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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 seizes Ukraine nuclear power
plant as forces lay siege to cities
LVIV, Ukraine/KYIV, March 4 (Reuters) Russian forces in Ukraine seized Europe’s
biggest nuclear power plant on Friday in
an assault that caused alarm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 Washington said had risked
catastrophe, although officials said later
that the facility was now safe.
Fighting also raged elsewhere in Ukraine
as troops besieged and bombarded several
cities in the second week of an invasion
launched by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The capital Kyiv, in the path of a Russian
armoured column that has been stalled
on a road for days, came under renewed
attack, with explosions audible from the
city centre. read more
The southeastern port city of Mariupol - a
key prize for the Russian forces - has been
encircled and shelled. Its mayor said on
Friday it had no water, heat or electricity
and is running out of food after five days
under attack.
“We are simply being destroyed,” Mayor
Vadym Boychenko said.
However, NATO allies on Friday rejected
Ukraine’s appeal for no-fly zones, saying
they were increasing support but that step- escalation” in Russia’s invasion, she
said during an emergency U.N. Security
ping in directly would lead to a broader,
Council meeting, warning that “imminent
even more brutal European war.
danger” persisted and demanding assurPutin’s actions have drawn almost univer- ances from Moscow that such an assault
sal worldwide condemnation and Western will not happen again.
countries have imposed heavy sanctions in
an effort to squeeze the Russian economy. An official at Energoatom, the Ukrainian
state nuclear plant operator, told Reuters
A humanitarian disaster is also unfolding, fighting had ceased and radiation levels
with more than one million people seeking were normal. But his organisation no
longer had contact with the plant’s manrefuge in western Ukraine and in neighagers or control over its nuclear material,
bouring countries.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killed or wound- he said.
ed since the invasion started on Feb. 24.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chief
Raphael Grossi said the plant was undamThe attack on the Zaporizhzhia nucleaged from what he believed was a Russian
ar power plant brought the conflict to a
projectile. Only one of its six reactors was
perilous moment. As shells hit the area,
working, at around 60% of capacity.
a blaze broke out in a training building
- triggering a spasm of alarm around the
world before the fire was extinguished and Russia’s defence ministry also said the
plant was working normally. It blamed the
officials said the facility was safe.
fire on an attack by Ukrainian saboteurs
and said its forces were in control.
The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Linda Thomas-Greenfield, said
the world had narrowly averted a nuclear The plant and adjacent territory were now
being guarded by Russian troops, Moscatastrophe.
cow’s envoy to the United Nations said.
The attack reflected a “dangerous new

APPEAL SPURNED
Germany’s Chancellor Olaf Scholz
phoned Putin and demanded he call
off the war. But NATO allies meeting
in Brussels rejected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s demand
for no-fly zones.
“We are not part of this conflict,”
NATO Secretary-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told a news conference.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as NATO allies to prevent this war from escalating
beyond Ukraine because that would be
even more dangerous, more devastating and would cause even more human
suffering.”
A view shows a damaged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of the Zaporizhzhia
nuclear power plant in Enerhodar
Surveillance camera footage shows
a flare landing at the Zaporizhzhia
nuclear power plant during shelling in
Enerhodar
Surveillance camera footage shows
a flare landing at the Zaporizhzhia
nuclear power plant during shelling in
Enerhodar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also rejected a no-fly zone, saying
the only way to implement one over
Ukraine would be for NATO forces to
shoot down Russian planes.
Moscow denies targeting civilians in
Ukraine and says its aim is to disarm
its neighbour, counter what it views as
NATO aggression and capture leaders it calls neo-Nazis. Ukraine and
its Western allies call that a baseless
pretext for a war to conquer a country
of 44 million people.
Irish Foreign Minister Simon Coveney
lamented “the images we see of apartment blocks in working class areas
outside of cities with half of buildings
gone, in smouldering rubble.”
More EU sanctions were coming,
potentially including a ban on Russian-flagged ships in European ports
and blocking imports of steel, timber,
aluminium or coal, he said.

www.afn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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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DING KYIV
In Kyiv’s Borshchahivka neighbourhood, the twisted engine of a cruise
missile lay in the street where it had
apparently been downed overnight by
Ukrainian air def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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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 Power Plant In
Danger
Russian forces have
occupied Ukraine’s
Zaporizhzhia nuclear power
plant following a fire at the
facility. Early Friday, officials
said the radiation levels
appear normal.
President Zelensky accused
Russian forces of
intentionally firing at the
plant and urged world
leaders to stop Russia
before this becomes a
nuclear disaster.

The plant was built during
the tim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80s and still
supplies 25% of Ukraine’s
electricity. The Russians
have tried to cut off the
power supply to interrupt the
consumption of power by
Ukraine’s defense forces
and e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resources.
We believe the whole
incident in Ukraine will have
a major change on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First of
all, in the economic field, the
severe sanctions imposed
on Russia b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ause Russia to suffer
unprecedented difficulties,
especially for the Russian
people and cause more
political turmoil in the future.
Is the world ready for
another Ukraine?

Wealee@scdaily.com

second largest military
power in the world. Russia’
s impact on world affairs is
by no means isolated by
sanctions. Moreover,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still on its side.
The attacks on nuclear
power plants is a major
threat and concern for the
world.

Russia is currently the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Editor’s Choice
Fireworks are seen over the
National Stadium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March 4, 2022. REUTERS/Peter Cziborra

Flagbearer Maksym Yarovyi of Ukraine during the athletes parade. REUTERS/Aly Song

Li Duan of China places the Paralympic torch in the cauldron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REUTERS/Gonzalo Fuentes

Fireworks are seen over the National Stadium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REUTERS/Aly
Song

Flagbearers Guo Yujie of China
and Wang Zhidong of China
lead their contingent during the
athletes parade. REUTERS/Gonzalo Fuentes

United States contingent
is seen during the athletes
parade. REUTERS/Peter
Czibo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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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ings Will Be ‘Difficult’
At Least Until The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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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ong line of cars at the entrance to a COVID-19 testing and vaccination
site in Barnett Park in Orlando. Paul Hennessy/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Key Point

*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pecial envoy said
on Monday that the pandemic’s end was in sight.
*The envoy David Nabarro, told Sky News that life
would be difficult until at least the spring.
*The world --and the U.S.-- faces a surge
in COVID-19 cases fueled by the Omicron varian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A special envoy o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coronavirus team said on Monday that the pandemic’s end was in sight, but that life would still be difficult until at least the spring.
“I’m afraid we are moving through the marathon but
there’s no actual way to say that we’re at the end —
we can see the end in sight, but we’re not there,” special envoy David Nabarro told Sky News.
He added that before the world got to the end of the
pandemic, there would be “some bumps.”
“It’s going to be difficult for the next three months at
least,” Nabarro told Sky.
He said that the world would continue to see new
COVID-19 variants and feel the pressure of strained
healthcare systems. Though it’s difficult to use the
past to predict the virus’ future behavior, Nabarro
said he expected the virus to come in surges, and in
order to live with it, people would need to prepare
and react quickly to the surges.
“Life can go on, we
can get the economy
going again in many
countries, but we
just have to be really respectful of the
virus and that means

having really good plans in place for dealing with
the surges,” he said.
The world is facing a surge in COVID-19 cases in part because of the Omicron variant. As of
January 9, the world was facing an average of 2.4
million daily COVID-19 cases globally, according
to Johns Hopkins data shar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The US, which boasts the world’s highest case
count, is averaging almost 670,000 new daily cases — fueled by the highly transmissible Omicron
variant — the latest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ata indicated. (Courtesy https://
www.businessinsider.com/)
Related
“Just like previous variants, omicron is
hospitalizing people, and it is killing people.”
WHO: Omicron Is Not Mild And It Is
Crushing Health Care Systems Worldwide

How Nations Of The World Handle
The Coronavirus Health Crisis
Impacts Their Tourism Favo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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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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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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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illustration of the omicron variant, which
has been known to causes COVID-19 symptoms similar to the common cold. (Illustration/
Western Meds and TCM)
London — T-cells generated as part of the body’s
natural immune response to the common cold
may help protect against serious illness from
COVID-19, according to a study carried out in the
U.K. Researchers at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told
CBS News the findings could help scientists create
vaccines that remain more effective against new
variants of the coronavirus.
The study, which was peer reviewed and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Nature Communications,” began
in September 2020 and looked at 52 household
contacts of people who had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It found that 26 people who were exposed to the coronavirus but did not get sick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cross-reactive T-cells, generated by previous common colds, than those who did
become ill with COVID.
“Don’t rely on it. ‘Exploit’ it.”
“The conclusion should not be that if you’ve had a
common cold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contracting COVID-19,” Professor Aljit Lalvani,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study, told CBS News.
This is so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including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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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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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as tourism services are very interdependent. The travel and tourism
industry and governments should continue to reinforce their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o accompany the businesses, notably the smallest
ones, and the workers. Particular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also to the
most sensitive/vulnerable destinations in the recovery phase.
Looking ahead, the measures put in place today will shape
tourism of tomorrow. Governments need to already consider the
longer term implications of the crisis, while staying ahead of the
digital curve, supporting the low carbon transition, and promoting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needed to build a stronger, mor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tourism economy. The crisis is an opportunity to
rethink tourism for the future.

KEY POINTS
Tourism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The tourism economy has been heavily hit by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and measures introduced to contain its spread. Depending on the duration of the crisis,
revised scenarios indicate that the potential shock could range between a 60-80%
decline in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m economy in 2020. Beyond immediate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tourism sector, countries are also shifting to develop recovery measures.
and rethinking the tourism sector for the futur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has triggered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in
the tourism economy, given the immediate
and immense shock to the sector. Revised
OECD estimates on the COVID-19 impact
point to 60% decline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 2020. This could rise to 80%
if recovery is delayed until December.
geographic-regions (e.g. in the European
Domestic tourism, which accounts for
around 75% of the tourism economy in
OECD countries, is expected to recover
more quickly. It offers the main chance
for driving recovery, particularly in
countries, regions and cities where the
sector supports many jobs and businesses.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is being felt
throughout the entire tourism ecosystem, and reopening and rebuilding
destinations will require a joined up ap-

proach. Tourism businesses and workers
lus packages, with many governments also
Governments and industry are focusing
their efforts on:
Lifting travel restrictions and working with businesses to access liquidity
supports, apply new health protocols for
safe travel, and help to diversify their
markets. Restoring
and stimulating demand with new safe
and clean labels for the sector, information apps for visitors and domestic
tourism promotion campaigns. Preparing
comprehensive tourism recovery plans, to
rebuild destinations,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and rethink the tourism
sector. These actions are essential, but to
reopen the tourism economy successfully
and get businesses up and running, more
needs to be done in a coordinated way

(Courtesy ips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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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不是只有
北方人才吃芝麻酱啊
互联网上，麻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
食物，而是变成了划分南北方的标识。
北方人，尤其是北京人，就是麻酱
蘸一切；而南方人，从不吃麻酱，只爱
打麻将。
这种说法很有煽动力和传播力，就
是……不怎么符合事实。
在很多南方（秦岭——淮河以南）
地区，吃麻酱并不稀奇。
01 麻酱从哪儿来？
麻酱，芝麻磨出来的酱。
芝麻是一种古老的作物，关于它的
起源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芝麻并非中国土著
，它是在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时，
带回中原并广泛种植的，当时它的名字
叫“胡麻”。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张骞带回来的
胡麻其实就是亚麻籽，考古学家发现，
在距今 4000 多年的浙江湖州市钱山漾新
石器时代遗址和杭州水田畈史前遗址中
，都发现有古芝麻的种子。
如今，芝麻广泛种植于中国黄河及
长江中下游各省，其中以河南产量最多
，约占全国 30%。
最初，中国人种芝麻是为了榨油，
不过榨出来的油不是为了吃，而是用来
点灯，古代油灯很多用的都是芝麻油，
因为它的燃烧时间很长。
芝麻油还有一个特性，因为脂肪含
量高，碾磨后芝麻会爆发出一种芳香四
溢的味道，所以在众多油脂中，只有芝
麻油获得了“香油”的赞誉，到了明代
，香油也进入到中国人的食谱里。
和大多数食用油榨取方式不太一样
，芝麻油不是用果实直接压榨，而是要
先炒熟再碾磨，碾磨出来的就是芝麻酱
，再通过“水代法”，分离出芝麻油。
水代法是利用油水不相容的原理，
把芝麻里的油脂分离出来。以前农贸市
场，总会有摊子做现磨的芝麻酱、香油
，就是把炒好的芝麻磨成芝麻酱，芝麻
酱更喜欢结合水而不是油，所以往芝麻
酱里加水不停搅拌，油渣吸饱了水，无
力再吸附油，芝麻油就被取代出来了，
油又比水轻，浮到上层，就是纯芝麻油
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磨香油”。
所以，芝麻酱其实是榨取香油中间
的一环，它出现的时间至少应该是跟

