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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els announce evacuation 
from east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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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COW/KYIV/DONETSK, Feb 18 
(Reuters) - Russian-backed separatists 
packed civilians onto buses out of break-
away regions in eastern Ukraine on Friday, 
a shock turn in a conflict the West fears 
is part of a plan by Moscow to create a 
pretext for an attack on its neighbour.

Warning sirens blared in Donetsk after it 
and the other self-proclaimed “People’s 
Republic”, Luhansk, announced the evac-
uation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o Russia, with women,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going first.

Without providing evidence, Denis 
Pushilin, the separatist leader in Donetsk, 
accused Ukraine of preparing to attack the 
two regions soon - an accusation Kyiv said 
was false.
“There are no orders to liberate our territo-
ries by force,” said Ukraine’s top security 
official, Oleksiy Danilov.

Hours after the evacuation announcement, 
a jeep exploded outside a rebel govern-
ment building in the city of Donetsk, 
capital of the region of the same name. 
Reuters journalists saw the vehicle sur-
rounded by shrapnel, a wheel thrown away 
by the blast.

Russian media said it belonged to a sepa-
ratist official.

Most of the several million civilians in the 
two rebel-held areas are Russian speak-
ers, many already granted citizenship by 
Moscow.

Within hours of the announcement, fami-
lies assembled to board buses at an evac-
uation point in Donetsk, where authorities 
said 700,000 people would leave.

One weeping woman embraced her teen-
age children.

Irina Lysanova, 22, just back from a trip 
to Russia, said she was packing to return 
with her pensioner mother: “Mama is a 
panicker,” she said. “Dad is sending us 
away.
Her father, Konstantin, 62, was not going.

“This is my motherland and the land is 
ours. I will stay and put out the fires,” he 
said.

The evacuation started after the simmering 
eastern Ukraine conflict zone saw what 
sources described as the most intense artil-

lery bombardment for years on Friday.

Ukraine’s government and the separatists 
traded blam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said they think the 
shelling, which began on Thursday and 
intensified in its second day, could be part 
of an attempt by Russian President Vladi-
mir Putin’s government to create a pretext 
to justify an attack on Ukraine.

Russia says it has no such intention 
and accuses the West of irresponsible 
fear-mongering.

There were no signs of panic on Friday 
evening in Donets
“I think everything will blow over in a 
few days,” said one man Ilya, in his 20s, 
waiting in line to withdraw cash from an 
ATM.

Ukraine was the most painful loss for 
Russia of the 14 former republics under 
its control prior to the 1991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Putin, who called the 
break-up the greatest geopolitical catastro-
phe of the last century, has devoted his 
rule to restoring Russia as a global power 

and defying the West.

The Russian-backed rebels seized a 
swathe of eastern Ukraine in 2014, 
the same year that Moscow annexed 
Ukraine’s Crimea region. Kyiv says 
that more than 14,000 people have 
since died in the conflict in the east.

As the Kremlin shows off its military 
capacity on several fronts, the Russian 
president was to supervise exercises of 
its strategic nuclear missile forces in 
person on Saturday.

WAR FEARS SHAKE MARKETS

With war fears spooking markets and 
Europe engulfed in a diplomatic crisis, 
Russia said this week it had started 
withdrawing troops from the border 
near Ukraine after huge military drills. 
read more

But the United States said it had 
instead ramped up the force, menacing 
its neighbour, to between 169,000-
190,000 troops, from 100,000 at the 
end of January.

“We see additional forces going to the 
border including leading edge forces,”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told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The Kremlin has tens of thousands of 
troops staging exercises in Belarus, 
north of Ukraine, that are due to end 
on Sunday. Belarus’ Russian-backed 
leader, Alexander Lukashenko, met 
Putin on Friday, saying beforehand the 
soldiers could stay as long as needed.

Western countries fear a conflict on a 
scale unseen in Europe at least since 
the Yugoslav and Chechen wars of the 
1990s, which killed hundreds of thou-
sands of people and forced millions to 
flee.

“This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mili-
tary mobilisation in Europe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U.S. ambassador 
Michael Carpenter told a meeting at 
the Vienna-based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SHOOTING EVERYONE AND EV-
ERYTHING’

A diplomatic source with years of 
experience of the conflict described 
Friday’s shelling in east Ukraine as the 
most intense since major combat there 
ended with a 2015 ceasefire. “They are 
shooting -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said the source.

The evacuation piled further pressure 
on Russia’s rouble currency and other 
assets.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Annalena 
Baerbock said she did not think a ful-
ly-fledged invasion was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but that Russia could carry 
out a coup in Ukraine, attack 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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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Children stand in a crowd, as truckers and supporters continue to protest in Ottawa, 
Canada, February 18. REUTERS/Lars Hagberg

Police officers on horses ride beside Rideau Centre in Ottawa, Canada, February 18. REU-
TERS/Blair Gable

A man kneels in front of police officers in Ottawa, Canada, February 18. REUTERS/Carlos 
Osorio

A police officer removes a man 
from a vehicle in Ottawa, Can-
ada, February 18. REUTERS/
Carlos Osorio

A man is escorted by 
police in Ottawa, February 
18. REUTERS/Blair Gable

A woman folds her hands in 
Ottawa, Canada, February 18. 
REUTERS/Carlos Osorio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New York’s
Chinatown gathered
in front of the
apartment of a
murdered Chinese
woman, Christina
Lee, on Monday to
mourn and express
their fear for the
community.

Christina had come
from New Jersey and
had been in the
apartment less than a
year. A suspect
followed her to her

apartment and at
approximately 4:30
am walked into a
room and stabbed her
to death. Although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this tragedy is related
to racial
discrimination, it has
brought yet another
great shock to the
Asian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we have
more homeless
people than ever

before, especially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Many of
them suffer from
mental illness. Many
crimes are committed
by them and this has
become a growing
social issue today.

We want to urge all in
the Asian community

to be united a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your personal
security, especially for
those single women
out on the street that
are often the target of
crime.

It is very regrettable to
have to say that the
safety of our

community is such an
urgent matter. We
must all meet the
challenge to secure
our community now.

The building owner
told reporters that the
murdered Chinese
woman was such a
sweet girl.

0202//1818//20222022

Another TragedyAnother Tragedy
In New YorkI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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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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i classical dancers wearing 
face masks to help protect them-
selves from the coronavirus per-
form at the Erawan Shrine in 
Bangkok, Thailand, on Monday. 

(Photo/Sakchai Lalit/AP)
SINGAPORE (AP) — Many Asian countries are 
facing a spike in COVID-19 infections after the 
widely-celebrated Lunar New Year holidays, as 
health officials grapple with the highly-transmissible 
omicron variant and expectations that numbers will 
continue to rise in coming weeks. The Lunar New 
Year, which is China’s biggest holiday, was cele-
brated across Asia on Feb. 1 even as pandemic re-
strictions in many countries kept crowds and family 
outings to a minimum.
Hong Kong’s authorities are confronting record 
cases that are straining its so-called “zero-COVID” 
policy. On Monday, the city reported a new high of 
614 local infections.
“We expect there will be more cases coming in a few 
days. We consider this as some effects after the hol-
iday events and clusters,” told reporters on Monday 
Edwin Tsui, an official with the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With our current containment measures, we hope 
we can still contain the disease.”
Hong Kong currently requires all cases to be hospi-
talized. On Monday, authorities announced that close 
contacts of infected persons will be allowed to isolate 
at home, starting from Tuesday. Those who test pos-
itive while in home isolation will be transferred to a 
hospital.

Residents line up to get tested for the coronavirus 
at a temporary testing center for COVID-19 in 

Hong Kong on Monday. (Photo/Vincent Yu/AP)                                                                                                                                              
Hong Kong has aligned itself with China’s “ze-
ro-COVID” policy that aims to totally stamp out 
outbreaks, even as many other countries change 
their approach to living with the virus. Authorities 
look to impose lockdowns on residential buildings 
wherever clusters of infections are identified, and 
have banned public dining after 6 p.m.
In Singapore, a dramatic rise in coronavirus in-
fections followed last week’s holiday, with cases 
tripling to 13,000 on Friday. Daily infections have 
since dipped to 7,752 on Sunday, amid restrictions 
that include limited capacity for restaurants and 
capping the number of unique visitors to each 
household.
Singapore has reported over 100,000 cases span-
ning the last month, although over 99% of the cas-
es are mild or asymptomatic.
COVID-19 cases are rising but there are fewer 
serious cases than in the delta surge
Across Asia, authorities are confronting a similar 
pattern as the more easily transmissible omicron 
becomes dominant, even as health officials in sev-
eral countries report that omicron surges are not 
driving hospitalizations or deaths as high as the 
previous delta variant.
In Japan, nearly 90,000 new cases nationwide 
were reported on Sunday, including 17,526 in To-
kyo, as local omicron infections showed no signs 
of slowing. Experts say the infections are now 
spreading to vulnerable elderly people who are 
beginning to fill more hospital beds. Less than 5%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has received their third 
dose of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Local outbreak numbers are similarly rising in In-
donesia, edging toward the caseloads that marked 
the height of last year’s devastating delta outbreak. 
On Jan. 6, Indonesia recorded 533 new COVID-19 
cases and seven deaths. A month later on Sunday, 
the daily figure had soared to 36,057. Daily deaths 
have also climbed to 57, almost four times the rate 
a week ago.
In Thailand, officials on Monday reported more 
than 10,000 daily cases for the third day in a row, 
but the Department of Disease Control said that the 
number of severely ill patients was dropping, while 
the fatality rate has remained stable. Department 
chief Opas Karnkawinpong said that Thailand 
might consider relaxing some of the country’s pan-
demic restrictions, as the omicron variant seemed 
to be less severe.
“The global situation of COVID-19 seems to be 
mov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he was quoted as 
saying in The Bangkok Post. “Many countries 
have started to ease measured despite spikes in 
daily infections.”

Students wearing face masks as precaution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wait during class at the 
Nurul Fattah Islamic Boarding School in Tan-
gerang, Indonesia, on Monday. (Photo/Tatan 
Syuflana/AP)
Officials warn that wave of infections will continue
In other countries where the Lunar New Year is a 
major holiday, governments are likewise on high 
alert ahead of expectations that omicron will con-
tinue to stoke higher infections.
New cases in Malaysia have been hovering high-
er, with the health ministry reporting 11,034 on 
Monday. The rise came after the Lunar New Year 
when many Malaysians travel, but health officials 
said most of the cases were asymptomatic or have 
light symptoms. Top health official Noor Hisham 
Abdullah has warned that daily cases could dou-
ble by the end of March and urged Malaysians to 
take their booster dose. Some 98% of adults in the 
country have completed their vaccination and half 
of them have received their third jab.
In South Korea, health experts warn that the coun-
try may see daily jumps of 130,000 or 170,000 by 
late February. The country reported 38,691 new 
cases of the virus, a nine-fold increase from the 
levels seen in mid-January, when omicron became 
the country’s dominant strain.

South Korean prospective soldiers wearing 
face masks have their blood taken during a 
medical checkup at the Seoul office of the Mili-
tary Manpower Administration in Seoul, South 
Korea, on Monday. (Ahn Young-joon/AP)
In Vietnam, authorities have warned that infec-
tions may rise after the popular new year holiday. 
Vietnam reported 192 cases of the omicron vari-
ant in the past month, with most of those showing 
only mild symptoms or no symptoms at all. With 
low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rates, Vietnam had 
previously moved toward resuming most social 
activities.
The Philippines has moved to ease coronavirus re-
strictions and open its doors to tourists as outbreak 
numbers eased to about 8,300 on Sunday, down 
from a peak of 39,000 in mid-January.

But social distancing restrictions remain in place 
amid fears of an outbreak ahead of the country’s 
presidential and general elections May 9. Cam-
paigning begins on Tuesday, with a ban in place 
on handshakes, kissing, hugging and large crowds.
In mainland China, new local infections continue 
to fluctuate, falling as low as nine on Friday, but 
rising again to 45 on Monday, most of them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Guangxi.

Recent cases have 
included a handful 
of omicron infec-
tions, though such 
outbreaks have 

been tightly contained.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imposed strict local lock downs and mass testing, 
as the country kicked of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
pics last week.
Meanwhile, the far-flung Pacific archipelago na-
tion of Tonga has been trying to contain its first 
outbreak since the start of the global pandemic, 
which might have been brought in with the deliv-
ery of emergency medical supplies and water after 
last month’s volcanic eruption and tsunami.
Two Tongan men who worked handling ship-
ments tested positive last week. Over the weekend, 
Prime Minister Siaosi Sovaleni said two more 
positive cases were confirmed, bringing the total of 
active cases to seven. (Courtesy npr.org)
Related

Japan Is Ramping Up COVID-19                                        
Restrictions As Omicron Cases Surge

TOKYO — Restaurants and bars will close early 
in Tokyo and a dozen other areas across Japan be-
ginning Friday as the country widens COVID-19 
restrictions due to the omicron variant causing cas-
es to surge to new highs in metropolitan areas.
The restraint, which is something of a pre-state 
of emergency, is the first since September and is 
scheduled to last through Feb. 13. With three other 
prefectures — Okinawa, Hiroshima and Yamagu-
chi — under similar measures since early January, 
the state of restraint now covers 16 areas, or one-
third, of the country.
While many Japanese adults are fully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few have gotten a booster 
shot, which has been a vital protection from the 
highly contagious omicron variant of the corona-
virus.

People wearing face 
masks to help protect 
against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walk 
on a street lined with 
bars and restaurants 
in Tokyo on Jan. 19, 

2022. (Photo/Koji Sasahara/AP File Photo)
The Health Ministry on Friday approved Pfizer 
vaccinations for children aged 5-11, who are in-
creasingly vulnerable to infection.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Japan has resisted the 
use of lockdowns to limi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nd has focused on requiring eateries to close ear-
ly and not serve alcohol, and on urging the public 

to wear masks and practice social distancing, as 
the government seeks to minimize damage to the 
economy. Under the latest measure, most eateries 
are asked to close by 8 or 9 p.m., while large events 
can allow full capacity if they have anti-virus plans. 
In Tokyo, certified eateries that stop serving alco-
hol can stay open until 9 p.m. while those serving 
alcohol must close an hour earlier. Mitsuru Saga, 
the manager of a Japanese-style “izakaya” restau-
rant in downtown Tokyo, said he chose to serve 
alcohol and close at 8 p.m. despite receiving less 
compens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We cannot make business without serving al-
cohol,” Saga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Nippon 
Television. “It seems only eateries are targeted for 
restraints.”

Japan briefly eased 
border controls in 
November but quick-
ly reversed them to 
ban most foreign en-
trants when the omi-

cron variant began spreading in other countries. 
Japan says it will stick to the stringent border policy 
through end of February as the country tries to re-
inforce medical systems and treatment. The tough 
border controls have triggered criticism from for-
eign students and scholars who say the measures 
are not scientific.
Some experts ques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lacing 
restraints only on eateries, noting that infections in 
the three prefecture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sub-
jected to the measures for nearly two weeks show 
no signs of slowing.
Tokyo logged 8,638 new cases of coronavirus in-
fection Thursday, exceeding the previous record of 
7,377 set the day before.
At a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task force 
meeting, experts sounded the alarm at the fast-
paced upsurge led by omicron. Norio Ohmagari, 
Director of the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of National Center for Global Health and 
an advisor to the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panel, said Tokyo’s daily new cases may exceed 
18,000 within a week if the increase continues at 
the current pace.
Surging infections have already begun to paralyze 
hospitals, schools and other sectors in some areas.

