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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en wins unanimous U.S. Senate panel vote
despite Republican tax, debt concerns
“I can tell you, a lot of times I don’t think you could get a
26-to-nothing vote to agree to buy a soda,” said Democrat Ron
Wyden, who will soon becom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chairman. “So, this is an indication that she is really an NBA
All-Star when it comes to Senate confirmation.”
FILE PHOTO: Janet Yellen, U.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s
nominee to be treasury secretary, speaks as Biden announces
nominees and appointees to serve on his economic policy team
at his transition headquarters in Wilmington, Delaware, U.S.,
December 1, 2020. REUTERS/Leah Millis
A full confirmation vote just days after Biden took office
would put the 74-year-old PhD economist and daughter of a
Brooklyn, New York family doctor quickly to work on a deep
economic crisis sparked b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She
broke a similar gender barrier when she became Fed chair in
2014, a role she held until 2018.
Yellen’s Republican predecessor, Steven Mnuchin, was not
confirmed until three weeks after Trump’s 2017 inauguration
on a party-line vote.
CONCERNING COMMENTS
Yellen’s confirmation hearing on Tuesday highlighted some
Republican lawmakers’ concerns about her role in executing
Biden’s economic policies, including a bigger federal debt
burden and repealing parts of their signature 2017 tax cuts.

WASHINGTON (Reuters) - The U.S.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on Friday unanimously approved Janet Yellen’s nomination as the first woman Treasury secretary,
indicating that she will easily win full Senate approval, but
Republicans called for her to work with them in developing economic policies.

green energy project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o boost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At Yellen’s confirmation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Tuesday, Republicans expressed concerns over the price tag
and increased debt in a return to fiscal conservatism after

A full Senate vote on Yellen was expected
to drag into next week, as senior Democratic aides said no further Senate votes
were expected on Friday afternoon. Accelerating the vote would require unanimous
consent to circumvent Senate procedural
rules.

“And I think the strong vote on our side to support her
today is an indication that we want to engage.”
Biden has proposed a $1.9 trillion coronavirus relief plan
and has pledged to invest here $2 trillion in infrastructure,

Her remarks represent a new attitude toward government debt
among some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ers: Focus on the interest rate being paid and the returns it will generate, rather than
the overall amount borrowed. In recent months, Treasury’s
interest outlays have fallen from pre-pandemic levels due
to lower rates.
In written answers to senators’ questions, Yellen said she
would study raising tax rates for “pass-through” small
businesses including sole proprietorships, imposing a new
minimum corporate tax and raising capital gains taxes on
the wealthy. She also endorsed an effective carbon
pricing system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to combat
systemic risks from climate change.

Yellen’s nomination was approved 26-0 in
the evenly split committee, with concerns
expressed by Republicans about President
Joe Biden’s ambitious plans for massive
coronavirus relief spending,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tax hikes failing to sway
them against the former Federal Reserve
chair.
“I have very strong disagreements with
Dr. Yellen on a number of her posit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tax policy arena, but she has committed to us that she will
work with us,” Republican Senator Mike Crapo said after
the vote.

Yellen told senators they needed to “act big” on the proposed
$1.9 trillion stimulus package or risk a longer recession and
long-term economic scarring, job and revenue losses.

With Yellen still awaiting confirmat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on Wednesday named Andy Baukol, a
longtime career international finance official, as acting
Treasury secretary. A confirmation hearing for Deputy
Treasury Secretary nominee Wally Adeyemo has not yet
been scheduled.

running up deficits with the 2017 tax cuts and nearly $5 trillion
in coronavirus spending last year under former Republica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cheduling and procedural disagreements between Senat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leaders over impeachment proceedings against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could further
delay Senate votes for Yellen and other Biden nomin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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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s New Initiatives
Biden’
Come To The Rescue

十萬火急 救人為先
拜登總统入主白宮首日所發佈之行政
命令， 就是要竭盡全國之力來拯救陷入危
機的新冠疫情 ，美國已經有超過四十萬人
喪命，拜登並指示福其博士立即參加世界
衛生組織 ，共同硏擬世界對抗病毒之方法
。
總統在白宮同時宣布我們將以戰爭時
期之方式倾國家之力量來加速生產疫苗及
醫療設備 ，他強調有人還在質疑戰時之緊
急性， 我們都知道四十多萬人喪生遠超過
二次世界犧牲的生命， 總統將使用國防生
產條例， 要立即要求聯邦機構及私人企業
共同完成目標。
新政府強調重
整人民對政府之信
心， 所有醫療專業
決不受政治之影響
，將來直接向全國
人民公佈真實情況
。
我們知道，拜
登團队上任後 ，真
是百廢待舉，但是
救人命是重中之重
， 目前我們需要緊
急解決的是疫苗產
量， 如何快速運送
， 更重要是大家如
何盡快接種。
我們欣見總統

宣佈未來一百天內接種一億劑疫苗， 並強
制大家都戴口罩， 我們目睹前總統在他最
後的歡送會上，所有送行者都不戴口罩，
真令人氣愤。總算他已經離去， 你饒了我
們老百姓吧。
今天參加了由休斯敦前途硏討中心之
研討會 ，超過百位的企業政府領袖參加
，由哈佛商學院領袖硏究中心肯德教授的
一次精彩演說， 她呼籲在疫情期間或過後
， 我們都需要另類思考國家及社會之前
途 ，如何結合不同行業之相助合作， 才
是我們要努力之方向。

President Biden focused the full day on rolling
out his national strategy to get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under control including ramping up
vaccine production and requiring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to prove a negative COVID-19 test
prior to traveling to the US.
Biden’ s plan starts with a national vaccination campaign to administer 100 million shots
within 100 days. Biden said the plan was developed with input from the nation’ s top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Dr. Anthony Fauci
among other expert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going to hear a lot more from Dr.
Fauci again. Not from the president, but from
real, genuine experts and scientists. 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they work free from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that they make decisions
strictly based on science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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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so glad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We saw Trump’s farewell
party where nobody was wearing masks. This
made a lot of people very angry to see that.
Does Trump really care about us?
Today I joined the Center For Houston’s Future 2021 Annual Virtual Meeting. We listened
to Professor Rosabeth Moss Kanter. She is
the director and chair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dvanced Leadership initiative. She spoke
about local and national leaders and how they
can develop a leadership force that can address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national and
local problems in this pandemic time.
Everything is changing in our country. We
want to support this new administration to look
for better days ahead.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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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Home!										Wear Mask!

China Approves Homegrown COVID-19
Vaccine For Widespread Use

A staff member checks a COVID-19 vaccine package in Beijing. China has approved Sinopharm’s vaccine after clinical trials showed it has a 79% efficacy
against COVID-19. (Photo/Zhang Yuwei/Xinhua News Agency/Getty Imag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China’s medical products agency has given market approval to the country’s first COVID-19
vaccine, made by state-owned Sinopharm. The
conglomerate says its vaccine has a 79% efficacy
rate — surpassing the widely accepted standard
of 50% efficacy.
The approval is conditional, requiring Sinopharm
to continue collecting data about the vaccine and
its long-term effects. But the arrival of another
mass-produced vaccine could provide relief in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unable to secure doses
of the vaccines made by Pfizer-BioNTech and
Moderna. China’s approval came one day after
the U.K. approved a vaccine made by AstraZeneca and Oxford University.
The Sinopharm vaccine uses inactivated coronavirus that causes the body to produce antibodies,
a more 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inoculation.
Pfizer’s and Moderna’s vaccines use a revolutionary gene-based platform.
The Chinese vaccine requires two injections. It
was created by a Sinopharm subsidiary, the China
National Biotec Group, or CNBG. The drugmak-

er says it has been conducting clinical studies
in China as well as in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Bahrain, Egypt,
Jordan, Peru, Argentina and Morocco.
“During the summer, Beijing gave a green
light for emergency use of the Sinopharm vaccine and several others,” NPR’s John Ruwitch
reported for our Newscast unit. “State media
say that millions of doses have already been
administered, including to front-line medical
staff and people going abroad for work. Emergency use is set to expand.”

Both Bahrain and the UAE — where largescale trials of the Sinopharm vaccine took

place — approved the vaccine earlier this
month. China’s new approval for widespread
use moves the country closer to its goals of
vaccinating millions more people in the coming
months. To protect itself from COVID-19, China must vaccinate at least 700 million residents,
CNBG Chairman Yang Xiaoming told Chinese
state-run media.
Yang also said that he and hundreds of other
CNBG employees were inoculated with a version of the company’s vaccine in March — the
same month COVID-19 was declared a global
pandemic. Along with the efficacy rate, a vaccine’s ability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is tied to
another figure: vaccine coverage —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get the shot and develop antibodies to the virus.
“The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need to have
antibodies in order to achieve herd immunity
against a particular disease varies with each
diseas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ys.
It notes that for measles, around 95% of a population must be vaccinated to achieve herd immunity, while for polio, the threshold is much
lower: about 80%. In addition to those differences, a vaccine’s efficacy rate directly affects
the amount of coverage a population must have
to prevent or curtail an epidemic.
Researchers have been studying how high an
efficacy rate must be to protect the public without any other interventions.
One study recently concluded that a vaccine,
“has to have an efficacy of at least 70% to prevent an epidemic and of at least 80% to largely
extinguish an epidemic without any other measures (e.g., social distancing).” (Courtesy npr.
org)
Related

Chinese Vaccine 86% Effective,
UAE Health Ministry Says

Health officials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nounced Wednesday that a Chinese vaccine
provides 86% efficacy against COVID-19 infection.
Subsequently, the UAE’s Ministry of Health
and Prevention officially pushed for a registration of the Sinopharm vaccine following several health agencies’ analysis of late-stage trials
in the country, officials said in a release on the
state-run WAM news agency.
“The announcement is a significant vote of confidence by the UAE’s health authorities in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is vaccine,” the health

ministry said.
The country approved the vaccine for emergency use in September for certain groups. It conducted a trial of the vaccine involving 31,000
volunteers from 125 nationalities in the UAE.
The study reflected “no serious safety concerns,” according to the health ministry, but
no detailed data from the study was publicly
available.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nounced
Wednesday that the Chinese Sinopharm
COVID-19 vaccine provides 86% protection from the virus. The UAE said it has
registered the vaccine following analysis by
health officials. (Zhang Yuwei/Xinhua News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It’s unclear, based on this latest development
however, what the UAE’s next steps will be.
There was no elaboration on the progression toward a potential nationwide deployment of the
Sinopharm vaccine.
The Chinese state-owned company is still conducting late-stage clinical trials in 10 countries,
including Egypt, Jordan and Argentina. Later
this month, Morocco says it plans to implement an ambitious COVID-19 immunization
program using the Sinopharm vaccine. The
country is aiming to vaccinate 80% of adults,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News of UAE’s approval of the vaccine comes
just a day after the United Kingdom launched
its own nationwide immunization program.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lso said
Tuesday that the COVID-19 vaccine from Pfizer and its partner BioNTech presented “no specific safety concerns” to preclude an emergency
use approval, paving the way for an expected
green light later this month.
The UAE said as of Tuesday there were 8,260
confirmed new COVID-19 cases in the country.
Beijing Reports Tens Of Thousands Inoculated
In 1st Days Of COVID-19 Vaccine Campaign

Beijing says it inoculated more than 73,000
people in the first two days after China’s first
domestic COVID-19 vaccine was approved for
commercial use.
China’s capital has set up 220 vaccination centers around the city to dole out the two-step vaccine. The elderly and front-line medical workers will receive the first doses.

