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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ional Democrats to pursue second
impeachment of Trump -sources

WASHINGTON (Reuters) - Democrats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lan to introduce misconduct charges on
Monday that could lead to a second impeachment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wo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said, after a violent crowd of Trump supporters stormed
the U.S. Capitol in an assault on American democracy.
With a majority in the House, Democrats appear poised
for a historic first: No president has ever been impeached
twice.
But it is unclear whether lawmakers would be able to
remove Trump from office, as any impeachment would
prompt a trial in the Senate, where his fellow Republicans
hold sway.
Top Democrats have called on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and Trump’s Cabinet to invoke the U.S. Constitution’s
25th Amendment, which allows them to remove the president if he is unable to discharge his official duties. Pence is
opposed to the idea, an adviser said.
Democrats, who said a House vote on impeachment could
come next week, hope the threat could intensify pressure
on Pence and the Cabinet to act to remove Trump before
his term ends in less than two weeks.
The sources said the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which are
formal charges of misconduct, were crafted by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s David Cicilline, Ted Lieu and Jamie

Raskin.
A copy of the measure circulating among members of Congress charges Trump with “inciting violenc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 bid to overturn his loss to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i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articles also cite Trump’s hour-long phone call last week
with Georgia Secretary of State Brad Raffensperger, in which
Trump asked the official to “find” enough votes to overturn
Biden’s victory in that state.
PELOSI SAYS TRUMP ‘UNHINGED’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called Trump “unhinged” on Friday and said Congress must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protect
Americans, even though Trump’s term in office will end on
Jan. 20 when Biden is sworn in.
She also said she had spoken with the nation’s top general,
Joint Chiefs of Staff Chairman Mark Milley, about preventing
Trump from initiating military hostilities or launching a nuclear weapon.
RELATED COVERAGE
Biden says Trump’s impeachment is for Congress to decide
Impeaching Trump would further divide the country, says
White House

The extraordinary developments came two days after Trump
exhorted thousands of followers to march to the Capitol,
prompting a chaotic scene in which crowds breached the building, forced the evacuation of both chambers and left a police
officer and four others dead in their wake.
At least one Senate Republican, Ben Sasse of Nebraska, said
he would consider supporting an impeachment proceeding.
Sasse, a frequent Trump critic, told CBS News on
Friday he would “definitely consider” any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because the president “disregarded his
oath of office.”
Trump allies, including Senator Lindsey Graham and the
House Republican leader, Kevin McCarthy, had urged Democrats to shelve talk of impeachment to avoid further division.
“If Speaker Pelosi pushes impeachment in the last days of the
Trump presidency it will do more harm than good,” Graham
said on Twitter.
If the House impeaches Trump, the decision on whether to
remove him would fall to the Republican-controlled Senate,
which has already acquitted him once before. With Trump’s
term ending a day after the Senate is scheduled to return from
recess on Jan. 19, the chances of an actual ouster appear slim.
Removing a U.S. president requires a two-thirds majority in
the Senate. Republican 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has not commented on a possible impe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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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Finally Concedes He Lost The Election
This is a very shameful and sad day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pro-Trump rioters
attacked not only a building, but als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said, “Our
democracy is under unprecedented assault unlike anything we have seen in
modern times.” He described it as an
assault on the “citadel of liberty,” the
Capitol itself.”

saying that the election was stolen. Almost 62 percent of Republicans believed
that what he said was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kind of violence that occurre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tched as an angry mob stormed the heart of the world’
s most powerful democracy as the suspense was unfolding in Washington, D.
C. with dismay and disbelief.

Wednesday was a horrifying and shameful mo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A lot of
countries have had coups in their governments. Now it has finally happened in
our country.

Today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Elaine Chow resigned from her post. We
applaud her for her right decision. Many
congressmen also wanted to impeach
th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m sugresign.
Trump was talking for democracy, still gested the cabinet should force him to

publicly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he will not
serve a second term and said that, “A
We are very happy that the new adminis- new administration will be inaugurated
tration will be inaugurated within two on January 20th.
weeks.
Yes, Mr. President, you just did the right
On Thursday, Trump finally conceded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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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Y.V2 Variant May Escape Immunity From Antibody
Drugs, Convalescent Plasma And Prior Infection

South African Coronavirus Variant May
Block Antibody Drugs, Former FDA Head Says

zerland, Japan, France, Zambia and the
U.K., per a report by CNBC.
“The vaccine can become a backstop
against these variants really getting more
of a footh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
need to quicken the pace of vaccination,”
the former FDA head said.

That said, Britain’s health secretary on
Monday warned that the coronavirus
variant first detected in South Africa is
a “very significant problem” and poses
more of a risk than others.
“My concern is that it seems to be even
[easier] to transmit than the new variant
that we’ve seen here, and obviously it’s
been a huge challenge controlling the
new variant in the U.K.,” Hancock said,
noting two cases of the South African
variant were detected in the U.K., as of
Monday.
South African Researchers Testing
Current Vaccines Against Variant

ing us right now,” Dr. Richard Lessells,
an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who is working on the country’s genomic studies of
the variant, told the Associated Press.
“We are urgently doing experiments in
the laboratory to test the variant.”
The tests, called neutralizing assays, will
test the variant against the blood of people with antibodies and against the blood
of people who have already received
vaccines, the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d.

South African Coronavirus
Variant ‘Very Significant Problem,’ UK Health Secretary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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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ugh COVID-19 vaccines will
likely render effective against the
South African coronavirus variant
-- according to an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 the former head of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said the strain may “obviate”
other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antibody drugs. The South African
virus variant, known as 501Y.V2,
has sparked serious concern, and the
strain has already been described as
more infectious than the COVID-19
virus identified at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In South Africa, it has rapidly
become dominant in the country’s
coastal areas.
Dr. Scott Gottlieb, the former commissioner of the FDA, told CNBC’s Shepard Smith last Tuesday that the strain
appears to escape immunity from convalescent plasma and prior infection.
“The South Africa variant is very
concerning right now because it does
appear that may it obviate some of
our medical countermeasures, particularly the antibody drugs,” Gottlieb said, pointing to evidence from
Bloom Lab.

Bloom Lab
The variant involves mutations on the
spike protein, including E484K, though the
laboratory said the changes “reduce neutralization activity, they don’t ablate it.”
What do results mean for possible #SARSCoV2 immune escape? Certainly mutations like E484K are concerning. But they
*reduce* neut activity, they don’t ablate
it. Again, look at CoV-229E: takes years
of evolution to escape serum neut of most
people https://twitter.com/jbloom_lab/status/1339939732529111040… (16/n)Next
we tested how well human sera collected
shortly after 1984 neutralized each viral
spike. Below is serum from 26 yr old collected in 1985: it neutralizes 1984 virus
well, but 10-fold less activity against 1992
virus & no activity against viruses after
2008. (3/n)
Gottlieb stressed that prompt vaccination
is crucial amid the worrying strain, which
has already been identified in Austria, Swit-

Dr. Scott Gottlieb, the former commissioner of the FDA.

A top official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id Tuesday there’s no
indication the virus is more or less transmissible than the separate mutated strain
detected in the U.K.
“There’s no indication that the 501Y.
V2 variant has increased transmissibility compared to the U.K. variant,” Dr.
Maria Van Kerkhove, WHO technical
COVID-19 lead, said during a briefing,
noting many ongoing studies in South
Africa are looking at the variant’s circulation and transmissibility in modeling
and neutralization studies. “But there’s
no indication that it’s more or less transmissible than the Variant of Concern that
was identifi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Britain’s Health Secretary Matt
Hancock
Britain’s health secretary on Monday
warned that the coronavirus variant first
detected in South Africa is a “very significant problem” and poses more of a risk
than others. Matt Hancock told BBC radio that he’s “incredibly worried” about
the new variant as others questioned
whether currently approved vaccines
would be effective against it.
“I’m incredibly worried about the South
African variant,” Hancock told BBC Radio 4’s Today. “That’s why we took the
action that we did to restrict all flights
from South Africa, and movement from
South Africa, and to insist that anybody
who’s been to South Africa self isolates.
This is a very, very significant problem.”
South African researchers are already
working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vaccines developed to combat COVID-19
will see the same success against the new
variant, identified as 501.V2.
“This is the most pressing question fac-

The variant has already been described
as more infectious than the COVID-19
virus identified at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On Monday, Austria announced
that it had discovered one case of the
South African mutation in a 30-year-old
woman who returned from a trip on Dec.
6. The country also said it had detected
four cases of the U.K. variant, which has
also been detected in the U.S. Britain is
expected to expand further lockdown
measures in a bid to stifle the spread of
the new variant, which was discovered
several weeks ago. The U.K. variant is
believed to be the driving force of a new
wave of coronavirus ca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spread of the new variant of
COVID-19 has led to rapidly escalating case numbers across the country,” a
spokesperson for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said, according to Reuters. “The
prime minister is clear that further steps
must now be taken to arrest this rise and
to protect the NHS and save lives. He
will set those out this evening.” (Courtesy Fox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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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are observed after receiving coronavirus vaccinations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REUTERS/Lucy Nicholson

A man gestures towards the municipality building as it is lit up in the colors of the American flag, in a show of
solidarity for democracy, according to their spokesperson, in Tel Aviv, Israel. REUTERS/Corinna Kern

A woman waves her puppy’s paw at the motorcade of U.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as he
departs his home in Wilmington, Delaware. REUTERS/Kevin Lamarque

A girl plays in a mustard field in Munshiganj, Bangladesh. REUTERS/Mohammad Ponir Hossain

A child sleds after snowfall at the Angel of The North in Gateshead, Britain. REUTERS/Lee Smith
Zac applauds in the snow during the Clap for Heroes campaign, outside his house in Keele, Staffordshire, Britain. REUTERS/Carl Recine

A person feeds pigeons at Piazza Navona, as the region enters the ‘yellow zone’ after the government relaxed
some coronavirus curbs on weekdays, following a strict lockdown over the holidays, in Rome, Italy. REUTERS/Yara Nardi

Workers install heavy-duty security fencing around the U.S. Capitol a day after supporters of President Trump stormed the building. REUTERS/Erin 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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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ers Access Documents Related
To Authorized COVID-19 Vaccines

Illustration/Sarah Tew/CNET
KEY POINTS
Attackers were able to target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which
regulates vaccines, including Pfizer and BioNTech’s COVID-19 treatments
“Big game hunting” (BGH) has escalated, and ransom demands have
soared into the millions, causing unparalleled disruption
Cybercriminals are weaponizing sensitive data to increase
and maximize pressure on ransomware victims
The “eCrime ecosystem” is evolving, increasing in
specialization, tailor-making their actions to the victi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Hackers were able to get documents related
to approved COVID-19 vaccines after they hit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with a cyberattack. The attackers “unlawfully accessed”
regulatory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candidate put forward by biotech
firm BioNTech and partner pharmaceutical
company Pfizer, BioNTech said in a statement
Wednesday.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reviewing vaccine effectiveness,
confirmed the hack in its own statement but
declined to provide additional details during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The agency said the
hack won’t affect its timeline for release of the
vaccine.
BioNTech said that its own servers weren’t af-

fected and that it’s unaware of a theft of
any personal data belonging to its 43,500
test subjects being.
It’s unclear who was behind the cyberattack, but hackers from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 have
targeted pharmaceutical firms that are
developing COVID-19 vaccines.
The United Kingdom began its mass vaccination program on Tuesday, becoming
the first country to start delivering the
vaccine on a wide scale. The program,
expected to reach 4 million people by the
end of December, is using BioNTech and
Pfizer’s vaccine, which showed a 95%
effectiveness rate during its clinical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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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s.