The ministry has trimmed the required self-isola-
tion period from 14 days to 10 for those who come 
into close contact with someone who tests positive 
for COVID-19, and to seven days for essential 
workers if they test negative.
While about 80% of Japanese have received their 
first two vaccine doses, the rollout of booster shots 
has been slow and has reached only 1.4 % of the 
population so far. (Courtesy np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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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 Sees Spike In COVID-19 Cases 
After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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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生活

美國的習俗與文化禮儀(下)

你知道嗎？兩個人談話，彼此所站的距離，隨文化
不同而異。在一些國家裡，人們交談時可能站得
很近，談話下去，兩張面孔常常越來越貼近。根據
研究所得，美國人談話如果跟他人站得太近，就
覺得不舒服；他們最合意的距離是五十公分左右
。另有一些國家的人，還喜歡站得比五十公分更
遠一點交談。

你會注意到美國人的另一個社交習慣，
就是他們跟其他許多民族一樣，說話時往往做手
勢。他們談天之際，可能拍拍對方的肩膀，以示友
好，或者輕拍小孩的腦袋，以示親愛。依照其他國
家某些民族風俗來說，這種表達法可能不受歡迎
，尤其是用左手來表達。許多美國人都用慣左手；
在美國左右手沒輕重之分，不論用左用右，都沒
有什麼不敬。不過，在這一類的小事上，如果對方
在社交場合中用雙手的用法令你不快的話，你只
須略加猶豫，你的美國朋友往往就明白你的意思
了。
靜居獨處

美國人無靜居獨處之念，往往是遊客難
以瞭解的。美國人不是圍牆高築、重門深鎖的國
民。他們的院子通常連在一起，連籬笆亦付闕如。
他們通常不經邀請，也不先通個電話，就互相過
訪；他們在辦公室工作，總是大門敞開。

他們無靜居獨處的念頭，也許是本國歷
史發展的結果。美國是個幅員廣闊的國家。美國
從無築牆之城，美國人也用不著防犯鄰邦。美國
在初期居民極少，所以鄰居非常重要，不能把他

們摒諸門牆之外。鄰居在艱苦創業時會提供保護
和幫忙，他們彼此守望相助。

從美國早期
歷史發展出來的這種
不願獨處，只求坦然相
對的願望，遊客可以從
許多小的地方觀察到：
美國家庭可能有幾間
無門的房間或只有玻
璃牆。假若你看見有人
走出你的房間忘了關
門，別認為他粗魯無禮
。幫他們，讓他們知道
你喜歡把門關上，要不
然你就得適應新方式
了。總之，你對於彼此
間的不同，要忍耐。
沉默

美國人人都
不喜歡沉默。他們會侃
侃而談，以免談話中止
，縱使片刻的停頓，亦
非所願。假若你很久沒
作聲，美國人就會儘量
設法讓你加入談論。他
們也許問你是不是身
體不舒適，要不要他們
幫忙。不過，美國人如

果不同意你所說的話，可能默不作聲
。他們不出聲，未必表示他們同意你
的意見，而是表示他們認為同你繼續
辯論下去是沒有禮貌的。
說話爽直

遊客到了美國，都發覺美國
人不說“廢話”。這就是說，美國人答
話的時候，往往簡單到只說“是”、“不
是”、“當然”，或極普通的一個“對”字
。但簡單的答語並不表示美國人怠慢
、粗魯或腦筋簡單。美國人平時匆匆
忙忙，跟你打招呼不外一個“嗨”。真
的，你在美國居留期間，將一再聽到
這個招呼，幾乎人人都說，不論地位、
年齡、職業。不過，聽慣了比較長的、
漂亮話的人，也許要經過一段時間，
才會對美國人的“坦言”不當一回事。

美國人感到難為情時，就實
話直說。遇到別人特別客氣的稱讚或
道謝時，美國人可能難為情而不知道
該答什麼話好。他們不是有意粗魯無
禮，他們其實是喜歡別人稱讚他們的
。除了特殊的假日，例如聖誕節，美國
人通常不送禮。因此，你會發現美國
人接到禮物的時候很難為情，他們如
果沒有東西回禮，就更加如此。他們
大體上是個熱情不拘禮節的民族。

介紹

美國社會風俗跟別國社會風俗大不相
同的一點，就是名字的稱呼。美國人不重視“地位
”，尤其是社會地位。大多數美國人都不願意自己
因年齡或社會地位的關係而特別受人尊敬，這樣
會令他們覺得不自在。許多美國人甚至覺得“先
生”“太太”“小姐”的稱呼太客套了。不論年齡，大
家都喜歡直呼其名。
“別稱我史密斯太太，叫我薩莉好了。”稱呼名

字，往往是表示友善親近。不過，你如果覺得直呼
其名不好，盡可用比較客氣的稱呼。你可以向對
方笑笑，說你已經習慣成自然，初與人見面的時
候總是比較拘謹，過一陣就會直呼名字了。

介紹的時候，往往是連名帶姓：“瑪麗•
史密斯，這位是約翰•瓊思。”遇到這種情形，你
可以自己決定該稱呼那位女士為“瑪麗”還是“史
密斯小姐”。有時你們兩人交談，開頭是稱呼對方
的姓，但沒過多久，其中一人或彼此就直呼對方
的名字了。你盡可自己選擇，假若你不願意一下
子就直稱別人的頭字，而要依照你自己的習俗稱
呼別人，誰也不會覺得你沒有禮貌。

你可能會注意到，美國人聚在一起聊天
的時候，幾乎從不提彼此的頭銜。如果你平時聽
慣了不離頭銜的談話，就會覺得美國人說話不客
氣，不近人情。你高興的話，盡可依你本國的習慣
稱呼別人的名銜。美國人聽你這樣說話，只是覺
得有趣，覺得特別。不過，假若他們談話時不稱頭
銜，你可別不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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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習俗與文化禮儀(上)
美國有許多禮俗與中國人不盡相同，
為了入境隨俗，儘快進入美國社會，既
然要美國移民，應多瞭解一些美國的
習俗與社交禮儀：
1、說話有禮貌

美國人從小就養成說話要有禮
貌的習慣，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即使
與家中父母，兄弟姐妹說話，也都會使
用“Hi”(你好)，“Please”(請)，及“I am
sorry”(對不起)等客套話。
2、見面禮儀:

見面時，應互相問安，主人應主
動向客人介紹自己的身份和來賓的姓
名和他們的工作、愛好（幽默些）。

與美國朋友握手，用力不能太
小，否則有不禮貌之嫌。

要面帶笑容，身體微微向前傾。
男士與女士握手時，要待到女士伸

出手時方可與對方握手。
美國人的手勢語言豐富，有時會用

手搭在你的肩膀上，表示肯定與鼓勵。
見面結束時，要把有關計劃或反饋

意見告訴他們。
3、尊重個人穩私

美國是一個特別重視個人穩私
的國家，美國人不會問新結識的朋友
任何有關個人之經濟、宗教及政治等
方面的問題，如：“你每個月賺多少錢”
、“你家裡都有些什麼人令尊在哪工作
”、“你這房子是多少錢買的”、“這次總
統大選你會選誰”
4、禮讓婦女

美國人通常不會問婦女（特別是
中年婦女）的年齡。有教養的男士通常
都會搶先一步去為女士開門，請婦女
先行上下車或進出電梯，若與婦女在
街上同行時，男士都會走在靠近有車
輛行駛的那邊，以保護同行婦女的安
全。
5、守法與公德

在美國開車，人人都得遵守交通
規則，絕對不能闖紅燈、亂按喇叭，也
不應過度超速駕車，而且一定要禮讓
行人穿越馬路。

美國人有事得排隊辦理時，都是
以到達的先後次序站隊等候，如果有
人不守規矩插隊時，只需說句“對不起
，我在這兒排隊呢!”(Sorry,，I think that
I am the next in the line.)對方便會很不
好意思的說“Oh，I am sorry”(對不起)並
且大隊伍後頭排隊。
6、看場合穿衣服

美國人穿衣服是因場合而異，與
身份無關。達官貴人去參加野餐或爬
山等聚會時，一定也是著便裝、球鞋，

相反的即使是清潔工人去參加正式的
宴會時，也都會穿西裝打領帶的。所以
，美國人在應邀參加應酬時，事先一定
都要問清楚這個場合應該穿什麼衣服
。值得中國人特別注意的是，在美國，
「睡衣」是只能在室內穿著的衣服，睡
衣萬萬不能穿到室外去。
7、宴客重氣氛

美國人在家裡請人吃飯時，特別
重視宴會的氣氛，餐桌上的刀叉、盤子
及餐巾等都會排列得非常漂亮，可是
客人卻不一定真能吃到什麼好吃的東
西。美國人的烹飪不是生吃、水煮,便是
放進烤箱裡去烤，既簡單方便又容易
控制時間，所以當客人抵達時，女主人
早已萬事俱備，菜飯全已準備妥當了。
此時，女主人的主要任務便是要周旋
在眾賓客之間與大家寒喧，話家常了，
如果這時還得在廚房裡忙得團團轉的
話，依照美國人的規矩這是很失禮的。
正因為如此，所以,應邀去美國人家裡
做客吃飯時，最好能故意晚到十分鐘
左右，如此可以多給女主人一點兒時
間做準備工作。
8、大人聚會，小孩免請

美國雖是兒童的天堂，但是絕大
多數的大人聚會卻都不歡迎孩子參加
，所以美國年輕父母參加社交應酬時，
都得提早在好幾個星期以前就找妥看
孩子的人(Baby Sitter )，屆時好來家裡
看顧孩子。Baby Sitter的工資都是按鐘
點計酬的。

偶爾如果主人說這一次的聚會
可以帶著孩子一起參加時，做媽媽的
在出門之前一定都會對孩子一再耳提
面命，再三叮嚀孩子在人家家裡做客
的時候一定得注意言行舉止，要聽話,
要有禮貌。所以,美國孩子在外頭做客
的時候，都表現得非常聽話和有禮貌。
9、禮輕情意重

美國人不流行送厚禮，但應邀去
美國家庭吃飯做客時，如能選購一份
小禮物，如一棵小植物盆景(有根的植
物或花卉)帶去給女主人,是非常受歡
迎的。
10、喜愛寵物

美國人喜歡養寵物，特別是狗和
貓，但是在未經主人同意時，最好別隨
意逗主人家的狗。美國人帶狗出去在
住宅區散步時，帶著為狗清除糞便的
工具和袋子。有責任心的美國人會將
家中養的貓狗帶去獸醫那兒做節育手
術的。另外，無論你多愛狗，都不可以
與為盲人服務的導盲犬表示友善，以
免幹擾了它的導盲工作。

11、美國人的稱謂與簽名
美國人平常都喜歡

彼此互相以名字相稱，不
帶姓、不帶先生、小姐或太
太等客套的稱謂。不但鄰
居、朋友、同學、親戚之間
如此，在辦公室裡同事之
間，即使是上司與部屬之
間，亦均以名字相稱。不過
，若是上司稱其部下為某
先生、某小姐、某太太時，
那麼這些部屬就應該也稱
呼他們這位上司為某先生
、某太太、某小姐或某經理
才行。

在美國經常都得簽
名，正確的簽名方式應該
是同時簽上姓氏與名字，
但是不要加上職稱與學位
。
12、付小費表謝意

美國人在餐館吃完
飯付帳時，一定會給侍應生至少15%的
小費(即帳單金額的15% )。如果服務特
別好的話，則付20%的小費，同樣地美
國人去美容院或理髮廳燙髮、剪髮，付
帳時，也付至少15% 的小費。美國人也
會給在旅館替他搬運行李的服務員及
在停車場為他停放車輛的服務生兩、
三塊錢小費表示謝意。花店派人來送
花或披薩店來送披薩時，也會支付兩
三塊的小費。
13、樂捐與義工

美國社會貧富懸殊很大,有很多
貧困無依的美國家庭及個人極須救助
，所幸美國很盛行樂捐及做義工。有錢
的人或公司常會捐款供醫學研究，設
立獎、助學金及資助貧困家庭等,普通
的老百姓也都喜歡出錢、出力,做些量
力而為的捐獻或定時到學校、醫院、養
老院或慈善機構做義工服務。美國的
高中學生也會定時參與各種的社區義
務服務工作。政府為鼓勵人民樂善好
施，無論是捐給公私機構或個人的任
何慈善性的捐款，每年在報稅的時候
都可以獲得寬減額的優待。
14、體貼主人的訪客

美國人是不會做不速之客的，
去任何親友家前，一定會先打個電話
去問問人家是否方便，即使是去父母、
公婆或成年子女家亦不例外。要是有
所不便接受來訪，也會直言相告，希望
改成其它時間再來。

美國人家裡多半鋪地毯，但是美
國人在家裡是不脫鞋的，所以他們是

絕對不會要求來訪的客人脫鞋入室的
。美國人認為要訪客脫鞋是不禮貌的，
但是在美國的許多東方人家裡，女主
人會希望訪客先脫鞋再進入客廳的，
所以去東方人家，大家會自動脫鞋。

美國人如果在親戚或朋友家過
夜，走時一定會把床上的被單、褥單及
枕頭套撤下來，將床罩拉整齊，並且也
會將已經用過的大、小毛巾拿下來放
在浴室地上。
美國人喜歡爭論、不喜歡沉默：

凡人凡事必先爭論的習慣。
通過爭論達成共識，達不成共識，通

過舉手或投票表決，多數服從少數，這
也就是所謂的民主。

個人價值比什麼都重要。
個人價值能否實現被看作是成功與

否的重要標緻。
美國人所津津樂道的自由與民主就

是個人價值發展的必然結果。
好爭論的習慣使美國人好冒險、好

挑戰、富於創造性的性格。
視工作為生命的部分：

再富裕，都要有自己的一份工作。
對工作很敬業，工作效率很高。
認為浪費時間、閑著不幹事是有罪

的。
工作時間和娛樂時間涇渭分明。
喜歡談論“工作尊嚴”，工作是人的

能力、人的價值觀念的體現。
公司的老總等一類的領導隨時都可能
參加體力勞動，會得到別人的尊重而
不是看輕。
工作與休息時間分明：

該工作就工作，該休息就休息，不能
打擾。

辦事、講正事都要在上班的時間內
完成。

喜歡在當面或者在談判桌子上拍板
，而不喜歡在事後或私下找關係解決
問題。

星期五晚上是朋友們相聚的習慣時
間，可以盡情地唱歌、跳舞、喝酒、玩遊
戲等遊樂活動。

星期六、日他們帶著家人或三、五個
朋友一起開車到外面的世界玩。

價值觀念是平等和自由。平等、互相
尊重、保留隱私權是婚姻賴于生存的
基礎：

美國人在結婚以前可以有自己的多
個異性朋友，但是在結婚以後彼此都
不希望對方有異性朋友的插足，一旦
發現，離婚勢不可免。

凡是重要的社交活動、參加宴會或
者朋友之間舉行的派對，夫婦一同參
加。美國夫婦都出雙入對，非常恩愛的
。但是美國人的離婚率很高，大約60％
，是世界上離婚率最高的國家。

