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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 says main goal is Donbass, suggest-
ing scaled-back ambitions in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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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HA/LVIV, Ukraine, March 25 
(Reuters) - Moscow signalled on Fri-
day it was scaling back its ambitions in 
Ukraine to focus on territory claimed by 
Russian-backed separatists in the east as 
Ukrainian forces went on the offensive to 
recapture towns outside the capital Kyiv.

In the first big sign that Western sanctions 
on Moscow were impacting investment 
from China, sources said state-run Sinopec 
Group, Asia’s biggest oil refiner, halted 
talks on a petrochemical investment and a 
venture to market Russian gas. read more

In the month since Moscow launched its 
invasion of Ukraine, Russian troops have 
met stiff resistance and failed to capture 
any major city.

They have instead been bombarding and 
encircling cities, laying waste to residen-
tial areas and driving around a quarter of 
Ukraine’s 44 million people from their 
homes.

More than 3.7 million of them have fled 
abroad, half to neighbouring Poland, 
where U.S. President Joe Biden met sol-
diers from the U.S. Army’s 82nd Airborne 
Division bolstering the NATO alliance’s 
eastern flank. read mo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being cut off from help by Russian forces 
and are besieged in places like Mariu-
pol,” Biden said, referring to the besieged 
southeastern port.

“It’s like something out of a science fiction 
movie.”

Battlelines near Kyiv have been frozen for 
weeks with two main Russian armoured 
columns stuck northwest and east of the 
capital. A British intelligence report de-
scribed a Ukrainian counter-offensive that 
had pushed Russians back in the east.

“Ukrainian counter-attacks, and Russian 
forces falling back on overextended sup-
ply lines, have allowed Ukraine to reoccu-
py towns and defensive positions up to 35 
km east of Kyiv,” the report said. Britain 
has given Ukraine arms and military 
training.

In an announcement that appeared to 
indicate more limited goals, the Russian 
Defence Ministry said a first phase of 
its operation was mostly complete and 
it would now focus on “liberating” the 

breakaway eastern Donbass region. read 
more

“The combat potential of the Armed 
Forces of Ukraine has been considerably 
reduced, which ... makes it possible to fo-
cus our core efforts on achieving the main 
goal, the liberation of Donbass,” said Ser-
gei Rudskoi, head of the Russian General 
Staff’s Main Operational Directorate.

‘UNPREPARED TROOPS’

Moscow calls its actions in Ukraine a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to demilita-
rise and “denazify” Ukraine. Ukraine and 
its Western allies have dismissed this as a 
baseless pretext for an unprovoked war.

Russia’s defence ministry said 1,351 
Russian soldiers had been killed 3,825 
wounded, the Interfax news agency 
reported. Ukraine says 15,000 Russian 
soldiers have died.

Volodymyr Borysenko, mayor of Bo-
ryspol, an eastern suburb where Kyiv’s 
main airport is located, said 20,000 civil-
ians had evacuated the area, answering a 
call to clear out so Ukrainian troops could 

counter-attack. Ukrainian forces recap-
tured a nearby village the previous day 
and would have pushed on but halted 
to avoid putting civilians in danger, he 
said.
On the other main front outside Kyiv, 
to the capital’s northwest, Ukrainian 
forces have been trying to encircle 
Russian troops in the suburbs of Irpin, 
Bucha and Hostomel, reduced to ruins 
by heavy fighting.

In Bucha, 25 km (15 miles) northwest 
of Kyiv, a small group of Ukrainian 
troops armed with anti-tank missiles 
was digging foxholes. A Ukrainian 
soldier who identified himself only 
as Andriy told Reuters he enlisted as 
soon as the invasion began.

“I told my wife to grab the children 
and to hide in the basement, and I 
went to the drafting station and joined 
my unit straight away,” he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said it had con-
firmed 1,081 civilian deaths and 1,707 
injuries in Ukraine since the Feb. 24 
invasion, adding that the real toll was 
likely higher.

Mariupol, a city of 400,000 before the 
war, has been among the worst hit by 
the Russian bombardment.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still believed 
to be trapped with little access to food, 
power or heat.

Local officials, citing witness accounts, 
said they estimated that 300 people 
were killed in the bombing of a theatre 
in Mariupol on March 16. The city 
council had not previously provided a 
toll and made clear it was not possible 
to determine an exact figure after the 
incident. Russia has denied bombing 
the theatre. read more

The governor of Ukraine’s Donetsk re-
gion, Pavlo Kyrylenko, said Ukrainian 
forces still controlled Mariupol. 
Around 65,000 people had fled but 
efforts to organise mass evacuations 
under ceasefires had mostly failed. 
read more

The cities of Chernihiv, Kharkiv and 
Sumy in the east have also endured 
devastating bombardment. Chernihiv 
was effectively surrounded by Russian 
forces, its governor said.

CUL-
TURE 
WAR?

Ukrainian 
Foreign Minister Dmytro Kuleba said 
peace negotiations with Russia were 
difficult.

“The Ukrainian delegation has taken 
a strong position and does not relin-
quish its demands,” he said. “We insist, 
first of all, on a ceasefire, security 
guarantees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Ukraine.”

Western sanctions have isolated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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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woman walks with a bicycle next to a building damaged during the 
Ukraine-Russia conflict in the separatist-controlled town of Volnovakha in the 
Donetsk region, Ukraine March 15. REUTERS/Alexander Ermochenko

Soldiers patrol at night in Dongyin, Taiwan, March 15. REUTERS/Ann WangFirefighters work at the site of a bombing at a shopping center in Kyiv, Ukraine, March 21. 
REUTERS/Marko Djurica

Hindu devotees pray as they are 
sprayed with colored water at a 
temple’s premises during Holi 
celebrations in Ahmedabad, 
India, March 18. REUTERS/
Amit Dave

Tetiana Chornovol, a 
former member of the 
Ukrainian Parliament, now 
a service member and op-
erator of an anti-tank guid-
ed missile weapon system, 
pulls an anti-tank missile 
out of a car at a position on 
the front line, in the Kyiv 
region of Ukraine, March 
20, 2022. REUTERS/Gleb 
Garanich

A man walks at the seaside, amid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 Odessa, Ukraine March 15. 
REUTERS/Igor Tkachenko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t an event held at the
Texas Boxing Hall of
Fame Museum hosted
by my dear friend
Rosemary, I met Mr.
Juan Cerda Benitez, a
former diplomat
stationed in Beijing,

China. We hit it off
immediately and I was
very surprised that he
spoke perfect Chinese
with a Beijing accent.

Consul Benitez first
went to Beijing in 1972

as First Secretary at the
Mexico Embassy. His
first son was born in
China. Since then, he
has worked hard to
learn Chinese and he
also studied the Chinese
culture. He traveled to
many places in the
country. He often went
to the Beijing antique
markets to hunt for
treasures and enjoyed
very much the Chinese
cooking. He was smiling
when he told me all his
stories in Chinese.

He came to visit me
yesterday and showed
me a book he wrote in
Chinese and took a
photo in front of a Tiger
poster because he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Tiger.

Consul Benitez has
many beautiful
memories of his time in
China and he is very
experienced in eating

dumplings and steamed
buns. I promised him
that next time we will
invite him to eat the
same foods here in
Houston.

Consul Benitez is one of
those special people
who love Chinese
culture and has devoted
his life to promote it. He
also told me that his
elder son was born in
Beijing and is now still

teaching Chinese in
Mexico.

We also want to remind
our next generation that
you need to learn
Chinese and study the
Chinese culture like
Juan Benitez has done.
We also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hinese such
as Secretary Elaine
Chao and Ailing Gu
active in the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future.

0303//2525//20222022

MexicoMexico’’s Diplomatic Chineses Diplomatic Chinese
Connection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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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nes used in the field are able to use the newly available Starlink to keep 
connected and provide intelligence as internet and power outages plague 
Ukraine.     

Ukraine has so far received thousands of antennas from 
Musk’s companies and European allies, which the coun-
try’s minister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ykhailo Fedor-
ov, saying the tech has already proved ‘very effective,’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Washington Post Friday.
‘The quality of the link is excellent,’ Fedorov, 31, told the 
paper from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in
, the country, in remote interview made possible by a 
Starlink connection. 
‘We are using thousands, in the area of thousands, of 
terminals with new shipments arriving every other day ‘ 
the official revealed, speaking on how the satellites have 
proved instrumental in helping citizens and leaders com-
municate as the Kremlin continues its large-scale attacks 
in cities across Ukraine.  

Shortly after the invasion, Fedorov, who also serves as 
the country’s vice-prime minister, had sent a tweet to 
Musk, asking to be given access to Starlink stations. 
Musk, currently valued at $232 billion according to the 

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responded just hours 
later: ‘Starlink service is now active in Ukraine. More 
terminals en route.’ 
Within days, trucks arrived at Ukraine hauling Starlink 
terminals, as well as adapters providing power via cig-
arette lighters in cars, or battery packs, and a roaming 
feature to ensure people are connected while they trav-
el to safety.  
Starlink uses thousands of small satellites around 340 
miles above the earth’s surface. Base stations on earth 
send radio waves up to the satellites, which beam those 
down to a satellite dish terminal back on the planet. 
The aim of the system is to bring internet access to 
rural and poorly connected parts of the world. It has 
allowed internet connections to travel quickly, with 
more speed provided due to travelling through space. 

A Russian tank destroyed by Ukrainian forces.
The lower orbit of Starlink also allows signals to trav-

el even faster. Over 2,000 satellites have been sent up 
to space so far, and there are plans to launch around 
12,000 in total. The usefulness of the system has now 
reached into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the Ukrainian 
drone armies of ‘Aerorozvidka’ being able to use it to 
continue communicating with their bases by sending 
signals from Starlink terminals and using ground sta-
tions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cluding Poland. 
The Aerorozvidka unit was formed by a group of 
civilian model airplane enthusiasts and those with 
a background in engineering in 2014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war in eastern Ukraine.The group helped 
to build drones and sensors for the military to monitor 
the border, and helped to adapt commercially available 
drones to gather intelligence and even drop home-
made explosives. Eventually, the system was integrat-
ed into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It is proving so effective that the US feels supplying the 
Ukrainians with aircraft is unnecessary, and have opted 
to send Switchblades - known as kamikaze drones - 
which were initially designed for US special forces,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take down a tank. 
General James Dickinson, commander of US Space 
Command, told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What we’re seeing with Elon Musk and the Starlink 
capabilities is really showing us what a megaconstella-
tion, or a proliferated architecture, can provide in terms 
of redundancy and capability.’

Prior To Deployment Of Sattelite-Guided Drones, 
Russian Forces Made Steady Gains
The US however, has remained adamant about not de-
ploying actual troops into Ukraine, out of fears for its 
own national security - or as Biden has put it, to avoid 
a possible ‘World War III.’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reiterated 
Tuesday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and will not 
support Zelensky’s no-fly zone request for those rea-
sons. 
‘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do here is to assess what 
the impact is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own national 
security,’ the White House spokesperson said.    
But Russians have so far reacted angrily to the US’ 
- and particularly Starlink’s - support for Ukraine. 
Dmitry Rogozin, director general of Roscosmos, the 
Russian space agency, said: ‘This is the West that we 
should never trust. 
‘When Russia implements its highest national interests 
on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Elon Musk appears with 
his Starlink which was previously declared as purely 
civilian.
‘I warned about it, but our ‘muskophiles’ said he is the 
light of world cosmonautics. Here, look, he has chosen 

the side.’ 
The use of Starlink as a method for citizens and the 
government to stay connected during the invasion 
serves a major test of the relatively new technology, 
experts say, and could have last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conflict. Aside from powering weapons 
and aiding the military, Musk’s satellites have so far 
allowed citizens to stay informed against an enemy 
known for their misinformation efforts. Britain’s 
Ministry of Defense warned last week that Moscow 
is ‘probably’ targeting Ukraine’s communications in-
frastructure. 
With that said, despite repeated attempts by Putin’s 
forces to disconnect Ukrainians from the web, Rus-
sia has threatened its own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with jail time if they report ‘fake’ news about the war.  
The Russian forces have been using their fair share 
of hypersonic weapons, unleashing its ‘unstoppa-
ble’ Kinzhal hypersonic missil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Ukraine this week. Russia has never before admitted 
using the high-precision weapon in combat, and state 
news agency RIA Novosti said it was the first use of 
the Kinzhal hypersonic weapons during the conflict in 
pro-Western Ukraine.
Moscow claims the ‘Kinzhal’- or Dagger - is ‘un-
stoppable’ by current Western weapons. The missile, 
which has a range of 1,250 miles, is nuclear capable. 
This was a conventional strike. Aerial footage released 
by the Russian military claimed to show the missile 
strike. Large, long buildings are shown in the footage 
in a snowy region, before one is obliterated by a huge 
explosion - sending flames, earth and debris high into 
the air. People can be seen on the ground fleeing as 
smoke pours from the site. 
A Virtual Graveyard Of  Totally Destroyed Rus-
sian Tanks And Armored Vehicles Is Left After 
Direct Hits From Rockets Deployed By Drones 
Guided By Ukraine Forces

Photos of destroyed or captured Russian BM-
21 Uragan MLRS 9P140 launcher, Tigr-M, 
and a T-72B3 tank near Pryluky in Cherni-
hiv Oblast, Ukraine. With the technology, the 
drones can be directed to drop anti-tank mu-
nitions to help ward off the Russian attack. 
Drones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targeting 
Russian equipment as it travels into Ukraine.
Ukrainian air force spokesman Yuri Ignat con-
firmed that a storage site had been targeted, but 
added that Kyiv had no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type of missile that was used. Russia reportedly 
first used the weapon during its military campaign 
in Syria in 2016 to support the Assad regime, al-
though it was unclear if this was the same model. 

