜族 美食可

以品尝，记得跟着延吉的朝鲜族美食清单去吃个痛

快。像是荞麦冷面、打糕、米肠、江米鸡等等，都

能在这里找到最地道的味道。

期待已久的中国版“雪国列车”正式开通

好想赴一场冰雪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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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相信對醫美
有關註的妹子們多少都聽說過童顏針
，好幾年前網絡上就盛傳過王菲花500
萬新臺幣找臺灣醫師前後打了三次童
顏針，讓她年衰瘦削的面龐，重新年
輕豐盈起來。王菲打童顏針的效果自
不必我多說，大家都在電視和網絡上
看得到她的逆齡生長。好吧，這能把
青春找回來的童顏針，到底是什麽？
童顏針的歷史----

首先，童顏針是一種用於面部填
充的物質，跟玻尿酸的作用看似相近
但其實又很不一樣。大家千萬不要覺
得童顏針是啥新科技，其實它幾乎跟
玻尿酸同時問世，到現在也十幾年了
。美國的Sculptra也早在十多年前前就
拿到了FDA的認證，安全性比玻尿酸
更高（不需要任何的過敏測試）。

童顏針的原理-----
童顏針主要成份為聚左乳酸 ，一

種與生物相容(不會引起體內排斥)及能
被100%降解(體內自行分解代謝)的物質
，這個物質已經被醫學界使用超過30
年。聚左乳酸在降解的時候會刺激皮
膚本身產生大量的膠原蛋白和透明酸
質（這個其實跟我們平時鍛煉會產生
乳酸然後會刺激肌肉生產的原理有點
相像）當皮膚有大量的新的膠原和自
身玻尿酸產生的時候，不管是緊致度
，飽滿度，光澤度，細膩度自然就會
越來越好，而且這種的狀態是由內向
外的，整個人呈現出童顏的狀態，所
以取名為童顏針。

童顏針的適應癥-----
童顏針適用於全面部的填充，除

特別需要塑形的部位（如鼻子，下巴
）不建議以外，面頰，太陽穴，額頭
，蘋果肌，法令紋等等都是童顏針的
強項。而且這種填充跟玻尿酸和自體
脂肪相比後期平滑度往往更好，更自
然。

童顏針的弊端------
很多妹子知道童顏針已經很久很

久了，但卻從來沒有打過，為什麽呢
？因為童顏針這個東西本身雖然非常
好，但是施打起來難度卻格外大！沒
經驗的醫生打出來會出現蘋果肌過度
飽滿的情況，效果不盡人意。這也是
很多醫美診所甚至都不提供童顏針項
目，因為怕弄巧成拙。為什麽童顏針
難打呢？原因就在於它不是單純的物
理性填充（填多少是多少），而是它
後期會刺激自身組織生長（當然不是
生長因子那種亂長），而這個生長的
位置和多少，就大大取決於醫生在施
打時候的方法和用量，這個主要取決
於經驗，也就是說打的人越多，醫生
的手法就會越好。市場上擁有童顏針
施打資格的醫生本來就少，真正打得
好的就少之又少。而且童顏針不像玻
尿酸打多了還可以有分解酶融掉，糾
錯成本高，所以在找到可以100%可以
信任的醫生之前，很多妹子都不敢嘗
試。奧斯丁NeoSoma專業醫美是美國
政府註冊的專業醫美，註射師是在美
國正規持牌醫生（M.D.）或正規持牌
護士（R.N.），藥品都是FDA認證安全
有效的針劑，安全和資質有保證。尤
其是註射師王老師從事醫療工作多年
，並且積累了豐富的亞洲客人臨床經
驗，熟悉亞洲客人的審美喜好，對劑
量把控嚴格精準。她技術嫻熟，對於
童顏針的施打已達爐火純青的水平，
做過的客人都贊不絕口。

