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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

群智貸款
專精各種貸款
連續 8 年榮獲五星專業獎
評為德州前十大最優貸款公司
Michelle Young 通 國 ﹑英 ﹑粵 語
電 話 : 713
713-364
364-7788 ﹑832
832-498
498-7566
TopOneMortgage.com
地 址 : 7001 Corporate Dr., #100
#100A,
A, Houston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精選歐洲及本土遊★★

3/12-3/13/22 悠遊兩天鬱金香之旅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阿拉斯加、夏威夷陽光充沛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歐洲多重精品線路

令您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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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fnb.com

隨時隨地
掌握您的帳戶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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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愛淩創造曆史贏得冬奧會第二枚金牌
她的公民身份之爭蒙上陰影

【美南新聞泉深】北京時間 2 月 18 日週五，代表中國的自
由滑雪名將谷愛淩贏得了她在北京冬奧會上的第二枚金牌，成
為第一位在單屆奧運會上獲得三枚獎牌的自由式滑雪運動員。
這位 18 歲的超級巨星在張家口雲頂滑雪公園的半管滑雪決
賽中登上領獎台。她在上週的大型空中滑雪賽事中獲得了金牌
，在周二的斜坡式滑雪中獲得了銀牌。
谷愛淩說半管滑雪是她最強的項目，從一開始就占主導地
位。
一次又一次，她在半管壁上加速，向天空躍起，優雅地旋
轉和扭動著陸，看台上傳來谷迷的歡呼聲。
已經穩居領先地位的谷愛淩在第二輪比賽中以 95.25 的令
人印象深刻的成績超越了自己。當她開始第三輪的比賽時，她
已經確定了金牌地位。
谷愛淩在賽後告訴記者：“我這輩子從來沒有連續贏得金牌，所以我覺得，你知道嗎，奧運
會的最後一場比賽，感覺我終於配得上它了，我真的很高興。”
她說：“這是我一生中經曆過的最強烈的高潮和低谷，已經連續兩週了。它永遠改變了我的
生活。”
直到最近，這位美國出生，在美國培訓，又為中國人所熟知的自由式滑雪運動員谷愛淩，是
越來越多的跨越兩國之間的華裔美國人之一。許多人在兩種文化和體系之間自在地工作，為他們
的傳統和成長感到自豪。
谷愛淩今年 18 歲，出生於舊金山，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中國人。她是中國餃子的忠實粉絲
。每年夏天，她都會飛回北京參加數學補習班。她曾經說過：“當我在中國時，我是中國人，當
我去美國時，我是美國人。”
但隨著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情緒開始轉變，谷愛淩也被夾在太平洋兩岸的民族主義、身份認
同和忠誠之間。雖然她在中國獲得了三枚奧運獎牌的稱贊，但福克斯新聞的一位分析師譴責她
“忘恩負義”，稱她的“逆向移民”是“可恥的”。
2019 年，谷愛淩將她的體育忠誠從美國轉向中國。她當時說：“在 2022 年北京冬奧會期間
，有機會幫助激勵我媽媽出生的國家的數百萬年輕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幫助推廣
我熱愛的這項運動。”
自今年年初以來，有關她的公民身份的問題一再提出。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根據奧林匹克
憲章第 41 條規定，谷愛淩必須是中國公民才能代表中國參賽。毫無疑問，她獲得了中國的國籍。
筆者專門閱讀了美國聯邦法 8 USC 1481，即 “美國聯邦移民法不允許美國公民加入別國後還保
留美國國籍，美國公民加入別國國籍後自動失去美國國籍”。如果是這種情況，她將無法同時保
留美國國籍。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高 血 壓

急 症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體檢特價：體檢+化驗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Tel:(832)433-7159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D03FA_JY顧瑛567B_8

最近幾個月，隨著北京加倍宣傳她的中國身份，要求其廣播公司
審查活躍在中國大陸的名人的公民身份，這一舉動導致一些知名演員
放棄了他們的非中國國籍。
谷愛淩總是在公開場合迴避有關她公民身份的問題。在回答記者
關於她的批評者的問題時，她傲慢地回答說：“我是一個 18 歲的人，
在這裏過著我最好的生活。我不會浪費時間去安撫那些沒有受過教育
的人，也不會每天都體驗到我所擁有的感激和愛。”
她的回答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贏得了陣陣掌聲。民族主義者稱贊谷
愛淩能流利地說兩種語言，並如此優雅地展示了她傑出的智慧。中國
官方的《中國日報》稱，她對批評者的回應應給予“滿分”。
在中國，谷愛淩是民族自豪感的象徵，是近十幾個品牌和產品的
代言人。從中國移動和中國銀行到美國品牌維多利亞的秘密，她在龐大的消費市場上有著雄心壯
志。她也是社交媒體平台微博上經常討論的名字，中國的崇拜者稱她為“冰雪女神”。
盡管她在中國受到了熱烈的追捧，也走在了一條很好的道路上，但她現在所代表的國家仍然
不確定。上週，最近退休的頗具影響力的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警告中國媒體
要淡化對谷愛淩的贊美，因為目前尚不清楚她長大後想與哪個國家交往。
胡寫道：“中國的國家榮譽和信譽不應該因為谷愛淩的情況而受到威脅。” 並補充說，盡管
她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又是美國人，但現實可能不會像她想像的那樣“中美雙邊關系持續惡化”
。
華盛頓伍德羅威爾遜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re）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長羅伯特戴利
（Robert Daly）說，胡的警告代表了中美兩國越來越多的一種想法，即具有雙重身份的人越來越
普遍感到被迫站在一邊。
戴利說：“多年來，大量華裔美國人可以在兩國之間自由來回流動，雙方都受益，也受益於
雙方而沒有任何後果，但現在他們腳下的地面已經發生了變化。”
戴利說，當雙邊關系的框架由“接觸”主導時，谷愛淩的傳奇故事可能是一個簡單的故事：
一位決定移居中國並獲得奧運獎牌的美國運動員。但相反，她的公民身份問題已成為當前地緣政
治氣候下的敏感話題，而谷愛淩的沉默引起了懷疑。
他說：“本屆奧運會本應將谷愛淩這樣的華裔美國運動員的貢獻置於聚光燈下——突出他們
作為兩國橋樑的作用，但不幸的是，事實並非如此。”
中國有媒體報道稱谷愛淩在結束北京冬奧會後回到美國去斯坦福大學上學，但她是通過美國
公民身份回美國還是通過中國公民身份獲得美國的簽證後進入美國，現在還是未知數，這種事態
會怎樣發展我們會有後續報道。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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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出现一条“寻仇”毒蛇 蛇为什么会报复人类？
近日，泰国媒体报道了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
事情，在泰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当地村民都
感到不安，这是因为在村子的周围，有一条巨型
毒蛇正在游荡。
据称，这是一条长度达到了 4.5 米的巨型眼镜
王毒蛇，而它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当地村民猜测
，很可能是在寻找前几天在村子里死亡的另一条
眼镜王毒蛇。
村民们认为，蛇是很通灵性的动物，当它得
知自己的“伴侣”死掉后，就会对伤害它的人，
展开疯狂的“复仇”，那么，这条眼镜王毒蛇真
的在“寻仇”吗？它真的会伤害人类吗？
泰国南部巨型毒蛇进村，真的是在“寻仇”
？
眼镜王蛇，是一种非常凶猛，而且毒性极大
的蛇类，它们也被称作世界上最危险的蛇之一，
在我国南方很多省份都有分布，此外，在南亚和
东南亚地区，也是较为常见的毒蛇。
从生活习性来看，眼镜王蛇昼出夜伏，而且
习惯独来独往，这也意味着，这一次在泰国南部
出现的巨型眼镜王毒蛇，事实上，它也只是正常

