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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hina high-level talks to wrap up
after acrimonious opening

ANCHORAGE, Alaska (Reuters) - Senior U.S. and Chinese officials are set to
conclude their talks in Alaska on Friday
after a dramatic opening round laid bare the
depth of tensions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at the outset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FILE PHOTO: The U.S. delegation led by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C) and
flanked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R), face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U.S.-China talks at
the Captain Cook Hotel in Anchorage, Alaska on March 18, 2021. Frederic J. Brown/
Pool via REUTERS
The run-up to the talks in Anchorage, which
followed visits by U.S. officials to alli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was marked by a
flurry of moves by Washington that showed
it was taking a tough stance, as well as by
blunt talk from Beijing warn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card illusions that it would
compromise.
After pointed opening remarks here on
Thursday from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about China’s challenge to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s
top diplomat Yang Jiechi lashed out with
a speech criticizing U.S. democracy, and
foreign and trade policies.

previous day’s meeting.
The United States accused China of
“grandstanding” for its domestic audience,
and both sides suggested the other had
broken diplomatic protocol.
The rebukes played out in front of cameras, but a senior U.S.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old reporters that as soon as media had
left the room, the two sides “immediately
got down to business” and held substantive, serious, and direct talks.

Blinken and Yang, joined by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ake Sullivan and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Wang Yi, have
a final session scheduled in Anchorage at
around 9 a.m. (1700 GMT).
While much of President Joe Biden’s
China policy is still being formulated,
including how to handle the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implemented by his predecessor Donald Trump, his administration
has so far placed a stronger emphasis
on democratic values and allegations of
human rights abuses by China.
“I am very proud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Biden told reporters at the White House
on Friday morning when asked about the

Dean Cheng at the conservative Heritage Foundation said Chi-

In recent weeks, top Republicans have given
a nod to efforts by Biden, a Democrat, to
revitalize relations with U.S. allies in order to
confront China, a shift from Trump’s go-italone ‘America First’ strategy.

Biden has partially staked his approach on
China to rebuilding American domestic
competitiveness, and several top Republicans,
whose cooperation will be crucial to the success of those plans, backed his administr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heated exchanges from the
first day of talks.
na’s global influence had grown to the point where it felt it could
“I have many policy disagreements with
openly deride the U.S. system.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but every single
American should unite against Beijing’s
“That is a vision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f, ‘you need me,
tyrants,” Republican Senator Ben Sasse said in I don’t need you,” Cheng said.
a statement.
China on Friday put a Canadian citizen on trial here on spying
China’s social media carried comments saying charges, in a case embroiled in a wider diplomatic spat between
Chinese officials were doing a good job i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laska, and that the U.S. side lacked sincerity.
The Chinese military also banned Tesla cars from entering its
“My sense i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testing housing complexes, citing security concerns over the camera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get
installed on the vehicles, according to two people who saw
real results from these dialogues,” said Zack
notices of the directive.
Cooper, who researches China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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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House Mourns The
Asian Victims
President Biden ordered the
American flag at the White
House and on other federal
ground to be flown at
half-staff as a “mark of
respect for the victims of the
senseless acts of violence”
in Atlanta this week. The
president also will visit Atlanta
today to meet with
Asian-American leaders and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We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were very troubled and
concerned over this tragedy

Wealee@scdaily.com

in our community.
In contrast, ex-president
Trump should be very
ashamed because of his bias
and prejudice calling
COVID-19 the “China Virus.
” His comments created an
anti-Chinese and Asian
atmosphere. As the leader of
the nation, such behavior
caused outrage in our
community. Mr. President, we

Մ↛፹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LIVE

really need to apologize to the
Asian-American people in
this country.
We feel very sad about what
happened in Atlanta, but it
could happen anywhere in
America.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just need to stay united and
fight for our future.

