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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onsidering use of Virginia military base 
to house migrant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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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The U.S. 
government is evaluating whether to house 
unaccompanied migrant children at a 
military base in Virginia amid a sharp rise 
in migrants arriving at the U.S.-Mexico 
border, according to a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 notice 
seen by Reuters.

FILE PHOTO: Migrants are seen after 
crossing the Rio Bravo river to turn them-
selves in to U.S. Border Patrol agents to 
request for asylum in El Paso, Texas, U.S., 
as seen from Ciudad Juarez, Mexico March 
4, 2021. REUTERS/Jose Luis Gonzalez
A Pentagon spokesman confirmed that Fort 
Lee, a U.S. Army facility about 30 miles 
(48 km) south of Richmond, was under 
consideration.

The number of migrant children arriving at 
the southwestern border has increased in 
recent months, putting pressure on HHS-run 
shelters that house the children before they 
are released to parents or other spons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otice, HHS said it urgently needs 
to find more shelter space for unaccompa-
nied minors. The department said it must 
“aggressively” find solutions for the rising 

number of children entering the coun-
try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number of migrants caught 
crossing the border and allowed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increased 
in recent weeks, as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 Democrat, has pledged to 
reverse many of the hardline policies 
of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 
Republican

U.S. officials are hurrying to find 
housing and speed up releases of a 
growing number of unaccompanied 
children arriving at the border after 
Biden exempted them in February 
from a Trump-era policy known 
as Title 42. That policy, issued on 
COVID-19-related public health 
grounds, allows U.S. authorities to 
rapidly expel migrants caught at the 
border.
Under U.S. law,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8 caught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out a parent or legal guardian are 
labeled “unaccompanied” and must be 
transferred from Border Patrol facili-
ties to HHS shelters within 72 hours.

Editor’s Choice

Iraqi Prime Minister Mustafa Al-Kadhimi walks with Pope Francis upon his 
arrival at Baghdad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Baghdad, Iraq. Iraqi Prime Minis-
ter Media Office/via REUTERS

From left, Karyn Carson, John Carson, Lois Houser and Matthew Giannini, supporters of for-
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tand near the security perimeter outside of the U.S. Capitol 
Building, hoping to see evidence of an inauguration of Trump in Washington. REUTERS/Leah 

From left, Karyn Carson, John Carson, Lois Houser and Matthew Giannini, supporters of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tand near the security perimeter outside of the U.S. 
Capitol Building, hoping to see evidence of an inauguration of Trump in Washington. REU-
TERS/Leah Millis

A diver uses a torch to explore 
artworks under the ice of the 
White Sea, off the coast of the 
Republic of Karelia, Russia.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by art-
ist Denis Lotarev and works by 
photographer Viktor Lyagush-
kin are placed under the water 
and accessible to divers until 
the ice melts. Courtesy of Vik-
tor Lyagushkin/via REUTERS

A woman reacts 
as she receives the 
AstraZeneca/Oxford 
vaccine under the 
COVAX scheme 
against coronavi-
rus at the Kenyatta 
National Hospital 
in Nairobi, Kenya. 
REUTERS/Monicah 
Mwangi

Pro-democracy 
activist Mike 
Lam King-
Nam embrace 
his wife as he 
leave the West 
Kowloon Mag-
istrates’ Courts 
on bail over 
national security 
law charge with 
his step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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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U.S. President Joe 
Biden on Friday rounded out his White House staff 
with a top adviser who has advocated for breaking 
up Big Tech companies along with a host of new 
appointments focused on COVID-19,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economy.

FILE PHOTO: A view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January 18, 2021. REUTERS/Jim 
Bourg/File Photo
The White House announced six additional staffers 
to its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including Co-
lumbia University professor Tim Wu, who coined 
the term “net neutrality” and has warned against an 
economy dominated by a few giant firms.

Wu authored “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 in 2018, in which he warned 
about the inequalities created by extreme economic 
concentration.

“I think breakups or undoing of mergers are actu-
ally called for more than we have appreciated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Wu has said previously about Big 
Tech companies.

Wu served as senior enforcement counsel to the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and as adviser at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National Eco-
nomic Council.

“Putting this twitter feed on hold for now -- so 
long!” Wu, said in a post on Friday.

His appointment is a win for progressives, who 
have pushed for tougher scrutiny of Big Tech firms 
such as Facebook, Twitter, Amazon and Google 
and is likely to shape the White House’s approach 
on tougher antitrust enforcement.

Biden beefs up White House staff, including 
Big Tech critic Tim Wu

Google and Facebook 
have been sued by fed-
eral and state regulators 
for using their dom-
inance to hurt rivals 
whereas Amazon and 
Apple are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Senator Amy Klobu-
char, chair of the Senate 
Judiciary Antitrust 
Committee, said Wu’s 
appointment shows 
the administration is 
serious about promot-
ing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 
has a major monopoly 
problem that must be 
urgently addressed,” 
she said.

Congressional Democrats have already begun talks with 
the White House on ways to crack down on tech compa-
nies, including holding them accountable for disinforma-
tion and addressing their market power.

Several Republicans have also sought to hit back at Big 
Tech, including efforts to scrap a law known as Section 
230 that shields online companies for liability over users’ 
posted content.

In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on new staff, Biden also 
named 13 additions to his Domestic Policy Council and 
two more staffers to the White House COVID-19 response 
team.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Governor Abbott is opening up the state to end
the masks mandate and will allow all
businesses to open up next Wednesday. He
still urges residents to take precaution, but he
said, “Texans no longer need government
running our lives.”

Abbott said we are marked at the lowest
positivity rate and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s
since October. Over 50% of Texans age 65
and older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vaccine
shot. All the metrics are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People need to go back to normalcy,
especially for our kids and school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sure that people continue to
follow the best practices.

Abbott added that we no longer need the

government running our lives. Instead, he
said, everybody must continue to assume
their own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to take the
actions that we have already mastere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will not be contracting
COVID-19.

We are very concerned whether or not the
actions of the State of Texas will be harmful
to its citizens as well as to the rest of nation.

We just cannot be isol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We all love our freedom within a
government order, but if we can’t work
together, we might face yet another battle.

0303//0505//20212021

Can We Survive?Can We Surv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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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millions wait for a lifesaving shot, the 
U.S. death toll from the coronavirus continues to 
soar upward with horrifying speed. On Tuesday, 
the last full day of Donald Trump’s presidency, 
the official death count reached 500,000 — a 
once-unthinkable number. More than 100,000 
Americans have perished in the pandemic in 
just the past five weeks. In the U.S., someone 
now dies from COVID-19 every 26 seconds. 
And the disease is now claiming more American 
lives each week than any other condition, ahead 
of heart disease and cancer, according to the In-
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Given its relatively large population, the U.S. 
death rate from COVID-19 remains lower than 
that of many other countries. But the cumula-
tive death toll of 500,000 now exceeds any other 
country’s overall mortality — close to double 
what Brazil has recorded, and four times the 
death cou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It’s very hard to wrap your mind around a num-
ber that is so large, particularly when we’ve had 
10 months of large numbers assaulting our senses 
and really, really horrific images coming out of 
our hospitals and our morgues,” says Dr. Kirsten 
Bibbins-Domingo, chair of epidem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Kristin Urquiza and her father, Mark, at 
a family celebration in Phoenix in 2016. 
After her father’s death on June 30, Ur-
quiza co-founded a group for grieving fam-
ily members, Marked By COVID. (Photo/
Christine Keeves)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virology.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epidemiology. But 
ultimately, what we’ve learned is that human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is a major force in 
this pandemic,” she says.
The U.S is now averaging more than 3,300 
deaths a day — well above the most devas-
tating days of the early spring surge when the 
daily average deaths hovered around 2,000.
“At this point, looking at the numbers, for me 

the question is: Is there any way we can avoid 
half a million deaths before the end of Febru-
ary?” says Dr. Ashish Jha, dean of the Br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I think of 
how much suffering as a nation we seem to be 
willing to accept that we have this number of 
people getting infected and dying every day.”
How did the U.S. go from 300,000 deaths to 
400,000?
The path to 500,000 deaths was painfully fa-
miliar, with patterns of sickness and death 
repeating themselves from earlier in the pan-
demic. A shocking number of people in nursing 
homes and assisted living facilities continue 
to die each week — more than 6,000 of those 
residents died just in the first week of January. 
Deaths linked to long-term care now account 
for more than a third of all COVID-19 deaths in 
the U.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In 
a handful of states, long-term care contributed 
to half of the total deaths.  Certain parts of the 
country have a disproportionately high death 
rate. Alabama and Arizona, in particular, have 
experienced some of the highest death rates, 
given their populations. The virus continues to 
kill Black and Indigenous Americans at much 
higher rates than white Americans.   

Artist Suzanne Brennan Firstenberg walks 
among thousands of white flags planted in 
remembrance of Americans who have died 
of COVID-19, near Robert F. Kennedy Me-
morial Stadium in Washington, October 27, 
2020. (Photo/Patrick Semansky/AP File)
 In rural America, the chance of dying from 
COVID-19 remains much higher than in the 
urban centers. People over 65 make up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deaths, but Jha says 
more young people are dying than earlier in the 
pandemic simply because the virus is so wide-
spread. In this newest and grimmest chapter of 
the pandemic, the virus has preyed upon a pub-
lic weary of restrictions and rules, and eager to 
mix socially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over the 
holiday season.

Like many health care workers, Dr. Panagis 
Galiatsatos at Johns Hopkins Hospital is now 
witnessing the tragic consequences in his daily 
rounds.                                                     
Galiatsatos still recalls a grandmother who was 
transported six hours from her home to his hos-
pital — because there were no beds anywhere 
closer. On the phone, he heard her family’s 
shock at her sudden passing.
“They said: ‘But she was so healthy, she cooked 
us all Thanksgiving dinner and we had all the 
family over,’ “ he says. “They were saying it 
with sincerity, but that’s probably where she 
got it.”
Vaccine rollout has yet to catch up with an 
accelerating mortality rate
The enormous loss of life this winter has hap-
pened paradoxically at a time that many hope 
marks the start of the final chapter of the pan-
demic. A quarter of all COVID-19 deaths have 
happened during the five-week period since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uthorized the 
first vaccine on Dec. 14.

A health worker carries a special refriger-
ated box of Moderna’s COVID-19 vaccines 
for use at the East Boston Neighborhood 
Health Center in Boston on December 24, 
2020. (Photo/ by J. Prezioso/AFP via Getty 
Images)
“The trickle of vaccine is so tragically scant —
what we need is more of a river of it,” says Dr. 
Howard Markel, who direct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s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Markel, who has written about the 1918-19 flu 
pandemic, says it’s estimated that killed upward 
of 700,000 Americans. Regarding the current 
coronavirus pandemic, Markel says, “I hope 
we’re not talking ...600,000 or more.”
The first COVID-19 vaccine in the U.S. was 
given on Dec. 14. A disjointed and often frus-
trating rollout followed as states, counties and 
even individual hospitals struggled to store the 
first refrigerated shipments of vaccine and ar-
range for busy health care workers to get it. So 
far, about 3 in every 100 people have gotten at 
least one dose of the vaccine, placing America 

ahead of many other countries, but behind the 
optimistic promises mad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ollout.
Given the current pace of vaccination, experts 
warn Americans cannot depend solely on the 
vaccine to prevent a crushing number of ad-
ditional deaths in the coming months. Bib-
bins-Domingo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worries the relief of knowing 
that a vaccine will eventually be widely avail-
able — the so-called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
nel — may lull millions of more Americans into 
a false sense of safety.
“This tunnel is actually a very long tunnel, and 
the next few months, as the last few months 
have been, are going to be very dark times,” 
she says.

The emergence of new, more contagious vari-
ants of SARS-CoV-2 only complicates the pic-
ture and makes it all the more imperative that 
Americans spend the coming months doubling 
down on the same tactics — face masks and 
physical distancing — that have kept many 
people safe from the virus so far. But Jha says 
the country now faces a different task compared 
with the fall when “big behavioral changes and 
large economic costs” were required to prevent 
deaths.
“Right now what is required is getting people 
vaccinated with vaccines we already have,” he 
says. “The fact that’s going super slow still is 
incredibly frustrating.”
It is this polarity — the advent of a lifesaving 
vaccine and hospitals filled with more dying pa-
tients than ever before — that makes this partic-
ular moment in the pandemic so confounding.
“I can’t help but feel this immense somber-
ness,” Urquiza says. “I know that a vaccine 
isn’t go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for the people 
that are in the hospital right now, or who will be 
in the hospital next week, or even next month.” 
(Courtesy np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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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Home!          Wear Mask!

U.S. Records 500,000 Lives Lost To The 
Coronavirus As Death Rate Accelerates

Mary Estime-Irvin, a councilwoman in North Miami, Fla., writes the name of 
a friend lost to COVID-19 on a symbolic tombstone that is part of a pandemic 
memorial at Griffing Park in North Miami in October. (Photo/Joe Raedle/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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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to manage your long COVID symp-
toms after recovery
  Recovery from novel coronavirus can take a 
while, depending on your symptoms. For many, 
it can also span into weeks, often a months battle, 
leaving them vulnerable to other medical frail-
ties. Known as long COVID, it has been estimat-
ed that 1 in 4 patients suffer from post COVID 
complications after recovery.
What does post COVID or long COVID mean?