Some of the most intense bombing came in 2016 
during the battle for Aleppo, resulting in hundreds 
of civilian death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
tin has termed the missile ‘an ideal weapon’ that 
flies at 10 times the speed of sound and can over-
come air-defence systems.
Hypersonic missiles can be used to deliver con-
ventional warheads, more rapidly and precisely 
than other missiles. But their capacity to deliver 
nuclear weapons could add to a country’s threat, 
increasing the danger of a nuclear conflict. Russia’s 
announcement of the missile strike came as Kyiv’s 
army high command claimed to have killed a fifth 
Moscow general since the war in Ukraine began.
Lieutenant General Andrey Mordvichev was one 
of Vladimir Putin’s most senior commanders, in 
charge of the 8th All-Military Army of the Krem-
lin’s vast Southern Military District. Moscow did 
not initially confirm his death in keeping with most 
previous claims of the ‘liquidation’ of Generals. 
Ukraine now claims to have killed five holding the 
rank of General. The Ukrainians also claimed that 
wounded Russian soldiers have filled all hospital 
facilities in Gomel city in Belarus.

Kiev’s Missiles Are All That Stand Between 
The Russian  Air Force And Control Of 

Ukraine’s Skies
Overnight, Zelensky said Russian forces are block-
ading his country’s largest cities to wear the popu-
lation down into submission, but he warned Satur-
day that the strategy will fail and Moscow will lose 
in the long run if it doesn’t end its war. Zelenskyy 
accused the Kremlin of deliberately creating ‘a hu-
manitarian catastrophe ‘ and appealed for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to meet with him, using a 
huge Moscow stadium rally where Putin lavished 
praise on Russian forces Friday to illustrate what 
was at stake.
‘Just picture for yourself that in that stadium in 
Moscow there are 14,000 dead bodies and tens of 
thousands more injured and maimed. Those are the 
Russian costs throughout the invasion,’ Zelenskyy 
said in a nightly video address to the nation record-
ed outside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in Kyiv.
The rally took place as Russia has faced heavi-
er-than-expected losses on the battlefield and in-
creasingly authoritarian rule at home. The event 
was surrounded by suspicions it was a Krem-
lin-manufactured display of patriotism. Russian 
police have detained thousands of people from 
protests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Fighting continued on multiple fronts in Ukraine. 
In the besieged port city of Mariupol, the site of 
some of the war’s greatest suffering. (Courtesy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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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COMMUNITY
Elon Musk’s Starlink Internet                                        

Connection Dominates The Ukraine                                      
Skies Allowing Zelinskiy’s Drone                                                    

Warriors To Rule The Digital War

Elon Musk’s Starlink satellite system is giving 
Ukrainian forces the edge in winning the drone 
war as the nation fights back with technology to 
track down invading Russians.
Aerorozvidka (Aerial Reconnaissance) is being 
used to attack Russian drones and target Vlad-
mir Putin’s army of tanks and track down their 
positions in the conflict, which has been ongoing 
since February 24, according to The Telegraph. 
Drones used in the field are able to use the newly 
available Starlink to keep connected and provide 
intelligence as internet and power outages plague 
Ukraine. 
With the technology, the drones can be directed 
to drop anti-tank munitions to help ward off the 
Russian attack. 
The so-far-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tel-
lites into the defense of the war-torn nation makes 
good on a promise outspoken mogul Musk - who 

challenged Putin to a fist fight for the future of 
Ukraine earlier this week - made to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 earlier in the 
month, that SpaceX will send more Starlink sat-
ellite stations to provide internet to some of the 
country’s stricken cities.

Drones used in the field are able to use the 
newly available Starlink to keep connected 
and provide intelligence as internet and pow-

er outages plague Ukraine. 
The president of the embattled country took to 
Twitter to thank the Tesla CEO, 50, for the sup-
port, and invited the tech mogul to visit Ukraine 
once the war is over.
‘Talked to @elonmusk. I’m grateful to him for 
supporting Ukraine with words and deeds. Next 
week we will receive another batch of Starlink 
systems for destroyed cities,’ Zelensky wrote at 
the time.
Meanwhile, more Musk satellites are still com-
ing.
Early Saturday morning, a further 53 Starlink 
internet satellites were launched into space via 
rocket from Cape Canaveral Space Force Sta-
tion in Florida, further bolstering the burgeoning 
surveillance network.
SpaceX said Saturday that the 230-foot rocket, 
dubbed the Falcon 9, launched the satellites into 
low orbit without a hitch.
The Ukrainians are also enlisting the help of 
PD-1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fitted with in-
frared sensors. With a wingspan of 10 feet, the 
vehicles are being used to collect vital informa-
tion on the movements of Russian troops.  

Musk (pictured above) delivered the ter-
minals for satellite-based internet following 
a request by Ukraine’s minister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ykhailo Fedorov.
The Ukrainian drone unit uses a ‘Delta’ system, 
which has been perfected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help of Western advisers. It can be accessed 
by basic laptops, and has a ‘situational aware-
ness’ software installed, which creates an inter-
active map using images from drones, satellites, 
human intelligence and sensors to build a physi-
cal picture to help in tracking the enemy. 
The system, which is said to be on par with sim-
ilar NATO technology,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tested in the Sea Breeze military exercise held 
in the Black Sea in 2021, which involved the 
USA, Ukraine and 30 other countries.  
The Ukrainians have perfected the system with 

the help of Western countries, who have provid-
ed radio communications superior to Soviet-era 
technology. The US is said to have spent mil-
lions of dollars on the system to protect against 
Russian hacking.  
Over the past week, the US has contributed 
roughly $1 billion in new assistance to Ukraine. 

The Most Downloaded App In Ukraine
More than 100,000 people have now down-
loaded the Starlink app, with global downloads 
more than tripling in the last two weeks. Sen-
sor Tower, a firm that provides App Store and 
Google Play data, said the app was downloaded 
21,000 times globally across the two stores on 
Sunday. That is the most global installs in a sin-
gle day, the company added,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downloads coming from Ukraine. 

The US has opted to send Switchblades - 
known as kamikaze drones - to Ukraine, 
which were initially designed for US special 
forces,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take down a 
tank.
US President Joe Biden on Wednesday detailed 
how much military aid the US is already pro-
viding - and will provide - to the country, after 
President Zelensky recorded an impassioned 
plea for aid from the superpower, asking Biden 
to back a no-fly zone his administration has re-
peatedly rejected.
In the remotely held address to the US senate, 
Zelensky urged Americans to remember Pearl 
Harbor and the 9/11 attacks when looking at the 
recent events in Ukraine, and firmly asked the 
president, by name, in English, to step in.
‘It’s not enough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nation. 
Today it takes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Zelensky said. ‘Being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means to be the leader of peace. Peace in your 
country doesn’t depend anymore only on you 
and your people. It depends on those next to you 
and those who are strong.’ 
Following Zelensky’s speech, Senate Minori-
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also criticize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for what he’s seen as a 
lackadaisical response to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Early Saturday morning, a further 53 Star-
link satellites were launched into space by 
rocket from Cape Canaveral Space Force 
Station in Florida, further bolstering the rel-
atively new surveillance network
Biden Wednesday called Zelensky’s speech 
‘convincing and significant,’ as he announced 
an additional $800 million in military assistance 
on top of an already $13.6 billion aid package 
for the country, in a spending bill signed into law 
Tuesday, which includes weapons sought-after 
by Ukrainian forces to quell the Russian on-
slaught, such as anti-armor and anti-air systems.
Speaking from the White House, Biden said the 
new package will consist of 9,000 anti-armor 
systems, 7,000 small arms, 800 Stinger anti-air-
craft systems, 20 million rounds of ammunition, 
and 100 drones, ‘so [Ukrainians] can continue 
to defend their space.’ 
During the speech, Biden asserted that the US 
is ‘fully committed’ to getting those weapons to 
Ukraine in the coming days.  

SpaceX said Saturday the 230-foot rocket, 
called the Falcon 9, successfully launched the 
satellites into orbit without a hitch.
Watch Full Starlink Rocket/Satellites Liftoff 

Video Here:
https://videos.dailymail.co.uk/video/mol/202
0/01/07/7861132804827099738/640x360_
MP4_7861132804827099738.mp4
With that said, there are still fears that the sys-
tem could be impacted by internet disruption as 
Russia continues its assault, leading to power 
outages and internet connectivity issues.
Starlink, however - now the most popular app in 
Ukraine, with more than 100,000 downloads in 
the few weeks since it went live - uses terminals 
that resemble TV dishes equipped with anten-
nas that have so far addressed those concerns, 
with the satellites mounted on roofs to allow 
Ukraine citizens to access the Internet via satel-
lite in rural or disconnected areas.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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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Points
*Aerorozvidka (Aerial Reconnaissance) is being used to attack Russian drones 
and target Vladmir Putin’s army of tanks with the help of the newly available 

Starlink system which improves  internet and connection speeds.
*US billionaire Elon Musk’s new technology helps                                                            

to keep Ukrainian drones connected with their bases.
*It comes as the country has continued to suffer through                                        

internet and power outages throughout the invasion.
*The Starlink app is the most downloaded in Ukraine                                                 
with global downloads tripling in the last two weeks.

Artist Depiction Of Elon Musk (Left) And Ukraine President Zelinsky (Right)                          
Showing Their Partnership With The Starlink Satellite System And Drone Initiative.                
(Artist/Alex Andro/Donna, Texas)

BUSINESS
Hundreds Of Russian Troops And
Equipment Are Being Pounded

Elon Musk’s Starlink Internet 
Connection Dominates The Ukraine Skies 
Allowing Zelinsky’s Drone Warriors 

To Rule The Digital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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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的支持陪伴

◎ 最棒的好朋友

	作者／錢美臻

	採訪／劉本琦、許維真；作者／李成林

	作者／錢美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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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於三月初重啟食物發放，3月19日重

啟後的第二次食物發放活動中，正式啟用日前獲贈的

堆高機，節省不少志工徒手搬運的人力。	

	 慈濟德州分會食物發放項目獲得許多社區讚揚。日前，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

和休士頓台商會（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Greater Houston）聯袂捐贈一萬美元，幫助慈濟購置搬運

食物的堆高機。

	 3月19日的發放現場，眾人都看到嶄新的堆高機加入搬

運行列，高度發揮搬取和運送的功能。一改過去需要志工攀

高、或徒手搬舉的搬運法，改為輕鬆地操作堆高機，就能把

堆滿食物的貨棧從貨車中取出，再送到分裝打包的區域，處

理物資環節加快了也更節省人力。	

	 搬運問題解決後，休士頓食物發放活動遇上新的挑戰和

考驗，就是美國農業部（USDA）要求從今年起，領取物資

的民眾必須填寫一份電子註冊表。

		志工們必須幫助不諳英文，不懂電子產品的民眾，在手機    

  上完成和送交電子表格。	

曾在2017年代表烏克蘭（Ukraine）參加首屆「世界輪椅

小姐」（Miss	Wheelchair	World）選美競賽，獲選為

「個性小姐」（Miss	 Individuality）頭銜的身心障礙模特兒

奧桑納·科諾涅茨（Oksana	 Kononets），在2022年3月19

日在華裔友人莊勝硯（Johnathan	 Chuang）等人陪同下，

來到慈濟美國總會園區拜會，希望以個人艱辛逃離火線的經

歷，幫助慈濟提供更適切地援助，給來到波蘭（Poland）邊

境的烏國人民。

德州在2021年底重劃選區，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所在被

劃分為哈里斯縣（Harris County）第四選區，轄管

休士頓華埠地區的「西南管理區」（Houston	 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3月15日安排哈里斯縣第四區縣政