Editor’s Choice
A woman yells during a demonstration
following the deadly shootings in Atlanta,
Georgia.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A medical staff member uses a mobile phone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where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are treated at the Clinique de
l’Estree - ELSAN private hospital in Stains, near Paris, France. REUTERS/
Benoit Tessier

Willow O’Brien, 5, looks at her mother (not pictured) as she holds an Irish flag while posing for Fans sit among cardboard cutouts during the third period between the New York Islanders and
pictures on Saint Patrick’s Day in Dublin, Ireland. REUTERS/Clodagh Kilcoyne
the Philadelphia Flyers at Nassau Veterans Memorial Coliseum in Uniondale, New York. Brad

Penny Parkin, 69, who was
exposed to COVID-19 on
March 23, 2020, takes her daily
afternoon nap while her husband, John Parkin, 85, reads
the newspaper, in Doylestown,
Pennsylvania. When I tell my
husband that I’m really tired he
says to stop what you’re doing
and just lie down.” said Parkin as
she continues to suffer from long
term effects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REUTERS/Hannah
Beier

A whale is seen washed up on the
shore of Blyth beach, Northumberland, Britain. REUTERS/Lee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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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Man Charged With Killing Eight
At Georgia Massage Parlors

Killings In Atlanta Spike Fear
In America’s Asian Communities

A sign for the Gold Spa massage parlor is displayed in Atlanta on Wednesday afternoon, March 17,
2021, the day after multiple people were killed at three massage spas in the Atlanta area. Authorities
have arrested 21-year-old Robert Aaron Long in the shootings at massage parlors in Atlanta and
one in Cherokee County. (AP Photo/Ben Gra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ATLANTA (AP) — A white gunman was
charged Wednesday with killing eight people at three Atlanta-area massage parlors in
an attack that sent terror through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which has increasingly been targeted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 day after the shootings, investigators
were trying to unravel what might have
compelled 21-year-old Robert Aaron Long
to commit the worst mass killing in the U.S.
in almost two years.
Long told police that Tuesday’s attack was
not racially motivated. He claimed to have
a “sex addiction,” and authorities said he
apparently lashed out at what he saw as
sources of temptation. But those statements
spurred outrage and widespread skepticism
given the locations and that six of the eight
victims were women of Asian descent.
The shootings appear to b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misogyny

and xenophobia,” said state Rep. Bee
Nguyen, the first Vietnamese American
to serve in the Georgia House and a frequent advocate for women and communities of color.
Atlanta Mayor Keisha Lance Bottoms
said that regardless of the shooter’s motivation, “it is unacceptable, it is hateful
and it has to stop.”

Jessica Lang pauses and places her
hand on the door in a moment of grief

after dropping off flowers with her
daughter Summer at Youngs Asian
Massage parlor where four people
were killed, Wednesday, March 17,
2021, in Acworth, Ga. At least eight
people were found dead at three different spas in the Atlanta area Tuesday
by suspected shooter Robert Aaron
Long. (Photo/Curtis Compton/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via AP)
Authorities said they didn’t know if
Long ever went to the massage parlors
where the shootings occurred but that he
was heading to Florida to attack “some
type of porn industry.”
“He apparently has an issue, what he
considers a sex addiction, and sees these
locations as something that allows him
to go to these places, and it’s a temptation for him that he wanted to eliminate,”
Cherokee County sheriff’s Capt. Jay
Baker told reporters.
Baker drew criticism for saying Long
had “a really bad day” and “this is what
he did.” A Facebook page appearing to
belong to Baker promoted a T-shirt with
racist language about China and the
coronavirus last year.
The Facebook account featured numerous photos of Baker going back months,
including one of him in uniform outside
the sheriff’s office. The account was deleted Wednesday night, and Baker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voicemails
and an email seeking comment. The
sheriff’s office also did not respond to a
message.
Meanwhile, Sheriff Frank Reynolds said
it was too early to tell if the attack was
racially motivated — “but the indicators
right now are it may not be.”
The Atlanta mayor said police have not
been to the massage parlors in her city
beyond a minor potential theft.
“We certainly will not begin to blame
victims,” Bottoms said.
The attack was the sixth mass killing this
year in the U.S., and the deadliest since
the August 2019 Dayton, Ohio, shooting
that left nine people dead, according to
a database compiled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USA Today and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He’s taking it hard,” Toole said. “He was
there. He heard the gunshots and everything. You can’t escape that when you’re
in a room and gunshots are flying — what
do you do?”