 With symptoms ranging from heart ailments, 
impaired lung functions, cognitive decline and 
compromised immunity, long COVID-19 tends 
to affect the ones who have severe COVID-relat-
ed illness. Dealing with long COVID-19 can also 
be problematic. Post-COVID syndrome can go 
on to affect anywhere between 25-30%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COVID. In cities across the world, 
special post COVID care clinics have also been 
thrown open.
What are the symptoms you can experience 
with long COVID?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the virus, the in-
fection strain can affect people differently. 
Expect a multitude of symptoms, which can 
be mild or moderate in nature. Headache, ex-
treme and chronic exhaustion, backache, mus-
cle pain, appetite loss, lingering cough can be 
experienced commonly in the first few weeks 
after recovery. It could be a persisting symp-
tom or result of the remainder viral load in the 
body. Reports that have come out in the recent 
months suggest that the most common long-
term complications are damage to the heart, 
respiratory system, nervous system. 
Dealing with different symptoms post 
COVID

 Since long COVID symptoms are varied, 
they are managed and treated, depending on 
the type and severity of the signs you have. 
While some may slowly recover over time, 
some symptoms of long COVID-19 can de-
mand acute attention from day 1. If you suffer 
from respiratory problems such as chest pain, 
experience shortness or difficulty in breathing, 
you might have to prepare yourself to make 
some changes in your routine, and additions. 
Some respiratory symptoms can also induce 
stress on your body and take longer to recover. 
Since oxygen saturation is a common compli-
cation associated with COVID, many patients 
are often advised to use medical equipment 
like a nebulizer, oxygen concentrators and 
cylinders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Be prepared for long-term care

 Heart problems, which can occur when there 

is sizeable damage to the heart valves or blood 
clotting can worsen over years. Hence, long-
time care and prevention tactics may need to 
be adopted.
You may face fatigue and tiredness

 Exhaustion and fatigue is also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be taken into concern. Remember, your 
body has just fought off a major infection. So, 
try and not exert yourself and take your time to 
recover, no matter how long or how arduous it 
may seem. What one also needs to know is that 
COVID-19 also impairs your immunity to an 
extent and makes you vulnerable to chronic dis-
eases. To safeguard yourself, adopt all preven-
tive strategies and stay safe from danger. Good 
hygiene habits and post-op plans may also cut 
down your risk of reinfection.
Keep up with the medications and devised 
treatment
 

Even though the viral load may have gone away, 
but it’s doubly important to keep a track of your 
vitals when you are on the road to recovery. 
Follow up on doctor’s appointments, keep tak-
ing medications on time and any precautionary 
measures you may have been advised. If you 
suffer from co-morbidities of any kind, you 
might be in need of altering or changing some 
of your medications. Diabetic patients report 
a major spike/ loss in blood sugar levels after 
recovery. BP levels may remain unstable too. 

Keep your doctor in the loop about any chang-
es, or health prognosis. Lastly, remember to go 
for regular scans and checkups, which you may 
have been advised. Even if you feel well and 
healthy, the virus can often cause silent damage 
to the body which may create problems over 
time. Preventive checkups and tests may rule 
out problems before it gets too troublesome.
Diet/ Exercise moderations to follow

 

Now more than ever should be the time one 
needs to concentrate on getting health back to 
normal and strengthen immunity. Following a 
good diet can help you with that. Ensure that 
you consume a rich source of important nutrient 
groups- Vitamin C, D, B12, Zinc and Protein 
should be had in abundance. These will help 
your body recover faster, smoothen metabolism 
as well. If you have been following a diet or 
special eating plan before COVID-19, pause 
for a while before getting back. The only focus 
should be eating plenty of nutrient-rich foods 
right now. Extreme weight loss can also be a 
side-effect after fighting any viral infection so 
make sure you eat well during recovery. At the 
same time, do not pressure yourself to follow 
extreme workouts right after recovery. Slow 
down, adopt easy physical exercises which 
keep you brisk and get the heart rate up. Give 
your body the time it needs to heal first.
When should one approach a doctor?
 

While most of the symptoms can be managed 

well,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be aware of any un-
foreseen or major symptoms which could be a 
cause of worry during your days of recovery. 
Health problems like stroke, pulmonary distress 
can strike up out of nowhere, so consider seek-
ing help or calling a doctor if you experience 
any of the symptoms:
-Extreme shortness of breath-Oxygen depriva-
tion-Chest pain-Built-up pressure around the 
heart
-Appetite loss-Fever for more than 10 days-Los-
ing sensation in any part of your body.
Remember to alert your doctor about any new 
or worsening symptom(s).
Devoting time for your mental well-being 
and seeking help

 Lastly, fighting COVID-19- even after you 
have made a healthy recovery can be cumber-
some. There’s a lot of stress which patients may 
experience. A changed, or degraded quality of 
life can also be difficult to accept for some. 
Some may also require help in completing nor-
mal tasks or chores which they were once able 
to do easily. This can drain you mentally. Long 
haulers should consider seeking help or support 
to deal with physical as well as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the virus. There are a lot of sup-
port groups online, as well as offline which help 
coronavirus survivors on their road to recovery 
and resume life. As you heal, also make space 
for mindful practices like yoga and meditation. 
Not only can these practices relieve stress and 
anxiety, it can also help heal faster. (Courtesy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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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OVID-19 Recovery Tutorial

The Road To Recovery After COVID: How To Manage Your Long COVID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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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一场暴风雪

一场多年未见的暴风雪，把美国

基础设施打回了原形，并且正在连累

全球供应链，间接拉高我们的生活成

本。

虽然自2月20日起，灾难中心的

得州天气转暖，但暴风雪或冰雨正在

跨越数州，沿着2300公里的轨迹扑向

美国东北的州份。近10天来寒潮笼罩

半数美国人的状况，并未缓解。

半个美国掉进了冰窟，从中可以

窥见方方面面的沉疴，且与你一一道

来。

“北极涡旋”漏了底

平常这个时候，位于美国西南部

的得州，白天气温该在15度左右，但

过去10天寒潮来袭，得州北部大城市

达拉斯的最高气温也就零下10度，得

州的最低气温甚至探到零下18度。

为什么会离奇地降温二三十度？

主流媒体上的专家说，还不是全

球变暖刺激了极端天气变化。

这调调听太多了，不如讲个稀奇

的：有个理论叫“极地涡旋”，说的

是气压差会引导极地地表的冷空气往

上空的平流层蹿，这样就不危害极圈

以外的人类常居地，相当于寒魔被封

印在极地。

可是“全球变暖”这个小妖精一

来，动不了定力深厚的南极大陆，就

专往浮冰漂漂的北极这边凑，勾引得

北极寒魔精神分裂，不想升天成仙，

而想着出圈周游，那就危害人间了。

用专业术语说，北极冷气团被南

方暖流“挤”出来多个中心，并在不

稳定的情况下向南移动，给当地交通

、供电、农业带来巨大压力。

今年年初中国北方的大寒潮、最近

莫斯科遭遇的50年来最大降雪、前年年

初美国五大湖地区的均温骤降至零下三

四十度，据说都属于这种情形。

这似乎也与去年夏天北极地区最

高气温曾达到38℃的新闻相印证。极

端天气嘛，不就是热的更热，冷的更

冷？

相信科学总没错，但是极尽夸张

之能事的寒潮灾难片《后天》，引用

的是另一个理论：热盐环流。

那个理论的应用场景之一是，北

极附近冰川融化，变成的淡水由于密

度低，不能及时下沉海底；由此，南

方的暖流北上受阻（也有推动暖流的

西风因“全球变暖”而变弱的因素）

，导致欧洲和北美东部气候变冷。

“全球变暖”学派的徒子徒孙多

，总有一款理论能套用到气候灾变上

，无论是“北极涡旋漏了底”，还是

“热盐环流罢了工”——如果这次冰

风暴，不是首先重创了“阳光带”得

州，而是困住了东北沿海的纽约州，

更多人会想起《后天》，然后给环保

教主献上自己的膝盖。

以往碰到气候异常时，还有个万

能膏药贴，叫“厄尔尼诺”。但它不

是每年都适用，所以去年东亚发洪水

时，就没专家归因于它（有人说2020

年是“拉尼娜年”）。

类似于未完全定型的“宇宙大爆

炸”学说，“全球变暖”学派也没能

一统科学江湖。在相对边缘的角落，

还是有不少挑战它的声音。

一个质疑就是“全球变暖”学派

涉嫌操纵数据。比如，在被黑客公开

的早年电邮中，英国气候学权威菲尔·

琼斯说，他将使用“迈克的把戏”来

“隐藏（气温）下降”的数据。

之前美国宾大学者迈克· 曼的博士

论文，以直

观的“曲棍

球杆线条”

描 绘 过 去

1000年地球

气温的变化

，刻意抹平

了中世纪暖

期（蒙古帝

国的崛起与

此有关）以

及明清时的

小冰河期，

早已沦为业

内话柄。

是的，

你 可 以 说

“过去 170

年地球升温

1.1 度 ” ，

但如果时间

框架设定为

过去210年，你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如

果缩窄到过去20年，你对变暖速度的

担心也会大大减轻。

另一个质疑是，某些“全球变暖

”拥趸的预测不准。譬如，现任美国

气候特使、前国务卿克里，曾相信北

极地区将在2013年夏天实现无冰。

实际情况是，即便到了2020年夏季

，北极最小海冰面积也接近150万平方

英里。而且，观测数据表明，南极海冰

的增长正在平衡北极海冰的减少。

既然科学永无止境，对于这次美

国超级寒潮的原因，“北极涡旋”理

论作为一种主流解释，就不是唯一的

解释。人类的气候科学探索，不能止

步于发现温室效应和研究碳捕获技术

上。

得州被雪藏之后……

得州经济有多牛？超过整个加拿

大。

虽然过去10天里，全美至少14个

州的510万户家庭遭遇连续停电，汽车

制造商、零售商和运输公司歇业也在

全国发生，但世人的眼光大都聚焦于

得州。原因不外乎，其受创最严重，

后果最复杂。

得州降温之大始料未及，次生灾

害亦接踵而至。下雪可能压垮电塔，

极低温下结冰则撑爆水管、燃气管，

冻住风电叶板。

就算是“能源之都”休斯敦，这

次一度也有近2/3的电网趴窝。

本来，得州是全美能源心脏，煤

电、燃气发电、核电、风电、光伏发

电，一个不缺；为了给新能源风电让

路，还淘汰、闲置了不少火电产能。

得州电网更是长期傲娇：在90%县

域不与州外（主要是西部电网、东部

电网）联网，而是自产自销，于各路

电源“竞争上网”下，维持超低电价

，吸引州外高耗能企业进驻。

比如，位于得州中部的首府奥斯

汀，既有三星的3座8纳米芯片厂，也

有苹果的电脑工厂和台积电（全球最

大的芯片代工厂）的设计中心。去年

一度起诉加州阿拉米达县复工禁令的

特斯拉，也正在奥斯汀附近打造新的

超级工厂。

但“百年未遇”的暴风雪灾，让

得州灾区瞬变第三世界。

首先是缺电。过去10年里，风电

渐成得州第二大发电源，但特大冰雪

冻住了得州约一半风力涡轮机，使风

电占得州供电的比重从42%骤降至8%

。风电的巨大缺口，其他电力来源能

弥补吗？

光伏发电显然不行。即便天晴了

，太阳能电池板也被积雪覆盖，基本

不起作用。

核电、火电，则牵涉到水。核能

发电，需要大量水来循环降温；火力

发电，也需要通过蒸汽轮机来转化为

电能。

当水管纷纷结冰、爆裂，甚至居

民家中天花板都漏水、垂下冰柱，你

怎么指望给核电站、煤电站、燃气电

站正常供水？水一旦被冻住，核电、

火电就动不了。

反过来，没有电，油气井、炼化

设施都不能正常运作，得州油气产量

也就急跌。液体能源（汽油、柴油、

液化气等）因此紧俏。很多商家自备

发电机，居民则排队买液化气罐；油

气的价格虽没有电价暴涨百倍那样离

谱，但也不是谁想买就能买到。

美国石油产量暴跌

供电不足，用电却不见少。冰天

雪地里，交通事故多，居民多困在家

，通电的房屋大都开了取暖设备，耗

电量一时大增；加上得州集中了工矿

类、炼化类企业，还有芯片厂这样

“吃电”的新产业集群，抢电现象突

出。

照理说，保居民电、限工业电，

很好决断，但得州供电主体异常多元

，合同千差万别，无法一刀切。折中

办法，就是对不同客户轮流停电、供

电；再就是州长阿博特下令，暂停向

州外输送用于发电和供热的天然气。

这样，有电地区也要遭受池鱼之殃。

一个广受诟病的问题是，奥斯汀

市最大的水处理厂由于停电等原因，

不能正常过滤自来水，导致部分市民

需要自己煮沸水后才敢放心饮用，而

停电区的民众，往往要烧木柴和丙烷

燃料才能遂愿。

遭遇断电、停水、停快递的居民户

，不少人三餐不继，连Wi-Fi、抽水马

桶都无法用，只能借住在亲朋家或寄居

在酒店和大商场。动物们就更惨了。

如果停水区不巧发生大火，那就

等着其自生自灭吧，因为消防车开来

也没水用。

或许有人要问，美国北方那么多州

的气温更低，为何没这么多幺蛾子？

那是因为，美国北方、中西部

和东北部等寒区的能源和水管线路

，都做了防寒工艺处理，不会轻易

掉链子。

而得州很少有类似的防寒措施，

加上基础设施老化、电网对外半封闭

，一时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得州感冒，全球油市和半导体产

业都跟着吃药。

冰风暴锁住了美国至少1/5的炼油

产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

桶63美元。得州芯片工厂关停所加剧

的车用芯片短缺，预计将使全球汽车

制造商的利润蒸发数十亿美元。

苦中作乐的是，有车厂高管预测，

坏天气过后汽车维修业务将激增，因为

人们的汽车被撞坏或被冻得失灵了。

问责风暴刮到谁？

包括男子冻死于家中躺椅上的例

子，美国已有数十人因这场冬季风暴

丧生。养老院、医院和透析中心，易

受断水、缺氧的伤害。而随着多雪多

滑的高速公路关闭，一些州被迫推迟

了疫苗接种工作。

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可能是全美

第四大都市休斯敦及其海滨卫星城加

尔维斯顿。但得州首府奥斯汀，受到

了舆论最多关注。

除了饮水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

是，夜幕下的奥斯汀市中心仍然灯火

通明，而城市东部传统的黑人和拉美

裔地区，则一片暗黑，两者之间的分

界线明显。

奥斯汀的民主党籍市长史蒂夫· 阿

德勒，敦促居民尽量节约用电，希望

避免进一步停电。他呼吁，如果可能

的话，可以使用手电筒和蜡烛。

这位市长在去年第二波疫情高峰

期，曾因乘坐私人飞机去了墨西哥下

加里福尼亚半岛最南端的圣卢卡斯角

度假，并在度假期间录制视频，告诫

奥斯汀市民“居家防疫”，而被得州

联邦参议员泰德· 克鲁兹批评为“彻头

彻尾的伪君子”。现在，市长大人的

反击机会来了。

在得州数十万人仍然断电、约25

万人缺水之际，克鲁兹参议员竟带着

全家去加勒比海边的墨西哥坎昆度假

去了。这一时上了美国的热搜榜，引

发全民吐槽。得州民主党人呼吁他辞

职，称克鲁兹代表了“弱势、腐败、

无能、自私自利、不顾百姓死活”的

得州共和党人形象。

官方回应令民众沮丧

老练的克鲁兹，12小时内即折返

得州，并向选民道歉，把“送女儿出

国度假”归因于“想做一个好爸爸”

