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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 forces regrouping on 
Kyiv outskirts after setb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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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 Ukraine, March 11 (Reuters) - Presi-
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said on Friday 
Ukraine had reached a “strategic turning 
point” in the conflict with Russia, but 
Russian forces bombarded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ppeared to be regrouping for 
a possible assault on the capital Kyiv.

The governor of the Kharkiv region, on 
the Russian border, said a psychiatric 
hospital had been hit, and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Kharkiv said about 50 schools had 
been destroyed there.

In the besieged southern city of Mariupol, 
the city council said at least 1,582 civil-
ians had been killed as a result of Russian 
shelling and a 12-day blockade that has 
left hundreds of thousands trapped with no 
food, water, heat or power.

Russia’s defence ministry said the Black 
Sea port was now completely surrounded 
and Ukrainian officials accused Russia of 
deliberately preventing civilians getting 
out and humanitarian convoys getting in.

A new effort to evacuate civilians along 
a humanitarian corridor appeared to have 
failed. read more

“The situation is critical,” Ukrainian inte-
rior ministry adviser Vadym Denysenko 
said.

Western countries meanwhile took more 
steps to try to force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to end his assault on 
Ukraine.

U.S. President Joe Biden said the G7 in-
dustrialised nations would revoke Russia’s 
“most favoured nation” trade status. He 
also announced a U.S. ban on imports of 
Russian seafood, alcohol and diamonds.

European Union leaders meeting in France 
said they were ready to impose harsher 
economic sanctions on Russia and might 
give Ukraine more funds for arms. But 
they rejected Ukraine’s request to join the 
bloc.

At a meeting with Belarus President Alex-
ander Lukashenko, Putin said there were 
“certain positive shifts” in talks with Kyiv, 
but did not elaborate.

GEARING UP

With the Russian assault now in its third 
week, Zelenskiy, who has rallied his 

people with a series of addresses, said 
Ukraine had “already reached a strategic 
turning point”.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how many 
days we still have (ahead of us) to free 
Ukrainian land. But we can say we will 
do it,” he said. “We are already moving 
towards our goal, our victory.”

Russia’s main attack force has been 
stalled on roads north of Kyiv, having 
failed in what Western analysts say was an 
initial plan for a lightning assault.

But images released by private U.S. sat-
ellite firm Maxar showed armoured units 
manoeuvring in and through towns close 
to an airport on Kyiv’s northwest out-
skirts, site of fighting since Russia landed 
paratroopers there in the first hours of the 
war.

Other elements had repositioned near the 
settlement of Lubyanka just to the north, 
with artillery howitzers in firing positions, 
Maxar said.

Britain’s Defence Ministry said Russia 
appeared to gearing up for new offensive 

activity in the coming days that would 
probably include operations against 
Kyiv.

However, the Russian ground forces 
were still making only limited prog-
ress, hampered by logistical problems 
and Ukrainian resistance, it said in its 
intelligence update.

The Ukrainian general staff said 
Russian forces were regrouping after 
taking heavy losses. Ukrainian troops 
had pushed some back to “unfavour-
able positions” near the Belarus border 
to the rear of the main Russian col-
umn, it said.

“Our opponent has been halted in 
practically every direction by air 
strikes, rocket fire and ground at-
tacks,” presidential adviser Oleksiy 
Arestovych told a news briefing.

He said Ukrainian fighters had staged 
counter-attacks near Kyiv and in 
Kharkiv.

Kyiv mayor and former heavyweight 
boxing champion Vitali Klitschko told 

Reuters nearly 2 million people were 
still left in the city out of a pre-war 
population of 3.5 million.

He said the capital had enough essen-
tial supplies to last a couple of weeks, 
and supply lines in and out remained 
open for now.

‘WRONG ASSUMPTIONS’

Ukrainian authorities said that near 
the eastern town of Izyum, a psychiat-
ric hospital had been hit. Emergency 
services said no one was hurt as the 
patients were already sheltering in the 
basement. read more

Kharkiv governor Oleh Synegubov 
called the attack a war crime. Reuters 
could not verify the report and there 
was no comment from Moscow.

Moscow denies it has been targeting 
civilians in what it calls a “special 
operation” to disarm and “de-Nazify” 
Ukraine.

Three air strikes near a kindergarten in 
the central city of Dnipro killed at least 
one person on Friday, state emergency 
services said.

The 
mayor 
of Lutsk 
said four 
people 
had been 
killed 
and six 

wounded in an attack on an airfield - a 
rare strike on a target deep in western 
Ukraine, far from the battlefields in the 
north, east and south.

In Kharkiv, hundreds of people were 
sheltering in metro stations deep under 
the streets. Mayor Ihor Terekhov said 
the city was under relentless bombard-
ment and about 50 schools had been 
destr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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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Civilians who volunteered to join the Territorial Defence Forces train on 
weapons in Odessa, Ukraine, March 11, 2022. REUTERS/Alexandros Avra-
midis

Civilians who volunteered to join the Territorial Defence Forces train on weapons in Odessa, 
Ukraine, March 11, 2022. REUTERS/Alexandros Avramidis

Civilians who volunteered to join the Territorial Defense Forces train on weapons in Odessa, 
Ukraine, March 7, 2022. REUTERS/Alexandros Avramidis

A man who volunteered to join 
the Territorial Defence Forces 
holds a rifle during a weapons 
training, following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 Odessa, 
Ukraine, March 11, 2022. REU-
TERS/Alexandros Avramidis

Civilians who volunteered 
to join the Territorial 
Defence Forces train 
on weapons in Odessa, 
Ukraine, March 11, 2022. 
REUTERS/Alexandros 
Avramidis

Civilians who volunteered to join 
the Territorial Defence Forces 
train on weapons in Odessa, 
Ukraine, March 11, 2022. REU-
TERS/Alexandros Avramidis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We are planning to sponsor
our first international event
to promote culture and trade
with the country of El
Salvador at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 at our
Southern News Group
headquarters.

The program will be in a
three-part series. In the first
part we will publish a
bilingual Spanish and
English version in our daily
newspaper highlighting El
Salvador’s culture, tourism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 second
part will be an invitation to El
Salvador’s Consul General
to come to our TV studio to
conduct a live interview
through Facebook and

YouTube and our own 15.3
TV channel. For the number
three part, we will invite
interested people to invest
in El Salvador to talk directly
with thei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interact with
members of the private
sector.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our Housto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has held
countless culture, trade and
financial symposiums for
nearly 10,000 small and
middle-sized businesses.
We have also cooperated
with the SBA Import Export
Bank and have held many
seminars at the ITC with
them. Many chambers of
commerce have located

their offices at the ITC
including Pakistan, China,
Philippine and Caribbean.
We are so proud to serve
these chambers and have
hosted many events
together with them.

Just a few days ago we had
the honor to greet the new
publisher of the Houston
Chronicle, Nancy Meyer and
Chairman Jack Sweeney at
the opening of our Houston
Interact tonal Studio. We all
agreed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Chronicle more actively
in the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re are 98 consulates
general offices stationed in
Houston, Texas. Our goal is
to invite them to visit our TV
studio to promote their
country’s culture,
economy, trade and
diplomatic activities through
the New Media and also
connect Houston to the
world.

0303//1111//20222022

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
““Going GlobalGoing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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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Fight Is Here.   
We Need Ammunition, Not A Ride.”

Volodymyr Zelenskyy, President of Ukraine
~ Under Seige 2022 ~

COMMUNITY

(WASHINGTON)-Three checkered oil re-
gimes that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past U.S. 
leaders have spectacularly snubbed — Ven-
ezuela, Saudi Arabia and Iran — are now 
targets of U.S. outreach as global fuel prices 
reach jarring levels during the Ukraine crisis.
But it’s not clear any U.S. diplomacy could get 
more crude oil on the market fast enough to 
help the current supply crunch, or tear once-
shunned oil states away from what — for Sau-
di Arabia in particular — are profitable allianc-
es with Russia.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U.S. over-
tures to three problematic oil giants at best 
could lead to stabilizing rising oil and gas 
prices and draw those governments closer to 
the West and away from Russia and China. 
At worst, Biden risks humiliating rebuffs and 
condemnation for outreach to governments ac-
cused of rights abuses and violence.
“We have an interest globally in maintaining a 
... steady supply of energy, including through 
diplomatic effort,”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said Wednesday on the moves toward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out of U.S. or Biden 
administration favor, and in the case of Iran 
an armed threat. “We have a multiplicity of 
interests, and use diplomacy to try to advance 
them.”
The phrasing, as Russia’s war raises the stakes 
in many areas, was a change from Biden’s 
pointing, at the outset of his presidency, to 
democratic values as “America’s abiding ad-
vantage” in diplomacy.

Saudi Arabia has profited richly in recent 
years from teaming with fellow top petro-
leum producer Russia to keep global oil and 
natural gas supply modest and prices high.
And Biden came to office vowing to isolate 
the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and the rest of the Saudi royal family over 
abuses that include the 2018 killing of U.S.-
based journalist Jamal Khashoggi.
Biden and the young crown prince are not 
known to have ever talked.
“I don’t know whether he’s up to eating that 
much crow,” Saudi Arabia analyst David 
Ottaway said of attempts now by Biden to 
improve his administration’s relations with 
Prince Mohammed and Saudi Arabia, the 
country that could most easily end the global 
supply crunch. “He was gonna make a pariah 
of this guy.”
As for Iran and Venezuela, the U.S. would 
welcome positive diplomatic outcomes that 
bring back oil from those nations,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in that situation, their nego-
tiation power increases dramatically,” said 
Claudio Galimberti,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analysis at Rystad Energy.

“So Iran will make a lot of very steep requests 
in order to rejoin the deal and so would Vene-
zuela,” the energy analyst said. Plus, it could 
take time to ramp up their production.
Russia’s devastating military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resulting market disruptions 
and sanctions hitting Russia’s petroleum ex-
ports, helped drive the U.S. average gasoline 
price to $4.25 on Wednesday.
Biden announced a ban on Russian oil and 
gas imports the day before, compounding 
high prices from the OPEC production cap 
engineered by Saudi Arabia and non-OPEC 
member Russia.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making cautious 
overtures to all three oil giants, Venezuela, 
Iran and Saudi Arabia.
In the case of Ira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are not publicly linking their diplomacy to 
oil, although they are pursuing a deal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that could see inter-
national sanctions on that country lifted and 
Iran’s oil quickly back on the market legally.
For Biden, failure in the high-profile oil di-
plomacy risks humiliating treatment from 
unfriendly rulers abroad, potentially re-elec-
tion-damaging condemnation at home.
And success? Potentially, likewise.
“Our response to (Russian President Vladi-
mir) Putin’s war shouldn’t be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Saudis,” tweeted 
Minnesota Democratic Rep. Ilhan Omar, cit-
ing Saudi Arabia’s years-long war in neigh-
boring Yemen.
Others in Biden’s Democratic Party have 
made clear their objections to any abrupt 
U.S. embrace of Saudi Arabia and its crown 
prince for the sake of oil.
The GOP is scathing in its criticism of high 
oil prices, and any possible thaw with Iran in 
particular.

Biden Bans Russian Imports.
Effectively, said Richard Goldberg, a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fficial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Biden administra-
tion is saying, “They will still be financing 
terrorism, but let’s go ahead and buy their 
oil.”
Western nations are hoping their cuts in the 
use of Russia’s oil can pressure Putin to stop 
his attack on Ukraine, though that can create 
other problems since nations produce differ-
ent types of oil, which need different kinds 
of refineries.
In Venezuela, a high-level U.S. delegation 
visited last weekend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relations unraveled under socialist leader 
Hugo Chavez in the 1990s.
The trip appeared to be met receptively by 
President Nicolas Maduro. It was followed 
Tuesday by Venezuela releasing two jailed 
Americans.
The apparent warming raised the possibility 
of a lifting of U.S. sanctions on Venezuela 
and eventual return of its oil to markets.