相信看到這裏，很多妹子心裏已
經蹭蹭地種草了。對於童顏針，王老
師說很多人都有共同的疑問。

#1童顏針的價格-------
總體來說單次填充會比玻尿酸貴

一點。但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玻尿酸
沒了就沒了，而童顏針最後會慢慢變

成自己的。所以至於這個性價比還是
比較好的。

#2 目前市面批準有幾種童顏針？
目前美國藥監局批準的童顏針只

有Sculptra一種。原理是通過刺激自身
膠原蛋白增生達到面容年輕化的效果
，適用於因老化造成的細紋及凹陷，
從深層改善皮膚的狀態。

#3童顏針和玻尿酸的區別？
雖然玻尿酸和童顏針在功能上都

是填充，但他們的原理大不相同。玻
尿酸是物理填充物填補凹陷；效果立
竿見影，但維持的時間短，需要9-12
個月需補充註射一次。童顏針是刺激
自身皮膚深層膠原蛋白產生，同時激
發細胞活力。註射後6周膠原開始增加
，註射後2個月左右肉眼效果漸漸體現
，皮膚外觀將在接下來6個月中持續得
到改善，並達到最佳效果。相比物理
填充，童顏針外觀看更真實，效果更
持久，可維持2-3年。同時，童顏針
可以從深層改善皮膚的狀態，實現肌
膚飽滿緊實。

#4 童顏針和肉毒素的區別？
兩者都有除皺的療效。從原理上

說，肉毒素則是通過阻斷神經對肌肉
的傳導達到除皺的效果，適用於動態
表情紋，如擡頭紋、魚尾紋、川字紋

等。
而童顏針是通過刺激自身膠原蛋

白增生，達到填平褶皺凹陷的功能，
適用於光老化造成的皺紋及凹陷。

#5 童顏針和自體脂肪哪個好？
童顏針可以作為脂肪移植的替代

品，用於改善深度褶皺松弛的皮膚。
脂肪填充需要手術獲取脂肪，術後需
要三個月的穩定恢復期。術後腫脹明
顯，且效果依賴脂肪存活率。註射童
顏針後無需恢復期，效果更自然。因
此從求美者的角度來說，註射童顏針
更易接受。不過大面積的填充，請咨
詢自己的專業醫師。

#6 童顏針一次見效嗎？
要達到最佳的效果，註射需要會

分為2~3次，每次之間相隔4~6星期，
給肌膚充分的時間重新增生膠原蛋白
。面部註射最終效果可維持25個月以
上。由於每個人對童顏針的反應可能
會不同，需要的註射次數也會不同。
童顏針是乳酸的聚合物，很天然，有
生物相容性。我們自身就有乳酸，所
以完全適應它的存在。它的原理是刺
激人體自身膠原蛋白生成，能夠自然
地填平褶皺，飽滿肌膚。同時它具有
可降解性，一定時間後在體內可自行
分解代謝為二氧化碳和水。

#7 童顏針會使我面部僵硬嗎？
不會。童顏針是乳酸的聚合物，

很天然，有生物相容性。我們自身就
有乳酸，所以完全適應它的存在。它
的原理是刺激人體自身膠原蛋白生成
，能夠自然地填平褶皺，飽滿肌膚。
同時它具有可降解性，一定時間後在
體內可自行分解代謝為二氧化碳和水
。

#8 童顏針術後註意事項
1、註射後24小時內敷冰袋，減輕

腫脹和淤青，避免冰和水直接接觸皮
膚；2、註射後5天內、每天5次、每
次5分鐘的按摩，能輔助Sculptra均勻
分布，使治療效果更自然理想；3、一
周內避免陽光和紫外線直射治療區域
；3、一周內避免使用刺激性及去角質
產品；4、註射後若針口出現部紅腫現
象、瘀血、輕微腫脹，是正常現象，
一周左右可復原。

奧斯丁NeoSoma專業醫美
地址：13091 Pond Springs Rd, suite

240, Austin,TX78729
王老師手機：469-210-1113

王菲同款童顏針王菲同款童顏針 把你的青春還給你把你的青春還給你
奧斯丁奧斯丁NeoSomaNeoSoma專業醫美讓你神奇變年輕專業醫美讓你神奇變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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