BioNTech didn’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on what details about the
vaccine the hackers were able to access.
Hackers have also targeted how the
vaccine will be rolled out -- posing as
cold storage supply chain companies
and aiming at distributors who will be
providing the vaccines to millions of
people.
The UK’s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said that it is supporting vaccine
research and helping its defense against
hackers. It’s still investigating the
breach, the agency said in a statement.
“We are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is
incident affecting the EU’s medicine
regulator, but there is currently no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the UK’s medicine
regulator has been affected,” the agency
said. (Courtesy /www.cnet.com)
Related

Hackers Are Going After
COVID-19 Vaccine’s Rollout

The cyberattacks are targeting distributors who will be distributing and
storing vaccines fo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ckers aren’t just looking to steal
information on the vaccines for
COVID-19 -- they’re also going after
its distribution and suppliers, security
researchers warned in a report released
on Thursday. Researchers from IBM’s
X-Force team detailed a global hacking
campaign targeting government agencies, tech companies and energy suppliers in countries like Germany, Italy,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all connected to the Cold
Chain Equipment Optimization Platform (CCEOP), a partnership between
UNICEF,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o help with vaccine

One hacking campaign posed as a cold storage container company. Pfizer’s vaccine needs
to be stored at extremely low temperatures.
The attacks came as emails pretending to be
from Haier Biomedical, a Chinese company that
says it’s the world’s only complete cold chain
provider. The cold chain is a crucial part of the
Pfizer’s COVID-19 vaccine rollout as it needs to
be stored at a temperature of -70 degrees Celsius
(-94 degrees Fahrenheit).
Haier Biomedical is working CCEOP,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o
help with the COVID-19 vaccine’s rollout, and
the hackers sent emails to targets asking for
price quotes, IBM’s researchers said. The emails
contained a malicious attachment that would ask
people to enter their passwords to view the files,
which the hackers would steal. It’s unclear if any
of the attacks were successful, but the purpose
was likely to gather information for future attempts, IBM’s researchers said.
“Moving laterally through networks and remaining there in stealth would allow them to conduct
cyber espionage and collect additional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rom the victim environments
for future operations,” Claire Zaboeva, a cyber
threat analyst at IBM’s X-Force and co-author
of the report, said.

The hacking targets include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Directorate-General for Taxation
and Customs Union, who would be in direct
contact with several countries and could open
pathways for more targeted attacks. The hackers also sent malware-laced emails to companies
making solar panels, which provide power for

cold storage containers in countries without access to electricity, and IT companies
in South Korea and Germany who support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 breach within any part of this global alliance could result in the exposure of numerous partner computing environments worldwide,” IBM’s researchers said.
The report didn’t indicate who was behind
this hacking campaign, but suggested that
it’s likely a nation-state behind it because of
how sophisticated the targeting is. In recent
months, countries like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 have launched cyberattacks
against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developing COVID-19 vaccines.
IBM Warns Hackers Targeting
COVID-19 Vaccine Operations
In a blog post released Thursday, IBM said
it had uncovered a phishing plot targeting
“organizations associated with a COVID-19
cold chain,” referring to the chain of people
and businesses responsible for storing the
vaccine at the necessary cold temperatures.
The U.S.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shared the report Thursday
along with a warning to anyone involved in
operations related to the vaccine.

“The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CISA) encourages Operation
Warp Speed (OWS) organiz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vaccine storage and
transport to review the IBM X-Force report,”
its post read.
On Wednesda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that North Korean hackers have targeted at least six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on the US, UK and South Korea that have
been working on COVID-19 vaccines. The
US’s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released a statement on the
hacking campaign, urging companies involved with COVID-19 vaccines to review
IBM’s report. (Courtesy www.cnet.com/)

婚姻觀

幸福的婚姻共同成长
不幸的婚姻彼此消耗

婚姻是两个人的，需要夫妻共同参
与、一起进步，而不是谁都不管或只有
一方独自承担。
林聪仁，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临床
心理博士，高雄市安心塾心理治疗所所
长，壹心理专家委员会顾问，从业 20 余
年，擅长临床心理治疗督导、网络成瘾
的评估与治疗、药物成瘾的评估与治疗
、内观(正念)团体治疗等。
从业 20 多年间，我见过各式各样的
婚姻问题。
接触越多，我越发现，尽管时代发
展了，但很多人仍没有意识到亲密关系
是需要经营的，自我也是要不断发展的
，而是更多地在彼此消耗，使婚姻不再
是亲密关系，成了仇恨关系。
他们是怎么把婚姻消耗至死的呢？
从根本上来讲，是成长的问题。
有人停滞不前，有人退回原点，也
有的人步调不一致，一个太快一个太慢
，不管是哪一种，都很容易让感情走向
破裂。
停滞不前：“我”一直停留在原地
有人把婚姻当成感情的终点，以为

拿到了结婚证，就可以安享幸福的果实
，从此高枕无忧了。
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爱情变亲情
，甚至是分床睡的兄弟情。
有人看不到亲密关系是一直在往前
走的，认为婚前婚后两个人不会也不该
有什么变化，所有的状况都应该以刚建
立亲密关系时的标准来判断。
结果，忙于工作的丈夫被指责顾家
少，忙于顾家的妻子被指责挣钱少，却
忘了，要想兑现婚姻的承诺，每个人都
不得不更务实些。
还有一种情况非常隐蔽——我每天
都在为了家庭认真工作，却依然不幸福
。其实，这是变相的停滞不前。
丈夫负责挣钱，妻子就负责顾家
（或者反过来，前者居多）。彼此的交
集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共同话题，无
话可说的婚姻是最折磨人的。
在我的咨询经验中更为普遍的是，
当家庭的经济状况稳定之后，丈夫认为
自己的任务完成了，这段关系不需要自
己了，他就会产生另外一段关系。
妻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当

孩子读了大学之后，家里没有那么多事
情要做了，和丈夫又无话可讲，情感需
求怎么满足？自然而然地就去外面寻找
了。
往回走：“我”非但没有进步，反而还
退步了
除了停滞不前，还有一些“我”是
在往回走，这种“往回走”大致分为以
下几种情况：
需求层次的退回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接收
的信息越发繁杂，一些人对亲密关系产
生了很多想象：认为爱必须要跟金钱绑
在一起，不舍得为我花钱就是不爱我；
强调阶层的重要性，总是和他人比较
……感情原本是心与心的交流，却变成
了谈物质、讲条件，退回到了生存层面
的需求，家庭功能也随之受到损害。
角色功能的退回
从爱情到婚姻多了义务和责任，与
之对应的就是角色的转换：从女儿、儿
子变成妻子、丈夫，从男女朋友变成夫
妻。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完成
这一成长的。

我听过很多妈妈说，你知道我家里
有几个孩子吗？我一算，咦，怎么多
一个？这个多出来的孩子是谁呢？就
是她的丈夫。丈夫全程扮演的是儿子
的角色，而妻子则成了妈妈，内心的
委屈可想而知。
关系模式的退回
家庭中的长辈其实一直都在示范亲
密关系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呈现，有时
候我们会觉得这种关系不好，就会努
力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
当一件事需要花力气去控制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煎熬的。就像戒烟、减
肥一样，是在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甚至
是本能反应做斗争。
如果正向回馈不足，比如另一半动
不动就说你和你爸一个样，比如年纪
越来越大、顾忌越来越少，就很容易
退回到上一辈的模式，也就是心理学
所讲的代际传递。
过往遗憾的退回
一种是寻求过往匮乏的经验，因为
成长少了些什么，到了某个阶段就想
要去弥补遗憾。有位丈夫以前想读摄
影专业，却被父母强迫学了经济学，
儿女成家后，他要去弥补这个缺憾，
坚持要和妻子离婚，要独自去拍遍全
球。
一种是把注意的焦点放在了过去。
妻子缺乏安全感，总是通过“作”的
方式吸引丈夫的注意力，日子过得一
团糟。后来，妻子发现，这和自己的
童年经历有很大关系，于是她就回到
这个原点，反复思考我的父母怎么可
以这样对我，为什么我要受到这么多
不公平的对待。
单飞：“我”走得太快，他跟不上
这几年经常被拿来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婚姻里，一方成长太快，另一方
却跟不上，这样的婚姻还要不要继续下
去？
乍一看，这样的“我”比前面提到
的“停滞不前”和“往回走”要优秀很
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会把家庭比喻成公司。公司想要
长久经营，每个人都必须是往前走的。
这个过程中，一定有人进步快有人进步
慢，快的带领慢的，慢的向快的学习，
遇到问题时，才能够一起承担。而不是
有一个人走得特别快，有一大群人都落
在后面。
走得快的那个人会觉得很累，为什
么冲在前面的总是我，为什么你们都不
努力？
落在后面的人也觉得委屈，一方面
为自己跟不上而自责，另一方面感觉自
己被抛弃了，公司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影
响。