Gas prices are displayed at a gas station 
in San Diego, Tuesday, March 8, 2022. 
The average price for a gallon of gasoline 
in the U.S. hit a record $4.17 on Tuesday 
as the country prepares to ban Russian oil 
imports. (Photo/Gregory Bull AP)
But even if that breakthrough occurs, Ven-
ezuela’s oil industry might not be ready 
to ramp up production in time to help the 
current price spike, after years of political 
turmoil and disinvestment cramped the in-
dustry.
Removing direct and secondary U.S. restric-
tions on Venezuela’s state-owned oil compa-
ny, if it happens, could boost production by 
400,000 barrels per day within a few months, 
said Paul Sheldon, chief geopolitical advisor 
at S&P Global Commodity Insights.
For Iran, leading countries are in the possible 
closing days — one way or the other — of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in Vienna aimed at 
reimposing limits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in exchange for lifting sanct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keep Iranian oil off the marke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d taken the U.S. 
out of the nuclear deal.

Iran could supply oil 
quickly, and has the 
ability to put more 
than 1 million bar-
rels per day on the 
market, according to 

energy analysts.
However, Iran’s oil is more likely to go to 
other buyers than the U.S. And if the U.S. 
allows Russia to freely trade with Tehran, 
it could create an opening for Moscow to 
“launder” oil sales through Iran, which 
could export the oil it might have refined 
and instead refine Russian oil in its place, 
according to Clearview Energy Partners.
Meanwhile, despite a decades-old strate-
gic alliance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kingdom’s 
dependence on the U.S. military and U.S. 
weapons-makers for defense, Prince Mo-
hammed and King Salman show no eager-
ness to help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out 
of the jam.
Biden early on vowed to make a “pariah” 
out of Saudi Arabia’s ruling family over 
the killing inside the Saudi consulate in Is-
tanbul of Khashoggi.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linked it to the crown prince.
But the oil tightening has led Biden offi-
cials to reach out more to the kingdom this 
year, including a Biden call to the aging 
king last month.

“We’re not going to separate our values 
and our interests,” Blinken told reporters 
Wednesday. “We’ve made that clear in 
everything we’ve done. But we’re work-
ing productively, constructively with those 
countries.”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ogether could tap an additional 2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f they chose.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said Wednesday it will urge 
OPEC to consider boosting oil output. But 
some OPEC nations may be reluctant to in-
crease production to make up for Russian 
shortfalls, since alienating Russia could 
make it harder for OPEC to wield its influ-
ence over oil prices.
Personalities aside, “the oil alliance be-
tween Russia and Saudi Arabia has worked 
out pretty well,” said Ottaway, the Saudi 
Arabia analyst.
“It’s a difficult decision for MBS too, you 
know,” he added. “Both MBS and Biden 
are in a bind here.” (Courtesy Miami Her-
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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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s prices are seen in front of a billboard advertising HBO’s Last Week Tonight in 
Los Angeles, March 7, 2022. Three oil regimes that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past 
U.S. leaders have snubbed —Venezuela, Saudi Arabia and Iran — are the targets 
of U.S. outreach as global fuel prices hit record highs during the Ukraine crisis. But 
it’s not clear any U.S. diplomacy could get more crude on the market fast enough 
to help the current supply crunch. (Photo/Jae C. Hong, AP File)

BUSINESS
U.S. Reaches Out To Oil                                                

States As Prices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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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烏克蘭難民虔誠祈禱

◎ 人人都能成為行善者

◎ 重啟素食博覽會

◎ 這真的是素食餐嗎？

	採訪／劉本琦、陳俐樺、梁明嬋、鄧碧甄；作者／李成林、許維真

	撰文／黃芳文

9
243

慈濟德州分會和德州休士頓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從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定期在社區舉辦食

物發放。2021年底因疫情再度嚴峻而暫停，近期疫情趨緩，

慈濟於3月5日重啟發放，當日共有227戶家庭受益。	

	 因俄烏戰爭，造成數百萬名烏克蘭人逃離家園，亟待全

球各地援助以度過難關。慈濟基金會已在波蘭積極展開人道

救援，並在全球為援助烏克蘭難民發起募款；藉著此次食物

發放契機，志工鼓勵來領取物資的民眾發揮愛心，關懷流亡

海外的烏克蘭人，當日共募集了超過200美元的善款。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2月21日推出素食博覽會，該校慈濟大專青

年聯誼社（簡稱：慈青社）推出了免費素食和宣導蔬食的攤

位，在兩小時的時間內，大家熟練的烹煮出日式咖哩飯和麻

婆豆腐，共吸引近188位學生和民眾排隊品嚐。當日，慈青

的攤位因食客反應熱烈，食材提早用罄，不得不提早半小時

結束活動。	

慈濟休士頓重啟食物發放 同步為烏克蘭難民募款

德州大學慈青烹煮素餐  驚艷年輕世代食客

慈濟德州分會藉著2022年第一次食物發放活動機會，進行援助烏
克蘭難民的募款行動。攝影／吳育宗

參與活動的民眾在聽完宣導資訊後，排隊領取慈青志工們精心烹
煮的素食。攝影／溫惟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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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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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與4月2日舉辦蔬果發放活動，以行動支援有需要
的鄰里鄉親，幫助生活艱困的民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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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與4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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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的慈青社，持續五年參與該校

素食博覽會，結合其他社團共同推動「蔬食健康環保」的健

康飲食概念，提升學生和民眾認識飲食與全球暖化的關連，

繼而選擇健康低碳的蔬食。

	 過去兩年，校園素食博覽會因疫情嚴峻停辦，今年終

於在疫情趨緩下重啟。負責本次活動的慈青呂映緯說：「過

去兩年活動都轉到線上進行，推素宣導只能透過社群媒體傳

遞，感覺上總是遙遙相距。現在可以和人們面對面互動，更

能直接和完整的傳達健康素食的訊息。」

	 這場校園素食博覽會在該校體育館前廣場舉行。當天早

上9時，慈青社的二十九位學生在四位輔導志工的陪伴下，

開始布置場地並著手準備食物。由於學校規定所有食物都要

就地烹煮，大家必須把握好短短兩個小時的準備時間；從切

菜、烹煮到完成餐點，大家充分發揮團隊合作的功能，不僅

精準地將素食美味呈現出來，並準時在11時開始提供免費素

食給民眾品嚐。

	 慈青同學身穿蔬菜裝，手拿蔬食照相打卡看板，對著來

往的人潮，拉開嗓門吆喝著「免費的素食餐！」香氣四溢的

餐點吸引人流匯聚，慈青和志工向排隊民眾介紹蔬食有助減

緩地球暖化現象，並可提升家庭和個人的健康，幫助社區消

弭疫情的益處。

	 來到慈濟攤位的民眾，在聽完慈青和志工的蔬食宣導，

以及有關慈濟和慈青社的介紹之後，就可掃碼兌換免費的日

式咖哩飯和麻婆豆腐。

	 學生安柏（Amber Gonzalez）是第一次品嚐到豆腐，

風味和口感都濃淡相宜的麻婆豆腐讓她一嚐難忘，同時也對

素食料理有了驚奇的認知。

	 當天的活動圓滿落幕，參與其中的志工和慈青都收穫了

滿滿的成就感，這不僅僅在於讓更多人體驗了美味素食，當

天分享的素食餐點，以吃十五餐素就可以減少十二公斤的碳

排放量計算，等於為地球減少150公斤的碳排放量，也相等

於種植了一棵樹。

	 透過各類素食推廣，慈濟人積極鼓舞著所有人加入緩解

全球暖化的行列；這不光是為了個人健康而努力，更是為了

萬物生靈踏出慈悲的第一步。

這真的是素食餐嗎？讓我開了眼界！我願意開始素食。

                                                           學生 安柏

當遇到拒絕時，我會想：「你是在改變世界，正在幫助一

些難民脫離或改善生活的困境。」我就會生出力量。就好

像無形中有一個推動力，激勵我繼續把勸募箱遞向另一位

民眾。
                                                           志工　鄧碧甄

	 發放當天志工們報到後，先在德州分會靜思堂一起虔誠

的祈禱天下平安，並為烏克蘭難民祈福。之後，眾人便利用

發放前的一小時準備時間，分組進行食物打包和勸募行動。

	 志工們拿著援助烏克蘭難民的勸募箱和自製海報，向排

成車龍等候的民眾勸募，簡介美國慈濟發起的	【用祈禱與行

動．守護烏克蘭難民】募心募愛項目，鼓勵居民加入人道救

援的緊急行動。大部份的人聽說是為烏克蘭難民募款，立刻

表示認同並把錢投入勸募箱。	

	 多數來領取食物的民眾本身並不富裕，但仍然發心想幫

助更需要的人；有些捐款人感恩自己身處平安的環境，格外

	 新加入志工團隊的志工鄧碧甄（Wendy Tang）是第一

次執行募款任務，她說：「這對我是特別的經歷，因為，隨

時都有意想之外的狀況。我需要把握時間向每位民眾說明慈

濟的理念，以及介紹支援烏克蘭難民的募款活動，有時甚至

需要參考對方的身體語言，調整自己的語速和陳述。」

憐惜在戰火中離鄉背井、流離失所的難民。儘管這些居民也

有各自的生活困擾，但許多人在有機會付出時，都樂意盡己

所能的幫助他人。

	 經常在慈濟食物發放時來協助維護安全的警衛人員，

看到志工拿著勸募箱，當場掏出一百美元投入箱中。他表

示，很高興能為援助烏克蘭難民盡一份心，並且堅持行善

不留名。

	 這場發放是德州分會今年第一次的食物發放，也是社區

發揮愛心、共同關懷烏克蘭難民的特殊活動。在領受援助和

付出關懷的過程中，讓提供服務的志工和參與的民眾，都從

中得到了啟發，更體悟到生命無常。

	 無數烏克蘭家庭在戰火引爆後，一夕之間失去所有，

輾轉於顛沛流離的逃亡旅程。領取物資的民眾為烏克蘭難民

祈禱、捐款，正如證嚴法師教誨：「每個人心裡都有一股清

流，都有一塊福田，隱藏著豐沛的泉源。」人人心中都有愛

的能量，都能成為手心向下、幫助他人的行善者。

	

慈濟創辦人證嚴上人不忍苦難，殷殷叮囑人人能發揮愛
心，凝聚善念消弭災難；慈濟基金會積極尋求管道，已
著手籌集物資，將在烏克蘭難民湧入的波蘭提供急難救
助發放物資，援助難民安身、安心。

捐款方式
•  網路捐款：
 donate.tzuchi.us/zh/ukraine 
•  手機應用程式 「一指積善」
	 	 	 													
					tzuchi.us/zh/app 
•  支票捐款：抬頭註明“Tzu Chi”，
	 並郵寄至慈濟德州分會會所，地址：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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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夢想起航。今日，