A staff member checks the packaging quality
of COVID-19 inactivated vaccine products
at a packaging plant of the Beijing Biological
Products Institute Co. in Beijing last month.
(Zhang Yuwei/Xinhua News Agency/Getty
Images)
The shots are made by a subsidiary of Chinese
state vaccine-maker Sinopharm, which said on
Thursday that its vaccine is 79% effective overall. The company has not yet released more detailed clinical data that might explain why that
rate is lower than results from human trials it
conducted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where
the vaccine was deemed 86% effective.
However, Chinese state regulators cleared the
vaccine for broader public use in China on the
same day. The UAE was the first to approve
Sinopharm’s vaccine for commercial use in early December. Bahrain quickly followed, and a
handful of countries have already placed orders
for Sinopharm’s vaccines, including Pakistan
and Ukraine.
Since summer, Sinopharm and another vaccine-maker, Sinovac, have already injected millions of Chinese citizens, many of them state
employees, under emergency use guidelines.
(Courtesy npr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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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y staff members prepare COVID-19 vaccines, at STEAM Museum in
Swindon, Britain, January 21. REUTERS/Peter Cziborra

Editor’s Choice

People line up to get their nucleic acid test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in Beijing, China January
22.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A general view shows the Oval Office as decorated for newly-inaugurated President Joe Biden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January 21. REUTERS/Jonathan Ernst

Members of the Proud Boys walk in front the Supreme Court of Virginia, on a day that is traditionally designated for lobbying lawmakers, in Richmond, Virginia. REUTERS/Leah Millis

Quinita Peterson, an art teacher who is classed in the 1B category, which includes teachers and
childcare providers, receives the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in Tucson, Arizona, January 21. REUTERS/Cheney Orr

National Guard members sleep in the Capitol Visitor’s Center on Capitol Hill, ahead of U.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s inauguration, in Washington. REUTERS/Joshua Roberts

Palestinian student Waed Bisharat, 13, attends an online school lesson using a mobile phone as sheep graze
in a Bedouin encampment in Jordan Valley in the Israeli-occupied West Bank. REUTERS/Raneen Sawafta

A vehicle streaks across the desert during Stage 10 of the Dakar Rally from Neom to
AlUla, Saudi Arabia, January 13, 2021. REUTERS/Hamad I Moham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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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Are
Now Fighting The Next Pandemic

By improving water sanitation, we can reduce the spread of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Image: Riccardo Mayer/Shutterstock.com
KEY POINTS
Childr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acquiring an anti- biotic-resistant infection
due to their regular contact with poor sanitation and limited clean water.
This means, when they do fall ill, there is more than a 50% chance an antibiotic
treatment will fail.
The practice known as WASH is vital to reduce the spread of antibiotic-resistant
bacteria.

COMMUNITY
must be reduced, but in most of the world, im-

appeared locally, but have evolved as they move.

used sanitation infrastructure, such as rural India.

proving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practice – a

Similar evolution has occurred as the COVID-19

Innovation is without doubt important, but it needs

practice known as WASH – is also critically im-

virus has spread. Relative to antibiotic resistance,

to be tailored to local realities to stand a chance of

portant. If we can ensure cleaner water and safer

humans are not the only “travellers” that can carry

being sustained into the future. Strong leadership

food everywhere, the spread of antibiotic resistant

resistance. Wildlife, such as migratory birds, can

and governance is also critical. Antibiotic resis-

bacteria will be reduced across the environment,

also acquire resistant bacteria and genes from con-

tance is much lower in places with less corruption

including within and between people and animals.

taminated water or soils and then fly great distanc-

and strong governance. Resistance also is lower

As recent recommendations on AMR from the

es carrying resistance in their gut from places with

in places with greater public health expenditur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poor water quality to places with good water qual-

which implies social policy, community action,

Nations (FAO), the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

ity. During travel, they defecate along their path,

and local leadership can be as important as tech-

mal Health (OIE),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otentially planting resistance almost anywhere.

nical infrastructure.

(WHO) suggest that the “superbug problem” will

The global trade of foods also facilitates spread of

not be solved by more prudent antibiotic use alone.

resistance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and across the

It also requires global improvements in water qual-

globe.

ity, sanitation, and hygiene. Otherwise, the next

Resistant bacteria are not the only infectious

pandemic might be worse than COVID-19.

agents that might be spread by environmental

Bacteria under stress

contamination. SARS-CoV-2 has been found in

Over 70% of the world has no community waste-

faeces and inactive virus debris found in sewage,

water treatment or even sewers; and most faecal

but all evidence suggests water is not a major route

Richer countries must work with poorer ones. But,

matter, containing resistant genes and bacteria,

of COVID-19 spread – although there are limit-

actions against resistance should focus on local

goes directly into surface and groundwater, often

ed data from places with poor sanitation and each

needs and plans because each country is different.

via open drains. This means that people who live

case differs. But there are common roots to dis-

We need to remember that resistance is everyone’s

in places without faecal waste management are

ease spread – pollution, poor water quality, and

problem and all countries have a role in solving the

regularly exposed to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many

inadequate hygiene. Using fewer antibiotics is

problem. This is evident from the COVID-19 pan-

ways. Exposure is even possible of people who

critical to reducing resistance. However, without

demic, where some countries have displayed com-

may not have taken antibiotics, like our child in

also providing safer sanitation and improved water

mendable cooperation. Richer countries should

South Asia.

quality at global scales, resistanc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in helping to provide locally suitable waste

increase, potentially creating the next pandemic.

management options for poorer ones – ones that

Such a combined approach is central to the new

can be maintained and sustained. This would have

WHO/FAO/OIE recommendations on AMR.

a more immediate impact than any “toilet of the

It is also crucial countries do more to treat sewage, improve sanitation and develop sufficient infrastructure.

future” technology. Antibiotic resistance will also
impact o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As an ex-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If a two-year-old child living in poverty in India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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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le, secondary bacterial infections are common
in seriously ill patients with COVID-19, especially

veloping world.

when admitted to an ICU. So if such pathogens are

Bangladesh gets sick with a common bacterial infec-

resistant to critical antibiotic therapies, they will

tion, there is more than a 50% chance an antibiotic

not work and result in higher death rates. Regard-

treatment will fail. Somehow the child has acquired

less of context, improved water, sanitation, and

an antibiotic resistant infection – even to drugs to

Simple steps

hygiene must be the backbone of stemming the

It is clear we must use a holistic approach (what

spread of AMR, including antibiotic resistance, to

How antibiotic resistance spreadsImage: WHO

is now called “One Health”) to reduce the spread

avoid the next pandemic. Some progress is being

Antibiotic resistance is everywhere, but it is not

of resistance across people, animals, and the envi-

made in terms of global cooperation, but efforts are

surprising that resistance is greatest in places with

ronment. But how do we do this in a world that is

still too fragmented. Some countries are making

poor sanitation because factors other than use

so unequal? It is now accepted that clean water is

progress, whereas others are not.

are important. For example, a fragmented civil

a human right embedded in the UN’s 2030 Agen-

Resistance needs to be seen in a similar light to

infrastructure,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a lack of

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how can we

other global challenges – something that threatens

centralized healthcare also play key roles. As an

achieve affordable “clean water for all” in a world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planet. As with address-

example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the “superbug”

where geopolitics often outweigh local needs and

ing climate change, protecting biodiversity, or

gene, blaNDM-1, was first detected in India in

realities?

COVID-19, global cooperation is needed to reduce

2007 (although it was probably present in other re-

Simple is more sustainable. As an obvious exam-

the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resistance. Cleaner wa-

gional countries). But soon thereafter, it was found

ple, we need to reduce open defecation in a cheap

ter and improved hygiene are the key. If we do not

in a hospital patient in Sweden and then in Germa-

and socially acceptable manner. This is the best

work together now, we all will pay an even greater

ny. It was ultimately detected in 2013 in Svalbard

immediate solution in places with limited or un-

price in the future. (Courtesy weformum.org)

which they may never have been exposed. How? Unfortunately, this child also lives in a place with limited clean water and less waste management, bringing
them into frequent contact with faecal matter. This
means they are regularly exposed to millions of
resistant genes and bacteria, including potentiall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

untreatable superbugs. This sad story is shocking-

teria, but drug resistance also occurs in types

ly common, especially in places where pollution is

of other microorganisms – such as resistance in

rampant and clean water is limited.

pathogenic viruses, fungi, and protozoa (called

For many years, people believed antibiotic resis-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r AMR). This means

tance in bacteria was primarily driven by imprudent

that our ability to treat all sorts of infectious

use of antibiotics in clinical and veterinary settings.

disease is increasingly hampered by resistance,

But grow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environmental

potentially including coronaviruses like SARS-

factors may be of equal or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CoV-2, which causes COVID-19. Overall, use

spread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especially in the de-

of antibiotics, antivirals, and antifungals clearly

in the High Arctic. In parallel, variants of this gene

婚姻觀

男人的嘴，才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男人能说会道，女人说他太会撩，可能是渣男
;
男人直来直去，女人嫌弃他太直，不懂女人心
;
到底是女人太挑还是男人太难?这是个世纪难
题。不过今天我还是想说说男人的嘴。
男人的嘴，真的决定了一个家庭的风水。
男人要学会闭嘴
“明明人家已经很生气了，他还在那说风凉话
，越听越来气!”一位女粉丝这样说到。
原来昨天的时候，李先生想要弄一下电脑，发
现电脑的分辨率太大了，于是为了方便使用就把分
辨率调回了正常的数值。
等到妻子张女士在用电脑打游戏的时候，就发
现电脑分辨率出了问题，于是质问老公，是不是他
调了电脑的分辨率。
李先生如实回答，妻子张女士感觉有点儿不高
兴，改了分辨率也不说，自己再上去打游戏，感觉
都不一样了。
嘴里嘟囔了几句，抱怨李先生给胡乱捣鼓。
其实这时候如果李先生道歉闭嘴，这件事就过
去了，但偏偏不是，李先生不仅不道歉，还开始解
释，到了后来又开始说张女士技术不好，怪电脑分
辨率的问题。
三说两说，张女士急眼了，和李先生大吵了一
架，两个人就连晚饭也没吃。
很小的一个问题，其实只要李先生先退一步，
这件事完全不是个问题。但李先生也是个直肠子，
非要和对方掰扯明白。
单纯的讲道理还好，最后开始变得冷嘲热讽，
站在那里说起了风凉话，两个人不吵架才怪呢。
甚至于张女士把这个问题升级到了“三观不合
”的程度，显然这就有些大条了。
其实很小的一件事，只是李先生多说了几句”
，最后就差点儿要变成一场战争，夫妻之间不仅仅
要学会沟通，还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闭嘴。
其实生活中的很多小事都是这样，本来没什么
大的矛盾，只要男人适当学会闭嘴，让女人唠叨几
句，这件事就过去了。
可很多男人偏偏不会，反而有一种“逆流而上
”的气势，到最后变成了一次争吵。
男人和女人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男人更注重
结论，而女人也在乎过程。
遇到问题，男人喜欢去争论谁对谁错，而女人
也在乎男人是否懂得退让。
有些时候，并非女人不好伺候，而是男人太过
较真。
学会闭嘴，对于男人而言，其实是一种睿智和
豁达，和自己最亲密的人，闭嘴又有什么关系呢。
男人要会说情话
其实很多男人都会甜言蜜语，尤其是婚前的男
人，说的话那叫一个好听。

