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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Fighting A Vaccine War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that vaccine
manufacturers can now ship vaccine orders directly to local pharmacies starting
Feb.11th, including CVS, Walgreens and
Rite Aid. The White House said that 1
million doses will be distributed to 6,500
stores.

past two weeks. California now adminis- demic is still destroying our community. more peaceful than before. Even though
ters about one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 What els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o fight we are still facing difficulty, we just need
against this virus?
to be united and help each other. We will
every week.
overcome and be a great nation again.
More than 34 million doses of Covid-19 In our community we are feeling much
vaccine have been admin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and about 61% of 56
million doses have been distributed. That
’ s about 1.1 million more administered
doses reported on Wednesday. The
number jumped from 359,000 on Jan. 6
to 1.32 million now on Feb 3.

California opened up two massive Covid-19 vaccination sites as part of a federal pilot program to quickly boost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doses as the state
continues to see improving numbers in
cases of deaths and hospitalizations. We are just so happy and admire the
The new number of daily cases i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for doing a very
state dropped by one-half in just the great job for our people when this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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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Home!										Wear Mask!

DATELINE: COVID-19™
This news page is dedicated to frontline healthcare workers and the
world they live in every day to defend the health of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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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atest O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Vaccines

Go Here: https://www.cnn.com/world/livenews/coronavirus-pandemic-vaccine-updates-02-02-21/index.html

U.S. to send some vaccines
straight to pharmacies; Russia reports 91.6% effectiveness
rating for Sputnik vaccine: Live
COVID-19 updates

Intermountain Healthcare President and CEO Dr
Marc Harrison, saying, ‘We’re inundated here,
and I’m wondering if you can help us in any
way?’ His immediate response was, ‘Absolutely,
what do you need?’ “
Tech and Politics
As on the 2019 list, the 2020 roll also includes
several leaders of technology companies. Among
them are Judy Faulkner (8), CEO of Epic Systems; Jason Gorevic (10), CEO of Teladoc; Karen
DeSalvo, MD, MPH (26), chief health officer of
Google; Kieran Murphy (27), president and CEO
of GE Healthcare; and Paul Black (86), CEO of
Allscripts Healthcare Solutions.
The only politician on the list this year i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falls to 28 from 9 last
year. In 2019, besides Trump, the politicians on
the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roster included Elizabeth Warren (8), Nancy Pelosi (15), and Bernie
Sanders (24).

Go Here: https://www.npr.org/sections/
health-shots/2021/02/01/962954518/moderna-increases-covid-19-vaccine-shipmentswhile-pfizer-lags-behind

Covid-19 Live Updates: Moderna Wants to Add 50% More
Vaccine to Each Vial to Speed
Rollout

Go Here: https://www.nytimes.com/
live/2021/02/02/world/covid-19-coronavirus

Covid-19: Snowstorm Disrupts
Vaccinations Across Northeast
Go Here: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
news/health/2021/02/02/covid-news-california-washington-struggle-vaccine-equity-50-m-shots-distributed/4349572001/

Moderna Increases COVID-19
Vaccine Shipments While Pfizer
Lags Behind

“The frontline worker” occupies the number-one slot in Modern Healthcare’ magazine
2020 list of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healthcare.
Those frontline workers include physicians,
nurses, respiratory therapists, environmental
service workers, and administrators, according to the list’s companion article.
Modern Healthcare praises the healthcare
workers for their selfless labor under dangerous condi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y also receive high praise for the
compassion they’ve shown to patients, especially those dying alone in the hospital.
The other top-rated healthcare influencers on
the list are more typical of those that Modern
Healthcare places on its list every yea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are CEOs of big healthcare systems, insurers, an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Go Here: https://www.nytimes.com/
live/2021/01/31/world/covid-19-coronavirus
(To Reach a topic, use Google search.)
Related
Frontline Healthcare Workers At The
Top Of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List

The healthcare executives who occupy slots 2
and 3 on the list describe in the article what
each of their systems did for the other during
the public health crisis.
At the height of the pandemic last April, recalls Marc Harrison, MD (3), CEO of Intermountain Healthcare, his organization sent
50 clinicians to the New York hospitals of
Northwell Health. Michael Dowling (2), CEO
of Northwell, returned the favor in September
by sending several teams to Salt Lake City to
help with COVID-19 patients when a big virus surge hit Utah.
In Dowling’s comments on Harrison, he recalls that Northwell was desperate last April,
and “staffing was by far our biggest concern.
Among the first people I called for help was

However, there are plenty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on the 2020 list, including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cretary Alex
Azar (46),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administrator Seema Verma (16), and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er
Stephen Hahn, MD (11).
Anthony Fauci, MD,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s
listed as the ninth most influential individual.
Modern Healthcare’s article credits Fauci with
standing up to Trump on the value of science. He
is also praised for his tireless advocacy of public
health measures like wearing masks and social
distancing.
Deborah Birx, MD (31), who serves with Fauci
on the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is
described as “a leading clinical voice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But the article notes that
“Birx has drawn fire over actions some critics
say have undermined the role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uring the pan-

demic.”
Activism Applauded
Susan Bailey, MD (20),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was applauded for
defending physicians trying to save the lives
of COVID-19 patients. Bailey, it is noted,
took on Trump for claiming that doctors make
more money when they diagnose patients with
COVID-19.

Another important voice during the pandemic
has been that of Bonnie Castillo, RN (17), executive director of National Nurses United. The
union chief, the article recalls, has been a strong
advocate for nurse safety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She has also criticized hospitals for their
lack of pandemic planning and preparedness,
Modern Healthcare points out. Castillo is on
Time’s list of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of 2020, as well.
Some hospital executives were placed high on
the list partly because of their social activism.
Gene Woods (7), president and CEO of Atrium
Health, contributed $1 million of his own money to start an emergency care fund for Atrium
Health employees. He was also reportedly vocal about “social equity” during the racial unrest of last summer.
Penny Wheeler, MD (22), president and CEO
of Allina Health, was selected for a similar
reason. Last May, as COVID-19 patients were
overrunning Allina’s hospitals in the Minneapolis area, the George Floyd protests broke out.
Wheeler signed a letter denouncing racism,
along with other local CEOs. This occurred
just after healthcare workers rallied at the state
capitol to protest what they said were unsafe
conditions at an Allina hospital. Wheeler said
Allina had tried to obtain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from more than 500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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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streams of red hot lava shoot into the night sky as Mount Etna, Europe’s
most active volcano, leaps into action, seen from the village of Fornazzo, Italy.
REUTERS/Antonio Parrinello

