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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s governor announces deal with Mexican state expected to ease truck traffic jams
April 15 (Reuters) - Texas will halt enhanced
inspections of trucks arriving from Mexico after
reaching an agreement with the last of four neighboring Mexican states, Governor Greg Abbott said
on Friday, a move expected to alleviate costly,
long backups over the past week.
The agreement calls for the Mexican state of
Tamaulipas -- located on the easternmost part of
the Texas-Mexico border -- to increase security
efforts targeting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drug
smuggling, Abbott and Tamaulipas Governor
Francisco Garcia Cabeza de Vaca said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in Weslaco, Texas, near the
U.S.-Mexico border.
Last week, Abbott, a Republican running for reelection in November, ordered state authorities to
conduct “enhanced safety inspections” of vehicles
as they cross from Mexico into Texas in order to
uncover smuggling of people and contraband.
The stepped-up inspections, which Abbott said
were needed because of President Joe Biden’s
inability to secure the border, snarled truck traffic
and sparked protests by Mexican truckers in their
country that shut down several commercial crossings in Texas and New Mexico.
The traffic jams caused millions of dollars in losses and prompted pressure from business groups,
including the Fresh Produce Association of the
Americas, an alliance of more than 100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 import and distribution of
Mexican produ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exas Agriculture Commissioner Sid Miller, a fellow Republican, urged Abbott on Tuesday to end
the additional truck checks, saying they would
“quickly lead to $2.00 lemons, $5.00 avocados
and worse.”
On Wednesday, the White House slammed
the inspections, saying they were unnecessary
and had disrupted food and automobile supply
chains, driving up prices. Biden, a Democrat, is
already battling rising inflation and challenges
to the movement of goods stemming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read more
Abbott has also chartered buses to carry migrants
from Texas to Washington to send a message to
Biden, with the third bus arriving on Friday, according to the governor’s office and news reports.
Beto O’Rourke, a Democrat challenging Abbott in
the Nov. 8 elections and a former U.S. congressman, criticized Abbott in tweets and videos during
the week, calling the governor’s actions a “politi-

Trucks wait in a queue to cros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Jeronimo-Santa Teresa International Bridge connecting
the city of Ciudad Juarez to Santa Teresa, Nuevo Mexico, after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announced that traffic
commercial trucks from Chihuahua to Texas will return to normal immediately after a border security agreement
with the governor of the Mexican state, in Ciudad Juarez, Mexico April 14, 2022. REUTERS/Jose Luis Gonzalez
cal stunt” that sowed chaos at the border.
Texas authorities have declined to say
whether the enhanced inspections uncovered any smuggling attempts. As of
Thursday,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had taken more than 1,400 vehicles out of service for safety violations
such as defective brakes, tires and lighting, the agency said.
Abbott struck similar deals in recent days
with the governors of the three other
Mexican states that share a border with
Texas -- Nuevo Leon, Chihuahua and
Coahuila -- amid pressure from business
groups. read more

Ukrainians hang on at Mariupol steel plant
April 15 (Reuters) - Explosions
rumbled and smoke rose this
week from a steel making district
in besieged Mariupol where
dwindling Ukrainian forces are
holed up as Russia tries to take
full control of its biggest city yet.
The Azovstal iron and steel
works, one of Europe's biggest
metallurgical plants, has become
an aptly apocalyptic redoubt
for Ukrainian forces who are
outgunned, outnumbered and
surrounded seven weeks into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 the east of the southern port
devastated by weeks of shelling,
the plant lies in an industrial area
that looks out to the Sea of Azov
and covers more than 11 square
kilometres (4.25 square miles),
containing myriad buildings,
blast furnaces and rail tracks.
"The Azovstal factory is an
enormous space with so many
buildings that the Russians ...
simply can't find (the Ukrainian

forces)," said Oleh Zhdanov, a
military analyst based in Kyiv.
"That's why they (the Russians)
started talking about trying a
chemical attack, that's the only
way to smoke them out," Zhdanov said.
Ukraine has said it is checking unverified information that
Russia may have used chemical
weapons in Mariupol. Russia-backed separatists have
denied using chemical weapons.
read more
In peace time, the Azovstal iron
and steel works pumped out 4
million tonnes of steel a year, 3.5
million tonnes of hot metal and
1.2 million tonnes of rolled steel.
Like the city's other Illich Steel
and Iron Works, Azovstal is
held by Metinvest, the group
controlled by billionaire Rinat
Akhmetov, Ukraine's richest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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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Area:

A Russian
separatist
deputy
commander
said on
Russian state TV on Monday that
Moscow had captured 80% of the
port, but that resistance continued and that Ukrainian forces
had all tried to "exit towards the
Azovstal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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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ut The Ribbo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were so happy to join
the Grand Opening and
Ribbon Cutting of the
Baguette & Tea store on
Bellaire Blvd.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yesterday.
Joining us were State
Representative Hubert Vo
and City Councilwoman
Tiffany Thomas and a
representative from
Commissioner Cagle’s
office.
Congratulations to our
younger generation for
starting a new business
after the pandemic. We

are seeing that the
economy is constantly
recovering.
Shirley is the owner of the

business. She told me
that 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because she loves the
food culture, she decided
to open the restaurant
and her dream finally
came true today.
Twenty some years ago
this location in the
southwest part of the city
was described as a
“deserted place.”
There was a large influx
of new immigrants there
that had moved in. State
representative Hubert Vo
and many community

Wealee@scdaily.com

leaders initiated the effort
to establish a special
international zone to
promote businesses in
the area. After we visited
many businesses
door-to- door, we got
enough petitions to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
zone. Hubert finally
sponsored a bill in the
Texas House. After
almost one year, we
finally got the bill
approved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istrict. Since then, we
had a more than $1.7
million dollars budget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
security, improve and
beautify the streets and
attracted more
businesses to our district.
Almost twenty years later,
Hubert and I walked along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gain. We felt so proud
and comfortable in our
hearts. We are like the
small soldier trying to
build a small community.
We saw many people with
smiles on their faces in
the district. We hope for
them the best of success.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Editor’s Choice
An armored vehicle of pro-Russian troops is seen in the street
in the southern port city of
Mariupol, Ukraine, April 11.
REUTERS/Chingis Kondarov

Marine Le Pen, leader of French far-right National Rally (Rassemblement National) party and presidential candidate, exits a polling booth to cast her ballot
in the first round of the 2022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at a polling station
in...MORE

Ukraine’s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and British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walk along
a street after a meeting in Kyiv, Ukraine, April 9. Ukrainian Presidential Press Service/Handout

Tiger Woods reacts after his tee shot on the 4th during the first round of The Masters at the
Augusta National Golf Club in Augusta, Georgia, April 7. REUTERS/Brian Snyder

Elena Berriolo sews photos of
uteri as supporters of reproductive choice take part in the nationwide Women’s March, held
after Texas rolled out a near-total
ban on abortion procedures and
access to abortion-inducing medications, at Washington square
park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October 2, 2021. REUTERS/Jeenah Moon

A worker in a protective
suit keeps watch next to
barricades set around a
sealed-off area, during
a lockdown to curb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in Shanghai, China, April
11. REUTERS/Aly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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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Changes The Global Order Foreve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of Ukraine.

A Russian tank enters a region controlled by Moscow-backed rebels in
eastern Ukraine on Feb. 24, 2022.
(Photo/Nanna
Heitmann—Magnum Photos)

On Wednesday, February 23, 2022, Vladimir Putin declared war on Ukraine with tanks, rockets,
and a slap to the face. The optics of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nouncing the invasion of a
sovereign nation during an emergency meeting
of its members—presided over by Russia’s U.N.
ambassador, no less—were stark: the ultimate repudiation of the rules-based world order that the
organization embodies.
U.N.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was
shocked enough to call it the “saddest moment
in my tenure.” Though as the bombardment of
Ukrainian cities escalated alongside the testiness
of exchanges inside the chamber, feelings shifted
to outrage at the impotence of members’ calls for
peace and dialogue.
“At the exact time as we were gathered in the
council seeking peace, Putin delivered a message
of war in total disdain fo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s council,” said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Linda Thomas-Greenfield. “This is a grave emergency.”
It would be reductive to attribute these failings
simply to Putin’s belligerence. It’s been an open
secret that global governing institutions have been
broken for a long time, spotlighted by a series of
recent crises that have received limp attention: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return of the Taliban to power in Afghanistan,
popular uprising in Kazakhstan, coup d’état in
Myanmar, and now, most drastic of all, invasion

People wave a huge Ukrainian national flag
during an action in support of their country
in Kramatorsk, Ukraine, Wednesday, Feb.
23, 2022. (Andriy Andriyenko—AP)
“It’s the biggest crisis since World War II, in the
[heart] of Europe, and will have huge consequences,” former Mongolian President Tsakhiagiin Elbegdorj told TIME on Thursday. “It
will require great effort to settle this issue and
update the world order.”
“It seems that the old Cold War tensions never
really went away,” former Thai Prime Minister
Abhisit Vejjajiva tells TIME. “It’s almost as if
we’re back to a situation of war and potential
flash points around the world.”
On Wednesd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alled out Beijing for its role underwriting this
shift. “Russia and [China] also want a world
order,” U.S.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Ned
Price told reporters. “But this is an order that is
and would be profoundly illiberal, an order that
stands in contrast to the system tha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 have built in the last seven
decades.”

But partial blame must also be placed on the
hubris of the U.S., which never strengthen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ose 70 years when
it was the only dominant power.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set out global economic
rules around which we still operate, includ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others, in terms of trade,
commerce, and sanctions for noncompliance.
Up until recently, because of the wealth of
America and the potency of developed European nations, the West largely called the shots.
Today, however, Washington finds itself unable
to freely exert its will as a result of Beijing’s

swelling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clout. Tellingly, Chinese officials lead four of the 15 U.N.
specialized agencies. In January, China was the
only U.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 to vote
with Russia in a failed attempt to stop a U.S.-requested meeting regarding Moscow’s troop
build-up at its border with Ukraine.
Meanwhile, Russia has stunningly co-opted the
language of the U.N. Charter 2(4) regarding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o justify its
actions. “So it’s sort of claiming the mantelpiec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hile fundamentally and
quite dramatically undermining it,” says Leslie Vinjamuri, dean of the Queen Elizabeth II
Academy for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Chatham Hous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says Rana Mitter,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modern China at Oxford University, is that the former
wants to influenc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o its own
benefit from within, while the latter wants to tear it
up entirely: “Because of the kind of state that China
wants to be, that is globalized in terms of its trading
capacity but able to be as self-sufficient as possible at hom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ctually suits it
very well.”
That makes it arguably a larger challenge for the
West than even the Cold War, when the West
was up against a country that was in military
terms a superpower, but economically weak.
With China, “all of a sudden we’re looking at
a country that has the economic capability to
take us all on,” says Iain Duncan Smith, an MP
and former leader of the U.K. Conservative
Party. “That means the rule-based order can be
debauched, which is what’s happening now.”
Beijing support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agreements aligned with its goal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and the Paris climate pacts. But
where Beijing’s interests diverge from established norms, especially human rights, it aims
to corrupt those values and bring in alternative
models. In fields where standards are yet to be
established, like internet governance, Beijing
works with Moscow and other illiberal nations
to push standards that align with their interests.
It can do so because those institutions in themselves are weak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gathers
for an emergency meeting at the request of
Ukraine over the threat of a full-scale invasion by Russia, in New York City on Feb.
23, 2022. (Photo/David Dee Delgado—Getty

Images)
China’s ambivalence on Putin’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spotlights the new normal.
While calling for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on
Thursday,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effectively gave his blessing to the invasion, telling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Sergei Lavrov, on a
call that “the Chinese side understands Russia’s
legitimate security concerns.”
“Beijing thinks this one’s probably going to bypass China, as it is a war between two European
countries,” says Mitter. “And that the role of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lly what’s at
the heart of the dispute.”

Firefighters work on a building fire after
bombings on the eastern Ukraine town of
Chuhuiv on Feb. 24, 2022. (Aris Messinis—
AFP/Getty Images)
It’s wrong to think of inaction as completely
new, though. In truth, the exceptional moments
in U.N. history have been when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among the P5—the officially recognized nuclear-weapons states—to stand up
fo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hen one of them
was involved. “It just doesn’t happen,” says
Vinjamuri. “So this [kind of Ukraine situation]
isn’t really out of keeping; it’s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 of the U.N.”
Conclusion
Moscow’s Military Push Has Upended PostCold War Security, United NATO Allies And
Renewed Foreign-Policy Debates
Much will depend on whether meaningful costs
are inflicted on Putin. The U.S., E.U., U.K.,
Australia, Canada, and Japan have unveiled
sanctions on Russian banks and wealthy cronies
of Putin, while Germany halted certification
of the Nord Stream 2 gas pipeline from Russia. However, China along with other Kremlin
friends can likely compensat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rose 33.6% yearon-year to some $140 billion in 2021. Pakistan
Prime Minister Imran Khan was in Moscow
on Wednesday to discus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2.5 billion Pakistan Stream gas pipeline,
which Moscow wants to build between Karachi
and Kasur, expressing bewilderment at arriving
during “so much excitement.”

A Ukrainian service member on patrol along
the Russian border on Wednesday. (Photo/

ANTONIO BRONIC/REUTERS)
“The [Ukraine] situation has escalated due to
pure mistrust,” he says. “Russia is uncomfortable with having NATO installed on its doorstep. Ukraine feels threatened. And the West is
suspicious of Russian motives.” A meaningful
discussion about the expansion of NATO and
the sovereignty of Ukraine by a neutral party
might have led to a more desirable outcome, he
adds. “I don’t pretend it’s easy, but I can’t see
that happening when it’s just being dealt with by
the conflicting parties.”
Russia’s military incursion deeper into Ukraine
is one of those rare events that won’t merely
affect the world. It will change the world. By
moving further into a sovereign state to bring
it under his thumb,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shattered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at
has prevailed in Europ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no one knows what will take its
place. The ability of the U.S. to do what three
consecutive presidents have pledged to do—
clear away other international entanglements
to focus on competition with China—has been
undercut again. Military expenditures will likely increase in the Wes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be set back.