可是结了婚之后就不一样了，不仅再也听不到
男人说甜言蜜语了，更甚至男人连说话的耐心都没
有了。
其实男人恰恰做反了。
男人的嘴，才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在两个人刚刚在一起时，反而应该少说承诺，不要
过分殷勤，以免被对方把自己误认为成是舔狗，保
持适当的距离和空间，少说甜言蜜语，保留男人基
本的尊严。
而婚后则应该多说一些甜言蜜语，什么承诺也
可以信手拈来，这样不仅让对方觉得你更加体贴，
同时也能够有利于夫妻关系和睦。
学会婚后说情话，真的是很多夫妻必学的一门
课。
娱乐圈中孙俪和邓超就是典型的恩爱夫妻，彼
此更是彼此的精神伴侣。
邓超经常深夜表白娘娘，小两口也是频繁在微
博互动，互相夸赞，互相捧场，很是羡慕。其实夫
妻之间不就是应该这样吗。
心理学家威廉· 詹姆斯说：“人类最深处的需
要，就是感觉被人欣赏。”
夫妻之间的欣赏往往是外人无法替代的。
记得前几天看到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夫妻
之间，你的一句坏话需要用三句好话来弥补。
所以婚姻中学会说一些甜言蜜语，关键时刻不
仅可以让男人全身而退，而且还能够当做是一种存
储。
记得以前抖音上特别流行一个梗：

女人问男人：你爱我吗?
男人说：爱呀。
女人又问：你既然爱我，怎么从来没有说过“
”我爱你”呢。
男人说：这话说一遍就够了，以后有变化我会
通知你的。
这个梗听上去好像很甜，但不会表达爱，在婚
姻中也真的很难维系关系。
经常说情话，不仅仅是在表达自己的爱意，同
时也是在积累爱意。
曾经有一位名人说过，人的潜意识是可以训练
的。
而我们经常说一些情话，也会慢慢地让自己越
来越爱这个人，这是一个逐渐培养潜意识的过程。
男人会说情话，有时候也是一种能力。
男人的嘴，才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男人要敢说话
我特别喜欢《叶问》电影中塑造的“叶问”这
个角色，他从第一部开始，就表现出了“怕老婆”
的性格。但是他怕老婆却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挺身而
出。
在后来他们一家落魄的时候，妻子永成被日本
人盯上，叶问上去就是一顿教训;
在第三部当中，电梯内的打斗更是精彩，叶问
虽然怕老婆，却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说话。
我想这才是一个男人该有的担当和责任。
提起叶问我又想到了另一个男人：苏大强。

作为《都挺好》中的“终极反派”，苏大强的
一生几乎可以用窝囊俩字来形容。
在家中毫无发言权，子女发生矛盾更是装作没
看到。作为一家之主，苏大强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
，苏母的话犹如圣旨，家里发生事情，苏大强都是
第一个先躲起来，。
苏大强不仅不能扛事儿，还挺能惹事，在整部
剧中，苏大强是一个能惹事但怕事又不能担事儿的
男人。
人们都说是苏母过于强势，实际上如果不是家
里的男人没有担当，又有哪个女人愿意去逞强呢。
杨澜曾说，婚姻需要深刻明白的是，在一个人
最无助和软弱时候，有他托起你的下巴，扳直你的
脊梁，令你坚强，并陪伴你左右，共同承受命运。
男人就该有这样的能力和魄力。
我妈常说，男人嘴笨，是要挨欺负的。这话在
农村还真不假。
如果你们家的男人窝囊说不出话，别人就会总
想着占你便宜，什么好事儿也都不会想着你。
其实敢说话的男人，并不一定是多么有钱或者
多么有权，只要你是真的心疼这个家，就会义无反
顾，就会敢于亮剑。
最后总结：
都说女人是家里最好的风水，实际上，夫妻之
间，男人的嘴也代表了一个家庭的风水。
该闭嘴时闭嘴，该甜蜜时甜蜜，该有担当时也
不含糊。
这样的男人，绝对可以撑起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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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英的复仇：特朗普与民粹主义
30 年的全球化，美国中产阶级萎缩
，贫富差距极速扩大，广大中西部的白
人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铁锈地带的白
人丢掉了曾经高薪的制造业工作，沦为
新的贫困阶层。同时大量的移民涌入美
国，让原本就保守的乡村、郊区白人感
到前所未有的恐慌。他们长期被主流社
会所忽视，没有人为他们代言，最终他
们怀着满腔怒火选出了特朗普。
特朗普在这股民粹主义大潮上上位
，并让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分裂，特
朗普的当选是失落白人对于精英的报复
，民粹主义本就是代议民主失灵民众的
自发反叛。
一、反对精英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民粹主义的定义
，按照德国学者米勒的定义，民粹主义
有两个特点，一是反对精英，二是对人
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
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
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是
民粹主义最大的特质。
按照这个标准，桑德斯不属于民粹
主义者，而特朗普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
。
桑德斯虽然反对精英，但桑德斯从
未声称自己是人民唯一的代理人，他也
不认为只有自己的选民才是美国人民，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自己是工人阶级和
年轻人的代表，他从未试图垄断人民的
代表权。就这点看，桑德斯仍属于传统
代议政治的范畴。
相对于桑德斯，特朗普更符合民粹
主义的定义，特朗普有着鲜明反对精英
的特质，他将主流媒体解构为 Fake news
，将华盛顿的专业政客和专家解读为为
一小撮人服务的阴谋家，他宣称美国不
存在言论自由和选举公正，美国一切成
型的制度都被特朗普所鄙视。在外交上
，特朗普更是无视一切协议和规则，仅
凭自己的意愿随意毁约，各种退群行为
极大消解了美国的公信力。
在特朗普的口中，美国成为了一个
舞弊横行，法治全无，不讲信用、言论
管控，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特朗
普完全解构了美国神话，让美国的威望
跌到了谷底，沦为了国际的笑柄。
桑德斯只是解构了华尔街的神话，
而特朗普则解构了整个美国，解构了已
经实行 200 多年的精英政治，在他的口中
，美国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只剩下了一团

谎言。
除了反对精英和一切现存规则，特
朗普还宣称自己是人民的唯一代表，那
些不同意他政见的人，要么是少数利益
集团的走狗，要么干脆就说他们是外国
人，比如特朗普一直说奥巴马不是美国
人，是一位非法总统，当民主党四小将
抨击特朗普时，特朗普也说他们是外国
人，并希望他们滚回家乡。
特朗普的问题从不在他的政策而一直
是他的言行，特朗普的政策，遏制非法移
民，减税，贸易关税，发展传统能源，宣
扬基督教，这些政策本身没有大问题，这
和普通共和党人的文本并无不同。
特朗普的问题在于他总是以一种民
粹主义的方式表达观点。相对于解决问
题，他更喜欢激起对手的愤怒，从而让
自己的选民更加拥护自己。
对于非法移民，他完全可以说保护
非法移民就是对合法移民的不公，并用
高犯罪率来说服美国人民，但他偏偏说
墨西哥人都是毒贩和小偷，以此刺激红

脖子的情绪。
对于民主党左派，他完全可以说左
派摧毁了美国价值观，并详细说明少数
族裔特权、逆向歧视、政治正确对底层
白人的危害，同时用保守主义理论说明
左派的政策并不能解决少数族裔贫困。
但他偏偏要说对方是共产主义者，他们
中的很多人根本不是美国人，他们就是
存心搞破坏。
在弗洛伊德事件中，特朗普完全可
以说我同情弗洛伊德，也同意改革警察
系统，但暴力的示威是不允许的，因为
他对无辜的人造成了损害。但他偏要说
射杀他们，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暴徒。
从2016年起，我就一直关注特朗普，
遗憾的是，我从未见他在任何一次演讲中
详细分析美国的问题，他甚至没有表现出
多少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他一直在用粗话
侮辱对手并调集支持者的仇恨。
特朗普的目的从来不是解决问题，
他想的只是如何提高曝光率，让文化较
低的红脖子更加支持自己，他的眼里只

有选举利益而没有丝毫国家利益。
特朗普言行无度，民粹主义的原因
很简单，因为他的目标选民是文化水平
较低的红脖子，大部分人没有受过大学
教育，他们只能听懂粗鄙的语言，特朗
普为了迎合他们，就用简单的语言挑动
他们，让他们成为了自己忠实的信徒。
二、“我们”与“他们”
特朗普还极力划分“我们”和“他
们”，2020 年独立日庆典，特朗普将民
主党左派视为美国的威胁，他说美国左
派：“正试图抹杀我们的历史，诋毁我
们的英雄，抹杀我们的价值观，并向我
们的下一代灌输仇恨”。
这个“我们”非常值得玩味，即只
有特朗普的选民才是我们，而民主党的
支持者则不属于我们，只有特朗普的选
民才代表美国的根基，才是真正的美国
人，美国传统的解释权在特朗普选民和
白人右派手里，民主党人的价值不属于
美国。
他将红脖子遭受的苦难解读为精英

群体的阴谋，他将民主党及其支持者说
为全球化利益集团及其走狗，而红脖子
就是这一集团的受害者。他将红脖子拔
高为美国传统的捍卫者，说他们才是真
正的美国人，而民主党人大都是妄图摧
毁美国根基的共产主义者。
这种敌我划分让他的粉丝感到极大
的悲愤和屈辱，他们感到自己身上肩负
拯救美国的大任，并发誓要和试图摧毁
美国的坏人做斗争。特朗普让原本就分
化的美国更加分裂，让原本的异见变成
了激烈的冲突。
三、革命政客与传统政客
这种冲突和对立正是特朗普想要的
，特朗普和拜登最大的不同，就是拜登
依然是传统代议政治的范畴，他想要争
取全美国人的支持，正如他所说，他不
是民主党人的总统也不是共和党人的总
统，而是全美国的总统，他随时愿意做
出妥协，为了美国的团结，他可以联合
桑德斯，甚至特朗普的支持者。
特朗普则不同，他更贴近列宁、希
特勒这样的革命政客，他从来不奢望得
到全体国民的支持，他只想得到其中一
部分的支持。他从来不需要全美国的认
同，他只想得到失落白人的认可，这决
定了特朗普不会对左派作出丝毫的妥协
，因为任何妥协都是一种背叛，特朗普
拒绝承认大选结果，嘴上不认输也是同
理。
特朗普与民粹主义的盛行对美国无
疑是灾星，但这背后表明美国存在结构
性的矛盾，即广大的中部地区、南部地
区，铁锈地带有着大批失意的白人，这
些白人长期被主流社会所忽视，他们是
30 年来全球化的受害者，他们是在绝望
之下选出了特朗普。特朗普只是顺民意
而为，因为有民粹的土壤，特朗普这样
的民粹领袖才能上台。
如果美国不能解决失落白人的问题
，让大多数人无法享受全球化的好处
，那么迟早会有更多特朗普出现，并
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冲击美国的现存秩
序。
美国要想避免下一个特朗普的出现
，必须要进行系统性的改革，必须解决
失落白人的困境，消除民粹的土壤。我
一直强调中美都需要改革，无论多么强
大的国家，只要放弃反思和发展，那么
迟早会从神坛上跌落，沦为二流国家。
改革永远在进行时。

