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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ing reaches the outskirts of 
Kyiv

  
If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
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
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281-965-6390
Jun Gai          281-498-4310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Inside C2

KYIV, Feb 25 (Reuters) - Russian Presi-
dent Vladimir Putin urged Ukraine’s mili-
tary on Friday to overthrow their political 
leaders and negotiate peace, while author-
ities in Kyiv urged citizens to help defend 
the capital as Russian forces advanced.

Residents were told by the defence min-
istry to make petrol bombs to repel the 
invaders, and on Friday evening witness-
es reported hearing artillery rounds and 
intense gunfire from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city.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filmed himself with aides on the streets of 
the capital, vowing to defend Ukraine’s 
independence.

Some families cowered in shelters after 
Kyiv was pounded for a second night by 
Russian missiles. Others tried desperately 
to get on packed trains headed west, some 
of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who have 
left their homes to find safety,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aid chief.

After weeks of warnings from Western 
leaders, Putin unleashed a three-pronged 
invasion of Ukraine from the north, east 
and south on Thursday, in an attack that 
threatened to upend Europe’s post-Cold 
War order.

“I once again appeal to the military per-
sonnel of the armed forces of Ukraine: 
do not allow neo-Nazis and (Ukrainian 
radical nationalists) to use your children, 
wives and elders as human shields,” Putin 
said at a televised meeting with Russia’s 
Security Council on Friday. “Take power 
into your own hands, it will be easier for 
us to reach agreement.”

Putin has cited the need to “denazi-
fy” Ukraine’s leadership as one of his 
main reasons for invasion, accusing it 
of genocide against Russian-speakers in 
eastern Ukraine. Kyiv and its Western 
allies dismiss the accusations as baseless 
propaganda.

The White Hous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impose sanctions on both Putin and 
Foreign Minister Sergei Lavrov - moves 
coordinated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Britain. However, the steady ramping-up 
of restrictions has not deterred Russia.

Moscow said it had captured the Hostomel 
airfield northwest of the capital - a poten-
tial staging post for an assault on Kyiv 
that has been fought over since Russian 
paratroopers landed there in the first hours 

of the war. This could not be confirmed 
and Ukrainian authorities reported heavy 
fighting there.

The mayor of Kyiv and its 3 million 
people, former world heavyweight boxing 
champion Vitali Klitschko, said Russian 
saboteurs had already entered the city. 
“The enemy wants to put the capital on its 
knees and destroy us,” he said.

‘GLORY TO OUR DEFENDERS’

Amid the chaos of war, a picture of what 
was happening on the ground across the 
country - the second largest in Europe 
after Russia itself - was slow to emerge.

Zelenskiy tweeted that there had been 
heavy fighting with deaths at the entrance 
to the eastern cities of Chernihiv and Mel-
itopol, as well as at Hostomel.

“Glory to our defenders, both male and 
female, glory to Ukraine,” he said, flank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and advisors in a 
video posted to confirm he was in the 
capital.

Witnesses said they had heard explosions 

and gunfire near the airport in Kharkiv, 
Ukraine’s second city, close to Rus-
sia’s border, and air raid sirens sound-
ed over Lviv in the west. Ukraine’s 
military said Russian troops had been 
stopped with heavy losses near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Konotop.

Britain’s defence ministry said Rus-
sian armoured forces had opened a 
new route of advance towards the 
capital after failing to take Chernihiv.

Ukraine said more than 1,000 Russian 
soldiers had been killed so far. Russia 
did not release casualty figures.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spoke to his Ukrainian 
counterpart and condemned reported 
civilian deaths, including those of 
Ukrainian children, in attacks around 
Kyiv,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read 
more

United Nations aid chief Martin Grif-
fiths sai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on the move in Ukraine, 
adding that “north of a billion dollars” 
would be needed for relief operations 

in the next three months.

Ukraine has banned men of fighting 
age from leaving, and at borders with 
Poland, Romania, Hungary and Slo-
vakia, those seen crossing by Reuters 
journalists were mostly women and 
children.

Women cried as they bade goodbye 
to male loved ones and crossed into 
Romania.

In Washington, White House spokes-
woman Jen Psaki said the decision to 
sanction Putin personally - something 
Biden had avoided until now - was 
intended to send a clear message of al-
lied opposition. The EU earlier agreed 
to freeze any assets in the bloc belong-
ing to Putin or Lavrov, and Britain 
followed suit. 

Russia’s 
foreign 
minis-
try said 
the new 
sanctions 
reflect-
ed the 
West’s 
“absolute 
impo-
tence,” 
the RIA 

news agency reported.

Western countries have announced a 
barrage of sanctions on Russia, includ-
ing blacklisting its banks and banning 
technology exports. But they have so 
far stopped short of forcing it out of 
the SWIFT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bank payments, drawing criticism from 
Kyiv.

On Friday, European soccer’s gov-
erning body moved May’s high-pro-
file Champions League final from St 
Petersburg to Paris, and Formula One 
cancelled this year’s Russian Grand 
Prix. The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shut Russia out of the widely 
watched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for 

Servicemen of the Ukrainian 
National Guard take positions in 
central Kyiv, Ukraine February 25, 
2022. REUTERS/Gleb Garanich



CC22星期六       2022年2月26日       Saturday, February 26, 2022

English

Editor’s Choice

The body of a soldier, without insignia, who the Ukrainian military claim is a 
Russian army serviceman killed in fighting, lies on a road outside the city of 
Kharkiv, Ukraine February 24. REUTERS/Maksim Levin

Migrants use a chair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rocks during a protest by migrants to demand 
speedy processing of humanitarian visas to continue on their way to the United States, outside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INM) in Tapachula, Mexico February 22. REU-
TERS/Jacob Garcia

Ukrainian tanks move into the city, after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uthorized a military 
operation in eastern Ukraine, in Mariupol, February 24. REUTERS/Carlos Barria

Waves crash against a light-
house during Storm Franklin 
at Boulogne-sur-Mer, February 
21. REUTERS/Pascal Rossig-
nol

An injured demonstrator is 
carried towards the hospi-
tal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the $500 million U.S. 
infrastructure grant under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MCC) near 
the parliament in Kath-
mandu, Nepal February 
20. REUTERS/Navesh 
Chitrakar

Members of the Interior Ministry 
demonstrate their skills during a 
graduation ceremony in Tripoli, 
Libya February 20. REUTERS/
Hazem Ahmed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Thursday, February 24,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nounced the
sending in of troops and the
firing of missiles, effectively
launching a military invasion
into Ukraine.

Ukraine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y
announced on TV that he
will provide weapons to
anyone who wants to
defend the country. He said
that President Biden told
him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ully mobilize all allies to
support Ukraine, but that

Biden said the U.S. will not
send in ground troops to
fight with Russia.

The United Nations is calling
an emergency meeting with
all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ATO
to condemn the Russian
invasion and will jointly
impose the most severe
sanctions against Putin.

The Ukraine crisis will
directly impact our
economy, including higher
oil prices and severely affect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Putin’s military action
again illustrates the
helplessness of the Ukraine
people. Putin’s goal is to
take over the country and
change their system.

All the allies and the U.S.
can do now is to “suffocate
” the Russian economy,
but how to affect them going
forward, we still need to wait
and see.

U.S.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and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had a phone call yesterday
and discussed the new
situation in Ukraine. The
United States also worries
about what is going 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Taiwan Strait.

We want to call on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 to
“cool down” to Putin’s
action that is now
challenging the order of the
world. We never want to see
a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0202//2525//20222022

Russia Launches AnRussia Launches An
Attack On UkraineAttack On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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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a 
$230 million deal to ramp up production 
of the country’s first over-the-counter, at-
home Covid-19 test.
“These are over-the-counter, self-per-
formed test kits that can detect Covid with 
roughly 95 percent accuracy within 15 
minutes,” Andy Slavitt, the White House 
senior adviser for Covid-19 response, told 
reporters on Monda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rant-
ed an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in De-
cember for Ellume’s tests, which are ex-
pected to cost about $30 each.
“Ellume has been ramping up manufac-
turing and will ship 100,000 test kits per 
month to the U.S. from February through 
July,” Slavitt said. “That’s good, but it’s 
obviously not where we will need to be.”

Employees work on the production 
line of a Covid-19 coronavirus home 
test unit that has been granted an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b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at the production facility of 
Australian digital diagnostics com-
pany Ellume in Brisbane on Dec. 21, 

2020. (Photo/Patrick Hamilton / AFP - 
Getty Images)
The $230 million deal the departments of 
Defense and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truck with Ellume will allow the com-
pany “to scale the manufacturing base 
and capacity of this easy-to-use test,” 
Slavitt said. “Thanks to this contract, 
they’ll be able to scale the production to 
manufacture over 19 million test kits per 
month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8.5 million 
of which are guaranteed to the U.S. gov-
ernment.”
The test by Ellume, an Australian digital 
diagnostics company, does not require 
sending samples to a lab, is similar to 
how at-home pregnancy tests work, and 
is “appropriate for people ages 2 and old-
er,” Slavitt said.
He said the test uses a “mid-turbinate 
nasal swab,” which is less invasive than 
the original deep nasal swabs us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utbreak.

The antigen test involves collecting a 
sample with a nasal swab that users then 
place into a Bluetooth-connected analyz-
er that syncs with a smartphone app.
“After you take the swab, you put the 
sample into a digital analyzer, which will 
send a result to your smartphone in about 
15 minutes,” Slavitt said.
He called the news “exciting,” and said 
he hoped the price would come down 
when there are more tests in production. 
(Courtesy nbcnews.com)
Related

Biden Pledged 150 Million 
Covid Vaccinations In 100 Days. 
Only 130 Million-Plus Total Covid-19 
Vaccination Shots To Go.
On Jan. 25, President Joe Biden upped 

his Covid-19 vaccination goal to 150 
million shots in arms in his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Then Jan. 26, shortly after this 
article was first published, Biden backed 
away from 150 million and restated his 
100 million goal. In the days and weeks 
before entering office, he said his goal 
was 100 million vaccinations.

People wait in line to be vaccinated at 
a vaccination station in an empty de-
partment store in California, on Jan. 
21. President Joe Biden pledged 150 
million vaccinations in 100 days, start-
ing Jan. 20. NBC News has tracked 
the progress made and the time that’s 
left to meet the administration’s goal.  
(Photo/Mike Blake / Reuters)

1,355,451 doses per day average, past 
seven days 1,552,153 doses per day 
necessary to reach 150 million. 86 

days left to reach the goal.
While Biden’s chief of staff had called 
the 100 million goal “ambitious,” the 
vaccination rate necessary to reach the 
mark is not much higher than what the 
rate was Jan. 20.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until the 
end of the day April 29 to reach the tar-
get.
Use this graphic to follow whether the 
country is on track to reach the admin-

istration’s goal. Note that total vacci-
nations given — as in first and second 
shots, both shots counting individually 
— are what’s being counted. This is not 
the same as full vaccinations, which are 
first and second shots counted as one. 
Biden specifically mentioned shots in 
arms in his statements about the goal. 
(Courtesy nbc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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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ing easier-to-use tests available to every American is a high priority with                          
obvious benefits,” White House Covid-19 adviser Andy Slavitt told reporters.                                        

Ellume’s self-administered rapid coronavirus test.

An Easy-To-Use Test Will Soon Be Available To All 
Americans, Per White House Covid-19 Adviser Andy Slavitt

U.S. Strikes $230 Million Deal For 
Over-The-Counter Covid Tests

The U.S. has crossed yet another tragic landmark 
in the battle against COVID-19. On Friday, the 
country surpassed 900,000 deaths from the dis-
ease, two years after the first COVID-19 cluster 
was reported in Wuhan, China. Public health ex-
perts say coming close to the 1 million death mark 
from the coronavirus is “inevitable.”
 “It’s absolutely staggering,” said Jennifer Nuzzo, 
an epidemiologist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hich has tracked the number of COVID-19 
deaths during the pandemic. “It’s unreal, frankly. 
And what makes it an even ... greater heartbreak 
— as if the loss of 900,000 souls weren’t enough 
of a heartbreak — is the fact that it’s probably an 
undercount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we’ve 
los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professor and epide-
miologist Lauren Ancel Meyers said the “horrible 
milestone” didn’t have to happen.
“It was not inevitable. There are things that we 
could have done and should have done ... to pro-
tect those who were most vulnerable,” she said. 
“It’s a very sad day.”
President Joe Biden marked the “tragic mile-
stone,” recognizing the “emotional,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weight of this pandemic” and 
urged Americans to do their part.
“I urge all Americans: get vaccinated, get your 
kids vaccinated, and get your booster shot if you 
are eligible,” Biden said in a statement. “It’s free, 
easy, and effective — and it can save your life, and 
the lives of those you love.”

Daily deaths remain high even as overall case 
numbers dip
The rolling seven-day average for daily 
COVID-19 deaths has been above 2,000 since 
Jan. 23,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at’s nearly 
three times higher than in November, when the 
agency was reporting a seven-day average of 
700 daily deaths.

Vaccines are preventing most severe disease 
and death
As COVID-19 vaccines have become widely 
available for Americans,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dose of the Pfiz-
er-BioNTech, Moderna or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 continues to increase.
However, the percentage of fully vaccinated 
Americans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at approximate-
ly 64%. Amid the most recent surge of the now 
dominant omicron variant, unvaccinated people 
were 97 times more likely to die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were boosted, according to data cited 
this week by CDC Director Rochelle Walensky.