。奥斯汀的阿德勒市长拒绝就此事攻

击克鲁兹，并表示“我将继续专注于

为社区居民提供水和食物”。

克鲁兹2016年曾与特朗普角逐共

和党的总统提名人资格，后来他转而

支持特朗普，并在2018年与民主党对

手贝托· 奥洛克的竞争中险胜，连任参

议员。这次他被卷入舆论争议后，特

朗普长子小唐纳德为之辩护，称“州

长和参议员在工作描述和应对局部灾

难的能力方面有区别”。

在党派政治之外，更多知情者的

矛头指向了得州电网运营机构——得

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ERCOT）。比

如，去年12月将家从加州搬来得州的

马斯克，就在推特上表示，ERCOT不

配获得“R”，即“responsible”（可

靠性）的缩写。

事实上，得州电网防寒措施不足

是老问题了。

10年前的冬季恶劣天气下，得州

就发生过连续停电，500个发电装置中

有152个都停止运转了。能源专家表示

，今年事故的部分原因是得州决定不

要求升级设备。

讽刺的是，得州电力可靠性委员

会主席住在密歇根州，副主席住在加

州。得州州议员呼吁举行听证会，对

电力可靠性委员会进行调查。

除得州之外，根据美国电力公司

的数据，路易斯安那州有超过10万用

户断电，密西西比州也有近20万用户

受影响。拜登提名的能源部长人选、

密歇根州前州长珍妮弗· 格兰霍姆表示

，美国必须尽快升级电网基础设施。

纽约州国会众议员AOC则借机推销她

的“绿色新政”。

但得州公共政策基金会的杰森· 艾

萨克却称，得州电网的主要问题并不

是可再生能源或化石燃料的失败，而

是州和联邦政府的补贴扭曲了能源市

场，阻碍了可靠发电的建立，这使得

电网本身变得不稳定。

在一个生产了美国近1/3化石燃料

能源的州，用数十亿美元的税收抵免

（根据老布什1992年签署的《能源政

策法案》及其后国会多次授权延期）

来培植风能和太阳能产业，这在过去

30年里得到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共同

支持，同时也孕育了一批腐败、低效

和寄生性的企业。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关于谁应该

为这场惨败负责，将会有漫长而激烈

的辩论。

辩论的结果，关系到美国是要在

2035年实现“净零温室气体排放”，

还是更稳妥地推迟到2050年。

美国基础设施被打回原形



CC55影視世界
星期六       2021年3月6日       Saturday, March 6, 2021

《花漾女子》驚悚復仇吊足胃口
《花漾女子》編導艾莫芮德芬諾表示，這

是一部女性復仇驚悚片，一直想要凱莉墨里根

演出這個角色，因為她幾乎能完全改變臉孔和

體態，這對這個角色非常重要，而這部片裡的

很多男性都跳脫形象，他們都有可愛的特質但

卻扮演令人不舒服的角色。此外，芬諾還說：

「我一點都不希望這部片淪為說教。我想要它

很有趣，好玩，又有說服力，是完全出於充分

的理解的一部片。這部片裡沒有壞人，裡面的

男男女女都只是對於性帶有一點逃避心態的文

化裡的一部份。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提出一些根

本性的問題：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態度，以

及我們要怎麼改變心態，讓這種有毒的文化不

再延續下去。」

凱莉墨里根則提到，讀這個劇本的時

候有點嚇到才想要演出。片中飾演小兒科

醫師萊恩的博伯翰也說，「當我讀完劇本

，內容讓我很震驚，完全不是我所想像的

那樣。很多劇本都會主打反轉劇情，但這

個真的很令人驚訝。凱莉很棒，而且完全

沒有想像中強勢。她很隨和，態度很開放

也很謙虛，你也感覺得到和之前也是演員

的艾莫芮德相處會很愉快，所以和她們兩

人合作真的感覺很好。」芬諾說：「博伯

翰和凱莉對詞的表現非常出色，而且兩人

的化學作用超棒的。」

《花漾女子》故事敘述每個人都說凱

西湯瑪斯（奧斯卡金像獎入圍者凱莉墨里

根 飾）是前途光明的年輕女性...直到一起

神秘事件突然使她的未來脫離正軌。現在

，她是個醫學院輟學生，人生停滯不前。

美麗的金髮天之驕女凱西，聰明得嚇人，

但對於工作升遷或找到白馬王子卻一點都

不感興趣。相反的，在咖啡店和同事蓋兒

（拉維恩考克斯 飾）一起做拿鐵咖啡消磨

日子，好像就讓她心滿意足了。

這讓她的父母（珍妮佛庫里姬、 克

蘭西布朗 飾）深感失望，也萬分擔心。

他們只希望年近三十的女兒的人生能邁步

向前，並搬出他們的房子。但到了晚上，

凱西會進行自己發明的一套儀式。她在凌

晨單獨去酒吧和夜店，假裝自己醉得不省

人事，沒辦法保護自己不受到傷害。必然

的，總會有個男人決定要讓她安全回家。

但這個男人也必然會不顧凱西本身的意願

與安全，屈服於自身的慾望。只是他沒有

意識到，自己其實是落入凱西惡毒計畫中

的最新獵物—他即將得到畢生難忘的教訓

。但是無論凱西從她的深夜約會裡獲得多

少滿足，都不足以撫平她內心憤怒和傷痛

的風暴。直到有一天，她念醫學院認識的

英俊小兒外科醫生萊恩（博伯翰 飾）剛

好到咖啡店來，打亂了凱西的毀滅循環。

當她開始對他產生感情時，卻被拉回去面

對那段永遠改變了她人生歷程的過去和創

傷。她能不能在天秤上取到平衡，找到屬

於自己的幸福結局呢？或者她的復仇任務

會付出意想不到的代價？

第65屆陶爾米納電影節正式入選

！《西西里恐怖故事》（英文片名：

Cruel Peter）由義大利導演潛力導演

克里斯汀比瑟利亞及艾斯卡尼歐馬蓋

里尼共同執導。並找來《愛x 死x 機

器 人 》 男 星 亨 利 杜 斯 韋 （Henry

Douthwaite）、安東尼歐艾維里歐、

安潔莉卡艾勒魯佐等義大利知名演員

共同演出。《西西里恐怖故事》講述

二十世紀初，義大利的美西納為地中

海最富有的商埠之一。而英國富家子

弟彼得，因總是殘忍地對待對待其他

孩子、僕人，甚至是動物，而在此地

惡名昭彰。某天晚上，家中的僕人男

孩襲擊了彼得，並將他埋葬城內一座

哥德式墓園之中。然而，一場突如其

來的大地震將美西納夷為平地，彼得

也從此被眾人遺忘。直到一個世紀後

，一名英國考古學家和他的女兒找到

了當初埋葬彼得的墓園，而怨念已久

的彼得，將展開殘酷無比的復仇。

《西西里恐怖故事》由1908年西西里

島大地震前的美西納為構想，讓觀眾

能一探究竟在大地震前美輪美奐的

「美西納」，劇組拍攝時間長達七周

，其中四周花了多數的時間在海峽附

近的城市拍攝，就是為了顯示出屬於

「美西納」的歷史美景。《西西里恐

怖故事》將於3月19日在台上映。

《西西里恐怖故事》找來《異

色童話集》《深海終劫站》幕後團

隊打造出屬於西西里島的恐怖哥德

式詭譎恐怖片。導演克里斯汀比瑟

利亞則表示希望能藉由《西西里恐

怖故事》讓大眾看到一個不一樣的

「西西里島」。他說到：「我之所以

選擇了在美西納拍攝，因為這座城市

的歷史背景能讓電影更加突出」而製

作團隊也表示為了在此拍攝，大家都

可說束花了不少苦心。團隊說到：

「美西納以交通位置上看來有點複雜

，這裡沒有機場也因此我們需要花更

多人力來完成。但我們希望能把這座

城市的美帶給全球的觀眾知道，讓它

能保持多元並且延續它的美麗」導演

則笑說「美西納」是有著歐洲最古老

的墓園和紀念性的墓地，充滿想像力

和神話傳說的城市。更增添了哥德式

的詭譎風格，能讓大家見識這份美麗

，我很開心」

《西西里恐怖故事》
一百年前大地震死傷無數？
西西里島最負盛名之地美西納竟有恐怖冤魂！

曾以電影《姊妹》

、《列車上的女孩》揚

名全球的導演泰德泰勒

、好萊塢人氣影星傑克

葛倫霍聯手製作，集結

奧斯卡最佳女配角艾莉

森珍妮、《熊麻吉》蜜

拉庫妮絲、金球獎影后

奧卡菲娜等金牌卡司同

台飆戲的年度爆笑喜劇

《老娘演很大》，將於

3月19日全台上映。電

影描述艾莉森珍妮一直

是被人忽視、平凡無奇

的小鎮婦人，直到生日

當天丈夫失蹤，她透過

新聞媒體發出尋人啟事

一夕爆紅，但殊不知她

內心藏著一個超級瘋狂

的秘密！《老娘演很大

》腦洞大開的劇情發展

也讓這部電影劇本名列

好萊塢劇本黑名單殊榮，導演泰德

泰勒表示：「這個故事非常呈現赤

裸裸的現實，但扯到爆的發展真的

讓我笑到不行。」電影從一件失蹤

案開始，劇情不斷翻轉再翻轉的神

展開宛如爆笑版《控制》。

好萊塢黑名單超鬧電影
艾莉森珍妮化身自媒體狂人
暗諷當今媒體亂象！

名列好萊塢劇本黑名單的年度超

狂爆笑喜劇《老娘演很大》，藉由一

段超展開的失蹤案隱隱暗諷著當今媒

體亂象，與本片製片人傑克葛倫霍昔

日的口碑強片《獨家腥聞》不謀而合

。在《老娘演很大》演出黑道千金的

金球獎影后奧卡菲娜表示：「這個故

事象徵各種媒體之於人們代表了什麼

，大家都說媒體是你的朋友，但是媒

體絕對有非常黑暗的一面。」、演出

超想紅家庭主婦的奧斯卡最佳女配角

艾莉森珍妮則說：「這故事嘲諷著當

今的美國文化，我認為大家對於各種

形式的媒體都太過於著迷了。」導演

泰德泰勒也表示：「現在大家都費盡

心思想要不被忽略或重視，我們都是

社群媒體這項社會大實驗的白老鼠。

」而片中的主角蘇巴頓透過新聞媒體

一夕爆紅，儘管她因為高知名度引來

黑白兩道矚目，但高人氣成為她的武

器，讓她無所不懼，曾在《老娘叫譚

雅》扮演尖酸刻薄母親維妙維肖讓

人眼前為之一亮的艾莉森珍妮笑說

：「蘇巴頓原本是一個誰也不鳥她

的隱形人，後來變成戴上各種面具

的狂人，這故事非常刺激又搞笑，

真的是超強的組合，我看劇本看到

完全移不開眼！」

超狂爆笑喜劇《老娘演很
大》劇情超展開備受期待

平凡無奇的家庭主婦蘇巴頓(艾

莉森珍妮飾)過著無聊的人生，直到

她生日當天丈夫離奇失蹤，她透過

當記者的妹妹南西(蜜拉庫妮絲飾)發

出尋人啟事，更用盡千方百計在火

紅的新聞節目一夕爆紅，變成鎮上

人人關切的「被害者」。但接踵而

來的是，新聞談話節目主持人(茱麗

葉路易絲 )的瘋狂追逐、懷疑她自

導自演的機車女警(瑞吉娜霍爾飾)、

神秘黑道千金(奧卡菲娜飾)的追殺及

熱心豬隊友小叔(吉米辛普森飾)幫倒

忙，一場瘋狂的尋夫超級任務就此

展開…

《姊妹》名導、攜手傑克葛倫霍
打造念度爆笑狂片《老娘演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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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琦於孫琦於20182018
年年1111月奪單板月奪單板
滑雪世界盃分滑雪世界盃分
站冠軍站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輪椅冰壺隊備戰冬殘奧中國輪椅冰壺隊備戰冬殘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選手劉思彤在平昌冬中國選手劉思彤在平昌冬
殘奧高山滑雪女子回轉坐姿殘奧高山滑雪女子回轉坐姿
比賽名列第比賽名列第66。。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北京冬殘奧村完全無北京冬殘奧村完全無
障礙通行障礙通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有
“瓷娃娃”美譽、已退役的日本乒乓球名
宿福原愛近日傳出婚變，據悉正與中國台
北球手江宏傑協議離婚。對此，福原愛4
日透過自己擔任社長的Omusubi公司發
表聲明，對有關報道造成各界擔憂與困擾
致歉。