委員傑克·凱格（Jack Cagle）參訪慈濟，深入瞭解慈濟的

服務項目。	

	 「西南管理區與慈濟合作食物發放，雙方關係非常密

切。」負責休士頓食物發放項目的志工許書璇解說：「三月

初西南管理區執行長李成純如（Alice	 Lee）提到，她正在安

排傑克·凱格參訪華埠的行程，詢問慈濟是否加入。」確認

慈濟要參與，許書璇馬上與李成純如議定參訪行程。

	 3月15日西南管理區多位理事，陪同縣政委員傑克和其

辦公室助理來到德州分會會所，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振雄與多

名志工參與接待。羅振雄向傑克簡介慈濟創辦人證嚴法師及

發展歷程，說明慈濟在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

德州哈里斯縣政委員傑克讚揚慈濟對社區的貢獻

休士頓食物發放活動啟用新推高機

烏俄戰爭下  慈濟人助烏克蘭輪椅小姐

德州哈里斯縣第四區縣政委員傑克·凱格（中）與助理於3月15日
參訪慈濟德州分會，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振雄致贈大愛科技環保產
品與他結緣。攝影／許書璇

慈濟德州分會為食物發放新添置的推高機，已發揮功能提高工作
效率。攝影／吳育宗

烏克蘭知名模特兒奧桑納·科諾涅茨（前左）和母親瑪麗娜·科諾
涅茨（前右），3月19日來到慈濟美國總會園區，拜會慈濟美國
總會執行長曾慈慧（後右二）。攝影／駱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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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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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2日與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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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日與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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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桑納和母親瑪麗娜·科諾涅茨（Maryna	 Kononets）

在莊勝硯、蘇徵儀和朱心如陪同下，在3月19日前來慈濟美

國，與總會執行長曾慈慧會面。「我的父親、姐姐、八十多

歲的老祖母和家裡的貓，都還留在基輔。」奧桑納解說著：	

「父親堅持要我和媽媽離開基輔，他希望我別放棄堅持的夢

想，我希望能早日回國和他們團聚。」

	 當莊勝硯得知奧桑納母女進入波蘭，馬上自費搶購了機

票，她們在3月5日活動舉辦前抵達洛杉磯，順利參加時裝秀

活動。在她們暫居洛杉磯這段時間，莊勝硯承擔所有的交通

接送，並自掏腰包為她們添購生活用品與衣物。

	 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曾慈慧非常心疼奧桑納母女的處

境，得知倆人的身體都不太舒服，隨即為她們預約慈濟醫

療中心的門診檢查，並給予一張600美元急難救助金的現值

卡，讓母女倆可添置生活必需品。

	 成長在慈濟家庭的莊勝硯，溫暖地支持著奧桑納；更多

的慈濟人已投入歐洲邊境的難民營，用實際的行動，幫助流

亡海外的烏克蘭人，能繼續堅毅地面對未來的生活。

	 3月7日，美國洛杉磯KTLA電視台報導現年二十九歲的

奧桑納，參與非營利組織「夢想跑道基金會」（Runway	 of	

Dreams）的時裝秀活動，提到她為了參與活動，從烏克蘭

首都基輔（Kyiv）出發，經過五日艱辛的地面旅程，終於抵

達波蘭得以飛來美國參與活動。

	 不為人知的是，奧桑納能進行這趟旅程，幕後推手是華

裔青年莊勝硯溫暖地支持與陪伴。「我五年前在法國巴黎學習

烘培時，認識了奧桑納成為好友。」專業甜點師的莊勝硯，其

祖母蘇徵儀（Jenny	 Su）和母親朱心如（Sharon	 Chu）都是

資深慈濟志工，自幼受慈濟理念耳濡目染的他說：「我知道她

想成為頂尖的模特兒，激勵更多身心障礙者。我幫著她在美國

聯繫和送履歷，希望能爭取更多演出機會。」

	 十九歲時奧桑納因意外從五樓摔下，幸運撿回一條命卻

因頸椎受傷，致使頸部以下癱瘓。自幼學習體操、充滿夢想的

她，積極接受復健治療，回到大學取得教育學士和社工碩士學

位。2015年投入模特兒工作，曾獲選為「烏克蘭輪椅小姐」

選美冠軍等榮銜，活躍在烏克蘭與歐洲從事模特兒表演。

	 提倡時尚業需更關懷身心障礙者需求的「夢想跑道基金

會」，邀請奧桑納出席三月初的活動，莊勝硯在美國為她打

點好機票和住宿；2月24日烏俄戰爭爆發，因烏克蘭規定18

歲至60歲的男子不得離境，奧桑納想陪無法離境的56歲父

親，決定留在家鄉，便回應莊勝硯不出席活動，請他取消機

票和住宿。

我真的很感謝莊勝硯一直在幫助我，他是最棒的好朋友。

                                                          烏克蘭人　奧桑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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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維颶風（Hurricane Harvey）後，如何投入賑災與後續中

長期關懷項目。

	 志工們打開福慧床讓傑克參觀，解說慈濟的環保理念與

志工如何投入回收工作，繼而創立大愛感恩科技公司運用寶

特瓶回收塑料，製造福慧家具、環保毛毯等生活用品，作為

慈濟賑災應急物資。傑克瞭解慈濟食物發放和環保理念後，

讚揚慈濟對社區的貢獻。

	 傑克一行在短暫地參訪行程後離去，卻留下對慈濟的

深刻印象。隔天，志工接到傑克助理蘭登·里德（Landon	

Reed）來電，申請參加慈濟四月初的食物發放活動。

	 串聯社區不同組織的力量，慈濟將能達成更多、更高的目

標，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來慈濟領取物資的民眾多為亞裔和墨裔，多數不諳英文

且不熟悉如何使用電子產品，讓他們自行填寫農業部規定的

表格，是一大挑戰。

	 為解決問題，德州分會特別組織了一群註冊及資料輸入

的志工，在活動前，穿梭在「得來速」或是「步行區」，幫

民眾用手機將資料輸入表格並提交。因此，當天可看到大批

志工，一對一的耐心協助每位民眾填交電子註冊表。

	 堆高機的加入將幫助節省人力、提高效率，讓慈濟能更

為地區居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縣政府可提供大貨車，協助運送更多食物，我們一起合作

一定能幫助更多的居民。     

                   縣政委員傑克 · 凱格辦公室助理　蘭登 · 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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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光騎士》發佈記者會上，伊森霍克

提到飾演反派亞瑟哈羅（Arthur Harrow）的想

法，「影史上很多反派都是那種有心理疾病、

被心魔困住的角色，但這個故事卻是英雄有心

理疾病，這太有趣了，因為等於整個公式被逆

轉了。但是身為本劇的壞蛋，我不能再裝瘋賣

傻，因為這次輪到英雄發瘋，我必須想出其他

使壞的動機，所以這非常吸引我，該怎麼分庭

抗禮。」

漫威的主角都有超能力，但也都有缺陷，

《月光騎士》主人翁史蒂芬葛蘭特（Steven

Grant）平日是在博物館上班的小職員，但他有

人格分裂，一旦發作時就會化身行俠仗義的

「月光騎士」馬克史貝克特（Marc Spector）。

但這兩個人格卻只能搶著用一個肉身，而且往

往也沒空交接彼此做過的事，這導致史蒂芬三

不五時發現自己陷入了險境，而且一路衝到埃

及冒險？！

伊森霍克在本劇扮演反派人物亞瑟，也創

下他近35年來沒看劇本就簽約的先例。（Dis-

ney+提供）

曾演出《STAR WARS：原力覺醒》系列

（Star Wars: The Force Awakens）、《沙丘》

（Dune）等科幻電影的男星奧斯卡伊薩克

（Oscar Issac），受邀飾演史蒂芬與馬克，

「我想這是一個很棒的機會，打造漫威電影宇

宙前所未有的題材，聚焦在角色內心的掙扎。

利用埃及種種文化與超級英雄類型，討論這位

主角的內心掙扎，又能創造出一個難以磨滅卻

特別的人物，當我想好該怎麼詮釋，大家都很

歡迎我加入。」

奧斯卡伊薩克認為史蒂芬與馬克儘管都

是同一個肉身，卻是非常不同的人格，「跟

以前看過的超級英雄不同，我當下知道這次

合作經驗會非常棒，故事採取的觀點，意外

著除了外在改變，也會看到他所經歷的種種

。」他同時扮演兩個人格，透露史蒂芬葛蘭

特有一種大家沒看過的幽默感，「漫威近年

擅長結合動作跟喜劇，有了史蒂芬出現後，

可以拍一些不同的喜劇，可能是大家沒想過

會這麼好笑的，原來搞笑有另外一種方法！

也非常興奮可以到找到馬克的相對應的位置

，每次都從他身上學到一點關於黑暗警世的

刻板成見，當然他內心也有一點英國人的影

子。」

本身就是埃及人、紐約電影學院畢業的導

演穆罕默德狄亞布（Mohamed Diab），受邀成

為《月光騎士》的幕後班底。他笑說過去自己

都在中東拍攝預算很少的獨立製片，為何會被

漫威吸引，「想像一下，你是平凡人，卻發現

你有另外一個身份卻是超級英雄，所以這就是

我馬上被吸引的地方。」他也說到身為埃及人

，過去許多電影中呈現的埃及，往往就是一個

異國風情的地理環境，很少會看到當地真正很

平凡的一面，「這次透過蕾拉（Layla）這個角

色，可以呈現真正的埃及，不再只是充當主角

的背景舞台。」

伊森霍克還記得導演穆罕默德找到他的時

候，不要他看劇本，把正反之間的鬥爭想像成

一場你來我往的球賽，「我相信他，所以就簽

約了，這是我近35年來首度沒看劇本就簽約。

」他還稱讚導演穆罕默德狄亞布，充分發揮主

角擁有精神疾病的缺點，創造出獨特的敘事觀

點，「一旦打破了現實的框架，觀眾會發現看

到扭曲的觀點，這對反派來說很有趣，因為我

一直被當成窮凶極惡的角色。這成了我們想解

決的任務，我們想打造出一個內心想要拯救世

界的英雄。」

沒看沒看《《月光騎士月光騎士》》劇本就簽約劇本就簽約
伊森霍克創下從影伊森霍克創下從影3535年新紀錄年新紀錄

即將在3月30日在Disney+上架的漫威全新影集

《月光騎士》（Moon Knight），不僅主打埃及的神

話特色，飽受人格分裂困擾的主角，連反派都邀來伊

森霍克（Ethan Hawke），還沒看過劇本就簽約，讓

他直呼創下近35年的新紀錄！

美國時間20日公布第74屆編劇工

會 獎 （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Awards）得獎名單，漫威影集《洛基

》（Loki）入圍劇情類影集與新影集

兩個獎項，但全都落榜！輸給了HBO

《繼承之戰》（Succession）與《天后

與草莓》（Hacks），不過會不會有一

條時間軸是《洛基》真拿了獎，只是

被「時間變異管理局」給修剪了呢？

影集《洛基》主創編劇麥可沃爾

德倫（Michael Waldron）同時也是未

上映電影《奇異博士2：失控多重宇宙

》的編劇，此次是他首度入圍編劇工

會獎，他原本有準備成功獲獎的感言

影片，雖然最終獎沒搶到獎，影片沒

有派上用場，他還是分享給大家，寫

下：「恭喜《繼承之戰》和《天后與

草莓》獲獎，以防萬一我們贏了，這

是我們事前提供的影片。」

影片主角是《洛基》故事中「時

間變異管理局」吉祥物「分鐘小姐」

（Miss Minutes）以紙板現身，搭配女

星塔拉史壯（Tara Strong）的配音旁

白，「分鐘小姐」表示自己代表領獎

，編劇團隊的麥可沃爾德倫、畢沙K

阿里（Bisha K. Ali）、艾莉莎克拉希

克 （Elissa Karasik） 、 湯 姆 考 夫 曼

（Tom Kauffman）和艾瑞克馬丁（Er-

ic Martin）感謝編劇工會以及整個劇

組團隊，隨後「分鐘小姐」提到編劇

們要求感謝家人，但她決定不照做，

為什麼呢？她直言抨擊：「因為《洛

基》就是一部噁心、純虛構的垃圾劇

！誰會相信我是法西斯政權的陰險代

理人啦，事實上真正要擔心的是《洛

基》編劇們，很不幸他們就要被修剪

了，你們目前正在一個時間分支上，

神聖時間軸贏家應該是《繼承之戰》

的！」最後「分鐘小姐」不忘補上一

句經典時變局口號「所有時間，時時

守護」（For All Time. Always.）

看過影集的觀眾都知道「時間變

異管理局」打著保護萬物順利運作的

旗號，致力於修剪摧毀時間分支，並

抓捕變體防止分歧點事件引發多重宇

宙戰爭，根據「分鐘小姐」的發言推

估，如今看到第74屆編劇工會獎把獎

頒發給了奪獎大熱門《繼承之戰》，

代表大家正處於神聖時間軸中，可能

是時變局已經修正了神間線的結果。

麥可沃爾德倫分享的影片引起影

迷會心一笑，很可惜《洛基》沒能拿

下編劇工會獎，不過今年還有艾美獎

可以努力。官方已宣布續訂《洛基》

第二季，由艾瑞克馬丁監督編劇團隊

創作新一季劇本，觀眾可以期待下一

季回歸的那一天。

《洛基》搶獎失敗！
另一條時間軸 「分鐘小姐」 發表得獎感言

由屢獲獎項的 J.T.羅傑斯（J.T.