今天的美国人如何看待成功？
当我们把一个人定义为“成功人士
”时，那个人一定是升职加薪、当上
CEO、迎娶白富美了，这个界定的关键
词有两个：财富和声望。然而近期的一
个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把
这两点当做成功的必要条件，他们更多
去向幸福的定义靠拢。
根据韦氏词典，「成功」是指「获
得财富、尊重或声望」。然而，美国斯
特雷耶大学 (Strayer University) 一项最
新调查表明，或许韦氏词典需要更新其
对「成功」一词的释义了。
该校最近发布了其全国性「成功主
题调查(Success Project Survey)」的结果
。这项调查旨在了解今天的美国人如何
看待成功。
有多达 90% 的受访者认为成功更多
是关于幸福感，而非权力、财富或声望。
斯特雷耶大学校长迈克尔· 普莱特博
士 (Dr. Michael Plater) 说：
「这表明美国人对自己的人生有了
新的认识。他们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车或
房，而是希望生活有意义。因此，成功
可能是找到更好的工作并实现个人目标
，也可能是多一些时间陪伴家人。」
斯特雷耶大学委托益普索市场研究
公司 (Ipsos) 完成该项调查，共采访了
2011 名 18 岁以上的美国人。结果表明
（可多选）：

67% 的受访者认为成功是实现个人
目标；
66% 的受访者认为成功是与家人和
朋友「关系和睦」；
60% 的人称成功是「喜欢自己赖以
谋生的工作」。
与此同时，每 5 名受访者中，只有 1
个人认为成功由物质财富定义。这表明
，一个人只要懂得分享与奉献，同样能
赢得别人的尊重，他同样是成功的，就
像《美国街头实验：给一个流浪汉 100 美
元，他会怎么花？结局谁也没想到……
》里的流浪汉，《一位老人用 24 年在美
国打造了一座圣山，现在这里成了时尚
大片最佳取景地》里的老人。
普莱特校长说：
「我认为，这个调查结果会让人们
非常吃惊。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不再认
可成功基于财富和声望这样的观念，人
们不再认为只有拥有了财富和声望才算
实现了人生目标」。
他解释说，调查团队的目标是发起
一场美国人急需的、关于「成功」的全
国性讨论，让人们明白「成功」的定义
不是单一的。
普莱特说：「我们很难量化和明确
「成功」的定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
独特的观点和个人体验。」
油管上有一段街采视频，询问普通

美国人对于成功的定义。
普遍美国网友又是怎么看待「成功
」呢？
Kamia Taylor：
很多人回答这个问题时，可能忽略
了一点：美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的人
对于成功的定义可能大不相同。
在大城市，钱和「玩具」（汽车、
游艇、电子产品...）的数量代表成功。
在乡村，比如说大南方，成功的定义可
能是虔诚的信仰、家人长寿和拥有独立
谋生的技能。如果是在艺术气息浓郁的
地方如旧金山，活得有创意且在谋生的
同时坚持艺术就是成功。
人们通过钱的流向来判断谁赢谁输
。我们大多数人定义成功也是出于这样
现实的考虑，尽管我们嘴上不这么说。
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这没
关系。我也不想同意上面的观点，但它
却毫无疑问是真实的。我们生活在一个
资本主义社会。事实胜于雄辩，不妨仔
细观察一下人们的行为，而不是他们怎
么说。思考一下，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些
行为。
最简单也最明显的答案无非是：为
了「赢」、为了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
他们眼中的成功。
仔细观察人们的行为，他们如何为了
赚钱将一切道德标准抛诸脑后。为了赚钱

，有人曾损害我的利益，做出在我看来不
可想象的事情：撒谎、欺骗、盗窃。
尽管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是
难以相信发生的事。这些事超出了我对
可怕的认知，一直难以理解。
有几个钱很少或完全没钱的人被认
为是成功的？我想不到几个。 或许这样
表达我的观点更好些：多少人渴望破产
和缺钱的成功？又有多少人渴望成为特
别富有的人？而幸福感完全是另一个问
题。
我想以卡耐基的话结束：
「Success is getting what you want.
Happiness is wanting what you get.」
「成功是得到你想要的。幸福是喜
欢你得到的。」
Ronald Salazar：
我们每个人可以赋予「成功」专属
于我们自己的定义。无论贫富，无论是
否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
称自己为成功或失败者。这完全取决于
我们自己。
我是成功的，因为我选择做一个成
功的人。比如，每一个竞选总统的人都
会称自己为成功者（无论他们经历过怎
样的成功与失败），因为他们选择了这
样的信念。
Patricia Shoup：
成功的定义：驾新车、住豪宅、工

作体面、年薪六位数、妻子美艳、老公
英俊又殷勤、孩子 2 到 4 个，听话又智体
兼优、家养爱犬，一条或多条且训练有
素、家族成员让你在众人面前「有面儿
」。以上并非我的个人观点，只是我观
察到的一般「标准」。
Paul Capps：
如果一个人是世俗论者，那么成功可
能就是 Instagram 上有很多粉丝，或者外
表好看。也有人认为，成功是为他人和世
界带来美好的变化。我赞同后者。
Chirag Patel, Python：
心中的渴望最终实现，就是成功。
乔布斯说过：
「我在大学里不可能把当时的点向
前延伸，连成一条线；但是现在回过头
去看，那条线却无比清晰。每个人必须
相信些什么 ——你的胆魄、宿命、人生
、因果，无论什么。这个想法从来没有
让我失望。正是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分清成功的渴望和贪念之间的差别
，对于理解「成功」的意义非常重要。
就像这几位美国网友说的，每个人
对「成功」的定义千差万别。这并不是
坐拥多少资产那么简单。米叔曾经推送
给这篇文章《美国年薪 10 万美金和中国
年薪 30 万差别有多大?》，如果给你一次
选择的机会：你会选择哪种生活？相信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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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紮爾被選為隊史最佳偶像

全日本賽石川佳純 4-3 伊藤美誠

印尼火山噴發 煙塵遮天蔽日

打破漫畫藝術品拍賣紀錄
《《丁丁歷險記》》壹幅原畫被拍出

《丁丁歷險記
丁丁歷險記》
》創作者埃爾熱的壹幅原畫
創作者埃爾熱的壹幅原畫，
，在線上拍賣
會以 320 萬歐元的價格拍出
萬歐元的價格拍出，
，打破了此前的漫畫藝術品拍賣
紀錄。
紀錄
。據稱
據稱，
，該畫作原計劃用作
該畫作原計劃用作《
《丁丁歷險記
丁丁歷險記》
》之《藍蓮花
》漫畫的封面
漫畫的封面。
。

考古學家在印尼發掘世界最古老洞穴壁畫

印度尼西亞蘇拉威西，
印度尼西亞蘇拉威西
，考古學家在當地最古老的壹處洞穴內發現了
壹幅最早可追溯到 4.5 萬多年前的壁畫
萬多年前的壁畫，
，上面繪制著野豬畫像
上面繪制著野豬畫像。
。對此
對此，
，
澳大利亞格利菲斯大學科考團隊表示，
澳大利亞格利菲斯大學科考團隊表示
，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世界上最早
的洞穴壁畫。
的洞穴壁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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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電影《許願神龍》首周末斬獲票房近 5000 萬

曝“回家”片段引共鳴
2021 開年首選合家歡動畫電影《許
願神龍》今日曝光“壹起回家”正片片
段，長大後的丁思齊與王俐娜再次重拾
童年友誼，兩人壹起回到丁思齊的家，
與丁思齊媽媽和街坊鄰居壹同做餛飩、
看電視，濃濃的市井煙火氣讓人倍感溫
暖。影片由成龍、牛駿峰、薇薇配音，
正在全國熱映，受到觀眾的壹致好評。
在同檔期新片中，以貓眼評分 9.1、淘票
票評分 8.6 的成績位居第壹，上映首周末
即斬獲近 5000 萬元票房，票房與口碑表
現十分亮眼。《許願神龍》對友情、親
情的刻畫入木三分，真實自然不做作引
觀眾共鳴，是影片能收到眾多好評的重
要原因之壹。
童年玩伴重溫昔日美好濃濃市井情
溫暖人心
《許願神龍》今日發布“壹起回
家 ”正片片段，長大後的丁思齊終於找
到昔日好友王俐娜，兩人壹起回到童年
時留下美好回憶的石庫門、回到丁思齊
的家，丁思齊也因此受到了媽媽的“熱
烈歡迎”，令人忍俊不禁！
在“壹起回家”正片片段中，王俐
娜跟著丁思齊壹起回到了上海石庫門，
這裏是他們童年時期友情開始的地方。
兩人到了丁思齊家門口，正撞見思齊媽
媽做飯，被媽媽誤會了兩人關系。媽媽
對著丁思齊“手起勺落”就開打，這是
壹個典型的中國母親形象，對孩子的關

愛藏在嚴厲的管教之下，許多觀眾看
到這裏也會心壹笑。直到聽到女生的
名字就是王俐娜時，丁思齊才得以脫
身。街坊鄰居也聞訊來到了丁思齊家
中作客，思齊媽媽教俐娜做餛飩、搟
餛飩皮，俐娜還用餛飩捏出了鄰居大
叔的臉型，讓現場的大家捧腹大笑。
在明黃色的燈光下，親切友好的左鄰
右舍、和藹可親的思齊媽媽讓家中充
滿了煙火氣和人情味。熱熱鬧鬧的歡
樂氣氛，也讓窗外的神龍陷入沈思，
人間煙火如此平凡卻又如此溫暖，連
神仙都要羨慕幾分！
返璞歸真以情動人受好評同檔期新
片口碑登頂
動畫電影《許願神龍》正在全國熱
議，粉萌神龍帶來暖心、治愈的故事，
讓全國觀眾不僅對神龍愛不釋手，更對
溫暖人心的故事念念不忘。好口碑不脛
而走，吸引更多觀眾走入影院。目前在
貓眼評分 9.1 分、淘票票評分 8.6 分，為
同檔期新片中評分最高，上映首周末即
斬獲近 5000 萬元票房，證明了影片的過
硬品質和火爆人氣。
影片的核心制作小組在創作初期
就來到上海實地采風、居住、生活，
捕捉最真實最細膩的人文氣息。為了
能完美還原中國食物的制作方法，還
特地請中國同事拍攝做餛飩的全過程
，從搟皮、包餡，再到下鍋煮熟，力

求真實細致，足以見得幕後主創的誠
意和用心。在東方 文 化 之 中 ， 真 摯 的
友 情 是 如 何 表 現 的 ，親情又是如何表
達的，都是故事創作過程中最精雕細
琢的部分。《許願神龍》返璞歸真，
呼喚友情與親情歸位，以明快溫馨的
畫面呈現，和樂融融的情感氛圍，令
故事直接暖進觀眾的心坎裏。許多觀

幕美如畫的景色將觀
眾帶入到故事的發生
地——大鵬的家鄉集
安。
電影取景於導
演大鵬的家鄉吉林
集安，同時也是電影
《縫紉機樂隊》的取
景地。當時回集安給《縫紉機樂隊》選景的時候，
大鵬回了趟老家看望姥姥，當他離開的時候，姥
姥站在路口，拄著拐棍，目送他離開，而他自己
看著姥姥的身影越來越小，鼻子就開始酸了。在那
種感受下，就有了拍攝現在這部《吉祥如意》的想
法。銀裝素裹的東北風光奠定了影片整體樸素、真
實的基調，其中的壹些場景壹定會讓許多東北觀眾
感到熟悉。大鵬袒露“這是我家的故事，但還
原的是壹種普世的情感，電影的故事也是發生
在每個家庭中的故事，觀
眾壹定能在影片中尋找到
共鳴之處”。
《吉 祥 如 意 》 是 大 鵬
導演的首部現實題材影片，
影像風格質樸、真實，
講述壹個發生在東北黑
土地上的家庭故事。在
今日發布的壹組家鄉版
劇照中，有冬日落雪覆
蓋的街道和院落、威嚴
猙獰的門神年畫、夜空
中 絢爛奪目的春節煙花等
等，他們共同構成了影片
故事發生的空間，壹幕幕
美如畫的景色將觀眾帶入
到故事的發生地——大鵬
的家鄉集安。
電影取景於導演大鵬
的家鄉吉林集安，同時也
是電影《縫紉機樂隊》的
取景地。當時回集安給
《縫紉機樂隊》選景的時
候，大鵬回了趟老家看望