Meanwhile, fissures that have been lying just
beneath the surface in American politics, separating internationalists and neo-isolationists,
are becoming more visible, particularly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Those are just some of the
ripple effects. Like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the
onset of what could become the largest ground
warfare in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marks
such a departure from the norm that some of its
consequences are impossible to know for sure,
and some figure to play out in unexpected ways
for years to come.
The most immediate help China can give Russia is simple relief from the sanctions imposed
on Moscow, which are now set to expand and
deepen. More broadly, China and Russia share
a motivation to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kind of
paralle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part from
the dollar-denominated, American-dominated
one that currently exists. Dreaming of such an
outcome and achieving it are two quite different things, but the dream now might have new
resonance. Still, China has other interests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and doesn’t seem interested in seriously breaking ties, which could
limit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Those competing interests might explain Beijing’s awkward
reaction so far, in which it has refrained from endorsing Moscow’s move but has talked vaguely
about respecting “relevant countries’ legitimate
security concerns” in Ukraine. (Courtesy time.
com) (Courtesy time.com)

COMMUNITY
Ukraine History

Holodomor, Ukraine 1932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ditor’s Note: Because we right now in 2022
are witnessing a full frontal military invasion
of the country of Ukraine by Russia,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riction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has existed for several decades going back to the Joseph Stalin era in Russia. In this article, we can only provide a general
overview of what has occurred in the past to try
and ascertain where the ongoing conflict of today may be headed. Between 1932 and 1934,
millions of Ukrainians lost their lives, while today, the combined losses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Russian combatants is on the rise daily.
We hope this article will better assist you in understanding this current conflict and how it will
affect our community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John Robbins)
After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Ukraine
was an independent state, but in 1919 the Soviet
Union “sucked” it into the community of Soviet
states. The Ukrainians considered themselves
a Central European country, like Poland, and
not an Eastern European country like Russia.
They tried to restore Ukraine’s independence.
Holodomor was a man-made famine that convulsed the Soviet republic of Ukraine from 1932
to 1933, peaking in the late spring of 1933. It was
part of a broader Soviet famine (1931–34) that
also caused mass starvation in the grain-growing
reg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Kazakhstan.

grain-producing land from the Ukrainian peasants and also all the grain, creating an artificial
famine. The goal was to “teach Ukrainians to
be smart” so that they would no longer oppose
Moscow. The people who produced the most
grain in Europe were left without a crumb of
bread.

At the entrance to the memorial park in
Kyiv, there is a sculpture of an extremely thin girl with a very sad look holding a
handful of wheat in her hands. Behind her
back is the Candle of Remembrance. This
monument commemorates the Holodomor.
The peak of the Holodomor was in the spring
of 1933. In Ukraine at that time,
17
people died of hunger every minute, more than
In 1932, not wanting to lose control of Europe’s 1,000 every hour, and almost 24,500 every
main source of grain, Stalin took away the day! People were literally starving to death in

the streets.
Stalin settled Russians into the emptied
Ukrainian villages. During the next census,
there was a huge shortage of population.
Therefore,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nulled the
census, destroyed the census documents, and
the census takers were shot or sent to the gulag,
in order to hide the truth.
Today, 2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present
the Holodomor as genocide against Ukrainians. You couldn’t learn about in school because almost all evidence was destroyed and
victims were covered up for decades. To this
day mass graves are being uncovered.

The Holodomor: Total death estimates
range from 3 million to 5 million.
The Holodomor, also known as the Terror-Famine or the Great Famine, was a famine in Soviet Ukraine from 1932 to 1933 that
killed millions of Ukrainians. Wikipedia
Number of deaths: 3,900,000
Start date: 1932
Location: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End date: 1933

ideological and state-building aspirations.

Joseph Stalin
The Ukrainian peasants were given impossible
high quotas of the amount of grain to submit
to the Soviet state. Special teams were sent in
to search homes and confiscate all produce to
the last grain. A particularly brutal law called
“5 ears of grain law” was passed, following
which starving Ukrainians were shot on the
spot for gathering grain that remained on the
field after the harvest.
As a result, at least four million people starved
to death in Ukraine. At the height of the Holodomor, 28,000 people were dying per day.
This number does not include the ethnic
Ukrainians outside the Ukrainians SSR who
died, the half million people deported from
Ukraine during collectivization or the thousands of religiou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leaders
who were destroyed.
The USSR attempted to cover up the Holodomor, and Russia continues to deny or diminish it to this very day.
(Courtesy https://euromaidanpress.com/)
~
Ukraine Today 2022

The Holodomor at that time broke the
Ukrainian resistance, but it made the desire for
Ukraine’s independence from Russia eternal.
-- Author Unknown. (Courtesy Clive Leighton
and Laura Lian 2022)
Holodomor: Stalin’s Genocidal Famine Of
1932-1933 | Infographic
Holodomor (“death by hunger” in Ukrainian)
refers to the starvation of at least four million
Ukrainians in 1932–33 as a result of Soviet
policies. The Holodomor can be seen as the
culmination of an assaul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oviet state on the Ukrainian peasantry, who resisted Soviet policies. This assault
occurred in the context of a campaign of intimidation and arrests of Ukrainian intellectuals,
writers, artists, religious leaders, and political
cadres, who were seen as a threat to Soviet

“The desire for Ukraine’s independence from Russia is eternal.”
– Author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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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刺刀训练还有意义么？
现代作战是否还需要拼刺刀？

看了不少关于拼刺刀这种事情的评价， 很多
关于拼刺刀无用的言论，诸如拼刺刀是过时的这种
说法。今儿来说道说道，关于拼刺刀有没有必要，
以及人们对于拼刺刀的误解。
先说误解，很多时候人们狭义的将拼刺刀认为
是一种单独的作战方式。进而就引申出来很多关于
拼刺刀的奇葩论点来，诸如鬼子拼刺刀退子弹什么
的。而且，很多时候，人们对于拼刺刀的印象，还
是古代两军交战，摆开阵势对峙，然后对着冲锋的
状态。这些论点，其实都是不对的，甚至很多东西
都是受到了电视剧的影响。
拼刺刀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作战方式，而是一种
单兵技能，近距离格斗的技能之一。要的是在近距
离格斗中，将敌人干掉。而近距离格斗，包括徒手
、拼刺、棍棒等，只要能干掉敌人，怎么都行。拼
刺刀，只是近距离格斗诸多技能中的一个，而且是
非常有效的一个。
而关于拼刺刀的应用，又是很多人误解的一个
点。很多时候人们会受到电视剧里的刺刀冲锋的影
响，认为拼刺刀就是单纯地端着步枪冲上去和敌人
完成近距离格杀。实际上，旧时战场上端着刺刀冲

锋是军队在进行突击。而受限于旧时步枪的弹容量
，旧时步枪多数都是只有五六发的子弹，而且很多
还都是栓动步枪。所以冲到敌方阵地之后，和敌人
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开枪有时候会来不及，拉动枪
栓的时候，人家已经冲到眼皮底下了，动作慢了就
刺过来了，所以用刺刀进行拼刺会是一个非常便捷
的方式。
而拼刺刀这种事情，也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拼刺
刀。拼刺刀的目的是干掉敌人，而干掉敌人并非只
有拼刺刀一种方式。所以很多国家的军队在作战的
时候，都是提倡能开枪就尽量开枪的做法。即便总
是被胡乱传的日军那里，在步兵操典里面也是强调
了突击的时候要结合射击、与投掷手雷的。并且，
日军还提倡，抓住机会就扔手雷，以利于进一步突
击。
另一方面，人们还会受到电视剧的影响，很多
电视剧里，一到拼刺刀的场景就是：中日两军各自
站一队，然后对着冲锋。实际上这又是个非常严重
的误解，这是战争，目的是消灭敌人，打仗呢，谁
跟你假仁假义，你站一排盯着鬼子，鬼子肯定一排
齐射了，而不是跟你对着冲锋。突击到在战壕里肉

搏，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
的以及那些感情交织，只有你死我活。
白刃战多数都是一种被动行为，一方没子弹了
，被迫去用刺刀和敌人打；距离太近，来不及换弹
匣、装弹了，就被迫用刺刀战斗。白刃战永远都是
近距离格斗，在枪械失效的时候进行的。
如今，步枪的火力得到了加强，栓动步枪、
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的一步步演化，导致近距
离接敌的时候，有足够的子弹对敌射击，敌人近
身接触、格斗的几率也随着降低了。那么，格斗
的几率降低了，士兵对刺刀的依赖性也就大大降
低了。
但是，格斗的几率降低、对刺刀的依赖性降低
，并不代表就不需要格斗训练，也不代表不需要拼
刺刀了。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拿出来美军取消拼刺刀
的训练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美军都
取消了拼刺训练，只有美国陆军将拼刺训练从基础
训练中删除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是要求进行拼刺
训练的。
并且，美国陆军也并非是完全取消了拼刺训
练，只是从一个必修科目转换成了选修科目。而
很多尽职的教官，也会对新兵进行拼刺训练。当
年美国陆军删除拼刺训练的时候，曾经在美军内
部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很多美军教官都对此表达
了不满。
2012 年的时候，奥巴马的总统辩论中表达了
“刺刀无用论”的观点，结果陆军相当一部分人给
奥巴马一顿批判，海军陆战队都开始对奥巴马进行
冷嘲热讽。后来 TFB 对此的评价是，奥巴马发表自
己观点之后，整个海军陆战队都陷入了精神失常。
在采访中，一个第十山地师叫瑞恩· 达菲的上尉对
记者说：当你枪械损坏时，你试图掐死敌人并不是
个理想的选择。
这就是战斗中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没子弹
了怎么办？枪坏了怎么办？弹匣里的子弹打空了
，但是敌人已经冲过来了，已经来不及换弹匣了
，这会儿你就是需要用刺刀进行格斗的。现在可
以看到，很多关于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村庄
、街道里执行任务的照片中，士兵都是安装着刺
刀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这些可能发生的极端
情况。
下面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拼刺训练的场景
，训练中士兵会模拟实战，让两个士兵进行对抗
，失败一方会受到惩罚。在对抗训练中，士兵使
用 的 是 一 个 叫 pugil 棒 的 棍 子 进 行 格 斗 ， 这 个
pugil 棒就是模拟步枪加刺刀的，红色部位模拟刺

刀，另一端模拟枪托。这种工具可以尽可能地模
拟拼刺的场景，并且最大程度降低士兵由于训练
所受到的伤害。
保留刺刀训练，原因还是在于在战斗中有可能
会出现近身格斗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无法射击的
情况。目前各国军队都有近身格斗的训练，并且强
度也都不小。但是毫无疑问，在近身格斗的途中，
使用步枪加刺刀进行拼刺，对比徒手或者手持匕首
，以及没有刺刀的人，是更占优势的。徒手或者手
持匕首就不用说了，你枪上面要是没刺刀，就只能
通过枪托去砸人，但是砸人是很难快速使对方丧失
战斗力的。徒手或者是空枪，远没有抡一枪托，再
进行突刺更有效。
另外，打仗这种事并不是照着课本去进行
的，任何极端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一旦发生
这种极端情况，多掌握一项技能，就等于是有
了更多的生存的可能性。所以士兵必须尽可能
地掌握更多的技能，而不是去忽略各种可能用
于保命的能力。
并且，还有个精神层面上的加持。不只是我们
相信刺刀见红的血性，即便是美军，也认为刺刀是
能够提升军队士气与士兵血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
且，就我个人看来，任何武器都比明晃晃的军刀更
能提升士气。下面是以前美国陆军手册的一段话，
摘出来给大家看下：
The will to meet and destroy the enemy in
hand-to-hand combat is the spirit of the bayonet. It
springs from the fighter's confidence, courage, and
grim determination, and is the result of vigorous
training. Through training, the fighting instinct of
the individual soldier is developed to the highest
point. The will to use the bayonet first appears in
the trainee when he begins to handle it with facility, and increases as his confidence grows.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his physical prowess and complete
confidence in his weapon culminates in the final express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bayonet — fierce and
relentless destruction of the enemy.
在肉搏战中迎敌歼敌的意志是刺刀的精神。它源于
斗士的自信、勇气和冷酷的决心，是剧烈训练的结
果。通过训练，将单兵的战斗本能发展到最高点。
使用刺刀的意愿首先出现在受训者开始熟练地使用
刺刀时，并随着他的自信心增强而增强。他的身体
实力的充分发展和对他的武器的完全信心最终体现
在刺刀精神的最终表现中——对敌人的猛烈和无情
的毁灭。

在乌克兰赚钱的中国人：不到生死关头，不愿离开

1991 年，乌克兰宣布独立，正式脱
离苏联，在 337 年之后重新成为一个独
立国家。这个时候的乌克兰，还是前苏
联加盟国中比较富裕的，人均 GDP 是当
时中国的 5 倍。
也正在这时，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
以来最大的“出国潮”。
数以百万的中国人通过各种方式走
向世界。在美国，北京来的知识分子，
为随时能喝到可口可乐感到惊诧；在欧
洲，浙江的县城青年拿着旅游签证，没
日没夜地工作，计算着什么时候能够还
清欠下的“中介费”；在日本，福建的
乡党们抱团取暖，上海来的中年男子打
着黑工，“含泪活着”……
中国人在时隔多年之后，走出国门
，看到了自己与世界的差距，也看到了
赚钱和逆袭的机会。
一位名叫贾国平的年轻人，也正是
在这一年鼓起勇气，出国闯荡。
贾国平是浙江青田人，没出国前，
他既是一位“青田石雕”的手艺人，也
是销售者。青田石雕是青田最具特色的
产品，也正是靠着这种石头工艺品，青
田这个小县城才有了第一个前往欧洲淘
金的人。
根据《青田华侨史》的记载，青田人
第一次去到欧洲淘金，出现于1894年。
这位来自浙江青田县的小商贩，带
着一担家乡特产青田石雕，本想去上海
售卖。结果卖得并不好，不知怎的他竟

漂洋过海来到了意大利，在码头上把所
带的青田石雕就地摆摊。当地人从未看
见过这样的东西，一边好奇一边觉得精
巧可爱。问他多少钱，他不懂外国话，
伸出两只手指，有人就给两块，有人给
二十块，总之价格含混，不久他就发了
小财。这个消息传回乡里，引起震动，
说贫无立锥之地的某某，居然到海外发
了洋财，带动了数十万的青田人前往意
大利和欧洲淘金。
可以说在晚清民国时期，青田人出
国淘金就形成了规模和习俗，只是在后
来这个“生财之道”被中断了几十年。
国门打开了，贾国平听说俄罗斯是
“做生意的天堂”，倒卖一件皮衣，就
足够支付俄罗斯一个月的生活费，于是
决定前往俄罗斯做起了“倒爷”。
他在莫斯科注册了贸易公司，从中
国进口皮衣销售到俄罗斯，由于时机和
市场定位都很好，皮衣的销量节节攀升
，很快他就发了一笔小财。
贾国平在俄罗斯卖皮衣发财的故事
，很快也传到了青田。就有很多老乡前
来投靠他，希望可以带着自己发财。贾
国平也非常仗义，帮着这些老乡们办理
签证，提供住所，疏通关系。他的房子
一时间成为了青田人来俄罗斯打工的中
转站。他的房间、客厅、甚至阳台都睡
满了老乡。
1994 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涌
入俄罗斯做贸易，贾国平决定另外开拓