“水代法”榨油同步。
不过，中国人吃麻酱，要比吃
芝麻油还要早。宋代食谱《吴氏中
馈录》中记载：麻腻、杏仁腻、咸
笋干、酱瓜、腌韭、黄瓜做浇头，
或加减肉，尤妙。这里的“麻腻”
，即为今天的麻酱。
麻酱真正流行起来，还是要等
到清代涮羊肉这种吃法传入中原，
麻酱恰好起到了增香提鲜的作用，
让涮羊肉的滋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
麻酱在北方饮食中的存在感确
实很强，不只是涮羊肉，夏天的各
种凉拌菜，无论是黄瓜还是豇豆，
都少不了一勺麻酱；麻酱跟碳水也
是铁瓷，麻酱糖饼、麻酱烧饼，一不小
心碳水炸弹们就溜进胃中；甚至麻辣烫
、麻辣拌里，也都必须来一勺麻酱。
02 说真的，南方也见得着麻酱
事实上，麻酱其实一直存在于相当
一部分南方人的日常中，虽然普及程度
不如北方，但也不至于听都没听说过。
最知名的当然就是武汉热干面。
芝麻酱无疑就是灵魂，所以热干面
最初也叫“麻酱面”。
做热干面的芝麻酱，从选料、炒制
、磨酱都有讲究。纯芝麻炒熟之后，用
石磨低速研磨，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留
芝麻香味，磨好了酱再加入食用油调和
，慢慢搅拌至润滑。
每家面馆调制的比例、手法不同，
调酱人的口味也不一样，所以各家芝麻
酱的浓稠稀松也都不一，这也决定了各
家热干面馆的独家口味。
一碗碱水面煮熟后，加入香油、酱
油、盐、鸡精、萝卜干、酸豆角、卤水
……最后舀上几勺灵魂芝麻酱，拿起筷
子拌几下，每根面条都沾满浓稠的酱汁
，芝麻酱的香气绽放，成为每个早晨江
城上空特殊的气味与符号。
会用麻酱拌面的不只是武汉人，顺
着长江一路来到入海口附近，上海的麻
酱拌面，香醇浓稠的味道和顺滑劲道的
口感，也让人欲罢不能。
麻酱不是纯芝麻酱，一般要混合部
分的花生酱，面不能煮得太软，厚厚的
麻酱盖在面上，撒上小清新的葱花，再
加些点睛之笔的辣油，黄绿红相间的视

觉，看起来就食欲大开。
和热干面一样，麻酱拌面也一定要
快速搅拌，每根面条都裹上稠稀正好的
麻酱，既要每根面条都能沾上酱，入口
又不至于糊嘴。
有的麻酱拌面里，还喜欢加上各种
各样的浇头，葱油麻酱拌面、肉丝麻酱
拌面、猪肝麻酱拌面……
点一份麻酱拌面，浓醇鲜香的麻酱
包裹着韧性十足的面条，再来一碗小牛
汤，是上海独特的美味。
除了用来拌面，在上海，麻酱另一
个绝配是冷馄饨。
芝麻酱、花生酱再加点调味的生抽
、香醋和辣油，浇在冰凉的馄饨上，搭
配炸猪排或者是百合绿豆汤，就是上海
夏天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川渝地区吃火锅蘸油碟不蘸麻酱，但
也不意味着完全不吃麻酱，川菜的特色就
是百菜百味，其中有一味就是麻酱味。
川菜的麻酱味，是将芝麻酱先用香
油调散，加入盐、酱油、味精以及少许
白糖，最后加入鸡汤，也有的会加入少
许的红油。
麻酱味一般多用于制作凉菜，比如
麻酱鱼肚、麻酱凤尾等等。
同样位于西南的云南，当地人在制
作“烧饵块”的时候，麻酱也是必不可
少的调料。
饵块是煮熟的大米压成饼，切成小
块放到炭火上烤，不一会饵块表皮微焦
，鼓了起来，这时候抹上芝麻酱、辣酱
、油辣椒……再夹一点蔬菜和肉丝，就
可以开吃了。

再往南到了广东，麻酱也是潮汕部
分地区吃肠粉时候加入的料汁。
最常见的肠粉是加酱油的，当然不是
普通酱油，是特别熬制出来的，而在潮州
，当地人则喜欢将芝麻酱和花生酱混合，
浇到新鲜出锅的肠粉上，麻酱和碳水的王
炸组合，吃起来更加嫩滑香浓。
03 南北方的麻酱，到底有什么区别？
不难看出，南方人完全不吃麻酱，
确实是个伪命题。
不过，在麻酱的形态和使用上，南
北方确实有不小区别。
最显著的区别，也是最大的争议，
就是吃火锅蘸不蘸麻酱的问题。
北京的铜锅涮肉选择麻酱作为小料
，是因为无论白水锅底还是羊肉，都缺
少足够的调味。
选择涮肉小料的首要标准，就是解
决调味的问题，而芝麻酱本身就具有香
浓的口味，再加上从清代到民国，芝麻
都是北京周边重要的粮食作物。
以当时的物产和口味，麻酱成为了
涮肉的小料，并成为一种习惯和坚持。
而川渝地区的火锅，锅底无论是咸
、香、辣，滋味本身就足够，蘸料的选
择上，调味并不是首选，甚至要避免浓
烈的蘸料，抢走锅底和食材的味道。
所以，川渝火锅选择了油碟，一方
面可以降温，方便入口，另一方面可以
适当增香和降低辣度。
到了更南边的潮汕牛肉火锅，其实
与涮肉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在蘸料的
选择上是沙茶酱，这是当地特色，也更
能突出牛肉鲜味。

火锅酱料上的麻酱争议，并不是因
为北方吃麻酱，而南方不吃麻酱，更多
是结合当地火锅的特色和物产，经过多
年演化出来的。
在做菜时的使用上，南方的麻酱给
人的观感要更稀一些，而且在很多时候
，只是众多调味料中的一种，重点要借
用麻酱的香味。
当然，要除了川菜里少量的麻酱味
型，因为麻酱味型主要特点，就是那一
口芝麻酱的香气，麻酱就是这道菜的主
角。
对比下来，北方菜里无论是麻酱使
用的频率还是口味的浓重，肯定还是超
过南方的。
这其实还是与饮食受到气候、地理
、交通等条件的限制有关，尤其是过去
的北方地区，冬季的蔬菜、水果品类很
少，为了丰富主食的口味，酱料必须承
担起佐餐的责任，而芝麻又是华北地区
的重要作物，自然而然地就印刻在北方
人的饮食基因里。
南北方在麻酱的使用上，有一点还
是高度同质的，就是在麻酱与碳水的搭
配上，无论是北方的麻酱烧饼、麻酱糖
饼、面茶、焖子里的麻酱汁儿，还是南
方的热干面、麻酱拌面、肠粉上的麻酱
调料。
当芝麻酱与碳水碰撞到一起，总是
会散发出令人难以拒绝的香气，就像
《我爱我家》里，和平失忆后馋的那个
芝麻酱白糖抹馒头片，绝对的高糖高脂
不健康，但架不住就是好吃啊，只留下
体重秤在默默地流眼泪了。

从一首中国家喻户晓的拜年神曲
看华人在泰国的完美融入
我敢说，有一些话你是没有办法正
常念出来的，比如“财神来敲我家门，
娃娃来点灯”。你在脑海中默念的时候
，一定是加上了旋律的。
这首名为《发财发福中国年》的贺
岁歌曲，自从 2001 年推出之后，整整 20
年来，只要是春节就一定能听到它。在
这首欢快喜庆的歌曲中，还有一句念白
： “ 中 国 娃 娃 祝 大 家 ， happy happy
new year”。
小时候以为“中国娃娃”说的就是
中国的小朋友，这首歌是在代表中国的
小朋友给大人们拜年，但后来我知道理
解错了。
“中国娃娃”是一个音乐组合的名
字，由两个泰国华人女孩组成，一个叫
陈冠桦，一个叫李晓燕。
相比起她们这首《发财发福中国年
》在华人世界的流行程度，这两个女孩
就显得有点不那么知名了。
今天，就来讲讲“中国娃娃”和她
们背后泰国华人的故事。
1999 年，20 岁的陈冠桦（娃娃）和
18 岁的李晓燕（贝儿），拿着自己写的
一首歌跑去找唱片公司，希望可以获得
出道的机会。
这首歌就是后来让“中国娃娃”一
炮而红的《单眼皮女生》。
你可能不记得歌名了，但是这首歌
中间那段 RAP 或许你还有印象：“大错
特错不要来，侮辱我的美，我不是你的
STYLE，为何天天缠着我”。
这一段词是陈冠桦写的，多年以后
接受采访，她笑着说：“因为泰国人不
怎么懂中文，所以没考虑语法，那么大
错特错不要来其实是个病句，后来这首
歌火到台湾去了，那中国人都听得懂了
，我就觉得很丢脸”。
两人之所以会写这首歌，是因为当
时泰国对女性的审美比较单一，喜欢那
种偏欧美风格的双眼皮大眼睛，而两人
正好都是单眼皮，在泰国人的眼里都不
算美女。
有点讽刺的是，唱片公司拿到这首
歌，觉得歌确实不错，但是觉得“中国
娃娃”这两个人长得不好看，只想要歌
而不想要人。

没办法，当时有一个还比较欣赏她
们的经纪人，就直接把这首歌送到电台
去播，结果一个星期之后，这首歌就直
接冲上了泰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的第一名
。
唱片公司一看这情况，立马就改变
了态度，马上就把“中国娃娃”给签了
下来，力捧她俩出道。
从此开始，两个泰国华人女孩的组
合，红遍了东南亚华人世界。
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一股华人文
化的热潮开始在东南亚地区流行。华人
们开始听华文歌曲、看华文影视剧，读
华文小说。
造成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
第一是 90 年代之后，东南亚各国对
于中华文化不再存着那么强的警惕之心
。
之前他们认为传播中华文化，就是
在传播不同的意识形态，会加剧本国社
会的民族矛盾。90 年代之后这种想法就
逐渐减少了，政策的放宽让当地华人压
抑了几十年的对中华文化的亲切感瞬间
爆发。
第二是因为 90 年代，正是港台流行
文化强势输出的黄金年代。
香港的电影、流行歌曲和台湾的电
视剧，风靡东南亚。在泰国，最流行的
是电视剧《包青天》，其中那首主题曲
《鸳鸯蝴蝶梦》更是传遍大街小巷。
中国娃娃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自觉
”背景下，以中文歌曲爆红东南亚。
从出道开始，中国娃娃陆续在泰国
、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日本等地方开演唱会。推
出的多张专辑也在这些地区大卖，她们
两人经典的“妹妹头”造型，成为了当
时最新潮的女性形象。
2002 年，中国娃娃为一部讲述泰国
华裔故事的电视剧《生意兴隆》演唱了
主题曲，泰文版本的叫《生意兴隆》，
而中文版本的就是那首《发财发福中国
年》。
“财神来敲我家门，娃娃来点灯”
这个经典喜庆的旋律，20 年在世界各地
华人圈子里都经久不衰，成为春节必备
的背景音乐。

不过在那个华语乐坛明
星辈出的年代，中国娃娃组
合作为一个泰国公司推出的
歌手，还是没有办法做到
“事业常青”。闯荡多年后
，还是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像
《单眼皮女生》和《发财发
福中国年》那样成功，两个
人的年纪也大了，逐渐就退
出了乐坛。
退出乐坛后，两个人在
泰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陈冠桦做起了中文老师
，2015 年后开始经商，拥有
自己的美妆品牌、做视频博
主、还参股了几家酒吧和餐
厅，商业上也是混得风生水
起。
而李晓燕则结婚生子，
目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业
余时间还开了一家舞蹈工作室。
偶尔还会有一些综艺节目请她们两
人去客串一下，但也都属于玩票性质。
2021 年，42 岁的陈冠桦和 40 岁的李
晓燕再度合体，推出了新单曲《你好你
好》，以此纪念她们出道 20 周年。由于
平时都很注意形体训练和保养，两个人
尽管年过 40，身材都没有走样，颜值也
依然动人，被老歌迷们惊呼为“童颜动
人”。
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
“中国娃娃”，但对于老一辈的歌迷来
说，这次合体算是一波温暖感动的“回
忆杀”。
用“中国娃娃”这样的组合名字，
专辑里一半泰文歌一半中文歌。居然能
够在泰国成功出道，并曾经红极一时。
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东南亚
国家。
“中国娃娃”这 20 年来的经历，背
后是泰国华人与当地社会的完美融合。
都说华人在海外不管混得多好，始
终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但是在泰国，华
人却做出了一个正面的榜样。
根据统计，目前全球华人总共有
6000 万，在东南亚地区就有差不多 4000
万人。但是在大多数的东南亚国家，华

人的数量虽然多，尽管早已经加入了当
地国籍，但是在政治权利上，却很难和
当地人“一视同仁”。
但这种情况在泰国是个例外，这主
要有下面几个原因。
首先是泰国华人的数量非常庞大。
泰国华人数量在 800 万-900 万之间
，拥有华人血统的泰国人则更多，估算
有 2000 万左右，而泰国总人口也不过
6890 万。
大量的华人在泰国生活了几代人，
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和当地人的区别。
其次是泰国王室对华人的态度比较
亲切友好。
泰国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直到
今天，泰国国王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而在泰国的历史上，就曾经有一位华
人。那就是吞武里王朝的郑信大帝。后
来郑信的王位被他的好兄弟朱拉洛夺走
，也就是今天曼谷王朝的开创者拉玛一
世，现在泰国国王称作拉玛十世。
虽然拉玛一世是夺位的，但他对华
人的态度很友好，因为他的身上也有一
点华人血统，他的母亲就是福建移民的
后代。拉玛一世还有一个华文名字，叫
做郑华。所以后来有人说今天的泰国王
室具有华人血统，较真起来也不无道理
。

另外，泰国在历史上没有被殖民过
也是主要原因。
泰国当年作为一个缓冲地带，并没
有受到西方列强的殖民，所以不像马来
西亚、印尼这些国家那样，被殖民者故
意将华人和当地人作为两个阶层分开管
理，造成了民族隔阂，至今仍受其害。
泰国王室向来看重华人在商业上的
能力，鼓励华人经商。而当地人以为国
王服务为荣，不屑于经商，两个族群各
安其分，并没有因为华人经商赚了钱而
怀恨在心。
泰国华人几百年来在这里并没有被
区别对待，所以他们也愿意融入当地，
学泰国话，取泰国名字，接纳泰国的风
俗，双方也就更不会有大的冲突发生。
进入现代社会后，华人不仅在泰国
的商业上取得了非凡成绩，泰国首富就
一直都是华人。而且在政治上也表现出
色，出过好几位华人总理，这在其他东
南亚国家都是罕见的。
正是泰国华人的完美融入，泰国社
会才能够对“中国娃娃”这样的组合给
予宽容，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文化入侵
”而加以警惕和打压。今天的华人世界
，才会有“财神来敲我家门，娃娃来点
灯”这样的春节神曲，成为全体华人的
共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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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海域》曝 「危機四伏」 預告
久違動作冒險大片開年必看

