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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crimes court seeks Putin arrest over 
deportation of Ukraine’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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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TERDAM/Near 
BAKHMUT, Ukraine, March 
17 (Reuters) -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issued an 
arrest warrant on Friday against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ccusing him of the war 
crime of illegal deportation 
of children from Ukraine, in a 
move that caused outrage in the 
Kremlin.

Putin is only the third serving 
president to have been issued an 
ICC arrest warrant, after Sudan’s 
Omar al-Bashir and Libya’s 
Muammar Gaddafi.

His forces have been accused of 
multiple abuses during Russia’s 
year-old invasion of its neigh-
bour Ukraine, including by a 
U.N.-mandated investigative 
body that this week described 
soldiers making children watch 
loved ones being ra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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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cow has repeatedly denied 
accusations its forces have 
committed atrocities during the 
invasion, which it calls a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The ICC issued the warrant on 
suspicion of the unlawful depor-
tation of children and unlawful 
transfer of people from the ter-
ritory of Ukraine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 has not concealed a 
programme under which it has 
brought thousands of Ukrainian 
children to Russia, but presents 
it as a humanitarian campaign 
to protect orphans and children 
abandoned in the conflict zone.

While it is unlikely that Putin 
will end up in court any time 
soon, the warrant means that he 
could be arrested and sent to The 
Hague if travelling to any ICC 
member states.

“This makes Putin a pariah. If 
he travels he risks arrest. This 
never goes away. Russia cannot 
gain relief from sanctions without 
compliance with the warrants,” 
said Stephen Rapp, U.S. Ambas-
sador-at-Large for War Crimes 
Issues under form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e legal move provoked a furi-
ous response in Moscow.

“Yankees, hands off Putin!” 
wrote parliament speaker 
Vyacheslav Volodin, a close ally 
of the president, on Telegram, 
saying the move was evidence of 
Western “hysteria”.

“We regard any attacks on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
ation as aggression against our 
country,” he said.

Residents of the Russian capital 
expressed disbelief at th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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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in! Nobody will arrest him. 
Rather, he will arrest everyone,” 
a man who gave his name only as 
Daniil, 20, told Reuters.

“We will protect him - the peo-
ple of Russia,” said Maxim. A 
women who gave her names as 
Ksenya said it would be a “pity” 
if Putin was arrested but she did 
not think it would be possible.

Russian foreign ministry spokes-
woman Maria Zakharova said 
Russia was not a party to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Kremlin spokesman Dmitry 
Peskov said Russia found the 
very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ICC 
“outrageous and unacceptable”, 
and that any decisions of the 
court were “null and void” with 

respect to Russia.

The court also issued a warrant 
for Maria Lvova-Belova, Russia’s 
Commissioner for Children’s 
Rights, on the same charges.

‘ONLY THE BEGINNING’
Russian President Putin chairs a 
meeting on the social and eco-
nomic development of Crimea 
and Sevastopol, in Mosco

Senior Ukrainian officials ap-
plauded the ICC decision, with 
the country’s Prosecutor General 
Andriy Kostin hailing it as “his-
toric for Ukraine and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law system”.

Andriy Yermak, chief of the 
presidential staff, said issuing 
the warrant was “only the begin-
ning”.

ICC prosecutor Karim Khan 
began investigating possible war 
crime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in Ukraine a year 
ago. He highlighted during trips 
to Ukraine that he was looking at 
alleged crimes against children 

and the targeting of civilian infra-
structure.

The news came ahead of a 
planned state visit to Moscow 
next week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hich is likely to 
cement much closer tie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just as relations 
between Moscow and the West 
hit new lows.

Beijing and Moscow struck a “no 
limits” partnership shortly before 
the invasion and U.S. and Euro-
pean leaders have said they are 
concerned Beijing may send arms 
to Russia.
China has denied any such plan, 
criticising Western weapon sup-
plies to Ukraine, which will soon 
extend to fighter jets after Poland 
and Slovakia this week approved 
deliveries. The Kremlin said the 
jets would simply be destroyed.
China is keen to deflect Western 
criticism over Ukraine, but its 
close ties to Russia and its refusal 
to label Moscow’s war as an 
invasion have fuelled skepticism 
about the prospect that Beijing 
might act as a mediator in the 
conflict.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pokes-
man John 
Kirby said 
the United 
States had 
deep con-
cerns that 
China might 
try to posi-
tion itself 
as a peace-
maker in 
the war by 
promoting a 
ceasefire.

In another diplomatic develop-
ment related to the Ukraine war, 
President Tayyip Erdogan said 
Turkey’s parliament would begin 
ratifying Finland’s NATO bid, 
removing the biggest remaining 
hurdle to enlarging the Western 
defence alliance as the conflict 
continues to rage.

BAKHMUT FIGHTING
Ukrainian forces were continu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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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in costumes participate in the St. Patrick’s Day parade in 
Dublin, Ireland March 17, 2023. REUTERS/Clodagh Kilcoyne

Berlin

A person with their face painted with the flag of Ireland watches marchers during the annual 
Saint Patrick’s Day Parade on 5th Avenue in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March 17, 2023. REU-
TERS/Andrew Kelly

People participate in the St. Patrick’s Day parade in Dublin, Ireland March 17, 2023. REU-
TERS/Clodagh Kilcoyne

People attend the St. Patrick’s 
Day parade in Dublin, Ireland 
March 17, 2023. REUTERS/
Clodagh Kilcoyne

Badges are seen on a per-
son during the annual Saint 
Patrick’s Day Parade on 
5th Avenue in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March 17, 
2023. REUTERS/Andrew 
Kelly

People participate in the St. 
Patrick’s Day parade in Dublin, 
Ireland March 17, 2023. REU-
TERS/Clodagh Kilcoyne

After four years of legal
struggles, the Texas
Education Agency took over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today.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is
is a conservative reform
plan for Houston's local
education system.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believes
that this takeover is
unnecessary. He believes
that it will cause much
anxiety for all parents and
students. Some Republican
senators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because of the
incompetence and corruption of the
school board, the school district
should be taken over by the state.

Because the action of the
takeover has aroused such fierce
opposition from the public and most
politicians, many believe that this is a
political action taken by the
Republican Party that holds the
governing power in the state's
legislature.

To be honest, many area
schools in Houston are in very poor
condition. Funds in the tax base are
much less here than in other school
districts. There are many
single-parent families here who live
in government-supported housing
projects and most of them are
working just to survive. It is
impossible for parents struggling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o deal with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matters.

We really want to urge all parts
of our community to help improve the
condition of our school system. The
very future of our next generation, as
well as the future of our community,
depends on a good education for all
students. This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actively devote and share our
resources to make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a better
place to insure a stronger future for
all in our community.

0303//1717//20232023

The State Of Texas Takes Over TheThe State Of Texas Takes Over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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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dering of the new Business and Innovation Hub at The 
Star in Frisco. [Rendering: HKS]
McAfee is the latest corporate addition to the “Star” in Frisco, 
Texas. The company said it is committed to partnering with the 
community, local students, and local tech startups to expand 
awareness around STEM through programs such as McAfee’s 
Online Safety Program for Kids.
Global online protection provider McAfee announced that it will 
have a new regional headquarters located at The Star in Frisco 
starting in starting mid-2023.
McAfee offers data center, cloud defense, threat intelligence 
network, and cybersecurity solutions for companies in the edu-
cation, enterprise, government and consumer space worldwide.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partnering closely with the city of 
Frisco and Frisco EDC as we become one of Frisco’s newest 
corporate citizens,” Benni Bueckert, VP of Workplace and En-
gagement, said in the release. “At McAfee, our commitment 
to protecting all that matters extends beyond the digital world. 
We believe we all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help shape our local 
communities and to make a difference. With a shared vision and 
passion for supporting our local community, we see endless pos-
sibilities with this partnership.”
“Our decision to choose Frisco for our regional HQ was also 
based on the diverse cultural destination the city has become 
and the many opportunities our team members will have to be 
immersed in the community and to give back to the many non-
profit organizations here,” Bueckert said.

In June, McAfee hired 
AT&T veteran Jennifer 
Biry as its new CFO and 
EVP, who said at the 
time she will be based in 
Dallas for the position.
In an interview, Biry 
said she was impressed 

with CEO Greg Johnson’s leadership and the company’s rep-
utation.
“McAfee has an incredible reputation for safety and security, so 
brand reputation is important to me,” Biry said. “We care deeply 
about giving back to the communities where we live, work and 
play ... (and) developing that diverse set of leadership. I think 
with Greg’s leadership, you’ll see a real focus on the employee 
base, particularly here in Dallas, of developing up-and-coming 
diverse sets of leaders. That’s something that I’m personally 
passionate about.”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partnering closely with the city of 
Frisco and Frisco EDC, as we become one of Frisco’s newest 

corporate citizens,” Benni Bueckert, vice president of work-
place and engagement, said in a statement. “At McAfee, our 
commitment to protecting all that matters extends beyond the 
digital world. We believe we all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help 
shape our local communities and to make a difference. With a 
shared vision and passion for supporting our local communi-
ty, we see endless possibilities with this partnership.”
McAfee is the latest corporate addition to the city, and McA-
fee said it is committed to partnering with the community, 
local students, and local tech startups to expand awareness 
around STEM through programs such as McAfee’s Online 
Safety Program for Kids. The program seeks to educate 
children about online protection and inspire them to pursue 
careers in STEM and cybersecurity.

‘Smart City,’ The “Star” Corporate Destination                                                                         
In Frisco, Texas, Home Of The Dallas Cowboys

“Our decision to choose Frisco for our regional HQ was also 
based on the diverse cultural destination the city has become, 
and the many opportunities our team members will have to 
be immersed in the community and to give back to the man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ere,” Bueckert said.
McAfee is the latest corporate addition to the city, and McA-
fee said it is committed to partnering with the community, 
local students, and local tech startups to expand awareness 
around STEM through programs such as McAfee’s Online 
Safety Program for Kids. The program seeks to educate 
children about online protection and inspire them to pursue 
careers in STEM and cybersecurity.
“Our decision to choose Frisco for our regional HQ was also 
based on the diverse cultural destination the city has become, 
and the many opportunities our team members will have to 
be immersed in the community and to give back to the man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ere,” Bueckert said.

Another win for 
‘Smart City’
Mayor Jeff Cheney 
called the announce-
ment another win for 
the city.
“As an innovation-fo-
cused Smart City, we 

know how important online protection is. We’re proud to 
have a global leader like McAfee regionally headquartered in 
Frisco,” Cheney said.
Earlier this month, Universal Studios theme park for kids on 
97 acres off the Dallas North Tollway in Frisco. And, Credit 
Bureau Connection, the Fresno, California-based provider of 

credit-focused lead generation, credit report and compliance 
solutions, has moved its headquarters to Frisco and rebranded 
as Informativ.
McAfee’s North Texas connections
A recent merger between McAfee and FireEye Security 
resulted in the creation of the $1.7 billion cybersecurity firm 
Trellix, which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Harold Rivas has been 
named 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 of the company and 
will lead its global security and compliance initiatives from the 
neighboring city of Plano.

San Jose, California-based Trellix announced last year its 
plans to open a large office in Plano, where Rivas is based. 
The company is leasing 85,000 square feet of office space in 
the Legacy West Urban Village on Headquarters Drive.
In 2021, McAfee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sell its Enterprise 
business to a consortium led by Symphony Technology 
Group in an all-cash transaction for $4 billion. McAfee has 
1,800 employees. The company has not said how many 
are moving to Frisco. ExteNet recently left the same area to 
relocate its headquarters in Frisco. Toyota of North America 
has also moved to Frisco.  (Courtesy https://businessfacilities.
com/)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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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History
McAfee Corp. (/̍ mækəfiː / MA-kə-fee), formerly known as 
McAfee Associates, Inc. from 1987        to 1997 and 2004 to 
2014, Network Associates Inc. from 1997 to 2004, and Intel 
Security Group from 2014 to 2017, is an American global 
computer security software company headquartered in San 
Jose, California.
The company was purchased by Intel in February 2011, and 
became part of the Intel Security division.
In 2017, Intel had a strategic deal with TPG Capital and con-
verted Intel Security into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both compa-
nies called McAfee. Thoma Bravo took a minority stake in 
the new company, and Intel retained a 49% stake. The owners 
took McAfee public on the NASDAQ in 2020, and in 2022 
an investor group led by Adven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took it private again. 

1987–1999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in 1987 as 
McAfee Associates, named 
for its founder John McA-
fee, who resigned from the 
company in 1994. McAfee 
was incorporated in the state 

of Delaware in 1992. In 1993, McAfee stepped down as head 
of the company, taking the position of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before his eventual resignation. Bill Larson was appointed 
CEO in his place. Network Associates was formed in 1997 
as a merger of McAfee Associates, Network General, PGP 
Corporation and Helix Software.
In 1996, McAfee had acquired Calgary, Alberta, Cana-
da-based FSA Corporation, which helped the company diver-
sify its security offerings away from just client-based antivirus 
software by bringing on board its own network and desktop 
encryption technologies.
The FSA team also oversaw the creation of a number of oth-
er technologies that were leading edge at the time, including 
firewall, file encryption, and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roduct 
lines. While those product lines had their own individual suc-
cesses including PowerBroker (written by Dean Huxley and 
Dan Freedman and now sold by BeyondTrust), the growth 

of antivirus ware always outpaced the growth of the other se-
curity product lines. It is fair to say that McAfee remains best 
known for its anti-virus and anti-spam products.