女性勵志溫情佳作《印度女孩》發

布終極海報與預告，影片由阿魯拉

賈· 卡馬拉傑編劇並執導，艾西瓦

婭· 拉傑什、薩嘉拉吉、斯瓦卡蒂恩

主演，講述了在父親的灌溉與守護

下，貧民女孩蔻茜衝破偏見與阻攔

的冠軍人生，影片將與3月18日登

陸院線，燃情上映。

父愛無聲卻滾燙
了不起的爸爸築就女兒夢想

今日發布的終極預告，開篇即

高潮，賽場鬥毆直指蔻茜為事件源

頭，面對雪花般不斷傾落的指責與

質疑，蔻茜的父親無言背對而坐，

畫面亦是回顧到蔻茜為站上賽場的

一路艱辛。「板球是男孩們的運動

」預示了這個被看不起的女孩將在

這已然開啟的競技人生遭受到更多

的偏見，「我女兒不僅要在男隊打

球，還要去省隊打球，將來還要去

印度國家隊打球贏球！」是父親對

一切偏見最強有力的回應，在身份

、出身及社會給予蔻茜性別上種種

阻撓的面前，這位了不起的父親已

為蔻茜築牆而立，堅定阻擋。

同時發布的終極海報，溫暖色

調突顯了蔻茜側顏的女性魅力，

與賽場上矯健的跳躍身影形成強

烈反差，一藍一黃的視覺衝擊也

預示着這位印度女孩的人生軌跡

將因板球發生改變，映照了女性

熱血勵志的影片風格。故事中蔻

茜拼力揮灑球拍，堅定的腳步從

訓練場跨越至賽場，故事外這份

迎難而上的決絕又像點燃鬥志的

火苗傳遞給銀幕前的觀眾，將整

部影片的亮點躍然畫面。

貧民女孩搏出精彩
見證女性的光輝與力量
電影《印度女孩》講述了出身

貧民，對板球有執着熱愛的女孩蔻

茜，在父親的啟蒙與陪伴下，衝破

種姓制度與偏見阻撓的枷鎖，堅守

初心，實現人生逆襲的故事。蔻茜

作為女性，以自己勵志的故事展現

了女性面對困難無畏無懼的風采，

貢獻了巾幗力量，致敬了每一位平

凡卻有夢想的、了不起的她。

女性所被賦予的細膩、堅韌、

熱血、溫婉，都將女性議題推至前

所未有的關注度，時至「三八」國

際婦女節之際，電影《印度女孩》

以賽場女性競技選手這一段溫暖勵

志的故事，將「她」力量傳遞，以

熱血的競技帶給觀眾感動，以拼搏

進取的姿態將女性的無限可能展示

在觀眾面前，見證她的奪目光輝。

如蔻茜一般，即使平凡，也未曾停

息奔跑的腳步，也未因質疑放棄初

心熱愛，這是影片借蔻茜這一角色

希望傳遞給觀眾的意義，也是女性

力量的最佳彰顯。

電影《印度女孩》由印度斯瓦

卡蒂恩電影製片公司出品、中國電

影集團公司進口、華夏電影發行有

限責任公司發行、長影集團譯製片

製作有限責任公司譯製、珠江影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協助推廣。致敬

女性美好賦能，不畏身份所束縛，

「別攔我，拿冠軍」！平凡女孩的

熠熠芳華，3月18日全國上映，敬

請期待。

讓世界見證女性的力量
《印度女孩》發布終極預告

由華納兄弟影片公司出品，年度必看好萊塢巨製
《新蝙蝠俠》（The Batman）將於3月18日在中國上
映。今日發布超前口碑短預告，聚焦全球知名媒體對影
片的評論， 「這是我們期待已久的蝙蝠俠」 「一部新的
神作已誕生」 「卓絕的勇氣，卓越的智慧，極其大膽的
全新影像」 ，每一句褒獎都讓更多觀眾期待能在電影院
一窺真容。

帕丁森新蝙蝠俠形象俘獲眾多觀眾真實
代入超帶感

自大規模粉絲超前觀影及全球各地上映後，影迷及
粉絲盛讚，這是他們見過的最好的一版蝙蝠俠。帕丁森
用其獨特的個人魅力與蝙蝠俠形象進行了深層綁定，在
觀看影片時，誰都無法從其構建的獨特氣質中抽身，只
能一步步淪陷於他的魅力之中無法自拔。

眾所周知，布魯斯·韋恩的人生陰影來自於父母的
離世，創傷後遺症長期糾纏着他。帕丁森的蝙蝠俠是更
年輕的版本，充滿了混沌和迷茫的氣質，一方面他希望
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哥譚變得更好，讓不幸消失，一
方面他又長期陷於黑暗之中，憤怒難消。正是在與這樣
的割裂感對抗的過程中，帕丁森建立起了蝙蝠俠的真實
質感，讓每個觀眾都能跟隨他的步伐感受他內心的每一
次寒風與暖陽。

保羅·達諾謎語人令人驚艷 與蝙蝠俠構
建雙重壓迫感

整部電影還有更多驚喜，其中之一正是來自於保
羅·達諾扮演的謎語人，這個唯一能在影片中與蝙蝠俠
抗衡的超級反派。有媒體誇讚達諾的表演， 「保羅·達
諾飾演的謎語人，讓其輕鬆成為自希斯·萊傑的小丑以
來最好的真人蝙蝠俠電影中的反派」 「只要一個眼神，
就能讓人不寒而慄」 。

導演馬特·里夫斯用更複雜和深邃的手法描摹了哥
譚牽一髮動全身的糾葛，也重塑了謎語人的形象與行為
，讓這個瘋狂的超級反派有着一顆正邪莫辨的心。謎語
人洞悉哥譚黑暗背後的一切，甚至連韋恩家族的秘密都
瞭然於心，這成為了他遊戲哥譚，製造混亂的砝碼，也
讓蝙蝠俠逐步走向了與他正面對決的局面。可以說，此
次《新蝙蝠俠》收穫全球觀眾的好評，正是來自於蝙蝠
俠與謎語人共同構建的劇情張力，從開始到結束，都能
牢牢鎖定觀眾的目光，與電影共呼吸。

電影《新蝙蝠俠》由華納兄弟影片公司出品，馬
特·里夫斯執導，羅伯特·帕丁森、佐伊·克拉維茲、保
羅·達諾、安迪·瑟金斯、柯林·法瑞爾等主演。

《新蝙蝠俠》曝超前口碑短預告

俠影出擊
俘獲全球好評

近日《權力的遊戲》製片人D· B· 魏

斯 和大衛· 貝尼奧夫（簡稱2DB）接受

《娛樂周刊》採訪時表示，他們沒有參

與 《權力的遊戲：龍之堡》的製作，目

前正在倫敦拍攝 《美劇三體》。

2DB為宣傳他們擔任製作人的Netf-

lix新電影 《金屬上帝》接受了外媒採

訪，被問到是否參與HBO《權力的遊戲

》前傳《權力的遊戲：龍之堡》製作時

，他們連忙搖頭說：「我們的生活和工

作圍繞《權力的遊戲》時間太長，11年

都在忙活這事，是時候放下，去體會製

作新作品的興奮和恐懼了。」

「《三體》這部科幻劇像是被畫在

一張巨大的空間和時間畫布上，和《權

力的遊戲》一樣有很

多特效的鏡頭，但製

作的模式和《權游》

不同，有着不一樣的

難度。」

早前，Netflix出

品的《三體》英文劇

集已確定導航集由

《少年的你》導演曾

國祥執導，D· B· 魏

斯 和大衛· 貝尼奧夫擔任製片人，首批

12位演員陣容包括：本尼迪克特· 王、艾

莎· 岡薩雷斯、周采芹、約翰· 艾德坡、

約翰· C· 布萊德利、利亞姆· 坎寧安、瑪

洛· 凱麗、艾利克斯· 夏普、沙莫· 阿斯瑪

尼 、 Jess Hong、 Sea Shimooka、 Zine

Tseng。

該劇改編自劉慈欣的同名科幻小說

，劉慈欣和原著小說英文譯者劉宇昆擔

任製作顧問，上線時間待定。

《權游》製片人正在倫敦拍《三體》
確認未參與《權游》前傳製作

《三體》演員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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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牵动着全球华人的心，很多海

外华人都自发行动起来，捐款

捐物，为身在疫区的家乡亲人

献上一份关爱。美国南加州的

很多华人华侨也不甘人后，纷

纷慷慨解囊，许多无名英雄奉

献爱心后还不留姓名，不接受

采访，他们的善举着实令人钦

佩。

加州众议员周本立办公室

提供消息说，一个朋友找到周

本立，问他该怎样捐款给中国

疫区。这位朋友准备捐款15万

元，但不知道具体怎样操作。

周本立把他介绍给中国驻洛杉

矶总领馆，由领馆向这位朋友

介绍具体的捐款方法。记者从

周本立的助理刘爱琼那里得知

了这一消息，希望她能帮忙找

到这位奉献大爱的热心人士。

但反馈回来的消息是，这

位“做好事不留姓名的活雷锋

”不愿接受媒体的采访，只表

示“国家有难，身在海外的华

人理当奉献一片爱心，报效祖

国是应该的，不值得媒体宣扬

报道，每个有良知、有热血的

海外赤子都会在祖国需要的时

候挺身而出”。就这样这位

“活雷锋”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请求。

默默奉献的还有南加侨团

代表周德昭，他不声不响地为

四川华西医科大学捐献了一卡

车的医疗物资，其中包括1、

防护服20箱，每箱100件；2、

防护帽2箱，每箱1000个；3、

防护鞋套10箱，每箱500双；4

、防护手套10箱，每箱500双

；5、护目镜30个；6、N95口

罩 600个。周德昭表示，虽然

这些医疗物资都是以“反独促

统论坛”的名义捐出，但钱都

是他自掏腰包，其中包括四川

航空公司的运费。

周解释说，疫情爆发后，

四川侨联通过微信找到他，希

望美国的四川乡亲赶紧给华西

医科大学捐款捐物，因为那里

的医疗物资非常匮乏，病人也

很多。“我是四川人，为家乡

做贡献责无旁贷。身在美国的

四川人心向祖国，心系家乡，

在家乡亲人有难时，及时奉献

出我们的一份关爱是理所应当

的”。

在昨晚洛杉矶中国城老

侨的募款晚宴上，160多位老

侨共捐款 2.3 万元，其中中国

城旺角餐厅年过七旬的老板

娘谭太太一人就默默无闻地

捐献了两万元，记者在发现

了其中一张一万元的支票后

，才找到这位当晚捐钱最多

的“活雷锋”。

南加华人踊跃捐款捐物支援中国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身处海外的华侨华人们通过各

种渠道积极捐款捐物，众多侨

资企业仍挺身而出，一些商界

翘楚更是慷慨解囊，助抗疫一

臂之力。

喻鹏是中国侨商联合会常

务副会长、海外湖北社团合作

联盟主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他第一时间出资1000余万

元（人民币，下同）驰援疫情

一线。得知孝感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医护物资急缺，他决定

向孝感提供物资援助，同时还

专门定向捐赠资金80万元给孝

感市中心医院专项用于采购医

用防护服。

“孝感与我的家乡黄冈一

样是老区，希望通过自己的绵

薄之力缓解医疗防疫物资紧缺

状况，帮助孝感人民战胜疫情

。”喻鹏表示。

一声求助 奔走东南亚寻找物资

“福哥，我们的医生口罩

紧缺，能否帮忙协调一批口罩

？”微信群里，湖南的一位女

青年向广东省侨联常委、广州

市政协香港地区委员张福歌求

助，张福歌并不认识她，但还

是答应着：“小妹，我努力帮

你协调！”疫情当前，张福歌

收到不少来自陌生人的微信求

助。

张福歌是永和发展有限公

司（泰国）董事长，在东南亚

国家有工厂，也有人脉。“我

们让泰国和印尼的工厂停了工

，让员工去东南亚收购物资，

一一运回祖国。”张福歌表示

，他最满足的事情，就是别人

回复他：“福哥，口罩收到了

，质量非常好！”

1月 30日，由中国侨商联

合会荣誉会长、福耀集团董事

长曹德旺发起设立的河仁慈善

基金会宣布捐赠1亿元，专项

用于支持湖北省（7000万元）

、福建省（3000万元）抗击疫

情。

曹德旺表示：“福耀集团

作为社会大家庭的一员，有责

任、有使命为国家抗击疫情出

力。”