Public health experts note that broader vaccina-
tion and boosting would have reduced the num-
ber of deaths. “We would have at least 300,000 
fewer deaths. Probably more ... than that,” if the 
early pace of vaccination had been sustained, 
said Dr. Ashish Jha, dean of the Brown Uni-
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But at least 
300,000 Americans who have perished would 
still be with us. It’s tragic.”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CDC data, 42% of eligi-
ble Americans have received a booster.
(Courtesy npr.org)
Related

CDC Cuts The Recommended Isolation 
And Quarantine Periods For Coronavirus 

Infections
People who test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need to isolate themselves for only five days 
if they don’t show symptoms,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aid Monday. 
This cuts in half the earlier recommendation of 
10 days of isolation.
Data shows that the majority of coronavirus 
transmission “occurs early in the course of ill-
ness,” the CDC explained — generally in the 
one or two days before symptoms begin and 
two or three days after.
“Therefore, people who test positive should iso-
late for 5 days and, if asymptomatic at that time, 
they may leave isolation if they can continue to 
mask for 5 days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infecting 
others,” the CDC said in a statement.

A medical worker administers a coronavirus 
test at a new testing site at the Times Square 
subway station in New York City on Mon-
day. (Photo/Scott Heins/Getty Images)
The CDC has also updated its recommend-
ed quarantine period for people exposed to 
the virus. It says unvaccinated people should 
quarantine for five days, followed by five days 
of “strict mask use.” Exposed people who are 
more than six months past their second dose of 
the Pfizer-BioNTech or Moderna vaccines, or 
two months out from a Johnson & Johnson vac-
cine, should also quarantine for five days.
People who have gotten their booster shot don’t 
need to quarantine after exposure but should 
wear a mask for the next 10 days.
“The Omicron variant is spreading quickly and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act all facets of our so-
ciety,” said the CDC’s director, Dr. Rochelle 
Walensky, in a statement. “CDC’s updated 
recommendations for isolation and quarantine 
balance what we know abou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nd the protection provided by vaccination 
and booster doses. These updates ensure people 
can safely continue their daily lives.”
Dr. Megan Ranney, the associate dean at Brown 
University’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weeted 
Monday that a major reason the federal govern-
ment altered isolation requirements is due to the 
economic strain of a full quarantine.
“Our economy is going to shut down if every-
one has to isolate for 10 days. Luckily the sci-
ence backs up the move, at least partially,” she 
tweeted. “On the one hand: I’m all for following 
the science for the vaccinated & asymptomatic. 
No reason to keep people home unnecessarily.”
Kudos, she said, to the CDC “for recognizing 
that our knowledge has changed - and the virus 
has changed” especially for the vaccinated.
Ranney said what would make this decision 
even safer would be to require a rapid test before 
ending isolation.

Alejandro Brown receives a COVID-19 
vaccine from a health care worker at a drive-
through site in Miami on Dec. 16. (Photo/Joe 
Raedle/Getty Images)
The CDC doesn’t currently require this step and 
rapid, at-home COVID tests have been hard to 
come by during the omicron surg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hich has come 
under pressure for not increasing widespread 
availability of at-home tests, last week rolled out 
a plan to set up federal testing across th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will also buy a half-billion at-
home COVID test kits and mail them out. But 
deliveries won’t start until January.
The new guidance comes days after the CDC 
loosened rules for how long health care workers 
should isolate after infection with the coronavi-
rus, from 10 days to seven days. If there were 
staffing shortages, that isolation time could be 
further reduced.
The next day, New York officials followed suit, 
reducing to five the number of days for health 
care workers to isolate after a positive corona-
virus test. On NPR’s Morning Edition on Mon-
day, Dr. Anthony Fauci praised the move.
Five days of quarantine should be enough for 
health care workers, Fauci said, adding:           
 “That’s going to be under consideration of 
whether or not we want to diminish i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In the U.S. as of Monday, 242 million people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dose of a COVID-19 
vaccine, 205 million are fully vaccinated and 

66 million have received a booster, according 
to the CDC’s COVID Data Tracker. (Courtesy 
np.org)
Related

WHO Says Omicron Won’t Be The 
Last Covid Variant As Global Cases                                 

Surge Over 20% In One Week

Maria Van Kerkhove, Technical Lead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Health 
Emergencies Programme attends a news 
conference on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
rus disease (COVID-19) in Geneva, Switzer-
land, March 16, 2020. (Photo/Christopher 
Black | WHO | Reuters)

KEY POINTS
Dr. Bruce Aylward, a senior WHO official, 

warned high levels of transmission give 
the virus more opportunity to replicate                                         

and mutate, raising the risk that another 
variant will emerge.

New infections have increased by 20% glob-
ally over the past week with nearly 19 million 

total reported cases.
“This pandemic is nowhere near over,” WHO                                                            
Director-General Tedros Adhanom Ghebrey-

sus sai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n Tuesday 

said the pandemic will not end as the omicron 
variant subsides in some countries, warning the 
high levels of infection around the world will 

likely lead to new variants as the virus mutates.
“We’re hearing a lot of people suggest that 
omicron is the last variant, that it’s over after 
this. And that is not the case because this vi-
rus is circulating at a very intense level around 
the world,” Maria Van Kerkhove, the WHO’s 
Covid-19 technical lead, said during a coronavi-
rus update in Geneva.
New infections have increased by 20% glob-
ally over the past week with nearly 19 million 
total reported cases, according to the WHO. But 
Van Kerkhove noted that new infections that go 
unreported would make the real number much 
higher. Dr. Bruce Aylward, a senior WHO offi-
cial, warned high levels of transmission give the 
virus more opportunity to replicate and mutate, 
raising the risk that a new variant will emerge.
“We don’t fully understand the consequences of 
letting this thing run,” Aylward said. “Most of 
what we’ve seen so far in areas of uncontrolled 
transmission has been we paid a price for the 
variants that emerge and new uncertainties we 
have to manage as we go forward.” (Courtesy 
cn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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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ght Against The Virus Continues
900,000 Americans Deaths From COVID
After Two Years Of The Global Pandemic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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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思語的正向力量

◎ 幫助受創婦女抵禦寒冬

◎ 全賴志工徒手搬運

◎ 西南管理區發起籌款

	撰文／李成林

	撰文／李成林

9
242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2月19日榮獲社區組織一份暖心的肯

定，休士頓西南管理區（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和休士頓台商會聯袂捐贈1萬美元，幫助慈濟購買

發放食物專用的堆高機。	

	 捐贈儀式在慈濟德州分會會所舉行，包括來賓和志工逾

百人參加。這座堆高機除了可以讓志工在搬運食物時更有安

全保障，還能夠省時、省力，提高工作效率，讓例行的食物

發放活動能更加順利。

休士頓慈濟志工在2月7日拜訪「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中

心」（Wellsprings Village），在今年首次探訪中，

得知居住在內的家庭迫切需要人際互動的關懷，已積極規劃

在四月份舉辦一場在戶外的訪視關懷活動。	

	 慈濟志工長期關懷「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中心」，從該

中心莫尼卡·道格拉斯（Monique Douglas）處得知，他們

安置的家庭急需一箱慈濟毛毯，志工梁明嬋、閻素雲、劉本

琦和蔡文惠與莫尼卡相約在2月7日會面，當天志工們除了毛

毯，還裝載了幫助防疫的消毒濕巾、洗潔精、香皂，以及各

種個人防疫和清潔衛生用品同行。

慈濟德州分會獲贈萬元購推高機

慈濟規劃四月份重啟溫泉村互動訪視課程

參與捐贈儀式的來賓合影。攝影／林嵩然

慈濟德州分會獲休士頓西南管理區和休士頓台商會聯袂捐贈一萬
美元購置堆高機。攝影／林嵩然

慈濟志工為「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中心」送去大批生活物資。 
攝影／劉本琦

想要獲得更多關於「素行動聯盟」
的訊息，請前往：
VeryVeggieMovement.org/zh

	 當您發願加入「素行動」，您就會收到一張電
子忠實會員卡。未來將不定期收到美味食譜、蔬食指
南、實用資訊和有趣文章，到任何一間《素行動聯
盟》的實體店家消費，出示會員卡，會使用「素行
動」優惠搜尋地圖，找到該商店的優惠代碼，在網路
商店付款時輸入優惠代碼，就能享受特別優惠！

•	實體店或網購消費，都能使用
•	隨身攜帶又不佔空間
•	不砍一棵樹，環保愛地球	 	

	 慈濟教育志業以教導「慈悲喜捨、見苦知福」為
目標，融合證嚴法師《靜思語》教學的獨有品格教育，
教導學童除了學習知識、生活常識外，更要培養孝順
父母、友愛兄妹、尊師重道的良好品德，讓「感恩、尊
重、愛」成為陪伴孩子終身的行事準則。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招收兩歲六個月（已學會
自行獨立上洗手間）到五歲九個月學前班的孩童，本校
採中英文雙語沉浸式教學，讓孩子快樂的學習自然、科
學、數學、語言等學科，輔以花道課、茶道課的人文薰
陶，讓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啟蒙階段，培養循規蹈矩充
滿愛與慈悲的自信與獨立心性。

忠實會員卡

隆重登場

	 當前該中心約居住有24名受庇護婦女，她們住在六棟獨

立的平房中；志工在探視住在三個平房內的婦女時，正好有

兩名婦女準備搬入其中。劉本琦說明：「由於當時還在農曆

新年的春節期間，志工們特別準備了新年紅包，親切的和居

民們打招呼，為她們送上祝福，並祝她們新年快樂。」

	 看到許久不見到老朋友，莫尼卡熱烈歡迎志工的來到。

因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大流行，從2020年到

2021年的疫情期間，慈濟考慮到居住在內的家庭與志工的健

康安全，暫停例行的每月探訪活動，改為每隔一到兩個月為

該中心送去防疫和生活物資。

	 缺少了面對面的互動交流與關懷，對住在其中的受創

婦女而言更感到淒苦。莫尼卡反應：「在疫情期間，慈濟對

該中心的協助變得格外重要。過去慈濟志工每個月都會去關

懷安置於此的婦女們，透過《靜思語》課程緩解受創者的傷

痛，讓她們得到心靈上的紓解；同時，慈濟都會順道捐贈生

活用品，緩解該中心的物資需求。」莫妮克在說明近況後，

便殷切的詢問志工，慈濟人什麼時候才可以恢復常規活動？

	 隨著當前全美疫情都出現消退跡象，慈濟已經計劃將

在四月份到該中心進行一次戶外的探訪活動。｢由於疫情影

響，志工不能和受庇護的婦女直接互動，過去志工會以《靜

思語》關懷課程，傾聽她們的煩惱和心事，與她們交流給

予溫暖，鼓勵她們重新站起來，開展新生活。｣志工劉本琦

說：「期待疫情能盡快結束。四月的計畫之一就是重返該中

心開課；因為從過去的經驗中得知，她們都非常喜歡《靜思

語》課程。」

	 從2020年6月開始，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與休士頓食物銀

行（	 Houston	 Food	 Bank.）合作，定期在社區舉辦食物發

放活動，幫助當地受疫情影響急需食物援助的家庭和低收入

戶，疫情最嚴峻時曾暫停發放兩個月，之後在2021年3月重

新啟動休士頓社區的食物發放活動，同年12月再度因疫情轉

劇而暫停，疫情趨緩後，志工擬定於今年3月5日星期六重啟

發放活動。

	 一年多來，慈濟休士頓的食物發放雖然兩度因疫情嚴峻

而暫停，但也累積舉辦了26場，每次都有兩百多戶家庭到

場。同時，大批慈濟志工投入辛勞的發放工作，更因此吸引

了許多善心人士加入志工行列，有警察，也有哈維風災的受

災戶，一度接受援助的居民，也趁此良機來付出愛心。

	 「自從開始食物發放活動，	因為沒有推高機的幫助，全

部靠人力卸貨、徒手搬運，不僅需要動用大約五、六十人的

志工，大家一起動手將食物從卡車上搬下來，既花時間，又

花力氣。」關於捐贈堆高機的緣起，慈濟德州分會副執行長

林書賢（Roger	Lin）解說。

	 為協助有需要的休士頓家
庭，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與休士
頓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合作，擬於3月5日與3月
19日舉辦蔬果發放活動，以行動
支援受疫情影響的家庭，幫助居
民了解到他們並非孤單無助。
	 食物發放採得來速（drive	
thru）模式進行，同時接受民眾
步行前來領取，參與食物發放
的民眾需全程戴上口罩。預計發放350份蔬食，數量有
限，先到先領，發完為止。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3月5日與3月19日，上午11點開始發放，發完為止

食物發放地點：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培養充滿愛與慈悲的新生代

立刻聯繫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電話：713-395-0303，
進一步了解慈濟獨特的全人教育。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的學童錄製表演節目場景。攝影／
劉本琦

	 志工劉本琦說明：「西南管理區執行長李成純如	 (Alice	

Lee)	 和食物銀行有接觸，慈濟開始食物發放活動之後，她

常常會過來幫忙，看到志工徒手搬運的困難，她就主動提起

或許西南管理區能夠幫忙。」林書賢表示，這段時間以來，

西南管理區在慈濟舉辦發放活動時，都會提供安保人員維持

秩序，慈濟和西南管理區是互動密切的合作夥伴。

	 當李成純如向西南管理區提出支持慈濟發放的想法後，

該區理事會很快為此籌款提議召開會議，慈濟人也應邀進行

籌款報告，該區理事們當場通過捐款5,000美元給慈濟的提

更由於志工必須爬到車上，加上有些東西又很沉重，只能
單手抓住車子作為支撐，危險之外，也往往容易造成志工
的腰背拉傷和扭傷。
                                  慈濟德州分會副執行長　林書賢    

案；長期的慈濟捐款人王敦正也是西南管理區的理事之一，

他提出休士頓台商會的人也在現場，是否也能協助籌款？由

於休士頓台商會也是慈濟長期的合作夥伴，所以台商會也當

場表態將捐了5,000美元	 ，其中包括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辦事

處的捐款。

	 籌到10,000美元的捐款後，志工就開始找適合的機器，

問詢了三、四個廠牌，最後擇定了一架最適合目前食物發放

工作需要的堆高機。不過，由於市場缺貨，慈濟訂購的推高

機需要約兩個月才能交貨，因此廠商借了同款的展示機，讓

慈濟在當日舉辦捐贈儀式。

	 出席捐贈儀式的貴賓有：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長羅復

文、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振雄、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理