大鵬《吉祥如意》發布家鄉版劇照
1 月 24 日開啟 15 城超前點映
電影《吉祥如意》發布壹組家鄉版劇照。這組
劇照中沒有人物，只有家鄉的風景，整體畫面質
樸、純凈，頗有意境，交代了影片拍攝的環境和
背景。該片是大鵬導演的首部現實題材影片。影片
講述的是壹位喜劇片導演突發奇想，回到東北農村
老家，希望將壹家人如何過年拍成壹部電影，結果
遭遇壹系列意外。因拍電影而聚齊的家庭成員們，
完成了最後的聚會。電影將於 2021 年 1 月 29 日全國
上映，1 月 24 日開啟超前點映。

家鄉有最美的風景大鵬首導現實題材影片勾勒
東北風光
《吉祥如意》是大鵬導演的首部現實題材
影 片 ，影像風格質樸、真實，講述壹個發生在東
北黑土地上的家庭故事。在今日發布的壹組家鄉
版劇照中，有冬日落雪覆蓋的街道和院落、威嚴
猙獰的門神年畫、夜空中絢爛奪目的春節煙花等
等，他們共同構成了影片故事發生的空間，壹幕

眾對此留下真情實感地好評：“沒想
到故事這麼暖心，好久沒在電影院看
這樣壹部不耍花招、真心實意的電影
了！”“同檔期最溫暖的電影沒有之
壹，帶媽媽來看的，她差點就哭了。”
《許願神龍》以真心換真心，好評不
斷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電影《許願神龍》由克裏斯· 艾

伯翰斯執導，《怪物史萊克》系列之
父阿倫· 沃納聯手克裏斯· 布蘭博、成
龍擔綱制片人，北京耀萊影視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騰訊影業文化傳播有限
公司、索尼動畫、倍視文化傳媒有限
公司出品，哥倫比亞電影制作（亞洲
）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影片正在全國
熱映中！

姥姥，當他離開的時候，姥姥站在路口，拄著拐棍
，目送他離開，而他自己看著姥姥的身影越來越小
，鼻子就開始酸了。在那種感受下，就有了拍攝
現在這部《吉祥如意》的想法。銀裝素裹的東北
風光奠定了影片整體樸素、真實的基調，其中的
壹些場景壹定會讓許多東北觀眾感到熟悉。大鵬
袒露“這是我家的故事，但還原的是壹種普世的
情感，電影的故事也是發生在每個家庭中的故事，
觀眾壹定能在影片中尋找到共鳴之處”。
家人是最深的牽掛私人家庭影像呈現呼籲“常
回家看看”
影片的主人公王吉祥，導演大鵬的三舅，雖然
“腦子燒壞了沒有記憶力”，但常常嚷嚷“壹二四
五，文武香貴”，念叨著家人的名字，嘴裏也總是
輕聲哼著“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這也是導演
大鵬購買經典歌曲《常回家看看》版權，使其作
為本片主題曲的重要原因。唱作人隔壁老樊根
據影片故事和情感對原曲進行了全新演繹，娓
娓道來的歌聲引得觀眾留言“聽得淚目了，大
概家是所有人心中最脆弱的壹面吧”。聽哭了
或 看 哭 了 並 不 是 大鵬的目的，他的創作初衷是希
望觀眾在看過影片後，能夠多陪陪家人，常回家看
看。
大鵬通過最真實的親情情感傳遞、最特別的
影像呈現方式，獲得了許多電影節的青睞。影
片 此 前 曾 入 選 第 23 屆 上 海 國 際 電 影 節 金 爵 獎 ，
此 後 又 入 圍 了 第 10 屆 北 京 國 際 電 影 節 “ 鏡 界 ”
單 元 和 第 33 屆 金 雞 獎 金 雞 影 展 。 金 雞 影 展 上 ，
大鵬對於檔期選擇做出了解釋：“我們選擇 1 月
29 日 上 映 ， 其 實 這 個 時 間 是 春 節 的 前 兩 周 ， 是
中國電影市場壹年中最冷靜的時刻，不會在票
房上有特別的期待，但是我們覺得這部電影的
主題和那個時候的氛圍很契合。”今年過年能
否 回 家 可 能 還 是 未 知 數 ， 但 是 2021 年 總 會 有 能
團圓的時刻。無論何時，只要和家人在壹起就
是“過年”。
電影《吉祥如意》將於 1 月 29 日全國上映，並
於 1 月 24 日在北京、成都、哈爾濱、杭州、合肥、
濟南、南京、青島、廈門、上海、深圳、武漢、西
安、長春、鄭州 15 城開啟超前點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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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里金庫盜數 90 分鐘》

強到只剩錢

Netflix 拋出太空垃圾

宋仲基變身貪財歐巴

宋仲基主演新片「勝利號」受新冠肺
炎影響，捨棄院線上映改在 Netflix 上全球
播放。但全片行銷規格不縮水，刻意打造
一個巨型太空垃圾「掉落」在首爾江南站
，成功引發討論話題。
宋仲基在「勝利號」中與金泰梨、陳
善奎、柳海鎮攜手合作，靠演技和高科技
後製打造韓國影史上首部宇宙科幻電影。
他們在片中生活在 2092 年，開著宇宙飛船
「勝利號」打撈太空垃圾維生，因緣際會
展開一場拯救地球的行動。
不同於好萊塢的科幻太空片充滿帥氣
英雄，「勝利號」導演趙聖熙表示，當初
故事的點子是跟朋友在吃飯時聽來的，所
以角色設定都是平民，一樣要煩惱貸款等
生活瑣事，希望帶給觀眾共鳴。因此片中
宋仲基不再是帥氣歐巴，而是滿腦子想著
如何賺錢。面對高額報酬和拯救地球的抉
擇，宋仲基與金泰梨等人陷入兩難，靠著
人性衝突營造劇情張力。
為了讓「勝利號」更有逼真感，Netflix 將道具太空垃圾丟在江南站，鑑識人員
與記者紛紛前往現場察看，極度逼真的電
影宣傳立刻成為網路熱議新聞，為「勝利
號」2 月 5 日上線提前暖身。

一個臥虎藏龍的團隊選在世足決賽當晚，要攻破史上最難金庫。
尖端科技與古老智慧的對決引人入勝。
超級好看！從頭到尾一氣呵成，緊張又鬥智。
來自《佈局》《羊男的迷宮》製作團隊，但除了西班牙導演，本
片主要是英語發音和英美演員，乍看是常見的搶銀行題材，但細節巧
思都有新意。
故事主角是「西班牙國家中央銀行」，它號稱全世界最難攻進的
銀行，這棟建築亦將最困難的工程之謎封存在歲月裡。一個厲害的海
底寶物打撈團隊，找來天才大學生，要聯手闖過重重關卡，拿到傳說
中的聖杯。
大學生聰明絕頂，世俗名利已無法勾起他興趣，這個毫無頭緒的
挑戰讓他第一次感受到熱情。而臥虎藏龍的團隊，沒有人是圖金銀財
寶而來，都有自己的執著與價值。可他們要面對的除了固若金湯的金
庫，且是頑固又盡責的保全甚至國家軍隊。
劇情描述起來似乎無太多爆點，但魔鬼藏在細節裡。首先是這幢
幾乎不合常理的歷史建物，尖端當代科技如何破解古老繁複裝置，本
身就是個精彩過程；神來一筆的且是任務時間點和世足決賽交錯融合
，除了西班牙全國上下瘋魔看球的幽默，更由此派上完美的 cue 點設計
，讓這部搶案電影淋漓盡興。
《錄到鬼》《屍控》導演豪梅巴拿蓋魯對節奏感的掌握無可挑剔
，空間調度流利漂亮。有些情節稍嫌太扯，但無損排山倒海而來的娛
樂性。團隊成員間心理互動很粗略，浪費了這個非典型團隊原本可以
展現的獨特人性，是最可惜之處。
演員表現還算都有到位，雖然卡司陣容並未特別亮眼，但當年
《巧克力冒險工廠》童星佛瑞迪海默、《黑魔女 2》山姆萊利以及客串
的「琴葛雷」芳姬詹森，仍會讓影迷會心驚喜。

《007》製作公司米高梅據傳準備出售！

詹姆士龐德換老闆？
007 要換老闆了？！據《綜藝》Variety
及《華爾街日報》報導，有消息人士指出，共
同擁有《007》系列電影的特許經營權的製片
廠米高梅（MGM）正尋求買家，準備出售。
老 牌 製 片 廠 米 高 梅 （MGM） 成 立 於
1924 年，從二戰前到戰後，近百年來歷經過
製作無數電影之豐富經驗，名作包括《亂世
佳人》、《綠野仙蹤》、《萬花嬉春》以及
《2001 年太空漫遊》等諸多名留影史的經典
電影。米高梅在 1981 年與聯美公司合併後
，更擁有了《007》詹姆士龐德系列電影的共
同特許經營權，並成為該公司最著名的系列
作品，也是公司最主要的收益來源。
儘管在 2010 年時曾宣告破產重組，然
而米高梅的片庫依舊擁有 4000 部令人不可
忽視的電影數量，其中還包含了《機器戰警
》、《哈比人》三部曲、《洛基》系列，以
及其所衍生的《金牌拳手》，連帶其電視部
門也掌握有著《冰血暴》與《侍女的故事》
等重要作品。

由於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美國
多數電影院關閉，讓《007》系列原本預計在
今年上映的最新電影《007：生死交戰》檔期
一路從四月延到十一月、最後又直接延到
2021 年四月，延檔了整整一年的結果是直接
波及與剝奪了米高梅今年的潛在收入，其最
大股東避險基金 Anchorage Capital Group 承
受的更是被逼著須考慮透過出售手段來退出
的經濟壓力。
而同樣因為疫情而轉變的，則是迪士尼
、華納、環球等媒體巨頭，這些公司也因應
疫情之亂而迅速轉進入串流戰國時代的競爭
中，與 Netflix 、蘋果、亞馬遜等以原創內
容為主的新興串流平台公司，這些都可算是
米高梅的「潛在買家」。儘管米高梅擁有讓
影迷垂涎的豪華片單，但在自製內容當道的
市場上，米高梅粗估 55 億美元的價格，甚
至自家高層認為價值應該是高達 75 億美元
的這般天價，最後真的會有人願意進場買單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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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个签证不用绿卡
子女也能免费享受美国教育
1. 申请人年满 18 周岁
2. 国内母公司成立 1 年以
上
3. 国内母公司员工人数不
低于 20 人
4. 国内母公司处于正常经
营状态
5. 主申请人需在母公司工
作一年以上，并且任职高级
管理人员
6. 无犯罪记录
7. 无重大传染性疾病
总结起来最重要的就这么
三点：
1、你所在的这家公司成立
一年以上并且员工超过 10 人
，公司运转正常。
2、你在这家公司待了一年
以上，并且至少从事的是管
理岗位。
3、你是个好人
美国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教育体系，想要让 司，或者正想要创建一个分公司，而你恰好被公
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说，那很简单啊，我就能
孩子免费享受美国教育，除了拿绿卡和入籍之外 司选中去被派往美国，那么，你就可以通过 L1 签 申请了。但事实是如果这么简单的话，美国早就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申请 L1 签证。
证去往美国，顺手达到移民的目的。
人满为患了。
如果说你所在的这家公司刚好在美国有分公
美国 L1 签证申请条件
大多数人拿 L1 签证都是为了日后转成美国绿