由索尼影業出品，改編自 PlayStation 全球經典
動作冒險遊戲 IP 的真人電影《神秘海域》今日發布
「危機四伏」版預告，荷蘭弟冒險之路遭遇重重危
險，各路勢力強勢來襲，一起爭奪遺失百年的 50 億
黃金寶藏。電影《神秘海域》講述了內森· 德雷克和
維克托· 蘇利文一路開掛冒險，尋找遺失寶藏的故事
，由魯本· 弗雷斯徹執導，湯姆· 赫蘭德和馬克· 沃爾
伯格聯袂主演，好萊塢最強特效團隊傾力打造，百
億美元票房卡司強強聯手。作為 2022 開年最佳觀影
選擇，3 月 14 日，這部久違的動作冒險大片將狂掀
觀影熱潮！

荷蘭弟展現驚人動作天賦久違好萊塢
大片開年必看
今日，影片曝光「危機四伏」版預告，內森· 德
雷克與維克托· 蘇利文聯手組奪寶小隊，一同探尋遺
失五百年之久的麥哲倫寶藏。然而這份價值 50 億的
黃金寶藏，卻引起各方勢力注意，一路設置各種難
關，阻礙內森一行人尋寶進程。面對重重關卡，內
森開啟闖關模式，一路開掛，上天飛機大戰，下海
沉船探寶，全程高能刺激，令人嗨爽無限！影片中
荷蘭弟展現了驚人的動作天賦，甚至被導演魯本· 弗
雷斯徹堅定的稱其為「優秀的動作特技演員」！在
動作表演方面，荷蘭弟一直親自上陣，不斷挑戰各
種高難動作，力求為觀眾帶來真實刺激的動作打戲
。有觀眾就此留言道「沒有蜘蛛俠戰衣的光環，荷
蘭弟的動作戲依舊很帶感」、「荷蘭弟這是逆襲成
動作明星了嗎，動作戲乾淨利落，炫酷十足啊」！

同時還有觀眾熱情推薦「開年必看系列，大銀幕好
久不見的動作大片」！

票房口碑雙贏百億卡司打造大銀幕久
違巨製
電影《神秘海域》作為 2022 開年最強動作冒險
巨製，不僅集結了如導演魯本· 弗雷斯徹（曾執導過
《毒液：致命守護者》）、戛納影帝安東尼奧· 班德
拉斯等實力主創班底，更是聯合了備受期待的「蜘
蛛俠」英雄系列電影主演湯姆· 赫蘭德和曾出演「變
形金剛」系列電影的好萊塢實力演員馬克· 沃爾伯格
為影片強勢助力。如此強大的製作班底既贏得了市
場的青睞，更是贏得了觀眾的喜愛和支持。目前，
影片在海外火熱上映中，截至上周末全球票房累計
2.26 億美金，突破 2 億美元大關，除北美外，國際
64 個市場累計 1.43 億美元，連續兩周蟬聯全球電影
市場票房冠軍。不僅如此，爛番茄爆米花觀眾指數
高達 90%，觀眾好評滿滿，紛紛稱讚「開年大銀幕
必看，最燃最嗨的爆米花大片」、「大銀幕久違的
好萊塢娛樂大片」。3 月 14 日，2022 開年必看的最
強嗨爽解壓大片，大銀幕久違巨製，敬請期待！
電影《神秘海域》由索尼影業出品，魯本· 弗雷
斯徹（《毒液：致命守護者》）執導，湯姆· 赫蘭德
（《蜘蛛俠：英雄遠征》），馬克· 沃爾伯格（《變
形金剛 5》）、安東尼奧· 班德拉斯(《痛苦與榮耀
》) 、索菲婭· 阿里、塔蒂· 加布里埃聯袂主演。目
前影片已正式定檔 3 月 14 日在全國獻映，一起來影
院感受開年必看最嗨爽的解壓大片吧！

《亞當計劃》曝正式中字預告
為阻止時間旅行的發明回到過去？

《鐵甲鋼拳》《失控玩家》導演 肖恩· 利維和 瑞安·
雷諾茲合作的的科幻片 《亞當計劃》曝正式中字預告，
該片將於 3 月 11 日上線 Netflix，講述一個男人(雷諾茲飾)穿
越到過去，只為讓 13 歲的自己再次見到已故父親(馬克· 魯

弗洛飾)。
《亞當計劃》項目最早的名稱叫
《我們的名字叫亞當》，2012 年湯姆· 克
魯斯曾想以男主角身份參與，後來不了
了之。2020 年《守喪七日情》編劇喬納
森· 特魯普重寫劇本，男主角換成了瑞
安· 雷諾茲。
從預告來看，這部關於親情的穿越
電影有比較多硬科幻成分：追蹤男主角
的機器人，球形炸彈，激光槍，發光的
長棍。此外也通過男主角小賤賤的台詞強調：這個時間
穿越並非平行宇宙。佐伊· 索爾達娜扮演雷諾茲的妻子
，她在預告中甚至提醒小賤賤：這趟任務是阻止時間旅
行的發明。

《新蝙蝠俠》口碑大爆
觀眾強推開年首部超英巨製必看 IMAX

備 受 矚 目 的 DC 超 級 英 雄 電 影
《新蝙蝠俠》將於 3 月 18 日在全國超
750 家 IMAX 影院公映，3 月 1 日，影
片首輪口碑解禁並收穫炸裂開局，
「爛番茄」新鮮度高達 87%，眾多知
名媒體和影評人給予五星好評，將其
視為 2022 年最匹配大銀幕的巨製和傑
作之一，蝙蝠俠與 IMAX 的深厚淵源
也引發更多期待。之前在 IMAX 總部
做後期測試時，導演馬特•里夫斯就
曾在社交媒體表示：IMAX 版本的聲
音和畫面看起來棒極了，多麼震撼壯
麗又讓人身臨其境的體驗。」而「新
蝙蝠俠」羅伯特· 帕丁森本人在上節目
時更對與導演試看 IMAX 版的感受如
數家珍，直言「棒極了」！
《新蝙蝠俠》在多國首映後，各
大媒體第一時間給出「開箱」報告，
紛紛給予熱烈讚譽，權威影評網站
「爛番茄」新鮮度 87%，均分高達 8.0
。包括《帝國》雜誌等在內的國際知
名媒體和影評人普遍認為，《新蝙蝠
俠》對蝙蝠俠這一頂級 IP 的重啟極為
成功且煥新升級。MTVMovies 點評：
「導演馬特· 里夫斯打造了一部緊張過
癮、堅毅勇猛、極具趣味性的蝙蝠俠
成長傳奇。」Kiblaahmedart認為影片充
滿新意：「《新蝙蝠俠》跟我們以前
看過的(超英電影)完全不一樣。」Insider 盛讚：「羅伯特· 帕丁森會成為你最

愛的新蝙蝠俠！」DCWorld 則縱向對
比稱：「這是史上最佳蝙蝠俠！」
IMAX 影院一向被視為超級英雄電
影的「標配」，而蝙蝠俠IP 更與IMAX
有極深淵源。近日《新蝙蝠俠》宣布
北美特定 IMAX 影院將早於公映三天
（3 月 1 日）開放特別放映場次，開售
不久便一票難求，足見粉絲的熱情高
漲，觀影過後觀眾更難掩興奮，迫不
及待強勢「安利」IMAX 觀影體驗，稱
這是一部必須在IMAX感受的全新巨作
。而新任蝙蝠俠羅伯特· 帕丁森在主演
使用IMAX膠片攝影機拍攝的《信條》
之後就對IMAX的獨到體驗印象深刻，
此前更在做客脫口秀時詳盡分享與導
演試看IMAX版《新蝙蝠俠》的難忘感
受，並力薦IMAX體驗。
在 IMAX 影院，IMAX 超大銀幕、
高清高亮的畫質和強勁精準的音響將
共同打造令觀眾身臨其境的沉浸式觀
影氛圍，不僅能將 DC 英雄的特效動
作場景淋漓盡致地震撼還原，影片中
驚艷獨特的銀幕美學和精心雕琢的音
效也將更具衝擊力。3 月 18 日，在頂
天立地的 IMAX 銀幕包圍之下，觀眾
將能進入天翻地覆的「哥譚市」，和
蝙蝠俠一起探索罪惡之城的每個角落
破解謎局，火力全開，收穫過癮觀影
體驗的同時圓一個屬於自己的「英雄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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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四十年反思：
我们的数学课，教的根本不是数学
这些年，由于工作的缘故，我见到不少数学学
习有困难的孩子。大概是因为同病相怜的原因，我
和这些孩子特别有共同语言，也得以借着这些机会
，重新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审视数学学习这件事
，思考孩子数学学不好的具体原因。
昨天和姐姐聊天，她讲到她的一位好朋友的孩
子，今年上小学一年级，在数学方面遇到了一些困
难，比如他现在还不能正确的算出一加一等于几。
这个孩子总是认为，1+1=11。
其实这种现象在幼儿数学学习里，是比较典型
的。除了1+1=11这样常见的错误外，还有类似的，
15+15=210。
在孩子的思维方式里，14+14=28，前面两个1相
加，结果是2，后面两个4相加，结果是8，所以14+
14=28。那么同样的，15+15，前面两个1相加，结果
是 2，后面两个 5 相加，结果是 10，所以 15+15=210
。
孩子出现这样的错误，首先父母可以让他意识
到自己的思维误区，比如针对1+1=11的问题，我们
可以问他：你有一块糖，再给你一块糖，你手里是
十一块糖吗？
用这样比较具象的方式，让孩子意识到自己思
维的误区，是相对容易的。但出现这种错误的根本
原因，我认为，是孩子在数学启蒙阶段没有打好基
础，更大胆地说，是孩子“数数”没有数好。
今天，我就以一个资深学渣的身份，来跟大家
聊聊“孩子学习数学”这件事。
01.数学学习——小孩子，有大学问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孩子的数学基础不好，
父母是难辞其咎的。
皮亚杰(1896-1980)，近代最有名的儿童心理学
家
皮亚杰认为：
“一个人可以学到的东西，他的学习方法，取
决于他已有的思维模型。所谓学习的法则，就是新
的知识结构如何从已有的知识结构中生长出来，并
在这个过程中构建逻辑性和情感联系。”
我们要教授的数学，必须和已经建立的知识构
成一个不间断的连续系统，只有这样，新的知识才
能从原有的知识体系里生长出来。
对于孩子来说，他最初的知识结构，包括数学
观的建构，几乎全部来源于父母的有效引导。
儿童是天生的学习者，是自己智识结构的“建
筑师”。但这个建筑师是需要“建筑材料”的。对
于数学学习来说，平时生活中接触到的事物，父母
对数学概念的理解甚至对逻辑的阐述，都是他学习
的“材料”，对孩子建立数学认知有重要的意义。
孩子的数学概念，最初都是在生活中建立起来
的，比如，一双鞋、一副手套、一双筷子，可以让
孩子最早建立起“成对”的概念，如果父母在这时
候能够进一步加以引导，就会加深孩子对这一概念
的认知。
孩子在生活中得到的“数学大厦”的建筑材料
越丰富，他就越会在数学方面表现出高于同龄孩子
的数学能力。
但如果家长本身对数学学习有误解，甚至对数
学有潜意识的惧怕、排斥心理，那么在与孩子交流
的过程中，就会有意无意绕开类似的话题，这就会
使得孩子缺乏相关的学习材料，孩子的数学基础也
就很难打好了。
西蒙佩珀特也认为，儿童智力发展的差异可以
归结到环境上，如果环境没能提供足够的高级材料
，那么大概率会导致孩子在这方面的认知滞后。孩
子对一个特定的概念迟迟不能理解，最关键的原因
就是他的生活环境中，关于这个概念的材料严重不
足，无法把这个概念变成一个简单的、看得见摸得
着的东西。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陈述，就是要帮助孩子把
概念“变成一个简单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做父母的，几乎都忘记了
自己的幼儿阶段，是如何学习数学的。我们以成年
人的眼光回头看数学启蒙，总会认为，“数数”有
那么难吗？怎么6+2知道等于几，2+6就不知道了呢
？这些如此简单的问题，怎么孩子就是满脑子浆糊
呢？
要知道，小孩子学数学，一点都不简单。
孩子学习数数、学习1+1=2，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情，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宇宙形成时的奇点大爆炸
。很多家长和老师， 对孩子数数慢、学习加法困难
表示很不理解，认为这么浅显的事情孩子还不能掌
握，说明“缺乏数学基因”。但我们仔细研究就会
发现，看似浅显的儿童数学学习，其实涉及了巨大

