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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Shortly after rampaging 
Trump supporters attacked the U.S. Capitol on Jan. 6, a 
fan of the president posted a message on the pro-Donald 
Trump website TheDonald.win. Inspired by the mob’s 
attempt to stop lawmakers from confirming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s electoral win, user CONN_WYNN said in an 
all-caps message, replete with an expletive, that it 
was “TIME TO LEAVE THE KEYBOARD” and “FIGHT 
FOR MY...COUNTRY.”

FILE PHOTO: Tear gas is released into a crowd of protest-
ers during clashes with Capitol police at a rally to contest 
the certification of the 2020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sults by the U.S. Congress, at the U.S. Capitol Building 
in Washington, U.S, January 6, 2021.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Two days later, agents from the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s San Francisco field office came calling, 
according to another post by CONN_WYNN on the same 
website.

“PRO TIP: Think before you post. They are watching. I 
learned the hard way,” wrote the user on Sunday alongside 
a photograph of a business card from the agents.

A spokesman for the FBI’s San Francisco office said he 
could not provide any details about the reported interaction 
or confirm whether agents actually paid a visit to the per-
son who posted that message. But “if he has our business 
card and said he was visited, I’m pretty sure we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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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 the spokesman said.

Before the Capitol attack, such a post may not have elicited a 
follow-up visit. Bu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riot, which left five 
people dead,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have intensified 
their scrutiny of extremist chatter online, activity that officials 
warn could be early warning signals of planned attacks around 
Biden’s inauguration in Washington on Jan. 20.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ones to have FBI agents knocking 
on your door at 6 a.m.,” Director Christopher Wray said on 
Thursday during a televised briefing with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Anybody who plots or attempts violence in the coming 
week should count on a visit.”

For months, far-right extremists have been openly posting their 
threats on public sites. Now, wary of surveillance and amid 
a crackdown by social media, some are shifting their online 
communications to private chats or lesser known platforms that 
could make those threats harder to find.

Several social media websites that are popular havens for far-
right views have closed, crashed or cracked down on violent 
rhetoric over the past week. For example, Apple [AAPL.O] 
and Amazon [AMZN.O] suspended the social media site Parler 
from their respective App Store and web hosting service, say-
ing it had not taken adequat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posts inciting violence.

That has pushed some users to more private platforms such as 

Telegram, the Dubai-based messaging app, and lesser-known 
social media sites like MeWe.

U.S. downloads of Telegram from Apple’s App Store and from 
Google Play rose to 1.2 million in the week after the Capitol 
assault, a 259% increase over the previous week, according 
to Sensor Tower, a data analytics firm. Roughly 829,000 U.S. 
users downloaded MeWe in the week after the attack, a 697% 
increase, the firm found.

David Westreich, a MeWe spokesman, said the com-
pany has frequent membership spikes and that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ublic 
groups on the platform dealt with politics. Westreich said 
MeWe’s terms of service were “designed to keep out lawbreak-
ers, haters, bullies, harassment [and] violence inciters.”

Telegram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The FBI received nearly 100,000 “digital media tips” about po-
tential unrest related to the election and Biden’s inauguration, 
an official told reporters on Tuesday, and has pleaded for more 
information from the American public.

Jared Maples, director of the New Jersey 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Preparedness, told Reuters his office was “dou-
bling down” on its work to track possible domestic extremist 
threats and “making sure we’re aware of what the chatter is 
online.”

As inauguration nears, law enforcement scrutiny 
drives U.S. extremists into internet’s dark co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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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Mr. Trump became the only presi-
dent impeached twice, lawmakers have
been trying to remove him within the last
days left in his term. A Democratic con-
gressman accused Republican col-
leagues of helping the mob attack the
Capitol building last week. All of this
along with the ongoing pandemic made
the situation catastrophically worse in
the last few days of Trump’s presiden-
cy.

Today more than 4,400 people died of
the coronavirus in just one day. This fig-
ure is more than all the people killed at
Pearl Harbor or on September 11, 2001.

Historians are trying to define this pan-
demic time with other periods of chal-
lenge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World
War II, the Civil War and the McCarthy
era. Never before has the military been
needed to guard the Capitol Building.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s Texas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
Joaquin Castro said, “Donald Trump is
the most dangerous man to ever occupy
the Oval Office.”

Our dear friend Congressman Al Green
tells us that he was harassed by people
identifying themselves as Trump sup-
porters who shouted to him, “You are a
traitor.”

Republican Senator Mitt Romney was al-
so confronted at the Salt Lake City air-
port and heckled while flying to Washing-
ton, D.C. last Tuesday.

The incoming Biden administration un-
veiled a $1.9 trillion stimulus plan that of-
fers to help people and the economy re-
cover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cluding sending $1,400 checks to all

households.

FBI analysts have received more than
126,000 photographic and video tips re-
lated to last week’s Capitol riot.

A man seen holding a Confederate bat-
tle flag inside the Capitol was arrested
as investigators are also trying to find
out if any Congressmen helped coordi-

nate the siege.

Before Biden even comes to power his
new administration already is facing big
challenges including an out of control
pandemic. We really feel so sad that so
many people are losing their lives. Along
with all the serious political issues we
face, our nation is deeply divided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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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is What Our Nation Decided?Is This What Our Nation Dec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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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Overview

Coronavirus infections have now surpassed 90 million con-

firmed cases around the world, as more countries braced 

for wider spread of more virulent strains of a disease that 

has now killed nearly 2 million worldwide. The number 

of infections worldwide has doubled in just 10 weeks, ac-

cording to a tally by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on Sunday. 

COVID-19 infections had hit 45 million as recently as late 

October.

As of Sunday afternoon, John Hopkins counted 

90,005,787 infec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now with more than 22.2 million infec-

tions, led the world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infections 

recorded since the global pandemic began. The number of 

U.S. cases was more than double that of India, which has 

recorded nearly 10.5 million infections. Countries took 

drastic measures to mitigate the spread of Covid-19 on 

their homefront—with varying degrees of success. More 

than 140 governments placed blanket bans on incoming 

travelers, closed schools and restricted gatherings and 

public events, according to data compiled by Oxford Uni-

versity’s 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Bloomberg 

reporting. As countries loosen lockdowns in an effort to 

reboot their economies, many have seen a resurgence of 

infections. The number of new daily cases in the U.S. rose 

to record highs after some states relaxed social distancing 

requirements. Even places that successfully contained in-

fections earlier in the year, like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ve seen cases bubble back up. Theories that warmer 

weathe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would bring relief 

appear to be unfounded.

COVID-19 NEWS 

FROM AROUND THE GLOBE

Key Developments

• Global Tracker: Cases top 90 million; deaths surpass 

1.93 million

• Vaccine Tracker: More than 25 million shots given 

worldwide

• Vaccine paranoia extends even to healthcare workers

• Automakers are losing production as virus disrupts 

chip supplies

• UK ramps up vaccine rollout with hospitals under 

strain

WHO Says Origin Studies To Begin In Wuhan

A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 team of scientists 

is commencing a long-delayed trip to China to engage 

in and review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 Chinese counter-

par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Chi-

na said the team would arrive this week. “The studies 

will begin in Wuhan to identify the potential source of 

infection of the early cases,” WHO Director-General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said at a briefing. Scien-

tific evidence will be the basis for further long-term stud-

ies. Last week, Tedros complained about China’s delay 

in granting visas to the team. Separately, a WHO team is 

in China working with producers of the Sinovac and Sin-

opharm vaccines to assess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

al quality-manufacturing practices ahead of a potential 

emergency-use listing. WHO officials also said they’re 

confident the rollout in lower-income countries can be-

gin in February, though they added that a lot depends on 

country readiness and companies supplying doses.

COVID-19 TOP NEWS

New Jersey using honour system for vaccines New 

Jersey is relying on an honour system for residents get-

ting vaccines, Health Commissioner Judith Persichilli 

said. “We are trusting the integrity of all of you to do 

the right thing in this regard and not ‘jump the line,” ’ 

Persichilli said at a virus briefing. Poland extends lock-

down measures Poland will extend coronavirus lock-

down measures by nearly two weeks until the end of 

January to get a better grip on the pandemic as the coun-

try’s vaccination process begins in earnest. Hotels, ski 

resorts, shopping malls, restaurants and bars will remain 

closed, Health Minister Adam Niedzielski told a news 

conference on Monday. Johnson & Johnson to submit 

South African trial data by 21 January Johnson & John-

son’s preliminary data from the South African arm 

of a phase 3 Covid-19 vaccine trial will be ready for 

submission to US regulators by 21 January, according 

to the head of the country’s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New York City eyes one million doses by month-end 

New York City Mayor Bill de Blasio reaffirmed his goal 

of doling out one million Covid-19 doses by the end of 

January. He said New York reached its goal of vaccinat-

ing 100,000 people last week and plans to administer 

175,000 doses by the end of the week. He said 55,000 

appointments have already been scheduled. 

Portugal reports record fatalities Portugal on Monday 

reported the biggest daily increase in deaths from the 

coronaviru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outbreak. There were 

122 new fatalities in a day, more than the previous record 

of 118 on Friday, taking the total to 7,925 deaths, accord-

ing to government data. The number of new coronavirus 

infections rose by 5,604 in a day compared with a record 

10,176 new cases in a day reported on Friday. New York 

City vaccine sign-up process is ‘bewildering’ New 

York City residents looking to get vaccines are confront-

ing a “bewildering sign-up process” that is hindering 

plans to speed up inoculations, comptroller Scott String-

er said on Twitter. The city opened mass vaccination 

sites on Sunday in Brooklyn and the Bronx, extended 

shots on Monday to people 75 and over, and encouraged 

everyone eligible to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Israel’s 

shots are working Israel’s vaccination campaign, which 

has already covered about 20% of its population, is pro-

ducing early signs that vaccines are slowing the virus. 

Sheba Medical Centre’s Gili Regev, director of the in-

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unit, says that her study 

of around 500 healthcare workers vaccinated with the 

Pfizer-BioNTech shot is already turning the tide. Russia 

approves study of Sputnik Light vaccine Russia ap-

proved a 150-person study of the so-called Sputnik Light 

vaccine developed by the makers of the country’s first 

registered inoc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Health Ministry.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first suggested a sin-

gle-dose “light version” of a coronavirus vaccination that 

would be less effective and offer protection for a shorter 

period last month to get more people inoculated faster. 

The Sputnik V vaccine consists of two shots taken three 

weeks apart. Producers have faced some issues ramping 

up production of the second dose. Pfizer, BioNTech 

boost Covid vaccine target Pfizer and BioNTech raised 

their Covid-19 vaccine production target for this year to 

two billion shots. The partners have already committed 

more than half that capacity, BioNTech said in a presen-

tation filed on Monday. 