他們在離婚以後，又各自去找心儀
的人。有人把美國人的婚姻概括成二
十個字：浪漫的少年，激情的青年，忠
實的中年，悽楚的晚年。白領階層的婚
姻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一般而言，美國人在日常生活起居
是大而化之，不講俗套;和陌生人打打
招呼，不見得便是想和你做朋友;一場
愉快的交談，不見得會變成知心莫逆，
只有主動接觸，以愉快的心情應對。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201124C 簡上



CC55影視世界
星期六       2022年2月19日       Saturday, February 19, 2022

《王牌特工：源起》設定在系

列在前兩集的一個世紀之前，也因

此全片不會出現任何一個正傳中的

人物，轉而講述的是裁縫店裡的

「王牌特工」組織如何在第一次世

界大戰中建立的故事。由拉爾夫· 范

恩斯飾演的英國牛津公爵，在戰爭

中目睹了妻子的死亡，於是發誓要

保護好他們的兒子。

十多年後，兒子康納長大成人

，一戰爆發，康納執意要上前線，

卻受到牛津公爵的阻撓。事實上，

公爵認為在戰場上殺敵只是徒增無

謂的犧牲，他更信奉採用情報網絡

，靠安插在世界政要周圍的「僕人

們」贏得戰爭。但康納還是拒絕了

父親加入情報組織的要求，來到前

線，親眼見證了戰爭的殘酷。

隨着一戰的深入，公爵漸漸發現

，有一個被稱作「牧羊人」的神秘人

物，在秘密操控着全球政局，影響整

個一戰的走向。為了結束戰爭，他必

須找出這一切的幕後黑手……

首先，作為一部劇情設置在100

年前的起源電影，主要角色均為全

新原創，讓本片成了一部脫離原有

架構的作品。

再加上觀眾所熟悉的「王牌特

工」組織直到電影結束才正式創立

，去掉最後這一點點劇情，本片可

以說和正傳毫無關聯。

這就好比，拍蝙蝠俠起源電影

，講的卻是韋恩家族成為富翁的創

業史，這真的有人在乎嗎？

《王牌特工》第一集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依託於對這個特工組織

架構的緩緩揭秘，滿足觀眾的好奇

心和獵奇心。

但作為一部起源電影《源起》

卻並沒有過多涉及這個組織的更多

內幕，觀眾好奇的比如為什麼新特

工要殺死自己養的小狗等情節，都

沒有在本片中揭露，轉而將敘事重

心放到了牛津伯爵父子，這對觀眾

毫不熟悉的新角色上，讓大多數觀

眾都無法移情。

事實上，拉爾夫· 范恩斯早在

1998年的電影《復仇者》中就扮演

了紳士特工的角色，在近兩集《007

》中也扮演了新任M，牛津公爵的角

色對於拉爾夫· 范恩斯來說是毫無突

破，甚至是挑戰不足的。

其次，《源起》雖然仍是一部R

級電影，但相較於前兩集，其黃暴

程度和動作設計感都有所下降，甚

至顯得過於正經了。

系列第一集上映於2014年，在

當時漫改電影崛起的大背景下，成

為劃時代的一部主流R級漫改電影

（比《死侍》還要早兩年），整部

電影充滿了黃暴橋段，甚至以一個

女性光屁股的特寫結束全片。證明

了成人漫改電影，也可以有龐大的

市場和票房可能性。

而到了這一集，在整個好萊塢

都更保守的大背景下，沃恩也學乖

了不少。整部電影都在討論應該以

什麼方式避免戰爭，有關什麼是紳

士的大道理占據了電影大多數時間

，動作戲相對拉胯，愛情戲份幾乎

沒有。

全片最有設計感的一場戲，來自

幾位主角和俄羅斯妖僧拉斯普廷的大

戰，沃恩將芭蕾舞的舞步融入到拉斯

普廷這個一米八大個子角色的戰鬥姿

勢中，給出了不錯的反差感。

但這相較於第一集中，科林· 費

斯毫無道理的百人斬長鏡頭，依然

相距甚遠。第一集的各種粗口和

「送你一朵菊花」的黃段子，在本

片中則完全欠奉。

最後，本片最大的失敗則在於

對歷史的傻瓜式解讀和毫無道理的

戲說。第一次世界大戰，被稱作

「偉大之戰」，是一場帝國主義國

家瓜分世界的戰鬥，有超過1000萬

年輕人在這場戰鬥中死亡，但同時

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各種新式

武器如飛機、毒氣、坦克、遠程大

炮相繼投入戰爭，既是一場世界災

難，也是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進程必不可少的階段。在這場大戰

後期，俄國發起十月革命，君主制

在歐洲開始退潮，才有了我們熟悉

的當代世界政治。

一戰百年時，不少電影也開始

紀念這場大戰，最重要的是，紀念

那些在戰場上犧牲的年輕人。

包括彼得· 傑克遜的紀錄片《他

們已不再變老》，山姆· 門德斯的

《1917》都是其中的優秀作品。在這

場戰爭中，英國作為主要的參戰方和

勝利者，也讓一戰成為不少英國導演

的心結，馬修· 沃恩亦不能免俗。

事實上，沃恩一直熱衷於將漫

改電影融入歷史敘事中。2011年，

在沃恩導演的《X戰警》起源電影

《第一戰》中，便將納粹大屠殺、

美蘇冷戰融入到電影背景故事中。

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看着兩派超級

英雄們互相接核彈玩，其實已頗具

歷史解構和戲謔的成分。

但也必須承認《第一戰》的成

功，更多是《X戰警》角色以及演員

自身的魅力，融入歷史的部分，不

但沒有給電影增加厚重感，反而讓

整部電影不倫不類，脫離真實。而

《王牌特工：源起》，則將《第一

戰》的缺點無限放大。

《他們已不再變老》和《1917》

這樣的優秀的一戰作品，都在展示

戰爭中個體創傷，以此達到反戰的

訴求。而《源起》則不試圖展現普

通人，轉而去說那些並不存在且塑

造極其單薄的所謂英雄，格局看似

更大，實則格調更低。

在《源起》中，整個一戰都變成

了神秘的「牧羊人」的陰謀，他所建

立的秘密組織，成員包括了刺殺斐迪

南大公的普林西普，妖僧拉斯普廷，

甚至列寧也是其中的成員。整個一戰

成了「牧羊人」的一場大棋，而這個

「牧羊人」更被設定成一個備受大英

帝國壓迫的蘇格蘭人。也讓整個世界

大戰，變成了英格蘭紳士和蘇格蘭流

氓之間的街頭內戰，將歷史完全傻瓜

化。

犧牲1000萬人的戰爭，最終靠

一個英雄解決，顯然是一種好萊塢

的強盜邏輯。電影的彩蛋中，更是

讓希特勒出場，成為秘密組織的新

成員，並和列寧相互問好。這個世

紀最重要的大革命，甚至之後的二

戰，都成了這部電影調侃的對象，

是完全的歷史虛無主義。

同時，這部電影又是分裂的，

它花了大半部的時間講述君主制和

世界大戰的不必要，認為所謂的皇

帝都只是鬥氣的表親和小孩。但兜

兜轉轉一圈，以牛津公爵為代表的

的「王牌特工」，卻成了君主制最

大的救星和支持者，這無疑是極大

的諷刺。「王牌特工」追求表象和

平，將革命小丑化和虛無化，認為

一個賢明的君主才是最重要的，這

樣的歷史觀，即便放在好萊塢主流

商業片裡，都是幼稚和低級的。

《王牌特工：源起》是一部披

着激進外衣的保守電影，以大英帝

國 100年前的餘暉，進行一場大銀

幕的招魂，但遺憾的是，如今已不

再有什麼觀眾買賬。

但至少有一點沃恩說對了，紳

士和流氓，其實是可以互相轉換的

，紳士的祖先都是燒殺搶掠的流氓

，只不過到了新的時代，披上了一

層叫做「紳士精神」的外衣。

如果《王牌特工》下一集能講

述一些真正流氓的故事，才可能挽

救這個系列。

9分到5分，這個特工系列
怎麼一步步毀掉自己？

今年二月，由怪咖導演馬修·沃恩執導的《王牌特工》系列最新一集《王牌
特工：源起》，正式登陸流媒體，成為今年第一部進入國內觀眾視線的好萊塢大
片。

如果說，該系列前兩集還在試圖解構《007》電影和美國的牛仔精神，這一
集沃恩則試圖玩個大的，想以戲謔的方式，解構一戰歷史。

然而這部講述 「王牌特工」 組織起源的漫改電影，卻遭遇了口碑和票房的雙
重滑鐵盧。

自去年12月上映以來，由於和《蜘蛛俠：英雄無歸》撞檔期，本片票房慘
澹，而各平台評分也是一樣不及格。

相較於第一集的好評如潮，第二集的基本及格，第三集這個幾乎是重啟的故
事，則成了整個系列的新低。顯然，在這個連《007》都越來越嚴肅的時代，想
玩R級動作和打歷史擦邊球的《王牌特工》，也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了。

33 歲古巴女神安娜德哈瑪斯

（Ana de Armas）接連在《銀翼殺手

2049》、《鋒迴路轉》、《007：生死

交戰》等作品表現不俗而爆紅，如今

在她所主演，2022年於Netflix上線的

瑪麗蓮夢露傳記電影《金髮美人》

（Blonde，暫譯）中，她的演出也獲得

同劇演員，奧斯卡影帝安德林布洛迪

（Adrien Brody）狂讚「非常出色」！

《金髮美人》由《殺戮行動》導

演安德魯多明尼克（Andrew Dominik

）編劇加執導，並改編自美國作家喬

伊斯卡羅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

的同名小說，描述美國最知名女演員

瑪麗蓮夢露最聳人聽聞的秘密生活。

安德林布洛迪飾演美國劇作家亞瑟米

勒，是瑪麗蓮夢露第三任，也是最後

一任丈夫。

安德林布洛迪接受《THR》訪問時

，提到自己已經看過《金髮美人》粗剪

，並對導演賦予電影的一切留下深刻印

象，「我很久以前就看過粗剪，電影充

滿力量且優秀，安德魯多明尼克超棒的

，天啊，我很幸運能與他共事。他有著

滿腹才華的靈魂，真的！然後安娜德哈

瑪斯也是離譜到不行的好，她完完全全

就是瑪麗蓮，就是諾瑪珍（瑪麗蓮夢露

本名），如假包換！」

除了安德林布洛迪，曾在《鋒迴

路轉》與安娜德哈瑪斯共同演出的潔

美李寇蒂斯（Jamie Lee Curtis）也看

過粗剪，潔美李寇蒂斯的父親湯尼寇

蒂斯（Tony Curtis）曾與瑪麗蓮夢露

一起演出《熱情如火》，當潔美李寇

蒂斯看到安娜德哈瑪斯的扮相後，嚇

到「跌倒在地」，更驚嘆於對方能如

實呈現一代巨星一顰一笑的功力。

瑪麗蓮夢露傳記電影對導演多明

尼克來說一直是個很迷人的項目，事

實上《金髮美人》早在2010年就開發

，並一度找來娜歐蜜華茲（Naomi

Watts）主演，但當布萊德彼特（Brad

Pitt）、蒂蒂嘉納（Dede Gardner）、

傑瑞米克雷納（Jeremy Kleiner）加入

製作後，導演決定往不同方向發展，

並由潔西卡雀絲坦（Jessica Chastain）

取代娜歐蜜華茲。

但儘管取得進展，電影還是一直

到了2019年底多明尼克受到安娜德哈

瑪斯在《當辣妹來敲門》的表現吸引

，《金髮美人》才正式決定由她取代

潔西卡崔絲坦來演出。

另外《金髮美人》也傳出尺度超大

，Netflix高層看到導演初版後竟然「驚

慌失措」，取消了該片在坎城影展和威

尼斯影展首映的計畫，並要求導演重新

剪輯。但後來多明尼克努力爭取，如今

Netflix已把目標從獎季大豐收轉而將電

影列為NC-17，也就是「17禁」分級電

影，「原汁原味」上線發行。

《金髮美人》安娜德哈瑪斯演夢露
奧斯卡影帝看完粗剪：表現非常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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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邓鸿捋了一下，在中国，他最想合作

的就是我们，别人没有机会和他谈。在并购

市场上，我们是有口碑的。这么多年，融创

并购吃过那么多亏，谁听我抱怨过一句？”

孙宏斌面对一众媒体，曾大笑道。

天使轮、A轮、B轮、C轮、IPO轮，

再到孙宏斌轮，这是早两年孙宏斌高调示

人的姿态——当时，风头正劲的孙总在中

国掀起了一阵并购旋风，云南城投就曾是

一个缩影，153亿的大手笔投资对孙宏斌

来说，就像去菜市场买菜。

但谁都知道这不简单。尽管孙宏斌谈

及与邓鸿的合作，曾说：

“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基本上定了

七七八八，后来就去喝酒了。”

“老邓和我性格比较像，都不太会算

账。”

可事实上，仅城投旗下位于成都的新

世纪环球中心总建筑面积就达176万平方

米，当时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体建筑。更

不要说此笔交易涉及的18个项目，总建筑

面积达3071.6万平方米，而牵扯的土地储

备的总建筑面积更高达3587.2万平方米。

这些可都是孙老板大笑中的真金白银。

时间再往前推，老王的黯然割肉和老

孙的仗义驰援，又是一个经典的画面——

在众口不一的讲述中，王健林对富力老板

张力的左右摇摆怒而摔杯，而孙宏斌火线

“接盘”，拿下了万达王老板的13个文旅

城项目，据说只为交个朋友。

但近年来，当这笔大买卖似乎波及到

融创资金链，记者询问之下的孙宏斌却笑

的很暧昧——光靠老王的文旅资产，孙宏

斌已成为了世纪“倒爷”，前后竟卖出

1600亿，令人咂舌。

而包括40亿接手李嘉诚旗下长实集团

的大连西岗项目，以及与万达文娱规模接

近的环球的资产包，当时的孙宏斌可谓满

面红光，一挥手就是几百个小目标。

但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2017年

前后孙宏斌与贾跃亭成双入对，却在乐视亏

得人仰马翻——彼时乐视的战略投资发布会

上，孙宏斌和贾跃亭这两位山西老乡握手、

大笑，难掩惺惺相惜之情：“有些人认识很

多年你还是觉得陌生，有一些人一见面经过

短时间的交往就觉得很亲，像兄弟。”

