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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eptember, after six months of exhaust-
ing work battling the pandemic, nurses at 
Mission Hospital in Asheville, N.C., voted 
to unionize. The vote passed with 70%, a 
high margin of victory in a historically 
anti-union state, according to academic 
experts who study labor movements. The 
nurses had originally filed paperwork to 
hold this vote in March but were forced to 
delay it when the pandemic began heating 
up. And the issues that had driven them to-
ward unionizing were only heightened by 
the crisis. It raised new, urgent problems 
too, including struggles to get enough PPE, 
and inconsistent testing and notification of 
exposures to COVID-positive patients.
They’re far from alone in their complaints. 
For months now, front-line health worker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faced a perpetu-
al lack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or PPE, and inconsistent safety measures. 
Studies show they’re more likely to be in-
fected by the coronavirus tha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hundreds have died, accord-
ing to reporting by KHN and The Guardian.
Many workers say employers and govern-
ment systems that are meant to protect them 
have failed. Research shows that health 
facilities with unions have better patient 

outcomes and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inspections that can find and correct 
workplace hazards. One study found 
New York nursing homes with unionized 
workers had lower COVID-19 mortality 
rates, as well as better access to PPE and 
stronger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than 
nonunion facilities.

Members of the Union of American 
Physicians and Dentists went on a 
two-day strike in November asking 
for more N95 masks. MultiCare found 
another vendor for N95s and said it 
would provide them by mid-Decem-
ber.
“The urgency and desperation we’ve 
heard from workers is at a pitch I haven’t 
experienced before in 20 years of this 

work,” said Cass Gualvez, organizing di-
rector for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United Healthcare Workers West in 
California. “We’ve talked to workers who 
said, ‘I was dead set against a union five 
years ago, but COVID has changed that.’ “
Labor experts say it’s too soon to know if 
the outrage over working conditions will 
translate into an increase in union mem-
bership, but early indications suggest a 
small uptick. Of the approximately 1,500 
petitions for union representation posted 
on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website in 2020, 16% appear related to 
the health care field, up from 14% the 
previous year. In Colorado, SEIU Local 
105 health care organizing director Steph-
anie Felix-Sowy said her team is fielding 
dozens of calls a month from nonunion 
workers interested in joining. Not only are 
nurses and respiratory therapists reaching 
out, but dietary workers and cleaning staff 
are as well, including several from rural 
parts of the state where union representa-
tion has traditionally been low.
“The pandemic didn’t create most of the 
root problems they’re concerned about,” 
she said. “But it amplified them and the 
need to address them.”

In response to union actions, many hos-
pital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said work-
er safety is already their top priority, and 
unions are taking advantage of a difficult 
situation to divide staff and management, 
rather than working together.
Inside Mission Hospital
The nurses at Mission Hospital say admin-
istrators have minimized and disregarded 
their concerns, often leaving them out of 
important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hospital’s COVID-19 response. 
Early in the pandemic, staffers struggled 
to find masks and other protective equip-
ment, said nurses interviewed for this sto-
ry. The hospital discouraged them from 

wearing masks one day and required masks 
10 days later. The staff wasn’t consistently 
tested for COVID-19 and often not even 
notified when exposed to COVID-positive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nurses and a 
review of safety complaints made to fed-
eral regulators, the concerns persisted for 
months. And some nurses said the situa-
tion fueled doubts about whether hospital 
executives were prioritizing staff and pa-
tients, or the bottom line.
In a statement, Mission Health said it has 
adequate staffing and is aggressively re-
cruiting nurses. “We have the beds, staff-
ing, PPE supplies and equipment we need 
at this time and we are well-equipped to 
handle any potential surge,” spokesperson 
Nancy Lindell wrote. The hospital has re-
quired universal masking since March and 
requires staff members who test positive 
to stay home, she added.

Although the nurses didn’t vote to union-
ize until September, Waters said, they be-
gan acting collectively from the early days 
of the pandemic. They drafted a petition 
and sent a letter to administrators together. 
When the hospital agreed to provide ad-
vanced training on how to use PPE to pro-
tect against COVID transmission, it was a 
small but significant victory, Waters said.
“Seeing that change brought a fair number 
of nurses who had still been undecided 
about the union to feel like, ‘Yeah, if we 
work together, we can make change,’” she 
said.
Old concerns heightened
Even as union membership in most indus-
tries has declined in recent years, health 
workers unions have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Around 7% of health care and so-
cial services workers are in unions Experts 
say it’s partly because of the focus on pa-
tient care issues, like safe staffing ratios, 
which resonate widely and have only 

grown during the pandemic.
At St. Mary Medical Center outside Phil-
adelphia, short staffing led nurses to strike 
in November. Donna Halpern, a nurse on 
the cardiovascular and critical care unit, 
said staffing had been a point of negoti-
ation with the hospital since the nurses 
joined the Pennsylvania Association of 
Staff Nurses and Allied Professionals in 
2019.  

In Colorado, where state inspection re-
ports show understaffing led to a patient 
death at a suburban Denver hospital, SEIU 
Local 105 has launched a media campaign 
about unsafe practices by the hospital’s 
parent company, HealthOne. The union 
doesn’t represent HealthOne employees, 
but union leaders said they felt compelled 
to act after repeatedly hearing concerns.
In a statement, HealthOne said staffing 
levels are appropriate across its hospitals 
and it is continuing to recruit and hire staff 
members. COVID-19 is also raising en-
tirely new issues for workers to organize 
around. At the forefront is the lack of PPE, 
which was noted in one-third of the health 
worker deaths catalogued by KHN and 
The Guardian.  Nurses at Albany Medi-
cal Center in New York picketed on Dec. 
1 with signs demanding PPE and spoke 
about having to reuse N95 masks up to 20 
times. 
“An experience like treating patients in 
this pandemic will change a health care 
worker forever,” Givan said, “and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speak out, to go on strike and to union-
ize if needed.” (Courtesy https://www.npr.
org/)
KHN (Kaiser Health News) is a nonprof-
it news service covering health issues. It 
is an editorially independent program of 
KFF(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that is 
not affiliated with Kaiser Perman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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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Home!          Wear Mask!