Among other compa-
nies bought and sold 
by McAfee is Trusted 
Information Systems, 
which developed the 
Firewall Toolkit,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for 

the commercial Gauntlet Firewall, which was later sold to 
Secure Computing Corporation. McAfee acquired Trusted 
Information Systems under the banner of Network Associ-
ates in 1998.
McAfee, as a result of brief ownership of TIS Labs/NAI 
Labs/Network Associates Laboratories/McAfee Research, 
was highly influential in the world of open-source software, as 
that organization produced portions of the Linux, FreeBSD, 
and Darwin operating systems, and developed portions of the 
BIND name server software and SNMP version 3. 
2000–2009 In 2000, McAfee/Network Associates was the 
leading authority in educating and protecting people against 
the Love Bug or ILOVEYOU virus, one of the most destruc-
tive computer viruses in history.[14]
At the end of 2000, CEO Bill Larson, President Peter Wat-
kins, and CFO Prabhat Goyal all resigned after the compa-
ny sustained losses.[15] Company president Gene Hodges 
served as interim CEO before George Samenuk was appoint-
ed CEO in 2001.

The company returned 
to its original name in 
July 2004. It restruc-
tured, beginning with 
the sale of its Magic 
Solutions business to 
Remedy, a subsidiary 
of BMC Software 

early in the year. In mid-2004, the company sold the Sniffer 
Technologies business to a venture capital backed firm named 
Network General (the same name as the original owner of 
Sniffer Technologies), and changed its name back to McAfee 
to reflect its focus on security-related technologies. 
In 2006, Dale Fuller became interim CEO when Samenuk 
resigned and President Kevin Weiss was fired after the com-
pany was accused of questionable stock options practices. 
David DeWalt took over as CEO on April 2, 2007.
In 2007, McAfee launched the Security Innovation Alliance 
(SIA), a program focused on cultivating partnerships with 
other tech companies and integrating third-party technology 
with McAfee’s security and compliance risk management 
technology. On March 11, 2008, McAfee announced a li-
cense agreement with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is 
agreement allowed the DoD to integrate McAfee’s Virus 
Scan Enterprise and Anti-Spyware Enterprise into the De-
fense Information Systems Agency’s cyber-security solutions. 

2010–present On August 
19, 2010, Intel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purchase 
McAfee for $48 a share in a 
deal valued at $7.68 billion. 
In September 2016, Intel 
announced their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TPG to turn McAfee into an independent 
cyber-security company as a joint venture. That deal closed 
on April 3, 2017. 
CEO David DeWalt resigned in 2011, and McAfee appoint-
ed Michael DeCesare and Todd Gebhart as co-presidents. In 
2011, McAfee also partnered with SAIC to develop anti-cy-
ber espionage products for use by government and intelli-
gence agencies, along with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On January 6, 2014, Intel CEO Brian Krzanich announced 
during the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the name change 
from McAfee Security to Intel Security. The company’s red 
shield logo would remain, with the firm continuing to operate 
as a wholly owned Intel subsidiary.[30] John McAfee, who 

no longer had any involvement in the company, expressed his 
pleasure at his name no longer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soft-
ware. However, as of 2016 the products still bore the McAfee 
name.
On September 7, 2016, Intel sold its majority stake to TPG 
and entered into an agreement with TPG to turn Intel Security 
into a jointly-owned, independent cyber-security company 
with the McAfee name. 

After the deal between the two companies closed, the compa-
ny was spun back out of Intel on April 4, 2017.” Chris Young 
assumed the CEO position as the company became an inde-
pendent entity. 
In 2018, the company unsuccessfully entered talks to sell 
majority control of McAfee to minority stakeholder Thoma 
Bravo. In 2018, McAfee also expanded its Security Innova-
tion Alliance partnerships to include companies such as Atos, 
CyberX, Fidelis Cyber-security, Aujas, and Silver Peak. 
In July 2019, McAfee began meeting with bankers to dis-
cuss returning to the market as an IPO.[36] As an IPO, the 
company was estimated to be valued at $8 billion or higher. 
However, no deal or decision to join the public market was 
confirmed. 
Near the end of 2019, McAfee partnered with Google Cloud 
to integrate McAfee’s Mvision Cloud and endpoint security 
technology with Google’s cloud infrastructure. 
In October 2020, McAfee and its shareholders raised $740 
million in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and had valued at about 
$8.6 billion based on the outstanding shares listed in its pro-
spectus. McAfee shares were traded on the NASDAQ stock 
exchange under ticker symbol MCFE, marked its return to the 
public market after 9 years. 

In 2020, former McAfee CEO 
Chris Young left his position and 
was replaced with Peter Leav. 
However, the stock were delisted 
from NASDAQ and the compa-
ny taken private again in March 
2022 by a multi-national investor 
group under the Advent Interna-
tional Corporation, consisting of 

the Canada Pension Plan, the Singaporean GIC Private Lim-
ited, and the 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 
In May 2022, Peter Leav stepped down and McAfee named 
Greg Johnson its new CEO. 
Products
McAfee primarily develops digital-security tools for personal 
computers and server devices, and more recently, for mobile 
devices.
                                Current Products
McAfee Total Protection; McAfee LiveSafe; McAfee 
Safe Connect VPN; McAfee Mobile Security for An-
droid; McAfee Mobile Security for iOS; McAfee Virus 
Removal Service; McAfee Identity Theft Protection; 
McAfee Gamer Security; McAfee Safe Family; McAfee 
DAT Reputation Technology; McAfee Small Business 
Security McAfee Personal data clean-up.

COMMUNITY
California-Based Firm To Move Regional Corporate 
Office To “The Star” In Frisco, Texas Later This Year

Global Cybersecurity Firm McAfee         
To Join Dallas Cowboys At Growing 

Corporate Hub, “The Sta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Flight attendant trainees demonstrate water evacuation training in the 
new United Airlines Inflight Training Center at George Bush Interconti-
nental Airport Wednesday, Jan. 11, 2023, in Houston. (Photo/Melissa Phil-
lip/Chronicle Staff Photographer)

Alexis Bushnell, a United Airlines flight 
attendant based in Houston, didn’t really 
know what she was getting into when she 
applied for the job.  
“In my head, flight attendants are these 
glamorous people who ge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and do all these amazing things,” 
Bushnell said. “And that quickly changed 
when I realized all of our jobs as a flight 
attendant.” 
The training was intense, she continued, but 
rightly so. There have been glamorous parts 
of the job; she was able to use her travel 
benefits, for example, to take her parents to 
Peru. But there’s a lot more to being a flight 
attendant than pouring drinks on a Boeing 
787 Dreamliner, said Bushnell, who is also 
from Houston.

Evacuation training is shown at the new 
United Airlines Inflight Training Center 
at George Bush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 
Wednesday, Jan. 11, 2023, in Houston. 
(Photo/Melissa Phillip/Chronicle Staff 
Photographer)

United’s presence in the Houston area 
is expanding, with the opening of a new 
training center for future flight atten-
dants. Going forward, all new hires will 
spend six and a half weeks at the Inflight 
Training Center at Bush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 which officially opened Tuesday. 
The center, which cost some $24 million, 
adds 56,000 square feet of classroom and 
training spaces to United’s existing train-
ing center in Houston, one of seven for the 
Chicago-based airline. 
“Back in 2019, when we originally 
pitched, it was really to improve our new-
hire training experience and our flight 
attendants that come through here for 
continuing qualification,” said Mo Quinn 
Mariano, United’s director of in-flight 
training. “Now, with that being said, hav-
ing this new facility we have the ability to 
train much larger volumes. We can have 
160 new hires a week.” 

Flight attendant trainees with Michael 
Allen, instructor evacuation specialist, 

right, demonstrate evacuation door 
training in the new United Airlines In-
flight Training Center at George Bush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 Wednesday, 
Jan. 11, 2023, in Houston. (Photo/Me-
lissa Phillip/Chronicle Staff Photogra-
pher)                                                                      
To handle the volume — and because air-
line crews don’t generally work Monday 
through Friday, 9-to-5 — the center is 
open 24 hours a day, seven days a week, 
including holidays.  
The center includes several life-size cab-
ins, specially equipped with a full plane-
length set of windows, so trainees can 
practice for real-world situations, such as 
turbulence or smoke in the cabin and fa-
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the doors, jump 
seats and configurations of the various air-
craft in United’s fleet. 
“You never want your training to just be, 
we’re hitting the mark,” said Ben Rose, 
United’s manager for in-flight training 
programs. “We always want to exceed 
that.”  

Flight attendant trainees put on life 
vests in the aquatic training area at the 
new United Airlines Inflight Training 
Center at George Bush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 Wednesday, Jan. 11, 2023, in 
Houston. (Photo/Melissa Phillip/Chron-
icle Staff Photographer)
A centerpiece of the new facility is an 
aquatic center, where trainees can practice 
evacuating a cabin full of passengers onto 
inflatable slides and rafts. 
The slide — which you can probably vi-
sualize from movies, or news footage of 
2009’s “miracle on the Hudson,” when 
US Airways Flight 1549 safely landed in 
that river along Manhattan — detaches 
from the cabin after being loaded with 
passengers, instructors explained. Addi-
tional passengers, wearing flotation devic-

es, then escape onto the raft.  Previously, 
instructors explained, trainees practiced 
for such situations in a dry room, which 
let them experience the equipment, but 
not the added challenge of handling the 
equipment while it’s bobbing in the water.
Flight attendant trainees demonstrate 

evacuation door training in the new 
United Airlines Inflight Training Cen-
ter at George Bush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 Wednesday, Jan. 11, 2023, in 
Houston. (Photo/Melissa Phillip/Chron-
icle Staff Photographer)
“Of course, it’s highly unlikely we will 
have a water landing, but we’re testing 
so much more than that,” said Ricky Ra-
mos-Rodriguez, senior manager of the 
center, as several dozen trainees in black 
swimsuits prepared for the next exercise. 
“We’re test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how 
you act in an emergency when you’re un-
der stress.” 
The center opens as United expands 
its footprint in the Houston as part of a 
growth strategy that is expected to bring 
as many as 1,800 additional jobs to the 
area. Last month, for example, the airline 
and Boeing announced an order for 100 
of the jet-maker’s 787 wide-body aircraft, 
with the option to order 100 more. 

Flight attendant trainees are shown at 
the new United Airlines Inflight Train-
ing Center at George Bush Intercon-
tinental Airport Wednesday, Jan. 11, 
2023, in Houston. (Photo/Melissa Phil-

lip/Chronicle Staff Photographer)
“Houston obviously is a very important 
hub for United,” said Quinn Mariano. 
“This [center] is only a fraction of what 
United is doing when it comes to Hous-
ton.” 
For the trainees, the new center will help 
them be prepared for whatever their work-
day might bring. 
“Our job is so multifaceted,” said Josh 
Tanner, a trainee who’s worked for oth-
er airlines previously and expects to be 
based in Chicago after completing Unit-
ed’s course. “One day I’m a chef; one day 
I’m a firefighter; some days I’m trying to 
calm people.” 
Related 

United To Expand New Flight                                     
Attendant Training Center In Houston
United Airlines on Thursday began a $20 
million expansion of its flight attendant 

training facility in Houston. Pictured is a 
rendering of that new facility. 
United Airlines on Thursday began a $20 
million expansion of its flight attendant 
training facility in Houston. More than 
26,000 flight attendants work for the Chi-
cago-based airline, and they were all re-
quired to complete six weeks of safety and 
service training in Houston. The project 
will add about 50,000 square feet of new 
classrooms, training spaces, storage and, 
eventually, a commercial-sized swimming 
pool where flight attendants will practice 
using inflatable emergency rafts in the 
event of a water landing.
“This supports our future growth plans 
and is part of United’s ongoing commit-
ment to provide our flight attendants with 
state of the art safety and service training,” 
John Slater, United’s senior vice president 
for inflight services, said in a statement. 
“It also reflects our ongoing commitment 
to our local customers and the city of 
Houston.”