卡，而美国移民局对于 L1 转绿卡还有如下要求：
1、在美国工作一年之后，这公司还在正常运
行
2、每年 100 万美金营业额
3、创造 7 个以上就业额
也就是说，必须得是实实在在做公司的人，
还需要给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的人，才有可能拿
到绿卡。
那种自己在家弄个小作坊，或者注册一个皮
包公司的，即便是侥幸拿到了 L1 签证到美国，也
不可能转成绿卡。
美国 L1 签证的优势
1. L1 签证允许持有人合法地拥有移民倾向。
持有人不会因为提交了移民申请或有移民倾向而
被否决 L1 签证申请。
2. L1 签 证 可 以 多 次 往 返 ， 其 配 偶 和 小
孩 可 以 陪 同 赴 美 。 配 偶 L2 可 以 申 请 EAD 合
法的在美国工作，未成年子女可以在美国
入学，公立中小学免学费或州立大学优惠
学费。
只要维持美国公司正常运作，L1A 签证最长
有效期可达到 7 年，有充裕时间来完成移民。
3. L1 没有学历要求，没有英语熟练要求，
也没有很严格的薪水要求。这样，适用性就比较
广。

欧盟护照再无“一步到位”？
这两个项目却在欧洲恭候着您候着您
想要一步到位拿欧盟护照？以后可
能难以实现了……
欧盟委员会于上月对塞浦路斯和马
耳他的「黄金护照」（投资入籍）项目
正式启动违规诉讼，两国紧急刹停了其
黄金护照项目。
马耳他推全新入籍项目
11 月 20 日，马耳他政府顶着欧盟方
面巨大的压力，马耳他政府正式公布了
通过投资途径入籍该国的新政策《卓越
服务法规下的公民身份授予规定,2020》
（Granting of Citizenship for Exceptional Services Regulations ，2020.），该项
政策规定，入籍名额为 1500 份，每年最
高 400 份。
新项目启用了全新的名称，更换了
全新的审理机构，对于投资要求也进行
了重大调整，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卓越服务公民资格授予条
例，2020（Granting of citizenship for Exceptional Services Regulations,2020.）。
审理机构：由之前的马耳他个人投
资者计划管理局变更为马耳他共同体
（Community Malta）。
与之前被定义为投资移民“项目”
的马耳他个人投资者计划（IIP）相比，
杰出投资者归化政策（MEIN）最大的
不同在于，被定义为官方的投资入籍
“政策”。
简单来说，以“政策”为名，是为
了避嫌，避免欧盟委员会对于马耳他投
资入籍的继续批评甚或叫停。
表面看，杰出投资者归化政策
（MEIN）取代个人投资者计划（IIP）
再战江湖，一出一进，投资者并没有损
失什么，仍然有路可走。事实真是这样
吗？
来做个对比，来看看之前“个人投
资者计划（IIP）”，与新面孔”杰出投
资者归化政策（MEIN）“在投资相关
细节方面做了哪些修改？
01、增加居住要求
新政规定：持有马耳他居住至少一
年才能申请护照，不同的捐赠方式需要
不同的居住时间（二选一）：
新政关于移民监的规定条文
a.）捐赠 60 万欧元，成为居民 3 年

后方可申请入籍；
b.）捐赠 75 万欧元，成为居民 1 年
后方可申请入籍。
IIP 则简单多了，只需捐款 65 万欧
元，持有居住满一年即可。
02、增加房地产投资额和租金要求
房产投资的最低要求额从 35 万欧元
增加到 70 万欧元，翻了一番；房屋租金
从 1.6 万欧元/年增加至 1.8 万欧元/年。
03、新增慈善捐赠项目
这是一项额外的投资，向 NGO 公益
组织捐赠至少 1 万欧元。
欧盟护照再无“一步到位”？这两
个项目却在欧洲恭候着您
04、减少申请名额
规定：发放给主申请人（不含家属
）的入籍证明一年内不超过 400 份；政
策有效期内，总计不超过 1,500 份。
05、资格审查机制
在居民阶段引入申请人资格审查机
制，未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人可以保留
其居民身份，但不能申请护照。
06、子女最高年龄限制放寬
子女的最高年龄限制从 27 岁调整到
29 岁。此外，满足残疾法律定义的子女
也可以加入申请案，没有年龄限制。
这是唯一一项放松的政策要求。
比起之前，马耳他杰出投资者归化
政策（MEIN）无论在捐赠额度、房产
投资额度上均有大幅提高，而移民监的
增设和名额的削减更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这些，是马耳他政府对欧盟委员会诉
讼的让步。
另外，11 月 1 日起，塞浦路斯护照
项目已经暂时关停！ 11 月 1 日之后塞浦
路斯政府会新成立委员会再讨论法案的
修改调整重新推出新举措！
马耳他个人投资者计划和塞浦路斯
投资入籍计划曾经是最火的两个“一步
到位”拿欧盟护照的项目，也是深受欧
盟施压的两个项目。
就在上个月，欧盟委员会还因投资
入籍计划对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发起了违
规诉讼。
虽然目前塞浦路斯的最新政策尚未
出台，但从马耳他新政来看，未来，或
将再无“一步到位”拿欧盟护照的移民

项目。
旧的关停，新的门槛高又充满变数
，通往欧洲国家难道就没有一条靠谱的
路可走？
时到如今，想要“速通”欧洲，还
有什么高性价比的选择？
这本“准欧盟护照”将持续大热
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步伐一直没有停
，而就日前欧盟大使对德国一家媒体透
露的消息“土耳其会在 2023 年前成为欧
盟成员国”来看，可谓是入欧在即。
欧盟护照再无“一步到位”？这两
个项目却在欧洲恭候着您
赶在土耳其加入欧盟之前，提早“上车
”的移民群体，以现行 25 万美元购房、
3 年可出售的优惠条件，届时将获得
“一本万利”的欧盟身份和投资收益！
土耳其护照移民，将迎来新一轮申请热
潮！
土耳其护照含金量超高，是成为欧
盟公民的“预备役”，更是直达英美的
“双跳板”！
1、全家同步获得身份
只需投资 25 万美元购买房产，主申
请人、配偶和未满 18 岁的子女可以与主
申请人同时获得土耳其公民身份 ，申
请程序简单，无学历以及语言要求，而
且没有移民监。一般来说，只需 6 个月
就可以成为土耳其公民。
2、申请条件简单
无语言要求、无居住要求、无资金
来源要求，仅需年满 18 周岁，满足投资
条件，即可一步到位获批土耳其公民身
份（25 万美金购房迄今为止法案项目唯
一不需要出具无犯罪证明的）。
3、可实现资本退出
获得身份 3 年后，即可出售房产，
实现资本退出。
欧盟护照再无“一步到位”？这两
个项目却在欧洲恭候着您
4.进入美国的跳板
土耳其与美国是 E2 签证缔约国，拿
到土耳其公民身份可申请美国 E2。
5.进入英国的跳板
英国针对土耳其公民出台土耳其企
业家签证，在英国设立公司，获得企业
家签证后，进入英国生活 5 年，可转

英国永居。
6.免签 110 多个国家及地区
免签 110 多个国家及地区，包括新
加坡、日本、中国香港等。
7.实现全球资产配置
公民身份是实现全球资产配置的首
要条件，（土耳其是一个全球征税国，
一年住满 6 个月才是税务居民，所以避
税以及海外资产配置是成立的）。
8.优质投资地
土耳其与欧盟建立关税同盟，并与
21 个国家 / 地区建立自由贸易与欧盟
国家相比，土耳其年轻人口最多，一半
人口年龄小于 3 1 . 7 岁欧洲最具潜力
的房地产投资国家之一。
9.土耳其是一个大国护照
土耳其护照含金量非常高，不仅能
够免签全球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
还可以曲线移民英美。根据美国和土耳
其政府签订的协定，土耳其公民具有申
请美国 E-2 签证的资格，可以实现快速
赴美。而根据《安卡拉协议》，土耳其
公民可以到英国工作或者做生意，在英
国居住满 5 年，满足一定条件之后，主
申请人及其家属可以申请英国永居。
还可以让孩子方便在国内上一流国
际学校（因为很多国际学校是不承认小
国护照和绿卡的）。
总之，投资房产所取得的土耳其护
照没有任何隐性的不平等条款，可以获
得相当的投资回报，还能成为投资者通
向英美大国的跳板国家，随着信息的扩
散，将会有大量的投资者入场，土耳其
房价也会随之水涨船高，有投资房产需
求的朋友还请尽早早打算！
土耳其护照移民申请条件
1、主申请人年满 18 周岁；
2、可携带配偶及18周岁以下的子女；
3、无犯罪记录、身体健康；
4、以下两项任选一：
a. 在土耳其的银行存款等值 50 万
美元，存放最少 3 年
b. 在土耳其购买一套或多套价值在
25 万美元以上的房产，持有最少 3 年
希腊推出购房移民计划具有极强竞
争力，与其他颁发黄金签证的欧洲国
家相比，希腊黄金签证条款对于投资

者更加友好，投资成本与门槛低。投
资额 25 万欧元即可获得希腊绿卡，主
申请人、配偶、21 岁以下未婚子女、
夫妻双方父母均可一同移民希腊，一
家三代一步到位获得希腊永久居留权
。享受三代移民，优质教育，完善医
疗，高福利以及欧盟身份，开启浪漫
的地中海慢生活！
希腊“黄金签证”项目可谓是目前
欧洲移民的性价比之王，并且该项目无
居住要求，只要持续持有房产，即可保
留希腊永居身份，满足居住条件，可申
请入籍，获得护照。
欧洲政策逐步收紧，希腊投资金额
何时调整尚不可知，肯定的是留给大家
的“窗口期”时间有限，有远见的投资
人已经先人一步，抢滩希腊房市。
购置 25 万欧元起的房产即可获得永
居的希腊购房移民项目，在欧洲移民不
断收紧的大环境之下更显珍贵和难得，
移民门槛不是一成不变的，海外身份配
置真的禁不起犹豫。
建议还在观望的投资人尽快出手，
抢在欧盟收紧投资移民政策之前，抓紧上
车，锁定优质房源！如果您仍有海外身份
、资产配置、子女教育、度假养老等需求
，快来联系移民帮提前行动起来吧！
希腊黄金签证申请条件
1. 主申请人需年满 18 周岁，配偶
及 21 周岁以下子女、父母可随同申请
2. 无语言、经商经验和资金来源要求
3. 无犯罪记录
4. 在希腊购买25万欧元以上的房产
项目优势 1.高性价比：欧洲性价比
高，购房获绿卡；
2.投资额度较：仅需 25 万欧元购房
，一步到位获得绿卡；
3.无居住要求：获得绿卡之后无任
何居住要求；
4.审批速度快：希腊移民流程简单，
审批速度快，最快3个月就可办理完毕；
5.身份含金量高：希腊是申根国成
员，拥有希腊身份可畅行 26 个申根国；
6.申请要求简单：无需证明学历、
管理经验、资金来源以及体检；
7.房价增值潜力大：希腊经济回暖，
房产市场触底回升，房价回升空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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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三部曲》合作信用市集投資平台啟動