婚姻也是如此。
如果两个人差距越来越大，也就越
来越无法沟通。因此，需要通过觉察和
成长来保持平衡。
共同参与，一起成长
看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太
难了，还是继续单身吧。
我想强调的是，亲密关系可以为个
体的成长提供很好的机会。另一半就像
一面镜子，通过与他的互动，可以照见
我们的优势和不足，帮助我们获得更多
的成长。
我们可以经常和自己对对话。我是
怎么样的一个人，有哪些优缺点？发现
自己的优势，建立自信，发挥更多的能
量；承认自己的不足，学会示弱和求助
，找到成长的可能。我想要的关系是什
么样的？我怎么做可以达到想要的状态
？如果另一半也有能力做自我对话，可
以跟他来共同讨论这种状态。
我们要用好奇的心态来看待另一半
。我为什么会跟这个人在一起？他有什
么优点是让我很欣赏的，有哪些地方是
让我不习惯的？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我学
习的？有哪些地方是我可以帮到他的？
我怎么做才能够让他发挥得更好？比如
不要有太多的评价，而是对他的优势多
加称赞，同时协助他比较弱的能力进行
提升。
只有保持觉察和好奇，我们才能够
更好地指导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速
度。
在“停滞不前”的婚姻里，我们要
觉察到变化。妻子要看到丈夫是为了这
个家才更忙了，学着调整自己的期待，
提升独处的能力；丈夫要看到妻子对陪
伴的需求，适当调整工作节奏，提升陪
伴质量。
在“往回走”的婚姻里，夫妻双方
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当下。觉察到角
色的转换，试着去承担应有的责任；看
到当下的问题，自己努力或寻求伴侣的
帮助，跳出代际传递的怪圈，必要时可
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在“单飞”的婚姻里，我们要学会
调整心态，既不要把对方当作依靠，也
不要认为对方是扶不起的阿斗，而要互
相尊重，彼此扶持，做到一个也不能少
。
每段婚姻都有课题要攻克，更加具
体的做法也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共通
的，那就是：婚姻是两个人的，需要夫
妻共同参与、一起进步，而不是谁都不
管或只有一方独自承担。在共同参与的
过程中，我们才有机会模仿、学习，优
势的部分更进一步，比较弱的地方也会
得到调整。只有这样，才有能力过得更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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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穷人为何大多很“油腻”
体重代表了你的阶级

领救济的队伍——穷人身材都算不上苗条

本次疫情中，当记者去采访那些停产停工后生
活陷入困顿的美国穷人时，大家可能发现了个“怪
现象”，大部分面对镜头讲述自己“饥一顿，饱一
顿”的艰辛生活的，都是肤色各异的“超重人群”
。
非洲裔单亲妈妈克蕾欧娜· 麦克贝利与四个女
儿在贫民社区租房生活（房子还是独门独户的）。
原本日子过的就紧巴巴的。
没成想，疫情爆发后，麦克贝利丢掉了自己的
保洁员工作，只能四处打零工维持生计，收入非常
不稳定，难以同时负担食物、房租和孩子们的日常
花费，由于拖欠房租，还差点被房东赶走。
与此同时，受疫情影响，女儿们的学校也开始
停课。这导致，她们无法再享受公立学校的免费午
餐。为了省下钱交房租，除了领救济外，她们缩减
了食物开支，经常挨饿。
还有另外一位吃不上饭的单亲妈妈，住在加州
洛杉矶市的罗丝和她的三个女儿，她的女儿们总是
令人心酸的问，“妈妈找到食物了吗”或者“我的
妈妈能吃上饭了吗”.....
讲真，跟咱们印象中那种面黄肌瘦，皮包骨头
的穷人不同，美国的大多数穷人，都是“重量级”
的。在美利坚，你的体重就是自己社会阶层的宣言
。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大众款服装鞋帽，号码都
是惊人的大，5 个 6 个 XL 的巨肥款比比皆是。
除了东西海岸的精英社区，普通的美国大街上
，放眼望去，均不乏肤色各异的超重人士，蹒跚的
扭动着他们肥胖的身躯。
在美国，“过度肥胖”就属于另一种形式的
“营养不良”，而那些营养良好的呢，其实都是精
瘦且充满肌肉感的富裕阶层。
也就是说，跟咱们心中“胖似乎代表了富足的
生活”不同，美国的穷人的一大标配就是“胖”、
“特别胖”、“超级胖”。
要说发胖的主要原因，除先天遗传因素外，就
是吃的有问题，外加缺乏锻炼。
很显然，美国的穷人因为图便宜，主要的消费
对象多为那些高热量、高脂肪的“垃圾食品”。比
如汉堡、薯条、可乐、热狗、比萨饼、罐头、果酱
、BBQ 以及超市里可以买到的各种半成品；烹饪
方式多为煎烤、油炸。

这些食品的食材多为动物制品和碳水化合物
，经过工业化处理后，又加入了大量的调料和食
品添加剂。
此外，美国给穷人们发的福利——食品券，
同样大致只包括以上几类食品和占比非常低的果
蔬。能领到的救济食物也多属于一些不易腐烂的半
成品，少有新鲜的果蔬。
同时，咱们印象中的那些“素菜”，尤其是大
白菜、空心菜这种叶菜，却要比动物制品的价格要
高的多。
这也跟美利坚的国情有关。
美国的人力成本比较高，虽然具有的耕地资源
优势，但农业从业人口占比并不太大。
那么，与蔬菜种植这种比较消耗人力，需要精
耕细作的产业不同，美国农业发展的是大规模基础作
物（比如大豆、玉米、小麦）和牲畜饲养。所以，一
些种类的新鲜果蔬，往往比肉蛋奶买的贵许多。
而且，因为他们忙于生计的奔波，也没有时间
和精力去好好做饭、吃饭，只能通过便宜又便捷的
快餐填饱肚子，再赶往下一个打工点。
饮食的不健康导致他们非常容易患上咱们中国
通常意义上的“富贵病”——脂肪肝、糖尿病等等
，同时还会伴有高血压、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和
哮喘，免疫力十分脆弱。
药物的开销使他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穷→吃
快餐→三高→花钱吃药→更穷。
比如在疫情中，我们可以明显发现，美国一些
穷人社区的感染者致死率一直居高不下，就跟这些
肥胖人群原本自带的多种基础性疾病息息相关。
奇怪吧，各种工业化食品和快餐，在咱们心中
好似比较体面的洋食品，到了美国，那都属于穷人
们的无奈选择。
而美国的中产和富人呢，最典型的，可以看看
美国总统，自从电视在全美普及后，美利坚的历届
总统，除了特朗普有发福特征外，无论多大年纪，
没有特别明显的秃头，而且各个身材精干。
像 1980 年代的里根总统，还在白宫内设立了
一个健身房，日积月累下，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竟然练出了一身大腱子肉，不得不再花上一大笔
钱，去重新定制西装。
反倒是特朗普不爱锻炼，还特别爱吃汉堡等被
美国精英层鄙视的“垃圾食品”，让他在美国大量
底层民众群体中，收获了
相当高的人气。
这样，美国穷人们由此
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越不爱动越胖，越胖越不
爱动。很多体型如山似的
美国人，若是突然开始运
动，他们的身体根本无法
负荷，反而会出现其他的
问题，很难继续下去。
而且，家庭生活环境和
从小养成的习惯，又往往
会陪伴人一生，教育的缺
失容易让穷人们主动选择
了放弃，很难坚持严格自
律。因而我们经常可以看
到，一家子的大胖子或者
整个一社区的大胖子。
甚至，为了解决这些大
胖子们的走路问题，一种

非洲裔单亲妈妈克蕾欧娜· 麦克贝利

伊万卡一家

小型电动代步车出现了。很多大卖场都贴心的准备
了这种代步车，让胖子们开着小车进行采购。
此外，美国买车、养车成本都相对低的多，走
路的人少。因此，咱们可以看到以下的壮观场面。
相反的是，在日益撕裂的美国社会，穷人在食
物和锻炼方面有多么随便，富人就有多么的“克制”
。
和穷人们的肥胖相比，美国的富人们多为带着
健康的“小麦肤色”的瘦子。
美国的中上层阶级，对自己的饮食和生活
状态非常重视。很多富人有自己的营养师和健
身教练，可以科学的搭配饮食和运动计划。
没营养师的中产们，为了向富人“看齐”，在
食物方面，也都相当的讲究和克制，饮食寡淡，跟
吃草似的。这些人虽然也是以车代步，但再忙总会
固定抽出时间来进行健身运动。

他们的圈子中，有关矫健的身形和健康的肤色
方面，甚至也暗中存在着一种“攀比”的心理。
有能力的会选择外出度假，去海边晒个健康性
感的小麦肤色回来“炫富”。
而些少部分中产，没时间或者舍不得去海边度
假的，也要专门用“美黑”仪器，把自己弄成“刚
从海边享受回来”的效果。
这两位老大爷，都被认为做过“美黑”，尤其
是川普眼周围的那圈“白色”，被推测是美黑时佩
戴护目镜的痕迹。
于是，在美国和其他的西方社会，就出现了这
么一种现象——肥胖的穷人大鱼大肉，又迈不开腿
；而那些黑瘦的富人天天吃素，忙着健身。
所以啊，对于美国人而言，保持苗条和健康的
肤色，成了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穷人们发胖很容
易，瘦却又“瘦不起”。

體育消息
星期六

2021年1月9日

Saturday, January 9, 2021

獨行俠

[德甲
德甲]]多特蒙德 2-0 沃爾夫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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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百年郵局改建火車站新年啟用

UCI 自行車公路越野賽世界杯賽況

工程人員走過紐約賓夕法尼亞火車站莫尼漢車站大廳內張貼的紐約
郵政總局大樓全貌圖。賓夕法尼亞站是紐約最繁忙火車站
郵政總局大樓全貌圖。
賓夕法尼亞站是紐約最繁忙火車站，
，莫尼漢車站
大廳是該站的擴建工程，
大廳是該站的擴建工程
，工程建設歷時 3 年耗資 16 億美元
億美元，
，於 2021 年
元旦交付使用。
元旦交付使用
。