的活动觅食而已，而且因为它们没有和伴侣结伴
而行的习惯，所以，此前被村民杀掉的眼镜王蛇
，和它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为何这条巨型眼镜王蛇会出现在这里
呢？这是因为在当地，本身就有不少的蛇类分布
，而眼镜王蛇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各种蛇类，
甚至就连蟒蛇，它们也会下手，自然，这条巨型
眼镜王蛇在村子周围的甘蔗林中活动，也就没有
什么好奇怪的了。
那么，蛇真的有灵性吗？它们真的会报复人
类吗？
在蛇类中，眼镜王蛇还是一种相对比较聪明
的动物，不过，这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总体
来看，所有的蛇类动物，都是属于智商非常低的
“低级动物”，因此，民间认为蛇具有灵性，以
及它们会报复人的说法，事实上都是无稽之谈。
那么，民间的这些说法，又是哪来的呢？说
起来，这都是因为过去人们对于蛇的了解并不多
，而且对于蛇这样的生物，心存“敬畏之心”导
致的。
拿蛇来说，有的时候，会有人在接触过蛇之后

，就会被蛇“缠上”，而且这种情况在春夏季节，
还是很常见的，在过去，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因为惹
怒了“蛇仙”从而被蛇“追杀”，事实上，从科学
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蛇在春夏季节，普遍会
进入发情期，而这个时候接触到蛇，很可能会沾染
上蛇用来吸引异性的一种特殊液体。
自然，如果身上携带着这种液体，那么，周围
的蛇闻到之后，自然也就会“蜂拥而至”了，在过
去，甚至有很多经验丰富的捕蛇人，还会专门在自
己的身上，来涂抹这种液体，从而吸引蛇前来抓捕
，当然，现如今这种行为都是非法的，毕竟所有的
野生蛇类，在我国都是属于保护动物。
那么，如果野外不小心被毒蛇咬伤，又该怎
么办呢？
虽然毒蛇的种类有很多，不过，并不是所有
的毒蛇，都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比方说我国陆
地上毒性最强的银环蛇，它们就是虽然有剧毒，
但是却不会轻易伤人，因此，在野外遇到了毒蛇
，也要看自己遇到的是哪种毒蛇。
如果是遇到了眼镜王蛇，那么，就一定要多
加小心了，因为在我国，时有眼镜王蛇伤人的事

情发生，例如在 2020 年，我国福建的一名男子就
突然遭到了眼镜王蛇的袭击，经过了 50 多个小时
的抢救才脱险。
而且因为毒蛇主要在我国南方一带活动，而
且由于南方的气温较高，很多地方即使已经进入
冬季了，毒蛇也仍然没有冬眠，这也就导致如果
去往人迹罕至的山林之中，一定要多加谨慎了，
如果真的不慎被咬伤，也一定要沉着冷静，并且
第一时间去往正规医院，准确记住毒蛇的特征，
才可以对症下药，使用正确的血清治疗。
此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时候，被毒蛇咬伤后
，有的时候，毒牙会落在伤口内，这个时候，一
定要将毒牙拔出，然后将伤口上方的部位，仅仅
绑扎起来，这么做是可以缓解毒液扩散的，为自
己争取到更多的救援时间。
同时，因为一些蛇毒是怕高温的，所以，也
可以用火来烧一下伤口，不过这里也需要注意，
不要让皮肤伤口烧焦，否则后续的治疗也会很麻
烦。当然，最安全的办法，还是如果去往有毒蛇
出没的地方，一定要多加谨慎，而且能不去，就
不去。

爱因斯坦预言成真！距地 5200 光年处，第一个
“流浪黑洞”被发现
早在上个世纪早期的时候，爱因斯坦就曾经预
言过宇宙中“流浪黑洞”的存在，现如今，百年过
去了，人类终于发现了宇宙观测史上的第一个“流
浪黑洞”——一个距离地球 5200 光年，正在“龟速
前进”的黑洞，这也意味着，爱因斯坦的预言，再
一次成真了！
那么，什么是“流浪黑洞”呢？
流浪黑洞，是爱因斯坦在研究宇宙中空间结构的
时候，假想中的一种黑洞类型，我们都知道，黑洞本
身是不发光的，都是在它们活动的时候，才会通过检
测到黑洞周围释放出的X射线，来确认它们的存在。
而“流浪黑洞”则可以看作是黑洞中的“濒死
者”，它们基本上已经不会再释放出任何的 X 射线
，因此，理论上来说，宇宙中很可能存在着大量的
“流浪黑洞”，但是人类却无法探测到，这也为我
们研究“流浪黑洞”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那么，黑洞又是怎么开始“流浪”的呢？研究
者认为，这些“流浪黑洞”都是银河系早期的产物
，它们最早诞生于一个个矮星系之中，之后，因为
周围的气体耗尽，所以，就被踢出了原有的星系和
位置，成为了宇宙中的“孤独流浪者”。
显然，这样的没有固定位置的黑洞，对于地球

廣 告

而言，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威胁，所以
，在爱因斯坦提出了“流浪黑洞”的
猜想之后，就有不少研究者希望可以
尽快确认“流浪黑洞”的存在与否，
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看看在地球的
周围，是否也存在着这样的“隐身者”。
那么，这一次的“流浪黑洞”又是如何被确认
的呢？
这就需要从 2011 年开始说起了。在上个世纪，
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是根本无法去寻找“流浪黑
洞”的，因此，只能通过分析望远镜的观测数据，
寻找疑似“流浪黑洞”的可能性。幸运的是，在
2011 年，美国的哈勃望远镜，发现了一颗奇怪的恒
星，这颗恒星在持续 6 年的时间里，经常会没有任
何原因地突然就变得异常明亮。
于是，研究者猜测，极有可能是它的周围，存
在着一个黑洞，于是，就对它进一步进行观测分析
，而后续的观测结果也非常令人意外，因为这颗恒
星竟然也不断改变着自己的位置，这是什么概念呢
？简单来说，就好像是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牵
引着它一般。
最终，又经过了 4-5 年的研究，科学家们才确

认了这个“流浪黑洞”的存在，现如今，对于这个
“流浪黑洞”的数据了解，也变得更为全面，研究
者称，它是一个移动速度约为太阳六分之一的“龟
速黑洞”，质量大约是塌秧的 7 倍，可以看出，它
的前身是一颗恒星级的黑洞，而且很可能是宇宙中
最早的恒星之一。
那么，“流浪黑洞”有没有威胁？如果地球周
围发现“流浪黑洞”该怎么办？
这个“流浪黑洞”的移动速度，大约是每秒 45
公里，而它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则为 5200 光年。这
是什么概念呢？
正常情况下，光的移动速度，是每秒 30 万公
里，约等于这个“流浪黑洞”的 6667 倍。显然，这
个“流浪黑洞”对于地球是没有威胁的。
但是，由于研究者猜测，宇宙中有很多的“流
浪黑洞”，而且因为它们的“不可见”，这也导致
极有可能在太阳系的周围，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
“流浪黑洞”，那么，如果未来有一天，真的发现

了一个闯入太阳系的“流浪黑洞”，我们又有没有
威胁呢？
如果这个“流浪黑洞”抵达了太阳系边缘，那
么，在它的引力作用下，太阳系的天体轨道，就会
变得非常不稳定，而当它闯入太阳系，伴随着不断
朝着太阳系内部前进，太阳系的行星，也都会从外
到内，逐一被它吸引过去，一直到整个太阳系，都
和这个“流浪黑洞”形成互相绕行的局面。
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因为很快，太阳
系内的天体，就会逐渐彻底失去自由，或者被甩出
去成为“流浪天体”，或者是被惨烈地吞噬掉，而
在那之前，地球就已经迎来“世界末日”了，人类
如果无法逃离，是很难幸免的。
一直到最后，整个太阳系就只剩下太阳一颗恒
星，然后就好像上文中我们提到过的，那颗亮度突
然变化的恒星一样，在这个“流浪黑洞”的作用下
，被牵引着一路前进，最终目的地是哪里，也就不
得而知了。