Rogers）主創和編劇，全新Max原創

戲劇類影集《東京之惡》（TOKYO

VICE）共8集，將在4月7日（四）獨

家與美國同日於HBO GO上線，4月7

日當天一次上線3集，之後每星期四

上線2集，4月28日（四）則播出完

結篇。

《東京之惡》是以美國記者傑克阿

德爾斯坦（Jake Adelstein）的回憶錄為

靈感創作而成，該回憶錄描寫了對東京

都警視廳的第一手印象。《東京之惡》

在東京拍攝，記錄了阿德爾斯坦（安索

艾格特飾演）在 90 年代後期每天深入

東京燈紅酒綠地區的生活，在那裡，每

個人都隱藏了真實的自己。

《東京之惡》演員陣容堅強，包

括榮獲金球獎提名的安索艾格特(An-

sel Elgort)、榮獲奧斯卡提名的渡邊謙

、榮獲奧斯卡提名的菊地凜子、瑞秋

凱勒（Rachel Keller）、艾拉朗夫

（Ella Rumpf）、伊藤英明、笠松將

，以及山下智久。

東尼獎得主J.T.羅傑斯（J.T. Rog-

ers）負責主創和編劇，同時擔任監製

；榮獲奧斯卡四次提名且為艾美獎得

主的麥可曼恩（Michael Mann）執導

試播集；監製包括麥可曼恩、艾美獎

得主Alan Poul、傑克阿德爾斯坦、安

索艾格特、艾美獎得主Emily Gerson

Saines、 Brad Kane、德斯汀克雷頓

（Destin Daniel Cretton）、渡邊謙、

Kayo Washio，以及奧斯卡得主 John

Lesher。

《東京之惡》渡邊謙、菊地凜子
山下智久、伊藤英明、笠松將參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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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我1955年出生在上海。上海淮海中

路有一幢很有名的楼，叫武康大楼，解

放前住的都是外国人，50年代初开始搬

进去许多当时著名的艺术家。我父亲王

挺琦因为是中国早期舞台美术教育的开

拓者，所以我们家就和当时文艺界的许

多人一起，包括孙道临、赵丹、秦怡等

等，搬到了大楼里。

我的童年时代过得无忧无虑，经常

在大楼里能碰到很多有名的人。但到我

十来岁的时候就来了文革，楼里的很多

大人纷纷受到批斗，当中就包括电影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郑君里。他

因为早年跟蓝萍(江青)的关系，所以文

革一开始就被打入牛棚，每天都被打得

鼻青脸肿。我父亲也被批斗，我也成了

“狗崽子”。我是家里五个孩子当中最

小的一个，所以也是最常被人欺负的一

个。我记得有一天放学回家，刚走进大

楼的大厅，一群出身好的孩子就围上来

打我。郑君里刚好从外面进楼看到了，

他想过来帮我，但他犹豫了，我至今还

记得他当时看着我的眼神。他自己已经

被批斗，所以他根本不敢上来阻挡那些

人。于是他悄悄奔上楼去敲我们家的门

，告诉了我的哥哥姐姐。随后他们下来

救了我。可后来我听说这件事又惹恼了

那些搞运动的人，没几天郑君里就被送

进了监狱，最后被迫害致死。

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父亲一辈子就是从事一个职

业 —— 做老师。他是常州武进人，

1913年生。因为母亲去世早，所以他跟

着大哥长大。家里的嫂子对他并不好，

但他很优秀，后来以最优异的成绩考进

了全国著名的苏州中学。他利用假期养

蚕来支付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每学期

不得不等到卖掉了蚕茧才能凑足学费，

所以都要晚两个星期去上学。他中学期

间也经常给报章杂志投稿，还写出了《论

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我见》这样的文章。

1938年考取了国立艺专建筑系，与吴冠中

、朱德群、赵无极成了同学，吴冠中和他

是同一个宿舍。毕业后我父亲因为水彩功

底好，又懂建筑设计，所以应邀去了重庆

中央大学担任助教。在战乱年代的重庆，

学生往往是毕业即失业，吴冠中当时没有

工作，我父亲就介绍他去重庆北碚小学做

代课老师。后来我父亲去中央大学建筑系

做讲师，可以有两个助教，其中一个他就

邀请了吴冠中。

1943年，美国政府首次给中国一批

去美国读研究生的名额，美术类只有一

个。我父亲考了第一名，被录取。但因

为当时日本人的空袭，飞机没法安全起

飞，起飞了都会被打掉，所以一直到

1944年才传来消息，可以飞到印度然后

坐船经欧洲，再到美国。我父亲在1944

年到达美国，先去了芝加哥艺术学院，

后来又进入耶鲁大学，1946从耶鲁获得

MFA艺术硕士学位。同年刘海粟写信给

我父亲，邀请他回国到上海美专任教兼

系主任。就这样我父亲就回到了上海，

并和他艺专的一个学妹结了婚。

实际上在来美国之前，我父亲在国

立艺专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我母

亲。我母亲叫董以慧，今年刚好100岁

，过几天我们就要去给她祝寿。我母亲

是浙江湖州人，13岁离家去上海东南医

学院学医，但为了抗日救国，16岁抗战

爆发前几天参加了红十字会救护队，她

是当时队伍里最小的一个。刚参加红十

字会就赶上淞沪战役爆发。八一三当晚

，两辆卡车载着救护队奔赴前线，去救

护伤员。第一辆开往真如，第二辆开往

昆山。我母亲没能爬上第一辆车。因为

那辆车人满了，上不去，所以只能爬上

第二辆去了昆山。结果日本人已经在真

如登陆。去真如的这辆车有许多救护队

员被杀死了，队长被砍头分尸，非常惨

烈。后来她辗转武汉、重庆、贵州等地

，在战场上又看到很多悲惨的场面。有

一次一个救护队的战友，手里拿着旗子

在呼喊，结果手臂被炮弹的弹片炸飞，

她还完全没知觉。有一次敌机过后，我

母亲惊问旁边的队员“你没事吧？你看

你的腿呢？没了！”等那个队员意识到

的时候，嘴里还在说着“我没事”，接

着整个人就昏死过去。

我母亲从小就喜欢美术，所以后来

在1941年考取了国立艺专，还是五年制

的。43年艺专设立工作室制，她进了林

凤眠的工作室，成了他的弟子之一。等

到我父亲从美国完成学业回国的时候，

他们俩就结了婚。结婚介绍人是潘天寿

，证婚人是刘海粟。我母亲毕业后去东

南医院工作，一直从医。1952年我父亲

去上海戏剧学院创建中国第一个舞台美

术设计专业。他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舞

台美术设计教材，这本教材至今还在中

央戏剧学院沿用。他也因此被誉为是中

国舞台美术设计的奠基人。但后来文革

他遭受多年迫害，1977年不幸英年早逝

。

我的出国之路

我自小就喜爱书法、绘画，又居住

在武康大楼，生活中经常接触那些艺术

界的人士，所以可以说是在颜文梁、刘

海粟、吴冠中和闵希文这些前辈的关怀

下长大的。加上父亲认为我在五个孩子

当中最有艺术天赋，所以从小就让我学

书法和美术。后来文革要写大字报，我

的书法也倒有了充分锻炼的机会，提高

很快，当时很多有名的书法家也都在一

起搞书法展览。我中学还没毕业就去了

长宁区工人文化宫教书法，一星期教两

次。到了1976年，我就进了上海工人文

化宫。文化宫属于上海总工会管辖，有

非常庞大的资源，也聚集了一大批文化

艺术人才。我在那里主要负责舞台美术

设计，每年要搞很多场不同的演出。

1978年我为话剧《于无声处》创作设计

了舞台美术，这部作品当时在全国引起

极大的反响。我还和剧组一起去北京参

加了汇演。

1979年1月，上海市委组织部调我

去 负 责 当 时 全 国 唯 一 的 一 个 工 业

展 —— 上海工业展览会的大厅设计。

同年我考入了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的广告包装专业。当时负责招生的老师

说，其实你的设计作品已经是专业水平

了。入学后第一个星期，我又被上海外

语学院的好朋友陈珏请去创作他编剧的

话剧《抉择》。那年刚刚拍完小花的陈

冲担任了这台

戏的女主角。

记得最后一天

舞台布景实在

来不及完成，我请了全班同学一起去帮

忙。那天在上海外语学院的“友谊堂”

与陈冲一起忙了一个通宵。当年这台话

剧还获得了上海市大学生汇演的金奖。

等到我大学毕业，正好赶上出国潮

。一个是大环境，同时也有家庭背景的

关系，促成了我决定到美国留学。我父

亲去世早，那些以前和他共事的前辈们

都鼓励我出国，所以我就着手准备。当

时只有上海图书馆三楼可以查学校资料

，根本不像今天这样可以随便上网查。

还有，那些学校都要求一定要有三个以

上Professor的推荐信。我就拿字典去查

Professor 的意思，一看，翻译过来是

“教授”，可那时上海美术界哪里有几

个真正的Professor？其实现在回头看，

这是一个误解，Professor不一定非要是

正教授。但我就按这个标准，去找刘海

粟、颜文梁、谢海燕。我总共申请了七

所学校。很可惜我那时把他们写的推荐

信的原件全都寄给学校了。当时颜文梁

老先生还特别认真，一定要盖上他的私

人印章。我说美国不需要盖章的，有签

字就行了。他说不行，非要一一盖上他

的章。

后来有幸我收到了七个学校的录取

信，但因为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给

我教学助理的奖学金，所以我就选择了

那里。有了录取信和奖学金，还有签证

这道关。那是1985年夏天。当时的签证

通过率差不多是一天只有两三个人签出

来。但是申请的人却有好几百。为了排

在前面，我姐姐前一天下午五点就到领

事馆门口帮我去排第二天的队，结果也

只排到第五个。那天夜里还下了倾盆大

雨，她就在那里站了一夜。

当时美国驻上海的领事馆签证的地

方只开三个窗口，三个三个地签。我们

去到里面等待的人离窗口很近，中间只

隔了一道帘子。那天在我前面的三个人

都铁着脸出来了。轮到我，我一看刚好

是总领事本人，他那天是临时替签证官

代班。之所以知道他是总领事，是因为

那时候大家早已经把里面谁是谁搞得清

清楚楚，每个人什么特点都有听说。我

上前去，总领事还在低着头整理前面那

个人的资料。我主动跟他打了一声招呼

，就把我的一些绘画和产品设计的几十

张幻灯片递给他。他后来看到申请表上

写着我父亲在1940年代去过美国，立马

反应就不一样了。他问我“你爸爸去过

美国？” 我说是的，但是他已经过世

了。他马上很热情地对我说“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签证出来刚好是雨过天晴，真是不

敢相信就这么签出来了。我一出来就有

好多人围上来询问，我姐姐还在一边焦

急等待，当知道喜讯时她也特别兴奋。

后来我到美国后三个月，就帮我二

哥找到了经济担保人。之后六年时间，

我就把我哥哥、姐夫、姐姐全都办出来

了。他们现在都在美国。但只有我是从

事艺术的。

当时我还没有结婚。但出国前我跟

我太太就已经认识了。我太太是广西南

宁人，她也是79年上大学，读的是理论

物理。她毕业后分配到当地的研究所，

之后被派到上海来学习。刚好广西在上

海的一个办事处的人是我妈妈的朋友，

她来找我妈，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当时

互有好感，出国前我们经常通信。碰巧

在我出国那天，下午2点半的飞机，上

午11点我收到她的祝福信，她在信里表

明了自己的情感。

留学，跻身时尚设计产业

1985年夏天，我来到了纽约。当时

大家都说美国是天堂。飞机落地，出了

机场，我当时特意在地上蹬了几下，看

看能不能踩出一块金子来。但到了学校

的第一关可并不轻松。因为学校给了我

TA(教学助理)的工作，但系主任写信通

知我，当时录取你是根据你提交的书面

材料和你的经历，但我们没见过你，TA

要独立授课，所以你必须先通过教学委

员会的面试。所幸我当时的英语还能应

付，再加上我对素描、水彩、油画这些

技能本来就很熟练，在国内受了多年的

训练，所以顺利通过了委员会的面试。

当时八十年代的纽约有一位非常有

影响力的艺术家叫Jack Goldstein，我导

师跟他是朋友，所以86年经导师介绍，

我就去为Jack工作了。他的作品后来被

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但其实这些作品

都是由他的助手完成，而我就是他的那

位助手。

我在奥本尼学的是纯艺术专业，毕

业后靠这个很难找到工作，所以我1988

年又接着申请了纽约的普拉特艺术学院

，在那里学习工业设计。

1990年我从普拉特毕业前夕就如愿

找到了工作。因为我需要公司帮我申办

绿卡，所以我不能再为Jack工作了。当

我向他提出辞职时，他非常失望，说

“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既懂艺术又懂设计

的人了”。果然，他从90年我离开后就

再也没有新的作品了。现在回想起我离

开的时候，他那种失落的眼神，我从没

看到他那么悲伤，那一瞬间的情形，让

我终身难忘。更没想到2003年他在自己

家卫生间自杀了。

离开Jack后，我在1990年为Nickel-

odeon电视台设计了他们至今还在沿用的

Kids' Choice Awards的那个奖品 — 橘

色小飞艇。后来我又为MTV主持“超人

” 项 目 设 计 ， 获 得 “Best Design

Achievement for Superman from MTV”