據日媒《週刊文春》日前報道，32
歲的福原愛正跟32歲丈夫、前中國台北
乒乓名將江宏傑協議離婚，原因似乎跟
江宏傑言語霸凌、用髒話罵福原愛有
關。

而日本雜誌《女性SEVEN》也於2

月下旬拍到福原愛與一男子在橫濱約會的
照片，其間二人表現暖昧，前者更如小女
生般餵雪糕予該男子。同日稍後，兩個人
乘坐該男士的高級跑車，一起前往橫濱港
的一家酒店，直至第二天二人一起享受
“橫濱港未來”的美景後才分開。

對此，Omusubi 公司 4日發表聲
明，對公司社長福原愛有關的各種報
道，造成支持福原愛的粉絲、相關人士
等擔憂與困擾表示由衷抱歉。

福原愛2016年9月與江宏傑結婚，
2017年2月在東京迪士尼樂園舉行盛大
婚禮，現育有一對兒女。

短說
長話

3月4日，北京冬殘奧迎來倒計時一周年。在3年前的

韓國平昌冬殘奧上，中國輪椅冰壺隊一舉奪冠，實現了中

國冬殘奧金牌和獎牌零的突破。在一年後於家門口舉辦的

這屆盛會上，中國冬殘奧代表團力爭實現新的突破。

北京冬殘奧共設6個大項78個小項。據中
國殘聯相關負責人介紹，為更好備戰北

京冬殘奧，自2018年來，中國對300名為冬
殘奧集訓的運動員開展了全年不間斷的訓
練，境外訓練、參賽均創歷史新高。在北京
冬殘奧倒計時一周年之際，6個大項的124名
運動員、42名教練員（含7個外教）正在5個
訓練基地進行備戰。

2018年後成績直線上升
2002年赴美國鹽湖城，是中國首次參加

冬殘奧。2014年索契冬殘奧，中國僅有10名
選手參加了越野滑雪、輪椅冰壺兩個項目的
比賽，最好成績為第四名。隨着中國殘疾人
冬季運動的飛速發展，其運動成績也進入直
線上升通道。

2018年以來，中國參加了36項冬殘奧系
列國際賽事，共獲得53枚金牌，多個項目實
現零的突破。其中在2018年平昌冬殘奧上，

中國輪椅冰壺隊為中國代表團贏得冬殘奧首枚
金牌；2019年，輪椅冰壺隊首次獲得世錦賽冠
軍，單板滑雪首次在世錦賽獲得2枚金牌，高
山滑雪首次獲得世界盃3枚金牌；殘奧冰球隊
2018年首次參加世錦賽獲C組冠軍，2019年
又獲得B組第三名的優異成績。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一些國際賽事取
消，反季節訓練無法安排，外籍教練來華和
選手出國訓練難以成行，對運動員取得資
格、獲得分級、積累經驗、強化訓練等均帶
來較大影響。如今，距北京冬殘奧開幕還有
一年，根據疫情變化，中國及時研判形勢，
制定調整工作方案，確保備戰工作有序、高
效。

訓練 後方支援雙管齊下
在訓練方面，採取夏訓冬訓貫通、訓練

競賽交叉、體能技術結合、醫療心理支撐等
方法，對重點隊員、次重點隊員分層管理，

“精準”保障；在賽事組織和安排上，制定
嚴格防控方案，分階段舉辦國內賽事，適時
舉辦國際邀請賽、對抗賽，邀請國際高水平
運動隊來華共同訓練，增加練兵機會。

與此同時，不斷完善訓練、科研、恢
復、器材、後勤保障等專業人員複合型團隊
建設，為中國冬殘奧健兒提供強大支撐。

北京冬殘奧將於2022年3月4日至13日
舉行。在這一水平最高、規模最大的殘疾人
冬季體育盛會上，中國代表團力爭再獲突
破，為殘疾人冬季運動在中國的進一步普及
和發展留下寶貴財富。 ●中新社

志願者招募
逾百萬人報名
北京冬奧組委殘奧會部部長楊金奎近日在媒體見

面會上表示，北京冬奧組委重視冬殘奧籌辦工作，賽
會服務中的各業務領域充分考慮冬殘奧和無障礙需
求。志願者招募方面，截至2月20日10時，成功報
名的達1,032,470人，其中殘障人士申請人2,132人。

北京冬殘奧將於2022年3月4日到3月13日舉
行，設置殘奧高山滑雪、殘奧單板滑雪、殘奧越野滑
雪、殘奧冬季兩項、殘奧冰球、輪椅冰壺6大項、78
小項比賽，共產生78枚金牌，涉及北京、延慶、張
家口三個賽區的5個競賽場館和25個非競賽場館。

另外，北京冬奧組委規劃建設部部長劉玉民近日
也透露，目前，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籌辦工作已經進
入關鍵決勝期。從籌辦之初，冬殘奧與冬奧會堅持
“同步規劃、同步實施”的籌辦原則，確保“兩個奧
運，同樣精彩”。經過北京市、河北省兩地政府以及設
計單位、業主單位、施工單位及相關部門的共同努力，
12個競賽場館已於2020年底完工，其中5個殘奧場館均
達到測試要求。他介紹，北京冬殘奧村、延慶冬殘奧村
目前正在進行內部裝修，張家口冬殘奧村已經完成了外
部裝修，全部將於今年8月交付。 ●中新網

中國代表團
力爭再突破突破

北 京 冬 殘 奧 倒 計 時 一 周 年北 京 冬 殘 奧 倒 計 時 一 周 年

中國游泳爭霸賽次站揭幕
中國游泳爭霸賽第二站4日在廣東肇慶揭幕，奧運冠軍葉詩

文、去年國慶節期間改寫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世界紀錄的徐嘉
余、閆子貝、張雨霏、楊浚瑄以及傅園慧、汪順、劉湘等名將參
賽。本次爭霸賽共有來自17支隊伍的120名選手參加，採取東京奧
運會游泳比賽“晚上預賽、上午決賽”的時間安排，選手們將繼續
鍛煉“上午亮劍”的能力。中國游泳爭霸賽是中國游泳協會舉辦的
創新賽事，成績不與奧運會和全運會資格掛鈎。 ●新華社

國籃世界排名第29 下滑一位
國際籃聯洛桑時間3日更新了最新一期世界男籃國家隊排名，

中國男籃（國籃）排在第29位，相比上期下降1位；而在亞洲方
面，中國男籃則位居第4，前3名分別是澳洲、伊朗及新西蘭。在國
際籃聯最新排名中，世界前5名不變，依次是美國、西班牙、澳
洲、阿根廷和塞爾維亞。 ●中新網

●●北京冬殘奧北京冬殘奧，，中國輪椅冰壺隊將全力衛冕中國輪椅冰壺隊將全力衛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福原愛疑有外遇發聲明道歉
●●傳福原愛傳福原愛（（右右））
與江宏傑正在協議與江宏傑正在協議
離婚離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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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長津湖長津湖》》舉行攻堅總動員
吳京易吳京易烊千璽率隊宣誓

為紀念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

出國作戰71周年，史詩戰爭電影《長津

湖》，自 11 月 24 日正式開機以來拍

攝順利，目前即將進入“攻堅拍攝

階段”。

劇組在片場舉行了壹次特別的“團

圓會”：出品人及總制片人於冬，總監

制、編劇黃建新，監制及導演陳凱歌、

徐克、林超賢，制片人陳紅、梁鳳英，

藝術總監張和平，領銜主演吳京、易烊

千璽，特別出演段奕宏，主演朱亞文、

李晨、胡軍、韓東君齊聚片場，壹起表

達了要拍好這部電影致敬革命先烈的堅

定決心，並在現場分享了熱氣騰騰的湯

圓。

博納影業集團董事長於冬表示，期

待電影《長津湖》可以重現71年前那場

新中國的“立國之戰”：“相信這部集

合了最頂尖制作團隊和最優秀演員陣容

的戰爭巨制，會給每壹位中華女兒帶來

勇氣和力量！”

銘記歷史：“今天的團圓是先烈們
用生命幫我們實現的”

71年前，為了讓國人遠離戰爭侵略

，在新中國享受和平幸福的生活，有壹

群人選擇了遠行。在異國他鄉的長津湖

畔，他們浴血奮戰，禦敵於國門之外，

最終戰勝了強敵，保衛了祖國。他們當

中的很多人最後化作青山大地，守護著

每壹個中國人。他們就是偉大的中國人

民誌願軍。

博納影業集團董事長於冬表示，元宵

節是闔家團圓的節日，在這壹天，我們會

和家人聚在壹起，共同祈福祝願山河無

恙、國泰民安。“我們要記得，我們今天

的團圓是無數先烈們用生命幫我們實現

的。”當天，現場燃放了信號彈，所有演

員身著軍裝，以鳴槍禮向抗美援朝戰爭中

英勇犧牲的先烈們致以最高敬意。

於冬表示，電影《長津湖》是博納

影業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壹百周年之際，

為全國人民獻上的壹份厚禮，同時也是

壹項非常重要艱巨的使命與任務。“從

壹開始就知道這部電影不好拍，必須要

集齊‘高手’來共同打造，於是找來了

陳凱歌、徐克和林超賢三位導演。他們

不是各自拍獨立的故事，而是在壹起共

同打造壹個完整的故事。這個過程中他

們要不斷地磨合劇本以及各種細節，壹

起溝通配合來完成每壹場戲，就像打仗

壹樣。”

5年多的劇本打磨，兩年多的細致籌

備，超過7萬人次的群眾演員參演，超

大規模的服裝道具軍事裝備準備，超百

公裏的戰役戰術設計。這壹切都是為了

讓電影《長津湖》成為足以載入中國電

影史冊的戰爭巨制。為此，所有電影人

和工作人員心懷敬畏，遵從工匠精神，

嚴守拍攝高標準，以此向71年前抗美援

朝保家衛國的中國人民誌願軍致敬。

於冬表示：“這部影片集合了超壹

流的制作團隊，此次盡銳出擊，把他們

的熱情和才華全部押在了這部戲上。所

以我相信《長津湖》會是壹部讓所有人

震撼和銘記的優秀的電影作品。也希望

這部電影可以激勵所有中華兒女，銘記

先烈，銘記歷史，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

獻力量！”

承擔重任：“用電影呈現那段歷史
，是我們的責任和光榮”

電影《長津湖》於2019年10月25日

正式立項，因為疫情影響，為配合國家

的抗疫工作，影片推遲到2020年末才正

式開機，期間所有創作籌備工作都從未

停下，經歷了重重困難，如今終於順利

進入“攻堅拍攝階段”。

總監制、編劇黃建新透露，電影

《長津湖》前期的工作人員多達7000人

，每個人在片場都是帶著“戰鬥精神”

在工作，“三位導演壹見面就討論溝通

拍攝的事，工作人員和演員也都時刻保

持著戰鬥狀態，這種氛圍是在別的戲裏

看不到的。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是

壹部展現我們中華民族精神的電影。”

藝術總監張和平也表示，用電影《長津

湖》呈現71年前中國人民誌願軍英勇作

戰、擊退強敵的那段歷史，“是我們的

責任，也是我們的光榮。”

當天，影片的監制及導演陳凱歌、

徐克、林超賢齊聚片場。陳凱歌透露自

己的工作在壹兩個月前已經基本完成，

此番重回劇組，感覺就像“回家”壹樣，

“在這裏要跟大家道壹聲辛苦了，尤其

是我們的演員，妳們不容易，也不簡單。”

徐克導演表示自己第壹次跟陳凱歌和林

超賢壹起工作“學到了很多東西”，“是

壹次非常可貴的經驗，也相信我們這次合

作可以取得最後的勝利。”元宵節當天

正好進組兩個月的林超賢表示自己其實

“很怕冷”，但同時也很振奮，因為

“我相信我們會打贏這壹仗，讓大家看

到壹部非常好看又有意義的電影”。

滿懷誠意：“我們愛這部戲，我們
會拍好它，請相信我們！”

在電影《長津湖》中飾演中國人民

誌願軍戰士的吳京、易烊千璽、段奕

宏、朱亞文、李晨、胡軍、韓東君當天

也身著誌願軍軍裝出席。飾演七連連長的

吳京透露自己拍戲時壹度被凍到“半邊臉

麻木”，“那壹刻，心裏滿是對誌願軍戰

士們的敬意”；易烊千璽表示自己會全

力以赴演好自己的角色，“希望能讓

更多的年輕人通過這部電影看到偉大

的抗美援朝精神，並把這種精神傳承

下去。”段奕宏坦言出演這部電影是個

不小的挑戰，拍攝過程中也無數次被打動

，“我愛這部電影，我愛我的兄弟們！”