事王敦正、執行長李成純如、台商會會長張園立、副會長徐

世鋼、顧問周政賢、台鄉會會長陳逸玲等。

圓滿閉幕的捐贈儀式除了歡慶籌款成功，同時感謝社區民眾

關懷貧困的善心。這不僅僅是一座承重運載的堆高機，更展

現了公眾點滴匯聚悲天憫人的巨大力量。

慈濟所傳授的正向理念，確實可以在她們最需要幫助時，
給予指引和撫慰的作用。
                                                          志工  劉本琦     

	 在捐贈物資後，該中心的工作人員向志工展示為新遷入

婦女提供的歡迎包裹，其中包括了慈濟毛毯、換洗衣服和個

人衛生用品，全部裝在一個可重複使用的大袋子裡；當她們

遷出時，這個大袋子和毛毯必須交回。

	 「我們本來以為受庇護的婦女遷出時，會將毛毯帶走，

之後得知該中心極度缺乏物資。」劉本琦指出：「像之前天

氣比較冷的時候，因沒有足夠的毛毯，只能用大的毛巾被替

代使用，寒夜必須蓋上4、5條毛巾被才能保暖。所以，莫妮

卡才會特意致電慈濟，希望慈濟能捐贈更多的毛毯。」

	 疫情致使經濟衰退，近期通貨膨脹日益嚴重，財務吃緊

的「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中心」更是捉襟見肘，物資匱乏，

能夠提供給安置家庭的生活物資和防疫用品都非常有限。慈

濟人持續匯聚螢火蟲點滴能量，持續不斷的默默供應她們度

過寒冬的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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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拉蒙如今證實，《變形金剛：萬獸崛起

》將開啟全新的三部曲電影。

從2007年一路演至2017年，由麥可貝操刀

的《變形金剛》五部曲總共抱回了近四十四億

美金，然而隨著《變形金剛5：最終騎士》票房

下滑至六億美金，讓片商賠上了逾一億美金，

導演麥可貝也掛冠求去，頓時讓本系列電影的

未來顯得烏雲密佈。

派拉蒙在2018年改弦易轍，不再重覆麥可

貝的大場面爆破動作路線，改以細膩情感取勝

，在崔維斯奈特執導、海莉史坦菲德主演的

《大黃蜂》中，聚焦於八零年代一名少女的青

春成長故事。

雖然近四億七千萬美金的票房不如前五部

曲那麼驚人，不過片中主打少女和大黃蜂之間

的私密情感連結，卻反倒令觀眾耳目一新，製

作成本更比前五部曲都來得低廉，也成功為

《變形金剛》重新開機。

在《大黃蜂》打響了第一砲之下，派拉蒙

頓時拍板決定籌拍續集電影《變形金剛：萬獸

崛起》，改以「野獸大戰」故事線作為靈感來

源，將片中舞台搬到了1994年的布魯克林，描

述兩名考古學家是如何被捲入三股變形金剛勢

力之間的古老戰爭。

派拉蒙日前在投資人日上宣佈，《變形金剛

：萬獸崛起》將於2023年問世，也會是全新三部

曲電影的首部曲。除此之外，《變形金剛》今年

秋季也會在尼克兒童頻道上推出一齣全新動畫影

集，更有一部電腦動畫電影將於2024年問世。

本片將由《金牌拳手：父仇》導演小史蒂

芬卡普爾執導，片中卡司陣容也煥然一新，包

括了《漢密爾頓》男星安東尼拉莫斯、《猶大

與黑色彌賽亞》女星多米妮可斐許巴克、「夢

魘殺魔」女星露娜羅倫維萊斯。

有別於前五部曲都著重在博派金剛和狂派

金剛之間的衝突對立，本片則會介紹強大金剛

（Maximals）、掠奪金剛（Predacons）和恐懼金

剛（Terrorcons）三股全新勢力登場，但片中自

然還是少不了柯博文的難忘身影。《變形金剛

：萬獸崛起》將於2023年6月9日上映。

派拉蒙：《變形金剛：萬獸崛起》將開啟全新三部曲

《怪獸與鄧不利多的秘密》不僅釋出了全新

角色海報，裘德洛也大談鄧不利多一角不為人知

的過去。

由大衛葉慈執導，JK羅琳和《哈利波特》系

列編劇史蒂夫克勒伍聯手執筆，第三集《怪獸與

鄧不利多的秘密》設於1930年代，片中將描述巫

師們在二戰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會從中探索不丹

、德國、中國等地的魔法社群。

片商如今釋出了一批角色海報，在「紐特斯

卡曼德」艾迪瑞德曼、「阿不思鄧不利多」裘德

洛、「蒂娜」凱薩琳沃特斯頓、「雅各」丹富格

勒、「奎妮」艾莉森蘇朵、「奎登斯」伊薩米勒

之外，觀眾也可以一睹麥斯米克森代替強尼戴普

飾演蓋勒葛林戴華德一角的扮相。

《怪獸與鄧不利多的秘密》同時還釋出了一

支影片，由裘德洛大談這次的片中演出：「大家

好，能飾演阿不思鄧不利多實在是一大榮幸，他

是世上最強大的巫師之一，他永遠搶先別人一步

。他相信人性本善，也總是快速提出睿智但難解

的建議。」

「在本週四 2月 24日，《怪獸與鄧不利多

的秘密》將公佈一支全新預告。我很興奮表

示，片中將揭露一些背景故事，並協助造就

出我們在《哈利波特》中所深愛的那位傳奇

巫師。」

「他這次將面臨高度風險，而他需要一支出

乎意料的英雄團隊，好幫助自己面對至今最偉大

的考驗。現在為了替預告暖身，我們邀請各位一

同加入鄧不利多的首支軍隊。」

「提供你們最喜愛的Cosplay、粉絲藝術、刺

青和名言，任何跟鄧不利多有關的東西。盡情沉

浸在阿不思鄧不利多之中，這個我們全都深愛的

美妙角色。」《怪獸與鄧不利多的秘密》將於

2022年4月14日在台上映。

裘德洛大談《怪獸與鄧不利多的秘密》

HBO經典美劇《慾望城市》續作《慾望城市

：華麗下半場》（And just like that）開播後，粉

絲評價反應兩極，該劇的靈魂角色「莎曼珊」金

凱特羅（Kim Cattrall）拒絕回歸，而影集賜死凱

莉摯愛「大人物Mr.Big」，戲外「大人物」演員

克里斯諾斯（Chris Noth）捲入性侵醜聞，這使

他在結局的戲份被刪。諸多爭議以及劇情的巨大

變動，使不少粉絲難以接受。

《慾望城市：華麗下半場》播出以來經歷各

種考驗與爭議，而《慾望城市》原作者坎蒂絲布

希奈兒（Candace Bushnell）對該劇也發表意見，

她近日接受美國雜誌《紐約客》(The New York-

er)採訪，被問到她是否是《慾望城市：華麗下半

場》的粉絲時，竟堅定的回答了：「不是！」

坎蒂絲布希奈兒表示：「我真的對這次重啟

劇情的很多決定都感到震驚，你知道，這是一部

電視劇，由製作人邁克爾· 帕特里克· 金（Mi-

chael Patrick King）和莎拉潔西卡派克（Sarah

Jessica Parker）打造，他們過去曾與HBO多次合

作，由於各種原因，HBO將這部重啟作品交給他

們，這是他們想要的故事。」

《慾望城市》中，女主角「凱莉布雷蕭」

的原型，是基於原作者坎蒂絲布希奈兒的生活

啟發，但這位原作者表示，她並沒有在《慾望

城市：華麗下半場》的「凱莉」身上看到自己

，她說：「一點也不，我的意思是，凱莉布雷

蕭變成了一個古怪的女人，嫁給了一個非常有

錢的男人，這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我任何朋

友的故事。」她對於《慾望城市：華麗下半場

》的故事選擇一笑置之，並表示：「電視劇有

自己的邏輯。」

目前《慾望城市：華麗下半場》尚未宣佈續

訂第二季，但 HBO和莎拉潔西卡派克都有興趣

繼續製作下去。

《慾望城市》作者評論《華麗下半場》

「凱莉變成一個古怪的女人」
Netflix影集《創造安娜》2月11日上架就

衝上排行榜第一名，瞬間引爆話題，而劇中主

角靈感來自真實人物安娜狄維（Anna Delvey

），或說這名詐欺犯的真名，安娜索羅金

（Anna Sorokin），在影集爆紅後，外界也得

知Netflix支付安娜一筆巨額，同時好奇這筆報

酬的去向。

《創造安娜》改編自記者潔西卡普斯勒

（Jessica Pressler）在《紐約》雜誌專文〈安娜

狄維如何騙倒紐約派對圈〉（現已經更新為〈也

許她有很多錢，她只是忘記了它〉），為了講述

這位假名媛真詐騙的故事，Netflix不得不支付32

萬美金（約新台幣890萬元），只不過要如何運

用這筆金錢，安娜似乎也別無選擇。

《創造安娜》描述安娜索羅金聲稱自己是德

國富二代安娜狄維，並在25歲生日時繼承6000

萬歐元（約新台幣19億元）的信託基金，她每天

穿戴名牌、出入高級飯店，不僅搭私人飛機到處

跑，還經常參加頂級派對，花錢私毫不手軟。

但這令許多人夢寐以求的生活，其實都是倚靠

詐欺而來，安娜玩遍紐約上流圈，都靠別人埋單來

營造自己的虛假形象，最後謊言被戳破，她在2017

年以重度盜竊罪被起訴，2019年被判刑 4至12年

，但因獄中表現良好，2021年2月獲得假釋。

那麼從Netflix獲利的32萬美金呢？即便從天

上掉下一大筆錢，安娜索羅金也被紐約州禁止使用

任何方式來花用－除了拿來賠償。這起於惡名昭彰

的連續殺人犯「山姆之子」大衛伯科維茨（David

Berkowitz）後所訂定的「山姆之子」法律，該法禁

止犯罪分子從其罪行的宣傳中獲利，所以安娜除了

把錢拿來賠償外，其實無法再拿來繼續逍遙。

安娜索羅金因竊盜超過20萬美金的罪名而入

獄，在繳完負債、州罰款與律師費用後，32萬美

金林林總總扣下來，她只剩下2.2萬美金左右，

而剩下的錢該如何運用就不得而知了。

有趣的是，「山姆之子」法雖然讓安娜無法

隨意揮霍那32萬美金，但它確實讓安娜得以還完

債務獲得財務自由。法律幫助那些被安娜詐欺的

人與企業，但也幫安娜擺脫債務，如果沒有這條

法，安娜或許花上10年都無法還完。而基本上安

娜索羅金至今仍做著她最擅長的事－也就是讓別

人來為自己付錢－她的罪行終究不必自己承擔，

反正Netflix會負責！

Netflix《創造安娜》
假名媛獲得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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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刘强东身上不乏矛盾的存在。

一方面他很有耐心。花重金构建的京

东物流体系在多年后才成为这家公司的护

城河，也成为他的骄傲。于是，在四年前

的那场央视采访中，这位创始人挥斥方遒

：

“我喜欢要花10年、20年去做成一

件事情，如果一件事情一年、半年就做成

了，那从来都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觉

得价值一般。”

一方面他又很急切，数次因为感情强

烈的公开言论登上新闻头条，俨然一副不

惧战火的勇士姿态。

2018年的明州事件成为那个关键的转

折点。为了将个人对企业的影响降至最低

，这位风云人物被迫离开舆论场，鲜少公

开露面。耐心压倒了急切，成为他在过去

562天里的关键词。

他似乎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京东业绩在明州事件后一度迎来凶险

的下滑曲线，又在一年多之后逐渐爬升。

最新公布的2019年四季度财报和全年业绩

报告显示，京东集团十年来首次实现全年

盈利，GMV突破2万亿人民币大关。这让

京东股价一度涨逾14%，市值冲上630亿

美元，超过拼多多和百度。

数据单独听起来很美，但没有参照物

的数据往往是单薄的。

纵向来看，京东市值巅峰是2018年1

月时的733.34亿美元，与现在相比，相当

于多了一家唯品会。

横向来看，拼多多在上周发布的财报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这家年轻的电

商公司已经拥有5.85亿年活跃用户，远远

超过京东的3.62亿，位居行业第二——京

东的下沉之路漫漫，拼多多却已经开始收

获“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成果。

显然，刘强东还需要更多耐心，去等

待京东的真正复兴。

一、耐心

3月2日，京东最新财报公布的当晚

，刘强东在业绩公告电话会议上提到了17

年前的那场疫情。

“17年前‘非典’时，京东还是一家

小公司，我们特别能体会疫情对企业经营

和民生带来的影响。”