奖。在那之后的十多年，我先后为很多

时尚品牌主持设计项目，包括Georgette

Klinger、Charles Jordan、Victoria’s Se-

cret、 Estee Lauder、 Revlon、 Clinique、

Guess、 Brooks Brothers、 Paul Sebastian

、Crown Crafts、Mohawk、Nielsen Bain-

bridge等等。还和Donna Karan、Alexan-

der Julian、Calvin Klein、Betsey Johnson

、Ralph Lauren、Mary Engelbreit等著名

设计师合作，为他们开发礼品、化妆品

和家居用品。

有一次我带着我妈妈和我太太去逛

34街的梅西百货，走进一楼，那里有各

大品牌的化妆品，其中有几个专柜都是

我设计的品牌。销售人员起初很热情地

向我们介绍柜台里的商品，我跟她们说

我比任何人都熟悉这些东西，因为它们

就是我设计的。她们简直不能相信，这

些东西都出自一个中国人的手。

难忘当年的艺术家朋友

纽约那时候聚集了很多中国艺术家

。艾未未是我第一个交往比较多的朋友

。他以前在国内搞“新新画派”，我在

奥本尼读书的时候他来我们系里的画廊

办了第一个画展。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在普拉特读书的时候他经常来找我。

后来90年代初他拿到了“六四”绿卡。

我那时刚刚工作还正在办绿卡，有一天

他就兴奋地跑来告诉我他拿到绿卡了。

我说你太幸运了，我要为公司做一年半

的奴隶才能拿到。结果过了几个月，他

又来找我，说“大宙，我要回国了！

” 我一愣，你什么时候回来？他很大

声地说，“我不回来了！我将成为第一

个拿到绿卡又放弃绿卡的中国艺术家！

” 我当时正在跟几个美国朋友聊天，

我就给他一一介绍，结果他兴奋得根本

顾不上搭理人家，当时搞得我倒是非常

尴尬。

另一个好朋友是陈丹青。我们经常

在一起聊天，有一次我还陪他去时代广

场街头画画。那天我们找了一个50多街

比较安静的地方，没人来画的时候我就

听他聊天，天南地北；有客人的时候我

们就背靠背画肖像。那个时候的时光，

想起来恍如隔世，也非常让人怀念。

当然也有一些遭遇比较悲惨的朋友

。上海来的林淋，他就是在时代广场的

街头被人开枪打死。他去世前几天还来

找我太太，说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找你

太太(我太太学理论物理出身)，我现在

正在搞宇宙大爆炸的绘画研究，但我缺

乏物理知识，所以我来请教她。那是我

们最后一次见面。后来他出事的地方好

像是八大道45街左右的一个电影院前。

我刚工作两年就实现了“美国梦”

，在皇后区森林小丘买了第一幢房子，

就在原美网公开赛赛场的斜对面。我真

正停下来是2003年。当时我收到聘请，

回上海创办华师大的艺术设计学院，到

了中国以后就基本全部扑在教育上了。

我刚回去的时候不拿一分钱工资，只是

后来俞立中校长上任之后要求我一定要

拿薪水。我现在基本上是中美两边跑。

我家人都在纽约。两个儿子一个是从纽

约大学商学院金融专业MBA毕业，一个

是在布朗大学学IT。

我现在也兼任一些其他职务，包括新

泽西州立大学Montclair大学客座教授、加

州州立大学Stanislaus分校客座教授、上海

戏剧学院客座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客座教

授等。同时也担任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文化

艺术与创意产业分会执行会长。

王大宙:中美艺术设计四十年
王大宙，著名艺术家和工业设计师，中国舞台美术奠基人王挺琦之子。1985年

来美留学，1990年代起担任纽约众多著名时尚品牌的产品设计师；2003年起投身中

美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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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白百何主演《檢察風雲》
將於4月30日上映

希望能夠如約而至！
《檢察風雲》是由最高人民檢察院

影視中心與文投控股聯合出品，麥兆輝

執導，趙鵬編劇，黃景瑜、白百何、王

麗坤領銜主演，王千源、馮紹峰特別主

演的聚焦于中國檢察官的公訴犯罪電影

。主要講述在開展掃黑除惡的鬥爭中，

檢察官如何擔當如何作爲的故事。這部

劇將于4月30日全國上映！

一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一場舊案

與新案的敵我難辨，就這樣開啓了挖掘

真相的層層漩渦，年輕的檢察官心中的

正義感與責任感指引著他們探尋背後更

大的黑幕。挖掘出故事的真相，給逝人

一個交代，還冤者一個清白，這就是人

民檢察官的使命與初心，特別是劇中黃

景瑜飾演的檢察官李睿，面對複雜案情

眉頭緊鎖，爲了探尋真相不止不休，深

陷危險也在所不辭，千方百計的想找到

故事的真相，其實這部劇與檀健次與金

世佳主演的刑偵劇《獵罪圖鑒》有很多

相似的地方，他們雖然所處的類型不同

，一個是刑偵劇一個是檢察劇，但是他

們所面對的案件是相似的，他們的責任

也是一樣的，他們都是爲了揭開真相，

懲惡揚善，維護正義！《獵罪圖鑒》中

，檀健次作爲一位畫像師，每一次遇到

疑難案件，他都憑借著自己出色的畫畫

技術，利用人體骨骼畫出嫌疑人的肖像

，助力于案件的成功告破！中間差點丟

了性命，但他依然選擇堅守自己的初心

，去拯救更多被害的人群，也許這就是

他們警察與人民檢察官的信仰吧！

白百合這兩年的新劇也是不斷上映

，在前不久她與佟大爲主演的家庭劇

《我們的婚姻》中，白百合的角色給我

的感覺更像是本色出演，很真實也很接

地氣，她把這個角色的多樣性刻畫得入

木三分，不論是母親形象，還是職場女

性不怕輸的倔強性格，都精准演繹出來

，讓觀衆看著很入戲，這部劇不僅講述

了夫妻之間的相處之道，也傳達出了對

兒女養育方面一些獨特見解，在這部劇

中剛結局，雷佳音與宋佳、殷桃主演的

家庭劇《人世間》就立馬上映了，難道

這是有人特意安排的嗎？我覺得這兩部

劇有很多的相似之處，雖然這兩部劇上

演的劇情不一樣，一個是夫妻與兒女之

間的故事，一個是兄弟姐妹這個大家庭

間的情感故事，但是他們的主題確實出

奇的相似，都是在講述著家庭間的悲歡

喜樂，都在傳達出一種“珍惜眼前人”

的告慰。也期待白百合在《檢查風雲》

這部劇中的辯護人角色能夠使人有眼前

一亮的感覺。

東北式嘮嗑有多搞笑？
《醫是醫二是二》告訴你答案
由王紫萱、趙凱導演，賈

冰、劉桦、韓烨洲、朱天福等

主演的東北上頭古裝情景喜劇

《醫是醫二是二》正在愛奇藝

小逗劇場熱播中。該劇總制片

人鈕繼新現任愛奇藝副總裁、

芝麻莢工作室負責人，團隊代

表作有《天盛長歌》《夏至未

至》《我的莫格利男孩》《愛

情公寓》系列 《瓦舍江湖》

等。

《醫是醫二是二》是小逗

劇場的第二部喜劇，講述了精

明老頭六世祖李世真與門派首

徒李逍陸一路逃亡行至逍遙鎮

聚賢街，意外幫助酒館老板娘

徐二娘化解了一場江湖危機，

從而攜手合作，陰差陽錯之

下，昔日酒館變成了 成了醫

館，一群人上演著一連串令人

啼笑皆非的故事。

賈冰新劇被兩美女倒追
卻心系第三人向師父獻吻

求成全

《醫是醫二是二》在演員

選角這一塊是真的有點東西在

身上，賈冰、劉桦、孫濤、李

誠儒、王甯、蔣詩萌……這陣

容光是看著就喜劇氛圍十足，

加上劇中爆梗頻出，“這性格

哪行”、“人間正道是滄桑，

做人不能太囂張”等台詞更是

讓人上頭。當然這部劇的笑點

不僅僅在于有趣的梗，還有很

多意想不到的發展………

賈冰飾演的李逍陸這次不

僅搞笑還變霸總，感情故事線

豐富到讓人仿佛穿越霸道總裁

愛上我的場面……先說第一集

賈冰這“青春年少”的人設，

導演給觀衆鋪的反差感足足

的。接著自帶主角光環的他一

出場就使牛央鴿對他一見鍾

情，在遇到情敵到訪醫館時

，央鴿直接怼“別來無恙，

那就別來”，好一出守陣地

的那味了。然而情敵還不止這

一個，一會兒李逍陸和老搭檔

蔣詩萌整上親口餵飯的操作，

一會兒李逍陸又爲了心上人

和師父下跪求成全，還不惜

對師父親了一口，也是很拼

了。大師兄和幾個女人之間

的愛情故事起起伏伏，誰看

誰上頭！

李誠儒重操舊業再現“三
如”名句

孫濤蔣詩萌今晚驚喜客串
在昨晚的劇情裏，李誠儒

被賈冰飾演的李逍陸從醫館門

口撿了回來，沒病卻一直賴著

不走，最後衆人使出渾身解數

給他看心病，其中最大亮點則

是他再現重案六組的經典場面

，三句台詞“如鲠在喉、如坐

針氈、如芒刺背”更是回憶滿

滿。

新釋出的預告中，《醫是

醫二是二》也“從天而降”新

的人物，想必會帶來更多奇特

的故事，迎來新的高潮。同時

在今晚播出的劇集中，歡樂喜

劇人團建又添兩員大將，央鴿

從小一起長大的好閨蜜阿萌出

場，兩人一見面就互怼的日常

太好笑了，蔣詩萌更是對賈冰

親口餵飯，好一出感情大戲。

而孫濤一出場就號稱自己有金

剛不壞之體五雷不傷之命，千

百年來就是死不了，來到醫館

一心求死？一會兒說“想把自

己獻給你們”，一會兒說“自

己有病”——這又是什麽刺激

劇情？更加好奇下一集會發生

什麽了！

在各有小心思的聚賢街，

賈冰還會有多少神奇的“戀

愛”經曆呢？後續還會有更

多喜劇演員客串嗎？關東門醫

館還會發生多少令人上頭的故

事？愛奇藝小逗劇場《醫是醫

二是二》正在熱播中，3月18

日起，VIP會員每周五至周一

20:00各更新兩集，非會員每周

五至周二20:00各轉免1集，一

起來蹲守快樂，看這群喜劇人

身上還會有哪些“爆笑”的故

事發生吧！

《人生大事》點映堪稱人氣收割機
朱一龍為什麽能“一人千面”？

“唢呐一響上天堂，人生除死

無 大 事 。 ” 這 句 話 描 述 的 正 是

《人生大事》帶給我們的感覺，

近日這部電影的首次點映堪稱是

人氣收割機，被稱作 2022 年必看

的佳作之一。

沒有《入殓師》的大提琴，但

有二手玫瑰的唢呐；沒有《小鞋子》

的娃娃鞋，但有哪吒的紅纓槍；沒

有《蝴蝶》的法語歌，但有莫三妹

的廣場舞，《人生大事》以歡笑诠

釋原本沈重的話題，以微見著的拍

攝方式讓殡葬題材電影引起觀衆共

鳴。

雙向救贖的催淚佳作
《人生大事》把話題對准了殡

葬人群，帶著我們一步一步掀開了

這個不爲大衆所熟知職業的神秘面

紗，讓我們了解到生死也可以那麽

有溫情。

監制韓延秉持一貫的風格，這

一次敢于把中國人最忌諱的死亡

擺到台面上講述，始終以“愛”