For Health Care Workers, The Pandemic 
Is Fueling Renewed Interest In Unions

Nurses at Albany Medical Center picketed on Dec.1, asking for more person-
al protective equipment. They say they’re having to reuse N95 masks up to 20 
times. (Photo/Hans Penn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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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vot-
ed 232 to 197 to impeach President
Trump for incitement of insurrection. Ten
Republicans voted for the bill, including
the House’s number three Republican,
Liz Cheney of Wyoming.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said,
“We know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ited this insurrection,
this armed rebellion against our common
country He must go. He is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o the nation that we all
love.

Following the riot, President Trump has
not addressed the nation or asked for
calm. He has not offered condolences
when he visited the Texas border. He
said his comments were perfectly appro-
priate.

In the Senate, th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does not plan to bring the
Senate back for an impeachment trial
before January 19, meaning that the trial
won’t begin until Trump is out of office.

One week after the deadly insurrection
at the Capitol there are still questions
whether some lawmakers and police as-
sisted the pro-Trump rioters so they
could easily enter to the Capitol building.
House Republican Congressman Ali Al-
exander said he had hoped his “mob”
would pressure lawmakers to block pres-
ident-elect Joe Biden’s victory through
the Electoral College. After the riot was
quelled, they voted to throw out the Elec-
toral votes and his effort failed.

More than 70 people have already been

charged with federal crimes related to
the riot.

Today the nation reported more than
381,000 deaths since the pandemic be-
gan. The country also reached a peak
level of new infections and hospitaliza-
tions for the country that is still reeling
from the attempted insurrection at the

nation’s Capitol.

Even though President Trump has an-
nounced sweeping changes to rollout
the vaccine, it is really too little too late.

Mr. President, do you really care about
us?

0101//1414//20212021

Trump Made Us Lose FaceTrump Made Us Lose Face



Doreen Vickers, 83, waits as a health worker fills a syringe with a dose of the 
Oxford/AstraZeneca COVID-19 vaccine at the Appleton Village Pharmacy in 
Widnes, Britain. REUTERS/Jason Cairnduff  

An Indonesian Military aircraft CN-235 is seen during th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for the Sri-
wijaya Air flight SJ 182 off the Jakarta coast.   Antara Foto/M Risyal Hidayatn

A missile is launched by Iran’s military during a navy exercise in the Gulf of Oman1. Iranian 
Army/W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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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Angeles Sheriff’s Deputy Armando Galvan searches a commercial building as he carries out an eviction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REUTERS/Lucy Nicholson

People perform fire breathing on their rooftop during Sakrain festival in Dhaka, Bangladesh. REU-
TERS/Mohammad Ponir Hossain  

Voters queue to cast their ballots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utside a voting center 
in Kampala, Uganda. REUTERS/Baz Ratner

Workers unload pallets of boxes at the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 on the White House grounds 
in Washington. ccREUTERS/Erin Scott

U.S.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shows the article of impeachment against President Trump after signing it in an 
engrossment ceremony at the U.S. Capitol in Washington. REUTERS/Leah Millis   