市场，来到了隔壁的
乌克兰。
乌克兰虽然比俄罗斯
要小，但贾国平却在
这里找到了更大的发
挥空间。他先是在首
都基辅打拼了两年，
然后去了敖德萨新开
的国际贸易市场，在
那里开设贸易公司，
租下了门店和仓库，
专门经营牛仔裤贸易
。
乌克兰算是贾国平的
“福地”，在这里他
的生意稳步前进，积
累了一定的财富。他
还将老家的妻子接到
乌克兰，妻子在敖德
萨的国立大学留学，
获得了法律硕士学位
。贾国平就这样在乌
克兰成家立业，定居下来。他也再次吸
引来了许多青田老乡，从一开始的几十
人发展到 2013 年的 3000 多人。只要有青
田老乡投奔贾国平，他一定帮助他们在
乌克兰安定下来，因此成为了当地最有
声望的侨领。
2013 年，贾国平被推选为乌克兰首
届中国商会会长。
随着浙江商人在乌克兰的名声越来
越大，一些不好的事情也随之而来。
从 2007 年开始，在敖德萨最大的华
商市场“七公里市场”，多起针对浙江
商人的绑架案，让这里变得人心惶惶。
两年时间里，一共有十起绑架案发
生，被绑者都是浙江商人，而且都是在
外人看来生意做得最好的那一批。
来自浙江的李女士，是敖德萨有名的
女强人，来乌克兰多年，贸易公司做得有
声有色，并且把家人都接到了乌克兰。
2009年的一天，李女士走在路上，遇到了
两个自称是“警察”的人，要查看她的证
件。当时乌克兰许多华人都没有正式的签
证，华人被查看证件也是经常的事情。李
女士没有多怀疑，把护照拿出来给他们看
，结果他们以护照有些问题为由，让李女
士到警车上处理一下。
刚上车，李女士就被一个黑色袋子
套住了头，再被堵住了嘴……第二天，
李女士的家人接到了一个中国人打来电
话，说人在他们手里，要 30 万美元放
人。

显然，这是一起乌克兰人和中国人
合伙起来，针对有钱浙商的绑架案。
30 万美元可不是小数目，最终讨价
还价，绑匪收到 5 万美元现金之后，李
女士被放了回来。
在多起绑架案发生后，浙商们一改
之前高调的风格，都不敢在外露富，搬
到了远离华人聚集的地区，避免成为下
一个目标。
尽管在乌克兰会遇到这些危险的事
情，但还是没有动摇到中国商人们留在
乌克兰的信心。
我们都知道乌克兰的经济发展不行，
但是在 2000 年到 2007 年，乌克兰 GDP 的
年平均增长率为7.4%，算是一个经济快速
发展的周期。到2008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
开始衰退，到2010年又开始复苏。
而且经济发展落后的地方，不代表
没有商机。中国商人们在乌克兰主要经
营针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及电器等
商品，别看乌克兰继承了苏联强大的重
工业体系，但是在轻工业上的生产能力
非常弱，像女性的针织内衣，都要百分
百从国外进口。
在“七公里市场”，很多仓库直接
就是店铺，摞着上下两层的集装箱，装
满了各种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产品
，非常符合乌克兰人的购买力。除了乌
克兰人，还有周边一些东欧国家的批发
商来这里进货，每天的人流在 10 万人次
左右。
据统计，市场内至少有 200 个中国
商户的年利润在几十万到上百万美元之
间，围绕着这些商户的中餐馆、服务业
、零售业等等的商户也都多多少少赚到
了钱。
最近这些年，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
体的发展，还有中国人在乌克兰“另辟
蹊径”，当起了网红。
这些网红通过分享他们在乌克兰的
各种见闻和经历，还有一些是娶了漂亮
的乌克兰妻子，更是令中国的“不明情
况“的男网友们感到羡慕。网红们也掌
握了“流量密码”，通过大量发布这些
内容而获得了更多的粉丝和变现机会。
其中有位河北小伙，就号称“乌克
兰最知名的华人”。通过在网上的影响
力，开设了多家公司。
除了个体商户的贸易的“网红”，
这些年来乌克兰这个“欧洲粮仓”还吸
引了不少中国资本的进入。
乌克兰最大的农业公司——农牧集
团，在 2012 年分别跟中国的中粮、江苏

熔盛重工签署了关于玉米供应和购买粮
食运输船的合作备忘录。当时计划在未
来 5 年内，每年至少向中国出口 500 万吨
玉米。这个数据后来有增无减，2021 年
，中国从乌克兰进口了玉米 824 万吨，
占玉米进口的三成。
2013 年，河南的黄泛区实业集团与
乌克兰达拉集团合资成立了中乌泛达农
业有限公司。经过三年的磨合和发展，
到 2016 年，这家合资公司的农作物总产
量 16000 多吨，全年生产鲜奶 3500 吨，
拥有土地 8.7 万亩。
乌克兰农业用地租金低，种植业平
均利润率超过 20%，这样能流油的“黑
土地”现在可不好找。尽管乌克兰人说
自己“都是农民”，但是现代化农业上
，还需要中国提供技术和资金，而他们
有的是沃野千里。
中国商人“逐利润而居”，哪怕会
遇到一些恶劣事件，权衡之下也是愿意
留下来的。
真正让中国商人们大批离开的，是
2014 年爆发的“克里米亚危机”。战火
和冲突，再次让乌克兰的经济受到重创
，动荡的局势也给当地经商的华侨们带
来沉重的打击。
2014 年之后，在乌克兰的浙商陆陆
续续离开，如今就剩下了 2000 多人，最
高峰的时候，这个数字是 5000 多人。
如果说“克里米亚危机”只是让中
国商人们对动荡的局势感到恐惧，那么
最近发生的“乌克兰危机”，真正让他
们感到了生命的威胁。
对于那些刚来乌克兰没多久的中国
人来说，最希望的就是安全撤离。毕竟
枪炮无眼，眼看着爆炸和枪声离自己越
来越近，没人还能冷静下来。
可是对于在乌克兰定居多年，在这
边买了房子，建立了事业的中国人来说
，要考虑的问题就更多了。有些中国人
还在这边和乌克兰人结成了家庭，更是
难以割舍。谁愿意抛下家庭，谁愿意看
到自己多年的心血就这样轻易抛弃？
不到生死关头，他们是不愿意离开
的。
1996 年就来到乌克兰打拼的浙商徐
成强，在朋友圈里发了这么一段话：
“中国使馆发出分批包机撤侨的通知后
、在乌的侨胞心里非常的踏实、期待早
日回到祖国怀抱，有强大祖国做后盾的
自豪感、生为中国人而骄傲！希望疫情
早日结束、乌克兰危机很快解决，还百
姓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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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女子的畫像》導演新片

《親愛的童伴》獲選最棒電影之首
「燃燒女子畫像」 導演感人新
片《親愛的童伴》受宮崎駿動畫啟
發,《親愛的童伴》母女像姊妹般
一起嬉戲，充滿著詩意與跨世代的
溫柔

以《燃燒女子的畫像》紅遍全球的法國女導演
瑟琳席安瑪(Céline Sciamma)，自編自導新作《親愛
的童伴》（Petite Maman）目前正在各國推出。該片
不僅延續前作的優雅攝影，劇本更是令人驚艷：描
述剛失去外婆的八歲女孩奈莉，在森林遊玩時，竟
遇見與自己同齡、並跟媽媽同名的小女孩瑪莉詠，
自此展開一段不可思議、卻異常動人的奇遇。瑟琳
席安瑪自承是受到宮崎駿動畫《魔法公主》啟發，
決定拍攝這部跟自己童年有關的電影。劇情亮點落
在一個八歲女孩遇見了自己的媽媽，還是年紀跟自
己一樣的媽媽，並透過這趟奇幻旅程，喚起觀眾對
童年時光的記憶， 被許多國際媒體推舉為「年度最
棒電影之首」。
有趣的是《親愛的童伴》主要演員是由一對雙
胞胎姊妹：約瑟芬桑斯（Josephine Sanz）、嘉布莉
葉桑斯（Gabrielle Sanz）飾演，妹妹更在片中飾演
「媽媽」，角色設定十分有趣。瑟琳席安瑪表示，
片中女孩外婆的原型就是她自己的外婆，外景更在
她老家塞爾吉（Cergy）的美麗鄉間拍攝，「就連傢
俱、壁紙，乃至窗櫺的樣子，都有著我許多的成長
回憶」。瑟琳席安瑪以其細膩的女性觸覺，潛入小
孩敏感而脆弱的內心。在如幻似真的童年幻想裡，
與新朋友相識相知、分享悲喜哀樂，實現每個孩子
心中都曾有過的童話，進而去愛那個並不完美的人
生。該片被權威影媒【觀獎】（Awards Watch）讚譽
是「影史上講述童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電影」，

【帝國雜誌】更盛讚「比《燃燒女子的畫像》更唯
美動人」。
瑟琳席安瑪新作撫慰人心《親愛的童伴》獲選年度
最棒電影之首
這部動人又感人的新片《親愛的童伴》，劇情
描述：當摯愛的外婆去世，八歲的奈莉（約瑟芬桑
斯 飾 ） 隨 著 媽 媽 瑪 莉 詠 （ 妮 娜 梅 莉 絲 Nina
Meurisse 飾）回舊居收拾，但大人哀傷的世界卻容
不下孩子走進。有天，奈莉好奇探索著舊居周遭，
竟發現媽媽小時候搭建樹屋的那片森林。更奇妙的
是，她在森林裡遇見了一個跟她同齡的小女孩（嘉
布莉葉桑斯 飾），倆人很快玩在一起、齊心搭建樹
屋，並展開一段短暫卻親密的友誼，而她的名字就
叫做瑪莉詠…。
每個大人都曾是孩子，誰不想回到過去給予自己
還是孩子的父母一些慰藉？電影《親愛的童伴》開啟
一場溫柔且悠遠的時空交疊，既回到過去、又望向未
來。當父母能被孩子們理解接納，母女能像姊妹般一
起嬉戲，這場充滿著詩意與魅力的跨世代溫柔，除令
人欣慰，更回味無窮。《親愛的童伴》口碑除橫掃多
倫多、紐約、柏林、斯德哥爾摩等國際影展，更榮獲
美國爛番茄影評網 97%的高評，並勇奪美國洛杉磯影
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不僅被形容是「導演瑟琳席安
瑪最好看的電影」，包括【衛報】、【銀幕】、【英
國影評網】、【偏鋒雜誌】等國際媒體更不約而同將
它選為「年度最棒電影之首」。

《美國隊長 4》即將啟動

安東尼麥基證實
「吃雞壯肌 ing」

塞繆爾傑克遜配音《刀鋒劍客》7 月北美上映
由塞繆爾· 傑克遜擔任配音，籌備製作多年的動畫片 《刀鋒劍客》
終於曝光首款預告，影片講述夢想成為偉大戰士的小狗與邪惡的大貓勇
敢戰鬥的故事，將於今年 7 月 22 日北美上映。
從預告畫面和海報設計風格，這部動畫片和《功夫熊貓》頗為類似
，除了塞繆爾· 傑克遜，邁克爾· 塞拉、梅爾· 布魯克斯、楊紫瓊等都有
參與配音。
影片講述夢想成為偉大戰士的小狗漢克，向塞繆爾· 傑克遜配音的
Jimbo 學習劍術，與邪惡的大貓伊卡丘勇敢戰鬥，從而成為一個真正劍
客的冒險故事。故事靈感來源於美國喜劇大師梅爾· 布魯克斯導演的經
典作品 《神槍小子》，也是對這部經典電影的致敬。

新海誠動畫新片《鈴芽戶締》定檔 11.11
日本導演新海誠執導的動畫電影《鈴芽戶締》曝光全新海報、劇照，並宣
布影片將於11月11日在日本上映。《鈴芽戶締》首款預告將於明晚發布。
該片是一部以日本各地的廢墟為舞台的公路電影，講述 17 歲少女鈴芽遇
見了為了尋找「門」而踏上旅途的青年。追隨着青年的腳步，鈴芽來到了山
上一片廢墟之地，在這裡靜靜佇立着一扇古老的門，仿佛是坍塌中存留的唯
一遺蹟，鈴芽仿佛被什麼吸引了一般，將手伸向了那扇門……
不久之後，日本各地的門開始一扇一扇地打開。據說，開着的門必須關
上，否則災禍將會從門的那一邊降臨於現世。在神秘之門的引導下，鈴芽踏
上了關門的旅途。

換人當的《美國隊長 4》成局了！影視媒體「SCREENRANT」報導：
安東尼麥基接受「Extra」節目訪問，針對外傳該片已祕密開拍做出回應，
證實：「No，還沒拍，將在數周內正式啟動，我（為健身）正在大量吃蔬
菜與雞胸肉。」
比永遠的美國隊長克里斯伊凡大 3 歲的安東尼麥基，曾演 2004 年克林
伊斯威特執導《登峰造擊》，2008 年凱薩琳畢格羅執導《危機倒數》；
2014 年在《美國隊長 2 酷寒戰士》演獵鷹，成為「漫威電影宇宙」（MCU
）的一份子；接連演出《復仇者聯盟：奧創紀元》、《蟻人》、《美國隊
長 3 英雄內戰》、《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終局之戰》；去年更挑大
樑演串流平台 Disney+播出六集漫威影集《獵鷹與酷寒戰士》；如今榮登新
一代美國隊長。
據報導：《美國隊長 4》的細節非常保密，目前只知編劇之一是《獵
鷹與酷寒戰士》的戴倫莫森，映期未定。
不過「SCREENRANT」收到線報：迪士尼與漫威達成協定––自 2023
年到 2024 年至少推出五部漫威大片！報導中沒有挖到爆料是哪五部，但打
頭陣的肯定是韓國天王朴敘俊演的《驚奇隊長 2》。
朴敘俊是繼《永恆族》的大叔馬東石之後，又一位加入「漫威電影宇
宙」的韓國男星；朴敘俊在《驚奇隊長 2》的角色雖然很多瘋傳，但漫威
目前「頂級」保密。
另外朴敘俊將和 Disney+熱播短篇韓劇《單戀原聲帶》女主角韓韶禧合
演新劇《京城生物》，預定 2023 年播出，日期未定；而《驚奇隊長 2》也
將在 2023 年 2 月 17 日在美上映，讓粉絲們望眼欲穿，迫不及待想快點看到
朴敘俊的影視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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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留学生：花 14 万元上“天价网课”

海归留学生的光环在今年逐渐褪去。
海外疫情持续蔓延、朝令夕改的留学新政，让所有已经留学、正在申请留学的学生和家长陷入了迷茫。
7 月 14 日，美国政府同意撤销一周前发布的留学生签证新规，当时新规指出 2020 年秋季学期的留学生如果仅上网课，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
维持当前签证。
在时代的洪流下，任何人都是渺小的。
一群留学相关人士，他们之中有滞留美国的留学生、被延期入学的应届生、花了 14 万依然无法让孩子出国的家长、以及业务受到巨大冲击
的留学机构。
留学筹备的过程漫长、耗费财富和精力，但一场猝不及防的疫情，搅乱了他们的人生。在面对采访时，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做
错了什么？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4 万元买不到回家的票，我被迫在美国
“居家隔离”
王佳欣 | 22 岁 | 女 | 留美学生
今年的留学生太惨。
我国目前尚在国外的留学生大约
140 万人，其中美国约有 41 万人，我
就是这 41 万人中的一员。
疫情爆发后，我的处境变得更加
尴尬。留在国外前途迷茫，回国则受
到群嘲。
因为今年假期比较短，我没选择
回家过年。疫情刚爆发时，我本打算
回国陪爸妈，但我爸妈担心我的安心
，就让我留在美国别动。
没想到，紧接着美国就沦陷了，
后来就换成爸妈催我回国。但回国哪
有这么容易？
3 月份，回国的机票升到四万元。
再后来，再多钱也买不到一张票，爸
妈急得不行，只能用国际快递给我寄
了四大箱口罩，让我一定小心防护。
现在学校全部改成了在线授课，
非必要情况我也很少出门。今年上半
年，黑人运动、疫情各种事情相继爆
发，不少地区还出现了排华的情况。
我一有时间就刷刷回国机票，虽
然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家，但看
机票平台成为了想家时唯一能做的事
情。
最糟糕的是 7 月 6 日，美国移民和
海关执法局宣布，如果继续在线授课
，国际学生就不能获得新签证，目前
在境内的学生也必须离境或转学。
这个政策出来以后，整个留学生
群都炸了。大部分学校原计划秋季都
是线上授课，一旦政策落实，大批量
学生要被遣返。
为了保证生源，我们学校答应会
在秋季增加部分线下课程。但对我来
说，依然是两难：美国确诊病例超 300
万，线下上课相当于肉身和病毒互搏