爲核心，把冰冷的殡葬從業者展

現成了帶有美好祝願的“種星星

的人”，以孩童的角度講述著生

與死的故事。

這部電影承載了我們對于死亡的

深度思考，但又不完全是在講死亡，

而是在告訴我們要好好活著，死亡不

是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

殡葬師莫三妹與小孩子武小文原

本是毫無交集的兩個人，但因爲武小

文外婆去世而相遇，兩人從針鋒相對

到心心相惜再到相依爲伴，就像整個

劇的節奏一樣，前調搞笑，中調溫馨

，後調爆淚。

這一對沒有血緣關系的父女情

，在一段又一段故事中雙向救贖，

武小文慢慢地對于世界有了新的看

法，莫三妹也改變了對于自己職業

的態度。

“一人千面”的朱一龍
溫 潤 公 子 齊 衡 、 天 真 勇 敢 吳

邪 、 溫文儒雅陳一鳴、鐵血英雄

洪翼舟……朱一龍飾演的每一個角

色是他，但又不是他，他的每個

角色都會給人帶來煥然一新的感

覺，那他爲什麽可以做到“一人

千面”呢？

第一，得益于朱一龍敢于走出

舒適圈，去挑戰新角色。這一次在

《人生大事》中首次挑戰寸頭造型

，將“三哥”的世俗而不市俗、痞氣

但不匪氣、正義而不迂腐表現得淋漓

盡致。

第二，朱一龍真正做到了尊重角

色。他在飾演每個角色期間，就好像

他本人也有了這個角色的氣質和形象

，他會認真去琢磨每個角色想要表達

的情感，與角色共情，讓自己完全融

入進去。

第三，朱一龍適應角色的能力很

強，演活了角色。很多情況下角色的

性格和朱一龍完全不像，但看他呈現

出來的角色，就像爲他量身定制的一

樣，演出來非常有代入感。

在朱一龍飾演的所有角色身上

都很難找到上一個角色的影子，每

一個角色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好

的演員就是這樣，只想著如何把這

個角色更好地呈現給觀衆，爲每一

個角色設計自己獨特的表現形式，

讓觀衆看劇時更投入，更可以記住

角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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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金斯伯格被提名进入最高

法院，有人称她法学院的男同学都以

bitch来称呼她。她悍然回应：“被人叫

悍妇，总好过胆小鬼”（Better bitch

than mouse）

2020年9月1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鲁斯· 巴

德· 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

1933年3月15日—2020年9月18日），

在进行胰腺癌治疗时因并发症去世，享

年87岁。

或许在她逝世之前，大部分人都不

曾了解过这位传奇女性。在许多追忆文

章中，人们可以拼凑起一个坚毅的女性

形象：她曾四次打败癌症，为保持身体

健康长期坚持健身，甚至在80岁生日之

前还能连续做20个俯卧撑；

她因不畏强权，敢于异议而被称为

“臭名昭著的RBG”（原指美国传奇说

唱歌手Notorious R.B.G）受到许多年轻

人的爱戴，以至于她的形象频繁出现在

T恤、马克杯甚至是cosplay中；她与丈

夫马丁· 金斯伯格（Marty Ginsburg）伉

俪情深，共同致力于推动美国法律事业

的进步... ...

但这一切，不过是金斯伯格传奇一

生的冰山一角。

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的悼词所说：“金斯

伯格大法官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女性铺

平了道路，再也不会有像她一样的人了

。

一 追求平权的“淑女战士”

仅从外貌和举止来看，金斯伯格毫

无疑问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淑女：头发

总是梳得光滑平整，喜欢穿套装，色系

搭配令人舒适，耳环、项链、手套等配

饰总是别具巧思。她在公众面前发言时

，会不时羞涩地笑一笑，声音温柔。一

如朋友对她的评价：“害羞、喜欢安静

。”

金斯伯格也从小被母亲教导要成为

一名淑女，只是这一淑女的定义并不困

于深闺、专注家务与丈夫的含义，而是

更强调“不要让无谓的愤怒等负面情绪

占据你的心灵”。

母亲不厌其烦的教导，塑造了金斯

伯格“在沉默中爆发”的独特性格，也

让她在那女性身份举步维艰的“旧世界

”，愈战愈勇。

学生时代，金斯伯格曾担任《哈佛

法律评论》的编辑，这是美国法学界最

具分量的刊物之一，重要到可以影响最

高法院的判决。彼时的她已是哈佛法学

院中占比2%的女性中的一员，也是500

多名精英中成绩排名前25的佼佼者。

但因为金斯伯格的性别，在校内，

她不被允许进入资料室；课堂上，教授

不会对她提问；毕业后，甚至没有一家

律所愿意雇佣她。

她后来回忆：“在整个纽约市，没

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会雇用我……我想应

该是三个身份的原因：我是犹太人、一

个女人和一个母亲。”

20世纪中期，金斯伯格开始为推进

性别平等而努力。她对美国国家公共电

台NPR说：“妇女运动在60年代末活跃

起来。那时，我是一名法学院教授，

有时间我可以致力于实现

这一变革。” 20世纪60年

代，她率先在罗格斯大学

开设了一门教授法律与性

别的新课程。

1972 年，金斯伯格与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

）共同创立了妇女权利项

目。同年，她成为哥伦比

亚大学法学院的第一任终

身教授。她很快也成为了

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总顾

问，发起一系列反对性别

歧视案件，其中有六个将

她带到最高法院，她打赢

了其中五个案子。

1973 年，她在最高法

院的首次辩护发言，至今

回看，依旧发人深省：

“现今的性别观念，将女

性在职场受到的不公，美

化为对女性的保护，这使

得女性生来便应当成为家

庭主妇的观点成为一种共

识。这些区别对待造成了

一种后果：它们让女性被

禁锢于低人一等的社会地

位之中。”

除此之外，她还亲自

撰写了美利坚合众国诉弗

吉尼亚案的最终判决，让

创办了157年的弗吉尼亚军

事 学 院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简称 VMI）首次

对女性敞开了大门。

她在出席弗吉尼亚军

事学院的活动时说道：

“我知道还有些人抵制这

一改革，对此，我的回答

是：‘走着瞧吧，总有一

天你会为毕业于VMI的女性而骄傲’。

”

“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真正的

变化、长久的改变，都是一步一步实现

的。”为了改变女性备受歧视的状况，

金斯伯格创办了第一份探讨女性问题的

法律评论杂志《女性权利法律报道》；

她也让最高法院首次承认性别歧视违宪

，并成为了首位主持同性恋婚礼的美国

大法官。

尽管金斯伯格常被打上自由派的烙

印，但她在法庭上的形象却以严谨克制

为标志。

她曾在有关合法堕胎的标志性案件

“罗伊诉韦德案”上做出大胆进步的裁

决，随后表达了她复杂而严谨的态度：

“全面合法化堕胎为时尚早，最高法院

不应该仓促做出影响广泛的决定，而应

该先逐步推翻各个州的法律，靠民间运

动和立法机构引起社会变革，然后法院

才能改变判例。”她坚信，逐步发生的

变革才是可持续的，可妥善解决的。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金斯伯格成

为了美国许多年轻人的偶像。由于金斯

伯格的敢于异议的政治风格，一名年轻

的法学院学生在Tumblr上为金斯伯格创

建了一个名为“Notorious RBG”的账户

，向已故的说唱歌手“Notorious BIG”

致敬。

而这个账号也将金斯伯格的一生事

迹介绍给了新一代年轻女权主义者，并

进一步将她推向了所有法官中最罕见的

那种类型: 她成了一个受人崇拜的偶像

。

二 金斯伯格离去

美国保守党迎来春天？

然而，一代女性的北极星最终还是

陨落了。

当地时间2020年9月18日晚，数百

人聚集在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门口，自

发地举行了有关纪念金斯伯格逝世的悼

念活动。他们点燃了蜡烛，高唱《Imag-

ine》，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 。

首席大法官约翰 · 罗伯茨（John

Roberts）也表达了对金斯伯格的哀悼：

“我们的国家失去了具有历史地位的法

学家。我们最高法院失去了一位珍爱的

同事。”在晚些时间，美国白宫也随后

降半旗志哀。

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NPR报道，在

她生命的最后几天，金斯伯格曾告诉孙

女，“我最热切的愿望是，在新总统就

职之前，我的席位不会被取代。”

金斯伯格与特朗普的纷争始于2016

年。金斯伯格称特朗普是“一个骗子”

，“的确非常自负”，批评媒体对他的

态度太过温和。她认为，

特朗普的想法前后不一。

而在当时，特朗普也对金

斯伯格进行了回击：“ 联

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卷入政

治竞选是极为不妥的，她

应该向法院道歉，因为这

是会让最高法院蒙羞的行

为。”

尽管最后金斯伯格罕见地

表示，自己针对唐纳德· 特

朗普的竞选资质发表的言

论有欠考虑，示意歉意，

但这一事件也无疑扩大了

两者的在政治场上的隔阂

。

作为最高法院四位自由派

大法官之一，金斯伯格的

逝世为特朗普政府在 2020

年 11月美国大选前提供了

一个任命大法官的大好机

会，这也很大程度上意味

着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占多

数席位的态势将进一步扩

大。

继特朗普上任以来，其政

府已任命了两名大法官。

金斯伯格在世时，美国最

高法院已向保守派倾斜，

人数上保守派以5比4占据

领先地位。而现在，如果

特朗普再任命一位保守派

大法官，那未来美国最高

法院的判决也将可能更加

趋于保守。

尽管金斯伯格去世的消息

传来后，特朗普在明尼苏

达州的竞选集会结束时表

示自己刚刚获知此事，并

称赞金斯伯格“是一位了

不起的女性，有着了不起的人生。”但

他并未直接回应是否提名大法官的相关

事宜。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消息，有白

宫人士透露，特朗普将会提名金斯伯格

的接任人，即使他没有连任成功。“他

将尽一切可能填补席位，并扩大他任命

保守派法官进入联邦法院的遗产。 ”

而就在9月18日晚，参议院多数党

领袖、共和党人士米奇· 麦康奈尔表示

，他将迅速采取行动填补最高法院的空

缺，并支持特朗普提名大法官的意向。

同时他也做出声明：“该人选将由投票

决定。”

金斯伯格的去世，标志着自由主义

者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巨大损失，也标志

着一位曾热情倡导女权、公民自由和法

治的美国左派法学家的离去。一场政治

风暴也似乎悄悄来临。

截止目前，美国自由派在最高法院

上有关堕胎权、移民、限制总统权力等

裁决都已取得较艰难的胜利。如在堕胎

权方面，尽管存在新冠疫情等不稳定因

素影响，但越来越多的州采取行动来保

护堕胎权和撤销限制性法律，如弗吉尼

亚州和华盛顿特区就在今年取得了显著

进步，取消了堕胎限制并积极扩大了女

性获得堕胎护理的机会。

但金斯伯格大法官离去后，这一问

题的推动将更加艰难。在大选方面，民

主党候选人拜登的竞选前途似乎也将受

到一些微妙的影响。

2016年的美国大选，在民调显示时

任民主党候选人的希拉里支持率超过共

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情况下，正是最高

法院的席位空缺，巩固了特朗普背后保

守派人士的支持——特别是福音派人士

，他们看到了机会来减少堕胎权。

调查显示，由于最高法院的问题，

右翼的选民比自由主义左翼人士更多，

这也成为了特朗普选举中一重要优势。

离2020年美国大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

，这一大法官席位的空缺也可能会产生

类似的影响。

三 她留下的火种必将生生不息

如果问金斯伯格：“你如何在家庭

和事业之间保持平衡？”我想她可能会

腼腆一笑：“我想，我做不到。”

金斯伯格是一个工作狂，而丈夫则

是他的开心果、她的闹钟，会每天定时

提醒她回家吃饭和上床睡觉。他们的女

儿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成长于

一个家务分工均等的家庭里：父亲负责

做饭，而母亲负责思考吃什么。

可以说，金斯伯格不是人们想象中

的完美独立女性，她不是万能的，她也

不曾当众疾呼自己的观点，但是她对于

性别平等、对于女性权益保护的贡献，

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70年，在里德诉里德案中，金斯

伯格亲自为其写下诉状，从此确定了财

产管理不得以性别歧视的方式进行登记

与处分，财产的管理人不再是“男性必

须比女性优先考虑”，从而使女性的财

产权得以保证。

1973年，她为空军少尉弗朗蒂罗争

取房屋补贴，让今天司空见惯的女性平

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得以实现。

1975年，金斯伯格帮助一位单亲父

亲争取被称为“母亲的补偿”的社会保

障金，以此表明社会性别歧视的广泛性

和严重性。

同样在1975年，金斯伯格代理了爱

德华兹诉希利案，从此在一贯保守的路

易斯安那州，女性也可以走入陪审团，

维护自己的参政议政权。

金斯伯格从不是那个站在街头高举

木板与旗帜的人，也不是在网络上破口

大骂的人，即使她面对的是强权和侮辱

。

在《温柔的正义》（Linda Hirsh-

man，2018）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1993年，金斯伯格被提名进入最高法院

，有人给她发了一份传真，称她法学院

的一位老同学在扶轮社的会议上说，法

学院班里的男同学以bitch来称呼她。回

顾她一路走来的历程，从在哈佛法学院

被男生嘲弄，到步入这个国家的最高法

院，金斯伯格回应道：“被人叫悍妇，

总 好 过 胆 小 鬼 ” （Better bitch than

mouse）。

身高仅1米55的她，一生都只是沉

默地弓着腰，一点一点搬去性别平等这

条路上的石块。

来者尚不知在何处，但金斯伯格已

做到“前无古人”。

大法官金斯伯格
从淑女到｢悍妇｣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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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莱坞进行“三旧改造”项目中的多个单

