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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vaccine nationalism deepens, govern-
ments pay to bring production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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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SAU, Germany (Reuters) - In the 
German town of Dessau, one of the 
sites of the Bauhaus art school, an in-
stitute was set up in 1921 to mass-pro-
duce vaccines that later helped 
strengthe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Exactly 100 years later, 
the site is gearing up to be a one-stop 
shop to produce COVID-19 vaccines 
for Germany’s pandemic response.

FILE PHOTO: A worker of German 
vaccine maker IDT Biologika shows 
a sample ampoule during the visit of 
German Health Minister Jens Spahn in 
Dessau Rosslau, Germany, November 
23, 2020, as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
virus disease (COVID-19) continues. 
Hendrik Schmidt/Pool via REUTERS 
-/File Photo
It’s just one example of a rash of ef-
forts by governments across the globe 
to access fragmented vaccine produc-
tion, after manufacturing setbacks 
deprived European Union members of 
drugs made on their own soil this year. 
From Australia to Thailand, states 
planning home-based vaccine plants 
are starting to reshape the industry.

The German venture has the backing 
of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as part of 
a national effort to secure supplies and 
add vaccines to Germany’s exports. 
Saxony-Anhalt premier Reiner Hasel-
off said he believes Germany could 
become a swing producer of vaccines, 
in the same way that power companies 
maintain capacity for times of strong 
demand.

“Ultimately, this is comparable to the 
energy industry, where the state also 
pays to keep power plants in reserve,” 
Haseloff told Reuters.

Unlike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 
government’s Operation Warp Speed 
began funding the expansion and 
retrofit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
ing sites early in the pandemic, few 
countries globally have the option to 
commandeer factories. The German 
plan is one of more than half a dozen 
by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avert shortages by supporting drug 
companies’ local production.

Some - including Australia, Brazil, 
Japan and Thailand - are setting up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s with 
Swedish drugmaker AstraZeneca 
PLC. Elsewhere, Italy has pledged 

state backing for a public-private 
vaccine production centre, while 
Austria, Denmark and Israel plan 
a 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 and will explore whether to 
produce their own next-genera-
tion vaccines.

India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vaccine production global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Aus-
tralia also plan to help finance 
vaccine production capacity 
there, a senior U.S. administra-
tion official told Reuters.

The moves aim to address a glob-
al shortage of doses. With vac-
cines key to restart economies, 
some countries have pre-purchase 
agreements to secure their supply.
2 BILLION DOSES
The vaccine crunch in Europe 
has shown that states that depend 
on deliveries from multinationals 
can be vulnerable. In January, 
AstraZeneca cut supplies to the 
bloc by more than half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quarters, and told 
Brussels it was not able to divert 
Belgian-made drugs that were 
earmarked for the United King-

dom. The cut heightened tensions 
between London and Brussels 
and prompted European leaders 
to set curbs on exports of vac-
cines made in the EU - starting 
this month, when Italy blocked 
exports of AstraZeneca’s shot.

Germany is a net importer of all 
vaccines, with a $720 million 
trade deficit in this area. Berlin 
plans to change that, and Germa-
ny’s former “Bacterial Institute of 
the Anhalt Counties” in Dessau 
will help. Now a family-owned 
firm called IDT Biologika, it and 
AstraZeneca plan to invest more 
than 100 million euros ($120 
million) to expand the plant into a 
factory for complete vaccines.

The company says it aims to 
make between 30 million and 40 
million doses a month from the 
end of 2022, producing the bulk 
vaccine and also dispensing it 
into vials, which Chief Executive 
Juergen Betzing told Reuters 
would make it one of Europe’s 
biggest manufacturers and add 
capacity for at least 360 million 
doses a year from within the EU.

Germany has not yet reserved 
the right to purchase any of these 
vaccines, but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come up with a plan on 
measures to support and incentiv-
ise long-term vaccine production 
capacity by May 1, according 
to a document seen by Reuters. 
A government source said drug 
company representatives have 
told Berlin long-term purchase 
guarantees would be more 
important to their investment 
decisions than aid.

The IDT plant will also be able 
to produce vaccines for other 
companies and, together with a 
cluster of firms in Saxony-Anhalt, 
form the heart of a government 
strategy to make Germany a new 
centre for vaccine production in 
Europe.

Berlin is targeting an annual 
capacity of 2 billion COVID 
vaccine doses from IDT and 
other facilities, a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old Reuters. For 
comparison, AstraZeneca has 
stated its ambitions to produce up 
to 3 billion doses of its vaccin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which would make it the 
largest COVID-19 vaccine 
producer globally.

Berlin’s target could prove 
to be far in excess of the 
EU’s needs for its 450 
million people, but it isn’t 
yet clear how often vacci-
nations will be needed to 
bolster immunity.

The COVID pandemic is 
an unprecedented chal-
lenge to inoculate billions. 
While the drugs are badly 
needed in the near term, 
such piecemeal plans 
reflect the lack of any 
coherent global strategy 
to cover vaccination in a 
pandemic, which the world 
needs, according to Robert 
Van Exan, a consultant and 
former Sanofi executive.
“It takes time to build that 
infrastructure properly, and 
some thought has to go 
into it,” Van Exan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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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participate in an outdoor yoga class in Toronto, Canada, June 2020.  
REUTERS/Carlos Osorio

Students sit behind old ballot boxes repurposed into partitions as they attend class in Pathum 
Thani province, Thailand, July 2020. REUTERS/Athit Perawongmetha  

Teddy bears sit at tables to maintain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at Jaso Bakery restaurant in 
Mexico City, July 2020. REUTERS/Edgard Garrido  

Alexandr Kudlay, 33, and Viktoria 
Pustovitova, 28, have breakfast in their 
apartment in Kharkiv, Ukraine March 5, 
2021. Tired of occasional break-ups, this 
Ukrainian couple found an unusual solu-
tion to stay inseparable. On St. Valentine’s 
Day, they decided to handcuff their hands 
together for three months and began docu-
menting their experience on social media.  
REUTERS/Gleb Garanich

Goldfish bowl-like acrylic screens 
installed as part of new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at Jazz Lounge 
Encounter, a night club for seeking 
encounters, in Tokyo’s Ginza district, 
Japan, August 2020.  REUTERS/
Issei Kato

People sit inside their cars and 
watch an open-air performance 
in Jerusalem August 2020. REU-
TERS/Ilan Ros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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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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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One year after WHO declared the
COVID-19 outbreak a pandemic, Dr.
Anthony Fauci told a reporter that there
could be an unprecedented fight to stop
the virus. He never imagined at the time
that we would lose more than one-half
million lives in our country.

It has now been just over a year now that
we as a media company have witnessed
so many tragedies in our community and
all over the nation. Many people have
not only lost their loved ones, but many
of them have also lost their businesses
and all their life’s work and savings.

Up until today many people still don’t

understand how a strong nation like
America just couldn’t fight this battle
and have so many losses in our country.

A year later most of the nation is open
for business. We all hope the pandemic
is under control. We want to see
students go back to school. People can
go back to work and grandparents can
visit their grand kids again. Finally, life
can get back to normal.

President Biden just spoke to the nation.
He promised that before May 1, all the
people over 18 will be vaccinated.

Thank you Mr. President. We really
appreciate what you have done for us.

0303//1212//20212021

Better Days Are AheadBetter Days Are Ahead



BUSINESS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on Wednesday 
afternoon that he has directed his admin-
istration to purchase an additional 100 
million doses of the Johnson & Johnson 
coronavirus vaccine, according to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Biden’s goal is to secure enough supply 
to vaccinate children and — if necessary 
— administer booster shots to increase 
protection against new variants of the vi-
rus,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The announcement comes a week after the 
president said the U.S. will have enough 
vaccines available for 300 million adults 
by the end of May. Unlike Pfizer and Mod-
erna’s vaccines, the J&J shot only requires 
one dose. The U.S. government had pre-
viously purchased 100 million doses from 
the company.
The doses are expected to be deliver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two officials 
told the Times. Biden made the announce-

ment Wednesday afternoon during his 
meeting in the White House with the 
CEOs of Johnson & Johnson and Mer-
ck.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aid last 
week that the two rival pharmaceuti-
cal companies would be teaming up to 
boost supply of J&J’s one-shot vaccine.
The U.S. has administered more than 93 
million vaccine doses as of Wednesday 
afternoon, according to a Bloomberg 
tracker. More than 18% of Americans 
have received their first dose, with 
states currently administering vaccines 
at a rate of about 2.1 million per day. 
( axios)
Related
Alaska Becomes 1st State To Open                    
Vaccinations To Everyone Over 16
Most states still only offer shots to se-
niors or other limited categories.
Alaska is the first state to allow 
COVID-19 vaccines to any adult who 

wants one.
“Effective immediately, Alaska will be-
come the 1st state in the nation to allow 
anyone over the age of 16 to get the 
COVID-19 vaccine,” Gov. Mike Dun-
leavy said in a post on Twitter Tuesday 
evening. “This marks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our efforts to put the virus 
behind us.”
You must be either living or working in 
Alaska to be eligible.
The vaccine will be available to anyone 
over 16, which is the lowest age autho-
riz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
tion for use of the Pfizer vaccine. The 
Moderna and Johnson & Johnson vac-
cines are available to anyone over 18.
Most states are still requiring specific 
qualifications for the vaccine, such as 
seniors, essential workers or those with 
underlying conditions.
“Nearly one year ago the first positive 
COVID-19 case arrived in Alaska. To-
day, our state – because of the undaunt-
ed efforts of Alaskans – is leading the 
nation in vaccinations efforts,” Dun-
leavy added.

In this Sept. 27, 2019, file photo, Alas-
ka Gov. Mike Dunleavy speaks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Anchorage, Alas-
ka. 
On March 3, Dunleavy had opened up 
vaccines to anyone 55 and older as well 
as essential workers -- such as teachers, 
agriculture workers, first responders 
and the media -- and those with un-
derlying conditions. Alaska has been 
allocated 288,000 doses with 170,993 
people having received at least one shot 
and 119,631 completely vaccinated,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he state has given the most total dos-

es per 100,000 people in the country, ac-
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ith 41,376 doled out, it 
is one of just two states over 40,000 dos-
es given per 100,000 people -- along with 
New Mexico.
Alaska, with just shy of 60,000 confirmed 
cases, ranks 46th-most in the U.S. -- be-
hind only Wyoming, Maine, Hawaii and 
Vermont in fewest case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las-
ka has recorded 291 deaths total, with 38 
since Feb. 1. Only Vermont has recorded 
fewer deaths. The majority of cases and 
deaths have come in Anchorage. ( abc-
news.go.com) 
Related

America Will ‘Hopefully’ 
Reach Herd Immunity By 

End Of Summer, Fauci Says
The U.S. will “hopefully” have enough 
people vaccinated to reach herd immuni-
ty by “the end of summer or early fall,” 
COVID-19 task force member Dr. Antho-
ny Fauci told reporters Wednesday.
Herd immunity refers to the point at which 
a high enough percentage of a population 
are immune to a disease to make it effec-
tively non-transmissible. Fauci took ques-
tions from reporters at Wednesday’s coro-
navirus press briefing, saying COVID-19 
requires between 70-85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to be vaccinated to reach herd 
immunity. 

“We anticipate, and again it’s purely a 
speculation, that the herd immunity level 
will be about 70-85 percent,” Fauci said. 
“That’s the time that we believe, if you 
look at the planned rollout of the vaccines, 
that we would hopefully get to that point 
somewhere by the end of the summer and 
the early fall.” “If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eople do not get vaccinated then that 
would delay where we would get to that 
endpoint,” he added. 
President Joe Biden’s administration 
has prioritized purchasing and distribut-
ing vaccines across the U.S., announc-
ing there would be enough vaccines for 
every American by the end of May.
Biden has also announced the purchase 
of an addition 100 million doses of the 
Johnson & Johnson (J&J) vaccine on 
Wednesday. The J&J vaccine is unique 
from the Pfizer and Moderna vaccines 
in that it only requires a single dose. 
Both Pfizer and Moderna require two 
doses taken several weeks apart. 