美南人語

美
( 南人語）））

星期日

易求無價寶 難得有錢郎

本週週一 2 月 14 號是西方情人節，翌日 2
月 15 號，是農歷正月十五，是元宵節，即
中國情人節。我沒法在這兩天中刊登我的
文章（所以我經常在幻想，如果我像美南
日報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一樣，他是大俠，可以每天揮筆，我則位居末席
，但亦似撰文時，那就不會錯過任何日子了。）閒話少言， 「遲到勝過
不到」，在此我補祝各位情人節快樂！
講到情，不單是男女之間的愛情，還有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情，朋友之間的友情，相
識與不相識的人之間的人情。總之，情必須由心出發，不是停留在口邊、更不是假義假
情。 習俗相沿，正月十五為元宵，不知怎的，後人稱之為我國的“情人節”。依字面
解，凡感情深厚的友人，都謂之情人。南朝宋鮑照《翫月城西門廨中》詩：“回軒駐輕
蓋，留酌待情人。”不過今天經常有兩個男人在一起，也說有深厚感情的，他倆應該不
是情人，兩佬變為（基佬）。
唐代長安女子魚玄機寫有《贈鄰女》一詩。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
今日女性的擇偶箴言，應該改為“易求無價寶，難得有錢郎”。郎是否有情不重要，反正情不可
以當飯吃，錢才是最重要，錢財到手，物業在握，可以隨時“換畫”。
我無意一竹篙打一船人，世界上眞正的感情還是有的。且讀元朝管道昇的《我儂詞》贈夫婿
趙孟頫：“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
一起打破，用水調和，再捏一個你，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

楊楚楓

政
政海
海 習總 「破天荒」 向特首發公開指示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自去年 12 月以來，香港
爆發出第五波疫情。這是自
兩年前武漢首次爆發出疫情
以來，在中國各大城巿中，最為嚴重的一次，香港每天感染病者人
數，數以百計千計，以駭人聽聞的幾何級數爆發，驚動北京中南海
。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就支援香港抗擊第五
波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並委託韓正副總理向林鄭
月娥行政長官轉達，要求特區政府要切實負起主體責任，把盡快穩
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在他印象中，今次是中央
領導人首次公開向特首發出指示，而且習近平今次是以中共總書記
的名義發出，顯示事態並不尋常。大有中央向林鄭月娥問責之意，
「問嬌緣何會失守於如斯地步？」
劉兆佳表示，中央在胡錦濤年代的十八大時期，已開始研究將

2022 年
2 月 10 日
，在北京
冬奧會上，美國華裔選手陳巍（Nathan Chen）獲
得冠軍。
陳巍在本屆奧運上的精湛表演，吸足了舉世
體育迷的眼球。連獲得銅牌的日本選手宇野昌磨
（Shoma Uno）在當天新聞發布會上也表示，他
將繼續努力，練就像陳巍一樣的更高水平。他慶
幸在今次滑冰運動員身上，能夠找到了一個新的
榜樣。
陳巍在當天冬奧會比賽中，以完美動作成功
摘下男子花滑金牌。事後他在談到促成自己奪冠
的因素時，向世界各地媒體說了了三個字，那就
是“血、汗、淚”。陳巍特別提到了母親在他通
往成功道路上的無限量的付出。
在面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時
他表示，“很難用語言表達”獲勝的感受。
“很多年的努力。很多人支持我，很多……
我知道這是陳詞濫調……但這裡包含很多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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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椁。”能得生同衾，死同穴，如此的夫妻，可謂
情深義厚矣。
《左傳·桓六年》，有“齊大非耦”一語，認為婚
姻要兩家門登戶對，不敢高攀，這確是世故之談。元蘭
楚芳《四塊玉》，題曰〈風情〉，我以為這是眞情，曲
云：“我事事村，他般般醜。醜則醜村則村意相投，則
為他醜心兒真，博得我村情兒厚。似這般醜眷屬、村配
偶，只除天上有。”曲中的“村”指老套、鄉巴佬。如
斯的匹配，誠如俗語說：“你不嫌我籮疏，我不嫌你米
碎。”
情人節，甚麼鮮花、鑽戒，不送又何妨！但得兩情
相悅足矣。在這個甜蜜的時刻，我給青年戀人們送上元
人貫雲石的一曲《紅繡鞋》，題曰〈歡情〉，聊祝蜜運
成功，地久天長。曲云：
挨着靠着芸窗同坐，看着笑着月枕雙歌，聽着數着
楊楚楓
愁着怕着早四更過。四更過，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
。天哪，更閏一更兒妨甚麼！
倘若我是“天爺”，我會給他們閏一更，事實上火紅火綠的時候，一聲“夠鐘！”，不但掃
興，抑亦冇癮。

中央在香港行使權力制度化，其中一個做法，
是由中央政府向特首發出指令，這個議題在二
○一九年四中全會之後再度提出，但一直未有
啟動。今次，習近平公開向特首作出 「重要指示」，他認為是一個
「破天荒」做法，而且力度超出本來的構想。因為若根據《基本法
》規定的中央特區關係，中央若要向特首發出指令，亦應由國務院
發出，但今次是習近平透過韓正向林鄭發出，而且用的是中共總書
記的名義，是最高層次，顯示中央覺得今次香港的疫情事態嚴重，
大有問責特區政府的意味，亦是調動內地政府對香港作出支援。
劉兆佳又認為，今次公開 「重要指示」的方法，是透過香港兩
份左派機關報《文匯報》和《大公報》來進行，而不是透過中央媒
體，亦沒有讓大陸民眾知道，這亦是經過計算的做法，顯示中央今
次是向特區政府和港人發出訊息，而非內地同胞，他估計是不想引
起內地社會對香港的負面觀感。
另一位香港建制派人士指出，中央政府過往相信亦會對特區政
府私下發出指示，但像今次這樣公開，而且由習近平親自發出，就
「好唔尋常」。他認為，香港的疫情已不是香港自身的問題，既影

的血、汗、淚。”陳巍說。
之前陳巍在 2 月 8 日的比賽中，
打破花樣滑冰個人短曲項目的世
界紀錄。兩天之後，在 2 月 10 日的長曲項目的比
賽中，他同樣以超群的表現獲得成功。而日本
“花滑王子”羽生結弦在比賽中挑戰至今無人能
成功的 4 周半跳，遺憾跌倒，挑戰未能成功。
奪金後，陳巍很快將自己取得的這一成績歸
功於他的母親，並在 Instagram 帖子中發了一張自
己的童年照來感謝母親。照片中的陳巍還是個小
男孩，母親抱著他，他的手裡攥著一塊帶有紅白
藍彩帶的金色獎牌。他寫道：“感謝媽媽，沒有
我的家人，就不能取得這一切。”
在接受 CNN 採訪時，陳說母親王禾（Hetty
Wang）是“我見過的最辛苦工作的人”。他說，
母親的支持包括解決家庭的經濟挑戰，這些努力
使他的滑冰生涯中，從 「不可能」成為可能。
他回憶起當他 10 歲左右時，母親為他找到了
一種方式，讓他能夠在加州跟著一名教練訓練，
不過那時他一家人，則仍住在數百英里外的猶他
州鹽湖城。
“我們的經濟狀況還沒有那麼好，無法搬到
加州……（而且）在鹽湖城的冰上運動，明顯比