United is similarly investing $326 million 
on a new baggage system at Bush Inter-
continental Airport that’s expected to be 
operational in 2022, and it’s spending 
$162 million for an expanded mainte-
nance facility slated to open later this year. 
(Courtesy Houston Chroni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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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n Now Train 160 New Hires A Week”
United Airlines Opens New  

$24M Training Center In Housto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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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緩慢 伊恩風災中長期關懐

點亮福慧燈  
亞特蘭大新春祈福

百人同心祈福  
義賣手工糕點賑災

跳蚤市場中的玩具受到孩子們的喜愛，收益相當興隆。
攝影／林嵩然

慈濟志工在屋頂和窗戶破損的移動屋做家訪評估工作。
攝影／蘇素珍

◎ 拿不到政府和機構補助

◎ 愛人之心可以積福

◎ 竹筒匯集愛的力量

◎ 無力搬遷，只好將就度日

◎ 培養本地的慈濟種子

◎ 善心不分大小遠近

◎ 2.5小時募得800多美元
個人的力量有限，如果把這一份發心擴大，邀請其他有
心一起投入，力量就變大了。  

愛心媽媽  林育亭

善心不分大小遠近  愛心盈溢德州分會

	 由於孩子們生長在休士頓，一個沒有地震的地區，老

師要將土耳其大地震和見苦知福落實到教學中，的確需要有

一些方法。陳俐樺校長和教師團隊首先帶領孩子們了解土耳

其這個遙遠的國度在哪裡，大地震是在什麼時間、地點發生

的……？通過影片與照片分享，引導著孩子們思考，以及距

離遙遠是否就無能為力？還是也可以為災民們做些什麼？

	 小小愛心，可以匯集成為救苦救難的大愛。個人的力量

	 「愛心家長」是人文學校一股令人感動的力量，家長發

起的跳蚤市場義賣，短短的兩個半小時就募得800多美元。

愛心媽媽林育亭看到遠在台灣的鄉親都開始募心募愛，決定

在休士頓也要做點什麼，立即號召學校的愛心家長啟動愛心

義賣。

	 跳蚤市場的物品來自學生、家長和志工們家中用不到的

東西，自行標價後送來義賣，所得全數捐到災區。這個活動

獲得家長們的支持，不僅捐出自己不需要東西，也把需要的

物品買回家，一舉數得，兩全其美。

	 愛心媽媽的黃詩詒是學校的攝影高手，經常為大家留下

很多美好的畫面：「這兩個週末，整個德州分會只能用『滿

滿的愛』來形容，每每看著要按下快門的畫面，都是無比的

感動；大家都是無私地投入，我們生活的幸福美滿，希望真

的可以為土耳其、敘利亞的災民盡一份力。

慈濟德州分會和慈濟休士頓人文學校在2月19日和2月26

日連續的兩個週日，教學團隊、行政人員、愛心家長

和志工們融為一體，讓人文教學不只是一堂課程，更是在大

家通力合作下，通過跳蚤市場義賣和竹筒回娘家，一起為土

耳其地震賑災募集到1,400多美元的愛心。

		 這個學期，慈濟休士頓人文學校的人文教育主題之一

是「仁愛」，以「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壞事不能多我一

人」；「每天做好事，每天都快樂。」兩句靜思語，啟發

孩子心中最純潔的那份愛心。由於土耳其發生強烈地震，老

師隨即調整課程，將大地震為土耳其、敘利亞人民帶來的苦

難，以及全球慈濟人投入人道關懷的賑災行動，都加入課程

規劃中；藉此啟發孩子們的愛心，以及人人都可以投入募款

募愛的行列中。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濟嶢、志工白淑宜、奥蘭多及

邁阿密志工，經過幾次開會討論後，決定在3月4日

前往伊恩颶風（Hurricane Ian）的重災區，安排一次災後

中長期關懷行，前往松島（Pine Island）的一個移動屋社

區（The	 Palms	 at	 Pine	 Island）家訪和評估，並在奇奎塔

（Chiquita）圖書館舉辦祈福和愛灑的社區茶會。

		 風災之後，幾近半年之久，慈濟德州分會志工再次來到

當時的重災區松島，沿途所見，依舊是斷垣殘壁，可知復原

工作進度緩慢，居民苦不堪言。來自休士頓、奧蘭多和邁阿

密的慈濟志工，還有那不勒斯慈善組織水療之家（Freedom	

Waters）的三位好朋友們，十三位志工與流動屋的三位居民

志工，兵分二路，展開逐戶敲門的家訪。

慈濟亞特蘭大支會獲社區肯定，民眾和慈濟亞特蘭大人

文學校的學生們都帶著竹筒回娘家，把平日積攢的小

錢匯集在一起，讓慈濟人在美國和全球各地行大善。

		 2023年2月26日，慈濟亞特蘭大支會在桃樹角市

（Peachtree	 Corners	 City）的會所舉辦新春祈福會。會眾和

2月17日，美國佛羅里達州（Florida）慈濟奧蘭多聯絡處借用貝爾達老人中心（Beardall	 Senior	 Center）舉行新

春祈福會。這是三年多來首次對外舉辦的大型活動，疫情雖

已減緩，志工們還是貼心的戴上口罩，用歡喜的心和莊嚴的

心迎接社區民眾。	

	 大家首先享用志工們精心準備的美味素齋、甜點、水

果，讓許多遠道而來的人們可以先填飽肚子，休息一下，再

整裝進入祈福會。奧蘭多聯絡處負責人林智代表感謝大家多

年來的支持，司儀張維光引導大家開始當晚的祈福活動。	

《愛與關懷》手語帶動，讓大家融成了一片，每個人都用心

	 為協助有需要的休士頓家庭，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與休士頓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合作，擬於	
3月11日與3月25日舉辦蔬果發放活動，以行動支援有需
要的鄰里鄉親，幫助生活艱困的民眾了解到他們並非孤
單無助。
	 食物發放採得來速（drive	thru）模式進行，同時接
受民眾步行前來領取，參與食物發放的民眾需全程戴上
口罩。預計發放350份蔬食，數量有限，先到先領，發
完為止。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3月11日與3月25日，上午11點至下午1點，發完為止。

食物發放地點：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亞特蘭大僑教中心歐宏偉主任、僑務諮詢委員何智達、

黃美美，僑務委員陸復泰應邀與會，慈濟志工、慈濟大專青

年志工、慈濟少年團、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學生、教師團

隊、家長和社區民眾等共同為土耳其地震災民祈福。	

	 支會負責人孫嘉蒞代表歡迎大家，並介紹會所在2023

年2月份開始免費報稅服務(VITA)，為社區中低收入家庭服

務，他也邀請社區民眾加入志工行列，服務社區。

	 人文學校學生手語表演《地球是我們的家》，家長們看

	 根據當地志工描述，約有半數受難居民已經搬離，剩

餘無力搬遷的災民，大多是胼手胝足的艱難生活，一點點修

繕自己的家園；復原工作幾乎都是和家人一同打拼，放眼看

去，只有很少的專業工程。

	 志工們有緣訪問了幾位居民，他們大多是西裔移民，低

收入，英語很難溝通，但樸實簡單。他們中間有些住房的水

電還未完全復原，房東仍按月催繳房租，甚至有居民說，房

租還漲了10%。

微薄，但匯集小愛，就是滿滿的大愛。休士頓人文學校的開學

典禮上，每個孩子都會得到一個慈濟竹筒，只要每天、每週投

進一些硬幣，錢不必多，卻可以讓慈濟人到災區救助災民。

	 一週之後的上學日，孩子們在老師與家長的引導下，手

拿愛心募款箱、靜思語、賑災標語等，在校門口向每一位進

入的人們募款：「送愛心到土耳其」、「一元不嫌少、一百

元不嫌多」等，大人紛紛解囊，共襄盛舉。

	 一位愛心家長表示：「孩子答應上課前要在校門口募

款，作息都變得積極了，平常要提醒起床、出門上學等，這

兩天卻主動早起，不再賴床，而且提早出門，已經懂得要為

募款盡一分力。」

	 很多學生將平日存錢的竹筒帶回學校，向土耳其和敘

利亞的地震災民伸出援手，連爸爸媽媽和慈濟志工們都被感

動了；人文課程讓孩子們學會慷慨解囊、愛心不落人後。學

生姚予晴每天會從父母那裡得到幾個銅板的零用錢，並存入

竹筒中。當她知道要幫助受苦的災民，就把所有的零用錢拿

來，讓慈濟人去到土耳其和敘利亞救助災民。

	 志工在災區也聽說許多家庭因各種不能理解的原因，拿

不到佛羅里達州與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簡稱：FEMA）

、紅十字會（Red	Cross）或其他機構的補助。有些居民拿出

房租、水電帳單和FEMA的拒絕信，請志工幫忙。的確，以他

們的能力，是無法和房東或FEMA週旋的。

	 西語裔的雙胞胎姊妹，帶著邁阿密志工和水療之家的辛

蒂（Cindy	 Schuetz）、奧黛莉	 (Audrey	 Booher)、克里斯	

(Chris	Chase)一起做家訪。居民向志工們分享災後重建之路

的遙不可及，其中馬蒂娜（Martina）是個新手媽媽，襁褓

中的小男嬰餘元旦才出生，剛滿兩個月。雖然男友每週工作

七天，但園丁工作所得微薄，無法負擔屋頂及𥦬戶的修復；

目前是佛州的乾季，不必擔心漏水發黴的問題，但五月雨季

來臨，就只能聽天由命了！

	 受災居民中，以餐廳打工的人受創最是嚴重，他們不僅

失去工作，也因身份問題無法獲得政府救濟。這些無力遷出

的弱勢居民，只能繼續生活在黑暗的角落，當他們知道慈濟

真誠的關懷後，才逐漸打開心門，傾訴他們的困境。

	 帶著德州分會及多方的期許，希望能夠在佛羅里達州

（Florida）西岸接引有緣人，培養出慈濟種子！去年十月在

那不勒斯（Naples）發放時，就得到水療之家志工的支援，

因而發掘了富有愛心的辛蒂、奧黛莉、克里斯和吉吉（Gigi	

Felicetta）等四位本土志工。

	 當急難發放結束後，邁阿密志工把握因緣，幾乎每個月

都安排一次互動：參加水療之家茶會、紅十字收容所個案關

懷及新年向證嚴法師拜年錄影等，藉著互動與陪伴，讓他們

更了解慈濟，希望愛的種子能早日萌芽茁壯，讓慈濟的精神

在地扎根。

	 下午，受訪的居民來到奇奎塔圖書館參加慈濟舉辦的社

區茶會，他們都期待慈濟能酌力給予一些生活上、維修上的

幫助，志工們也希望他們都能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著孩子上台表演，歡喜都寫在臉上，孩子們生動的演出也讓

現場氣氛活潑熱鬧。

	 大家最歡喜的時刻來到，支會負責人孫嘉蒞和副負責

人梁慧文發送滿載著祝福的「福慧紅包」和「福慧袋」，	

「福慧紅包」也是愛的傳家寶。祈福會的最後，大家點起福

慧燈，一起唱出心中的祈禱，一起感恩過去一年的平安，也

為土耳其的地震災民祈福；一齊發好心、立好願，共同祈願

新的一年是人人平安吉祥的福慧年。

慈濟亞特蘭大人文學校的學生們帶著竹筒回娘家，幫助土耳其

和敘利亞的地震災民，也提醒自己時時起善念、行善行。

的比畫，比畫出對於受災受難、不幸人們的無限關懷。

	 匯集好願和大愛的慈濟竹筒，終於在當晚回娘家了。很

多的竹筒是儲存了多年，裝滿了個人的愛心，終於在這一天

被帶回慈濟，與其他人的愛心一起匯成愛的海洋；結合眾人

的愛心，可以照亮世界上每一個黑暗的角落，也為世間減少

很多的苦難。

	 精於烘培糕點，有著專業手藝的志工鄭佩芬在聽到土耳

其地震造成重大傷亡後，剛好是奧蘭多聯絡處舉辦新春祈福

會，便用三天時間做了55袋小酥餅，有鳳梨酥、芋頭酥、菠

蘿紅豆酥，每袋義賣10美元，所得全數捐給土耳其賑災。民

眾踴躍請購，瞬銷售一空。義賣桌上還有菠蘿麵包和志工們

手製的紅豆粿，也都得到大家的熱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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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超級英雄電影《雷霆沙贊！眾神之怒》即將於3月