WASHINGTON, DC – MARCH 04: 
President Joe Biden speaks during a 
virtual call to congratulate the NASA 
JPL Perseverance team on the suc-
cessful Mars Landing in the Roo-
sevelt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on 
March 4, 2021 in Washington, DC. 
(Photo by Oliver Contreras-Pool/
Getty Images) 
“We’re now on track to have enough 
vaccine supply for every adult in Amer-
ica by the end of May,” Biden said 
in prepared remarks announcing the 
Merck-Johnson & Johnson partnership 
March 10. “With this increased produc-
tion of three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s,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address the 
urgent national need more quickly and 
getting our schools back open safely.” 
(Dailycal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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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VACCINE UPDATE MARCH 2021

President Joe Biden (Photo/Samuel Corum/Getty Images)

C3Saturday, March 13, 2021

Biden Announces Purchase
Of Additional 100 Million

J&J Vaccine Doses

COMMUNITY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on Tuesday that 
pharmaceutical giant Merck will help John-
son & Johnson manufacture its newly autho-
rized coronavirus vaccine to boost supply,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ells Axios.
The development has the potential to vastly 
increase supply, possibly doubling what the 
J&J could make on its own, the official said. 
The company has run into challenges while 
trying to expand its vaccine production to a 
global scale.
Jeff Zients, the White House’s COVID-19 
response coordinator, said at a briefing Mon-
day that 3.9 million doses of the J&J vaccine 
will be distributed to states, tribes, territories, 
pharmacies and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this week, starting as early as Tuesday.

Merck will dedicate two U.S. facilities for 

J&J shots, one to help place vaccine 
in vials and package and the other to 
make the vaccine itself. The Wash-
ington Post first reported the partner-
ship. 
Merck’s experience in vaccine pro-
duction is vast, despite its discon-
tinuation in developing its own 
vaccin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in 
January. It’s the only supplier for 
the vaccine which protects children 
from 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It developed Gardasil, which pro-
tects against the human papillomavi-
rus and also received FDA approval 
for an Ebola vaccine in 2019.
Background: J&J’s vector-based 
COVID-19 shot, which received the 
FDA’s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last Saturday, was also recommend-
ed by the CDC a day later for people 
ages 18 years and older. (Courtesy 
axios.com)

Related
Axios-Ipsos Poll: Americans’ hopes on 

the rise after a year of COVID

Data: Axios/Ipsos Poll; Note: Margin 
of error for the entire sample is ±3.1% 
(Chart: Andrew Witherspoon/Axios)
During the last year, Americans have 
felt stressed out and worried about the 
coronavirus — but now more say they’re 
hopeful as the vaccines become avail-
abl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installment 
of the Axios/Ipsos Coronavirus Index.
The big picture: Americans finally see 
som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as we 
approach the one-year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emergency over the pandemic 
— a year that has been full of misery, 
mental anguish, and sickness and death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By the numbers: Our survey found that 
the negative emotions dominated over 
the last year. 41% of respondents said 
“stressed/worried” were the words that 
best described their mood during that 
time, with an equal percentage saying 
they were “frustrated.”
•26% said they felt “overwhelmed/
burned out,” while 19% chose “angry,” 
16% saying they were “sad” and 16% 
saying they were “discouraged.”
Now, 48% said they are “hopeful” — up 
from 20% who said they felt that way 
during the past year.
•The negative emotions are still there, 
but they’re less prevalent than during 
the past year. 20% say they’re stressed 
or worried now, 20% say they’re frustrat-
ed, and 15% say they’re overwhelmed or 
burned out. (People were able to choose 
up to three answers.)
•The people who are most hopeful now 
are those 65 and older (64%), Democrats 
(59%), and people who have gotten the 

vaccine (61%).

“People are starting to see that maybe 
there’s an end in sight, that there’s some-
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finally,” said 
Chris Jackson, senior vice president for 
Ipsos Public Affairs.
•That change in mood comes as the share 
of vaccinated Americans slowly rises. 
This week, 23% of respondents said they 
had gotten the vaccine — up from 19% 
last week, and a big jump from the 3% 
who said they had received the vaccine 
in our Jan. 11 poll, the first one with a 
measurable result.
•There has also been a small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people who think they can 
get back to something resembling their 
normal, pre-COVID life in six months 
or less: 33% now, up from 26% in last 
week’s poll.
•”I think there is this slight movement 
of people expecting it to be over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Jackson said.
Of note: The poll found that Americans 
overwhelmingly want teachers to get 
vaccinated, with 75% saying it’s very or 
somewhat important for teachers to re-
ceive both doses before coming back to 
school to teach kids in person.
•This is despite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idance that 
says “Access to vaccination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 condition for reopening 
schools for in-person instruction” — a 
document that was released after some 
conflicting messaging by the Biden ad-
ministration.
What to watch: People are still figuring 
out what’s the best sign that the pandem-
ic is ending and the restrictions can be 
lifted, but the biggest group — 27% — 
said it will be when 75% of Americans 
or more are vaccinated.
Methodology: This Axios/Ipsos Poll 
was conducted Feb. 26-March 1 by Ip-

sos’ KnowledgePanel®. This poll is 
based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probability sample of 1,088 general pop-
ulation adults age 18 or older. The mar-
gin of sampling error is ±3.1 percentage 
points at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for 
results based on the entire sample of 
adults.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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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ty vials that contained a dose of the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                              
against the COVID-19. (Photo/Phill Magakoe/AFP via Getty Images)

J&J And Merck To Partner For COVID
Vaccine Production To Boost Supply

Stay Home!            Wear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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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笼罩在“本土恐怖主义”威胁下的美国
当地时间3月3日，美国官员提醒

国会议员注意国会大厦受到的潜在威

胁，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某个激进

组织可能策划在当地时间3月4日袭击

国会大厦。

两个月前，国会大厦发生的暴乱事

件成为了无数议员们的“噩梦”。如今

再度面临安全威胁，美国众议院立即做

出反应，提前投票日程并于当地时间3

月4日休会一天，取消所有会议。

国会大厦暴乱事件已被视为美国

历史上最严重的本土暴力极端事件之

一，美国本土恐怖主义的威胁日益成

为美国国内棘手的问题。

国会大厦再受安全威胁困扰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当地时

间3月3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公告

指出，极端分子正在讨论于当地时间3

月4日再次对国会大厦发起攻击。

在1932年美国宪法第二十条修正

案提出之前，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确实

于3月4日举行。一名匿名官员表示，

某些阴谋论者发布谣言，鼓动极右翼

人士相信特朗普将在当天就职，并再

次掌权。

负责追踪有关3月4日行动对话的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类似1

月6日暴乱事件之前的“煽动对话”，

网络上相关的言论之中少有攻击国会

大厦的具体计划，预计在未来几天不

会出现大规模的活动。

不过，研究人员也指出某些个人

攻击或暴力行为可能是通过封闭、加

密的平台策划的，这些平台相较于Par-

ler以及TheDonald更难监控。此前，特

朗普的支持者正是主要利用这两个平

台谋划了1月6日攻击国会大厦的暴力

行动。

面对潜在的安全威胁，警方立即

升级了安全措施。警方在声明中表示

，“我们已经完成了重大安全升级，

包括建立物理防护、增加人力支援，

以确保国会、公众以及警察受到保护

”。

众议院为了保护议员的人身安全

，决定于当地时间3月4日休会一天，

将原定于4日投票的警察改革法案提前

至3日晚间。

本土恐怖主义事件越来越多

针对警方的防护举措和众议院的

休会决定，也有人质疑此举是否“反

应过度”。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

参议员德宾表示，“我不知道这是不

是一种‘戏弄’，我们之前就曾被警

告极端分子将在1月20日总统就职日

卷土重来，但他们并没有出现”。

然而，警方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除此次潜在威胁之外，极端分子还

“虎视眈眈”地盯着拜登的国情咨文

演讲。上周，美国国会警察局代理局

长皮特曼表示，“现有情报表明，曾

经参加1月6日国会大厦暴乱的极端分

子正策划在拜登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

再次行动，他们希望炸毁国会大厦并

杀死尽可能多的成员”。

据美联社报道，联邦调查局已把1

月6日国会暴乱事件视为“本土恐怖主

义”事件。《纽约时报》分析称，极

端分子因国会大厦暴乱事件变得更加

大胆，美国面临的“本土恐怖主义”

威胁明显升级。

根据联邦调查局网站定义，“本

土恐怖主义”是指个人或团体由于受

到国内政治、社会、宗教以及环境等

因素的影响，为进一步达成意识形态

目标而采取的暴力以及犯罪活动。

1995年 4月 19日，两名美国白人

反政府主义者在俄克拉荷马市区中心

引爆炸弹，造成168人死亡、近700人

受伤。这是美国首起被称为“本土恐

怖主义”的袭击事件。

近年来，美国“本土恐怖主义”

案件数量也明显增多。2019年，得克

萨斯州埃尔帕索沃尔玛超市发生枪击

案，行凶者是一名白人男子，他认同

白人至上主义，出于对拉美裔的种族

仇恨，枪杀23人。《华盛顿邮报》称

，此次枪击案是“美国历史上针对拉

美裔最严重的一次攻击”。美国得州

西区检察官巴什表示，联邦当局将此

次事件作为“本土恐怖主义”事件进

行调查。

当地时间3月2日，美国联邦调查

局局长克里斯托弗· 雷出席国会参议院

司法委员会关于国会大厦暴乱事件的

听证会。雷在听证会上表示，联邦调

查局正在调查的“本土恐怖主义”案

件约2000起，是他2017年刚出任联邦

调查局局长时的两倍。

雷还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待国会

大厦暴乱事件，“本土恐怖主义”已

经在美国蔓延多时，且短期内不会消

失。目前联邦调查局对“本土恐怖主

义”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对国际恐怖

组织的关注。

FBI指出“本土恐怖主义”多与
“白人至上主义”有关

其实近10年来，美国国内一直有

关于“本土恐怖主义”的警告。不过

，直到近三四年，人们才真正关注到

“本土恐怖主义”的威胁。国土安全

部前助理部长伊丽莎白· 诺伊曼指出，

这是因为白人至上主义、反政府暴力

极端主义等言论在这段时间内显著增

多。

联邦调查局数据也显示，本财政

年度逮捕的大多数本土恐怖分子都与

白人至上主义有关。加州州立大学圣

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

心表示，“白人至上主义者发起的大

规模国内‘独狼’式恐怖袭击正变得

越来越致命”。

《外交政策》指出，在过去4年里

，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的机构已经被削

弱到无关紧要的地步。另外，特朗普

政府不仅对白人至上主义带来的威胁

视而不见，而且常常会为了自身政治

利益而鼓动这些群体。这些都导致白

人至上主义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德宾也指责特朗普政府淡化极右

翼人士和白人至上主义者造成的威胁

，称其从未成立特别工作小组来应对

白人至上主义事件。

在国会大厦暴乱事件发生之后，美

国国内更是清晰地感受到了“本土恐怖

主义”带来的威胁。为了应对“本土恐

怖主义”带来的挑战，拜登上台后，随

即下令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协调相关

部门，就美国面临的“本土恐怖主义”

威胁进行全面评估。

不过，就在国内大谈特谈“本土

恐怖主义”之时，也有活动人士认为

这些讨论可能会导致国会在立法时赋

予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他们担忧，

执法部门在进行此类调查时，或难以

把握好监控和惩处异见人士的尺度。

拜登在移民政策上“大开国门”