但孙宏斌花费上百亿交的学费，却告

诉了他一个道理：在商场上的兄弟，或许

就是用来捅刀的。

据传，即便在2017年，孙宏斌与贾跃

亭两家仍在三亚共度春节，酒店一万一晚

，贵的孙宏斌退房时心疼地顺走了拖鞋，

可这丝毫没有影响贾会计将新能源汽车变

成了永恒的PPT与大把的钞票与美女，一

个人独留美国消受，却送给大哥孙宏斌高

达百亿的亏损。

大笑之余，眼角泛光。

而抛开这一切，孙宏斌重情义或许不

假，但令人捉摸不透的却是他的行为：动

辄几百亿的投资如毛毛雨，这些弹药究竟

由谁制造？

正如王健林神乎其神的衰落，孙宏斌

背景似乎也不简单，可任谁都难以说出所

以然，直至现在。虽然在公开场合，记者

也多次提出类似问题，但孙宏斌一概以微

笑应答——融创卖房回款速度很快，有些

闲钱很正常。

这始终是个谜。

微笑，能更好的隐藏。

绿城是其中经典案例。在这被过度渲

染的故事中，孙宏斌义薄云天的形象经常

摆在人们面前——哪怕最后与宋卫平分道

扬镳，他依旧能说出：

你还是我好大哥。

不过，这次世纪交易达成前，孙宏斌率

先展示出的却是一种低姿态，或说蛰伏——

2011年，在绿城深陷资金链断裂危机时，孙

宏斌在绿城买了套房，并在微博高调支持绿

城：“绿城一定能挺过去，因为绿城的产品

公认的好，绿城做人也厚道”。

公众视野的高调：产品好，人厚道，

这是宋卫平最爱听的马屁。

但在视野之外，这更像是孙宏斌的一

种埋伏——在前期的合作间，孙宏斌就曾

率领部来到绿城帮助宋卫平解决了资金管

理市场麻烦，依靠着他带领的销售铁军整

合一切，大刀阔斧改革，开始了系列试点

工程。

比如，孙宏斌在2012年1月仅花了

5100万就拿下了绿城· 香樟园项目，还跟

绿城推出融绿平台，强势进驻绿城。

可高周转与高质量又是一个无法调和

的命题——又或许可以，但这些年愿意尝

试的房企似乎已近灭绝，毕竟以牺牲利益

与速度来换取口碑，对这拨人似乎很不划

算。

而融创作为孙宏斌在2003年就已准备

妥当的顺驰PLan B，衣钵传承之下，是一

贯的高举高打，高周转耍到极致，房屋品

质让人几乎看不懂。

甚至，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房地

产或许是一个更能感受到时间流逝的行业

，对碧桂园来说，一年可能是10个月，对

于更为激进的融创来说，一年或许仅仅是

9个月。

如此，颇具匠人精神的宋卫平与狂飙

的孙宏斌告别，既算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

中——据传，杭州相关项目被融创接手后

宋卫平时常收到业主投诉，这让他深深怀

疑自己选错了合作伙伴。

但孙宏斌仍有理由去微笑，平心静气

地处理这一变卦。毕竟，比起蹲号子或是

被老板扫地出门，自己做公司又倒闭的打

击，这样的挫折不足挂齿。孙的微笑也滑

过2012年——即便痛失绿荫里这个天津最

好的地块，孙宏斌还能笑着祝贺了拿到地

块的鲁能。

当然，孙总也有绷不住脸的时候——

到收购佳兆业的失败前，有记者在融创业

绩会上询问九龙仓意欲插手融绿平台时，

孙宏斌说九龙仓插手融绿没有法律意识，

不料却惹怒了九龙仓，遭到了吴主席的

“律师函警告”，最后孙只能连夜在微博

上给吴主席道歉。

而孙宏斌这一系列的低调，似乎早没

有了当年的桀骜不驯，而多了一分隐忍

——这对于顺驰时代的孙宏斌来说，令人

难以想象。

在三十而立的年纪，孙宏斌比谁都更

渴望纵情岁月，但现实却显得有些苦涩。

2006年受宏观调控的巨大冲击，孙宏

斌首次创业失败，不得已卖掉了顺驰。据

说当时，一前一后，孙宏斌在KTV里唱了

两遍《一无所有》。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孙宏斌猜想——从

黄金时代时代到白银时代，为什么孙宏斌

在春风得意时，总会遭到世界恰逢其时的

致命一击？

在一次采访中，孙宏斌也谈到：“江

湖上说我激进，我真的不是一个激进的人

……朋友说人有不知死和不怕死之分，我

应该是不怕死的。”

怕不怕死不知道，但孙宏斌肯定不怕

王石——1997年孙宏斌出狱归来，在柳传

志的帮助下创立了顺驰，不到五年时间已

经从区域性房企变成全国性企业，攻击性

十足，在多个场合更是剑指如如日中天的

万科，对王石摆出了一副挑战者的姿态。

在2001年的一次论坛会上，当时有人

请万科牵头带领大家去全国买地，坐在角

落的孙宏斌却语出惊人，发问“为什么要

以万科为主？”有人看不下去，表示中城

房网是由王石提议的，当年的协议也是万

科起草的，孙宏斌就直接答了句“那就由

顺驰来起草吧。”

到了2003年7月，更迎来两人的经典一

幕——后浪孙宏斌站上台，意气风发，对台

下的一众前浪指指点点：“一个城市应该能

支撑一个50亿元到80亿元销售额的地产公

司，顺驰今年的销售目标要达到40亿，我们

的中长期战略是要做全国第一。”

“也就是要超过在座的诸位，包括王

总。”

孙宏斌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一方面，

刚冲出天津的顺驰在全国疯狂圈地，快速

扩张，甚至多个地块出价刷新了交易记录

，有“扰乱市场”之嫌；

另一方面，前浪自然也很不喜欢后浪

的锋芒毕露——2004年的海南博鳌全国房

地产论坛，王石就痛斥孙宏斌：“顺驰和

万科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这是睁着眼睛说

瞎话，是吹牛，这种黑马其实是一种破坏

行业竞争规则的害群之马，在宏观调控下

会很难受。”

结果在2004年3月到5月期间，严厉

的宏观调控果真打得孙宏斌满地找牙——

各大银行对顺驰放贷减缓，而约定注资的

摩根士丹利临时变卦，顺驰资金链断裂被

逼入绝境。2006年后又上市无果，孙宏斌

只能以12.8亿贱卖掉顺驰的55%股份。

而在正式签约那天，孙宏斌一脸苦笑

，对路劲基建的主席单伟豹说：“你买了

个便宜货”。

曾经，柳传志对孙宏斌说：“你做企业

别的都挺好，就是有一点，太急躁了。”

从这点上来说，“人不会在同一个地

方跌倒两次”这句话，本身就很有意思

——如果一个人没有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那他干嘛说这话？

1990年的端午节，孙宏斌结束了自己

的联想生涯。

在海淀看守所经过漫长的25个月后，

孙宏斌接到刑事判决书：有期徒刑5年，

罪名为挪用公款13万元。

当时，孙宏斌并未上诉，而是默默的

接受服刑。而在改造期间，孙宏斌拒绝妻

子带孩子探视。

在30岁生日那晚，他蹲在墙角一宿未

眠，陷入了一望无际的沉默——这本是属

于一个男人最黄金的年代，历经世事，告

别了二十岁的青涩，恰逢事业的最佳上升

期，但前程如此断送，谁能甘心？

一念之间，咫尺天涯——送孙宏斌进

号子的人，正是苦心栽培他的老板柳传志。

1988年，孙宏斌来到联想，凭着自己

拼命三郎的工作态度，加上出色的能力，

很快受到柳传志重用，被破格提拔为企业

部经理。

大权独揽之下，手里握着18家分公司

的孙宏斌过于雷厉风行，手下集结了一帮兄

弟，大有山头主义的倾向。也不时有传言流

出，称孙宏斌要带着分公司“独立”出去。

甚至，孙宏斌在企业部创办的《联想

企业报》上赫然写着：企业部利益高于一

切。

柳传志嗅到危险的气息，决定将孙宏

斌调离企业部。可在企业部会议上，孙宏

斌当众对柳传志表达了不满，而孙的手下

更是直接对柳传志开炮：“你说我们有帮

会成分，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我们直接归

孙宏斌领导，孙宏斌的骂我们爱听，与总

裁何干？”

柳传志当即拂袖而去，只留下了一句

：你们要知道，联想的老板是谁！

而在当晚，孙宏斌和自己手下喝酒后

，兄弟们气不过，竟叫嚣要把企业部1700

万元卷走。消息传到柳传志耳朵后，柳传

志当即决定报警。

时隔多年，一切尽成云烟——孙宏斌

在出狱后主动联系柳传志，借了50万自立

山头，传作一段佳话。

朋友曾问孙宏斌：“你和柳传志和好

，是不是缓兵之计？”孙宏斌却平静的说

：“如果我当时想不开，出来以后拎着把

刀子就把柳传志给宰了。但是你拎着刀子

，谁也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你这一辈子就

永远没戏了。”

三十而立的那一夜，纵使心中有千军

万马，但沉默是他交给世界的答案。

柳传志曾评价孙宏斌：他是一个少见的

能一眼把行业看到底的人。而孙宏斌的财商

，也得到众多人的肯定——“普通人即使上

十个MBA，也赶不上一个孙宏斌。”

但即便是孙宏斌这样的商业奇才，也

因为自己的性格与行事方式，在三十年的

商海沉浮中数次摔得头破血流——不管是

入狱，创业失败，还是为贾会计的梦想窒

息，他都有着一种缺失。

入狱暴露出来的，是孙宏斌性格强势

、飞扬跋扈的一面——领袖从来都只能有

一位。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孙宏斌曾

沉默叹息，深刻反思自己，并能像淮阴侯

一样甘受胯下之辱，冰释前嫌，在柳传志

的帮助下首次创业。

在顺驰的狂飙年代，又是孙宏斌自信

激进、目空一切的一面——庙堂之高，谁

都需心怀敬畏。然而，他在顺驰一旦认定

正确的赛道后，就巴不得将油门踩到底，

最后却被裁判因超速罚出赛场，这不是讽

刺而是中国独有的哲学：江湖不是打打杀

杀，上面的意思得搞懂伐？

而于乐视的翻车，又透露出孙宏斌盲目

迷信，推崇赛道而忽视车手素质的弊端——

即使，当年融创在乐视全情投入，但要经营

一个全新的领域，实现一种更加前卫的生活

与娱乐方式，不仅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投入

，先进的科技水平与完整的科技理念更是缺

一不可。可在互联网等方面毫无经验的孙宏

斌，即使亲自坐镇，以每天至少10小时的工

作量去布局，也难以弥补经验与知识的缺失

，最终只是感动了自己。

不过，不论外界如何争议，从大笑、

微笑、苦笑，再到沉默和流泪，孙宏斌都

在中国商业长河中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

一笔。

在一次采访中，孙宏斌曾如是谈到：

“我最近看了本书分析领导人是怎么形成

的，其实是很多偶然事件造就了领导人

——比如说"9· 11"造就了布什，二战时的罗

斯福、丘吉尔，其实都是被一些事件造就

了。咱们过去说时世造英雄，就是因为时

世充满了无穷偶然。一家企业的发展，甚

至一个人的发展，也有很多偶然性……”

时代的偶然性，个人的偶然性，这些

或许是像孙宏斌这一批老一辈的弄潮儿绕

不开的一种宿命。可他们比谁都想逃离。

近年以来，当碧桂园、恒大、万科都

开始造机器人、造车、或是造猪，多元化

似乎成了他们集体逃离房地产与个人宿命

的先兆。

而从坚信房地产还是好生意，坚持不

会多元化发展，到逐渐布局物业服务、文

旅、文化、会议会展以及医疗康养六大板

块，融创也在不断地打破了孙宏斌的早些

年设立的“边界”。

但在去年7月，随着孙宏斌一手带出

的兄弟后院失火——融创上海区域营销总

被爆在公司的无锡项目中“中饱私囊”，

金额巨大。这一刻，孙宏斌似乎看到了当

年柳传志的身影，哪怕现在的他兄弟环抱

，却无比孤独。

最终，他没有打通那个电话。

这也是一个信号——当融创集团的董

事会和管理层清一色都是孙宏斌的旧将，

较新的面孔只有融创太子孙喆一，管理层

固化、缺少新鲜血液，这都是肉眼可见的

顽疾。

毕竟，在他们打下的天下里，哪来的

安乐。

去杠杆、降负债、调整融资结构、降

低融资成本，这也是孙宏斌这两年必须正

视的课题——虽然2020年，融创已经开始

了断舍离，比如融创放弃和金科的股权之

争，为自身争取到了一定的现金流，但这

并不是长久之计。

此外，在疫情的影响下，融创的情况

也并不乐观，销售额是一方面——根据融

创官网显示，截止到7月底，融创累计实

现合同销售金额为2475.2亿，这对年初豪

言拿下6000亿的孙宏斌来说，需要补的作

业真是堆成了山。

而知情人士透露，销售不利的融创华

北从去年底就开始降薪、裁员，两三个月

前，还要求高职级的员工和管理层停休所

有周末持续到2021年。——东南区域也人

事动荡风雨飘摇。

但是，孙宏斌却越来越喜欢对融创房

产以外的业务夸夸其谈，从不吝啬表达自

己对“消费升级的看好，对大娱乐，大健

康项目”的神往。

似乎，这一切的经历，早已成为了独

特的孙宏斌现象——人们从他所做所为中

，能清晰的预知到起伏与跌宕，而这或许

仅是他生命的又一个周期。

可在2020年的镜头里，孙宏斌头发却

开始白了。

下

孙宏斌的笑与泪
宣称低调示人的孙宏斌，近期动作频频。

2020年8月14日，孙宏斌率队到鄂州市开展战略合作，之前的8月8日，又到长沙与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而事实上，他这波密集且有力的交流，时间线还得往前推——今年以来，孙宏斌曾多次带队与昆明、腾冲、赣州

、洛阳、芜湖等地方政府商谈合作事宜，多涉及文旅产业项目落地。

加上几月前甩出金科股份套现的几十亿，孙宏斌这一系列操作，很难不教人遐想——疫情当头，宏观收紧，在各

大地主纷纷举家搬迁转移赛道时，他又露出了水面。

这次，他打的什么小算盘？

一切尚未可知。但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这几年沉稳低调的孙总，总是能搞出很多花样，也让人联想起他

三起三落的人生——

看他笑，看他哭，看他沉默和流泪，周而复始，人生就变成了一个圈。

可无一例外的是，当孙宏斌每每到达人生的顶峰，上天给他的每一次跳崖机会，他都能毫不客气的抓住。更令人

匪夷所思的是，即使摔得头破血流，他总能满血归来——这甚至让不少人觉得，孙宏斌背后的力量已经远远超出个人

以及商业的范畴。

但这一次，孙宏斌迎来的是顺风飞翔，还是摔得稀碎——答案，或许从他之前的故事中能找到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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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西遊之緣起》：
吳孟達加盟助陣賺足眼淚