Roula AbiSamra, center, and her friend
Chelsey (right), prepare to lay flowers
bouquets at a makeshift memorial outside of the Gold Spa in Atlanta, Wednesday, March 17, 2021. Police in the Atlanta
suburb of Gwinnett County say they’ve
begun extra patrols in and around Asian
businesses there following the shooting at three massage parlors in the area
that killed eight, most of them women of
Asian descent. (Photo/Alyssa Pointer/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via AP)
It follows a lull in mass killings during the
pandemic in 2020, which had the smallest number of such attacks in more than a
decade, according to the database, which
tracks mass killings defined as four or more
dead, not including the shooter.
The killings horrified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which saw the shootings as
an attack on them, given a recent wave of
assaults that coincided with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e virus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China, and
then-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others
have used racially charged terms to describe
it.
The attacks began when five people were
shot at Youngs Asian Massage Parlor near
Woodstock, about 30 miles (50 kilometers)
north of Atlanta, authorities said. Four died:
33-year-old Delaina Ashley Yaun, 54-yearold Paul Andre Michels, 44-year-old Daoyou Feng and 49-year-old Xiaojie Tan, who
owned the business.
Yaun and her husband came to the spa on
a date, her mother, Margaret Rushing, told
WAGA-TV. Yaun leaves behind a 13-yearold son and 8-month-old daughter.
Her half-sister, Dana Toole, said Yaun’s
husband locked himself in a room and
wasn’t injured.

Jesus Estrella, of Kennesaw, prays in
silence at Youngs Asian Massage parlor
where four people were killed, Wednesday, March 17, 2021, in Acworth, Ga.
Estrella, who said he was of Asian &
Hispanic decent, said “ I felt like I had
to come and support the community.” A
white gunman was charged Wednesday
with killing eight people at three Atlanta-area massage parlors on Tuesday in
an attack that sent terror through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that’s increasingly been targeted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Photo/Curtis
Compton/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via AP)
The manager of a boutique next door said
her husband watched surveillance video
after the shooting and the suspect was sitting in his car for as long as an hour before
going inside.
They heard screaming and women running from the business, said Rita Barron,
manager of Gabby’s Boutique. The same
car was then spotted about 30 miles (48
kilometers) away in Atlanta, where a call
came in about a robbery at Gold Spa and
three women were shot to death. Another
woman was fatally shot at the Aromatherapy Spa across the street.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Killings In Atlanta Spike Fear In America’s Asian Communities

Robert
Aaron
Long was arrested hours later by
Crisp County deputies and state troopers.
He refused to stop on a highway and officers bumped the back of his car, causing
him to crash, Sheriff Billy Hancock said.
Officers found Long thanks to help from
his parents, who recognized him from surveillance footage posted by authorities and
gave investigators his cellphone information, which they used to track him, said
Reynolds, the Cherokee County sheriff.
“They’re very distraught,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in this apprehension,” he said.
President Joe Biden called the attack “very,
very troublesome.”
“We don’t yet know the motive, but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the Asian-American
community is feeling enormous pain tonight. The recent attacks against the community are un-American. They must stop,”
Biden tweeted Wednesday.