当时的京东还叫“京东多媒体”，成

立不到五年，以代销光盘、刻录机等光磁

产品为主营业务。根据刘强东的规划，

2003年，京东多媒体的门店要从年初的12

家拓展到年底的18家。

但疫情彻底打乱了计划。

2003年3月6日，北京通报首例非典

病例，此后，京城风声鹤唳，实体经济停

摆，刘强东也关闭了所有门店。21天后算

账，亏损已经高达800多万，资金只能再

支撑3个月——而当时的传言是，非典至

少要6个月才会结束。

生存压力之下，一位留守经理在酒后

想出的“网上卖点东西”点亮了刘强东，

很快，他安排员工在各大门户论坛发帖，

通过QQ向客户推销产品，在一个CD爱好

者扎堆的 BBS 里，他收获了第一批21位

客户。

与马化腾早年在OICQ 提供聊天服务

一样，这批互联网创业者在早年都有过客

服体验。那段时间，刘强东白天送货，晚

上就泡在网上，耐心地发帖回帖，经常忙

到凌晨5点。

刘强东在耐心中熬过了难关，又从困

境中汲取了灵感。次年1月，京东商城成

立，刘强东的电商帝国自此有了雏形。

那年，黄峥刚从美国威斯康星硕士毕

业，在人生导师段永平建议之下进入当时

尚不成熟的谷歌，当起了程序员。

17年后，当新冠疫情来势汹汹，黄峥

已经成为最让刘强东紧张的对手之一。他

比刘强东小10岁左右，生猛，迅速，深谙

人性，在被大众关注之前，已经悄无声息

吞下了大片低线市场，如今又在逐步吞噬

京东占据的一二线市场。

耐心如刘强东，也要坐不住了。

他曾经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拼

多多模式的蔑视，“如果你在中国有过几

次购物经历，也许只用三次你就能得到答

案”。但在投资势力的簇拥之下，拼多多

向第二大电商平台的位置发起进攻，京东

也不得不紧张起来。2018年12月，京东架

构调整，拼购事业部独立，负责人侯艳直

接向京东商城 CEO 徐雷汇报。2019年9

月，拼购再升级为京喜——这被外界认为

是发起了迎击拼多多的正面战争。

可以预见的是，这场战争在今年会愈

发激烈。刘强东的这位年轻对手同样耐心

十足。后者很早就从段永平那习得重要的

商业与人生哲学：快就是慢，慢就是快。

越是相似的对手，越可怕。

二、权力

多数成功者同时也是权力的迷恋者。

刘强东显然是其中的典型。这位创始

人对权力有铁一般的执念。最广为人知的

，是他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的那句话，

“如果不能控制这家企业（京东），我宁

愿把它卖掉。”

俞敏洪也曾经评价刘强东，“刘强东

身上有领袖的气质，这一气质不可用具体

事例来描述，但一个有领袖气质的人大家

都能够感觉出来。即使你不知道他在做什

么，也愿意追随他去革命，这个人就是有

领袖气质的人。”

明州事件后，领袖走下神坛。

从 2019年 11月开始，刘强东开启

“退场”模式，陆续卸任京东旗下子公司

等多家企业的高管职务。节奏在2020年越

发加快，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

月初，他已经卸任了11家公司的高管职务

，其中包括他花大力气建起来的物流公司

，也包括如今估值过千亿的京东数科。

放权意图清晰可见。

当刘强东走向幕后，徐雷被推到了台

前。这位在2018年7月——明州事件发生

前不久——就任京东商城轮值CEO的公司

高管，正在越来越多地履行此前刘强东的

职责，成为这家公司最重要的发言人。

外表看来，这位在北京大院长大的

“继承者”有着与刘强东完全不同的形象

气质，他热爱踢足球，不爱穿西装；左臂

藏着纹身，手串是日常佩戴品。与曾经只

爱工作和炫妻的老板相比，他显得更加真

实和接地气。

“我本是一个嬉笑怒骂的人，工作之

外，我喜欢像风一样自由”，他在社交平

台里曾经留下这样的自白。

但同时，他也是刘强东的老兵，深得

后者信任。他在2009年正式加入京东，也

是“618”的直接缔造者。他精通市场与

品牌，在2014年将京东的促销活动“红六

月”升级为“京东618”，直接对标天猫

双11——时间证明这项决定的正确性。

从舆论反应与财报数据来看，刘强东

选了一位不错的接班人。京东股价触底反

弹，在2019年11月，京东集团发布的第

三季度财报显示，其营收达到1348亿元，

远超市场预期；在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

，该季度净利润为31亿元，同比增幅达

160.6%。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这大概也是刘

强东从上次失败的放权之中汲取的教训。

9年前，高速发展筹备上市的京东曾

经引入一批职业经理人，比如COO沈皓瑜

、CMO蓝烨、CTO王亚卿、CHO隆雨等

。自然，京东内部出现了新旧势力的摩擦

，而刘强东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新人：

“现在的京东需要新鲜血液，离职一

两名高管属于正常现象，凡是不符合京东

商城价值观的就可以离开，一直都是老胳

膊老腿的也不行。”

他选择了放权，只看结果，不管过程

，“几千万的单子就不用找我签字了”。

2013年4月，他甚至跑到美国留学充电，

连当年的连6.18大促都并未现身——当然

，他依然会远程参加公司的日常晨会，只

是多数时候不发声。

但职业经理人并未为京东带来刘强东

预期之中的改变，反而出现了利益输送、

管理层不做决策或者拉长决策战线等问题

。到2016年时，各项数据都严重滑落，其

中，营收增速更是跌破了50%。

最后结局就是，刘强东闪电回归，职

业经理人陆续离场，老将重新被重用。此

后，老将与管培生构成了刘强东最信任的

人才梯队，直至今日，亦是如此。

三、危机

京东这艘船似乎已经驶出了最危险的

水域。

刘强东无疑为那一夜付出了巨大的代

价。但明州事件只是催化剂，真正导致其

下滑的还是业务。

财报传递的信号已经足够明显。2018

年二季度财报显示，京东成交额同比增速

已连续四年大幅放缓。多家投资机构纷纷

抛售京东股票，其中就包括高瓴资本，后

者通过抛售股票成功剥离了“京东主要股

东”的身份。

明州事件后，风愈急，雨愈骤。

2018年中最高点时还有581家机构持

有京东股票，到三季度末，这个数字已降

至155家。此外，京东市值也持续走低，

股价一度逼近2014年上市时的发行价。

刘强东以“退”消解个人给公司带来

的危机，同时又要以“进”带领这家公司

摆脱持续下坠的命运。

京东继续新故事，或者说，急需塑造

更加清晰的新形象，让投资人看到希望

——毕竟，在流量优势逐渐流失的2018年

，阿里还有淘宝直播声势渐起，拼多多也

靠着社交电商模式敲响了上市钟声，而京

东被人讨论最多的，只有老板在明州的那

一夜。

人事调整成为刘强东进击的重要一步

。

2018年年底，京东进行了史上动作最

大的调整，徐雷上位，以轮值CEO身份取

得实权。组织架构方面，改用前台、中台

、后台模式，强化大中台，弱化或叫停烧

钱的创新业务。

危机感笼罩在亦庄京东大楼的多数人

头上。2019年4月，“末位淘汰10%的高

管”、“裁员8%（约1.2万人）”，“快

递员取消底薪”……当这些新闻陆续传出

，加上刘强东对于996的全力支持，“混

日子的人不是兄弟”的坚定表态，所有人

都在风雨飘摇中看到了他脸上强烈的求生

欲。

落到业务层面，电商、物流和金融

（数科）被确定为京东三架马车，低线市

场与社区场景，也被刘强东列为2019年突

破重点。

从财报数据来看，京东的2019年算是

实现了徐雷定下的目标：恢复增长。

下沉市场为京东带来的新的用户增长

，继而推高了GMV。财报显示，京东

2019年年度活跃购买用户数增长至3.62亿

，其中第四季度的新增用户中超过七成来

自三至六线城市。京东2019年GMV为

20854亿元，同比增长24.4%。

但这张成绩单依然暗藏危机。

比如年度活跃用户数，与竞争对手相

比并无优势。阿里以7.21亿的数据位居第

一，拼多多虽然暂时位列第三，但它在4

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5.363亿年活跃买家

数，速度远超京东——老三跑得太快，老

二必然瑟瑟发抖。

比如盈利数据。京东2019年全年和第

四季度财报显示，京东2019年净利润为

122亿，相比2018年的亏损25亿，彻底实

现翻身——这看起来很美。但细看财报你

会发现，其中提到一笔超过92亿元的“非

经营性收入”，含处置物业收入和其他非

经营性收入，前者高达38.85亿元。

通俗来讲，也就是说，京东2019年取

得的高利润中，通过处置资产取得的收入

，功不可没。

三驾马车也各有问题：电商增速下滑

，已经独立的物流与数科都尚未摆脱对京

东商城主体业务的依赖，只能一荣俱荣一

损俱损。

加上疫情导致的“黑天鹅事件”，用

户消费意愿被抑制。不过，由此产生的影

响，或许要等到京东的下一季财报才有所

体现。

四、荣耀

作为出身贫寒的名校生、白手起家的

商人，刘强东有过无数闪光时刻。其中包

括：

背着村里乡亲煮的几十个鸡蛋走进人

大校门时的意气风发；中关村的生意蒸蒸

日上，年度聚餐时的酣畅淋漓；发起价格

战成功突袭李国庆之后的得意欣喜；在美

国上市成功，为高管下厨做西餐炫耀厨艺

时的如鱼得水……

当然，还有在澳洲的那场豪华婚礼，

他衣着精致挽着年轻妻子起舞的画面，唯

美如同童话电影。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典型地通过读书

改变命运，继而实现阶层跨越的中国式成

功故事。只是，明州事件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里，他的名望恐怕都难以恢复到昔日的

高度。

这或许只是一念之差。

王石曾经在以色列的夜色中跟许知远

谈起自己在剑桥丢了自行车座垫的事情，

他当时很窝火，一度想趁着月色把隔壁车

子的座垫盗为己用。这个念头让他自己也

有些诧异：

“你看，我一直给你表现，我多么高

尚啊，我多么自律啊，我多么严于律己啊

，做别人的示范啊。我才发现，人要犯罪

啊，就在一念之差。”

但如今探究这些已经毫无意义。

好在，刘强东向来是位务实主义者。

尽管这位创业者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

听《心太软》，但现实生活中的他从不轻

易服输，撒切尔夫人、丘吉尔、罗斯福这

样的铁腕人物是他的偶像，他也在身体力

行成为这样的人物。

可想而知，他大概无暇懊恼。与其回

望过去，不如着眼当下和未来。

也只有京东创造的新荣耀，才能加速

淡化刘强东身上“那个”标签。是的，如

果说时间是遗忘的利器，成功就是最有效

的那支催化剂。

这并非易事。

电商战场上强敌环伺，京东步步维艰

。它亦在努力突围，据香港《信报》消息

，京东有意最快今年上半年在港二次上市

，目前已经与包括瑞银及美银在内的投行

接洽探讨。

这是阿里走过的老路。去年11月，阿

里巴巴回到港交所二次上市，开盘即股价

大涨，一举超过腾讯控股，成为港股市值

最高的公司——毫无疑问，京东也想复制

这条路径。

跟随，而非创新，这或许也是如今京

东的困局所在。

以下沉市场为例。过去，刘强东的轻

视与偏见一度让京东错失时机，导致京东

内部傲慢认为“拼多多不过是流量端的奇

技淫巧”。决意追赶后，京东选择了一条

捷径——复制已经被市场验证了的商业模

式：京喜复制了拼多多的拼购模式，京东

云小店以及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则分别

对标云集平台和美团模式。

追随者的优势在于少走弯路，限制在

于极少能超越前者。在不算漫长的中国互

联网商业史中，复制他人产品或模式而成

功者，只有早年的腾讯。

尽管问题重重，但需要承认的是，京

东能走出2018年的困境，已经证明了这家

公司的顽强生命力。

当年小米业绩严重下滑，雷军以置之

死地而后生的心态投入翻身之战，“我都

躺在地板上了，没有人能击败我”。比创

造一家企业更难的，是带领企业去实现

“V” 字生命线的后半段。

京东能否跑出这样的生命线？这个问

题还有待时间给出答案。但对于刘强东的

个人名望，画完这段“V”字，或许还需

要很长的时间。

明州事件如同一张看不见的透明罩子

，将他困于其中。

一方面，案件尚未完结，这如同大战

后遗落的地雷，无人知晓它会不会爆炸，

何时爆炸。而从新闻曝出的那一刻开始，

刘强东此前那些围绕恋情、婚姻的营销活

动都变成了反讽，当年它们影响力有多大

，如今伤害也多大。

另一方面，刘强东沉默的这些日子，

也是京东业绩触底反弹的时间段。对于这

位曾经多次强调公司控制权的创始人而言

，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回归还有意义

吗？

不过，刘强东已经在耐心中度过了跌

宕的562天。他或许也有足够多的耐心，

去等待光环重回的那一天。

当然，前提是，京东足够成功。

刘强东的耐心，与他「消失」的56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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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我心飛揚》：
你可以永遠相信中國短道速滑
北京冬奧會昨晚圓滿閉幕，中國取