17日中國內地與北美同步上映，全國影院預售現已全面開啟

！影片曝光全新怪獸特輯，主演「沙贊」扎克瑞· 萊維現身

講述超級怪獸軍團的戰力排行，為觀眾搶先科普片中即將出

現的遠古神獸。

怪獸軍團戰力排行大揭秘 大boss揭開神秘面紗
在最新曝光的全新怪獸特輯中，主演扎克瑞· 萊維親自

向大家介紹來自神域的怪獸大軍。相比前作，這一部中融入

的各式怪獸，不僅在數量上取勝，更在各自的戰力值上給人

以震懾！排行第五名的是牛頭怪，一種牛和人的結合體，頭

上有角並且非常暴躁。第四名是獨眼巨人，一種經典的獨眼

怪獸，體型巨大。

第三名鷹身女妖，是目前所有怪獸中長相最為驚悚的一

類，她擁有翅膀和鋒利的爪子，動作和鷹無異。第二名是大

家熟悉的獨角獸，但本片中的獨角獸卻與純真無關，而是暴

躁的黑暗生物。第一名則是巨龍拉冬，它是終極殺戮機器，

也是隱藏的終極怪獸boss，為沙贊的反擊製造了巨大的阻礙

。除此以外，怪獸軍團中還有很多隱藏款怪獸有待觀眾發現

，本周五來影院找尋更多怪獸蹤跡！

怪獸軍團戰力爆棚引期待 觀眾直呼 「超乎想象」
作為《雷霆沙贊！》續作，本片從各個方面都做到了

全面升級，尤其是這次的反派陣容更是讓觀眾連連誇讚

，「劉玉玲飾演的反派女神真的好帶感」、「三位女神

各有特色，冷酷、暴戾、和善，令人着迷」、「她們的

怪獸軍團簡直太可怕，猶如恐怖的種子撒向人間」！這

一次的反派及怪獸大軍，導演不僅請來了令人驚喜的演

員陣容，更是在怪獸軍團上下足了功夫。不管是怪獸的

特效，還是起源戰力等方面，主創團隊都力求做到完美

。很多觀眾在看過預告片後就對各色怪獸印象深刻，紛

紛留言道「這一次的怪獸非常考究，感覺每個怪獸都大

有來頭」、「怪獸特效做的太棒了，鋒利的牙齒，流淌

的口水，大銀幕看肯定更過癮」！本周五來電影院，一

同感受怪獸軍團蜂擁而至的壓迫感，以及沙贊和怪獸軍

團的驚天對決！

電影《雷霆沙贊！眾神之怒》由大衛· F· 桑德伯格執導

，扎克瑞· 萊維、亞瑟· 安其、瑞秋· 齊格勒、劉玉玲、海倫·

米倫等主演，影片將於3月17日，即本周五中國內地與北美

同步上映，預售現已全面開啟。

《雷霆沙贊！眾神之怒》
發布特輯 遠古神獸現世

3月14日，由《寂

靜之地》編劇團隊

史考特· 貝克和布萊

恩· 伍茲共同執導並

編劇的《逃出白堊

紀》曝光導演特輯

，兩位導演面對鏡

頭，熱情分享了影

片創作時的心路歷

程，以及拍攝現場

的精彩故事。作為

好萊塢動作驚悚視

效巨製，《逃出白堊紀》將為所有觀眾帶來一場令人深感窒息的

沉浸式逃生，打響「史前對決未來」的跨時空激戰。影片將於3

月31日全國上映。

特輯中的諸多畫面，都展現了本片獨具匠心的概念設定與氛

圍營造。電影《逃出白堊紀》的故事發生在6500萬年前的遠古

地球，一艘先進的宇宙飛船遭遇事故墜落至此，指揮官米爾斯

（亞當· 德賴弗 飾）和小女孩寇婭（阿麗亞娜· 格林布拉特 飾）

成為了僅剩的倖存者。逃生途中逐漸彈盡糧絕的兩人，還面臨着

史前猛獸的全天候威脅，他們無法坐以待斃，必須尋找活下去的

唯一機會。

本片的導演兼編劇史考特· 貝克和布萊恩· 伍茲早在11歲時

就已經相識，經過數十年的合作，兩人形成了高度的默契。他們

聯手編劇的《寂靜之地》系列電影，以令人全程神經緊繃的沉浸

式觀感，實現了口碑票房雙豐收。在剛剛發布的導演特輯中，這

對金牌搭檔表示，此次升級打造《逃出白堊紀》，依然將延續

「拍觀眾無法直接看到的東西」的創作宗旨，用充滿巧思的高概

念設定和氛圍，帶領每位觀眾身臨其境開啟白堊紀逃生。

為了營造更具代入感的觀影體驗，主創們在幕後做了許多努

力。「這部電影的絕大多數拍攝都在真實地點、真實場景中進行

。遭遇雷雨天氣時，我們也不會停下。」導演在採訪中透露，他

們甚至「有時會僱傭演員穿着恐龍服進入現場」。選擇這樣別出

心裁的拍攝方式，不僅能讓演員們在鏡頭前做出最接近真實的反

應，也將讓觀眾們體驗到最直接純粹的感官刺激，兩位導演自豪

地表示：「這比特效更加有效」。

《逃出白堊紀》曝導演特輯
《寂靜之地》團隊打造

奇幻動作冒險大片《龍與地下城：俠盜榮耀》發布「迷宮

追擊」片段，冒險小隊為奪取聖物，來到無冬城競技場，參加

殘酷的烈日大賽。他們不僅要在變幻莫測的巨型迷宮之中尋找

出路，更要隨時應對蛇豹、寶箱怪、凝膠怪等花式怪物的突然

襲擊。此外，影片於上周末正式解禁口碑，爛番茄新鮮度

100%開畫，MTC評分曾實現80至83的強勢逆跌，各大權威媒

體和影評人給出超高評價。冒險危機四伏扣人心弦，俠盜無懼

挑戰熱血出擊！電影將於3月31日同步北美上映，敬請期待！

陰險狡詐的無冬城城主弗奇利慾薰心，因為不可告人的陰

謀而重啟烈日大賽。俠盜小隊之前的計劃失敗，不得不被迫參

加，本以為只需要穿過迷宮就可完成任務，殊不知其中暗藏殺

機——當野蠻人霍爾蓋效仿其他人，想從寶箱內獲得武器時，

不料正好落入寶箱怪的偽裝陷阱，被長舌侵襲險些喪命；看似

透明無害的凝膠怪，卻能將闖入其中的一切熔銷殆盡，德魯伊

多立克就差點在此折戟；移位隱蹤、總是出其不意發起進攻的

蛇豹，盡顯殺手本色，當吟遊詩人埃德金被逼進死路，他將如

何逃出升天？

談到這場高能迭起的迷宮追擊戲碼，導演喬納森· 戈爾茨

坦表示：「迷宮是桌遊戰役中很常出現的元素，作為《龍與地

下城》的老玩家，這一次，我們想在電影中呈現出一段主角們

在絕命迷宮裡的有趣劇情。」對於鎮守在此的寶箱怪的設計，

影片團隊特意採用了實體長舌模型與精緻特效相結合的方式，

力求讓其對野蠻人的死亡纏繞更具沉浸感。除了搏命追擊戰帶

來的過癮爽感，片段中無冬城的驚鴻一瞥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高聳入雲的城堡、威嚴神聖的巨型雕像、氣勢磅礴的恢弘競

技場，都將在大銀幕帶給觀眾極致的視覺震撼。

電影《龍與地下城：俠盜榮耀》的口碑上周末正式解禁，

爛番茄以100%新鮮度開分，MTC評分也曾一度從80逆跌至83

，堪稱絕對的爆款佳作。扣人心弦的故事發展、緊張刺激的動

作場面、趣味無窮的爆笑橋段，令觀影媒體讚不絕口。知名電

影網站SLASH FILM高級編輯表示：「劇情緊湊，讓人屏息，

情節十分搞笑，一開始就能吸引你的眼球。」還有影評人稱本

片「精彩燃炸」：「影片的動作、視效都很棒，對每個人來說

都是一部歡樂有趣的電影。」

《龍與地下城》發布片段
克里斯·派恩中命懸一線

Disney+打造

華 裔 主 題 劇 集

《西遊ABC》曝

定檔預告，《瞬

息全宇宙》主演

楊紫瓊、關繼威

、許瑋倫重聚，

吳彥祖、楊雁雁

、黃經漢、王班

、許瑋倫、盧燕

、劉敬（《華燈

初上》）、姜晉安（《《青春變形記》》）、錢信伊、吳漢章

、柳波、歐陽萬成、倫納德· 吳、賽德尼· 泰勒等出演。

該劇根據暢銷漫畫《美生中國人》改編，並將《西遊記》

、美猴王等中國神話傳說和傳統故事進行新編，由德斯汀· 克

里頓與劉玉玲擔任導演，故事主角為美國出生的華裔少年王進

，根據劇情梗概描述，《西遊ABC》是「一部探索身份、文化

和家庭的動作喜劇劇集，講述一個平凡的青少年努力適應自己

的高中學校和移民家庭生活，當他在進高中的第一個學年遇上

了一個新來的外國學生，王進稀里糊塗被捲入了一場中國神話

中的神仙們的戰鬥」。

其中，吳彥祖飾演來尋找兒子的美猴王，楊紫瓊飾演觀音

娘娘，關繼威飾演弗雷迪· 王，王班飾演男主角王進，楊雁雁

飾演克莉絲汀· 王，黃經漢飾演西門· 王，許瑋倫飾演石磯娘娘

，錢信伊飾演僧侶，吳漢章飾演玉皇大帝，柳波飾演鐵扇公主

，歐陽萬成飾演龍王敖光，倫納德· 吳飾演牛魔王。

《西遊ABC》定檔5月24日上線，眾仙下凡，將以搞笑天

馬行空的劇情，玩轉美國高中校園與家庭生活。

《西遊ABC》預告定檔
楊紫瓊吳彥祖玩轉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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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菲爾丁表示，這一年內自己在球隊改變了
很多，踢法從單兵作戰變得更加注重團

隊。“這方面我們要感謝主教練安東尼奧，他
讓我們每個球員擰成一股繩，讓我們有了這種
團結一心的心態，形成了無形中的默契。跟這
些強隊交手以後，我們的心智變得更加成熟，
而且抗壓能力要比以前更強。在以後的比賽
中，我們要更強大。”

李昊也認為，團隊執行力是球隊前進的最
大動力。“最重要的就是執行力，還有團隊的
合作。我們這個隊能有成功的時候，都是因為
整個團隊，包括教練組、工作人員，大家一場
一場比賽去拚。”

作為本屆賽事表現最亮眼的守門員之一，
李昊多次上演精彩撲救，但他表示自己最大的
遺憾就是沒能撲出韓國隊的12碼。“如果12碼
能撲出去，我們（可能）就圓夢了（晉級U20
世界盃）。以後沒有動力的時候，想到這些畫
面會促使自己更加努力。”本屆U20亞洲盃開
始前，李昊正式簽約西班牙馬德里體育會，他
表示自己將在19日前往球隊報到，開啟留洋征
程。“回到球會會好好努力，爭取在未來的亞
洲賽場彌補這次比賽的遺憾。”

球隊領隊邵佳一則表示，整個團隊都為這
次比賽付出了很多努力，希望球員們未來不要
停下前進的腳步。“付出肯定會有一定的收
穫。這支隊伍從1月16日出國拉練到今天（16
日）回國，正好兩個月。這個過程中，隊員和

教練確實付出很多。有些隊員一度心理和身體
都處在崩潰的邊緣，但最終大家都挺過來了，
最後在比賽中也確實打出了備戰中教練員的整
體要求。整體上還算滿意，但確實是還差了一
點，以後我們會繼續努力。”邵佳一表示。

安東尼奧已返回西班牙
結束本屆U20亞洲盃比賽後，這支U20國足

短時間內沒有新的比賽任務，球隊主教練安東尼
奧也因合同到期返回西班牙。對於這支球隊的未
來，邵佳一表示具體情況要經過中國足協討論後
決定。“正常來講隊伍會保留，因為球隊還有
（2026年）亞運會任務。我們在一起4年非常融
洽，隊員之間感情也越來越深，我有點不捨。”

邵佳一表示，他也告誡這些年輕球員們：
“誰也不願意失利，但既然失利我們就要接受，
要繼續往前走。我們要想未來的事情，要通過不
懈的努力，不斷前進，才有可能達到我們未來的
目標。”他介紹，隊員們調整得還不錯，回來以
後他們應該有一個短暫的休息，然後繼續出發。

此外，邵佳一在不久前被任命為新一屆中
國男足國家隊領隊，他也將盡快前往廣州與球
隊會合，隨隊參加3月下旬在新西蘭的兩場熱
身賽。

“馬上就要去國家隊報到。我之前一直通
過電話跟隊伍聯繫，但畢竟沒有真正到隊。希
望到球隊後能夠盡快適應，然後盡快進入到角
色。”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乒乓球隊16
日繼續出戰WTT新加坡大滿貫比賽，其中杜凱琹/
朱成竹在女雙8強不敵國家隊組合王曼昱/孫穎莎出
局。

“杜朱配”於日前16強賽以3：1擊敗法國組合
Camille Lutz/Prithika Pavade，但於16日晚8強戰卻
要面對排名女雙世界第1位的國家隊組合王曼昱/孫穎
莎，結果“杜朱配”僅在第3局“破蛋”下，輸1：3
出局。

至於男雙黃鎮廷/何鈞傑在日前16強戰面對德國
代表邱黨/Benedikt Duda，結果“黃何配”以1：3不
敵對手出局。國家隊方面，孫穎莎於16日女單比賽
以3：0戰勝德國選手米特蘭姆晉級8強。王楚欽亦於
男單以3：0戰勝新加坡選手郭勇晉級8強。

伍家朗全英賽因傷退出
另一方面，香港羽毛球代表隊亦出戰當地時間

15日舉行的全英羽毛球錦標賽，其中剛贏得德國賽的
伍家朗，首圈竟再次遇上國家隊球手李詩灃，但由於
伍家朗今次是帶着左腳小腿傷勢上陣，苦戰至第2局
時終未能繼續下去要宣布退賽。

混雙名將鄧俊文/謝影雪亦於15日比賽登場，首
圈對手為世界排名第2位的日本組合渡邊勇大/東野
有紗。“鄧謝配”首局在一度領先12：8下，反以
17：21先輸一局。次局“鄧謝配”再次曾領先14：
13，但對手日本組合尾段表現明顯較佳，“鄧謝配”
終再輸17：21出局。

中國自行車運動協會消息，當地時間15
日在埃及開羅舉行的2023國際自盟場地單車
國家盃賽開羅站比賽中，中國隊獲得女子團體
競速賽金牌。在當天的決賽中，由奧運冠軍鮑
珊菊聯袂郭裕芳和苑麗穎組成的中國隊，以
47秒676的成績奪冠，德國隊以47秒912獲得
亞軍。法國隊在銅牌爭奪戰中擊敗英國隊。

在當日進行的其他比賽中，中國隊獲得男
子團體競速賽第4名，于澤和劉佳麗分列男、
女淘汰賽第19和第21名。

女子團體競速是中國隊的傳統優勢項目。
中國隊在過去兩屆奧運會連續奪得該項目金
牌，但在巴黎奧運會周期，該項目規則由兩人
參賽改為三人參賽。 ◆新華社

在 2023 年烏茲別克斯坦

U20男足亞洲盃比賽中，中國

隊從“死亡之組”突圍，最終

經過加時鏖戰不敵韓國隊止步8

強。結束比賽任務的U20國足

16日凌晨飛抵北京，隊長艾菲

爾丁、守門員李昊在接受採訪

時表示，球隊在主教練的帶領

下非常團結，經過大賽洗禮後

球隊會變得更強大。

不敵王曼昱/孫穎莎
“杜朱配”新加坡賽出局

中國隊獲女子團體競速賽金牌

◆王曼昱/孫穎莎（左）晉級。 資料圖片

◆杜凱琹（左）和朱成竹未能過關。 乒總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UFC日前宣布了第四屆UFC學院聯合測試，
作為UFC的選材測試項目，UFC學院聯合測
試旨為運動員提供一個展示自身技術和能力的
平台，並有機會獲得UFC學院全額獎學金。