的架势，正让大量移民不断涌向美国

，这也进一步加剧着美墨边境承受的

压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3日

引用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由于被捕

的越境人数剧增，美墨边境拘留设施

已不堪重负。尤其是那些无人陪伴的

越境儿童，在被送往美国卫生部门之

前，他们滞留在拘留所的平均时间超

过了三天。CNN认为，这预示着一场

危机正在边境形成。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3

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受到中美洲国

家动荡的安全局势和自然灾害影响，

自去年4月以来，越境人数一直在上升

。CNN获取的这份日期标注为本周二

（2日）的文件也透露，今年1月，有

超过5800名无人陪伴的儿童及近7500

个家庭在美墨边境被捕，较去年12月

有所增加，而且这些数字预计还将增

加。

剧增的人数给边境设施

带来了巨大压力。例如，在

美墨边境城市、位于美国亚

利桑那州的尤马，一个设计

容量为 104人的拘留所却关

押了超过 600人，囊括了各

个年龄段的人。在同样位于

边境的美国得州的奥格兰德

河谷区域，一处标准容纳715

人的拘留所关押了超过2000

人。

根据工作流程，孤身越

境的儿童被捕后会先被关押

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

拘留所内，再被送往美国卫

生和公共服务部（HHS）进

行监护，后者将通过调查儿

童的背景、亲属等信息，寻

找能够接纳这些孩子的担保人。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这些儿童一

旦被捕会被立即遣返回国。但拜登政

府修改了相关政策，这些无人陪伴的

儿童无须被遣返回国。在这种情况下

，越境被捕儿童数量大增，加之美国

卫生部门床位数量有限，这意味着他

们滞留在拘留所的时间更长了。

目前，这些儿童数量还在持续增

长，已经超出了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

部的监护能力，他们滞留在拘留所的

时间也超过了法定标准。在过去21天

里，美国边境巡逻队在美墨边境平均

每天逮捕约340名无人陪伴的越境儿童

，平均每名儿童的关押时间达到了77

小时。这一数据超过了美国法律规定

的72小时。

“我们没能跟上（儿童）人数的

增长。”一位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官员表示，截至本周二（2日），他们

对无人陪伴儿童的监护能力只能满足

94%的需求。

即便如此，拜登政府一直否认边

境存在“危机”。“有关危机的说法

显然是不对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

长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本

周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他们在边境地

区面临的是“挑战”。

“我们不仅要意识到这一挑战的

紧迫性，而且要建设迎接这一挑战的

能力。”马约卡斯说。

为了扩大容纳越境移民的能力，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正在得州开设

新的帐篷作为拘留设施。据一位国土

安全部高级官员透露，至少还有四处

类似设施正处在规划中，具体开设地

点尚未确定。

马约卡斯还提到，有关部门正在

边境巡逻站增设人员，以便缩短这些

孩子的安置程序，包括确定这些孩子

在美国是否拥有亲属。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移民政策

曾一度非常强硬，包括对非法移民的

“零容忍”政策、修建美墨边境墙等。

但与特朗普截然相反，拜登在就

任首日就着手推翻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遗产”。1月20日，拜登推出了一

项全面的移民法案，希望为1100万非

法生活在美国的移民提供一个8年通往

美国公民权途径。他还在当天签署一

系列有关移民的行政命令包括暂停修

建美墨边境墙等，一幅“国门大开”

的架势。与此同时，已有近万名洪都

拉斯移民开始向美国挺进。

本月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

卡斯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拜登政府

已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致力于让

特朗普政府时期在南部边境失散的移

民家庭重聚。

尽管拜登政府不断推出移民新政，但

马约卡斯同时提醒人们要有“耐心”。

“我想向那些涌向边境的人们

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需要等

待。”马约卡斯说，重建被特朗普

政府“摧毁”的移民体系还“需要

时间”。

一场危机正在美国边境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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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伊始，趙婷“梅開四度”，

不僅在一年一度的美國“評論家選擇

電影獎”上包攬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導

演這兩個在電影獎項評選中含金量很

重的大獎，還將最佳攝影和最佳改編

劇本獎收入手中，奠定了這部電影本

年奧斯卡金像獎的領跑地位。

評論家選擇電影獎是目前北美地

區的專業影評機構“廣播影評人協會

”頒發的獎項，由美國和加拿大的近

200家電視台、電台聯合宣傳直播。

同時也是奧斯卡和金球獎之後第三個

向整個北美地區直播頒獎典禮的專業

電影獎項。

雖然在國際上屢屢拿獎，但對於

許多中國的電影人來說，趙婷還是一

個比較陌生的概念。上海電影人林航

指出：相較於與她同齡的喜劇演員賈

玲轉行做導演的處女作能在今年春節

檔獲得40億票房的現象，我認為趙的

作品無疑可能是更有深度的，但如何

牆外開花牆內也香，確實趙婷這類導

演和作品需要去面對的問題。他表示

，會“理性的看待趙婷的獲獎”，因

為她的獲獎“未必代全方位的成功，

更不能代表80後中國導演群體的成功

和被國際認可。”

從'中國驕傲'變成'辱華分子'

在趙婷的家鄉中國，公眾對她本

人獲獎的消息從一開始的積極點贊轉

變為質疑和抵制。"北京女孩趙婷，

在美國導演描述美國底層生活的電影

，獲金球獎後，短短幾天，從'中國驕

傲'變成'辱華分子'"，一位微博網友這

樣寫道。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國

的自媒體挖出了趙婷當年在接受美國

電影媒體《Filmmaker》雜志訪問時曾

提到，她年少時的中國是"一個充滿

謊言的地方"。引起中國民眾反感的

還包括她在其它的采訪中曾多次表示

自己是美國人。

《無依之地》的制片人莫莉-阿

什（Mollye Asher）沒有直接回應法

新社提出的相關問題，只是說感謝趙

婷“用這樣的心態帶領我們”。“在

這一個凸顯聯系和共鳴是我們關鍵需

求的年份裡，我們非常自豪地創造了

一部電影，通過簡單地傾聽彼此而獲

得同情心。”

趙婷還向上周自殺身亡的該影片

混音師斯奈德（Michael Wolf Snyder

）致敬。"我們會在路上看到你，我

的朋友，"趙婷引用了電影中的一句

話向其道別。

《無依之地》講述了在經濟衰退

時期下層貧困百姓度日維艱的故事，

女主角已過不惑之年，卻不得不開著

貨車從一地趕往另一地，打臨工維持

生活。

趙婷來自億萬富翁家庭？

今年 38 歲的趙婷出生於北京

，畢業於紐約大學電影學院，目

前生活在美國洛杉磯市。她的父

親是北京首都鋼鐵公司前總經理

趙玉吉，繼母是中國著名演員宋

丹丹。家庭背景也引起部分輿論

質疑她此次拍攝美國最底層民眾

生活的誠意。有質疑的聲音指出

她來自自億萬富翁的家庭，而現

在這部電影的主體是為生存掙扎

的人們。面對這種質疑，趙婷表

示相關消息是“假新聞”，自己

的父親也不是億萬富翁。

繼金球獎之後，《無依之地》也

是今年稍後奧斯卡獎呼聲很高的影片

。該片目前在少數影院放映，流媒體

播放平台葫蘆（Hulu）也在播放。

2015 年，趙婷自編自導的處女

作《哥哥教我唱的歌》嶄露頭角

。這是一部關注美國印第安土著

人的視頻，先後入圍第 31 屆聖丹

斯電影節美國劇情片單元和第 68

屆戛納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2017

年的《騎士》（The Rider）給趙婷

的電影導演生涯帶來突破，榮獲

當年戛納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藝

術電影獎。《無依之地》在 2020

年的威尼斯電影節上也獲得了金

獅獎，是繼侯孝賢、張藝謀、蔡

明亮、李安、賈樟柯之後，第 6位

斬獲金獅獎的華人導演。但在上

海影人林航看來，她離“真正的

中國人用中國方式向西方不諂媚

地輸出具有中國價值觀的導演大

師距離還很遙遠。”

但是《無依之地》目前與奧斯

卡小金人的距離卻很近。美國《洛

杉磯時報》報道稱，這部影片已經

領跑今年奧斯卡最佳導演和最佳影

片 獎 的 角 逐 。 德 意 志 廣 播 電 台

（Deutschlandfunk）也認為《無依之

地》在“評論家選擇電影獎”斬獲

四獎後，已經成為本年度奧斯卡的

熱門獲獎影片。奧斯卡提名名單將

於3月 15日公布，今年的頒獎典禮

將推遲至4月25日舉行。

趙婷《無依之地》又拿重獎 問鼎奧斯卡

本屆奧斯卡呼聲最高熱門強片

《游牧人生》（NOMADLAND）日前

於台灣搶先舉辦影人媒體試片，獲得

讚不絕口一致好評！台灣之光金獎導

演李安慧眼識英雌、給予趙婷極高的

評價：「自《重生騎士》後，趙婷是

近年最令人期待的導演之一…...《游

牧人生》是一部對文明反省的電影，

絕對值得觀賞」；媒體高度推崇，

資深媒體人范琪斐：「這是我過去10

年以來看過，把Americanism（美國主

義）講得最好的電影」，資深媒體人

鄒倩琳：「《游牧人生》以半紀錄片

的形式，將角色和氛圍寫實至極地呈

現」 ；影人齊聲讚揚，資深電影監

製葉如芬：「找尋自由人生的意義，

不在身體的漂泊，而是心靈的旅程及

安放」， 《孤味》導演許承傑：

「以冷靜視角存取了美國土地最根源

的記憶與孤獨，賦予「游牧」精神更

加細緻溫柔的感動」。新出爐的金馬

獎雙料影后陳淑芳阿姨更是對主角芬

恩的勇敢堅毅敬佩不已、感觸良多：

「張力十足，一個人靜靜欣賞，讓我

數度落淚！ 《游牧人生》就如同我

的戲劇人生。」影后惜影后，淑芳阿

姨與另一位資深影后法蘭西絲麥朵曼

（Frances McDormand）相互輝映！

評論家選擇獎（Critics Choice

Awards，原廣播影評人協會獎）於

台灣時間3月8日本週一上午舉行直

播視訊連線頒獎，《游牧人生》再

下一城，榮獲最佳影片、導演、改

編劇本和攝影四項大獎，兩天之內

又接二連三傳來美國製片公會獎

（Producers Guild of America Award

）傑出院線片製片提名、「英國奧

斯 卡 」 英 國 影 藝 學 院 電 影 獎

（BAFTA Film Awards）最佳影片等

七項大獎提名，和美國導演工會獎

（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 Award

）傑出院線長片導演成就提名捷報

，令本片的奧斯卡之路更加一帆風

順！因本片製作混音師麥克沃夫史

奈德（Michael Wolf Snyder）長期飽

受憂鬱症所苦、不幸甫於上週自盡

辭世，趙婷的長期搭檔製片莫莉艾

雪（Mollye Asher）在獲得評論家選

擇獎最佳影片時代表致詞：「感謝

趙婷如此用心地領導我們，《游牧

人生》有很大一部分是關於聆聽，

聆聽大自然以及彼此的故事，我們

團隊想將這座獎獻給製作混音師麥

克沃夫史奈德，他不僅錄下聲音，

也深刻感受聲音，在大家迫切渴求

連結和同理心的一年，我們非常驕

傲地創造出一部透過聆聽彼此而充

滿民胞物與之情的電影。」趙婷在

獲得最佳導演時也悲喜交織憶及往

事、說到哽咽：「我想將這座獎獻

給《游牧人生》和《重生騎士》的

製作混音師麥克沃夫史奈德，他的

驟逝令人措手不及，我記得拍攝

《重生騎士》時，只有五人的劇組

在筋疲力盡的一天後，沃夫過來對

我說：『不如我空白聲錄久一點，

你就有更多時間思考、更能聽見自

己的心聲』，於是我們就這麼做了

。拍《游牧人生》時也如法炮製，

這是我們一天之中的最佳時光，全

體團隊會看著沃夫對大家說：『準

備好囉，一起打禪吧』，於是我們

就打禪了。謝謝你沃夫，我們向你

致敬，路上見，朋友！」

《游牧人生》的聲音設計是非常

重要的一環，根據芬恩行經的特定風

景量身打造，趙婷解釋：「我們要聲

音設計忠於芬恩所到之處的真實聲音

，我們不想在聲音設計中「加油添醋

」來操弄觀眾的感受，而是想藉其呈

現創意和臨場感，並且毫不失真。」

在尋找配樂時，她也只要「受到大自

然啟發的音樂」，因而找到義大利作

曲家魯多維柯艾奧迪（Ludovico Ein-

audi）2019 年的最新優美音樂作品

《散策七日》（Seven Days Walking

），靈感來自他在2018年於義大利阿

爾卑斯山遵循相同路線散步的每一天

，對於光線、溫度、野生動植物和氣

候變化敞開心胸的體驗，他原本預期

於2020年來台表演，可惜因嚴峻疫情

被迫取消。

《游牧人生》的製作團隊小巧

精良，僅有36人，性別比例也相當

平均，包含 19 名男性和 17 名女性

，身兼製片的法蘭西絲麥朵曼雖貴

為影后，卻完全沒有身段、除了親

身體驗游牧族打工生活，也向比自

己年輕的劇組人員學習，直稱這就

是本片的中心精神。本片的拍攝

手法獨樹一格，因為拍攝地點的

氣候變化劇烈，光是南達科塔州

的拍攝期就散佈於長達六個月，

加上趙婷使用半即興敘事，邊拍

邊探索影片的方向，雖有劇本仍

會根據新發現改寫或調整，身兼

剪輯師的她也會在腦海中編排每

天拍攝的戲，以不尋常的方法尋

找電影的模樣，並使用非職業演

員本色演出，令影后法蘭西絲也

必須與他們即興互動並融入真實

人生，父親贈予她的大學畢業禮

物－秋葉圖案的盤子，就派上用

場出現在片中，甚至在旅途中親

自手工製作隔熱鍋墊，分送給劇

組人員和在路上遇到的人。

《游牧人生》李安四年前早已被圈粉

趙婷是最令人期待的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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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魯 冰 2021年3月12日（星期五）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2021年世界自由式
滑雪及單板滑雪錦標賽北京時間11日凌晨在美國阿斯
本拉開戰幕。中國選手谷愛凌帶傷出戰女子雙板U型
場地技巧項目，最終以77分排名資格賽第7的成績晉
級決賽。

