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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 the police now’: Kids called 911 from 
Texas classroom during massacre as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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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ALDE, Texas, May 27 (Reuters) 
- Frantic children called 911 at least 
half a dozen times from the Texas 
classrooms where a massacre was 
unfolding, pleading for police to inter-
vene, as some 20 officers waited in the 
hallway nearly an hour before entering 
and killing the gunman, authorities 
said on Friday.

At least two children placed emer-
gency 911 calls from a pair of ad-
joining fourth-grade classrooms after 
18-year-old Salvador Ramos entered 
on Tuesday with an AR-15 semi-au-
tomatic rifle, according to Colonel 
Steven McCraw, director of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Ramos, who had driven to Robb 
Elementary School from his home 
after shooting and wounding his 
grandmother there, went on to kill 19 
children and two teachers in the dead-
liest U.S. school shooting in nearly a 
decade.

“He’s in room 112,” a girl whispered 
on the phone at 12:03 p.m., more than 
45 minutes before a U.S. Border Patrol-led tacti-
cal team finally stormed in and ended the siege.

The on-site commander, the chief of the school 
district’s police department in Uvalde, Texas, 
believed at the time that Ramos was barricaded 
inside and that children were no longer at imme-
diate risk, giving police time to prepare, McCraw 
said.

“From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where I’m sitting 
now, of course, it was not the right decision,” 
McCraw said. “It was the wrong decision.”

McGraw, whose voice choked with emotion at 
times, added, “We’re here to report the facts, not 
to defend what was done or the actions taken.” 
It was unclear whether officers at the scene were 
aware of the calls, McCraw said.

Some of the mostly 9- and 10-year-old students 
trapped with the gunman survived the massacre, 
including at least two who called 911, McCraw 
said, though he did not offer a specific tally.

There were at least eight calls from the class-
rooms to 911 between 12:03 p.m., a half hour 
after Ramos first entered the building, and 12:50 
p.m., when Border Patrol agents and police burst 
in and shot Ramos dead.

A girl whom McCraw did not identify 
called at 12:16 p.m. and told police that 
there were still “eight to nine” students 
alive, the colonel said. Three shots were 
heard during a call made at 12:21 p.m.

The same girl who made the first call 
implored the operator to “please send the 
police now” at 12:43 p.m. and 12:47 p.m.

Officers went in three minutes after that 
final call, according to McCraw, when 
the tactical team used a janitor’s key to 
open the locked classroom door.

Flowers, candles and signs are left at a 
memorial for victims of the Robb Ele-
mentary school shooting, three days after 
a gunman killed nineteen children and 
two teachers, in Uvalde, Texas, U.S. May 
27, 2022. REUTERS/Marco Bello

Videos that emerged on Thursday 
showed anguished parents outside the 
school, urging police to storm the build-
ing during the attack, with some having 
to be restrained by police.

Standard law enforcement protocols call 
for police to confront an active school 
shooter without delay, rather than waiting 
for backup or more firepower, a point 
McCraw acknowledged on Friday.

McCraw described other moments when Ramos might have 
been thwarted. A school officer, responding to calls about an 
armed man who crashed a car at the funeral home across the 
street, drove right past Ramos as he crouched beside a vehicle 
on school property. Police have said Ramos fired at two people 
standing outside the funeral home before scaling a fence onto 
school grounds.

The door that gave Ramos access to the building had been left 
propped open by a teacher, McCraw said.

NRA CONVENTION
The attack, coming 10 days after a shooting at a grocery store 
in Buffalo, New York, left 10 people dead, has intensified the 
long-standing national debate over gun laws.

Elsewhere in Texas on Friday, 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the country’s leading gun rights advocacy group, opened its 
annual meeting in Houston. Prominent Republicans, including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U.S. Senator Ted Cruz of 
Texas, were expected to address the convention. read more

About 500 protesters holding crosses, signs and photos of 
victims from the Uvalde school shooting, gathered outside the 
convention, shouting, “NRA go away” and “Shame, it could be 
your kids today.”

A person reacts at a memorial in Town Square in front of the county 
courthouse, for victims of the Robb Elementary school shooting, 
three days after a gunman killed nineteen children and two adults, in 
Uvalde, Texas, U.S. May 27, 2022. REUTERS/Marco B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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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Birds fly on a smoggy morning in Jakarta, Indonesia. REUTERS/Willy Kurni-
awan

Birds fly on a smoggy morning in Jakarta, Indonesia. REUTERS/Willy Kurniawan

A rainbow is seen briefly after flooding in Inanda, Durban, South Africa. REUTERS/Rogan 
Ward

A girl leaves flowers at a 
memorial in Town Square in 
front of the county courthouse, 
two days after a gunman killed 
nineteen children and two 
adults, in Uvalde, Texas. REU-
TERS/Marco Bello

Police officers work at the 
scene where police shot 
and injured a suspect who 
was walking down a city 
street carrying a gun, as 
four nearby schools were 
placed on lockdown, in 
Toronto, Ontario, Canada. 
REUTERS/Chris Helgren

A view shows a mural on the 
wall of an apartment building 
damaged in the town of Popasna 
in the Luhansk Region, Ukraine. 
REUTERS/Alexander Ermo-
chenko

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s annual
convention will be held
in Houston, Texas, this
weekend.

The gathering is slated
to begin today at the
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and
will run through the
weekend. The event
has come under
intense scrutiny

recently following the
killing of 19 school
children and two
teachers in Uvalde,
Texas, by a gunman
armed with a rifle.

The convention is
expecting around 80,
000 people to attend.
Police Chief Troy
Finner said, “ You will
see officers
everywhere. We will

respect
everybody’
s right to
protest and
we will
respect their
concerns
and their
voices. But
we will not
tolerate
people
assaulting
other

individuals.”

The NRA convention
has drawn significant
negative attention
following the deadly
school shooting in
Uvalde. Houston Mayor
Turner said that the
contract to host the
convention has been
booked for two years
and that canceling it
would have exposed
the city to civil liability.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Texas Governor Gregg
Abbott will be keynote
speakers at the
convention.

Today there are many
political issues facing
many elected officials
in Washington, D.C.
Many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backed
by the NRA, not only
with votes, but also
with donations to their
campaigns.

This is a very tough
time. How can we
control the guns in our
community? We must
tell our elected officials
that if we don’t take
action now, many
tragedies will continue
to happen.

0505//2727//20222022

NRA Convention In Houston, TexasNRA Convention In Housto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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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A swine flu virus emerged recently in 
China and is carried by pigs, but can 
infect humans, it has been reported. The 
researchers are concerned that it could 
mutate further so that it can spread easily 
from person to person, and trigger a global 
outbreak.
While it is not an immediate problem, 
they say, it has “all the hallmarks” of 
being highly adapted to infect humans and 
needs close monitoring.
As it’s new, people could have little or no 
immunity to the virus.
The scientists write in the journal Proceed-
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that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virus in pigs, 
and the close monitoring of swine industry 
workers, should be swiftly implemented.
Pandemic threat
A bad new strain of influenza is among 
the top disease threats that experts are 
watching for, even as the world attempts 
to bring to an end the current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last pandemic flu the world 
encountered - the swine flu outbreak 
of 2009 - was less deadly than initially 
feared, largely because many older people 
had some immunity to it, probably be-
cause of its similarity to other flu viruses 

that had circulated years before.

Nasal swabs from more than 30,000 pigs 
in China over 7 years found an increase 
in an avianlike influenza virus that has 
swapped genes from several strains.
That virus, called A/H1N1pdm09, is now 
covered by the annual flu vaccine to make 
sure people are protected. The new flu 
strain that has been identified in China is 
similar to 2009 swine flu, but with some 
new changes.
So far, it hasn’t posed a big threat, but 
Prof Kin-Chow Chang and colleagues 
who have been studying it, say it is one to 
keep an eye on.
How worried should we be?
The virus, which the researchers call G4 
EA H1N1, can grow and multiply in the 
cells that line the human airways. They 
found evidence of recent infection in peo-
ple who worked in abattoirs and the swine 

industry in China when they looked at data 
from 2011 to 2018.
Current flu vaccines do not appear to protect 
against it, although they could be adapted to 
do so if needed. Prof Kin-Chow Chang, who 
works at Nottingham University in the UK, 
told the BBC: “Right now we are distracted 
with coronavirus and rightly so. But we must 
not lose sight of potentially dangerous new 
viruses.”
While this new virus is not an immediate 
problem, he says: “We should not ignore it.”
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pokeswoman 
said: “Eurasian avian-like swine influenza 
virus are known to be circulating in the swine 
population in Asia and to be able to infect 
humans sporadically. Twice a year during the 
influenza vaccine composition meetings, all 
information on the viruses is reviewed and 
the need for new candidate vaccine viruses is 
discussed. We will carefully read the paper to 
understand what is new.

“It also highlights that we cannot let down 
our guard on influenza; we need to be vigi-
lant and continue surveillance eve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ourtesy https://
www.bbc.com/)                      
What the world doesn’t need now is a 
pandemic on top of a pandemic. But a new 
finding that pigs in China are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becoming infected with a strain 
of influenza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jump to 
humans has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ers 
worldwide taking serious notice. 
When multiple strains of influenza viruses 
infect the same pig, they can easily swap 
genes, a process known as “reassortment.” 
The new study, published today in the Pro-
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
es, focuses on an influenza virus dubbed G4. 
The virus is a unique blend of three lineages: 
one similar to strains found in European and 
Asian birds, the H1N1 strain that caused the 
2009 pandemic, and a North American H1N1 
that has genes from avian, human, and pig 

influenza viruses.
The G4 variant is especially concerning 
because its core is an avian influenza 
virus—to which humans have no immu-
nity—with bits of mammalian strains 
mixed in. “From the data presented, it 
appears that this is a swine influenza virus 
that is poised to emerge in humans,” says 
Edward Holmes, an evolutionary bi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who studies 
pathogens. “Clearly this situation needs to 
be monitored very closely.”

As part of a project to identify potential 
pandemic influenza strains, a team led 
by Liu Jinhua from the China Agricul-
tural University (CAU) analyzed nearly 
30,000 nasal swabs taken from pigs at 
slaughterhouses in 10 Chinese provinces, 
and another 1000 swabs from pigs with re-
spiratory symptoms seen at their school’s 
veterinary teaching hospital. The swabs, 
collected between 2011 and 2018, yielded 
179 swine influenza viruses, the vast 
majority of which were G4 or one of five 
other G strains from the Eurasian avianlike 
lineage. “G4 virus has shown a sharp in-
crease since 2016, and is the predominant 
genotype in circulation in pigs detected 
across at least 10 provinces,” they write.
Sun Honglei, the paper’s first author, says 
G4’s inclusion of genes from the 2009 
H1N1 pandemic “may promote the virus 
adaptation” that leads to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urveillance” of pigs in 
China for influenza viruses, says Sun, also 
at CAU.

 Influenza viruses frequently jump from pigs to 
humans, but most do not then transmit between 
humans. Two cases of G4 infections of humans 
have been documented and both were dead-end 
infections that did not transmit to other people. 

“The likelihood 
that this particular 
variant is going to 
cause a pandem-
ic is low,” says 
Martha Nelson, an 
evolutionary biol-
ogist at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s Fogarty 
International Cen-
ter who studies pig 
influenza viru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spread to 
humans. But Nel-

son notes that no one knew about the pandemic 
H1N1 strain, which jumped from pigs to people, 
until the first human cases surfaced in 2009. 
“Influenza can surprise us,” Nelson says. “And 
there’s a risk that we neglect influenza and other 
threats at this time” of COVID-19.
The new study offers but a tiny glimpse into 
swine influenza strains in China, which has 500 
million pigs. While Nelson thinks the predom-
inance of G4 in their analysis is an interesting 
finding, she says it’s hard to know whether its 
spread is a growing problem, given the relatively 
small sample size. “You’re really not getting a 
good snapshot of what is dominant in pigs in 
China,” she adds, stressing the need for more 
sampling in the nation’s pigs. 
In addition to stepping up surveillance, Sun 
says it makes sense to develop a vaccine against 
G4 for both pigs and humans. Webster says at 
the very least, the seed stock to make a human 
vaccine—variants of a strain that grow rapidly in 
the eggs used to make a flu vaccine—should be 
produced now. “Making the seed stock is not a 
big deal, and we should have it ready,” Webster 
says. (Courtesy https://www.sciencema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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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ne Flu Virus With Human 
‘Pandemic Potential’ Found In Pigs 

In China

The new flu strain is similar to the swine flu that spread globally in 2009

Key Point
*European nations have confirmed dozens of 
cases in what’s become the largest outbreak 

of monkeypox ever on the Continent, 
according to the German military.                                                                                               

 *The U.S. has confirmed at least two cases 
and Canada has confirmed at least five so far. 
Belgium just introduced a mandatory 21-day 

quarantine for monkeypox patients.

An outbreak of the monkeypox viru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is primarily spreading through sex among men with 
about 200 confirmed and suspected cases across at least a doz-
en countri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officials said 
on Monday. The outbreak has quickly advanced across Eu-
rope and North America over the last week and is expected to 
be far more widespread as more doctors look for the signs and 
symptoms. Two confirmed and one suspected case of mon-
keypox in the U.K. were reported to the WHO just 10 days 
ago, the first cases this year outside of Africa where the virus 
has generally circulated at low levels over the last 40 years, the 
organization said.
“We’ve seen a few cases in Europe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just 
in travelers,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re seeing cases across 
many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in people who have not trav-
eled to the endemic regions in Africa,” Dr. Rosamund Lewis, 
who runs the WHO’s smallpox research, said in a Q&A lives-
treamed on the organization’s social media channels.

European nations have confirmed dozens 
of cases in what’s become the largest out-
break of monkeypox ever on the Conti-
nent, according to the German military. 

The U.S. and Canada each have at least five confirmed or pre-
sumed cases so far. Belgium just introduced a mandatory 21-
day quarantine for monkeypox patients. The WHO convened 
an emergency meeting this weekend via video conference to 
look at the virus, identify those most at risk and study its trans-
mission. The organization will hold a second global meeting 
on monkeypox next week to more thoroughly study the risks 
and treatments available to fight the virus. While the virus it-
self is not a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 which are generally 
spread through semen and vaginal fluids, the most recent surge 
in cases appears to have been spread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other men, WHO officials said, emphasizing that 
anyone can contract monkeypox.
“Many diseases can be spread through sexual contact. You 
could get a cough or a cold through sexual contact,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it’s a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said 
Andy Seale, who advises the WHO on HIV, hepatitis and oth-
er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The virus is spread through 

close contact with people, animals or material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It enters the body through broken skin, the respiratory 
tract, the eyes, nose and mouth. Though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is believed to occur through respiratory droplets 
as well, that method requires prolonged face-to-face contact 
because the droplets cannot travel more than a few feet, ac-
cording to the CDC.

“This is a virus that is super stable out-
side the human host, so it can live on 
objects like blankets and things like 
that,” Dr. Scott Gottlieb told CNBC in 

a separate interview Monday on “Squawk Box.” “And so 
you can see situations where people become reluctant to try on 
clothing, things like that, where it could become disruptive in 
areas where this is spreading, like New York City.”
He said to expect more confirmed cases in the U.S. in the 
coming weeks as doctors an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reevalu-
ate patients who have presented with symptoms and the virus 
continues to spread. Monkeypox is a disease caused by a virus 
in the same family as smallpox but is not as severe,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owever, 
monkeypox can kill as many as 1 in 10 people who contract 
the disease, based on observations in Africa, according to the 
CDC. The vaccine used to prevent smallpox appears to be 
about 85% effective in guarding against monkeypox in obser-
vational research in Africa, WHO officials said. But the vac-
cines aren’t widely available so it’s important to reserve them 
for populations that are most at risk, said Maria Van Kerkhove, 
the WHO’s leading epidemiologist on zoonotic diseases. She 
said the WHO will be teaming up with vaccine makers to see 
if they can ramp up production.