好書閱讀

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是不同寻常的历

史著述。说其不寻常，是因为夏伊勒本人并非书斋里

搞文献考据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个有资深新闻记者背

景的写作者。在他的自叙中，也说明了他的史观到底

与传统史学有何分野。在他看来，历史书写未必就要

固守“后代记录”，这种惯例常常是限于客观条件，

不得已为之：一是同代书写，有各种忌讳和干扰因素

，二是文献档案大多不能公布解密。《第三帝国的兴

亡》一书的完成，就完全建立在某种特例之上。夏伊

勒不仅是同代人，甚至还是“在场者”，他亲眼目睹

过希特勒本人演讲，对希特勒有直观具体的“印象式

批评”。其次，第三帝国的短暂历史以及战后审判，

让作者能有机会掌握海量一手资料。这种特殊性，是

任何王朝修史都很难具备的条件。

从某种角度看，《第三帝国的兴亡》在书写性

质上，介于史和文的边缘。它在总体上，是描述性与

叙事性压倒史论性的作品。它展现出一个新闻工作者

对历史现场的还原、勘察和描摹，对人物人格特质，

事件内在动因本身的探寻。换言之，作者更喜欢从事

件中揣度某种“发生学”：这种历史的结局后果如何

生成？换言之，我们从这部巨著那里，得到的将是历

史的教谕，细节，以及对偶然性的高度重视。从人格

特征分析人物动机，借以阐释事件发生逻辑的浓厚兴

趣。这一点正是通常历史学家缺

乏的向度。

夏伊勒常常向我们提出疑惑

：希特勒独断专权，狂妄自大，

虽排除异己，但又特别能容忍

“人的品行”。他招揽收容了各

种社会残渣：皮条客、杀人凶手

、寻衅滋事者、讹诈骗子等。

“德国任何其他政党都没有像纳

粹党那样吸收了这么多来历可疑

的角色。”这恰恰说明，希特勒

从不讲究正派和体面，他是彻头

彻尾的唯目的论、实用主义和投

机主义者。事实上，他自己的出

身和劣迹，也同那些归附者一样

，毫不体面。在全书开篇，作家

花费了很多笔墨介绍了希特勒的

家族出身，家庭成员和早期求学

生活。

我们发现希特勒的童年是在

一种“母性”环境里度过的。他

更依恋母亲，与姐姐较为亲近。

相较而言，男性成员对他则是冷

漠空洞的形象。父母家庭的“重

组”给希特勒成长造成的影响不

容小觑。我们会从作者的“考述

”里，发现精神分析的兴趣，这

是否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压抑？学生时代的希特勒，

阴郁乖僻，沉默寡言，他丝毫没有显露出未来演讲和

表演天赋。他有的是一般少年鲜有的仇恨和顽固，以

及近乎幻觉的“自恋人格障碍”。他不容老师批评和

否定，他的意志是要推翻所有阻碍之人。从书中，希

特勒的矛盾与复杂，有时正如精神病例的难以理解。

比如他对绘画执着，但又缺乏天赋，只能拙劣

模仿，画一些呆板僵硬的宣传画。 在维也纳，他宁

愿蓬头垢面，穿别人救济的脏风衣，也不愿从事任何

体力劳动。但他的脑袋丝毫没有倦怠，他在疯狂学习

，观察社会底层矛盾，各色政治人物的优长，各个政

党暴露的弱点。他的极端民族主义使他离开奥地利，

为德国而战，事实证明，他并非一个逃兵，反而立过

军功，获过勋章。或许，我们从戈培尔的上位，也能

发现某种有趣的参照。从某种角度看，戈培尔或许是

纳粹早期领导人中的一个例外。他绝非群氓，而是一

个受过极好教育，身有瘸腿缺陷，颇有才华，并不得

志的年轻人。他就像一个“高配学霸版”的希特勒，

不仅有极佳口才文笔，还上遍了德国各大名校，研修

哲学。这或许是希特勒不计前嫌，甚至妥协拉拢，规

劝戈培尔回到自己阵营的原因。他通过那种特有魔力

（已超人格魅力的范畴），重新捕获了戈培尔――这

个日后最忠诚的追随者。

从身陷囹圄到重见天日，我们看到希特勒的某

种变与不变。不变的是，他那种近乎“非人”的意志

，非但没有衰减，反而在绝望里得到硬化加强。出狱

后的第一次群众集会，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旅行。他

的往日信徒不是已死，就是逃亡，不是决裂，就是躲

避。“希特勒请安东· 德莱克斯勒主持这次集会，但

这个老锁匠、党的创始人叫他见鬼去。”也许，只有

夏伊勒这类作者才会在历史著作中，写出如传记文学

的“叙述”，新闻现场似的“报道”。他把孤军奋战

和众叛亲离，视作独裁的难得机遇，“我单独负责领

导我们的运动，只要我单独负责一天，就没有人能对

我强加条件。”“我再一次负起我们的运动所发生的

一切事情的全部责任。”

事实证明，他策略上的变化，变得更加隐秘，

更善于沉潜。他想要通过宪法框架下的政党竞争来攫

取政权。原有那套搞武装政变的企图，在他看来有致

命软肋：没有合法外套，又太过招摇树敌，轻易就会

遭到剿灭。希特勒出狱向巴伐利亚总理保证，纳粹党

将在宪法体制里进行活动，说明了他的妥协。然而，

这绝非变得驯顺，而是希特勒懂得“潜龙勿用”的道

理，伪装迷惑，伺机而动。并且，他也做好长久徐图

的心理准备，“哪怕在选票上要超过他们比在动武上

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结果能够得到他们自

己的宪法的保证。任何合法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

……迟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

国了。”

夏伊勒将希特勒的复出，喻为“野兽”复活。

政府当局和一些政客，对他估计不够，未加重视，完

全属于“放虎归山”。他的煽动恫吓，不仅把犹太人

和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敌人，还公开仇视共和政体。虽

然，巴伐利亚政府对他进行“禁言”（禁止他在公开

场合演讲），但这种限制徒有其表。因为希特勒除了

有演说表演天赋，更是行动派，天生的“组织者”。

从书中，我们领会到了纳粹起家的两大法宝：一是宣

传工作，二是组织建设。前者是演说时的“虚假”，

后者是机构系统化设置布局的“实干”。“他打算把

它组织得像陆军一般――成为一个国中之国。”

借鉴模仿是希特勒的思维方法的一个优长。我

们能看出他是如何提前操演――微缩化一个国家治理

的模型，在其中他是如何把德国政府组织分别模拟移

植在党内机构。这就是类比化，建模（组织模型）思

维的运用。如分区以及任命，中央对基层的权力直辖

，都让人联想到始皇帝“郡县制”的方案。“全国划

分为若干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德国国会原来的34

个选区，每一个区有一个希特勒任命的区领袖……每

个区又分为分区，由分区领袖领导。再底下的党内单

位是分部，在城市里各分部又进一步分为街道支部和

小组。”

作者敏锐捕捉到纳粹组织的纵深性和集权本质

。正是这种权力的“毛细血管”网络，才能确保权力

的“供血系统”永远渗透，持久输送。希特勒的权威

也得以在每个层级，开始极度骤增。甚至，你会从纳

粹党的组织架构，预感到希特勒的疯狂自信――表现

为完全按国家职能来设立党内政治组织。如它分设了

农业、司法、经济、劳工、内政和外交，还为未来掌

权设置种族、文化和新闻局等部门。它单独设置的宣

传部更为复杂。这一切应证了希特勒的真实想法，他

曾说道：“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先建立

起新国家，并且随时准备好……在1933年，问题已

不再是用暴力行动来推翻国家的问题，在这期间，新

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

的最后残余了――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

在夏伊勒看来，希特勒是没什么原创思想的人

，他有的只是各种观念的混乱杂碎，洞察缺陷弱点的

能力，以及拿来主义的移植。在早期，他考虑问题全

面系统，甚至有发展眼光――重视基层力量、后备队

伍，以及看似“无关紧要”的后援储备。“希特勒青

年团”、“德国少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纳

粹党妇女会”等一系列群众团体的成立，即是明证。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希特勒善于抓住潜在矛盾的机巧