東
東翻
翻 陳巍母親教導有方
西
西看
看 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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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鄰近的廣東深圳，又影響國家的 「動態清零」國策，中央不得不
關注。一位了解中央對香港政策的高人亦指出，內地一直有意見認
為，應該適時啟動中央向特區政府發出指令的機制，今次中央最高
領導人發出 「重要指示」，本身就是一種行動指令。
雖然習近平親自作出 「重要指示」，但接近中央政府的消息人
士直言，指示中要求特區政府要 「切實負起主體責任」，換言之，
內地只是支援角色，特區政府 「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但香港抗
疫的主要角色仍在特區政府身上。香港始終是一國兩制，中央不會
像其他出現疫情的內地城巿的做法，由負責全國抗疫的政治局委員
孫春蘭或由國家衞健委派出工作小組親自到香港作出指揮。
今次習近平的指示，政界另一關注點，是香港特首選舉會否押
後舉行。雖然目前無論中央或特區政府都未有提出押後特首選舉，
但有建制中人認為，習近平指示中明言，穩控疫情是 「當前壓倒一
切的任務」，相信即使有意競逐特首的人士，在這個時候亦會以抗
疫行先，不會參選，若本周日開始的提名期內，未有人取得足夠提
名，根據法例，特首選舉將會押後四十二日。而以目前的疫情，押
後特首選舉的可能性愈來愈高。

在加州便宜。但是母親仍然盡可能地湊出更多的
錢，開車把我從猶他州送到加州，又從加州回到
猶他州，一次又一次。”“一天中的任何時候，
即使是凌晨 3 點，她都在開車前行，把我送到訓
練場，這聽起來好像令人難以相信。”
陳巍還將自己的職業道德和對運動的真正熱
愛歸功於母親的教育方式，但他說，母親並不屬
於“虎媽”類型。
“她對我們所有人都有一個非常高的標準。
但在這個標準內，她希望我們能享受我們正在做
的事情。”陳說。陳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還有
兩個哥哥和兩個姐姐。
他說：“我認為擁有這種平衡使我能夠像現
在這樣熱愛花樣滑冰運動，但仍然能夠完成我為
自己制定的目標。”
4 年前在 2018 年的韓國平昌奧運比賽中，陳
巍在長曲項目比賽中一展雄威，打破世界紀錄，
成為首位完成六個四周跳高難度動作的花樣滑冰
選手，被外界稱為是“四周跳之王”。但由於單
人滑短曲項目比賽出現失誤，使他當年沒能拿到
金牌。
在此後的四年裡，陳的比賽記錄給了他更多
的信心。他分別在 2018 年、2019 年和 2021 年獲

得世界冠軍，成為 2022 年北京冬奧會上勇奪金標
的熱門人選。
陳強調，管理情緒，保持自己的“冷靜和鎮
定”是他在冰上表現最好的一個關鍵部分。
至於實現奧運夢後的下一步打算，陳說他期
待回到耶魯大學繼續本科學習，在那裡，他正在
攻讀統計學和數據科學學位，但為了準備奧運會
，而不得不中間停止了一段時間。
陳巍的父母上個世紀 80 年代從中國到美國留
學，父親獲得猶他大學藥劑學和藥物化學博士學
位，成為一名醫學領域的高級研究員，母親到美
國後，則做上醫療翻譯。
今次在來在北京冬奧會上揚眉吐氣的華亞裔
青年谷愛凌和陳巍，都是在美國出生長大，而且
是品學兼優的學生， 研其原因 ，他們都有一個
非常盡責的父母親 ，教導和支持自己的子女成為
社會之優秀份子。頓時，谷愛凌和陳巍成為美國
亞裔年輕人的榜樣。為華裔揚眉吐氣。根據統計
數字顯示 ，今次在美國冬運代表團中，有近四成
是亞裔成員 ，而亞裔只佔全美人口的百分之七
， 相距之大，究其原因，多半是因為華亞裔家庭
對子女教育之成功，並對課外體育運動之特別重
視。

休城社區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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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有方 冬天家庭與商業節能的技巧

封好門縫，
封好門縫
，每個月可以省約 5% -10
-10%
%左右的電
(本報休斯頓報導) 冬天寒冷的時候
，家中免不了要開暖氣，眾所周知，暖
氣非常耗煤氣或是電力，大部分獨立房
子的暖氣使用煤氣，而公寓或是聯排別
墅(town house)的暖氣則多數使用電力。
家裡的煤氣費或是電費在冬天總是往上
爬升，無論是家庭、商業用電或煤氣，
在冬天時您知道如何聰明節能而省錢嗎
？
Reliant 電力公司華語市場負責人林
玉儀(Yuyi Lin)表示，冬天氣溫低，為了
保暖，暖氣的使用率高，但還是有不少
方法可以幫助家庭省電、省煤氣，以下
是幾個省電妙方。
一、門縫、窗戶縫要阻隔風
封好門縫，夏天可以減少冷氣外漏
，冬天也不會灌冷風進來。冬天時，用
手在門縫感覺一下，如果覺得有風，那
表示門沒封好。封好門縫，每個月可以
省約 5% -10%左右的電。如果家裡的門
已經舊了，也可以考慮換一個門，Double doors 好處不少。如果家裡有養狗，
加上狗門也是個好點子，既防風，又能
減少蚊子進來。要封門縫，可以在門底

貼上能防塵隔音隔熱的防風條，或是用
毛巾也可以。
二、暖氣溫度不要開太高，多穿一
件衣服。
暖氣耗煤氣或電很多，其實，在家
裡可以多穿一件毛衣，穿棉襪，注意腳
、脖子的保暖，這樣溫度就不需要開那
麼高，建議將溫度器在夏天時設為 78F，
在冬天時設為 68F，溫度額外上升或下
降的每一度，都會增加 6%到 8%的能源使
用。暖氣不開太高，不僅可省電，也對
美容與身體健康好。暖氣吹多臉會覺得
乾燥，長期則容易會有皺紋產生；而暖
氣不開太高的另一個好處，是避免屋裡
屋外溫差太大，這樣要外出時，就不會
感覺明顯的不舒適。
另外，房子可以局部（如睡房）使
用暖爐，不必整個房子的溫度都一樣，
這也能省電。在使用暖爐之前，要記得
先把堆積的灰塵打掃乾淨，效果會更好
。用暖爐時，也要注意通風，不要離牆
太近，旁邊可以放一杯水，這樣空氣不
會太乾燥，感覺比較舒服。
三、烘衣機內用烘衣球

在烘衣服的時候，可以用烘衣球
(Dryer balls)，這有很多好處，首先是可
節省烘衣時間，烘衣球能讓熱空氣在裏
面對流的更好，節省時間，就能省電。
其次，烘衣球在裏面滾動，可以把衣服
分隔開來，比較不會糾結在一起，且可
讓衣服蓬鬆，減少皺痕。
四、烘衣機、冷暖氣機裡的過濾網
應常清潔，定期清潔或更換家中的所有
過濾網，把上面的灰塵等清除掉，發揮
機器的效能，也可以省電。
五、用冷水洗衣服亦能省電:不少人
以前用熱水洗衣服，現在改用冷水洗，
也是省電的方法之一。
六、使用烤箱時勿經常打開看，每
次查看時，烤箱溫度都會下降 25 華氏度
，因而使烤箱耗費更多能源來恢復溫度
。
七、使用計時器(Timer)控制戶外燈
，確保戶外燈只在黃昏到黎明時亮著，
不會忘記關燈。
八、不要讓電子設備整天開著。僅
在需要時打開計算機、顯示器、打印機
和傳真機等。
九、晚上用洗碗機/洗衣機/乾衣機
，盡量不在下午 4 點到 6 點的用電高峰期
使用，可減少電網的壓力，並減少發生
緊急情況的可能性。
十、將冰箱溫度設為製造商所建議
的溫度，避免過度冷卻和浪費能源。
十一、盡可能使用自然光，不用燈
時要關燈。電燈費約佔一般家庭水電費
的12%。
十二、不要讓手機整夜一直插著電
源，充電只需幾個小時。
Reliant 電力公司
休斯頓有 30 多個電力公司，各家收
費規則與服務都不同，如果選對電力公
司，知道用電技巧，則省心又省銀子。
比較過數家電力公司，家庭主婦劉太太
最後選擇用 Reliant 電力公司，原因是
Reliant 服務好，口碑信譽俱佳，是德州
規模最大的一家，曾獲 BBB 的年度 Excellent 最優獎，無論是規模或服務，都
獲得專業肯定。
有專人負責華裔市場
劉太太表示，她經朋友介紹，轉用
Reliant 的電，Reliant 有華語的負責人幫
忙，就是林玉儀(Yuyi Lin)，協助接電等
相關事項，覺得她服務很親切，尤其是
解釋的很清楚。
林玉儀負責經營 Reliant 電力公司休
斯頓的華裔市場，她國語、粵語和英文