Malaysia imposes targeted lockdowns to battle virus 

wave Malaysia will place most of the country under 

some form of lockdown for two weeks, starting on 13 

January. While five essential sectors including man-

ufacturing, construction and agriculture, will remain 

open, interstate travel will be bann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Separately, the country will buy an additional 

12.2 million doses of the Pfizer-BioNTech coronavirus 

vaccine. One in five in England may have caught vi-

rus As many as 20% of people in England have had the 

virus, according to data firm Edge Health, which works 

with the UK’s public health service. About half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east London borough of Barking and 

Dagenham have had Covid-19,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South Africa oxygen demand surges Oxygen usage is 

surging in South Africa amid a new wave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s, leaving suppliers struggling to keep pace with 

demand. As infection rates and deaths reach records, 

Air Liquide SA, Afrox Healthcare and Air Products are 

boosting deliveries to hospitals, with some now taking 

place daily rather than weekly. London transit deaths 

The 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 is seeking stronger safety measures to protect 

Transport for London staff from the pandemic after three 

transit workers died in recent days. The union demanded 

the mayor of London and London Underground provide 

guarantees on worker safety, including allowing vulner-

able employees to stay home if needed. N95-style masks 

should be available when requested, the union wrote. 

China’s new cluster A new cluster erupted in Suihua 

city of the northeastern Chinese province Heilongjiang. 

The city of more than five million people reported 20 as-

ymptomatic infections after authorities tested more than 

2,800 people. Health authorities are waiting for results 

for the rest of some 8,700 people who underwent testing 

after a woman tested positive at a county hospital on Sat-

urday, Chinese News Services reported. Irish hospital 

pressure mounts Ireland’s hospital system appeared 

close to being overwhelmed, as coronavirus case num-

bers continue to explode with a daily infection rate that’s 

now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Doctors treated pa-

tients in ambulances outside one facility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country over the weekend as patients suspected of 

having the virus filled the hospital, while intensive care 

beds availability has dropped to 38. New strains spread 

in Europe Finland reported a total of 49 cases of the UK 

and South African variants of the coronavirus on Mon-

day, with the bulk of those infections detected in travel-

lers and their close contacts in recent weeks. In Latvia, 

one case of the UK variant was discovered, related to a 

recent trip to the country. LA turns Dodger Stadium 

into vaccination hub Los Angeles, the epicentre of the 

latest wave in the US, will turn Dodger Stadium from the 

country’s biggest Covid-19 testing site into a mass vac-

cination centre to inoculate as many as 12,000 people a 

day. The stadium ceased being a testing site on Monday, 

with the transition taking place by the end of the week. 

The Greater LA area, where one in 11 has been infected, 

has tested five million people, or about half of its popula-

tion. With a surge in cases,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state have run out of ICU capacity. (Courtesy 

https://www.dailymaverick.c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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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Home!          Wear Mask!

Virus Infections Top 90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Worldwide

KEY POINTS
Pfizer and BioNTech raised their Covid-19 vaccine production target for this year 
to 2 billion shots. The previous production target was 1.3 billion doses. A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team of scientists is beginning a long-delayed trip to China 

to study the origins of the virus.



A worker moves boxes out of the Eisenhower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 on 
the White House grounds in Washington. REUTERS/Erin Scott

A coffin is seen in a hearse at George Bell Funeral Service in Northwich, Britain. REUTERS/Molly 
Darlington

A missile is launched by Iran’s military during a navy exercise in the Gulf of Oman1. Iranian 
Army/WANA

C3
i Editor’s Choice

A National Guard member rests inside the U.S. Capitol, after President Trump was impeached for a second 
time, in Washington. REUTERS/Brandon Bell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waves during a ceremony for the 8th Congress of the Workers’ 
Party in Pyongyang, North Korea.    KCNA via REUTERS    

A murmuration of starlings fly above a field near Kiryat Gat, southern Israel. REU-
TERS/Amir Co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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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oman walks through chunks of ice on the frozen Kapchagay reservoir outside Almaty, Kazakhstan. REU-
TERS/Pavel Mikheyev 



婚姻觀

愿婚姻里的我们可以谨记初心，拒绝偷懒，让

仪式感、行动、沟通这三把钥匙，把婚姻这颗植物

浇灌得生机勃勃。

每个人走进婚姻都是奔着幸福去的，而幸福的

姿态是需要持续保养的。

好的婚姻一定是勤快的，有仪式感、多行动、

勤沟通，缺一不可。

而一旦“懒”了，忽视仪式感，做的少了，沟

通消失，两个人之间有了缝隙，蛀虫腐蚀就有了可

乘之机。

仪式感，是婚姻华丽的面子

有人说恋爱越美好，婚姻失败率越高，因为落

差太大，难以接受。

《幸福三重奏》中有一幕，奚梦瑶、谢楠和白

慧明聊天。白慧明把自己与于谦20年的婚姻，做

了总结。

婚后，她专心在家照顾孩子和家庭，于谦事业

忙碌，常常奔波在外。看似和谐的背后，似乎也有

些小小的遗憾。

“我们领证的日子是二月二十二，办事的时间

是五一。”可是，两个人却从来没有过过结婚纪念

日。她说：“我们20年了，从来没有记得过，转

天想起‘昨天咱俩结婚纪念日，忘了’，忘了忘了

吧。”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笑脸之中隐藏着一丝苦涩

。

仪式感，说着似乎像空壳，意义却不容忽略。

它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行渐远，也不应

该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越来越久，而消失不见。仪式

感是平淡生活的调味品，是唤醒美好的小技巧。只

需稍稍用心，绝对是收获大于成本。

一项对英国2000对夫妻的研究调查显示，在婚

姻进入第三年时，很多夫妻就把彼此的付出当成理

所当然，其中，49%的人已经表现出对伴侣的不满

。

乍见之欢容易，久处不厌很难。为什么？因为

恋爱开始的殷勤很容易，漫长婚姻里的持久热情很

难，一不小心就被一个“懒”字打败。

美其名曰老夫老妻来拒绝仪式感，不过是偷懒

的借口。

因为彼此熟悉，所以当你需要帮助，不需要说

“请您帮我”；

当他为你做了什么，你也不再习惯“谢谢”；

你的生日、他的生日、你们的纪念日都不再是

什么特别的日子，礼物更是一种浪费，没有必要，

每一天都是一模一样的日子；

……

于是，婚姻就有了倦怠感，以及对彼此的挑剔

和不满。

如果可以保持一颗感恩之心，偶尔创造一点惊

喜，保持一点仪式感，生活就没那么多不满，随之

而来的会是和谐幸福。

代表仪式感的礼

物和礼貌，千万不要

省略，毕竟伸手不打

笑脸人，礼多人不怪

，这些都是幸福婚姻

的添加剂。

行动，是爱意流动的

法宝

看过一个小故事

：

在某个聚餐场合

，有人提议多吃虾对

身体好。

这时候，有个中

年男人说：“十年前

，当我老婆还是我女

朋友的时候，她说要

吃十只虾，我就剥了

十只给她！现在，如

果她要我帮她剥虾壳

，开玩笑，我连帮她

脱衣服都没兴趣了，

还剥虾壳咧。”

此言是大实话，却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懒

的后果是，婚姻变得日渐陈旧，感情不得不生锈，

日子索然无味，婚姻食之无味。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一直谈恋爱，而不踏

入婚姻？因为婚姻太容易使人变得懒惰，懒的背后

是你心里越来越没有对方的证明。

看过一个视频：

男人带着表弟回来，看见女孩在洗螃蟹，问哪

儿来的，女孩说妈妈知道自己喜欢吃，刚寄来的。

当她把一整盘子螃蟹端到餐桌，刚坐下便接了

公司电话，就回屋去改计划书。等她忙完走出来，

发现老公和表弟躺在沙发上打游戏，餐桌上一片狼

藉，一盘子螃蟹，一个不剩。

那一刻，她多心寒？

眼前这个男人，没有为你着想的行动，代表着

心里越来越没有你的位置。

从几时开始，他不会在自己吃螃蟹的时候，想

起你爱吃，而为你留；

不会因为你做饭辛苦，而等着和你一起吃；

在婚姻里沉浸越久，两个人身体很近，可心却

很遥远，那些恋爱时为你做的统统遗忘：

在外吃饭，为你剥虾皮。

下雨天为你撑伞，倾斜的伞只为保护你，宁愿

淋湿自己。

你会迁就他喜欢吃辣，他会惦记你喜欢吃鱼。

……

曾经总是为对方着想，总想为对方多做些什么

。如今，在婚姻里，他眼里只有自己，日积月累，

你心里也只装得下自己。

当行动这个实实在在表达爱意的法宝，你们都

不再使用，婚姻的幸福感也会大打折扣。

沟通，是温暖直达心底的钥匙

心理学上有句名言：无回应之地，即是绝境。

婚姻中的失语症，尤其令人绝望。

台湾短片《餐桌上的陌生人》中有这样一幕。

女人在准备吃饭，他带着耳机，盯着电脑。无

论她说什么，他只是简单应答，注意力全部盯着电

脑，她黯然低下头。

“现在菜好贵？”

他回应：“是吗？”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他疑惑：“有什么声音吗？”

她黯然：就是什么声音都没有，好安静，安静

得让人心凉。

心理学上有个调味品效应，指的是夫妻之间的

“废话”“闲话”起到了“调味品”的作用，起到

了感情的交流和点缀作用。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懒得讲话，懒得倾听，我们

之间没有语言带给彼此的喜怒哀乐，彼此无沟通无

接触，慢慢习惯了静静的环境，喜欢了一个人的孤

独。那么，婚姻中的你我怎么会不渐行渐远？当婚

姻的温度一度一度下降，一颗真心就会一寸一寸结

成冰。

闺蜜吐糟，现在每晚和老公一张床，一人抱着

一个手机，低头，彼此没有沟通，最近的距离却有

着最深的孤独。

语言何其神奇，一言一语，启动的是你我的嘴

，拉近的是彼此的心。一旦沟通消失，心也就跟着

远了。

没有语言的连接，即使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

你却不知道我的习惯和爱好，早已经变了。正如

《餐桌上的陌生人》，他拉着她，在家看电影。

“你喜欢看他的电影，对吧？”

“我早就不喜欢他了。”

可是，因为他愿意开口陪她聊天，愿意为她而

变，就很美好。

当你愿意打开沟通的闸门，你爱人的心门也会

为你敞开。

有一项关于交流时间对夫妻关系的影响的调查

，结果显示：

平均一对夫妻每天的交流时间是71.6分钟，

关系不好的夫妻只有27.6分钟，

而关系融洽的夫妻高达80.6分钟。

语言可以让人笑口常开，唯有语言配得上“天

花乱坠”。陌生的两个人，因为语言得以认识；熟

识后的你我，因为语言变得亲近。

好的婚姻，是ta不仅愿意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还喜欢和你一起聊到天荒地老。

心理学家武志红说，只有人性化的人际互动，

才能让一个人体验到自己是人。

无论是偶尔闪现的仪式感，还是充满爱心的行

动，以及日常沟通里的温暖，都是人心深处向往的

美好，也是有利于婚姻这颗植物生长的肥料。

毕淑敏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

，需要不断浇灌，加施肥料，修枝理叶，打杀害虫

，才有持久的绿荫。

愿婚姻里的我们可以谨记初心，拒绝偷懒，让

仪式感、行动、沟通这三把钥匙，把婚姻这颗植物

浇灌得生机勃勃。

打败婚姻的，就是这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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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News.com) - The US national debt 
has just reached 120.5 percent of the 
nation’s annual economic output, breaking 
a record set in 1946 for the highest debt 
level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evious extreme of 118.4 percent 
stemmed from World War II, the deadliest 
and most widespread conflict in world 
history.
The debt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pped $27 trillion for the first time 
on Thursday, October 1, when it 
climbed from an opening balance of 
$26,945,391,194,615.15 to a closing 
balance of $27,026,921,935,432.41, 
according to data published by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The table below from the Treasury 
Department’s “Debt to the Penny” page 
shows the value of the federal debt at 
the close of business on each of the last 
twelve business days:

It then climbed another trillion dollars in 
just 35 days, topping $26 trillion for the 
first time on June 9. Only 114 days elapsed 
from when the debt topped the $26-trillion 
threshold on June 9 to yesterday, when it 
topped $27 trillion for the first time.
Table III-C of the Daily Treasury 
Statement for Thursday, October 1, 
2020 (shown below) indicates that 
the total public debt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rose from a closing balance of approximately 
$26,945,391,000,000 on September 30 to a closing balance 
of approximately $27,026,922,000,000 on October 1:

COVID Policies Drive National 
Debt to All-Time Record for Highest 

Portion of US Economy

Today’s unprecedented debt-to-economy ratio includes $2.5 
trillion in new debt since the outset of the COVID-19 pandem-
ic.
Over the course of US history, the government’s debt-to-
GDP ratio has averaged 30.3 percent and has stayed around 
or below this level except for a massive spike from World 
War II and during the modern era. The WWII record of 118.4 
percent held for the past 74 years but was toppled on May 22, 
2020 when it reached 118.5 percent. By the end of May, it 
had reached 119.5 percent, or four times its average over the 

nation’s history:

The debt continued growing in early June and reached 120.5 percent by 
the 8th day of the month. These debt-to-GDP figures are based on the 
latest available yearly data from the US Treasury and the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the federal agency that calculates official GDP 
figures.

COVID-19 Responses & Impacts
From the day th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clared COVID-19 
a pandemic (March 11) through June 8th, the US national debt rose by 
$2.5 trillion or 11.5 percentage points of GDP. This was mainly due to:
1.Four federal bills passed to address the pandemic and buf-
fer the economic fallouts of business shutdowns imposed 
by state governments. These will cost about $2.5 trillion, 
or an average of $19,000 for every household in the nation.                                                                                              
2. Lost tax revenue from business shutdowns.                                                                                             
3. Debt increases that were already baked into the federal budget for 
2020.           
Because the latest available GDP data is for the first quar-
ter of 2020, and the business shutdowns didn’t begin un-
til mid-March, they affect only half a month out of a year of 
data. Thus, the shutdowns have a relatively small effect on 
the latest annual GDP figure, reducing it by about 0.4 percent.                                                                                                                                         
              Also in response to COVID-19 and the shutdowns, the Federal 
Reserve created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new money to purchase federal 
government debt and other financial assets. The effects of such policies 
don’t necessarily manifest in the national debt but can impact people in 
other ways. (Courtesy fe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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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生产力还很低下的时候，

世界整体都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

为主体。自然经济强的国家就是强国，

自然经济强的国家就是高度文明。这里

面首屈一指的便是中国。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因为国家不抑

土地兼并。农民没法好好种地，种不了

地就没粮食吃，就没生存，只好起反叛

之心。

中国曾有好几次土地改革，比如20

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的土地改革

，还有就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蒋先生在

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再往前追溯的话

，有清朝的摊丁入亩和唐朝的租庸调改

革。

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建立不到三百年的

新兴国家，也进行过多次的土地改革。

比如南北战争期间林肯领导的土地改革

。甚至美国在建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

土改。

一、为啥要搞土改呢？

首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土地

改革。通俗意义讲就是不能让20%的人

占着80%的地，但是他又不种，就是白

白占着。这样想种地的人种不了，不想

种地的人就把地晾在那，弄到最后大家

都得饿死。于是统治者为了让大家都幸

福的生活，就重新分配土地，让想种地

的人能种上地，这就是土地改革了。

那么土地改革有什么好处呢？统治

者对土地的重新分配，不仅可以有效地

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使社会安定下来

。还可以极高地促进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农业产值。

最后可以限制那些不劳而获的地主和商

人，更多地加深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从

而促进资本向近现代工商业方面流动，

加强生产力发展。

几乎所有的王朝兴衰和文明更替，

都和统治者不宜兼并，大量农民种不到

自己的田地有着直接的关系。鲁迅同志

在《狂人日记》里说：历史上只有两个

字，那就是吃人。那么为啥要吃人呢？

没有地种，没有粮食吃，只能吃人了。

一般古代的一些盛世，都和统治者

对土地的把控有着间接的关系。耕者有

其田，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人人可以

吃饱穿暖，自然就早就了"开元盛世"，"

康乾盛世"这些。

由盛转衰也跟土地有关系，当人人

都有饭吃的时候，人口逐渐增多，土地

的开垦却有上限，那么人均土地占有量

就会迅速减少。

再加上人性的贪婪有权有势的人大

肆兼并土地，就会出现无数人没有地种

，这些人只能一起外出谋生，如果没有

本钱不会经商的话，形成难以控制的流

民潮。再加上各种不利因素，王朝也走

向覆灭。

土地一直朝代更替的重要因素，在

工业奉命之前，所有地区所有朝代都无

法避免，它们始终挺不过300年一次的

王朝生命周期。

二、 美国独立战争是为了土改？

众所周知，美国独立战争是为了反抗

英国的殖民统治。那英国都干什么了呢？

英国自资产阶级光荣革命和工业革

命后，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国力异常

强大，国旗插满了世界各地，号称日不

落帝国。英国在北美有了很多殖民地，

英国的国王下令禁止美国的殖民地里的

人不经允许就向亚巴拉契山脉的西面进

行西进运动。这个命令对于原有的地主

有利。蛋糕被分给了原有地主，那这个

法令对新来的移民就分不上蛋糕了，并

激起了大批新移民肯定就不舒服了甚至

是芒刺在背。

通过各种利益分析，显而易见占有

大量土地的地主和无地的农民分别会在

独立战争中站到哪一边。后来大地主大

多在独立战争中站在英国这边，即"效忠

派"。而主张独立的"独立派"对"效忠派"

的打击是毫不留情的。

于是美国独立战争就开始了。

1775年，美国成立独立军，任命华

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开始了对英国殖

民统治的反抗斗争。

1776年，北美大陆会议通过《独立

宣言》，大陆军正式宣布北美13个殖民

地独立，成立一个由邦联组成的美利坚

合众国。经过多次战争，美国终于赶走

了英国殖民者，并和英国人签订合约。

美国代表赶赴法国巴黎，和英国代表者

签订了美国独立的有关合约。

条约中说：英国国王必须无条件承

认美利坚合众国为有自主权和独立的国

家。这个合约标志着英国人正式承认美

国的独立，也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的胜

利。

三、那土地改革又干啥了呢？

美国成立后，美国的独立派开始对

亲英派做出了一系列制裁措施。

其中的核心措施是原来地主的土地

被独立派武力全部没收。所有大地主几

乎全都被没收了土地，因为他们是讨好

英国统治者的。

不仅如此，在签订合约之前英国曾

妄图要求美国返还"效忠派"被没收的土

地。但是美国人根本就不搭理英国佬。

虽然大范围内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没

有终结北美殖民地的原有的土地制度，

但对当时现存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构成了

一次沉重的打击。

虽北美独立战争本身并没有刻意土

地改革的意愿，但是原来的大地主大部

分都是讨好英国统治者的走狗，独立派

拿下亲英派的资源本来是理所当让的，

但是在客观上有效实现了解决土地地主

所有制的土改结果。北美独立战争不仅

仅是一次独立战争，本质上还是一场深

刻的土地争夺战。

美国的独立战争之所以影响这么深

远，也跟这次无意为之的土地改革有着

某种必然联系。

美国独立战争以外的土地改革从某

一角度说明了。如果历史上发生大事，

就必然跟土地不均有着关系。

正是因为英国殖民者和美国亲英派

大肆占有土地，让美国的人民没有更多

的土地可以耕种。逼得美国的殖民地的

人们必须分歧反抗，以谋求各大州的政

治独立和经济独立。以及可以让土地得

到合理分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耕者有

其田。让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矛盾得到有

效地缓解。

当然，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实行的土

地改革是不彻底的，有一定的局限性。

它并没有从制度上终结土地地主所有制

。地主和农民以及奴隶的潜在矛盾还在

蕴含。

所以几百年以后，美国由林肯指导

的南北战争时又进行了第二次"土改"。

南北战争期间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

言》，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也给了黑

人更多的土地，对美国农业经济的恢复

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土地分配永远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

重，农民和工人等无产阶级才是一个国

家的生力军。

北美独立战争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土改”