的世界观的建构，涉及了诸多认知上的跨越，以及
思维模式的重构。
举个例子，我们把一杯水从一个小杯子倒进一
个大的杯子里，只要不洒出来，我们知道，水的总
量是不会变化的。但这个我们看起来浅显到不用去
解释的事情，对于孩子来说，理解它是需要一种认
知上的跨越的，需要跨越的这个概念，我们称之为
“守恒法则”。
在皮亚杰之前，没有人意识到，孩子对于世界
的理解，并不是从“正确”到“更正确”，而是从
“错误”到“正确”。皮亚杰指出，孩子们在学习
基本的数学原理之前，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一套非常
不同的规则系统，比如数量不守恒。然后孩子再调
用他周围的学习材料，重新构建一个守恒的思维方
式。
守恒法则，体现在数数上，举个例子：对大人
来说，桌子上放了五个苹果，无论我们怎么改变这
五个苹果的排序，苹果的总数是保持不变的。但对
于孩子来说，这与他的知识结构是冲突的。因为这
意味着，结果和过程是可以分割开的，过程的改变
不影响数数的结果。这对孩子的世界来说，是闻所
未闻的，是违背直觉的。
再举个例子，五个苹果和五个香蕉，在数量上
是一致的。这对于孩子来说，理解起来也不是自然
而然的，因为这意味着，物理上不同的事物，可以
在数学上相同，这其实是同构的概念。
小孩子学数数，其实蕴涵着各种复杂的世界观
的建立。而且，我们应该记住，孩子是先发展出自
己的与成人不同的世界观，然后再逐渐转变为成人
的世界观的。给孩子做认知上的启蒙，首先应该理
解孩子的世界观，然后寻找不同的地方，耐心加以
引导。
我们的孩子数学学不好，我坚持认为，很大程
度上的原因，在于“数数”的时候没有数好、没有
数够。要知道，我们所有的数学计算，都是立足于
数数的基础之上的。
比如孩子们可以算出6+2=8，但是2+6却算不对
，那是因为，所有的加法，都是基于计数的原则，
6+2，孩子只要在6的基础上往后数两个数字，就知
道结果了。而2+6，需要在2的基础上往后数六个数
，在这个过程中要记住数了几个数、数到哪了，当
然就更难一些。
当我们责怪孩子解决类似的问题出错时，却没
有意识到，对于孩子来说，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

既要理解“守恒法则”，又要在心中“数数”的时
候不出错。并不像成年人看起来的，知道2+6等于几
，自然而然就应该知道6+2等于几。其实成年人也是
使用类似的方法，只是熟极而流，内化于心了。
皮亚杰一生致力于对儿童知识起源的研究，在
他的种种发现中， 有一项成果是：大人看不到孩子
学了什么，是怎么学的，成年人，看不到儿童学习
的本质。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的答案是，越是抽象的
东西，越需要用具象的方法去教。
“数数”对孩子的数学学习至关重要，但中国
家长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过早的禁止孩子“掰
手指”，认为不掰手指的计数和加减法，才是真的
掌握了。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因为掰手指被训斥。
后来看了一个 TED 的演讲，讲到数数和掰手指对孩
子数学思维建立的重要性，我才知道，很多孩子的
数学学习其实是被家长耽误了。
除了宽容孩子掰手指外，在数数和加减法的学
习上，应该尽量多用手边的实物来和孩子练习。就
像张俊老师说的，让孩子死记硬背8比7多，不如和
孩子一人抓一把糖果，然后把糖果摆在桌子上，一
一对应，让孩子看那一排糖果更多，用这种方式，
建立数数、多少、加减的初步概念。否则的话，孩
子即便知道8比7多，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多出来的
。
我们总认为，用苹果桔子这些具象的东西跟孩
子学数学，是一种数学能力低的表现。但我们从来
不认为，学习钢琴的时候可以不碰钢琴，只在脑子
空想就可以学完。我们也不认为，学习骑自行车的
时候，应该让孩子不碰自行车，在脑子里想象面对
各种路况的时候，如何进行动作分解。我们都知道
，学自行车，第一件事就是让孩子骑上它。学习钢
琴，第一件事就是让孩子摸摸琴键。但学习数学，
我们却觉得，“看得见摸得着”，是一种错误，这
是多么荒谬。
我们教孩子学数学，却不给他足够的学习材料
，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孩子们必须用效率最低的方
法学习数学，那就是死记硬背！
死记硬背是最差的学习方式，我们要把自己的
大脑搞得一片空白，然后不断地重复不断地重复。
但是我们记下一段旋律的时候，我们唱出一首歌的
歌词的时候，我们念出那些美妙的语句的时候，是
通过大脑一片空白然后强迫自己不断痛苦地重复吗
？

在通过具象的实物建立数学知识的过程中，孩
子们要突破很多的学习难点。比如有的孩子知道2个
苹果加5个苹果，一共是7个苹果，但是2+7却不知
道等于几，因为孩子并没有明白“数”的相加和
“量”的相加的区别。
7个苹果，是“量”相加的结果，很直观。但2+
5=7，是“数”的相加的结果。数的相加，需要抽象
思维，需要在实物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内化。而且这
里面还涉及了一个“数群”的概念，就是一个数可
以由较小的数组合而成，这些都需要在“量”的分
合中积累经验，让孩子理解“数”也是可以分合的
。
对于学龄前孩子来说，理解了这些，其实就足
够了。数学学习，归根到底，需要孩子建立起抽象
思维能力，孩子学习数学的过程，其实就是从动作
的逻辑到抽象的逻辑。张俊老师说：“抽象逻辑思
维是从具体的外在动作逐步内化，然后在头脑中进
行重新构造，最终形成一种抽象的逻辑关系”。
这种思维的建立，是需要遵循客观规律的。皮
亚杰将思维分成“具象思维”和“形式思维”（formal thinkin，抽象思维的一种）。具象思维在孩子六
岁的时候就已经相当发达，而形式思维则要到十二
岁左右才开始发展，并且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完
善。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形式思维在某些成年人
身上终生也没能发展出来。
在我看来，越是抽象的东西，越需要具象的教
育。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努力去理解孩子的世
界，然后动用手边的实物，让那些飘渺的知识变成
简单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有
效帮助他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知识大厦。
02. 进入学校之后不要迷信课堂数学
作为一个中国教育体制下的学渣，国外学校的
数学优等生，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绝大多数的
数学课堂上，什么都有，唯独缺的，就是数学本身
。我们中国学生数学好，不是数学课的功劳，而是
思想品德课的功劳，学生肯吃苦，肯刷题，但这和
数学学习，是背道而驰的。
庞加莱说，一个数学的头脑，最显著的特色不
是逻辑，而是美感。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数学
本身，是一门浩瀚而又美丽的学科，但很可惜，我
们的数学教育，完全不在意培养孩子的数学审美能
力。我们的数学课，和数学并不划等号。
我曾经跟学生说，数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但
相信在大多数孩子的眼里，这是一句骗人的话，甚
至现在我自己回想起来，都没那么坚定了，因为我
在闲暇时间里，会看书、看电影、听音乐，而绝不
会选择做数学题这件“非常有趣”的事。
在孩子眼里，说学校里的数学很有趣的那些老
师，“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学生们的
看法，基本是对的。
孩子们的数学成绩不好，就会被贴上“没有数
学基因”“数学思维能力不足”的标签，但我们要
看清一个事实，就是学校课堂上的数学课程设置，
并不是基于多么科学、多么人性化的原则，而是首
先取决于在学校课堂这个环境里，通过最原始的纸
和笔，以一位老师同时教几十个学生的方式，学哪
些东西能够完成数学训练的任务，仅此而已。
佩珀特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学校里，“解析
几何”就是用曲线来表达方程式的代名词，所有受
过教育的人都会模糊记得y=x² 是一个抛物线方程。
虽然不知道这个知识有什么用，但是在他们的脑海
里，这一切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科学的
原因，这个原因让孩子们如果学不好这门学科，家
长就会焦虑，老师就会给学生贴上差生的标签。
但事实的真相是：之所以让学生们学习这个知
识，真实的原因，只是因为抛物线在纸上比较容易
画出来，能比较方便的用原始工具完成而已…..
现在，锻炼数学思维的方式有很多种，通过摆
弄积木、通过学习编程，甚至通过游戏都能够锻炼
孩子的数学能力，家长对孩子数学学习最大的帮助
，就是尽量不再被考试成绩绑架，尽量理解孩子学
习的方法，认清孩子学习的本质，进行科学的引导
。只要遵循了孩子学习的规律，总有一天，我们会
收获属于自己的果实。
在希腊语中，所谓数学，其实就是学习的意
思。孩子是天生的学习者，他们对学习的恐惧、
对数学的恐惧，都是后天习得的。作为成年人，
我们应该努力让自己回到幼儿阶段，回想一下自
己是如何从爱数学、爱学习，到恨数学、恨学习
的，然后，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再经历同样的悲剧
，这也许就是给孩子营造的最好的数学学习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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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神探大戰》定檔清明
與黃曉明、朱一龍、周冬雨的新片對打
2022 年的 3 月份剛剛到來，
就有一部電影迫不及待地官宣定
檔清明節了——犯罪動作懸疑港
片《神探大戰》，宣布 4 月 2 日在
全國上映，聚焦連環命案。該片
由韋家輝編劇並執導，劉青雲、
蔡卓妍、林峯領銜主演，李若彤
、譚凱、陳家樂、湯怡、何珮瑜
主演。
《神探大戰》講述患有精
神疾病後被撤職的原 O 記總督
察“神探”李俊（劉青雲 飾）
，爲查多年前凶案真相獨闖犯
罪現場，以“神探夫婦”陳儀
（蔡卓妍 飾）和方禮信（林
峯 飾）爲首的重案組同步調查
，同時也牽起了一樁樁與李俊
有關的舊案謎團。看劇情就知
道，這是典型的港片風格，而
劉青雲對這樣的題材早就駕輕

就熟了。
劉青雲演過《消失的凶
手 》和《消失的子彈》，他在
裏面都是演神探。劉青雲甚至
還演過一部電影叫《神探》，
他也是演神探。所以，乍一聽
《神探大戰》這個名字，還以
爲是《神探》的續集呢。隨著
《神探大戰》定檔清明，已經
有 8 部電影擠在這個檔期了，這
8 部電影分別是《人生大事》
《最後的真相》《神探大戰》
《你是我的春天》《被害人》
《一周的朋友》《淩晨兩點半 2》
《草原大作戰》。
其中，《草原大作戰》是
動畫片；《淩晨兩點半 2》是小
成本懸疑電影，演員陣容很一
般，這兩部電影的票房會很低
，另外 6 部電影競爭很激烈。

《你是我的春天》講述疫情期
間相互幫助的故事，很像黃渤、
賈玲、朱一龍主演的《穿過寒 冬
擁抱你》，演員有周冬雨、尹
昉、宋小寶、潘斌龍、王景春、
趙今麥、黃超、楊斯、黃曉明、
宋佳、張航誠、鄭羅茜、曾夢
雪、付妤舒、李乃文、吳彥姝、
趙亮等。
《最後的真相》也是一部犯
罪懸疑電影，黃曉明將飾演落魄
律師戳破最終真相，黃曉明爲這
部電影減重了 30 斤，其他演員還
有：闫妮、塗們、阚清子等。
《被害人》也是犯罪懸疑電影，
演員有馮紹峰、陶虹、黃覺。所
以說：《神探大戰》《最後的真
相》《被害人》，將面臨激烈的
競爭。
非著名娛評人吳清功指出：

《人生大事》聚焦于殡葬題材
，朱一龍飾演殡葬師莫三妹，
表達對生命的思考，其他演員
還有王戈、劉陸、羅京民、楊
恩又。《一周的朋友》則是校
園題材故事，展現青春因爲朋
友而閃光的治愈與感動，演員
有趙今麥、林一、沈月、汪佳
輝、範詩然。
去年清明檔被稱爲史上最強
清明檔，總票房突破 8 億打破多
項紀錄。由張子楓主演的《我的
姐姐》是最大的黑馬，好萊塢大
片《哥斯拉大戰金剛》的勢頭也
十分強勁，今年的清明檔，競爭
比往年更加激烈，又會交出什麽
樣的答卷呢？其實清明節只放 3
天假，而且還有很多人去掃墓，
他們沒有時間去看電影，還不如
平時的周末熱鬧。

一度被視爲今年網劇黑馬的《江照黎
明》上周六在爭議聲中迎來大結局。盡
管主演馬思純與白客等青年演員演技得
到觀衆好評，即便他們分別飾演的女主
角李曉楠與男主角王誠走到了一起，迎
來“Happy End ing（幸福結局）”，可
這依然沒能 遏 止 評 分 不 斷 下 滑 的 趨 勢
。 《 江 照 黎 明 》從播出伊始 7.8 分跌落
到 6.6 分，坐實了不少人“高開低走”的
預判。
懸疑劇能夠願意在破解案件謎題同
時，聚焦女性群體的現實困境，原本贏得
網友的一致贊賞。主創對于劇本和拍攝的
打磨，也顯得誠意十足。爲何“高開低
走”？從觀衆反饋看，沒有平衡好懸疑敘
事與情感鋪陳，是導致該劇不及預期的關
鍵所在。

——那便是“不出錯”的婚戀選擇，爲何
最終導向了“致命結局”？談及該劇創作
靈感，編劇黃芬表示，是受到近兩年社會
案件的觸動。因而在人物和劇情的細節中
，我們也能找到一些現實的投射：比如蘇
睿熱衷飼養冷血動物；比如其殺妻是爲僞
裝成意外最終騙取巨額保險；再比如其購
置大量治療哮喘藥物投毒、給私家車做手
腳僞裝車禍的殺人手段。這些細節觀衆此
前都通過近兩年的社會新聞有所了解，因
而更容易沈浸在《江照黎明》設定的故事
之中，對李曉楠逃無可逃的絕望遭遇感同
身受。
從 2020 年的《摩天大樓》《白色月
光》到去年的《八角亭謎霧》，國內懸疑
劇主創有意識地將目光聚焦于處于現實困
境中的女性群體。這一次，《江照黎明》
則更進一步：以李曉楠爲核心，身邊女性
不論身份年齡，都面臨各自的現實境況。
這也就跳脫了一般懸疑推理劇次要角色
“臉譜化”的窠臼，極大拓展了社會議題
的討論半徑。作爲第三者，于虹的性格扭
曲源自于父親極度的“重男輕女”，以爲
“好男人”蘇睿是自己脫離原生家庭的救
命稻草，殊不知自己卻成爲對方意圖還債
的獵物。而對于負責蘇睿案件的女警官，
則展現了職場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兩難
。正如黃芬所說，主創是在懸疑劇中“見
縫插針”地塑造不同類型女性，鼓勵現實
中的女性勇敢面對困境。