都相當流利，在 Reliant 銷售電力 10 年，
曾在 I10 Ranch 99 大華內的 Reliant 門市
部銷售電力 7 年，現在辦公室在 Sugar
Land KWSW。她能為家庭住戶和商業提
供搬家通電、轉換電力公司和續約等服
務，Reliant 還提供防盜系統。與她合作
過的民眾，都有很好的評價，說她在解
釋用電的部分非常清楚，人很靠譜，且
總是為客戶的利益著想。
商業用電的訣竅，告訴您如何省錢
在商業用電的部分，知道秘訣和不
知道，所交的電費會相差很多，有技巧
地用電，將會幫你省下很多錢。商業電
費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的，我們分別來了
解如下：
第一部分是 Energy Charge：
電的量度單位是千瓦時（KWH)，
Energy Charge 這部分是電力公司決定的
價格。通常天然氣、氣油、太陽能、風
能、天氣和供求關係等等來影響 Energy
Charge。
Nodal Pass Through: 有時候，如果
某城市高峰期不夠電用，會向別的地方
要電，如果長途運輸電，運輸過程中電
會損耗很多，所以有些公司有這項收費
，一般是用電量少的合約，Reliant 公司
的 Energy Charge 已經包含這部分在裡面
，用電量大的公司，可包可不包，看具
體合同而定。
第 二 部 分 是 用 電 的 速 度 Demand
(KW) ：
Demand 是你用電的速度。比如說
接滿同樣大小的一缸水，你可以打開水
龍頭慢慢地裝一個小時，也可以快快用
15 分鐘裝滿。家居用電一般怎麼用沒什
麼區別，用多少算多少。但是，商業用
電差別可大，越快裝滿越貴。
商業用電受 15 分鐘的用電與平常用
電的比例影響。如果你某個 15 分鐘用電
很多，Demand 大，電線桿公司沒為你預
估大的用電量，讓他們失去了預算，會
收貴很多。這部分費用由電線桿公司收
，並非電力公司決定。休斯頓的電線桿
公司是Center Point。
有技巧地用電，將會幫你省很多錢
比如一家 Home Depot，晚上要給機
器充電，起初全部機器一齊充電，結果
發現電費很貴。後來分開時段來充電，
電費就便宜多了。所以盡量不要集中在
15 分鐘一齊用電，這樣子能省很多。上
述情形有點類似網速越快，收費越貴。
通電ID
家庭住戶也可憑駕照、社安號、外

烘衣球能讓增加對流，節省烘衣
烘衣球能讓增加對流，
時間，
時間
，也就能省電
國護照通電。剛來美國憑護照辦電，多
數要查證件，一般提前 5 天辦比較好，
因為查證件需要 1-2 个工作曰。大部分
人，若不需查證件，找林玉儀辦，只要
5pm 之前辦理，可當天通電，網上有些
公司要幾天才能通。休斯頓的大多數電
錶是智能遠程電錶，但不能遙控的電錶
，一般通電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如轉換到 Reliant，不須要打電話取
消原來公司，Reliant 會替客戶把原來公
司取代。若是住戶通知原來公司斷電，
反而造成公司交接之中停了電。
此外，林玉儀也為房地產經紀人提
供特別服務，通電很容易，讓管理房屋
更有效率。
詳情請洽 Reliant 電力公司林玉儀
(Yuyi Lin)， 電 話: 713-898-8043。
Email: Yuyi.Lin@nrg.com。 微 信/Line
ID: yuyilin2005

林玉儀負責 Reliant 電力公司華裔市場

台灣影視
星期日

2022年2月20日

Sunday, February 20, 2022

B6

《頭七》Selina 強勢問鼎鬼后！
首度挑戰大銀幕不惜素顏扮醜甚至改變日常習慣

皮諾丘電影繼大賣鬼片《女鬼橋》後
推出 2022 年恐怖鬼片《頭七》，揭開台灣
人最避諱談論的傳統喪葬文化，今（17）
日釋出駭人前導預告，預告中女主角任家
萱 Selina 和「小嘉玲」吳以涵不斷受到不
明靈體的脅迫，靈堂內、老宅裡，一幕幕
撞鬼畫面毛骨悚然，令人不得不為這對母
女感到擔心，影片中也曝光 Selina 逼真驚
悚演技，其中一幕她帶著女兒躲進床底，
卻驚見一雙焦黑的腳突現床邊，Selina 將
崩潰卻又不得不為母而強的神情呈現的淋
漓盡致，這是她首度挑戰大銀幕，即將強

勢問鼎新科鬼后寶座！
Selina 在《頭七》飾演單親媽媽春華
，她和「小嘉玲」吳以涵飾演的女兒沁萱
相依為命，得知最疼愛自己的爺爺離世，
決定帶著女兒回娘家參與頭七儀式。Selina 此次素顏上鏡，甚至主動要求扮醜演出
，讓導演沈丹桂大讚她的敬業，看到她的
演技後更是驚豔不已，直呼絲毫沒有影壇
新人的痕跡。
其實 Selina 接到《頭七》劇本後，就
對角色著墨許久，她認為片中的單親媽媽
春華無論是穿著打扮都不能太豔麗，「在

生活上都已經很累了，而且連明天下一頓
飯都沒有著落的時候，根本不會再有心思
去梳妝打扮自己。」為了融入角色，她甚
至改變生活習慣，「在拍攝那段期間，我
都讓自己活得儉樸一點。平常在穿著上，
幾乎每天都穿一樣很簡單的樣式，腳上也
大多穿拖鞋，也不帶任何的飾品。」
《頭七》預告充滿邪門氛圍，有幾
位體質敏感的工作人員甚至表示，在這
棟老宅拍攝時也不斷感受到詭譎氣氛，
屋內一道通往二樓的樓梯口轉角牆壁上
，掛著浮雕日本娃娃飾品，每次經過這

個轉角都會覺得不對勁，背脊直發涼，
嘔吐連連，連工作人員都感覺到異常，
在現場坐鎮的道長也證實，在那邊確實
感受到一股不可意議的氣場，增添老宅
場景的詭異感。
恐怖鬼片《頭七》由任家萱 Selina、
陳以文、納豆、吳以涵主演，陳家逵、高
宇蓁、鄧志鴻、赫容特別演出，皮諾丘電
影事業有限公司出品暨製作、馬棋朵數位
影像公司、台灣大哥大 myVideo、沅珅科
技出品、導演沈丹桂執導、資深製作人葉
直育監製，4 月 1 日全台上映。