公元1832年，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

州小有名气的肖像画家乔治-卡特林。他

突然决定要深入到蛮荒西部地区。通过

遍访当地的大小印第安部落，给重要人

物画像。然后穿上土著服装,搜集印第安

风格用的武器和农具，仔细记录对方的

性格与生活。

尽管母亲在自己7岁时被印第安人

掳走，但卡特林的想法却没有什么歹意

。他对西部野蛮人感兴趣主要原因，还

是个人的艺术热情高涨，想在某个艺术

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当时，就有来宾州

访问的印第安人代表团，引起这位画家

的浓厚兴趣。卡特林甚至评价他们是：

拥有森林民族才特有的经典之美、身份

尊贵而面容庄重、默不作声却带有禁欲

主义者的庄严，像圣徒一样徒步穿过我

们的城市。

于是，在某位圣路易斯商人的援助

下，卡特林如愿进行了西部之旅。他每

到一个新的印第安部落，都要求给酋长

和部落里的勇士们绘制肖像。就这样，

在许多印第安人的好奇围观中，逐渐走

访了40多个不同部落。除原计划中的肖

像外，还画有大量关于印第安文化和西

部风景的素描。也是在这次旅行的过程

中，卡特林目睹了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

，以及白人如何将自己的文化影响扩展

到西部世界。因此断定土人最终会被湮

没在现代文明大潮中，而抗拒文明来袭

的泪水，定会渗入这片美丽大地的每一

颗土壤中。

在卡特林之前，美国东部地区就已

经出现了许多维护土著权力、要求美国

政府和平对待的印第安人支持团体。尤

其是在东部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纽约，时

尚界和社会名流都对“健康、粗野和自

由”的西部野蛮人充满了好奇与同情。

甚至还联名请愿，要求总统将一位因拒

绝西迁而袭击美国定居者的“黑鹰”酋

长无罪释放。

后者在获得总统的特赦和会见后，

索性留在东部各城市进行巡回游历。引

得许多人蜂拥前来围观，争相一睹这位

曾对抗美国正规军的战争英雄风采，各

家报社的记者们更是为采访而排起长队

。不少政客和名流也前来进行会晤，痛

斥西部边民们对印第安人的种种“暴行

”。后来，黑鹰酋长还因获得出版社帮

助而推出了个人自传，成为当年的全美

畅销书。

因此，对立志挽救印第安文化的

卡特林来说，纽约就是一个最适于举

办展览的好地方。城内的印第安展厅

落成后，就有许多时尚界和社交名流

前来祝贺。在这些其实根本不懂土著

风俗的人看来，印第安文化正巧和那

些喧嚣、忙碌、得意洋洋的白人形成

鲜明反差，透露着大自然的淳朴风采

。一位作家在完成参观后就大谈感想

：这里有很多绘画、首领的肖像画、

举行庆典的绘画和印第安地区的风景

画，还有印第安人的武器、劳作工具

与服装等实物。纽约很少能举办如此

有趣的展览。我们坐在野牛皮缝制的

帐篷里，喝着来自西部著名景点大喷

泉的水，吃着野牛舌和鹿肉，好像一

个真正的印第安人！

对于土著人的直观影响，纽约的名

流们也是颇为感慨：他们的面容如此精

致，就像特洛伊战争史诗里的英雄埃阿

斯，我一生里从未见过如此高贵的样貌

。

最后，参观者还非常细心的注意到

，印第安人普遍是手小但大腿肌肉很发

达。这就象征着他们想要和白人和平共

处，却因对方的暴行而有了必须迎战的

悲剧命运。

在纽约的展览大获成功后，卡特林

又陆续在波士顿、华盛顿和费城展示出

自己的印第安见闻。他甚至租了一艘船

，将包括600幅画和几千件器物在内的8

吨种展品，全部送到海对岸在大英博物

馆。在赫赫有名的埃及厅内租下3好房

间，用于向英国人展示这些来自新大陆

的全新文化。由于反向非常巨大，连维

多利亚女王都亲自前来参观。此后，他

还在英国人的资助下，将自己的见闻出

版成书并大受评论界追捧。

当然，最让英国人感兴趣的是，居

然有9名奥吉布瓦部落的印第安人也加

入展览。他们会情绪饱满在观众们面前

跳起印第安战舞。但那些铿锵有力的动

作，居然是土著根据白人对印第安战吼

的固有印象而专门编排的。目的就是要

骗取参观者的一些礼物。但欧洲观众对

此毫不知情，反而对来自异国的文化格

外迷恋。甚至有英国妇女和奥吉布瓦人

传出绯闻，成为轰动社交界的爆炸性事

件。

不过，异域文化的热度和新鲜感毕

竟不能长久。卡特林不是没有想办法提

高人气，比如让印第安人骑在马上，大

声呼喊着在场内飞驰。但有教养的观众

比较是社会少数，很快就让展览馆内日

渐冷清。甚至有狄更斯这样的名人开始

对把戏嗤之以鼻：一群不知所谓的野蛮

人，只是一群可怜虫。他们的所谓舞蹈

还不如意大利歌剧的合唱队！

此外，长期表演也给印第安人带来

了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压力。他们在巴

黎巡演时染上天花，造成3人病死，而

其他人也必须被隔离。卡特林的印第安

展览也终于宣告结束。

作为轰动性文化盛事的余波，美国

政府在1852年考虑收购卡特林的全部藏

品。但几个受印第安人袭扰最严重的边

地州，用自己的激烈反对让拨款没法通

过。卡特林自己也因为事业失败而潦倒

去世。不过，长期待在纽约的印第安权

益团体倒是受益匪浅。一位最激烈的批

评家就在1865年的《纽约时报》刊登文

章：印第安人开始拆毁铁路，并且向太

平洋铁路的员工和旅客开火。我感到非

常高兴......

曾让全美国都狂热追捧的印第安风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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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賽首輪吉爾伯特大師賽首輪吉爾伯特66--22佩裏佩裏

羅城遺址新發現羅城遺址新發現：：楚文化入湘可追溯至春秋中期楚文化入湘可追溯至春秋中期

羅子國城遺址羅子國城遺址（（羅城遺址羅城遺址））發掘出土的部分春秋中期陶器發掘出土的部分春秋中期陶器。。羅子國羅子國
城遺址城遺址（（羅城遺址羅城遺址））考古發掘及專家現場會考古發掘及專家現場會11月月99日在湖南嶽陽市屈原日在湖南嶽陽市屈原
管理區舉行管理區舉行。。與會專家認為與會專家認為，，羅城遺址北部小洲羅地點出土大量春秋中羅城遺址北部小洲羅地點出土大量春秋中
期甚至更早的遺存期甚至更早的遺存，，屬於湖南地區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壹批典型楚文屬於湖南地區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壹批典型楚文
化遺存化遺存。。這充分說明這充分說明，，羅城遺址是目前所知典型楚文化進入湖南最早的羅城遺址是目前所知典型楚文化進入湖南最早的
地點之壹地點之壹，，可謂湖南被正式納入中原王朝治理體系的起點所在可謂湖南被正式納入中原王朝治理體系的起點所在。。

印尼墜毀客機部分乘員遺物被打撈上岸印尼墜毀客機部分乘員遺物被打撈上岸

印尼雅加達印尼雅加達Tanjung PriokTanjung Priok港港，，三佛齊航空公司三佛齊航空公司SJSJ182182航班客機失事航班客機失事
後後，，在印尼海軍蛙人的協助下部分乘客物品被打撈上岸在印尼海軍蛙人的協助下部分乘客物品被打撈上岸。。目前目前，，打撈上打撈上
岸的物品正陸續運往搜救中心供家屬進行辨認岸的物品正陸續運往搜救中心供家屬進行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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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沈騰馬麗齊幫忙！
常遠為何要拍《溫暖的抱抱》？

常遠首當導演、自導自演的喜劇

《溫暖的抱抱》於賀歲檔上映，上映不

到兩周票房近7億，對於導演處女作而

言成績不俗。

《溫暖的抱抱》講述了壹個極端完

美主義的人，打開心扉，學會跟別人擁

抱的故事，看似誇張的劇情背後，其實

承載了常遠的個人敘事。

出生於相聲世家的常遠，受爺爺影

響，從小開始學相聲，每次馮鞏、姜昆

來家裏做客，小常遠就要被迫表演相聲

。不喜歡相聲的他曾經哭著問爺爺，這

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

爺爺對常遠要求很嚴格，和他也很

少有肢體上的親近，雖然不喜歡相聲，

但常遠從沒有想過反抗，而是認認真真

學，希望得到家人的認可。

獲得認可，是常遠接近40歲的人生

中很重要的主題。

《溫暖的抱抱》從2017年開始籌備

，沈騰、馬麗、喬杉等圈中好友都壹呼

百應，幫忙客串。常遠把這部戲看作壹

次人生大事，這壹次，他也希望得到觀

眾的認可。

第壹次當導演，壹呼百應
“騰哥說，就這點事妳打壹電話不

就完了嗎”