，都毋庸置疑。这些少女妇女未来正是纳粹军人的妻

子、母亲，少年青年则是整个帝国未来的中坚力量。

甚至，他在每个行业阶层里，都建立了组织，吸收知

识分子和艺术家加入。又如冲锋队改组为武装团体，

发挥破坏恫吓其他政党，保卫纳粹集会的功能。

希特勒左右逢源，用各种“空头支票”，“幸

福允诺”不仅给在经济萧条，失业绝望，对魏玛共和

政府软弱无能极度不满的民众打了“兴奋剂”。同时

，他通过打击犹太人，承诺撕毁“凡尔赛和约”煽动

民族主义者的狂热情绪；通过打击共产主义，争取大

资产阶级，各大垄断财团的支持资助。他对陆军的承

诺，则让军队将领认为纳粹党执政会代表自身利益。

可以说，希特勒几乎争取到了最大的选票支持，他的

蒙骗表演，简直是叹为观止。这种顺风顺水，让希特

勒产生极大幻觉：当局和群众是如此愚蠢，政敌是多

么不堪一击，而上天的机遇，总是站在自己的意志一

边。政治狂人，战争疯子，就是在一系列不可思议的

漏洞空子里，蒙混崛起的。

《第三帝国的兴亡》有一种叙事态度，那就是

对纳粹兴起的强烈反讽。它集中呈现为一种怪诞反差

：一方面是高度精密化、系统化和仪式化的政治设计

和“高妙操控”。另一面却是非理性错乱的、施虐狂

癔症般的掌权者，以及一堆罪犯、打手和暴乱分子组

成的拥蹙。“它的许多高级领袖，以冲锋队头子罗姆

为首，都是臭名远扬的同性恋者。”“其恶劣程度，

只有患性变态病症和因之而争风吃醋的人才做得出来

”。两相结合之下，是一种诡异纳罕的现象：权力被

精神病态倒错所攫取，人民被虚假谵妄所“政治催眠

”，一起变得痴狂。

《第三帝国的兴亡》
希特勒“发迹”的历史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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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ce of COVID-19 hospitalizations 
in the Northeast is showing some prelim-
inary signs of easing, adding to hopeful 
indicators in the Midwest, where the latest 
viral wave began.
In the Northeast, the number of people 
currently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was 
21,494 as of Sunday, up 0.8% from a week 
earlier, the smallest seven-day percentage 
increase since Sept. 25, according to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data.
The trend, which could still worsen again, 
comes as the virus now rages across the 
Sun Belt and as many states are fumbling 
through the first few weeks of the vaccine 
rollout.
Based on U.S. Census Bureau definitions 
for each region, hospitalizations are up 
6.1% in the past week in the South; up 4% 
in the West; and down 4.2% in the Mid-
west.

Even if hospitalizations start to retreat in 

some areas, they’re still at dangerously 
high levels. And the pandemic by many 
measures has never been worse.
The U.S. added 272,087 COVID-19 
cases on Sunday, pushing the seven-day 
average to a record 253,420, according 
to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s of ear-
ly Monday, at least 374,572 have died, 
Johns Hopkins data show.
According to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no states posted record cases 
on Sunday, but weekends are typically 
slower reporting periods. Arizona leads 
the nation in people currently hospital-
ized with the virus per capita, with 685 
per million residents.

Virus: Update N.Y. Cases Slow After                   
Record; New Strain Now In Japan

New York state’s new Covid-19 cases fell 
for a second day, after reaching a recor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Califor-
nia’s average daily deaths rose to a new 
high. U.S. lawmakers may have been ex-
posed to the virus while they were held 
in a secure room during Wednesday’s at-
tack on Congress, the Capitol’s attending 
physician said. North Dakota, once one 
of the nation’s worst-hit states, has gone 
two days without a death.
Japan has found a variant of the coro-
navirus similar to strains discovered in 
Britain and South Africa. The U.K. is on 
course to meet its target for vaccines, but 
faces pressure on the health service due 
to surging cases, Health Secretary Matt 
Hancock said.
Switzerland’s drug regulator may 
give the green light to Moderna Inc.’s 
Covid-19 vaccine by Jan. 13, Japan is 
reportedly considering approving Pfiz-
er Inc.’s vaccine for people age 16 and 
above.

More Than 29 Million Shots
Given: Covid-19 Vaccine Tracker

The U.S. has administered 9.27 mil-
lion doses as Europe’s rollout begins

The largest vaccination campaign in his-
tory has begun. More than 29 million 
doses in 43 countries have been admin-
istered, according to data collected by 
Bloomberg. Delivering billions more 
will be one of the greatest logistical chal-
lenges ever undertaken. Vaccinations in 
the U.S. began Dec. 14 with health-care 
workers, and so far 9.27 million doses 

have been given, according to a state-by-
state tally by Bloomberg and data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At least 379,862 people have 
completed the two-dose vaccination reg-
imen.
Vaccines Across America
Across the U.S., 2.8 dose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for every 100 people, and 
36% of the shots distributed to state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Note: Data gathered from govern-
ment websites, official statements and 
Bloomberg interviews. Local govern-
ments and the CDC sometimes report 
different totals for the same jurisdiction; 
in these cases Bloomberg uses the high-
er number. It can take several days for 
counts to be reported to databases.
The U.S. rollout fell short of federal 
projections as vaccinations proceeded 
unevenly across the states. The initial 
round of shots through early January has 
been doled out primarily through hos-
pitals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health-care 
settings. The next phase will draw more 
on pharmacies and health clinics—plac-
es where vaccines are more traditionally 
administered—and will broaden the pool 
of people eligible to get the shots. (Cour-
tesy https://www.bloomber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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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 a Public Health All-Hands-on-Deck Moment: Johns Hopkins

Northeast Sees Signs That COVID 
Hospitalizations’ Pace Is 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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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大城大樓》開機 聚焦“90後”正青春
近日，由上影集團出品的青春勵誌影片《大城大樓》在中國第壹高