County Sheriff’s Office shows Robert
Aaron Long on Tuesday, March 16, 2021.
Long was arrested as a suspect in the fatal shootings of multiple people at three
Atlanta-area massage parlors, most of
them women of Asian descent, authorities said. (Crisp County Sheriff’s Office
via AP)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the first
Black and South Asian woman in that office, expressed support to the Asian Amer-

ican community, saying, “We stand with
you and understand how this has frightened and shocked and outraged all people.”
Over the past year, thousands of incidents of abuse have been reported to
an anti-hate group that tracks incident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hate
crimes in general are at the highest level
in more than a decade.
“While the details of the shootings are
still emerging, the broader context cannot be ignored,”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Atlanta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shootings happened under
the trauma of increasing viole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nationwide, fueled by
white supremacy and systemic racism.”
Nico Straughan met Long when he
moved to the area in seventh grade, saying Long brought a Bible to school every
day and was “super nice, super Christian,
very quiet.”
“I don’t know what turn of heart he
might have had, but he went from one of
the nicest kids I ever knew in high school
to being on the news,” Straughan said. “I
mean, all my friends, we were flabbergasted.”

Flowers, candles and signs are displayed at a makeshift memorial
outside of the Gold Spa in Atlanta,
Wednesday, March 17, 2021. According to authorities, three Asian women
were found dead inside of the Gold
Spa on Tuesday night and another Asian woman was found dead at
Aromatherapy Spa across the street.
(Photo/Alyssa Pointer/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via AP)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oes not recognize sex addiction in its
main reference guide for mental disorders.
While some people struggle to control
their sexual behaviors, it’s often linked to
other recognized disorders or moral views
about sexuality, said David Ley, clinical
psychologist and author of “The Myth of
Sex Addiction.”
“These sexual behaviors getting this label
are a symptom, not a cause,” Ley said.
(Courtesy https://apnews.com/)
Related

Americans Need To Reflect On
How An Anti-China Outlook
Is Growing Hate And Distrust
Against Asians Across The Country

America woke up this week to the appalling news of shootings at massage parlors
in Georgia that claimed the lives of eight
people, including at least six female victims of Asian origin, four of whom were
Korean Americans.
A suspect has since been arrested. The
specifics behind the killings are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although it is being claimed
‘sex addiction’ may be to blame. Early
speculation, though, had suggested that
anti-Asian racism may have been behind
the slaughter, and even if that proves not
to be the case, the very idea that it was
being considered as a potential motive is
alarming, but perhaps not surprising.

Anti-Asian sentiment is on the rise in
the US, fanned by constant criticism of
China over Covid-19 and its increasing
global influence. Politicians must realise that legitimising hostility encourages
racism.
It’s abundantly clear that anti-Asian sentiment has incre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ue to the impact of Covid-19 and Donald

Trump’s confrontational policies against
China.
This has led to a surge in reported racial
hate crimes which have targeted Asian
people from all backgrounds. Between
March and December last year, nearly
3,000 incidents were reported by the advocacy group Stop AAPI Hate, which has
even documented assaults on elderly people.
These figures are shocking, and it’s hard
not to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ust bear some responsibility for exacerbating Sinophobia
in the US on multiple levels, via the virus
and constant fearmongering against Beijing in the pursuit of geopolitical goals.
There’s little sign of significant change
under Joe Biden. The White House continues to politicize the virus and place accountability on Beijing, albeit in a more
refined manner, and has accepted Trump’s
new anti-China consensus.
Diseases have a long history of being tied
to xenophobia and racism. It is a well-established trait that a given community
blames a pandemic on another group that
it believes to be dirty, uncivilized and inferior, believing that such an event could not
have occurred otherwise.

President Biden Condemns Racial Attacks On Asian Americans
Therefore, a logic of accountability is invoked against this ‘other.’ This mindset
exists within a broader orientalist discourse of ‘east vs west’ and, by extension,
popular beliefs concerning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When Covid-19 struck the west, some politicians sensed an opportunity to invoke
this racist sentiment in order to deflect
blame towards China, coating it with the

disguise of criticizing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ought to use it extremely
aggressively, not only to excuse itself of
blame – an understandable diversionary
tactic, with more than 500,000 Americans
now dead – but also to forcibly re-write
US foreign policy and steer it permanently
towards hostility towards Beijing. As a result, Trump and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heavily pushed the meme
of the China virus and blamed Beijing for
the catastrophic situation in the US, invoking all kinds of conspiracy theories in
the process. Pompeo is still doing it even
now.