記者：這次知道妳要當導演，喜劇

圈的朋友是不是壹呼百應都來幫忙了？

常遠：對，我朋友還是挺支持我的

，騰哥、麗姐都是壹說就來了，其實挺

難湊成這樣的。我寫劇本的時候就想好

了讓誰演誰，其實就是因為我寫的時候

，我就想把這些人全都找過來，因為都

是我朋友。我覺得這就跟照合影似的，

我第壹次人生大事，我希望這些人我們

都在壹塊。

記者：需要準備壹套特別的說辭去

邀請他們嗎？

常遠：我挺真誠地去邀請。比如騰

哥，那時候拍《西虹市首富》，我的戲

先殺青了，殺青宴那天我特意飛到山東

去參加殺青宴，其實主要是為了跟騰哥

見面說這些事。我就給騰哥單獨約到房

間裏，我準備了好多話，我說這兩年怎

麼不容易做劇本，想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跟他說我們戲裏有壹個角色，想讓您幫

我演壹下，然後騰哥說行行，妳就這點

事，妳至於飛過來，妳就打壹個電話不

就完了嗎？

麗姐讓我很感動的是因為她那會兒

懷孕了，我們就像家人壹樣，越是親人

，就越會為對方考慮。她那會兒懷著孕

又在另壹個城市拍戲，我思來想去就別

太麻煩她了，站在她的角度，她拒絕我

傷感情，她不拒絕我確實身體又不允許

這麼累，我給她打了個電話，我說麗姐

妳幫我演壹個視頻，就是靈車司機媳婦

那個角色，幾秒鐘幾句臺詞就完事了，

她都不用特意過來。跟麗姐說完之後，

她說常遠我琢磨琢磨，然後過了幾分鐘

她就回了電話，說我要幫妳就好好幫妳

壹把，妳看看有沒有從頭到尾貫穿的人

物，我當時壹聽就說確實有壹個角色想

讓妳演。她說沒問題，就這個了，然後

她從劇組請假，開車幾百公裏過來，直

接幫我拍了幾天。

記者：和喬杉是很好的朋友了，這

次為什麼給他安排了這樣壹個渣男的角

色？

常遠：我們倆拜把子兄弟。這個人

物他既得渣，我還希望他有點可愛，別

太可恨了，要不然抖不出包袱。還有得

有魅力是壹個帥氣的男生，所以綜合考

慮，除了杉子也別無他人，我覺得杉子

挺帥的，大臉盤大眼睛大鼻子，也挺壯

實的壹個小夥子。

記者：跟喬杉的友情是怎麼開始的？

常遠：太早了，我們倆那會兒還沒

活，就我電影學院畢業以後，跑組跑了

三年，壹個戲都沒接著。有壹個朋友就

介紹壹個音樂劇叫《奉旨越獄》，阿雲

嘎也在那個戲裏面，去了以後就認識杉

子，我是到壹陌生環境會很緊張，也不

知道跟人怎麼交流，杉子比較健談，比

較愛開玩笑，慢慢就開始跟我說話，我

就找到了壹個朋友。從那個戲開始，我

們倆就壹直在壹塊，到後來演過小劇場

話劇，也演過麻花的話劇。

記者：女主角選擇了李沁，她並不

是喜劇演員，當時找她出演是怎麼考慮

的？

常遠：李沁長得好看，演技也好，

很符合我心目中女主角的形象。我也沒

看過她演喜劇，我也不知道她會演成什

麼樣，但是我們開機拍的第壹場戲我就

踏實了，我覺得壹點問題都沒有。第壹

場拍的是我自殺的戲，然後她阻攔我，

那是壹個要求爆發力的戲，就呈現得非

常好。

其實最早我就想過李沁，但是也沒

敢太多想，人家也不是喜劇演員，也怕

人家對我這種題材不感興趣，後來轉了

好大壹圈，最後轉回來，比較幸運的是

她還有時間，就見了壹面， 聊了幾個小

時。

前半個小時她壹直不知道我是導

演，她以為我是男主，還納悶說這男

主怎麼老聊畫面，後來才知道我是導

演。她對我的劇本也挺認可的，其實

我不是特別會聊的人，但是那天發揮

還挺好的。

記者：整個創作過程中，身邊的朋

友有給過壹些創作上的建議嗎？

常遠：騰哥的角色，我倆是聊了

好幾宿，壹宿壹宿這麼改劇本，我倆

商量琢磨怎麼能讓這人物更好更立體

，好多次我都是半夜去找他，然後聊

到天亮。

記者：《溫暖的抱抱》是翻拍了韓

國的壹部電影，第壹次做導演，有沒有

想過做壹個完全原創的故事？

常遠：也想過，其實我是做了自己

的壹個故事，做到壹半，正好這事找過

來了。他們壹開始想讓我演，給了我劇

本，我覺得人物特別好，我覺得他是很

極致的壹個人物，但是我覺得就有點可

惜了，感覺有好多沒挖掘出來的點，後

來就說要不妳連導帶演，我說那行，因

為這樣我就能把自己想要的東西裝進這

故事裏。可能時間成本比較高，得給我

點時間好好弄。

記者：以導演的身份加入這個項目

後，妳給這個故事裝進了什麼東西？

常遠：變化很大，其實比原創還難

，我得先拆房，然後再蓋房。我還是挺

喜歡做自己的東西的，我得把原來別人

的東西都忘掉，然後重新再構建自己的

東西。最大變化就是落地、本土化，把

它做得更加接地氣，還有喜劇包袱給它

更充分。情感線和人物的走向其實變化

挺大的，就留了那個人物性格。

記者：當導演所需要的技能，是很

早就開始儲備了嗎？

常遠：其實是因為劇本也是我寫的

，我跟編劇壹塊寫的，前期籌備時間比

較長，所以在寫劇本的時候，我就想好

了每壹個畫面或者現場我想要的攝影的

運行方式是什麼樣的，或者每壹個道具

是什麼樣的，服裝是什麼樣的，發型是

什麼樣的，這些我可能也沒有進行過什

麼專業的訓練，但是這些我想得比較充

分，都想清楚了。

喜劇之路，從痛苦開始
“我哭著問爺爺，什麼時候是個

頭啊”
記者：從電影學院畢業，本來應該

是想演影視劇的吧？因為跑組不順利才

去演了音樂劇嗎？

常遠：對，其實我也沒想過演什麼，

就有活幹就行。那會兒還挺知足的，壹

場能有個300塊錢，挺開心的那段日子

。那段時間我收入來源就是主持婚禮，

每周末出去能主持婚禮掙點錢。

記者：其實做婚禮主持也是紮根生

活、積累素材的壹個很好的過程。

常遠：對，也挺充實的，大家就覺

得我主持還挺好的。後來實在太困了，

每天要起特別早。後來慢慢也有戲拍，

有話劇演了，就沒再主持了。我是慢慢

到了麻花才開始找著自己的方向，舞臺

劇有壹點特別好，就是舞臺劇它是允許

妳壹個人演好多角色，可以來去串，我

覺得那會兒特別鍛煉我。最多時候在

《烏龍山伯爵》那個戲裏我有演過14個

角色，人也演過，動物也演過，那會挺

鍛煉的。

記者：某種程度可能比演主角有還

有意思吧。

常遠：對，也挺累，壹場戲我在開

場之前得套三條褲子在裏面，因為來不

及換，可能壹脫就變成下壹個人物。

記者：作為喜劇人，妳現在選擇項

目的時候是會呆在自己的喜劇安全區，

把自己的優勢放大，還是想轉型？

常遠：我覺得看人物看劇本，其實

什麼劇本什麼類型都可以。我剛到電影

學院的時候，也演《雷雨》，老師鼻子

都氣歪了，因為我之前只是學過相聲，

所以演周萍的時候也按著說相聲來，老

師就說哪能那麼演，後來慢慢我才明白

是怎麼回事，怎麼能讓自己慢慢進入情

境。

記者：其實妳壹開始走上喜劇道路

也是受到家庭的影響，假如沒有家庭的

影響，純看妳自己的性格，妳覺得自己

是壹個喜劇人的靈魂嗎？

常遠：我小時候特喜歡畫畫，我喜

歡比較安靜的事，但是就沒辦法，從小

不懂事的時候就開始教妳說相聲，等於

強行接觸的這個東西。

記者：會覺得痛苦嗎？還是說是為

了獲得家人的認可？

常遠：我就是挺痛苦的。後來有些

人喜歡相聲我就不理解，我那表弟就特

喜歡相聲，天天聽，我就不理解，因為

我小時候太痛苦了。三四歲就開始天天

讓我背那些東西，我就不喜歡，我就想

畫畫，但還是必須得演，來壹個演壹個

，而且他們還不壹塊兒來，像馮鞏先生

、姜昆老師、李偉健都老沒事就去我們

家跟我爺爺聊天來了，我就得演壹段，

然後還分著來，然後還沒完沒了，但是

我也沒辦法，因為小沒有也沒法反抗。

但是我也問過，我也哭著問爺爺，什麼

時候是個頭啊，然後也沒理我。

記者：長大到什麼時候開始反抗了？

常遠：也壹直沒反抗。沒辦法，小

時候就學，也不會幹別的，所以後來壹

直就做，但是後來到了麻花，我才慢慢

覺得也還挺好，能幹點自己想幹的事還

挺好。

記者：所以只是不太喜歡相聲，但

是對喜劇表演本身是喜歡的。

常遠：對，我小時候不喜歡相聲，

但是現在我都這歲數了，也懂了，也明

白相聲的魅力在哪，而且確實我得感謝

壹下，現在我有很多創作的東西，其實

都是從相聲裏來的。

記者：比如這次《溫暖的抱抱》裏

，有什麼是從相聲裏來的？

常遠：它是壹種老祖宗留下的技巧

，其實鋪墊，前面怎麼入正活這些都是

相聲教給我的，萬變不離其宗，全都是

這樣。比如說遺像那個包袱，我覺得可

能是在電影院裏反應最響的包袱，就是

因為前面鋪了，然後中間再墊壹下。

記者：《溫暖的抱抱》有沒有承載

妳的個人敘事？

常遠：有，不是整個故事都是原型

，但是有壹些片段式的記憶是我腦子裏

的記憶，然後我給放到這個故事中。比

如說宋溫暖樓下，我想要的景就是我小

時候我們家樓下的感覺，煙火氣特別濃

。

其實對於擁抱這個點也算是，因為

我小時候我家對我比較嚴厲，我爺爺對

我也不是寵愛，也沒有過很近距離的那

種接觸，我記事起好像我爺爺就沒有給

我摟過來稀罕稀罕我那種，所以可能對

於擁抱的點，也是跟我自身的成長有點

關系。

記者：我想可能也是因為爺爺對妳

比較嚴厲，雖然妳沒有很喜歡相聲，但

會為了得到認可而去壹次次在人前表演

相聲，包括妳的完美主義個性，是不是

也是因為希望獲得家人的認可？

常遠：對，尤其是後來去做作品，

其實都是為了得到認可。

記者：得到認可，可能是貫穿妳快

40歲的人生壹個很重要的主題？

常遠：算是吧，對。

記者：得到觀眾的認可，對妳而言

會很重要嗎？

常遠：挺重要的，因為我拍戲就是

給觀眾看的。但做壹個東西也不可能

大家都誇妳，那肯定會有比妳更專業

的，人家能夠找出壹些問題也是正常

的。我看到過觀眾說，什麼樣的人都

能當導演，我也理解，因為確實我也

第壹次，人家說什麼都是正常的，而

且這個東西既然做了，肯定是允許人

家說，也不能讓人家都閉嘴都別說，

這是不講道理。



CC88香港娛樂
星期六       2021年1月16日       Saturday, January 16, 2021

自從漫威超級英雄大片 「黑豹」男主角查德威克鮑斯曼英年早逝後
，各方都好奇今年夏天要開拍的 「黑豹2」如何解決主角缺席的問題，
掌理漫威影視、漫畫創作方向的大老凱文費吉，再次重申不換角、維持
對查德威克的敬意，以及不會透過特效複製他的影像，甚至是把他弄得
較年輕之類的方式讓他還能在續集中亮相，取而代之的是要將瓦干達王
國更深入挖掘，首集已出場的人物還會有更多面向的處理，似乎續集的
重點在於一整個瓦干達，而不只聚焦在某一個角色上。

凱文費吉近來為他首度監督的漫威影集 「汪妲幻視」於Disney+推
出努力宣傳造勢，有媒體懷疑漫威影集一齣接一齣推出，會不會讓觀眾
搞壞胃口，對再花錢上戲院欣賞漫威英雄片完全失去熱情？他坦言：
「以前比較有這種危險，那時還有一些英雄的版權在別家電影公司手上

，暑假一口氣有好幾部漫威漫畫改編的電影推出，漫威的片頭標誌一天
到晚看得到。然而那並非我們所能控制，看到每一部片都拍出自己的特
色，觀眾也就一一捧場，所以這才最重要，你需要拍出獨特的味道。

在凱文眼中，漫威影集與漫威電影看似相近，卻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他們在影集裡玩創意更獨特，他的期許是未來在Disney+的漫威影集
與戲院上映的漫威大片並行不悖，能夠流利轉換，不擔心觀眾會感到厭
煩。雖然漫威已有一年多沒新片上戲院，並沒停下電影的攝製腳步，
「雷神索爾4」近日公布有更多 「星際異攻隊」裡的角色要過去亮相，

更傳出接下阿斯嘉王位的女武神，會對驚奇隊長產生傾慕之情，儘管還
未確定，已引發粉絲熱烈討論。

「黑豹2」 將聚焦整個瓦干達

近來由於氣候暖化，全球氣溫不斷上升，
南北極冰層不斷融化，除了造成全球海平面上
升的危機之外，更傳出南極冰層下浮出納粹潛

艇的傳聞，當年二戰納粹大敗後，希特勒並非
自殺身亡，而是逃到南極躲藏的陰謀論更時有
耳聞。2017年，一支納粹駕駛飛天鯊魚的宣傳

短片橫空出世，不僅讓全球網友瘋傳，
更成功完成群眾募資拍攝成電影，經過
三年的精心製作與拍攝，《天空鯊：納
粹終極武器》終於登上大銀幕，更入選
英國倫敦恐怖電影節、西班牙錫切斯奇
幻影展等全球知名奇幻影展，電影話題
以及品質兼具！《天空鯊：納粹終極武
器》（英文片名：Sky Sharks）即將
在2月3日登台上映，衝擊台灣觀眾的
感觀！

車庫娛樂於今日公佈《天空鯊：
納粹終極武器》電影海報和預告，由
預告片可得知鯊魚在本片被定位成一
種 「超級武器系統」，納粹殭屍駕駛
著魔改造的鯊魚在上天下海，配備各
式高科技武器出籠侵略全球，更有大
型客機慘遭鯊魚血盆大口撕裂，外加
基因改造的超級士兵加入這場攸關世
界存亡的生死之戰，腦洞大開的超瞎
劇情也讓網友紛紛留言 「這到底是鯊
小！近期看過最有趣的片！」、 「資
訊量太大了，我到底看了什麼？」、

「錢給你，趕快上映就對了！」 「導演到
底嗑了什麼才拍出這麼ㄎㄧㄤ的東西！」
，網友熱議程度也暗示《天空鯊：納粹終

極武器》即將在台灣掀起另一波邪典電影
熱潮！

荒唐程度宛如《風飛鯊》結合《鋼鐵蒼穹
》，讓鯊魚再次偉大的邪典電影《天空鯊：納
粹終極武器》，本片導演馬克費瑟日前接受訪
問談及創作契機時自爆，某天他真的喝到超茫
，便告訴他的兄弟他想拍一部關於可以在空中
飛的鯊魚電影，卻被當成是酒後的瘋言瘋語。
之後馬克費瑟向他的製片夥伴提出這點子，對
方竟驚呼 「這真的是太棒了，我們必須開始進
行這計畫！」，才因此促成《天空鯊：納粹終
極武器》的拍攝。導演也補充道，製作團隊在
《天空鯊：納粹終極武器》加入了很多酷炫的
元素，像是納粹、殭屍、機器鯊魚等，搭配如
電玩般的華麗視覺效果，保證會帶給觀眾一趟
瘋狂旅程！《天空鯊：納粹終極武器》故事
講述一支地質探勘隊偶然在極地發現了納粹
在二戰末期廢棄的實驗室，並發現納粹竟然
在這裡開發了一種超乎想像的極機密武器
……探勘隊不小心喚醒了凍結在冰層深處，
一支由基因改造的超級人類組成的飛行僵屍
鯊魚大軍。這支不死軍團傾巢而出，毀滅任
何阻擋在牠們面前的生物。面對來勢洶洶的
天空鯊大軍，人類節節敗退，一支菁英部隊
臨危受命試圖扭轉戰局......。