Editor’s Choice

Rep. Marjorie Taylor Greene (R-GA) departs after a House Republican Caucus meeting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REUTERS/Joshua Roberts

Healthcare workers showing Three Finger Salute pose for photo in Yangon, Myanmar. HNIN YI
WIN via REUTERS

Lightning illuminates the sky above the National Congress in Brasilia, Brazil. REUTERS/Ueslei
Marcelino

Migrants from Haiti walk across the Zaragoza-Ysleta international border bridge after being
depor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Ciudad Juarez, Mexico. REUTERS/Jose Luis Gonzalez

Newly confirmed Transportation Secretary Pete Buttigieg is embraced by his husband Chasten
Buttigieg after being ceremonially sworn as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watches with her hand
on her heart at the White House. REUTERS/Kevin Lamarque

An employee from Chile’s National Fisheries and Aquaculature Service (SERNAPESCA) looks at dead fish
washed up on shore, in Horcones, Chile. REUTERS/Jose Luis Saavedra

Protesters shout slogans during a demonstration against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s alleged corruption, the postponement of his trial and his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crisis, outside his residency in Jerusalem. REUTERS/R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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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DASHBOARD
World Coronavirus Updates

•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Tuesday that Europe is experiencing “rising COVID-19 fatigue” as
cases increase across the continent. “Despite the hardships, COVID-19 is urging
us to move beyond biomedical science,”
the WHO said.
• Ireland’s government has rejected health
experts’ advice to return the country to a
“full lockdown” despite rising infection
numbers, the Guardian reports.
• France’s Prime Minister Jean Castex said
bars in Paris will close for two weeks from
Tuesday as part of new measures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per the EU Observer.
1. Health: Axios-Ipsos poll: New strains,
not school spread, drive virus fears — A
longer, deadlier pandemic.
2. Vaccin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ship
COVID vaccine directly to pharmacies —
CDC: Vaccine database on race and ethnicity paints incomplete picture — Vaccine chaos may undermine second doses.
3. Politics: Trump administration lobbied against states on COVID-19 vaccine
funding — GOP senators release details of
$618 billion COVID relief package.

Axios Data: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Johns Hopkins; Map: Axios Visual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New Zealand now has active no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community after the final
six people linked to the Auckland cluster
recovered, the country’s Health Ministry
confirmed in an email Wednesday. The
country’s second outbreak won’t officially
be declared closed until there have been “no
new cases for two incubation periods,” the
ministry said. Auckland will join the rest
of NZ in enjoying no domestic restrictions
from late Wednesday, Prime Minister Jacinda Ardern said, declaring that NZ had “beat
the virus again.”

New Zealand Prime Minister Jacinda

Ardern (L) visits a lab at Auckland
University in December. Photo: Phil
Walter/Getty Images
By the numbers: Globally, more than 1
million people have died from the novel coronavirus and over 35.7 million
have tested positive, Johns Hopkins data
shows.
• The U.S. has reported the highest death
toll and case count from the novel coronavirus, with nearly 210,800 fatalities
and almost 7.5 million infections — with
President Trump among those being
treated for the virus.
• Brazil has reported the second-highest number of deaths from COVID-19
— nearly 147,500. India has the second-highest number of cases (almost 6.7
million).
What’s happening:

Australian Open
4. Economy: COVID-19 prompts food
stamp spending increase — The state of
the U.S. economy after one year of the
coronavirus.
5. World: Russia’s Sputnik V vaccine is
highly effective, study finds — Bushfire
burns Perth Hills homes while Australian
city is on lockdown.
6. Sports: Australian Open set to bring a
slice of normalcy to the sports world.
Cases:
1. 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2
p.m. ET Tuesday: 103,645,110 — Total
deaths: 2,245,649 — Total recoveries:
57,532,314 (no longer includes U.S. recoveries as of Dec. 15) — Map
2. 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2 p.m.
ET Tuesday: 26,349,627 — Total deaths:

444,336 — Total tests: 306,049,697 —
Map
Between the lines: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have been every-country-for-itself and — in the case of the U.S. and China — tinged with geopolitical rivalry. But
the scientific work to understand the virus
and develop a vaccine has been globalized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Coronavirus symptoms include: Fever,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repeated shaking with chills, muscle pain, headaches,
sore throat and a loss of taste or sm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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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Sweden has seen 1,078.
The big picture: The virus spread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two big failures. Fir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iled to contain it
and tried to cover it up. And second, the
U.S. failed to take on the global leadership role that most pandemic specialists expected to see. Once the virus was
spreading internationally, it traveled first
along the world’s densest travel and trade
corridors, and proved most lethal to the
elderly, who are overrepresented among
rich countries.

Rich Countries’ Pandemic
Preparedness Failures

Reproduced from Branko Milanovic
using GHS Index and Worldometer
data; Chart: Axios Visuals
Some of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 the ones that had been considered the
best prepared to handle a pandemic —
turned out to be the ones that suffered the
highest death rates. The SARS-CoV-2 virus has proven that preparedness needs to
be global, and coordinated.
Just before the pandemic,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he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and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released a World Health Preparedness Report ranking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on
its pandemic preparedness.
• The highest-ranked country was the
U.S. — but now, only eight of the 153
countries in the study have a worse death
rate than the U.S.
• The U.K. came in second for preparedness; its death rate is even worse than
America’s.
• Thailand and Sweden were ranked
equally on preparedness, but Thailand
has seen only 1 death per million people,

Where it stands now: The Biden White
House has promised to rejo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lp lead the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and create protocols for coordinating and deploying a
global response to any future pandemic.
That’s all part of a broader attempt to fight
the current pandemic and put the world
on a stronger footing when the next one
emerges.
What’s next: As Princeton economist
Angus Deaton points out, future deaths
may well fall more heavily on poorer
countries, especially if rich countries vaccinate themselves first. For the time being,
however,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possible measurement and reporting errors, the
virus has disproportionately hit the richest
and best-prepared nations.
The bottom line: The preparedness report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most countries
were ill positioned to combat a global
pandemic. What no one predicted was that
the best-prepared would end up seeing the
highest death rates. (Courtesy axios.com)