渤海大連海域大面積結冰

受寒潮持續低溫影響，
受寒潮持續低溫影響
，渤海大連夏家河子海域大面積
結冰，
結冰
，海冰範圍繼續擴大
海冰範圍繼續擴大，
，站在岸邊望去
站在岸邊望去，
，白茫茫壹片
白茫茫壹片。
。

不顧防疫規定！
不顧防疫規定
！

法國 2500 人參加跨年狂歡派對

法國西北部布列塔尼的壹場至少 2500 人參加的
跨年夜狂歡活動落幕 。 法國內政部稱
跨年夜狂歡活動落幕。
法國內政部稱，
， 警方已記錄
1600 項違法行為
項違法行為，
，多數與違反防疫規定有關
多數與違反防疫規定有關，
，另有
數人被拘押。
數人被拘押
。圖為人們活動後字地上休息
圖為人們活動後字地上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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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驍：喜歡給父母們演戲
給父母們演戲
電視劇《流金歲月》跨年熱播，劇中
的銷售部經理楊柯迅速成為觀眾的“新墻
草”，網友們紛紛留言“想要楊柯這樣的
上司”。與此同時，飾演楊柯的王驍在另
壹部熱播劇《巡回檢察組》中飾演的沈廣
順卻性格暴躁憋屈、人生落魄苦楚。壹邊
是思想通透、金句不斷的職場精英，另壹
邊是妻離子散、為守護母親妻子而隱藏秘
密甚至不惜自虐咬舌的中年失意男。1月4
日，王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演員
很多時候是角色找到了妳，不是妳去找角
色，但那也是互相有壹種引力”。
演繹“神仙上司”
這壹類的上司有激情、有幹勁兒
2021 新年伊始，不少正在追《流金
歲月》的觀眾頻頻在社交平臺感慨——
“想要楊柯這樣的上司”。在業務上他
雷厲風行、慧眼識珠，同時提攜後輩也
不吝惜資源共享。對於楊柯這樣的“神
仙上司”，王驍有著自己的理解：“他
強烈地護犢子，雖然有小聰明但取財有
道。這壹類的上司首先有激情、有幹勁
兒、有實力，作為下屬跟著這樣的上司
工作就會被帶動情緒。而且在他身上經
常能學到很多實用的招數。”
劇中，楊柯先後當過倪妮和劉詩詩
兩人的“領導”，王驍表示，兩位女演
員都是第壹次合作，很新鮮也很好，
“劉詩詩飾演的蔣南孫有壹種安靜的倔
強，倪妮飾演的朱鎖鎖是壹種自由的靈
動。”作為朱鎖鎖職業道路上的“領路
人”，王驍也分享了《流金歲月》裏讓

他印象最深的壹場戲。“其實是特別小
的壹場戲，楊柯對朱鎖鎖的豪門生活說
了壹些囑托，兩人很簡單的幾句話之後
互相看了壹眼，但是眼中都有壹種不舍
，因為朱鎖鎖那時候要離開楊柯了，有
壹種‘請君多珍重’的潛臺詞，江湖再
見。而實際生活裏那時候我們也快結束
拍攝了，正好把這種情緒帶入在兩個人
的這段對話中，挺有感觸的。”
沈廣順“壹慘到底”
角色太慘了，片場都憋得慌
王驍在另壹部劇《巡回檢察組》中
飾演的“暴躁老哥”沈廣順則與楊柯完
全不同，生活失意，背負秘密，日常以
“暴躁臉”示人。沈廣順在咬舌前抱著
母親喊“媽媽，媽媽”的片段也壹度感
染了觀眾，“沈廣順這幾聲媽媽，把我
喊哭了”。不光觀眾看劇替他憋屈，連
王驍自己都連喊“憋得慌”——“我每
天在現場，甚至於沒出工的時候就開始
憋得慌。”王驍說，“這個角色沒有出
口，從頭到尾都這樣，只有在喝多了的
時候可能稍微麻痹壹會兒，他太慘了。
其實我迫不及待地想抽離這個角色。”
死咬秘密不能說的沈廣順非常容易
暴躁，拍桌子、拍磚頭、掄鐵棍，王驍
對他的暴躁格外理解：“謠言、秘密、
傷害、家人的離去等等很多原因，致使
他壹點就著，所以大家看劇的時候雖然
覺得他暴躁，也不會覺得他無理。”而
沈廣順掄鐵棍也成了讓王驍印象很深的
壹場戲，“劇組給我準備了壹個特別

沈、40 米長的大鐵棍，我掄著它飛奔。
那個過程中我給自己的設定是大聖孫悟
空，包括最後拿著棍子戳在地上站在那
兒的時候，我的心理支撐就是悟空，我
覺得那是大鬧天宮的樣子。”

金歲月》四部作品陸續和觀眾們見了面，
每部作品的角色都有著截然不同的展現。
而談及壹直在演配角會不會遺憾，王驍說
：“我只對曾經沒有拿到的角色會有些小
遺憾，但最多也就是幾天，在今天此刻是
沒有什麼遺憾的，也不會因為是配角而去
遺憾，但會去向往更好的角色。”
演戲不分大小
《巡回檢察組》和《流金歲月》同
不會因為是配角就有遺憾
2020 年王驍帶著《三生三世枕上書 時播出也讓王驍收到了不少評價，“戲
》、《三叉戟》、《巡回檢察組》和《流 播出以後我發現身邊人的朋友、家人，

透過銀幕看到自己

《來都來了》

由劉奮鬥執導、張壹白
監制的電影《來都來了》定
檔 2021 年 4 月 1 日上映。影
片主演包括範偉、廖凡、佟
麗婭、黃璐、喬杉、包貝爾
、杜江等,“來都來了”的片
名取自於人們生活中常用的
熟語,目的是讓觀眾們能夠透
過銀幕看到自己。
“老弟,這壹年,過得不
順是不是……”預告開頭
範偉的臺詞戳中無數觀眾
的心思,2020 年過得都不容
易?“工作沒了、麻煩多了、
心態崩了、世界亂了……”
寥寥數語高度概括這壹年來
大家的心路歷程。“來都來

了”是中國人常用的四字俗
語,類似的還有“大過年的”
“孩子還小”“都不容易”
等等,這些俗語活躍在我們日
常生活的各種場景,它們表
現了國人在遇到問題時習
慣於無條件、無原則妥協
退讓的人生態度。影片以
“來都來了”作為片名,是
壹部典型的中國式社會話
題電影,每位國人都能通過
觀看電影想起自己的親身經
歷,體會到真切的情感共鳴。
影片導演劉奮鬥表示:“這部
話題喜劇探討了當中國社會
迅速向城市化邁進時,農耕文
明的熟人文化被打破,舊有

很多父母們都很愛看，包括我自己的父
母。我真的很樂意去為他們演戲，讓他
們好好看。”
生活中的王驍遇到喜歡的美食和音樂
，也會分享到社交平臺上。“音樂上沒有
什麼特定的偏好，從青少年時期壹路也從
搖滾走過來的，但慢慢接受的東西越來越
多，隨著生活的變化還有心智的成長，喜
愛的東西也就越來越寬泛了，現在可以寬
泛到交響樂到小號獨奏，都喜歡。”

《陽光之下》
國產劇女性視角創作維度正在打開
根據網文 IP 改編的刑偵劇《陽光
之下》上線十天，點擊量已超三億，
其相關話題迅速占據微博、抖音等熱
搜榜單，成為 2021 年率先引爆的熱議
話題劇。
與小說原著的言情路線不同，電
視劇以懸疑、犯罪為主線，保留主幹
故事的同時淡化了感情線，講述了女
主角柯瀅歷經重重困難，協助警方終
以正義戰勝邪惡的故事。《陽光之下》
從反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女主角人物設
定出發，蔡文靜飾演的柯瀅兼具高智商
和頑強的意誌力，塑造出壹個全新的精
彩女性形象，從而打開了國產劇女性視
角創作的全新維度，備受好評。

的習俗和新的文明秩序發
生強烈的碰撞。”
《來都來了》是劉奮
鬥、張壹白繼《開往春天
的地鐵》後的第二次合作
。影片導演劉奮鬥有著獨
樹壹幟的創作風格,曾有多
部作品入圍並獲得國際電
影節重要獎項。擔任本片
監制的張壹白,被譽為最具
有商業價值及眼光的導演
和監制,其監制的影片《後
來的我們》《來電狂響》
均成為檔期票房冠軍,擔任
總策劃的《我和我的祖
國 》《我和我的家鄉》總
票房近 60 億元。

通過充滿張力的故事敘述，塑造
了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女性角色
劇集《陽光之下》有壹條充滿戲
劇張力的故事敘述線：柯瀅原本在高
校任職，擁有愛她的父母、朋友和戀
人，事業和感情都很順遂的她意外遭
遇了逃犯申世傑的脅迫。後來，窮兇
極惡的申世傑通過整容，改頭換面為
衣冠楚楚的總裁封瀟聲，把柯瀅拉入
了生活的無邊黑暗中。
劇中，反派封瀟聲犯罪施暴時像
壹個恐怖的“瘋子”，有時又像壹位
需要被精心照顧脾氣的“大小姐”。
彭冠英的表演屢上熱搜，僅其眼神變
化就被截圖成各種表情包，這個反派
的表演絲絲入扣，精準傳遞出這個喪
心病狂罪犯的復雜性和層次感。封瀟
聲對柯瀅的控制無所不用其極——竊
聽、監視、威脅、折磨花樣百出，堪
稱《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的“進階
版 ”，罪行更可怕、手法更殘忍。而
最可貴的是，柯瀅無論遭遇怎樣的脅