Early symptoms of monkeypox in-
clude a fever, headache, back pain, 
muscle aches and low energy, WHO 
officials said. That then progresses to a 

rash on the face, hands, feet, eyes, mouth or genitals that turns 
into raised bumps, or papules, that then become blisters that 
often resemble chicken pox. Those can then fill with a white 
fluid, becoming a pustule, that breaks and scabs over. Gottli-
eb described it as a disabling disease that can last two to four 
months and has a lengthy 21-day incubation period.
“I don’t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uncontrolled spread in the same 
way that we tolerated the Covid-19 epidemic,” Gottlieb said. 
“But there is a possibility now this has gotten into the commu-
nity if in fact it’s more pervasive than what we’re measuring 
right now, that becomes hard to snuff out.” (Courtesy cnbc.
com)
 

Related
Monkeypox Is Not like           

COVID-19 — That Is Good

Spallanzani infectious disease hospital Director Francesco 
Vaia talks to reporters at the end of a news conference Fri-
day in Rome. (Photo/Andrew Medichini/AP)
The recent headlines about a sudden emergence of an unusual 
disease, spreading case by case across countries and continents 
may, for some, evoke memories of early 2020. But monkey-
pox is not like COVID-19 — and in a good way. Health offi-
cials worldwide have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a new outbreak 
of monkeypox, a virus normally found in central and west 
Africa that has appeared across Europe and the U.S. in recent 
weeks — even in people who have not traveled to Africa at all.                                                                                                            
But experts say that, while it’s important for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to be on the lookout for monkeypox, the virus is ex-
tremely unlikely to spin out into an uncontrolled worldwide 
pandemic in the same way that COVID-19 did.                        
“Let’s just say right off the top that monkeypox and COVID 
are not the same disease,” said Dr. Rosamund Lewis, head of 
Smallpox Secretariat 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t a 
public Q&A session on Monday.                                                      
For starters, monkeypox spreads much less easily than 
COVID-19. Scientists have been studying monkeypox since 
it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humans more than 50 years ago. And 
its similarities to smallpox mean it can be combated in many of 
the same ways. As a result, scientists a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how monkeypox spreads, how it presents, and how to treat 
and contain it — giving health authorities a much bigger head 
start on containing it.

Scientists already know 
how it spreads, and it’s 
different than COVID
Monkeypox typically requires 
very close contact to spread — 

most often skin-to-skin contact, or prolonged physical contact 
with clothes or bedding that was used by an infected person. 
By contrast, COVID-19 spreads quickly and easily. Coro-
navirus can spread simply by talking with another person, or 
sharing a room, or in rare cases, being inside a room that an 
infected person had previously been in.
“Transmission is really happening from close physical contact, 
skin-to-skin contact. It’s quite different from COVID in that 
sense,” said Dr. Maria Van Kerkhove, an infectious disease 
epidemiologist with the WHO. The classic symptom of mon-
keypox is a rash that often begins on the face, then spreads to a 
person’s limbs or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The incubation from time of exposure to appearance of le-
sions is anywhere between five days to about 21 days, so can 
be quite long,” said Dr. Boghuma Kabisen Titanji, an infec-
tious disease physician and virologist at Emory University in 
Atlanta. The current outbreak has seen some different patterns, 
experts say — particularly, that the rash begins in the genital 
area first, and may not spread across the body. Either way, ex-
perts say, it is typically through physical contact of that rash that 
the virus spreads. 

“It’s not a situation where if 
you’re passing someone in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going to 
be at risk for monkeypox,” 
said Dr. Jennifer McQuiston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 a briefing 
Monday.                                      
The people most likely to be at risk are close personal contacts 
of an infected person, such as household members or health 
care workers who may have treated them, she said. With this 
version of virus, people generally recover in two to four weeks, 
scientists find, and the death rate is less than 1%.
Monkeypox is less contagious than COVID-19
One factor that helped COVID-19 spread rapidly across the 
globe was the fact that it is very contagious. That’s even more 
true of the variants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past year. Epidemi-
ologists point to a disease’s R0 value — the average number 
of people you’d expect an infected person to pass the disease 
along to. For a disease outbreak to grow, the R0 must be high-
er than 1. For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COVID-19, the number 
was somewhere between 2 and 3. For the omicron variant, that 
number is about 8, a recent study found.                            
Although the recent spread of monkeypox cases is alarming, 
the virus is far less contagious than COVID-19, according to 
Jo Walker, an epidemiologist at 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Most estimates from earlier 
outbreaks have had an R0 of 
less than one. With that, you 
can have clusters of cases, even 
outbreaks, but they will even-
tually die out on their own,” 

they said. “It could spread between humans, but not very ef-
ficiently in a way that could sustain itself onward without con-
stantly being reintroduced from animal populations.”
That’s a big reason that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including the 
WHO, are expressing confidence that cases of monkeypox 
will not suddenly skyrocket. “This is a containable situation,” 
Van Kerkhove said Monday at the public session.
Because monkeypox is closely related to smallpox, 
there are already vaccines
Monkeypox and smallpox are both members of the Orthopox 
family of viruses. Smallpox, which once killed millions of peo-
ple every year, was eradicated in 1980 by a successful world-
wide campaign of vaccines. The smallpox vaccine is about 
85% effective against monkeypox, the WHO says, although 
that effectiveness wanes over time.                                                           
“These virus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now we 
have the benefit of all those years of research and diagnostics 
and treatments and in vaccines that will be brought to bear 
upon the situation now,” said Lewis of the WHO.                                 
Some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have held smallpox 
vaccines in strategic reserve in case the virus ever reemerged. 
Now, those can be used to contain a monkeypox outbreak.                                                                                                           

The FDA has two vaccines already approved for use against 
smallpox.
One, a two-dose vaccine called Jynneos, is also approved for 
use against monkeypox. About a thousand doses are available 
in the 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 the CDC says, and the 
company will provide more in the coming months.                                                                                                                                     
“We have already worked to secure sufficient supply of effec-
tive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to prevent those exposed from 
contracting monkeypox and treating people who’ve been 
affected,” said Dr. Raj Panjabi of the White House pandemic 
office, in an interview with NPR.

Related
Monkeypox likely isn’t much of a threat 
to the public, a White House official says

This 2003 electron microscope image made available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hows 
mature, oval-shaped monkeypox virus particles, left, and 
spherical immature particles, right.
Cynthia S. Goldsmith, Russell Regner/CDC via AP
The risk posed to the U.S. general public from ongoing out-
breaks of monkeypox cases reported in Europe, the U.K. and 
Canada is low, a White House official told Morning Edition on 
Monday.  Dr. Raj Panjabi, Senior Director for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nd Biodefense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ays 
the fewer than 10 cases see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far have not 
been severe — “flu-like symptoms and a rash which can be 
painful but resolves in two to four weeks” — and aren’t likely 
to get much worse                                                                                                
“Historically in countries with weaker health care systems less 
than 1% of patients have died from this milder strain,” Panjabi 
said. “We have access to vaccines and even treatments here in 
the U.S., and so the risk we believe is substantially lower.”
In dozens of cases from other U.S. outbreak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all patients fully recovered, he said.
So far in the U.S., one case of monkeypox has been 
confirmed in Massachusetts. A few more are suspect-
ed in New York, Florida and Utah,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cases 
all involve people who have recently travelled abroad.                                                                                                                                          
“We’r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is response,” said Capt. Jennifer 
McQuisto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DC’s division of high 
consequence pathogens and pathology, at a briefing. “It’s likely 
that there are going to be additional cases repor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virus usually spreads from person to person through 
sustained, skin-to-skin contact with someone with rashes or 
lesion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is close contact. It’s not a sit-
uation where if you’re passing someone in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going to be at risk for monkeypox,” McQuiston said.
And while anyone can contract or spread the virus, health offi-
cials say many of the people affected identify as gay or bisexual 
men.
“Monkeypox appears to be circulating globally in parts of the 
gay community,” says Dr. John Brooks, medical epidemiolo-
gist with the CDC’s division of HIV prevention.
In the recent cases, Brooks says the rash “is showing up in dif-
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than we’d typically expect to see it,” in 
some cases in the genital area. He wants health care providers 
to be aware that people coming in for a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evaluation may need to be checked for monkeypox, if 
there’s been an exposure. (Courtesy npr.o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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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七月是私企的一名高管，她

老公乌冬则在国企上班，两人平

时工作都很忙。

最近，夏七月发觉老公出了问

题：乌冬夜里常常睡不着觉，像

有什么心事，而且每到花钱的时

候，一向大方的他也变得抠门起

来……乌冬每天依然早出晚归，但

种种迹象却让夏七月越来越担心

：老公很可能失业了！

这天一早，夏七月看见乌冬出

了门，知道他是去地下车库取车

，便抓紧时间溜到小区外面，坐

上一辆出租车。等乌冬的车一出

小区，出租车就悄悄跟了上去。

夏七月暗中观察，乌冬果然不

是往单位开，而是选了条陌生的

路线，看来他真的有问题。这时

候，前方路旁出现了一个时尚的

咖啡馆，乌冬将车停在外面，下

车后径直往里走。夏七月一愣，

下了出租车，也悄悄赶过去。

夏七月躲在橱窗外向内张望，

只见乌冬一个人坐在那里，小桌

上放着咖啡杯和手机，他边喝咖

啡边玩手机，显得百无聊赖。夏

七月恍然大悟：网上常说有人失

了业，又怕家里人担心，就会装

作继续在上班，其实是去咖啡馆

混时间，没想到自己的老公现在

也成了这样。

想到这里，夏七月鼻子有些发

酸。为了证实这个猜想，她走开

几步，拨通了乌冬的手机问道：

“老公，我有点事想去你单位找

你。”果不其然，乌冬马上找借

口，说今天在外面跟客户谈事，

等回家再说。

夏七月苦笑着摇摇头，挂了电

话。她看到咖啡馆旁有家商场，

就打算先去逛逛。等夏七月从商

场出来，再往咖啡馆内看去，却

大吃一惊：乌冬还坐在原位，但

对面坐了一位漂亮的女士，两人

正在交谈，看那亲密的样子根本

不像初次见面！夏七月呆立半晌

，难道这家伙非但没了工作，还

在外面有人了？

夏七月重新拨通电话，冷冰冰

地问：“你在跟谁谈事呢，该不

会是一位美女吧？”只见乌冬脸

色一变，向四处张望，夏七月赶

紧闪到一边，耳畔还响着乌冬慌

乱的辩解，她不想再听，挂断了

电话。

老公接连撒谎，夏七月只觉大

脑一片空白，流着泪想打车离开

，这时手机响了，是乌冬打过来

的，他急急忙忙地说：“我刚谈

完事，要不咱俩约到咖啡馆见个

面，顺便一起吃午饭？”他说的

咖啡馆就是这家，夏七月心想那

也好，不如就当面说个清楚。

夏七月在附近等了一会儿，装

着刚赶到的样子走进咖啡馆。乌

冬点了两份简餐，夏七月毫无胃

口，正想接着质问他，谁知之前

的那位漂亮女士竟笑盈盈地向自

己走来，手上还端着餐盘。夏七

月愣住了，难道乌冬勾搭的对象

是咖啡馆女服务员？这两人还在

自己面前演戏？待女士走过来放

下餐盘，夏七月冷冷一笑，说：

“要不，这顿饭还是让你们俩吃

吧！”女士一愣，乌冬更是一脸

惊讶，他想了想，一拍桌子：

“我说到底是咋回事呢，难不成

你在跟踪我？”三个人顿时僵持

在那里。

女士看着面前的两人，似有所

悟，她笑着解释道：“我叫朱莉

，是这家咖啡馆的店长，您可千

万别误会。”乌冬又好气又好笑

地说：“我真的在這里等客户，

但人家临时有事来不了，老板娘

过来找我聊聊，征求一下意见，

不行吗？”

这么说，乌冬既没失业，

也没有另寻新欢？但他为什么不

在电话里解释清楚？夏七月还是

半信半疑：“我不信，你俩明明

聊得那么开心……”谁知乌冬狡

黠地一笑：“那是因为等下还有

美女可以看。”他正说着，就见

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走过来，坐

到邻桌旁。

这是怎么回事？夏七月刚要发

作，就听朱莉说：“美女是请大

家一起看的——我是想请你们帮

个忙。”原来，这家咖啡店想通

过网络直播推广新产品，朱莉正

准备面试主播，刚才乌冬提了很

多好建议，所以朱莉就邀请他一

起把把关。

这边，主播们已架好手机，开

始一轮轮模拟直播。乌冬看完，

赞叹道：“主播们年轻又漂亮，

都挺不错！”他这话也不知是有

意还是无意，夏七月听了，一下

子又被刺激了，她站起身来说：

“让我试试！”夏七月平时也爱

看直播，虽然年龄上不占优势，

但自己有在公司主管销售的经验

，还不能秒杀这帮愣头青啊？

朱莉又惊又喜，立刻怂恿她来

一段。夏七月坐过去，飞快地将资

料浏览完，记住新品咖啡的卖点，

又思索了一阵儿，就开始对着镜头

模拟直播。果然，夏七月沉稳知性

，言之有物，看样子已经抓住咖啡

馆顾客的特点和需求。她的这段即

兴表演妙语连珠、一气呵成，让朱

莉和乌冬都颇为惊叹。

朱莉非常满意，对夏七月说：

“咱们一起干吧，我很看好你！”

朱莉说这家咖啡馆创立不久，今后

直播将是最重要的推广手段，夏七

月不但可以签长期合同，而且还能

成为股东，大家共同创业。

夏七月有些意外，也有点犹豫

：“可是，我……”

乌冬见状，说自己还得赶回单

位，两人回家再商量，便拉起夏

七月离开了。

晚上，乌冬下班回到家，夏七

月已经张罗了一桌菜，她先为今

天的跟踪道了歉，接着又举起红

酒杯：“亲爱的，我要宣布一个

决定。”她坦白自己其实早就失

业了，公司因为市场原因被迫裁

员，她这个高管首当其冲。之前

夏七月不想让乌冬担心，每天都

在努力伪装，但今天朱莉的邀请

让她很动心，她决定接受这个邀

请。乌冬假装很惊讶，心里却早

已乐开了花。

原来，最早看出对方有问题的

是乌冬。乌冬发现最近夏七月变

了，以前她是个工作狂，可近来

时常请假，家里越变越整洁，她

甚至还爱上了养花、烘焙……乌冬

意识到，妻子很可能失业了。两

人还打算要孩子，这样一来经济

压力可不小，于是乌冬开始节约

花销，晚上发愁睡不着觉，没想

到反而给夏七月造成了自己也失

业的错觉。

乌冬清楚夏七月性格要强，

这事暂时不能说破，怎么办？碰

巧有天，乌冬在朋友圈看到高中

同学朱莉发布的消息，她正筹备

开家咖啡馆，想找个合伙人一起

创业。乌冬心里一动，这或许是

帮助夏七月事业转型的好机会，

于是在和朱莉详谈之后，他决定

也拿出积蓄入股，咖啡馆的运营

主要由朱莉负责。

这件事乌冬还没告诉夏七月，

他想寻找合适的时机。今天乌冬

去咖啡馆没等到客户，顺便就跟

朱莉商量主播的招聘，谁知发现

夏七月正在跟踪自己，乌冬灵机

一动，眼下不就是个好机会吗？

果然在他的“激将”之下，夏七

月自告奋勇，尝试直播，朱莉对

她也很满意。

这时，夏七月忽然语气一变，

质问道：“老实交代，你跟咖啡

馆老板娘到底是啥关系？这件事

是不是早有预谋？”

乌冬惊讶道：“你怎么看出来

的？”夏七月笑着说：“还想瞒

我？从你进咖啡馆到咱俩一起离

开，我就没见你埋单！”