。
这半年过得岂止是魔幻。上课被
感染，不上课被遣返。回国机票买不
起，不回国我在这里没地方兼职赚生
活费。
这种苦没人能理解。国内的朋友
觉得留学是我们的选择，出问题就自
己承担，但说实话，今年这情况谁能
想到呢？
今年我人生规划被彻底打乱，成
了最纠结的那批人。
去年年底，我拿到了英国一所名
牌大学的研究生 Conditional Offer（有
条件录取通知书），只差雅思分和国
内学校毕业证，就可以申请 Unconditional Offer （无条件录取通知书），
然后到英国读书了。
我本计划上半年考完雅思，赶上
今年 9 月入学。
没想到，疫情爆发后，国内学校
开学时间推迟，无法毕业答辩；另一
方面，雅思、托福、GRE 等考试取消
，考试费交了退、退了交。
一直等到 7 月份，国内雅思、托
福的考点才逐渐恢复。但由于上半年
的考生挤压过多，考位一开放，网站
就崩了，再一刷新考位秒没。春运抢
火车票都没这么难。
如果赶不上考试、无法及时提交
雅思成绩，之前好不容易拿到的 Conditional Offer 就要延期一年，我成功留
学的胜算也很低。
美国留学新政也给我的前路蒙上
了一层阴影。很多原本申请美国学校
的学生改申英国，这让我的留学之路
竞争更加激烈。
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玻璃罩，
想要的东西就在眼前，但怎么也抓不
到。
每当看到留学生在网上抱怨学校
的课程成了“天价网课”，我心里就

想，能上“网课”已经很让人羡慕了
。像我这种，留学的钱都付了，但却
迟迟无法留学的人，到哪里诉苦？
这让我想到了周杰伦唱的《困兽
之斗》，实在太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在狂风之中，嘶吼，做困兽之斗。
”
为了让孩子留学，我们已经花了
14 万元，结果只换来“天价网课”。
2018 年开始，我们申请了 5 所学
校，一共要付中介费 37000 元。此外，
报英语学习班和雅思考试共 4 万元、
英国学校的学费预付 2000 英镑。还没
出国，这十几万就已经飞出去了。
按计划，今年 5 月我儿子应该在
英国上语言班了。结果疫情后，他无
法出境，这些课程都变成了在国内上
的“在线网课”。
刚开始我们没放在心上，觉得只
要疫情稳定后，孩子还能顺利求学就
行。
今年五月，学校通知未正式入学
的学生推迟开学、或者把第一学期的
课程改成线上授课，结果很多留学生
要求学校退还部分学费。
为了让孩子留学，我俩小半辈子
的积蓄都拿出来了，结果换来“天价
网课”，这确实很难接受。
但也有一些家长赞成在线授课。
在英国的生活费每个月两千英镑，一
年就要花 18 万。在线授课免去了国外
的生活费，能省不少钱。
不过 7 月份开始，英国签证逐步
恢复，我们开始给孩子办出国签证手
续。
但作为父母，我们内心也担心海
外疫情的情况。如果英国疫情得不到
控制，就相当于把孩子暴露在危险中
。
此外，由于限航政策，国际航班
机票不仅贵，还特别不好买。但那些

转机次数多的航班，又更加危险，也
是矛盾。
现在我们只能被动地一边办手续
，一边观望。无论是孩子的前途、还
是这些手续，都挺人迷茫的。
迎来留学最“忙”淡季，忙着安抚家
长和退款手续
乐乐 | 32 岁 | 男 | 留学机构咨询老
师
2020 年，留学机构业务基本停滞
，但我却比以往都忙，忙着安抚客户
、退款、还在考虑转行。
往年，每个 2 月都是留学行业淡
季。大部分国外学校该发的 offer 都已
经发出去，一般不会有人来咨询新的
留学方案。
公司通知 2 月线上复工，但我从
大年三十开始手机就没停过。有 offer
的家长担心孩子无法入境，没有 offer
的家长担心疫情影响国外学校对中国
学生的录取、甚至直接打消了留学的
念头。
无论哪一类家长的问题我都无法
回答，事关国家政策和国际形势，不
是我能说了算的。我只能不停刷新闻
，有新消息就在群里同步。
家长们担心的事陆续发生：国内
暂停了出入境业务的办理、上半年出
国标化考试全部取消、国外疫情形势
越来越严峻、大批留学生放弃毕业典
礼直接回国。
很多原本在观望的家长开始退群
。交了预付款的家长也向我提出终止
申请、办理退费。跟往年相比，我损
失了 50%的客户。
7 月初，美国留学新政一出，沉寂
许久的家长群一下子炸锅，已经申请
到美国学校的家长手足无措，还有些
家长想转申请英国，更多的又要求退
费。
我又开始新一轮的焦灼：安抚家

长、指导他们做英、美两手准备，再
给执意退费的家长办手续。感觉这半
年，魔幻得像掉进一个死循环。
我主攻的业务就是英美国家的留
学业务，现在有一般业务都需要调整
、中止。更糟糕的是，在经历了一个
不平静的上半年之后，现在又要开始
一个更糟心的下半年。
凡事都有两面性，但是在我看来
，疫情也有可能是留学的机遇。
国外的学校也怕流失生源，既然
想要生源，那对疫情都有相应措施。
比如，美国高校今年的录取率不
降反升。威廉姆斯大学今年录取了
1250 人、比以往多了 100 人左右。
他们判断疫情会让入学率有下降
，为了提前应对这种情况，就会多录
取一些学生。
再比如，各种标化考试取消，很
多英国学校开放接受 PTE 考试、Duolingo 考试成绩，并降低相应的分数线
；减免部分语言课学费；甚至明确提
出扩招中国学生。
前几天，美国政府颁布的留学政
策，看起来像是给行业带来不小冲击
。
然而，美国各大高校紧接着声明
要根据课程进行调整，保证留学生的
权益。哈佛甚至联合了另外几所名校
，要起诉 ICE。
我最近也接到了很多美国校方的
表态，他们承诺一定会保护已经在学
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希望影响
跟我们机构的后续合作。
归根结底，国外的学校很喜欢跟
中国的留学机构合作，因为中国留学
机构能为这些学校保证足够多的生源
。
现在阻挡中国留学生脚步的，大
概就是大家对安全的担心、和对留学
这件事的理性思考了。

中國影壇
星期六

2022年4月16日

Saturday, April 16, 2022

C7

電影《熱搜》官宣陣容曝概念海報

周冬雨為真相發聲
高分口碑導演忻鈺坤新作
電影《熱搜》近日殺青，並于今日
曝光概念海報，正式官宣陣容。本片由
《心迷宮》《暴裂無聲》的導演忻钰坤
執導，周冬雨、宋洋、袁弘領銜主演，
影片講述了自媒體主編陳妙的一篇爆款
文章，意外牽扯出一樁犯罪案件的故事
。高口碑犯罪片導演忻钰坤，首次搭檔
周冬雨，著實讓人期待。
今日釋出的概念海報也引人遐想，
海報被層出不窮的數字條碼覆蓋，周冬
雨的眼神仿佛在凝視，但又透露出一絲
的無助。在她側臉籠罩下的是袁弘的身
影，只是一個扭頭的動作，卻讓人不由
地緊張起來。他們究竟是怎樣的關系，
又將經曆哪些遭遇，種種都令人好奇不
已。

周冬雨為弱者發聲
宋洋袁弘被牽扯入局
電影《熱搜》講述自媒體主編陳妙
（周冬雨 飾）在追蹤話題事件時，卻
意外收到當事人的求助，並牽扯出一樁
犯罪案件。陳妙的合夥人何言（宋洋
飾），集團總裁嶽鵬（袁弘 飾）陸續
卷入其中。真相究竟爲何，背後還有哪
些危險的秘密？面對當事人的求助，陳
妙又將如何應對？一場以網絡爲載體的
正義之戰即將展開。
周冬雨此次飾演的角色是自媒體主
編陳妙，這也是她首次挑戰職場女強人
的角色。造型上成熟幹練，性格上也勇
敢堅毅，與她以往塑造的銀幕形象頗爲

不同。陳妙在孤注一擲爲弱者發聲的同
時，也完成了自我的人性救贖。這一角
色將會給觀衆帶來怎樣的人物魅力和深
刻動人的情感共鳴，引人遐想。
電影《熱搜》的主出品方與制作班
底也頗爲矚目，這是愛奇藝與北京聚合
影聯的首次戰略性聯手，兩家公司均出
品過多部叫好又叫座的電影。《熱搜》
是愛奇藝繼《掃黑· 決戰》《彷徨之刃
》《忠犬八公》後出品的又一部院線佳
作；近年來，愛奇藝持續通過出品優質
電影、參與電影在線發行等工作，積極
投身中國電影市場，與電影人一道努力
拓展市場空間。未來，愛奇藝還將繼續
聯手實力電影人，爲觀衆奉獻題材多樣
、類型多元的精品力作。北京聚合影聯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曾發行過《大聖歸
來》《戰狼 2》《我不是藥神》《流浪
地球》等電影，不僅市場表現優異，口
碑也相當過硬，也讓人更加期待此次強
強聯手的電影《熱搜》。
電影《熱搜》由愛奇藝影業（北
京）有限公司、北京聚合影聯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中銘盛世（深圳）影業
集團有限公司、深定格文化傳媒無錫
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視文化有限
公司出品。

年代劇實景拍攝更經得起考驗

電視劇《一代洪商》（上圖劇照）
在央視八套收官。該劇收視在首日破
1%後穩步提升，播出期間引發觀劇熱
潮，好評如潮。
該劇導演路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
示，在當今社會形態下，《一代洪商》
這類傳承洪商文化、厚植家國情懷的年
代劇作品，具有稀缺性。拍攝中，他舍
棄工業化拍攝流程的影視城，堅持前往
洪江古城實地拍攝，“觀衆通過鏡頭看
到的那些古老磚石，都經曆過歲月的積
澱，上面刻滿了歲月的痕迹。在這樣真
實的環境中拍攝的年代劇，經得起時間
的考驗。”
真實史料為基礎創作
從革命曆史題材劇《東方》，到古
裝神話劇《媽祖》，再到民間傳奇劇
《血誓》，導演路奇創作的影視作品類
型豐富。說起此次執導《一代洪商》的
經曆，路奇導演很是興奮。《一代洪商
》是以真實史料爲基礎、國內首部反映

湘商題材的電視劇。
路奇告訴記者，早在三年多前，創
作團隊在湖南采風時就被洪江厚重的曆
史感和年代感瞬間擊中，立志一定要在
這片土地上拍攝一部原汁原味、滲透著
湘西文化特色的影視作品，《一代洪商
》的創作構想自此而生。他說：“洪油
在曆史上從出現到終結不足三百年，鼎
盛時期不過幾十年，這在曆史長河中就
像一顆流星轉瞬即逝。但關于洪油商人
的故事和精神內涵時至今日仍在當地廣
泛流傳。我們這部劇，集中展現了中國
近代史商人這一特殊群體在曆史巨變中
的家國情懷、商賈理念，以及三湘文化
對中國人文發展的影響。”
克服困難古城裏實地拍攝
作爲一部年代劇，劇中展現的濃郁
湘西特色的景物成爲一大看點。路奇說
，這部劇的拍攝地洪江的絕美景色是洪
江文化的特色，但也是拍攝的難點：
“這次我們之所以沒有去影視城拍，而

是到洪江古城實地拍攝，從劇中大家也
能看出，千年古鎮的質感和文化沈積正
是影城所欠缺的。因此我們必須舍棄工
業化的拍攝手段，取而代之的是向實際
靠攏，挖掘最真實的原貌。那些刻滿歲
月痕迹的古老磚石，以及屋檐青苔泛出
的光，是時間的代言、曆史的見證。”
在實地拍攝中，爲了更好地展現當
地保存完好的洪江古商貿城，封火牆間
隔的窨子屋、最具地域特色的吊腳門樓
，以及曆經戰亂依舊屹立的紅砂城牆等
景色，劇組可以說是克服了很多困難。
路奇介紹，爲了保護古城自然風貌，劇
組將大型設備拆解成零散部件，再利用
人扛、肩背、手提的方式穿行于窄街小
巷之中，好似穿越了時空。那些亭台樓
閣被這一肩一挑，滴滴汗水彙聚在這部
劇中。“我們絕不會爲了節省時間成本
和人工成本而放棄對任何一處實景場地
的取景。爲了追求畫面的品質，即使再
難，我們都要去拍，盡最大可能留住曆
史的腳步。”他說。
用洪江人演洪江人
在拍攝過程中，路奇導演決定用洪
江人來演洪江人。他說：“真正的表演
就是自然。當你行走在那些古老的街巷
裏，人跟景是一體的，他們就是從這塊
土地上長出來的，渾然天成的畫面，不
需要表演什麽。”
但對于毫無表演經驗的當地老百姓
來說，需要“啓發”。爲此，導演組除
了完成日常工作之外，還擔當起義務教
學的任務。從行走坐立，到神態語言，
事無巨細地將經驗和要求傳達給他們，
讓這些當地的百姓很快完成了從演洪江
人、到劇中洪江人的轉變。