第四屆UFC學院聯合測試將於上海的世
界上首個集多領域研究、創新及運動表現為一
體的綜合格鬥中心——UFC精英訓練中心舉
行。在運動員參與測試的同時，咪咕將會進行
實時直播。通過解說和視覺效果引導觀眾全程
參與，每場比賽後也會挑選運動員進行採訪，
並提供相關信息以便觀眾深入了解運動員。

據悉，UFC學院聯合測試將通過邀請，組
織大約36名運動員接受12個類別的72項個人
指標測試，涵蓋技術技能（摔跤、纏鬥和站

立）和體能（下身和上身的爆發力、最大力
量、無氧力量、無氧能力、反應時間、有氧恢
復能力）。而聯合測試中所使用的評分系統是
為了在每個類別的每項測試中對單個選手進行
清晰的比較而設計的，最終得出每個運動員在
UFC學院聯合測試中的排名。

UFC學院聯合測試的運動員將有機會獲
得UFC學院的全額獎學金，此前已大約有40
名運動員從三屆UFC學院聯合測試中被選拔
出來，其中8人已經與UFC簽約，包括茸主、
傲日其楞、沙依蘭努爾丹別克、阿拉騰黑力、
梁娜、Ramona Pascual和張明揚，其中馬合
沙特哈依沙爾是首批6位參戰“白大拿挑戰
者”系列賽的UFC學院選手中，第一個贏得
UFC合同的。

UFC宣布
第四屆UFC學院聯合測試

◆◆中國中國UU2020球員在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後合影留念球員在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後合影留念。。 新華社新華社

◆◆李昊李昊（（中中））
抵達北京首都抵達北京首都
國際機場後與國際機場後與
球迷合影球迷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艾菲爾丁接受採訪艾菲爾丁接受採訪。。 新華社新華社

國足小將國足小將團團結結求求進進步步
結束亞洲盃之旅返京結束亞洲盃之旅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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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楊雨潼、宋妍霏、於朦

朧、樊治欣等人主演的另類童話都市甜

蜜劇《溫德瑞拉日記》圓滿收官，全劇

熱度高漲，登頂全平臺熱搜榜單100+。

該劇自上線以來就備受關註，反轉搞笑

卻又溫馨甜蜜的劇情，引發了網友大量

討論。

其中由楊雨潼飾演的溫欣，更是因

非傳統角色人設引發熱議。溫欣既是傲

嬌高冷的千金公主，也是在事業中獨當

壹面的設計總監，她看起來和姐姐溫

媃矛盾頻發，但其實內心很羨慕姐姐

，是壹個“非尋常姐控”。在遇到蘇子

欣後，溫欣漸漸敞開心扉直面內心的恐

懼和憂慮，在大結局直接像父親吐露心

聲，表示自己不願再做父親的“提線木

偶”，對父親從小到大畸形的期盼說了

“不”，找尋到了真實自我，這壹段楊

雨潼的演技讓人非常共情。收官日楊雨

潼也發微博告別溫欣，她表示“很開心

溫欣可以成為自己，很開心小公主可以

成為自己的大女主。”

劇中溫欣和蘇子欣這對歡喜冤家CP也

迎來了HE，兩個人從不斷試探套路，到逐

漸敞開心扉，終究收獲良人陪伴在側。反

轉甜蜜的劇情發展，和兩個人演繹出的甜

蜜CP感，也引得無數CP黨嗑糖，吻戲更

是被觀眾嗑上熱搜，甜蜜滿滿。

出道至今，楊雨潼先是在《掃黑風

暴》中貢獻了精彩絕倫的演技，讓徐英

子被大家熟知且喜歡，而後也壹直挑戰

多種角色風格。《溫德瑞拉日記》中

溫欣的人設在某些時刻並不討喜，但

是楊雨潼用她的精湛演技拿捏住了

“度”，讓觀眾既能明白溫欣心中的

脆弱，也能喜歡她和蘇子光的CP。雖

然《溫德瑞拉日記》的童話已落幕，但

楊雨潼的演員之路還在閃耀發光，她目

前正在拍攝醫療劇《手術直播間》，還

有待播劇新《仙劍》，相信未來會有更

多驚喜呈現。

林超賢攜動作巨制《爆裂點》強勢回歸
張家輝陳偉霆正邪對峙壹觸即發

由博納影業集團、英皇電影出品，

於冬擔任出品人，梁鳳英監制，林超賢

擔任監制及總導演，唐唯瀚導演的年度

動作大片《爆裂點》今日亮相香港國際

影視展，這也是影片殺青之後的首次正

式亮相。與此同時，影片發布全新“壹

觸即發”版海報和幕後花絮，並正式公

布主創陣容，張家輝、陳偉霆、梁洛施

領銜主演，譚俊彥、姜皓文主演，周秀

娜友情客串，楊祐寧特別客串。影片延

續了林超賢壹貫的“硬核”風格，張家

輝與陳偉霆展開追逐、打鬥、持槍對

峙，動作戲場面令人腎上腺素飆升，緊

張感壹觸即發，但無論是角色設定還是

故事情節依然秘而不宣，尤其是個中人

物關系成謎，吊足觀眾胃口。超強的卡

司陣容，驚險的槍戰對峙，極致的視聽

震撼，電影《爆裂點》勢必是今年不容

錯過的硬核動作大片。

硬核爆表！ 林超賢再戰警匪片
張家輝陳偉霆正邪較量壹觸即發
電影《爆裂點》自開機以來備受各

界關註，此次參加香港國際影視展，首

次正式公布主創陣容並發布“壹觸即發”

版海報和幕後花絮。影片講述了緝毒總

督察堅守身為警察的信念，不惜壹切代

價全力打擊制毒、販毒狂徒，將犯罪團

夥繩之以法的故事。“壹觸即發”版海

報中，張家輝與陳偉霆兩人在拳館擂

臺激烈對峙，在鬧市屋頂展開亡命追

逐，張家輝神情堅毅，陳偉霆滿臉傷

痕，激烈交鋒的眼神，引人註目的手

銬，互不退讓的爭執，鍥而不舍的追

趕，緊張氛圍拉滿。究竟兩人為何起

爭端？這場較量該如何化解？雙方到

底是敵是友？正如仿佛被引燃的片名

字體，壹場緝毒大戰似乎被點燃引線

，激烈的正邪較量壹觸即發。驚心動

魄的影片氣勢瞬間引爆觀眾期待。

同時發布的幕後花絮延續了林超賢

總導演壹貫的硬核風格，張家輝、陳偉

霆、梁洛施等所有演員全情投入，緊張

刺激的槍戰場面、拳拳到肉的動作打鬥

、酣暢淋漓的鬧市追逐、腎上腺素飆升

的飛車爆破，《爆裂點》臺前幕後整個

團隊力求用真實的影像風格，震撼的視

聽感受，將極致暴力美學的硬核動作大

片呈現在觀眾眼前。

強勢集結！
《爆裂點》品質班底挑戰香港警

匪動作電影新標桿
此次《爆裂點》集結壹眾優質的

臺前幕後主創陣容，更獲得著名導演

林超賢以及影帝張家輝的鼎力支持，

挑戰香港警匪動作電影新高度。林超

賢總導演曾憑借《湄公河行動》《紅

海行動》《長津湖》等影片，獲得市

場與口碑的雙重認可，《爆裂點》是

他暌違六年之後再次涉足警匪動作電

影，為此他首次擔任監制壹職並請來

“金牌搭檔”梁鳳英坐鎮，壹同為影

片保駕護航。而新銳導演唐唯瀚的加

入，則在延續林超賢“硬核”動作風格

的同時為影片註入新鮮血液，力圖將

《爆裂點》打造為動作上極致爽感，故

事上懸念疊起，情感上耐人尋味。

值得壹提的是，演技過人的百變

影帝張家輝與林超賢相隔八年再度合

作，他的強勢加持更是將影片的期待

值和品質感推向新高度。與張家輝搭

檔的“新鮮面孔”陳偉霆將挑戰從未

嘗試過的新角色，兩人鬥智鬥勇互飆

演技，全新化學反應令人好奇。梁洛

施壹改往昔形象壹襲短發幹練加盟令

人眼前壹亮，譚俊彥、姜皓文等壹眾

實力演員更是傾情演繹，相信超強的

演員陣容及優質的幕後班底，《爆裂

點》必將給觀眾呈現壹出驚險刺激的

硬核動作爽片，締造香港警匪動作電

影全新標桿。

電影《爆裂點》由博納影業集團、

英皇電影出品，於冬擔任出品人，梁鳳

英監制，林超賢擔任監制及總導演，唐

唯瀚導演，張家輝、陳偉霆、梁洛施領

銜主演，譚俊彥、姜皓文主演，周秀娜

友情客串，楊祐寧特別客串。目前影片

已完成拍攝，正在制作中。電影《爆裂

點》即將引爆，敬請期待！

電影《望道》劉燁胡軍文詠珊演繹信仰年代

金雞團隊打造熱血群像
由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第

壹出品的電影《望道》發布制作特輯

，影片中大到建築環境，小到服化道

細節，乃至陳望道額頭前的壹縷白發

，都經過嚴格考據、精心設計。無論

是演員形象，還是場景環境，都盡全

力做到了真實還原，將觀眾帶入那個

年代當中。

電影從劇本開發起，歷經兩年多的

籌備，背後凝聚的是全體主創的心血與

漫長的創作歷程。3月24日，走進影院

的觀眾，將跟隨陳望道走進那段充滿熱

血與激情的信仰年代，從中感受到主創

團隊滿腔的誠意！

鉆研浩瀚資料塑造年代群像
導演侯詠：每個人的生平故事都吸

引人
電影《望道》自籌備伊始，主創團

隊搜集海量的相關資料，並走訪《共產

黨宣言》展示館、義烏的陳望道故居，

更與陳望道之子陳振新教授、陳望道學

生陳光磊教授等多次面對面交流，深入

挖掘真實人物性格和生活細節，用珍貴

的壹手資料豐富電影中的人物形象。扮

演陳望道的劉燁就表示，這段追尋“望

道”足跡的過程十分珍貴：“感覺就是

量變到質變，我覺得越來越能夠抓到陳

望道先生身上的壹些東西。”

“望道”不僅是壹個人的名字，更

象征那個年代堅守信仰和真理的壹群

人。陳獨秀、蔡慕暉、施存統、李漢

俊、宣中華、俞秀松……他們是陳望道

的親友，也是那個年代的“播火者”和

“望道者”。電影《望道》以生動的筆

墨描繪和致敬了這些先驅，導演侯詠稱

，自己在閱讀資料的過程中，便深深被

這些人物的魅力打動：“他們的生平

故事太豐富、太有意思了。當妳深入進

去以後，會發覺每個人的生活都是那麼

豐富多彩，都是那麼吸引人，會特別有

興致去挖掘更多。”

金雞團隊1:1還原歷史場景
細節之處見證歷史洪流
在充分研究史料的基礎上，劇組

在場景及服化道方面嚴格考據，1:1

還原了浙江第壹師範教學樓和陳望道

的家，通過精心的布置讓觀眾看到當年

的復旦大學教室和新聞館。在拍攝陳

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這場關鍵戲

份時，為了還原陳望道真實的筆記，

劇組手寫了上萬字的文件和草稿。片

中僅出現短短幾秒鐘的《共產黨宣言

》日譯本，也是劇組幾經周折遍尋數

地才找到並復刻還原的。劇組還特意

找來當年同樣型號的印刷機器，跟印刷

師傅學習如何排版印刷，最終在影片中

完整地展現出當年印刷《共產黨宣言》

時的壹整套流程。

《望道》美術指導李佳表示：“真

實的東西、所有細節元素的疊加能增強

場景的氛圍感、年代感，能夠讓演員獲

得真實感受，幫助其塑造人物。年代

戲，不僅是回憶，更是過往的壹份情懷

。尤其要在細節、氛圍、質感上下壹番

功夫，才能做出好的品質。”導演、編

劇、攝影指導、美術指導、服裝造型指

導、聲音指導、剪輯指導……《望道》

的幾乎每壹位幕後創作者都有過金雞獎

及其他國家級獎項的獲獎或提名，這支

幕後戰隊精益求精，用滿腔的誠意打造

出壹部充滿熱血和激情的年代大片。3

月24日，走進影院的觀眾必將感受到這

份動人的力量！



CC88香港娛樂
星期六       2023年3月18日       Saturday, March 18, 2023

6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樓軒閣 2023年3月17日（星期五）

當
年
珍
貴
影
像
重
現

圈
中
摯
友
大
談
眼
中
的
哥
哥

多元影帝郭富城：永不停步
獲芝加哥亞洲躍動影展頒“卓越成就獎”

為配合城城的出席，影展特於日前在芝加哥AMC
預早揭開序幕，影展原訂在本月18日正式開幕，

影展創辦人Sophia Wong 為能親手把最高榮譽頒予城
城，特別率先安排一個先導頒獎禮，更配合電影《風
再起時》作美加首映，大會對城城的重視，可見一
斑。

要做一個全方位的藝人
恰巧城城的世界巡演第二站在芝加哥舉行，所

以亦能抽時間出席頒獎典禮。城城由芝加哥電影局
副處長Jonah Zeiger 手上接過此獎譽，並以中英文
作致謝辭！城城表示：“非常開心得到這份鼓勵和
認可，令我更有力量推動自己為尋找好角色、好劇
本而努力，我亦將表演事業作為終身職業！作為一
個全方位的藝人，在任何一個表演的舞台，我都會
全力以赴，永不停步，多謝所有人的支持和鼓勵！”