迫，都盡可能保持理智和清醒，並且
從未放棄反抗。
編劇在劇中借柯瀅之口，吟誦壹
段《堂吉訶德》的佳句，試圖道出女
主角的心聲。“此刻，誰在世上奔走
哭泣，誰在世上橫行施暴，妳睜開眼
，眼中只有憐憫弱者的哭泣，妳閉上
眼，眼中只有巨獸咆哮的風暴，這世
界需要拯救，需要偉大的堂吉訶德騎
士。”面對可怕的“精神囚禁”，柯
瀅以堂吉訶德自喻，堅信自己將走出
黑暗的牢籠並重新活在陽光之下。
從劇集開篇時，柯瀅從遭遇惡徒
劫車時的驚恐，到用刀刺殺歹徒自衛
時的堅毅和果決，再到開車逃跑卻撞
到歹徒時的慌張，在短短五分鐘時間
內，眼神與情緒的跌宕起伏已經讓壹
個新穎的“大女主”形象“站”在了
觀眾眼前。到第十集時，溢滿水的房
間裏，柯瀅手持電線要與“惡魔”同
歸於盡的剎那，這個女性身上的堅韌
和頑強迸發出壹道光芒——即使已被
鎖進“人間地獄”，也能為家人、愛
人以及學生義無反顧，殊死壹搏。女
性不再是逆來順受的弱者，柯瀅展現
出的是人性深處的勇敢與不屈，讓網
友“揪心又嘆服”，紛紛表示“這樣
的大女主劇，請多些再多些”。
王勁松提前“下線”
引人淚目，“新面孔”
和黃金配角演技不俗
在改編過程中，
《陽光之下》將網文中
的男女情感視角，擴充
成了更豐富的大全景視
角。其中，“線人”外
賣小哥小武以及公安戰

線群像的塑造都十分出彩，也為影視
文本增加了許多新看點。
劇集中，在公安局陳警官的培養
之下，小武從外賣員成為壹名潛伏在
黑惡勢力中的臥底。濃眉大眼的熒屏
“新面孔”劉凱，不僅演繹充滿正義
感的熱血青年極具說服力，也呈現了
小人物身上幽默風趣的壹面。比如當
匪徒刀尖卷款潛逃時他受到牽連，即
使被別人打得鼻青臉腫，也能會心壹
笑；又如當老油槍召集小弟們開會時
，小武因為送外賣耽誤了時間，被其
他兄弟壹頓指責，他依舊嘻嘻哈哈毫
無悔意。如此大大咧咧的性格，讓小
武很快贏得了封瀟聲的信任。
值得壹提的是，王勁松、嶽旸、
馮雷、薩日娜等實力派演員甘當綠葉，
為《陽光之下》貢獻了不少屬於配角
的高光時刻。王勁松飾演的陳警官盡
管戲份不多，卻留下了前十集中最催
人淚下的片段——當他被匪徒開車撞
擊後，奄奄壹息、滿臉血跡的他用眼神
示意作為目擊者的小武趕緊逃跑，這位
睿智、善良的警官倒在了風雨交加的夜
晚，彈幕中飛過無數條“陳警官別走”
，道出網友對好演員的激賞與不舍。而
正是在陳警官的引領和感召下，小武從
善良正直的小青年最終成長為與黑惡勢
力抗爭到底的熱血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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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獎影帝達斯汀霍夫曼監製

《謎宮》懸疑刺激

義大利金像獎好評不斷！《謎宮》（英文片
名：Into the Labyrinth）由奧斯卡影帝達斯汀霍夫
曼監製、《霧中的女孩》團隊共同打造，懸疑刺
激媲美《佈局》！《謎宮》講述一位名叫莎曼珊
的年輕女孩在醫院裡醒過來，她不僅受了傷，也
沒有任何記憶。莎曼珊在 13 歲的時候被綁架，並
且被囚禁了十五年，而在她身旁的是專精於犯罪
心理的專家葛林博士（達斯汀霍夫曼 飾），他
相信莎曼珊被綁架的答案就藏在她的記憶中！在
找尋答案的過程中，莎曼珊一直提起一座迷宮，
案情也因此陷入膠著。就在某天，多年前曾接觸
過莎曼珊一案的偵探（托尼瑟維洛 飾）突然現
身，並且帶來一絲線索…《謎宮》以兩大影帝為
主演，托尼瑟維洛飾演時日不多，卻一心想要找
出兇手的偵探；而達斯汀霍夫曼則飾演專精於犯
罪心理的專家，兩人必須搶先在對方破解謎團之
前，將犯人逮捕歸案！
《謎宮》為導演多納托卡瑞西自編自導，不

僅在義大利金像獎中得到好評，更獲得義大利國
家電影新聞記者協會獎最佳原創劇本入圍，《謎
宮》不僅有兩影帝同台飆戲，有「義大利未來之
星」之稱的瓦倫緹娜貝兒（Valentina Bellè）在電
影中演出少女莎曼珊，其中被囚禁於暗室，僅穿
著一件細肩帶洋裝脆弱的倒在地下的畫面，以及
爾後的反轉演技，令義大利觀眾讚嘆，她說到：
「我讀完劇本後十分喜歡莎曼沙這個角色，她美
麗又聰明，讓我完全著迷，能演出這個角色讓我
十分高興！」而有「義大利影帝」之稱的托尼瑟
維洛則表示與達斯汀霍夫曼共事的時光簡直無與
倫比，身為這個時代的傳奇演員竟毫無架子，甚
至流露真情的在片場大聊特聊！
托尼瑟維洛說到：「和達斯汀霍夫曼一起共
事的時間很快樂，他總是提早一個小時至半的小
時到現場做準備，也會和大家聊天，有一次甚至
告訴大家他從影至今最後悔的就是拒絕了費里尼
的電影邀約！」

丹史蒂文斯《舊愛靈靈妻》享齊人之福

萊絲莉曼恩竟成 「壯陽靈藥」

由 茱 蒂 丹 契 （Judi Dench） 、 丹 史 蒂 文 斯
（Dan Stevens）、萊絲莉曼恩（Leslie Mann）與
艾拉費雪（Isla Fisher）領銜主演的瘋狂愛情喜
劇《舊愛靈靈妻》（Blithe Spirit），即將於本週

五（1/8）於台灣歡樂獻映。被暱稱為「大表哥
」的丹史蒂文斯，這回大享齊人之福，在片中一
邊摟著現任妻子談情說愛，一邊與意外招魂回來
人世的前妻亡靈暗地幽會，當起「時間管理大師

」。這回能被兩位美女影星包圍，也讓丹史蒂文
斯樂得笑說：「我很享受扮演這個角色！」有趣
的是，曾演過《購物狂的異想世界》（Confessions of a Shopaholic）的艾拉費雪，這回從購物
狂變控制狂，讓老公丹史蒂文斯心累頻倒陽；反
觀意外招回的「鬼妻」萊絲莉曼恩，外表美艷個
性潑辣，反而勾起老公的慾望，誤打誤撞成為
「壯陽靈藥」。這場各顯神威的「老公爭奪戰」
，絕對是觀眾在今年的第一部歡樂喜劇首選！
《舊愛靈靈妻》改編自「英國天才劇作家」
諾爾寇威爾（Noel Coward）的經典同名劇作，更
是歐美劇場界「每逢十年就要重演」的經典代表
作品。這回翻拍成電影版，請來曾演過影集《唐
頓莊園》（Downton Abbey）的「大表哥」丹史蒂
文斯領銜主演。他這回詮釋腸枯思竭的劇作家，
不僅腦袋無能，更因為老婆是個控制狂，讓他疲
於應付，因此慘變性無能。上下都無能的他，卻
因為一場招魂儀式，意外招回前妻亡靈，早上帶
著前妻搭船郊遊共享兩人世界，晚上回家又可以
抱著現任妻子甜言蜜語，讓他開始當起「時間管
理大師」，卻也惹得兩個妻子對此展開攻防。
丹史蒂文斯在受訪時表示，自己一直都是諾
爾寇威爾的粉絲：「一旦你看過他的作品，就會
懂我的心情。這個作品不僅建立在可能會真實發
生的背景，更加上許多天馬行空的幻想，這也是
它為何能成為經典的原因。」至於能被兩位美女
環繞，他也笑說：「我很享受扮演這種自戀角色