《天空鯊：納粹終極武器》納粹殭屍騎飛天鯊魚

《倒數引爆》爆破槍戰一觸即發
《倒數引爆》（英文片名：Blank

）找來知名印度男星桑尼迪爾、卡蘭
卡帕迪亞兩人諜對諜精彩過招！《倒
數引爆》講述漢尼夫（卡蘭卡帕迪亞
飾）因車禍而進了醫院，醒來後卻失
去記憶，更被醫生告知他的心臟上竟
連接著一顆無法拆除的炸彈！而另一
頭，資深探員杜安收到上級命令，前
往醫院進行調查，並且收到指示要將
漢尼夫殺害。失去記憶的漢尼夫聲稱
自己完全不記得恐怖行動，探員杜安
卻認為事有蹊蹺，不肯就此罷休，就
在兩方僵持不下時，情報局收到消息
，原來漢尼夫身上的引爆器不僅能引
爆他身上的炸彈，更是另外24顆匿藏
於城市之中的炸彈引爆器。《倒數引
爆》為導演貝薩德康巴達首部自編自
導之作，不同於其他寶萊塢電影，導

演特地表示在本片中絲毫看不到歌舞
的痕跡，他說到： 「《倒數引爆》是一
部商業作品，但如果大家想要看有人突
然衝出來跳舞、熱唱，這是不會發生的
。但是觀眾肯定能感受到完全刺激緊張
，充滿精彩即反轉的電影。」

《倒數引爆》在海外廣受好評，其
中兩大主角桑尼迪爾及卡蘭卡帕迪亞的
對手戲，令海外粉絲讚嘆年輕新秀卡蘭
卡帕迪亞面對寶萊塢大卡司氣場不減！
卡蘭卡帕迪亞則表示能參與《倒數引爆
》實在是非常好運，非常謝謝導演的邀
請。他說到： 「導演還在編寫劇本時就
問了我要不要參與演出，我當時想著能
認識導演真的太好了。而且我們的目標
一致，希望能做出讓大家絲毫不會分心
的電影，讓觀眾連想要拿起手機回訊息
的想法都沒有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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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被新冠疫情折磨了的美国人，终于忍不住暴

走了。

近日，美国纽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一

项研究报告，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热议。报告

显示，截至2020年上半年，放弃美国国籍的公民

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5816人，相比去年下半

年翻了10倍还多。与此同时，另一项数据统计指

出，美国目前有近900万公民生活在境外。

这一连串的数字，令人感到惊讶之余，人们

也不禁疑惑：短短半年，美国脱籍人数为何陡然

暴增？过去挤破了脑袋也要拿到手的美国绿卡，

为何突然不香了？

美国绿卡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实现美国梦的

敲门砖。但对于有些人来说，或许是累赘。下面

我们就来看看，那些已经和正打算逃离美国的人

到底是怎么想的。离开美国之后，他们又都去了

哪里。

一、近两年美国新增移民下降超10%

美国班布里奇会计师事务所（Bambridge Ac-

countants）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

上半年，美国已有5816人放弃美国国籍，与去年

下半年的444人相比增长了1210%。而相比2019年

全年共计2072名美国人放弃国籍，这一数据则翻

了近3倍。

除此以外，另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大

约有900万美国人居住在美国境外。而在14年前

的2006年，这一人数才不过33.5万。

这两组数据似乎都说明了一个问题，近年来

离开美国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这是否意味

着美国迎来了更多的海外移民呢？下面一组数据

介绍了近年来美国移民拿到绿卡的情况。

据统计，2016年至2018年期间，美国新增绿

卡持有人总数由118万人下降到109万人，下滑幅

度超过7%，人数近8.7万。如果抛去获得绿卡的

难民、庇护人数，这两年通过职业移民、亲属移

民获得美国绿卡的新增移民总数则下降了11.5%。

值得一提的是，在诸多移民人口大国中，中

国是获得绿卡人数降幅最大的国家。DHS报告显

示，2016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获得合法移民身份

的人数，从 2016 年的 81722 人下降至 2018 年的

65214人，降幅超过20%。

紧随其后的是韩国和越南，在此期间这两国

获得美国绿卡人数下降比例分别为18.9%和18.4%

。同为移民人口大国的墨西哥、菲律宾、印度下

降趋势则相对较缓，下降比例分别为7.3%、11.3%

和7.5%。

已经拥有美国身份的人想着要逃离，新晋的

美国人却在不断减少。美国这种荒诞的移民怪象

，有些耐人寻味。而近年来不少研究机构和专家

们通过研究发现，这一现象背后或美国政治、经

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有关。

二、为什么放弃美国绿卡的人越来越多了？

1、如果特朗普继任，将会有更多的美国人离

开

Bambridge Accountants事务所合伙人阿里斯泰

尔· 班布里奇（Alistair Bambridge）表示，“这些

人大多（之前）已经离开美国，只是觉得终于受

够了。”

“我们发现，大家对特朗普的事情都很关注

，包括对新冠疫情的处理方式以及美国目前的政

治政策。”

虽然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总统上任后，都会

在移民政策上做一些调整，但自特朗普上任以来

，美国人想离开美国的人数创下了新纪录。

盖洛普（Gallup）于2019年进行的一项民意测

验结果显示，2017年至2018年期间，有16％的美

国人表示愿意（如果有可能）永久迁移到另一个

国家。而乔治· W· 布什或巴拉克· 奥巴马执政期间

，这类人群的比例分别为11％和10％。

此外，在特朗普政府成立的头两年，有五分

之一的美国女性表示，如果有可能她们愿意永久

性地移民到另一个国家。这一数据几乎是奥巴马

或小布什执政时期的两倍。

在年龄方面，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移民意愿

也有所不同。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有30％的人

表示想离开美国，其中女性人数占比达到40％，

之后随着年龄增长移民意愿逐渐减弱。但值得一

提的是，无论哪个年龄段想要脱离美国国籍的人

数，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收入差距方面，到去年为止，在特朗普领

导下，美国贫困人口中有30％表示愿意移民，而

奥巴马领导时期这一比例为13％。

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执政期

间，美国公民对美国社会现状的满意程度远不及

前两任总统。尤其是女性和年轻人，脱离美国的

意愿相对更加强烈。

Gallup民意调查结果也表明，特朗普本人可能

是2016年以来越来越多美国人想要离开美国的主

要动机。无论性别、年龄或收入的差异，如果美

国人不赞成特朗普担任总统一职，他们更有可能

想离开美国。

尽管放弃美国国籍会带来一定风险，还要为

此付出2350美元(约合人民币16372元)的金钱代价

，但班布里奇依然表示，接下来这一趋势只会继

续上升。“很多人都在等11月的大选，看看到时

候会发生什么。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我们相信

又会有一波人决定放弃美国国籍。”

2、对美国社会环境长期不满的人会选择离开

撇开特朗普带来的政治影响不说，历年来美

国公民移民海外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只不过自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不再对

海外移民做详细的数据统计和分析，这一现象更

多地被忽略了。实际上，美国公民选择放弃国籍

，可能是因为单纯的工作、生活需要，也可能是

对社会环境的不满情绪长期积累的结果。

人口统计学专家达什夫斯基（Dashefsky），

1992年对美国移民的研究发现，促使人们离开美

国的原因通常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和

生活需求，比如要在海外开办新公司，从事新工

作。也有可能因为家庭因素，夫妻有一方要跟随

配偶返回祖国所在地。还有部分人是为了以在美

国同等的消费，在他国换取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

。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

改变。达沙夫斯基说，在20世纪初大萧条时期，

离开美国的人数超过了从国外移民的人数。在越

战高峰期间，许多人也离开了。

还有今年疫情期间发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动。从纽约搬到法国里昂生活的卡巴(Nicole

Caba)表示，她注意到新冠疫情暴发之后，移居海

外或放弃美国国籍的人都在变多，“疫情期间发

生的事情让人们开始思考，好吧……如果我和那

里真的没什么联系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和美国捆

绑呢?”

所以对于某些人来说，特殊时期社会环境的

变化，可能会挑战他们对现阶段所拥有的文化的

看法。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后，他们可能会

对眼前的生活、文化、政治氛围产生不满的情绪

，进而失去未来在美国生活的信心，最终搬去美

国以外更符合他们信仰的地方。

达什夫斯基还指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

美国作为移民大熔炉，长期存在的文化冲突也是

导致人们离开美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说：“我们学的的语言，我们的判例体系

是基于英国法律，并对其进行了某些修改。尽管

莎士比亚不是美国作家，但我们都读过莎士比亚

，所以我们的一部分文学作品就是从那本书衍生

出来的。关键是，移民文化存在多样性，但并非

我们所有的文化都能够应对这种多样性。否则，

我们就不会遇到今天所有的社会冲突。”

当一些社会冲突（比如种族歧视、贫富差距

）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甚至对社会治安造成威胁

。这时缺乏安全感和逐渐消失的归属感，就会成

为一些人离开美国的催化剂。

3、即使居住在美国以外也要缴纳所得税，这

让生活变得复杂

不过上述我们分析的美国公民移民原因，只

是基于大多数生活在美国境内的公民。对于大约

900万常年居住在境外的美国人而言，每年需要向

美国提交纳税申报表，报告本人所有外国银行账

户、投资和养老金的情况，才是他们想要放弃美

国国籍的主要诱因。

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对居住在国外的

公民征税。在美国，即使公民居住在海外，通常

也要缴纳和美国境内公民同样标准的所得税。当

然，如果一些公民在国外居住期间获得收入（工

资，薪水等），并且在居住国有纳税记录，那么

就可以从要纳税的收入中，豁免一定数额的国外

收入。

但是由于各国税务机构的年度计算方式与美

国税制的年度计算法有所不同，所以在报税时程

序会变得更复杂。如果不幸遇到侨居地没有税制

年度（比如越南、泰国），纳税人则需要至少提

前两三个月准备好相关报税文件和单据。

根据“美元旅外税务服务机构”(Greenback

Expat Tax Services)今年3月至6月间对4000名旅居

海外美国公民进行的问卷调查，高达七成受访者

认为，自己其实不应缴税给美国政府。

“美元旅外税务服务机构”内容策略分析师

普鲁伊特(Miranda Pruitt)指出，对于这些旅居外国

的美国公民而言，缴税问题始终让他们耿耿于怀

。

也正因现行的美国税法，使许多居住在国外

的美国人生活变得更加复杂，越来越多的海外美

国公民决定放弃美国国籍。

住在苏黎世附近的商人布莱恩· 都柏林表示，

在瑞士有太多人想放弃自己的国籍。尽管他对自

己出生的国家有感情，但他依然准备放弃。他说

：“我在美国长大。我爱我的国家。但是我只是

觉得现行（税务）规定太繁重了。”