出身軍人家庭的朱亞文表示，拍攝

這部電影不光是壹次創作任務，更像是

壹次戰鬥任務，“每次在片場聽到槍炮

聲響起，都仿佛聽到了歷史的回響，就

好像那些先烈們在激勵我們往前沖，告

訴我們壹定要勝利，我們也壹定會勝利

，請相信我們！”李晨表示自己為這部

戲做了最充分的準備，“相信這部戲對

得起每壹個人。”

胡軍表示能出演這部電影是非常難

得的經歷，“雖然元宵節也不能回家，

但是跟兄弟們在壹起，很幸福。”壹直

很想飾演壹名軍人的韓東君坦言自己此

番圓夢的同時也懷著滿滿的使命感和責

任感，“拍攝時壹直在想，當年的戰士

們是如何在更冷的環境下打仗的，他們

又是如何勝利的，更讓我覺得震撼，也

讓我堅定信念要拍好這部戲。”

電影《長津湖》以抗美援朝戰爭中

的長津湖戰役為背景，講述中國人民誌

願軍在極寒嚴酷環境下堅守陣地奮勇殺

敵，為長津湖戰役勝利作出重要貢獻的

感人故事。將於2021年正式上映！

《暴風眼》熱播 楊冪張彬彬雙線偵查合作默契
國安題材當代都市反諜大

劇《暴風眼》每晚19:30正在東

方衛視、浙江衛視熱播中。開

播以來，《暴風眼》憑借其張

弛有度的劇情節奏和充滿細節

、編排巧妙的劇情內容收獲了

不俗的收視成績和劇集熱度，

更收獲了來自不同領域觀眾的

積極評價。今日片方正式發布

了“國安戰士”版單人海報和

周劇情預告，尋找鼎華“內

鬼”新副本火熱進行中的《暴

風眼》將展開怎樣的劇情走向

，令人期待。

《暴風眼》由嘉行傳媒、

青春妳好傳媒、完美世界影視

出品，楊冪、張彬彬領銜主演，

劉芮麟、代斯、王東、王驍、

石涼、施京明、章申、寧心、

廖京生、易大千等主演。

開播首周成績告捷
誠意致敬無名英雄
《暴風眼》開播後，迅速

在社交平臺上引起了關於其劇

情討論的熱潮，包含“暴風眼開

播”、“暴風眼”、“安靜高

倍速執行力”、“馬尚八倍鏡

觀察力”、“心疼苗霏”、

“賈長安下線”和“暴風眼面

具”等話題在內的數十個話題

登上熱門搜索和娛樂榜單。不

僅如此，新華社等多家權威媒

體和平臺對《暴風眼》進行了

報道和文字評論，為國安正能

量發聲。同時，包括“中國長

安網”在內的數十個機關賬號

還發布了劇集聯動的相關內容

，壹同致敬這些守護國家安全

和利益的無名英雄們。

此外，由於國安題材在之

前的影視作品中鮮少被展現，

劇中的涉及到的國家安全知識

相關內容引起關註，引發了大

量網友的積極討論。除了系統

地認知和了解，什麽是國家安

全、什麽是國家安全觀等概念

性知識，劇中出現過的天眼系

統、放射性同位素跟蹤裝置、

以及國家稀有資源的重要性等

話題都成為了各大平臺的熱門

討論內容，引起了新壹輪的

“國安知識熱”。

更值得欣慰的是，《暴風

眼》作為壹部展現當代國家安

全題材的作品，將這些默默無

聞、不求名利的國安戰士們的

工作和生活以影視化的形式呈

現給觀眾，不少觀眾隨著劇情

的進展都表示對於國家安全和

國安戰士有了新的認知，“這

部劇讓我了解到原來有這樣壹

群人在我們不知道的地方守護

著我們的生活，要向他們致敬

”，“國安戰士工作的保密性

真的很重要，很多時候他們對

家人都必須要遵守規定，有心

事都不能隨意傾訴，他們為了

國家和安全利益真的付出了很

多”，“國家安全需要我們每

壹個人的參與”。

周劇情預告引巨大謎題
誰是鼎華“內鬼”牽動

人心
隨著劇情內容的進展，片

方今日還正式發布了“國安戰

士”版單人海報，劇中的國安

偵查員們安靜（楊冪 飾）、

馬尚（張彬彬 飾）、杜猛

（劉芮麟 飾）、宋銘（施京

明 飾）、秦楓（廖京生 飾

）和赫子軒（易大千 飾 ）神

情肅穆莊嚴，目光堅定視線微

揚，這些黨、國家和人民忠誠

衛士們、他們堅毅且威嚴的形

象躍然紙上。

壹同發布的還有壹支周劇

情預告，劇情預告以極具節奏

感和懸念的剪輯方式將誰是鼎

華“內鬼”這壹謎題拋出——

鼎華作為擁有重要科研成果DS

材料人工合成技術的公司，其

內部的人物關系錯綜復雜，每

個人看起來似乎都有嫌疑，但

也似乎沒有嫌疑，國安偵查員

們將如何在海量信息中抽絲剝

繭，甄別出具有偵查價值的關

鍵線索，安靜和馬尚將攜手展

開怎樣的隱蔽偵查，最終能否

將潛伏在鼎華內部的“沈睡者

”繩之以法，令人期待。同時

，安靜媽媽突遭車禍，這壹切

是否與十年前安靜父親的意外

去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本

周《暴風眼》的劇情內容還將

持續推進，這場捍衛國家安全

和利益的、沒有硝煙的戰爭正

在“無聲”上演。

國安題材當代都市反諜大

劇《暴風眼》每天19:30正在浙

江衛視與東方衛視熱播中，愛

奇藝VIP會員每周日至周五22

點更新2集，周六22點更新1集

，非會員次日22點轉免，敬請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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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洛婷擬直播分娩過程

余香凝余香凝

多生幾個多生幾個
聽長輩話聽長輩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關智
斌（Kenny）的全新專輯《前面是新的
歲月記得走下去》5日面世，有見在這段
時間面對很多不確定困素，Kenny藉着
大碟名稱跟大家互勉，無論面前如何困
難，都要正面積極向前行。

相隔多年，Kenny再次推出專輯，
並花上一年時間籌備，Kenny在新碟中
參與度極高，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想法，
將自己鮮為人知的一面通過音樂演繹出
來。他透露專輯名稱來自碟中最後一首
派台歌曲《隱形人》首句歌詞“前面是
新的歲月記得走下去”：“我對這一句
特別有感覺，這段時間大家對前景感到
迷惘、好多不確定的因素，所以呢句歌
詞是給自己一個鼓勵，亦想勉勵大家的

一句說話。”
Kenny 於碟中釋出多個華麗、誇

張、前衛的獨特造型，原來是他刻意經
營，每個造型代表一首歌，專輯共收錄
五首歌曲。而唱片封套於大霧山一間空
置大屋拍攝，拍攝時間很早，其間引來
不少行山人士及小朋友注目，當中更發
生不少趣事，Kenny說：“有好多行山
人士會經過我們拍攝的屋，因為我的衣
服都比較誇張，我記得有小朋友被我嚇
到哭，特別是‘頭頂有角’一個造型。
因為那個時間，再加上我穿得如此奇
特，可能他們以為進了靈界，哈哈。以
及好記得入黑之後，整間屋的感覺與白
天完全兩回事，所以大家都馬上加快速
度拍攝，拍完大家都趕快收工回家。”

關智斌藉新專輯鼓勵大家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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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Jennifer與鮑姐為微電影宣傳。微電影率先
分別於美國《Top Shorts Film Festival 2021》

榮獲“最佳女配角－鮑起靜”、“最佳原創故
事”、“最佳新晉導演（榮譽獎）－林子謙”，以
及 在 美 國 洛 杉 磯 《Independent Shorts Awards
(ISA)》中榮獲“每月最佳短片─亞軍”、“最佳演
繹組合—余香凝、鮑起靜”及“最佳新晉導演—林
子謙”。Jeniffer說：“都算是電影班底，影片還參
加了‘創+作’比賽，無論贏不贏都好，光是班底都
已經贏了。”

鮑姐有意入老人院度餘生
Jennifer表示非常多謝鮑姐答應演出，鮑姐直言

是被劇本感動，看劇本時就想，如果可預先安排有人
這樣陪自己度過人生最後一段日子已很滿意，她說：
“女兒現在在英國居住，經常不在身邊，所以都有些
感同身受，（擔心以後只剩自己？）自己是會有點擔
心，我不是擔心我自己，是擔心我老公，如果我先走
剩下他，我會覺得好淒涼，所以我已預先與女兒講，
如果我先走，一定要照顧好爸爸。反而剩下我，我去
老人院一定沒問題，我不想成為下一代的負擔，識得
有個Auntie在老人院住都好開心，我都有同余安安講

將來相約住同一間老人院。”
去年11月拍攝微電影期間，Jennifer已懷有身

孕，她指幸好狀態好，未有出現太大妊娠反應，整個
團隊也很照顧她，不用就位時便叫她入去休息。Jen-
nifer續言想工作至生娃前，但會視乎疫情而定。問到
老公是否批准？她笑說：“他什麼都會支持。”

戲裏戲外同樣是做人孫女的Jennifer，表示婆婆
早前不舒服入院令她非常擔心，因對方年紀大又是獨
居老人，而她因為“身懷六甲”加上疫情，家人都不
准她去接婆婆出院，她說：“這個疫情下，明明好想
去關心對方，但又會因為你愛惜那個人，叫他不要
來，不過婆婆知我有寶寶非常開心。”

她又表示等就位前會與鮑姐大談媽媽經及家庭：
“我同鮑姐都是巨蟹座，而巨蟹座是好媽媽，我會視
鮑姐為目標，鮑姐鼓勵我起碼生兩個，等小朋友可互
相陪伴對方成長比較好，又可養成不自私的性格，那
我聽鮑姐話，多生幾個。”當問到她懷孕多少個月、
預產期及會順產還是剖腹生產等問題，她都一概不作
透露。
●場地：Mini hotel Causeway Bay
●服裝：MAX&Co.（余香凝）
●化妝：Melody Chiu (余香凝）
●髮型：Hugo @ ii alchemy(余香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鮑起靜（鮑姐）和余香凝（Jennifer）

早前合作拍攝微電影《日子總有我伴你走》(暫名)，影片由陳小娟監製、

林子謙執導及編劇。故事講述Jennifer因大學畢業展演而未能出席婆婆的

喪禮，令她留下遺憾，於是去做社工，收到患有失智症的鮑姐求助，希

望做其孫女，她遂幫對方完成心願，陪她度過人生最後一段日子。懷有

身孕的Jennifer戲外也相當尊敬鮑姐，也會聽對方鼓勵多生幾個，讓小朋

友將來可互相陪伴對方成長。

以“婆婆”鮑起靜為目標

●余香凝
想工作至生
娃前。

●●戲中余香凝陪戲中余香凝陪““婆婆婆婆””鮑起鮑起
靜度過人生最後一段日子靜度過人生最後一段日子。。

●●陳家樂對於新片能夠陳家樂對於新片能夠
衝出香港深感榮幸衝出香港深感榮幸。。

●●關智斌關智斌

●余香凝對
鮑 起 靜 相 當 尊
敬，並視對方為目
標，會像對方做
個好媽媽。

香港文匯報訊英皇電影與天下一電影破天荒攜手合作製作及
發行十部港產電影，頭炮由陳茂賢執導，陳家樂、衛詩雅（Mi-
chelle）、談善言、朱栢康、岑珈其、楊偲泳合演的愛情喜劇《不
日成婚》，將於4月1日復活節及清明節黃金檔期隆重開畫，上映
前傳來雙重喜訊，電影榮獲2021年“金馬奇幻影展”垂青，被列
入“喜劇萬花筒”單元項目，成為本屆唯一一齣入圍的香港電
影，繼而再被選為本屆“芝加哥亞洲躍動影展”的閉幕電影，備
受國際影展重視及肯定，家樂、Michelle、阿談等均覺得猶如注
入一支強心針。

對《不日成婚》榮獲兩大國際影展的肯定及好評，陳茂賢導
演大感鼓舞：“好開心！港式地道愛情小品要衝出香港真的不容
易！好感恩！作為疫情期間第一部開拍的港產片，真的別具意
義。要好衷心多謝每一個同我出生入死的工作人員與演員，全靠
他們的努力才會有《不日成婚》。”他特別感謝楊老闆與古老闆
在這個艱難時期仍然願意開戲！

陳家樂盼與外國觀眾交流
陳家樂認同導演所說，《不日成婚》是一齣小品電影，能夠

衝出香港，在不同地方引起大家注意，是一件很榮幸的事；他也
期待其他地方的觀眾觀賞後，可以踴躍交流對婚姻的看法：“婚
姻不止是香港的事，全世界每個地方都有不同文化，究竟他們看
到香港的婚姻文化，會是怎麼樣的感受？有沒有共鳴？他們又是
怎樣處理婚姻的問題？這都是我所渴望知道的！”既然電影探討
香港愛情及婚姻文化，家樂自然更希望能得到香港人的認同。