樓上海中心22樓陸家嘴金融城黨群服務中心舉行特別啟動儀式。

該片監制張建亞、導演謝鳴曉、編劇何晴攜主創演員李媛、陳奕龍

、佟瑞欣亮相，合力按下啟動裝置，正式宣告點亮《大城大樓》。該片

講述以“90後”方式參與建設祖國，起到了弘揚正能量作用。

電影《大城大樓》是壹部以上海陸家嘴新型黨建為背景，圍繞救助

患兒鵬鵬引發的壹系列故事，聚焦“90後”在黨的引領感召下成長、磨

煉和實現自我價值的青春勵誌電影。

導演謝鳴曉在現場透露：這是國內首部講述電競發展過程的影視作

品，由壹眾青年實力派演員來塑造壹批有血有肉的當代年輕人，刻畫了

科技創新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改善人民生活的新時代背景。

電影《大城大樓》以“上海中心”這個品牌的力量為出發點，講述

年輕人成長過程中的思考與信念，同時在創作上用接地氣的藝術表現手

法，在該影片中融入了時下最為流行的“cosplay”、“全甲格鬥”等元

素，增加了影片可看性和藝術效果，並更好地弘揚和引導積極向上的價

值觀、正能量。

影片開機發布會現場，邀請到了壹批優秀的青年代表，和片中男女

主角壹樣，他們也有著自己的熱愛和信仰，紮根在在自己的崗位上發光

發熱。

上影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王健兒表示，上海電影制片廠從1949年

成立至今，始終秉承“為人民而創作”的信仰，在歷史重大時間節點上

的創作，上影也從未缺席。為迎接建黨百年這壹偉大時刻，上影聚焦現

實，挖掘歷史，正推進壹系列重點作品的創作生產，除了《大城大樓》

外還包括：講述首批中國共產黨人擔起救亡圖存重任的《1921》；以復

旦老校長陳望道先生生平事跡為主要線索的電影《望道》等。

《山海情》明天開播
再現“閩寧模式”
由正午陽光出品的現實主義大戲

《山海情》將於1月12日在北京衛視

黃金檔開播。該劇由高滿堂任劇本策

劃，孔笙、孫墨龍執導，侯鴻亮任制

片人，黃軒領銜主演，張嘉益、閆妮

、黃覺等特別出演，熱依紮、黃堯、

白宇帆、尤勇智、胡明、姜冠南、王

莎莎主演，郭京飛等友情出演。作為

“理想照耀中國——國家廣電總局中

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電視劇展播”

劇目，《山海情》以東西協作對口扶

貧的“閩寧模式”為命題，通過描寫

寧夏西海固人民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

，移民搬遷和探索發展的歷程，展現

福建的幹部專家和各行各業的人們對

寧夏的真摯幫扶。

從“幹沙灘”變成“金沙灘”，從

“鍋裏缺糧、缸裏缺水、身上沒錢”

到“勞務輸出、葡萄種植、光伏農業

、肉牛養殖、紅樹莓種植”多種產業

百花齊放，“閩寧模式”是中國奇跡

的壹個縮影。20余年，閩寧村升級為

閩寧鎮；20余年，在黨中央的指導下

，福建、寧夏兩省幾十年如壹日地守

望相助對口扶貧；20余年，無數幹部

群眾為這項事業傾註心血無私奉獻

……在這壹通過對口扶貧協作走向全

面小康的成功典範背後，蘊藏著種種

感動與溫情、拼搏與力量。

《山海情》的故事，正是從上世紀

90年代的寧夏西海固拉開序幕。這部全

景再現西海固移民在國家政策號召下、

在福建的對口幫扶下，不斷克服困難建

設家園的情景，不僅還原了壹個又壹個

扶貧故事，更傳達了人們在脫貧攻堅過

程中的奮鬥情懷。以個體縮影為敘事基

點，以時代變遷為講述脈絡，通過描摹

群像抒發家國之誌，向來是以制片人侯

鴻亮為首的正午陽光團隊擅長的創作模

式。此次在《山海情》中，由侯鴻亮、

高滿堂、孔笙組成的金牌團隊再度聚首

，推出這部兼具歷史厚重感與鮮明時代

感的現實主義作品，自籌備以來便備受

業內外期待。

歷數這個金牌團隊曾創作過的作

品，大多都站在壹個重大時間節點，

對壹段悠長歷史進行回溯，對某類群

體進行刻畫加工，從而呈現出個人命

運與時代洪流的碰撞融合。講述山東

農民向東北遷徙的民族史詩《闖關東

》，展現溫州商人傳奇奮鬥的《溫州

壹家人》，還原新中國鋼鐵建設的

《鋼鐵年代》，以及從工、農、商等

多角度立體反映改革開放進程的《大

江大河》等，即使題材不壹、群體各

異，但其精神內核卻總是能找到相似

的地方。此次《山海情》便將目光投

向了扶貧題材，聚焦西北底層老百姓

二十多年來的巨大變化，如何脫貧致

富，如何腳踏實地追求美好生活，以

點帶面地用平民視角將整個扶貧工程

的宏偉藍圖鋪展開來。

制片人侯鴻亮表示，不同於《大

江大河》有將近十年的時間去發酵打

磨，《山海情》的拍攝著實可以用

“時間緊、任務重”來形容。無論是

對觀眾還是從業者而言都相對陌生的

扶貧主題，其背後蘊含的意義也是格

外深遠，怎樣才能構化出其應有的格

局是團隊面臨的壹大難題。通過對扶

貧工作的深入了解，以及在閩寧兩省

多地的實地走訪，侯鴻亮認為，現在

的《山海情》找到了適合用電視劇表

達的東西。濃郁地道的西北風情，群

星加盟的演技保障，扶貧也扶誌的價

值表達，侯鴻亮相信《山海情》將壹

種不可能做到了可能，也開拓了更多

新的創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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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壹部《我在故宮修文物》的

紀錄片突然在二次元網站Bilibili（簡稱

“B站”）爆紅，並將故宮文物修復師這

壹職業帶火。2020年的最後壹夜，《我在

故宮修文物》的姊妹篇《我在故宮六百

年》在央視和B站首播。

在9臺元旦晚會的“夾擊”下，《我

在故宮六百年》的首播顯得有些落寞。

2020年正值故宮建成六百周年，對於《我

在故宮六百年》的主創團隊來說，選擇

2020年的最後壹天上線首播，既是應時之

選，也是無奈之舉，“畢竟再不開播，就

不能算‘六百年’了。”

和四年前的《我在故宮修文物》壹樣，

《我在故宮六百年》基本采用了原先的團

隊，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故宮博物院聯

合出品，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影視劇紀錄片

中心攝制。《我在故宮六百年》導演之壹梁

君健介紹，這次制作時間很緊張，“前期調

研到五月份，已經準備開始拍攝，但是六月

又遭遇了北京的新發地新冠肺炎疫情，等到

正式恢復拍攝就是七月份，滿打滿算拍完了

兩個月，十月份就要進入後期剪輯。”當年

拍攝當年剪輯當年播出，這在紀錄片行業來

說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制片人徐歡也表示，《我在故宮六百

年》壹開始也希望能夠完整記錄下故宮第

六百年這壹年來的修繕情況，但實際上故

宮本身的修繕也不是以2020年這壹年為壹

個工作周期，“像養心殿的大修就是壹個

五年的工作計劃，‘歲時保養’則是故宮

隨時都會進行的修繕保護工作。基於種種

考慮，片子最終就決定從故宮自己策劃的

六百年展覽《丹宸永固》入手，記錄下這

四個月以來所發生的故事。”