好書閱讀

《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一种内部视角

《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
作者：[美]詹姆斯· M· 波拉切克
译者： 李雯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2020 年是鸦片战争爆发 180 周年。历史学家胡
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认为，鸦片战争
的爆发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后，英国驻华商务总督
查理· 义律（Charles Elliot）向英国鸦片商人承诺英
国政府会补偿他们的损失，从而引发了战争。这场
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重要影响在于，从此以后，中国
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且陌生的阶段：在新旧历史
的更迭以及中西方两种文明相互碰撞的过程中，清
政府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自己的末路，并最终退出了
历史的舞台。
对此事件的研究，传统史学基本沿用了胡绳的
观点。当然，任何一种观点都是作者根据所占有的
史料在所选择的角度上得出的。而历史事件的发生
，经常是各种合力的结果。鸦片战争亦是如此。美
国学者詹姆斯· M· 波拉切克的《清朝内争与鸦片战
争》从清朝内部政争出发对其进行多角度解读，打
开了新的思路。
“朝堂政治”：鸦片战争前的文人朋党
清廷中央政府的政治动态对军事和外交决策的
影响是《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的主要关注点，更

确切地说是外交政策的“朝堂政治”——清廷对关
键外交政策决策的制定，以及影响这些决策的角逐
。作者把对鸦片的政策和文人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
起来，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概观性的线索。
作者通过具体量化的研究方法，把“文人”分
为科甲精英“内嵌”群体、翰林院的官员和内阁中
书舍人群体。这三个群体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科
举中人。
清代的科举制度在帝国文人之间形成一种“恩
庇观”。科举考试中形成的师生关系、同年交情以
及前辈、晚生之间的互相提携，种种关系相互勾连
，构成了一种恩庇关系。其最终结果就是朋党的形
成。
朋党在清代前中期一直受到打压，随着清后期
皇权束缚力的松弛，朋党再度重现。“宣南士人”
就是鸦片战争前活跃于政坛的朋党，所谓宣南士人
，即出身于宣南诗社的一批文人士子。从表面看，
宣南诗社不过是北京文人每年定期吟诗唱和的雅集
会社。但由于这一诗社聚集了一批以南方省籍为主
的文人和京官，很快，诗词歌赋的风雅情致就成为
了议论国政的锦衣绣袍。宣南诗社的成员也就顺理
成章结成了假诗社为名的朋党。对鸦片战争影响匪
浅的龚自珍、魏源、黄爵滋都是这一诗社的成员。
宣南士人得以参与国政的重要原因，是倚仗嘉
道时期官高位显的名臣蒋攸铦的声望权势。蒋与长
期主持宣南诗社的陶澍为至交好友，因此也着意提
拔宣南士人。一如时人李元庆《蒋砺堂相国事略》
云：“尤意以培植贤才，扶持善类为念，所荐达者
，多任封圻，跻显秩，如唐公仲冕、严公如煜、刘
公清、赵公慎畛、陶公澍、林公则徐。”在朝中要
员的提引下，宣南诗社一度声势赫赫。但道光朝因
整理盐务引发的政局洗牌中，蒋攸铦黯然落败，不
久身故。失去了朝中最大奥援的宣南士人一派顿时
一蹶不振，走向消亡。
然而，一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政见相同
的文士阶层，为达成自己的政治诉求，必然会结成
新的党派以参与朝政。因此，以 1829 年北京宣南
陶然亭文人春禊雅集为开端而结成的“春禊派”，
就成为了继宣南诗社之后文人政治诉求的代表。
依靠私人友谊发展壮大起来的“春禊派”，其
核心人物包括姚莹、张际亮、龚自珍、黄爵滋、魏
源、端木国瑚等，其中不少人正是原先宣南诗社的
成员。这些人物在 19 世纪 30 年代走上政治舞台。
相对于清朝政治环境而言，如果不是有重大的事件
发生，依靠私人友谊发展壮大起来的春禊派不会有
机会干涉有序的政治活动。但是，首席军机大臣曹
振镛、潘世恩为竞争首席军机大臣之位而寻求“春
禊派”领袖的支持，让这一党派在政治舞台上崭露
头角。19 世纪 30 年代的农业危机和因此导致的盗
匪叛乱的社会危机，更像是上天给“春禊派”铺就
的权力阶梯。为应对危机，道光帝不得不下旨求谏
。皇帝对官员言事采取的优容态度和对谏言官员的

不次拔擢，使“春禊派”成员只用了六年时间便进
入了权力地带。恰在此时，因鸦片贸易导致的外部
危机，让“春禊派”捕捉到了深度参与朝政的新契
机。
内争推动外战？禁烟的内部政治
与传统史观中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有所不同，波
拉切克认为在推动 1840 年事关鸦片问题的外交和
军事摊牌过程中，真正发挥积极作用的是清政府而
不是英国政府。而清政府这样做的原因是受到内部
政治压力的影响，而非外在经济或军事威胁。
这种内部压力起因，就是“春禊派”的政治考
量。它期望在清廷政治体系内，将自身作为朋党参
政的非正统权力基础加以巩固，甚至是合法化。而
它铆准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朝堂上争论得沸沸扬扬
的鸦片贸易合法化。
对传统历史学家来说，他们认为鸦片贸易是导
致 19 世纪 30 年代出现银荒的唯一或主要原因。
1839 年中国封锁对外贸易，以此拼死保护货币体系
（亦即所谓的“道光银荒”），最终迫使清政府迫
于外部压力而走向战争。
但作者指出，这一传统观点所持的证据并不成
立。与此相反，在当时，道光帝以及多数官员都并
未将旨在终结鸦片输入的贸易禁运，视为解决货币
体系逐步解体的有效方法。不仅如此，在当时，多
数官员都认为，如果没有铲除本土走私，就强行封
闭口岸、中断贸易，只会迫使合法商人都要采取非
法走私途径，管控起来会更加困难。而在现实中，
这种大批量非法走私行为已然发生。其结是海关税
收的大幅受损。
另一方面，即使从硬碰硬的实战角度考虑，英
人律劳卑勋爵 1834 年在广州制造的武力挑衅事件
，也使清廷认识到自己军事实力的薄弱。到 1836
年初，有关鸦片政策的争论大都不支持贸易禁运。
鸦片贸易在社会、经济上甚至在军事上造成的严重
危害诚然存在，但并没有提供一个足以让清政府冒
着发动战争的危险停止通商的强烈动机。因此作者
得出结论，1839 年最终转向贸易战的动力来自主流
官僚观点之外——也就是文人朋党“春禊派”。
1836 年，鸦片贸易合法化看似箭在弦上。正在
此时，“春禊派”以御史言官的姿态异军突起。他
们不仅揽下文人政治网络所拥有的大量信息资源，
更获得了皇帝的青眼相加。与此同时，清廷内部职
位出现了变动，“春禊派”成员获得了更多的职位
。随着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政策支持者卢坤死于任上
和阮元一党的衰落，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讨论也就随
之告终。
作为“春禊派”发起人和重要成员的黄爵滋
1838 年著名的禁烟奏折，把打击目标放在了吸食鸦
片的中国人身上。这个计划得到林则徐的支持。由
于其他地方督抚都对黄爵滋强硬的禁烟措施表示反
对，因此，林、黄和他们的支持者不得不将禁烟试
验场放在东南一隅的广东，而此地也恰恰是贸易和