，再加上瘋狂、超自然的三角戀，一切都太有趣
了！」
有趣的是，《舊愛靈靈妻》當中的兩位妻子
，分別由艾拉費雪與萊絲莉曼恩聯手演出，兩大
喜劇天后的精彩攻防，勢必將讓觀眾捧腹大笑。
飾演男主角的現任妻子的艾拉費雪，這回從《購
物狂的異想世界》中的購物狂，搖身一變成為讓
人「心」苦的控制狂，甚至還把老公逼得倒陽，
得吃補藥才能「滿足」她。沒想到老公卻在一場
招魂儀式當中，意外招回萊絲莉曼恩飾演的美艷
鬼前妻，也因為她美艷的外貌，不僅立刻勾起男
主角的慾望，成為「壯陽靈藥」，片中還大展潑
辣性格，拿出大剪刀威脅男主角，只要不乖乖聽
話，就要把他給「喀擦」！這場兩女搶一男的瘋
狂「老公爭奪戰」，究竟誰輸誰贏，值得觀眾進
場一探究竟。
這部年度必看爆笑愛情喜劇《舊愛靈靈妻》
，即將在本週五（1/8）於全台歡樂獻映！本片
劇情描述文思枯竭的作家，為了新書取材，竟將
腦筋動到怪力亂神，邀請靈媒阿卡蒂夫人到他家
舉辦招魂儀式。只是他萬萬沒想到，這場招魂竟
讓他已經去世的亡妻艾薇拉因此還魂在他眼前…
。眼看查爾斯與艾薇拉的亡魂即將舊情復燃，現
任妻子露絲在擔憂老公「人鬼外遇」之際，卻發
現艾薇拉竟打算把自己的老公一起拖入陰間。於
是，露絲決定再找那位靈媒求助，想要揭發艾薇
拉的陰謀，沒想到卻引來更大的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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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日本
这些优势太突出了
继悉尼、洛杉矶、温哥华等国际大都市
以后，2015 年开始，中国的房产投资者瞄准
了东亚邻国——日本，大规模进军日本房地
产商市场。很多人去日本投资房产，也有很
多投资者向太平洋出国咨询：在日本买房就
能直接移民吗?
答案是：买房不能直接移民，移民必须
要满足特定的条件才能移民。
伴随着教育免费化、医疗的领先、福利
的完善，加上现在日本有奥运会、世博会等
利好，日本已经成为移民首选国家。那么到
了日本之后，会有哪些优势呢?
享受社会福利的基本条件：外国人在取
得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可与日本国民一样
，加入日本的社会保险体系，正常缴纳保险
，享受相关的社会福利。广义的社会保险包
括狭义的社会保险和劳动保险。狭义的社会
保险指的是起到医疗保险作用的健康保险，
以及提供养老金保险的厚生年金保险。
一、 生活、医疗的优势：
日本医疗技术在世界一流，完善的国民
健康保险可以去除全家的后顾之忧。在日本
看病国家负担费用的 70%，而且自己负担的
30%中最多只需要承担 88000 日币。而且日
本的商业保险非常的发达，每月 500 人民币
的保险就可以解决得重大疾病及入院费用。
二、 社会保险的适用范围
社会保险以公司法人为单位计算缴纳，
在法律上分为强制加入的【强制适用事务所
】以及任意加入的【任意适用事务所】两类
。
三、 小孩可以在日本接收教育
没有中长期签证的人自己的孩子是不可
以在日本接收教育的。有了签证以后孩子不
但可以在日本接收义务教育，而且所有的福
利都和日本人一样享有。
日本拥有众多世界一流的大学，因此，
移民日本可以使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小学
，初中学费全免，持有投资类签证的子女在
就读日本大学时，其学费只是国外留学生的
1/3 至 1/5，而且不受留学生配额的限制，因
此进入世界大学的机会将远远超过国际留学
生。
四、 日本护照优势
日本的护照是世界上最好用的护照之一
，免签国家数甚至超过美国。
五、 资金安全的优势
申请人的投资金额不是投资在政府制定
某个指定账户上，而是存在申请人自己在日
本开设新公司的账户里，所以资金也相当安
全。
六，办理时间短
日本投资移民申请人一般只需要 2-3 个
月即可获得日本入管局核准，3 个月即可拿
到准移民签证(随着申请人数的快速增长，
这一审理速度可能会有所不同).
日本经营管理者签证申请要求：
在日本成立并经营株式会社：a、投入
不少于 500 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 33 万元）
的注册资金成立公司；b、在日本有固定的
办公场所；c、明确可持续性的经营内容；
具备企业管理经验；
无犯罪记录。
TIPS
1、办理日本经营管理签证最快仅需 4 个
月即可成行，无年龄、语言、学历及资产要
求限制，仅需购置房产作为民宿租赁运营，
资金全权可自由调配，还可获得最低年利率
0.9%的住宅贷款。
2、申请人即可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
福利待遇，5 年即可入籍，10 年拿永居。
3、高度发达经济体的优厚福利、亚洲
首屈一指的顶级教育、公立幼儿园至大学的
学费全免、享誉全球的优质医疗、健康的饮
食及生活环境！
4、日元的避险属性也是很多人安心在
日本置业的原因之一。

移民职业解析
IT 人员想要移民加拿大的几大理由？
随着移民加拿大、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
移民在北美国家的影响力逐日不容小觑。
其中来自中国的IT工作者更是为美国和加拿大
的高科技企业输送了一批批人才。
而最近美国时代周刊发布的2020年年度商务人
物就是华人移民--视频会议软件Zoom创始人袁征！
了不起啊，今年的年度人物可是拜登和他副手
哈里斯！
因为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球居家办公人数剧
增，袁征公司开发的Zoom下载量也因此暴涨。
Zoom的股价也一度涨至588美元高点，袁征身
价以193亿美元位列彭博富豪榜第89名。
而袁征最开始就是以工程师的角色来到美国追
求科技梦。
近年随着加拿大科技类移民人数的增加，科技
行业俨然成为整个加拿大发展最快的行业，它的吸
引力正在逐步赶超美国硅谷！
上次美国限制签证，加拿大科技企业还去硅谷
秀了一波。在硅谷投了广告牌想明目张胆的“挖墙
脚”，别说还真挖到一些硅谷人才。
就连已经在硅谷的科技人才也在往加拿大跑，可
见加拿大正走向世界各地IT科技人才的视野里了！
为什么IT科技工作者都想移民加拿大？
我们从主观和客观方面来了解下。
主观原因从接触到的朋友反馈来说，主要是自
己职业发展、家庭压力、养老等方面的，对现状的
吃力及对未来的规划。
1. 国内竞争压力大
在高压的职场氛围下，程序员们经常描述自己
是忙的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工作假日，甚至忙到没
空吃饭、喝水、上厕所，没时间陪老婆孩子。
在这种状态下，还必须不停的更新自己的IT知
识，才能不被淘汰。很多时候显得力不从心，没法
持久地以这种状态经营职业。
2. 家庭无法兼顾
也正是国内IT行业的竞争激烈，大家不得不花
费全部精力在职场上。
家庭的责任根本兼顾不上，都不知道孩子读哪
个班，去学校的路也格外陌生，老婆也没时间关心
，过年过节送礼物啥的也靠不上，更别提对老辈的
照顾了。
3. 身体吃不消，健康告急
不得不说对身体的损耗确实太大。颈椎病、脂
肪肝、腕关节炎等是比较常见的，而国内从事IT工
作的人因为赶进度猝死的新闻也屡见不鲜。
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激起你的焦虑感，而
是摆在IT人面前的事实。
尤其是干了几年后的人，不会像刚进入互联网
IT行业的年轻人，一腔热血，满身使不完的劲了。
4. 养老规划
有的IT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不免灵魂发问，
“我能以这种状态干到退休吗”、“等我干不
动了怎么办”、“我能换个工作，不干IT吗？”
可能大部分人还是很热爱这个行业，它提供了
不错的薪资，让人视野更开阔，每天都有激情，能
学到很多新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它让人持续不断的
产生成就感。
“我还想继续干这个，但怎么能减少或避免这
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有时间、有精力来分担照顾

家庭的重任？并有一个相对安逸、体面的晚年生活
？”
不少IT人开始将目光投向移居海外。如果说到
移民国家IT方面的吸引力，不得不提加拿大了。
我们从客观角度聊聊加拿大IT行业发展、薪资
及针对IT人员利好的移民政策。
1. 加拿大IT行业前景浅谈
如今，加拿大的科技行业正在蓬勃发展，加拿
大很多热门城市都在打造自己成为人工智能、可持
续能源技术等未来技术的重要国际平台。
而加拿大技术人才的增长态势也十分喜人，据
CBRE近期一份关于技术人才分析报告显示，加拿
大多伦多全球排名第四，仅次于美国的旧金山湾区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西雅图。
报告显示，多伦多在过去五年一共新增了
66900个技术职位，增长率达到36.5%，甚至超过了
第一名湾区。
确实在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巨头来
到多伦多发展业务，提供了大量的IT从业岗位，比
如亚马逊、Google、Facebook等。
而尤其在今年，加拿大存在大量IT职业的人才
空缺，职业主要包括有软件开发员、程序员、IT项
目经理、数据分析师、IT业务分析师、网络管理员
、软件工程师、技术支持专家等。
2. 加拿大IT行业薪资浅谈
根据上面报告提到多伦多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工
资，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 11.2%，达到平均年薪
84986加币。
拿软件工程师为例，目前加拿大平均时薪中位
数是$45.67，最低$28.85，最高$67.31，在其他省的
具体时薪情况可见下图：
大家稍微算算就知道年薪是相当可观的。加拿
大软件工程师年薪中位数差不多就是报告上提到的
平均年薪。
下面再放2张IT有代表性职业的工资表供大家
参考：
电脑工程师（NOC 2147），可代表国内计算
机硬件工程师、无线通信网络工程师等。
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经理（NOC 0213），可代
表国内信息系统经理、软件开发经理、数据中心经
理等管理岗。
3. 针对IT人员利好的移民政策
随着加拿大科技行业发展的强劲势头，劳动力
市场存在了大量IT类职业的人才缺口。加拿大也为
这类人才推出了很多专门的移民途径来吸引他们。
而且，随着美国对技术类移民的限制越来越紧
，很多准备移民或已身在美国的技术人才因为身份
及职业前景考虑，都将目光转移的了加拿大。
因为相较于在美国发展自己身份和前景的不确
定性，加拿大的移民程序更宽松、简单、透明。加
拿大也一直秉承着开放、友好的移民政策吸引世界
各地的技术人才。
比如专门启动全球人才工作签证（GTS）来吸
引科技人才，仅需2周，这类高精尖IT人才便能拿
到工签来到加拿大工作。
还有联邦的技术移民以及各省的省提名项目，
比如 BCPNP 的技术试点项目，安省省提名的 Tech
draws等等。
IT人员如何选择这些移民项目？

这里不得不提到需要根据不同IT人员情况来选
择，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
1.联邦EE技术移民（适合年纪轻、英/法语很好
、学历高的）
它的优势在于申请流程简单，周期短，无管理
经验、资金来源、投资等要求，名额充足，无紧缺
职业列表限制。获得永居后无工作要求，无居住地
限制。
而且，它对申请人费用要求低，不过对申请人
学历、语言和年龄有较高要求。
比如说如果你雅思CLB9、硕士、29岁以下，
工作三年就很有可能被邀请申请永居。
反正我光是看到雅思CLB9就感觉差点过去。
2. 安省省提名 Tech Draws（适合以下特定 IT
职业）
既然多伦多的科技行业发展好，IT从业人员多
，那我们先来看看安省这个Tech Draws，它隶属安
省省提名的优才类。
安省希望帮本地信息技术行业吸引高科技人才
，所以启动这个项目来抽取特定职业的人让他们快
速移民。
适合以下职业的人：
软件工程师和设计师（NOC 2173）
计算机程序员和交互式媒体开发人员（NOC
2174）
电脑工程师（NOC 2147）
网页设计师和开发人员（NOC 2175）
数据库分析师和数据管理员（NOC 2172）
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经理（NOC 0213）
3. BC省省提名Tech Pilot（适合以下紧缺职业
）
BC省开启这个试点的目的跟安省一致，不过
它针对的紧缺职业有所不一样，它包括了以下29种
紧缺职业，比如平面设计、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
师等。
为了尽快邀请到高技术人才，BC省提名科技
试点要求分数比普通技术移民低，处理速度也比普
通的省提名项目要快。每一到两周都会抽签。
在这提一嘴，对于在做移民打算，又在研究的
人来说，不知道是否有这个困惑，不知道自己的职
业应该归到哪个NOC代码？
其实这里面也是有学问的，如果对自己 NOC
code的判别失误，那么你的移民申请是很有可能被
拒或退回的，这个细小且重要的细节之一可以体现
移民顾问的重要性啦。
4. 大西洋四省移民试点AIPP（适合条件不那
么突出的）
AIPP作为被公认加拿大门槛最低、性价比最高
的移民项目之一，因而受申请人青睐。
它也有针对海外技术工人的类别，而且在大西
洋四省IT从业者属于比较容易匹配雇主的职业，要
求相比上面这些项目会要低一些。
低在哪些方面？学历、语言要求低，工作经验
要求低，仅需一年工作经验。
另外因为这个是政府支持的试点计划，会有单
独的移民申请审核通道，所有流程办完仅需1年左
右即可拿卡。
而且作为枫叶之路主力项目，成功率极高，你
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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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叱咤風雲》2 分鐘正式預告曝光