讓影迷變身電影人造夢

導演魏德聖的臺灣 400 年史
詩電影《臺灣三部曲》，推出群
眾募資後獲得民眾大力支持，第
一階段的群眾集資金額募得 1 億
2451 萬元，除了持續集資，《臺
灣三部曲》首度與獲得國發基金
天使投資的 LnB 信用市集跨界合
作，推出全新的電影平台投資計
畫，今平台記者會啟動，導演魏
德聖與 LnB 信用市集創辦人楊瑞
芬共同啟動儀式，金管會許永欽
副主委、前金管會暨國發會副主
委，現任陽明海運鄭貞茂董事長
、前永豐金證券（亞洲）董事長
，前南華金融控股集團執行董事
王維新等貴賓出席致詞見證。
《臺灣三部曲》將呈現 400
前臺灣首次站上世界舞台的歷史
，打造 3 部電影，1 部紀錄片及 1
部動畫片，拍攝資金也高達 45 億
元，為了讓更多人參與，《臺灣
三部曲》與投資平台 LnB 信用市
集合作，推出電影 FinTech（金融
科技）投資方案，提供電影產業
新籌資模式，包括返還電影週邊
商品、參與電影搭景、拍攝、後
期製作等，及《臺灣三部曲首部
曲火焚之軀》首映會現場 VIP 席
位等，為台灣民眾提供多元之投
資標的。

過去拍攝電影只限於電影團
隊，但導演魏德聖希望讓更多支持
者加入造夢的過程，透過投資方案
，讓參與者變身工作人員，直接參
與拍攝《臺灣三部曲》，體驗成為
電影人的樂趣，更成為《臺灣三部
曲》計畫的一份子；《臺灣三部曲
》也是影視文化與旅遊的結合，讓
影迷進入片場，實際參與實際體驗

，一同來完成臺灣影史以來最龐大
的電影製作。
魏德聖導演將影迷共同參與
電影的概念貫徹，近來與劇組積
極籌備《臺灣三部曲》同時，也
將工作過程、勘景及會議以日誌
或側錄影片的形式與影迷分享，
魏德聖導演說：「希望透過這些
紀錄，能讓大家知道我們真的在

大霈笑翻大推《通靈駕訓班》

邱志宇發願拍鬼片

笑霸本屆金馬觀眾排行榜的
奇幻喜劇《通靈駕訓班》（Extra Ordinary） ， 昨 晚 （1/19） 於
信義威秀影城舉辦首映，除邀請
曾入圍金馬新演員的邱志宇扮成
片中「魔王」，更出動一對「幽
靈」造勢，紅不讓程度令觀眾欣
喜若狂、熱烈狂追合影。以《消
失的情人節》提名金馬影后的李
霈瑜也應邀出席欣賞，她看完表
示超愛該片，「每個角色都真誠
可愛又很好笑」。大霈之前也演
過喜劇，很早就想看《通靈駕訓
班》，無奈金馬影展搶不到票，
終於看到讓她「笑得非常開心」
。該片狂掃全球四大奇幻影展觀
眾票選獎，國片票房冠軍《孤味
》導演許承傑，賣座鬼片《女鬼
橋》導演奚岳隆，以及剛入圍鹿
特丹影展《揭大歡喜》導演陳宏
一看完也都大呼「太瘋狂」。許
承傑更大感有趣表示「台灣也該

來拍一部」。《通靈駕訓班》將
於周五（1/22）全台上映。
這部顛覆傳統鬼片、讓觀眾
笑翻的奇幻喜劇《通靈駕訓班》
，劇情描述一個具有通靈能力的
大齡剩女玫瑰（梅芙希金斯
Maeve Higgins 飾 ） ， 為 拯 救 駕
訓班客戶的女兒免遭撒旦獻祭，
展開一連串爆笑的驅魔行動。片
中荒謬卻迷人的搞怪演出，狂戳
觀眾笑穴，不僅勇奪美國爛番茄
98%超高期待度，更笑霸金馬影
展觀眾排行榜。以《台北物語》
爆紅的男星邱志宇，不僅二刷該
片，更化身片中好萊塢影星威爾
佛 提 （Will Forte） 所 飾 演 的
「魔王」角色，大談自己的「驅
魔」經驗。原來邱志宇前年應邀
赴菲律賓拍廣告，有天在旅館開
網路直播，竟有會通靈的女粉絲
跟他說，「你有粉絲還讓女生躺
在床上太過分了」，他才驚覺撞

鬼。更誇張的是，該女鬼還尾隨
他搭機回台灣，直到他去行天宮
「驅魔」才悻悻然離開。由於靈
異經驗不少，邱志宇日前更發願
「2021 年就是要拍鬼片」，吸引
許多粉絲狂按讚。
《通靈駕訓班》是愛爾蘭新
銳導演麥可亞亨（Mike Ahern）
與 恩 達 勞 曼 （Enda Loughman）
的首部電影。他們因為看到一篇
「捉鬼夫妻檔」報導靈感大發，
決定拍出顛覆恐怖電影中強大邪
靈的有趣電影。片中靈動現象很
貼近生活，有「樹枝揮動打招呼
」、「垃圾桶內的無賴鬼魂」，
甚至「驚嚇乳牛的無頭屠夫」古
怪又好笑的劇情，透過眾多硬底
子演員喜劇演出，全片驚奇迭起
毫無冷場，觀眾滿地找牙笑果更
超乎想像，連英國【衛報】都讚
佩得五體投地，形容是「當今最
滑稽的驅魔喜劇」。片中為求名
利、與撒旦結盟的男星威爾佛提
（Will Forte） ， 更 創 下 罕 見 反
派演出大獲觀眾喜愛的特例。
曾以奧斯卡電影《內布拉
斯加》，勇奪美國國家影協
獎最佳男配角的威爾佛提，
這次在《通靈駕訓班》飾演
過氣歌手溫特。為重拾往日
雄風，他決定與撒旦結盟，
四處尋找處女獻祭，好在血
月 之 時 開 啟 地 獄 通 道 …。 不
料獻祭過程屢遭大齡剩女玫
瑰攔阻，憤怒的他只得使出
更強大詛咒、並開啟陰陽之
門。威爾佛提將一心急於重
返巔峰的搖滾歌手，詮釋得
維妙維肖，除越壞觀眾越愛
，更助該片連奪全球四大奇
幻影展觀眾票選獎。《通靈
駕 訓 班 》 將 於 周 五 （ 1/22 ） 全
台上映。

做事，也希望大家一起參與拍攝
電影的過程。」
LnB 信用市集創辦人楊瑞芬
表示，為實現普惠金融的價值
， LnB 信用市集的去中間化，除
了解決籌資問題外，還可一併解
決產銷的問題，讓投資人享受第
一手的體驗與成果！因此除了已
推出之在地小農，現在延伸至電

影文創，目前已有其他金馬導演
的電影籌資也將陸續進入平台，
期望用這樣的模式逐步協助到更
多產業。
本次合作籌資方案運用 FinTech 技術拆成小單元投資，降低
投資門檻，同時投資人也可以選
擇分期方式繳付。投資方案則分
為「我是電影人-36 萬方案」，及
「部落屋文化體驗-24 萬方案」兩
種，返還物則有電影票、電影拍
攝文物及週邊商品，特別吸引收
藏家的注意；其中 36 萬方案更特
別提供電影片場搭景、拍攝及後
製參與等之限量電影行程 300 組
。LnB 信用市集投資發展部 黃力
平總監表示，因疫情關係難以出
國時，有些企業已計劃將電影行
程納入員工旅遊安排或是當成遊
學、或特殊經歷，這些也都彰顯
了此次電影透過平台投資所回饋
的是獨一無二的價值。
今天與會來賓也包含飛亞旅
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暨讓世界愛上
台灣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吳昭
輝。吳執行長率領的團隊，有豐
富的台灣在地匠人文化旅遊行程
規畫經驗，更將籌畫這次投資方
案中的《臺灣三部曲》電影體驗
行程。

百位小朋友追星 「屁屁偵探」 超興奮

聯手香蕉哥哥大跳主題曲

將於 1 月 21 日上
映的電影版《屁屁偵
探》，一次兩集連映
《咖哩香料事件》、
《瓢蟲遺蹟之謎》，
為《屁屁偵探》首度
在台灣大銀幕現身。
號稱「小學生三天王
」的屁屁偵探，原由
日本繪本改編，沒想
到因為其太過「可愛
」的造型爆紅，甚至
與《鬼滅之刃》、
《角落小生物》齊名
，為當前小學生界最火紅的超級
偶像。此次特別舉辦的首映會，
小朋友火熱追星追到電影院，一
百一十位小朋友齊聚一堂只為了
一睹「屁屁偵探」的尊容，平均
年齡只有 6 歲的幼兒園小小孩，
激動程度不亞於追星族，還有小
朋友特別帶著繪本前來跟屁屁偵
探「要簽名」。身為屁屁偵探
「完美搭檔」的香蕉哥哥，聯手
天竺鼠姐姐與台下小朋友互動
「搜查遊戲」，只要座位下找到
放大鏡的幸運兒，便可以上台與
香蕉哥哥、屁屁偵探，現場齊跳
動畫主題曲。
在兒童界宛如超級明星的
「香蕉哥哥」，與「天竺鼠姐姐
」出席活動現場。香蕉哥哥提到
，自己一歲的寶貝兒子是屁屁偵
探的粉絲，在家更會模擬屁屁偵
探發出「噗」的聲音。天竺鼠姐
姐則補充，原本以為只是簡單給
小小孩看的繪本，裡面的題目也
常常考倒她，甚至在觀影時，她
也常常找不到線索，讓她超級苦
惱。名揚國際的「屁屁偵探」有
兩個圓滾滾的臉蛋，因形似「屁
股蛋」而得其名，抵抗壞人時會
從嘴巴呼出「黃色氣體」，口頭
禪是「嗯哼，有可疑的氣味喔？
」，平時還愛吃地瓜補充能量。
這大人看了奇特，小朋友看了覺
得可愛的角色設定，為屁屁偵探
收穫許多粉絲。知名網紅夫妻

「Nico 品筠&Kim 京燁【那對夫
妻】」帶上現年 6 歲的超萌女兒
「妮妮」到場支援偶像屁屁偵探
，提及為何一家三口會被圈粉，
夫妻倆表示：「屁屁偵探太帥啦
！」、「屁屁偵探風度翩翩又冷
靜沉著」，更提到動畫因應兒童
年齡，會讓小朋友一起參與辦案
、找兇手，也會時不時出現互動
遊戲，號稱最適合全家大小一起
看的兒童動畫。
擔任「台灣推理作家協會」
理事長的張東君，剛好也是《屁
屁偵探》全套作品的譯者，此次她
來參與首映會，看到屁屁偵探「放
大」在大銀幕上，心裡有說不出的
感動。張東君先前也在訪談中提到
，有孩子詢問她：「屁屁偵探是不
是沒有鼻子，所以聞不到自己的屁
味？」，這問題考倒譯者，也讓她
認真回答「有可能喔！」。事實上
，《屁屁偵探》雖有可愛的外表，
但是以推理之名行可愛之實，故事
中還是以「推理」為主，因此讓更
多家長願意帶孩子一起看，讓小朋
友動腦，也成功在孩子圈打出知名
度，也許會成為下一個家喻戶曉的
動畫角色，成為推理界的「哆啦A
夢」。
讓小朋友崇拜不已的《屁屁
偵探》，終於首度在台灣大銀幕
現身，一次兩集連映《咖哩香料
事件》、《瓢蟲遺蹟之謎》，中
、日文版同步，將於 1 月 21 日正
式上映，台北双喜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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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井印象慢生活里的幸福 漫时光中的美好
，安静地沏上一杯茗茶，看茶叶一片片缓缓沉入
杯底，时间仿佛变慢，心情也跟着舒缓下来。品
一口香茗，醇香甘美在口中久久萦绕，身心得到
彻底的放松。抬头望去，茶园尽头隐现白墙黛瓦
，农家村庄或掩映在绿树丛中，或矗立于池塘侧
畔，和茶园共同构成一幅田园水墨佳作。
说到喝茶，必不可少的就是茶点。金井人的
茶点和休闲小食种类丰富，唇齿留香。传统花片
、红薯片、香云条、黄金炒米、果脯、萝卜干等
休闲美食，搭配清甜绿茶，给悠闲惬意的品茶时
光增添更多的趣味与回味。
美好遇见承载乡愁的风物画卷
除了茶园，金井还有直插云霄的兴云山、千
年古刹九溪寺、原生态金井湖、华南最大的虎园
、39 公里长的山地自行车赛道等 10 余个景点，
随意一处都会让人流连忘返……