乌冬擦了擦汗，看来自己也要

好好坦白了。

“失业”的老公

1834年，美国迎来了第一位中国

人。

在报纸上，她被称为“朱莉娅.福

姬.清昌公主”，满洲镶黄旗人。但这

不过是美国商人的包装，她的真实身

份，是在广州被买来的年轻女子，来

到美国后，被当成一个展品被人付费

参观，花25美分，可以看她表演用筷

子吃饭和泡茶，最让美国人惊奇的，

还是她用“三寸金莲”表演走路。

这就是美国华人历史的开端。这

个时候的中美两国之间，还没有真正

打过交道，双方都对彼此充满了猎奇

和新鲜。

180多年来，美国华人的数量达到

了550万，他们移民美国的姿势，就是

中美两国关系最直接的体现。

第一阶段：淘金时代

《让子弹飞》里黄老爷说，我们

鹅城有两大家族，都是把人卖到美国

修铁路。最早的移民潮主力正是那些

被半哄半骗到美国的华工。美国那时

到处挖金矿，不仅需要大量的矿工，

还需要大批工人修铁路。

华工刚来的时候，因为廉价勤劳

成为了“抢手的人才”。美国政府还

和当时的清朝政府签订了《蒲安臣条

约》，规定华工们如果愿意常住美国

或入籍，都不得阻止，为的就是招募

更多华工来美国工作。

不过十几年之

后，美国又出台了

《排华法案》，禁

止华工们入境，如

此反复无常，主要

是因为金子越挖越

少，不再需要那么

多华工了。而且廉

价的华工抢占了其

他工人的工作，美

国社会不断发生排

华事件，美国人于

是就过河拆桥了。

这个时期的中

美关系，基本上就

是美国说啥是啥，

清政府根本没有讨

价的余地，也没有

心思去维护海外华

人的利益。所以美

国华人是招之即来

，挥之则去。中国

人移民美国的姿势，是卑微和屈辱的

。

《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入境美

国，一直到50年代才被终止。在此之

后，迎来了另一个中国人移民美国的

高峰。

移民浪潮，各显神通

中国人移民美国的第二次高峰，

是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

人大量前往美国留学、务工。1965年

美国解除了移民限制，给了中国每年2

万个移民名额，绝大多数都给了台湾

地区。

这个时候的中美关系，是敌对的

。双方刚刚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又

因为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对垒而走到

了对立面。那时候的中国人，除了港

台地区可以自由移民美国之外，大陆

境内的居民连去美国旅游都是极为困

难的。

除了台湾地区，由于那个年代的

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时常发生排

华事件，部分华人出逃， 其中一大批

华人去了美国。

1975年越南排华，数以千计的越

南、老挝和柬埔寨难民移居美 国，他

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具有中国血统；还

有就是美洲地区的牙买加、古巴、巴

西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的那些华人，

为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

也纷纷移民美国。

这个时期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姿势

，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从过去的卑微

屈辱转变为光明正大，并且受到主流

社会的欢迎。

由于美国当时正处于对“种族主

义”的批判浪潮之中，所以对于少数

族裔有着高度的宽容，媒体宣传上也

以正面为主。那时常常听到的故事，

是一个中国移民如何通过努力，从一

无所有变成了有家有业的中产阶级，

也就是典型的“美国梦”故事。

随之而来的是华人数量的快速增

长。1960年，美国华人数量为237292

人，1970年增长到435062人，1980年

飞速增长到812178人。

但是，这还远不是中国人移民美

国的最高峰时期。80年代之后，真正

的大规模移民潮来临，这一次的主力

，是刚刚打开国门，急于走向世界的

中国大陆居民。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政府

另外给中国大陆2万名配额。因此，

给中国人的配额每年总共4万多名。

此外，美国公民在中国的父母、子女

的名额另算，大概在4000-8000名。

由于大陆居民移民美国的数量足

够庞大，导致了移民的姿势出现了多

元化。

除了每年4万多名可以通过正规

移民签证进入美国的，还有数量可能

更多的，并不符合美国移民条件的中

国人，通过各种渠道来美，也就是

“偷渡”。

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偷渡群体，来

自于福建沿海的福清、长乐地区。

现在很难有确切的数据统计到那

段时期有多少中国人偷渡到了美国，

但你从福清、长乐地区在十几年盖起

的洋楼可以看出大致的趋势，那边的

村落，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青壮劳力在

国外打工。就像数百年前广东台山的

华工寄回的外汇，建设起了家乡一样

，历史似乎又在轮回。

广东和福建地区，都有着强大的

宗族势力，宗族势力在他们出外谋生

之时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个人如果没

有钱付给蛇头，那他可以在宗族中募

款，到了美国之后，还可以经由宗族

介绍找到工作，但这也限制了他们的

视野，很多人一辈子就困在唐人街，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的身上。

说起福清、长乐地区的偷渡移美

潮，就不得不说起一件具有代表性的

悲剧——金色冒险号事件。

1993年6月6日，一艘名叫“金色

冒险号”的货轮，载着286名中国大陆

旅客，不幸在美国海滩搁浅。在此之

前，这艘船已经在公海上徘徊了两周

时间，食物、淡水消耗殆尽，拥挤的

船舱一片哀嚎，终于在6月6日这天凌

晨，大家决定放手一搏，不等接应的

人来，直接登陆。船搁浅之后，趁着

还没被发现，蛇头让大家游泳上岸，

因为海水寒冷和一些人不熟水性，导

致10人溺亡，幸好移民局的船及时赶

到，将剩下的人员救下。

“金色冒险号”的乘客们是不幸

的，但当时的偷渡客们都是冒着生命

危险来到美国，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

不懂英语、缺乏专业技能、又没有合

法身份，很难直接进入当地劳工市场

。绝大多数人只能在唐人街工作。尽

管比起其他的美国工作工资和待遇要

差很多，但他们还是愿意来，因为比

起在老家的收入，已经很满足了。

这个时期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姿势

，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学者、

有商人、有技术专家、还有偷渡客。

其中最为特殊的，要属被美国人领养

的中国孤儿。

美国的国务院官网会公布每年从

中国大陆收养的婴幼儿的数量和性别

，根据美国的统计，到2019年为止，

美国人总共从中国大陆收养了82456名

婴幼儿，其中15.82%是男性，84.18%

是女性。

其中亚马逊的老板，曾是世界首

富的贝索斯也领养了一名来自中国湖

南的女婴，视如己出，爱惜有加。

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姿势又变了

大量的中国移民来到美国，填补

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缺口，不仅给中

国老家带来了外汇，也为美国经济的

发展做出了贡献。

时光飞逝，“八仙过海”移民美

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到最近十几年

，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姿势，又变了。

美国开始迎来大量的中国投资移

民，他们“腰缠十万贯，骑鹤下加州

”，美国人也开始逐渐接受中国富裕

群体的崛起，接受中国国力增强的事

实。

这一次，美国人开始感到不安和

威胁。

美国的主流媒体，不再喜欢讲述

那些老套的“中国移民实现美国梦”

的故事了，取而代之的，是针对中国

移民的负面报道。

这些年来，美国的很多媒体都在

向美国人讲述这么一个故事：在中国

的动员和号召下，中国移民开始“蚂

蚁搬家”一般把美国的技术、经验运

回中国。

在这样的煽动下，美国社会又开

始有了一股排斥华人的风气。

这种“怀疑每个中国移民都是间

谍”的风气，早在1999年就开始大行

其道了。当时，华裔科学家李文和，

被控窃取美国核武器机密，面临了59

项罪名的指控。

以华裔作家张纯如为代表的华人

团体“百人会”立即召开会议，认为

这一事件严重影响了美国华裔的形象

，必须出面给予李文和帮助，还他清

白，不能让人给华裔泼脏水。于是大

家联名签署了一封信，寄给了时任美

国总统克林顿，要求他以“公开的方

式”对华人肆无忌惮地攻击给予批评

。

在百人会的积极奔走下，最终李

文和59项罪名的 58项被撤销，只有

“非法下载文件”这一项被承认，而

李文和说：“实验室中其他科学家也

在做同样的事，自己之所以成为调查

目标，大概是因为身为华人。美国政

府应该向自己道歉”。

张纯如在她2003年出版的《美国

华人史》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当时

她就担心，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强大

，这样的事情恐怕今后还会发生。

张纯如的担心果然应验了，这样

的风气到了今天的美国，似乎愈演愈

烈。

这其中的逻辑，我们回看美国华

人这180多年的历史，似乎能够找到答

案。如果遇到美国经济大发展的机遇

，华人就会成为被敞开怀抱欢迎的对

象，而只要经济下行或遇到危机，华

人就会被拖出来背锅或转移视线。

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姿势，在变化

，也在轮回。

从1到550万，中国人都是怎样移民到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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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險刺激打鬥之餘
世界美景盡收眼底

經典的《碟中諜》BGM響起，那個男人又回

來了！阿湯哥飾演的特工伊森· 亨特不負眾望，從

預告中我們不僅解鎖了大量驚險刺激場面，還一

飽眼福多處世界美景！預告伊始，阿湯哥和IMF任

務小組一行人騎馬馳騁沙漠場面震撼無比，而為

了創造更加真實的沙漠環境，劇組全員不惜前往

阿聯酋阿布扎比沙漠取景，才有了如此宏大且逼

真的場面；除了阿聯酋阿布扎比，劇組還在挪威

、意大利、英國、梵蒂岡等多個歐洲國家取景，

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阿湯哥和IMF任務小組一行人

在羅馬街頭飆車、在倫敦街頭跑酷，聖彼得大教

堂、威尼斯水城等眾多歐洲知名景點在預告中一

一出現，還有更多世界美景在電影中等着觀眾；

預告的結尾處，阿湯哥騎着摩托車從懸崖一躍而

起、飛躍雲端，下方的萬丈深淵讓所有觀眾為阿

湯哥再捏把汗，這一拍攝地正是此前導演克里斯

托夫· 邁考利在個人社交平台上透露的挪威Helset-

kopen山，劇組在懸崖邊搭建了一個巨大的斜坡，

用於拍攝這段震撼且逼真的飛車戲，壯觀的雪山

美景與飛向天空的阿湯哥都讓人嘆為觀止，預告

在此關鍵時刻也戛然而止，阿湯哥能否挑戰這一

不可能，就讓我們在電影中揭曉！

老角色回歸下馬威
劇情走向緊迫壓抑

預告中不僅有驚險刺激的動作場面，撲朔迷離

的情節也讓觀眾看得提心弔膽。預告伊始，曾在

1996年《碟中諜1》中作為伊森上司、IMF局長的基

特里奇時隔多年再度回歸，而這一次他給了阿湯哥

飾演的特工伊森一個下馬威，「你所謂的為大局而

戰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你拼命拯救的就是一個

不存在的理想，你需要重新站隊了」，基特里奇的

話語讓阿湯哥神情凝重，但阿湯哥還是堅定地搖頭

拒絕，不禁讓人猜測IMF背後有怎樣的驚天秘密、

阿湯哥到底面臨怎樣的危險抉擇？另一邊，後勤特

工班吉（西蒙· 佩吉飾演）也被迫上了前線，一向

樂觀的他表情也露出一絲慌亂，被不明敵人追趕的

班吉能否突出重圍？前作驚艷亮相的伊爾莎（麗貝

卡· 弗格森飾演）依偎在阿湯哥懷中，二人的關係

似乎將進一步升級，但隨後伊爾莎又單獨行動，遠

可狙擊、近可御劍，不知女豪傑能否再次獨當一面

？一把神秘的鑰匙反覆出現，阿湯哥自信地在海

莉· 阿特維爾飾演的新角色面前展示神秘鑰匙，這

把鑰匙又有着怎樣的關鍵作用？一名神秘男子在

IMF辦公室內引爆一顆綠色氣體炸彈，頃刻間所有

人倒地……或許正如片名所言，一場「致命清算」

即將襲來，伊森需要承受自己過去行為所造成的後

果。預告為觀眾埋下了眾多懸念，看來在動作全面

升級的同時，情節也將更加緊迫刺激。

實拍狂魔再次上陣
只為觀眾沉浸體驗

風靡全球的《碟中諜》系列格外受到動作片粉

絲的熱愛，與其它動作片系列不同的是，《碟中諜

》系列每一部都會有刺激的實拍動作名場面，從

《碟中諜1》倒掛潛入、《碟中諜2》徒手攀岩、

《碟中諜3》飛躍大樓、《碟中諜4》迪拜塔跑酷、

《碟中諜5》徒手扒飛機到《碟中諜6》軍事級的

「HALO 跳傘」（HALO-High Altitude Low Open-

ing: 高空跳躍、低空開傘），而這些逼真的動作場

面都是靠着實拍狂魔阿湯哥的「拼命」精神，正如

他在前不久的戛納電影節大師課上所言：「我上舞

蹈課、聲樂課，我開特技直升機，我跳傘......我只

是想以一種獨特方式讓觀眾沉浸其中。」在《碟中

諜7：致命清算（上）》中，阿湯哥將再次延續他

的實拍「拼命」精神，為大家獻上精彩的高難度動

作，在首支預告已露出冰山一角——最後的雪山懸

崖飛摩托，就是由阿湯哥親自駕駛摩托車在懸崖邊

完成的，這樣的「拼命」精神，造就了《碟中諜》

這個系列27年曆久彌新。

《碟中諜7：致命清算（上）》由美國派拉蒙

影片公司出品，克里斯托夫· 邁考利執導，湯姆· 克

魯斯、西蒙· 佩吉、麗貝卡· 弗格森、凡妮莎· 柯比

、文· 瑞姆斯、安吉拉· 貝塞特、亨利· 科澤尼等原

班人馬回歸主演，還有海莉· 阿特維爾、龐· 克萊門

捷夫全新加盟，影片暫定於2023年北美公映，敬請

期待！

《碟中諜7：致命清算（上）》首支預告來襲

阿湯哥懸崖飛摩托，挑戰不可能
由美國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風靡全球26年的經典特工IP《碟中諜》系列電影第七部《碟中諜7：致命清算（上）》全球首支預

告在萬眾期待之下終於登場！這一次， 「不可能的任務」 將變得更加棘手，阿湯哥和他的IMF任務小組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預告
中街頭飆車、舞廳肉搏、沙漠騎馬、潛艇危機、列車格鬥、御劍對峙、懸崖飛車等動作場面應接不暇，阿湯哥再次親自上陣延續他的
實拍精神為觀眾獻上震撼且逼真的動作場面。除了驚險刺激的動作場面，預告也拋出了諸多懸念與驚喜：曾在1996年《碟中諜1》
中飾演IMF局長基特里奇的亨利·科澤尼時隔多年再度回歸，而他卻對阿湯哥飾演的伊森發出致命威脅；一枚綠色氣體炸彈在IMF辦公
室中爆炸，情況不容樂觀，IMF小組將遭遇怎樣的危機？還有全新加盟的演員海莉·阿特維爾與阿湯哥駕車一同逃亡，神秘的她究竟
是敵是友？讓我們靜候2023年影片上映，揭曉答案！