外交的核心地带。
波拉切克认为林则徐基于物议人望的考虑，让
他未能充分估计自己面临的险阻。而“春禊派”对
声望和权力的执迷，推动道光帝走向了那场被告知
绝不会爆发的战争。
战争的终局：外战内争，两败俱伤
鸦片战争的过程和结局，既是历史上无可更改
的史实，也是今天无须赘述的常识。但关键在于，
如何评价这场战争？它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传
统的观点认为，战后出版了一系列旨在介绍西方知
识的编纂书籍，譬如《瀛寰志略》《四洲志》《海
国图志》等等。也诞生了一批林则徐、魏源、徐继
畲这样被后世称为“开眼看世界”的人物。但波拉
切克认为，危机期间文人的政治抱负，激发了一种
内向的思想僵化。西学知识的译介并没有导致强烈
的自觉意识。恰恰相反，战争的失败使朝廷上下更
加紧密地绑缚于中国战略自负的旧思想。
作者着力分析了主和派代表琦善对林则徐的陷
害。这一事件的性质无可辩驳，确实是主和派假借
战败之名对主战派进行的一次有意识的政治清洗。
但它产生的影响却值得深思。战后的政坛被满人权
贵集团的代表穆彰阿把持，在主战派看来，以穆彰
阿为代表的满人官员主导的外交政策就是用妥协让
步换取苟且求安。
被撤职流放的林则徐成为了一个壮志未酬的悲
剧英雄，但他的悲剧却被激进的京城文人党派解读
为如果不是主和派的阴谋，那么朝廷是可以克敌制
胜的。战争失败的种种更重要也更具体的原因，诸
如武器落后、军纪废弛、守备涣散、指挥失度等等
，都被一句朝中奸臣当道，迫害主战贤良的道德口
号轻轻抹去。自省居然带来了一个如此自负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也在战后的很长时间成为文人党派的
共识。
从这一自负的共识中获得力量的“春禊派”再
度振作。1853 年秋天，在北京宣武门外顾炎武祠堂
的集体祭拜仪式“顾祠会祭”，让“春禊派”与京
中的另一派文人政治势力汉学派形成政治联姻，结
成了新的文人政治力量。1850 年，他们成功地扳倒
了主和派官员代表穆彰阿的满人势力。随着穆彰阿
的失势，林则徐被召回。主和派所代表的“满人外
交”也被新即位的咸丰帝彻底否定。
1850 年的转折，在清朝后期政治演变中极为
关键。在清廷的权力结构中，外交和制度的现代
化，被视为一种需要遏制的威胁。在对外政策的
制定过程中，清廷对外政策的考量，被文人结成
的党派联盟施以决定性的逆转。这看似是对外政
策的争论，其背后有着一套不成文的规定：所有
的对外政策都由内部的政争所左右，而反过来，
对外政策的成败，又深刻影响了朝中内争的各派
势力消长，正是这种双重意义，让鸦片战争这场
清廷对英国的“外战”，成为了作者所谓的“内
争”（The Inner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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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吉祥如意》是壹部天意之作
提起大鵬，很多人會把他跟喜劇聯
系在壹起，不過他從來都不是壹個墨守
成規的人，他執導的最新電影《吉祥如
意》昨天全國公映，該片的風格讓觀眾
大呼意外。全片 75 分鐘，分為“吉祥”
和“如意”兩個部分，“吉祥”部分很
像壹部紀錄片，“如意”部分則記錄了
前面短片的創作過程，但其中透露出來
的信息卻更加冷峻而真實。影片在現實
和虛幻中穿梭，讓人看到了東北農村發
生著的親情的撕扯和斷裂，也讓觀眾看
到了血濃於水的溫情和不舍。大鵬在采
訪中表示，這是壹次有預謀的拍攝，但
拍攝過程中出現的意外屬於“天意”，
才造成了現在的《吉祥如意》。
劇中所有的親人幾乎都是真實的
大鵬回憶，早在 2016 年上半年他心
裏就有了拍攝這部電影的想法，當時他
決定在年底的時候回東北通化的老家拍
攝“姥姥過年”的故事。大鵬由姥姥帶
大，對她有深厚感情。大鵬的三舅王吉
祥在患上精神疾病後，經歷了離婚。女
兒王慶麗跟著媽媽去了另外壹個城市生
活，王吉祥的生活多年來就由姥姥照顧
。這壹切，大鵬都看在眼中，“我覺得
壹個年邁的母親照顧壹個有精神疾病的
兒子，這樣的故事值得被捕捉。”
很多人以為大鵬壹開始是想拍壹部
跟姥姥有關的紀錄片，但事實並非如此
。大鵬從來都沒有想過拍攝壹部傳統意
義上的紀錄片，“我只是想用紀錄的鏡
頭語言，紀實的視聽風格，拍攝壹部可
以排列組合的劇情片。”雖然壹開始沒
有具體的劇本，但大致情節他已經在心
中有了底。按照他的設想，農村的生活
簡單而重復，比如，每次過年，大家夥
兒都會討論，如果姥姥先走，以後三舅
王吉祥的生活由誰來照顧等。他要做的