套著懸疑外殼試圖探討女性現實困境
生長于有完美姐姐、強勢母親的單
親家庭，外形普通、能力普通的妹妹會
選擇怎樣的男人共度一生？李曉楠的答
案是同樣普通但老實本分、關心自己的
蘇睿。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不出錯”
的婚姻選擇，卻把她拉入無盡深淵。好
賭、出軌、家暴、借高利貸、威脅家人
，甚至屢次試圖殺妻騙保，外人眼中的
“模範丈夫”，面對她時卻是換了“惡
魔”的面孔。眼看李曉楠就要在江邊遭
遇蘇睿毒手，然而天亮過後，躺在岸邊
的屍體卻是蘇睿。
《江照黎明》一開始，就爲觀衆呈現
部分蒼白空洞的情感線削弱了故
了這樣一個充滿戲劇反差的境況。在營造 事力量
詭谲懸疑氛圍同時，同樣引發現實關切
“明明用 12 集可以講完的故事，非
要 拖 成 24 集 ， 一
點點耗幹你的期待
，真心實意地追劇
卻對不起我的會員
。”一位網友的吐
槽很有代表性。不
過，相比于不少觀
衆選擇快進倍速看
的“摻水劇”，
《江照黎明》的水
分不在台詞與情節

，而在于缺少駕馭平衡懸疑敘事與社會議
題的能力。
懸疑部分，在拍攝手法上，該劇有
諸多出彩之處。比如第二集結尾，導演
通過一組劇中人物打破“第四堵牆”看
向觀衆的蒙太奇鏡頭，向觀衆設置“誰
是凶手”謎題。而在第六集，蘇睿對李
曉楠施暴的場景，盡管沒有血腥情節，
卻通過肩架攝影機帶來的動態追隨鏡
頭 ，帶來恐怖的窒息感，從而給觀衆留
下深刻印象。不過，該劇在懸疑案件的
展開中卻虎頭蛇尾。比如該劇男主角、
白客飾演的王誠。前期，他是“誰是凶
手”謎題的幹擾項。中後期，他既是李
曉楠情感與生活的“拯救者”，又是蘇
睿案的受害者家屬，同時又身負破解李
曉楠姐姐“案中案”謎題的使命，多重
線索看似令案件迷霧重重，不斷反轉，
可每條線非但沒有充分展開，反而由于
“主角”這一身份很快被觀衆排除嫌疑
，進而看透劇集的“底牌”。
在這之後，主創就將不少筆墨留給了
情感部分，然而閃回片段裏的零碎情節又
很難完整地呈現困境。比如爲了展現世俗
眼中精英女性照樣有難言之隱，就安排李
曉楠的姐姐李暮楠在婚姻中受到強勢丈夫
的牽制，被迫成爲全職太太，哪怕在娘家
也沒能尋求到支持，最終被丈夫間接害死
。而這影響了妹妹李曉楠的感情觀，最終
落入蘇睿的魔掌。遺憾的是，不管是挖掘
少女時代的“時間膠囊”，還是姐姐墓前
幾場戲，都沒能展現李暮楠與李曉楠的姐
妹情深，反而被觀衆解讀爲拖垮主線敘事
進度的“水分”。
“可能《江照黎明》最終呈現在觀
衆面前的狀態並不完美，但一向喜歡自
嘲‘爛片編劇’的我，這次卻絕對無法
戲谑調侃它爲爛片。因爲它表達的東西
，有沈甸甸的分量。”本劇另一位編劇
曹笑天如是總結。只是主創或許沒有認
識到，一旦嘗試探討深刻的社會議題，
也就意味著觀衆對作品有著更高的預期
。倘若缺乏敘事駕馭能力，其所承載的
正向價值與人文關懷也就被架空，難以
抵達普通觀衆。

預告訴說抗癌家庭心聲
——用盡愛與勇氣，點亮生命
的花火
電影《人間世》此番曝光的“向
陽而生”版重新定檔預告，將患者的
世界濃縮于片段，短短幾個瞬間，令
觀衆窺見抗癌家庭的生活側影。面對
求生時渴望，面對病魔時的堅強，面
對陪伴時的不舍，兩個家庭在生死間
展露出複雜的情緒。“堅強，是治愈
世間的力量”，預告在傷感中流露出
積極與樂觀，也代表電影《人間世》
想要傳遞的訊息——愛與希望，可以
抵擋生命的曲折。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有大量網友
對于本片延遲上映深表遺憾，紛紛在
多個平台催促定檔，難耐期盼之心，
如今影片終于敲定檔期，相信將爲這
個 4 月帶來溫暖治愈的力量，絕對值
得期待。
超前觀影收獲影迷力薦

電影《人間世》定檔 4.15
譜寫愛與希望的生命之歌

《江照黎明》口碑高開低走
沒能架好懸疑與情感天平

近日，紀錄電影《人間世》宣
布重新定檔 4 月 15 日上映，同時曝
光“向陽而生”版重新定檔預告。
新預告聚焦兩個抗癌家庭的生活片
段，展現了病魔與希望、堅強與脆
弱、陪伴與離別等瞬間，在生命與
愛的兩弦上迸發出強烈的共振。
據悉，電影《人間世》是同名電
視紀錄劇集的大銀幕版，影片彙聚了
總導演秦博、範士廣等原班人馬，更
通過陶濤和張琪兩位監制、導演的共
同創作，帶來了全新的主題視角和敘
事結構。影片將帶觀衆透視醫療、生
死、親情、愛情、友情等人間百態，
共赴一場充滿愛與溫暖的生命體驗。
目前，該片已榮獲第十一屆光影紀年
中國紀錄片學院獎最佳紀錄電影獎，
並入圍了2021廣州國際紀錄片節金紅
棉評優單元。

——大銀幕版《人
間世》相約春暖上映
作爲現象級 IP，
《人間世》系列紀錄
劇集 2016 年首播後，
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
響和輿論熱議，創下
豆瓣 9.7 高分紀錄，並
一路斬獲多項業內大
獎，被譽爲“國産良
心紀錄劇集該有的樣
子”。時隔6年，《人
間世》首次以電影形
式登上大銀幕，對主
創陣容、主題視角、
敘事結構等方面做了
全面升級，同時加入
了大量未經面世的素
材，以期呈現一部有
溫度、有情感、有善
意的生命之歌，帶觀
衆感悟生命的底色與
美好。
影片曾于 2021 年末舉辦了“相
愛在人間”跨年觀影場活動，吸引
了不少熱情的影迷前來觀影，並在
各大平台上留下走心評價，“絕境
中迸發希望，仿佛腐爛中又見花
開 ”“這是一部帶來感動又給人勇
氣的電影”。迄今爲止，電影《人
間世》已榮獲第十一屆光影紀年中
國紀錄片學院獎最佳紀錄電影獎，
並入圍 2021 廣州國際紀錄片節金紅
棉評優單元，受到了資深評委和廣
大媒體的真誠好評。
生命的曲折各有不同，唯有以希
望與勇氣去面對！電影《人間世》是
一部傳遞溫暖與希望的真誠之作，值
得每一位熱愛生活的人去用心感受
，期待影片 4 月 15 日全國公映，給
身處黑暗的人們以光亮，給深陷困
境的人們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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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怎么移民到澳洲
最完整攻略值得收藏
澳洲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环境
优美、福利待遇好……企业家、投资者
以及很多留学生都根据自身的优势选择
合适的移民方式进入澳大利亚。那普通
人如何移民澳大利亚呢？看完今天介绍
的全部方式后，就知道了！
1. 澳大利亚技术移民
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是人们移民澳洲
的重要途径，常见的移民类别有澳洲
189 类技术移民、澳洲 190 州担保技术移
民。申请人需要满足年龄、职业、EOI
打分、雅思和通过职业评估等要求即可
递交申请，获得移民身份。以 189 类技
术移民申请条件为例，介绍如下：
（1）职业：申请者职业在澳洲 189
签证所要求的职业清单上
（2）年龄：申请人在收到移民邀
请之日之前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
（3）雅思：申请人的雅思成绩至
少 4 个 6，或者等值的托福、PTE 或剑桥

英语考试成绩均可
（4）通过职业评估
（5）EOI 打分不低于 65
（6）获得 EOI 邀请
（7）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
与 189 类别移民签证不同的是，190
州担保技术移民适合那些 EOI 打分不足
65 的申请人，可以通过获得州担保提名
获得额外的加分，从而顺利获得 PR。
2. 澳洲雇主担保移民
澳洲雇主担保移民最常见的途径是
186 类雇主担保移民签证，申请人凭借
自身的专业技能及丰富的工作经验从而
获得澳洲雇主的提名，从而一步到位获
得永居身份。其中申请人需要满足的要
求主要有雅思成绩、年龄、担保雇主的
提名、工作经验等要求，介绍如下：
（1）年龄：申请人的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
（2）雅思：申请人的雅思成绩至

少 4 个 6，或者等值的托福、PTE 或剑桥
英语考试成绩均可
（3）工作经验：申请人至少有三
年工作经验
（4）雇主提名：申请人已经获得
澳大利亚境内符合条件的雇主提名
（5）职业：申请人的提名职业必
须在澳洲 186 签证职业清单上，基本涵
盖 STSOL 和 MLTSSL 职业列表。对于从
事特殊工作的申请人则需要满足其它特
殊要求
3. 澳洲亲属团聚移民
澳洲亲属团聚移民主要分为三种类
型：父母团聚移民、配偶团聚移民和子
女团聚移民三种类型。该移民方式不仅
要求申请人满足相关要求，也要求担保
人满足担保条件。
4. 澳洲投资移民
澳洲投资移民是海外人士进入澳大
利亚的重要移民类别，主要有 132 商业

天才移民永居签证和 188 商业创新和投
资临时签证。其中主要的签证类型有显
著商业背景类别（132A）、风险投资企
业家类别（132B）、188A 商业创新类、
188B 投资类、188C 重大投资类和 188D
高端投资者类等等。以常见的 188A 类商
业创新类的申请条件为例，介绍如下：
（1）年龄：年龄小于 55 周岁或通
过州政府年龄豁免
（2）EOI 打分：申请人的 EOI 打分
不低于 65 分
（3）年营业额：过去 4 个财年内至
少有 2 个财年，企业年营业额超过 50 万
澳币（最多两家公司相加）
（4）企业营业额和股份的要求：
年营业额在 40 万澳币以下的企业，申请
人需持有 51%以上股份
年营业额；在 40 万澳币以上的企业
，申请人需持有 30%以上股份；对于上
市企业，申请人需持有 10%的股份

（5）经商经验：申请人有成功的
经商管理背景，并且参与日常管理
（6）真实意图：具有在澳洲经营
企业，管理企业的真实意图；
（7）净资产要求：申请人及其配
偶名下的商业及个人净资产至少 80 万澳
币，且资产是合法所得。资产可以在签
证审批的 2 年时间内合法转移到澳洲
5. 其它澳洲移民途径
除了以上常见的签证类型外，澳洲
常见的签证类型还有北领地投资移民、
DAMA 移民等其它澳洲移民方式。这些
新类别的移民方式自推出后，也受到很
多境外人士的关注。
普通人想要移民澳大利亚，需要根
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移民方式，
这样将顺利获得澳洲 PR，享受社会福利
待遇。有移民需求的你，赶快行动起来
吧！

疫情当前 美国、新加坡外

垃圾桶翻出移民造假案
这些国家也采取 1200 名华人牵涉其中
出入境管制措施

“格鲁吉亚回中国航班全部取
消，在被迫放弃行李以及南航、卡
塔尔航空并折腾一天后，终于赶上
了飞机，开启了 30 多小时的回家之
旅 ……” ， 登 上 飞 机 后 ， 一 位 出 国
旅行的乘客在朋友圈发下上述消息
。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仍 在 持 续 。 1 月 31 日 ， 世 界 卫 生 组
织（WHO）总干事宣布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 件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随后不
少国家采取了出入境管制措施，多
家航空公司也对往来大陆的航班作
出调整，不少有出入境需求的旅客
也陷入烦恼中。
近日，为应对新型肺炎疫情，
美国和新加坡先后宣布将限制入境
措施从湖北省扩大到整个中国。例
如，新加坡表示，即日起，新加坡
会暂停给中国护照持有者发放各类
新签证，包括旅游签证、工作签证
、学生签证等各类长期准证。
从 2 月 1 日 晚 上 11 点 59 分 开 始
，在过去 14 天，曾经去过中国大陆
的旅客（包括非中国籍旅客），将
不能入境新加坡或在新加坡过境。
美国政府则宣布：从美东时间 2 月 2
日 下 午 5 时 开 始 ， 过 去 14 天 内 曾 到
访中国的所有旅客，将被暂时禁止
入境。
经济观察网记者在国家移民管
理 局 官 网 发 现 ， 截 至 1 月 31 日 ， 菲
律宾、马来西亚、俄罗斯、朝鲜、
哈萨克斯坦、赤道几内亚、斯里兰
卡、马绍尔群岛、萨摩亚、新西兰
、印度尼西亚、乍得等国家也采取
了相关管制措施。
除出入境管理政策外，不少航
空公司也采取了相关政策。
英国航空表示，即日起至 2 月
29 日，取消往返于伦敦希思罗与北
京和上海之间的航班，香港暂未受