Greenback Expat Tax Services的问卷调查统计

显示，约有两成受访者表示，正在认真考虑是否

在不远的将来放弃美国籍。打算放弃国籍的受访

者中，则有将近四成指出，主要原因是每年为了

报税而感到压力沉重。

三、那些放弃美国身份的人都去了哪里？

那么，离开了美国之后，这些美国侨民都去

哪儿了？根据海外美国居民协会（AARO）的数据

，美国移民可以在160多个国家 /地区找到。其中

有40％的人选择了西半球的加拿大以及中美洲、

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另外还有26％的人搬到了欧

洲，14％的人去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比如澳大

利亚、新西兰、中国和日本。

在排名前十的最受美国移民欢迎的国家/地区

中，厄瓜多尔和墨西哥位列第一、第二，然后是

马耳他、新加坡、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巴拿

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InterNations在2015年的Expat Insider研究中将

厄瓜多尔描述为“每个人的宠儿”，这是许多美

国人移民的热门目的地。据统计美国公民占厄瓜

多尔外籍人口的一半以上。厄瓜多尔的吸引力在

于其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个人理财和生活质量

（包括休闲时间）以及其人民的热情好客。

墨西哥之所以成为美国人移民的第二选择，

一方面是因为墨西哥南方日照充足，对于很多富

有的退休美国人来说，是个绝佳的养老基地。另

一方面，则是因为近年来美国房价持续上涨，越

来越多的美国人觉得，到生活成本更低，语言文

化相通的墨西哥生活也是不错的选择。

鉴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地理位置上的相近之

处。近年来想要移民加拿大的美国人也在不断增

加。特别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许多

美国人尤其民主党人，扬言要移民加拿大。2016

年有大约12%的美国人表示想搬到加拿大，到了

2018年这一数据上升至26％。

此外，据马里兰大学马里兰人口研究中心的

专家卡伦· 伍德罗· 拉菲尔德（Karen A. Wood-

row-Lafield）分析，“拥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

例如韩国和德国，很可能会受到美国移民的欢迎

，因为有些美国人在这些国家执行任务时会结识

伴侣并与之结婚。”

除了职业、文化是重要的吸引力，在这些备

受美国侨民青睐的国家中，经济也是不得不考虑

的因素之一。新加坡不仅拥有繁荣的金融中心，

还有大量的跨国银行和专业服务公司。所以对拥

有海外资产和投资项目的美国企业家而言，在新

加坡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安家置业也是不错的选

择。

总而言之，拥有一张美国绿卡对于有些人来

说，是实现梦想、追求美好生活的敲门砖，但对

于有些人来说，或许是累赘。这就像衣服再好看

，但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

2020年目睹之美国移民怪现状
移走的激增，移来的骤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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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病毒變異大逃殺遭遇病毒變異大逃殺
全聯先生拿剪刀追殺全聯先生拿剪刀追殺

電影「下半場」中亮眼演出的朱軒洋，這次

挑大樑演出「哭悲」電影再度有不一樣表現，他

不是騎車狂飆就是拔腿狂奔，在片中朱軒洋一心

想要找到失聯的女友（雷嘉納飾演），因此他在

路上都隨時都可能遭遇變異人種的突襲，幾乎每

分每秒都用腎上腺素在拼命。由於拍片時期正值

酷暑，朱軒洋大嘆：「好險在『下半場』體力有

練過，但是這次在熱烘烘的柏油路上狂奔也讓皮

膚曬傷、脫皮又紅腫。」

朱軒洋在「哭悲」中飾演一名剛畢業的年輕

人以接案為生，跟女主角雷嘉納飾演熱戀中的男

女朋友，沒想到在送女朋友去捷運上班的路上，

竟然就遇到病毒突發狀況而被一群人攻擊追殺，

好不容易逃出生天回到家中，卻聯絡不上女友心

急如焚。因為劇組在嚴密完善的保護措施下拍攝

，讓朱軒洋慶幸在動作打鬥戲和騎摩托車在路上

風馳電掣都毫髮無傷。

另外一場重頭戲就是朱軒洋在進家門之後，

卻因為全聯先生扮演的鄰居也被病毒感染，他手

拿修樹大剪刀攻擊朱軒洋，就讓觀眾為他捏把冷

汗。但是朱軒洋非常慶幸專業的劇組人員總共為

了這場戲做了3把剪刀，一把真剪刀，一把磨鈍

的和一把擬真的假剪刀，絕對會讓觀眾真假難辨

。而難得在大銀幕上演出的全聯先生也突破形象

演出，以猙獰的殺戮表情讓人看到不寒而慄！

2021 金馬奇幻影

展堂堂邁入第12屆

，每年都備受期待

、想像力十足的主

視覺，今日（1/14

）率先公布，本屆

邀請臺灣知名設計

師王宗欣操刀設計

，廖安珽擔任文字

設計，以「超甜美

、超現實」的概念

出發，請觀眾打破

想像界限、解開束

縛，壹起探索驚奇

萬分的電影世界。

擅長繪畫與新媒

體藝術的王宗欣，

曾擔任第54、55屆

金馬獎頒獎典禮包

裝執行創意總監。

王宗欣表示從小熱

愛奇幻故事的他，

總是被充滿誘惑、

宛如禁果的故事吸

引，而成癮於甜美

又危險的未知恐懼

中。因此這回他在

主視覺中把看似甜

美的檸檬、奇異果

、百香果、葡萄柚

等水果，幻化成帶

有眼睛、利齒的怪

物禁果。而在馬兒

的帶領下，讓奇幻種子萌芽生長和現實纏繞，突破觀眾想像界限之餘，也改變觀看的

方式，象徵著奇幻影展帶來的精彩節目，以及獨壹無二的觀影體驗，在影迷心中綿延

不絕地傳遞下去。此款主視覺設計也將延伸至奇幻影展備受好評的周邊商品，讓影迷

及電影人購買收藏，相關品項將陸續公布，敬請期待。

2021年金馬奇幻影展將於4月9日至18日展開，選片指南將在3月27日舉辦，並於

3月28日正式開賣，更多精彩片單與周邊活動訊息將陸續公佈，請鎖定金馬官網、臉書

粉絲專頁、Instagram，或下載金馬APP，掌握第壹手消息。

2021金馬奇幻影展主視覺超吸睛

怪物禁果
都變得甜美

奇幻催淚愛情電影《我在時間盡頭

等你》Love you forever 即將於週五(1/15)

浪漫上映，由台北電影獎影帝李鴻其與

仙氣女神李一桐共同主演，電影描述李

鴻其為拯救戀人性命，不顧一切重置時

間，但代價卻是這個世界有關自己的痕

跡將消失…。電影除了改編自破百萬點

擊率的同名小說，更找來了實力派歌手

楊宗緯與金曲歌后 LaLa 徐佳瑩獻聲，

兩人分別為電影獻唱同名主題曲及片尾

曲。以溫柔細膩的唱腔詮釋這段深情守

護，跨越時間、生死的愛情故事，演唱

片尾曲「在你不知道的時間裡愛你很久

」的徐佳瑩日前也在社群分享自己對於

電影的想法，她說：「這首歌裡，有最

溫熱的愛意。這部電影，有最治癒的愛

情。」

而憑藉細膩的聲線和極強的感染力，

被譽為「催淚歌神」的楊宗緯此次為電影

獻唱同名主題曲，以低沉醇厚的歌聲伴隨

著MV電影片段，加上催淚歌詞和旋律，

讓人聽到一半忍不住就眼角濕潤，如同歌

詞所說：「有個人愛你，哪怕被忘記，至

少擁有相遇過的運氣」不但詮釋出電影中

李鴻其為愛堅守、無悔付出的心聲，更讓

許多網友想到自己的故事，愛上了就奮不

顧身，彷彿眼中只有對方。而讓無數網友

共鳴的楊宗緯則說：「希望大家都能早點

遇到對的人。」

《我在時間盡頭等你》描述前往布拉

格追尋夢想的年輕舞蹈員邱倩（李一桐 飾

），一次意外看了年邁保全林格（李鴻其

飾）的日記，日記中記滿邱倩從小到大的

生活點滴，連她的另一半也包含在內。熟

悉的情節、陌生的戀人，一頁頁的文字像

一段又一段的回憶，究竟邱倩與林格是什

麼關係？而林格又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秘

密？

楊宗緯、徐佳瑩
《我在時間盡頭等你》獻唱

LaLa讚電影 「最治癒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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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中國

能把你看饿的风景，撒哈拉之眼

“魔性”的大地，竟然有这么多“好吃”

的风景！

看风景会饿吗？

真的会。地球上壮丽的景观数不胜数，有那

么一些地貌，恰好和我们中意的食物撞了脸。

撒哈拉之眼：香酥金丝饼

撒哈拉沙漠并不是流沙千里的荒原，在它

的西南部、毛里塔尼亚境内，有一张巨大的

“金丝饼”静静躺在那里。

金丝饼，是我国著名的面食，花纹由中心

呈同心圆状逐渐扩大，喷香美味……但是，走

到这张“撒哈拉大饼”上，不仅闻不到香味，

连“大饼”的影子都看不到。

因为，这张“大饼”的直径约40千米，整

体相当平坦，必须在空中才得见全貌。人们一

般称它为“撒哈拉之眼”，也叫“理查特结构

”。

这样完美的圈层结构是怎么形成的呢？起

初认为，这是太空陨石碰撞地面，或者是火山

喷发形成的。

可是实地调查后，人们发现圈层中心地形

非常平坦，没有撞击坑，也没有高温痕迹，岩

石成分不是火山喷发形成的火成岩，而是硬度

较高、不易受侵蚀的古生代石英岩，不可能是

环形山或者火山口。

现在普遍认为，理查特结构是一个背斜地

形被抬升后，顶层被侵蚀形成的。

大棱镜温泉：绚丽鸡尾酒

大棱镜温泉可谓是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

“眼睛”，直径约90米。其中心的湖水是艳丽

的蓝绿色，向外居然逐渐演变为蓝、绿、黄、

橙色，到岸边已经是艳丽的红色。

随着春夏秋冬的变迁，湖水的颜色也会发

生改变，从高处俯瞰，整个湖就如同一杯精心

调制的鸡尾酒，变幻着令人迷醉的色彩。

大棱镜温泉的水温和富含的矿物质形成了

独特的环境，特别适合一些特殊的藻类和细菌

生长。在光合作用下，这些藻类和细菌体内合

成绚丽的色素，给湖水增添了缤纷的色彩。

湖中心70℃以上的高温抑制了微生物的生

长，呈现天然的蓝绿色；湖边较为凉爽，微生

物就喜欢聚集在此，把湖岸染成灿烂的红色。

从湖中心到湖边，温度和矿物质含量都在

变化，细菌和藻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各不相同，

整个湖就成了一杯颜色渐变的可口“鸡尾酒”