在捐款的同时，曹德旺动

员福耀各海外公司，成立医用

物资海外采购调配组，拟定符

合医用标准的物资采购清单，

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

国家采购，第一时间紧急发往

中国。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近

日为湖北省、福建省捐赠1亿

元（人民币）抗击疫情。

身为在商海中搏击一生的

企业家，曹德旺认为，尽管疫

情的确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损失

，但疫情影响的只是部分经济

活动，并没有完全影响中国经

济。“我们要做的是重视疫情

，但绝不能紧张恐慌。”他表

示，福耀集团始终对中国及自

身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口罩收到了，质量非常好”

侨商赤诚助抗疫
2月10日，美国华

商会收到了一份特殊的

捐款。当天下午，华裔

主持人王早早来到华商

会捐赠物资接收临时办

事处，将代表纽约早知

道学习中心（Zao Learn-

ing Center）81名孩子捐

赠的8000余美元交到了

华商会会长邓龙手中。

早知道学习中心的

孩子们刚在北京星光大

道演播厅录制完2020年

中国少儿春晚《ABC的

时尚新潮流》节目，获

得了金奖，返回纽约，

就被突发的疫情吓了一

跳。作为孩子们的老师

，王早早决定要帮助这

些 ABC （American-Born

Chinese）孩子们正确地

认识和了解这次疫情，

也号召他们献出一份爱

心，于是在1月28日发

起了募捐倡议书。

倡议一出，孩子们

不仅踊跃捐助，还发动

身边的朋友一起加入。

最终，共有81名孩子捐

赠了超过8000美元（约

合5.6万元人民币）。这

些孩子中最小的仅有 2

岁，最大的也不过17岁

。他们有的捐出了自己

的压岁钱，有的则捐出

了自己表演所得的演出

费。

“也许和很多商会、组织相

比，他们所捐的金额并不大，但

我们在这群生长在美国的ABC小

朋友身上看到的，是对于祖（籍

）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这也

是我们千万海外华人共同的情感

维系！”邓龙表示。

同日，美国祥天能源集团董

事局主席周登荣先生也专程来到

位于皇后区法拉盛iFresh-中国城

超市罗斯福分店的美国华商会捐

赠物资接收临时办事处，将第二

张十万美元（约合69.8万元人民

币）的个人支票交到邓龙手中，

希望通过华商会将这笔捐款全数

换成相关救援物资运往物资告急

的湖北武汉和随州。

此前，周登荣曾在1月28日

就通过华商会向武汉及家乡咸宁

捐赠了价值十万美元的救援物资

，此次加码捐赠，他希望家乡湖

北的人民能继续坚持，赢得抗击

疫情的最终胜利。

当天傍晚，华商会常务副会

长及主要创始人之一管必红博

士，代表宾州世界华人精英

联合会向华商会寄来了其会

员们募集的 1 万 6 千余美元。

管博士表示，看到华商会领

头创立的联盟能够高效、准

确地完成募集、采购、运输

、对接等一系列救灾捐赠活

动，很是欣慰，并希望能够

有更多人加入到这个联盟中

来，共同为抗击疫情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美国华商会在 1 月 24 日发

起倡议，号召全美华侨华人

、华商及中资企业向中国捐

赠，并带头建立“全美华商

各界支援武汉行动联盟”。

截至目前，联盟已经向中国

运送了 5 批次，共计超过 100

万只的医用口罩及各式救援

物资；募集的善款超过 200 万

美元（约合 1396 万元人民币

）。

81名美国华裔儿童
用压岁钱为武汉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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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你是我的春天》曝“春日色彩”海報
群星“眼技”凝望人間溫暖

由中國電影家協會指導拍攝，陳

道明任總監制，黃渤任監制，張宏任

總制片人，周楠、張弛、田羽生、董

越、饒曉志執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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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航誠領

銜主演的電影《你是我的春天》于今

日發布一組“春日色彩”關系海報及

花絮特輯。故事中五組身份、關系各

異的角色，以互相凝望的神態展現

出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結，而海報

背景暗藏的手繪元素也暗藏了角色

間的溫情密碼。在凝望中繁花盛開，

在芳菲裏綻放笑顔，電影《你是我的

春天》以五張“人花相映”的海報，

與每一位觀衆約定，42日，以這場電

影爲契機，我們在影院“見面吧！趁

春天”。

周冬雨尹昉演繹甜蜜“捧臉殺”
黃曉明宋佳“曉佳CP”守護小家
電影《你是我的春天》此次發布的

海報，以“春日色彩”爲主題展露每組

人物的情感關系。周冬雨戴著塑膠手套

輕撫尹昉的臉，即使面戴口罩也遮擋不

住二人眼裏的笑意，故事中的尚小雨和

李南風诠釋了真正的”‘風’‘雨’同

行”，在新的春天裏約定笑著開啓絢麗

生活；宋小寶潘斌龍相視著露出燦爛的

笑容，兩人所飾演的角色劉二紅與王大

鵬在電影中駕駛貨車滿載著抵工錢用的

口罩，卻陰差陽錯地走上“逆行”馳援

武漢的道路，憨笑的背後是不凡的勇氣

；趙今麥認真聽著王景春的“唠叨”，

電影中獨自生活在封控小區裏的學生小

麥，因一場鄰裏矛盾結識社區書記老王

，並在他認真負責的照料下再次感受到

了生活中的溫馨；黃超、楊斯所飾演的

醫護夫妻龔臣楊珊身著嚴密的防護服，

口罩和護目鏡遮住了表情，但擋不住二

人眼中流露出的堅定；坐在餐桌前的

黃曉明滿臉溫柔看向低頭笑著的宋佳

，如同電影中守家的丈夫李敬對援鄂

妻子王雅爾的告白：你只管看著你要

走的路，我會在你身後看著你和我們

的家。藏于每個人內心的善良與美好

，都爲這個春天描繪了承載著溫度和希

望的絢麗色彩。

王景春敲門送“兒童電子琴” 趙
今麥開門上演“當場無語”

此次影片同時發布了王景春與趙今麥

的拍攝花絮，故事中王景春飾演了一名在

封控小區敬業工作的社區書記老王，趙

今麥則飾演因母親支援前線而獨自生活

的學生小麥。因爲一場鄰裏糾紛，老王

與小麥結識，爲了解決小麥彈琴擾民的

難題，老王想盡了辦法。在今日公布的

花絮裏，王景春站在門口滿臉笑容，告

訴趙今麥可以“放心大膽”地彈鋼琴了

，趙今麥先是露出驚喜和期待的表情；

然而接下來王景春卻從身後拿出一個粉

色的兒童電子琴，並“自信”地推薦起

來，重點強調了兒童電子琴可以調節音

量的功能，一副“快誇我求表揚”的神

情卻讓“小麥”逐漸“失去笑容”，臉上

寫滿了“無語”二字。在這段對手戲中，

王景春的表演幽默風趣，趙今麥也用微表

情诠釋了期待落空後的反差，二人間的銀

幕默契令人忍俊不禁，期待影片上映後能

夠帶給觀衆更多“春天的驚喜”。

電影《你是我的春天》由中國電影

家協會指導拍攝，陳道明任總監制，黃

渤任監制，張宏任總制片人，周楠、張

弛、田羽生、董越、饒曉志執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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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出場順序）領銜主演，鄭羅

茜、曾夢雪、付妤舒主演，李乃文、吳

彥姝、趙亮特別出演，中國電影出版社

有限公司、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武

漢文化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長影集

團有限責任公司、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峨眉電影集團有限公司出

品，上海菁歎號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華夏

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廈門廣播電視集

團、廈門國貿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風山影

業（重慶）有限公司、北京映可大方傳媒

有限公司、今橙果影業（北京）有限公司

聯合出品，4月2日全國上映！

電影《出拳吧，媽媽》曝先導海報
“硬氣”譚卓為戲“拼命”

電影《出拳吧，媽媽》由

唐曉白執導，譚卓、田雨領銜

主演，田海蓉聯合主演。影片

講述年輕媽媽白楊爲奪回自己

的人生和孩子的撫養權，決心

重回賽場“打回”尊嚴的動人

故事。近日發布的先導海報就

將“出拳”這一片中關鍵元素

放大，鼓勵女性直面人生的困

境和打破那些針對女性的“刻

板印象”。影片即將在2022年

全國獻映，敬請期待！

霸氣揮拳擊破“刻板印象”
“年度話題力作”為女性

注入力量
在影片發布的先導海報中

，一只霸氣揮出的拳頭面對著

衆多針對女性的“刻板

印象”時毫無示弱，這

不僅代表了片中主角白

楊面對逆境時不服輸的

精神，同時還傳遞出影

片的主旨，希望借由這

個故事幫助女性擺脫

“刻板印象”，爲逆境

中的女性觀衆注入希望

與力量。

電影《出拳吧，媽

媽》講述了性格倔強的

年輕媽媽白楊（譚卓

飾）因一時衝動锒铛入

獄，孩子被迫交給姐姐

（田海蓉飾）撫養，出

獄後，身處困境的白楊

爲獲得兒子的撫養權，

在教練沈浩（田雨飾）

的幫助下重回拳擊賽場

，一場勵志與溫情齊飛的精彩

故事就此展開。

“硬氣”譚卓為戲“拼斷”
肋骨

田雨田海蓉加盟助力“翻盤”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飾演

白楊的演員譚卓爲演好拳擊手

的角色，不僅在前期進行了大

量的專業訓練，而且還在拍攝

片中拳擊賽時拼盡全力，下台

後在醫院檢查被告知她的前胸

、後背各有一條肋骨骨折，譚

卓爲影片的投入程度可見一般

。這也正如導演唐曉白所言，

這是一部真正展現女性力量的

影片！

除譚卓外，影片還有田雨

、田海蓉等實力演員加盟，田

雨在片中飾演的是白楊的教練

沈浩，沈浩“嘴毒心暖”，對

白楊的態度也從看不上到決心

帶領她重返賽場，兩人的對手

戲也是影片的一大看點。而田

海蓉則在片中飾演的白楊的姐

姐白彤，片中的她演繹出與白

楊間深沈的姐妹情，也爲影片

增色不少。影片即將在2022年

獻映，敬請期待！

電影《冰雪狙擊》定檔3月13日
李東學冰雪對狙保家衛國

由孫建標、趙非凡、程海

波、周功靖、高晗、季國華、

雨農、路明、胡偉偉擔任出品

人，實力導演林偉執導，趙銳

勇任總編導，郭勇任動作導

演，演員李東學領銜主演，胡

雪兒、周波、山崎敬一（日本）、

楊明娜、于波、張皓承、王澤

宗、韓東起、佟意、潘洪岑、

宋一、嶽冬峰等主演的戰爭電

影《冰雪狙擊》將于 3 月 13 日

在愛奇藝全網獨播。

狙擊手冰雪戰場絕地反擊
誓死守衛家園陣地
《 冰 雪 狙 擊 》 講 述 了 東

北山區一支小型抗聯隊伍英

勇抗擊日軍，守護家園的故

事。影片中獵人華志一家老

幼被日軍屠殺，爲報血海深

仇“草根“狙擊手華志槍擊

關東軍師團長，被全城通緝

，身受重傷被抗聯所救。關東

軍派出特級狙擊手對付抗聯，

狙擊手華志絕地反擊與頂級狙

擊手展開冰雪對狙，生死決鬥

一觸即發！

此外，電影《冰雪狙擊》中

小人物浴血奮戰的場面催人淚下

，實力派演員聯手演繹抗日英雄

群像。李東學（飾華志）演繹

背負家仇國恨的“草根”狙擊

手；胡雪兒（飾羅梅）演繹堅

守在抗日一線的電台聯絡員；

楊明娜（飾李秋彤）演繹爲掩

護戰友犧牲的政委。電影不僅

將萬衆一心，抵禦強敵壓迫的

無名英雄展現的淋漓盡致，也

將那段血淚交織的峥嵘歲月帶

到觀衆面前。

李東學浴血抗日舍命救國
史詩故事燃情再現
在電影《冰雪狙擊》中，

狙擊手華志在爲家人複仇時，

被抗聯戰士甘願犧牲一切、打

敗日軍侵略的犧牲精神所感動

，而選擇加入抗聯，共同擊退

關東軍守護一方。爲保護關內

前線戰士，抗聯小分隊決定深

入敵軍營地，炸毀關東軍臨時

軍火庫。在面對敵強我弱和敵

方直接威脅的重型軍火控制，

抗聯小分隊能否完成組織重任

炸毀軍火庫？他們又能否成功

殺出重圍殲滅敵軍？讓我們在

影片中一探究竟！

除此之外，電影所表達出的

細膩情感和舍命救國的大無畏精

神令人感動。李東學與抗聯小分

隊浴血抗戰共對生死的戰友情、

在危機關頭抗聯戰士互相守護的

兄弟情、平凡英雄爲保家衛國甘

灑熱血的家國情......對中國式情感

和家國情懷的表達飽滿而細膩。

抗聯戰士面對強敵毫不退縮，誓

與敵軍血戰到底的氣魄，令人熱

血沸騰！

電影《冰雪狙擊》由浙江長

城傳奇影業股份有限公司、長

城影視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火

燒雲實業有限公司、杭州長影

網生影視傳播有限公司、品像

（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上海勇士影業有限公司、山西

長城晉禾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浙江劇海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杭州長影伊人傳媒有限公司、