小城教師放棄穩定工作，“北漂”當家教；總裁事業
有成，家庭狀況百出……他們如何攜手笑對人生？由陳建
斌、梅婷領銜主演，塗松岩、劉威葳、于明加等主演的當
代都市電視劇《不惑之旅》將于今晚起在廣東衛視“活力
劇場”播出，講述大都市奮鬥的中年人面對一系列人生課
題時，疑惑、解惑和不惑的過程。
《不惑之旅》裏，簡單（梅婷 飾）辭去小城市中學
教職遠赴北京，計劃與兩地分居八年的未婚夫馮春生（塗
松岩 飾）結婚。爲了分擔生活壓力，她從家教做起，機
緣巧合下成爲出版集團總裁馬列文（陳建斌 飾）女兒的
家庭教師。婚期將至，她卻發現馮春生跟“富家千金”卓
曉婷難掩情愫……面對婚姻，簡單陷入了迷茫。面臨實體
書店的挑戰，馬列文困難重重。處于不同人生軌道的兩人
，在時代洪流和情感漩渦中如何逆風破局，值得期待。
激烈競爭下北漂打拼的酸楚、理想現實碰撞下愛情的
不易、新消費習慣下守業的艱辛、圈層差異下代際溝通的
困難……《不惑之旅》直擊現實焦慮，讓各種價值觀激烈
碰撞，令觀衆産生情感共鳴，獲得破局的勇氣。
制片人蔡曉莉表示：“在落腳現實痛點的同時，潛移
默化地傳遞希望與溫度，進行現實觀照，爲觀衆樹立鮮活
的參考系，令觀衆有所感、有所悟、有所省，這是《不惑
之旅》所期待的‘于無色處見繁花’。”

陳建斌、梅婷逆風破局局
《不惑之旅》今晚開播播

忻鈺坤導演首次合作周冬雨
演繹聚焦網絡的正義之戰
忻钰坤導演被不少影迷譽爲“國
內最會拍犯罪片”的導演之一，首部
作品《心迷宮》在豆瓣平台位居國産
犯罪片最高分，成爲不少影迷心目中
犯罪片的經典。忻钰坤導演也因此一
舉成名，憑借該片拿下國內國際多項
獎項及提名。第二部作品《暴裂無聲
》同樣高分高口碑，讓國外高分犯罪片

《看不見的客人》的導演也不吝好評。
電影《熱搜》是忻钰坤導演的現實題材
新作，也是他首次與周冬雨合作，令人
期待。
與忻钰坤導演前兩部作品講述邊緣
小人物的犯罪故事不同，電影《熱搜》
緊扣時代脈搏，將視野聚焦到與每個人
都息息相關的網絡環境，力求以寫實的
故事情節，複雜的人性救贖，喚起廣泛
強烈的社會共鳴，話題性和類型感尤爲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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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超
行走中西
悬壶济世
张德超，原籍湖北武汉，出身中医世家，先后在澳门、巴西、
华盛顿、纽约等地行医，2000 年起定居纽约，创办德誉堂诊所。因
医术和医德高超而广为病人称颂。近年来积极探索中医中药治疗肿
瘤癌症，创造许多成功案例，受到业界关注。

后来一传十十传百，
很多人就来找我。那边
有很多日裔移民，有个
老太得了带状疱疹，我
帮她医好，她带着自己
种的菜来感谢我。球王
贝利也来找过我和弟弟
看病，因为我弟弟一个
朋友跟贝利的妈妈碰巧
我是武汉人，1956 年生，家里七个
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五。十岁那年开始
了文化大革命。我父亲是搞中医针灸的
，是武昌中医院的首任院长。文革来了
他就被“靠边站”了。好在他人品很好
，所以没怎么挨批斗。但是他怕我们几
个小孩子荒废学业，所以有空就教我们
兄弟姐妹学中医。
我小时候好动，好奇心特别重，从
小就喜欢在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站在旁
边看，给他做小助手。他给学生讲课的
时候喜欢把我当模特。那时候我最怕他
把我屁股脱光了给学生演示找穴位。
当时家里有一本线装的《本草纲目
》，我经常拿来翻看，遇到不懂的地方
就问父亲。七八岁的时候我也看《李时
珍传》。平时我也经常跟着父亲上山去
采药，学习识别各种草药。所以我对中
医的兴趣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家和中医的渊源说起来话长。
我们祖上在清代是开镖局的，祖辈们一
边开镖局一边行医。我祖爷爷太爷爷都
武功高强，江湖声望很高，一般张家的
镖土匪是不敢抢的。小时候听家里老人
讲怎么判断押运的东西是不是贵重，只
要看挑担子的脚后跟的尘土 —— 如果
尘土比较薄，那就是一般的货，如果担
子看上去只是水果木材，但是那人鞋子
上尘土比较重，那就表示他藏了比较贵
重的东西在身上。当然开镖局单是武功
高强也不行，一路上黑白两道也都要打
点。
那时候他们身上带的都是短武器，
像飞镖之类，里面有银粉，打出去，对
方眼睛就盲了。我太爷爷有一个腰带，
手编的，很宽，很长，缠好几圈，一旦
缠到对方脖子上，就可以把人的脖子拉
断，他用这个当武器，是他的一绝。后
来到了清末民初，洋枪洋炮进来了，武
功没用了，家里人就以行医为主了。
父亲是一个非常慈祥的医生，1958
年就发明了我们中国的首台感应性针灸
电疗机，这个是当时的国际水准，1959
年还被列入国庆十周年献礼。这个机器
就是利用电感应来进行针灸，对关节炎
、瘫痪、肌肉萎缩、小儿麻痹症等等，
都很有效。他用这个机器救了好几千人
。当时瘫痪和小儿麻痹这些病很流行，
每天医院里都有很多人，晚上到家里还
要继续看，看到晚上 11 点。做到满头大
汗，他从来没有怨言。有时候农村来的
病人，父亲就把小孩子衣服也送给他们
，那些病人也也经常送鸡和鸡蛋来感谢
。
父亲教导我们，学医要有两个条
件 —— 第一要有同情心，不能瞧不起
人家；第二，要有灵气，一学就会，一
看就懂。所以他在我身上下了很多功夫
。他带我从小到大拜访了很多当地的名

医，包括一帮穷朋友，很多人是采药的
，还有一些卖蛇药的，抓癞蛤蟆提取蟾
酥的。父亲非常尊重这些人。他向人家
讨教的时候也带上我，让我做记录。所
以在家传方面，他下了很多功夫，包括
教我采药的规矩，不同的药材要在不同
的季节采集，而且用多少采多少，不能
浪费。
采药有很多学问，比如黄花地盯
（蒲公英），根要越长越好，好的蒲公
英，根在地下可以长三米多，往下钻得
很深，所以好的蒲公英功效非常强。现
在在纽约郊外也可以采一篮子。草本的
东西受地理环境影响不大，但有些草药
，比如马齿苋，纽约的马齿苋不酸，所
以功效就不如国内的。马齿苋对于小孩
子湿疹这样的病非常有效，内服一点点
就可以解毒。草药的颜色也对应一定的
功效，通俗的说法就是白走肺，红走心
，绿走肝，黄走脾胃，黑走肾。

故乡求学
我小学读的是武昌四小，是一个有
百年历史的学校，里面有很多以前所谓
资本家的孩子。好在我们那个校长张岳
云是全国有名的校长，在她的带领下，
文革的时候学校一天课也没停。那时候
我一边上学，一边跟着父亲学习看病，
也经常下乡帮农民看病。
等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去了湖北
中医学院读大学。在中医学院学的东西
就更广泛，生理解剖，动物实验，都要
学。我毕业后跟着我的一个教授王振华
在学院里做专家门诊。跟了三四年，后
来又跟着学院里的孙国杰教授继续读研
究生，学的是针药并用。

移居澳门
后来我 1988 年去了澳门，当时家里
有亲戚在澳门。去了之后在一家医学检
验中心做助理，那个中心的老板就是后
来做澳门特首的崔世安，他是留美回去
的医学博士。不到一年，我又跟着他去
了澳门明爱（老人）中心，他们需要一
个中医师，我在那干了五年。
民爱中心的老板是个神父，西班牙
人。他喜欢骑摩托车，有一次出车祸，
被撞断三根肋骨。他跑来找我，说知道
中国的跌打很厉害，张医生，我来喝你
的苦茶，我也不怕你针我。通常伤筋动
骨 100 天，可是他一个月就好了，又可
以骑车了。所以他很感激我，也很佩服
中医的功效。
我的骨伤是跟金镇奇学的。他解放
前是湖北精武门的掌门人，也是我爸的
师弟。他没有子女，晚年得了癌症，我
一直照顾他。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我
老大刚出生。他临终前我去探望他。他
有一个手抄本，上面记了他平生积累的

一些秘方，他把这个本子给了我。还给
了我两件宝贝，一个是一支桔红色的派
克笔，还有就是一个他的图章。因为有
些药是有毒的，必须医生盖章，药店才
肯卖。如果他盖章，那就没问题。
后来在澳门我决定自己开业，要申
请执照。那个被我医好的神父就帮我写
推荐信，说“此人医术人品深得我们信
赖。”就这样我开起了自己的诊所。一
直开到澳门回归前夕。那些年遇到了各
种病人 — 妇科，不孕症，肝炎，脱肛
，糖尿病，自闭症，中风，等等。后来
电视台也请我去做讲座，他们喊我“靓
仔医生”。
当时还有位黑社会大佬，他们全家
都找我看病。他的一个得力助手，因为
家庭纠纷，太太跳楼。结果跳下去没死
，可是头皮都划开了。住院后他们把我
找了去。当时她的脉已经是游丝，快不
行了，就是中医里的“雀啄脉”，意味
着病人脾气已绝。当时医院里还在救治
，我就偷偷给她喂汤药，用当年老师传
的救命方，后来她居然康复了。
当时还有一个病例。有一个朋友，
他爸爸中风，很严重，医院说不行了，
拉回家，还能吃一点点东西，但是一周
都不大便。后来他儿子就来找我，我给
他开了一些泻药，“九制大黄”，帮他
把肠液通一下。“九制大黄”泻药名声
不好，但是救人有用。我本来要他慢慢
用，结果他回家一次就给他爸全吃了，
搞得满屋子都是粪便。但是他爸第二天
就下床走路了，脑血管也好了。我第二
天打电话问怎么样了，他说他爸已经上
街喝茶去了。

很熟。

定居纽约

在巴西呆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
时候还经常参加佛光山的义诊。后来那
边经济下滑，我就想到来美国看看。其
实早在 1995 年的时候，我就办了来美国
的签证。我拿的是澳门护照。那时候在
澳门看报纸，发现来美国玩一趟来回只
要 4000 澳元，觉得很便宜，就申请了一
个 5 年的签证。可是一直到后来去巴西
，我都没用过这个签证。
在巴西的时候，发现美国签证快过
期了，我就决定趁过期之前来美国看看
。当时我有个在北京开会时认识的医生
朋友，吴世华，甘肃人，他在首都华盛
顿开业，省吃俭用给家乡捐钱一百万办
小学。当时我就想到来美国找他。结果
他建议我来美国后马上去考中医师执照
，还给我联系了纽约的考点。
考完试我就决定留下来试试运气，
在曼哈顿唐人街找了个诊所。诊所主人
回国了，要我替他照看生意。当时我初
来乍到，病人来诊所看病都是冲着之前
的主人来的，没有人相信我。后来就只
好慢慢地，一点点赢得他们的信任。
当时我每个周末也去华盛顿那边的
一个诊所工作一两天。那段时间也遇到
了很多印象深刻的病人，有国会议员，
有大学老师，还有 911 中受伤的国防部
雇员。那位国防部的病人在 911 中几乎
与死神擦肩而过，当时的爆炸就在他办
公室隔壁。所以经历了这种惊吓，他说
自己有点灵魂出鞘。来看病经常嘀咕，
我还活着吗？那位议员，当初就是他提
出了有关中医针灸合法化的法律提案。
远走巴西
当时在华盛顿还为李连杰的一位师
在澳门开诊所开到 1998 年，本来家 姐担任她的武术学院的医学顾问，给她
庭事业已经稳定下来。可是那一年，我 的学生们看病，治疗各种跌打损伤。
太太跟我离婚。我们中学时就认识，后
癌症探索
来结婚，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在澳门开
诊所，病人看病抓药，总共也就几十块
纽约的诊所经历了几年的辛苦经营
钱，所以医生赚不到多少钱。我很多时 ，一步步扩大，病人也越来越多。我也
候也收得少。经济上有压力，两个人就 越来越专注于中医理论和一些疑难杂症
时常争吵。
，尤其是癌症的研究。
1999 年初，我决定去巴西看看。我
2008 年，我哥哥在武汉得了急病，
弟弟在圣保罗开中医诊所。到了巴西， 脑溢血。我收到消息当天就买机票回了武
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当地的华人打来的 汉。当时医院认为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电话，说他一个日本同事，耳朵烂了， 他是脑动脉瘤，做了开颅手术，可是已经
他跟那个日本人吹牛说我们中医能治。 没用了。我就给他配了中药，后来又活了
所以就从当地报纸上找到我弟弟诊所的 一个月。他走的时候只有 60 岁。他是搞
电话，问我有没有办法应付？结果他那 建筑设计的，是湖北艺术中心的总工程师
位同事来了，是个日本女的，一来就脱 ，在自己的行业里很有建树。
光衣服。搞得我一愣，这是要干吗？她
从那之后我就越来越关注肿瘤和癌
说她以为要全身检查。我让她穿好衣服 症的治疗。疗效就是我们中医的生命。
，发现她耳朵里面已经化脓，又痛又痒 我们接的病人往往都是人家看过不要的
又涨。我就用火针帮她针一些穴位。当 病人，西医没有办法了，才找到我们，
时就不痛不痒了。后来治疗了两次就痊 所以我们看完也是挺自豪的，你们治不
愈了。
好的，我们就能治。比如乙肝，中医就