據谷愛凌介紹，一個月前，她在一次訓練中受
傷，右手骨折、大拇指韌帶撕裂。不過為了備戰今次
世錦賽和稍後的世界盃，谷愛凌選擇了保守治療，
“等這個雪季結束後，我會去做核磁檢查傷勢，看是
否需要做手術。”谷愛凌說：“我感覺還行，手不是
特別疼，不要拿着雪仗去滑就可以了。”

本次比賽共有15人參加，資格賽進行兩輪，取兩
輪中的最高分計算成績，前8名進入決賽。據中新網報
道，谷愛凌第一輪以77.00分排名第6，第二輪得53.75
分。最終谷愛凌以77.00分排名預賽第7，進入決賽。
加拿大選手卡克爾以94.25分排名預賽第1。

本屆世錦賽，谷愛凌報了U型池、坡面障礙技巧
和大跳台三個項目的比賽。緊接着，她將出戰坡面障
礙預賽；當地時間12日進行U型池決賽；15日出戰大
跳台預賽。

“我還行，最近一直在阿斯本訓練，現在桿、跳
台和U槽感覺都挺好。”谷愛凌說。

谷愛凌谷愛凌帶傷出戰帶傷出戰 晉晉UU型池型池決賽決賽

最新一期奧運積分排名公布

據《中國體育報》報道，雖然中國、
日本、韓國等強隊缺席了瑞士公開

賽，但由於瑞士比賽的積分並不高，因而
最新一期的奧運積分排名沒有較大的變
動。男單排名前三位的依然順序是日本的
桃田賢斗、中國台北的周天成與丹麥的安
東森，另一丹麥名將安賽龍排名第4，國

羽男單兩大主力諶龍和石宇奇分別
位列第6和第11；香港的伍家朗
位居第8，李卓耀排第17位。

女單積分榜上，“國羽一
姐”陳雨菲以96,465分，繼續
穩居第1，領先排名第2的中
國台北名將戴資穎 4,190
分。西班牙名將馬林以
78,310分排名第5。
除陳雨菲外，國
羽的何冰嬌和王
祉怡分別名列第
9和第14。

女雙方面，日本組合福島由紀/廣田
彩花以95,108分排名第1，國羽組合陳清
晨/賈一凡以88,710分排名第2。另一對
國羽組合杜玥/李茵暉排名第6。混雙方
面，國羽兩對王牌組合鄭思維/黃雅瓊、
王懿律/黃東萍牢牢佔據前兩位，排名第3
的泰國組合德差波爾/沙西麗比王懿律/黃
東萍少了一萬多分。

男雙是印尼隊的強項，排名前兩位的
是印尼組合吉迪恩/蘇卡穆約和阿山/亨德
拉。國羽“雙塔”李俊慧/劉雨辰排名第
3，也是前10中唯一的國羽組合。

亞洲僅剩三場奧運積分賽
根據奧運會羽毛球參賽規則，如果一

個協會有兩個（兩對）選手分別排名單打
前16名或雙打前8名，最多可以派出在此
範圍內的兩人（兩對）參賽。

日前，亞羽聯宣布今年的亞錦賽推遲
至東京奧運會後舉辦，這樣對亞洲選手來

講，奧運積分賽就只剩下5月上旬的印度
公開賽、5月25日揭幕的750級馬來西亞
公開賽以及6月1日揭幕的500級新加坡公
開賽。按照目前的排名和接下來積分賽的
情況，諶龍、陳雨菲、李俊慧/劉雨辰、陳
清晨/賈一凡、鄭思維/黃雅瓊、王懿律/黃
東萍已提前鎖定了東京奧運門票。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亞洲足協亞洲足協1111日宣布日宣布
今屆亞冠盃分組賽舉辦詳今屆亞冠盃分組賽舉辦詳
情情，，有意主辦分組賽的傑志有意主辦分組賽的傑志
最終名落孫山最終名落孫山，，JJ組組、、II組及組及HH組主辦權均落在泰國組主辦權均落在泰國
手中手中，，此外原定於此外原定於44月舉行的東亞區分組賽亦會延月舉行的東亞區分組賽亦會延
期至期至66至至77月進行月進行。。

早前香港獲得亞協盃早前香港獲得亞協盃JJ組主辦權組主辦權，，兩支香港代兩支香港代
表東方龍獅及理文能夠主場出戰表東方龍獅及理文能夠主場出戰，，不過來到亞冠盃不過來到亞冠盃
香港代表傑志則未能中選香港代表傑志則未能中選。。亞洲足協宣布亞冠盃亞洲足協宣布亞冠盃
II、、HH組以及傑志身處的組以及傑志身處的JJ組均由泰國主辦組均由泰國主辦。。由於江由於江
蘇隊極可能因解散而退出今屆亞冠盃蘇隊極可能因解散而退出今屆亞冠盃，，令泰超球會令泰超球會
拉查布里有望直入分組賽拉查布里有望直入分組賽，，意味着泰國將有三支球意味着泰國將有三支球
隊出戰亞冠盃隊出戰亞冠盃，，由泰國主辦三組賽事由泰國主辦三組賽事，，可令隔離及可令隔離及
檢疫等措施更方便進行檢疫等措施更方便進行。。

傑志主帥朱志光坦言對結果感到失望傑志主帥朱志光坦言對結果感到失望：“：“錯錯
過今次機會後過今次機會後，，以後很難再得到同樣機會以後很難再得到同樣機會，，如能擁如能擁
有主場之利當然對球隊有所幫助有主場之利當然對球隊有所幫助，，現在要遠征泰現在要遠征泰
國國，，球隊負擔會更重球隊負擔會更重，，我們會做好準備應戰我們會做好準備應戰。”。”

亞洲足協表示選擇主辦地點是基於旅遊限亞洲足協表示選擇主辦地點是基於旅遊限
制制、、隔離規定隔離規定、、交通交通、、醫療及球場基建等準則醫療及球場基建等準則，，另另
外由於目前各地出入境仍有不少限制外由於目前各地出入境仍有不少限制，，今屆亞冠盃今屆亞冠盃
將延期至將延期至66至至77月期間進行月期間進行。。

山東隊早前被取消資格山東隊早前被取消資格，，而江蘇隊亦很有可能而江蘇隊亦很有可能
退賽退賽，，目前具有分組賽資格的中超代表只有廣州及目前具有分組賽資格的中超代表只有廣州及
北京隊北京隊，，而上海隊則要透過附加賽爭取小組席位而上海隊則要透過附加賽爭取小組席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世界羽聯
日前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近年受傷患困
擾的中國國羽男單新銳石宇奇跌出前10名、
位居第11。不過，在較早前國羽與日本運動品
牌YONEX簽署戰略合作夥伴的新聞發布會
上，石宇奇自信地向媒體表示，經過一年半的
康復，他已戰勝傷病，將全面復出。

石宇奇是國羽在東京奧運周期冒起最快的
男單新星，他的世界排名曾經高踞第二。惟在
2019年7月印尼公開賽上，石宇奇左腳踝側副
韌帶撕裂而需接受手術，從而進入了漫長的康
復期。

“（奧運會延期）對我反而是好消息，
我進行了一段長時間的恢復，已經回到之前
的九成甚至十成。”石宇奇透露，自己非常
期待東京奧運會的到來。與其他隊友一樣，
他最近一次參加國際比賽，已經是一年前的
全英賽了。

國羽計劃從5月開始重返國際賽場，參加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兩項公開賽。這對提升奧運
積分、爭得更高種子位置的石宇奇來講是最後
良機。被問到國羽男單在東京奧運會蟬聯金牌
的最大障礙時，他認為將是日本的桃田賢斗與
丹麥的安賽龍。

國羽已奪六張
奧運門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世界羽聯日前公布了最新一期奧運積分排名。中國

羽隊（國羽）提前鎖定六張奧運門票，包括排名第一位的女單“一姐”陳雨菲及位居混

雙首位的鄭思維/黃雅瓊。

前日本乒乓名將福原愛遭日媒“女性
Seven”爆料疑似外遇，“女性Seven”11
日再刊登福原愛的專訪，她說自己這幾年過
得很辛苦，但沒有外遇，對方只是好友；不
過她承認自己行為的確過於輕率。

福原愛受訪時表示，大家可能以為她
像滿月一般圓滿，但實際上她比新月還要殘
缺，“這幾年持續過着難受的日子”。她
稱，該名男性多次出入她家，並向她提議外
出散心。由於沒有去過橫濱，想去橫濱走
走，出於防疫考量，於是該名男性開車帶她
去橫濱中華街。

福原愛強調，她沒有與該名男性外

遇，他們是6、7 年前透過朋友舉辦的聚餐
認識，她沒有特別在意這位男性，只覺得
是朋友的朋友，之後也沒有見面。她今年
回國後，因為各種事情帶來的精神壓力，
偶然想起這名朋友，於是她主動聯絡對
方。

對於被質疑一起過夜，福原愛說，他
們當天一起入住旅館是事實，但是訂兩個房
間，並沒有一起過夜。她承認，現在看來，
這的確行為過於輕率，她會加以反省。

有消息指，該位“朋友的朋友”是福
原愛早稻田大學的師弟，年薪逾百萬港元的
上班族人士。 ●中央社

福原愛否認外遇：這幾年很辛苦

傑
志
無
緣
亞
冠
主
辦
權

將
遠
征
泰
國

石宇奇戰勝傷病 擬全面復出

●●谷愛凌在雙板谷愛凌在雙板UU型場地技巧比型場地技巧比
賽排名第賽排名第77晉決賽晉決賽。。 法新社法新社

●●鄭思維鄭思維（（左左））//黃雅瓊在混雙世界排名高踞榜首
黃雅瓊在混雙世界排名高踞榜首。。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羽一姐國羽一姐””陳陳
雨菲以雨菲以9646596465分穩分穩
居世界第居世界第11。。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石宇奇經過一年半的康復，現已全面戰
勝傷患。 資料圖片

●香港的伍家朗位居第8，已穩奪奧運入
場券。 資料圖片

●●福原愛與福原愛與
江宏傑此情江宏傑此情
不再不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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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根據同名遊戲改編的奇幻動

作巨制《真· 三國無雙》今日曝光

定檔預告片與海報，宣布將於4月

30日全國上映，由光榮特庫摩正

式授權，周顯揚監制並執導。這

款陪伴玩家二十年的“無雙鼻祖”