《華燈初上》知名編劇當新導演杜政哲初試啼聲票房爭氣

《華燈初上》編劇杜政哲最近走到哪都會被問 「兇手是誰？」 但事實上他不只會寫酒家女的愛情故事，其生涯首次執導的青春校園純愛電
影《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成為春節檔期賣座冠軍電影，超過 20 年的編劇職涯，如今多了一個 「新導演」 的新身份。
坦言為了拍攝《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以下簡稱為《我吃了那男孩》），愛與朋友喝酒聚會聊天的杜政哲以 「禁酒」 來許願並提
醒自己新導演職的重責大任，直到電影拍完為止才敢碰酒，就連當初在《華燈初上》殺青酒也是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一群女演員們在那邊互相敬
酒。杜政哲倒也因此有所領悟： 「後來我發現人也不是一定要那麼無酒不歡。真正要跟大家一起熱絡開心，還有其他的方法，甚至可以清醒著
看到其他更有趣的事。」 說得倒是有些禪意。
《我吃了那男孩》故事來自於 Dcard
，杜政哲在接到此案邀約時，自認離開高
中生的歲月久遠，但與事主「早餐夫妻」
實際聊過後被打動之餘，電影公司又給了
杜政哲最愛的電影《志明與春嬌》系列周
邊，一切的好感，讓感性的杜政哲首肯答
應擔任起本片編劇。劇本花了兩年寫完，
電影公司又進一步詢問杜政哲擔任《我吃
了那男孩》導演的意願，決定當導演以後
，他又另外花了另外兩年的時間改劇本，
杜政哲坦言製作單位給了自己夠充裕的時
間來醞釀這個故事，整體都是個能讓他安
心創作的環境。
《我吃了那男孩》整個故事只是個小
小的 Dcard 事件，後改編成小說、再翻拍
為電影。杜導自認電影保留了小說約莫三
成五的部分，包括人名、人物關係等。說
到改編最大的地方之一，就是宋柏緯所飾
演的吉他社社長一角，原只是一個讓項微
心上台表演的牽線人，但透過編劇的方式
，杜導讓社長的角色變得更有用：「我覺

得所有的改編，應該都有作者觀點。」
翻拍 IP 故事是國際影劇壇的必勝絕招
。然而《我吃了那男孩》卻是杜政哲首度
接觸的「IP 改編電影」。無論是原創或翻
拍，杜導認為健康的健康的 IP 改編必須
要有作者觀點：「不然只是複製。像《我
可能不會愛你》拍了那麼多國家版本，還
是瞿友寧跟徐譽庭的故事最好，因為其他
版本就只是照拍而已。」
作為編劇出身的「故事生產者」，杜
政哲認為 IP 的優勢在於已經給予了全市
場面的共識，不論是籌備階段或者是作品
事推出後，投資方和消費者的接受度高，
較從無到有去接受一個故事的門檻，確實
能幫創作者爭取到更多的利基。
但既然是《華燈初上》的編劇杜政
哲，他也不諱言自己更愛原創故事。內
容王道時代，現在整個華語影劇壇的故
事需求變得很大，台灣更是躬逢其盛，
導演認為現在台灣的原創故事彈藥庫夠
用，只是現在年輕一輩都太仰賴網路讀

到的東西：「但最好的故事其實是你自
己。創作者要自己去生活、談戀愛、傷
害別人或被傷害，才會真的感受到愛和
痛。」鼓勵有志於創作的朋友，「體驗
人生」是不二法門。
既然《我吃了那男孩》是青春校園電
影，為了了解年輕人，杜導的「田野調查
」就是朝「朋友們的小孩」下手：「倒不
是跟他們聊愛情，而是會想問他們在想什
麼？後來我聽出來他們在故作雲淡風輕的
聊天過程中，透露出對於未來的擔心。」
所以電影也針對了這份擔心，衍生出了
「未來」的情節。這讓《我吃了那男孩》
的格局躍然於初戀愛情電影之外，也成了
家庭電影與成長劇情片。
事實上《我吃了那男孩》的演員卡司
陣容堪算豐富，杜導笑說現在台灣年輕演
員不容易找，拍校園片難免找了不少演員
來降齡演出。活水很珍貴，就連《殭屍校
園》也找了 33 歲的演員來降齡演學生，
各國都不容易。他也忍不住發願，如果哪

天自己有能力了，也會想要開設經紀公司
招募更多年輕演員！
說到《我吃了那男孩》，杜導自然力
讚女主角李沐的適任，並透露不少人早就
向他提起這個演員：「實際見面以後，更
可以看到她三八和少女的特質，知道她不
只是能演《誰是被害者》這樣苦情和苦衷
一堆的小女生！」扛起青春可愛的女主角
一職，李沐能能夠駕馭多元角色的表現能
耐，讓導演很是滿意。
從電視人跨界成為電影人，杜政哲
作為一個說故事的人，並沒有特意區分
為電視或電影寫劇本，雖然電影篇幅短
、電視篇幅需求較長，但他認為故事密
度必須是一樣的，並笑說以前電視劇被
認為是「商品」、電影是「作品」，現
在則是沒有分那麼細，這樣很好，兩邊
優點可以兼具。
資深編劇杜政哲的首部電影導演處女
作《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現正熱
映中。

中國電影
星期日

2022年2月20日

Sunday, February 20, 2022

B7

張藝謀電影《狙擊手》 「好口碑效應」 票房超 4.5 億

元宵節發布 「家鄉的牽掛」 片段
張藝謀首部春節檔電影《狙擊手》於元宵節
發布「家鄉的牽掛」最新正片片段，冰天雪地的
朝鮮戰場上，一群面容青澀的「狙擊五班」年輕
戰士，在奔赴與聯合國軍狙擊精英小隊那場生死
未卜的對決前，聲聲叨念着對故鄉、老房的牽掛
，將妻子織的手套貼着手掌護在裡面，《回家》
的旋律緩緩流淌間，志願軍戰士的形象在細節處
生動展現，一句句都是對團圓與和平的期盼引人
淚目。值此元宵節闔家團圓的特殊時刻，影片也
發布了「為了身後的團圓」元宵節特別海報，身
披「參軍光榮」紅色綬帶的新兵戰士大永、亮亮
與前來迎新的班長在飛揚的漫天風雪中微微露出
笑容，即將踏上戰場的他們「身前是共和國的榮
耀，身後是每個人的團圓」。電影《狙擊手》自
大年初一上映後口碑持續領跑，「好口碑效應」
已經吸引超 940 萬觀眾走入電影院，「哭濕了口
罩」、「為平凡而偉大的生命流淚」、「情不自
禁想鼓掌」、「值得二刷」等好評如潮帶動票房
逆跌，後勁十足日前已突破 4.5 億票房。電影
《狙擊手》講述了「狙擊五班」戰士們為營救戰
友保護情報，與裝備強大的聯合國軍殊死對決，
以青春熱血衛盛世永安。一家難聚只為萬家團圓
，恰逢元宵佳節，讓我們感恩所有以青春許國的
年輕生命，期待更多觀眾走入影院致敬這群「最
可愛的人」！

電影《狙擊手》發布 「家鄉的牽掛
」 正片片段 狙擊五班戰士鮮活生動
「平凡的偉大」 引人淚目
電影《狙擊手》最新發布的「家鄉的牽掛」
正片片段中，在奔赴危機四伏的戰場的路上，
「狙擊五班」年輕的戰士們聊起遠方的親人家事
，聊起家人的來信與漏水的老家房頂，一字一句
中都是對團圓與和平的期盼。每一位慷慨赴戰場
的志願軍戰士，背後都是一個滿載牽掛的家庭，
是愛人的思念，是歸鄉的渴盼，在觀影過程中，
許多觀眾表示對影片中五班戰士「綠娃子」那雙