《風再起時》成為今次影展的“Sophia's
Choice”，作為北美地區首影，亦是全院滿座。同期影
展亦選映城城得獎作品《踏血尋梅》作觀摩電影。觀眾
們均表示對城城的電影非常期待，而在場亦有不少城城粉
絲亦大呼：“芝加哥演唱會見！”現場氣氛熱烈！

一向全力支持此影展的香港駐紐約經貿辦事處處長聶繼恩
表示：“城城多年來為拍攝好電影、好角色而永遠全情投入，更
不時支持新銳導演，給予機會，個人亦是一位演技多變的演痴，多
年來創造無數經典角色，獲得此獎譽乃實至名歸！”聶處長更補充指
出，城城的魅力不單止在電影舞台，他在音樂舞台上也是頂級的表演
者，而且早前拍攝“你好，香港！”亦用心帶動香港旅遊業，實在是不可多
得且非常有心的全能藝人！

亞洲躍動電影展的創辦人Sophia 希望影展促進亞洲電影交流，並積極打造這個影
展成為“通往亞洲電影的護照”，並形容香港的電影產業地位獨特，希望更多電影人在
銀幕上發光發亮。

香港文匯報訊 一直致力推動亞洲電影文化產業的芝加哥亞洲躍動

電影展 (Asian Pop-Up Cinema)，今年已經踏入第十六屆。此影展

每年均頒發一個最高榮譽大獎予行業內的優秀電影工作者，表

揚其超卓成就。而今年更將此獎項提升一級，名為“卓越

電影成就獎”(Award for Excellent Achievement in

Film)，而首位獲得此獎譽的電影人為香港多元影帝

郭富城（城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今年4月
1日是張國榮（哥哥）逝世20周年，為了紀
念這位樂壇巨星，無綫將播放特備綜藝節目
《永遠寵愛張國榮》及影劇以致敬。從3月
18日起，一連五個周末深夜播放聲畫經專業
團隊修復及提升後的《儂本多情》，4月2日
將播放高清數碼修復版的《日落巴黎》。
無綫將於18日起，連續三個周末推出一

連串以《永遠寵愛張國榮》為主題的特備節
目，包括電影、劇集、音樂節目及綜藝特備
節目等。
《永遠寵愛張國榮》系列頭炮節目為同

名特備綜藝節目，由3月18日起，一連兩個
周六晚上十點半至十一點於翡翠台播出。節
目除了會播出哥哥多首經典金曲，包括《風
繼續吹》、《儂本多情》、《Monica》及
《當年情》等的精華片段外，還有哥哥以往
在無綫大騷的精彩演出。不僅突顯哥哥的多
才多藝，更展示了哥哥活潑可愛一面，相當
珍貴。節目還有哥哥昔日接受無綫訪問的精
彩節錄。另外，還請了哥哥好友、拍檔及前
輩等，包括鍾景輝、許冠傑、譚詠麟及李麗
珍等分享與哥哥昔日點滴及對哥哥的看法。
唱而優則演的哥哥，經典電影及劇集作

品亦是多不勝數，3月18日起，逢周六晚上
12時及周日晚上12時05分，將一連五星期
推出當年紅極一時的話題劇集《儂本多
情》，相關版本更是經過數碼修復，務求帶
給觀眾更佳視聽享受。
除了經典劇集，翡翠台於4月2日晚十

點，將播出經數碼修復的音樂電影《永遠寵
愛張國榮：日落巴黎》的高清版，讓觀眾一
起懷緬哥哥昔日的風采，至於4K版則於
myTV Super播出；J2則於3月19日晚及3月
26日晚九點先後播放電影《胭脂扣》及《阿
飛正傳》。而哥哥離世20周年當日晚上十點
半，翡翠台將播出《勁歌金曲張國榮特
輯》，以特別形式與觀眾一起懷緬哥哥一首
又一首的經典金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關智斌（Kenny）、
李幸倪（Gin Lee）、周勵淇等人16日出席美容產品
大賞頒獎禮，穿上黑色低胸貼身裙的Gin Lee性感程
度爆燈，令身旁的Kenny也“心心眼”，她笑稱因首
次參與這類型頒獎禮，剛好試衫覺得這件不錯，就給
大家欣賞她的美好身材。

問到Gin Lee是否滿意現時的身材，她說：“的
確是比以前瘦了好多，之前學跳舞和一日一餐的斷食
法，在3個月內減了10多磅。”Kenny聞言大表羨
慕，大讚Gin Lee意志力驚人，並說：“我之後拍電
影和電視劇都要騷肌，好彩我六塊腹肌未走，作為男
演員怎樣都要有肌肉來行走江湖。”Kenny解釋都是

因角色需要才騷肌，笑問他是否拍愛情動作片時，他
想一想道：“等我問問導演可不可以加一場。（要求
哪位對手？）是要問對方介不介意跟我拍呢。”
見Kenny羨慕Gin Lee的減肥成果，問他之前減

肥是否都失敗居多，他說：“我是從來都沒有肥過，
不過有跟Gin Lee請教過斷食法，一日一餐我未必可
行，因為男仔要有肌肉，或者可以試生酮飲食，但我
又不能忍口不吃生果。”提議Kenny夏天時可以帶
Gin Lee遊船河一起穿泳裝騷身材，他為自己辯護
道：“不是船P，我是出海玩滑水，很健康正經
的。”而不懂滑水的Gin Lee就期待出海跟Kenny學
習。

Gin Lee瘦身成功大騷身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中國首部大
型紅色文旅史詩《長征第一渡》首演發布會14
日在江西省贛州市于都縣隆重舉行。總導演肖

向榮、總製作人王濤偕主創團隊悉數到場，詳
細介紹了《長征第一渡》台前幕後的創作故
事，並正式對外發布：《長征第一渡》將於3
月23日在長征大劇院盛大首演。隨後在粵港
澳大灣區也計劃舉辦100 場商演。
據了解，中國首部大型紅色文旅史詩《長

征第一渡》講述了紅軍戰士從于都集結出發，
在艱苦卓絕的鬥爭中淬煉成長，以血肉之軀鑄
就精神豐碑，最終迎來勝利曙光的動人故事。
全劇共分為六大篇章——于都河畔、八萬六千
個告別、九死一生的承諾、萬水千山的牽掛、
一生一世的守望和新時代的宣言，將波瀾壯闊
的長征故事與細膩的人物情感相糅合，不僅有
宏大的故事背景，更浸潤着親情、愛情、友情

的細節，將帶給觀眾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洗
禮。

年輕演員輕傷不下火線
總製作人王濤介紹說：“這部劇在創排過

程中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劇中有很多于都籍
演員，他們讓我們深深感受到了老區人民對那
段歷史的深刻情感。我們很多年輕演員發燒到
40℃，哪怕只有兩句台詞也要堅持在舞台上。
我覺得這就是新時代的長征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紅軍後代也受邀出席
了首演發布會。總導演肖向榮向紅軍後代們贈
送了《長征第一渡》首演紀念票，並誠摯邀請
他們首演日準時“赴約”。