位最近遭到联邦政府调查，这些项目是由414名

中国投资者使用投资移民的方式，共投资2.07亿

美元建造的，原本接近尾声，绿卡在望，但如今

绿卡可能变得遥遥无期。

受影响的一共有四个

项目，分别是——

梦 想 好 莱 坞

（Dream Hollywood）

汤 普 森 好 莱 坞

（Thompson Hollywood

）

汤 米 好 莱 坞

（Tommin Hollywood

）

市民新闻好莱坞

（Citizen News Holly-

wood）

它们坐落在一个老旧

的好莱坞社区，而这

几个项目也是将老旧

社区提升层次的重要

项目，通过EB-5投资

移 民 的 方 式 吸 引 了

414 名中国投资者，

每人投资50万美元，总计2.07亿美元用于开发

。

不过，目前开发商正陷入与一个强大的工会

和16名国会议员的纠纷中，他们要求联邦政府对

该项目进行调查。

争议焦点是否满足创造就业机会

众所周知，EB-5投资移民项目，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每个项目是否满足创造10个以上的就业

机会。

工会指责开发商，这些酒店公寓项目没有

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对当地工人不公平。该

工会代表整个南加州酒店、餐馆、机场和会议

中心大约3.2万名工人，是洛杉矶一个较大的工

会组织。

工会领导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中一

家酒店“梦想好莱坞”开业时创造了 700 个

工作岗位，根据参与该计划的资金数额和投

资者数量，它应该至少创造了 1800 个工作

岗位。

开发商则表示，工会和立法者没有把计算数

百个临时建筑工作岗位和数十个因该地区商业活

动增加而开设的职位计算在内，比如因为酒店的

建设，为解决数千人吃喝的问题，附近餐馆增加

了更多雇员来为建筑工人服务。算上这些的话，

三家酒店和一家活动中心创造了6600个临时性和

永久性工作岗位，远远超过满足EB-5投资移民的

需求。

风波再起资金使用受到审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还

没搞清楚，国会议员也加入了战斗，他们指责开

发商使用投资移民的钱不透明，要求联邦移民局

审查酒店的资金使用情况。

该项目的资金由414名参与投资移民的中国

富人集资，每人50万美元，总计2.07亿美元，投

资方式是区域中心项目。

也就是说，投资人只管出钱，不管经营，也

没法查询自己资金的使用情况，联邦政府也不管

，全靠项目方的道德水准，于是发生了多起项目

方私吞投资人钱财的事情。比如2017年，美国

联邦调查局(FBI)、联邦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

以及国土安全部调查局（HSI）联手查封了洛杉

矶华人核心区的一个移民律师事务所，就是针对

投资移民欺诈的，包括一名律师在内的三名嫌犯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欺骗了上百名中国投资超

过5000万美元，导致他们钱卡两失。

去年，法官判处一名60岁的马里兰州男子和

一名前白宫军事助理各102个月的刑期，他们也

是把投资移民的钱占为己有。

如今，包括华裔众议员刘云平在内的16名国

会议员致函移民局，要求审查资金的使用情况。

毫无疑问，这些审查将导致投资移民的进程

大幅减慢，本来即将到手的绿卡，可能变得遥遥

无期。

不知这414名中国投资者看完这则新闻的后

的感想如何？

洛杉矶多个投资移民项目遭调查

414名中国富人绿卡梦或破灭

据海华熙瑞加拿大移民专家了解到：

加拿大移民局（IRCC）最新数据显示，

2022年1月加拿大登陆新移民达到35,260人

。加拿大移民部长肖恩· 弗雷泽 (Sean Fras-

er) 表示，新冠疫情对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可

能会产生重要影响。即使今后大流行结束

，现在一些帮助政府实现今年目标的临时

措施也可能会继续保留。

2022年1月，登陆的新移民中有65%属

于经济类移民，该比例高于计划中56%的经

济类移民；20%为家庭团聚移民，低于计划

24%的移民人数；难民和人道主义类别登陆

人数保持在15%，今年该类别计划登陆人数

比例为20%。

在1月登陆的经济类移民中，加拿大

经验类移民（CEC）人数最多，达到约7,

700人。2021年，IRCC主要靠CEC移民完

成了当年的移民目标，去年CEC移民占新

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一。通过 5.6 新政

（TR2PR）登陆的移民人数超过7,000人，

仅次于CEC移民人数。排在第三位的是省

提名项目的新移民，为 4,200 人。联邦技

术工人项目（FSWP）的登陆人数约2,600

人。

新移民登陆人数统计表

最近 IRCC的数据显示，FSWP的申请

正在被加快处理。自1967年至疫情开始以

前，FSWP一直是加拿大最受关注的经济类

移民项目，疫情期间该项目申请被暂停。

近几个月，IRCC正在加速处理FSWP

积压的移民申请，在去年 12月中旬至今

年 2月底期间审批量超过 9,000 人，远高

于2021年大部分时间平均审批600人的速

度。

2022年 1月登陆新移民数量值得关注

的另一个原因为，正常情况下每年的第

一季度和第四季度都是新移民登陆数量

最少的时段。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新

移民登陆人数将上升 40%左右，也就是

说如果 IRCC继续加快审批境外移民申请

，今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的登陆人数将更

高。

2022年加拿大已经解除旅游限制，随

着加拿大疫情的好转，毋庸置疑，IRCC有

能力处理更多的移民申请，加拿大完成今

年的移民计划是可以期待的！

加拿大新任移民部长上任，各项利好

政策也是逐步落地，加拿大移民局也是频

频“放水”，足以证明加国政府想要吸纳

新移民的决心。政策变动的前期申请人会

相对少，那么这也意味着前期邀请分数可

能会比较低，而且审理都会相对宽松很多

，所以抓住前期机会将会非常重要，竞争

也会比较小。

加拿大开年强劲，1月份登陆超3.5万移民
今年狂送43万张枫叶卡

俄乌冲突、全球疫情、金融震荡……很多人

正在焦虑与彷徨，包括一些身份规划者，也进入

了观望状态：还有必要移民吗？

答案是肯定的。

防患于未然，多一重身份，意味着应对危机

的能力和选择的自由度扩展了若干次元。

硝烟再起，让国家安全跃升为身份规划者最

在意的要素之一。在这方面拥有较大优势的国家

迅速升温，比如永久中立国爱尔兰，比如欧洲最

安全目的地葡萄牙。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发布的2021全球和

平指数报告（Global Peacee

Index，简称GPI）显示：葡

萄牙的安全和平指数位列全

球第四，仅次于冰岛、新西

兰和丹麦。

2019年、2020年，葡萄牙

的和平指数更是蝉联世界第

三、欧盟第一。

而我们通常认为很安全的

国家，爱尔兰、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都居

于葡萄牙之后。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月份，来自美国的

申请人数量罕见地超过了中国人。

2022年2月，共计94位主申请人和100位附属

申请人获批葡萄牙黄金签证。其中，来自美国的

主申请人为21人，排名第一，其次是来自中国的

，13人。

这分数是如何得出的？

《和平指数报告》覆盖全球99.7%的人口，利

用23个指标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和平指数。

这23个评估指标又分为三大类：

持续国内国际冲突：包括国内国际冲突的次

数、持续时间、造成的伤亡人数、以及与邻国的

关系等6个评估指标。

安全与治安：共计10个评估指标，大部分是

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如政治稳定性，犯罪率，恐

怖主义，难民数量等。

军事化：涉及军队规模、军队开销、核武器

等，共计7个指标。

除了代表着安全之外，经济与和平研究所还

认为，和平指数比较高的国家，也意味着政府的

运转比较稳固，商业环境较为优越，以此判断他

们能够更快地从任何危机中恢复过来。

葡萄牙获评全球最安全国家之一、领跑整个

欧盟成员国，大概取决于如下两个原因：

葡萄牙地处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拥有

超过1000多公里的绵长海岸线，邻国只有西班牙。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葡萄牙得以偏安一

隅，不像其他欧洲国家邻国众多，常出现难民、

骚乱一类的问题。

另外，葡萄牙属于地中海气候，全年阳光，

得益于此，葡萄牙历史上很少出现瘟疫，自然灾

害也鲜少发生。

葡萄牙公民对于安全的认知度很高，同时政

府也不断增加安全方面的投入，葡萄牙用于国家

安全投资已从每年的1200万欧上升至9000万欧。

葡萄牙超过85%的公民都信奉天主教，几乎

没有宗教种族等问题，恐怖主义更是没有。

在葡萄牙购房移民拿身份“禁足”里斯本、

波尔图等大都市区之后，通过基金投资方式进行

身份规划，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葡萄牙移民局（SEF）指出，去年选择基金投

资移民方式者，数量是两年前的8倍。

主要得益于不可替代的优势：投资金额少、

无资金来源要求、低风险、强监管、收益免税，

还能照拿欧盟身份！

如果选择了房产基金投资移民，优势得再加一

条：不直接投资房产，却能坐享房价上涨的红利。

又想拿身份，又想从大都市的火热楼市中获

益，还要低风险，房产基金移民是周全之策。

移民，还有必要吗？

「冉冉春光今又至，園內桃柳新姿。
墨灣海外片帆稀。 木棉長不語，細雨冷胭
脂。

逝水難隨春日返，潺湲流盡相思。靈
丹無計避衰遲。爭如斜照上，傾倒酒盈卮
。

......調寄臨江仙‧新晴......
本人 「為食書生」，一生皆是好讀書

、愛美食，及寫詩填詞。近日但覺 「桃眉
化春煙 韶華似飛箭」。上月新歲猛虎開年
之際，才在金冠酒樓內欣賞到龍獅共舞的
歡樂景象；轉眼之際，又踏入春天三月，
春暖花開的季節。

放眼美國境內，新冠疫情正一步又一
步地下降，感染人數大減，困擾美國民間
兩年多的口罩，幾乎可以棄之不用，民眾
正逐步開顏。可惜我的老家香港九龍，正
是處身於水深火熱當中。 在第5波疫情肆
虐之下，每天感染市民數目均是 3 萬至 5
萬之多；而新冠病毒死亡人數，己升到
5300多人，聞之 的確是傷感及悽然。

不過最令吾人痛心的，無疑是俄羅斯
入侵鳥拉克，四週下來，家園盡毀，300 多

萬烏國國民，逃離故國，成為歐洲波蘭及
鄰國的難民, 顛沛流離，慘不忍睹。此刻烏
克蘭的平民百姓，想必更比家貓家狗更為
徬徨——擔渴擔飢擔勞苦擔戰火灼傷，眼
下此去哪裡才是可以棲身的家鄉？只好叫
天叫地叫祖宗，惟願不會逢上兇殘的俄羅
斯韃虜。這叫我想起古人有語，正是：寧
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因為太平犬尚有
兩餐溫飽，我等太平人，除了要求溫飽之
外，更追求精緻美食佳餚，才對得起辛勞
工作的自己。

早天好友梁德舜牧師，向我發出請柬
，邀請我夫妻二人，到糖城之恩典教會，
參加其成立11 週年崇拜慶祝活動。既蒙厚
愛，當然是卻之不恭，跟隨關沃湛舅兄，
依時出席週日崇拜慶典。活動完成，更蒙
邀請外出午餐。

如此厚待，令我這位非教友在心存感
激之時，即席草寫 「七言詩」乙首，回敬
恩典教會梁牧師：
恭賀恩典教會

劫後相逢如隔世 喜逢恩典十一年
幸有我主來寵幸 開拓美南一片天

楊楚楓敬上
其後我心想，秀才人情紙一張的回敬

似覺不足，趁 3 月中旬乃休市校區春假之
便，特邀請梁牧師及舅兄伉儷，同到金冠
酒家之內，共話 「一年之計在於春！」

金冠酒家乃休斯頓數一數二 的大型粵
菜酒樓，位於休市中國城心臟地帶、百利
大道之上、繁榮獅子城商場之內。樓外停
車車位眾多、位置寬敞。大堂之內可容
300 多人進食。酒家知客彬彬有禮、侍應服
務週到殷勤。廚房出品，無論是小炒或是
點心，均是佳品。週一至週五，由11 點至
3 點，有價廉味美的特價午餐供應，合共
58 味，豬牛雞 蝦、鮮魷、多春魚、炒飯炒
麵，式式俱備，更有半百味港式點心供應
，匠心呈獻多款春日美饌，為我們帶來無
盡的味覺驚喜，胃口大開，正好細嘗春日
佳味。飽食之余，頓覺此行不虛，因為走
出全冠，頓覺齒頰留有......香哩！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春日午茶到金冠春日午茶到金冠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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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法合製電影《為了國家》