昆凌眼神超殺
曹佑寧傻萌
由劉畊宏、彭康育製作，周杰倫
監製，陳奕先導演，斥資 3 億的亞洲
首部賽車電影《叱咤風雲》自拍攝期
就引起相當大的關注，終於在今日
（6 日）官方發佈《叱咤風雲》正式
預告及正式海報。2 分鐘正式預告中
女主角昆凌身穿專業賽車服，戴上專
屬安全帽眼神殺氣騰騰，曹佑寧則是
傻萌的開賽車暈車狂吐，模樣超可愛
，他笑說：「一個玩賽車模擬遊戲的
宅男第一次開真的賽車總是會需要一
段時間適應吧！我有努力在抓感覺了
，劇情裡有 Hannah（昆凌）陪我一起
練車，她又是我暗戀的對象，不能漏
氣。」范逸臣開賽車時竟然眼神突然
失焦，下一秒慘遭高英軒猛烈衝撞，
瞬間翻車的畫面驚心動魄，最後周杰
倫駕駛全台唯一有改裝車神簽名的
RWB 甩尾出場，王俊凱驚喜現身對著
周杰倫嗆聲：「你的不敗紀錄，就到
今天為止了。」預告精彩度狂飆，讓
廣大粉絲期盼電影上映。
正式預告開場就看到昆凌駕駛跑
車奔馳在賽道上，女賽車手的帥勁從
開場就電翻觀眾，昆凌分享拍攝心情
：「電影中飾演的莉莉是一個很有態
度、非常酷的人，她一直想在賽道上
爭取男女都是同個起跑線，都可以當
賽車手而不是賽車女郎，所以電影中
有很多時候會懷抱持著絕對不能輸的
女強人氣勢，咬著牙拼下去，這幾個
點跟我蠻像的。」電影中與昆凌在同
一個 Lions 車隊的曹佑寧也表示，昆
凌與角色的好強個性有很多相似的地
方，曹佑寧笑說：「有一次拍片空擋
大家在休息時，突然聽到外面有車子
甩尾的聲音，我們一開始以為是教練

在表演，沒想到走出去看，居然是昆
凌在賽道上甩尾，我想說天哪！Hannah 在甩尾耶！真心佩服她那顆不服
輸的心和膽量。」
許久未出現在大銀幕上的范逸
臣，此次也於電影《叱咤風雲》中
主演一位曾替風靡一時的 Lions 車隊
贏得勝利，成為人人崇拜的「車王
」李一飛。范逸臣分享當初會想要
接下角色拍攝賽車電影是因為內心
一直有種很瘋狂、想要挑戰極限的
特質，加上電影中許多畫面都是需
要親自駕駛專業賽車，心中有一股
在賽道上奔馳的「賽車魂」被激發
。他分享： 「 拍 攝 電 影 時 ， 導 演 為
了事先讓我們體驗真實賽車的速度
感，除了親自駕駛外，也有特地安
排坐在真實賽車手旁邊體驗真實賽
車，發現他們有很多開車技巧是平
常人不曾用過的，在每次過彎時，
車子都會有一種隨時要失控打滑的
錯覺，但最後卻又穩穩的駛出彎道
，體驗下來真的內心相當激動。」
電影《叱咤風雲》總預算斥資
超過 3 億，由周杰倫監製，劉畊宏、
彭小刀製作，星泰國際娛樂發行，
陳奕先導演，請來昆凌、曹佑寧、
范逸臣、柯有倫、高英軒等人主演
。故事描述賽車模擬器冠軍杜傑克
（曹佑寧 飾）為了暗戀已久的女神
呂莉莉（昆凌 飾）挑戰從未接觸過
的真實賽車，車王李一飛（范逸臣
飾）看他毫無賽道經驗，不過是個
愛玩遊戲的宅男，對他嗤之以鼻，
卻沒想到不被看好的杜傑克竟然有
意想不到的表現。電影《叱咤風雲
》將於今年 1 月 16 日正式上映。

林心如爽送 PS5 大禮

李李仁 「安狄」 樂祝 47 歲

OTT 延長國片賞味期
跟播台劇吸年輕人嚐 「台味」

OTT （Over-The-Top， 串 流 媒 體 服
務）平台在早在幾年前已是視影產業趨
勢，在疫情時代下更加蓬勃發展，許多
國片才上檔沒多久，就在 OTT 平台露出
，顛覆以往電視或網路族群，要等下檔
一陣才能觀看的現象。縮短了院線與影
音平台上線時間，不只讓許多不敢在群
聚空間觀看的民眾欣賞，也能讓影迷在
家二刷回味，無形中延長了電影的賞味
期限。
去年好萊塢大片因疫情關係紛紛延
期，意外帶動國片討論聲量。2020 年 9
月底上映的破億票房國片《刻在你心底
的名字》，兩位亮眼帥氣新星，加上動
人同志初戀故事，成為年度最強黑馬，
於去年底上線 Netflix；去年 11 月才上檔
的《孤味》，以口碑獲得極佳迴響，在

第 67 屆金馬獎上大放異彩，上映才兩個
月的時間也將出現在 OTT 平台上。
三部由吳慷仁主演的金馬國片《狂
徒》、《引爆點》、《小美》，不僅有
精彩的打鬥場景，還有驚悚詭譎的懸案
疑雲最；另外創下超過 7 千萬票房的恐
怖片《馗降：粽邪 2》，都在上周上線
影音平台。OTT 不僅打破了時間窠臼，
結合智慧裝置（如手機、平板等），更
消除了過去媒體收看的空間限制。
除了電影，多部台劇也與OTT平台合
作，採用同步跟播方式，例如《返校》、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以及講述青年
負債議題的《大債時代》，翻轉過去由
TV 媒體獨大的方式，讓台劇或國片不再
受限單一媒體管道，吸引許多不再看電視
的年輕族群嚐到在地「台味」。

林心如、李李仁主演「迷失安狄」，
5 日在台北舉辦首映會，適逢李李仁將於 6
日滿 47 歲，全體劇組人員則共同為他獻上
蛋糕提前慶生，蛋糕上還有他與他所詮釋
的「安狄」的翻糖人偶，林心如更送上
PS5 當禮物，讓李李仁開心直呼「我兒子
一定跟我一樣很開心，謝謝心如阿姨」。
李李仁的妻子陶晶瑩擔任首映會主
持人，當場幽默虧他「我們家本來都是
禁止玩電動，因為他們父子之前玩太兇
了」，逗得李李仁哈哈大笑，李李仁則
爽快將 3 個願望全都獻給「迷失安狄」
，「這部電影可說是我生涯的代表作，
我所有願望都給這部電影，希望票房長
紅」。李李仁提到明天生日不會特別過
，但會上陶晶瑩的電台節目，也笑稱陶
晶瑩之前已送他一把吉他以及一件羽絨
外套。
李李仁在片中飾演跨性別者，必須挑

戰戴假髮、扮女裝，獻出有史以來最撫媚
的表演，就連陶晶瑩都開玩笑說：「他在
家會偷穿我的衣服，一度太入戲，還拿我
的衛生棉。」讓李李仁嚇得趕緊澄清說
「絕對沒有」，但說如果親朋好友之後要
找他辦變裝趴，他還是會考慮扮女裝。林
心如同時也是該片監製，她自爆為該片選
角考慮很久，劇組有人建議找一向粗獷豪
邁的李李仁，不過林心如卻認為「以他的
形象，一定會拒絕我」，沒想到李李仁立
刻表示有極高意願，等看完劇本後才正式
接演。
林心如在片中飾演住在馬來西亞的越
南移工，還特別找老師，苦學越南話，
「我在口音上揣摩很久」，也說她包場已
經包了好幾場，身邊也有不少好友出錢為
她包場，至於對於票房的期望，她不敢多
想，僅希望這部電影能帶給更多人希望與
愛。電影將於 8 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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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趟青藏铁路是怎样的体验？

青藏铁路为什么是一条生态之路？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
。”一首《天路》，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知道了青
藏铁路。为什么叫它天路？它真的能上天吗？
青藏铁路虽然不能上天，却能把你带到离天最
近的高原上。它始于西宁，终于拉萨，经过海拔
4000 米以上地段 960 千米，翻越唐古拉山的铁路最
高点海拔5072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
坐上北京开往拉萨的 z21，第一感觉是稳。很
多绿皮火车摇摇晃晃，“叮咣叮咣”的声音充满车
厢，让人难以安眠。但这趟路线上的绿皮火车平稳
且安静，堪比高铁和动车。
后来了解到，从2010年开始，青藏铁路的施工
人员在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的环境下，近 7
年进行无缝钢轨换铺工作。2016年，全线1956公里
的青藏铁路实现了“千里青藏一根轨”，列车的平
顺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过了西宁，就算正式踏上了青藏高原。从西宁
开出不久，窗外能隐隐约约看到地平线上的蓝色，
那就是中国第一大湖泊青海湖。列车掠过湖的南侧
，窗外是大片草地和牛羊，乍然有一块儿光秃秃的
，定睛一看，是游客区。
每到七月，很多游客会来到油菜花田拍照。但
少有人知的是，油菜是外来品种，那里曾经是放牧的
草原。湖的北岸相对冷清，车上认识的青海姑娘给我
看了北侧的照片，依旧是牧民家中纯然的草原。
沿着柴达木盆地一路向西，大多数路段相当平
直。路过海子诗中的德令哈和我国最大的盐湖察尔
汗，日落开始变晚。晚上九点多，窗外还是一片明
亮，将近十点才渐渐黑下来。
晚上十点十分，列车到达了格尔木。很多人听
说这个地方，是通过《盗墓笔记》中阴森诡谲的格
尔木疗养院。
现实中的格尔木，可以说是一个因青藏线而兴
起的城市。因为青藏公路的通车，格尔木从只有几
顶帐篷的物资转运站，一跃成为青海省第二大城市