◆《風再起時》北美地區首映，無數影迷到場支持。

◆城城由芝加哥電影局副處長Jonah Zeiger 手上接過
獎盃。

◆現場擠滿影迷及採訪的傳媒。

中國首部大型紅色文旅史詩《長征第一渡》正式發布

◆◆KennyKenny大讚大讚Gin LeeGin Lee意志力驚意志力驚
人人。。

◆◆總製作人王濤分享台前幕後的創作故總製作人王濤分享台前幕後的創作故
事事。。

◆◆郭富城成首位港郭富城成首位港
人獲頒卓越電影成人獲頒卓越電影成
就獎就獎。。



美东时间2023年 3月 1日中午12点， H-1B

抽签正式拉开帷幕。

注册时间为2023年3月1日中午12点-3月17

日中午12点， H-1B申请人或其代表人需要使用

移民局的myUSCIS在线账户，为每个受益人进行

电子注册。

根据美国移民网站预测：今年美国H-1B申请

人数将突破50万，创下历史纪录。

H-1B作为留学生申请工签合法留美的主要途

径，最高限额为6.5万，另有2万签证留给拥有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的申请者。

自从H-1B实行全新的网上注册抽签方式后，

申请量更是爆发式增长！

所以，近年来H-1B竞争激烈，中签率逐年走

低。

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数据显示：

2021年移民局共收到308,613份网上注册申请，

一轮抽取87,500份注册，一轮中签率约为28.4%。

在这些中签人里，中国留学生的仅占12.4%。

2022年移民局在483,927份注册申请，移民局首

轮抽取了127,600份，中签率为26.4%。

在这些中签人里，中国留学生的仅占13.5%。

如果今年H-1B申请人数突破50万，是什么

概念？

根据相关预测，首轮中签率大约只有17%。

而对于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签率只会更加惨不忍

睹……

对于准备在美国工作的留学生来说，H-1B工

作签证至关重要。

但是面对当前H-1B中签与否只能靠“命中注

定”的情况，无数留学生只能被迫结束自己的海

外学业与事业的规划。

而且H-1B是工作签，即使幸运抽中，还要想

办法续签，续签后还得再想办法转绿卡，总之，

留学生拿身份困难重重。

很多留学等到将近毕业才会愈发感受到“留

美”之难，但也有一些的同学意识到想要留在美

国应该提早规划。

最近，有很多即将毕业的美国留学生咨询美

国移民的相关问题。

对于美国留学生来说，该如何“破局”移民

美国呢？

NIW移民

STEM博士留学生

在美国的H1B工签持有人，一般都是通过美

国职业移民EB2/3递交I-140绿卡申请，而且绿卡

申请都是雇主发起的。

如果留学生想要不受H-1B签证影响，就要考

虑哪些够快速一步到位拿绿卡

的移民方式，获取永居身份，

顺利合法留在美国。

然而，尽管很多美国留学生个

人学业经历优异，专业能力很

强，但是由于工作时间和从业

经验有限，适合他们的移民方

式非常有限。

对于STEM博士留学生来讲，

NIW移民是一条非常合适的美

国移民捷径。

相比EB1A 移民需要证明申请

人是行业顶尖，NIW移民只需

申请人证明自己的能力优势能

为美国带来的、国家范围的利

益。

看上去似乎不太好理解，但大

部分博士或硕士学位的留学生

，在专业领域内上取得某些成

绩后，很可能就符合了申请

NIW的基本要求。

这几年，美国为了鼓励高技能

人才留美就业也在不断放宽政

策。

如果在博士就读期间发表了众

多论文，且引用量足够，或者

参与到了很多实验室和公司项

目之中，就可以尝试通过NIW

移民申请绿卡。

而且，NIW移民作为EB2职业移民类别的特

例，被豁免劳工证申请，不需要雇主offer，可以

直接向移民局提出移民申请获得绿卡。

费用方面，NIW移民只要30万人民币出头的

办理费用，是很多家庭都负担得起的。

优势是：不需要提供劳工证、不需要雇主担

保，不受行业、语言和年龄的限制，申请成功率

高且申请条件远低于EB1-A。

这对于很多刚刚毕业或即将毕业的硕博留学

生来讲也是一大优势，即寻求心仪工作时不必为

需求符合雇主担保资质的工作而降低求职标准。

NIW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需要符合「高等学位」或者「特

殊技能」其中一个条件。

1.高等学位：申请人必须拥有硕士或以上学

位或者国外其他大学的同等学历，或学士学位加

5年专业领域工作经验。

2. 特殊技能：在科学、艺术或商业领域拥有

的特殊技能，满足下述条件中的至少三项：

（1）在其专业领域内曾经获得过学院、大

学或其它教育培训机构颁发的官方学术证明；

（2）在其专业领域内有十年以上全职工作

经验，一般需由前任及现任雇主提供证明；

（3）有在相关领域的专业从业执照；

（4）申请人由于自己的“特殊技能”所获

得薪水或其它报酬资助，包括资助研究项目的奖

励经费等等；

（5）申请人是专业协会的会员，会员资格

的取得需基于个人能力；

（6）在所在的领域内获得认可，并做出重

要的贡献。

二、从申请人过去的成就可以看出，未来在

美国的工作可以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有益的影

响。

符合以上两点，即可申请美国NIW移民。

对申请人要求：

该项目没有年龄、英语、资产等方面的要求

，但要求申请人拥有比较好的学历或者“特殊才

能”，并且能为美国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利益。

一人申请即可全家一步到位拿永居卡，是目

前EB2类别中唯一豁免劳工证的项目，很有申请

优势。

排期：

截至目前，NIW表A的排期在2019年 6月1

日。

3年左右的排期，办理周期介于EB-1A和EB3

非技术之间，申请要求也远低于EB-1A，是综合

排期跟申请要求来说比较理想的申请渠道。（注

意：该项目还可以和EB-1A同时递案申请）

目前国内申请人不算多，因此很有优势。

申请关键点：

申请人最好有好看的学历，比如硕士及以上

，就是比较理想的，另外，要求申请人的工作符

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即需证明自己的知识在到了

美国之后能为美国带来贡献。

NIW申请材料的准备也非常重要，建议还是

要有专业的文案和律师指导。

留学生父母

早日规划移民申请

很多子女有美国留学计划的家庭，家长很有

未雨绸缪的意识，在孩子进入学龄阶段之前便将

移民计划提上日程。

父母一方申请美国绿卡，子女在21周岁之前

，可以作为副申请人跟随父母获得了美国绿卡。

那么，什么时候办理比较合适呢？我们的建

议是尽早规划。

第一，父母越早拿到绿卡，对孩子教育安排

就越有主动权。第二，政策随时有可能变，早日

拿到身份早日规避不确定性风险。

那么，什么项目比较适合美国移民？

拿美国身份的方法也很多，对于有条件的家

庭来说，我们首先推荐EB1A美国杰出人才移民

项目以及NIW国家利益豁免移民，项目周期短，

无需雇主支持，能较快速拿到绿卡身份。

对于国内普通工薪阶层的父母，那么还有另

外一条路可以走。

美国职业移民第三优先类别，美国EB3非技

术移民（也就是美国EB3雇主担保移民），也称

EW-3。

全程仅需26-27万左右的人民币，无语言、

学历、资产、经验等要求。

申请人只要满足两点，就能一人申请，全家

一步到位拿美国永久绿卡！

一、年龄在18-45岁之间，身体健康、无犯

罪记录

二、愿意在拿到绿卡后到美国为雇主工作一

年。

乍一看，该项目的门槛非常低，但其实它也

给申请人设置了一定的门槛：

首先，申请人如果有犯罪记录，无法申请；

其次，如果不愿意为美国雇主工作一年，无

法申请；

最后，如果不愿意等待一定的排期（目前是

7年左右），也无法申请。

美国EB3雇主担保移民，是美国非常老牌的

移民项目，已经存在几十年，无论是移民法案、

政策还是申请核心都非常稳定。

而且这个项目的成功率非常高，申请人基本

都可以拿到美国绿卡。

申请人获得美国永久绿卡的同时，其配偶

子女都可获得美国身份，而且家人并不需要为

雇主工作，就可以在美国的任何地方生活工作

学习。

可以说是工薪阶层移民美国的最好跳板。

该项目除了排期长，需要为雇主工作一年之

外，几乎没有缺点，任何学历的申请人都可以直

接办理，需要注意的就是需留足够孩子21周岁以

前拿身份的时间。

虽然这个项目需要雇主担保，但门槛低要求

低，申请人为美国雇主工作一年的时间里也是有

工资的，也可以作为初到美国的第一年很好的过

渡期，对于普通人来说该项目的友好度、性价比

都非常好。

美国EB-3非技术移民【雇主担保】

申请条件

1. 年龄18-45岁

2. 对申请人无学历、经验、性别、语言要求

3. 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史

政策优势

1. 无学历、无英语、无资金要求

2.真实、实力强大的雇主为您担保，凭雇主

资格申请

3.申请人提交资料非常简单

4.一步到位拿永久绿卡，再工作，无风险

5.一人申请全家移民，签证成功率极高

6.办理流程透明化，可通过移民局官网随时

跟踪查询

通过父母申请EB1A美国杰出人才移民或者

NIW移民又或者是EB3非技术移民，子女获得永

居绿卡后，绿卡永久有效，无论是在美国学习还

是工作生活，也都可以一直享受身份优势。

H1B申请人数将突破50万？
美国留学生如何“破局”获得合法绿卡

日前，紐約時報爆料，指有美國情報官員透
露，炸毀俄德天然氣輸氣管〝北溪〞的行動，是
一個親烏克蘭的團體策劃。事實是否如此，還需
要時間去證明，畢竟上個月才有另一名美國的資
深調查記者指出，北溪是美國聯同一眾北歐國家
策劃炸毀的；而去年十月，俄國國防部曾經指出
：北溪是英國炸毀的； 不過之前九月，烏克蘭和
德國都有官員認為事件是俄國策動的。

直到現在為止，炸毀北溪管道的各種版本和陰
謀論不斷出現。先挪開大家其實都看不到的所謂
〝證據〞，從動機來看，誰的嫌疑最大？美國！
去年秋天歐洲國家對烏克蘭問題的立場，遠沒有
冬去春來的今天那麼堅定。歐洲都是民主國家，
萬一與俄國的能源脫勾，而使國民在冬天挨冷，
民選政府的壓力可想而知。為免歐洲盟國動搖，
美國若來一個破釜沉舟，斷了他們的後路，怎麼
說都合理。筆者認為美國不是不會用髒手段，問
題是美國不會在這麼明顯的位置上用髒手段，太
容易被聯想到，美國還是要顧及作為世界霸主的

顏面。
另一個有嫌疑的國家，當然是現在與俄國不共

戴天的烏克蘭。但往年九月，烏克蘭才剛在戰場
上取回局部的主動權，他們真的有能力和有需要
去策劃一次跨境攻擊行動嗎？畢竟這樣做，一定
會得罪烏方的重要援助國─德國。德國雖然在軍
援烏克蘭的問題上經常扭扭捏捏，但經濟援助、
人道援助都非常爽手，也是接收烏克蘭難民第二
多的國家，烏克蘭絕對惹不起這個金主。英國也
有動機去炸北溪，英國雖然離開了歐盟，但也不
可能完全不顧與德國之間的香火之情。

至於俄國，就表面而言，是完全沒有動機去炸
毀北溪。北溪本身是一條俄國向德國售賣天然氣
的管道，這是一門生意，一個願賣，一個願買，
那才成事。所以只要其中一方不願意進行交易，
這條管就形同廢物，破壞管道是多此一舉。而且
戰後總有關係正常化的一天，那時又要再花錢和
時間去修，怎麼計都不合理。那當然，事件也可
反過來分析，正正是因為俄國表面上沒有必要這

樣做，正好可以偽旗行動的方式，策劃破壞行動
之後，再嫁禍烏克蘭，藉此破壞德烏關係。

除了上述幾個大國之外，周邊那些較小的東
歐和北歐國家，也值得注意。俄烏開戰以來，美
、英、德這些大國援烏當然是大手筆，但以這些
國家的國力而言，這些援助根本濕濕碎。相反，
東歐和北歐那群小國，是以傾國之力援烏，單單
波蘭一國，送去烏克蘭的坦克就多達三百架，是
該國擁有坦克數量的一半。其他小國幾乎是把庫
存或現役的俄式武器清倉，由子彈到戰鬥機，能
送的都送去烏克蘭。捷克和斯洛伐克甚至重開俄
式炮彈的生產線援烏。這些國家都國力有限，如
此大力支援烏克蘭，必然影響到本國民生經濟和
國防實力，正是：豈曰無衣？與子同袍。這群小
國的抗俄情緒很高昂。因此，東歐、北歐國家的
民間組織破壞北溪的可能性，也不能夠排除。

這樣看來，是誰炸了北溪管道？可能永遠是
個迷！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誰炸了北溪管道誰炸了北溪管道？？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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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

業局主辦，金馬執委會承辦的

「第45屆金穗獎」於3月15日由

本屆頒獎典禮主持人王渝萱與王

渝屏共同揭曉入圍名單。王渝萱

以《該死的阿修羅》拿下金馬獎

最佳女配角，王渝屏則以《你的

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貓的孩子》

入圍金鐘獎迷你劇集/電視電影新

進演員獎，姊妹皆是備受肯定的

新生代演員，對於首度聯袂主持

金穗獎頒獎典禮，不約而同都笑

說：「接到邀請時的直覺應該是

擔任頒獎嘉賓，絕對不可能是主

持，是不是搞錯了！」但也表示

她們都曾參與過金穗的短片，對

這次機會躍躍欲試，希望帶給大

家精采的表現。本屆金穗獎共有

331部影片報名，入圍62部，完整

入圍名單請見官網。無論劇情、

紀錄、動畫、實驗類影片，都有

資格角逐獎金60萬元的「金穗大

獎」，整體總獎金更高達540萬。

得獎結果將於5月13日的頒獎典

禮揭曉。

本屆金穗獎評審團由9位電

影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主席為

在影視圈提攜無數新銳的重量級

導演王小棣，並率領金馬獎最佳

男配角陳竹昇、《孤味》導演許

承傑、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導演

謝文明、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

曾文珍、台北電影獎百萬首獎得

主黃邦銓、《消失的情人節》及

《緝魂》製片張雅婷、策展人陳

俊蓉、《叔．叔》剪輯陳序慶，

共同評選出得獎名單。

金穗獎入圍影片將於 5月 5

日到 5 月 13 日在主場地台北光

點華山電影館放映。其他實體

放映還包括台中中山 73影視藝

文空間與花蓮鐵道電影院。除

了親臨戲院支持並與入圍劇組

交流外，無法親臨現場的影迷

也可以把握5月 5日到 5月 31日

透過線上影院觀賞入圍及得獎

作品。

第45屆金穗獎頒獎典禮將於

5 月 13 日下午三點隆重登場，

MyVideo APP 、官網、YouTube

及 Facebook 以及金穗官方 Face-

book、金穗YouTube 同步直播。

更多活動詳情請上金穗官方網站

（https://ghsa.org.tw/gha/）查詢。

第45屆金穗獎入圍名單揭曉
62部優秀短片角逐金穗大獎

《我們與惡的距離》金獎導演林君陽

最新電影《疫起》即將於4月14日全台盛

大上映。《疫起》描述被病毒壟罩而受困

在醫院的所有人，面對無預警封院，即使

身陷在未知恐懼之中，也只能戰戰兢兢地

求生存。在《疫起》中飾演醫護戀人的曾

敬驊與項婕如，即使身處高度病毒感染風

險，依然保持熱情的使命，飾演護理師安

泰河的曾敬驊感性地說：「我從安泰河身

上看見我自己，我們擁有一樣的笑容，有

時候不想讓別人擔心、不想帶給別人

麻煩的時候，安泰河就會露出一個微

笑，而他的勇敢是我也想找到的，所

以我想跟他一起成長！」

飾演實習醫師李心妍的項婕如

，不畏懼病毒帶來的恐慌，儘管周

圍的人逐漸被恐懼打敗而退縮，心

妍仍然堅守崗位，挺身而出守護困

在醫院的所有人，項婕如表示自己

非常喜歡這個角色，她說：「人在

面對恐懼時所展現出那種堅強的模

樣，是很珍貴的，有時候硬撐著那

份堅強，它就會變成一股真實的力

量，推進我們勇敢向前！我在心妍

身上看見這份力量，也希望心妍的

勇敢面對、以及安泰河的永不放棄

都能夠為觀眾帶來一股溫暖的力量

。」而導演林君陽也形容：「每一

個演員在每一個階段都有自己的樣

子，而在大銀幕上角色的特質會被放得

更大，我們只能邀請演員敞開心房把自

己真的特質放進角色裡面，唯有這種真

誠的表演才能觸動觀眾的情感。」

電影《疫起》描述草草結束工作，只

想趕回家休息的醫院胸腔科主治醫師夏正

(王柏傑 飾)，在離開醫院後，卻因為一

位車禍重傷的急診病患而被緊急召回……

夏正的病患，同時也是八卦媒體記者的金

有中(薛仕凌 飾)，因收到風聲聽聞有不

知名病毒在各大醫院爆發，為了挖掘獨家

，積極的想找出感染源頭，而千方百計住

院……另一方面，男護理師安泰河(曾敬

驊 飾)與實習醫生李心妍(項婕如 飾)，為

彼此相愛的熱血醫護人員，對自己的工作

十分有熱忱，在醫院一待就是好幾天……

他們，在病毒爆發時，不但遇上了無預警

的封院，也面臨了被吞噬的人心……在大

家都有可能染疫的情況下，醫生、記者、

醫護人員究竟該自保還是救人？並在這個

逐漸分崩離析的醫院、制度與人心中存活

下去？

電影《疫起》將於4月14日上映。欲

包場及團體票購買歡迎填表：https://forms.