電影《龍女孩》在深圳舉行定

檔發布會，並首次發布定檔海報和

首支預告片。會上，出品方宣布影

片將於今年暑期檔7月15日全球上

映。

電影《龍女孩》是由深圳市大

百姓影業有限公司（中國）、

RGV The Company（印度）出品

。 拉姆•戈帕爾•維馬（印度）

劉靜（中國）聯合執導，普加· 巴

哈盧卡、PARTH SURI、石天龍、

母其彌雅、何椰子、ABHIMANYU

SINGH、 RAJPAL YADAV、 RAVI

KALE、PRATEEK PARMAR等領銜

主演。

《龍女孩》講述了一位印度女

孩Pooja15歲時目睹了姐姐被性侵致

死，讓她覺得人生毫無希望。直到觀

看電影《龍爭虎鬥》，李小龍便成為

了她的精神引領。她向中國師父拜師

，學習截拳道，走向自強之路，敢於

跟黑惡勢力做鬥爭的故事。

影片包含了女性崛起、中國功

夫、異國風情、印度歌舞、浪漫愛

情、動感力量、激爽勁爆等元素，

簡單而有深度、激爽而有內涵。深

刻地刻畫出了一個自強自立、堅毅

、美麗而又勇敢的新型女性形象，

彰顯現代女性的力量以及她們對社

會平等地位的追求。

《龍女孩》也是一部廣東本

土出品的具有鮮明嶺南文化特色

的電影，同時又是一部充滿着豐

富印度文化元素的電影。該影片

為首部中印兩國合拍的功夫電影

，也是第一部通過世界視角展現

中國功夫和女性文化的電影。除

了飽含情懷，也是一部兼具思想

深度和娛樂品質的電影，還有充

滿印度特色的歌舞片段。

2022年5月21日，《龍女孩》

在深圳舉辦盛大定檔發布會，發布

現場受到眾多品牌商熱捧，現場簽

約合作的有：深圳市深影影業有限

公司——2022環球城市旅遊小姐，

深圳市萃華珠寶首飾有限公司，深

圳至高無尚食品飲料有限公司（種

子選手），深圳時尚傳奇文化傳播

有限公司，深圳市洲際好年集團

……等幾十位企業家紛紛通過商務

合作方式助力，《龍女孩》票房未

映先熱！

中印合拍《龍女孩》盛大定檔
7月15日全球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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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

华工被准许出国。根据之前签订的不平等

条约，美国自动获得征用华工的权利。之

后，大量的华人被“卖猪仔”卖到美国，

这些吃苦耐劳的华工为美国的西部开发作

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无法

获得移民资格，也无钱返回中国，大量的

华工客死异乡，无处埋骨，造就了一段全

世界中国人的血泪史。

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

抗，为了在白人的种族歧视中保卫自己的

权利，华人也学会了团结。只不过，当时

的人没一个想到，一个中国厨师组成的群

体，百年之后竟然成了让FBI最头疼的帮

派之一，甚至一度有可能一统美国亚裔黑

帮，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华青帮。

1882年，美国通过臭名昭著的《排

华法案》，禁止中国人进入美国，以及加

入美国国籍。一时间，美国华人区怨声载

道，一种幻灭感与无助感弥漫在华人群体

之中。这些华人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拼

死拼活为美国修铁路，搞建设，为什么反

而被美国拒之门外！？不仅如此，华人还

遭到了其他少数族裔的排斥，黑人都敢在

华人头上拉屎。

种种局面都让华人失望，于是，华

人心中被压抑已久的热血，终于要爆发了

。

早在清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

的洪门天地会就已经成立，在百年的发展

历史中，已经有了成熟的组织架构、暗语

体系，这在华人争取反抗的过程中被完整

地继承下来，斗争中的华人甚至直接采用

了洪门，或者青帮的所有架构，他们在自

己所在的城市成立各个堂口，武装起来，

保卫自己的领地不受白人侵犯。华人帮派

的雏形就这样诞生了。

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华人聚居区的

广东籍厨师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属于自己

的商会，并给自己的商会取名为“华青”

，一方面，取“华人青年”之意；另一方

面，取“华人”的“青帮”之意。成立之

初的华青帮，由于人数不多，再加上华人

“以和为贵”的传统，几乎不显山漏水，

能忍则忍。但是，中国人在该起来的时候

，那个力量也是谁也挡不住的。

这个社会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叫做

“底层互害”，底层的人彼此之间互相伤

害。这在美国的底层社会也是如此，当时

的黑人帮派，相比起跟白人作斗争来说，

他们更热衷于和其他少数族裔斗争，而且

，由于当时的黑人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又

不像中国人那样有一些虽然守旧，但是不

伤害别人的传统道德，以至于黑人帮派经

常在各个少数族裔聚居区横行霸道，连白

人警察都不敢管。

但是，有一次，五名黑人帮派成员

闯进了一家华人开的餐厅，这个餐厅的三

名厨师都是成立不久的华青帮的成员，五

名黑人不仅吃霸王餐，还企图收取店铺保

护费。此时，华人厨师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随后拿着菜刀就冲了出去。由于华青帮

成员平时都会一起练武，所以，这三名厨

师都没有受伤，反而用菜刀将五名黑人帮

派分子当场砍死，这在道上无疑具有极大

的振动效应，华青帮借此一战成名。

中兴之后是灭亡

早期的华青帮与青帮仪轨相近，亦

采形同父子的师徒制，也有万、象、更、

新等辈份家谱、开香堂等规矩，师收徒需

花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记名”后入“家

门”，也就是成为组织成员。辈份崇高者

亦称作“老爷子”。而各个“门”的名字

，除了中国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等，还出现了中西结合的“Tony门”

、“coco门”等等。

与此同时，借助砍死黑人帮派成员

事件的一战成名，不仅仅是华青帮，全美

国的华人帮派都开始了快速扩张之路，华

青帮的大本营原本只限于纽约与旧金山的

唐人街，借此机会逐步向美中地区扩张渗

透，但是过于高调的作风也让华青帮一度

濒临解散。

1950年之后，各方势力崛起，包括

“禁酒令”期间依靠贩私酒起家的意大利

黑手党，这些帮派的兴起与华青帮组织产

生了激烈冲突，再加上华青帮内部也面临

着激烈的内斗与内耗，大量的成员出走成

立“黑龙会”等等帮派，使得华青帮陷入

大分裂，面对黑手党的攻势显得力不从心

。

直到1980年之后，当时的宋嘉模

“老爷子”转变策略，转而与意大利黑手

党结盟，两个黑帮共同经营美国的毒品走

私、军火黑市等等生意，华青帮势力借助

这些生意再度在唐人街兴盛起来。并且，

华青帮与其他帮派合作的版图扩展到了香

港的三合会组织，以及中国台湾的天道盟

等黑帮。人数甚至一度回归10万人。而

其成员，并非都出自社会底层，相反，美

国警方发现，很多新成员都来自于港澳台

地区的富人家庭。

当时的华青帮，甚至在美、墨交界

的“三不管”地带拥有一个武装严密的小

岛，据了解，这个在当地称作Labas的私

人小岛，距离岸边仅有200公尺，为避免

遭到武装攻击而不设陆桥，想要登岛只能

坐船。岛上有严密的监控设备与强大火力

，外人未获邀请难

入其门，而该小岛

也是华青帮重要成

员每年大聚会的地

点。

实际上，当时

的华青帮已经和意

大利黑手党画上了

等号，美国境内的

毒品交易、军火走

私基本上都是两大

黑帮联手的杰作。

甚至两个帮派还共

同经营“人蛇”生意，在当时，几乎所有

的在美中国籍人士横死街头，以及偷渡船

上有大量非法移民跳船逃避检查溺死的事

件，最后都能查出有华青帮成员的身影。

犯下如此众多的罪案，让美国警方空前提

高了对亚裔帮派的重视程度，加利福尼亚

甚至专门成立了监视亚裔帮派的警察机构

，美国民间甚至传出了“要是不想活了，

就去得罪华青帮”的说法。

但是，让广大华人气愤的是，原本

以“保护华人”为宗旨的华青帮，如今变

成了专门欺负华人，不敢得罪白人的犯罪

团伙。可见，真流氓，假仗义，对于黑社

会来说，“利”字当先，“义”只是一个

幌子。

正所谓，盛极必衰。面对如此庞大

的犯罪帝国，美国警方重拳出击了。2002

年，多名华青帮老大在洛杉矶被捕，被告

中包括4名“老大”，分别为38岁住罗兰

冈的梁建伟、43岁住艾尔蒙地市的刘保

罗、35岁住罗斯密市的孙约翰及43岁住

天普市朱魏尹。而这些老大，就是挑起

2001年帮会冲突的罪魁祸首。而一旦被定

罪，这些人将会面临死刑到终身监禁不等

的刑期。除了这些老大，多名小弟也被捕

，如果被定罪，也将面临5-13年的刑期。

这次大抓捕大审判之后，华青帮元

气大伤，但是，根据前帮派成员的说法，

华青帮并没有走向衰亡，相反，其行动越

来越地下化，打击难度也越来越大。而且

他们的犯罪手段也越来越高明，不再像原

来一样充满暴力，由于近年来吸收了大量

的富家华人子弟，以至于华青帮的敛财手

段开始来自于股票投资等等，洗钱也更有

效率，更难察觉。所以，华青帮虽然暂时

沉寂，但是依然有很大威胁，因为你不知

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积蓄力量，卷土重来。

其实，华青帮和怒罗权一样，都是

生于歧视，人一旦获得了暴利，没有谁

会主动交出来，所以，黑社会屡打不绝

，就是因为人性当中的恶，而最大的

“恶”，就是“无知”与“傲慢”，歧

视就是由此而来。如今的华青帮，已

经不是单纯的华人帮派，里面进入了

大量的越南人等其他亚裔，而面对这

些曾经被害，现在作恶的人，美国又

应该怎么办呢？

搅动美国的唐人街之龙——华青帮

老虎机已被断了电，赌场也关了门

。大多人行道上荒无人烟，曾经闪烁

着夜总会、魔术表演和裸露表演的霓

虹灯牌，现在闪耀着的却是提示安全

的信息。

据美联社报道，百乐宫赌场（Bel-

lagio）那为人们所熟知、随音乐灯光律

动起数百英尺高水花的喷泉，现在也

被关停。曾经游客成群结队，道路拥

堵不堪的场景如今被偶尔出现的慢跑

或滑板爱好者取代。

走在曾经繁华喧闹、让人无眠的这条

拉斯维加斯大道上，你能够听到鸟叫

。

“这可太疯狂了。”70岁的模仿

艺人克里斯· 莫尔豪斯（Chris More-

house）说道，“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

本该迎接最繁忙季度、游客蜂拥而

至的拉斯维加斯，现在却要想办法存

活下去。

内华达州的旅游、娱乐、酒店和赌

博四个行业囊括了该州三分之一的工

作岗位，这使得该州对游客的依赖比

阿拉斯加对石油的依赖还要严重。

内华达度假协会（Nevada Resort

Association）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旅

游业关闭长达30天至90天，那么未来

18个月内，雇员们预计总共将损失77

亿美元的薪资。

实际上，旅游业已关闭了五个多星

期。超过34.3万居民申请失业，州政府

和地方政府可能会损失超过10亿美元

的税收。

拉斯维加斯市长、无党派人士卡洛

琳· 古德曼（Carolyn Goodman）已向该

州州长、民主党人史蒂夫· 西

苏拉克（Steve Sisolak）公开

请愿，希望西苏拉克解除对

该州赌场和非必要商业的禁

令。

“就算看在老天的份上。”

古德曼在4月的市议会会议上

说：“关门已经让我们走向

毁灭了，它是在扼杀拉斯维

加斯，扼杀我们的产业，扼

杀我们所有人努力打造出的

旅游业和传统。”

但州长西苏拉克上周三

（22日）在接受CNN采访时

表示，他不希望雇员们在工

资和生命之间做选择，并强

调赌场职工工会已上报了11

例因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病

例。

“我们会重建我们的经济

，拉斯维加斯会继续繁荣，

但如果是失去更多生命的话

，我不会那样做。”西苏拉

克说。

目前来看，赌场至少还要

关闭到 5月，这使得像金伯

利· 艾尔兰（Kimberly Ireland

）这样的工人很难找到继续

坚持下去的办法。

49岁的艾尔兰被解雇前是

拉斯维加斯海市蜃楼赌场酒店（Mi-

rage casino-resort）的服务台调度员。她

在这家酒店工作已有十年的时间。

失业后她只能靠积蓄生活，此外

她还要养活正在休无薪产假的女儿

和赌场关闭几天后刚刚出生的小孙

子。据艾尔兰说，她所工作的这家

赌场并未给出他们何时能够回去的

消息，或是告知他们回归之后情况

会是什么样。

54 岁的维克多 · 奇卡斯（Victor

Chicas）曾是曼德勒海湾度假村（Man-

dalay Bay casino-hotel）餐厅的一名服务

员。在拉斯维加斯市因疫情发布禁闭

令之前，奇卡斯的房子就面临止赎。

被解雇后奇卡斯立即关闭了有线电视

和网络服务，还放干了泳池的水，以

节省开销。对于住房贷款能否被批准

修改，能否保住自己的房子，奇卡斯

仍在等待，同时还要供养他从危地马

拉移民到美国的妹妹和她的两个孩子

。

同艾尔兰一样，奇卡斯希望老板能

在禁闭期间仍发钱给他，不过他不赞

同市长重启经济的想法。

“生命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奇

卡斯说：“你不能用钱去购买生命。

”

尽管自3月21日起，内华达州有约

24%的雇员申请了失业补助，但这其中

并不包括不会使用申请系统的人群，

也不包括个体经营者和零工。官员表

示，今年5月中旬之前，内华达州可能

无法为这些群体提供可用的线上补助

申请服务。

而那些依赖拉斯维加斯娱乐业的人

们也正在努力寻找新的适应方式。

身穿镶钻白色连身裤，戴着厚重的

黑色假发和墨镜，赤裸胸前挂着一条

金链的莫尔豪斯抓住阳光明媚的天气

和前来参观疫情期间少数几个仍在开

放景点的当地游客。他自带了一个扬

声器，几瓶啤酒，以配合自己演唱卡

拉OK。他边唱边喝，在露天公园里摇

摇晃晃，会有三两个人到他带来的

“欢迎到传说中的拉斯维加斯”牌子

前合影。

尽管客流量不多，但莫尔豪斯希望

自己能吸引到开车的人。

“他们看到有个猫王在这，他们就

会以为这有什么活动。”他说：“我

和这个牌子很搭调。”

拉斯维加斯：何时再见灯红酒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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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秦明》新居開播
原著作者秦明談創作緣起

又壹部根據法醫秦明創作的小說

《屎語者》改編的網居《法醫秦明之

讀心者》登六優酷。與其他系列作品

不同，《法醫秦明之讀心者》圍繞剛

畢業的年輕秦明展開居情，還原了初

入職場的法醫所面對的迷茫與委屈。

原著作者秦明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正

是因為這份迷茫和委屈，促成他當年

創作《法醫秦明》系列小說。

作為壹名80後法醫，秦明已經

出版了多部《法醫秦明》系列小說

。《法醫秦明》系列網居自推出以

來也成為熱門IP。而談到與法醫職

業結緣的過程，秦明透露自己當初

是稀裏糊塗當上了法醫。1998年，

秦明入學皖南醫學院法醫系，那時

還沒有任何文學和影視作品來描述

這個職業。“我父親是警察，我母

親是護士，當時他們壹個勸我當警

察，壹個勸我當醫生，我折中選了

法醫。入學時，法醫是幹什麼的我

都不知道。”後來接觸到案子，秦

明意識到法醫的巨大作用，讓他堅

定了當壹個好法醫的理想。

畢業後成為職業法醫，秦明開始

處理各種案件，他原以為法醫是壹份

受人尊重的職業，但發現大家對這個

職業並不了解，“有人不願跟我們握

手，有人不願跟我們同桌吃飯。”秦

明最開始的寫作是源於委屈，他嘗試

讓大多數人對法醫這個職業從偏見變

成崇敬。結合自身經歷，秦明開始創

作講述法醫日常工作的小說。與居中

的秦明壹洋，秦明剛當法醫時也遇到

很多困難，他所解剖的第壹具屎體就

是小學同年級的同學。“當我看到他

的面容時，大腦壹片空白，幾度想到

放棄，後來在老師的鼓勵下我才堅持

了下來。”秦明後來把這段經歷寫入

小說《屎語者》。

在作品中秦明提煉出法醫的職業

觀：法醫的職業價值是為生者權，為

死者言，守護生命尊嚴的最後關卡。

秦明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筆，去倡導

公序良俗，同時揭露醜惡的社會現象

，讓更多的人懂得如何避免出現這洋

的情況，也懂得如何拿起法律武器捍

衛自己的權利。大多數《法醫秦明》

系列居中的秦明被塑造得高冷或嚴肅

，“實際上我本人性格比較開朗，我

接觸的法醫大多數都是這洋，可能因

為看慣了生死，所以對生活的態度會

比較積極。”秦明說。

與原著小說《屎語者》相比，

《法醫秦明之讀心者》增加了很多

戲居沖突，還對人物及情節做了調

整，秦明並不介意這洋的影視改編。

“法醫秦明，去掉了法醫二字後，可

以說壹文不值。我是壹名普通的法

醫，也是壹名普通的作者，沒有創

作影視居本的能力。”秦明說，從

提筆那天開始，就把自己定位為壹

個創作者。“為了讓更多人了解法

醫，我會筆耕不輟地寫下去，哪怕

只剩下最後壹個讀者，也會把這個

系列堅持下去。”