，就是及時地記錄下發生的壹切。
2016 年秋天大鵬決定回老家拍攝
後，邀請女演員劉陸來飾演表姐王慶麗
。王慶麗是三舅的女兒，自從三舅王吉祥
發病離婚後，她已經十多年沒有回來看奶
奶和父親了。大鵬決定，由劉陸來扮演王
慶麗，她的到來，將在姥姥家掀起波瀾。
在這壹點上，大鵬的做法的確與眾不同，
因為影片中所有的親人幾乎都是真實的
，而由壹個職業演員去扮演壹個生活中
的親人，這種拍法的確讓人吃驚。
姥姥去世令大鵬壹度想放棄拍攝
大鵬解釋，他希望能有壹個專業的
演員來帶動全片的節奏，在某些場景下，
比如壹場對話，需要有人像主持人壹樣拋
出壹個問題，才能誘發其他家人回答問題
。剪輯時，他特意將劉陸引出話題的部分
剪掉，這樣觀眾看到的就是大家針對話題
展開的討論，“如果沒有劉陸的加入，
《吉祥如意》就徹底成了壹部紀錄片。”
拍攝時，發生了壹個“意外”，就
是表姐王慶麗來到了姥姥家，這樣，真
實的王慶麗和扮演她的演員劉陸同時在
畫面中出現，兩人還有多場對話，成了
影片中最讓人咂摸品味的地方。
大鵬要求劉陸是壹種“浸入式”表
演，就是要完全變成王慶麗本人，為此
，劉陸提前去東北的姥姥家體驗生活，
跟大家相處了很長時間。剛去時，姥姥
還沒有送進醫院，但等大鵬到了農村後
，姥姥病情加重被送進了醫院，當時大
家對她的病情估計還比較樂觀，“也沒
有料到會出現姥姥過世的事情。”
姥姥的驟然去世，打亂了大鵬的拍
攝計劃。有壹段時間，他很自責，甚至
懷疑自己的拍攝冥冥中跟姥姥的過世有
關，他壹度甚至想停止拍攝，但最後還
是堅持了下來。姥姥的葬禮和隨後而來

的家人對三舅未來生活的爭論，就成為了
影片的重點。尤其是“吉祥”片段的最後
，家人們坐在壹起討論時，場面之真實激
烈，成為影片在情感上最震撼的部分。
最終的呈現遠超出開始的設想
現在呈現在觀眾面前的《吉祥如
意》，遠遠超出了大鵬壹開始的設想，
“回頭看，生活並沒有過多的假設，只
有壹種通往現在的必然結果，不論發生
或者不發生什麽事，這部電影都會存在
，只是不壹樣的結果。”
三舅王吉祥是《吉祥如意》的焦點人
物，他的口頭禪“壹二四五”、“文武香
貴”在片中大量出現，“文武香貴”由他
四位兄弟姐妹名字中的壹個字組成。這位
曾經的保衛科科長，在姥姥去世後，他的
未來成為了影片敘事的動力。
在“吉祥”短片的結尾，壹家子為
了未來誰來照顧三舅生活的方案爭得面
紅耳赤，差點動手。但大鵬告訴記者，
大吵後的第二天，“大家又有說有笑地
完成了合影，我覺得這就是家人吧，親
情其實是在漫長的時間和過程中，編織
出的壹種柔軟的關系，它不會因為具體
的某壹件事而瓦解，親情的濃度實在太
高了。”拍攝完成後，大鵬和母親曾經
提出來，由自己來承擔三舅以後的全部
養老費用，送到壹家條件好的養老院去
養老，但這個意見立刻遭到了全家反對
。最後，家裏的“文、武、香、貴”四
位兄弟姐妹每人輪流照顧三個月。
在北京的首映禮上，大鵬的表姐王
慶麗現身現場，她激動地說，這麽多年
自己都沒有去老家看望父親，“這是壹
種無意識的行為，因為父母很早就離婚
了，但看完了《吉祥如意》，我覺得自
己的生活終於完整了，謝謝大鵬給了我
這個機會。”

《侍神令》孫紅雷驚喜加盟獻聲海坊主

陳坤送“迷弟”陳偉霆紅秋褲

大年初壹，有如神助！改編自遊戲《陰陽師》
，由陳國富、張家魯監制，李蔚然執導，陳坤、周
迅、陳偉霆等主演的東方新奇幻巨制《侍神令》預
售火熱進行中，將於大年初壹全國上映，影片更成
為 2021 年春節檔首部貓眼想看突破 50 萬的奇幻視
效大片。今日，孫紅雷自制角色海報幽默宣布將為
海坊主壹角獻聲配音，群星陣容再添大將。另外影

是“大型追星現場”
《侍神令》中“羈絆”壹詞貫穿始終，而在
戲外，劇組演員們的情感羈絆也同樣讓人羨艷。
陳坤與陳偉霆在戲中飾演正邪對抗的師兄弟，在
戲外卻擁有壹段令人感動的“特殊緣分”。1 月 29
日二人的現場連線活動，秒變“大型追星現場”
“陳坤迷弟”陳偉霆在線圓夢！《侍神令》竟 ，陳偉霆表示七年之前就想和陳坤合作，這次能
和陳坤共同出演《侍神令》終於圓夢，
還為陳坤精心準備了“坤哥放心飛，威
廉永相隨”應援燈牌，讓另壹端連線的
陳坤驚喜之余甚至眼泛淚花。而陳坤也
十分關註“迷弟”動態，打趣陳偉霆
“是不是住在滑雪場了”，沒想到晴明
既是老二次元人還是隱藏的 5G 沖浪高手
，引發現場壹片笑聲。
因 2021 年牛年是陳偉霆本命年，作
為回禮，陳坤也為“迷弟”陳偉霆送上
紅色秋褲作為新年禮物。與偶像合作還
收獲禮物，陳偉霆追星成功堪稱“最勵
誌粉絲”。在連線的最後，二人壹齊為
觀眾送上祝福，陳坤呼籲大家選擇安全
的過年方式，表示即使不能回家，只要
與家裏人互相牽掛便足夠，讓人倍感暖
心。

片發布壹則陳坤、陳偉霆連線互動視頻，現場陳偉
霆自制應援燈牌“表白”陳坤，陳坤也為過本命年
的“小迷弟”回送紅色秋褲，二人之間的“雙向應
援”溫暖有愛。全員集結有如神助，獻上 2021 年春
節檔最犇視效新奇幻大片。