After dropping off flowers Jesus Estrella, left, and Shelby S., right, stand
in support of the Asian and Hispanic
community outside Youngs Asian Massage parlor where four people were
killed, Wednesday, March 17, 2021, in
Acworth, Ga.
(Photo/Curtis Compton/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via AP)
Last week, in his address to the nation,
Biden condemned the “vicious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Americans who have been
attacked, harassed, blamed and scapegoated.” But at the same time, members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ntinue to politicise the virus. They do not use explicitly
racist language such as “China virus” or
“Kung-Flu”, yet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for example, continues to
follow essentially the same messaging of
Pompeo by prolonging the idea that China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ituation in the US.
This becomes a venting point for public
anger, and continues to put Asian people
in the firing line. The language may be a
bit softer, a bit more polite, but they have
not changed. (Courtesy 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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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威斯康星州最贵豪宅的历史由来吗？
这个拥有六间卧室、十间浴室的滨
湖豪宅是肉类加工业大亨埃德温 · 斯
威夫特 1906 年建造的。
目前该豪宅也是威斯康星州最昂贵
的房子，它现在以 2075 万美元的价格挂
牌出售。
1878 年，埃德温 · 斯威夫特与他
的兄弟古斯塔夫· 斯威夫特合伙创立了
斯威夫特兄弟公司。斯威夫特公司彻底
改变了美国肉类生产和分销的方式，他
们的公司因开发了第一款实用的冰冷有
轨电车而受到赞誉，这使加工过的肉类
可以长途运输到美国各地甚至周边国家
，这让美国迎来了“廉价牛肉时代”。
斯威夫特率先使用动物副产品制造肥皂
，胶水，化肥，各种杂物，甚至医疗产
品。
这家企业为两兄弟赚了一大笔钱。
他们的父母是 17 世纪去新英格兰的
英国移民的后裔。这个家庭在马萨诸塞
州 科 德 角 （Cape Cod） 镇 西 桑 威 奇
（West Sandwich）的一个农场上生活和
工作，在那里他们饲养和屠宰牛，羊和
猪，那里是他们想到做肉加工创业的起
点。
埃德温的兄弟古斯塔夫小时候对学
业兴趣不大，早早地就辍学出去打工。
打工期间，他尝试过几份不同的工作，
最终在十四岁的哥哥诺布尔的肉店里找
到了一份全职工作。两年后的 1855 年，
古斯塔夫在一位叔叔提供的 400 美元的
帮助下，他和兄弟们开设了自家的牛和
猪肉屠宰场。斯威夫特兄弟在布莱顿的
市场上购买了牲畜，并将它们赶到伊斯
特姆售卖，路上需要十天的时间。据称
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在最后一英里中
，他不让牲口饮水，这样一来，他们到
达目的地后牲口便会喝大量的水，从而
有效地增加了体重。
这座 1150 多平方米的豪宅被称为
Villa Hortensia，坐落在日内瓦湖边，距

芝加哥西北部约两小时车程。
斯威夫特与建筑师霍华德· 范多伦
肖合作，创造出了一个可以经受住一个
多世纪时间考验的建筑，同时它也是一
个令人惊叹的家。
霍华德· 范多伦肖是当时芝加哥的
一名知名建筑设计师，他还是美国工匠
运动的领导者，他在 1900 年对芝加哥第
二长老会教堂进行了改建，他还设计了
Marktown。
不过他为斯威夫特设计的这座老房
子布局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它的设计
简单得很突出，很干净舒适的感觉，房
子所有的房间都朝向水面。
长期以来，日内瓦湖一直是来自芝
加哥、密尔沃基和麦迪逊的富人度假胜
地，此地距离这几个地方都不到两个小
时的车程。
这幢豪宅坐落在蛇道上，蛇道是该
地区最高档的街道之一，到处都是为富
豪建造的历史性海滨地产。斯威夫特家
族的房产在被出售之前保留了几年。现
在的业主已经在这个房子里住了 20 多年
了，他们一直在小心地维护这个庄严的
住宅。
然而，许多原始的特征仍然完好无
损——这是 20 世纪初工艺水平的证明。
家里有原生态的木制品，原生态的门，
原生态的窗户，原生态的储物柜。
因为朝向的合理让豪宅的内部空间
非常明亮，通风良好，楼下的房间有法
式大门和落地窗，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
大滨湖景观。
这处房产卧室和浴室众多，非常适
合招待客人。
此外，还有两个帆船码头，一个游
泳池和一个红土网球场。
当年发财后的斯威夫特常住在芝加
哥，但他喜欢和家人时常到日内瓦湖边
度假，就像今天的许多富人那样的生活
方式。