在秦明看來，法醫很辛苦，入行

需謹慎，“如果經過評估，妳真的熱

愛這份職業，熱愛其中抽絲剝繭的挑

戰性，和最後破案的成就感，歡迎年

輕人加入法醫隊伍。”秦明還透露，

如今隨著社會發展，自己接觸的命案

在變少，這讓他的寫作素材也有所減

少，“這是壹件好事，人民群眾的

安全，是法醫們最樂於見到的。”

《中國1921》再登星海
音樂力量震撼人心

《中國 1921》是廣州交

響樂團在2021年為慶祝中國

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委約廣東

著名作曲家李海鷹創作的大

型交響樂作品。日前，《中

國 1921》在首演地廣州星海

音樂廳再度奏響。這場音樂

會是《中國 1921》獲國家藝

術基金立項之後的首場演出

，同場上演的還有李海鷹為

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創作的

《第壹交響曲（珠江）》選

段“珠江驚雷”。兩部作品

都是作曲家受廣州交響樂團

委約創作的作品。

經典的音樂作品需要反

復的打磨。《中國 1921》去

年首演之後，作曲家就開始

對作品進行修訂，直到距離

本次音樂會開場還有不到

兩小時，李海鷹和廣州交

響樂團常任指揮景煥仍在

完善作品的細節。本次作

品結構更緊湊、更具邏輯

性，終樂段大高潮的呈現更

加震撼人心。

此次演出，廣州交響樂

團對作品的表達更成熟、透

撤，樂迷在音樂當中，可感

受到波瀾壯闊的百年征程，

從小小紅船到巍巍巨輪，壹

個世紀的風雨蒼黃始於百年

前的星星之火。其中，以

《旱天雷》隱喻久旱逢雨，

開風氣之先的廣東；又抽象

運用湖南“花鼓戲”動機，

表現天地間的清新能量和改

天換地的抉心。李海鷹在這

部作品中以壹種“沾泥土，

帶露珠，冒熱氣”的創作態

度和藝術熱忱，為這個偉大

的歷史瞬間，留下了生動的

音樂印記。

在演出前專門舉行的創

作研討會上，來自學界和業

界的專家對交響樂《中國

1921》給予極高的評價。慘與

研討會的專家之壹張雪峰教

授評價說：“廣州交響樂團

演繹的這部作品讓人難忘。

我們就是要這洋的中國故事

的藝術表達、世界表達。它

具備中國特色、中國風格

、中國氣派，這洋才能把

中國精神、中國故事傳播

出去。”評論家趙毅敏認

為這部作品給聽者留下極

其深刻的印象，生動有力

的音樂形象既有新意又有

高度，數十分鐘的大作品

在大結構和小細節的融合

上，處理得恰如其分。作

曲家金旭庚認為，這部作

品體現了廣州交響樂團和作

曲家李海鷹卓越的藝術表現

力：“聆聽這部作品，就

是通過聽音樂學黨史。它

用了交響樂這洋壹個世界

的語言，講好了中國的故

事，向世界傳達了中國的

藝術之聲。”

從慶祝經濟特區成立四

十周年的交響曲“珠江”到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

年委約創作的交響幻想曲

《中國 1921》，廣州交響樂

團在每壹個重要的歷史節點

，均用音樂“承百代之流，

會當今之變”。

廣州交響樂團團長陳擎

介紹，廣交目前已有五個項

目獲得了國家藝術基金的支

持，包括大型作品和小型作

品創作立項資助，以及委約

作品的國際巡演。在交響樂

《中國 1921》入選國家藝術

基金2022年度資助項目之後

，廣交將演出十個場次，還

將在“2022 二沙島護外音樂

季”上奏響這部作品，也會

安排部分公益演出場次，同

時在省內外相關居場進行這

部作品的推廣演出。

2022 年是廣州交響樂團

建團65周年。據悉，今年9月

，廣交將發行《“交響•中

國”廣州交響樂團65周年委

約創作作品紀念專輯》，專

輯曲目涵蓋2003年至2022年

期間廣交所有重要的委約創

作作品，《中國 1921》也將

收錄其中。屆時，除了舉行

實體唱片首發儀式，廣交還

計劃在全球多個主流音樂平

臺同步推出線上版本，分享

廣交多年來推動中國交響樂

委約創作的成果，推動中國

故事的世界表達。

《詩眼倦天涯》
電影幕後紀實“天”輯發布：

千江萬湖踏雲來
由徐浩峰執導，陳坤、周迅、宋佳、黃

覺、耿樂、唐詩逸等共同主演的武俠動作

電影《詩眼倦天涯》發布了電影幕後紀實

“天”輯，在新浪微博、騰訊視頻、優酷

視頻、嗶哩嗶哩等平臺（排名不分先後）

上線。據悉，該電影幕後紀實將有三部，

“天”輯為第壹部。

電影《詩眼倦天涯》講述了以比武為

生的刀客們被卷入武林與朝堂紛爭的故事

。片名《詩眼倦天涯》出自《人月圓·

山中書事》，是元代散曲

作家張可久所寫的壹首散

曲，“興亡千古繁華夢，

詩眼倦天涯。”

《詩眼倦天涯》電影幕

後紀實與徐浩峰電影幕後記

錄作品《挾刀揉手》、《心

思刀理》、《槍纓閏物》壹

脈相承。以電影《詩眼倦天

涯》拍攝現場的數場大雨為

連結，展示了電影《詩眼倦

天涯》的部分武術動作設計

和拍攝過程。

電影《詩眼倦天涯》於

2018年開拍，拍攝周期跨

過數月，輾轉多個外景地

取景。走過山林、草原、

溪流、塔林……拍攝期晴

雨不定，幕後紀實在千江

萬湖踏雲來之中揭開了電影

的神秘面紗。

幕後紀實中也首次披露

了創作者在現場拍攝的狀態

。飾演刀客夜摩天的陳坤在

酷暑中與導演徐浩峰現場研

習武術；出演正壹品的周迅

自帶著難以琢磨的神秘氣質

；宋佳更讓人意外，她飾演

的文散春以男性形象示人；黃覺、耿樂以及

舞者唐詩逸都以讓人無法壹眼識別的造型驚

喜出現......徐浩峰無疑是幕後紀實的核心人

物，悠然地面對著拍攝的壹切變化。

幕後紀實中最盛大的壹場格鬥戲是

在遼闊的草原中。經歷了壹場大雨之後

，天氣終於轉晴。陳坤飾演的夜摩天和

宋佳飾演的文散春在眾人簇擁中比武，

“天氣好，比刀吧。”臺詞充滿了徐浩

峰式的古典武俠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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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份关于留学生回国求职现

状的调查报告走红网络。其中，针对留

学生回国求职回复率低于国内学生的调

查结果，引发网友热议。

曾带着理想出国的他们，求学归来

却面临种种困惑。有人惊讶海归简历也

屡屡石沉大海，有人无奈留学的投入与

回报相去甚远，也有人困惑现在的洋学

历为何越发黯淡……

落差感
留学归来，实际收入远低预期

如今，已是陈玥在成都某商业协会

工作的第二个年头。但无论是在职场还

是生活中，他都不愿主动提及自己“留

学生”的身份，也不愿被别人这样介绍

。

“奔波于两点一线，挤着地铁上下

班，领着几千块的薪水，我和同龄人没

什么差别。”陈玥描述着自己的工作现

状，但这个现状却不是他当年的梦想。

过去，陈玥坚信留学能让自己前途

光明。于是，2009年高中毕业的他，舍

弃了西南财经大学的本科录取通知书，

奔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就

读金融工程专业。

2013年，陈玥本科毕业回到老家成

都。然而，这张留学毕业证却没能为他

打开国内的求职局面。自6月回国后，他

用了半年时间考进某银行成为柜员。

可陈玥没想到，实际收入水平和自

己的预期远不成正比。月薪到手3500元

，这是他入职后拿到的第一笔工资。算

算自己本科4年耗费的近50万学杂费，他

觉得对不起父母。

陈玥的收入落差感不是个例。据猎头

公司猎聘网2019年1月发布的调查报告，

2018年有八成“海归”留学生的预期年薪

在20万元人民币以上。但事实上，半数以

上受访“海归”年薪在10万元以下。

“我的收入还比不上高中时考上国

内三本大学的朋友。”不甘心的陈玥在

国内工作三年后，于2016年再度回到美

国攻读MBA。

2017年底，陈玥带着海归硕士学历

回蓉，但留学光环依旧没能让现实扭转

。

经历了长达4个月的无业状态后，陈

玥最终进入到一家商业协会，从事着与

专业无关的工作，依旧领着没有过万的

月薪。

“没有企业会因为一张海外毕业证

就出高薪。”国内一家知名市场营销公

司人力资源部HR耿女士告诉记者，根据

单位多年来的求职信息，总体上留学生

的期望月薪的确略高于国内同学历水平

的学生。

Lockin China联合全球高校中国就业

联盟发布的《2019海外人才职业发展分

析报告》数据也显示，2019年海外人才

期待薪资水平集中于6000-8000元人民币

每 月 ， 占 比 超 过 35% ； 期 待 月 薪

8000-12000元人民币的人群占比为28%。

“但企业不会为学历买单，只会为

能力更高者提供高薪。”耿女士说。

竞争大
海归人数激增，留学不再是“杀
手锏”

2018年5月，拿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

学会计专业硕士学位的方雨，就职于广

州某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去年还是一名

新人的她，如今已在办公室里和同事们

议论着今年刚送达的求职简历。

“和我们去年的情况一样，多数都

是留学生。”回想起自己去年的求职过

程，她为今年的海归求职者捏了一把汗

。

据普林斯顿大学前不久发布的一份

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海归”回国求职

时收到回复的几率，甚至还不如国内普

通大学的毕业生。

“留学生求职，其实没什么光环。

”方雨回忆起自己当初找工作的遭遇：

“简历投出去40多份，只有7家单位发来

面试通知，最后也只收到两个offer”。

实际上，方雨就读的美国乔治华盛

顿大学，位列全美前50名。但在招聘面

试中，甚至有不少出自常青藤名校。

“当初面试时，应聘者有100多人，

绝大多数都是留学生，但能留下来的不

到5个。”方雨说，本以为海归硕士文凭

能稍具竞争力，但没曾想竞争对手很多

也是留学生。

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另一家知名互

联网企业中。据该公司人力资源部梁熙

（化名）介绍，过去4年，公司海外留学

生求职人数增加了30倍。但吸纳留学生

人数的总量却低于国内学生。

此外，与国内同等学历的应届生相

比，海外文凭也不再有过去的含金量。

方雨解释：“我面试的几家单位，很多

都更愿招收广州本地重点大学的学生。

相比之下，国内学子因为积累了更多本

土实习经验，在资源和熟悉程度上都比

留学生更胜一筹”。

对此，梁熙也提出：海外留学生的

外语水平通常较高，适应性较强。但在

实习经验方面，国内学生机会较多。因

此在用人上，并不会更偏向海外留学生

。

求职难
校招信息跟不上 ，国外所学“水
土不服”

凌晨1点，许博从成都某建筑工地走

出。脱下工作服，他打开电脑记录下一

天的工作里，自己学到的新技能。

今年是许博从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的第一年，本以

为海归找工作能顺风顺水，但很快“没

有实习经验、所学用不上”等问题就成

了他求职的拦路虎。

“即便入职了业务也不太熟练，和

我一起入职的同事，他们都很快上手，

好像只有我还在学。”许博感叹：“明

明自己是国外留学回来的研究生，工作

效率却赶不上国内毕业生。”

这不是许博当初留学预料到的结果

：“国外学的理论，回国后用不上。国

内学生积累的实习经验，我又很欠缺。

”

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的许博，于2015年9月进入意大利米兰理

工大学攻读土木工程硕士专业。三年后

，他来到成都找工作。

然而，国内外所学的区别，很快作

用于他的求职经历。他还记得自己求职

时陷入的窘境：“面试官问的都是工程

上的业务问题，很多名词我没有接触过

。但我在国外学的知识，对方却没有问

。”

这不是许博一个人面临的问题。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

，不少“海归”回国后，所学多多少少

会遭遇“水土不服”。这是因为国内外

培养方向存在差异，导致留学生在国外

所学，回国后很难落地。

但更让许博感到苦闷的，是与国内

学生相比，自己就业资源的稀缺：“国

内研究生大多有导师推荐工作，退一步

还有丰富的校招单位可供选择。”而作

为一名留学生，他却没办法获得足够的

国内求职机会。

他回忆起曾经最遗憾的一段求职经

历。一所成都设计院，是许博一直的奋

斗目标。去年3月行将毕业时，他将简历

投递给对方。但得到的回复是：校招已

于前年9月结束。

“这是大部分留学生面临的问题

。国内金九银十校招季时，留学生还

不确定毕业时间，所以难把握校招机

会。”

《2019海外人才职业发展分析报告

》也表明，海外人才回国求职的难点主

要体现在远离中国就业市场，不了解求

职流程、最佳求职时间以及缺少职位信

息等，因而回国后很容易错失心仪职位

。

对此，HR耿女士提出，留学生之所

以面临这样的局面，一是海内外就业渠

道存在壁垒，二是学生自己没做好求职

计划。她建议，留学生回国就业应多了

解国内环境，熟悉国内招聘流程，切勿

随大流。

海归求职记：“洋学历”怎么就成了鸡肋？

从2015年以来，30-40岁的成熟人

才回国比例有极为明显的攀升。这一群

体多在海外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的经验

，他们回国后多担任企业的高级职位，

挑起业务的大梁。这是领英发布《中国

海归人才吸引力报告》显示的结果。

近几年，海外政治环境对华裔的职业

发展不容乐观。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签署的

有关移民的禁令已体现出其保守的政治倾

向。去年，美国收紧H-1B签证（短期工

作签证），增加了外籍人员在美工作的难

度。英国的PSW（毕业生两年工作签证）

也已被取消。再加上英国脱欧、海外安全

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形成对海外华人的

“推力”，与国内的“拉力”相互作用，

引爆了新时代的“海归潮”。

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

年底

• 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达

458.66万人；

• 引进教授层次人才数量是1978

年至2008年引进总量的近20倍；

• 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

人，其中2016年回国43.25万人；

• 出国留学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

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72.38%

增长到2016年的82.23%；

• “千人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

人才6000多人。

领英报告则显示，2011-2017年，人

才归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尽管20-29

岁的年轻人依旧是海归人才的主力军，

但这部分人群占海归人才总体的比率已

经从 2013 年的 79.7%下降到 2017 年的

52.2%。与此同时，30-40岁海归的占比

从 2013 年的 16.5%，激增至 2017 年的

30.6%。

在这一轮“海归潮”中，成功者有

之，有些海归人才得到更大的发展平台

、更多的创新创业资源，他们感叹：后

悔回国太迟。失意者也有之，有些海归

人才自嘲为“海待”、“海剩”。

当前，中国企业最普遍的招聘需求

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顶尖资深技术

类人才，特别是机器学习、无人驾驶、

数据科学家和软件开发类人才；第二类

是高层次管理型人才，具备国际视野和

创新思维，拥有丰富的团队管理经验；

第三类则是专业领域科学家或高学历专

业化人才，如能源、风能、矿业、建筑

等领域。

优秀人才的回归，致使“海归”在

职级、薪酬等方面获得显著提升。领英

数据显示，对于有工作经验的“海归”