《我在故宮六百年》延續了《我在故

宮修文物》三集的內容時長，片子以“丹

宸永固”大展、養心殿研究性保護項目、

古建歲修保養為線索，通過故宮博物院古

建部、修繕技藝部、工程處、文保科技部

、考古部等故宮人的視角，走進故宮的

“六百年”。梁君健表示，《我在故宮六

百年》這個名字也引起過壹定的爭議，和

《我在故宮修文物》主要聚焦壹群文物修

復師不同，《我在故宮六百年》的拍攝主

體更為抽象，“既包括故宮作為建築的本

體，也包括這六百年間為故宮進行修繕、

保護的匠人們，還包括今天的遊客們。”

關註故宮人，講述人和建築、人和文

物的故事，也是兩部紀錄片壹以貫之的出

發點。相比於《我在故宮

修文物》中“擇壹事終壹

生”的文物修復師們，

《我在故宮六百年》中故

宮人群體更加擴大，在歷

史中的面目也更為“隱形

”。片中既有專攻彩畫繪

制的畫師，也有工程管理

處專攻木活兒、瓦匠的大

師傅。故宮匠人六百年間

的手藝傳承守護著都城的

風雲變幻，也真正詮釋著

故宮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在故宮修文物》導演

之壹張越佳就表示，他所

在的央視紀錄片團隊從

2003年就開始拍攝故宮主

題的紀錄片，從短平快的

《故宮100》，到形式靈

活的《如果國寶會說話》

，從《我在故宮修文物》

到如今的《我在故宮六百

年》，故宮不僅僅是壹個

偉大的博物館，更是真正

的歷史和文化富礦，可以

解讀的資源取之不盡用之

不竭，“如果說故宮主題

的創作本身是壹條銀河，

圍繞故宮的創作有的是恒星，而我們則更

像是壹顆彗星，希望能夠在眾多星光的照

耀下發光，留下自己的思考。”

在這次的拍攝中，圍繞“故宮的房頂

不落草”“故宮的夜晚”等熱門的話題，

還專門在片中有過知識點的穿插解讀。這

是主創者們希望故宮系列紀錄片提供給觀

眾的養分，“生硬的知識說教少壹點，和

故宮的親近多壹點。”和上壹部《我在故

宮修文物》壹樣，真正打動觀眾的並不是

技藝的高超，而是故宮人數十年如壹日對

故宮的熱愛。梁君健特別提到，《丹宸永

固》大展的開幕式上，有年過八旬的老故

宮人坐著輪椅看展，有的人身體不便，依

然挪著小碎步急切地往前走著。“這壹幕

打動了我們，我們拍了下來，但沒有做過

多的解釋，而觀眾也看到了，看懂了，這

就是我們希望表達的，用人的故事去講故

宮。”該片在央視播完後，目前正在B站

更新，豆瓣的觀眾給這部片子9.2分的高

分評價，而來自B站觀眾的打分，則是9.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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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結婚半年！
許書豪看展緊貼別的女生 身份曝光曾入圍金曲