。

斑点湖：酥软的蛋挞

加拿大的奥索尤斯地区，除了拥有本国唯

一的沙漠景观以外，沙漠边缘神奇的斑点湖也

引发了大量的“口水”。每年夏季，这个不大

的湖泊会经历一次让人不禁口水直流的变化。

一开始，乳白色的湖底配上蛋黄色和浅褐

色的圆环，就像是刚烤好的蛋挞，“蛋挞”的

不同位置还因“受热不均”呈现不同颜色的泡

泡。

接下来，咖啡色的湖底上有浅黄色的圆环

出现，如同幼嫩的布丁。再往后，黑色的湖底

上能看见乳白色的圆环，就像一杯杯巧克力牛

奶。

斑点湖能形成这样“美味的变化”，源于

一个“最”：它是地球上已知水体中矿物质含

量最高的，包括硫酸镁、钙、钠及其他含银和

钛的矿物。

每年夏季，高温使湖水蒸发，由于泥水混

合的湖底地形复杂，含水量不一的湖底便呈现

深浅各异的黄色、咖啡色、白色、蓝绿色等斑

斓的色彩和奇异的环形图案，水浅处更是析出

许多矿物质结晶，形成许多彩色的镶边界线。

斑点湖不仅秀色可餐，湖中泥浆富含极高

的矿物质，传说对身体疼痛有着明显的疗效。

薄荷岛：抹茶巧克力

在菲律宾的第十大岛——薄荷岛上，在雪

白的海滩环绕中，无数巧克力山散落在热带丛

林密布的岛屿中央。

这是一些锥形的小山丘，每当旱季的时候

，山上的草干枯成黄褐色，而山下的平原仍然

郁郁葱葱，特别像青色桌布上摆满了抹茶巧克

力，因而得名巧克力山。

巧克力山是怎么形成的？当地有许多传说

，有一种说法是两个巨人互相扔石头打架，巧

克力山就是他们遗留下的石头；还有一种说法

是有一只巨大的水牛，因为吃坏了东西随地大

便——这个传说可和巧克力差得太远了。

传说归传说，科学家们有自己的解释。最

开始他们认为这是火山喷发造成的，因为菲律

宾有很多火山，几乎每个大岛上都有。可是他

们仔细查看了这些巧克力山，却没有发现一丁

点儿火山岩，这些山都是由石灰岩构成的。

站在高处的观景台，一个个小山丘如同纽

扣，此时如果你有一把扫帚、一件披风，不妨

纵身一跃，留下哈利· 波特般飞跃群山的照片。

每年还真有无数“哈迷”自带道具，登上高处

，以这样的方式向偶像致敬。

事实上，巧克力山和我国桂林的山一样，

都是石灰岩被溶蚀而形成的。它们本来是一片

经过几百万年沉积形成的石灰岩，被流水切削

成了峰林，只不过巧克力山比桂林的山溶蚀得

更严重，只剩下一个个小鼓包。

卡帕多西亚：滑腻的奶油

接下来等待我们享用的是一只巨大的“奶

油蛋糕”，蛋糕上有丰富的“奶油裱花”。飞

越小半个地球，来到土耳其中部干旱高原上的

卡帕多西亚。

这里草木稀疏，炽烈的阳光烘烤着裸露的

白色大地。“奶油裱花”华丽地铺满了一条条

山谷。卡帕多西亚之所以成为世界自然和文化

的双料遗产，要归功于这些“奶油”。

这些精致的“奶油裱花”可不小巧，仔细

看，会发现除了锥形“奶油花”、金字塔形

“奶油花”外，还有尖塔形的“奶油花”，高

达10来米，被人们称为“精灵烟囱”。

巨大的“奶油”岩壁上，还有人工凿出的

一个个洞穴，它们是一个个房间，有的至今还

有人住着，它们正是卡帕多西亚地下世界的入

口。

几千年里，土耳其战乱频繁，罗马人、波

斯人、蒙古人等入侵时，当地人就可以躲到迷

宫一样的地下城市里，于是挖掘出越来越多迷

宫一样的洞穴。

为什么人们可以在“奶油”一样的岩石中

轻松挖掘呢？上千万年前这里发生了大规模的

火山喷发，喷出的上千亿吨火山灰像松散的砂

糖一样堆积起来，渐渐成为白色的松软岩石。

接下来火山的数度喷发，流淌的熔岩像融

化的巧克力一样，覆盖了这片大地，凝结成坚

硬的深色玄武岩，保护着下面白色的火山灰岩

不被风化殆尽。而大自然有着惊人的耐心，雨

水和洪水洗刷着熔岩表面，于是在深谷和岩石

裂隙上慢慢浮现朵朵“奶油”，而斜坡的地方

则被刻画成形状怪异的“精灵烟囱”。

最近几十年，人们发现了许多荒废千百年

的地下城市和教堂。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坐

上水果糖一样的彩色热气球，从空中品味这个

巨大的“奶油蛋糕”。

冰岛“热湖”：温柔的牛奶

吃了这么多甜食，是不是有些腻了呢，那

就去北半球喝一点牛奶吧。越过冰岛的火山和

冰原，一碗碗热腾腾的“牛奶”等着我们。

冰岛的阿斯恰火山口有两个湖。大湖看起

来比较正常，事实上它是冰岛第二深的湖，深

度可达220米；另一个小湖叫作维提湖，“牛奶

”就装在这个湖里。

维提湖只有田径场大小，由于地热的原因

，湖水是热的，还泛着诡异的乳白色。阿斯恰

火山可不老实。它是一座活火山，不知什么时

候会再次喷发。

1875年就有过一次大爆发，当时火山灰笼

罩了整个冰岛，甚至飘到了挪威和瑞典。从那

以后山顶上就有了两个湖。维提湖水呈乳白色

，是因为它含有各种矿物，特别是硫。但是最

好不要在里面泡温泉，因为湖里可能聚集着火

山喷出的二氧化碳气体，会使人窒息。

如果想要去泡“牛奶汤”，那就去冰岛首

都雷克雅未克附近大名鼎鼎的蓝湖，可以舒舒

服服地在水温40℃的“薄荷牛奶”里泡澡。

人们把水注到地下，再将经地热加温后的

70℃水抽上来依次发电、供暖，做完这些后，

水温降到40℃，就能用来泡温泉了。

海水加热又冷却后，蓝绿藻们经不起折腾

，纷纷“牺牲”，和火山岩中带出的悬浮物一

起，造就了“奶蓝”色的湖水；沉积下来的硅

泥，还具有强大的清洁和滋养能力，是难得的

美容圣品。这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锅“牛奶汤

”了。

蘑菇岩州立公园：荒原的蘑菇

地球上石头形成的“蘑菇”可不止一处，

人们把它们称作“蘑菇岩”。

和长在森林、草原中真正的蘑菇不同，蘑

菇岩大多竖立在荒野中。

如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片荒原中就有两个

蘑菇岩，十几米高的灰色巨石在浅色的“蘑菇

柄”上立得稳稳当当，那里也因此成为蘑菇岩

公园。

森林中的蘑菇可以在一夜之间长出，蘑菇

岩的形成可要好几千年——不过和动辄上百万

年的地质年代相比，蘑菇岩也可以说是“一夜

之间”形成的了。

一般来说，构成“蘑菇柄”的岩石，都要比

“蘑菇伞”的岩石软一些，更容易被风化，所以它

就越来越细，最终形成了头大身小的蘑菇体形。

在沙漠还有一种风蚀蘑菇，因为越靠近地

表，风吹动的沙子越多，渐渐地石头下部也被

吹蚀得越来越细。埃及的白色沙漠、以色列和

我国新疆都有这样的风蚀蘑菇。

当然，蘑菇长出后很快就会枯萎，蘑菇岩

也一样。“蘑菇柄”会被侵蚀得越来越细，最

终避免不了倒塌的命运。

虽然用“金丝饼”、“鸡尾酒”等好吃的

食物来形容这些美景，但大自然的奇妙在于，

我们发明这些食品的千万年以前，这些震撼人

心的壮丽景观就已经存在了。

看了这么多好吃的风景，你的肚子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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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發生後兩位民主黨領袖暴動發生後兩位民主黨領袖77日呼籲立即罷免川普日呼籲立即罷免川普
全世界都在想美國仍然值得信賴嗎全世界都在想美國仍然值得信賴嗎 美國將來安全嗎美國將來安全嗎？？

兩黨議員要求川普辭職兩黨議員要求川普辭職 他對國安民主和憲法構成威脅他對國安民主和憲法構成威脅
許多議員採取彈劾步驟來確保川普再也不能當選總統許多議員採取彈劾步驟來確保川普再也不能當選總統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Nancy Pelosi））
表示表示，，眾議院將繼續立法眾議院將繼續立法，，對川普進對川普進
行彈劾行彈劾，，警告川普在對國會大廈的致警告川普在對國會大廈的致

命攻擊後對民主構成威脅命攻擊後對民主構成威脅。。

川普總統鼓勵示威者川普總統鼓勵示威者““步行到國會大廈步行到國會大廈”，”，
國會議員於國會議員於11月月66日確認拜登就任總統日確認拜登就任總統，，之之

後集會就變得暴力了起來後集會就變得暴力了起來。。

彭斯彭斯（（PencePence））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
準備進行援引準備進行援引《《憲法憲法》》第第2525條修正條修正
案案，，包括內閣多數黨在包括內閣多數黨在11月月2020日離日離

任川普之前投票推翻川普任川普之前投票推翻川普。。

星期一早上星期一早上，，眾議院民主黨人對川普眾議院民主黨人對川普
總統提出了一項彈劾案總統提出了一項彈劾案，，指控他指控他““煽煽
動叛亂動叛亂”。”。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宣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宣布
，，如果副總統彭斯和內閣不使用如果副總統彭斯和內閣不使用《《第第
2525條修正案條修正案》》免除川普免除川普，，她將提出她將提出

彈劾彈劾。。

川普考慮寬恕自己川普考慮寬恕自己這樣的舉動將是這樣的舉動將是
對總統權力的一種特殊使用對總統權力的一種特殊使用。。 一些一些
法律專家表示法律專家表示，，自我赦免將是違憲的自我赦免將是違憲的
，，因為它違反了任何人都不應成為自因為它違反了任何人都不應成為自

己案件的審理法官的原則己案件的審理法官的原則。。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Nancy Pelosi)(Nancy Pelosi) 和和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都表示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都表示，，副總副總
統彭斯統彭斯 (Mike Pence)(Mike Pence) 和內閣應該援和內閣應該援
引美國憲法第引美國憲法第2525條修正案將川普免條修正案將川普免
職職，，因為川普無法履行總統的職權和因為川普無法履行總統的職權和

責任責任。。

根據美國在線調查報告根據美國在線調查報告，，大多數美國大多數美國
人希望川普現在被免職人希望川普現在被免職：： 1111月投票月投票
給川普的人中有十分之七反對闖入國給川普的人中有十分之七反對闖入國
會大廈的暴徒的行動會大廈的暴徒的行動。。此外此外，，川普川普

的推特被永久終止的推特被永久終止。。

福克斯新聞福克斯新聞（（Fox NewsFox News））的民意調的民意調
查發現查發現，，大多數美國選民都不希望川大多數美國選民都不希望川
普在普在20242024年競選總統年競選總統，，而而4242％的人％的人
表示他是表示他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總統之有史以來最糟糕的總統之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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