陳坤周迅領銜超豪華群星陣容，孫紅
雷獻聲海坊主驚喜加盟有如神助

電影《侍神令》集結陳坤、周迅、
陳偉霆、王麗坤、沈月、王紫璇、王悅
伊等眾多實力演員傾情出演，超豪華明
星陣容令人矚目。陳坤對晴明的精準詮
釋讓無數觀眾感嘆“打破次元壁”，與
周迅延續默契羈絆再賦經典勾起無數觀
眾“回憶殺”，而與陳偉霆首次合作演
繹反目“師兄弟”更成為網友們熱議的
焦點。除清壹色實力派演員之外，此次
影片宣布孫紅雷驚喜加盟可謂如虎添翼，
而孫紅雷秉承壹貫風趣的風格，官宣方式依舊
“不走尋常路”，自制角色海報幽默調侃將出演
“平京城第壹美男”，為《侍神令》海坊主壹角
獻聲配音。眾星雲集的豪華陣容再添壹員猛將，
也為本片增加了更多看點，無疑引爆了眾多翹首
以盼觀眾的期待值。
《侍神令》由現象級遊戲《陰陽師》改編，正
在火熱 預 售 中 ， 同 時 在 貓 眼 購 票 平 臺 已 突 破 50
萬 想 看 ， 足 以 見 得 觀 眾 對 這 部 2021 年 春 節 絕 美
奇幻視效大片的期待和熱情。“牽掛與羈絆”
是《侍神令》中的情感母題，侍神與主人之間
苦樂相隨、生死與共、永不背叛的侍神令，在
這個特別的春節，也戳中了在外漂泊、孤獨的
人們渴望與這個世界建立深刻羈絆的情感共鳴
。 2021 牛 年 初 壹 ， 走 進 電 影 院 觀 看 《 侍 神 令 》
，不僅有溫暖喜慶的祝福，相信影片也將給觀
眾帶來壹份暖心治愈。
電影《侍神令》由工夫影業（寧波）有限公
司、北京網易影業文化有限公司、華誼兄弟電影有
限公司、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天津貓眼微
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盛典（北京）文化產業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無限自在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然視界影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陳國
富、張家魯監制，李蔚然執導，陳坤、周迅、陳偉
霆等主演，將於 2021 年大年初壹正式在全國上映，
預售火熱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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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曲歌後艾怡良被找去拍賀
歲片《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
大家以為是漂漂亮亮的出場，誰
知道壹張張劇照都是時尚災難般
的造型，不得不說頗有話題性；
連歌迷都頗興奮，他們最熟的那
個歌手竟然被改頭換面，差點認
不出。如此荒唐又有趣的經歷到
底是怎麼回事呢？
對戲吳慷仁 菜鳥跨過心坎
「每壹次鏡頭都像是壹個挑戰
和考試，有沒有成功傳達妳的情緒
，以及角色特質？再加上很多技術
性的東西，例如走位等，我根本不
知道這些事。」艾怡良說，這些技
術上的問題，的確在剛拍戲時糾纏
了許久，「到中後期，我開始慢慢
享受這壹切。說它是規範也好，說
它是精準傳達也好，我感受到另外
壹種完全不壹樣的情感表達方式，
我也愛上這種方式」。
身為演戲的菜鳥，卻成了電影
女主角，還在《我沒有談的那場戀
愛》片中跟許多拿過獎、資歷又深
的演員對戲，這個拍戲初體驗就像
是錢買不到的震撼教育。「很害怕
，壹直都害怕！」艾怡良說，跟她
最多對手戲的吳慷仁，完全能夠體
會她身為演戲菜鳥的心情，「壹開
始很怕他會覺得我壹個鏡頭要拍好
幾次、很慢、耽誤大家的時間。可
是他壹點都不會這樣覺得，『拍戲
不要講這些，再來幾次都沒有關係
，壹定會有的！』」
無法說再見 情歌也有極限

喊話 天
7 破億開放 阿慶之吻
鄭人碩催《角頭》票房
﹁

﹂

艾怡良說，她是個喜歡在工
作時保持愉悅氣氛，也是個很圓
融的人，但偏偏要演壹個情感受
挫的工作狂、無法從工作中得到
任何滿足感，又總是對人板著臉
，「如果身邊有個這樣的人，我
壹定會覺得超痛苦的！要是看到
這種人，我會嚇死！祝她永遠不
可能談成戀愛！」
可是要在大銀幕上扮演自己無
法認同的人，還要能打動觀眾，這
就是壹門很大的挑戰，沒有辦法打
混的，「其實這個角色，讓我滿痛
苦的，是真的！要把自己陷在那樣
的情緒裡面，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而這個情緒又是真實發生在世界
上每壹個角落。」
艾怡良說，要讓觀眾最後對這
樣不討喜的人感同身受，就是要在
表演時，把失戀的感覺找回來，她
還特別強調是大分手後的失戀，
「其實我最近壹直在想這個議題，
我還滿怕告別這件事情；不太喜歡
說再見，我也沒辦法面對再見，所
以某壹個部分，我跟劇中的她其實
滿像。」
唱了再多的情歌，艾怡良說碰
上這樣封閉自我的人，是沒有辦法
開導、改變的，「這種人沒有辦法
聽建議，因為她壹定經過很多
事 情 ，有壹番體悟，才會變成這
麼倔強、斬釘截鐵地做她現在的
自己。」與其遊說、改變對方的
態 度 ， 她 倒 覺 得可以嘗試用比較
軟的方法，「所以我寧願偷偷塞個
小點心，給她有意無意的試探，這
可以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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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菜鳥空降女壹
艾怡良對戲吳慷仁如震撼教育

角頭外傳《角頭－浪流連》今（3）日封西門町武昌街舉
辦首映會，出品人張芷瑄、監製張威縯、導演姜瑞智、發行
公司威視董事長吳明憲領軍，演員鄭人碩、謝欣穎、龍劭
華 、高捷、柯叔元、陳竹昇、柯有倫、黃尚禾、唐振剛、張
再興、吳震亞、王宣、林道禹、黃冠智出席造勢。監製張威
縯透露目前已賣出 2 萬張票、相當於臺幣 400 萬票房，飾演
「阿慶」的鄭人碩也立下豪語，票房若在 7 天內破億，將開放
10 個「阿慶之吻」名額。
《 角 頭 》 第 壹 集 票 房 破 8000 萬 、 續 集 《 角 頭 2 ：
王 者 再 起 》 票 房 達 1.2 億 ， 《 角 頭 － 浪 流 連 》 以 女 性 、
愛 情 角 度 切 入 ， 讓觀眾以不同的視角進入黑社會世界；
監 製 張 威 縯 表 示 ： 「 很 感 謝 從 《 角 頭 》 系 列 IP 成 立 以
來 ，幫助過我們、壹路相挺我們的夥伴，我們將會壹步
壹 步 擴 大 勢 力 ， 這 次 獲 得 輔 15 輔 導 級 ， 可 以 讓 更 多 人 看
見我們，讓我感覺信心大增，接下來還會有影集、《角
頭 3》。」
被問票房破億的「阿慶之吻」可以吻哪？鄭人碩說：
「讓他們決定。疫情期間當然會有特殊處理方式，做好做滿
，期待有機會完成這個計畫。」龍劭華也表示：「粉絲有什
麼想要的，我有求必應，他們想讓我幹嘛就幹嘛，我可以保
證《角頭 3》壹定會出演。」
片中飾演警方代表的陳竹昇表示，本來以為可以有個黑
幫角色，可能身形太單薄沒辦法當好兄弟，只好去當警察，
他難忘表示，「跟龍哥（龍劭華）、傑哥（高捷），在辦公
室泡茶的那場戲真的印象太深刻，整個空間都充滿男性賀爾
蒙。」
電影圈重量級名人也紛紛祝賀《角頭－浪流連》首映，
包含王牌製片人邱瓈寬、《叱咤風雲》製片人彭小刀，以及
黃騰浩、頑童、玖壹壹、安心亞、範逸臣、曹佑寧、是元介
等人都盛裝出席力挺。《角頭－浪流連》將於 2 月 5 日正式上
映。