可以根治，一边把肝的病毒赶走，一边
恢复体质，肝脾同治。我们有病人经过
治疗后再去检测，表面抗原为零。但他
们（西医）老会说你这是个案，不具有
普遍性。后来成功的病例多了，他们也
不再多说了，也许默认中医的疗效了。
前两年纽约中医界有三位同行离世
，其中一位任医生，是我的好朋友。他
得了肝硬化，我帮他用三甲散（龟甲、
鳖甲、穿山甲）控制了八年，中间虽然
有小的反复，但身体总体平安。后来他
选择去放射治疗，结果巨咳不止，全身
水泡，后来证实他得了罕见的放射病，
全世界此前只有 23 例，他是第 24 例。
临死前 4 个小时，他儿子打电话给我，
我连夜过去，他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早
上 4 点钟走的。
事实上，全世界中医西医都有医疗
事故，西医每年单是吃止痛药死的就有
七八万，医疗事故死的 40 几万，但中药
有几个扎针死的？中西医各有所长，一
定要互补。西医主导了现代医学，但中
国人的老祖宗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医中
药，里面有很多瑰宝。中医的四大经
典 —— 《黄帝内经》、《伤寒论》、
《金匮要略》 、《神农本草经》，就
是给了我们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机会
。但究竟如何运用这些中医典籍，使用
各种经方，验方，偏方，都需要摸索实
践。千方易得一效难求，看病容易辩证
难，辩证容易加减难。中医的经验和精
准取穴和用药都十分重要。
我这两年治愈了好几例癌症病人，
都是西医已经无药可救了才找到我这里
。其中一个 7 岁的小女孩，父母在云南
丽江开客栈，结果这个独生女儿得了脑
瘤，家里把钱都花光了给她治病。后来
去了德州的安德森癌症中心，没有办法
；又来了纽约的斯隆癌症中心，也是治
不了。当时她脑子里的肿瘤已经有核桃
那么大，全身瘫痪。后来有位在圣约翰
医学院工作的牧师去探访她，就建议她
来找我。那个孩子是坐着轮椅来的。我
用我们自己开发的中药，给她吃了五个
月，现在肿瘤已经完全消失了。给她做
检测的癌症专家也觉得不可思议。
还有一位拉脱维亚的长期卧床的女
癌症患者，她来住了一个月做当面治疗，
后来就回家服用我寄给她的药丸，现在已
经可以下地给三个孩子做饭了。我们是依
据中医和道家的理论，“扶正固本”，根
据五行来配药，对癌症“围剿”，用的药
成份里面没有一味是有毒的。治疗过程中
病人可以随时通过西医检测来监控病情。
我们失败的例子也有，手上在治的也有十
几例。病人在选择西医治疗的同时，或者
西医已经无效的情况下，就可以尝试中医
中药。只要是看得见的实体瘤 —— 肝癌
，肺癌，胃癌，淋巴癌，胰腺癌，乳癌，
都可以尝试。
中医一定要流传下去，向全世界推
广；中西医要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单独
强调哪一个都是不对的。我去年在罗马举
办的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年会上宣读了我的
论文《中医里的抗癌密码》，引起很多同
行的兴趣。中医作为我们老祖宗的文化遗
产和一门科学，我们有责任对它进行更好
的研究和推广，把它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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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宣布：EB-1C、NIW、OPT 工卡
部分 I-539 都能申请 PP 加急了！
近日国土安全部和移民局发出公告，宣布扩
展加急申请(Premium Processing)的适用范围和审理
时间、费用调整，并且公布了他们最新的一个
“缩短案件审理积压、缩短审理周期的工作目标
”。
今天就来带大家看看，移民局的这拨操作会
如何影响大家的移民申请~
EB-1C、NIW、部分 I-539、I-765 工卡都能申请 PP
加急了
先来看最实在的变化，国土安全部 DHS 公布
了一项最终法案《Emergency Stopgap USCIS Stabilization Act》，这项法案是专门针对移民局加急申
请服务(Premium Processing)的。
现阶段移民局关于 PP 加急申请服务的政策是
：缴纳一定费用，移民局承诺在 15 个自然日给出
审批结果，如果 15 天内申请人没有得到审批结果
移民局将会退款。
当前 PP 加急申请服务的种类包括：I-129 表格
适用的各种工作签证，以及 I-140 表格适用的部分
职业移民绿卡资格申请，其中除了 H-2B 和 R 签证
之外，其他申请的费用都是$2,500。
移民局最新宣布的政策，不仅扩展了 PP 加急
申请服务的适用范围，也对不同申请类别的 PP 加
急申请服务费、以及处理时间进行了调整：
扩展了 I-140 表格美国职业移民绿卡可申请的
加急类型：新加入了原本政策中不可申请 PP 加急
服务的 EB-1C 企业高管经理类别，以及 EB-2 类别
中的 NIW 国家利益豁免，申请费用为$2,500，处理
时间为 45 天。
新增了部分 I-539 表格的 PP 加急服务：将部分
I-539 身份转换/身份延长申请列入可申请 PP 加急服
务范围，其中包括 F-1、F-2、J-1、J-2、M-1 和 M-2
这几种身份的转换，以及 E-1, E2, E-3, H-4, L-2,
O-3, P-4, or R-2 这几种身份的转换和延期。申请
费用为$1,750，处理时间为 30 天。
新增了部分工卡 I-765 表格的 PP 加急服务：

I-765 工卡申请类型繁杂、数量庞大，移民局计划
先将部分 I-765 工卡处理时间纳入可申请 PP 加急服
务范围内，最先被列入的 I-765 工卡类别包括 F-1 的
OPT 工卡和 J 类签证的相关工卡，其他类别的工卡
是否能享受这份福利，还得再等移民局另行通知
。申请费用为$1,500，处理时间为 30 天。
这种改变对受影响类别申请人绝对是一条大
利好消息，以往我们虽然知道 EB-1 没排期，但因
为 EB-1C 不能申请加急，有的申请人的 I-140 就能
审理超过一年；而各种类别工卡申请更是在最近
几年饱受其害，比如原本正常只需要三个月就能
出卡的 OPT 工卡，不知道这几年拖黄了多少同学
的工作机会。
虽然申请费不便宜，但只要交了钱移民局能
把事给大家办了，也行！

这份法案的最终版本将于 3 月 30 日正式公布
在联邦公告网上，公告 60 天，也就是 5 月 29 日将
是法案正式生效的日子。
移民局也在公告中提到，该计划将在 2022 财
年内分阶段执行，具体怎么个分阶段法、是否在 5
月 29 日之后所有法案中提到的新增类型都能立即
开始申请加急，还需要稍后等待移民局加急服务
申请页面的具体说明，有了最新消息小纽也会第
一时间给大家送出。
移民局终于下决心解决申请积压问题
对于预算方面比较紧张不想多花钱办加急，
且不是很着急的申请人来说，移民局最新的工作
目标也算是一条利好：为了彻底严肃认真地解决
申请积压严重问题，移民局制定了新的审理周期
目标，内部推出了一个名加“cycle times”的新指

标。
移民局保证会持续增加人手、引入更多的现
代化处理手段，争取在 2023 财年结束前达到新目
标。移民局内部会使用这套“cycle times”新指标
监控审理状况，随时进行调整，如下图给出的这
个目标也会随着实际情况做出改变。
不得不承认，拜登任内的这一波移民局负责
人还挺锐意进取的，态度上至少让大家感受到了
他们想要改变当前问题的决心，但到底是否能做
到他们的承诺，私心上觉得有些悬...
而且这达到目标的期限是明年 9 月底，一年之
后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测，希望移民局这回能说到
做到吧。如果不差钱，大家还是能加急就加急吧
，毕竟移民申请这件事有时候真是计划赶不上变
化。

绿卡主申请人离世，配偶子女还有可能拿到绿
卡吗？附绿卡遭拒的常见六大理由
前段时间有位小纽正在办理美国职业移民绿
卡的客人遭遇车祸不幸离世，离世前他的 I-140 资
格申请已经获批，理论上作为这份职业移民申请
的受益人，一旦绿卡获批之后他本应该为主申请
人雇主工作，但由于申请期间离世这份 I-140 也就
失效了，可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作为这份申请的附
属受益人是否还能继续等待排期、拿到绿卡呢？
今天就想和大家聊聊这条相对冷门的知识点
，如果在绿卡申请过程中主申请人不幸离世，这
份绿卡申请是否依然有效？离世申请人的家人们
，一方面要承受亲人离世的悲痛，另一方面是否
还要遭受举家尽快迁离美国的巨大变动呢？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官方还挺人性化的，最早
美国移民法规定，如果主申请人在案件还在审理
过程中去世，该申请将自动被撤销。但 2009 年国
会修改了这条规定，新规定说明从人道主义的角
度出发，绿卡申请主申请人离世、其受益人或附
属受益人仍有机会顺利获得绿卡。
先说回小纽的客人 Wu 先生，他的 I-140 已经
获批，离世前他正在等待绿卡排期。
当 Wu 先生的太太联系到小纽后，我们为 Wu
先生的太太准备了一份 Request for Relief 声明，申
请时还附带了 Wu 太太的工作证明、他们在美国拥
有的房产资料，证明 Wu 太太和孩子们在获得绿卡
后并不会使用政府福利、成为社会负担。
其实需要证明满足的条件和所有绿卡申请需
满足的条件相类似，受益人得证明自己把美国视
作最主要的居住地，而不会通过绿卡滥用美国社
会福利、造成社会经济负担。
递交这类 Request 其实并不需要额外填写表格
或缴纳费用，但是如何撰写申请内容、组织证明

文件，都会影响着这份申请是否能够继续和最终
拿到获批通知。
亲属移民：寻找替代担保人
之前小纽有另外一位正在办理亲属移民的客
人也遭遇了类似问题。
绿卡持有者 Wang 女士通过申请 F2B(绿卡持有
者 21 岁以上未婚子女)为其已经成年的儿子办理绿
卡，同样也是在等待排期期间，由于健康问题
Wang 女士不幸离世。
虽然 Wang 女士的儿子在美国已经工作，有可
靠的收入来源以及资产证明，但由于原本作为经
济担保人的 Wang 女士已经去世，为了保证之后不
成为公共负担，Wang 女士的儿子还需寻找符合相
应 资 格 的 亲 属 作 为 “ 替 代 担 保 人 ” (Substitute
Sponsor)，递交 I-864 经济担保书(Affidavit of Support)，这样才有可能保住这份绿卡申请。
最后，Wang 女士的女儿作为绿卡持有者为她
哥哥担保，在我们提交了 Request for Reinstatement
以及其他材料后，Wang 女士的儿子顺利地保住了
这份绿卡申请。下面这张截图里展示的是什么条
件可以成为替代担保人。
移民官自主裁量权起作用
移民官在审理这类申请时一般都会采用自主
裁量权，因此移民官的主观判断直接影响着此案
件最后是否获批。
除了必备的证明文件之外，当然也还有一些
“主观加分项”，比如拿到绿卡对于家庭来美团
聚至关重要、已在美国居住一段时间并有强烈意
愿继续居住、已经花费较长时间等待排期等等...
一般来说，只要受益人向移民官表达想要拿
到绿卡留在美国的真实意向，秉持着“举家团圆

”宗旨的移民官在酌情
考量证明材料和个人经
历过后，并不会特意为
难这些受益人。
论最终的审批结果
是批准还是拒绝，移民
官的决定都是一裁终裁
、不可复议。若不幸被
拒，受益人只能另寻他
法办理绿卡。
绿卡遭拒的常见六大理由
在办理绿卡的过程中，无论是亲属移民还是
职业移民绿卡，因主申请人去世导致最终绿卡被
拒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
对于绝大多数绿卡申请人来说，该符合的条
件、该递交的文件，在移民局那里并没有通情达
理之说。对于一些不利于绿卡申请的条件，不知
避重就轻、巧妙化解；对于胜券在握的绿卡申请
，却因为粗心大意全盘皆输；对于既定事实的过
往经历，还想试图掩盖...往往这些才是绿卡最常见
的被拒理由：
#1 成为公共负担
移民官会根据申请人的年龄段、健康状况、
教育背景、财务情况等信息来判定该申请人是否
有成为公共负担的倾向。为打消移民局的顾虑，
申请人可找一位具有合法的美国身份、有经济能
力的亲戚朋友作为经济担保。
#2 患有传染性疾病
体检报告是获得绿卡的重要文件之一，如果
申请人被诊断出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并在获得
绿卡之前无法治愈的情况下，对于绿卡申请很不

利。
#3 错过面试
在提交完 I-485 身份转换申请后，一般就坐等
面试和打指模了。面试环节也是顺利获得绿卡的
关键环节，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可另行安排
面试时间，切勿临时放移民官的鸽子。
#4 遗漏重要文件
绿卡申请是一场持久战，因此更应该对申请
细节小心处理。该递交的相应表格、费用、证明
文件，样样都不能少。尽管移民局可能会再给你
一次补交材料的机会，但是移民官也有权直接拒
批这份“缺胳膊少腿”的移民申请。
#5 曾经非法入境
如果申请人曾通过虚假身份或偷渡入境，申
请人可能因涉嫌违反移民法，绿卡大概率会被拒
。
#6 曾有犯罪记录或有犯罪倾向
无论是性质恶劣的凶杀案还是小偷小摸的盗
窃案，一旦申请人有类似的不良记录，一定要如
实禀报再由移民局定夺，如果瞒报回头被发现，
那这份申请肯定是悲剧收场了。

（為食書生
為食書生）
）清明午宴到榮記
人過七十, 不時均有時光飛逝的感觉.
你看欢庆今年任寅年虎歲的快樂時光, 似
乎是上周的光景, 但其實已是七十多天前
的历史軌跡矣. 一瞬間, 我們休市居民已來
到作为中國四大民間節日的清明掃暮佳节
。
港澳文友十分有我心，每有春秋佳日
，定必透過電腦手機，向我送上詩歌詞曲
，交流一下對時節的感受。且將其中一位
珠海朋友的「清明寄賦」，供休市讀者欣
賞：
絲雨微風落地輕，子規啼喚靄煙橫。
清溪瀉綠浮新葉，小徑繁紅隱舊程。
遙望鄉田歸路遠，正逢疫癘隔心縈。
雲天渺渺憑飛雁，託寄哀詞念祖情。
在清明節中，華人未忘祭掃祖先和親
人陵墓,此乃國人最為普遍的民間習俗。
逝者長已矣，生者當思之。清明時節，踏
青掃墓，緬懷先人是人之常情，是我國重
要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中國人重孝道，講
求慎終追遠，因此每年遇上清明，本人一
定跟隨內子與其外家眾多兄長姐妹，來到

休市南部最大的墓塲，拜祭岳父岳母大人
，祈求保祐我們一眾家人，出入平安，身
體健康。
難得十多位親人出席今次清明拜祭活
動，作為內子外家的領軍人物沃舅兄，特
別慷慨招呼我們，拉大隊一起去晉食午饍
。在唐人街內芸芸眾多酒家食肆，我們如
何選擇？各位親友格外賞臉我這位「為食
書生」，讓我作出選擇。我沈吟一下，道
出「依照港澳行山習俗，多以燒肉、义燒
、火鴨，列為拜祭主菜。因此今頓午飯，
毫不猶豫，應該到百利大道及 Willcrest 街
角的榮記飯店內去，享受今次清明拜祭午
饍！
衆親舉手讚成，於是大家馬上駕車上
45 號公路北，轉 59 公路南，過了環城公路
59， 5 輛汽車出百利大道，片刻之間，來
到榮記門前，停車入內，放眼一看，只見
餐廳之內，兩張可坐 10 至 12 人之大枱己
有人客，其他 10 多枱之 4 人枱，己滿一半
；收銀機櫃臺之前，有 6 位男女人客正在
列隊耐心等待他們的外賣食物。我們一行
10 人，當然要張大枱才可以飲食。我一個

贊走近櫃枱，高聲向老闆娘打過招呼：
「好生意呀，嫦姐！」此時嫦姐正在運刀
如飛，斬切燒味，聽我一叫，與上轉個頭
來，回敬一聲：「楊生，自便，招呼不到
！」
我們小候一刻，待企枱小姐收拾過剛
剛離開餐廳的唯一大枱後，便安然坐定定
，看餐牌，點上大家心中所好。
首 選當然是掛爐大鴨、蜜汁乂燒、脆
皮燒肉、這些都是榮記飯店的招牌菜，如
果到榮記而不選擇烧味來進食，那就好像
「如入寶山而空手回」矣。所以我們一行
10 人，毫不猶豫，要上新鮮出爐、火辣辣
的三樣燒味。繼而再點上蒜容豆苗、乾炒
牛河、椒鹽多春魚，合共六味菜式，正是
六六大順，朌望新冠病毒疫情能夠真真正
正地熄滅，中美兩國相互禮讓、世界各國
重新開放大門，各地民眾可以互通往來，
百業興旺、天下太平，美景陸續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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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偵靈異喜劇《愛的混混》公開台版地獄十殿樣貌！