得9金的曆史最佳成績，而取得首金的

正是中國短道速滑隊。要知道，中國冬

奧會的首金也恰恰出自這支強勁的隊

伍。在2002年鹽湖城冬奧會上，楊揚奪

得冬奧會女子短道速滑 500 米比賽金

牌，爲中國摘得首枚冬奧會金牌，一句

話總結：你可以永遠相信中國短道速滑

隊！如今，冬奧會在“送別”的旋律與

“折柳”的惜別中閉幕了，但關于冬奧

，關于中國短道速滑的故事還在繼續上

演！即將在2月25日上映的電影《我心

飛揚》，通過大銀幕的沈浸式體驗，真

人事迹改編，似乎成爲了冬奧結束後電

影人爲我們送上的彩蛋。

從一到九易，從零到一難，影片的

焦點便放在了中國女子短道速滑奪得首

枚金牌的故事背景。從近代史來看，中

國並非體育強國，曆史的重任、全民的

期待、家庭的牽絆這三座大山壓在了故

事的主人公楊帆身上。影片風格上，導

演王放放並沒有選擇過于商業化的敘事

手法，而是將曆史與現實進行了雜糅，

將更快更強的競賽與最暖最柔的情感産

生了碰撞，在娓娓道來的節奏中，將一

個關于冬奧首金的傳奇故事徐徐展開。

《我心飛揚》片名取得極好，不僅

扣合了女主楊帆的名，亦暗合了影片原

型人物楊揚，同樣突出了故事的主題：

打開心門方才揚帆起航！這個心門包含

多個方面，影片的開始便是由夏雨飾演

的教練秦杉，爲中國的短道速滑打開了

一扇變革之門。在通過改革接棒前任後

，他通過一對一的一場比賽淘汰制，優

選出了楊帆，也正是如此爲這對師徒之

間埋下了矛盾的伏筆……通篇來看，整

個故事的情緒點都是圍繞著兩個字來展

開——“熱”與“冷”。

首先圍繞“冷”這個維度來說，什

麽是冷的？比賽的冰面，比賽的規則，

比賽的對手，這些都是“冰冷”的存

在，這種“冷”一直貫穿楊帆的成長

之路。從開始“冰冷”的比賽淘汰隊友

，到後來因“冰冷”的訓練理念與教練

衝突遠走國外，再到回國後選擇“冰冷

”的比賽而沒有去看父親最後一眼……

然而，這種冷又是逐漸被楊帆心中的暖

與熱消解與融化，正如楊帆每次賽前，

都會將手沾一下賽場冰面，然後輕抹雙

頰一樣，用體熱來消解冰寒的同時，也

能用這種寒使自己更爲清醒，導演和編

劇用心了。

再來說“熱”的維度，這裏的熱可

分解爲兩個層面。首先是楊帆對這項運

動的熱愛，正是源于這份熱愛，讓這位

黑龍江農村走出來的女孩站在了世界級

賽場，哪怕最後血灑冰場也要拼到最後

，熱愛是她的源動力，這點和谷愛淩很

像！其次是對教練的敬愛，兩人的師徒

情貫穿始終，導演用了大量的鏡頭語言

來闡述兩人亦師亦友的關系，其中有兩

幕最爲動人也相爲呼應。一是當楊帆賽

前知曉父親生命垂危時，在秦杉的挽留

與妹妹的哭憤中她選擇了比賽。第二次

是她國外學成歸來，秦杉教練自知理念

落後決定辭職，這一刻反而是楊帆挽留

住了他。

在這裏，導演運用了一段巧妙的蒙

太奇，鏡頭對秦杉手中水壺底部的滴水

做了升格特寫表現，寓意兩人冰一般的

矛盾實現了融解，也使兩個人物的內心

實現了鏡像激勵，互爲成長。

一部優秀的電影就是要讓你哭，

讓你笑，讓你意想不到！這部《我心

飛揚》做到了。最終的比賽結果，如

果你查閱資料肯定是心裏有數的，但

比賽的過程卻是充滿了無限可能與創

作空間，這就是電影的魅力。其中最

戳心的一場戲是，楊帆在預賽衝刺時

小腿受傷飙血，必須縫合才能比賽，

面對這種情況秦杉選擇讓她棄賽，不

過最終他又被楊帆的精神打動改變了

主意，此時楊帆小腿已裹上厚厚的繃

帶。秦杉一句忍著點，硬是將這大了

幾圈的腳塞進了冰鞋……看著咬著毛

巾表情痛苦的楊帆，看著秦杉心疼又

矛盾的狀態，這種爲了國家榮譽，爲

了熱愛與夢想的拼搏精神怎讓人不

淚目？就像冬奧賽場上身上打了兩

塊鋼板與 22 顆鋼釘的賈宗洋的堅持

一樣，怎讓人不被折服？我想說，

這才是真正的鋼鐵俠，才是我們應

該追的星！

《柳浪聞鶯》曝終極預告 鄭雲龍首次試水電影

由戴玮執導的愛情影片《柳浪聞

莺》發布導演版預告，垂髫（汪飏飾）、

工欲善（鄭雲龍飾）、銀心（阚昕飾）

三人在西子湖畔相識相遇相知，奈何

情深緣淺、造化弄人，曆經時代變遷，三

人的人生際遇也有了不同的走向。

首次試水電影的音樂劇演員鄭雲

龍，還在影片中呈現了唯美動人的銀

幕初吻，令不少粉絲大呼“好蘇好

甜”，預告片中釋放出來的“戲妝台

前畫眉”、“隔扇羞窺意中人”等經

典名場面，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作爲影片中人物表達情感的重要

信物，“桃花扇”也在預告片中頻頻

出現。舞台上的扇子，是垂髫和銀心

在《梁祝》中的表演道具，梁山伯用

它來遮擋，祝英台用它既遮擋又暗示

；生活中的桃花扇，是工欲善贈給垂

髫的定情之物，借扇-還扇-贈扇-再還

扇，來來回回也暗示著二人情感的曲

折，“桃花扇”更像是一個多邊的隱

喻，承載起了西子湖畔這段淒婉動人

的愛情故事。

影片真實地反映了上個世紀90年

代戲曲的沒落，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

，傳統藝人四處流落的尴尬境地讓人

心酸，垂髫、銀心兩位戲曲女演員也

被裹挾在時代的洪流中，曆經著內心

的失落、彷徨、掙紮與痛苦。而鄭雲

龍飾演的工欲善，與垂髫、銀心這對

姐妹花之間錯綜複雜的情感關系，也

成爲了影片最大的看點。

《柳浪聞莺》改編自茅盾文學獎

得主王旭烽系列小說《愛情西湖》，

以西湖十景講了十個愛情故事，移步

換景、情景交融，《柳浪聞莺》就是

其中一篇，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江南

越劇團兩位女演員與一個畫家間的情

感糾葛，影片將于3月8日全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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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周恩來》將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和北大講堂上

演，這是周總理形象的首次歌劇化表達。

歌劇《周恩來》由江蘇省委宣傳部、江蘇省文旅廳

指導，江蘇省演藝集團出品，創排于2019年，由作曲家

唐建平作曲，劇作家馮柏銘、馮必烈編劇，導演邢時苗

執導。本次赴京演出，特邀指揮家譚利華執棒，男高音

歌唱家毋攀飾演周恩來總理，女高音歌唱家張家毓飾演

鄧穎超。

歌劇《周恩來》以1960年蘇聯撤走專家、國內經濟遭

遇極大困難的情況爲背景，講述周總理一生中幾次“化危

難爲轉機”的曆史性場面：他臨危受命，成功打造國之重

器“兩彈一星”；1972年他以身患絕症之身，與尼克松艱

難談判，最終達成中美“上海聯合公報”……湘江之戰、

遵義之戰、萬隆會議等重大曆史事件作爲閃回空間出現，

並由總理少年時所作的詩篇“大江歌罷調頭東”牽引，與

主線相連。

“周總理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一位人物，將偉人搬

上歌劇舞台，難度很大。我們要讓觀衆對故事情節

産生共鳴，並且要唱得自然、唱得好聽。”導演邢

時苗說。創作初期，主創團隊曾深入采訪黨史專家

，詳細查閱相關資料，數次到江蘇省淮安市周恩來

紀念館、周恩來故居、南京梅園新村紀念館實地采

風。

“歌劇本身不適合表達太複雜的故事，創作這作品，

最大的難點在于總理的重要事迹太多。”編劇馮柏銘、馮

必烈說，“于是，我們決定選取周總理在重要關頭幾次化

危爲機的曆史性場面，用片段式的鏡頭诠釋大國總理的風

度和氣度。只是劇本，我們就做了10余次修改，舞美設計

改動了幾十次。”

“周總理是一代偉人，他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因此在作曲時格局要大，涵蓋他的各種形象、性格。”

作曲家唐建平說。他在創排之初，曾前往淮安周恩來紀

念館采風，當看到投影上播放的影像資料時，唐建平

非常感慨，心中有了一些音符，“經過多番調整後，

我找到了適合描寫總理的音樂主題，既慷慨激昂，也

悠遠綿長，而且要內涵深邃，更加貼近人物的形象。”

複排時，唐建平再次打磨調整了劇中的一些細節，使

音樂更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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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中国

留学生安全备受关注。中国驻美大使崔

天凯19日做客央视新闻直播间，在线与

留美学生代表谈心。

疫情升级，留学生要不要回国？崔

天凯给出了3方面建议。他表示，如果

最后觉得还是要回到中国去，遇到困难

的话，使领馆会协助大家。

留学生要不要回国？崔天凯：要去了解

最新的情况，考虑周全

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纽约州疫情

升级，留学生要不要回国？崔天凯给出

以下三方面建议：

“一个是美国当地最新的疫情和最

新采取的措施，比方说纽约市长说可能

要采取shelter in place（编者注：即旧金

山已实行的暂避令），就是大家最好待

在家里不要出来，采取这个措施可能也

有一些配套措施，首先了解这个。你想

要回家、想要出门会有什么影响，因为

当地的规章、实施的措施我们还是要遵

守，它也是为了保护大家。

“第二，要详细了解中国国内现在

对于境外回去的人的检测措施，包括像

海关、检验检疫部门等，还有社区有什

么规定。回去的人，包括上了飞机这一

路上，有些什么防控措施，下了飞机有

什么防控措施。像北京有集中的14天隔

离，你到了北京两周之内也回不了家的

，有个隔离，要过了这个隔离期，确实

没有事情之后大家才可以回家。但是到

了家里，社区还有社区的措施，根据各

个地方疫情情况和防控需要，这些也是

一直在调整，一直在变化，所以大家能

够事先把这些要办的手续了解清楚，并

且做充分的准备，这样处理起来就会心

里有底。

“第三，还要很清楚了解自己的健

康状况，你平时健康状况怎么样，平时

有没有一些其他疾病。因为从这次疫情

来看，有一些年纪大的，平时有基础疾

病的，就比较容易受感染。大家对自己

健康状况心里有底，我的健康状况怎么

样，是不是足以支持我完成这个长途旅

行，这些都是要考虑。特别最近也看到

一些情况，国内本土新发生的确诊疫情

，17日公布的消息是0，新增加的确诊

疫情都是输入性，就是从海外回去的。

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航班上种种情况

，也有人瞒报的，也有人可能不知道，

结果到了国内下了飞机查出来是确诊的

，如果你很不巧跟这样的一些人坐在一

个飞机上，飞机又是个密封的空间，美

国飞回去那么远的路，十几个小时，这

个风险也是要考虑的。”

除了以上三点，崔天凯还提醒，现

在很难预测疫情在美国今后几个月发展

到哪一步，如果回到中国以后，在美国

还有没有完成的学业？什么时候能回来

？对学业有没有影响？对签证会有什么

影响？大家在做决定采取行动之前，一

定要尽可能去了解最新的情况，考虑周

全，然后做出一个非常全面的审慎的、

周密的、冷静的决定。

崔天凯说，当然如果最后觉得还是要

回到中国去，确实有这样的需要，如果遇

到什么困难，当然可以找中使馆和总领馆

反映，“我们一定会协助大家的”。

留学生若感染，可以回国医治吗？

崔天凯：要听医护人员的专业判断

有在美留学生提问，如果被检测出

是新冠肺炎以后，除了在美国及时救治

以外，如果病情比较严重的话，是否可

以回国医治呢？

崔天凯表示，旅行会不会加重病情

？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果真的有

同学不幸感染上，第一要务是赶紧治疗

。而且根据钟南山院士的建议，越早治

疗越好。所以，怎么对治疗有利，就怎

么做。长途飞行这么长时间，病体能不

能吃得消、能不能扛得住？到时候要听

一下医护人员专业的判断。

留学生购买防疫物资困难怎么办 崔天

凯：驻美使领馆尽力提供

对于留学生关心的口罩等防疫物资

问题，崔天凯表示，防疫物资在全世界

都比较紧缺，但是会尽量为大家提供。

崔天凯说，中使馆和5个总领馆已

经在向中国国内反映，同学们在美国，

有一些防护物资如消毒剂、口罩等等，

自己不一定能买到，看国内能不能提供

一些，在经费上有没有一些资助。

他表示，现在这些东西在全世界都

属于紧缺物资，中国国内现在虽然疫情

管控形势在明显好转，生产能力也在更

快恢复，但是物资需求量还是很大。

“但是同学们虽然在海外，都是我

们的同胞，只要我们能做到的，一定给

大家尽量提供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有得

到物资等方面的消息，会及时跟同学们

联系。”他说。

崔天凯：留学生如遇种族歧视言行

，可求助警方、及时与使领馆联系

有学生提问，如果美国的疫情继续

加重，导致社会慌乱或者一系列的骚动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安全如何保障？

使领馆方面是否有预案措施，能提供哪

些帮助？

崔天凯说，美国社会确实有它的特

点，很多人都有枪。另外说实话，在疫

情蔓延的时候，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

情况，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有的人就

产生一些排外甚至种族歧视的言行。

“这引起我们严重的关切，也引起

国内中国政府的严重关切。”他说，“我

们平时跟美国政府交往的时候，也都提出

这些问题。他们有责任确保在美国的中国

公民，包括各位同学的人身安全。”

崔天凯表示，如果同学们发现有这

样的情况，可以及时跟使领馆联系，使

领馆一定会出面来做保护大家的工作。

同时，一些排外甚至种族歧视的言行，

也不是美国社会主流所认可和允许的，

有些行为是触犯美国法律的，所以大家

也应该第一时间就近求助于美国的警方

，也可以跟学校反映，多方面一起下手

，做好对大家安全的保护。

崔天凯：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的命名原

则，大家都应该遵守

针对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络上将新

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有些同学担心在

美国将来留学期间受到种族歧视或者不

公正的对待。

崔天凯说，美国是这么大的一个

国家，有 3亿多人口，也可能有各种

各样的美国人。相信同学们平时在学

校，在美国社会接触的绝大多数美国

的民众，包括美国老师、美国同学都

是比较友善的，很多人可能也成了朋

友。但是也难免会有一些种族主义，

排外、极端的人，美国还出现过很多

所谓独狼式的恐怖分子，对同学们的

安全是有危害的，对美国社会、对美

国老百姓也是个危害。

“世界卫生组织是有个原则的，把

新冠病毒命名为COVID-19，是不允许

把任何病毒跟任何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

个人，甚至不允许跟任何一种动物挂起

来，防止污名化。”崔天凯说，“我相

信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全世界权威的公共

卫生机构，他的原则是正确的，我们大

家都应该遵守。”

崔天凯三句话寄语留学生 邀请大家疫

情过后到大使馆包饺子

“我不仅作为中国驻美国大使，也

作为一个老留学生，想跟同学们讲三句

话。”崔天凯对留学生们说：

“第一，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地把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毕生追求