《複身犯》楊祐寧 1 人分飾多角

演出人格分裂

分飾多角的楊祐寧，現場分析其他人格
的角色特點「揣摩以文哥我會想像自己的嘴
唇很薄；變身王淨就想像自己有水汪汪的眼
睛；哲熹則是幻想自己有單眼皮、然後跟他
片中的角色壹樣有牙周病。」生動描述讓張
榕容笑到流眼淚。
金馬影帝陳以文片中飾演貪婪的生意人
，看了楊祐寧的表演他稱讚「聲音、講話的
頻率有讓我驚訝。」大馬視帝李銘忠飾演的
刑警，壹眼要戴上特製白色隱形眼鏡，會影
響視覺判斷還會頭暈想吐，得提前 1 小時戴上
適應視力，壹幕被楊祐寧勒著脖子的戲為真
實呈現，李銘忠自己也憋氣，畫面上看到的
臉部漲紅都是真的，楊祐寧笑說：「導演壹
喊卡之後，我差點要幫銘忠哥 CPR 了！」

R03-CHI AME中美酒樓56B_16

張榕容飾演負責執行意識上傳的腦科學
博士，她笑說感覺多演了半部電影，「同樣
壹場戲和楊祐寧演完，還要跟楊祐寧扮演的
不同人格再演壹次」，有場戲她前前後後哭
了十幾次，演完累到精疲力盡。林哲熹為呈
現角色「檳榔嘴」，唇齒都有特殊妝，張榕
容透露後來其他場合遇到認不出、經提醒才
知是他且還是帥哥。
為慰勞用腦過度的楊祐寧，記者會上也
準備巨型「大腦蛋糕」，張榕容現場壹刀切
開蛋糕餵食腦袋記憶體超載的楊祐寧，讓他
吃腦補腦，也希望電影票房能跟蛋糕紅紅的
內餡壹樣，壹路長紅熱賣。《複身犯》2 月 26
日上映，正式預告今日上線，並公布北中南
的學生場免費放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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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計念日》導演賈許勞森
靠中年危機寫出笑中帶淚劇本

將於 2 月 19 日上映的《結婚計念
日》(Long Story Short)，為最適合在
開工首周上映的電影。電影主題圍繞
在「珍惜時間」、「把握當下」，也
宛如一篇動人的勸世文，告訴觀眾們
：「拖延症」害人不淺。導演賈許勞
森的前作《愛愛小確性》就曾被外媒
喻為宛如知名經典愛情片《愛是您‧
愛是我》的另類版本，證明導演對於
「愛情」、「人生」的描繪，動人且
有說服力。皮克斯動畫作品《靈魂急
轉彎》(Soul)，同樣以帶來的「正能
量」備受讚譽，透徹描繪「人生是美
麗的」，尤其在後疫情時代更喚起觀
眾的共鳴。儘管寫出了一個外媒盛讚
的劇本，導演本人卻透露是因為遇到
「中年危機」才促使他完成劇本，還
說寫劇本的時候像吃了「瀉藥」一樣
文思泉湧。巧合的是，他個人認為迪

士尼及皮克斯動畫，是他創造出這麼
多詼諧、甜蜜劇本的起因，導演喬許
勞森還直言：「迪士尼要負責任啦！
」，又巧合遇上《靈魂急轉彎》，兩
者類型、故事雖不同，卻有異曲同工
之妙，都是近期最療癒、充滿愛的作
品。
「老公忘記結婚紀念日，他是不
是不愛我？」這類的問題時常登上網
友討論排行榜，也是諸多老公、男友
最怕發生的事，無論是「結婚紀念日
」或交往紀念日、生日、情人節，常
常都是情侶吵架甚至分手的原因。歐
美習俗每年結婚紀念日都會送對方指
定的紀念禮，在德國，如果結縭超過
65 年的贈禮則是「鐵」，因為這需要
「鋼鐵般的意志」。另一部由名導大
衛 芬 奇 執 導 的 電 影 《 控 制 》 (Gone
Girl)，也透過結婚紀念禮鋪陳劇情，

藉此暗喻夫妻兩人漸行漸遠，而在
《結婚計念日》中，男主角泰迪則是
從不記得送禮，一次又一次讓老婆灰
心，覺得他對倆人的感情不上心，進
而走向離婚。
《結婚計念日》透過一個人很好
但懶癌末期的男主角，講述一場即將
失敗的婚姻、不順利的生命旅途，還
因把工作當生活重心，錯過女兒大半
的成長歲月，對男性來說彷彿像恐怖
片、驚悚片的存在，一段因「忘記結
婚紀念日」而產生的一連串悲劇，彷
彿是男人最大的惡夢，也有網友在網
路上發問：「連祭祖都只有一年一次
」，被大家取笑「求生慾」好低，不
怕女友生氣。女性朋友也可能透過電
影獲得滿滿共鳴，例如：講都講不聽
、在家裡找到其他女性的內衣。《結
婚計念日》將會是一部讓男、女性觀

《海邊的生與死》導演越川道夫
又一糾結戀愛故事

這只是一段，平凡戀人間的愛情
故事。《小小的戀愛情事》由 2017 年
以《海邊的生與死》登上台北金馬影
展的導演越川道夫執導，講述在一對
平凡的戀人間發生的有些不平凡的戀
愛故事。本作找來新生代女演員瀨戶
果步擔綱主演，與日本資深綠葉演員
宇野祥平、深水元基共同挑戰激情戀