金井镇位于中国中部湖南省的北部，紧靠长沙市区，是一个
宁静安逸的绿茶小镇。这里有历史悠久的茶庄和数万亩翠绿无边
的茶园，还有依托环保生态科技发展起来的现代农庄，以及香火
不断的千年古刹。素来有“小长沙”之称的金井镇，已成为湖湘
一带都市人在征战繁忙生活之余休闲度假的首选之地。

天赋雅境 源于井的传说
金井镇因井而得名。相传，在明代初期，当地的孙姓男子
每日清晨出门放牛，经常看到有一袭紫色的云气从一丛茶树间
升起。于是老孙与儿子一起将这里的茶树移植到新开垦的山上
。没想到这茶树即栽即长，芽叶鲜嫩可爱，将它采下，却又随
摘随发。老孙再到生长茶树的地方一看，发现有一个泉眼，不
断冒出水花。顺着泉眼向下深挖，出现一块石板，一揭开，水
底便浮起一只金鸭，金光闪闪，蹼底的泉眼涌流不息。忽然金
鸭不见了，泉涌如注，父子惊异不已，倍觉神奇，于是修成一
口水井供村人饮用，并立碑镌刻“金井”二字。这里的井水大
旱之年随汲随满，洪涝之时不浊不污。味道甘甜清冽，用来泡
茶，茶味尤其清香扑鼻。
无论是旅行还是旅居，若想深度体验金井风情，要从脱甲
村开始。
脱甲，顾名思义就是脱掉铠甲，身心放松休栖之意。这个
典故出自“朱元璋战湖南”的故事。说的是元朝末年，朱元璋
攻打湖南陈友谅，一路南下，到了金井一桥处，抬眼看到一片
望不到尽头的茶园，云雾缭绕，感觉就像置身于世外桃源一般
。于是，风尘仆仆的朱元璋脱下盔甲，下令就地扎营休息。农
户备上用井水沏的新茶招待将士，饮后顿觉神清气爽，疲劳消
散，精神大振。后人将此地命名为脱甲。
金井就是这样一个能够让人远离生活和工作的“战场”，
一个可以卸下铠甲，忘掉所有烦忧，给自己放假的地方。脱甲
老街拥有厚重的历史，保留了明末清初的建筑风格。沿着街，
可以一览千年古镇的绝世风华，既可从特色小吃里回味历史文
化，又能在新奇体验中感知时代变化。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文创
产品、土特产展销、家庭手作坊、书屋、主题博物馆以及特色
小吃、客栈民宿、“非遗”展示、节庆活动等等。

幸福体验诗意美学的茶乡小镇
中国人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之后，逐渐放缓脚步，开始思考
什么样的前进节奏才是适度的，于是“慢生活”变成了一种潮
流。慢生活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和精神世界的丰富，“慢下来
”也成为一种日趋成熟的价值观，它与金钱、地位、荣誉都无
关，有关的只有心态。适时停下匆匆的脚步，让身体等等灵魂
，有利于人们解决更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漫游金井，万亩茶园山水清幽，一处处原生态茶园，蕴育
了上等的品质绿茶。这里的茶园已经变成了公园，甚至是步移
景换的景区了。每年慕名而往“网红城市”长沙的游客，大多
必去金井“打卡”。
金杯盛玉叶，井水沏名茶。找一处绿意盎然的茶园坐下来

沿金井老街，远望可见香火旺盛的千年古刹九溪
寺。因右侧有一泓溪水，九曲回环，绕寺流入金
井河，故名“九溪寺”。金井兴云山上还藏着一
座青松寺，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相传是唐太宗李
世民第三子李恪所建。阅尽人间沧桑的青松寺，
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保护，几经修葺风貌依旧。
青松寺坐落地势恰似凤形，传说为山上之凤，护
佑一方山水。近看青松寺，殿宇轩昂，三门耸立
，红墙碧瓦，气势恢宏。清幽古寺，隐于云山。
九溪寺往东数里，便是碧波荡漾的金井湖。
远山含翠，白鹭栖飞，远远望去，湖面与天空融
为一色，竟不知是天色染湖光，还是湖光映碧空
。休闲度假的人们在岸边亲水垂钓，取景拍照，
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画。
金井镇的三珍虎园始建于 2009 年 10 月，占
地 180 亩，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成员单位，
具有国家林业局和省林业厅核发的国家一、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目前，一、二、
三期虎园目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四期虎园在建
。作为湖南林业老虎繁育示范基地，最初养殖数量为东北虎 8
头，2013 年繁育出第一批东北虎崽，通过 10 多年时间的积累
，现园内饲养东北虎 100 头，白虎 11 头，保持着 95%以上的幼
虎成活率，并通过湖南省质监局制定了东北虎的养殖技术标准
。2016 年，更是罕见地连续出生成活了四胞胎东北虎宝宝，老
虎可近距离观察。园内还建有大型动物艺术标本馆一座，馆藏
量丰富，具有较高的科研及艺术鉴赏价值。虎园雄踞山头，依
山傍水，环境优美，绿化面积超过 90%。
“能养老虎的地方，一定是生态环境最好的地方”，虎园
老总朱豫刚如是介绍，“养老虎要有情怀，从保护物种角度出
发，要尊崇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自然法则。”
快乐感受主题鲜明的庄园经济
金井在全国最具差异化特色的就是现代庄园经济集群，并
以此率先探索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金井镇
依托山水田园等自然资源和数万亩茶园，整合富有历史文化底
蕴的茶庄和现代特色农庄，结合茶园、花卉园、循环农业园、
蔬菜种植园、果园、乡村振兴产业园等，借用“庄园” 的原
始概念，以文化为核心，打造了集农业生产、品质生活、自然
生态于一身，融合休闲度假和居住生活功能的庄园生态小镇。
这种设计使人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和谐共生，满足都市人回
归自然、回归田园的追求。
今年 47 岁的彭焕新，获得硕士学位，当过企业高管，经
过多番打拼后，他 2008 年放弃 20 万年薪，选择回到家乡创业
，以特色香薯为产业基础，结合金井优越的生态地理环境，建
设沃园农场，打造集农业展示、休闲观光、研学教育、科普拓
展、民俗文化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国首个黑色杂粮主题的智
慧农业旅游综合体和湖南省青少年研学旅游基地，将乡村旅游
发展与农耕文化、美丽乡村、生态文明、现代农业融为一体，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今公司产值突破 2000 万元
，把小香薯种成了大产业。
从日本神奈川大学留学归国的王洪健，回到金井镇观佳村，
创办了“官家农庄”，带着一群海归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搞起
了生态循环农业。他自主研发了高效有机菌肥、生物床、无抗饲
料、生物防治液等先进的农业技术产品，改变了当地农民的观念
和农业生产模式，更全面地提高了生态庄园的生产力。
金井镇种植的巨型稻，株高可达 2.2 米，不仅在外观上赚足
了“眼球”，还具备高产、抗病虫害、耐淹涝等特点，让“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禾下乘凉”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到了金井，自然要品赏当地农
家庄园中的餐饮美食。罗代黑猪双江米，金井手工豆腐乳。乡
里腊肉火焙鱼，秘制香肘茶油鸡。每一道菜品都伴着家乡的淳
朴味道，唤起漂泊游子们关于故乡的记忆。
清和金井，茶乡小镇。无论是旅行还是旅居，行走在金井
的山水田园间，穿梭于茶园绿意里，都能感受到如啜饮一杯清
茶之后的释然，那是任时光匆匆我自平静的从容与恬淡。慢生
活是从容应对世界的方式，也是难得享受的奢侈时光。或许这
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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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陽、
賴清陽
、李迎霞律師夫婦
李迎霞律師夫婦，
，收購萬豪酒店連鎖記盛

賴清陽、李迎霞律師夫婦率領賴家子女一起向各位問候
賴清陽、
，歡迎來 Residence Inn 參觀
參觀，
，祝 2021 年新年快樂
年新年快樂。
。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賴清陽律師與旅館公會前會長李迎霞與合夥人正式接管萬
豪酒店下連鎖分店 Residence Inn，
Inn，全體旅館員工們熱烈
感謝業主為他們創造工作機會，
感謝業主為他們創造工作機會
，在疫情嚴峻下造福社區
在疫情嚴峻下造福社區，
，
提供旅客們駐腳的場所，
提供旅客們駐腳的場所
，為旅館業在一片低迷氣象中衝出
一條陽光大道，
一條陽光大道
，並為失業社群創造就業機會
並為失業社群創造就業機會。
。

賴清陽、李迎霞律師夫婦和合夥人
賴清陽、
李迎霞律師夫婦和合夥人，
，旅館新聘的青年才
俊經理及管理團隊，
俊經理及管理團隊
，由 Tracy 寧和 Andrew 賴賢安聯手
發揮華裔第二代的管理能力，
發揮華裔第二代的管理能力
，正式進入美國主流社會
正式進入美國主流社會，
，
運用國際名牌萬豪酒店的專業訓練，
運用國際名牌萬豪酒店的專業訓練
，為在美華人旅館業
發揚光大。
發揚光大
。

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也是旅館公會前
會長李迎霞於 2020 年底正式接手萬豪酒店
Residence Inn，
Inn，如有可為休士頓僑界服務
的機會，
的機會
，歡迎來電洽詢
歡迎來電洽詢。
。

在 59 號公路旁的 Residence Inn 是個具備完善
廚房設施的高檔旅社，
廚房設施的高檔旅社
，適合家庭出遊
適合家庭出遊，
，短期或
長期租用的好選擇，
長期租用的好選擇
，地點適中
地點適中，
，旅館公會前會
長賴李迎霞竭誠歡迎僑界來參觀體驗。
長賴李迎霞竭誠歡迎僑界來參觀體驗
。

賴清陽律師與夫人李迎霞(旅館公會前會長
賴清陽律師與夫人李迎霞(
旅館公會前會長))和
合夥人正式收購萬豪酒店 Residence Inn，
Inn，完
成交接，
成交接
，彼此互相鼓勵
彼此互相鼓勵，
，商場合作愉快
商場合作愉快。
。

旅館備有室外游泳池、烤肉區
旅館備有室外游泳池、
烤肉區，
，是適合戶外
悠閒的好去處。
悠閒的好去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