近一个半世纪之前斯威夫特家族
的合影照片

美国人对投资比特币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近期投资者对比特币的需求持续上
升，比特币周五上午创下了 53949 美元
的历史新高，截止本文发稿比特币价格
已经涨破 56000 美元，到达$56,161 美元
。研究公司 Piplsay 的一项新调查显示
，比特币的粉丝俱乐部将继续增长。
这份调查一共有 30330 名美国人参
与，其中听说过加密货币的美国人，有
57% 的人说他们对这种数字货币有所了
解或者非常了解，而 30% 的人根本不了
解它们，13% 的人从未听说过它们。近

一半(48%)听说过加密货币的人没有兴趣
投资它，四分之一的人说他们已经投资
，27% 的人说他们计划今年投资。
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加密货币是安全
的，22% 的人认为不安全，28% 的人
不确定。在那些认为它不安全的人中，
31% 的 人 害 怕 黑 客 攻 击 或 欺 诈 ， 27%
的人说他们对这个系统的工作原理了解
不够，22% 的人认为缺乏管理加密货币
的法律或法规，20% 的人害怕它剧烈的
价格波动。

当被问
及像苹果、
亚马逊和沃
尔玛这样的
品牌是否应
该效仿微软
、贝宝、
Visa 和 特
斯拉接受(
或计划接
受)加密货币作为商品和服务的有效支付
时，57% 的受访者回答是，只有 18%
的人说不。其余的人表示自己现在还不
太确定。
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
马斯克在媒体上称投资了 15 亿美元用于
购买比特币。该公司还表示，计划在
“不久的将来”开始接受比特币付款。
自从他宣布以来，比特币的价值已经增
加了近 9000 美元。
另一位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的信徒是

凯西 · 伍德，方舟投资管理公司的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们旗下的五只交
易基金(etf)或许是目前华尔街最热门的
投资。据彭博社报道，该公司管理的资
产从 2020 年初的约 35 亿美元增加到今年
年底的近 420 亿美元。
伍德上周告诉雅虎财经，如果每家
标准普尔 500 指数成分股公司只将 1%
的现金用于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的价
格可能会增加 4 万美元，如果同样的公
司将 10% 的现金用于比特币，价格可能
会增加 40 万美元。
她在日前称: “比特币的市值只有
6000 亿美元左右。所以现在的规模还不
到苹果或亚马逊的一半。这难道不能让
我们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吗？然而，我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想法。这是一
个比苹果(Apple)或亚马逊(Amazon)更大
的创意。”才短短过去几天，比特币已
经涨破 56000 美元，总市值突破一万亿
美元大关。

那些相对较小的投资者，比如 Piplsay 调查的那些人，他们想用比特币或
者其他加密货币来购买日常用品，比如
食品杂货或者汽油呢？将美元兑换成比
特币会增加交易成本，对于汽车这样的
大型交易来说，这可能是值得的，但是
对于一串香蕉来说，就不那么值得了。
相比较已经很红火的股市行情而言
，今年最红火投资产品还是非比特币莫
属。在突破 5 万美元的价格大关之后，
比特币就没有停止过上涨的势头。
作为一种价值储存手段，加密货币
就像黄金一样，其价值与人们认为它的
价值相当。这意味着一连串的价格剧烈
波动，我相信最终会倒逼政府来监管。
不过，作为一种金融工具，目前对
加密货币看涨的投资者可能是正确的，
因为金融标的物的价格没有绝对的对错
，只要没有崩盘他们仍将是正确的。绝
大多数中小投资者在金融工具的价格波
动中永远是被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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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88 激推！