愛戲碼。
《小小的戀愛情事》故事敘述一
名內心懷抱著難以治癒的傷痛，宛如
浮萍在人間漂泊的年輕女性．友里，
最後選在一間小小的舊書店落腳，並
且嫁給了書店的老闆阿友，就此成為
舊書店的老闆娘。阿友雖然對因車禍
過世的前妻念念不忘，卻在生活上十

分依賴友里。另一方面，與阿友從小
就相識的隆太發現了過世的父親遺留
下來的詩集，希望能請阿友帶回舊書
店，也因此契機讓他和友里在不知不
覺中相互吸引，進而墜入愛河。友里
若想與隆太持續下去，就代表著她必
須要離開阿友，這段糾結的三角關係
也讓他們的生活產生了變化，而友里
最後的選擇會是…？
飾演友里的瀨戶果步在大學時期
開始當模特兒，並在 2015 年以《orange
橘色奇蹟》正式以女演員身分出道，
清新可人的形象也讓她跨足影視圈，
電視劇、電影及廣告都看得見她的身
影，成為新一代人氣女演員。瀨戶果
步並非第一次與越川導演合作，卻是
第一次挑戰全裸床戲，對此瀨戶果步
談到：「在拍攝前我以為自己會更緊
張，但實際拍攝時完全交給宇野先生
及深水先生，反而讓我可以安心地演
出深情纏綿戲碼。與阿友、隆太的的
狀況不同，我也努力思考該如何去演
才能看起來不一樣。我認為導演很細
心地去安排橋段，讓床戲在劇中不會
過於突顯，看起來只像是日常生活中
的一部份。」

眾各有收穫的電影。
你有多愛《靈魂急轉彎》，肯定
也會喜歡《結婚計念日》教你的一切
！《結婚計念日》在開工後第一天上
映，片商體恤民眾這兩年「辛苦錢」
不好賺，而該片又將帶給觀眾療癒力
量，特別開辦北、中、南各三場特映
場，即日起至 2 月 3 日凌晨零點，憑
「2021 年最喜歡的一部電影」票根乙
張、《靈魂急轉彎》票根乙張，就有
機會看電影並抽千元紅包，一方面鼓
舞 2021 年開年的電影產業士氣，也
讓來參加試映會的民眾試手氣抽「開
工紅包」，詳情請上台北双喜電影粉
絲專頁。
《結婚計念日》於 2 月 19 日正式
上映，為年假後最適合讓觀眾打起精
神的電影，台北双喜電影發行。
男主角瑞夫史波（Rafe Spall）

《結婚計念日》電影劇照（双喜電影
提供）
電影簡介：凡事習慣拖拖拉拉的泰迪
（瑞夫史波飾演），是典型的「等一
下」先生，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等一
下」再說。在他與女友（莎拉紐曼飾
演）步入禮堂後，他遇見了一名奇異
的陌生人（諾妮哈澤赫斯飾演），從
此以後他的人生都會快轉一年，每年
剛好都是結婚紀念日。此時，他的太
太已經進入懷孕後期，也是他們結婚
的第一年，但他卻不記得中間所有的
過程。泰迪的「每 24 小時就有一年
過去」，他發現自己的人生居然越活
越糟，儘管好友山姆（錢信伊飾演）
盡力協助他，他卻發現事情不是他想
像中這麼簡單。他必須珍惜生命中的
每個瞬間，學著「把握當下」才是真
正的答案。

金球獎今晚公布提名
華裔女導演趙婷可望入圍
第 78 屆金球獎將於今晚公布提名
名單，其中備受看好的大熱門是曾在
去年台北金馬影展觀摩映演的《游牧
人生》。華裔女導演趙婷更可望成為
繼李安之後，第 2 位入圍金球獎的華裔
導演；如果得獎，更將成為金球獎史
上第 1 位得獎的華裔女導演。
「好萊塢外籍記者協會」主辦的金
球獎，今晚約在台灣時間 9 點半前後，
邀電視劇《慾望城市》女主角莎拉潔西
卡派克與電影《關鍵少數》非裔女演員
塔吉拉 P. 韓森，共同在線上公布包括
電影與電視、大部分獎項區分戲劇類與
音樂喜劇類、共25項獎的提名名單。
備受看好可望入圍多項獎的《游牧
人生》，敘述美國經濟蕭條連小鎮的石
膏工廠都關門，原本在那裡工作的中年
婦人芬恩，只好開著載著全部家當的拖
車，靠著打零工，漫遊美國中西部…該
片去年在威尼斯影展首映並贏得最佳影
片金獅大獎，轟動國際。
該片女導演趙婷今年才 38 歲，生
於北京，父親是知名鋼鐵公司的前總
經理趙玉吉，繼母是曾演張藝謀電影
《十面埋伏》的女星宋丹丹。
趙婷原本留學美國就讀麻薩諸塞州
的曼荷蓮學院，專攻政治學；後來轉往
紐約大學研習電影；2008 年執導短片

《Post》開啟導演路；2015 年執導長片
《哥哥教我唱的歌》入圍法國坎城影展
金攝影機獎、美國日舞影展、獨立精神
獎等，展露頭角；2017年執導《重生騎
士》贏得第 70 屆坎城影展「導演雙週
」單元的藝術電影獎；《游牧人生》是
趙婷執導的第3部劇情長片。
過去入圍金球獎的華裔導演只有
李安，分別是 1996 年《理性與感性》
，2001 年《臥虎藏龍》，2006 年《斷
背山》，2013 年《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
》，更以《臥虎藏龍》、《斷背山》
贏得 2 座金球獎最佳導演。
今年趙婷執導《游牧人生》來勢
汹汹，包括影片、導演、女主角（法
蘭西絲麥朵曼）、攝影等都被看好入
圍金球獎，甚至直衝奧斯卡；而「漫
威」更早就看好趙婷邀她執導裘莉主
演的超級大片《永恆族》，預定今年
11 月 5 日在美國上映。
已逝「漫威」經典之一《黑豹》男
主角查德威鮑斯曼，在遺作《藍調天后
》中飾演年輕小號手，更被看好入圍戲
劇類男主角；而他在史派克李執導《誓
血五人組》中飾演越戰傷亡士兵，更被
看好可望入圍不分類的男配角；如果真
的雙入圍，查達威鮑斯曼將成為金球獎
史上第1位逝世後雙入圍的非裔男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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