鮮艷的綠手套印象深刻。他把對家人的想念都放
在了妻子織的綠手套里，貼着掌心保護在最裡層
，時刻不忘帶在身邊。「這個是保護這個的」，
一句句看似簡單的台詞編織起動人細節，每一位
志願軍戰士都是如此質樸又鮮活，堅毅而勇敢，
許多觀眾止不住為他們熱淚盈眶：「一如既往的
感動和熱淚」，「看過後久久不能平靜」，「沉
浸在劇情中，哭濕了口罩」。
電影《狙擊手》堅持「一葉知秋」的中國
美學，以細節處入手展現了偉大的抗美援朝戰
爭，塑造了鮮活生動的「狙擊五班」戰士形象
，在短短 96 分鐘的一場陣地戰內展現了「狙擊
五班」戰士有血有肉的獨立人格，以及偉大的
「中國式智慧」和奮勇拼搏、不畏犧牲的集體
主義精神。每位狙擊戰士都是鮮活生動的，他
們是戰士，也是父親、是兒子、是丈夫，是平
凡而又偉大的英雄。他們每次義無反顧的戰鬥

，都是在守衛永遠回不去的家鄉，普通戰士的
動人故事引無數觀眾動情：「他們中有剛當爸
爸的，有想家想老婆的，有知識分子小哭包，
有主心骨班長，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犧牲，拍
出了志願軍的精氣神，也拍出了戰爭的殘酷」
。那些將沸騰熱血灑在異國他鄉的年輕戰士，
他們平凡的名字值得被永遠銘記。

元宵節特別海報 「參軍光榮」 熱血
守護家國榮耀 「身後是每個人的團圓
」 票房破 4 億好評無數
正值元宵節闔家團圓時刻，電影《狙擊手》
也曝光了「為了身後的團圓」元宵節特別海報。
「狙擊五班」戰士大永（陳永勝 飾）、亮亮
（劉奕鐵 飾）身披大紅花和書寫着「參軍光榮
」四個大字的紅色綬帶，和身着軍裝的班長劉文

武（章宇 飾）一同面向鏡頭，在飛揚的漫天風
雪中微微露出笑容，即將踏上戰場的他們「身前
是共和國的榮耀，身後是每個人的團圓」。這群
二十幾歲的年輕志願軍戰士，以血戰到底的決心
，即將毅然奔赴那場生死未卜的強強對決，以無
畏之青春守衛盛世之團圓。電影《狙擊手》將導
演張藝謀「一葉知秋」的中國美學貫穿始終，從
細小的戰爭切口中，展現一群無名英雄難涼的家
國熱血，與「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精神
力量。無名之處，英魂猶在，用最真摯的創作態
度講述最動人的故事，向抗美援朝志願軍致以最
崇高的敬意。
電影《狙擊手》自大年初一正式與觀眾見面
後，於細微之處見真章引好評不斷，豆瓣評分
7.7 穩坐春節檔第一獲觀眾力挺。觀影現場有笑
有淚，許多觀眾盛讚「情不自禁想鼓掌」。好評
如潮帶動影片票房發揮長尾效應，成為春節檔唯
一一部排片票房持續多日逆跌的影片，目前票房
已突破 4.5 億，在「後春節檔」時代仍後勁十足
。情人節、元宵節仍有不少觀眾選擇全家人共同
觀影，許多步入影院的觀眾自發在社交媒體安利
「不容錯過，打算帶着孩子二刷」，「爸媽都喜
歡，這波入股不虧」，「不枉等了這麼久，確實
是春節檔最好看的一部」。千家萬戶共團圓的佳
節時刻，更應該銘記志願軍先烈們的付出與犧牲
。看過電影的觀眾，更是對如今來之不易的團圓
深有感觸：「這盛世記得你們閃光的青春」，
「中國人從來沒有遠離過戰爭，遠離戰爭的是中
國老百姓，我們只是躺在別人用生命守護的搖籃
里」，「有人守護團圓才有萬家團圓，有人以身
許國才有山河無恙」。
電影《狙擊手》由張藝謀、張末聯合執
導，陳永勝、章宇領銜主演，劉奕鐵、黃炎
、王梓屹、陳銘楊、王乃訓、程泓鑫主演，
張譯、林博洋特別出演。影片正在全國熱映
中，元宵佳節至，人月兩團圓，讓我們走進
影院，以和平年代的萬家燈火，致敬這群
「最可愛的人」！

《暑期何漫漫》發布終極海報預告
溫暖又孤寂的夏天打動人心

由波人編劇、執導，田思遠、孫斌、
丁子玲、梅二月、劉名洋主演的兒童文藝
電影《暑期何漫漫》於今日發布了終極海
報與終極預告，據悉，電影將於 3 月 11 日
與各位觀眾見面。
「父與子」版終極海報公開，父子溫情時
刻打動人心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我國最早的一
批獨生子女正好進入到「小升初」的階段
，某縣城裡雙職工家庭的陳小進便是這樣
一個獨生子。電影《暑期何漫漫》講述的
是陳小進為了打發獨自一人在家的漫長暑
假，發生的一系列啼笑皆非卻又回味悠長
的故事。
在本次曝光的「父與子」的終極海報
中，小進光着身子坐在盆中洗澡，父親坐
在椅子上為他洗頭，眼神里儘是慈愛。父
親寬大的身影仿佛將小進瘦小的身體包裹

在其中，在投射到牆面的斑駁的暖色光影
之中，時光仿佛與海報畫面一樣靜止在這
一刻。父子之間脈脈不得語的溫情也順着
畫面流淌到人的心裡，不禁讓所有人回想
起自己的童年時光，正如海報的標語中寫
到的「讓我們在回憶中修補回不去的童年
」。
在終極預告裡，伴隨着詼諧靈動的音
樂，小進的暑期生活開始了，睡懶覺、吃
西瓜、抓田雞、集郵票、偷偷游泳……小
進就這樣隨着日曆一頁頁撕去，在漫長又
孤獨的暑期中打發時間，這其中有開心、
有好奇、有失落、有難過，但是更多的還
是孤獨與成長。預告最後，小進望着眼前
的時鐘，百無聊賴卻又好像思索着什麼的
眼神更是讓人動容，仿佛他內心的孤寂也
從眼中流淌出來感染了每個人的心。這些
懷舊又溫情的畫面與橋段，不僅可以喚起

觀眾對美好舊時光的眷戀，也讓觀眾在影
片上映的陽春三月提前感受到炎炎的夏日
氣息。
本片的編劇、導演波人表示，他將以
《暑期何漫漫》這部處女作為起點，在未
來繼續創作關於「小進」長大之後的故事
。據悉，影片將於 3 月初在全國重點城市
開啟提前點映，舉辦導演映後見面會和影
迷觀影團等活動與觀眾提前見面。出品方
表示，《暑期何漫漫》不僅是一部針對影
迷的電影，同樣也適合家庭和學生觀眾群
體觀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這部影片。
電影《暑期何漫漫》由上海詠而歸影
業有限公司出品，江坂冬雨（廣州）影業
有限公司宣發，陳杰擔任出品人，李洪波
擔任製片人，張辰擔任攝影指導，車明擔
任美術指導，金斗擔任剪輯指導，影片將
於 3 月 11 日登錄全國院線，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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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安祥博士獲得休士頓本年度工程師大獎
（本報訊）為表揚工程師專
家對人類及國家中的社會、經濟
和社區福利的貢獻。經大休士頓
地區工商學界非營利組織的發現
者委員會，在年度 2 月 19 到 25 日
的工程師周選出當年度的一位工
程師大獎。今年黃安祥博士獲得
了休士頓 2022 年度工程師大獎的
首位華人。德州各地和社區依靠
專業工程師影響社會經濟各項建
設，今年黃安祥博士獲得最具代
表的專業工程師。 獲獎後黃博士
表示這是我的榮幸身為工程師，
感謝許多同行一起多年來共同用
心服務社區。他自 1980 年到休士
頓，40 多年來成功自營工程公司
的成就，獲任州長高等教育委員
，任休士頓大學教授教育更多年
輕工程師傳承經驗。 在那麼多的
工作和教學外，黃博士仍能關注
家庭，調節生活減壓外，並與夫
人服務福遍社區教會。