源心映藝文化傳媒（無錫）有

限公司、懷甯長傳文化傳播有

限公司、浙江廣潤影業有限公

司、雨農聯合出品，浙江長城

傳奇影業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蝸牛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上海勇士影業有限公司制作，

品像（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獨家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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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挚友许幻园站在雪地中突然说道：“叔同兄

，我家也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

说完，挥泪而别。

李叔同看着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地里站了

好久。 回屋后，让日本妻子诚子弹琴，含泪以曲

填词写下了《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馀欢，今宵别梦寒 。。。。。。

。

一曲《送别》沧凉而旷远，浑厚又悠扬，唱

出了人世的沧桑，我行古道，同侪寥寥，蓦然回

首，半世凋零，成为中国人传唱百年的骊歌。

歌词看似通俗直白，似乎每个人都能看得懂

，实则是意蕴悠长，但只有经历了一些人和事，

才能真的听“懂”曲中意。

直到今天它仍能激起人们往日情怀，昔人已

去，缅怀也会有淡去的一天！

然而他的一生的传奇却永远不会淡去。

1880年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一个

富庶的盐商家庭。

他6岁启蒙；8岁读四书五经；13岁习训诂、

攻历朝书法；15岁时出口便是“人生犹如西山日

，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绝句，是当时有名的

“小神童”。

年少的李叔同虽聪明绝顶但也和其他很多纨

绔子弟一样，养成了听听小曲、喝喝花酒的爱好

。

在李叔同喝花酒的时候他认识了人生中的第

一个女人——杨翠喜。

李叔同曾为她而痴迷，整日流连于烟花柳巷

之中。

为了把李叔同的生活拉上正轨，母亲王凤玲

做主为他安排了一门亲事。

如同那个年代的很多文人一样，李叔同虽心

有不甘，但仍顺从了母亲的安排！只是从此世上

又多了一个苦命的女人。

在李叔同20岁那年，母亲王凤玲带着李叔同

夫妇一同迁往上海。在上海，李叔同的生活似乎

回归了平静，他结识了一群文人雅士，有了自己

的生活圈子，自己的儿子也在此时出生了，似乎

一切的一切都在往母亲所希望的发现发展。

但李叔同的心中却经常泛起些许涟漪，他时

常会想起杨翠喜！妻子的顺从胆怯让李叔同觉得

索然无味，杨翠喜的活泼主动始终让他回味无穷

。

为了能和她过上梦想中的生活，李叔同瞒着

母亲与妻子独自一人踏上了去天津的船！

当李叔同到达天津时，早已是物是人非，事

事休!

那个心爱的杨翠喜早已成了北京王爷的宠妾

，沉迷于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哪还记得这个要

和自己比翼双飞，发誓要娶她的李家三公子！

失落的李叔同当晚就乘船回了上海！

此次的天津之行让李叔同看透了欢场的女子

——她们想要的不过是那些逃离烟花之地，过上

体面的生活，这其中并没有爱情，有的只有猎物

或是交换。

杨翠喜是他此前唯一爱过的女人，却也是玷

污了他的爱情的女人！

1905年李叔同母亲病逝。没有母亲的依靠，

他自知独自一人无法肩担起父亲和丈夫的双重重

担，于是他把妻儿留在李家，自己一人远赴日本

。

在东京，李叔同彻底换了一个身份：李哀，

双亲健在，二十六岁，未婚独身的留学生。

此番逃离，他想和过去的生活告别，想重新

做另一个人，尝试着过另一种生活。

在留学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十九岁的日本姑

娘——诚子。

诚子原本是李叔同雇佣过来当油画模特的。

在她第一次当李叔同模特的时候，李叔同那

忧郁的眼神和作画时认真的态度让情窦初开的诚

子为此而痴迷不已。

都说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看来的确如

此。诚子从此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男人，后来也成

为了他的妻子。

李叔同留存后世的唯一人体作品《出浴》，

画的就是这位日本妻子。

1911年4月，李叔同从日本学成后带着诚子回

国。但当时的天津李家已经破产，俞氏母子生活

费也没了着落，靠着变卖些家产过日。

此刻的李叔同再也无法逃避作为一个父亲和

丈夫的责任。他必须肩负起生活的的重担，于是

便到上海高等工业学院任图画教员。

如果家里没有破产，仍有钱供他花销，不说

挥霍，即便够维持日常生活，他也不会执起教鞭

。他会像过去，住在城南草堂时一样，写字、画

画、编撰诗册，做洒脱的艺术家。

在生活的压力下，李叔同渐渐变得不苟言笑

了。以至于李叔同在学校中给学生的印象也多是

不苟言笑、严厉和认真。

后来他每个月的薪水也被分为四份：上海雪

子；天津俞氏；自己以及资助刘质平的学习。

虽然他有两个妻子，两个孩子，但是雪子和

俞氏并未彼此见过；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他

们的寂寞却都是一样的。

1915年李叔同应南京高等师范大学校长江谦

之聘，兼任了国画、音乐的教师。并于第二年，

和江谦合作，有江谦作词，李叔同作曲，共同创

作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歌》。词曰:

大哉一诚天下动，

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

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

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

踵海西上兮，江东;

巍巍北极兮，金城之中。

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

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

此曲，浑厚而有力，朴实却悠扬。

2001年，这首校歌被定为南京大学的校歌，

至今被南大学子传唱，延续了近百年的薪火和文

脉。

在学校教书的那几年，是李叔同一生之中，

最为充实的一段时光。

不过也正是从那时候起，他的性情就变得越

发孤僻，越来越喜欢离群索居的生活，常常一个

人掩门伏案，自顾写诗作画。

这和当初那个“纨绔子弟”相比，已经是判

若两人。

1918年8月19日晚，李叔同在写了一封信后

，便把丰子恺等学生叫了进来。把信交到丰子恺

的手中，让他转交给他的日本妻子——诚子，并

告诉他们说：“我要入山出家。”

学生问他：“老师出家何为？”

李叔同淡淡地说：“无所为。”

学生再问：“忍抛骨肉乎？”

他说：“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

安可得？”

诚子收到信后，立刻前来寻找丈夫。

待她找到自己丈夫的时候，她心爱的丈夫早

已剃度出家，身着灰褐色的僧袍，神色静淡，漠

然如空，全然没了往日的光彩。

她顿时坠泪如珠。

“叔同！”

“请叫我弘一。”

“弘一，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爱，就是慈悲。”

“慈悲对世人，何以独伤我？”

这是弘一法师与日本妻子最后的对话。面对

妻子的责问，他没有回答，任何表达都可能给她

希望的误解。

他默默转身，乘一叶扁舟而去。

那正是杭州最美的季节。青冥长天，渌水波

澜，浓烟暗雨，水天一色。消瘦的背景渐行渐远

，永诀的啜泣连绵不绝。

曾经相爱的两个人，终于分站在了两个世界

。此后24年间，再未与妻儿相见。

俞氏在听到李叔同出家的消息，似乎并不意

外，甚至都没有做任何挣扎，因为她知道无用，

她的命运像极了李叔同母亲王凤玲的命运。

从此，世间再无李叔同，剩下的只有弘一法

师。

剃度之后，他潜心钻研佛法，钻研《四分律

》和《南山律》，花4年时间最终著成《四分律比

丘戒相表记》。

自始至终，弘一法师以戒为师，每日只吃两

餐，过午不食。

1941年8月28日，他召弟子入室，口授遗嘱

，从容安排后事的每一个细节。

他嘱咐弟子在火化遗体后，记得在骨灰坛下

放一钵清水，以免过路的虫蚁烫死。

九月初三日晚八时整，弘一法师在经文佛号

中圆寂，留下了一千八百多枚舍利。

圆寂之前，弘一法师留下绝笔，那是至今令

世人怅然的四个字：悲欣交集。

悲欣交集，是弘一法师的临终遗书。

寥寥四字，无穷玄机。

前半生他是鲜衣怒马、极尽绚烂的翩翩公子

；

后半生他是皈依佛门、清静修为的弘一法师

。

他这一生，横跨两个世界，

红尘之中，他是令人仰止的天才，

看尽人间繁华，韵极风流；

遁入空门，他又一心向佛，

以慈悲智慧救拔众生之苦。

他曾尝尽人世的悲欢，

只想做一个时时像人的人。

夏丏尊说李叔同“做一样，像一样”：

“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

，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

；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

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

，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

在他的一生中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

音乐方面，是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的作曲家

。

绘画方面，是中国现代版画艺术创始人，撰

写《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

膏模型用法》等著述。

书法方面，他是书画大家，鲁迅、郭沫若都

为求他的一幅墨宝而欣喜万分；诗词与篆刻也独

树一帜。

他还是中国话剧创始人之一。

李叔同
半生繁华半世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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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自从2022-2024移民计划上线之后，