遊戲首次真人影視化，集結豪華

明星陣容打造英雄史詩，吸引了

全球無數玩家與影迷的關註，堪

稱今年五一檔最具期待值的電影。

影片講述動蕩的東漢末年，

漢室搖搖欲墜，董卓入京霸占朝

野，引起天下動蕩，身懷絕世武

藝的呂布、曹操、關羽、劉備、

張飛等各路英雄豪傑紛紛崛起，

一場群雄逐鹿的大混戰正式拉開

序幕。在亂世中，到底誰才是真

正的無雙英雄……

無雙英雄超燃對決動作特效
酣暢淋漓

今日曝光的定檔海報分別以

“十八路諸侯討董”和“三英戰

呂布”為主題，展現了聲勢浩大

、酣暢淋漓的沙場征戰。其中亂

世梟雄曹操（王凱飾）假擬天子

詔，與十八路諸侯會師討伐董卓

。另一張海報上猛將呂布（古天

樂飾）則手持方天畫戟，縱馬馳

騁、浴血殺敵，而一旁的劉備

（楊祐寧飾）、關羽（韓庚飾）

等人則奮起直追，雙方劍拔弩張

，大戰名場面一觸即發。定檔海

報所截取的幾個瞬間分別對應了

片中重要人物和事件，將亂世之

中各路英雄豪傑或忠義或勇猛、

或豪邁或心機的種種特質一一展

現。

《真· 三國無雙》首次遊戲影

視化改編，以全新的角度和獨特

的視覺風格描繪了中華歷史上家

喻戶曉、蕩氣回腸的三國故事。

為呈現恢弘浩大的戰爭場面，幕

後團隊遠赴新西蘭取景拍攝，匠

心打磨出片中黃巾之亂、虎牢關

之戰等一系列極具沖擊感的名

場面。在預告片中，弓弩百步

穿楊、長刀劈地燎原等高能動

作混剪踩點高燃背景音樂，令

遊戲和動作片愛好者直呼“瞬間

上頭”。方天畫戟、將劍、偃月

刀、雙劍、破軍蛇矛等遊戲中經

典的武器接連現身，超高的還原

度、精致的細節贏得了玩家們的

交口稱贊。

史詩巨制熱血首選氣吞山
河震撼視聽

在此次發布的預告中，曹操

（王凱飾）、劉備（楊祐寧飾）

、關羽（韓庚飾）等都將在片中

與戰神呂布（古天樂飾）正面對

決，近身格鬥、激燃比拼使本片

在五一檔成為點燃觀眾熱血的最

佳選擇。此外，貂蟬（娜紮飾）

等遊戲中的人氣角色也在預告片

中驚喜亮相。

《真· 三國無雙》系列遊戲

最早於 2000 年發售，陪伴眾多

“無雙粉”玩家20年，以“戰場

再現”為主題、並通過展現系列

概念“一騎當千”的爽快戰鬥使

玩家深陷在三國無雙的魅力之中

，首次影視化更是備受遊戲迷和

影迷期待。

電影《真· 三國無雙》由周顯

揚監制並執導，光榮特庫摩正式授

權遊戲影視化改編，由廣東昇格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拉近影

業有限公司、霍爾果斯新益影視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太陽娛樂文

化有限公司出品，北京新益影視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中國星電影

有限公司、得舍影視（上海）有

限公司、影力量娛樂有限公司聯

合出品，將於4月30日起在全國

影院正式公映。

《真·三國無雙》定檔4月30日

20年經典遊戲首登大銀幕

《榮耀乒乓》定檔
白敬亭許魏洲上演默契挑戰

種夢傳媒、五元文化、樂本文化

聯合出品，弧光聯盟第9部作品《榮

耀乒乓》今日官宣定檔，於 3月 9日

正式上線愛奇藝。劇集發布“步步為

贏”版終極預告和“仍是少年”版海

報，宣告“鋼鐵式青春”即將熱血啟

幕。

《榮耀乒乓》由白敬亭、許魏洲領

銜主演（按拼音首字母排序），萬國鵬

、邊一鳴主演，呈現運動少年們以汗水

為友、以兄弟為伴的陽光硬核青春，傳

遞他們成長過程中所迸發的昂揚力量。

熱血青春即將開啟，運動少年並肩
“步步為贏”

在此次曝光的“步步為贏”版終極

預告中，徐坦（白敬亭飾）和於克南

（許魏洲飾）的相愛相殺兄弟情一覽無

余。正如預告開篇於克南所言，他們兩

個人很“不一樣”：徐坦溫和乖順，享

受拼盡全力的感覺，賽場上卻少些

“敢”的狠勁兒；於克南則早早把

“拿冠軍”的使命背負在肩，但驕傲

張揚的性格則是他更進一步的絆腳石。

在少年們“步步為贏”的道路上，教練

對他們各自的成長瓶頸看得真切，以雙

打培養默契，以對練提高自己。“選擇

改變對手，不如戰勝自己”，徐坦和於

克南被迫聯結在一起，一柔一剛、一內

斂一張揚，他們在生活中磨合碰撞，更

在賽場上亮出真章，成長為令對手聞風

喪膽的“雙子星”。

徐坦和於克南這種共同成長的兄弟

情誼，在“仍是少年”版海報裏也可見

一斑。充滿青春感的藍綠天空色背景下

，心氣正盛的少年，此時也沈靜下來一

起鉆研戰術。從“銬不住”的隊員，到

“靠得住”的兄弟，少年們一同成長為

更厲害的人，只為並肩立於運動場上，

為榮耀而戰。

運動少年勇敢追夢，榮耀乒乓傳遞
青春正能量

《榮耀乒乓》以徐坦和於克南為切

入點，照見整個運動少年群體的拼搏敢

為品質。身處淘汰邊緣仍意誌堅韌的徐

坦、技術與心性一同磨煉的於克南，以

及從陪練小隊逆襲進入國家隊的削球手

劉石（萬國鵬飾）、國家隊頭號種子

選手付競春（邊一鳴飾），少年們懷

著滿腔熱忱投入運動生涯，歷經苦累

、傷痛、外界否定與自我懷疑，但誰

也未曾輕言放棄。

不同於以往青春劇中的溫情脈

脈，《榮耀乒乓》的內核是昂揚向

上、不服輸的奮鬥品質，是少年們運

動生涯裏縱使屢遭失敗、常被質疑，

也百折不撓的精神氣。劇中少年的青

春故事，實際上也代表著當今的青年

一代：追夢路上，那些孤註一擲的奮

力勇敢與面臨未知的猶疑無奈，其實

都是少年初心的映照。相信觀眾在看

劇的過程中也會感同身受，並收獲激

勵和啟迪。

徐百慧《太行赤子》熱播
滿懷赤誠致敬人物原型

由牛建榮執導，程彤編劇，張國強

、徐百慧、褚栓忠等實力派演員聯袂演

繹的電視劇《太行赤子》正在湖北衛視

晚間長江劇場熱播。該劇自開播就以劇

情發展緊湊不拖沓，故事情節真實動人

收獲口碑收視雙豐收。徐百慧在劇中飾

演李保國的妻子郭素萍，在“太行新愚

公”背後給予其鼓勵和支撐。她憑借細

膩傳神的演技精準刻畫郭素萍這一端莊

溫婉的模範賢妻形象，獲得觀眾贊賞。

英雄模範情懷高尚
人物有血有肉引共鳴
《太行赤子》以河北農業大學教授

李保國為原型，真實生動地再現了他把

畢生精力投入到山區生態建設和科技富

民事業之中，為太行山披綠、為山區百

姓造福的感人事跡。作為李保國的妻子

，郭素萍一直在他身後默默奉獻。工作

上擔當李保國的助理兼秘書，為他的事

業全力輔佐；生活上照顧丈夫的起居，

可謂無微不至； 家庭上柴米油鹽，任勞

任怨。可以說，李保國事業的成功，有

郭素萍一半的功勞。

英雄模範也有家長裏短，《太行赤

子》的動人之處便在於取材生活，人物

塑造有血有肉，真實感人。徐百慧的演

繹帶領觀眾從妻子的視角出發，體會英

雄背後之人的犧牲和奉獻。郭素萍面對

丈夫，給予無限的支持和包容，卻也會

在他態度欠妥時給他提醒；家庭團聚之

時面對家人的求助，郭素萍代替丈夫致

歉，直言是他們考慮不周，多有虧欠；

孩子的成長缺失父親的陪伴，她也一直

在以自己的方式彌補歉疚。郭素萍不僅

為李保國提供了工作和生活上的幫助，

更以自己的堅韌頑強努力做著一個好妻

子，好兒媳，好母親，維系著家庭和親

情。劇中種種生活細節走進觀眾內心，

引發廣大共鳴。

再現年代奉獻精神
徐百慧滿懷赤誠致敬原型
“模範夫妻”紮根農村建設生態，

基層英模“舍小家，為大家”的高尚情

懷讓觀眾很受觸動，而扮演“太行山愚

公”背後的女人，徐百慧也是感悟良多

。據悉，電視劇拍攝時主演曾多次與郭

素萍老師本人進行交流溝通，回憶當年

的熱血故事，而郭老師的講述亦被記錄

和增添到劇中，使得電視劇更加接近和

還原人物原型。

在訪談中，徐百慧曾用舒婷的《致橡

樹》來致敬郭素萍老師，“我必須是你近

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

起。”她說李保國老師是那棵橡樹，郭素

萍老師就是他身旁的那棵木棉，既是生活

上的伴侶，親密夥伴，也是追尋事業道路

上的革命同誌，這種情感狀態，是她特別

希望達到的一個理想狀態。對徐百慧來

說，出演郭素萍讓她既興奮又帶著壓力

，拍攝時帶著滿滿的敬意去還原郭素萍

的形象。而從觀眾的好評來看，徐百慧

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將郭素萍溫婉大

方，為丈夫、家庭支撐奉獻的模範妻子

形象生動細致地刻畫出來。



CC88香港娛樂
星期六       2021年3月13日       Saturday, March 13, 2021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21年3月12日（星期五）6

媽媽愛儲鑽石 賺錢供其買珍藏

阿 戒鑽友男收

不代表結婚
阿Sa 身上佩戴超過 270萬港

元的鑽飾，笑問是否也儲
定了一批嫁妝？阿Sa帶笑說：
“也不是嫁妝，是私人珍藏，因
媽咪好喜歡儲鑽石，就拿我的錢
去買，說以後也是我的。”至於
珍藏中最貴重的，阿Sa表示也
價值7位數字，問到男友是否經
常送鑽飾？她甜笑回答：“OK
啦，沒經常送！”再問男友石
恆聰有送過戒指？她說：
“OK啦！”是男友送求
婚戒指你說OK？阿
Sa 即借用拍檔阿
嬌金句：“求
婚人人都會
戴 戒

指，難道人人都結婚咩！”她又
即展示手上的戒指：“就叫他送
這個，心心相印！”

林愷鈴靚仔胞弟性格害羞
見阿Sa臉圓圓，她苦笑現正

拍電影要保持住狀態，加上年紀
大新陳代謝慢，以前好能吃又吃
完不會胖，現在就要約束住自
己，吃方面更要檢點。問男友有
否投訴太瘦，肥一點會好抱些？
她說：“其實人人說我瘦，我就
自己覺得胖，我上鏡就臉胖幾
倍，身材則差不多，現手臂都肥
肥地開始有拜拜肉！”阿Sa指男
友同樣都好能吃，但他喜歡運
動，故也成為動力令她勤跳舞和
跑步，有時見鄭秀文（Sammi）
做運動爆汗，也是其動力：
“Sammi會爆汗，我就只會滲到
衣服透了，但臉好少汗，而我最
想臉出多些汗，可瘦一點！”

另談到正拍攝的電影《金手
指》，阿Sa表示雖未拍到與梁朝
偉的親熱戲，但覺得對方好好
人：“偉仔哥驚我們驚，會談好
多事、一齊食飯，好OK，好開
通！”她又指偉仔不像某些前輩
會教後輩怎樣演戲，他是講求大
家的團隊合作。

林愷鈴本月3日度過21歲生
日，她表示疫情關係也只是跟家
人吃飯慶祝，雖然沒收到異性送
花，但家人朋友都有送花，堆滿
整間屋似花舖，令她都想將來開
花店。提到她生日將弟弟容貌曝
光，獲讚似韓星，林愷鈴笑言分
享生日相如果獨欠弟弟會好內
疚，不過作為姊姊，總會覺得弟
弟靚仔。至於弟弟有否想過入
行？她指弟弟才18歲，比較喜歡
運動，性格又內向又害羞，也還
未拍拖，會否想入行都沒認真傾
談過，都是看他個人的意願。

香港文匯報訊 “大美人”關之琳應
邀亮相無線節目《天天開運王》，更罕
有地向外公開其市值約1.5億港元的半山
豪宅，堪輿學家李居明登堂入室，檢視
宅內風水外，更透過弧形大窗俯視香港
龍脈。

節目中，李居明大師提到關之琳原
來是清朝八旗後裔，祖先有鰲拜、榮祿
及曹雪芹等，能採訪對方感到榮幸，同
時關之琳對李大師的風水評論表示十分
欣賞，雙方惺惺相惜。

李居明大師形容關之琳的半山豪宅
是一個風水教室，除公開其香閨風水之
外，還俯視香港的龍脈，披露香港風水
的得失。此外，關之琳難得公開其名貴
高跟鞋收藏。大師亦藉此集教授“呼形
喝象”的家居風水旗鼓，此法十分實
用。據悉，《天天開運王》大受歡迎，
已鐵定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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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蔡

卓妍（阿Sa）與林愷鈴11日出席珠

寶首飾品牌活動。阿Sa與百億麻雀

館太子爺男友石恆聰拍拖4年，感情

穩定，阿Sa甜蜜透露男友間中也會

送鑽飾，當中包括戒指，問男友

是否送戒指求婚？阿Sa用阿

嬌金句四両撥千斤說：

“求婚個個都戴戒指，

唔 通 個 個 都 結 婚

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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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楊明去年8
月在山頂馬己仙峽道發生交通意外，其後被
控“沒有提供血液樣本作化驗”、“不小心
駕駛”及“車輛門窗玻璃附有膠貼及透光度
不足”3項罪名，楊明先否認第一項控罪，只
承認其他2項控罪，最後法庭裁定第一項控罪
表面證供成立，案件於11日早在東區裁判法
院續審。