收到《不日成婚》連續入圍兩大國際影展那一刻，Michelle
的第一個感覺是：“終於對得住導演及整個團隊，因為大家實在
拍得好辛苦，特別期望外國觀眾有共鳴，畢竟彼此成長背景、生
活環境、語言都有不同，希望電影的笑點，他們都能夠領會得
到。”“芝加哥亞洲躍動影展”評審對電影大表讚賞，明顯已衝
破文化及語言界限，Michelle微笑道謝：“每一個好評，都是下
一個觀眾入場的理由，一定會為電影注入更大的強心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樂隊
Dear Jane主音黃天翱（Tim）早前與電影
海報大師阮大勇的兒子阮繼增合作，為
“李小龍主題電車”畫作拍攝照片，攝影
展並於4日假觀塘舉行開幕禮。Tim懷孕5
個半月的太太楊洛婷，以及張紋嘉亦有現
身撐場。

Tim表示很開心阮繼增找他操刀，覺
得很具挑戰，他笑說：“捕捉電車原來好
困難，我拍了7、8日，有時捕捉一個位往
往要等一小時，那幾天變了電車男。”今
次Tim亦會以獨特攝影手法，從另一角度
重新演繹阮繼增的李小龍主題電車。

早前宣布懷有第二胎後首次出席公同
場合的楊洛婷，受訪時透露預產期是7月，
目前重了13磅，雖不是重了很多，但肚和
臀部都很圓潤，日前去針灸，醫生更指她
雙腿水腫得好似抱枕。問到Tim覺得老婆
圓潤了是否更好抱？他笑說：“比以前更
難抱，但她會瘦回來。”

楊洛婷指懷孕頭三個月妊娠反
應得很厲害，現在已沒事，更好有
力量，睡得很少。問到寶寶性別？
她表示每次去照超聲波，照到重
要位置，她就會和老公互望，跟
醫生說不想知道，可能會留待舉
行Baby Shower才揭曉，或者在
產房做直播揭曉， 她笑說：
“等分娩時直播至揭盅都挺刺
激，現在構思要如何拍分娩過
程，上次Tim拍到我三下巴，我
好生氣，片段用不到，今次想好要
從高拍下來。”問到Tim可會怕
血？他說：“我不怕。”

楊洛婷又指3歲大女Tanya都很期
待寶寶出世，她笑說：“女兒問我肚裏
面是不是異形，我就答是寶寶恐龍，佢
就問寶寶幾時出世，出來會不會吃掉
她，有時又會趁我沖涼偷拍我肚子。”她
又透露稍後會拍大肚照。

●●懷孕懷孕55個半月的楊洛婷前來支個半月的楊洛婷前來支
持老公持老公Tim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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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许多外籍人士拿到绿卡成为美国永

久居民后，因为家庭工作关系想长住中

国，但长时间在境外停留会影响再次入

美，严重情况会导致绿卡被吊销或者出

现永久绿卡被改成临时绿卡的情况！让

之前申请绿卡所花费的时间、金钱统统

付诸东流。并且，境外居住对将来的归

化入籍也会有不良影响，甚至根本无法

满足入籍的条件，只好长年奔波于中美

两地，让绿卡成为鸡肋——放弃可惜，

保有太难。

如果您处于以下情形，欢迎联系我们做

入境护航：

1. 绿卡离境超过1年

2. I-829延期信过期

3. 绿卡效期过期时在境外

美国移民法规定，绿卡持有人在离

开美国1年之内可以持绿卡再进入美国

；如果绿卡持有者需要在美国境外旅居

1年以上2年以内，他们需要申请白皮

书(Reentry Permit)以便今后回到美国。

虽然绿卡持有人在离开美国1年之内可

以持绿卡进入美国，但不少绿卡持有人

有这样一个错误观念：只要每年回美国

呆上几星期就能保持其绿卡。这一错误

观念正是来自于以上的规定。每年回美

国呆上几个星期并不能证明绿卡持有人

，有在美国永久居住的意图和保持永久

居民身份的愿望。尽管一些绿卡持有人

每年回到美国呆上几个星期，但因为他

们和美国没有足够的联系以证明美国是

其永久居住地而被移民局取消绿卡。

很显然，绿卡持有人是否有在美国永久

居住的意图和保持永久居民身份的愿望

并不取决于绿卡持有人是否每年在美国

境内居住过。而是有相当一部分其它因

素决定该绿卡持有人的意愿。这些因素

包括：

1. 在美国境外停留时间的长短(时

间越长越需要注意)；

2. 离开美国的目的(学习，旅游，

探亲等目的相对于出国工作危险性略

小)；

3. 是否像美国居民一样向美国税务

局填交税表；

4. 是否和美国保持固定的联系，如

在美国拥有房产，银行账户，信用卡和

驾驶执照等；

5. 此人是否有近亲属在美国；

6. 此人的工作情况和地点，例如其

雇主是美国雇主还是外国雇主，在美国

境外的工作是暂时的，永久的，还是有

固定期限的。

喜瑞都移民根据这些因素建议计划

旅居美国以外的国家，并持有绿卡的外

籍人士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回美证(Reentry Permit)

永久居民要在中国停留较长时间工

作、学习等，回美证是必要的。回美证

，也称白皮书，是签发给预计在美国境

外停留六个月以上的永久居民的一种旅

行文件，即返美时的一种准入性文件。

但是，回美证并不能保证顺利返回

美国，持有者抵美时依然要通过检查。

即使每年都回美，但每次在美国停留很

短的时间，在境外停留的时间较长，这

种情形频繁发生的话，绿卡也会被没收

(移民官会针对过去护照记录，与美国

的工作、家庭、经济和社会关系、纳税

、婚姻等记录加以判断)。请参考文章

《每六个月回美国，并非保有绿卡的"

金钟罩"》

此外，根据回美证申请的新规定，

申请人须在美国境内完成指纹录制后方

可离境(美国境外领事馆不接受回美证

的指纹录制)，否则申请将被拒绝。但

是，从提交申请到按指纹往往需要一段

时间，某些时候申请人无法在美停留等

待，怎么办呢？您可以和喜瑞都移民联

系，我们可以提供加速服务，您在指定

日期按完指纹后就可以出境，不耽误您

在海外的工作、学习、家庭计划。

申报联邦和州所得税

身为美国永久居民，一定要向国税

局申请所得税，如果有必要的话也需要

向所在的州、市或当地纳税部门提出申

报，为了保持“移民意图”，纳税也是

很重要的一条。如果永久居民在境外居

住的任何期间未向美国申报所得税，或

者在税金申报上说自己是“非移民者”

的话，美国政府可能会认为该永久居民

已经放弃永久居民身份。

返美入境口岸

入境时，携带必要的证明文件以证

明有不放弃美国住所的强烈愿望，也是

有益的。一般，永久居民可考虑：

1. 保留一个美国的地址：如果有不

动产，不要轻易出售，可以出租。

2. 海外工作的雇主信函：如果被美

国雇主派往境外工作，要从雇主那里得

到工作条件和时间长短的证明信。如果

工作时间不能确定，就要尽力保持其它

和美国的联系。如果绿卡持有人是被外

国雇主雇用而在美国境外为某个特定项

目工作，或是短期工作，他们要获得雇

用合同和表明工作条件和时间长短的证

明。如果工作时间不能确定，就要小心

保持尽可能多的其它和美国的联系。，

3. 美国的银行账户，信用卡账户，

更新美国的驾驶执照。保持在美国的信

用卡，保持驾驶执照并及时更换新的驾

驶执照。保持在美国的银行账户。一些

雇员被派往境外工作，但仍能领取美元

工资，他们应要求雇主将美元直接存入

他们的美元账户。

兵役登记

虽然您身在境外，且是男性，年龄

在18到26岁之间，那么您必须留意在

年满18岁时到美国“兵役登记局”切不

要忽略，这表示您愿意在美国军队中服

役。如果没有注册登记，那么在将来的

归化入籍中可能会遇到麻烦。

如今，美国各大入境口岸检查越来

越严，根据最新规定，永久居民入境时

也会需要录制十指指纹，所以，对于境

外停留时间较长的永久居民来说，还是

应该小心准备，以免被刁难或发生问题

。

美国永久居民长期居住美境外，如何保有绿卡？

新冠肺炎疫情使新西兰的净移民数逐步减少

，但有一个很强的信号是，政府虽然会继续使用

移民来填补劳动力缺口，但业界最好开始习惯使

用已经有的劳动力。

2020年初，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入境，但最

近入境的人数已经大大降低。

新西兰高级经济学家Brad Olsen形容这种情

况为“绝对的灾难式下滑”。他指出，“应该制

定一个策略来看我们到底需要吸引什么样的技术

工作者，来讨论新西兰移民和人口的整体分布应

该是怎么样。”

新西兰移民部长Kris Faafoi提醒那些依赖移民劳

动力的人，“未来要换个思路”。他说，政府“已经

决定优先将资源投入到提升新西兰人的技能上。”

国家党党魁Judith Collins也不相信“在边境

重开之后，移民数量会大幅增长”。她指出：

“政府在重新引入以前等同的(移民)数字之前，最

好想清楚，有些行业和业界对移民劳动力越来越

依赖这个现实。这也就意味着，大家需要明白一

点——要是没有足够的人手干活，要么自动化，

要么就只能缩小规模。这是未来会发生的。”

绿党的移民事务发言人则希望系统能更公平一

些，“申请人的签证审理时间能够更合理一些。”

他认为，现行的系统是在通过积压审批来限制人数

，而且不应该从收入和技术等级来歧视部分人。

移民部长Faafoi此前已经表态要对技术移民做

评估，其中包括政府部门“与确定特殊技能短缺的

雇主合作，并将特殊技能短缺引入系统。”他说，

这个改革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引入，而那些“在分数

上偏低的申请人”也将会成为评估的对象。

边境重开后
新西兰移民政策或有调整？

美国国会众议员孟昭文等人24日提出“新美

国人新政法案”，这是继2019年之后再次提出该

法案，提供公民入籍援助及相关资源的同时，帮

助移民和难民群体克服文化和语言障碍、融入美

国社会并帮助其就业。

提出“新美国人新政法案”的还包括国会参

议员马基和广野、国会众议员加西亚和亚帕尔。

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每财政年度至少接纳12.5

万名难民；在白宫行政办公室设立全国新美国人

办公室，以加大对移民和难民的融入美国社会的

帮助力度，并整合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资源，

支持移民和难民在社会、经济和公民方面的融合

；制定一项关于新美国人的联邦倡议项目，让联

邦政府更好地应对新移民和难民及其所在社区相

关问题。

建立法律服务和移民援助资金项目，向对需

要移民筛查的人士提供直接援助的机构提供资金

，比如普及移民权利、协助申请公民身份或合法

永久居民身份或其他合法身份、寻求驱逐令的帮

助的项目或机构；为教授英语或帮助移民或难民

获得美国高中同等学历证书、为入籍做准备的人

士设立英语语言帮助项目。

设立劳动力发展资金项目，以确保成年移民和

难民能够公平地获得劳动力培训资源，帮助他们掌

握就业所需的职业技能；将新入籍的公民自动登记

为选民；通过降低公民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申请

移民签证的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以帮助更多的

家庭团聚；修改《移民和国籍法》，不再驱逐享受

“公共负担”政策所列的福利的个人。

孟昭文表示，“新美国人新政法案”将确保

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对移民更为友好的移民体系。

在许多条款中，这个法案将帮助移民和难民克服

共同的挑战，例如突破语言障碍、促进就业、帮

助他们打破入籍障碍。移民是美国的组成部分，

帮助他们及其所在社区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繁荣，

也将有助美国的发展。

美国华裔众议员孟昭文等提出
“新美国人新政法案”

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当地时间18日推出拜登

政府全面移民法案，其中包括给在美无合法身份

移民公民身份等内容。

该法案由民主党参议员鲍勃· 梅嫩德斯和众议

员琳达· 桑切斯联合提出，同时得到美国总统拜登

的支持。

该法案包括给予在美无合法身份移民可申请

公民身份的渠道，这些移民提交申请后在8年后

将可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年幼时随父母来美的

“追梦人(Dreamers)”、农民、其他受保护身份移

民将可通过“快速通道”获得公民身份；在移民

相关法律规定中，将以“非公民”一词取代“外

国人”；增加种族多元化移民签证项目名额等。

梅嫩德斯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现在

有1100万无合法身份移民，“他们是很好、很努

力工作的人”，应该获得合法身份。梅嫩德斯还

说，此前移民改革总未能实现是因为“妥协太多

”，实际上这些移民为美国社会作出很大贡献。

拜登在16日的电视问答中表示，他认为应该

给在美无身份移民获得公民身份的“合理渠道”。

尽管民主党人目前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但该

移民法案想要获得通过还将面临较大困难。按照

规定，该法案在参议院的表决中，需要60票方能

通过，因此民主党人需要至少10张来自共和党人

的票数。

目前，多位共和党议员已经对该法案表示反

对。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认为，该法案整体通

过的可能性不大，但在具体内容上两党仍有谈判

空间。

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在当天的记者

会上也表示，“将该法案内容分开来通过也将是

很好的办法”。

美民主党人推出全面移民法案
或给无合法身份移民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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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於本周五(3 月 5日)上映的電影