到影响。
加拿大航空也称，按照加拿大
政府发布的有关避免前往中国大陆
的非必要旅行的意见后，加航将暂
停 2020 年 1 月 30 日 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之间往返于加拿大至北京、上海
之间的国际航班；
汉莎航空集团也决定从即刻起
至 2 月 9 日，全面暂停旗下德国汉莎
航空公司、瑞士国际航空公司以及
奥地利航空往来中国内地的航班。
卡 塔 尔 航 空 则 限 制 了 2 月 29 日
前卡塔尔航空往返北京、成都、重
庆、广州、杭州、上海、武汉以及
往返香港的自营航班。国泰航空和
港 龙 航 空 称 ， 由 2020 年 1 月 30 日 起
至 3 月底，逐步减少来往香港及中
国内地航班 50%或更多的运力。
芬兰航空称：将于 2020 年 2 月 5
日 至 3 月 29 日 期 间 取 消 赫 尔 辛 基 往
返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每周 3 班，
以及 2 月 8 日至 3 月 29 日期间赫尔辛
基往返南京的每周 2 班航班的运营
。
印尼狮航（Lion Air）表示，将
暂停飞往其在中国大陆服务的 15 个
城市的航班。
印度航空：将从 1 月 31 日至 2 月
14 日 暂 停 其 孟 买 - 德 里 - 上 海 的 每 周
六班航班，在此期间，德里-香港德里航班将从每周七班缩减为每周
三班；印度靛蓝航空（IndiGo）决定
从 2 月 1 日起每天暂停其德里-成都
和班加罗尔-香港的航班。
韩亚航空的政策是将从 2 月 1 日
起暂停飞往桂林、长沙和海口的航
班。
据国家卫建委消息，截至 1 月
31 日 24 时，国家卫健委收到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1791 例，
现有重症病例 1795 例，累计死亡病
例 259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243 例
，共有疑似病例 17988 例。

遥想当年，“王迅案”这个加
拿大史上最大的移民造假案，影响
还是蛮大的！虽然重要涉案嫌疑人
都已经受到了相应的惩罚，但事件
还有余痛，那些王迅的“客户”们
，正在面临被遣返驱逐的结局，其
中许多人仍然停留“移民资格聆讯
”程序中等待裁决，部分被裁定不
合格的受害者试图以“集体诉讼”
的方式向加拿大联邦法院“讨个公
道”，争取留在加拿大的最后一线
希望。
资料显示，“王迅案”涉案人
员中有对夫妇还真是幸运，他们原
本被剥夺了移民资格，最后法官念
及 3 个孩子自小出生于加拿大，出
于人道主义，同意了该夫妇的移民
申请……
重复虚假申请 涉案夫妇移民资格
被直接剥夺！
李 建 平 ( 译 音)、 杨 婷 ( 译 音) 夫
妇便是“王迅案”受波及的华人，
他们想要移民，机缘巧合的掉入了
“王迅案”中，成了移民诈骗活动
的“受益人”。夫妇俩表示：“他
们曾被要求向无牌的移民顾问支付
自己的薪水，以及雇主扣税和杂费
等等，由此来换取雇主的发放工资
单和税务文件，因为有了这些，才
能满足移民申请的要求。”
夫妇二人承认，当时在申请移
民的时候做了重大失实的陈述，因
为当时人不止提交了一份虚假申请
，在第一次申请被拒后，又提交了
第二份申请。尽管当时杨婷已经获
得一份合法的工作，仍允许虚假申
请继续，而不是撤回原申请，然后
用新的身份重新再申请一次。法院
表示，他们原本有机会重新申请，
却依旧抱有“侥幸”心理，重新使
用不合法的身份申请，所以，移民
上诉厅并没有对他们表示仁慈，直
接取消了两人的移民资格，直到此
案上诉到了联邦法庭后，法院依旧
表示认同移民厅的判决。
因为三个孩子 夫妇俩又恢复了移

民身份
原本，关于移民资格夫妇两人
并没有任何理由说服法官，毕竟自
己已经涉嫌欺诈，若随意获得永久
居住权，就会动摇加拿大移民制度
的核心。而联邦法官却认为，夫妇
两人的错误申请，不能影响到别人
，毕竟当事人还有 3 个孩子在加拿
大出生的孩子，出于人道主义同情
，面对这种特殊情况还是可以酌情
处理的。
之前，关于夫妇的三个孩子的
安置，移民厅表示：孩子可以跟父
母一起遣返回国，因为回国后他们
的长辈也可以帮他们完成过渡。可
联邦法官表示，这些还是需要从孩
子的成长角度出发，一旦孩子回到
了中国，就会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
，面临的是全新的语言和生活方式
，这对于他们来说都太过于残忍，
毕竟不清楚回国之后，他们能不能
适应中国的教育、环境和生活方式
等等，这都是未知的，孩子不应该
受到父母的影响，所以，为了孩子
，联邦法院同意了该夫妇的移民申
请。
不得不说，受“王迅案”牵连
而被遣返的人，只能说是自食苦果
，而像这对夫妇那么幸运的真是不
多见！没想到最后，他们的三个孩
子成了两个人的“救命稻草”，让
人侧目！
不只是“王迅案”，涉嫌移民
造假的案件比比皆是，这不，萨省
就出现过造假移民的华人夫妻档，
涉及华人 1229 人。而且这些证据竟
然是在垃圾桶里面发现的！
案件涉及到的主谋是一对华人
夫 妇 王 琦 (Qi Wang， 音) 和 崔 玉 娟
(Yujuan Cui，音)，主要通过提供虚
假工作信，来帮助中国人移民。涉
案人包括萨省的数十个商人，以及
上千名申请移民的中国人。
报道称，主谋王琦夫妇目前住
在卑诗省 Roberts Creek 镇，他们在 3
年半之前就受到指控。早在 2012 年

4 月的一天，王琦抱着一大摞移民
申请走进里贾纳移民办公室，这种
不寻常的举动引起了移民官的注意
。提高了警惕的移民官随后格外仔
细地审查了王琦递交的申请文件，
果然发现了疑点，于是，移民官立
即通知了加拿大边境局。接到线索
的边境局，秘密来到王琦夫妇家门
前，翻找他们的垃圾桶。结果找到
的东西令边境局调查人员大吃一惊
。称这是该局自 2006 年以来在萨省
调查的最大一宗移民刑事罪案。
根 据 CBC 获 取 的 搜 查 令 申 请 文
件，这宗移民欺诈案涉及的一大批
商家，包括位于 Fort Qu’Appelle 的
一间汽车旅馆，位于 Estevan 镇的一
间广告公司，和位于里贾纳(Regina)
的一间保险公司，连里贾纳市的前
市 长 Doug Archer 和 妻 子 Gloria 也 被
卷入案中，他是这间保险公司的业
主之一。
边 境 局 拿 到 一 份 1200 个 中 国 人
姓名的数据库，这些姓名对应萨省
的商家和联络人。其中，Knight Archer 保 险 公 司 出 现 在 名 单 中 16 个 中
国人的姓名旁。
还 有 前 市 长 夫 人 Gloria 接 到 两
名支付，分别是$3,000 加币和$7,000
加币。
还有一张练习伪造各种签名的
草稿纸。
垃圾桶翻出大型移民造假案
1200 名华人牵涉其中
同 时 ， 里 贾 纳 Impact Printers 公 司 的
老 板 Dave Moscaliuk 与 王 琦 的 对 话
被意外录到，成为边境局的证据。
录音内容中明确提到，他们根本不
会真的去录用这些人，而且有证据
显示部分公司都是为了移民造假而
设立的。边境局认定这些申请人拿
到的工作邀请根本不是真实的职位
。
关于此案，目前还在进一步审
理中，不过小编相信，法律一定会
给大众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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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英绝佳跳板！爱尔兰投资移民为何如此受青睐？

英国时间 2022 年 2 月 17 日，英国内政部长 Priti Patel 宣布因安全问题关闭英国投资移民签证并
且立刻执行，这个英国传统移民项目自此退出历
史舞台。英国是否会出台新的投资类签证，我们
只能拭目以待。
那对于仍然期望去英国的申请人该怎么办呢
？
虽然英国在 2020 年底已正式完成脱欧程序，
但英国政府与爱尔兰政府签署的 CTA 共同旅游区
协议，保障了爱尔兰公民在英国的权利不受脱欧
影响。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的爱尔兰，是目前唯
一一个可同时享受英国和欧盟双重福利的国家，
凭借着这项优势，爱尔兰吸引了许多高净值移民
群体。
CTA 全称为 Common Travel Area，是一个开
放边境的大区域，包括英国（海外领土不包括在
内）、爱尔兰、马恩岛和海峡群岛。爱尔兰公民
是可以自动获得英国合法定居权，享受英国的教
育、工作、社会福利。
根据 CTA 协议规定，爱尔兰公民可以在英国

享有的福利：
· 有权入境英国，无条件在英国居留；
· 有权在英国工作；
· 有权在英国接受教育；
· 有权享受社会福利；
· 有权使用医疗健康服务；
· 有权申请社会福利住房；
· 有权利参加当地和议会竞选投票；
由于爱尔兰没有一步到位公民项目，现阶段
可通过爱尔兰投资居留计划，先获得永居身份
（即 stamp4 签证）后，再满足一定的居住条件后
申请入籍，获得爱尔兰公民身份。
不少申请人选择英国移民，出发点都考虑英
国的教育资源，而移民爱尔兰同样帮您实现。英
国高等教育机构直接承认爱尔兰高中毕业证书，
可直接在英国高等院校招生网站 UCAS 上传爱尔兰
高中毕业成绩单，无需额外语言考试，无需学分
转换。
素有英美欧“万能钥匙”之称的爱尔兰护照
异常火爆，据爱尔兰外交部长介绍：“今年，我

们预计爱尔兰将有 170 万人申请护照。历史最高纪
录是 2019 年新冠疫情之前的 93 万人。所以我们正
在看到一个巨大的增长，我们正在为此做准备。
”
根据该国外交部的数据显示，2019 年爱尔兰
签发了 936,555 份护照，2020 年为 450,070 份，2021
年为 634,000 份。
而目前仍有 113,000 人正在等待护照办理，预
计在 2022 年将有多达 170 万份相关的护照申请。
在英国正式脱欧、以及紧急关停投资移民等
因素助推下，赴英绝佳“跳板”爱尔兰护照更添
一把“火”！
Henley&Partners 2022 最新护照排名，爱尔兰
护照自由畅行度高居全球第 5，免签/落地签全球
187 个国家及地区，欧洲、北美、南美、大洋洲几
乎全覆盖，略高于英国护照（免签/落地签 185 个
国家和地区）。
作为全球护照中的王者，爱尔兰护照绝不仅
仅拥有多国畅行的实力，更在资源获取、商务拓
展、税务规划、安全保障等多个方面力压群雄。
爱尔兰是欧盟成员国之一，根据《马斯特里
特赫条约》规定，持有爱尔兰护照即是欧盟公民
，可以享受欧盟公民福利！
· 可享受在欧盟 27 个国家自由居住、学习、
生活和工作的权利，还可享受这些国家的工作、
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
· 欧盟公民还可以在瑞士、冰岛、列支敦士
登、挪威四国工作、学习和生活。
2020 年，美国通过爱尔兰公民申请 E-3 签证的
法案，目前全球只有澳洲及爱尔兰籍可申请 E-3。
每年将有约 5000 组爱尔兰家庭可以凭 E-3 签证轻松
快速移居美国！
加拿大在 2019 年向爱尔兰公民开放了 10,700
个 打 工 度 假 签 证 （IEC，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anada）。年龄限制放宽到 18~35 周岁，签证有效
期可达 24 个月（2 年），一般国家都为 12 个月（1
年）。
· 6 月份爱尔兰高考将进行首场中文考试！将

中文纳入高考，这对中国学生来说无疑是重大利
好。
· 爱尔兰纯正英式教育与英国无缝对接，爱
尔兰高考成绩可直接申请英国名校。
· 爱尔兰高考成绩达到 6 门 H2（相当于各科
平均分 80%以上），就达到了牛津大学录取线。
提前布局爱尔兰身份，孩子更大几率冲刺牛津、
剑桥等英伦名校。
· 孩子还可自由选择留在爱尔兰、或英国、
或欧盟、或赴美国，或者回国内发展，给孩子奠
定了精彩的国际人生之路！
超越瑞士，人均 GDP 全球第二！2022 欧洲表
现最好的经济体！六大英语母语国家之一！欧盟
真正高福利国家！……
自疫情以来，爱尔兰移民局一直在积极应对
，便民举措层出不穷：取消申请递交窗口期、暂
免登陆要求，以及从人员到资金各方面全力以赴
，只为让更多申请人更快移民爱尔兰！
爱尔兰投资移民计划（ IIP ） 捐赠
申请条件
1. 主申请人年满 18 周岁
2. 200 万欧元以上的净资产（要求 40 万欧元
以上现金资产）
3. 团体捐赠 40 万欧元或个人捐赠 50 万欧元至
爱尔兰公益项目
4. 无犯罪记录
5. 合法资金来源证明
爱尔兰投资移民计划（IIP）
项目优势
· 时间短，速度快，6-10 个月获得居留签证
· 先批准，后投资，资金安全有保障
· 满足条件入籍享爱尔兰、英国、欧盟三重
身份
· 无移民监，每年只需登陆一天（已暂免）
，无需放弃国内生意或工作
· 没有年龄、语言、学历的要求
· 9 年住满 5 年可申请入籍，无语言考试，承
认双国籍

2022 年多项移民新政将实施

移民局在官网发布最新通知：从 2021 年 12 月 9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将暂时取消 I-693 体检报告
60 天的时间限制。移民局希望可以通过放宽时间限
制进一步加快申请处理速度！
原本规定要求体检医生的签名日期，不能超过
申请人提交 I-485 身份转换等需要移民体检类申请
的 60 天。（在美国境内的绿卡申请人，一般是在提
交 I-485 阶段需要完成移民体检流程。）现在放宽
规定，方便了申请人的同时也有利于移民局的审理
。
爱尔兰：自动延期居留许可
近日，爱尔兰政府宣布再次延长移民及短期停
留签证的居留许可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
该项规定适用于 2022 年 1 月 15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之间到期的所有许可人员。所有在此临时延期

范围内的人员需要在 2022 年 5 月 31 日之前登记或更
新他们的居留许可，以确保他们有资格在该日期之
后能合法留在爱尔兰。
当然了这已经不是爱尔兰政府第一次放宽移民
政策限制了。早前爱尔兰还直接取消了投资移民申
请窗口期，方便投资人申请递交。
加拿大：试点计划转永久
日前，加拿大移民部部长肖恩· 弗雷泽（Sean
Fraser）宣布，原大西洋移民试点计划（AIPP）将
在 2022 年 1 月正式升级为永久计划，每年将安排
6000 名移民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
目前通过 AIPP 移民计划，已有 1 万多名新永久
居民来到大西洋四省。据悉，加拿大移民局将于
2022 年初公布 AIPP 计划新细节。
泰国：10 年期居民签正式推出