楊明身穿黑色西裝與女友莊思明同坐七
人車於早上9時18分到法院，現場有兩位無
線經理人陪同。緊隨女友下車的楊明神態自

若，更提醒在場傳媒小心，又跟大家說早
晨。開庭前，楊明於庭內靜坐按手機，未見
特別緊張。

楊明代表律師清洪在庭上以沒有證據顯示
楊明當時的精神狀態（mental state）為由，向
法官申請押後續審，法官將案件延至本月24號
下午再審，保釋條件依舊，整個上庭過程約10
分鐘，楊明全程沒有發言。相隔15分鐘後，楊
明和莊思明一起離開法庭，楊明應傳媒要求企
定定拍照，問到面對官司有否感到疲累及困
擾？他沒有回應，只叫大家小心！

關之琳公開半山豪宅 李居明形容風水教室

楊明不小心駕駛案延至本月24日再審 香港文匯報訊 王祖藍與
李亞男的細女王海靜（Hay-
ley）去年12月出世，三年抱
兩。轉眼間，Hayley已經100
日大，祖藍一家四口溫馨度
過，祖藍上載全家福，見
Hayley 與姐姐王天韻（Gab-
by）均穿上粉色姊妹裝，兩姊
妹都好似樣，好可愛！祖藍留
言祝福細女：“Happy 100
days to dear Hayley”！他更
揚言現在要養活一家四口，需
繼續努力賺奶粉錢。

王祖藍 努力賺錢養3個女人
●●李居明透過弧形大窗俯視香港龍脈李居明透過弧形大窗俯視香港龍脈。。

●關之琳亮相
無線節目《天天
開運王》，更公開
豪宅。

●關之琳展示名貴高跟鞋收藏。

●●王祖藍一家慶祝細女出王祖藍一家慶祝細女出
生百日生百日。。

●●龔慈恩兩名子女都美龔慈恩兩名子女都美。。

●●阿阿SaSa早已帶男友石恆聰早已帶男友石恆聰((左二左二))見過見過SaSa爸爸((左一左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臉圓圓的阿Sa
佩戴超過270萬
港元的鑽飾亮
相。

●楊明由女友莊思明陪同
下抵達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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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加拿大抢人动真格，开启放水模式

由于疫情的影响和限制，加拿大去

年仅接受了 18.4 万新移民，没有实现

34.1万的目标。为了弥补损失，加拿大

政府2021年设定了40.1万新移民的目标

。

加拿大移民局为了完成任务也是拼

了，积极给境内申请人“放水”！

2月13日，加拿大移民局（IRCC）

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清空式”邀请

，经验类移民特快通道（EE CEC类别

）池子内的27332名境内申请人一次性

全体上岸，邀请分数创历史最低75分。

如果IRCC想在2020-21年度结束之

前实现EE移民项目的配额目标，预计将

需要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再发出3万份

左右的ITA（这意味着从现在到四月，

每两周邀请至少5,000人）。

加拿大时间2月18日晚上，移民部

长Marco Mendicino，突然发布了一条激

动人心的推特：“如果你目前持有效签

证，在加拿大境内学习或工作，你即将

成为公民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高。”相当于给这份接下来的放水坐实

了。

拜登上台改革美国移民，利好新政频出

随着拜登的上台，特朗普时代的移

民政策几乎被推翻了，开启了欢迎新移

民的步伐，而且很多政策的出台和提案

更是深得人心。下面我们就对拜登最新

出台的移民法案对于合法移民的利好做

个简要的列举和评价，让我们一起期待

未来美国移民的蜜月期。

2月18日参众两院正式推出拜登全

面移民改革法案，或将带来美国30年未

有的重大移民变革！

这份由新泽西州参议员Bob Menen-

dez和加州众议员Linda Sanchez分别正

式提交至参议院和众议院的《2021年美

国公民法案》(U.S. Citizenship Act of

2021)，在拜登政策中定下了支持移民的

基调，对于广大的移民群体来说，无疑

是个好的开头。

拜登移民法案重头戏之一，是提供

给当前在美国的近1100万非法移民以合

法入籍途径。

8年转公民：2021年1月1日之前在

美国境内的1100万无身份外国人，在正

常缴税且通过背景调查之后，将被允许

在美国工作生活，5年之后他们可以申

请绿卡，再等3年后可以申请入籍。

3年转公民：为DACA梦想者、农

业工人、因为重大自然灾害在美国使用

临时保护身份TPS的外国人提供更快的

三年成为公民途径。

对高技能留学生，拜登抛出“绿卡

”橄榄枝，让留学生更容易“留下”。

为在美国高校取得STEM专业高级

学位的毕业生提供更便捷的绿卡申请途

径。

鼓励向高技能非移民签证持有人提

供更高工资，以防止这部分人群与美国

员工造成不公平竞争。

为H-1B签证持有人家属H-4提供工

作许可。

一旦执行，连带的好处多多：

STEM博士群体分流，H-1B申请人数有

所减少，中签率有望提高，这意味着更

多中国留学生将有机会获得工签；今后

很有可能会扩展到 STEM 以外的专业

，如社科类博士或有希望直达绿卡。

为促进家庭团聚，拜登提出增加亲

属移民绿卡数量，消除对被驱逐出境者

10年不得返回美国的处罚条例。

除了对非法移民、亲属移民和留学

生群体的种种优待，拜登移民改革也让

EB类职业移民“收获”颇丰，大批中国

申请人将从中受益！

增加职业移民绿卡数量，消除绿卡

国别限制，解决个别国家职业移民绿卡

积压严重的问题。

绿卡配偶、21岁以下子女申请永久

居民绿卡，不受移民年度名额上限限制

，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绿卡积压问题。

拜登针对职业移民的各种改革措施

，主旨在于最大限度消减绿卡积压问题

，缩短绿卡等待时间，而这正是包括中

国在内的职业移民申请人翘首以盼的。

消除国别限制、收回未使用的签证配额

、职业移民申请人的配偶和子女不占用

签证配额等内容，任意一项都足以缩短

签证等待期，若能多管齐下，相信中国

申请人移民美国将大大提速！

抢人说到底还是抢优秀的人

从加拿大的政策来看，虽然最近在放

水，然而毕竟还是主要是经济类移民，能

有有移民意见，愿意提交甄选的大多数人

真的不差，都是有相应学历、工作经历、

工作技能和相当语言能力的人。

能够把枫叶卡给到这些人，不知道

比给予难民配额要好多少倍。这些人来

了加拿大之后就是精壮劳力，马上可用

，是真正可以为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创造

贡献的，为加拿大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提

供人力资源保障的。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移民吧。

美国本身就是个移民国家，美国的

发展离不开全球优秀人才的移民。特朗

普时代的拒人于千里之外，把很多的优

秀人才挡在门外，也寒了很多人的心。

如今拜登只不过是一个拨乱反正，

另外针对多年的移民政策的漏洞和弊病

作出了补救、升级和调整。

纵观拜登的移民改革法案，无论是

用绿卡留住高学历留学生，还是千方百

计为职业移民加速，都体现了对人才移

民青睐有加！可以预见，今后拜登将为

美国大力吸纳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

的人才，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正迅速重回

全球人才争夺战！

用绿卡为美国招揽人才，非EB-1A特

殊人才移民项目莫属。无论谁执政，都受

到大力支持和欢迎，得到配额多、获批快

、条件少、排期短等全面优待。特别是近

期EB-1排期持续推进，已走到2020年1月

1日，优先日率先进入2020年！

拜登的这份被称为“全面大赦”的

移民改革方案，是否能在国会通过，还

要看接下来的两党博弈。

无论如何，移民美国未来可期！如

果想要享受取消绿卡国别限额的“先到

先得”原则，想要搭上职业移民扩招的

“特快列车”，想要赶上拜登移民改革

的重大利好……赶快行动起来，才是明

智之举！

为何加拿大、美国都在开启抢人模式？

白宫周四宣布了一项全面移民改

革法案，该法案将为已经在美国的

1100 万无证移民创造一条 8年获得公

民身份的途径，并为儿童时期被带到

美国的“梦想生”提供一条更快获得

合法身份的途径。

为无证移民提供快速入籍途径

一位政府官员说，这项法案比

2013年的类似努力走得更远，将使获

得公民身份的时间从 13年缩短到了 8

年。对于儿童时期来美的无

证移民、有临时保护身份者

以及农场工人而言，只要他

们符合要求，包括通过背景

调查，就可以直接获得绿卡

。

符合资格的移民必须在

2021年1月1日之前到达美国。

修改移民法措辞

拜登提出的法案还提议

将“外国人”（alien）一词从

美国移民法中删除，用“非

公民”（noncitizen）一词取而

代之。

一位政府官员表示，这一改

变“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总统

在移民问题上的价值观”。

简化程序，改善合法移民体

系

这项法案还试图通过提高亲属移

民和雇主担保移民签证的名额上限，

来简化和扩大合法移民体系。

永久居民的配偶、合法伴侣和子

女将获得豁免，不计入目前每个国家

的绿卡配额限制。法案还将多元化签

证数量从每年5.5万增加到8万。

此外，这项措施还将为雇佣更多

移民法官提供资金，允许儿童和弱势

个人获得更多法律支援，并取消抵美

一年内申请庇护的限制。

不仅如此，该法案还将废除之前

曾非法居留在美国的个人重新进入美

国的禁令。

从根本上解决南部边境移民的问

题

另一方面，这项法案聚焦于找出

南部边境移民的根本原因，并努力解

决这些问题，例如，打击走私者、毒

品和贩运网络。该计划将寻求通过在

中美洲设立难民处理程序，为移民创

造合法和更安全的途径，并将在该地

区创建一项4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该法案提出的改革方案将很难在

国会取得进展，民主党人在国会众议

院仅握有 5票的微弱优势，而国会参

议院民主党人需要共和党同事的支持

才能获得通过该法案所需的60票。

政府官员周三晚辩称，这是总统

拜登重启改革美国移民体系对话的一

次尝试，并表示他仍愿意谈判。

与此同时，国会已推出了多项独

立法案，旨在逐步改进美国移民体系

。例如，南卡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格雷

厄姆(Lindsey Graham)和伊州国会参议

员 、 参 议 院 民 主 党 党 鞭 德 宾 (Dick

Durbin)重新提出了他们发起的“梦想

法案”(DREAM Act)，该法案将为在儿

童时期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提供获得

公民身份的途径。

政府官员说，是一步到位还是将

法案拆分推进将取决于国会。

官员们没有说明他们是否认为

“预算协调”程序是否适用于移民法

案。预算协调程序是一种特殊的预算

工具，只适用于特定立法，这种工具

允许国会参议院仅需简单多数就能通

过法案，国会民主党人正在推进的纾

困法案就是利用这种工具。

周四，新泽西州国会参议员梅南

德斯(Bob Menendez)和加州国会众议员

桑切斯(Linda Sanchez)在国会提出拜登

的移民改革方案。

无证移民待满8年可入籍
增加合法移民配额，利好移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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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杨力州监製的「怪咖系