的事业。我们民族五千年的文明，鸦片

战争以后一百多年里是多灾多难，中国

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在寻找救国发展

的道路。去年我们刚刚庆祝了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明年我们要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改革开放现在进入了第

五个十年，中国今天这些成就是多少代

人前赴后继奋斗来的。应该说，我们比

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民族复兴

的伟大前景。但是中国有一句话叫“行

百里者半九十”，我们现在可能就处在

这样一个阶段，前面肯定还会有各种艰

难险阻，可以预见的、不可预见的挑战

还会很多，我们还需要继续奋斗。大家

看到这次防控疫情的努力，也让我们发

现了国家发展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

但是更让我们看到的国家的力量所在，

国家的希望所在，中华民族光明前景所

在，让我们更有信心了，我相信在克服

所有这些困难之后，我们这个民族，我

们这个国家一定会发展的更好更强。

“所以现在同学们在美国，首先要

保护好自己，保持良好的健康，良好的心

态，争取很好地完成学业，将来回国相信

你们一定能够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第二句，我们要一起坚定不移地

推进建立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这些年

大家在美国也感受到中美关系中有很多

复杂情况，甚至有一些消极的动向，包

括你们在美国社会上面临的一些，让大

家可能感到不太安全或者受到歧视的现

象。中美关系确实是个很复杂的关系，

特别是美国有一些人，有一些损害我们

国家利益，损害我们民族尊严的言行，

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也会坚决地斗争。

但是同时我们发展以协调、合作、稳定

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的决心是坚定的，我

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所以希望我们只要

在美国就一起做好这个事情，建立一个

确实能够有利于两国人民福祉的中美关

系，我们不能丧失信心。

“第三句话，大使馆、各个总领事

管会坚定不移地跟同学们风雨同舟。不

管今后疫情发生什么情况，发生什么变

化，不管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只要同

学们在，只要我们同胞还在，大使馆是

不会撤退的，我是不会离开的，我们一

定会坚守岗位，跟大家共克时艰，一起

克服困难，一起迎接我们最后的胜利。

我们今年的联欢还没有办，等到这一切

都过去以后，我们使馆一定会请大家回

来，请各位同学，也包括平时关心和帮

助你们的美国的老师、同学、美国的民

众，一起到使馆来包饺子，我们期待这

一天。”

疫情升级要不要回国？
崔天凯对话留学生 提出三点建议

从工业打印机领域翘楚到口罩、口

罩机生产行业的新兵，中国侨商会监事

长、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会长、德迈

国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施乾平率

领团队用30余天完成了口罩、口罩机

企业的筹备、量产。

中新社17日报道，“1月27日，全

球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已几近脱销

，但是防疫需求仍有巨大缺口。”施乾

平回忆说，董事会第一时间决定暂时停

产其主营的工业打印机项目，协商筹备

智能机械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从北京

、上海等地调回骨干力量，开始涉足从

未触及过的口罩、口罩机生产领域。

“全球华侨华人要共克时艰。”

1月28日，德迈开始建设10万级无

菌净化车间和口罩生产加工车间，第二

天就订购了50台高速全自动口罩机。2

月3日提报公司注册手续，经当地主管

部门批准可生产口罩，9天后山东华纳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施乾平说

，为生产口罩，16天筹备一家公司，涉

足新领域，“胆子也挺大”。

北京金恒丰科技有限公司依靠20

多年在工业打印机领域积累的技术、供

应商资源和生产经验，成立了全资子公

司德启智能，专攻口罩机制造。施乾平

说：“40位工程师经过七天七夜设计口

罩机图纸，2月3日开始数字模拟测试

，三天后生产样机测试。2月27日，第

一批口罩机已交付使用。”

山东德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口罩机设计师颜常宁介绍，借助20

年工业打印机领域的数字模拟技术，技

术员在电脑模拟环境中测试口罩机，提

高了接近80%的效率，降低了零件和样

机的废品率。3月底，德启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口罩机月产可达500台。

3月底，紧急筹建的山东华纳一次

性医用口罩日产将达到500万只。“决定

进入口罩生产行业，初心是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贡献力量。”施乾平坦言，随着全

球疫情蔓延，口罩生产行业已出现商机。

“危中见机，可以预见口罩生产或能弥补

疫情对工业打印机的损失。”

除加速进行口罩及口罩机生产保障防疫

需求外，施乾平还通过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先后为抗击疫情捐款120万元人民币。

“疫情中，中国政府部门、企业和民

众都很在‘状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战

线上努力战斗，打赢疫情。”施乾平说，

面对全球疫情暴发，可以理解海外华侨华

人、留学生返华“心安”的心情，但短期

内全部回来并不现实。“希望在海外的华

侨华人、留学生一定做好自我防护，关注

住在国的相关疫情信息，保护好自己就是

对抗‘疫’的最好贡献。”

目前施乾平旗下公司的口罩和口罩

机主要还是保障中国国内的需求，未来

将根据中国政府的安排为全球抗疫做出

应有贡献。施乾平说，作为侨商，公司

将为中国侨商联合会的友好单位提供支

持。“抗击新冠肺炎是全世界共同的事

情，地球村已形成，无论是疫情还是商

贸，全球都在紧密联动。”

美国侨商战“疫”转产记
16天筹备一家公司生产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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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目前，虽然有一半的法国企业遭遇招工难，

但所需的众多外国劳工却受困获得工作签证。在

法国，移民就业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问题，无

法满足市场需求。有专家呼吁，扩大对毕业学生

发放居留许可，同时放宽相关限制条件。

移民的存在必不可少

法国《世界报》（Le Monde）报道，移民

从事的职业大多是工匠、面包师、餐馆老板、屠

夫、看护人员。而且经常会有很多雇主动员起来

，以阻止他们可以依仗的移民雇员被驱逐。也有

很多外国人，在法国完成学业，他们中有在著名

研究所工作的研究人员，但也会受困于居留许可

的更新，然而，这是在法国能够合法工作的必要

条件。

距离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还有几周的时

间，当身份和安全问题混杂在一起，让有关移民

的辩论成为焦点之际，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重新

审视移民问题：劳动力短缺、荒诞的行政阻碍以

及移民（无论是否有文凭）对经济的贡献等。显

然，移民的存在必不可少，就如同新冠疫情暴发

伊始，奋战在“一线”的护理人员备受称赞一样

。然而，另一方面，更多高素质的外国移民较少

。“法国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制订了

一个衡量一个国家吸引、培养和留住人才能力的

排行榜：‘竞争力和人才’世界排名，身为世界

第6大经济强国的法国在该排名中仅列第19位，

”经济分析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在2021年11月公

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非熟练劳动力人口下降

在当地人口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移民一

直发挥着填补空缺的作用。无论是那些需求急剧

增加的职业还是那些因生产向机械化转型或外迁

过程中需求下降的职业。诚然，自1986年社会

学家塞亚德（Abdelmalek Sayad）所描述的雷诺

在布洛涅-比扬古（Boulogne-Billancourt）工厂的

专业技术工人（ouvriers spécialisés）时代出现以

来，工作移民的特点已经开始多样化。越来越多

的移民从事着技术性职业，比如，有11.5%的医

生是在国外接受过学习，以及由许多突尼斯移民

从事计算机工程师的职业。

不过，在最艰苦的工作中，外国人的比例仍

然过高：其中有一半从事建筑业和公共工程，以

及为个体和社区提供服务。也正是这些相对不稳

定的工作在复苏之际最难招聘。例如，在家政服

务工作中，由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外国人承担了1/

5，而且，近一半的员工应该在2030年之前退休

。“需要招聘至少60万人才能弥补这些缺口，

”在2021年7月议会针对移民展开的调查中，法

国个体雇主联合会(Fédération des particuliers em-

ployeurs de France) 会 长 勒 沃 （Marie-Béatrice

Levaux）警告称。

诚然，并非所有这些工作都将会由移民来填

补。但是，很明显，尽管失业，某些工作，无论

它有多么重要，都无法吸引法国人应聘。这些工

作越来越不稳定，且长期被低估，甚至与个人预

期相去甚远。“在欧洲，对工人的需求不仅与人

口老龄化有关，”雅克· 德洛尔研究所（Institut

Jacques Delors）顾问威宁（Jérôme Vignon）强调

说，“还与常住人口技能的提升有关，导致非熟

练劳动力人口下降。”

无证移民任由雇主摆布

在这种压力背景下，法国经常因为没有充分

考虑劳工移民问题而饱受批评。从1972年起，

政府通函Marcellin-Fontanet开始着手遏制外国工

人进入法国。面对失业率上升，其他一些法律也

继续同一路线。最新的改革始于2019年，旨在

简化外国人的招聘流程，然而，与当前的需求并

不匹配。虽然，在2021年春季，政府自14年来

首次对向外国人开放的短缺职业清单进行了更新

，但是，这一清单仍然非常不完善。

此外，这项改革也有意推动海外招聘，但并

没有解决在法国招聘的关键问题。更何况，“在

法国招聘已经很复杂，所以我根本没有兴趣去马

里或塞内加尔招聘一个洗碗工。这不仅仅是招聘

一个人去承担一项任务，这也是一个感觉、缘分

的问题，”全国个体酒店餐饮经营者联合会就业

培 训 委 员 会 （Commission emploi-formation du

Groupement national des indépendants de l’hôtell-

erie-restauration）主任斯兹（Vincent Sitz）解释

道。该行业有22万个职位空缺。

在调查中，一位从事过多种职业的无证移民

指责雇主，“从不尊重休息时间”，“从不照实

发放工资”：“每次要求应得的，就会被威胁，

或者被送回没人知道的职业中介机构，最后被迫

闭嘴”。

一些雇主经常欺负这些无证移民，后者由于

心里害怕，只能被迫任人奴役。另有雇主担心如

果他们启动无证移民合法化申请程序后会“吃亏

”。雇主深知，根据法律，他们有权为无证移民

申请合法化，但是，雇主担心，一旦无证移民合

法化，他们有可能逃脱雇主的控制。

大型职业中介、清洁公司以及建筑业巨头雇

佣了最多的外国劳工，无论他们“有证”还是

“无证”仍然只是雇主手中的棋子，难逃他们的

掌控。少数雇主想要通过法律手段帮助无证移民

申请合法化，也会遭遇“某种形式的困境”，

“移民局拥挤不堪且很难启动申请程序”。

无条件吸引高素质移民

根据专家的说法，如果法国不充分重视高

素质外国移民，将会丧失最理想的经济移民群

体，特别是因为法国目前的移民政策显示是一

种短期性行为。“如果有必要应该为那些本国

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发放签证提供便利，就像英

国政府向卡车司机发放1万个签证那样，来避

免出现人员流失、组织混乱或工作外迁，当然

，这还不够，”经济学家、索邦大学（Sor-

bonne Université）讲师瓦莱特（Jérôme Valette）

坦承。“从长远来看，也有必要能够吸引没有

就业条件的高素质移民，因为他们是最有可能

对整个经济产生有益影响的移民群体，尤其有

助于创新和成立企业。”

为此，法国前总统奥朗德（François Hol-

lande）针对高素质人才推出了“人才护照”

（passeport talent）。2019年，有9552名外国人

受益，其中53%是科研人员。不过，包括经济分

析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呼吁政

府做出更多努力，其中包括针对外国学生推出一

些举措：“扩大对毕业学生发放居留许可，特别

是针对高素质人才，同时放宽对其最低工资标准

以及所学专业与工作匹配度的要求。”

在许多国家，如果没有这些外来的科学家或

艺术家，就不可能获得那么多的诺贝尔奖。比如

，在英国，自1969年以来，英国共有45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其中，有15位在外国出生。

工作移民难凸显法国政策“短视”