。
格尔木位于柴达木盆地的戈壁之中，年降水量
只有50毫米，且日照强烈。所以这里的人们定居下
来，第一件事就是种树，来改善居住环境。格尔木
的树木极其密集，即使是盛夏走在这里，也感受不
到戈壁的灼热。
此前西宁到格尔木的旅程相对平缓，真正的挑
战从这里刚刚开始。
从格尔木出发，青藏铁路由向西转向向南。一
路翻过昆仑山、唐古拉山，地势变化加大，地应力
急剧集中。格尔木到昆仑山口短短 150 千米的旅程
，海拔就上升了 2000 米，从 2800 米变成 4768 米，
唐古拉山更是超过5000米。无论是对列车还是对人
，都是极大的考验。
最鲜明的佐证，就是开始提供氧气了。列车经
过格尔木，开始弥散性供氧。因为氧气的缘故，烟
是不准抽的。如果睡在上铺，因为接近供氧口，能
感觉到呼呼的“风”吹过耳畔。
如果出现高原反应，列车员会过来递给你一包
吸氧管，插到供氧口上，40%的氧气可以吸个够。
自格尔木起，火车头也换了。列车需要更强的
动力爬坡，换成强劲的NJ2型内燃机车。
1979年，西宁到格尔木段的建设就已经完成。
然而直到2006年，格尔木到拉萨才通车。
虽然被统称为青藏线，但格尔木到拉萨段，修
筑的难度上升了不是一点半点。
首先，青藏铁路沿线海拔很高，每吸一口气得
到的氧气只有平地上的40%左右。在这种环境下，
施工人员生存尚且成为问题，更别提动工修路了。
工人们大多从平原来，先到西宁适应三天，再到格
尔木过渡一周，循序渐进地适应高原。
然后，青藏铁路沿线年平均气温在 0℃以下，
气温最低可达-45℃，气候变化多端，相当恶劣。
为了避免恶劣环境危害施工人员安全，青藏线
沿途建立了高压氧舱，和17座制氧站。施工期间，
没有发生一例高原病死亡事故。

但最令人脑壳痛的，还是多年冻土层。冻土遇
热融化下沉，遭冷冻结膨胀，会导致铁轨变形。一
旦铁轨变形超过5毫米，列车就有可能脱轨。
这里的冻土冬天坚硬如冰，但不像美国阿拉斯
加的那样常年不化，而是在夏天地表冻土就融化成
烂泥。当地居民深受其害，他们的房子经常因为冻
土冻融和受到损害，墙面出现大量裂缝。
房子尚且如此，火车怎么能得到稳定的铁轨呢
？其他国家冻土区修建的铁路，经常陷落得弯弯曲
曲。
我国科学家观察当地的房子得到灵感，在路基
中插一些水泥管通风，降温有奇效。但全线铺设水
泥管成本太高，很难实现。
随后，科学家受到碎石中古墓被冷冻保存的启
发，又发现碎石中的路基温度会比较低。夏季，风
从缝隙中穿过，带走了热量。于是，就地取材碎石
铺筑路基，成为了可行的办法。
在生态更为脆弱的地区，我们使用了液氮棒。
液氮的制冷原理跟冰箱类似，能起到冷却路基的作
用，自己受热上升，在管道顶部又遇冷凝结，再流
回底部，重复使用，无限循环，保持冻土经年不化
。
列车在夜里经过唐古拉山口。这里是青藏铁路
的最高点，对进藏的人来说，也是尤为惨烈的一关
。本就适应高原的青海朋友说，他们到西藏，过唐
古拉山都会高反。
凌晨一点，大半个车厢的人都醒了，哼哼唧唧
不绝于耳。有人呕吐，有人向列车员要来管子吸氧
，还有小孩子的嚎啕声。我也有些反胃，爬起来坐
在一旁的座位上。
一番折腾之后，车厢基本平静下来。透过车窗
望去，无尽的黑暗中，漫天星斗在无限闪耀。它们
离得极近，仿佛伸手就能摘下来一颗。
黑暗中，列车开过沱沱河。它是长江的源头，
从唐古拉山的各拉丹冬雪山奔涌而出，是条飒爽的
源流，呈发辫状恣意流淌在大地上。靠着列车微弱

的荧光，只能看到一条条黑漆漆的丘壑。
困倦了之后渐渐睡过去。早上一睁眼，外面的
画风就不一样了。
如果说五月的青海是青黑色调的，五月的西藏
就是白色的。雪山的帽子还没脱下，神气十足地向
你颔首。
列车的影子落在雪原之上，仿佛在云彩上面行
进。大朵大朵的白云快速地掠过极蓝的天空，枯黄
的草原上缀着一个个黑色小点儿，那是牦牛。
很多人经行青藏铁路的第一感受，可能是桥多
。一些原本不需要架桥的地方，也架起了高高的桥
梁。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这些桥梁是生命的通道。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
它既是中国和南亚的江河源区和生态安全屏障地，
又是中国乃至北半球气候的启动器和调节区。
火车越过昆仑山口，便进入了可可西里。游客
经常会望着窗外的羚羊类动物惊呼：“藏羚羊！”
其实，比起相对少见的藏羚羊，你看到的更可能是
藏原羚。最简单的区分办法，是看屁股。如果它背
对着你展现出一个白白的桃心形屁股，就是藏原羚
啦。
青藏铁路沿线，活动比较频繁的野生动物大约
有14种。种类不算太多，但数量很多，而且大都是
只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藏羚羊、藏野驴、野
牦牛、白唇鹿、雪豹、藏雪鸡、黑颈鹤等，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有岩羊、盘羊、猞猁、棕熊和斑头雁等
。
青藏铁路的建设，对这些野生动物的活动会产
生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具有长途迁徙习性的藏羚羊
。
每年6～7月，生活在青藏铁路东部三江源自然
保护区的数万只藏羚羊要穿越铁路至西部可可西里
自然保护区的卓乃湖产羔，8～9月再携幼羚沿原路
返回。
所以，青藏铁路在最初规划的时候，就给藏羚
羊等野生动物留下了迁徙的通道。
考虑到各种动物的迁徙习性，青藏铁路建造了
3 种不同的野生动物通道。有上方通道，缓坡平交
通道，桥梁下方通道，还有桥梁缓坡复合通道。33
处通道总长度达58446.46米，占青藏铁路格拉段总
长的5.3%。
另外，我们还在唐古拉山以南的路段，为当地
牧民建设了 200 处用于家畜通行的通道，这些通道
也可以作为野生动物通行的辅助。
多年来，科研人员与志愿者一直在关注着藏羚
羊的情况。在青藏铁路野生动物通道初建的2004年
，大多数藏羚羊需要在通道附近经过1～2天的聚集
、徘徊和适应后才能小心通过。
到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时，藏羚羊对通道已经
非常熟悉，大多数个体仅用半天就可顺利通过。现
在，每年穿越青藏铁路野生动物通道到卓乃湖产羔
的藏羚羊种群数量已达3万只以上。
铁路沿线还随处可见藏野驴、藏原羚等野生动
物觅食、嬉戏。事实证明，野生动物通道已得到藏
羚羊等野生动物的认知并被有效利用，青藏铁路已
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生态铁路。
青藏铁路不仅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也穿过三
江源保护区。为了保护脆弱的江河源头，奔跑在青
藏线上的列车是我国最早的集便式列车。每节车厢
下面的废水蓄水池可以容纳 500 升废水，足够乘客
冲 250 次马桶。到了车站，经由废水车抽走废水，
列车又没有负担地轻装上路了。
青藏铁路的车站、工区全面推行太阳能等清洁
能源的使用，尽量把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青藏铁路曾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工程。美国
现代火车旅行家保罗· 索鲁曾在《游历中国》一书
中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
。”如今，拉萨到日喀则的铁路都已经开通，拉萨
到林芝的铁路也在建设之中。
不过，这条天路依旧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
风带来的沙子被吹到碎石的缝隙中，碎石的制冷效
果就会全失。尽管做了多层防护，依旧很难阻止风
沙掩埋路基，只能时常人工清理。
青藏铁路的威胁，主要还是来源于冻土。全球
气候变暖，对冻土区的影响非常巨大。铁路是百年
大计，而50年之内，青藏高原的气温预计会上升2~
3摄氏度。
经行这段路程，雪域高原的风景壮美程度足
以震撼我心。希望这条通往拉萨的天路，能把更
多的人带到青藏高原来，完成更多人的梦想和热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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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詩歌協會 2021
2021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
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中)

陳華夫朗誦：
陳華夫朗誦
： 「多情的土地
多情的土地」」 。

雪山清流朗誦：
雪山清流朗誦
： 「昨天今天和明天
昨天今天和明天」」 。

蔡志雄朗誦：
蔡志雄朗誦
： 「故鄉 」 。

王臻真朗誦：
王臻真朗誦
： 「蒲公英的夢
蒲公英的夢」」 。

王麗朗誦組詩王麗朗誦組詩
- 「多情的土地
多情的土地」」 。

解妞妞朗誦：
解妞妞朗誦
： 「蒲公英的夢 」 。

喬峻朗誦：
喬峻朗誦
： 「蒲公英的夢 」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中國播音主持金話筒提名獎獲得霄灑朗誦： 「嘉峪關城樓
中國播音主持金話筒提名獎獲得霄灑朗誦：
抒懷 」 。

河南省演講與口才學會秘書、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史麗娟
河南省演講與口才學會秘書、
朗誦：
朗誦
： 「千年等候
千年等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