致敬經典名場面

《大話西遊》系列電影可以說是很多朋友心

目中的經典電影之一，所有的男孩子都曾幻想自

己是至尊寶，能夠遇到自己的一生摯愛，所有的

女孩子也都曾幻想自己是紫霞仙子，幻想著自己

的意中人能夠踏著七彩祥雲來娶自己，這樣的經

典是無法取代的，很多經典的台詞和畫面已經深

深地刻在了觀衆的腦海中。

看過《大話西遊》系列電影的朋友都對周星

馳飾演的至尊寶印象深刻，他是那麽的深情，朱

茵飾演的紫霞仙子也一度被封神，古靈精怪的紫

霞仙子也曾成爲無數人心目中的白月光，電影中

的經典道路月光寶盒也曾是大家都幻想能夠擁有

的寶貝，能夠任意回到過去，能夠給自己愛的人

一個完美結局。

然而在劇中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角色，吳孟

達可以說是周星馳的禦用金牌配角，有周星馳的

地方就會有吳孟達，二人爲大家呈現了很多經典

的喜劇電影。

而如今吳孟達已經永遠地離開了大家，一代

人的青春回憶就此而止，最近吳孟達的遺作《大

話西遊之緣起》上線播出，因爲是吳孟達的遺作

，所以觀衆們也都非常期待。

電影中依舊是至尊寶和紫霞仙子的故事，二

人從相識到相愛，故事一開始的時候吳孟達出場

真的讓大家很感動，吳孟達一開口仿佛又把大家

拉回了曾經圍在電視前看《大話西遊》的日子。

劇中的設定依舊是經典的故事，至尊寶是紫霞

仙子的點燈人，然而在紫霞仙子的心目中，她的

點燈人至尊寶是能夠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是一

個能夠駕著七彩祥雲來迎娶自己的蓋世英雄。

剛開始的至尊寶無法滿足紫霞仙子的要求，

因爲他只是一個碌碌無爲的人，如果沒有紫霞的

出現，或許他一輩子也只是一個面館的老板。

然而故事開始總是很美好的，正如劇中經

典的台詞說的“我猜中的這開頭，卻猜不到結

局”。

爲了救下紫霞仙子，至尊寶成爲了真正的齊

天大聖，最後也徹底不能和紫霞仙子在一起了。

而這樣的結局並不是紫霞仙子想要的，所以

紫霞仙子再一次使用了月光寶盒，回到了二人最

開始相遇的地方，這一次她選擇不打擾。

這幾年網絡大電影有很多，大家對這類作品

的評價並不是很高，其中對比最明顯的就是前一

段時間上映的《倚天屠龍記》系列，這部電影也

是翻拍的經典，同樣也有很多老戲骨加盟，但是

效果卻差強人意。

在《倚天屠龍記》中包括幾位主演都選擇了

大家熟悉的演員，但其實他們的年紀和角色本身

並不符合，所以也注定會翻車。

在《大話西遊之緣起》這部電影中，至尊寶

和紫霞仙子都是年輕的新人演員，首先在角色上

就很貼合了，而且顔值和演技也都很出衆，這一

點就是非常關鍵的。

同樣的老戲骨加盟，兩部作品的口碑爲什麽

會天壤之別，因爲在《大話西遊之緣起》中，老

戲骨的加盟恰到好處，僅僅是吳孟達的一個角色

就足以受到大家的好評。

電影中吳孟達飾演的是至尊寶的爹，看起來

只是一個普通的配角，但卻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角

色。

劇中吳孟達可以說是本色出演了，他和至

尊寶一起開了一家面館，顧客們都親切地稱

他爲“達叔”，這一句話就足以賺足觀衆的

眼淚，雖然說這一類的作品都是在“販賣情

懷”，但是恰到好處的“販賣”就會讓觀衆

們買賬！

吳孟達真的是一位非常敬業的演員，出道多

年以來拍攝了數不盡的喜劇電影，雖然一直都在

做配角，但是他每一次都能夠給大家帶來快樂，

甚至在最後的一部作品中，他依舊能夠給大家帶

來熟悉的感覺。

不僅僅是吳孟達的助陣，電影中還有很多對

經典名場面的致敬，比如劇中的紫霞仙子托腮的

動作就是對朱茵的致敬，雖然朱茵的表現是無法

超越的，但是新演員還是通過自己的處理方式讓

自己的表現很討喜。

除此之外還有二人站在土城牆上的鏡頭，這

個鏡頭可以說是經典中的經典了，總之出于懷舊

的目的，這部電影是成功的。

在這部電影的大結局，至尊寶成功地拯救

了紫霞仙子，但是他也因此喪命，而紫霞不願

意是這樣的結局，于是選擇重新回到過去。從

很多細節都能夠看出這部作品都會有一個圓滿

的結局。

情景喜劇《冬奧一家人》用冰雪運動點燃家國情懷與冬奧夢想
《冬奧一家人》以冰雪運動作爲創

作元素，把奧運精神、中國優秀傳統文

化、家國文化巧妙地融合，並同時植入

在劇情中，通過一個個生動的家庭故事

，喜劇的藝術表現形式進行呈現，北京

冬奧期間在咪咕視頻首播後在江西衛視

黃金檔亮相，並且陸續在北京衛視、河

北衛視等多家衛視非黃檔播出。

在藝術創作上，《冬奧一家人》以

家庭作爲故事發生單元，但突破了家長

裏短的小題材純粹搞笑式的敘述方式，

而是大膽地把中國人十分重視的血緣親

情觀念與家國情懷的世界觀、奧運精神

的體育觀相融合，堅持弘揚中國傳統文

化中的家國情懷、親情觀念，構建了一

個其樂融融的大家庭，圍繞有關親情、

友情、愛情話題營造和和美美的家庭氛

圍，通過描寫家庭成員之間的關愛支持

、互助撫慰來打動觀衆。通過小故事大

情懷，小人物大理想，小家庭大社會深

厚的藝術張力，真正實現了以小見大的

影視魅力。該劇同時宣傳了奧運精神、

普及了冰雪運動、營造了冰雪文化氛圍

、傳播了北京冬奧文化。

《冬奧一家人》整個劇情以曾經的

全國短道速滑的亞軍程一凡一心追求爲

國培養世界冠軍，在即將到來的冬奧會

上爲國爭光的夢想，而在以其爲首的大

家庭三代人中展開各種令人意料之中，

卻又意向之外的各種生活中常見的故事

，故事雖然啼笑皆非，但笑中有思索，

笑中有淚點，笑中有思想，打破觀衆對

體育題材影視作品的刻板印象。在以程

一凡爲核心的這個大家庭的日常生活充

滿了“衝突和笑料”，具有一定的現實

性，更具有戲劇性，他的家庭子女較多

，在劇中自然構建出複雜多維的人物關

系，形成了多元化衝突，場面也熱鬧好

看。戲中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不同

性格的孩子之間、父母和孩子之間，不

同職業、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價值追求

，以及父母教育觀念之間都存在著一種

複雜多元的衝突與笑料産生的可能性。

2021 年，10歲的程果子從國外回

到爺爺程一凡身邊，身爲短道速滑培

訓中心教練的程一凡發現果子有短道

速滑天賦，想把果子培養成短道速滑

世界冠軍。倆人在朝夕相處中，因爲

年齡、思維、性格、愛好等方面的差

異，常常産生矛盾。爺爺越急于求成

，果子就越不配合，爺爺越壓迫，果

子越反抗。而全家人也因爺孫倆矛盾

的連鎖反應時而統一戰線對抗爺爺，

時而又被爺爺的夢想感動而一致管教

程果子，或者各執一詞互相挖坑鬥智鬥

勇。程果子在訓練和反抗的過程中，漸

漸愛上短道速滑這項運動，也理解了爺

爺的光輝曆史和夙願，終于把爺爺的

“冠軍夢”變爲了自己的夢想。在相親

相愛相殺的一家人陪伴下，程果子多年

後終于成長爲一名優秀的短道速滑運動

員，獲得了世界比賽的冠軍，同時也終

于圓了爺爺的夢想。

《冬奧一家人》十分注重對家庭的

刻畫，家庭是組成社會的最基本單元，

是社會的延伸，家庭制度也是一種社會

制度，社會和城市的發展以及現代化進

程也會對家庭結構、家庭的行爲模式有

著間接或者直接的影響。“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奧運

賽場上的力爭上遊、奮力拼搏，既是一

名運動員的實力展現，也承載著一個家

庭的未來理想，一個社會的信仰追求，

一個國家的情懷。程一凡爲實現培養速

滑世界冠軍這一人生目標，從其個體思

想來說，是爲了圓他年輕時的夢想，從

社會性來說是爲了團隊的夢想，從民族

性來說是爲國爭光，他帶領家人們刻苦

訓練，經受家庭內外的各種考驗，最終

有志者事竟成。生動地展現和诠釋了小

家——大家——國家——天下一家的精

神升華過程，劇中一家人努力追求夢想

的精神面貌，是奧運精神、民族精神、

當代中國人精神的體現，更是當代中國

強大生命力的形象展示，劇情充滿理想主

義色彩和勵志精神，給人以奮發進取的情

感張力和生命活力。這部喜劇改變了社會

對體育運動的常規認知，是當代社會文化

由精英文化過渡到大衆文化時期的必然産

物，也是城市現代化過程中遭遇娛樂化、

消費化潮流的自然結果，其主題和題材上

客觀上反映了社會學意義上的家庭模式在

社會發展中的變遷軌迹。

《冬奧一家人》所表達的濃厚奧運

氛圍、開放式的結構和輕松的敘事風格

以及所營造的輕松氛圍、使用的幽默語

言、刻畫出的搞笑劇情，完全打破了傳

統情景喜劇的封閉的家庭模式，開拓了

情景喜劇的一個新的藝術表達方式。由

此我們可以看出，《冬奧一家人》的新

模式探索並不是橫空出世的奇思妙想，

而是有著深厚的文化根源。當代中國，

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家庭的觀念

逐漸在演變、變形，家庭概念的外延也

逐漸在擴大，大家庭正在變少，而取而

代之的小家庭的增多，因此社會普遍希

望看到大家庭裏文化的回歸。同時，因

爲工作關系而聚集在一起的穩定

的小團體，或者暫時因爲某種原

因或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團體，比

如類似編輯部、候車室、診所、

醫院、售樓處、餐館等這樣的工

作環境或公共場所也形成了另一

種廣泛意義上的“相親相愛”的

大家庭氣氛。從目前的社會家庭

來看，這種團體一般是由老、中

、青各個年齡層次進行搭配，造

成類似的和諧統一的“家庭結構

”，不同生活閱曆的人群有機組

合後可以充分反映出他們對生活

、對社會的不同感知，在包容中

凸現異同，在對比中顯現幽默，

溫馨的家庭氣氛籠罩著這個團體

。因此，在情景喜劇的敘事主題

上出現了“類家庭氣氛模式”。

在《冬奧一家人》裏程功和園園

經營的短道速滑館便是一個除了程一凡

家庭之外的另一個“類家庭”空間，短

道速滑館是一個公共場所，在這裏人員

相對流動的並且開放的環境中，人物由

于工作關系、職業往來或社交而結成各

種新鮮的人物關系結構，構建各種新鮮

有趣的戲劇衝突，喜劇性事件和新鮮面

孔可以多方向、更自由地湧入到程一凡

的大家庭中，不同的人在這裏可以互相

開玩笑、而不必擔心會有什麽後果，會

産生出一種別具風味的幽默氣氛。這大

大拓展了情景喜劇的題材領域，也進一

步使情景喜劇的主題多元化。

《冬奧一家人》在敘事空間中十分

重視“家庭元素”的凝合，充分利用室

內搭景來拍攝，劇作的環境變化較小，

每集出場的主要人物不多，使用舞台化

的人工光源，現場錄音卻達到了情景喜

劇的最高藝術水准。因此，該劇的戲劇

衝突給近期的電視劇帶來了家庭情景喜

劇的“杯中風暴”，這個掀起風暴的

“杯子”便是《冬奧一家人》獨有的

“單一化的人工制景”所構成的敘事空

間。該劇的敘事空間中衝斥著實際的或

象征性的“家庭元素”。它不但是程一

凡家庭內部的倫理關系的私人空間，還

是每個家庭成員身上所象征的社會關系

的公共空間。這些空間與空間中的人構

成了每個人的生命空間的狀態，家庭折

射社區，社區折射城市，最終折射出整

個北京胡同和當前中國社會文化空間的

一種表情和內心。

《冬奧一家人》由《家有兒女》編劇

李建宏、導演鄧迎海傾力打造，演員陣容

中不僅集結了知名老戲骨劉佩琦、吳玉芳

以及中青代實力配角高曉攀、張磊、海一

天等；除此之外，該劇男主程果子由演員

肖添仁飾演，其在《冰雨火》中飾演的

“小吳振鋒”和《雲襄傳》中飾演的“少

年雲襄”都曾經給觀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這部戲裏的表演更是值得贊賞。《冬

奧一家人》正式發布同名主題曲MV，

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攜手伊麗媛、汪正正

等群星傾情獻唱。相信《冬奧一家人》

能夠具有持續的藝術生命力，並形成一

定的效應，並能夠形成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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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鹏 吃播主播