（For the Country），根據阿爾及利

亞裔、法籍導演哈希德阿米（Rachid

Hami，以下簡稱阿米）的親身經歷改

編，去年底因劇情需求來台取景，近

一個月拍攝期因疫情面臨諸多挑戰，

於年初順利殺青。

該片是文策院「國際合作投資

專案計畫」作品之一，台北市影委

會亦投資新台幣300萬元。監製馬天

宗業界資歷深、人脈廣，負責解決

問題；製片之一馬君慈實施「拍5休

2」的制度，提供劇組友善的工作環

境，在台灣影視產業立下標竿範例

。

「我一開始就打算在台灣拍片

，呈現弟弟與我在台北相處的時光

。」2010年，法籍導演哈希德阿米

的弟弟來台學中文約8個月，期間阿

米首度造訪台灣探視他，停留10天

。之後弟弟返回法國就讀軍校，卻

慘遭霸凌不幸離世。對弟弟滿懷思

念的阿米，難忘兄弟倆在台北前嫌

盡釋、重拾情誼的時光，遂將親身

經歷改編成電影。

7年前，阿米來台拍了一支短片

，之後為籌備長片勘景，亦頻繁往

返台北和巴黎，歷時兩年。他說：

「我熟悉這裡的人事物，交了很多

朋友，也幸運認識馬君慈、馬哥

（指監製馬天宗），他們是很棒的

合作夥伴。」

《為了國家》幕後製作團隊陣

容堅強，包括導演哈希德阿米（右2

）、製片馬君慈（右1）和監製馬天

宗（左1），吸引政府單位投資，左

2為文策院內容策進處國際合資組組

長唐翊雯。

馬君慈長期居住英美兩國，參

與不少國際合拍片，在朋友介紹下

認識阿米，受到他的故事和劇本吸

引接下此案，並在台灣尋找資金。

她與馬天宗曾合作《引爆點》，得

知文策院推出「國際合作投資專案

計畫」，積極爭取，馬天宗協助牽

線，成為文策院首度與法國合作的

國際投資作品。

《為了國家》相關小檔案導演

哈希德阿米（Rachid Hami），法籍

阿爾及利亞裔，演員、編劇、導演，

首部執導的劇情長片《放牛班的提琴

手》曾入選釜山影展、威尼斯影展。

馬君慈，製片、編劇、導演，

致力劇本開發和培訓跨國合製製片

人，曾協助《麻醉風暴2》赴約旦取

景，參與製作作品有《美國女孩》

《引爆點》等。

馬天宗，跨界製作人，作品有電

影《囧男孩》《翻滾吧!阿信》《引

爆點》等、電視劇《麻醉風暴2》等

，曾監製音樂劇《木蘭少女》《搖滾

芭比》《台灣有個好萊塢》。

唐翊雯，曾任職公視，製作紀

錄片、長短片和影集，作品有《戰

浪》《日子》和《通靈少女》等，

現為文策院內容策進處國際合資組

組長，負責內容開發和國際合作投

資專案。

台法合製電影《為了國家》來台取景
法籍導演改編親身經歷紀念弟弟

皮諾丘電影繼大賣鬼片《女鬼橋》後

推出2022年指標恐怖鬼片《頭七》，揭

開台灣人最避諱談論的傳統喪葬習俗，由

任家萱Selina首次擔任電影女主角。Selina

首度主演的電影《頭七》在清明連假前推

出4月1日零時零分的「頭七回魂場」，

Selina勘稱超強吸票機，200多個位置迅速

秒殺，她得知後表示：「很開心大家的支

持，當然希望有更多人能進電影院看到我

的演出，保證會嚇到你茅塞頓開，通體舒

暢。」被問到是否已準備好提起勇氣走進

戲院看自己的大銀幕處女作，她說：「一

直在做心理建設，其實是挺想看看自己的

表演如何，但是這幾天常常會有點害怕，

想到電影情節，有時候甚至失眠！」最後

她決定：「我應該會帶耳塞進去看，避免

音效嚇到我。」

Selina為了電影《頭七》吃盡苦頭，

平日膽小怕鬼的她，從上表演課起就不停

被驚嚇，因為表演老師還特地為她安排

「恐怖訓練」課程，先是關燈、伸手不見

五指，眼睛還被矇起來，「然後他會偶爾

觸摸我，我要去找他在哪。」她表示在訓

練過程中漸漸的越來越害怕，恐懼不斷累

積，「因爲那都是一種未知感，上課到最

後，我真的是哭到窩在角落，身體一直不

斷發抖。」

幸好課程結束後，老師立刻擁抱她，

「讓我知道現在恢復正常了，也是在安全

的環境。」但老師也要她謹記上課當時的

身體壓力與心靈恐懼感，「我在演出時就

把這些身體顫抖跟害怕的記憶拿出來，會

感覺到自己體內的每個細胞都緊繃到最高

境界。」

電影《頭七》拍出台灣鬼片的新高度

，日前舉行試片會，有影評大讚電影的運

鏡光影都極為用心，直呼：「誰說鬼片不

能拍得很美？」更稱讚劇情上的編排：

「在人與人的關係、人性面中有很多的討

論，相當豐富與全面！」認為「貼近生活

感更可怕」；也有影評表示，「光是在古

院透天厝里拍家族頭七法事，就讓人頭皮

發麻。」還有一張老照片細節更是令人發

毛！

恐怖鬼片《頭七》由任家萱Selina、

陳以文、納豆、吳以涵主演，陳家逵、

高宇蓁、鄧志鴻、赫容、舒偉傑特別演

出，皮諾丘電影事業有限公司出品暨製

作、馬棋朵數位影像公司、台灣大哥大

myVideo、杰瑞音樂出品、導演沈丹桂執

導、資深製作人葉直育監製，4月1日全

台上映。

《頭七》推清明連假
Selina打包票：看完通體舒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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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特产很多东西，二人转、烧烤啤酒......

都是这片地区鲜明的标签，但在今年冬天

，“盛产冬奥冠军”无疑成为了东北的最大特

色。

最近，高亭宇夺得了速度滑冰男子500米的

金牌并打破项目的奥运会纪录，赛后接受采访

时，国外记者问到你怎么形容自己的性格？高

亭宇直接答道：“我比较‘格路’吧！”这句

难到了现场同声翻译的东北话又再一次证明了

它冬奥赛场“官方语言”的地位。

如果进一步细数，还会发现这次冬奥中国代

表团的176名参赛运动员里，有足足100人来自

东北。开幕式上，护送奥林匹克会旗入场的6位

运动老将里，有5位来自东北。目前的奖牌榜上

，除了谷爱凌、齐广璞和闫文港，其他人全都来

自东北；中国香港选手可以无缝衔接东北话；匈

牙利选手在用东北话回答记者说自己是长春那嘎

达的；而在赛场外，你还可以永远相信王濛的单

口相声式解说。把我国历届冬奥冠军集合起来，

绝对能再拍一部《东北一家人》。

所以说，到底为啥这届冬奥会，哪哪儿都

是东北银？

1951年第一次全国滑雪表演大赛在吉林省

举办。

1959年中国第一座标准滑雪场：黑龙江金

厂滑雪场；第一届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市、吉

林市举办。

1960年中国第一支速滑队：黑龙江省速滑

队；

60年代，因为国内难见室内冰场，长春市

胜利公园的天然封冻湖面就是吉林省体校速滑

队的训练场，此地曾练出不少冠军。

1963年我国第一位冬季项目世界冠军：罗

致焕，黑龙江伊春人。

1996年朝鲜原本要主办第三届亚洲冬季运

动会的，后来改在哈尔滨办，但朝鲜也为此次

盛会印制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东北在冬季体

育项目上具有较高的竞争力，在北京冬奥会之

前，东北地区其实已经举办过两次大型的国际

赛事，分别是1996年的哈尔滨第三届冬季亚运

会和2007年的长春第六届冬季亚运会。本次冬

奥会上，因天才少女谷爱凌而备受关注的项目

自由式滑雪，也是在1996年哈尔滨亚冬会上第

一次正式成为冬季亚运会比赛项目的。

两次冬季亚运会都举办得很有东北特色，

例如哈尔滨亚冬会的吉祥物是黑龙江特产大豆

，而长春亚冬会的吉祥物是梅花鹿，是不是瞬

间就接上了黑土地的灵气？

两场亚冬会之间也有传承，例如在哈尔滨亚

冬会的开幕式上，花样滑冰运动员陈露代表全体

运动员宣誓；而到了长春亚冬会的开幕式上，陈

露则是首个高举火炬进入五环体育馆的运动员。

如今，想要找寻当年比赛的风貌，可以前往

尚志市的亚布力滑雪场，当年主办了雪上5大项

（包括表演项目跳台滑雪）；或是长春市的莲花

山滑雪场，其U型单板滑雪道由瑞典雪联设计，

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国际标准U型槽比赛场地。

离哈尔滨不远的亚布力滑雪场在圈内圈外

都极负盛名，“亚布力”得名于俄语“亚布洛

尼”（意为很多苹果树），是当地人为制造异

国情调所取。

1974年，亚布力建立滑雪场，是中国最早

的一批滑雪场之一，见证了中国第一支滑雪队

的诞生，自1986年起就是国家极地科考队唯一

的冬训基地。并且曾经举办多项国内乃至国际

赛事，包括第5、7、10、11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第3届亚洲冬季运动会，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

季运动会雪上项目等。

1996年建立的亚布力风车山庄，也就是阳

光度假村的前身，是中国第一个商业性滑雪场

。当时，有企业家借鉴达沃斯的模式，建立阳

光度假村的前身——亚布力风

车山庄，有力地支持了哈尔滨

亚洲冬季运动会，但项目因为

10年间并未盈利，且投入巨大

，存在财务压力。2007年，澳

门赌王何鸿燊长子何猷龙收购

阳光度假村以及其它多个滑雪场，但也因金融

危机不了了之。

现在，它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滑雪场，度假

区加上滑雪训练中心总占地面积约255公顷。滑

雪道总长度40公里，共有17条初、中、高级滑

雪道，它的高山滑雪道也是目前亚洲最长的。

每年来亚布力的游客都有六七十万人，普通游

客是慕名而来，发烧友是年年都到。除了滑雪

之外，景区自2001年起每年都会举办中国企业

家论坛的年会。

如果说到经济、旅游，七台河可能名不见

经传，它只是黑龙江省的一个地级市，典型的

东北重工业城市，偏居一隅。

但如果说到短道速滑，七台河的名字你一

定听过。它是中国短道速滑的代表城市，早在

1970年代，就已经开始发展短道速滑运动。当

时，一位在体委工作的教练孟庆余，创立了七

台河市第一支业余滑冰队，谁都没想到中国的

冰上运动将以此为起点，迎来改变。

特别是到了1991年，当张杰在世界大学生

冬季运动会上夺得首枚金牌之后，短道速滑项

目更受重视，在当地开始快速发展，之后培养

出杨扬、王濛、孙琳琳、范可新等运动员。

在北京冬奥会之前，中国共夺得了13枚冬

奥金牌，其中10枚来自短道速滑，而七台河籍

短道速滑运动员“承包”了其中的6枚，占中国

短道速滑冬奥金牌总数的五分之三，也因此被

誉为“冬奥冠军之城”。

根据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的数据，七台河市

在训短道速滑注册运动员超400人，占全国注册

总数的20.4%，是全国短道速滑项目后备人才储

备最充裕的城市。这些运动员除了为冬奥等国

际赛事助力，也曾在国家级赛事中共获得535枚

金牌、16次打破世界纪录。

关于这部分的历史，作为游客的你还能在

七台河的短道速滑冠军馆看到。该馆在2019年

落成，共设有8层展厅，主要有“孟庆余和历代

教练、杨扬、王濛、张杰、城市基因”等不同

主题，通过实物、雕塑、图片、资料、音像等

，深入挖掘了七台河47年滑冰事业的历史，成

为了弘扬冬奥精神和文化的地标。

自然把冰雪送给了东北，东北的孩子早早

就习惯了出门玩一天，打出溜滑堆雪娃，冰车

一滑就不回家的生活，而童年的快乐自然早就

和冰雪联系在了一起。

近年来，辽宁省实施开展着“百万青少年

冰雪计划”和“校园冰雪计划”，黑龙江有

2824所中小学设置了冰雪体育课程，占学校总

数的87.1%，滑冰也成为了黑龙江的中考体育项

目之一。在白雪皑皑、冰冻湖泊的画面里，似

乎一下雪，东北才是东北。

这次冬奥会，除了身为东道主和选手们

精彩的表现，我们总守着点津津乐道地看比

赛，也许还在于我们看到了体育不止竞技的

一面。从副业来参赛，到选手们真心为任何

一个人取得技巧上的突破而欢呼庆祝，再到

大跳台比赛最后一日结束后，工作人员相约

着从赛道上滑下来，自信、勇气和轻盈的心

态，屏幕前的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如果能有

一件事让冰雪运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那一

定是发自真心的热爱。

东北，溜冰滑雪元宇宙的终极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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