专家吁放宽留学生签证

近日，美国移民局非常罕见地发表了一条

申请建议，建议中说：

本财年可以用于职业移民绿卡的名额特别

多，移民局和国务院一定通力合作要把这些名

额在这个财年内都消耗掉，现在的状况是EB-1

和EB-2两个类别可用的名额比待审理的数量要

多，所以基于现在这种情况，移民局建议：

● 如果条件允许大家应该尽量申请EB-1和

EB-2类别；

● 如果你已经提交了EB-3的 I-485身份转

换申请，但还有一份已经获批的EB-2的I-140职

业移民资格申请，移民局强烈建议申请人搞个

“Transfer of Underlying Basis”，转回 EB-2 类

别，继续等待I-485审理结果。

移民局已经给咱们划重点了：当前想要尽

快拿绿卡，走EB-1或EB-2申请速度更快！

目前，美国每年的移民限额是67.5万。这其

中的最大占比当属亲属移民，留给职业移民的

名额通常只有14万。但就美国国务院1月19日

公布的2022财年(2021年10月1日-2022年9月30

日)移民配额限制数据显示：

本年度的亲属移民配额为226,000；

而职业移民的配额，则比正常年份的基础

法案配额整整增长了一倍，达到了28万张。

之所以本财年职业移民的配额有如此惊人

的数量增长，背后的实际推手就是困扰了我们

两年的之久的新冠疫情。

2021财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全球美国

领事馆长时间临时关闭，导致整个财年有14万

张签证名额没有用完。

这些剩余的名额，就顺势转入了2022财年

的职业移民配额中，加上原有的14万配额，最

终2022年的职业移民配额就增长到了28万张。

不过看过数据我们也不难发现，实际上职

业移民配额已经实现了三连涨：

2020财年职业移民配额为156,500；

2021财年职业移民配额为262,000；

2022财年职业移民配额为280,000；

具体到职业移民各类别分配比例可以看到

EB-1、EB-2、EB-3类别每年分别可使用的配额

为28.6%，算下来大约是4万个名额。而EB-4和

EB-5则只分别占用了7.1%，名额少的可怜。

此外，美国移民局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指

出，美国国会提供了2.5亿美元来支持移民局更

好地处理各项移民申请，减少申请的积压。

报告统计，截至2021年9月底，移民局积压

的申请数量共计440万件。其中，职业移民申请

中的 I-485身份调整申请累积积压182,450件，

I-765工作许可申请累积积压740,569件，N-400

入籍申请累积积压 487,027件。

移民局表示，从2022财年起将优先处理一

部分移民申请的积压，包括职业移民申请中的

I-485，I-765和N-400申请。

此前移民局在一项公告中表示，2022财年

职业移民签证的可用名额数量非常可观，移民

局将和美国国务院通力合作将这些名额在本财

年内使用完毕。若移民局能有效处理上述申请

的积压，将能大幅提升职业移民绿卡名额的利

用率。

现在，美国移民局又建议“条件允许的申

请人尽量优先申请EB-1和EB-2类别”。

所以说，今天的美国移民的主要途径就是

EB1A美国杰出人才移民以及NIW国家利益豁免

移民。

我们先来看看EB1A杰出人才。

EB-1A美国杰出人才移民作为职业类移民第

一优先 EB-1 中的第一顺位类别，因其在签证

排位和名额分配上都受到优先考虑，以及无排

期、费用少、风险低等优势，在近年来，成为

包括在科学、技术、教育、社会科学、人文学

科、商业、音乐、戏剧、舞蹈、杂技、电影、

文学、美术、设计、体育等等各行各业的杰出

专业人才的移民首选。

EB1A申请的十个条件（满足三个即可申请

）也被越来越多人知晓：

1.省级、国家级或普通国际性奖章证明，证

明在该领域内具有优秀成就。

2.各领域重要的协会或组织的会员证明(需

有一定的成就才能参加的)。这个机构应被国家

或国际上该领域内的专家认证承认。

3.证明曾被重要媒体

报道过申请者以及申请者

在所属专业领域内的成就

(发表文章必须包括标题

、日期、作者)。

4.证明曾经以个人或

组员身份担任评审，评判

所属专业领域或其他相关

领域内他人的作品、工作

。

5.证明在所属专业领

域内，有独创性的科学、

学术或艺术贡献。

6.证明曾在所属领域

内的专业期刊或其他重要

媒体发表过学术性文章。

7.证明作品曾参加两

个或更多的国家内的艺术

展览或展示。

8.证明曾在著名组织或机构内担任领导职务

或重要职务。

9.证明薪资酬劳高于其他同领域内的人。

10.证明在表演艺术上曾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例如录音、卡带、CD或录影带的销售记录。

但随着申请人数的增多，EB-1A的审核严格

程度也越来越高，伴随着补件率的增加和获批

率的减少。

越来越多人似乎可以满足以上十个条件中

的三条，但仅满足三条就够了吗？在众多优秀

的申请人中，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脱颖而出，顺

利获批呢？

其中，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有些抽象的

关键要素——

就是努力突出一个人的核心价值和整体形

象！

因为EB-1A美国杰出人才移民是一种以能力

为判定基础的移民申请。申请人需要用原创能

力，高超技能或高深知识来证明自己的“杰出

能力”，展示自己在行业内的“强势地位”。

一个好的杰出人才移民申请团队，除了深

谙审批逻辑，熟悉相关移民法规，深入了解申

请人的工作领域，撰写申请案，还能做什么？

我们文案团队要做出一套工整有序、简洁

漂亮、便于查找阅读的申请材料，让审核者在

阅读之前就产生好感，有兴趣阅读。

一个面试者的成功，关键还是看开口后讲

什么与如何讲；同样的，呈请人要向移民审核

官员提交几百页材料，用这些材料去讲述申请

人的故事，用什么样的语言和叙述方式描述就

显得尤为重要。

总之，在美国移民官的思维里，如果申请

人本身有核心价值和杰出能力，以往发生过的

事，一定会留下历史痕迹去证明。

如果十项条件找不到对应的，还可以用类

似证据。所以，价值提升，要在核心审批逻辑

轨道上去证明，这远比凑表面证据要高明得多

。

在EB1A美国杰出人才移民申请过程中，每

个申请人都是独特的，美移移民会通过认真研

究其个人背景，发掘出申请人的亮点，为申请

人“量身定制”一套符合移民官“口味”的申

请资料！

名额剩余，美国移民局官方“叫卖”EB1A

爆竹聲喧煥歲華，桃梅爭艷水仙花。 壬春
光耀迎千瑞，寅虎威臨鎮百邪。

吟嘯風生雲霧撤，民胞物與穗禾嘉。
五洲大地通關口，行旅天涯四海家。

際此壬寅虎年新年 ，我這位為食書生
，保持多年來的新春慣例，趁春光大好的
正月週日，不用到美國校區上班，暫時拋
開書案文牘，特意由城外茅舍，駕車來到
中國城，分別走進金冠酒樓、黃金茶寮、
金山酒家、榮記飯店中去，跟大家拜過早
年。

當我走進老友記榮記飯店餐樓時，頓
覺眼前為之一亮，只見在收銀機櫃枱之前
，出現一條人龍，粗略一計，有12 人之數
，他們都是到來購買榮記的拿手的燒烤食
品： 明爐火鴨、脆皮燒肉、蜜汁义燒、豉
油皇雞、香滑貴妃鷄...，但見陳定泉老闆運
刀如飛，手起刀落地斬切食客所定買的出
品。其妹嫦姐運指如飛地點動收銀機，收
取款項.. 三位企枱靚姐，分工合作： 一邊
招待堂上食客、一邊協助打包外賣食品、
一邊穿梭於大廳與餐樓，傳遞堂上食客的
餸菜。

目睹此情此景，我知情識趣，沒有即
時跟兩位陳氏兄妹拜年，只是坐在大堂一

角，剛巧跟一位相識的女食客碰頭，說起
陳年舊事。

這位女仕名叫Marry, 40 年前曾是我父
子開設的酒家李家莊的收銀員。那個年代
，李家莊是休市北邊最興旺的粵菜酒家、
跟西南部的金寶酒家、市中心的太平洋酒
家，鼎足而立，被稱為現代三國時代的
「魏蜀吳」Marry 那時剛巧從香港嫁來美國

，落腳於休市，機緣巧合，來我店覓職。
我雖然有父母在廚房統領一切、餐樓有我
夫妻打理；不過再多一位中英文俱佳的太
太來協助，我便可以作前後兩邊廻旋。
Mary 在李家莊服務3 年，產下女嬰後，才
離開我們。今天新歲意外相逢，談起昔日
歲月，Marry 有感而發： 「榮記今天的興旺
，一如你楊先生當年的李家莊一樣！」

本人 「為食書生」聞之，如飲甘露，
甜到入心！

稍後時間來到 3 點，旺局塲面稍微停
頓一下，我抓緊機會，向嫦姐兄妹拜年。
我特意送上年糕一盒，向他們道出：年糕
、年高， 榮記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年年步
步高陞！引得他們連聲讚好！情長意更長
！

我向他們傳遞一個好消息：
美國國家過敏症及傳染病研究所所長

福奇，於2 月17 日首次向全體美國國民開
腔:經歷接近3 年的新冠疫情的困擾，此刻
捱到了整體美國國人逐步回復正常生活 的
時候。 因為美國在過去一星期的新增確診
率，較前一星期下跌了四成，住院率及死
亡率，亦減少了28%及9%。美國疾病控制
與預防中心(CDC)預計在本月底至下月初，
將會作出更新疾控中心對疫情的指引，這
將會包括佩戴口罩及檢測安排。

此外，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
瓦倫斯基也公開表示，隨住國內新冠疫情
緩和，美國應對疫情的策略即將進入下一
階段，中心正作準備，預計在本月底至下
月初更新疾控中心對疫情的指引，住院率
將是關鍵的指標，屆時亦將就戴口罩及檢
測等措施，發出新的指引。

他說，明白民眾希望擺脫口罩的束縛
，不過強調出現感染徵狀、剛康復或者密
切接觸者等，仍然要繼續戴口罩。

我全體華人，全體營商人仕，.在歷經
兩年多的新冠疫情的衝擊下，捱盡千辛萬
苦，此夕終於見到曙光，相信否極泰來，
明天會更好，榮記新歲，生意一定更興旺
，前途似錦！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榮記新歲前途似錦榮記新歲前途似錦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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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導演楊力州首部全女性紀錄片《愛別