为了生存，我在一年前成为一名吃播播主。

去年我所在的房地产公司倒闭，我也被裁了。

当我为生活一筹莫展时，被一个分享孩子吃饭

的短视频吸引。最让我吃惊的是，那条看似无聊的

短视频，居然有几百万点赞。

我才意识到，原来真有这么多人愿意看别人吃

饭。有人愿意看，就意味着能赚钱。

我心想，我饭量也很大，也喜欢吃美食，不然

试试看自己做吃播。

刚开始，我每个月的伙食就要1万多元。这在三

线城市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为了省钱，我尽量买便宜的肉（鸡肉等）、淡

水鱼肉、大量蔬菜，同时还要增

加面食——这样能显得我每餐食

量很大。

每天拍吃播其实很难受。有

一阵子，我看到面条就到想吐。

但我也明白，要想人前显贵，必

得人后受罪。

不过，短视频最大的好处就

是可以用剪辑美化效果。

做了几次吃播后，我就开始

找到了镜头感，用一些经常使用

的镜头替换特写。

我收入不高，平时可舍不得

买龙虾。但做了吃播之后，为了

追求视觉效果更好（大家都爱看

吃播吃一些昂贵、奇葩的食材）

，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下单了。

为了物尽其用，一只龙虾我

都要剪拍2-3次。一次拍摄，换不

同的场景和服装，尽量多说话少

动手，这样可以多凑几条视频。

有些人说吃播为了节约成本

，用的都是龙虾道具，这个说法

非常扯淡——我还没见过能以假

乱真的食材道具。

我虽然入行不早，但还赶上

了吃播风口。一年时间内，我的

粉丝从几千激增到了几十万，成

为拥有百万级粉丝的自媒体视频

博主。

走红以后，就有些餐厅邀请我去品尝、做直播。

餐厅的活可不如短视频，都得实打实地吃。虽

然我很能吃，但还是容易出现吃不下去的情况，一

般这样就要硬撑，维持人设。

我的体重在半年内就涨了60斤。超重的结果是

，我不仅行动不便，还常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血压

血糖也超标了。

有一次去餐厅直播，我甚至坐塌了餐厅的凳子。

很多人怀疑我是假吃，其实我是真假参半。假

吃也只是为了效果优化，大部分我还是吃进去的，

但遇到观众的全盘否定也让我委屈和挫败。

我偶尔也会人工催吐，但那都是觉得吃难受了

、或食材实在不好吃才会这样

做。难道你们就没有过吃东西

不舒服想吐的时候吗？

我每天吃的太杂，也难免会

用到一些方式消解。我也是正

常人，不是钢铁侠。

为了还能继续“生存”下去

，我还常要自证清白。我曾在

平台写长篇文章为自己辩解，

但键盘侠依旧如洪水般袭击。

前几个月，网上爆出《沈阳

“大胃王”猝死在临上播前一

刻》这条新闻。父母、媳妇甚

至四岁的闺女，看到这条新闻

后，都为我感到担心，怕我的

身体出问题。

后来我停更了一周，决定

不再靠“大胃王”博出位，转

型做简单的吃播。

同时我也开始拒绝餐厅、商

家的邀请，并挑选自己喜欢的味道。最近，我通过

调理饮食和健身减掉了30多斤。

看到央视关于“吃播”的批评后，我一点也不

意外。这行确实太乱了，我知道很多播主确实在吃

完以后就吐掉，浪费食物。

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庆幸，还好自己转型早。

不然损害了身体，也换不来你想要的热度了。

现在虽然我的收入没有原来那样多，但却过得

更踏实。

米粒儿 吃播助理

我一直很喜欢看吃播，他们吃得不亦乐乎的样

子，让人各自屏幕就能感染到他们的简单、快乐。

吃播兴起于日本，流行到韩国、中国以及东南

亚地区。

现在最火的就是“大胃王”吃播，有人在5-6

分钟内吃光十斤意式肉丸饭、几分钟消灭了20个糯

米粽子、吃完40多碗火辣辣的重庆鸭血豆腐等等。

去年，我做过阑尾手术时什么都不能吃，都是

靠看吃播才熬过那段日子。

经朋友介绍，出院后我开始给一位吃播主播做

助理。

她虽然能吃，但却很瘦，吸引了很多女生关注

。女观众都很羡慕她，不仅能够得到食物带来的治

愈感和满足感，还能保持那么好的身材。

她从小就很能吃。她爸妈也很宠她，在吃饭方

面对她从来都不限制。但她自己也说，当吃饭变成

一种职业后，快乐感就会消失。

为了吸引流量，她总需要表演出自己“吃得很

爽”的样子。

不过，她的食量确实很大。她曾面不改色吃掉

30屉小笼包、十几份蒸饺，如果给她更多的时间

，她可以一直吃下去。

她的消化能力也比一般人好。

但每次直播完不久，她都要去厕所——不是为

了吐出来，而是吃多了就闹肚子。

这也可能就是她为什么瘦的原因，没怎么消化

，又全都排泄出来了。

这或许就是天赋异禀。先天基因决定的，老天

爷赏饭，靠吃就能赚钱。

为了健康，有时候她会在直播前吃一粒从日本

代购回来的小药片——这种药片抗糖，因为糖吸收

多了，会让肌肤老化。

毕竟是药三分毒，经常吃这种药，也不知道能

不能有副作用。

我做助理的那段时间，帮她接到很多商家的合

作，但收入没像传言说的几十万元。

我的工作是帮她拍摄、管理服装道具，总之就

是除了吃以外的所有杂活，当然有好吃的我也跟着

沾光。

我的食量没那么大，体会不到吃那么多食物的

感觉。跟着做助理，看了一段时间吃播也就腻歪了

，后来就辞职去做别的事情了。

我的老板虽然很能吃，但她本身对这些填鸭式

的吃播也很反感。

她觉得这些纯粹用“量化”博眼球的内容，也

让人们失去了最初对美味产生的快感，失去了早期

吃播分享美食的意义。

薇薇 美食自媒体、营养师

我是一个长期在美食圈工作的自媒体人。

我每逢被邀请品鉴美食，面对整桌子的食物，

每样我都只尝一口就很饱了。

所以我一直对“大胃王”吃播有所存疑：他们

是不是真的吃完整份的东西吗？到底是不是在作秀

？

出于职业原因，我就对“大胃王”背后的一些

故事进行了探访。

有次我在饭局上遇见一位吃播播主，当时她摆

好三脚架，旁若无人地边吃边播，看着很敬业。

不一会儿，我就在厕所撞见助理在帮着她催吐

。

被我撞倒后，她很尴尬地跟我解释：“早上吃

坏了，觉得不舒服就释放一下，和刚才的吃播没关

系。”

其实她的解释也只会越描越黑，我就装作很轻

松地笑了笑。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在共同的饭局

上见她出现过。

作为营养师，我特别清楚，短时间的暴饮暴食

很容易引发急性胰腺炎。

大量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需要分泌大量胰

液帮助消化，对胰脏的负担很大，也很容易诱发急

性胰腺炎。

当吃播博主机械地暴饮暴食，无疑在用生命做

赌注。

如果吃播的内容是吃麻辣口味的食物，大量的

辣味还会刺激肠胃诱发胃溃疡，长期这样也会成为

胃癌的诱因。

辣椒素不能消化分解就会从肠道原样涌出，从

而加重痔疮患者的病情。

从我们营养师的角度看，“大胃王”做久了，

最后面临的就是心血管病症、高血压、糖尿液病、

脂肪肝、动脉硬化、胆囊炎等。

虽然他们会动用催吐的手段，但胃酸的酸度很

高，腐蚀性比较强，经常催吐会腐蚀食道。

严重时会诱发食道癌，长期催吐还会导致身体

代谢和消化速度变慢，患上神经性厌食症。

吃播确实很拼，我看到这么多博主顶着高风险

的疾病，穿梭于各种活动，吃海量的高热食物。

或许美食令他们快乐，但是背后的真相却令人

慨叹。

即便博主们都知道暴饮暴食的危害，但还是抵

挡不住名利的诱惑和驱使，变本加厉。

在我看来，吃播们是在做一个和欲望有关的魔

鬼交易。

做半年吃播
胖60斤、下播跑厕所催吐

吃播被叫停了。

催吐、浪费严重、误导消费，让曾经风靡一时的“吃播”

走向病态和极端化。

继央视批评吃播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也在13日发

出回应，将对博眼球的吃播行为进行删除作品、关停直播、封

禁账号等处罚。

许多吃播播主连夜更改账号名：有的删去了昵称中的“大

胃王”、有的索性清空平台发布的所有内容。

本期讲述了三位吃播从业者的故事：

他们当中有的人为吸引粉丝，疯狂饮食，半年内胖了60斤；

有的人为了保证吃播效果和健康的平衡，在每顿饭前和饭

后都要吃一片“神秘的药丸”；

有的人则在厕所撞见播主下播后，守着马桶为自己催吐

……

看到这些，你还能无所顾忌地欣赏他们的“吃相”吗？吃

播播主到底每月能收入多少，才能让他们用性命换钱？下播后

这些食物到底去了哪里？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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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01 一位读者来信

六年前，我34岁，从深圳移民到美国。这些

年生活好像一直没多大变化。

但国内早就不是六年前的国内了，不断地有

人提醒我，六年前我在深圳的卖掉的房子价格已

经翻了好几倍了；六年前我工作的单位，薪水也

涨了好几次……

六年前移民到美国，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移

民申请批下来后，我们开心的样子。

但人性或许就是纠结的、贪心的，一些曾经

梦寐以求的东西，得到之后就不那么美好了。

移民之后，很多方面确实满足了我先前的期

待，比如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公平的社会环境，

更好的职业发展。

我们也在这边买了房安了家，夫妻俩收入不

错，孩子健康成长，日子忙碌而安逸。

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刷着朋友圈

，看到国内昔日的同学、同事，不是换房换车就

是升职加薪了，看着他们晒娃、和家人朋友团聚

的照片，人在他乡的苍凉感和些许的孤独、落寞

感，也会扑面而来。

有时候甚至忍不住想，千辛万苦移民到美国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偶尔被国内的朋友问到：“移民到美国，后

悔过吗？”

嘴上，当然是不能说后悔的，但有时候又不

禁想，倘若当年没有执着于出国，现在是不是有

了更高的职位，住上了更大的房子，能更好地陪

伴父母呢？

尤其是这两年疫情，因为入了美国籍，哪怕

家人病重也无法回国，这也成了我心底里最深的

遗憾以及对自己过往决定小小的自责……

02 移民会有遗憾，但你做任何一个选择同样会

有

中国人的很多不幸福感， 都是被“如果”

两个字撕扯开的。

来信中所谓的移民后悔，不如说更多的是遗

憾，遗憾错过了国内房价的大涨，遗憾错过了薪

资的大涨，遗憾没有陪伴在父母身边。

可是换个角度来想，如果当年没有移民，现

在是不是又会在国内教育资源的紧缺和行业内卷

压力大之时，遗憾当初没有勇敢一点，遗憾没有

让孩子接受到美国的教育，遗憾没有给自己的人

生另一种可能呢？

有人说，青春就是无论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度

过，你最终都是会后悔的。

移民与否，其实也一样，就像我们人生路上

的很多选择一样，从来没有十全十美，只有取舍

，只需看当时你内心更想要实现的是什么。

“移民”这个词，听起来很陌生，但其实它

离我们非常近。从国内的三四线小城甚至是农村

，“移民”到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大有人

在。

那些嚷嚷着“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

”在北上广深挣扎的年轻一代，同样也面临着无

法陪在父母身边敬孝，无法和兄弟姐妹住得很近

的忧愁。

但倘若你让他们回去原来生活的小城重新开

始，准是待不了半个月就溜掉了。

人是有社会属性的，无论选择哪个城市，都

离不开工作环境、城市的圈子和生活氛围。

习惯了一线的自由自在、快节奏、工作忙但

收入高的人们，如果让他们回到小城，回到那人

情世故比较复杂的地方，除了度假和养老，或许

他们根本待不住。

但如果你问他们，一线那么辛苦，后悔吗？

大概率他们的回答都是不。

因为他们想要的金钱、成就感、舒适的生活

节奏和朋友圈子，只有大城市能给他。

对于那些背井离乡、远渡重洋移民到异国生

活的人们来说，答案也是一样的。

此外，也不乏移民不移居，或是频繁往返两

个国家，两边都居住的人。越来越国际化的今天

，国界对一些人的限制其实越来越小了。

03 戒掉“患得患失”，才能更好地享受当下

在移民问题上容易患得患失的人，往往喜欢

和国内的同龄人、和过去的自己比。

殊不知，你现在的生活，也是曾经的自己梦

寐以求苦苦追寻的。你现在拥有的，也不是别人

和过去的自己所能轻松拥有的。

人之所以过得不快乐，往往就是因为总羡慕

着别人拥有的，又忽略了自己拥有的。

老话说，不要“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

。人一旦贪心，欲望变大，两头都想兼顾，什么

都想要，反而就变得不可爱了，徒增心理负担。

换一个国家生活，固然有遗憾的地方，但更

多的是满足了我们内心哪些最迫切的需求？疑惑

的时候，回头看看来时的路，当时是什么让我们

脚步如此坚定的？

搞清楚了这些，或许我们就不会徘徊不前了。

如果你想要结婚的安定又向往单身时候的洒

脱，如果你想要享受为人父母的乐趣又不想承担

生儿育女的劳累繁琐，如果你想要生活在小城市

的惬意又想拥有住在大城市的繁华，那么无论怎

么选择， 你都很难活在当下，也很难把日子过

得舒心。

接触过不少移民到美国之后，豁然开朗，日

子蒸蒸日上的家庭。

比如之前采访了一位在美国定居了20年的女

士，她就不禁感慨：20年时光倏忽而过，孩子已

经长大成人且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夫妻俩的事

业也在那个有着更多可能的国度更上了一层楼。

对于如今的一切，他们感觉幸福安稳，对当

下的努力满意，对未来的可能充满期待，他们从

不后悔，反而内心对移民这件事情和自己的际遇

充满感恩。

如果把条件一个个摊开，分析这些苦恼的和

快乐的移民之间的差距，很可能后者的某些条件

还远远不如前者，而他们之所以不后悔，无非就

是因为两个字：不贪。

清楚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便笃定往前

走，步履不停。

不攀比，不患得患失，专注于当下的生活，

才是好的人生正确的打开方式。

做不到这一点，建议年轻人不要轻易换城市

生活，更不要轻易移民。

一位40岁移民的自述从中国到美国，我后悔了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也深刻地影响着

国际人口迁移。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蓝皮书22日正式发

布。报告以多元视角，解析国际人口迁移现状

与趋势、世界主要移民目的国移民政策趋向，

并展望了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移民发展。

中国国际移民输出总量世界第三

报告引用2019年联合国经社部关于全球国

际移民存量的一项数据称，中国大陆以约

1073.23万的输出移民成为世界第三大移民输出

国。从输出目的国分布看，2019年中国大陆移

民输出目的国前三位分别是美国、日本及加拿

大。中国移民输出前20大目的国中，发达国家

占13个，发展中国家占7个。

越来越多家庭为子女教育移民

报告显示，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热潮不退，

移民年轻化趋势显现。根据2019年美国《门户

开放报告》显示，2018-2019学年在美中国留学

生数量占国际学生总数的33.7% ，继续蝉联最

大国际留学生生源国；而根据《2019年英国留

学生报告》，中国大陆留英学生总数占全英国

际学生总数的23.2%，增幅达12%，成为第一大

来源国。

此外，低龄留学规模逐步扩大趋势愈发显

现。近十年来赴美就读高中的中国学生人数增

长了98.6倍，远高于本科阶段的14倍。子女教

育越来越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移民海外的重要原

因，“举家移民海外”的现象显现。

CRS推进影响高净值投资移民流向

报告称，中国赴美移民中直系亲属移民成

为主体，投资移民则急速下滑。随着CRS（金融

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不断推进，高资

产移民将在资产全球配置与移民地域选择上将

更加慎重，低税收及非CRS国家越来越受到关

注。海外资产配置更趋多元，不动产占比选择

急速上升，保险、标准理财产品、基金、债券

、信托等投资方式有出现明显涨幅。

世界主要移民目的国“人才战争”日渐激烈

世界主要移

民目的国引智政

策逐步升级。日

本针对高层次人

才设立“高度专

门职业1号/2号”

签证，并通过构

建高层次人才积

分制度进一步扩

大高层次人才的

引进规模，提前

完成其在《未来

投资战略 2017》

中提出的在 2022

年底前引进2万名

高层次人才的目

标。英国则取消

人才签证的每年

度发放上限，推

出全球人才签证

、创业签证和创

新者签证。

多数欧盟成

员国在 2018-2019

年间先后修改法

律，放宽非欧盟

科研人员及学生

在欧盟成员国境内流动的条件。美国则将绿卡

配额向职业移民转移，将高技能移民占比从12%

提高至57%，通过《2019年高技能移民公平法案

》，吸引科技人才。

后疫情时代国际人口迁移规模将明显收缩

报告认为，长期以来，由于国际人口的频

繁迁移与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通，世界早已联

结成“地球村”，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

公共卫生事件将引发公众对于这种高度联结世

界的重新思考。为抗击疫情，世界各国纷纷采

取限制入出境等“封国”“封城”措施，在短

期内极大限制了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国际人口迁移规模将明显收缩。

“反移民”思潮在部分国家进一步强化

疫情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本土产业链安

全再次回到经济发展的视域范围内，并受到各

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保护主义”抬头，逆全

球化趋势似乎正在加速显现。而在此之前，世

界各国为了抗疫，纷纷调整出入境与移民政策

，移民问题成为一些西方国家政党转移疫情造

成的社会矛盾的重要话题，“反移民”思潮进

一步强化。在社会情绪因疫情和停工停产冲击

而显著波动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民众易于将

这种指责投射到当地的亚裔移民。

国际智力流动或开启新模式

报告分析称，受疫情影响，国际智力流

动或开启新模式。尽管疫情期间人才难以在

实体空间内进行国际迁移，但虚拟空间内的

国际智力流动频率已大幅提升，如部分国际

知名高校对外国留学生实施远程授课，许多

国际科技、人才交流活动从线下转为线上开

展，客观上为虚拟空间内的国际智力流动提

供了新机会。

中国去年输出国际移民超千万
主要去往这三个国家

今天乃農歷年十九，雖已過正月十五
，但本人 仍以 「為食書生」專欄向休市市
民及老友記金冠酒家開年撰寫文章，正是
「有心不怕遲，十月仍是拜年時」；因此

先揮彩筆，寫下賀年詩句乙首，向大衆道
個好時年。

虎虎生威兆太平，山君蒞任送牛兄。

驚天一嘯瘟神絕，震嶽連番疫患清。

滅疾佳音澄廣宇，彌珍美景樂寰瀛。

春風又綠繁花艷，月朗雲開百業興。

喜迎新歲，喜接虎神。作為美國第四
大都會的首席酒樓的金冠酒家，每年遇上
中國農歷新年，一定安排有 “舞獅表演”
，與客同樂，增加過年氣氛。今年金冠酒
家一如既往，舉辦傳統醒獅獻瑞活動，與
休市巿民及遊客共慶新歲。期望新一年迎
接更多遊客到訪，為推動休市成為德州就
業旅遊中心貢獻力量。並祝願休市市民壬
寅年幸福安康，百業興旺，經濟復甦後再
度騰飛。