兩週前剛發新單曲[Nonstop]的全能才

子許書豪，受邀到《I LOVE BANKSY特

展》看展，也透露近日因成立自己的工作

室「玩轉音樂」，除了自己擅長的音樂創

作、製作、編曲、混音之外，更扛起視覺

創意總監，包括設計、造型、MV等都壹手

包辦，如今單曲順利發行在網路上引起熱

搜，前來逛逛【I LOVE BANKSY特展】

放鬆紓壓壹下。

壹同出席、同是入圍過金曲獎的才女

呂薔，去年底也發行最新EP[妳是不是誤會

什麼]，由於最近工作都忙於宣傳自己的新

作品，終於可以抽空參觀展覽，心情相當

放鬆，也期待能近距離欣賞的這麼國際級

的特展！現場被問到Banksy的精神與畫作

對自己帶來的靈感或影響，許書豪分享

「Banksy透過社會觀察的角度來創作，與

自己在音樂創作上的角度相似，喜歡觀察

生活，將紀錄寫進歌曲，現在自己當老闆

身兼視覺總監，看到Banksy的創作更相信

音樂跟視覺藝術上是互相影響的！」而呂

薔更是透露「自己壹直以來都很喜歡看展

覽，不能完全說Banksy影響自己些什麼，

但從自己聽的歌、看的展覽，都是形塑出

自己的樣子，緊扣著自己的生活方式。」

藝術、音樂與生活在許書豪及呂薔的分享

中，可謂是緊緊相扣的。

而展覽參觀結束後，兩人也各自分享新年

的最新規劃，許書豪正密集籌備拍攝新單

曲[Nonstop]的MV，期待作品能盡快與現場

的媒體朋友以及壹直支持著自己的粉絲們

見面！而呂薔則是持續在錄製自己的Pod-

cast節目[A！呂知道嗎?]，希望用自己的方

式讓更多人透過音樂、聲音認識自己，也

期待有更多作品與大家分享。

創作詼諧大膽的Banksy，擅長用黑色

幽默的方式無聲訴說對社會現況的抨擊，

圍繞著反戰、反資本主義的題材，每每都

能運用巧妙的創意讓他的作品屢獲關註，

更是成為拍賣會上的明星寵兒，每當壹有

作品推出，落槌價總是屢創新紀錄，成為

當今最具爭議性卻也最受歡迎的街頭藝術家

。呂薔˙分享其對Banksy的認識是從社群軟

體上常看到大家轉發分享Banksy的作品獲消

息，讓自己相當好奇「覺得Banksy是壹直在

推翻很多既定刻板印象，讓大家省思到底是

喜歡藝術本身，還是加在它身上的所謂名

牌。」不僅鼓勵自己在創作路上要勇於跳脫

既定刻板印象，同時藝術可以帶來觀者的省

思，也是呂薔很喜歡Banksy的地方。本次展

覽中依抗爭、資本主義、政治、戰爭、暴力

等主題劃分八展區，透過 具高度批判性的作

畫，將帶給每個前來參觀的人，感受深藏於

圖面之下的省思。

《生生世世》憨直 「金盧」 人氣發爐

粉絲狂傳照片轟炸

盧尚恩在剛下檔的台視《生生世世

》飾演質樸的黑手「何金盧」，敢

拚憨直形象，令他受觀眾喜愛，首

度嘗到走紅滋味，除了在路上被認

出，就連臉書發文都突破千人按讚

，他不禁慶幸每逢過年就在花市用

台語「談判」的磨練，讓他有機會

接到台語戲劇，拓展更多戲路，但

他笑著澄清，自己私下穿著會稍微

注意一下潮流，不會像「金盧」一

樣，一雙臭鞋穿滿整齣戲。

盧尚恩接演《生生世世》後，直呼

2020是他的幸運年，表現被更多人

看見，也被更多人熟識，有次到商

場修電腦，等待過程中，遠遠就有

位阿姨衝著他奔來，一路喊著「金

盧、金盧」，走到跟前卯起來讚美

盧尚恩，「你真的很善良、很上進

耶！阿姨支持你喔」，盧尚恩當下

承認也不是、否認也不是，只能尷

尬笑著道謝。他演出「金盧」，同

音的「金爐」儼然成為幸運物，不

少粉絲到處傳廟宇金爐照給他，還

有失聯許久的同學、老師，成為他

粉絲，傳訊讚他「最近金爐燒得很

旺喔」，各種關注讓他開心不已。

他演出討喜，吸引越來越多粉絲關

注臉書，最近他一連po出和劇組演

員合照，竟破天荒吸引破千人按讚

，版上宛如小型劇情討論區，不少

粉絲讚他的台語講得流利又親切，

原來，他的台語是在花市練成，他

解釋因舅舅經營賣花生意，每到過

年都要動員家族一起幫忙，他就在

客人來回殺價中，把台語練得越來

越溜，當時沒想到還會因此拓展戲

路，「客人最愛問別人賣250元，

你們怎麼賣350元，有時候被問到

火冒三丈，真的是修身養性練台語

」。

盧尚恩戲中飾演黑手，服裝扮相簡

單，常常身上沾滿油污，他事後回

想，最難忘戲中穿了整部戲的鞋子

，他說：「一開始拿到鞋子時，被

嫌太新，我就拿去灑機油再滾泥沙

，不騙人，這雙鞋子我從來沒換，

戲殺青後，鞋子臭到沒天理，只能

丟垃圾桶。」他現在走在路上，不

時被認出，但最常被問到「你怎麼

不太像金盧」！他在劇中和時尚沾

不上邊，但私下對衣著品牌小有了

解，他開玩笑說：「我比金盧心思

細膩，沒他那麼粗線條啦！服裝品

味應該也好一點。」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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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
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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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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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亞綸帶著新專輯《摩登原始人》接受

POP Radio《What’s up Music》訪問，主持人

俊菖在錄音室重現炎亞綸聽歌會場景，將聽歌

會的稻草運至現場重新佈置，讓炎亞綸又驚又

喜直呼實在太用心；炎亞綸笑說，開公司後更

了解節省的重要，「每次看開銷單都會嚇一跳

」，看到資源能重複利用非常開心，他也打趣

表示，歡迎務農的朋友來索取稻草。

專輯新歌全由炎亞綸參與創作，透露創作

靈感源自日常，像是新歌《假如瞳孔有濾鏡》

，因外界常對他貼上各種不同標籤，「我會反

思自己，是不是無形中也對別人貼標籤」，一

直想挑戰創作的他也坦言曾一度自我懷疑，

「覺得不太可能做到」，也擔心別人對自己偶

像歌手印象深，「不看好我能寫出什麼東西。

」炎亞綸笑說，一切都是自己假想的恐懼，

「踏出第一步後，覺得創作實在太有趣了。」

過去炎亞綸常在社群平台針砭時事、大砲性

格引人矚目，他表示這2年一直在省思「如何有智

慧地去運用我的話語權」，坦言有段時間發言不

是那麼有智慧，「我的目的是想跟大家溝通、傳

遞善良的東西，結果得到的反饋是比較激烈、對立、不舒服的」，初

衷跟達到的成效並不相符，新歌《摩登原始人》MV，把大聲公傳出

的聲音變成花朵，他也期許話語能變得既溫柔又有力量。

挑戰主持後，炎亞綸說：「很感謝主持這工作，讓我發現自己的

缺點，我可能也投射了不對的情緒或想像在別人身上。」近期他積極

發展乾拌麵、手搖飲等副業，回顧創業心境如同創作歌曲，面對未知

的陌生會排斥，「會感覺做生意離我很遠」，創業初期心態仍有些害

怕，也不太想聊副業，然而實際投入後發現很好玩，眼界更開、懂的

知識更多了，「我覺得這就是生命有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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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齡阿姨阿伯為了尋親不怕死，人生晚年超