各顾问中介意见纷纭，一会说“2022有

新政”，一会说“移民局大放水，加收

2万新移民”，一会说“EE通道即将开

放”……实际上，很多人对政策的理解

都错了。

误区1 移民局2022大放水，比原定计划

加收2万新移民？

虽然加拿大移民里，经济类移民仍

占比最大，达到了总数的60%；但是对

比去年计划里，几乎没变。

本次增加的2万名额，基本上都放

在了人道主义和难民身上，名额同比增

长了50%和27%。

加拿大自由党一贯“傻白甜”：

哪儿有难，就收谁家的难民，发钱

发食物发PR。

2021年，移民局丢下大堆case不管

，调了人手去加急处理阿富汗难民申请

，今年恐怕又要优先处理乌克兰难民了

。

后疫情时代，部分国家的经济、社

会问题频发——可见人道主义和难民，

依然是加拿大未来两年内优先处理的申

请类别。

2022年加拿大移民预测：EE系统将

做出重大改变？

误区2 2022要发放43万枫叶卡？名额是

怎么算的

每年发布的“移民计划”，一般指

的是每年拿到PR登陆/录取的人数，并

非是申请PR的人数。

所以，2022年上半年的名额，大多

是20年21年递交的申请；下半年会开什

么新政策，也得参考2023年的计划。

而且，移民局也并不是总能完成目

标的：

2020年，因为疫情打击，移民局措

手不及、管理混乱，只登陆了184,606位

新移民，而原定计划最少录取320,000人

。

为了弥补20年少录取的15万移民，

也考虑到疫情期间的健康政策，21年的

移民局把 PR 录取重心放在了境内 TR

（签证持有者）身上：

2021 年，一共有 405,303 位新移民

（PR）登陆，而原定计划是401,000人。

我们熟知的EE快速通道75分大放

水，5月 6日新政 9万名额，全都是为

“已在境内的申请人”服务的。这些临

时移民政策也效果显著：

2020疫情之前，30%的经济类移民

在加拿大境内，70%来自海外

2021年，30%的经济类移民来自海

外，70%已在境内

疫情使得加拿大录取新移民的 “境

内vs境外” 比例完全颠倒了……

误区3 EE名额大减，FSW会开？

早在2月14日计划推出的2个小时

内，我司专业人士就分析了今年的移民

政策，认为2022年录取新移民的侧重点

在PNP省提名，而非EE快速通道。

EE配额大减，PNP成香饽饽？

2022-2024加拿大移民计划公布！

2月16日，加拿大移民部长Sean和

商委会CEO的会谈也证实了这一点。聊

到新移民规划对商业的影响，Sean提到

了几个关键点：

#1：EE（主要是CEC，也包括FSW

）会在下一季度、不久的将来（the

near term / future）恢复；

#2：EE快速通道项目，在来年2023

会“更加正常一点”；

#3：目前还在更新EE系统，希望能

提高灵活性（flexibility）；

#4：之后会更加注重于地区、社区

发展的移民项目，比如“乡村及北部地

区试点项目” 和“市提名项目Munici-

pal Nominee Program”。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似懂非懂，不

确定Sean表达了什么意思。

不确定，就对了！

加拿大移民局的擦边球，真是一如

既往的“精准”。

不仅吊足了大家的胃口，给申请人

留下了一丝希望；也从来不把话说死，

以防给自己每年完成KPI挖坑，影响仕

途。

简单解释一下，

（#1）2022年一定会抽CEC，但还

要等几个月；

（#2）FSW多半要等到2023年才会

抽，但会尽早开；

（#3）EE系统还在更新，之后会更

加完善，审核速度也会变快；

（#4）PNP省提名还是有些宽泛，

新移民都挤在几个主要城市里，不肯去

边远地区——之后会更加注重区域性发

展，重点推出MNP市提名计划。

另外，移民局在每年的年底，会

根据新移民情况发布新的《3 年计划

书》。也就是说，2023 的移民目标计

划很可能会有所变动，让我们拭目以

待。

划重点 PNP项目是未来3年的重中之重

自从去年9月份CEC停抽以来，EE

一点好消息也没。但省提名PNP却十分

稳定——两周一捞，发放的名额也呈上

升趋势。

各省的PNP也稳定进行中，导致许

多EE申请人转向PNP项目，分数比起去

年年中，略有提升。

而且未来三年，PNP省提名都占据

经济类移民人数总额的1/3。

配合移民部长Sean所说的“鼓励发

展区域性经济、引入移民来建设社区”

食用，可见PNP省提名乃至未来会推出

的MNP市提名，都会是加拿大推崇的主

流移民方式。

2022年的CEC不仅开放时间晚、抽

取名次少、录取分数高——竞争会非常

激烈！

想要尽快拿到PR，或者工签即将过

期的申请人，建议大家尽早考虑转向

PNP及其他项目，以免夜长梦多。

2022年加拿大移民预测
EE系统将做出重大改变？

美国留学跟英联邦国家在申请审核方

面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唯分论，换句话说就

是并不只是看你的GPA有多少。所以在对

GPA的考核方面，就会因很多因素而去淡

化GPA的重要性。

这里要注意，淡化并不是不重要。

GPA是本科生涯里见证你学术历程的

一个考核单位，它在证明你的学习能力方

面的重要性，是别的标化成绩或者申请材

料不能超越的。

对于国外高校的招生官来说，只有你

的GPA达到他们的最低标准，他们才会去

看你的其他材料。

美国高校的招生官，对于GPA的考

核，是多维度的。

根据你的本科院校背景考虑

去英国留学，那些英国高校的手里是

有国内院校认可名单的。

强如爱丁堡大学，在今年的硕士申请

当中都开始使用中国认可大学名单了。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虽然美国的高

校并没有这么一份类似的中国认可大学名

单，但实际上他们在进行录取审核工作的

过程中，依然会把国内的本科学校分成三

六九等。

在不考虑院校专业排名，只考虑综合

排名的前提下，美国招生官们会把国内大

学分为五个档次：

第一档：中国十大名校。分别是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

大学。

第二档：985/211。

第三档：仅是211的学校。

第四档：双非本科院校。

第五档：其他院校（二本三本，自考

本科等）。

之所以会这么划分，是因为他们知道

中国的高考制度，本质上就是对人才的严

格筛选，能考上国内顶尖高校的人，在学

习能力方面基本都是没问题的。

那么就带来这么一种现象：相同GPA

的申请者，招生官们会去比对学生的本科

院校背景，优先选择学校档次高的学生。

如果985/211的申请者考了90分，而

清北的申请者只考了85分，那么美国的招

生官依然会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层级来进行

考虑。

这就是在留学申请中的降5分原则。

简单说就是，如果你的院校排名足够

高，美国院校也愿意适当降低GPA的要求

来考核你其他方面。

根据本科院校GPA的算法和课程难

度以及专业排名考虑

GPA的算法有很多种，标准4.0、改

进4.0、北大4.0、4.0/4.3/5.0制、加权与否

等等，甚至有的学校还会有自己的算法规

则。

对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美国

招生官们并不会用统一的标准去评判GPA

。而是会去考虑不同学校的GPA算法，有

没有加权，有没有因为课程难度过大而导

致学生整体GPA偏低。

如果因为你们学校的课程难度过大而

导致学生的整体GPA偏低，那么他们会再

从你的专业排名方面来衡量你的学习能力

。

所以如果你的GPA是因为这种情况

变得不好看，但是你的排名又很高的话，

你完全可以在你的简历和个人陈述里面来

标明你的成绩排名。

对于我们中国的申请者来说，有些学

生的GPA看上去可能很高，但是一看成绩

单，往往在里面掺杂了不少“水课”导致

GPA被拉的很高；也有些同学因为选了这

些“水课”而不重视，所以导致GPA被这

些“水课”拉低。

这两种原因国外招生官都很清楚，所

以他们往往会在审核的时候根据你的成绩

单再用自己的算法算一次你的GPA。

根据GPA变化趋势来考虑

GPA是一个不断波动的数据，大部分

申请者都不能一直保持一个较高的GPA。

对于有些申请者来说，可能在大三以

前，没有受到就业压力的影响，家里也没

有出国留学的规划，

所以不太在意GPA，

只求不挂科就好，导

致前期GPA很低。

但是当他们进入

大三，开始面临就业

压力的时候，开始考

虑通过出国留学来提

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

。这时候就开始意识

到大一大二的GPA不

具备优势，甚至不能

保证能够申请成功，

从而在大三大四阶段

开始刷高GPA。

出于这种考虑，

美国高校的招生官在

审核你成绩单时，也

会根据你的GPA变化

趋势来考虑是否录取

你。

大一大二的课程，因为涉及到的核心

专业课程不多，所以招生官们不太看重这

两个阶段的成绩。

但是大三大四是一个专业课程比较集

中，且课程难度比较大的阶段，所以如果

在大三大四你的成绩一直处于一种提升的

趋势，甚至在大四的时候一直保持住了比

较好的学习成绩，那就能从侧面证明你的

学习能力和态度。

根据综合能力来考虑

中国学生考试厉害在国际上是出了名

的。再加上美国高校更趋向于通过课外活

动来反映出你的各项综合能力水平，所以

你的个人经历有时候就能成为翻盘的契机

。

尤其是在现在的后疫情时代，美国的

高校已经淡化了标准化考试成绩的重要性

，反而对综合素质能力更加看重。

招生官在审核你个人经历的逻辑方面

是这样的：

他们想知道你的兴趣和你的付出带来

的成就，以及你对这个领域有多少激情。

他们想通过你过去的经历，去了解现

在的目标是否与之前的经历所匹配，以及

他们录取你之后，能帮你在实现目标的道

路上走多远。

简单说，就是他们想看到你在朝着一

个目标不断努力，而你的综合能力正在不

断推动你朝着目标靠近。

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你GPA

不足的弱势。

特别是对于STEM专业的申请者来说

，美国的招生官们会格外注重你在所申请

的专业领域内的获奖经历，这些奖项是对

你学习能力和综合能力的最佳认可。

所以你的课外活动所展示的领导力、

学习能力等综合能力，也是他们考虑的重

点。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留学的文书部分要

比其他国家地区的文书要求严格很多的原

因。

根据WES认证成绩来考虑

很多刚接触留学申请的人可能不清楚

WES认证是什么。

偷个懒，直接搬百度百科上面的内容

过来：

WES(WorldEducation Service)是美国

非营利性组织，也是北美最大的资历评估

公司。它为有意在美国或加拿大留学或工

作的人提供证书认证。该组织成立于1974

年，在纽约设有总部，芝加哥、华盛顿、

多伦多设有分部。

WES的成绩评估认证报告在美国高

校中使用非常普遍，为了保证申请者的真

实学历和成绩，很多学校都会要求学生提

交WES认证材料。

特别是对于因为课程难度过大而

导致学生整体 GPA 偏低，或因为对

“水课”的不重视，而导致GPA被这

些“水课”拉低的申请者来说，WES

认证可能会让你的GPA有一个明显的

提升。

因为WES认证的特点就是算法比较

宽容，专业课比重大、其他课程比重小，

只要成绩能达到85分以上就能认证出4.0

的GPA。

所以如果你是因为上述两种情况导致

的GPA低，可以去做个WES认证。

申请美国名校需要很高的GPA？
其实招生官更看重这几点

儒生雖說己年逾70， 不過對於上世紀.第二
次世界大戰而言，亦也是 「未經涉及、余生也
晚」。對於引發二次大戰中的三大魔王： 希特
拉、東條英京、墨索米尼，只是知其惡名，未
曾目睹。幼時我曾心想，假使在哪個烽火連天
的年代，如果有勇士俠客，能夠親手殺掉這三
個害人精的混世魔王，百姓幸甚、蒼天幸甚。

事有湊巧。到了今次強橫無理的俄羅斯獨
夫普丁強行入侵烏克蘭國土，以至成千上萬的
鳥克蘭國民，扶老攜幼，甘冒戰火紛飛，拼死
拼活地逃到粼國波蘭國土上去，暫得棲身之地
。

此刻雖說有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個民主自由
的國家，從金融制裁到外交孤立，來“制裁”
俄羅斯，不過比較起它仍然在使用火箭、導彈
、機槍來轟炸槍殺烏克蘭的民間屋宇大樓、子
民百姓，我真是恨不得有勇士烈士挻身而出，
一槍除掉普丁這個害人蟲。

近日就有美國議員語出驚人，竟公開煽動
俄羅斯國內民眾“除掉”總統普京。此番言論
，也引發了俄羅斯駐美大使的強烈不滿。

這位美國政客名叫林賽 • 格雷厄姆，是南
卡羅萊納州一名共和黨籍參議員。他曾是美國
空軍一名軍事律師，是共和黨在軍事和外交政
策問題上頗具影響力的人物，也被視作美國前
總統特朗普“最親密盟友”。

當地時間三月三日，格雷厄姆在福克斯新
聞的一檔有關俄烏衝突的節目中聲稱，俄羅斯
國內應當有某些人站出來“除掉”普京，這將
為俄羅斯乃至世界作出“巨大貢獻”。

這還不夠，當天晚些時候，這位議員在推
特上幾乎一字不差地再次寫下了這些言論。

“俄羅斯有布魯圖斯嗎？俄羅斯軍隊中還
有比，施陶芬貝格更成功的上校嗎？”他寫道
，“結束這一切唯一方法，就是讓俄羅斯的某
個人除掉這個傢伙（普京）。若是有勇於承擔
此一光榮刺殺任務，他就是為他自己