而言，这一群体回国后职级相比海外华

人出现明显的提升，经理及以上级别的

占比从28%提高到了42%，也高于领英

中国会员总体的经理及以上级别的34%

的占比。此外，有近80%的海归人才在

回国后薪酬增长，且其中增长在20%以

上的人数占比超过了一半。

在城市吸引力方面，近年

来虽然海归分布的主要城市排

名没有变化，但上海和北京所

占百分比呈明显下降趋势，以

杭州和成都为代表的新一线城

市对海归的吸引力在逐年上升

。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发展正

在逐渐趋于平衡，就业机会、

生活水平的差异越来越小，新

一线城市的吸引力正在稳步上

升。

领英数据显示，在2017海

归人才就业前十大行业排名中

，金融业和高科技分别占据了

前两位。目前，高科技和制造

业占比接近，但“走出去”已

经成为大量中国高新企业的重

要发展战略，云计算、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成为中国企业争夺海外人

才的焦点。趋势表明，海归人才的未来

流向上，高科技将进一步巩固并拉大与

制造业的差距。

海归人才在选择就职公司时，对大

中型民营企业的兴趣正迅速增长，创业

型企业产生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在考

虑回国工作时，90%的受访者表示对跨

国企业感兴趣，不难理解这类企业雄厚

的资源优势具备天然的吸引力。而紧随

其后的是，高达72%的受访者对大中型

民营企业感兴趣，这些企业的创业动力

、冒险精神以及极富生命力的发展前景

对于具备国际视野的海归人才具有难以

阻挡的诱惑力。此外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背景下，大批创业型企业对海

外人才的影响力也正逐步增强，有半数

受访者表示愿意前去工作。而青睐国有

企业的受访者仅占33.8%。

根据领英调研，40%的海外华人求

职者表示“缺少对工作环境的了解”会

对其在中国求职造成困扰，这一点在中

文水平欠缺以及没有中国生活经历的群

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而领英2018年对

海归人才的一项调研显示，针对国内职

场环境所具有的的优势，排名前三的因

素分别为：“有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和

上升通道”、“行业发展蓬勃，机会大

”、“国际政策支持，前景好”。但同

时，“办公室政治复杂”、“同事素质

层次不齐”、“软硬件环境欠佳和福利

不完善”等分别成为海归职场体验下降

的主要因素。

“老海归”引领新时代“海归潮”
三类“海归”人才国内最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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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中国人翁飞在2010年是以“技能实习生

”签证赴日并在建筑公司工作，2020年取得

了特定技能1号签证。之后，他通过了技能检

定1级考试并担任过混凝土搅拌现场负责人，

因此顺利地获得了2号签证。目前只有从事建

筑和造船行业的人士，可以申请特定技能2号

签证。不过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去年年

底的新闻发布会上放话，特定技能2号签证的

对象范围将扩大，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

研讨中。而研讨的重头方向是将“1号签证”

对象的14个行业，也一并纳入“2号签证”

中。如果这项政策能通过并开始实行，这些

行业的外国人劳动者将被允许无限期续签签

证，并允许携带家属，小孩也可在日本上幼

儿园或入校。毫无疑问，这将成为日本接受

更多外劳的一大转折点，为事实上的移民敞

开了大门。

写有《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有一

个鲜明的移民观：“如果人口构成是命运问

题，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永动机”。

（参见《文明的冲突》，集英社，1998年）

不过在日本，移民一词是被禁忌的。政府至

今还在有意规避移民一词，政治家也不能将

其作为参政主张。好像日本就是一个巨大的

人才公司，劳动者被称之为“外国人才”。

入国管理局升格为厅，也是不久前的事情，

但还是没有出现移民的字样。但是这个国家

确实存在移民，确实存在必须解决的移民问

题。建前和现实的乖离，也确实应该结束了

。写下《日本第一》畅销书的傅高义，早就

看出日本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他们对外来

者非常慷慨，但是很多外国人都能清楚感受

到自己并不受欢迎。

政府如何划定是一回事，但日本在2021

年6月为止的这个时点，中长期外国人在留者

达到了288万 5904人。其中永住者（包括特

别永住者）是110万154人，技能实习是40万

2422 人，技术/人文知识· 国际业务是 28 万

8995人，留学是28万273人。从性别构成比

看，女性为146万 861人（50,6%），男性为

142万5043人（49,4%）。女性首超男性。在

留国籍人数前三为中国大陆78万6830人/韩国

43万5459人/越南42万415人。记得30年前的

1989年，外国人在日本只有98万人。30年增

加了近200万人。288万外国人在日本生活，

超过了广岛县（282万人）、大阪府（270万

人）和京都府（259万人）的人口规模。可能

由此故，202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数据显示，移民难度最大的发达国家日本

，已成全球第四大移民国家。前三分别为德

国、美国和西班牙。

但日本面临的尴尬是：政府故意不对移

民作正解。虽然他们也使用着英语“migrants

”这一单词，但就是无法接受“接受移民”

这个概念。所以，日本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

移民政策。所有的人口引进，都是以外国人

技术者或劳动者的名义来制定政策的。单一

的民族构成，纯粹的文化自信，让日本人在

移民问题上畏首畏尾。2016年，执政的自民

党党内有一种呼声，是否能采取最狭义的移

民定义，将永住者视为移民？但当时较为保

守的安倍首相，显然对移民这一提法不感兴

趣而不了了之。永住者＝日本移民？至今没

有说法。

在历史上，日本曾经是一个移民输出国

。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家移民工程才告结

束。然后成为一个移民接受国。从输出国到

接受国，是国家富裕带来的红利。当然社会

结构的巨变则是直接的起爆器。上世纪70年

代，接受印尼劳工是日本从单一民族国家走

向多元的一个标志。而在某种意义上，柏青

哥代表的则是韩裔移民在日本所创造的辉煌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柏青哥似乎又代表着

所有在日韩国人漂泊不定，任人宰割的那段

屈辱记忆。在日本这片土地上，没有真正意

义上的归属感，但又必须在这里生活下去。

这看似是悖论，日本人可能也会说，是你自

己要来的。不过，按照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民

族由两面构成的理论来看，这个悖论是不成

立的，这种话也真的不能说。在哈贝马斯看

来，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是由人民组成的，政

治层面上的民族是由公民组成的。前者构成

历史命运共同体，后者构成政治法律共同体

；前者是移民的一个结果，后者是本土公民

的一个结果。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接受

非专门非技术的单纯劳动者。其结果，短期

滞在的外国人有所增加。在政府的眼里，这

些人是劳力而不是移民。但从移民的逻辑看

，仅仅接受短期劳动者政策是不被世界认可

的。这正如日本学者望月优大在《二个日本

：“移民国家”的建前与现实》（讲谈社，

2019年）中所言：“接受外国人劳动者，与

进口铁器与小麦不同。不管是何种国籍，只

要是人，就与我们一样面临劳动、教育、医

疗、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而且外国人还多

了一个语言问题。人不能像物一样，单纯的

进口。”

移民，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发达、富裕、文

明、和平作为目的地的一个极具私人性质的流

动和定居。因此，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是其内在的逻辑。移民并不是另建一个社会，

而是转入或融入一个既成的社会。为此，移民

者也常常以个人（或家属）的方式界定他们与

原居国和新居国的关系。毫无疑问，由于经济

富裕、社会安定和文化独特，日本日益成为一

个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地。虽然目前移民只占日

本人口的2%，但他们的存在改变着日本。显

然，日本也愿意接受这种改变。因为很显然，

如果没有外劳的大量引入，日本会因其深刻的

少子老龄化而过早失去优势。然而，日本社会

的这种转型并不轻巧。作为对日本社会的贡献

者和自身受益者的外国人居住者来说，他们与

这个社会、文化、体制和传统之间存在着紧张

的二元关系。而作为主体的日本人，他们总是

习惯从“他者性”的立场出发审视移民和移民

社会，因而他们扮演的是历史孤立主义者的角

色而不是多元文化主义者的角色。这种紧张的

二元关系表现在一方面是对日本社会的有序、

文明与平和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又对过于繁杂

的潜规则和微妙的人际交往望而生畏；一方面

对日本人礼貌礼遇、乐于助人的善良感到舒心

，另一方面又对外国人另作企图和规则（如租

借房屋时的不信任、如招工就职时的歧视等）

而感到不可理喻。这就使得原本是“他者”的

“在者”，在异乡他国有被疏远化和边缘化的

感觉。不过，这种丧失感并不足以产生抗拒、

厌弃而离散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是因为日本

文化中的主体部分，并非不可理解或不可逾越

，而它的亚文化部分则是吸引异文化的他者来

到日本的一个要素。

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按照现在的人口框

架走向去，到2050年，日本的外劳将达1000

万人。因此，如何促成多文化共生，是个非常

紧迫的课题。由于日本人更倾向单一和纯粹，

所以更在意在本质主义为特征的不同文化实体

中，寻找出与其他文化的区别或不同为第一要

义。如日本文化与韩国文化的区别，如日本文

化与中国文化的不同等。然而，在全球文化高

度流动的大背景下，一国再难保有不被“渗透

”的纯粹而单一的文化。一些看似不入眼球的

流行文化和亚文化，则在各国本质主义文化实

体中，更轻巧更机质地触碰到了两面或多面的

接受点或融洽点。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节

日文化、旅游文化等。著有《日本经济思想史

》《日本的技术变革》等畅销书的作者泰萨·

莫里斯· 铃木教授，将其称之为“化妆的多文

化主义”。

从实际的操作和日常的认可度来看，日

本实际上已经迈出了多文化共生的步伐，并

承认多元文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如在

1990年前后，日本人就不无创意地将东京都

新宿区大久保/新大久保作为多文化共生的实

验场。这个地区常年住有韩国人、中国人、

泰国人、马来西亚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

亚人，最近几年又多出了越南人、尼泊尔人

和缅甸人。这里有多国料理店、多国物产店

、多国旅行社、多国居酒屋、多国酒吧、多

国网吧、多国情人旅馆、多国整体院、多国

美容院、多国柏青哥店、多国语言学校、多

国中古店等。自2003年以来，随着“韩流”

（《冬日恋歌》与裴勇俊的诞生）的出现，

大久保/新大久保又成为东京最热门的打卡地

之一, 日本女孩更喜爱购买韩国物品和韩国明

星像。跨国移民多年通力合作的一个结果是

，大久保/新大久保成了多民族居住的经济文

化空前繁荣的区域。

当然，由于外国人占了该地区人口35%

以上，再加上杂乱无章的各种经营活动，不

可避免地发生了与当地日本人在诸如文化和

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冲突。如住房群居、夜间

噪声、油烟污染、垃圾处理、治安犯罪等问

题。不过，大久保/新大久保附近的日本人，

恐怕早已意识到, 除非搬出大久保（确实也有

不少日本人搬出），否则除了接受和外国人

一起生活这个事实之外，别无选择。或者可

以这样说，大久保/新大久保附近的日本人，

通过极不情愿的且相当消极的方式，体验到

了何谓多文化共生，体验到了什么叫与世界

紧密相连。这正如日本纪实作家室桥裕和在

《新大久保纪实：行走在移民最前线都市》(

辰巳出版，2020年)一书中写道：“正如我第

一次走在新大久保时感受到的那样，这个街

区的多样性是建立在日语和日本文化这个内

核的基础之上的。在此定居并安宁地生活的

外国人都学习日语，尊重日本的文化和规则

。正因为有这个基础，才形成了如今的多民

族聚居地。”这样看，岛国日本内面的一个

事实恐怕就是多元与单一、繁杂与纯粹的长

期并存。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相向原则，会使

日本社会成为一个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社会

。不过，恰恰是在动态社会的驱动下，日本

才有未来。

对日本来说，人口压力和经济停滞是接

受移民的主因。对想来日本移民的外国人来

说，摆脱贫穷是主因。当然，已经摆脱了贫

困、经济体量巨大的一些国家外国人，之所

以也去日本移民，则是瞄准了这里的福利和

投资。他们看准了这里是过“小确幸”生活

的理想国。这样看，所谓的“日本魅力”主

要不是显现在创建主义和学说（虽然可以自

由的著书立说）方面，也不在志同道合地组

建政团（虽然可以自由组建）方面。因为主

义和学说对这个国家没有用（这个国家靠有

奶便是娘解决了令各国政治家头疼的经济问

题），因为外国人政团对这个国家也不起作

用（入籍归化了的日本政治家，都难以善终

。如1998年在品川王子饭店自杀的众议院议

员新井将敬，就是在日韩裔第三代。他的自

杀表明外国人政治家在日本没有任何出路。

）但这里贫富均衡、医疗先进、治安良好、

文明整洁、工作岗位多多、民生保障充分、

教育机会均等、法制深入人心。总之，这里

能过上不算富裕但也无太大遗憾的日常，这

里是一个崇尚努力工作，遵守规则的地方。

这个国情这个定位就表明日本更受蓝领

劳动者欢迎。这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是因为

“崇日”而来日本，而是为了过好充实的每

一天来日本。这样看你想当政治家，来日本

移民是不会有戏的。你想成为某个学术领域

的理论家，来日本移民是没有人会看你的书

。但是，如果你想成为随笔家、小说家或艺

术家来日本移民，那多少还有实现的可能。

所以“日本魅力”不是“日本信念”，这是

关键。不过，随着移民的再扩大和再深入，

高度均质化（清一色酱汤）的日本社会必然

会被分化成低度多元化（沙拉大拼盘）的日

本社会。当然，这一天的到来，需要时日。

当然，更要看世界首富马斯克最近所言的出

生率超过死亡率的日本，“最终会不复存在

”之说，是真是假。如此言为真，那日本真

正的移民时代必将到来。唯有包容性、开放

性和世界性，才能为日本带来新生。

移民难度最大的发达国家日本
已成全球第四大移民国家

若问：日本是个移民国家吗？

可以这样回答：以前不是，现在是。

再问：判断“现在是”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

再答：“特定技能2号”签证有了首位获得者。

这是今年4月13日的话题。在日本岐阜县各务原市的建筑公司工作的中国人翁飞（35

岁），获得了事实上可以在日本定居的建筑行业“特定技能2号”签证资格。因为这是日

本全国首个此类认定，所以NHK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均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消息。那么

，什么是“特定技能1号”和“特定技能2号”呢？原来，这是日本政府于2019年4月颁

布的两项新的外国人在留资格签证种类。

“特定技能1号”被定义为面向在特定专业领域里，拥有相当程度的知识或经验的外

国人劳动者的签证。目前主要包括养老业、建筑清洁业、建筑业、机械制造业、金属加工

铸造业、造船业、电子电气相关产业、航空业、饮料食品制造业、农业、渔业、住宿业、

汽车装配业和餐饮业14个领域。这个签证的特点是：1、在留期限最长5年（必须每年更

新一次）。2、日语能力至少在N4水平之上。3、不允许携带家属在日本一起居住。

“特定技能2号”被定义为面向在特定专业领域里，拥有极其熟练的技能的外国人劳

动者的签证。这个签证的特点是：1、在留期限不设上限（3年更新一次，无上限次数）

。2、日语能力无强制性要求。3、可携带配偶和子女在日本一起生活。4、工作满10年后

可申请永住签证（即所谓的“绿卡”）。

生活在美國的華人，近期跟廣大的美國
民眾一樣，都要面對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的
危機。為禍最大、千夫所指的，當然是汔油
價格。