展開，喜劇《蠢蛋告別式》（Bye Bye Morons）

不畏疫情枷鎖，法國當地上映大受歡迎，首週狂

賣1.4億台幣，榮登2020年度開票冠軍的法國電

影，鬼才導演亞伯杜龐帝（Albert Dupontel）繼上

一部成功改編龔古爾文學獎的《天上再見》後，

再度展現全方位的才華，自編自導自演，獻上第

七部長片《蠢蛋告別式》。喜劇演員起家的他，

將渾然天成的搞笑因子注入在三個「人生好難」

的角色：罹患絕症的地方媽媽、中年失業的科技

宅、工安意外而失明的老盲人。知名媒體《滾石

雜誌》好評：「讓人又笑又淚，愛上他刻劃的角

色。」該片將於本週五1月15日上映。

電影找來甜心主播轉行成為法國喜劇一姐的

《巴黎奇緣》薇吉妮愛菲亞（Virginie Efira）擔當

女主，飾演43歲的美髮師蘇西崔普，因為吸入太

多髮型噴霧劑而罹患自體免疫疾病，日子不多的

她，一心只想活下去，找到她15歲未婚懷孕，被

迫「匿名拋棄扶養」的兒子；另一方面，導演亞

伯．杜龐帝飾演燒肝工作、沒妻沒小孩、中年還

失業的衛生部資訊長庫夏，覺得世界超不公平的

他，想要自殺跟世界說掰掰，卻意外成為恐怖份

子。「想活卻不能活、能活卻不想活」的兩人，

途中加上看似「沒路用」的老盲人與失智婦產科

醫生，在滑稽又悲慘的逆境下團結在一起，展開

一趟奇幻尋親之旅。

電影《蠢蛋告別式》致敬1985 年的影史黑色

幽默經典《巴西》，反諷現代社會的荒謬中笑料

不斷，未數位化的棄嬰難找，政府部門的推託不

負責、官僚體系壓榨下成為激進份子、警察執法

失誤雙眼全瞎，處處逼著奉公守法的小人物們走

險棋。曾以《天上再見》榮獲有「法國奧斯卡」

之稱凱撒電影獎最佳導演的亞伯．杜龐帝，曾在

訪談中提及，他試圖將自己的作品與卓別林、泰

瑞吉連、肯洛區電影大師們相呼應，喜劇與悲劇

結合是他一直以來的理念：「無論傳達的議題如

何嚴肅，最重要的是娛樂性，想讓觀眾笑的同時

反思。」

電影入圍法國盧米埃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

、最佳男演員、最佳女演員，「三個傻瓜」尋親

之路緊湊宛如闖關般瘋狂，劇情腦洞大開，大玩

瞎子開車警匪追逐戲、大叔化身駭客神技破解各

大安全網。儘管現實很醜陋很絕望，電影卻充滿

奇蹟，展現人性光輝與感動。《蠢蛋告別式》在

台試片好評不斷，影迷大讚：「2021最推薦！用

一種玩世不恭卻讓人舒服的方式展開2021新頁」

、「意外連連、大開眼界」、「爆笑浪漫又帶點

淒美的法式喜劇」。

甜心主播薇吉妮艾菲亞未婚生子
《蠢蛋告別式》2021開春笑翻影業寒流

由澳洲性感女星「小丑女」瑪格羅比（Mar-

got Robbie）自製自演的犯罪愛情力作《末路狂奔

》（Dreamland），即將本週五（1/15）於全台震撼

獻映。瑪格羅比在片中飾演一位犯下搶劫重案的銀

行搶匪，並與曾演出《浴血黑幫》（Peaky Blinders

）的25歲鮮肉男星芬恩柯爾（Finn Cole）共同主演

。兩人在片中相遇、相知、相惜的末日之戀，讓

《綜藝》雜誌力讚：「見證一段轟轟烈烈且無所畏

懼的愛情。」尤其瑪格羅比在片中風情萬種，與芬

恩柯爾在逃亡時下榻旅館，竟因為與旅館人員調情

，惹得芬恩柯爾大吃飛醋。只不過兩人床頭吵、床

尾和，一言不合就脫光衣服洗起鴛鴦浴。瑪格羅比

甚至大膽地以「女上男下」體位幫芬恩柯爾破處，

香豔場面勢必將讓觀眾看得臉紅心跳！芬恩柯爾還

對此回味：「我為這場戲甩掉10公斤，知道能與瑪

格羅比一同演出時，還緊張到差點忘詞！」

《末路狂奔》由《自殺突擊隊》（Suicide

Squad）的「小丑女」瑪格羅比領銜主演，她同時

還擔任製片人。她在片中飾演犯下搶劫重案的銀

行搶匪「艾利森」，第一次與芬恩柯爾飾演的小

鮮肉「尤金」相遇時，就讓對方著迷於她美麗又

帶刺的魅力，深深墜入愛河，不過艾利森卻不如

尤金想像中的單純…。導演邁爾斯裘立斯派拉費

特（Miles Joris-Peyrafitte）透過蒙太奇剪接手法，

一幕幕揭露關於艾利森的故事；而尤金也隨著時

間過去，對艾利森的感覺從起初的害怕、好奇、

著迷，逐漸轉變為發現真相時的震驚。導演也大

讚瑪格羅比：「她是一位很棒的製片人與演員，

有著極高的知名度與美貌，但她從不需要仰賴這

些名聲，因為她的才華可以說明一切。」《綜藝

》雜誌更是力讚本片：「在充滿末日感的背景之

下，見證一段轟轟烈烈且無所畏懼的愛情。」

全片營造一種讓人窒息的末日感，男女主角都

不在乎身邊的事物，只想好好擁有彼此，珍惜當下

時光。當他們決定攜手亡命天涯時，瑪格羅比卻戲

稱旅館接待人員為「帥哥」，此言卻也讓芬恩柯爾

大吃飛醋，就因為瑪格羅比只在片中稱他為「小子

」。兩人在片中對此展開爭執，之後竟天雷勾動地

火般地直接脫光衣服洗起鴛鴦浴；瑪格羅比更毫不

掩飾地在大銀幕上綻放雪白柔乳，甚至大膽以「女

上男下」體位幫芬恩柯爾破處。香豔火辣的場面，

無疑將讓觀眾看得臉紅心跳。

值得一提的是，芬恩柯爾為了塑造尤金那種有

點營養不良的精瘦身材，特地在拍攝前減肥、節食

與運動，總共甩掉十公斤：「他們擔心我在畫面上

看起來有點胖，不符合尤金的形象。還好當初有減

肥，拍鴛鴦浴場面的時後，我看起來身材真的不錯

！」他也特地分享接演本片的原因：「我認為這是

一個很吸引人的故事，不管是這個沙塵暴的背景還

是角色的成長，當我知道能與瑪格羅比一同演出時

，我還緊張到差點忘記台詞！」

這部由瑪格羅比自製自演的犯罪愛情力作

《末路狂奔》，即將在本週五（1/15）於全台震

撼獻映！本片劇情描述尤金（芬恩科爾飾演）在

德州的沙塵暴中成長，和父親一樣懷抱著逃離一

切的夢想。父親從墨西哥寄來的明信片，成為兩

人唯一的聯繫。這時，五名無辜百姓在鄰近小鎮

的銀行搶案中喪生，地方當局開始對搶匪艾莉森

（瑪格羅比飾演）展開通緝。為了獲得高額懸賞

獎金，尤金決定要一起追捕她。不過他卻發現，

逃亡中的艾莉森，竟躲在自家的農場穀倉當中。

他也從艾莉森口中，發現事件真相可能與自己所

想截然不同。兩人更因為許多共同點而墜入愛河

，決定放棄一切，攜手展開逃亡…。

《末路狂奔》瑪格羅比全裸入鏡
與芬恩柯爾大洗鴛鴦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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