的國家和世界做出巨大的貢獻。”
新聞出台之後，緊接着在往後的四分鐘內

，他又補發了一條推文。
“唯一能解決這個問題的人正是俄羅斯人

民。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除非你想在黑暗
中渡過餘生，在赤貧中被世界孤立，生活在黑
暗中，否則你需要挺身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格雷厄姆在推文中提到的
兩人，都與歷史上的暗殺事件有關。

其中馬爾庫斯 • 尤尼烏斯 • 布魯圖斯是
晚期羅馬共和國的一名元老院議員，後來聯合
部分元老刺殺了凱撒。至於他提到的另一個人
——克勞斯 • 馮 • 施陶芬貝格，則是二戰時
一名納粹德國陸軍上校，她策劃並參與了一九
四四年七月二十日針對希特勒的暗殺行動，但

並未成功
一國政客公開在媒體平台上號召暗殺他國

總統，格雷厄姆的言論讓網民也驚呆了。
有人向他喊話，“你剛剛在福克斯新聞上

贊揚了特朗普，現在又呼籲暗殺普京？這位參
議員，也許你晚上應該關掉手機，你失控了！
”

“你不應該在推特上號召暗殺，這違反了
平台的政策。”

還有人說，“提醒一下：你是美國政府的
高級官員，你竟然用推特煽動違反國際法的事
情。無論我們多麼恨普京，多麼希望他病倒，
你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別去教唆別人做違法
的事。”

據塔斯社消息，針對格雷厄姆的言論，俄
羅斯駐美大使安東諾夫在臉書上進行反駁，要
求美方對此作出正式解釋並嚴厲譴責這種行為
。

“美國的命運越來越可怕，它由如此不負
責任和不專業的政客操縱。”

安東諾夫抨擊道，“美國政客的說法是不
可接受的，令人憤慨。美國對俄羅斯的恐懼和
仇恨程度正在上升。一個宣揚其道德價值為全
人類‘指路明燈’的國家的參議員，居然呼籲
恐怖主義，以實現華盛頓在國際舞台上的目標
，令人難以置信。”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美議員挑唆刺殺普京美議員挑唆刺殺普京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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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 「愛情」 惹的禍？感情糾紛釀殺
機！

《華燈初上》聚焦在「光」酒店兩位媽媽

桑蘇慶儀（楊謹華飾）與羅雨儂（林心如飾）

兩閨蜜、因愛上同一個男人江瀚（鳳小岳飾）

而讓多年友誼破裂。誰知江瀚後來又和女明星

談戀愛，兩位媽媽都被甩。蘇媽媽失戀後一度

自殺，後來ㄘㄟˋ心、答應了來自日本的恩客

「中村先生」（加賀美智久飾）的求婚。想不

到在赴日前夕，蘇媽媽竟死亡並遭棄屍山區！

這也使得大家認為羅雨儂Rose媽媽的嫌疑最大

，《華燈初上》第二部的主要劇情自然就圍繞

這之上。

但是「中村先生」原本是店中小姐阿季

（謝瓊煖飾）的客人，蘇媽媽的橫刀奪愛，讓

欠了一屁股債的阿季無法透過結婚來擺脫貧窮

，所以阿季也不是沒有殺人的動機。然而在

《華燈初上》第二部裡，警局卻查到了阿季變

賣掉中村先生送給蘇媽媽的求婚戒、加上蘇媽

媽竟然將自己的酒店股份分贈給店中小姐，包

括阿季也有一份！如今阿季也當上了媽媽桑，

究竟是因為蘇媽媽真的大方？或者是其中另有

隱情？

《華燈初上》第三部的預告則是可以看到

Rose 媽媽與負責查案的潘文成警官（楊祐寧

飾）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原本成哥只是因為緝

毒而誤闖「光」酒店，後來為了追查蘇媽媽命

案而和Rose 媽媽變成鄰居、一度過從甚密，

兩人是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究竟兩人之間的曖

昧能否修成正果？端看他們的清白度和心中的

正義感禁不禁得起考驗了！

金錢利益算不清、一場擦槍走火的交易？
在《華燈初上》第三部預告中的最新線索

就是有黑金介入案情，這使得身為警政人員的

成哥變了個人、也讓Rose 媽媽與成哥的牽扯

複雜化。

成哥是否會為了升官而黑化？聰明的觀眾

都相信案情不單純，只是疑與黑道有掛勾的葛

檢（修杰楷飾）畢竟和成哥是麻吉，在《華燈

初上》第二部裡，葛檢與牛郎亨利（王柏傑飾

）也疑似有交情。亨利為了一大包毒品而與

Yuri（謝欣穎飾）在一起，之後兩人感情疑有

生變，想必這條複雜的關係將成為《華燈初上

》第三部的一大看點。

或許林森北路上，戀愛的氛圍都是假象

，深水湧動的金錢利益糾葛才是致命的關鍵

。在 Aiko（郭雪芙飾）挑撥蘇媽媽與 Rose

媽媽不果之後，她便跳槽到寶寶媽媽（吳慷

仁飾）的「Sugar」酒店並一躍成為當家紅牌

。然而《華燈初上》第三部Rose 媽媽卻發

現寶寶媽媽對小姐下藥、讓 Aiko 陷入險境

，所以會不會其實細察一切的蘇媽媽在生前

也有發覺此事？若是如此，那麼在蘇媽媽死

後才開業、看似與「光」沒瓜葛的「Sugar」

則也有涉入不法的巨大可能性，若寶寶想要

隱匿自身髒事，自然也不會對成哥透露全部

的情資，這樣就會直接影響到蘇媽媽案的破

案進度。

養虎反噬自己？讓Rose 媽媽和成哥
意想不到的要角黑化

要說在《華燈初上》第二部中最力挺

Rose 媽媽的，就是被黑道強暴過的Hana（劉

品言飾）。Rose 媽媽二話不說收留Hana，兩

人其實是坐牢時期的獄友，看似互相力挺，但

一次在Rose 媽媽家， Hana 問Rose 媽媽有沒

有懷疑過自己？從兩人之間無言以對的尷尬氣

氛中，可以看出 Hana 和Rose 媽媽都默認了

懷疑過對方。

至於《華燈初上》第三部預告中最衝擊之

處，莫過於在阿達（章廣辰飾）對成哥的忠誠

關係有破裂之嫌疑。一聲成哥對阿達大吼的畫

面，以及成哥提及錄音帶物證的被銷毀，卻又

有兩台一模一樣的錄音機畫面出現，再加上葛

檢疑似要對成哥賄賂「收入是現在的十倍」台

詞，都可以確定象徵著「正義」的警政系統裡

面出現老鼠屎，讓辦案之路出現重重阻撓。

《華燈初上》第三部預告出現一路以來受

到 Aiko 照顧的何予恩（張軒睿飾）也聽到了錄

音帶，可能也會是讓案情出現變數的關鍵人物。

在這樣可能是每個單位裡都有上下交相賊

、也可能是有人在幕後一手遮天的詭譎狀況之

中，很可能會讓《華燈初上》第三部以一個眾

人都猜不到的方式邁向結局收官，大家可能要

開始擔心：自己深信不疑的好人角色，也都有

可能會黑化、淪為兇手了！

「親情」 是最溫暖也是最恐怖的東西？
《華燈初上》第二部帶出了更完整全面的

蘇媽媽成長故事，觀眾已經得知，除了待自己

如親人的檜木（霍建華飾）之外，子維（劉敬

飾）其實是她被朱文雄（伊正飾）染指之後所

生下的兒子。檜木和子維不太可能有殺死蘇媽

媽的動機，但蘇媽媽留下的一箱行李和一封信

輾轉經過誰的手中過？沒有人知道，卻藏有關

鍵疑點。檜木舉報蘇媽媽藏毒的證據目前尚未

釐清，很可能其中還有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蘇慶儀的媽媽蘇美玉（王靜瑩飾）懷疑子

維是蘇慶儀所生，若真的被她掌握證據，那麼

以此要脅前男友朱文雄認親、或朱文雄自己急

於認親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子維在得知自己身世之後，難道就會

乖乖就範？平時看似乖寶寶的的他，有著火爆

女子羅雨儂的長期身教（笑），加上壓力鍋在

炸開時威力最為強大，可能也將引爆不可預測

之行為，讓觀眾吃驚掉下巴！

《華燈初上》全系列成功創造出一股「劇中

每個人物都有可能殺人，戲外觀眾卻對各個角色

都沒把握」的氛圍，從戲裡全員彼此之間錯綜複

雜的關係來看，或許唯一能確定的就是潘文成警

官所說的，事情不會是一人所為，另有幫凶。

至於幫凶是誰？有幾個？關係圖畫起來，

根本是牽一髮動全身、每個人都會影響案情走

勢，真的很難猜！有沒有可能每個人都是造成

「蘇媽媽之死」的幫凶？一起來等《華燈初上

》第三部 全 8 集一次上架，一口氣看破案。

《華燈初上》第三部將於 3月18日在 Netflix

獨家播映。

《華燈初上》第三部走向線索懶人包
四要點剖析大結局兇手現形關鍵

《華燈初上》第三部預告釋出後便引發網友熱烈討論，疑似每個畫面都帶有破案關鍵！究竟這一場發生在林森北路日式酒店的小
姐命案，是肇起於媽媽桑之間的戀愛糾紛情殺？爭奪孩子紛爭釀殺機？抑或是金錢利益糾葛太過龐大、才讓一切失控走向悲劇？

本文將針對 「愛情糾紛未了」 、 「親情」 、 「要角黑化」 和 「金錢利益」 四大主題來分析綜合整理《華燈初上》第三部的劇情走
向，並為忍到三月、想要 「一口氣追完全劇」 的觀眾朋友速解《華燈初上》來龍去脈懶人包！

由新銳導演李亘執導，王紅衛、莊

麗真監製，製作團隊陣容集結聲音指導

杜篤之、藝術指導文念中、攝影指導姚

宏易以及金馬獎最佳攝影得主馬修拉克

勞打造， 謝承澤 、 牛超 、 邱天

、 齊溪 、 宋寧峰 、 陳永忠銜主演

，張艾嘉特別出演的電影《如果有一天

我將會離開你》，將於3月25日正式上

映。《如果有一天我將會離開你》靈感

來自導演李亘的親身經歷，劇情講述交

換學生李小李遠赴日本東京偏僻的“淵

野邊”展開為期一年的交換留學，因為

日語不夠流利又急需打工，只能透過老

同學邱邱介紹到一家中華料理店工作，

結識了一群在異國社會底層求生的同事

，也打破店裡原本死寂的氣氛，逐漸適

應環境後才發現，原來每個人都在面對

著關於分離的課題，在互相了解的過程

裡，形成難以忘懷的溫暖情誼。

新銳導演李亘首次執導電影長片就

請出影后張艾嘉，這次張艾嘉特別演出

學校教師，與片中學生謝承澤發展出動

人的“期間限定親情”，對他時而嘮叨

、時而吐槽，撫慰著異鄉遊子的心。原

來導演李亘早在2016年就與張艾嘉結緣

，當時李亘隨田壯壯跟《相愛相親》的

劇組，透露自己是張艾嘉的大粉絲：

「我第一次被劇組裡創作電影的氛圍所

感染，感到肅然起敬，那個感受給了我

特別大的鼓舞，也對我自己的電影創作

有了很多啟示。」該片今日曝光預告，

畫面充滿濃濃的日本當地風情，疾駛中

的電車、明亮的校園教室，以及日式風

格的中華料理店，建構出交換學生獨有

的一段深刻旅程。

電影《如果有一天我將會離開你》

擁有含金量超高的幕後製作團隊的支援

，由《流浪地球》監製王紅衛、《相愛

相親》監製莊麗真共同監製，音效大師

杜篤之操刀聲音指導、坎城影展技術大

獎得主姚宏易出馬擔任攝影指導，曾獲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的文念中

擔任藝術指導，剪輯指導馬修拉克勞也

擁有海內外各大電影節獎項，實力堅強

的製作班底傾力支援，讓該片成功獲得

海外影展青睞，入圍義大利烏迪內遠東國際影展白桑葚獎。

今日同步公開正式海報，以東京街道為背景，戴著螃蟹頭套

的李小李站在路上為中華料理店宣傳攬客，“淵野邊”裡的

眾人也以最為生活化的姿態行走在東京街頭，就像是他們在

重複循環的日常生活中一個剪影，令人好奇這場有期限的關

係將會如何發展下去。電影《如果有一天我將會離開你》將

於3月25日全台上映。

《
如
果
有
一
天
我
將
會
離
開
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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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寺院、穿着传统服装的藏族同胞，

西藏似乎太过遥远、太过特殊，仅仅是一个一

生应该去一次的远方。好像任凭世界如何进步

，西藏是永远不会变化的。其实这是外界对于

西藏的典型误解。

高海拔，布达拉，朝圣者...