本月初，泰国总理批准推出为期 10 年的长期居
民签证(Long-term resident visa：LTR)，致力于吸引
投资商、退休人士以及高潜力人才来泰投资、度假
和务工。
对此，泰国内政部表示将在接下来的 1 个月内
修订相关公告措辞，并交由泰国土地厅研究与签证
有关的更多权益，之后正式发布公告加以实施。因
此，泰国 10 年长期居民签证预计将于 2022 年正式
推出。
葡萄牙：移民新政实施
今年 2 月 12 日葡萄牙黄金签证改革法案正式公
布，并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葡萄牙黄
金签证将全面涨价。
存款金额提至 150 万欧元以上；
科研类投资金额提至 50 万欧元以上；

购买基金金额提至 50 万欧以上；
成立公司金额提至 50 万欧以上；
50 万欧以上住宅类房产或 35 万欧以上翻新住
宅类房产，只能在内陆地区、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
群岛购买。
澳洲：净移民回归以前水平
财政部预测，澳洲净移民水平将在 2022-23 财
年增加至 18 万人，较今年 5 月作出的保守估算 9.6
万人上升近一倍。虽然目前签证配额的分配细节尚
未公布，但可以预测 2022-23 财年各签证配额将进
一步增加，将有更多申请人成功获批。
此外，2021-22 财政年度，澳洲移民主要专注
于有助于疫情后促进经济复苏的签证类别上，如推
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对澳大利亚投资的签证群
体。

(東翻西看
東翻西看)) 普京動干戈 三軍攻打烏克蘭
俄羅斯叫嚷殺向烏克蘭己有個多月，
世人以為普京是 「大隻廣」，得把口，一
味靠嚇。誰知 2 月 24 曰，普京猛然動起真
火 ，指揮海陸空三軍，兵分三路，偷襲烏
克蘭！俄烏戰爭就此爆發起來。
俄總統普京於當天清晨，：突然宣布
採取 「特別軍事行動」，從陸海空及北、
東、南三個方向攻擊烏克蘭，展開二次世
界大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國與國戰爭，
導彈和炮彈如雨射向烏克蘭多座大城市，
造成多名平民喪生。烏克蘭全國實施戒嚴
，向平民分發武器保衞國家，多個要點派
出坦克作防禦勢爆坦克大戰，同時，烏克
蘭宣布與俄羅斯斷絕外交關係。分析員指
普京的目標是推翻烏克蘭現政府及控制該
國。西方國家一致譴責俄方的全面入侵。
普京剛於周一簽署法令，承認烏東親
俄分離勢力控制的兩個地區頓涅茨克和盧
甘斯克獨立，隨即下令派遣俄軍開入烏東
地區執行 「
維和」任務。
普京強調，莫斯科是要對烏克蘭 「去
軍事化、去納粹化」而非佔領，以終止烏
克蘭政府軍與親俄民兵在烏東長達八年的
戰事。分析員稱，雖然普京指 「特別軍事
行動」只限於烏東地區，但他的目標顯然
是推翻烏克蘭現政府及控制該國。 俄國防

部當日稍後宣稱，清晨己向烏克蘭突襲 超
逾二百次。攻擊已摧毀了烏克蘭七十多處
軍事目標，包括十一座機場，並擊落烏克
蘭一架軍用直升機和四架無人機。
烏克蘭邊防單位表示，周四清晨，烏
國遭受來自俄羅斯方向、白俄羅斯方向
（之前俄軍在盟國白俄羅斯境內舉行聯合
軍演）及克里米亞方向的俄軍攻擊，即北
、東、南三路並進。俄軍裝甲車及坦克車
等周四從克里米亞（南面）、白俄羅斯
（北面）等方向開入烏克蘭。當地時間清
晨六時四十八分，邊界影像顯示，有部隊
與裝甲車從白俄羅斯開入烏克蘭。
烏官員指出，俄軍發射巡航導彈、彈
道導彈打擊首都基輔附近的機場與軍事指
揮中心，並派軍登陸南部海港城市敖德薩
。俄國際傳真社也報道，俄軍在亞速海的
黑海艦隊派軍登陸敖德薩。烏警方表示，
俄軍昨晨展開軍事行動以來，已發動至少
二○三次攻擊。烏官員說，俄軍直升機攻
擊首都基輔附近戈斯托梅爾軍用機場，有
三架遭擊落。
烏克蘭周四早上傳出爆炸的城市包括
基輔和第二大城東北的哈爾科夫，總統府
的照片顯示，基輔早上爆炸後冒出蕈狀雲
。內政部官員稱，基輔和哈爾科夫的軍事

指揮中心遭導彈攻擊。第三大城東部的第
聶伯羅、南部的敖德薩、東部港口城市馬
里烏波爾與赫爾松等也遇襲。俄國防部稱
，俄軍以精準武器鎖定目標，烏克蘭軍事
設施、防空設施、軍事機場和武裝部隊設
施都遭到高精準度武器癱瘓。
烏總統澤連斯基的幕僚阿列斯托維奇
說，俄羅斯入侵的最初數小時，造成了四
十多名烏克蘭軍人和大約十名平民喪生。
烏邊境防衞局表示，三名邊防官兵在南部
赫爾松州陣亡，另有若干人受傷。烏軍方
則表示，烏軍在東部大城哈爾科夫附近一
條道路上摧毀四輛俄軍坦克車，在盧甘斯
克一座城鎮附近擊斃五十名俄軍，並同樣
在烏東擊落第六架俄國軍機。不過，俄羅
斯否認其軍機或裝甲車被毀。
澤連斯基下令全國戒嚴，宣布與俄羅
斯斷絕外交關係。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說
，任何願意且能夠扛起武器的人都可加入
守土部隊行列。警方則表示，將向退伍軍
人配發武器。烏外長庫列巴籲請國際社會
趕緊向烏克蘭供應武器，並對俄國祭出毀
滅性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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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a 驚曝憂鬱症上身
為這件事無奈狂飆淚吐心聲

Ella 陳嘉樺在《野夏天》中挑戰演
出內心糾結的女記者。
陳嘉樺（Ella）主演的新電影「野夏
天」即將推出，因為疫情而延宕，新作
終於定檔。Ella 在新片詮釋記者，讓她內
心有著許多始料未及糾結，演完至今，
內心深處仍不時的閃過她的身影，Ella 坦
言：「因為劇中的角色吳又立會做的事
情與我的個性是非常的不同，我不喜歡
這個人，但當演員的心要很大，學習包
容的接受不一樣的性格與人物，當我深
入理解這個角色後，反而更加的心疼，
她是個需要被愛、關注與被肯定的女生
，只是她沒想到，因為要追求被肯定與
關注的同時，成就自己卻傷害了他人，
內心真的很想給她個大大擁抱！」
Ella 表示自己並沒有為了新戲而特別
去揣摩，反而在拍戲前在導演的安排下
，上了對話訓練課，與演員們一起上課
，老師通常只會以一句話來發想，接著
就讓他們自由發揮，這些對話元素，後
來也發展成片中的對話，讓她更深入的
融入劇中的角色。
Ella 分享兩年前拍片的那段日子，有
很長的時間都處於情緒糾結中，她老公
都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她的不開心，整
個心情都被負面情緒包圍著，看見的世
界都是黑白的，一度還懷疑憂鬱症上身
，直到自己看了試片，回憶又再度湧上
心頭，內心無奈的糾結看了狂飆淚，情
緒才稍微得到釋懷，「這是我從影以來
，演出背離最大的角色，跟我的成長與
性格是截然不同，必須要花很多時間的
沉澱與釐清這個角色來投入，片中人物
吳又立是個完美小姐，事事都很硬撐，
但我就不是個凡事都要求完美的人，因

此拍片時，心情也變得很糾結，一度無
法走出角色情境，也開始懷疑自己的人
生觀，Ella 打趣說：「現實生活中我真的
無法跟她做朋友，也很難解開她的心防
啦！」
Ella 直說等待是值得的，粉絲將看到
有別過往的她，看完試片後她又再度淚崩
了！而「野夏天」由金馬導演蘇哲賢執導
，敘述記者貼身跟訪一群跑隊少年的心路
歷程，劇情起伏轉折，充滿熱血與淚水，
結局超展開，緊緊勾住人心，同時新作也
入選第 19 屆美國奧克蘭國際電影節，由
Ella 主演外還集結鋼鐵男星耿樂，金馬影
帝陳以文、金鐘最佳女配角黃瀞怡（小薰
）與台北電影節最佳新演員林暉閔等最優
組合飆戲演出，提到新作，Ella 直言，
「因為具挑戰度高而接下，過往演出的角
色，大概都會跟自己可以有連結的個性，
但此次這個角色是完全背離的，再加上能
跟耿樂這個戲骨合作，真是個很特別的經
驗，我一定要演出」。
此外，電影同名主題曲搶先在 3 月 2
日電台曝光首播，MV 也同步上線，由高
爾宣為電影量身訂製，Ella 則說以片中的
跑隊少年們的心情出發，唱出他們心聲
，因為要挑戰飆高音，因此喉嚨需要健
康沒有水腫的，過往在團體都是以低音
為主，這些年來，開始嘗試多種不同的
音域，此次新歌開發出自己從未想過的
高音潛力，「可能是生完小孩，腹部變
得更有力了吧」，Ella 更誇讚高爾宣的創
作非常棒，十分精準的抓住電影的精隨
，在錄音室演唱感覺自己變年輕了！電
影 將在 3 月 25 日上映。

「早餐」 票房突破 6500 萬
周興哲小巧思導演超驚喜

周興哲（Eric）主演電影電影「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票
房突破 6500 萬，導演杜政哲讚美周興哲演出加入很多小巧思，他透露
首次到大銀幕演出的周興哲雖然很多情緒重，難度高的別離戲或誤會
戲都表現得不錯，「但這些戲我們都會花很多時間討論，我會告訴他
要怎麼做，他也演得很好。」
而最讓杜政哲意外的是周興哲連一些簡單的小戲，都能加入自己
的巧思，讓他直呼驚喜。杜政哲回憶像是有一場他與李沐傳簡訊的表
現，劇組準備時，看見周興哲就直接躺在沙發上，心理覺得有些奇怪
，「但一喊 ACTION，周興哲突然彈起來，原來他早就設定自己要接
到訊息，再開心的彈起來回 LINE，還不只這樣，他還故意不穿好拖鞋
，再走回去宿舍房間的戲，他加了很多這樣小細節上的表演，這種生
活上的演出，Eric 發揮的很好，給了我很多驚喜。」

《我家浴缸的二三事》禾浩辰撩妹大王
蔡凡熙偷師喊心動
最養眼的療「浴」喜劇《我家浴缸的
二三事》由禾浩辰、蔡凡熙主演，備受華
劇粉絲喜愛，自首播至今每週蟬聯
myVideo 戲劇排行榜第一名，今(3/2)發布幕
後花絮【撩撩撩都給你撩】篇、【陸明君
Ｘ劉主平母女相認篇】篇與名人好友推薦
影片，公開阿 Q、禾浩辰片場土味情話大
比拼，讓蔡凡熙喊「我心動了」，以及演
出母女的陸明君及劉主平相似度 100%，網
友讚根本是真實母女檔。
《我家浴缸的二三事》開播邁入完結倒
數第二週，劇組邀請重量級名人好友加持，
柯震東、九把刀、張立昂、蔡昌憲、宋芸樺
（按出場序排名）呼籲觀眾繼續支持鎖定
《我家浴缸的二三事》，柯震東大讚蔡凡熙
，表示他膽子很大，願意跟禾浩辰全裸出鏡
，這應該是全台灣男星都不太敢做的事情。

蔡昌憲也分享看了禾浩辰展現人魚的身材絕
對會流口水；宋芸樺與張立昂認為這是一部
看了會開心的劇集，九把刀則笑說希望禾浩
辰可以把魚尾帶回家，就會「年年有魚」。
陸明君與劉主平（飾演周碧玉）在劇中
飾演相依為命的母女檔，一起經營雜貨店維
生，與蔡凡熙（飾演趙龍杰）、夏靖庭爺孫
倆是鄰居，兩家人彼此照顧一起長大。這對
母女檔的驚人相似度讓觀眾嘖嘖稱奇，認為
兩人根本就是真實母女檔，首次與陸明君合
作的劉主平表示心情很忐忑，因為小時候就
被說跟陸明君有明星臉，經常會被稱呼陸明
君當時主演的電視劇的角色名，要見到本人
非常緊張。陸明君則表示一開始僅看到照片
時沒有特別的感覺，但見到主平本人之後，
發覺她很活潑、很真實，「非常像我小的時
候，很青春。」還笑說以後主平長大就會長

成她的模樣，調皮的陸明君還在劇中加戲，
偷拿女兒劉主平的手機使用臉部辨識解鎖功
能，想要一窺女兒的生活。可愛母女檔也對
各大劇組喊話，若要找母女演出歡迎將兩人
湊對哦。
劇中人魚禾浩辰經常撩人而不自知，
許多金句「你的眼裡有大海」「你的快樂
，我來負責」出自他口，劇組在拍攝時玩
起用班級股長的職務來撩妹的遊戲，飾演
蔡凡熙同學的阿 Q 反應很快，臨場反應表
現風紀股長上身，對劉主平說「因為妳在
我的心上一直吵，所以我要記妳的名字報
告給老師。」沒想到被大魔王禾浩辰一個
又愛又恨的手勢給打趴，戲裡被狂撩的蔡
凡熙透露現實中禾浩辰就是撩人高手，他
都要心動了，也常常把覺得不錯的土味情
話默默記在心裡，期待有用上的一天。問