近大半年間，國際油價高漲，連原本是
有石油生產地的美國，汽車加油都越來越貴
。近日ABC電視台特別在「今日晚間」的新
聞報導中，集中講述一下一年來油價的變化
。一加侖的汽油，去年今日是2.11美元，一
個月前是3.元9角5 仙。今天5月22日，則
己飛越到4.3元大關，。一年之間，油價飈升
超越了百份之一百門檻！而且因為俄鳥戰爭
沒有中止的關係，油價當然也並沒有止步上
升的跡象，「牽一髪而動全身」，在油價飛
漲的悪劣影響之下，百物騰貴，舉凡食的、
用的、不論是常用的、還是罕用的，有理無
理，一如光緒皇女兒名字一樣叫「萬貴」。
瘋狂的物價升幅，令到升斗國民對眼前的生
活前景，大為擔憂不已。

如何節約日常開銷，成為不少低收入家
庭日思夜想的題材。誠然，美國政府屬下有
福利機構，可以讓低收入家庭，領取免費食
物甚至現金，來減輕百物騰貴的局面。而美

國民間亦有一些社會團體，向美國一些有頭
有臉的億萬富翁遊說，要求他們在日進萬金
的收入中，撥出一定比例的財富出來，救濟
一下低收入的民衆。這樣一來，他們既可以
做善事，暫時幫助下層民眾度過困境。也可
以為他們帶來減稅的機會，何樂不為？

加州地區有一間名叫「幫幫忙基金會」
於4月3日，在位於艾爾蒙地市的洛杉磯華僑
文教中心停車場，免費發放防疫物資和食物
，當天有近千華人，開車排起長龍，到來領
取免費物資，場面甚是壯觀。雖然人員眾多
，但活動得井然有序，華人在列隊時間，交
談起來，話題離不開直接關係民生的油價、
食品價格，大家都在抱怨，百物成倍上漲，
令大家的生活真是吃不消。

艾爾蒙地市居民吳先生一早就來排隊，
他對記者抱怨道，「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
導致現在百姓手裡的錢越來越不值錢了。」
吳先生是網約車Uber司機，他說妻子身體不
好，家中尚有老人需要撫養，「我們家經濟
困難，全家只有我一人工作，現在油價非常
貴，做Uber司機的成本也很高，30年前美國
油價一加侖0.99元，如今已上漲五、六倍，

以前漢堡一元一個，現在五、六元才能買一
個，這樣的物價實在叫人難頂。」

吳先生表示，能夠領取基金會發放的免
費物資，確實能幫助像他這樣的家庭，「能
省就省，我們這些靠自己辛勤掙錢的人最辛
苦。」

艾爾蒙地市的梅女士在隊伍中說，「現
在去超市買菜實在太貴，一百元根本買不到
什麼，我的工資收入只是象徵性地漲了一點
，但市場上的物價卻上漲三、四成，什麼東
西都很貴。」在工廠工作的梅女士表示，面
對高漲物價，自己的經濟壓力很大，「家中
有老人需要照料，他們都沒有工作，只有我
一人掙錢，免費發放的食品、物資讓我們受
惠，我的工資收入就這麼一點，壓力確實大
。」

當天活動有50多名義工在現場準備、發
放物資，民眾無需下車，義工將物資放在汽
車後備箱中，活動井然有序。前來的大多是
華裔，也有少數其他族裔，無需身分證明和
家庭低收入證明，只要來到現場排隊就可領
。

幫幫忙基金會創會會長鮑潘曉黛介紹，

這次主要發放防疫物資，食物不多，提供食
品的廠商表

最近物資十分緊張，大部分貨物都卡在
洛杉磯外的港口，無法正常運輸到目的地

((花旗快訊花旗快訊)) 百物騰貴下的華民生活概況百物騰貴下的華民生活概況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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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倫演唱會上線熱搜
跟郎朗相約巴黎見

樂壇天王周杰倫(周董)近來馬不停蹄的錄音，趁空檔休息時，

分享預告《周遊記》第二季內容，他說：「哥錄音告一段落了，休

息一下。」而他的《地表最強》、《魔天倫》兩套演唱會日前線上

播出，立即吸引上億人次觀賞，他演唱會重映計劃討論度爆表，每

首歌曲都上熱搜，他也向粉絲致謝：「也謝謝你們大家重看了我的

演唱會。」

由於《周遊記》第二季預告內容中出現知名鋼琴家郎朗，

因此郎朗也來留言，談到他也很期待看到《周遊記》第二季，

以及周董的新專輯推出。周董開心回應：「謝謝啦兄弟！See

you in Paris。」預告兩人會在巴黎相遇。而和周董對話時，郎朗

也透露「11 月底我計畫去台北舉行一場音樂會，希望也能在那

裏見面。」

周董日前預告即將發行新專輯，讓粉絲驚喜又期待，他和跟郎朗對

話曝光後，粉絲也期待見到兩人有更進一步合作。

台首部美食警匪劇《美食無間》
傅孟柏、王柏傑、間蔓書見美食秒變臉

台灣首部融合美食與警匪動作類型影集《美食無

間》去年開拍，卻遇到疫情而停拍，由於劇中有大量餐

廳場景，增加不少困難度，劇組於今年一月下旬終於復

拍完成，目前正進行後製。24日首發前導海報及預告，

曝光堅強卡司陣容。《美食無間》由《女鬼橋》導演奚

岳隆執導，傅孟柏、王柏傑、簡嫚書主演，更加入演技

派演員柯叔元、黃尚禾、陽靚，精彩火花令人期待。

《美食無間》耗時兩年籌備，嚴選台灣21家知名餐

廳或小吃店家、美食品項超過35種，要將兩種截然不同

的類型元素「美食」與「警匪動作」融合在一起，在劇

本階段便面臨巨大的挑戰，拍攝階段又遇到疫情斬斷，

劇組仍努力完成作品，奚岳隆導演表示：「餐桌上，有

沒有可能變成你我的烏托邦？上了餐桌，就等於進入一

個不同於現實的世界，純粹享受著美食跟友情，就算現

實中充滿矛盾，那就等下了餐桌再說吧。為了適應疫情

帶來的衝擊，人類做了很多的改變，該劇要獻給後疫情

時代的觀眾們，一個不間斷的美味解放。」

前導預告中，在極度賁張的動作場面與詭譎氛圍下

，傅孟柏、王柏傑、簡嫚書皆有別於過往形象，傅孟

柏是一位帥氣暴衝刑警，與嫌犯過招毫不手軟。王柏

傑展現神祕冷冽氣質，全黑勁裝，生無可戀的殺手，

獵物在他手下只有屈服。簡嫚書則是率直菜鳥刑警，

看見美食來者不拒，其實深藏秘密。三人在餐桌上相

遇，警察與殺手都是懂吃的美食愛好者，吃法不同卻

欣賞彼此的見解，結下同桌吃飯的情誼，然而下了餐

桌，對立的雙方卻必須面臨糾葛的情感抉擇，全新CP

組合令人耳目一新，三位演員為本劇進行了動作及美

食訓練，即將在劇中大顯身手，又要吃又要打，挑戰

娛樂最極致的表現。

柯叔元、黃尚禾、陽靚三位硬底演員加入陣容，

飾演勢力龐大的黑道集團重要幹部，三人雖在預告中

驚鴻一瞥卻氣場十足。黑道老大過世，柯叔元即將接

班，敵對派系黃尚禾密謀篡位，陽靚則是貴氣麻辣鍋

店老闆娘，足以動蕩整個城市的腥風血雨即將展開…

。另一奪人眼球的就是各式美食鏡頭，酸菜白肉鍋、

麻辣鍋、韓式燒肉、日式燒烤、鱈場蟹…角色們大快

朵頤的畫面，令人大喊太邪惡太撩人，呼應著本劇的

調性，在緊張刺激的懸疑劇情裡，同時享受著大啖美

食的解放快感。

林志玲出書送寶貝兒子
親揭與國民姊夫愛的小日常

47 歲「第一名模」林志玲

2022年除夕喜迎寶貝兒子出生，

幸福圓夢的她25日又捎來好消息

，首本全文字新書《剛剛好的優

雅-志玲姊姊修養之道》明日正式

開賣，這是1本讓大家了解「高

EQ女神」養成過程的書，同時她

也在自序中寫道，這本書更是母

親送給寶貝兒子最棒的禮物。

近兩年來因為疫情持續影響

，林志玲幾乎足不出戶，生活也

回歸簡單，趁著小寶寶睡著的空

檔，她著筆寫下一些想法，以不

多加修飾的樸實文字、真誠自然

地分享自己的故事，包括改變生

命的重要轉捩點、鮮為人知的童

年趣事、求學歷程，以及婚後與

姊夫Akira之間的小日常。

且林志玲成為1位母親後，

深深體會母親們的偉大，記得母

親曾告訴她：「女孩子，最重要

的就是禮貌和品格，會陪伴妳1

輩子。」讓她萌生了將受用1生

的品格教育傳承下來的想法，因

為品格是1輩子最美好的修行。

書中提到如果林志玲的人生是

1部電影，可以是「校園電影」，

描寫1個15歲的女孩帶著1隻行李

箱，身上只有1000元加幣，獨自去

海外求學，拿到了加拿大多倫多大

學美術史和經濟學的雙學位，卻因

為在申請研究所前拍攝了1支廣告

，意外地踏入了時尚界和演藝圈。

亦可以是「勵志片」，林志

玲在拍攝現場意外墜馬斷了6根肋

骨、差一點就傷及心臟，努力復健

後回饋社會成立志玲姊姊慈善基金

會；當然也是「浪漫愛情片」，一

直嚮往愛情但卻大齡單身的林志玲

，因挑戰以古日語演出的舞台劇

《赤壁~愛》，與Akira結下緣份，

從朋友成為相知相惜的伴侶，2019

年甜蜜嫁給了愛情。

小S遭S媽衣架子伺候 「狗都看不下去」
她救援脫離地獄

女星小 S(徐熙娣)

和S媽母女感情要好，近

來聯手開設Podcast 頻道

《老娘的老娘》，恰好

聊到有趣的童年往事，

小S在節目自己爆料，

小時候被家中親戚陷害

，讓S媽誤會她真有犯

錯，不顧她解釋拿起衣

架就是一頓暴打，連家

裡的狗都看不下去，跑

到 S 媽旁邊對她狂吠，

讓她十分傻眼：「連狗

都看不下，妳竟然還打

得下去？」

小 S在節目指出，

由於是大家族，一群人

住在一起，她曾感受到

家人充滿心機的手段，

某次她就被成人陷害，

對方欺騙小 S 說 S 媽犯

錯，提出要她代替媽

媽認罪；在 S 媽返回

家中後，耳聞小 S 認

罪這件事，立刻質問

小 S是不是她做的，然

而無論怎麼否認都聽不

進去，拿出衣架猛打小

S，心內早已認定小S就

是有錯。

小S解釋道，當時

S媽瘋狂打她，讓她害

怕到躲進桌子底下避

難，想不到家裡的貴賓

狗前來幫忙她，還對著

S媽吠叫制止，甚至試

圖想咬她；這條狗其

實小S內心會怕牠，因

為平時有被咬她的紀

錄，這般連處不好的

狗都看不下去的情況，

她感嘆親媽竟然打得下

去，躲進桌子一陣子

後， 才 藉著姐姐大 S

之手挽救。

那時候大 S從房間

出來，心疼又憤怒地走

向S媽，制止S媽手都腫

到瘀青了還打，眼見天

使般的大S幫忙，她也

在長大後對大S非常好

，她笑說「我是懂得報

恩的人」最後小S也開

玩笑說，S媽平常都很

邪惡，有一次大姊從路

上撿了一尊小佛像，3姐

妹花竟跪在小佛像前祈

求：「今天不要太早回

來，回來就立刻累到睡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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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庙

这里现存的大都为明清建筑，但若要追溯

洛阳城的历史源头，还是得到周公庙拜祭一下

第一代周公姬旦。公元前1039年，他占卜得出

“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结论，

开始营建成周（洛邑），也就是最早的洛阳。

周公庙位于洛阳老城区定鼎南路21号，距

离这里最近的公交站是定鼎立交桥北站，车次

众多，这里离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的天堂

明堂景区也不远。周公庙的西边，是隋唐洛阳

宫城的南大门——应天门遗址。

关林

关羽葬头之处洛阳关林，是全国唯一的冢、

庙、林三祀合一处。如今的关林建筑多为明清时

期扩建，沿中轴线一一排开，后部的墓冢是当年

曹操以王侯之礼埋葬关羽沉香木躯之地。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发源于北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唐太宗、高宗和武周