去年新冠疫情雖然困擾生意不少，但

是金冠酒家在老細馮先生伉儷及William 經
理、頭廚佳哥的領導下、在酒家內外員工
的積極配合下，業務穩紮穩打，共渡時間
。到了牛去虎來之際，特意選定 2 月 5 號
（年初五）6 號 （年初六）之週六、週日
兩天；請來休市馳名的翔凰及潮州體育館
，舞動 8 隻色彩繽紛的醒獅，打鼓敲鑼，
由車如流水馬如龍的百利大道，進入全樓
客滿的金冠酒樓，為食客及員工，祝福添
銀。

當天中午時份，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金冠酒樓對開的馬路上，未及十一時金
冠酒家開門前夕，一大早己見有食客一家
大小、扶老攜幼，站在門前，等待店門打
開時，便有秩序地魚貫入內，揀個好 位坐
下，來壼香茗、點上心愛的點心、腸粉、
焗包、煎炸食包卷，等待醒獅團隊的到來
。而笑容滿面的企堂先生小姐，遊走大堂
四方八面，紛紛為客人送上香茶餐牌食品
，服務週到。

不消一刻鐘，金冠大酒樓內已是高朋
滿座，客似雲來，茶客之間，相熟者固然
打躬作揖，恭賀聲聲。即使是素不相識，
當天也是笑容相對、招手為禮，好一派過
年渡節的好景像。

良辰吉日午間，醒獅隊在震天價響的

歡樂聲中、一陣又一陣的擊掌聲中，雄紏
紏、氣昂昂地躍進金冠酒樓大廳中來。只
見雄獅時而搔首弄姿、時而上下飛躍。有
時急步前進、有時屹立仰天。整個酒樓的
每一時地方，都是雄獅為金冠賀歲、成為
大聽食客的頂禮膜拜的場所。

稍後雄獅沿着大堂搭建的梯階，拾級
而上，表演採青功架。此一刻，正是當天
演出的高潮。不少食客暫停呼吸交談，金
晴火眼地看着雄獅，一步一腳印，橫刀立
馬，搶下紅包彩葉，贏得全場春雷般的掌
聲、歡呼聲。

二十多米長的金龍勇猛有力，伴隨金
龍的小獅活潑好動，寓意金冠酒家在虎年
充滿朝氣生機，生意發展更上層樓。大堂
之內有不少男女老幼食客，爭相觸摸金龍
龍頭，寓意吉祥，祈求新一年事事順利。

其後金龍獅隊步出金冠酒樓，在正門
大片前地的一大塊停車坊，再度橫刀耀馬
，耀武揚威，斯時停車塲上也是人頭湧湧
，場面墟冚。十二生肖今年以金虎為主角
，象徵財富與福氣，甚得遊人歡心，紛紛
跟金獅合影打卡，獅隊武術成員，一於作
「黃大仙」有求必應,來者不拒。斯時虎氣

沖天。送舊迎新，現場顯現一片喜洋洋，
送舊迎新的歡樂氣氛達至頂點。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龍獅賀歲在金冠龍獅賀歲在金冠 楊楚楓楊楚楓



CC1010臺灣影視
星期六       2022年2月19日       Saturday, February 19, 2022

2022 第 13 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TIDF）將於5月6日至15日在台北舉行

，眾所矚目的三大競賽「亞洲視野競賽」

、「國際競賽」及「台灣競賽」今（15）

日公布入圍名單，入圍的台灣導演齊聚一

堂，由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藍

祖蔚逐一頒發入圍證書，氣氛熱烈歡欣。

藍祖蔚感謝所有紀錄片工作者踴躍投件，

讓大家一起分享創作的榮耀，也期待影像

創作者未來能夠將作品帶到國家影視聽中

心的新場館，以國際規格的影廳來播放大

家的心血結晶！國家影視聽中心執行長王

君琦也強調TIDF的核心精神是透過全新的

觀點和角度，帶領觀眾重新思考紀錄片，

請觀眾拭目以待今年的影展，更邀請創作

者多加利用影視聽中心的資源，讓自己的

作品被更多人看見。

今年台灣作品表現不俗，導演黃信堯

新作《北將七》雙料入圍亞洲視野競賽和

台灣競賽，將於TIDF世界首映，去年入圍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李永超《二○二○年

的一場雨》，一口氣入圍國際競賽和台灣

競賽。策展人林木材指出：「TIDF作為國

際之窗，希望觀眾透過作品看見這兩年世

界發生的事情。今年競賽單元的入圍作品

來自全球，乘載了各種議題，以及紀錄片

基進的電影美學，非常感謝每一位創作者

對於TIDF的重視與信任。」

TIDF自去年底（2021）結束徵件，共

徵得1,896件來自125個國家與地區的作品

，成果豐碩，歷經兩個月的初選，並由評

審委員決定國際作品適合的競賽類別，三

項競賽各15部入圍名單終於在記者會上揭

曉。台灣競賽初選委員毛致新表示，今年

入圍作品的共通性則是更在意人與環境的

關係，製作技術上亦有明顯的提升，很高

興看到導演能以當代的觀點和語彙來表達

主題；亞洲視野與國際競賽初選委員郭敏

容則說，今年參賽作品涉及歷史、宗教、

民主、認同等多元議題，且透過敘事的安

排呈現出說故事的人背後的情感，雖然一

部紀錄片無法改變世界，但可以做為對話

、溝通、理解與思考的開始。

為鼓勵國內紀錄片工作者持續創作、

對接國際市場，國家影視聽中心與文化內

容策進院首度合作，文策院將透過「內容

開發專案計畫」與「國際合作投資專案計

畫」支持入圍本屆TIDF三大競賽之台灣創

作者。未來提出具台灣元素的紀錄長片或

紀錄片系列企劃，就有機會獲得最高200

萬元的開發經費；製作過程中提出國際合

資或合製企畫，更有機會得到最高美金30

萬元的投資。文策院後續會與TIDF合作，

培養紀錄片創作者的企劃、提案訓練能力

，對接國際影展紀錄片的創投市場。而文

策院的年度「TCCF創意內容大會」紀錄

片專場，也將邀請創作者對接國內外的投

資者進行提案。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院

長李明哲今日特別來到記者會致意，向現

場的入圍者們分享這項好消息。

亞洲視野競賽今年網羅來自台灣、香

港、日本、南韓、印度、越南、黎巴嫩、

柬埔寨、泰國等地的精采作品，題材多元

，映照豐富的亞洲圖像，更彰顯出普世的

人文關懷。亞洲首映的《憂鬱之島》是導

演陳梓桓以香港抗爭為主題的作品，探索

抗爭經歷對抗爭者造成的影響，並藉此回

望港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印度作品

《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遊走於私

人書信、回憶與想像，並剪裁了新聞畫面

和閉路監控片段，從年輕人的浪漫出發，

剖開印度社會對於自由的打壓；《How

to Improve the World》是越南導演阮純詩

的新作，運用獨特的影像風格和聲音設計

，探討聽覺和視覺對於人類處理記憶上的

差異。此外還選入直視朝鮮戰爭歷史創傷

的《206: Unearthed》，聚焦敘利亞南方巴

勒斯坦人難民營處境的《Little Palestine,

Diary of a Siege》、反思越南山村搶婚習

俗的《Children of the Mist》。

《Tokyo Kurds》追隨定居東京郊區的

庫德族難民日常，陳述青年們的無助，且

批判日本政府的漠視；《Odoriko》則以蹲

點長拍關注日本逐漸沒落的脫衣舞產業；

《Side by Side》記錄赤柬時期被黨強迫配

對結婚的夫妻在政黨垮台後的生活現況。

另有兩部作品《Pink Mao》、《Transpar-

ent, I am.》探索領袖，以不到30分鐘的片

長脫穎而出，展現了有別傳統紀錄片的敘

事力道。

國際競賽入圍作品橫跨歐洲、美洲、

非洲、亞洲，創作者藉由影像觀照外部與

內在的現實，在敘事觀點和美學形式上拓

展紀錄片的疆界。《Danse Macabre》運用

各種檔案影像、空拍、虛構、新聞資料等

素材，甚至是帶有惡趣味的觀光影片風格

，以極具批判力道的影音，反覆追問並哀

悼當代泰國的政治處境。《A Thousand

Fires》深入印尼的村落，以優美卻憂傷的

影像，記錄全世界最古老也最小型的煉油

產業勞動現況和居民生活處境；《Eat

Your Catfish》從漸凍母親的視角出發，在

930小時的影像素材中萃取出一個瀕臨崩

潰邊緣的家庭樣貌；《Crotch Stories》則

運用定格影像和手繪動畫的形式，娓娓道

出女性身體與分娩細語；智利作品《The

Other One》透過對於文學經典《白鯨記》

的解讀與想像，記錄獨居於海邊的老人的

自我對話，突顯其追求極致自由的個人意

志。

本屆透過紀錄片反思個人歷史與大歷

史的作品格外亮眼，《Weiyena - The

Long March Home》從導演的家族追尋之

旅，切入近代中國被遺忘的歷史與傷痛與

新中國的理想與失落。《In Flow of

Words》跟隨海牙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

事法庭上，藉由口譯員一字一句聽似冰冷

的證詞，帶領觀眾潛入雪布尼查大屠殺的

傷痛。《Landscapes of Resistance》聚焦一

位南斯拉夫最早的女游擊隊員，揭開這位

97歲反法西斯戰士的革命歷史和生命風景

。

台灣競賽共有198部作品參賽，最終

入選的15部題材豐富、形式各異，展現台

灣導演豐沛的創作能量。其中，將於TIDF

世界首映的作品包含《北將七》、《島．

國》、《布洛卡區》與《金門留念》。

《北將七》為黃信堯集結十二年影像紀錄

的長篇鉅作，蒐集他在臺南縣北門、將軍

、七股定居後，所見的在地采風與生活點

滴；蘇明彥以貼近鏡頭旁觀情趣矽膠娃娃

旅館，帶出《布洛卡區》魔幻奇異的故事

；江偉華的《島．國》跟拍一位太陽花學

運核心成員，追蹤其決心移居馬祖，投身

地方政治工作的生命轉折；洪淳修的《金

門留念》耗時七年拍攝三位金門居民，輻

射出兩岸一甲子歷史變遷。

本屆有許多導演不約而同以獨特手法

回望不義歷史，許哲瑜的《事件現場製造

》採訪江南案槍手吳敦，與刑案鑑識掃描

團隊合作，以重演、3D動畫等手法翻演謀

殺現場；廖克發以《野番茄》凝望高雄二

戰台籍日本兵、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遺族、

雄中自衛隊成員及軍事遺址 ，自日常影

像中透析傷痕記憶。洪瑋伶的《K的房間

——關於世界的創造與毀滅》提取白色恐

怖受難者柯旗化其作《新英文法》之文法

例句，試圖拼貼其於戒嚴時期因左傾思想

入獄時的精神世界。

入圍名單中，亦不乏關注當今重要社

會議題的作品。《庭中有奇樹》是曾威量

在城中城大火前留下的珍貴紀錄，照見大

樓居民飽含韌性的生活質地；曾文珍費時

八年攝製《逃跑的人》，深入跟拍逃逸移

工，揭露他們之所以選擇逃跑的艱難困境

；施佑倫以《彼岸》詳細探討纏訟19年的

后豐大橋冤案，並記錄兩個因命案受牽連

的家庭，十多年來的苦痛與堅韌。李永超

的《二○二○年的一場雨》以七年紀錄影

像映照家族今昔，日常切片堆疊出疫情下

緬甸的膠著現況。

部分導演選擇聚焦人物，帶出角色獨

特生活樣態。許哲嘉透過《捕鰻的人》貼

身觀察捕鰻人社群，捕捉高風險職業的諸

多挑戰，與人們身處其中所展露的真摯情

誼；葉家辰的《未泯》則專注拍攝二度入

獄時奪得林榮三文學獎的作家羅義皇，以

極為親暱的角度直視其生命中脆弱與迷茫

；李永超的《惡人之煞》講述被抓去當兵

的主角如何從一位懵懂青年，長成把殺戳

當兒戲談笑的惡人；黃胤毓的《綠色牢籠

》則取材沖繩邊陲西表島，探詢深埋礦坑

的台灣故事，揭開90逾歲橋間阿嬤身扛的

沈重歷史記憶。

第13屆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由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主辦。本屆初選

小組委員包括台灣電影與藝術圈重要影人

、學者、影展代表等，台灣競賽初選委員

3名，包括毛致新、奚浩、章夢奇；亞洲

視野與國際競賽初選委員共16名，有陳佳

琦、史惟筑、張世倫、謝以萱、陳慧穎、

林欣怡、何阿嵐、許芳慈、林鍵均、黃柏

喬、謝璇、林明玉、孫松榮、郭敏容，還

包括影展代表林木材、陳婉伶，評選重點

聚焦於紀錄片美學上的嘗試創新，以及在

議題觀點上的深度聚焦及獨特視野。

第13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將於5月

6日至5月15日在光點華山電影館、國家

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臺灣當代文化實驗

場C-LAB等地盛大舉行，蒐羅國內外近

150部精采紀錄片，期待以多元豐富的內

容，拓寬觀眾對紀錄片的想像，詳情請密

切關注TIDF官方網站、Facebook專頁及In-

stagram。

第13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
競賽入圍名單揭曉

問鼎台灣影史最恐怖電影《咒》未演

先轟動，日前釋出佛母版海報和三支短預

告挑戰大家內心最深恐懼，其中一支阿姨

生吞滾燙玻璃的15秒影片更在網路上被廣

為流傳，發布至今已多達上千次分享，更

嚇噴數十萬名網友，紛紛留言表示：「這

預告是神作吧」、「好扯的預告」、「這

真的很猛，還以為是真的！」誇張的是，

繼先前《咒》的前導預告被無預警下架後

，這支「吞火篇」預告又慘遭檢舉下架，

在 Instagram和 Tik Tok平台累積破萬的點閱

率皆憑空消失。

不論海報或影音宣傳都驚嚇滿點的電影

《咒》，日前再釋出三支15秒短預告「遊行

篇」、「吞火篇」以及「詛咒篇」，從場景

儀式、動作行為及生理反應中，皆營造一種

邪門、毛骨悚然的氛圍，勾起觀眾好奇心。

其中「吞火篇」預告中，一名阿姨站在玻璃

工廠，詭異盯著滾燙的玻璃後，竟張大嘴吞

了下去，真實程度嚇壞網友：「一開始以為

是真的，原來是電影，好可怕！」，也有人

沒做好心理準備便點開影片：「以為是玻璃

工藝影片，看到最後驚呆」、「後勁好強」

，也網友則是幽默地說：「沒看粉專名稱跟

開聲音以為是在吃麥芽糖」、「人家在做玻

璃，竟然有人在後面偷吃麥芽糖。」電影

《咒》從前導預告就震撼各界，這次釋出的

預告再次掀起熱議，無奈的是影片又遭檢舉

、在 Instagram和 Tik Tok平台被迫下架，卻

沒澆熄網友的期待感：「連預告都這麼恐怖

了，我覺得完整版應該沒喘息空間。」

問鼎台灣影史最恐怖電影《咒》將於

3月 18 日上映，本片由柯孟融導演執導，

演員蔡亘晏 、 高英軒、林敬倫、阿Q、

黃歆庭聯合驚嚇演出。劇情描述若男和朋

友組成影像團隊，六年前闖入邪教儀式中

的禁地，觸怒了沈睡的邪靈，所有人接二

連三離奇死於非命。《咒》使用大量互動

橋段，讓觀眾身歷其境，跟著主角若男重

回禁地找出詛咒的秘密。

阿姨吞火嚇爆網友 《咒》影音太邪門慘遭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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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山西五台山曾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