大多人对西藏的认知都来自于那一篇篇的

游记

而西藏作为中国的高原明珠，也有其独特

的新时代特色

经济增速稳居全国前三，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全国第一，发电装机容量的

89.09%来自清洁能源。取得这样成就的不是江

苏也不是广东，而是西藏。西藏特殊的地理环

境决定了其特殊性，但是西藏人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并不特殊。

自2.4亿年前以来，印度板块向北移动，

时强时弱地挤压欧亚大陆板块。两个板块连接

处从海洋隆起为陆地。距今8000万年前，这

一片地区的抬升速度加快，有的地区形成高山

，有的地区形成谷地，逐渐形成了我们所熟知

的青藏高原。

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平均

海拔4000米以上，绝大部分土地位于高寒的

高原山地气候区。西藏虽然面积巨大，受制于

严酷的环境，只有海拔相对较低的河谷地带能

够发展种植业，形成聚落。层层叠叠的山脉与

冰川也阻塞了交通，物资、人员的流通非常不

易，让西藏变得相对封闭，进而形成了独特的

文化。

但是西藏毕竟与周边存在众多通道。以西

藏为中心，北可进入新疆、青海；东可到达四

川、云南；向西、向南则可以联系印巴。虽然

山川险阻，却无法阻断西藏与中央王朝绵延不

绝的交流，使之早早成为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丢掉西藏，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丢掉了

高地，中原腹地将会门户大开。

高寒的地理条件一度严重阻碍了西藏的发

展。西藏解放以前，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

制。

在环境严酷，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农田依

旧是西藏最重要的财富来源。西藏只有330万

克可耕地(15克等于1公顷)。仅有西藏人口5%

的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占有99.7%的耕

地和绝大部分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

。数百万人形同上层私产的农奴或奴隶。90%

的西藏人连自己的住房都没有。

三大领主通过垄断话语权向农奴灌输今生

赎罪换取来世幸福的观念，让农奴安于被奴役

的命运。一面极限压榨农奴的劳动成果，同时

向难以为继者放高利贷，用种种方式反复盘剥

。农奴和奴隶在死亡线上挣扎。敢于逃亡、反

抗的农奴将会遭遇残酷的惩罚。当时的一首西

藏民谣便是农奴生活的真实写照：“爷爷的爷

爷欠下的债，爸爸的爸爸没有还清，到了儿子

的儿子那辈，连利息的利息也还不完。”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由落后到进步的进

程就此开始。随着西藏民主改革的推进，神权

统治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农奴不但翻身成

为公民，其中不少还成为了领导干部。280多

万克土地分给曾经的农奴。第一个供销社、第

一个农村信用社、第一个现代学校、第一个医

疗卫生机构纷纷被建立起来。随着水电工程的

推进，电灯也不再是往日仅仅属于三大领主的

奢侈品。

特别是1954年，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通

车之后，改变了西藏的交通条件。援藏人员和

物资，终于可以一年四季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

。大大加强了各地区与西藏的各方面联系，让

高原地带变得不再遥远。

新世纪青藏铁路贯通后，交通状况进一步

改善。西藏凭借高原美景、文物保护、藏族文

化的特殊性，持续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一

阶段西藏各族人民也抓住机遇，开发当地的旅

游资源，努力脱贫致富。近年来接待游客人数

、旅游业收入都在快速增长。到2019年旅游

业贡献了西藏33%的GDP。近年来多次往返西

藏的游客，对于这里的发展大概也有所体会。

旅游业其实只是西藏近年来取得成就，在

消费端的一个具体体现而已。2020年，西藏电

力总装机容量达423万千瓦，其中9成是清洁

能源，发电量超过90亿千瓦时。不但满足了

社会各界的需求，还在近5年向

外省输送了清洁电力65亿千瓦

时。以能源为基础，西藏实现了

建制村全部通公路，通信号。光

纤宽带通达率高达99%。

有了基础设施打基础，西藏

社会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如今

，人均寿命由1951年的35.5岁增

加到2019年的71.1岁。西藏施行

15年公费教育，义务教育巩固率

高达95%。绝对贫困问题被彻底

消除，借助科技与旅游业，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多

年位居全国第一。

与此同时，因为有意识的保

护西藏传统文化习俗，当地并没

有被现代化的洪流冲得面目全非

。西藏政府多次组织文化遗产普

查。国家则投入巨额资金保护古

建筑。藏戏、藏文、藏医、藏历

节日都得到了保护和传承。

如今西藏是世界上生态环境

最好的地区之一：地级以上城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99.4%，

主要江河湖泊及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100%达标，连一度濒临灭绝

的藏羚羊，也突破了30万只。

环境好了，愿意来西藏旅行的游

客自然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

个现实是，青藏高原的生态虽然

美好却非常脆弱，而它又是中国

众多重要河流的源头，是中国，

乃至亚洲的水塔。西藏人民有活

得更幸福的需求，但是脆弱的自

然条件是一种客观限制。这就决

定了西藏必须另辟蹊径。

西藏政府在和平解放70年

之际，提出了“建设新西藏”的

宏伟愿景，着力发展高原生物、

旅游文化、绿色工业、清洁能源

。其中成为国家清洁能源接续基

地的计划尤其值得注意，这里蕴

藏着巨量水力、地热能、风能、

太阳能，如果能够因地制宜的进

行开发，成为中国能源新高地并

非虚言。

其实即使在当下，进步也正

在悄然发生。西藏不只有草甸、牦

牛、青稞田，如果你把视角放远，

还能看到风力机组和太阳能电池板

。这种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碰撞

感，不仅仅体现在能源领域，更体

现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藏

族年轻人也会在重要庆典中穿藏袍

，但是日常听的歌，用的流行语与

其它地区无异，这里的社会风气同

样是开放包容的。

有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升

、精神文化生活富足、产业发展

多元化作为基础，电竞便成功上

高地。也许是因为生活在高原地带的年轻人见

惯了高山险峰，而王者荣耀电竞团结协作，勇

攀高峰的精神内核与登山精神暗合，在西藏年

轻人中间成为了一种大受欢迎的竞技运动。

2020年，王者荣耀全国大赛开设西藏自治

区选拔赛，成为了西藏首个官方电竞赛事。仅

海选现场便有64支本土队伍，可见西藏人民

对电竞的热爱。一支从西藏走出的队伍甚至拿

下当年的全国八强以及TGA总决赛季军。西

藏电竞无论是在玩家基础还是竞技实力上，都

具有巨大潜力。

也正是这样官方赛事在西藏的成功举办，

让各方都看到了西藏电竞事业的巨大潜力，随

后又由西藏自治区电竞协会牵头，接连举办了

涵盖多项目、多层次的电竞赛事，比如“拉萨

骑士杯王者荣耀电竞公益赛”，其中一些队伍

的队员来自藏族、汉族、回族、傈僳族、羌族

等多民族，他们平时送外卖忙于工作，有空闲

的时候会打一局王者放松一下。电竞不仅为他

们带来了快乐和脱颖而出的成就感，更磨合了

不同民族队员的默契程度，以此为桥梁增进了

不同民族之间的友谊。

2021年，王者荣耀全国大赛再上西藏，海

选阶段便有近千名玩家报名，西藏电竞事业一

年间的进步可谓一日千里。西藏自治区体育局

、拉萨市体育局对于这次比赛非常重视，邀请

西藏登山队，通过在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插

“全民电竞”旗帜来助威赛事。

电竞产业的发展是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年发

展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官方还是人民，都以一

个自由、开放的心态对外，以兼收并蓄的姿态

对内，在坚持自身优势产业稳步发展的基础上

，以精神火炬相传的形式大力支持电竞这样的

新兴产业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未来发展之

潜力与能量。

刻板印象中西藏总是被贴上神秘、圣洁、

不食人间烟火的标签，其实雪域并不遥远，秘

境并不神秘，这里不仅是地理上的第三极，也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新高地。作为我们的同胞，

西藏人民同样喜欢娱乐，热爱电竞。你不会想

象到昨天和你合作上高地的队友，是一位来自

拉萨的羌族外卖小哥，这不恰恰是各民族兄弟

是一家的生动体现吗？

西藏，改天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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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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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休士頓紀事報休士頓紀事報》》發行人兼總裁發行人兼總裁
Nancy MeyerNancy Meyer 訪問本報訪問本報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小提琴演奏家劉馨小提琴演奏家劉馨（（XinXin
Liu )Liu ) 表演小提琴獨奏表演小提琴獨奏《《苗苗

林的早晨林的早晨》。》。

《《休士頓紀事報休士頓紀事報》》發行人發行人
兼總裁兼總裁Nancy MeyerNancy Meyer 在歡在歡

迎座談會上致詞迎座談會上致詞。。

休士頓大學王曉明教授在休士頓大學王曉明教授在 「「美南環球美南環球
劇坊劇坊」」 歡迎座談會上發表言論歡迎座談會上發表言論。。

美南日報社長朱勤勤女士美南日報社長朱勤勤女士（（左左 ））與來賓與來賓
《《休士頓紀事報休士頓紀事報》》發行人兼總裁發行人兼總裁NancyNancy

Meyer (Meyer (右右 ））在會場合影在會場合影。。

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左二左二
））陪同陪同《《休士頓紀事報休士頓紀事報》》董事長董事長

Jack Sweeney (Jack Sweeney (左一左一 ））參觀參觀 「「美南美南
印刷廠印刷廠 」」 。。

出席歡迎座談會的佳賓於會後合影於美南報業大樓大廳出席歡迎座談會的佳賓於會後合影於美南報業大樓大廳。。

「「美南報系美南報系」」 董事長李蔚華在歡迎會上董事長李蔚華在歡迎會上
致詞致詞，，介紹創立美南報系奮鬥的歷程介紹創立美南報系奮鬥的歷程。。

美南日報社長朱勤勤女士美南日報社長朱勤勤女士（（右一右一 ））
陪同眾佳賓參與歡迎會陪同眾佳賓參與歡迎會。。

《《休士頓紀事報休士頓紀事報 》》董事長董事長JackJack
Sweeney (Sweeney ( 左左））在歡迎座談會上致詞在歡迎座談會上致詞
。（。（右右））為為 「「美南報系傳媒集團美南報系傳媒集團」」 董董

事長李蔚華事長李蔚華。。

圖為在圖為在 「「美南環球劇坊美南環球劇坊」」 歡迎歡迎 「「休士休士
頓紀事報頓紀事報」」 發行人兼總裁發行人兼總裁NancyNancy

MeyerMeyer 大會現場大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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