光鹽社健康講座
題目: 大腸癌防治月
講員:: 岑瀑濤醫師
講員

（ 本報訊
本報訊）
） 每年三月舉行的全國
大腸癌宣傳月為護理結腸和直腸疾病
患者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
患者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
， 以教育
他們的社區關於這些疾病的知識，
他們的社區關於這些疾病的知識
，並
提高人們對大腸癌篩查，
提高人們對大腸癌篩查
， 預防和治療
重要性的認識。
重要性的認識
。 大腸癌的發生是結腸
或直腸內膜的生長變癌。
或直腸內膜的生長變癌
。 大多數結直
腸癌均始於癌前的瘜肉。
腸癌均始於癌前的瘜肉
。 瘜肉是扁平
的 ， 草莓狀或蘑菇狀的生長物
草莓狀或蘑菇狀的生長物，
， 生長
在結腸或直腸的內壁上。
在結腸或直腸的內壁上
。 並非所有息
肉都會變成癌症。
肉都會變成癌症
。 但是
但是，
， 隨著時間的
流逝，
流逝
， 癌前息肉會變成癌症
癌前息肉會變成癌症。
。 癌前息
肉癌變的平均估計時間為 5 到 10 年，
但有些可能更快發生。
但有些可能更快發生
。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
（UTHealth
UTHealth）
）McGovern 醫學院的腫瘤內科副
教授。
教授
。同時
同時，
，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任主治醫師職
位。岑醫師於 1999 年在中國中山大學獲取醫
學 學 位 ， 並 於 2005 年 在 紐 約 的 St Luke’
Luke’ s
Roosevelt Hospital 完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

。 隨 後 ， 岑 醫 師 於 2008 年 在 德 州 大 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內科與
血液科的專科培訓。
血液科的專科培訓
。
時間:: 2022 年 3 月 5 日, 星期六下午 2-4 點
時間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
https://us
02web.zoom.us/j/
web.zoom.us/j/86158955319
86158955319
或撥打:: +1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61 5895 5319
會議號碼

現在 73
73%
%的美國人對
Omicron 有免疫抗體 3 月中旬比例可能上升到 80
80%
%
研究人員正研究有關病毒疫苗及我們身體的反應問題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現在美國對今年冬天襲擊美國的 Omicron
增強了防禦能力 ， 為抵禦冠狀病毒留下了足夠的保護
增強了防禦能力，
為抵禦冠狀病毒留下了足夠的保護，
， 未來 Omi
Omicron 對社會造成的巨大破壞的狀況可能變少
對社會造成的巨大破壞的狀況可能變少。
。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
的免疫系統現在可以識別 Omicron 病毒
病毒，
， 甚至將擊退另一種 Omi
Omicron 變體
變體。
。大約一半的美國人接受了加強注射
大約一半的美國人接受了加強注射，
，總共有近 8000 萬例
確診感染。
確診感染
。 目前 73
73%
% 的美國人對主要變體 Omicron 免疫
免疫，
， 到 3 月中
旬，這一比例可能上升到 80
80%
%。這將預防或縮短受保護人群的新疾
病，並減少整體傳播的病毒數量
並減少整體傳播的病毒數量。
。專家們一致認為
專家們一致認為，
，醫院將從不堪
重負的 ICU 中得到休息
中得到休息。
。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科學教授 Mokdad 說 ， 我們已經接
觸過這種病毒，
觸過這種病毒
，我們知道如何應對它
我們知道如何應對它。
。冠狀病毒未來肯定會出現變
種 ， 仍然是一種危險的細菌
仍然是一種危險的細菌。
。 它仍在每天感染超過 130
130,,000 名美國
人和每天有 2,000 多人死亡
多人死亡。
。 在新變種
在新變種、
、 免疫力下降和一些美國人
現在認為四分之三的美國人對 Omicron 免疫
免疫，
，大約一半的美國人接
拒絕疫苗的現實下，
拒絕疫苗的現實下
，可以阻止病毒的群體免疫的概念已經消失
可以阻止病毒的群體免疫的概念已經消失。
。
受了加強注射，
受了加強注射
， 已經有近 8000 萬例確診感染，
萬例確診感染 ， 還有更多的病例從
兩年前，
兩年前
，3.3 億人口在免疫學上是易受感染的
億人口在免疫學上是易受感染的，
，但冠狀病毒不再
未報告過。
未報告過
。
是新的病毒。
是新的病毒
。 現在 Mokdad 按 73
73%
% 的數字做模擬計算
的數字做模擬計算，
， 即使我們在

夏季激增，我也很樂觀
夏季激增，
我也很樂觀，
，雖然病例會增加
雖然病例會增加，
，但住院和死亡人數不會
增加。
增加
。隨著不同程度的緩解和謹慎面對病毒
隨著不同程度的緩解和謹慎面對病毒，
，許多美國人開始恢復
大流行前的生活方式。
大流行前的生活方式
。現在
現在，
，隨著 Omicron 的在控制之下
的在控制之下，
，很多人
比危機開始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有信心，
比危機開始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有信心
，並很多人都已完全接種疫
苗。很多人決定還是要戴口罩
很多人決定還是要戴口罩。
。隨著口罩要求的放寬
隨著口罩要求的放寬、
、工人返回辦
公室和航班恢復正常飛行，
公室和航班恢復正常飛行
，專家們正試圖了解這種恢復正常的情況
能否持續下去。
能否持續下去
。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研究人員正試圖回答有關病毒
研究人員正試圖回答有關病毒、
、疫苗以及
我們的身體如何反應的問題：
我們的身體如何反應的問題
：加強疫苗注射劑對 Omicron 的保護減
弱的速度有多快？
弱的速度有多快
？對感染的保護能持續多久
對感染的保護能持續多久？
？有多少輕度感染從未
被報告？
被報告
？有多少人被感染但沒有症狀
有多少人被感染但沒有症狀？
？為了尋找線索
為了尋找線索，
，研究人員使
用來自英國、
用來自英國
、丹麥
丹麥、
、南非和卡塔爾等其他國家的健康數據來預測正
常的情況可能存在的情況。
常的情況可能存在的情況
。霍普金斯大學布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的
科學家估計，
科學家估計
， 到激增結束時
到激增結束時，
， 美國約有四分之三的人將被 Omicron
感染。
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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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Y JOHNSON

WEDNESDAY

KEITH URBAN

THURSDAY

3
TIM McGRAW

Armed Forces Appreciation Day

FRIDAY

4

SATURDAY

5

for KING & COUNTRY

RICKY MARTIN

JON PARDI

presented by BHP

6

7
LOS TUCANES
DE TIJUANA

9

8
LUKE BRYAN

MAREN MORRIS

First Responders Day

10
KANE BROWN

11
JOURNEY

presented by BP

Go Tejano Day

12
BUN B’S H-TOWN
TAKEOVER
Black Heritage Day

presented by Fiesta

DIERKS BENTLEY

presented by Crown Royal

presented by Kroger

14

13

PARKER McCOLLUM

RODEOHOUSTON Super Shootout®

16

15
SAM HUNT

GWEN STEFANI

17
KHALID

CHRIS STAPLETON

18

19
MARSHMELLO

Buy Tickets Today!
rodeohouston.com
20
GEORGE STRAIT

with special guest Ashley McBryde

BRAD PAISL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