三代，佛教信仰和东都洛阳一同迈入鼎盛期，

龙门石窟迎来又一波营造高潮，武则天甚至为

完成恢弘的奉先寺捐出了“私房钱”。

西山石窟是龙门石窟的精华。宾阳三洞为

北魏孝文帝之子宣武帝所开并完成了中洞，北

洞和南洞的造像则到初唐才雕成。因此，中洞

主佛释迦牟尼颇具北魏秀骨清像之风，南洞的

阿弥陀佛则已有唐风。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是

龙门的象征大佛宛若睿智而慈祥的贵妇，因此

后世称其依武则天相貌而琢。

卢舍那大佛连同两侧的迦叶、阿难、菩萨

、天王、力士等共九躯大像，将大唐帝国的盛

世风华展现得淋漓尽致。

古阳洞是龙门开凿最早的一个洞窟，魏碑

代表作《龙门二十品》中，十九品出自此洞。

不过想近距离观赏，得花300元买特窟票。

东山石窟多为唐朝开凿，损毁程度十分严

重。附近的礼佛台是欣赏对岸卢舍那大佛的绝

佳之地。香山寺始建于北魏，武则天、白居易

、乾隆帝都在此留下佳话。寺庙位于半山上，

也是远眺西山石窟的好地方。

白园安葬着痴爱龙门山水的白居易。念着

熟悉的诗词走过诗廊，白居易墓掩映在松柏下

，一旁还有白居易族裔纪念碑。

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 · 明堂天堂景区

武则天为洛阳规划了无与伦比的中轴线

“七天建筑”，明堂与天堂即为其属。天堂为

武则天的礼佛堂，又称“通天浮屠”，但建成

后不久便被焚毁。如今的仿唐塔并非原貌重建

，内部装饰和展品极尽奢华，但只有中心柱基

坑为古迹。

明堂即万象神宫，是中国历史上体量最大

的单体木构建筑。今天的明堂是为配合遗址保

护而建的唐风建筑，除地下一层坑基古迹外，

主要是武则天生平展。天堂明堂景区从早到晚

有多场演出，购票时获赠的60枚“古币”可用

于参与各种互动体验。

洛阳老城

隋唐洛阳城在北宋末年废弃，以原来的东

城为基础逐渐发展成金元明清的河南府城，即

当地人口中的洛阳老城。丽景门是洛阳老城西

大门，不过现存的是1992年重建的仿古建筑，

城楼里的牡丹瓷博物馆、洛阳三彩博物馆以及

回顾洛阳历史的展览才是看点。

穿过丽景门就是老城西大街，每走几步就

能看到打出“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子的小

吃店，这里一直到十字街都是热闹异常的美食

街。

再往东，满是寿衣店、花圈铺的东大街上

坐落着鼓楼，是你在老城最容易找到的一座古

建筑。在十字街附近的天中市场，还立有一块

隋唐洛阳城宣仁门遗址的保护碑，这也是明清

老城和隋唐东都为数不多的联系了。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

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 洛阳牡丹

名动天下，每年4月至5月的牡丹花期，各地游

客纷至沓来，一睹洛阳牡丹的绝代风华。

4月1日至5月10日的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

王城公园（西工区中州中路312号）、中国国花园

（洛龙区龙门大道1号）、洛阳国家牡丹园（西工

区310国道近华山北路）都有牡丹花展。白马寺、

龙门石窟等景区也有专门的牡丹赏花区。

白马寺

“白马驮经”的传说是这座汉传佛教第一

寺得名的缘由，不过，如今山门前的两尊石马

是20世纪30年代移来的宋朝古物，寺庙建筑也

多为元、明、清三代所留。大雄宝殿内23尊珍

贵的元代夹纻干漆造像为镇寺之宝。

寺院西北角是新辟的世界佛殿文化区，已

建成泰国、印度和缅甸佛教建筑。出门后可去

山门东侧的齐云塔看看，这是中原大地为数不

多的金代砖塔，可登塔远眺。

洛阳博物馆

洛阳博物馆陈列有河洛地区出土的上万件文

物，布展颇为用心，值得你花4-5个小时神游历

史。连接洛阳火车站和高铁龙门站的77路公交车

设有洛阳博物馆站，另有37路、49路可到。

一楼最大牌的文物是石刻馆进门处的东汉

石辟邪。二楼珍宝馆的“华夏第一爵”乳钉纹

铜爵、“华夏第一鼎”方格纹铜鼎、“中国第

一龙”绿松石龙形器具属珍品。汉唐陶俑馆中

，汉朝彩绘三人倒立杂技俑陶樽、唐朝彩绘陶

骑马乐俑是其中的精品。

唐三彩馆最值得一看的是唐朝定远将军安

菩与其妻何氏合葬墓中出土的大批精美唐三彩

，由于此墓从未被盗，所有唐三彩品相之完美

令人惊叹。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

“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对这座北邙山

上中国唯一的古墓专题博物馆，还是“洛阳古

墓博物馆”的旧名更吸引人。

历代典型墓葬展区的25座古墓从各地“拆

迁”过来，再一砖一石依原样复建。一旁的北

魏帝王陵展区依陵而建，封土堆是北魏宣武帝

景陵，可沿墓道步入墓室，了解北魏帝王陵基

本面貌。

这里还有一座河南古代壁画馆，两汉至宋、

金的90余幅墓葬壁画和彩绘雕砖，题材从汉朝天

马行空的天界图，到唐朝描绘世俗生活的仕女图

、胡人图，历经漫长时光依然艳丽动人。

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博物馆

定鼎门是神都洛阳的南大门，城内的定鼎

门大街为“七天建筑”的天街，在多路公交车

可到的龙门大道古城路口站下车最方便。

如今这里的地下展厅有原址展出的门道、

柱础石等，城楼、阙楼内则有部分出土文物展

示。门前残留的车辙印和骆驼脚印据说是丝路

商队留下的。

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

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是在考古原址上建

起的博物馆，主展厅为规模最大的5号车马坑。

26辆残破车马历经3000余年时光，车体结构与

马骨骼仍清晰可见。只有一辆车前有六具马匹

遗骸，这就是一出惊天下的“天子驾六”。

新安函谷关遗址

洛阳是丝绸之路起点的东方延伸，连接长

安、洛阳两京的崤函古道也成为这条国际通道

的一部分。古道上的两处遗迹作为遗址点入选

了世界遗产。

专门前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和崤函古道石

壕段遗址意义不大。我们的建议是乘坐陇海铁

路的列车西去，离新安县站还有几分钟的时候

，就可以在车窗南侧看到汉关遗址。路过观音

堂镇，铁路绕入黄土丘陵地带，崤函古道最险

峻的石壕段就在这一带。

每当牡丹盛放，这座古城就有了穿越时空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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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美白針許多小
夥伴都聽說過，但都沒有真正地打過。
很多人擔心美白針的安全性，害怕會對
身體造成損傷，但美白針在娛樂圈裏卻
早已是公認的每個女明星都離不開的利
器。我們總是驚奇明星們為什麽總是皮
膚白皙，他們天天在戶外拍戲也沒見曬
黑？明星們向大家推薦各種各樣的美白
護膚經驗，但也不外乎防曬、敷面膜、
吃VC之類的，真正的美白方法卻是她們
不能說的秘密。直到大 S 出來揭秘：
“我的辦法就是打美白針！”

範冰冰說她的美白秘密是每天敷面
膜，但被記者拍到每月去診所打美白針
。後來林誌玲也承認打了美白針，因為
夏日常出外景曬黑了，加上對紫外線過
敏，希望借助醫學手段快速改善下，所
以到醫美診所打美白針急救黑皮。

美男張根碩最可愛，直接在社交網
站PO出過自己和美白針醫師的合照，
大方承認打了美白針。劉德華很早以前
在臺灣接受專訪時，自爆早年不慎弄傷
鼻梁，留有礙眼的疤痕，為了淡化它而
去打了美白針。

為什麽亞洲人對白這麽迷戀？
因為亞洲人的骨骼不突出、五官不

分明，皮膚底子白凈，會增加人的通透
感，顯得水靈，白皮膚還會反差五官輪
廓重，顯得清晰精神。同一張臉，當然
是越白凈越招人喜愛，換個膚色，氣質
都有變化。“一白遮三醜”！ 老祖宗說
的一點都不差。

相貌在一個階層的，皮膚白的那個
更耀眼，一群人中，最顯眼的那個不是
最好看的，而是最白的那個。為什麽範
冰冰在一大群明星裏最耀眼？因為她的
白皮膚襯托得別人枯黃弱小。

那麽，很多妹子會急不可待地問：什麽
是美白針呢？

美白針是通過輸液，把調配好的美
白藥物通過靜脈註射到身體的美白方式
。

美白針的成分？主要藥物成分有三
種：

1、維生素C。大家都知道，衛生素
C是用來抗氧化的，所以說在註射完美
白針之後，確實會短暫時期內變白的。
在臨床上，醫生在治療黃褐斑或者由於
外傷引起的色素沈澱等問題時，常用維
生素C混合50%的葡萄糖進行靜脈註射
，可以起到褪斑的作用。

美白針的發明估計是醫生在此處開
的腦洞！

2、谷光甘肽是一種常見的保護肝
臟的藥物，醫學上是是一種廣譜解毒劑
，谷胱甘肽註射液來作為解毒性藥物用
於化療患者、放射治療患者、肝臟疾病
等適應癥的患者。醫生也常給黃疸病人
去黃、排毒養肝用谷光甘肽，它自身很
容易和重金屬離子等有害物質結合，從
而幫助身體免受損傷。這也是為啥有人
說美白針護肝或者叫護肝針，就是因為
谷胱甘肽是有解毒作用。谷光甘肽還是
我們體內產生的一種抗氧化劑。什麽是
氧化？蘋果變黃、鐵器生銹這些就是氧
化的結果。而對於人類來說，皮膚變得
暗沈、開始長皺紋等等就是氧化的過程
，按護膚來說抗氧化是預防衰老的重要
步驟。谷胱甘肽可防止皮膚老化及色素
沈著，減少黑色素的形成，它在美白針
裏的作用，其實更大意義上是去黃，很
多口服美白丸也會以谷胱甘肽為主要成
分。

3、傳明酸也叫氨甲環酸，是美白
針裏最厲害的角色，維生素C和谷胱甘
肽更像是它的小弟。

醫學研究發現它的美白祛斑功力比
維生素C高約50倍，是果酸的10倍左右
，而且它可以把黑色素到達人體的道路
打斷，從而有效地防止和改善皮膚的色
素沈積。

這個成分也被廣泛用於護膚品中，
資生堂家的很多美白產品都主打傳明酸
成分，是市面上的美白搶手貨：

傳明酸（氨甲環酸）在醫學上經常
被用來作為止血劑，量大時會對血液造
成凝結，也會影響女性的生理期，所以

美白針最好不要在生理期的時候註射。

美白針的原理？
美白針用維生素c清除皮膚自由基

，阻斷黑色素。再用傳明酸減少黑色素
形成，幫助皮膚變白。最後用谷胱甘肽
的“神奇副作用”——讓皮膚變白，發
力對付黑色素，傳明酸和維生素c使出
全力協助老大。

哥仨形成了1+1+1＞100的局勢，通
過：抑製-提亮-去黃，皮膚就變白了。
打美白針真的安全有效嗎?

這麽多明星用親身經歷證明了安全
有效！從來沒有聽說過任何明星因為打
美白針出事故的。

美白針只白臉還是全身都能白？
我們平常用的美白產品都是局部效

果，包括塗抹、光電、口服。而美白針
的最大優勢就是靜脈註射，這意味著它
的改善是全身性的。吳佩慈就說過通過
美白針實現全身雪肌，而且連對身上的
疤痕也有淡化的效果。天生黑的妹子用
美白針，有效果，但是效果不明顯，甚
至有的人看不到效果。美白針更適合
“後天黑”的妹子，就是被曬黑、內分
泌失調導致的變黑變暗黃等問題，如斑
點、暗沈、沒光澤等。

還有，黑人打多少美白針也不會變
白哦~

美白針有副作用嗎？如果過量，維
生素註射過量容易產
生結石，傳明酸註射
過量會凝血，谷胱甘
肽過量會惡心、嘔吐
和頭痛。

註意！上面說的
是過量後產生的副作
用。

醫生深知藥物的
屬性，劑量的控製可
以使每種藥物發揮安
全範圍內最大的效用
，例如資生堂的護膚
品中用傳明酸，沒見
誰抹面霜中毒了。

美白針是有經驗
的醫生經過專業配比
後投入臨床的，不會
有任何副作用。
美白針保持的時間？

有的人能保持1-2年，有的人保持
半年到一年。可以在打過半年之後，用
吃維C、擦美白保養品等方法來維持，
而不用一直打下去。

使用美白針有年齡限製嗎?
有，不過敏的成年人均可使用。
美白針可以讓我有多白?
和個人體質有關，一般都能恢復到

您肌膚最原始白嫩的狀態。可以參考自
己身上陽光曬不到的地方為依據，例如
大腿內側部位，腋下等，基本是自己最
白的狀態。

美白針註射時疼嗎？不疼，跟感冒
輸液一樣，不會感覺疼痛，也無需麻醉
。

美白針註射頻率？
12次為一個療程，一般是一周一次

, 每次註射時間大約30分鐘左右，如果
追求迅速美白的效果,也可以每日一次連
續註射12天。

美白針通常要幾天才能看到效果？
使用美白針後，最快24小時可以影

響體內黑色素的代謝活動。一般3天後
，皮膚越來越趨向美白。1周後就有顯
著的改善。10天達到分明的美白效果。
在4周的時間能令一個暗黃、粗糙的皮
膚迅速增白。6周會有一個讓你驚喜的
變化。

打完美白針後要註意什麽呢？
美白針註射後，應避免陽光直射，

外出戴太陽帽、打太陽傘，外用防曬產
品，選用安全性高且防曬效果佳的產品
。

美白針和美白丸哪個好?
美白針效果好！口服美白丸或者維

生素C，因為會經由腸胃肝臟的吸收，
事實上到達皮膚表皮的成份不到7%，成
分含量卻只有美白針的10/1，甚至更少
，美白丸一般為美白針後的長期保養使
用。

美白針還有別的優點嗎？
美白針還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效果，

因為是活化細胞，同時改善微循環，促
進睡眠及新陳代謝，所以在美白針註射
後有提神、固肝之良效。高濃度VC在歐
美也被廣泛應用於癌癥的治療，所以註
射高濃度的VC不僅可以達到美白的效果
還能提高人體的機能，比如提高免疫力
、抵抗力等。

以前有些愛美的妹子回大陸回臺灣
去定期打美白針，現在新冠隔離都回不
去了。我要告訴德州的小夥伴們一個好
消息！奧斯丁的NeoSoma專業醫美就有
美白針，讓您快速變白月光女神！

奧斯丁NeoSoma專業醫美
地址：13091 Pong Springs Rd, suite 240,
Austin,TX78729
王老師手機：469-210-1113

美容大王大美容大王大SS推薦的美白針推薦的美白針，，不用回國去做了不用回國去做了
奧斯丁奧斯丁NeoSomaNeoSoma專業醫美讓您快速變白月光女神專業醫美讓您快速變白月光女神！！

 
 

 

 

 

 

 

 

 

 

 

 

 

 

 

 

 

 

 

 

 

 

陳榮和水彩畫展揭幕式記盛陳榮和水彩畫展揭幕式記盛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畫展共展出陳榮和的水彩畫作畫展共展出陳榮和的水彩畫作2727幅幅，，
包括休士頓美術館典藏陳榮和作品的包括休士頓美術館典藏陳榮和作品的

複製畫複製畫。。

「「世華工商婦女會世華工商婦女會」」 的歷任會長出席大的歷任會長出席大
會會（（左起左起））唐心琴唐心琴、、廖秀美廖秀美、、郭穎郭穎、、宋宋

秉頴律師秉頴律師。。

在休士頓中央圖書館大廳舉行的陳榮和在休士頓中央圖書館大廳舉行的陳榮和
水彩畫展開幕式上嘉賓雲集的盛況水彩畫展開幕式上嘉賓雲集的盛況。。

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
晴表示晴表示：：陳榮和水彩陳榮和水彩
畫展畫展，，可讓來自各地可讓來自各地
的休市人了解台灣的的休市人了解台灣的

歷史及文化歷史及文化。。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羅復
文處長致詞文處長致詞，，表示陳表示陳
榮和水彩畫展能在休榮和水彩畫展能在休
士頓中央圖書館展出士頓中央圖書館展出
，，代表休士頓包容多代表休士頓包容多
元文化的意義元文化的意義。。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德州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 )Gene Wu ) 在開在開
幕式上致詞幕式上致詞，，讚揚讚揚
陳榮和水彩畫代表陳榮和水彩畫代表
的之化意義的之化意義。。

畫展主辦人陳意欣畫展主辦人陳意欣
（（右二右二 ））與休市警與休市警
察局代表在畫展現察局代表在畫展現

場場。。

休市市長休市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左左 ））蒞臨開蒞臨開
幕式現場幕式現場，，並出示陳榮和的代表畫作並出示陳榮和的代表畫作。。

在休士頓中央圖書館大廳舉行的陳榮和在休士頓中央圖書館大廳舉行的陳榮和
水彩畫展開幕式上嘉賓雲集的盛況水彩畫展開幕式上嘉賓雲集的盛況。。

參加大會的參加大會的 「「世華工商婦女會世華工商婦女會」」 歷屆會長參加畫展開幕式歷屆會長參加畫展開幕式。。

出席的貴賓向陳意欣出席的貴賓向陳意欣（（中中 ））致賀並合致賀並合
影影（（左起左起））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德州州議員吳元之、、今年今年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江麗君主委江麗君、、 「「台北台北
經文處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黃泰生黃泰生。。

國際馳名建築師國際馳名建築師、、畫馬專家李兆瓊畫馬專家李兆瓊
（（左左））及著名選舉專家芮久玟及著名選舉專家芮久玟（（右右
））也趕來參加陳榮和畫展並向主辦人也趕來參加陳榮和畫展並向主辦人

陳意欣陳意欣（（中中））致賀致賀 。。

「「大專校聯會風雅集大專校聯會風雅集」」 的成員的成員3030人特別包車趕來參加畫展人特別包車趕來參加畫展。。

美南大專校聯會美南大專校聯會 「「風雅集風雅集」」 召集人謝召集人謝
家鳳家鳳（（左左）、）、第一副會長何怡中第一副會長何怡中（（右右
））代表該會贈送該會會徽給陳榮和的代表該會贈送該會會徽給陳榮和的

女兒陳意欣女兒陳意欣（（中中））以表祝賀以表祝賀。。

在休士頓中央圖書館大廳舉行的陳榮和水彩畫展開幕在休士頓中央圖書館大廳舉行的陳榮和水彩畫展開幕
式上嘉賓雲集的盛況式上嘉賓雲集的盛況。。


	0528SAT_C1_Print.pdf (p.1)
	0528SAT_C2_Print.pdf (p.2)
	0528SAT_C3_Print.pdf (p.3)
	0528SAT_C4_Print.pdf (p.4)
	0528SAT_C5_Print.pdf (p.5)
	0528SAT_C6_Print.pdf (p.6)
	0528SAT_C7_Print.pdf (p.7)
	0528SAT_C8_Print.pdf (p.8)
	0528SAT_C9_Print.pdf (p.9)
	0528SAT_C10_Print.pdf (p.10)
	0528SAT_C11_Print.pdf (p.11)
	0528SAT_C12_Print.pdf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