金馬奇幻世界首映影迷搶先看
曾以《花甲男孩轉大人》與《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叱吒金鐘與金馬獎的氧氣電影有新作，耗資 1.5 億所
打造的最新影集《愛的混混》今（4/13）於金馬奇幻影展搶先登場與觀眾粉絲見面。瞿友寧導演、游智煒導
演率演員林哲熹、鄭人碩、鄭怡、楊宇騰、洪都拉斯與王彩樺等主創一起現身首映會記者會，與影展朋友分
享團隊這齣醞釀二年的新型刑偵靈異喜劇幕後甘苦談。

作為《愛的混混》男主角，林哲熹在戲中有多
場裸體戲！且每次男主角在戲中裸體醒來的狀況都
不一樣。問到保護措施做得如何？瞿友寧導演幫忙
解釋：「本來要幫哲熹做防護措施，後來我們只做
一點點，基本上是手一拉開就會看到，所以哲熹就
會拼了命的要保護（重點部位）！」而與林哲熹對
戲女演員穿得很清涼、又在戲裡要拼命拉掉哲熹的
保護措施，問最後兩人誰贏了？導演神秘回應：
「看到第四五集左右就會知道了！」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媽媽王彩樺，這次在
《愛的混混》中演阿嬤，而鄭人碩則是飾演大律師
，至於楊宇騰則是將以殺手形象示人，將在劇中與
男主角林哲熹過招！林哲熹因演過電影《狂徒》，
著名的耐打耐摔，問漫畫花美男楊宇騰會是林哲熹
的對手嗎？林哲熹笑著回應：「我在戲中會怕他！
」原來 YU 在《愛的混混》中是個兇狠角色，有武器
，不是等閒之輩！
《愛的混混》為打造靈異動作喜劇風格，特效
大概花費 2000 萬以上，還有遊覽車翻覆爆炸場面
戲，以及群鬼與王彩樺的特殊化妝都不便宜！因為
在戲中演阿嬤，王彩樺每次上工演戲之前都要耗費 4
小時化老妝，任憑化妝師用白膠抓皺她的臉、還用
吹風機吹乾，拍戲期間皮膚皺到回家女兒都會問
「媽媽怎麼了？」的地步。
王彩樺更笑說：「我躺在那邊被化妝，感覺好
像在畫大體。」瞿友寧導演更補充化妝還不夠：
「我們還有用電腦（後製）加強。」
《愛的混混》也是林哲熹生涯首度擔任長篇影
集男主角，在劇中他並有飛車戲、跳樓戲，甚至還
有全裸愛情動作戲樣樣來，坦言比當初拍攝《狂徒
》還要累，進組的每天通告都是全壘打。

由於在戲裡有多場全裸戲，身材自然備受檢視
，而瞿友寧導演稱讚林哲熹「屁股蠻結實的」。王
彩樺並提及林哲熹在拍戲現場都在健身。林哲熹解
釋：「我們拍戲的警察局場景，二樓剛好是健身房
，等戲的時候覺得閒著也是閒著，就順便運動。」
在《愛的混混》中飾演律師的鄭人碩自招自己
是 NG 王，最常 NG，最高曾達三四十次的 NG 次
數，顯見法律相關台詞的難背。鄭怡在劇中飾演女
主角媽媽角色，除了有遭遇到與藍可兒類似的事件
，更與馬力歐在劇中有激烈拉扯，鄭怡讚嘆馬力歐
氣場強，對戲的時候讓她忍不住一直往後退、被壓
制！
團隊在劇集中重金打造的大製作場景尚且還有
「地獄十殿」，每一殿地獄都呈現出不同景致，每
一殿的閻王也都是大咖出演！而林哲熹在黃昏之時
會被陰間魂魄「小綠綠」包圍的場面，也能帶給觀
眾一個全新的想像。
既然是靈異劇種，究竟男主角本人實際上是否
看得到東西？林哲熹透露自己確實有敏感體質：
「以前累的時候有看過，像是回家的高速公路邊，
會看到一個一個站在那邊。」聽得讓人渾身發毛！
刑偵靈異愛情喜劇《愛的混混》搶先在金馬奇
幻影展做大銀幕播映 1-3 集精華版，播畢後更有精彩
預告助攻，卡司與類型和元素令人期待。
本劇有林哲熹、嚴正嵐、鄭人碩、陳昊森、李
沐、王彩樺、許傑輝與陳大天等人主演。故事描述
每逢黃昏就見鬼、渾身痞味的熱血里長羅一凡（林
哲熹飾）與正義菜鳥律師趙暖（嚴正嵐飾）見面就
成歡喜冤家，兩人與菁英律師溫為仁（鄭人碩飾）
見證了一連串突發案件，並步入一個巨大的秘密陰
謀之中。

金馬影后陸小芬息影 20 年回歸
金馬影后陸小芬息影超過 20 年重返大銀幕，導演傅天
余自編自導新片「本日公休」飾演經營台式男子家庭理髮
的務實歐巴桑「阿蕊」，她與年輕一輩優秀演員傅孟柏、
施名帥、陳庭妮、方志友等人同台尬戲飾演一家人，他們
這家人還自豪說：「我們家的共通點就是顏值高！」逗得
「媽媽」陸小芬笑說：「我的兒子、女兒、女婿都好棒，
這是像到我吧。」
陸小芬這次挑樑女主角，她當年演出「上海社會檔
案」、「瘋狂女煞星」等片成為家喻戶曉的當紅女星，
並以「看海的日子」榮獲第 20 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接
連主演「桂花巷」、「晚春情事」兩度獲亞太影展最佳
女主角。陸小芬這次在「本日公休」不當復仇女煞星，
放下武士刀改持剪刀，搖身一變成為活力十足的台味家
庭理髮阿姨，飾演貫穿全片的核心人物「阿蕊」。陸小
芬表示在「阿蕊」身上，可以看見台灣傳統女性在家庭
以外的韌性跟活力，「阿蕊靠己不靠人，靠著剪髮技術
傳承專業職人精神之外，也把自己活成最自由的人」。
「本日公休」由金獎導演吳念真、吳明憲共同

監製，劇本靈感取材自導演傅天余的家庭故事，從
發 想 到 籌 備 拍 攝 歷 經 3 年 時 間， 終 於 在 日 前 順 利 殺 青
。 片 中 經 營 家 庭 理 髮 超 過 40 年 的 女 主 角 「 阿 蕊 」 ，
角色原型便是導演的母親，電影主場景亦回到傅天
余導演的台中老家拍攝，戲裡戲外相互呼應，全片
寫實中帶有細膩人文關懷，瀰漫濃濃的台灣在地生
活氣息。
監製吳念真表示：「當時聽到故事我便告訴導演，
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個故事拍出來。『本日公休』呈現
了台灣人最熟悉的同情共感，描繪許多一輩子認真工作
的普通人樣貌。導演傅天余也在拍攝過程回到自小熟悉
的成長環境，希望透過這部作品留下她最想要珍惜的記
憶。」監製吳明憲也說：「當初看『本日公休』劇本就
非常感動，故事貼近台灣人的生活經驗，以歷歷在目的
即視感讓街頭巷尾參與我們成長過程的理髮阿姨，訴說
著情感豐厚的動人故事。十分期待女主角為電影展現出
專屬台式歐巴桑的影像熱情與渲染力。」電影預計 2022
年底戲院上映。

《正負之間》大秀浪漫時刻
全球同步線上記者會

今年春天最受矚目原創 BL 話題台劇《正負之間》
將於本週日五(4 月 15 日)中午十二點，在 CATCHPLAY+
影 音 平 台 獨 家 上 架 首 兩 集 ， 註 冊 CATCHPLAY+ 會 員 ，
即可免費觀看首兩集。甜寵戀愛《正負之間》由四位
新生代演員林上豪、石承鎬、鄭齊磊、李見騰共組雙
CP，故事由一段超過 20 年的兄弟情逐漸轉變成愛情為
開端，交織著另一段白天與夜晚的命定相遇，四位主
角互相交織的際遇，愛情與友情的交叉點，將雙雙萌
芽浪漫的愛戀。《正負之間》將於 4 月 15 日起，每周五
中午台日同步上線更新最新一集，台灣地區獨家在
CATCHPLAY+影音平台上架，日本地區將於 Rakuten TV
、Video Market 同步播出。
《正負之間》製作人暨日本投資方代表宋鎵琳與總
導演姜秉辰今日(13 日)攜演員林上豪、石承鎬、鄭齊磊
、李見騰、林逸欣、艾雨帆一同出席線上記者會，製作
人宋鎵琳說：「感謝 CATCHPLAY 促成這次的合作，讓
原創台劇內容更加豐富，將 BL 台劇推向國際。」CACHPLAY 版權總監暨本劇監製陳紹勳亦分享：「非常感謝
Rakuten TV、Video Market 的協力支持，讓 CATCHPLAY
原創台劇內容可以提供海外粉絲同步收看，也謝謝相當
用心的製作團隊推出這麼棒的好作品。」演員林上豪則
在記者會大爆雷表示：「這部戲是我第一次嘗試 BL 劇的
演出，第一集就有吻戲，請大家一定要準時收看本周五
的首播！」對 BL 劇不陌生的石承鎬靦腆分享：「因為劇
本真的超多吻戲，拍攝到後期導演都叫我跟林上豪不要
再親了！」
今日亦正式釋出 90 秒預告，「鄭傅 CP」林上豪與
石承鎬穿上高中制服，化身青春洋溢高中生，深情向
對方告白：「我會一直陪在你身邊…」超過二十年兄
弟情的兩人，將漸漸轉變為愛情？還是我們只能是兄
弟？心碎的林上豪怒吼：「狗屁兄弟！」獨自傷心離
去。另一邊的「加簡 CP」鄭齊磊與李見騰，日與夜的
命定交錯因而誤闖彼此生活，李見騰揪心拋下一句：
「我並不覺得，這些回憶可以這麼輕易地被拋棄…」
透 露 了 兩 人 的 關 係 ， 似 乎 將 面 臨 重 大 考 驗 。 2022 春 季
最甜寵 BL 台劇《正負之間》，4 月 15 日起，每周五中
午，就在 CATCHPLAY+影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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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为何千百年来被钟爱
2021 年 7 月 25 日，正在福州举行的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激动人心的好消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 56 处世界遗产。
本次泉州共有 22 处遗址与古迹被列入世界遗产点，包括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
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
像、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址）、德化窑址（尾林-内坂窑址、屈斗宫窑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洛阳
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和万寿塔。
这些遗产点见证了泉州古城在 10～14 世纪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繁荣，其中既有像开元寺、天后宫这样名
声在外的著名景点，也有像九日山祈风石刻、顺济桥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这样虽具重要历史地位却鲜为人知
的小众遗迹。
2018 年在巴林举行的第 42 届世遗大会上，泉州曾以“古泉州（刺桐）史迹”的名义申遗，可惜遗憾折戟。
本次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后，LP 的作者、编辑们（隔空）一阵沸腾欢呼，因为我们实在太喜欢鲜活、多元而迷
人的刺桐城。这座城市早在六七百年前，就已被当时的旅行家所钟爱，这些世界遗产点，许多都是他们曾经游
历过的地方，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追循中古旅行大 V 的脚步，在泉州开启一趟古今交叠的奇幻之旅。

在中国的东南和华南，阳春三
月时常能看到火红的刺桐花。这种
美丽的花朵赋予了一座古城优雅的
别名，这便是芳名“刺桐城”的泉
州。
泉州与刺桐的渊源要追溯到残
唐五代时期。相传南唐节度使留从
效初建泉州城时，环城遍植刺桐，
因此得名“刺桐城”，时至今日，
刺桐仍然是泉州市花。
作为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从
宋元时期开始，刺桐城便是享誉中
外的“东方第一大港”，来自东南
亚、印度乃至阿拉伯半岛、欧洲的
商贾趋之若鹜，海外贸易像刺桐花
一样红火热闹。泉州也成为中世纪
炙手可热的旅行打卡地。
马可· 波罗，伊本· 白图泰，鄂
多立克，汪大渊……世界上最知名
的旅行家，都曾慕名游历刺桐城，
他们在六七百年前写下的游记，笔
下依然闪耀着刺桐城的昔日荣光。
马可· 波罗：刺桐城抽税最高的奢
侈品是……
1275 年 ， 21 岁 的 马 可 · 波 罗
（1254-1324 年）从威尼斯出发经过
两河流域和中亚，来到了元大都
（北京）。忽必烈很喜爱和器重这
个小伙子，不愿意放他回国。直到
马可· 波罗将近 40 岁时，他才受忽
必烈委托，从泉州出发，经海路护
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到伊尔汗国成婚
，大汗终于答应他在完成使命后可
以转道回国。所以，刺桐是马可·
波罗在中国的最后一站。
在《马可· 波罗行纪》中，作
者 被 刺 桐 （Caiton） 城 的 规 模 和 商
贸往来所震撼，与他熟知的埃及亚
历山大港作了比较，认为刺桐港甚
至超越了亚历山大，称之为世界最
大良港之一也毫不为过。
接下来，他详细“调研”了港
口货物的税率，发现胡椒、沉香与
檀香的税率，比宝石和珍珠还高。
可以看出，在元代，官府对香料贸
易的重视远大于各类金银珠宝，从
香料中攫取的税收也丰厚得多。可
以说，早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早在
欧洲殖民者发现香料的魔力之前，
中国就已经开展了广泛的香料贸易
。
无论是真腊（柬埔寨）的沉香
、阇婆（爪哇岛中部北岸）的胡椒
、还是大食（波斯）的安息香、龙
涎香，都会汇聚到三佛齐（印尼巨
港），而后运往刺桐港，并按照奢
侈品的待遇抽取重税。当然，从刺
桐港出口销往国外的商品也很值钱
，主要有丝织品、瓷器和茶叶，此
外还有铁器、漆器、糖酒甚至荔枝
、龙眼等新奇水果。
马可· 波罗敏锐地观察到刺桐
城居民使用纸币这个细节，元朝是
中国开始大范围流通纸币的时代，
但广袤的疆土上，并非所有地区都