gle/REdKaqZN3PRDKqYz6 。更多電影最新

訊息請上CATCHPLAY官方粉絲頁https://

www.facebook.com/catchplay/。

曾敬驊、項婕如《疫起》面對病毒
從角色看見自己與得到勇氣

金獎班底話題電影《做工的人 電影

版》今（14日）舉辦媒體茶敘，導演鄭芬

芬率領主演李銘順、曾珮瑜、柯叔元、方

宥心以及特別演出的天心合體亮相。天心

苦喊演出最難的是講台語，花了整整兩個

月練習，「比結婚還難！」現場示範了一

句，李銘順忍不住笑虧：「你是在講韓語

嗎？」笑翻全場，但他說完全能感同身受

，畢竟也是台語苦主的他這次被嚴格檢視

音調，時常講到全身發汗。

天心笑說，這次在《做工的人 電

影版》獻出人生最難的演出，難得挑戰

用台語表演。平時台語只會講「麥岔」

、「賀啦」等單字的她，拍攝前接受台

語老師的特訓，笑稱第一堂課就心生

「要不要乾脆辭演？不要害了劇組！」

的念頭，認真的她直接錄下老師的示範

發音，整整花了兩個月的時間，用「強

迫記憶法」逼自己一直聽老師的發音，

她苦笑：「台語真的是人生最難，比結

婚還難！」

另一位講台語的苦主是李銘順，導演

鄭芬芬及台語老師拍攝期間不斷抓出他的

台語發音毛病，比拍影集時還嚴格。像是

他時常搞混「陣頭」與「上頭」的音調，

「鑰匙」也會不小心發出海口音腔調，讓

他苦喊：「拍攝時一直講台語，講到全身

都發汗，沒想到抓得這麼嚴格。」只要有

台詞是台語的場景，他拍攝前完全不敢出

門，到片場之後更不斷找台語老師驗收音

調，壓力很大。

李銘順坦言：「語言本來就是生活，

需要長時間在那個地區居住才能融入環境

、口音，不可能在一個地方一個禮拜就馬

上學起來。」因此他完全可以理解天心苦

練台語的痛苦，「沒有那個環境去講的話

，一定會有怪怪的音調出來啊！」早在上

回影集展現「台語連珠砲」受到觀眾狂讚

的曾珮瑜則是老神在在，笑說：「讀本時

台語跟語速就通過導演鄭芬芬的標準，先

鬆了一口氣。」

方宥心印象最深刻的是片中一場追

逐戲，與柯叔元跑了超過十幾趟，跑到

氣喘吁吁，吃足苦頭。拍到最後一顆鏡

頭時，她獲得柯叔元「愛的抱抱」，臉

上不經意露出幸福笑容，被導演鄭芬芬

發現，直呼很喜歡「笑得跟花癡一樣」

，當場要求她「再花癡一點」，她苦笑

：「這樣小女人嬌羞的樣子是我平常比

較少見的，所以當時看回放的時候我比

誰都還要焦急，很怕出來是另一回事就

糟了！」

《做工的人 電影版》藉著阿祈、美

鳳、小傑一家三口細緻呈現工人與家人間

的矛盾與衝突，飾演美鳳的曾珮瑜深刻體

會到女人兼顧妻子與母親的角色有多麼不

容易。她坦言：「雖然我爸爸不是蓋房子

，但一樣是從事高風險職業的藍領階級，

而我媽媽真的很用心把家裡照顧得很好，

也許時常還要擔心爸爸的安全，但她從來

不會表現出來，我直到長大之後才意識到

爸爸工作的危險性。」3月8日國際婦女節

將至，她向世上所有的太太與母親致敬，

「真的很不容易！」

《做工的人 電影版》天心挑戰 「人生最難演出」 嘆：比結婚還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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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性旅游”火热的2023年，你最想去哪

个城市旅游？

虽然“小朋友才做选择，成年人选择都要”

，但个性化旅游的风潮下，如今人们的选择愈发

多样。

有人盯紧热门程度：2022年底，一部《去有

风的地方》让云南再度成了无数年轻人的“理想

之地”；2023开年《狂飙》走红，广东江门成了

大家争相打卡的地方。

有人喜爱美食美景：碧海蓝天的三亚，从年

前火到年后；如今随着“欠美食可以还了”走红

，成都、重庆已经一票难求……

当然，也有人别出心裁，盯上小众旅游城市

，“主打的就是一个个性”。

而在这其中，一座曾被称为“四川最没有存

在感的城市”的小城，率先靠“一身反骨”杀出

重围：

四川内江。

内江，一座“天生叛逆”的城市

“天生反骨，人间清醒。”

这座城市给人的初印象，大抵可用着8个字

概括。原因无他，内江这座城市，骨子里就透露

着叛逆。

一个外地人在来内江之前，绝对不会想到：

明明在其他城市，情人节还是主打甜蜜爱情

，甜到冒泡的情侣狂欢日；

到了这里，居然一下子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连路上标语的画风，都平淡中透露着清奇。

“情人节我掐指一算，不出意外的话……跟

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有时，他们充分表达自己再“爱情”这一话

题中的自主性。

“听说情人节还要求桃花，怎么，自己种蛮

难嘛？”

有时，他们直抒胸臆，用最简单的字句和排

版喊出最有力的话语——

比如最出圈的那一句：“恋爱，狗都不谈。

”

借用网友的评语，白色的底，深色的字，言

辞间没有过多修饰，但一针见血的内容背后，道

出的是母胎solo心中的意难平。

友情提示，如果你在内江街头巷尾，看见这

样的广告牌，请不要感到意外，这都是“反骨内

江”的普通日常。

须知“这已经比较收敛了”，一言不合就

“乱飙”，上线灵魂质问也是有的——

看到内江各种情人节期间的反套路操作，见

惯了风浪的外地网友也不禁疑惑。

“内江是对浪漫过敏么？”

“内江怕是人均100斤的体重，99斤的反骨

。”

对于这些疑问，从内江朋友们的反馈看来，

答案很有可能是：99斤不至于，99.9斤就差不多

。

没有爱情有什么大不了的——

有爱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千万别以为这是“爱而不得”背后的

气话，倘若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这座“叛逆”

的城市，想表达的大概是：

可以没对象，但是不能不开心。

在这里，情人节整活只是基本操作；从内江

路边的普通标语，更能得以看出内江的叛逆日常

。

其他地方的路边标语：保护环境，一路同行

。

内江的路牌标语——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十分触动以及感动，

“内江真是一座清醒的城市”。

如此赛博先进的话，十分符合近来流行的

“与其焦虑内耗自己，不如发疯外耗别人”的中

心思想。

也曾有朋友小心翼翼疑问，会不会它的意思

是：为他人奉献，也是提升自己？

而内江朋友表示：我不管，反正就是这个意

思。

种种迹象看来，内江宣传口这一块，确实是

没有什么创作瓶颈的。

其他地方遛狗不牵绳：批评，投诉，上新闻。

内江有人遛狗不牵绳——

其他地方表达“开学季不焦虑”：一天之计

在于晨，美好的新学期等着我们。

内江人的开学季：谢邀，人在上班，不好好

学习的话……以后就只能和我来当同事了。

“领导关爱，工作饱满，还不长头发哟！”

又皮又搞笑，直白且豪爽，难怪网友感叹：

这么多城市中，唯有内江深得我心。

内江，你是懂“反差”的

虽说“叛逆内江”一夜出圈，但在此之前，

人们对于内江的印象，大多要么停留在“不太熟

”，要么停留在“脾气不太好”。

说不太熟，或许可以理解为地大物博，不了

解总是难免的；说“脾气不太好”是为什么？

事实上这一说法的来源，大约来自于二十年

前。

彼时由王志文、李幼斌、段奕宏等主演的

“反黑大剧”《刑警本色》火遍全国。这部剧的

故事，便是改编于上世纪90年代的内江真人真事

。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内江一度被贴上

了“黑帮”“暴力”“拽”之类的标签。

甚至连内江人爱吃辣的习惯，也时常被和

“脾气不好”的标签联系起来。

对于这些传闻，内江的朋友表示：不否认其

中一些个“龙门阵”，但对大家关于内江的误解

，还是有话要说。

内江人的脾气或许“的确有些叛逆”，但

“吃辣看出脾气不好”这件事可真未必。

通常提到“辣”，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因

大众化、接地气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川菜”。

却往往忽略了，作为四大菜系之一的川菜在

发展过程中，还分为了三大流派。

即上河帮菜（蓉派川菜）、下河帮菜（渝派

川菜）及小河帮菜（盐帮菜）。

其中区分也并不复杂，看辣椒用量就行。

上河帮菜，以成都和乐山菜为主，清淡，传

统菜品较多，代表菜如麻婆豆腐、回锅肉、鱼香

肉丝、盐煎肉等。

下河帮菜，以重庆和达州菜为代表，亲民、

麻辣、多创新，代表菜如泡椒鸡杂、酸菜鱼、水

煮肉片、烧鸡公等带酸带麻的江湖菜。

小河帮菜，即盐帮菜，则把川北和自贡内江

划到了一起，口味咸辣为主，代表菜如冷吃兔、

火边牛肉、火爆黄喉。味厚、味重、味丰，讲究

调味好下饭。

因“盐”而生，萌芽于宋代中期的它，个性

鲜明，自成一派。在各路融合菜不考虑食客承受

能力、疯狂创新的当下，盐帮菜凭借咸辣打出一

片天。

内江身处其中，把“一天不吃辣，不是内江

人”刻进骨子里，再寻常不过。

至于内江人有多能吃辣、多爱吃辣，从他们

的早餐中就看得出来——

俗语有云：“不吃内江面，枉来内江城。”

中国最好吃的牛肉面就在内江城。

内江牛肉面讲究细面重碱，宽汤红油，面条

滑、牛肉香、辣味浓，添加韭黄调味。

夹两筷子面，吃一坨软烂的牛肉，再连辣面

汤都喝掉，是每个内江人回

家不可缺少的仪式感。

因着“火爆”的口味，

有人形容：小河帮川菜，其

历史体现了一种“好走极端

”的风格。

但此“极端”非彼“极

端”，而是——

“一种急不可待的峻急

，一种拒绝陈规、敢于独创

的果敢，并辅之以强烈的味

觉冲击，陡然而起，却悬而

不下。”

拒绝陈规、敢于创新，

不得不承认，是很适合内江

朋友的八字箴言没错了。

说到这或许有人会问：

那这么说，内江朋友确实如

其口味一般“火爆”？

别急。

倘若讲起口味如其人，

在内江，还有一个不可忽略

的关键字：甜。

内江的地理位置虽然处在

火爆的重庆和内敛的成都之间

，但在这以前，内江还有一个

更为人熟知的名称：甜蜜之城

。

由于盛产甘蔗、蜜饯，内

江鼎盛时期糖产量占到全川的

68%、全国的26%，名副其实

的甜。

内江人也没有辜负这甜味

。

在内江，大街小巷都能看

到大大小小的蜜饯铺子，里面

是种类繁多的蜜饯。

糖在内江人的手里，还是

调味神器。

冰凉软糯的凉糕加上一点红糖水，就是

解腻的良方，一口下喉，润心又润肺。

板板桥油炸粑，用糯米团包裹豆沙掺着

盐和花椒面，入油锅中炸，外酥内软、香而

不腻……

当然，要说起内江朋友来，形容他们为

“人均美食大师”是不会出错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内江人，资深吃货、中

国近代国画家张大千就曾说过：

“以艺事而论，我善烹调，更在画艺之上。

”

像被评为四川十大经典名菜的大千干烧

鱼，就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家传菜。

在内江，大可不必担心“今天吃什么”

和“特产送什么”：

走在街头巷尾，左手是上过《舌尖上的

中国》的罗泉豆腐，右手是入围地表特色的

隆昌豆杆。

此时再看，和“火爆热辣”相比，用

“可盐可甜可辣”形容内江这座城市，或许

是真正的合适。

你不知道的内江

内江，曾是许多人心中“四川最没有存

在感的城市”，觉得它“穷得扣胩”，不过

就是个成都到重庆的经停站。

但内江从东汉建县，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

史。

位于沱江下游中段的内江原名中江，它东邻

重庆，南界泸州，西连自贡、眉山，北邻资阳。

江至此，曲流成弧，有如半岛，后取内水为

名改为内江。

内江的独到，是需要慢慢体会的。

说建筑特色，有号称“川中第一禅林”的圣

水寺。它的红，不在于建筑、古迹，而在于一种

超常的修饰手法。

除此之外，还有重龙山摩崖石刻、千手观音

，“巴蜀四大文庙”之首的资中文庙、始建于明

代的资中武庙……

说遛弯，有观鸟基地古宇湖，每年冬季有成

群的候鸟迁徙至此，人与自然，在日复一日的相

处中和谐共生。

文化底蕴和自然风光一体，景好人更美。

尽管如今内江因“反骨”和“叛逆”火热出

圈，但对于每一个内江人而言，有一件事总能达

成共识：

“内江，的确是一座让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

市。”

如果你向内江的朋友咨询，这里有什么好玩

的、好吃的、好看的？

他们大概会在给你推荐个三天三夜，讲述

“一天挑战吃20+馆子”之余，不忘叮嘱一句：

如今内江交通很便捷。

作为国家重点交通枢纽之一、“一带一路”

重要交汇点、四川第二大交通枢纽和西南陆路交

通交接点，全市基本都通高铁。

你可以来内江感受“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

城”的魅力，又或者坐着绿皮火车到隆昌耍一耍

，只要7块钱，还有——

“记得在菜籽花开了的时候坐，最漂亮。”

对浪漫过敏的中国城市，它排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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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德州議員上周六在斯坦福中心
召開反種族歧視法案大會召開反種族歧視法案大會（（上上））

出席大會的出席大會的（（左起左起 ））國會議國會議
員趙美心員趙美心、、Al GreenAl Green 及斯坦及斯坦
福市議員譚秋晴等人合影福市議員譚秋晴等人合影。。 大會尾聲大會尾聲，，由聲樂家蔡毅由聲樂家蔡毅（（中中 ））演唱演唱：： 「「天佑美國天佑美國」」 。。旁為國會議員旁為國會議員、、德州州議員德州州議員、、市長市長、、

郡長郡長、、州議員州議員、、區長區長。。

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致詞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致詞。。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首先致詞首先致詞，，說明說明
召開此會議主旨召開此會議主旨。。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致詞德州眾議員吳元之致詞。。 斯坦福市市長斯坦福市市長Cecil Willis,Jr.Cecil Willis,Jr. 致詞致詞。。

拉丁美洲美國公民聯合會拉丁美洲美國公民聯合會（（LULU--
LAC )LAC ) 領袖領袖Hugo MonicaHugo Monica致詞致詞。。 福遍郡郡長福遍郡郡長KP GeorgeKP George 致詞致詞。。

國會議員趙美心發表本次活動主旨國會議員趙美心發表本次活動主旨
演講演講。。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Lizzie FletcherLizzie Fletcher 發言發言。。 德州參議員德州參議員John WhitemireJohn Whitemire 發言發言。。

德州眾議員德州眾議員Ron ReynoldsRon Reynolds 致詞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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