列」纪录片，由向上科技教育基

金会支持拍摄，车库娱乐发行，

今日举办其中4部纪录片《非法

母亲》、《动保蝙蝠侠》、《尼

泊尔布思议》、《多肉女子生存

之道》首映记者会，监製杨力州

率领纪录片导演与「怪咖」主角

们亮相，纪录片主题涉及，横跨

动保、同婚、移工、教育等…，

许多人看了后，都一阵鼻酸感到

更多力量，希望藉由此纪录片，

跨越勇气与发扬爱，能让这个社

会展现更多不的面貌。

杨力州分享当初会製作「怪

咖系列」纪录片的起源，并感谢

向上科技教育基金会的支持。而

当天（9日）是杨力州52岁的生

日，举办「怪咖系列」首映格外

有意义。他更希望大家可以将这

份祝福分享给「怪咖们」，以及

喜欢「怪咖系列」并且感同深受

的观众。杨力州说：「我拍了一

辈子的纪录片，我希望纪录片不

只是呈现世界，更希望可以改变

世界，若你对台湾生活有任何不

爽，都希望可以来观赏怪咖系列

，你会找到不同的态度跟解决方

法。」

向上科技教育基金会执行长

王德蕙表示：「首先要先很感谢

车库娱乐愿意发行纪录片。向上

科技教育基金会期许纪录片可以

成为帮助震盪年轻人观点和思辨

很好的素材，目前我们也台湾大

学、辅仁大学与国教署合作怪咖

系列教案开发计画，结合怪咖系

列纪录片与生命教育价值思辨，

进入校园，带给学生们更多元、

正向的价值观。」

在台湾有同性婚姻，但要有

自己的孩子须受到法规的限制，

近来歌手张惠妹经纪人陈镇川与

男友结婚，在美国合法聘请代理

孕母并成功著床，拥有小孩。朱

诗倩执导的《非法母亲》纪录片

中的小雨、世平同样是同志婚姻

，她们出国接受人工受孕，本片

记录了她们远赴柬埔寨求子的过

程，揭露虽台湾同婚专法通过后

，同志伴侣仍面临的困境，也让

同志结婚生子议题，受到更多人

的关注。两位母亲小雨、世平的

小孩豆豆，目前10个多月大，也

经常在「母母女子」纷丝团露脸

，还有了不少粉丝数。

长相彪悍，身材魁武，一身

刺青，有「动保界馆长」之称的

李火山在首映会中吸引了许多人

的眼光，导演朱诗钰将他心裡的

铁汉柔情在《动保蝙蝠侠》中一

览无遗，李火山致力于处理动物

虐待案件以及与学生们分享座谈

，他也收到许多的回馈，他更希

望许多网路上的网民们，可以先

停止酸言酸语，带给这世界更多

正向的影响。而他最常被孩子们

问到的问题就是「火山哥」是否

有在混黑道？每次听到都让他非

常开心。这正是机会告诉孩子：

「混黑道其实一点也不屌！」他

更希望告诉这些孩子：「无论你

的外在形象或角色立场如何，都

可以选择做对的事。」

姚登元执导的《尼泊尔布思

议》，镜头下的林念慈，在尼泊

尔推广布卫生棉的「棉乐悦事工

坊」，她曾被BBC选为「2017年

全球百大女性」，是该年度入选

者中唯一的台湾人。林念慈说：

「在尼泊尔这边不是只是工作而

已，大家好像比较重视，工作大

家开不开心，可不可以像一个家

庭一样。」而她也亲自去家探访

工作多年的员工。

2015 年底一起组成「肉弹

甜心」Amy、马力再次在《多

肉女子生存之道》中组合，由

蔡佳璇执导，纪录片当中看到

她们真实的感受，原来欢乐的

背后许多不为人知的心酸与受

到攻击，不仅如此，片中Amy

的另一半与马力的母亲都一同

入镜，以最亲密的人视角去看

她们的感受。至于胖身材给他

们带来了什麽礼物？Amy 说：

「我是很幸运的人，非常多好朋

友跟我站在一起。」马力也表示

：「让我看见大家的脆弱，我比

较有勇气当一个不一样的人。」

让许多人都深感共鸣。

个性天差地远的两人虽然在

2021年分别了「肉弹甜心」组合

，但初衷与热情不变，出席首映

会现场的她们依然笑容充满，带

给许多人欢乐。

车库娱乐近年推出短片发行

的品牌「FlicksHouse」，支持多

元题材电影并提供观众不同的观

影方式，监製杨力州认为，这是

一个很大胆的作法，他表示「虽

然长短片的差异只在于时间长短

，而不是在于内容或品质，但我

们还是没有勇气挑战大部份观众

的阅听习惯。」现在车库娱乐试

著推动短片院线上映，「对我而

言，车库娱乐也是『怪咖』，他

们愿意去挑战既定的约定俗成，

试著去探索各种不一样的可能性

。」《尼泊尔布思议》3月12日

、《动保蝙蝠侠》3 月 19 日、

《多肉女子生存之道》4月9日、

《非法母亲》4月30日大银幕上

映。

「怪咖系列」 首映會爆棚
楊力州慶生收 「怪咖」 祝福

2021台式新浪漫爱情电影《当

男人恋爱时》，集结了金奖卡司邱

泽 、 许玮甯全新CP组合恋上大

银幕，实力派演员蔡振南、锺欣凌

、蓝苇华、阳靓、Lulu黄路梓茵等

人加持演出，电影将于3月26-28日

推出感动口碑场，4月1日全台正式

上映。因《我的婆婆怎麽那麽可

爱》饰演婆婆一角深受女性观众

喜爱的锺欣凌，这次在《当男人

恋爱时》中饰演经营收债公司的

大姐头「蔡姐」，不仅有许多狂

抽菸、骂髒话的颠覆形象演出，

她更坦言：「期待耍坏很久了！

」导演殷振豪直言就是要颠覆锺

欣凌长期在观众心中亲切善良的

形象，但为戏猛抽菸、挤小空间

和邱泽飙戏的锺欣凌也冒汗大呼

：「耍坏原来不容易！」

由《红衣小女孩》系列亿万

导演程伟豪监製，搭档《浪子回

头》MV破亿点击导演殷振豪的

「双豪组合」携手打造，2021最

揪心的台式新浪漫爱情

电影新作《当男人恋爱

时》，先前释出正式预

告中，可见到因戏剧

《我的婆婆怎麽那麽可

爱》深受女性观众喜爱

的锺欣凌，这次在《当

男人恋爱时》中饰演经

营收债公司的大姐头

「蔡姐」，是她出道以来首度接

演笑裡藏刀的阴险角色，有许多

突破过往亲切甜美形象的凶狠演

出，尤其预告中一句在邱泽耳边

微笑低语：「走正路是好命人的

权利！」就让人不寒而慄，加上

她在片中出场的第一场戏，就是

把手下小弟的头恶狠狠地压在桌

上，让锺欣凌深植人心的「婆婆

」人设彻底崩坏。导演殷振豪直

言他一直很想挑战颠覆锺欣凌过

去给观众的亲切形象，且她完全

符合剧本设定的角色外型，两人

碰面后随即一拍即合，相当喜爱

导演MV作品的锺欣凌则是对于耍

坏演出跃跃欲试。锺欣凌坦言期

待演出「蔡姐」已久：「我一直

想演这种认真坏、黑暗一点的角

色！」这角色更是《当男人恋爱

时》全片的现实面担当，锺欣凌

接演后为戏做了许多功课，参考

不少电影中穿著像邻家大婶、私

下是暴力大姐头的人物，希望自

己可以胜任演出一脸横肉样的狠

角色。

在《当男人恋爱时》中颠覆

「婆婆」亲民形象，改演经营小

镇信贷公司的凶恶大姐头，儿童

节目主持人出身的锺欣

凌大呼：「耍坏真是不

容易！」原来锺欣凌开

拍的第一场戏就挤在只

有8坪大的场景裡狂抽

菸，现场烟雾瀰漫，极

度怕热的她更要顶著铁

皮屋内 40 度的高温和

邱泽飙戏，当下她已快

中暑、全身猛冒汗，收工回家后

只感觉到：「肺好痛！」在本片

中和邱泽有多场关键对手戏的锺

欣凌，回忆两人曾在戏剧《无敌

珊宝妹》中短暂对戏过，她当时

就对邱泽的喜感演出留下深刻印

象。这次和邱泽再度合作新片

《当男人恋爱时》，锺欣凌更对

邱泽拍戏的投入程度讚叹不已：

「从我到片场和他打招呼后到开

始排戏，他就一直沉浸在角色裡

，尤其妆髮完走出来更是完全化

身成男主角阿成！」而首次以大

姐头形象和观众见面的锺欣凌，

在电影后段将有另一阶段的转变

形象演出，相信会带给观众更多

的惊喜感。

《当男人恋爱时》剧情描述

阿成（邱泽 饰）是靠讨债维生的

流氓，总是嬉皮笑脸面对所有人

的鄙视。从未体会过爱情滋味的

阿成，某次讨债时竟被欠债的浩

婷（许玮甯 饰） 深深吸引，阿成

笨拙地画了一份「涂鸦合约」，

向浩婷提出用每一次的吃饭约会

来抵销她的债务，阿成一股脑的

心意，渐渐卸下了浩婷的心防。

当阿成认为自己总算要搞懂爱情

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无

情打击了两人对未来的期待想给

浩婷一个依靠的阿成这时才发现

，原来当男人恋爱时，是可以义

无反顾放弃所有的。《当男人恋

爱时》由索尼影业发行、金盏花

大影业製作与行销，将于 3 月

26-28日推出感动口碑场，4月1

日全台正式上映。

《當男人戀愛時》鍾欣凌成癮君子！
高溫下和邱澤擠小房間互飆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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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水库，“高原明珠”依山而建

网络上盛传得相当火爆的平坝万亩樱花园，

种植了将近70万株樱花。每到3月初樱花盛开的

季节，群樱怒放，形成粉色的海洋，异常壮观。

BBC曾经在前两年发布了一组樱花园花海的航拍

照片，称这里是“蓝色星球上最美的樱花园”，

顿时引来全球网友围观。很多国内网友还误以为

是日本的樱花盛景，殊不知，万亩樱花园离贵阳

和安顺都不远，一小时左右车程之内，处于黔中

腹地、贵州安顺平坝区秀美的红枫湖边缘。

樱花的生长除了合适的温度，更需要有充足的

水分，面积宽阔的红枫湖为这座星球最美的樱花园

，提供了丰富的水体资源。说起来，老一辈的贵州

人更喜欢把红枫湖叫做“红枫水库”，因为这本来

就是一座在高原上完全由人工打造出来的宽阔水库

，并非天然形成，有着“高原明珠”之美誉。

根据测算，红枫湖的水域总面积为57.2平方

公里，蓄水量可达6亿立方米，最深处能达百米

。如果这样描述还觉得不够清晰的话，换句话说

，把12个北京十三陵水库、6个杭州西湖放到红

枫湖内，还可能有剩余呢。

在黔中腹地开挖出如此大规模的水库，着实是

需要勇气的。人们谈起贵州，都能说出一段顺口溜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整

个贵州几乎没有太完整的平原。山造就了贵州的独

特风貌，也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贵州西北部的乌

江等河流归属于长江水系，南部的北盘江、南盘江

等则属于珠江水系——这么看上去，河流众多，降

水充沛，水资源应该很丰富。可现实是，这里“不

藏水”——山川孕育了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形，形

成的是喀斯特裂隙、漏斗、地下洞腔系统，加上山

高坡陡峡谷深，即便有水，也会很快渗漏下去。

“地下水滚滚流,地表水贵如油”，听起来很“残酷

”，但就是现实：明明周围有河有水，就是很难收

集水，地表干旱严重，人们望水兴叹……

新中国建国不久，1958年国家开始在乌江上

游支流猫跳河筑坝，建起人工湖，主要在贵阳的

清镇和安顺的平坝这两个地方之间、清镇的西部

，划出一整块面积不小的区域。1960年，水库建

成蓄水，由于周边有座红枫岭，深秋时节，枫叶

红于二月花，因而定名为“红枫湖”。

红枫湖建成之后，将周边的羊昌河、麻线河

、公固河等几条河流汇集于此，还有一条后六河

因红枫湖建成蓄水之后被淹没，成了“湖中河”