及禾浩辰最受歡迎的土味情話是哪一個？
他笑說他都忘光了，他已經金盆洗手退出
江湖了。
《我家浴缸的二三事》劇情發展禾浩
辰人魚身份暴露，接收到劉主平與阿 Q 的
友善對待，並幫蔡凡熙慶生，蔡凡熙與劉
主平的美好時刻也越來越多，兩小無猜的
青梅竹馬，漸漸萌生出不一樣的情愫。被
班上同學張碩航刺激著參加游泳比賽的蔡
凡熙，接受了劉主平與禾浩辰的幫助，一
起在水中歡快的玩耍，角落的張碩航完整
地目擊了禾浩辰的魚尾下半身，藉著請吃
飯的理由，帶禾浩辰回家餵他吃魚飼料….
《我家浴缸的二三事》每週日晚上 8 點於東
森戲劇台首播，每週日晚上 10 點於 KKTV
、Line TV、中華電信 MOD/Hami Video 播
出，每週一中午 12 點於 myVideo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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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有两个密不可分的“兄弟省份”，叫做「两广地区」。
它们的名字，是以“广信”的东西来划分的，左边的叫广东，西边的则叫广西，
“广信”，是两广地区的肇梧分界线，也是一个古时候的地名。
更多指如今的广西城市——梧州。
而正巧处于两地交界“尴尬”地带的梧州，让两个地区的本省人都觉得——你看，这座城市好像有
点奇怪啊？
广东人：怎么梧州人说的粤语和我说的那么像？
广西人：如果不说他是梧州人，我会以为他是广东人。
梧州人的生活，会让广东人十分亲切：几乎人人都能用几乎纯正粤语口音来交流；太过靠近广东，
早上还一定要喝早茶、吃点心；晚餐更是要吃烧腊，完了还要看广东台新闻……如果说这是“广东人的
24 小时”，肯定说得过去。
走，今天就带你领略这座很“广东”的广西城市。

广西有座城，竟然比广东更广东

梧州，到底在哪里？
梧州，曾在广东。但，怎么现在
跑到了广西？
梧州位于广西东部，因为太靠近
广东，
加上三江经流、汇总，让这里成
为了粤语的发源地之一。
历史上，梧州曾一度归属于广东
地区。
在梧州两千多年的建城史里，有
一千多年的时间都归属于广东，
说是旧岭南文化的中心及发源地
之一，不为过。
广西地区，人们普遍用“白话”
交流，听起来与粤语较为相似，但具
体片区与口音划分差异大且多，不过
可以大致上分为广府片、邕浔片、勾
漏片、钦廉片四种。
而梧州刚好处在“广府片”粤语
地区之中，口音是与广东话最为接近
的，沟通没大问题，这也是广东方言
中影响力较大、使用人数较多的口音
之一。
所以，即便是被划分到了广西多
年，也并不妨碍当地人用纯正的粤语
来交流，若是在外地，梧州人说的话
，倒会让一些广东人误以为遇到了
“老乡”。
在粤语方言的实际运用上，梧州
和广州两地，大部分声母、气音等口
音细节与使用方式非常相似，但又并
非完全一致，细分下来，梧州粤语有 8
个声调，而“广州话”则有 11 个声调
（两个变调）；梧州粤语有 21 个声母
，“广州话”里则有 20 个。
最体现出细节的地方，还有独特
的“倒装句式”与日常说话的习惯
——
我们日常交流，使用的普通话中
去问“去不去吃饭？”一般是这样表
达的：
“你去吃饭吗？”即是字面意思

，就能达成一定的传播效果；一般用
粤语说出口便是：“去唔去食饭啊你
？”
虽然并不是每个广东人都这样说
，这大多关乎于每个人说话习惯的不
同，作为粤语中常见的句式，两地语
言确实有共通之处的。
再者，在一些特定句式中，梧州
人和广州人都会讲“话知距”（不管
它）、“冚巴朗”（一共）、“肉赤
”（心疼）、“火烛”（失火）等。
如果想把一个梧州人变成广东人
，只需稍稍修改一下平时说话的部分
音调就可以了。
但是，在外地遇到了讲粤语的梧
州人，很少外地人会对他们的身份进
行怀疑。
不是“粤语”让这座城市看起来
如此“广东”，而是这里的一切日常
，延续了最初归属于广东时流传下来
的习惯。
吃面食这件事来说，梧州人爱吃
面食，不同的是，他们不太爱吃广西
那些辛辣刺激或重口味的面食，而是
偏爱清淡口味。
与其他“火辣辣”或着“酸咪咪
”的广西城市对比，在这里方面尤其
“粤里粤气”。
刚到梧州的人，要先吃上一碗地
道的上汤河粉。
其实，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已经十
分广东了，当你看到时，就会真的以
为还在广东——
手切出来的薄河粉，鸡汤加猪骨
炖的上汤，粉很广西：广西人吃粉，
一定要手切的，机器切的万万不可，
汤呢又特别广东：一定要放大骨和鸡
且熬够时间，才能被称为“上汤”。
讲究程度，就能让桂林米粉与螺
蛳粉敬它三分了。
在梧州，有很多有历史的小店，
店里几乎清一色都卖河粉，偶尔也有

人点上一碗米粉，和店
家说好吃什么粉，3 秒
就能烫好河粉，加一大
勺上汤，接着放配菜便
能上桌。
配菜是很丰富的，
大部分都是预制好的成
品卤味，只需要在碗里
汤“回暖”一下就能吃
，有牛腩、炸猪脚、扣
肉、叉烧、牛肚、腐竹
等，末了，在自助料理
台上加一勺生葱碎，鲜
得吃了让人接一口。
在梧州吃粉，就一
定要去又老又破，位子
也没有几个的那种店里
吃。
连锁的几乎都不太
行，再者，许多老店为
了迎合年轻人，开了崭
新的分店，但味道嘛，
总是要差一些的。
关于吃的，还没有
说完。
广西，是众多美食
节目不敢轻易来的一个宝地，这里是
中国饮食风格最复杂的地方。
正因如此，还有“十江出二十味
”之说。
意思是，同一种食物，在江的两
岸，味道也许会变得迥然不同。
更何况，广西水系发达之余，山
更高，田更辽阔，能变化出多少味道
，难以估计。
早在唐宋时期，梧州就拥有“千
年岭南的重镇”的美名。
广东人来到繁荣的梧州经商，也
带来了美味，首先是早茶，他们当时
在这里开设了不少粤式茶楼，以慰藉
自己的“家乡胃”，茶楼遍布街头，
成为当年盛景，后来，梧州人亦慢慢
地接受了吃早茶这件事。
因此，梧州还成为广西境内拥有
最多广东籍会馆的城市之一。
梧州海关代理税务司恩内斯特· 阿
拉巴斯特的《1892-1901 梧州报告》写
道：
“我可以这样说，梧州在地理上
是广西的，实际上确是广东人的天下
。”
可想而知，当年这个「淘金之地
」有多繁荣。
不过，那些商人们想不到的是，
一个喝早茶的习惯，能很大程度上改
变当地经济走向及风貌，起初商人们
从广东带来茶叶。后来，当喝早茶的
习惯风靡当地时，梧州人开始自己种
植茶叶。
广西有“十万大山”之誉，农种
业的发达程度，在全国屈指可数。
这里最有名的特色茶叫六堡茶，
广泛种植于梧州当地。
如果你在梧州喝茶，会有服务员
专门问你，是不是要冲上一壶六堡茶
。
我们平时看的广东连续剧《外来
媳妇本地郎》，

也有一集说了全家
人回梧州“寻根”，其
实这集就是以早茶延伸
出来的「梧州六堡茶文
化」为主题，展现了两
地的关联性与相似之处
——
还特别播出了一集
《梦回故里》。
为此，在 2020 年时
，梧州市政府还特地批
准了一个项目：摩天六堡茶海。
以当地的六堡茶为中心，发展成
一站式农家乐旅游地。
除了能感受梧州茶文化以外，还
能在“百万茶海”中亲自采摘六堡茶
。
和广东的「百万葵园」有异曲同
工之妙。
当然，梧州人不止在茶叶方面放
了心思。
在早茶点心的基础上，亦开发出
了当地的特色点心，如“纸包鸡”，
真的是用纸包着鸡肉做出来的，不过
研发出来这道菜的，还是最初广东人
来经商时开设的粤式茶楼里的粤菜师
傅。
将梧州当地三黄鸡包好，用酱盐
酒油胡椒粉等调料来腌制，接着用特
制的纸张包起来防止水分丢失，接着
放在油锅里炸熟。
这一炸，名气就响透半边天。
至今，“食在岭南，不能不尝纸
包鸡”，就是老饕界的一句流行语。
说到吃鸡，梧州还有一道“古典
鸡”。
古典鸡的名字听起来很美，上桌
时也很美，选用的成型不久后的小三
黄鸡，药材、药膳以及香料腌制后，
吊挂在锅里蒸。
刚出锅的鸡，皮肉稍稍分离，汁
水横溢，皮黄肉嫩，整鸡切八件，吃
起来都要爽快得多。
小时候家里人常带我去吃古典鸡
，现在才发现它来自梧州人之手。
梧州人也爱吃甜品，在很早之前
，顺德的伦教糕、冰花蛋球和莲子羹
就传来了这里。
当然，美食不总是靠美食大省广
东的关照，梧州龟苓膏就是梧州人打
造出来的美味，据记载最初创始于
1763 年。
名字叫龟苓膏，是因为里面真的
有“龟”的成分，另外，里面的配料
也很“两广”特质：
金银花、茯苓、蒲公英、罗汉果
等，都是两广家庭日常煲凉茶的材料
之一。
这类甜品在梧州的流行，最初，
还是被粤港澳地区的“冰室文化”给
影响了，如今在梧州街头，依然能看
到很多新旧冰室，说明了，无论是多
年前或现在，冰室都一样受到梧州人
的欢迎。
除了街头的冰室，广东人也会在
某个“转角处”觉得——这里，好像
我特别熟悉？
广东人最自豪的“城市风景”之

一——「骑楼」，
在旧时作为开放港口的梧州，也
有大量保存。
1924 年 3 月，梧州城中经历一场大
火，烧掉了全城十分之七的房屋，时
任广西省绥靖办黄绍竑，当即提议把
梧州城重新改造，改筑新式街道，街
市及建筑的规格参照广州市，现在走
在梧州，真的像走在广州，其中最明
显的，是路边一幢幢骑楼，和广州的
同福西路一带特别像。
当地人在骑楼下拨扇乘凉，他们
嘴里说着粤语，桌上放一碗沁人心脾
的龟苓膏，屋里传来 TVB 的台词与粤
剧的花旦声……
这样的场景，能让大部分广东人
来到了“小时候的广东”。
除了骑楼外，还有维新里古民宿
、英领属旧址、天主教堂等，这些是
区别于广西其他城市的城市建筑，不
仔细看，真的以为和广东大部分城市
都一样的。
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梧州不但
好吃，还是拥有“国”字号之誉的旅
游线路的旅游城市，去年底，环梧州
市区红色体育旅游路线，获得了中国
体育旅游的精品项目称号——
这处旧址，意义十分重大，它是
，周恩来总理当年在广西亲自指导成
立的广西第一党组织的旧址，还有个
陈列馆，诉说着这座城市当年的历史
。
梧州，一座与广东生息相存的城市
，好像连空气都带着广东的“气味”。
看来，这并不是夸张的说法。
大多数梧州人，对广东的感情是
发自内心的，而这一切皆则来源于长
达一千多年的历史和文化传承。
从小到大，都在电视里看过许多
老一辈老广东人闯江湖的故事，每当
他们谈起“乡愁”或是要回老家祭祖
，总会提起一个地方：梧州。
而城城在网上也发现，不少老广州
人退休后会在梧州买一套房来养老。
还有些老人觉得，反正距离不远
，就当是出去玩了一圈，见一见家里
的亲戚。
“当车子开过广东的封开，梧州
就近在眼前了。”
回到家乡，听着白话，街头卖着
粤货，还能吃上早茶，一切都很熟悉
——
“我印象中的老广东，就是梧州
这样的。”
明明是一座广西城市，却又“特
别广东”，我想，那是这座城的骨子
里，一直有「桂人粤韵」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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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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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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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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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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意欣女士介紹其父陳榮和畫作有關的台
灣觀光略圖。
灣觀光略圖
。

陳意欣女士介紹其父陳榮和的畫作。
陳意欣女士介紹其父陳榮和的畫作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陳榮和畫作 「迪化街
迪化街」
」 ，北美館收藏
北美館收藏。
。

陳榮和的畫作 「高雄拆船
高雄拆船」
」 高雄市立
美術館收藏。
美術館收藏
。

圖為（左起 ） 「台灣書院
圖為（
台灣書院」
」 陳譓如主任
陳譓如主任、
、處長
夫人、
夫人
、陳意欣女士
陳意欣女士、
、副處長夫人攝於陳榮和的
畫作前。
畫作前
。

陳榮和畫作 「台南孔廟
台南孔廟」
」 ，北美館收藏
北美館收藏。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 處長羅復文
處長羅復文（
（中 ）及夫人
及夫人（
（左三
左三），
），副處長王韋龍
副處長王韋龍
（右二 ）及夫人
及夫人（
（右一 ）、 「台灣書院
台灣書院」
」 陳譓如主任
陳譓如主任（
（左二 ）、
）、張
張
家華組長（
家華組長
（左一 ）合影於陳榮和的 「迪化街 」 畫作前
畫作前。
。

圖為畫家陳榮和的女兒 Yvonne Chen 陳意欣女士
在記者會上介紹其父繪畫的歷史及作品。
在記者會上介紹其父繪畫的歷史及作品
。

陳榮和畫作 「東港後寮溪
東港後寮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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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和畫作 「台北街頭 」 。

陳榮和畫作 「美濃鄉野
美濃鄉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