離苦》近日上映，全片透過6段故事，刻畫女

性內心世界，觸動人心。楊力州表示，愛和苦

本來就是同一件事，他要特別感謝片中女性們

願意分想她們的故事，才有這部片子的完成。

知名紀錄片導演楊力州最新力作《愛別離

苦》，先前在金馬影展上世界首映，近日正式

在院線上映。內容敘述在龍潭的一條無名的街

，6位女性，6個故事，開展一幅幅默默生活的

女性群像，他們分享了各自的生命故事，有關

於同志多元家庭，也有主角揭露年輕時遭性侵

的痛苦生命經歷，賺人熱淚。

片名《愛別離苦》取自佛經詞彙，也有導

演自己人生體悟。楊力州：『(原音)這個片名

它是佛教的一個用語，其實電影行銷公司 非

常緊張，他們覺得天啊，你怎麼會用一個佛教

的用語，可使我不知道可能年紀大了，到了這

樣子，就決定用這個片名，是因為我對這個片

名非常有感觸，就像電影告訴觀眾 其實愛跟

苦是同一件事情，它是無法分開的。』

楊力州曾在映後座談中開玩笑說，自已的

長相可能給人很無害的、很沒有存在感的感

覺，所以受訪者很容易對他敞開心胸，不過

他更相信是每個人都有故事，只是正好藉由

紀錄片的載體，給了受訪者說出來的機會。

楊力州：『(原音)或許每個人都有他一定被關

起來的部分，可能我們很無害，所以那個窗

就打開了。』

《愛別離苦》片中，楊力州也刻意使用繪

本插畫穿插其中，他說，插畫感覺非常魔幻，

似乎能帶出每個人心裡面可能缺的那塊拼圖，

因此希望藉由插畫這種既美好又悲傷的方式，

彌補未完成的遺憾。

《愛別離苦》近日上映不巧碰上寒流，加

上疫情，票房受到衝擊，但許多名人看過後都

極力推薦，就連總統蔡英文也在臉書上發文力

挺，也特別提到她在片中看見台灣女性的強韌

，以及台灣人堅忍不服輸的毅力，那是一股即

使處於逆境，仍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力量，鼓勵

大家進戲院捧場。

《愛別離苦》紀錄女性群像
楊力州：愛和苦本來就是同一件事

文學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今

（22）日舉辦第三系列聯合發表會活動

，朱天文擔任父母朱西甯、劉慕沙紀錄

片《願未央》的導演，同時也是紀錄片

《我記得》的受訪主角，這兩部片都邀

請到侯孝賢擔任監製，兩人從前合作過

《悲情城市》、《刺客聶隱娘》等片，

默契不在話下，朱天文表示好在有侯孝

賢的團隊，她才敢這次身兼多重身分，

而侯孝賢為了讓現場工作人員能自在工

作，盡量低調參與監製的工作，開玩笑

稱：「我只負責吃飯。」

朱天文、侯孝賢忙於為紀錄片宣傳

，3月才會開始為另一部新作《舒蘭河上

》勘景，《舒蘭河上》講述河神和亞斯

伯格症孩子的故事，女主角舒淇因為疫

情暫時無法回台灣，但是朱天文透露她

對河神這個角色很有想法，侯孝賢也放

手讓舒淇對造型、表演自我發揮，另一

部新作《我將前往的遠方》講述照顧失

智父親的故事，與男主角張震現實處境

相似，張震因此有點卻步，有點害怕要

接這個角色。

此次「他們在島嶼寫作」鎖定的

台灣文學作家，包括鶼鰈情深的夫妻

檔朱西甯、劉慕沙為主的《願未央》

、朱天文及朱天心姊妹各展文學芳華

的《我記得》、詩人吳晟不老的詩意

光影《他還年輕》、詩人楊澤即興寫

意的文學散策《新寶島曼波》，以及

小說家七等生衝撞道德藩籬的《削瘦

的靈魂》等片。

在聯合發表會活動現場，5 部傳記

紀錄片的相關主創人物朱天文、朱天心

、吳晟、楊澤、劉懷拙（七等生長子）

，以及擔任《願未央》、《我記得》兩

片監製的侯孝賢、《我記得》導演林俊

頴、《他還年輕》導演林靖傑、《削瘦

的靈魂》導演朱賢哲等人出席。發表會

上邀請到熟悉每位傳主文學的文壇要士

擔任引言人，各自為每部影片主創介紹

和對談，包括初安民、鍾永豐、韓良憶

與鴻鴻等人。

「他們在島嶼寫作」已邁向第11年，

大家長童子賢認為在如今科技技術轉變的

當下，也要持續用新的形式，繼續保留與

推廣珍貴的文學記憶。2011年起「目宿媒

體」計畫性地推出一系列精緻的文學紀錄

片，將文壇中別具特色的作家經典，透過

紀錄片利用電影影像保存。

再拍舒淇張震 侯孝賢新作進度曝光

校園愛情電影《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

的早餐》由華映娛樂繼去年暑假票房冠軍

電影《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之後

，再度製作和發行由暢銷小說改編的同名

作品。電影由《華燈初上》的金獎編劇杜

政哲改編劇本並執導，集合亞洲創作新天

王周興哲及怪物新人李沐、新生代潛力演

員宋柏緯、何思靜、婁峻碩及林鶴軒（大

鶴）共同演出。周興哲在電影中表現自然

出色，被粉絲封為「國民學長」，主題曲

﹤想知道你在想什麼﹥完整 MV一公開，

便躍居各大排行榜冠軍，今天也公佈電影

全新花絮，可以見到他與婁峻碩大打出手

的採排畫面首次曝光，兩人都大呼沒想到

短短的動作場面，拍起來竟然如此累！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口碑

好評不斷，票房持續成長，目前全台已累

積近6000萬佳績，而周興哲演唱的主題曲

﹤想知道你在想什麼﹥上周五晚上推出搭

配電影畫面的長版MV，在YouTube點擊

量果然火速衝到近180萬，也立刻攻佔各

大排行榜冠軍，很多影迷都開心的表示這

首歌都是每天聽歌的首選，而且都是無限

循環的聽歌，覺得歌曲將想說不敢說的愛

戀酸楚心情，唱入心中，果然也帶動電影

氣勢，讓電影再添熱度。

面對即將來臨的三天連假，周興哲從

周五晚上起，又再度抽空進行影廳活動，

將於宋柏緯及何思靜等人再次前往全台影

廳和影迷互動，其中周五晚上將在影城進

行「吃貨場」，凡是購買當天的電影該場

的電影票，便可獲得電影中女主角項微心

最愛吃的菠蘿包加奶茶的超值組合餐，活

動詳細資訊，請上電影官方臉書粉絲團查

詢：https://reurl.cc/bzdnLX

今天公佈《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

餐》的最新花絮，可以看出周興哲是電影

中的動作擔當，不但和婁峻碩打了一架，

還要落水救李沐，花絮中可以看到許多逗

趣的漏網鏡頭。為了讓打戲在安全的狀況

下進行，周興哲與對手婁峻碩特別和武術

指導進行3-4次的動作採排，婁峻碩表示

原本以為只是一場小小的打戲，沒想到光

是套招也累到直喘氣，周興哲也是累到躺

在地上，他們才明白拍攝打戲真的不容易

。兩人在拍攝時，不時說說笑笑，但一上

戲立刻臭臉，用力撲倒對方，拍起來非常

投入。

另一場的入水戲，周興哲則是更是得心

應手，他笑說：「我從小在游泳池長大的啊

！」李沐更爆料說：「周興哲自封是『帥人

魚』！」讓周興哲表示自己很擅長游泳，水

性極佳，第一支MV就是和鋼琴一起入水，

在五公尺深的地方，睜開眼睛彈唱，入水戲

對他而言並不困難，但周興哲表示當時現場

的水溫很低，「那天的水不是常溫，是冰冰

的，拍久了真的變得好冷。」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由華

映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天際娛樂股份有限

公司、星空飛騰國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中環國際娛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星泰國

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三皇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樂到家國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得藝文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艾迪昇傳

播事業有限公司共同出品，電影已於2022

年1月28日上映，更多電影資訊，請上電

影官方臉書粉絲團查詢：https://reurl.cc/

bzdnLX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帶動電影氣勢
三天連假 周興哲 宋柏緯 何思靜再度全台跑透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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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了，春来了，从日日途经的

街巷走过，忽而撞见一树花，兀自开

得蓬勃酣畅，这才恍然惊觉：春天真

的来了。

再到山村僻野或城市公园转上一

圈，会发现木棉红了，火焰木开花了

，五颜六色的三角梅争奇斗艳。百花

争春，各有各的风情。它们仰着明媚

的小脸，从含苞待放到渐次盛开，一

朵接着一朵，一树挨着一树，春意便

也一点点浓郁起来。

三角梅——灿烂若云霞

它们总是一小片一小片，看着一

副弱不禁风的模样，簇拥在一起时却

又显出如火如荼的斑斓。也难怪作家

汪曾祺戏谑道：“在我的印象里，它

好像一年到头都开，老开着，没有见

它枯萎凋谢过。大概它自己觉得不过

是叶子，就随便开开吧。”

这种“随便开开”的叶子花是紫

茉莉科植物，拥有九重葛、毛宝巾、

簕杜鹃等众多别名，其中最为海南人

熟知的当数三角梅。

尽管名字里有个“梅”字，但三

角梅与蔷薇科的梅花八竿子打不着。

于2012年被评选为海南省省花的它，

也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海南花”。

1766年到1769年间，一支来自法

国的航海远征探险队途经南美洲的巴

西里约热内卢时，被岸上的一片三角

梅花海所吸引，随即采集样品带回欧

洲。经此番亮相，这一植物界的“新

鲜面孔”很快便被引种至世界多国，

但其越过重洋在琼岛扎根还不足百年

光景。

由偏居一隅到“遍地开花”，三

角梅的际遇之变，或许正是得益于其

随遇而安的性情。

看，“宛若游龙”是它，高速公

路隔离带上，一枝枝红的、紫的、粉

的三角梅疯长，一路蔓延似长龙游走

；“飞瀑凌空”是它，不知是谁家的

院墙外，几株紫色的三角梅似爬山虎

般攀援而上，远远望去如瀑布自屋顶

倾泻而下；“火树琪花”也是它，街

心公园里，一朵红花颤颤巍巍地探出

头，再往前走两步，团团簇簇相约怒

放的三角梅在眼前铺展开来，如霞似

火，绚丽得叫人挪不开眼。

不拘于墙头、街巷，无论公园、

山野，三角梅就这么一路奔跑肆意打

滚，以至于在海南，你根本无法预料

会在何时何地与它撞个满怀。

与春日里盛开的其他花儿相比，

三角梅其实只能算是“姿色平平”：

三片苞叶环成三角，中有小花聚生，

不彰不显，无味无香。或许它对此心

知肚明，所以从不以一花一朵争辉，

而是叶连叶、枝接枝、花叠花，仿佛

无数个细小的春天，小打小闹着，却

也当得一个“盛”字。

粉的迷人，红的炫目，黄的灿然

，白的纯洁……随着海南农业科研人

员不断地“寻花”引种，如今海南的

春天里，三角梅称得上是“临风艳一

城”。

木棉花——“红妆”醉春风

驾车进入霸王岭南麓，弯弯曲曲

的山路延绵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

的苍翠峡谷中。满眼绿意间，一抹耀

眼的红忽闪而过，还未瞧清楚模样，

大团大团的如泼了红漆般的木棉花便

后脚跟着前脚出现，锁住了所有人的

目光。

在昌江，要数王下乡的木棉花开

得最早。平日里，它们绿得平淡、低

调，几乎毫不起眼。似乎不甘于再当

陪衬，一树憋得鼓鼓囊囊的花苞还未

等到咄咄逼人的冬寒消散，便按捺不

住地换上“红妆”，尽显天真烂漫。

或是收到了讯号，霸王岭脚下，

昌化江畔，一簇簇木棉花也相继压满

枝头，由一树引燃一丛，从一沟蔓延

到一山，最终不可遏制地红透半边天

，似乎有一种要点燃春天的势头。

下车后徒步靠近，只见其花色红

如鲜血，密密匝匝地绽放在光滑的裸

枝上。再加上木棉树是速生树种，生

长速度快，动辄能长到十几米高，枝

条又都长在离地很高的位置，仰着头

在树下观望，会觉得整棵树看上去身

姿伟岸，也难怪木棉花被赋予了“英

雄花”的美名。

只是还未等到木棉花苞全部“炸

”开，便已有不少落红飞向地面，砸

出声响。往往是听到“啪”的一声后

，五指山市通什镇番茅村村民黄丽蔡

会赶紧追上前，将形不枯萎、色不消

退的木棉花拾起，带回家将其摊开晒

干后用于酿酒。

酿制花酒是一种就地取材的生存

智慧，当我们回溯历史时，会发现海

南人对木棉的利用可谓由来已久。

清乾隆元年进士、刑部尚书秦蕙

田撰《五礼通考》时，在“岛夷卉服

”下注：“卉即花也，乃木棉之正名

……禹时岛夷已制以为服，故特别之

曰卉服。而取其木棉之精者为织贝，

以入于贡篚也。”他认为，早在夏禹

时代，海南人已开始用木棉纺织衣物

。这一观点与苏东坡在《东坡书传》

卷五《夏书· 禹贡第一》中的记述相呼

应：“南海岛夷，绩草木为服，如今

吉贝，木绵之类，其纹斓斑如贝，故

曰织贝。”

可见，在棉花被大规模种植并用

于纺纱织布之前，海南先民巧取木棉

织就色彩斑斓之衣，给世人留下了极

深的印象。一直到今天，每年木棉花

期过后，仍会有不少黎家阿婆耐心等

着木棉果实壳裂，然后取其白絮，在

机杼声声中延续黎锦荣光。

昌江七叉镇的木棉花绽放,吸引游

客前往赏花。 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火焰木花——“火焰”枝头跃

木棉红在琼州大地层层铺染，几

乎快要占尽春日花事的风头。能与之

一较高下的，火焰木绝对算一个。

从海榆中线到东线高速，再到海

口市区，一丛丛灿烂的火焰木花遍布

海南城乡，映着山野、蓝天与高楼，

由暖冬一路欢腾热闹至春日。这一原

产于非洲的热带树种，长得高大挺拔

，约有十余米高，树冠广阔，叶盖如

伞。花开时，伞房状花序生于树冠之

上，硕大且密集，猩红色花瓣边缘镶

有一圈金灿灿的黄色花纹，远远望去

似片片火焰在树梢狂舞，蔚为壮观。

因其花朵形状亦似郁金香，火焰

木又被叫作郁金香树。而它的另一个

别名——喷泉树，乍一看实在有些让

人摸不着头脑。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

是：火焰木的花朵未开放前呈闭锁状

，内侧储存的雨水或露水刚好可以供

旅人或土著居民饮用，故得其名。

别看火焰木所属的“族群”紫葳

科名气并不算大，它的一个“近亲”

对于大部分国人而言却是耳熟能详。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

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没错，

诗人舒婷在《致橡树》中提及的凌霄

花，与火焰木同属紫葳科。

“攀高枝”是凌霄花作为藤本植

物的本能选择，好在，还有自强自立

于大地之上的火焰木为家族之“硬骨

”正名。

几年前，数百株生长于广州的火焰

木就曾因寒潮侵袭被冻伤，让园林工作

者一度怀疑引种这一热带树种是否合适

。经过数月的自我修复，这些高大乔木

竟再一次声势浩大地“炸”开满树的红

色大花，生命力之顽强，让人为之动容

，这也正应了其花语：无忧无虑，用我

的热情抚慰你受伤的心。

火焰木耐热不耐寒，非常适合在地

处热带季风气候区的海南生长。在2012

年的“海南省省树省花评选”活动中，

希望火焰木获评省树的呼声仅次于椰子

树，得票数超4.6万，受欢迎程度可见

一斑。尽管最终惜败，这一外来树种如

今却早已成为琼岛城市园林绿化队伍的

一员，蓬勃生长，蓊郁不息。

炮仗花——红火闹新春

春天的一切都带着新生之喜。在一

场接着一场的雨水里，一树树花儿顺应

时节而生发，红的，紫的，黄的，争相

从枝桠间探出头，昨夜仍是含苞的娇羞

，待到次日清晨眼前乍现大片彤彤如霞

的花影，让人顿感几分雀跃。

若时节特殊，这雀跃往往还要再

多出几分。紫葳科的炮仗花可谓“深

谙此道”。

一进腊月，它圆筒状橙红色的花

便一朵朵凑在一起，由细长的藤蔓串

联成条，几条、几十条、上百条，从

屋顶、围墙、栅栏、灌木上垂挂至地

面，像极了高悬着等待引燃的鞭炮

（又称炮仗）。有意思的是，不必等

人动手，炮仗花便会自己炸开“肚皮

”，将花瓣裂成五瓣向外翻卷，露出

黄色的花柱，如层层爆开的鞭炮，为

新春增添喜气。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中国人习惯在噼噼啪啪的爆

竹声中辞旧迎新，如今随着“禁燃”

令的施行，这一小小缺憾在炮仗花开

中得以弥补，无疑让人对它生出一份

特别的情愫。

炮仗花开得欢快，浑身上下更洋

溢着生命之热烈。无论枯木树桩、砖

墙石垣或竹篱木架，只要有一高处，

它就能攀援生长。

茎秆上的一个个三叉丝状卷须，

是炮仗花能够快速攀援蔓延的秘密武

器——当可攀援的物体小于卷须的长

度时，卷须会缠绕在物体上，得到向

上攀升的支撑。而当可攀援的物体是

一个庞然大物时，卷须前端的“爪子

”则会在物体上寻找缝隙并钩住，由

此获得依靠继续向上攀爬。

在炮仗花的原产地美洲，体型娇

小的蜂鸟是它的主要传粉者之一。中

国没有蜂鸟，但炮仗花不缺蜂、蝶类

访花者。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我国，

人们常常在一片炮仗花中都很难找到

一个果子，着实令人费解。

不结果也罢，在扦插繁殖等人为

干预下，近年来炮仗花依旧“燃”遍

我国南方诸省，展现出入乡随俗的强

大生存本领。

海南百花争春：木棉红了，火焰木开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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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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中原李中原(Danil Lee )(Danil Lee )律師參選律師參選 HDHD2626選區州眾議員選區州眾議員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梁晨導演攝影梁晨導演攝影

華人踴躍支持哈里斯縣第四區區長候選人周浩恩華人踴躍支持哈里斯縣第四區區長候選人周浩恩（（Ben Chou )Ben Chou )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本報訊本報訊））李中原律師李中原律師，，法學博士法學博士，，資深出庭辯資深出庭辯
護律師護律師。。在美國德州出生在美國德州出生，，是華人移民的第二代是華人移民的第二代，，接接
受完整的教育受完整的教育，，畢業于德州奧斯丁大學畢業于德州奧斯丁大學（（U T AustinU T Austin
））及南德大法學院及南德大法學院。。李中原榮獲德州法律委員會委任李中原榮獲德州法律委員會委任

專業委員專業委員（（Texas State Bar professional CommitTexas State Bar professional Commit--
teetee ）。）。連續數年獲得德州法律委員會最佳連續數年獲得德州法律委員會最佳4040位律師位律師
獎獎，，以及德州聯邦法院和上訴法院獎等殊榮以及德州聯邦法院和上訴法院獎等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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