眉山曾是普贤菩萨的道场，浙江普陀山曾是观音菩

萨的道场，安徽九华山曾是地藏菩萨的道场，故称

之为 “佛教四大名山”，明代起就有”金五台、

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之说。

五台山，《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诸菩萨住

处品》载：“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

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

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

法”。《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中说：“尔

时，世尊复告金刚密迹主言，我灭度后，于南赡部

洲(大地)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名

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

法。而五台山天然的五座山峰鼎立与佛经应和，而

且奇峰林立，山水相映是清修不二之选。

五台山风景名胜区位于忻州地区东北部，由忻

州、定襄、五台、繁峙、代县、原平六县市组成，

是一个以五台山佛教寺庙群革命纪念建筑物、温泉

保健、民俗旅游为主的旅游区。旅游区内可供旅游

参观的名山胜水、名人故居、寺庙、古人类和文化

遗址以及革命纪念地等共七十多处。五台山历史悠

久，是中国佛教著名的 活动场所，位列“四大名

山”之首。五台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稀世宝库，文

物荟萃，珍品云集。全山现有各种寺庙50余座，定

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的有4座，定为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的有20余座。我国保存下来的木结构建筑，

最早的是 唐代遗物，全国仅有两座，皆在五台山

。五台山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之一。 层峦叠嶂，出岳交错，形如虎踞势若龙蟠

。奇峰怪石，峭崖秀洞，滴水涓流，随处皆是。而

洞旁树盛，泉边花浓，满山遍野 岭，都是葱绿，

俨然一座高山公园。全山植物品种多达六百余种

， 其中优质牧草近四百种，有观赏价值的开花植

物达二百多种。

峨眉山，据记载，东汉时期的隐士蒲公一次入

山采药，见一只野鹿，“追之绝顶而无踪”，忽见

奇光。蒲公疑惑不解，特向当时西来华的天竺僧人

宝掌请教，宝掌告诉他说：“此是普贤瑞相，于末

法中守护如来，现相于此，化利一切众生。”恰巧

，峨眉这一奇观与《华严经》所记普贤菩萨住地十

分相似和吻合。《格萨尔王传》中说：峨

眉山像一头步履矫健的白色神象，这和普

贤菩萨骑象登山创建道场的记载极其吻合

。佛经中记载普贤菩萨骑六牙白象。天上

的事物与人间是对应的，天上有普贤菩萨

骑六牙白象，人间有普贤菩萨住地峨眉山

似白色神象。

峨眉山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位于四川盆地西南峨眉山

市西南7公里。因山势逶迤，“如螓首峨

眉，细而长，美而艳”而得名。山上动植

物种类繁多，计有动物2000余种，植物

3000余种，且多珍稀种类，动物中如枯叶

蝶、凤蝶、弹琴蛙、树蛙、大蚯蚓等为峨

眉山所特有。植物中有第三纪子遗植物珙桐、银杏

、洪椿、桫椤等，是全省动、植物种类最多的地区

。 峨眉山是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以其雄、秀、

奇、幻著称于世，素有“峨眉天下秀”之誉。1997

年2月，峨眉山被联合国教科方组织列为《世界自

然与文化遗产目录》。

普陀山，出自佛教《华严经》等六十八卷，全

称为:"补坦洛迦"、"普陀洛迦"，是梵语的译音，意

为"美丽的小白花"，而在普陀山中就有野生的小百

花。而且佛教经典认为观世音菩萨是居住在南方海

上叫做“普陀洛珈山”的岛上，《华严经》第六十

八卷上说：“...于此南方有山，名普陀洛珈山，彼

有菩萨观自在（观世音）。”这为普陀山成为观世

音道场提供了最权威的依据。

普陀山是著名的海岛风景旅游胜地。有如此美

丽，又有如此众多文物古迹的小岛，在我国可以说

是绝无仅有。普陀山位于浙江省杭州湾以东约100

海里，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全岛面积12平方

公里，呈狭长形，南北最长处为8.6里，东西最宽

外3.5公里。最高处佛顶山，海拔约300米。 普陀

山既以海天壮阔取胜，又以山林深邃见长。登山揽

胜，眺望碧海，一座座海岛浮在海面上，点点白帆

行驶其间，景色极为动人。前人对普陀山作了这样

高的评价：“以山而兼湖之胜，则推西湖；以山而

兼海之胜，当推普陀。”

九华山以“香火甲天下”、“东南第一山”

、“莲花佛国”的三大桂冠而闻名于海内外。古

称陵阳山、九子山，因有九峰形似莲花，唐天宝

年间(742?756)改名九华山。九华山俗称莲花佛国，

是大愿地藏王菩萨的道场，是世界地藏信仰者的

精神圣地。

九华山，因集云海、竹海、梯田、林海、群峰

、云雾 、溪流、瀑布、怪石、古洞、苍松、山光

水色日出、雾松、佛光于一体，美不胜收，又有

“秀甲江南”之美誉。千姿百态的群峰，宛如莲花

，素称“莲花佛国”。这里不仅有声名远扬的"天

然睡佛"降落天地间，还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凤凰

古松”、“九子泉声”等玄妙的天然奇景。九华山

是一副佛化自然的山水生态景观杰作；九华山是一

座鲜活:、灵动、佛性的国家博览园。

中华大地的“四大佛山”
在中国大地上，有一串璀璨夺目的项链———“金色世界”五台山、“银色世界”峨眉山、“琉璃世

界”普陀山、“莲花世界”九华山，佛教四大名山，那里有看不尽的自然风光，享不尽的佛教文化，解不

开的神奇惊叹，观不完的民俗风情，抹不去的回味思念…… 在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梦幻般神奇的旅游线

路，它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朝圣之旅、圆满之旅，山西五台山曾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曾是普

贤菩萨的道场，浙江普陀山曾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安徽九华山曾是地藏菩萨的道场。这四大名山融观光游

览、佛教建筑参观、休闲度假为一体。丰富的旅游资源、厚重的佛教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舒适的旅游

环境、极富个性的世界级旅游景区，正是四大名山的魅力所在，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充

满诱惑的朝圣目的地，是海内外游客一生不可不去的无悔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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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
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
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
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腹腔
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
，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
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
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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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車禍
之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
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也
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醫生，但看了
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
曬網。這些對於車禍賠償都是不利的，
對自己身體更是有害。對於沒有傷筋動
骨的小車禍，2--3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
療之後，大多數人都會感覺好了；對於
大小手術治療後的傷員，1--2年之後，
也會慢慢好轉，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

都會忘記車禍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
遺憾的是，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
，大多數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
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
、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
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
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腦震蕩是比較
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受傷是很難查
出來的，CT、超聲波都不行，最多是核
磁共振（NMR）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
（醫學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但如果自
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的部位，便可
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行
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組織恢復治療
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10年20年之後
才想起來，那就晚了。建議您去找李醫
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會幫您設計
治療方案，保險公司支付您全部的費用
，經過精心治療之後，您不會有任何後
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
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發生退行

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出
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坐骨神經痛
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常常感覺下
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
、感覺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
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
，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
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
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
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
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
，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
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
療，運用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
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
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
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
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
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
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
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
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

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
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
疼痛馬上減輕80%。李醫生專精車禍後
的複健，車禍後PI與 PIP都收。請打電
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 所 地 址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周六上午
。

髕骨外側壓縮綜合癥髕骨外側壓縮綜合癥？？
李醫生引進最新設備治療下肢疼痛李醫生引進最新設備治療下肢疼痛！！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本報記者黃梅子）步入中年，不
少人會發現膝關節靈活不比從前，患有
膝關節炎（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的
風險也隨著年紀大了而提高。膝關節炎
由軟骨及其周圍細胞耗損而引發，屬於
相當常見的人體老化疾病之一。膝關節
炎病發是由關節細胞耗損程度和修復程

度失去平衡而導致，癥狀包括關節疼痛
、僵硬和功能減弱。情況嚴重時，還需
要手術治療。

還有一部分患者下肢疼痛是Lateral
Patellar Compression Syndrome 髕骨外
側壓縮綜合癥。另有些患者是因為頸椎
腰椎或坐骨神經引起的下肢疼痛。還有
些患者是車禍後遺癥，有些人在車禍過
去幾年以後才感覺到身體各種疼痛。

總之，不管您是哪種原因引起的下
肢疼，都要引起重視，積極做康復治療
，不管是膝關節炎還是車禍後遺癥，康
復治療總是比動手術更保險。康復治療
一定要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否則有可
能使得病情惡化。Texas Spinal Care的
李醫生引進最新的多功能下肢牽引治療
儀，幫您減輕疼痛，快速恢復健康！，
其組成包括固定裝置，放松裝置，牽張
裝置，能刺激雙腿內側肌群及穴位，可
通經活絡，緩解肌肉攣縮，激活運動神
經元，恢復下肢運動功能。李醫生還有
儀器測試足底，電腦掃描足部定做康復

鞋墊，能很大程度地緩解下肢疼痛以及
行走困難。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膝關節炎的病因
，常居潮濕、寒冷環境的人多有癥狀，
與溫度低，引起血運障礙有關。第二是
體重因素，肥胖和粗壯體型的人中發病
率較高。第三是年齡因素，從中年到老
年，隨年齡增長，常發生關節軟骨退行
性變，關節多年積累性勞損是重要因素
。第四，營養不良也有可能致病，關節
軟骨內沒有血管，其營養依靠從關節液
中吸取。軟骨的修復是靠外層的軟骨細
胞分裂繁殖和軟骨細胞分泌基質來完成
的，由於營養和氧供應不足，影響到軟
骨細胞的增殖時，就會導致軟骨基質減
少，軟骨新生不足而變軟弱，極易在負
重部位發生磨損。

髕股關節綜合征占到了所有運動相
關的膝關節問題的25-40%，在膝關節
功能障礙與運動損傷中十分常見。髖股
疼痛綜合征風險最大的人群是跑步者，
騎自行車者，籃球運動員以及相關跑跳

較多的愛好者到運動員，當然主要還是
動作模式問題與過度不正確使用所引起
，病癥發作可能是由於慢性損傷或者單
次急性損傷直接引起，癥狀包括膝關節
彌漫性疼痛和局部髕下疼痛。髕骨周圍
和下方、膝蓋前部、膝蓋骨的內側邊緣
經常有壓痛，髕骨周圍後方發生持續的
鈍疼疼痛，運動後有時會出現腫脹。在
上下山坡、上下樓梯、久坐起身時，髕
股關節位置疼痛往往更嚴重。膝蓋彎曲
時可能伴隨發出哢哢聲 「關節噪音 」 ，
髕股關節綜合癥往往伴隨著大腿肌肉
「股四頭肌」 的肌張力異常，髕骨周圍

的圓圈性疼痛範圍，久坐後癥狀加劇，
無力疼痛伴有膝關節屈曲減少。

髕骨與股骨組成髕股關節，髕骨關
節和我們的脛股關節共組成了我們身體
上著名的——膝關節，而我們的髕股關
節形成在髕骨和股骨遠端之間，可謂是
在夾縫中成長。治療中最重要的第一步
是避免使問題惡化的活動，並且及時休
息，光嚷嚷“疼”而不去治療的人是打

算坐輪椅過下半生？
我們的髕骨本身沒有血液和淋巴液供應
，所以一旦損傷恢復會非常的緩慢，停
止進一步的損害是十分必要的。
李醫生治療下肢疼痛，先用電腦掃描儀
掃描足部，幫您定製復健矯正鞋墊，能
極大地緩解走路時的疼痛，然後再用下
肢牽引治療儀來復健治療，配合使用醫
用去痛風濕乳液和營養素，是目前治療
下肢疼痛的最佳治療組合。

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PI與 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
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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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至五全天，周六上午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上周六舉行第一季會員慶生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上周六舉行第一季會員慶生會

近二百位近二百位 「「老協老協」」 成員及貴賓們參加今年第一季度會成員及貴賓們參加今年第一季度會
員慶生會暨慶祝農曆新年員慶生會暨慶祝農曆新年。。

當天出席的貴賓在會上合影當天出席的貴賓在會上合影（（左起左起））專題講專題講
座主講人曹沈迦寶女士座主講人曹沈迦寶女士、、僑聯總會美南地區僑聯總會美南地區
主任李迎霞主任李迎霞、、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老協老協
」」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僑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僑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

趙婉兒會長說明趙婉兒會長說明 「「老協老協」」 現在每天的現在每天的
活動都已恢復活動都已恢復，，包括每月一次的包括每月一次的 「「一一

日遊日遊」」 活動活動。。

「「老協老協」」 趙婉兒會長趙婉兒會長（（中立者中立者））在在
大會上致詞大會上致詞。。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向大家拜年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向大家拜年，，希希
望人人平安度過疫情望人人平安度過疫情，，健康快樂健康快樂。。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第一季度的壽星出列第一季度的壽星出列，，接受禮物並合影留念接受禮物並合影留念。。

哈里斯縣第四區區長候選人周浩恩哈里斯縣第四區區長候選人周浩恩
（（Ben Chou )Ben Chou )前來拜訪大家前來拜訪大家，，談參選的談參選的
動機動機，，及及22月月1414日至日至2525日的提前投票日的提前投票
。。有專車載運有專車載運 「「老協老協」」 的成員投票的成員投票。。

「「老協老協」」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左二左二））及貴賓僑教中心陳奕芳及貴賓僑教中心陳奕芳
主任主任（（右一右一）、）、黃依莉副主任黃依莉副主任（（左一左一））頒發獎狀給當頒發獎狀給當

天專題演講主講人曹沈迦寶女士天專題演講主講人曹沈迦寶女士（（右二右二））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左左 ））介介
紹當天專題講座紹當天專題講座 「「美國養老面臨的挑戰美國養老面臨的挑戰」」 主主

講人曹沈迦寶女士講人曹沈迦寶女士（（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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