《東經北緯》，今日在信義威秀舉辦電影

首映會，由台灣首屈一指的水底攝影大師

袁緒虎繼電影《海人魚》之後，第二部以

大海為主題、自編自導的作品；除了導演

袁緒虎、飾演兄弟的柯鑑育與鄭凱兩位男

主角外，在片中有精彩演出的鍾瑶與程雅

晨都盛裝出席；而為電影獻唱主題曲：

「如果海能夠」的「動力火車」則親自現

身力挺為電影造勢。導演袁緒虎說：

「『如果海能夠』這首歌唱出了電影的精

神，傳達出大海的寧靜與力量，讓人彷彿

置身在深海裡。」而「動力火車」則說：

「我們被導演的創作理念感動，希望藉由

這首歌曲，讓每位觀眾都能找到埋藏在心

中最珍貴的寶藏。」

電影《東經北緯》除了上述主演外，

也是已故「三金影帝」吳朋奉生前最後一

部作品，他在片中飾演東經與北緯兩人的

父親，耗盡心血尋找在自己心中一生的夢

想，也因對大海的熱愛，也將東經與北緯

兩兄弟訓練成默契十足的潛水夥伴，被問

到與吳朋奉的互動時，柯鑑育與鄭凱均表

示：「朋奉哥不用教戲的方式帶領我們，

他總是像朋友一般，先問我們這場戲的對

話中你的潛台詞是什麼？心裡面真正想的

是什麼？人的對話中常常有空白，掌握空

白的節奏就能夠掌握到正確的情緒。」簡

單幾句話就讓兩人獲益良多。而導演袁緒

虎則表示：「一直以來，我希望以潛移默

化的方式為觀眾呈現對大海應該有的重視

，因此才有《東經北緯》這部電影的誕生

。」而第一次演電影就挑大樑的柯鑑育與

鄭凱，拍戲時兩人都表示不會感到特別緊

張，因為兩人都喜歡玩水，反倒是首映會

的前一天，柯鑑育哭了，他說：「真的好

想讓父親柯俊雄與片中的父親吳朋奉可以

看到這部電影。」而在鍾瑶與現場媒體的

鼓譟下，希望兩位男主角能夠脫下上衣，

結果卻只有鄭凱露出鍛鍊多時的腹肌，完

美的線條引發現場觀眾與媒體一陣驚呼。

柯鑑育與鄭凱這對在電影中的雙胞胎

兄弟，不只水性好、默契佳，即使電影拍

攝結束後還會相約一起潛水、打籃球，從

拍片前的定裝、集訓開始，兩人幾乎形影

不離，經過幾個月的特訓之後，兩人甚至

考了潛水執照，算是拍攝《東經北緯》這

部電影的額外收穫！

柯鑑育說：「這是我第一次拍電影，

從事演藝工作算是我對父親(柯俊雄)的一

種緬懷方式，儘管一切都來不及。」鄭凱

則提到：「我喜歡演戲帶給我的挑戰，不

管再困難的角色，只要給我機會，我都願

意盡全力試試看。」鄭凱甚至表示：「BL

戲，只要是你(柯鑑育)，我可以!」

最後，首映會也邀請了為電影獻唱主

題曲「如果海能夠」的動力火車，兩位主

唱一現身，現場引爆如雷掌聲，導演表示

：「這對雙胞胎般的兄弟組合，在形象上

恰好與《東經北緯》的兄弟檔故事完美契

合，這首歌與他們過去的作品屬於完全不

同的曲風，「動力火車」表示：「這是我

們唱過的歌裡最難的一首，假音特別多，

我們唱了很多遍，不斷磨合如何才能唱得

更柔一些，這次音樂沒有很激昂，但聽起

來有種寧靜的感覺，我們給自己打…99分

！」而導演第一次聽完主題曲後表示：我

只能用『太感動了！』、『雞皮疙瘩掉滿

地』來形容，每句歌詞與旋律都能與《東

經北緯》電影畫面結合，影像立刻在腦海

中浮現了，可能是因為「動力火車」的志

琳也有潛水，因此我們對大海的感覺能夠

如此相近。」

首映會最後的儀式由「動力火車」為

電影帶來祝福，兩人為電影獻上一只藏寶

箱，並從寶箱內取出：「美夢成真」四個

字，預祝電影賣座成功，更希望讓觀眾可

以透過在戲院支持《東經北緯》這部電影

並聆聽電影主題曲的同時，找到心目中寶

藏的座標，進而實現夢想，讓美夢成真。

《東經北緯》故事敘述三百多年前

，傳說中的海盜船長顏思齊在蔚藍的大

海中埋藏了大量的寶藏，身為其後代的

顏賢軍(吳朋奉 飾)深信著這個傳說，並

且用一生的時間希望能夠證明這段歷史

，他不只身體力行，更將自己的雙胞胎

兒子顏東經(柯鑑育 飾)與顏北緯(鄭凱

飾)自幼就訓練成默契絕佳的潛水夥伴，

一同開啟「尋寶」的人生，原本感情極

好的父子三人，卻隨著成長而逐漸發生

變化，對於「寶藏」的定義產生嚴重分

歧，東經更在一次意外之後憤而離家，

父親口中所謂的「寶藏」究竟是什麼？

曾經連結這對兄弟感情的大海是否又能

讓東經北緯再次的交集。

《《東經北緯東經北緯》》電影首映會電影首映會
導演袁緒虎、柯鑑育、鄭凱、鍾瑶、程雅晨攜手出席

導演楊力州監製的「怪咖系列」紀錄

片，由向上科技教育基金會支持拍攝、車

庫娛樂發行，攜手新世代導演，透過影像

探討動保、同婚、移工、教育等不同議題

，其中朱詩鈺執導的《動保蝙蝠俠》（英

文片名：Taiwan Batman）的主角是塊頭高

大、渾身刺青的「動保界館長」李火山

（本名李榮峰）。脾氣火爆的李火山，會

對虐待動物的人處以私刑，讓他們了解自

己做的事情是錯的，在預告片中，也可以

看到他大聲嗆聲：「你虐待動物，我就虐

待你！」

李火山是動物救援團體「台灣NOE行

動組織」的創辦人，從事動保工作已經超

過二十年，面惡心善的他，會親自拜訪虐

狗人士、直搗非法繁殖場，救出那些正在

受苦的毛小孩，「以暴制暴」是他的行事

準則：「他拿愛的小手打狗，我也拿愛的

小手打他；他踹狗，我踹他；他把狗溺死

，我就把他頭壓到馬桶裡面。」透過《動

保蝙蝠俠》的鏡頭，觀眾可以親臨李火山

的救援現場，體驗他的硬漢魅力。然而，

李火山粗曠的外型，也經常造成民眾誤會

，有一次他在彰化救一隻被捕獸夾困住的

狗，一個路過的阿姨以為他在虐狗，於是

停下來指責他，李火山解釋自己是在救狗

，沒想到阿姨說：「你長成這樣，沒吃狗

就阿彌陀佛了，怎麼可能還救狗？」

「（李火山）他就是一個台灣的超級

英雄！」除了動保之外，「正義」也是朱

詩鈺想透過《動保蝙蝠俠》探討的主題，

他想看看，像李火山這樣充滿理想性又有

行動力的人，在台灣追求正義，會帶來什

麼樣的結果？最後，他理解到正義沒有那

麼容易，大家都想要一個正義的社會，但

是這沒辦法靠著一個李火山，或者一個政

治明星就達成，因為這是結構性的問題，

「他可能對那些虐待動物的人也很生氣，

可是他還是要買一罐酒跟他交陪。」近年

，李火山漸漸改變作法，他主動向過去毆

打過的虐狗者道歉，表示要跟他交朋友，

還要替他解決問題，「真的是談心，聊到

最後他就哭了，打他那麼多次也都沒哭啊

，都假哭，這次用講的講到哭欸。」另外

，他也進入校園從事生命教育，堅持每年

舉行兩百場講座，從小培養孩子們的動保

意識。

相較於一般紀錄片，《動保蝙蝠俠》

的特色是節奏很快，而且穿插許多華麗的

動畫，朱詩鈺坦言，這是為了吸引年輕觀

眾：「我們希望改變一些做法，不要讓人

覺得動保是很沉重的議題，想要看一些爽

片的人，也可以來看我們的紀錄片。」

車庫娛樂近年推出短片發行的品牌

「FlicksHouse」，「怪咖系列」監製楊力

州認為，這是一個很大膽的作法，他表示

「雖然長短片的差異只在於時間長短，而

不是在於內容或品質，但我們還是沒有勇

氣挑戰大部份觀眾的閱聽習慣。」現在車

庫娛樂試著推動短片院線上映，「對我而

言，車庫娛樂也是『怪咖』，他們願意去

挑戰既定的約定俗成，試著去探索各種不

一樣的可能性。」《動保蝙蝠俠》3月19

日大銀幕上映。

《動保蝙蝠俠》 「動保界館長」 李火山
用拳頭捍衛毛小孩 「你虐待動物，我就虐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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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春节，两次过年

正值新春佳节，跟别处不同的是，在莆田，

春节要连着过两次：一次是跟全国人民一样，标

准的农历春节；而另一次，则是大年初四或初五

再“补过”一次。莆田人分别把这两次“过年”

，叫做“大岁”和“小岁”，而不叫“大年”和

“小年”。

这一习俗，跟莆田从明代开始屡遭海上来袭

的倭寇有关。那时候，东南沿海一直被倭寇侵扰

。摸清了门路的倭寇，知道春节时家家户户“最

多料”，有吃有喝有年货，打劫必然有收获，过

年来抢准没错。这下搞得莆田人过年都不安生，

只能躲到山里避寇，之后再回家把年“补过”一

遍。久而久之，莆田形成了两个年的习俗。“大

岁”跟农历新年一样，“小岁”从年初三到年初

五，每家各异。当年倭寇还约定，凡掠夺过的人

家，会点上一盏灯作为记号；莆田平海一带，为

避倭寇，大家都会在年三十晚上彻夜点灯，形成

习俗。此外，莆田人大年初二都不会去访友。

莆田年俗还有一点很新鲜，那就是元宵节跨

度堪称“全国最长”。不同村镇的元宵节可从正

月初六过到正月廿九，掐指一算，足足20多天！

当然，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最为热闹，廿

九是元宵最后一晚，又称“尾晚”。

莆田超长时段的元宵节，仪式特别隆重。以

枫亭游灯为代表的花灯类项目跟全国差不多，但

很多乡镇民俗，令人叹为观止：比如“砂花迎神

”，用竹片把高温铁水打到果树上，好一片“火

树银花不夜天”；又比如涵江多地村镇里的赤脚

踩炭火，还有“菩萨冲花”，赤着上身穿梭在烟

火之中，任凭火花在身边飞溅——红红火火之中

，还有能让人咂舌的技艺。

“妈祖”故乡，海岸风情

倭寇海上来犯，给莆田带来了不一样的年俗

。实际上，莆田的来历，就与“海”相关。相传

莆田以前是汪洋大海，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火星

散落下来，落在驮着陆地的“地牛”背上，引起

地质变动，浮出陆地。人们称之为“浮田”，之

后或许是发音问题，被朝廷写成了“蒲田”；又

为避讳爆发洪水，去掉三点水，称为“莆田

”——传说归传说，比较符合莆田地貌特点的说

法是，莆田处于海岸线边沿，沼泽多，蒲草多，

人们为打造良好生存环境，除蒲草、排海水、造

良田，因而得名。

莆田海域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有三大特点

：一是长，莆田境内海岸线总长443公里，其中

大陆岸线336公里，海岛岸线107公里，占福建省

海岸线总长约十分之一；二是海岸线曲折、海湾

众多，兴化湾、平海湾、湄洲湾是莆田天然的三

大海湾；三是岛屿多，三大湾区域内，湄洲岛、

南日岛等大小岛林立。

如此丰富的沿海条件，让莆田的大海充满风

情，甚至带有神话色彩。众所周知，“妈祖”是

东南沿海一带人们顶礼膜拜的“海神”。妈祖林

默就出生在莆田湄洲岛上，生于宋建隆元年（公

元960年）三月廿三、卒于宋雍熙四年（公元987

年）九月初九，终生未嫁。其一生行善积德、救

苦救难，世间渐渐形成了“妈祖文化”。世界上

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亿人敬奉妈祖，以妈祖为

主题的各种妈祖庙、天后宫等可谓遍地开花。湄

洲岛上的妈祖庙每年吸引着上百万人前来朝拜。

妈祖普渡众生，人们在与湄洲岛一水之隔的

莆田平海镇，建起了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整

的宋代宫殿式原构妈祖行宫，也是第一座妈祖分

灵宫庙。平海天后宫供奉5尊妈祖，传说妈祖当

年化身五位少女，保护前来整顿海防的朱元璋安

然渡海。

平海史称“南啸”，一直是海防前线重镇。

朱元璋看到此处风平浪静，遂命其名为“平海”