。有了红枫湖，周边的生产、灌溉以及饮水，都

有了极大的保障。红枫湖还是贵阳最主要的水源

地之一，堪称“贵阳的饮水机”。

岛山洞湾林，处处是奇观

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峰峦成岛屿，平

底卷波涛。”这是郭沫若赞美千岛湖的诗句。

如果来到红枫湖，同样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场景

。红枫湖蓄水之后，很多原来的山就变成了

“岛”。绿水环绕，群峰悠然，十足就是“千

岛湖”的感觉——所以，红枫湖又可称为高原上

的“千岛湖”。

比千岛湖更有特色的是，红枫湖典型的喀斯特

高原湖，形成了“岛、山、洞、湾、林”的奇景，

“山中有湖，湖中有岛，岛中有洞，洞中有湖”以

及洞湖相通。这种多重元素、空间错落的格局，使

得红枫湖处处是景观，秀美中蕴含着独特，变身为

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按照从北至南的顺序，红枫

湖的北湖、中湖、南湖后湖以及周边，各有风情。

北湖的岛：北湖临近猫跳河，以岛多而闻名

。整个110平方公里的红枫湖内，有着100多座大

小岛屿。有的原先就是岛，有的则是蓄水之后

“由山变岛”。猫岛、龟岛等诸多岛屿，星罗棋

布，点缀其中。

中湖的山：中湖区域相对狭窄，两岸连山起

伏，峭壁直立，有的山势还颇为险峻。山上怪石

林立，造型各异。你能想象得出石头像什么，它

就是什么。山水相依，一副自然风光的画卷。

南湖的洞：处于喀斯特地形的区域，洞可以

说才是红枫湖的核心，尤其红枫湖面积最大的南

湖，以洞著称，有将军洞、打鱼洞、水下洞等等

。将军洞最负盛名，长达600米，洞中又有3个湖

，形成非常特别的“洞中湖”，洞湖相通的格局

实在是很难分清哪里是洞，哪里是湖。喀斯特地

貌独有的石笋、石柱、石幔等在这里一览无余，

最大的一块石幔，有十米多高、二十多米宽，有

如飞瀑倾泻而下。而在打鱼洞内，则是层叠式的

溶洞，足足有七层，洞底下有暗河相通。

后湖的湾：后湖形成了细小的湾区，是周边

村民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的耕作区域。平坝万亩

樱花园是红枫湖沿岸湾畔近些年来火爆一时的网

红盛景。

边的林：红枫湖因红枫岭而得名。实际上，

整个红枫湖区域范围内，林区面积达到21平方公

里。除了枫树，还有松柏等多样化树种。山林密

集，构筑出自然生态景观。

国家湿地，候鸟的天堂

有岛、有山、有洞、有湾、有林，红枫湖天

然形成了一个水陆相邻、高低错落、层次分明的

生态区域。由于红枫湖地处纬度较低的亚热带边

缘，纬度低、海拔高，高原型季风气候明显，年

相对湿度在80%左右，年平均温度15.3°C。夏无

酷暑，最热月7月份平均气温24°C；冬无严寒，

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4.9°C。多层次的立体化空间

加上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很适合各类植物生长

发育，并为动物的栖息创造条件，红枫湖构筑起

结构完整、状况优良的生态系统。

从陆生地貌上看，红枫湖周边山峰林立，库

区植被以山地植被为主，流域内还有很多上坡耕

地。早先，红枫湖流域森林覆盖率只有9.9%，低

于贵州平均水平。2000年以来，贵州省从红枫湖

流域开启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以保护周边生态环境，

人们栽种能够防止水土流失的树种，整个湖区范

围呈现多种混交林的特色。

从水生地貌来说，红枫湖属于典型的深水湖

、喀斯特湖泊，湖区涵盖了河流及溶洞、河汊口

、沼泽滩涂、静水湾等各种涉水地貌。湿地是生

物多样性的代表区域。如今，红枫湖国家湿地公

园已经建立，规划总面积为5580.43公

顷，其中湿地面积4174.45公顷，南至

红枫湖水库与清镇市界，北临老马河的

空山花桥，西起麦翁河与清镇市界，东

达清镇市百花路。这是一个人工库塘与

天然河流结合的典型湿地。

科学家们在红枫湖库区内调查发现

，这里有近两百种植物种类，包括蕨类

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等等，“库

区实际植物种类数量应大于目前调查的

数量”。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前几年

，红枫湖湿地内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植物云贵水韭。

宽阔的湖体利于沉淀各种水中的富

营养物质成分，尤其是水中的浮游生物，

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湿地植被

发育良好，又为鸟类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地

环境。每到秋冬季节，大批候鸟飞来越冬

，红枫湖成了“候鸟的天堂”。据专家考

察，在红枫湖湿地范围内，有着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鸟类15种，其中包括黑冠鹃隼

、领角鸮等。2018年人们在红枫湖发现

了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当时一只成年

鹤正与一只苍鹭在红枫湖羊昌点的沼泽地

觅食。这是32年来贵阳首次发现灰鹤。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天长一

色”，每到秋天，秀美的红枫湖映衬着

山岭上火红的枫叶，候鸟们在自由地飞

翔、嬉戏。这是红枫湖最美的季节。

守护防线，让绿水青山更秀美

灰鹤时隔32年再现红枫湖，展现出

如今红枫湖良好的生态环境。然而，本

世纪前十年，红枫湖曾经水质恶化、环

境变差。

大约从2002年开始，红枫湖水质不断恶化，

2004年5月，红枫湖湖面上出现大面积绿藻，水

质类别由建库初期的Ⅱ类降到了Ⅴ类。2007年红

枫湖水质蜕变为以Ⅴ类和劣Ⅴ类水质为主。从监

测情况看，红枫湖体有大量氮、磷营养物和有机

物，总磷、总氮和亚硝酸盐等指标普遍超标。这

主要是由于红枫湖周围的化肥厂、铁合金厂等企

业向湖中排放工业废水，再加上周边居民区向湖

中排放生活污水。污水处理能力严重不足，排污

达不到排放标准，持续加剧了红枫湖的污染。

随后，红枫湖开启了以“净土清源”、“退

湖进城”、“综合整治”为主题的水污染综合治

理。贵阳市政府组织编制了治理红枫湖水质的

“规划”，期限为2009-2020年，三个阶段、五大

工程齐头并进：

一是工业污染治理工程，关停、整治、搬迁

了上周多家化工厂、发电厂等企业，实施高于国

家环保标准的达标排放标准；二是生活污染治理

工程，修建和完善各种生活污水收集系统和处理

系统，实现达标排放，杜绝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湖

（库），还取缔了各种农家乐、休闲山庄，拆除

违法建筑；三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程，调整农

业种植结构，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禁止养殖

畜禽；四是生物净化工程，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取缔围栏养鱼、网箱养鱼；五是生态修复工程，

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立围栏、界桩和警示牌

，加大湖区、库区退耕还林力度，加大湿地建设

和保护，河道清淤治理。

在红枫湖的水污染治理过程中，减排技术、

污染治理、生态环境治理这三大体系的十大科技

项目陆续实施，提高“科技治污”效力。清镇还

建立了中国首个环保法庭、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庭，加大执法力度。

经过长时间、大力度、高强度、多举措的综

合治理，红枫湖水质从2010年开始逐步恢复。根

据环保专家的测评，2010年1月到9月红枫湖的水

质就要明显好于2007年到2009年同期。根据贵州

当地媒体的报道，2016年红枫湖水质已经全部达

到国家规定的Ⅲ类水质标准，水质达标率为100%

；到2019年，红枫湖水质总体评价为Ⅱ类。尤其

是取水口水质，保持在Ⅱ类标准。

春来观花，夏日望水，秋天看树，冬天赏鸟

。这是红枫湖给人带来的优美印象。守护好红枫

湖的环保防线，让这里的青山绿水更加秀美。

红枫湖，高原上的“千岛湖”
今年春天暖得有点早

，樱花季提前来到了。最

近两年，贵州安顺贵安新

区红枫湖畔的万亩樱花园

那是相当火爆，一度被外

媒称为“蓝色星球上最美

的樱花园”。

早春时节，粉樱飘飘

，给碧波万顷、风景秀美

的红枫湖再添一道靓丽的

景观——而你知道吗？红

枫湖是完全由人工在高原

上建造的“千岛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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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需要趙小蘭這樣的領袖
華爾街日報
國會議員朴銀珠(Michelle Steel)，

和崔映玉(Young Kim) 撰文
2021年3月10日
https://www.wsj.com/articles/

america-needs-lead-
ers-like-elaine-chao-11615417968

趙小蘭是少數族裔及婦女的精神
導師，現在受到毫無根據的負面政治
攻擊

我們為自己既是美國移民，又身
為首批韓裔女性國會議員感到驕傲。
我們在社區中尋找能為婦女及少數族
裔打破障礙的導師。趙小蘭部長就是

我們在職業生涯中景仰的導師，也是
我們尋求指導及忠告的女性。

趙小蘭在2001年成為勞工部部長
。她是美國總統指派為內閣部長的首
名亞裔女性，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來任職時間最長的閣員。我們和許多
亞裔，都因為她從當年搭乘貨船來美
國後，就不倦無悔地致力打破障礙而
受益。

她的傳奇啟發所有美國人實現夢
想，也鼓勵我們繼續努力。我們覺得
有必要直面回應關於對她的經歷的毫
無根據，負面政治攻擊。上星期有許
多新聞，報導司法部對她當交通部部
長時行為的調查。但司法部沒有採取

行動，結束了調查。眾議院監督改革
委員會資深成員也總結認為，趙女士
”遵循了道德及財務揭露規定”。但
那並未阻止媒體繼續做負面攻擊。

曾是交通及基礎建設委員會資深
成員的國會眾議員Sam Graves，曾和
交通部長趙小蘭一起工作。他說，調
查結果顯示，”這完全是浪費時間和
納稅人的資源 - 而且很不幸的，再度
提醒我們，黨派成員對意識形態對手
成就的攻擊，會到什麼程度”。

三月是婦女歷史月，我們應該團
結合作，對抗歧視，提醒婦女及少數
族裔，為自己的技能，經驗，及決心
所能得到的位置做好準備。我們繼續

每天努力對抗歧視，為自己能作為歷
年來最多元化新屆國會眾議院議員，
感到驕傲。當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在
全美增加之際，我們鄭重提出一項決
議案，譴責這種行為。

黨派攻擊在華府很常見，但針對
趙女士的最近這波攻擊，完全漠視了
她為許多婦女及尋求公職的亞裔打破
障礙，做為模範的貢獻。

國會議員朴銀珠(Michelle Steel)，
和崔映玉(Young Kim)依序分別代表加
州第48及第39國會選區。

光鹽健保福利系列講座光鹽健保福利系列講座--年長者紅藍卡年長者紅藍卡
（（MedicareMedicare））相關項目介紹相關項目介紹

((華爾街日報華爾街日報)) 美國需要趙小蘭美國需要趙小蘭
這樣的領袖這樣的領袖

為了更好的向社區民眾提供健保、福利的申請及相關服務，光
鹽社將在近期舉辦壹系列遠程健保、福利講座，講座主題包括兒童
、孕婦白卡，健保市場個人保險，老人紅藍卡及其補充計劃，和金
卡（哈裏斯縣健康補助計劃）。

第二次講座內容是關於年長者紅
藍卡(Medicare),白卡(Medicaid),紅藍卡
優勢計劃（Advantage Plan）和紅藍卡
輔助計劃(QMB)的申請和使用。

哪些人可以申請紅藍卡
紅藍卡傳統計劃和優勢計劃有哪

些區別
哪些人可以申請到紅藍卡輔助計

劃來幫助支付Part B的保費
如何審視紅藍卡優勢計劃的醫療

和處方計劃
對於壹些既有疾病的申請人，如

何選擇適合的保險計劃。
時間：3月20日（周六）下午2:

00-4:00
講員：
鄧福真博士是 SamHouston State

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光鹽社理事會前理
事長，積極投入華人社區服務工作，
同時也是聯邦政府健康保險市場資深
咨詢員，州政府認證Medicaid/CHIP導

航員。
Barbara Chang 張茜平女士是聯邦政府健康保險市場資深咨詢員

，州政府認證Medicaid/CHIP導航員。
講座會議信息：

ZOOM網上會議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83278611688
或者電話撥打：+1 346 248 7799（Houston）
會議號碼：832 7861 1688
本活動免費，開放現場問答，歡迎大家參加。

休士頓最具黃金位置及功能的休士頓最具黃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百樂公寓」」
全新裝潢全新裝潢 限量特惠中限量特惠中 歡迎電話洽詢歡迎電話洽詢

煥然一新的百樂公寓位於一個歷史悠久，文化
多元，休斯敦西南地區快速發展的社區中。距離數
百家亞洲獨特的餐館和商店僅幾步之遙。百樂公寓
居民可輕松直達鄰近高速公路，包括69號州際公
路，Sam Houston八號公路和Westpark付費公路。
使您可以輕鬆來往大休斯頓地區, 休斯頓市中心,
IAH喬治布什洲際機場和世界頂尖醫療中心。

百樂公寓是一個提供舒適和便利的公寓社區。
我們提供一臥室，兩臥室和三臥室的房型。這些房
型配備了電灶，冰箱和洗碗機。我們擁有努力
工作的專業管理和維護人員，以確保居民的舒
適和享受。

匯聚敦煌, 王朝, 黃金廣場的豐富機能，得天獨
厚享有衣食行育樂的便利，與各大超級市場 (H
Mart,大中華,百家), 美食餐廳, 排隊名店, 醫療院所,
金融機構等(華美 East West, 大通 Chase,及富國
Wells Fargo), 保持輕鬆散步可達的距離，真實生活
享有出繁華,入寧靜的優越。

「百樂公寓」 位於敦煌廣場隔壁，幾分鐘可走
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及餐廳。地址：7255 Corpo-
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2-8100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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