已经用上纸币。这也是刺桐贸易发
达的直接体现。
本地人丰富的信仰也被马可·
波罗记载下来，他称之为“偶像教
徒”，这里面可能包括了佛教、道
教乃至妈祖信仰。可见当时刺桐城
的文化自信、开放和包容。
鄂多立克：刺桐是世上最好的地方
之一
比马可· 波罗小二十多岁的鄂
多立克（1286-1331 年）是一名方济
各会托钵僧。他也是马可· 波罗的
同乡。1318 年，鄂多立克从威尼斯
启程东游，经过今天的土耳其、伊
朗、印度后，从西印度自海道来到
中国。
与深受忽必烈宠爱的官方使者
马可· 波罗相比，鄂多立克更像一
位云游四方的背包客，他的记录是
晚年在病榻上口述的，可能有次序
凌乱、夸大失实的嫌疑，但一些细
节非常生动。比如他描绘过泉州人
在寺庙上贡祭拜的场景：
供食的盘碟都冒热气，以致蒸
气上升到偶像的脸上，而他们认为
这是偶像的食品。但所有别的东西
他们留给自己并且狼吞虎咽掉。在
这样做后，他们认为已很好地供养
了他们的神。
和马可· 波罗在游记中展现的
尊贵身份相比，鄂多立克的旅行显
得更接地气，对我们来说，也就是
更有“旅行者”的视野。至于刺桐
这座东方大城在这位云游僧眼中到
底是何种地位，《东游录》中早有
总结：“该地系世上最好的地方之
一。”
伊本· 白图泰：闽南口音引误会
伊 本 · 白 图 泰 （1304-1369 年 ）
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的柏柏尔人家
庭。20 岁左右时，他去麦加朝圣，
随后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漫漫旅途
。在他返回故乡后，口述成了著名
的《伊本· 白图泰游记》。
刺桐城是马可· 波罗在中国的
最后一站，却是伊本· 白图泰的中
国第一站。刚到港口，伊本· 白图
泰就把刺桐城叫成了“宰桐”，因
为刺桐的闽南语发音近似于阿拉伯
语的油橄榄“宰桐”（Zaitun，Zayton），所以他还很纳闷，为什么
中国和印度都没有油橄榄，却把自
己的城市起名为橄榄的城市。
和鄂多立克的溢美之词一样，
伊本· 白图泰对于这里的物产也赞
不绝口：
刺桐城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大城
，以生产锦缎而闻名；
至于中国瓷器，则只在刺桐和
穗城（广州）制造”，……“这种
瓷器运销印度等地区，直至我国马
格里布。这是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
。
伊本· 白图泰还注意到了当时
刺桐城的民居样式：

与其他地方的民居一样，也
是户户有花园和天井，住宅建在
花园当中。这与我国斯基勒马赛
城的情形相仿。
由于他的穆斯林身份，伊本
白图泰对当时生活在刺桐城的穆
斯林着墨甚多。某种程度上讲，
泉州港的繁华，也十分得益于这
些善于经商的穆斯林商人。宋元
时期，刺桐城设置了市舶司以发
展对外贸易，商贸极尽繁盛。
汪大渊和徐霞客：有海盗！
对泉州而言，最重要的中国
古代旅行家并不是徐霞客，而是
名 不 见 经 传 的 民 间 航 海 家 —— 汪
大 渊 （1311- ？ ） 。 这 位 被 遗 忘 的
“东方马可· 波罗”，先后两次从
泉州出发，随商船远游历时八年
之久，涉足 200 余个国家和地区，
并留下《岛夷志略》一书。
在汪大渊的时代，泉州是
“梯航万国”的对外贸易商港，
海外贸易已经超过了广州。他也
提到泉州人出海经商历尽艰辛，
甚至远至帝汶岛。
这四位旅行家都见证了古代
刺桐城最辉煌的光景。这座“东
方第一大港”的衰落，其实是在
元 朝 末 年 。 1357-1366 年 间 ， 波 斯
色目人军队亦思巴奚军主导的军
阀混战，重创了泉州和兴化（莆田
）一带的社会秩序与贸易发展，让
盛极一时的海外贸易转向衰落，大
批侨居穆斯林也纷纷逃离。
晚生了两三百年的徐霞客没有
他的前辈那么幸运。在他生活的明
朝末年，由于政府海禁政策的推行
和东南海域盗匪的猖獗，泉州在
《徐霞客游记》里只出现在“时道
路俱传泉、兴海盗为梗，宜由延平
上永安”中，便被匆匆错过了。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古
几大旅行家曾经见证过的刺桐城，
如今可以去哪里领略昔日繁华呢？
- 世界遗产点：开元寺 始建于唐代的开元寺在马可·
波罗来刺桐时早已屹立了数百年，
只是如今开元寺的面积只剩下最初
的十分之一，可想而知当时是何其
鼎盛。
但如果细看寺内的建筑，还能
找到一些舶来文化的痕迹，比如拜
亭两侧的宋塔浮雕上刻有头顶瓦罐
的印度人，大雄宝殿中的斗栱则有
印度“妙音鸟”——迦陵频伽的飞
天造像。
建于宋代的双塔仁寿塔和镇国
塔在元朝时已经撑起了刺桐城的天
际线。如果想一品旅行家们对刺桐
港帆影重重的盛况，你可以在开元
寺后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看到当时
还没被挖出的宋代古船。馆内还有
一尊伊本· 白图泰的塑像。
- 承天寺 曾是五代节度使留从效的南花

园，因“文革”被毁，如今已经重
修，不复昔日的古朴，但仍然清幽
宁静。承天寺唯一的古物是文殊殿
前的宋代石经幢，须弥座和幢身浮
雕有力士、佛像、莲瓣等，且有独
特的针眼宝顶，是现在留下的孤例
。可惜承天寺未被列入世遗点。
由沐昀提供
- 世界遗产点：清净寺 在刺桐城伊斯兰教发展的鼎盛
时期，城内有七座清真寺，而今仅
余一座，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清
真寺——清净寺。
清净寺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
（1009 年，回历 400 年），以叙利
亚大马士革的倭马亚大清真寺为范
本。在元、明时多次重修。可惜如
今，昔日的奉天坛（礼拜大殿）在
1607 年的泉州大地震中被震塌了穹
顶，只剩下石墙和石柱让人怀想昔
日的宏伟。但是以前的阿拉伯语石
刻而今仍然历历在目。
在清净寺对面的涂门街，民宅
小区外仍然用伊斯兰式的尖拱做大
门，可以多少追忆当时“蕃人巷”
（穆斯林聚居区）的痕迹。
- 世界遗产点：泉州府文庙 泉州府文庙在北宋初年就屹立
在如今的位置，集宋、元、明、清
的建筑样式于一身，也是中国东南
地区最大的文庙建筑群。面阔七间
、重檐庑殿顶的大成殿气象开阔，
和马可· 波罗时期应该没有很大差
异。
- 世界遗产点：德济门遗址、

天后宫 如今香火鼎盛的通淮关岳庙在
旅行家们的时代还未建成，但刺桐
城重要的民间信仰寺庙天后宫和前
方的德济门想必他们都见过。元代
帝王为了求得漕运、海运的顺利，
曾经多次诏封妈祖以求庇佑。在马
可· 波罗的年代，忽必烈封妈祖为
“天妃”，极尽尊崇。所以在闽南
语中仍然会沿用旧称“天妃宫”。
德济门始建于南宋 1230 年，昔
日曾是刺桐城雄伟的镇南门，是宋
元时期刺桐城的象征。如今你可以
去天后宫旁吃一碗清凉的秉正石花
膏，眺望只剩断壁残垣的德济门遗
址。
除了以上这些景观外，还有一
些与他们同年代甚至更早的古迹，
大部分也被列入了世遗点，例如清
源山巨大的老君岩造像:
对穆斯林商人非常重要的伊斯
兰教圣墓:
东郊古老的宋代古建洛阳桥和
蔡襄祠：
出城到晋江，始建于南宋的草
庵是全国唯一一座现存的摩尼教
（明教）寺庙，金庸先生还曾来此
欣然题词“熊熊尊火，光明之神”
。
如果再跑远一点，便是《马
克· 波罗行纪》中提到的刺桐别城
迪云州，即今天的德化。你可以在
宋元时就已存在的屈斗宫古窑遗址
，追想昔日外国旅行家目睹精美的
德化白瓷时惊叹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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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73
73 汽車維脩大全
汽車維脩大全((十二
十二))
38、行駛中發動機有爆燃響，尤
其是加速時明顯。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爆燃聲響類似氣門桿
的響徹聲即“喀喀”聲。由於新型發
動機大都使用液壓挺柱，不會發生氣
門桿間隙過大的響聲，實際是一種爆
燃聲。這種響聲多由於使用了低標號
燃油所致。要排除這種故障，必須更
符合要求的高標號燃油。這種異響在
切諾基車上最明顯。若一時買不到符
合規定的燃油，則應對點火正時進行
適當調整。
39、發動機液壓挺柱響。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裝用液壓挺柱的發動
機，不需要調整氣門間隙，但由於液
壓挺柱功能衰退或其他因素影響，有

時也會有異響發生。在發動機怠速運
轉時，在發動機中部、氣門液壓挺柱
側會聽到“哢嗒”的聲響。響聲規律
不明顯，提高發動機轉速後聲響減弱
或雜亂，高速時消失。冷車較明顯，
熱車響聲逐漸減弱。若斷火試驗，響
聲依然存在。這種響聲容易誤判，即
誤認為是其他部位的金屬敲擊聲，因
此引起讀者的註意。產生液壓挺柱異
響的原因是，柱塞磨損，閥門漏油、
供給挺柱子機油壓力不足、柱塞與挺
柱體被油汙阻塞。排除故障時，對磨
損、漏油嚴重的零件應予以更換。磨
損較輕的部件通過修理可繼續使用。
40、真空膠管有漏氣聲。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在使用中，由於真空
膠管老化鬆動、脫落及變形，在怠速

運轉時，發動機上部便會聽到一種
“噝噝”的漏氣聲，隨著轉速的提高
，聲音逐漸消失，冷機、熱機響聲無
變化。同時，發動機在怠速運轉時，
還伴有“突突”聲響，有些附件因真
空度不夠而不工作，響聲雖小，但有
隱患。上述故障原因是由於真空膠管
鬆動、脫落後，因發動機運轉產生真
空，在真空管接頭處有較大的吸氣而
產生氣流的響聲。排除這種故障的方
法比較簡單，檢查各真空軟管、管接
頭處有無老化變形、龜裂、脫落，若
有損壞應更換新件。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專欄
投資理財要從小做起
我們每一個成年人都知道 IRA 是一種很
好的退休理財方式。但很少人知道，小孩子
也可以建立他們自己的退休賬戶。退休對他
們來說太遙遠了，他們甚至還不知道什麽叫
退休，但正是因為這個長長的時間隧道，能
讓他們積累更多的財富。下面我們來看一看
小孩子可以買的 IRA 計劃。
小孩子可買的 IRA 類型
兩種 IRA 小孩子可以買，Traditional IRA
和 Roth IRA。 這兩種 IRA 的最主要區別就是
當你把錢存入退休賬戶的時候， 對於 Traditional IRA 是稅前的錢， 對於 Roth IRA 是稅後
的錢。當年齡達到 59 歲半以後把存的錢和增
值部分取出來的時候，Traditional IRA 是要繳
稅稅的，而 Roth IRA 就是完全免稅的。
一般的人在報稅的時候會將孩子作為
dependent, 這就要求您的孩子的最多工作收
入不能超過$6,300 (2015 年的標準)。如果孩
子的工作所得少於$6,300 元，他的稅額率將
是 0%， 那麽抵稅對他來說不具任何意義。
所以開設 Roth IRA 才是最好的選擇。
為孩子建立退休基金的好處
1. 從小培養孩子的金融理財概念。
2. 小孩子也許還不懂得利息、增值、
復利等，但他們已經能理解隨著時間的推移
，錢是可以升值的。

舉個例子，以 5%年增長率，小孩在他 10
歲的時候存入 IRA 賬戶$1，000 元，在他 60 歲
時，這 1，000 元可以增加到$11，467 元。以
同樣的年增長率計算，如果每個月存$50 元
，60 歲時他就會有$137，076。
3. 如果孩子上大學時需要這筆錢來支
付學費，他可以從 Roth IRA 賬戶裏取出來，
而沒有 10%的罰款，只增值部分需要繳稅。
如果需要買房 (如結婚)，他可以從賬戶裏提
取
$10，000 增值、本金都不需繳稅，也不需要
付 10%的罰款。
4. 如果您就是孩子的雇主，您付給孩
子的酬勞同時會降低您的稅額。
IRA 賬戶的建立
根據德州法律，孩子在 21 歲以前建立的
賬戶是 Guardian IRA, 在他們 21 歲時，這個賬
戶就會自動轉成是他們自己的了。到那時如
果孩子有意向還請您作監護人，您還可以作
監護人。
不是所有的金融機構都允許開設小孩子
的 IRA，以下這些金融機構是可以的。
Charles Schwab
Etrade
Scottrade
T. Rowe Price

TD Ameritrade
Vanguard
開設此種 IRA 賬戶是沒有年齡限制的，但是
它要求小孩子一定要有他自己掙的錢。如果
一年要存$5,500, 他必須掙到$5,500.
兒童是否可以合法工作
各州法律不一樣，規定也不一樣。根據
德州法律，兒童在 14 歲以上就可以合法工作
，但工作範圍有限制而且不可以在上課期間
工作。兒童 14 歲以下可以在父母或者是監護
人的公司裏工作。所以有自己企業的父母可
以適當地給自己的 14 歲以下的孩子分配一些
力所能及的工作並發工資給他們，然後開設
IRA。兒童在 14 歲以上，就不需要一定在父母
公司工作了。
總之，給孩子錢財不如教孩子理財。人
生坎坷，道路艱辛，讓孩子及早鋪墊自己的
人生之路。
趙廣華（CPA 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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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所有出席交接儀式的東北同鄉會的新、
所有出席交接儀式的東北同鄉會的新
、老會長及理事們在現場合影
老會長及理事們在現場合影。
。

德州東北同鄉會 4 月 10 日舉行新舊會長交接儀式
新任會長許涓涓自楊萬青會長手中接過會長重任

（右起 ）新任會長許涓涓
新任會長許涓涓、
、前會長王曉霞
前會長王曉霞、
、
新任秘書長小娜合影。
新任秘書長小娜合影
。

德州東北同鄉會會長交接儀式：新任會長許涓涓
德州東北同鄉會會長交接儀式：
新任會長許涓涓（
（左
二）由上任會長楊萬青博士
由上任會長楊萬青博士（
（右二
右二）
）手中接過會長重
任。並由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
並由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
（左一
左一）、
）、新
新
任執行長方一川（
任執行長方一川
（右一
右一）
）主持監交
主持監交。
。

涼菜是老會長王曉霞帶
來的哈爾濱家鄉涼菜。
來的哈爾濱家鄉涼菜
。

「中國人活動中心
中國人活動中心」
」 執行長
楊德清（左 ）在會上致詞
楊德清（
在會上致詞。
。

廖副會長（右）當天負責燒
廖副會長（
烤。圖為他和王成副會長
（牙醫
牙醫）（
）（左
左 ）合影
合影。
。

東北同鄉會老會長張玉誠
（中立者
中立者）
）在會上致詞
在會上致詞。
。

新任會長許涓涓
致詞。
致詞
。

（右起 ）新任會長許涓涓
新任會長許涓涓、
、
楊會長夫人 Lucy, 新任秘書長
小娜，
小娜
，與副會長劉姸合影
與副會長劉姸合影。
。

前會長楊萬青（
前會長楊萬青
（立者 ）致詞
致詞。
。

（右起 ）楊會長夫人
Lucy, 新任會長許涓涓
、副會長劉姸合影
副會長劉姸合影。
。

由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
清（左一 ）主持交接儀式
主持交接儀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