，为防倭寇，置平海卫，修筑卫城，称“平海城

”。清朝收复台湾的大将军施琅，清康熙二十二

年（公元1683年）驻扎平海卫，遭遇淡水供应不

足的窘境，没想到在天后宫附近挖掘出一口枯井

，获得了宝贵水源，大喜之下的施琅写下了“师

泉”二字。如今这口师泉井，依然在诉说着历史

传奇。

每年正月初九，平海城隍庙里还会举办城隍

爷巡游，为的是纪念巩固东南海防的明代军事家

周德兴。

在莆田的海湾，人们能感受到历史的凝重，

也能轻松享受美好的自然风光。湄洲岛上的黄金

海滩，被誉为“天下第一滩”；平海湾海岸线长

达21公里，被誉为“莆田的天涯海角”；后海渔

村有着“小马尔代夫”的美誉；户角海滩有一座

形似帕特农神庙的石桥，与周边千奇百怪的礁石

一起，构筑出独特的海岩风情。

每到夏天，莆田的海岸线跟东南沿海一样，

会出现迷人的“蓝眼泪”现象，那是一种会发光

的海湾浮游生物“海萤”，受刺激时发出蓝光，

“点亮”了海水——莆田的海湾，始终洋溢着历

史与自然交相辉映的气息。

木雕之城，精微透雕

东南面美丽海滨风光相对应的，是莆田西北

面的群山。莆田还有一个别称“莆阳”，古人以

“山南水北为阳”来定位，莆田北面是群山，因

而得名。

从地势上看，莆田西北部有山地，中部有丘

陵地区，正好处于北回归线不远，亚热带气候温

润，很适合种植山地类作物，尤其是水果。龙眼

、荔枝、枇杷、文旦柚是莆田“四大名果”，听

着就能让人垂涎欲滴。

郭沫若曾经说过，“荔城无处不荔枝”，

“荔城”也是莆田别称，这足以描述出莆田的荔

枝盛景。只不过，或许文人墨客们描述莆田荔枝

的词句太少，这里的荔枝名气有点比不上妃子笑

。热播剧《山海情》里，马得宝来莆田找白麦苗

，这个西北人刚到莆田就拿着大把大把的龙眼使

劲吃——不过在莆田，龙眼的价值不止是吃，而

是有更大作用。

莆田人发现，龙眼木作为一种硬木，很适合

做雕塑，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潜质。因为木雕需

要质地结实、纹理细腻的木材，有的龙眼木根部

形成天然的虬枝，造型独特，所以，从唐代开始

，莆田龙眼木雕开始兴起，明清时更为盛行，成

为与乐清黄杨木雕、潮州金漆木雕、浙江东阳木

雕齐名的“中国四大木雕”。2008年，莆田被授

予“中国木雕之城”的称号。

说起来，莆田木雕跟莆田的“山”与“海”

有着不解之缘。“山”为木雕提供了龙眼木等良

材。而木雕最主要用途之一，就是佛雕。当地妈

祖文化盛行，令神像雕刻艺术蓬勃发展，推动了

木雕技艺的兴盛。至今为止，不仅仅是莆田本地

，其它地区乃至国外，依然存留有妈祖的木雕像

以及相关器具。沿“海”贸易的兴起，提供了来

自海外的菲律宾紫檀、鸡翅木等其他原料。莆田

木雕就在这“山海之间”的碰撞中，逐渐打磨出

了自己的名气。

“精微细雕”，于细微之处见功夫，这是莆

田木雕的最大特点。即便是微小的木料，也能雕

刻出细腻的造型图案来，甚至多层镂空。北京故

宫博物院保存着多件由“莆田工”所雕刻的“贴

金透雕花灯”和“浮雕花窗”。历朝历代，莆田

都涌现出木雕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莆田木雕传

承人、中国雕刻艺术家林建军，历经5年，在单

块木头上创作出《五百罗汉》；福建工艺美术大

师郑春辉历经4年，在巨木雕上雕出两版《清明

上河图》，被评为2019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并且这一雕刻创下了“世界上最长的木雕”吉

尼斯世界纪录。

与木雕相匹配的是，莆田家具工艺水涨船高

。宋朝和明朝，莆田科举兴盛，状元众多。很多

五子登科者变成达官贵人，装点家居，在家具、

陈设方面选择木雕艺术品，某种程度上推升木雕

艺术达到新的高度。北宋时期五度为相的莆田仙

游人蔡京，“丰大豫亨”，让家乡工匠结合京城

里的宫廷器具和书画工艺，造出很别致的木雕家

具。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名画《听琴图》

的琴桌，就是蔡京呈献给宋徽宗的木雕家具精品

。莆田仙游南溪村梧墩的红厝瓦陈氏民居，堪称

全屋木雕技艺的代表。仙游县因而被评为“中国

古典工艺家具之都”。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南宋莆田籍的状元黄公度，在殿试廷对时曾

经说过：“莆中所产，唯子鱼、紫菜、荔枝、蛎

房。”

背山面海，莆田既有山货，还有海味，“海

中马鲛鲳，山里鹧鸪獐”，巧手的厨师们把各路

食材，捣鼓出风味独特的地方美食。《莆田市志

》就记载，兴化比较出名的美食有：炒兴化米粉

、荔枝肉、焖豆腐、跳鱼穿豆腐、干焖羊肉、蛋

白扁食等。

来到莆田，不吃一碗兴化米粉，等于没有来过

莆田。但严格意义来说，兴化米粉并非莆田本地特

产。据说是北宋年间广东人黎畛被贬来兴化当主簿

，为了让老母亲吃到家乡的米粉，黎主簿便全套引

入了米粉的做法；还有一说法是黎畛为了解决修筑

木兰陂民工们的用餐问题，请来广东博罗的厨师制

作米粉，以快餐的方式解决吃饭问题。但不管是什

么方式，兴化米粉变成了莆田的标签。

每到重要节假日，尤其是传统中秋佳节来临

时，莆田人家宴上都会有一盘炒米粉，这是中秋

节“送秋”习俗的必备品，寓意“吃米粉就是人

能吃到胡子、头发跟米粉一样白”，即“高寿”

。所以，兴化米粉很细，炒米粉又叫炒银丝，让

细粉“海纳百川”，吸收花生、韭菜、冬菇、虾

仁等各种辅材佐料的味道入味。当兴化米粉与那

些大海的馈赠一块爆炒，既吸收海鲜的味道，又

释放出淀粉的能量，让人饱腹而满足。豆浆炒米

粉，更是别处难得一见的精品。

除了米粉之外，很多外出的莆田人会说：

“回到莆田，最想的就是那一碗卤面。”卤面是

莆田人的另一种乡愁。热播剧《山海情》里，当

地人热情地招呼海吉女工：“来吃点红团吧。”

莆田红团以糯米粉为主要原料，做好皮和各种馅

，再刻上福、禄、寿、喜、财、丁、贵的字样，

蒸熟即吃。过年时家家必做，寓意喜庆吉祥。

“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餐无鱼”，身处海

边的莆田人更钟情海味。不管是海蛎、蛏子、鲍

鱼，还是鳗鱼、对虾、梭子蟹等，都呈现在莆田

人的日常餐桌上。尤其是南日岛的南日鲍鱼，以

肉质肥厚、口感细腻、营养丰富而著称，煮熟之

后鲍鱼肉不会明显收缩，深得人们青睐，如今已

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莆田人还更喜欢炝

马鲛鱼，类似于“红烧”，吃上一口就能尝到大

海的味道。此外，地处湄洲湾北岸的蒋山村，跃

升为成为闻名遐迩的“紫菜第一村”。

“背山面海”，吃山吃海。丰富的山海资源

，让食品工业成为莆田发展最快的又一大支柱产

业。近年来，莆田提出了建设“海洋牧场”的思

路，将建设东南沿海最大的海洋牧场。

背山面海的莆田，原来有你看不到的奇点
很多人对莆田，并不陌生。热播的《山海情》里就提到了莆田。可能

说起莆田，您的脑海一闪而过的是：铺天盖地的“莆田鞋”，名声在外的

“莆田系”医院……

没错！但您可能不知道，在莆田，一个春节可以连着过两次，一个元

宵节可以过到“全国最长”，一块木头就能雕出花样，一个朝代就能出很

多状元——实际上，莆田最原始、最自然的风貌，还是“山”和“海”。

背山面海有风情，这才是属于莆田自己的《山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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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光文學系列講座極光文學系列講座（（十十 ））北美中文作家協會北美中文作家協會、、
紐約華文女作家協會紐約華文女作家協會、、紐約皇后區圖書館新移民服務部聯合舉辦紐約皇后區圖書館新移民服務部聯合舉辦

陳謙主講陳謙主講：： 「「寫作在硅谷寫作在硅谷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參與極光文學系列講座的北美作參與極光文學系列講座的北美作
家們家們。。主講者陳謙主講者陳謙（（右上右上）。）。

參與極光文學系列講座的北美作家們參與極光文學系列講座的北美作家們。。主講者陳謙主講者陳謙（（右上右上）。）。

陳謙介紹其作品陳謙介紹其作品 「「繁枝繁枝 」」 。。陳謙介紹其作品的緣起陳謙介紹其作品的緣起：：20062006年夏天重慶之行年夏天重慶之行。。

陳謙介紹其作品陳謙介紹其作品：：虎妹孟加拉虎妹孟加拉。。

陳謙小說陳謙小說 「「愛在無愛的硅谷愛在無愛的硅谷」」 改編為話劇改編為話劇 「「愛愛
在硅谷在硅谷」」 ，，圖為創作團隊謝幕的情景圖為創作團隊謝幕的情景。。

陳謙的小說陳謙的小說：： 「「木棉花開木棉花開」」 。。

陳謙的小說陳謙的小說：： 「「哈蜜的廢墟哈蜜的廢墟 」」 。。

陳謙的小說陳謙的小說：： 「「無窮鏡無窮鏡 」」 。。

【休士頓訊】3月初1號（周一）下
午，創辦於台灣的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
經理吳炳輝、分行副理許為森、資深副
理蘇怡璇等一行人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商務組組長徐炳燻陪同下專程前至位
於休士頓中國城的美南銀行總行參訪拜
會。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首席執行
長Mark Simmons、資深董事長李昭寬
及財務長林佩珊、公關莊幃婷等人特別
親迎接待。

在會晤初始，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
穗首先代表銀行向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
經理吳炳輝表達致賀之意，並預祝第一
銀休士頓分行未來業務蒸蒸日上。隨後

，公關莊幃婷代表銀行簡略介紹有關美
南銀行的創辦經營過程和董事會的結構
情況、與目前銀行分行據點分佈和整體
營運情況，2021年直至今日獲利盈餘己
達950萬美元。

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表示，疫情
改變了大家的生活方式，對於美國經濟
形態的影響甚具。美南銀行對於政府推
行的二次疏困方案，均盡其所能為客戶
提供幫助，促使資產總額成長表現優異
。首席執行長Mark Simmons則就雙方
銀行貸款業務與結構情況進行了解。財
務長林佩珊對於國際金融間往來作業方
式也提出相關交流。

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經理吳炳輝在
當日會談中也約略介紹有關第一銀行在
台灣和美國營業結構及未來發展的前景
。吳炳輝表示，臺灣與德州經貿互動密
切，許多台資上市櫃大廠在此均有設有
重要投資，市場發展願景看好。再加上
德州是美國第 2 大經濟體，全美第一大
出口州，近年因農、工、服務業等產業
穩定成長。友善的投資環境等種種因素
吸引眾多科技企業將總部遷移至德州。
而休士頓更是擁有美國石化、能源、醫
療、航太中心等重要產業鏈，也是美國
第二大進出港口，因此相關企業均集結
在這裡，與美國東西兩岸產業截然不同

，深具區域特色。因此，第一銀行在多
層的評估和考核下，決定進駐德州休士
頓增設分行，是台灣首家台資銀行在美
國增設的第11家分行，在德州休士頓的
第1家分行，將為美南地區在地台商與
華僑提供最優質的跨境整合金融服務。

隨後雙方就美南銀行經營方針和第
一銀行結構，台美二國間關於銀行金融
業務的作業方式和營運策略規劃上進行
相互的了解與探討和良性的溝通，以及
未來雙方可能合作的空間，進而以達到
互惠雙贏目的。

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台灣人傳統基金會 三月份活動預告三月份活動預告

台灣的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台灣的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
一行專程參訪拜會美南銀行總行一行專程參訪拜會美南銀行總行

時間: 3月6日（星期六）, 2:00 PM
主講人: Kevin Lyu, M.D. 呂汶錫醫師
標題: 關節炎等筋肉疾病的疼痛與困擾及治療

,預防,與伸展運動
演講連結:

http://www.houston-taiwanese.org/
THSH-webinar

介紹:
呂汶錫醫師是一名美國認證的運動醫學及

家庭醫學科醫生. 他專精於頸椎, 肩膀, 手肘, 手
腕, 臀, 膝, 腳踝等各部肌肉骨骼類疾病. 他專精

於非手術類處理來治癒病患. 呂醫師也專精於非
骨科類運動傷害, 例如腦震盪.

運動醫學介紹:
什麼是運動醫學？

運動醫學科為骨科一環, 專注於預防以及治療
運動及非運動類傷害及疾病. 這包含了跟關節,
肌肉, 骨骼, 以及非肌肉骨骼類問題, 例如腦震盪
, 營養不良, 高山症, 以及其他許多疾病.

什麼是運動醫學科醫生？
運動醫學科是美國的一門次專科訓練. 此科

醫師來自於許多領域, 例如家醫, 內, 急診, 兒, 以

及復健科. 如骨科一樣運動醫學科醫師皆專精於
肌肉骨骼類疾病, 並以非開刀的方式治療.大多
數的運動醫學科醫生往往擔任高中及大學甚至
職業球隊上的隊醫.

誰該看運動醫學科醫生？
無論您是否是運動員, 有運動習慣或是想運

動的人, 運動醫學科醫生是您最佳的選擇. 運動
醫學科醫生也可以處理非運動類疾病, 例如退化
性關節炎. 勞工保險也是許多運動醫學科醫生

台灣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經理吳炳輝台灣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經理吳炳輝、、分行副理許為森分行副理許為森、、資深副資深副
理蘇怡璇等一行人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商務組組長徐炳燻陪同理蘇怡璇等一行人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商務組組長徐炳燻陪同
下專程前至位於休士頓中國城的美南銀行總行參訪拜會下專程前至位於休士頓中國城的美南銀行總行參訪拜會。。美南銀美南銀
行董事長李承穗行董事長李承穗、、首席執行長首席執行長Mark SimmonsMark Simmons、、資深董事長李昭寬資深董事長李昭寬
及財務長林佩珊及財務長林佩珊、、公關莊幃婷等人特別親迎接待公關莊幃婷等人特別親迎接待台灣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經理吳炳輝台灣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經理吳炳輝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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