《聲魔入侵》再創

超現實驚悚高峰

創作歌手 9m88 在今年熱賣國片《我沒有談的
那場戀愛》中首度演出電影，表現亮眼的她令觀
眾印象深刻；不過這並不是她第一次與電影結緣
，去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便邀請她擔任影展大使
。茫茫片海中 9m88 特別提到來自阿根廷《聲魔入
侵》，該片風格奇幻、撲朔迷離，題材與相關音
樂，非常吸引她。《聲魔入侵》入選柏林影展主
競賽片，講述配音員伊內絲與男友在一趟旅程中
發生了意外，自此她開始發生睡眠障礙，各種光
怪陸離的事件接踵而生。《聲魔入侵》入選聖賽
巴斯提安國際影展、德國奇幻電影節、倫敦影展

、斯德哥爾摩影展等全球各大影展，在女性影展
映後廣獲好評，如今也即將於 3 月 19 日正式在台
上映。
曾製作出《密謀》、《天使怎麼了》等膾
炙人口電影的知名製片人艾克索庫施瓦茨基
（Axel Kuschevatzky），這次在《聲魔入侵》擔
任共同製片，一舉將新銳女導娜塔莉亞梅塔
（Natalia Meta）的第二部長片送進柏林影展金
熊獎候選名單。眾星雲集的《聲魔入侵》除了
有兩度榮獲阿根廷電影學院獎影后的艾瑞卡李
維(Érica Rivas)飾演女主角伊內絲之外，飾演她

福音戰士劇場版
首週狂賣日幣 33 億
宇多田光主題曲千萬人次搶聽

經典動畫最終章！「新．福音戰士劇場版
：||」上映 7 天，首週票房衝破日幣 33.3 億圓、
總共動員 219 萬 4533 人次，空降票房冠軍寶座
，官方也在今天（15 日）釋出 15 秒的最新廣
告，而宇多田光演唱的主題曲「One Last Kiss
」則穩坐 ORICON 排行榜第一，實體專輯甚至
賣到缺貨。
受到疫情影響兩度延期，「新．福音戰士
劇場版：||」3 月 8 日在日本上映當天便衝出日
幣 8 億圓，電影週邊商品更是賣翻天，日本業
界評估可望超越百億；電影公司在上週六發出

聲明，強調對於偷拍、上傳影像者決不寬貸，
目前已經鎖定數名嫌疑人，之後將採取法律行
動，要粉絲別以身試法。
連唱四部電影版主題曲，宇多田光這首
「One Last Kiss」火力全開，9 日凌晨 0 點在
她的官方 YouTube 頻道首播後，瀏覽次數在 15
日晚間突破千萬次，許多福音戰士粉絲在電影
院聽到這首歌都忍不住落淚，因為歌詞與劇情
同步率超越百分之百，而 38 歲的她在英國倫
敦拍攝的 MV 則被大讚：「臉上完全沒有歲月
痕跡！」。

母親的演員是名導阿莫多瓦御用女主角、演出
過《我的母親》、《痛苦與榮耀》等片的西西
莉亞蘿絲(Cecilia Roth) ，而飾演她男友的人則
是 柏 林 影 帝 丹 丹 尼 爾 亨 德 勒 (Daniel Hendler)。
另外以《BPM》聲名大噪的凱薩獎最佳新人比
斯卡亞（Nahuel Pérez Biscayart），在片中飾演
一位神秘的調音師，對伊內絲產生非比尋常的
影響。
《聲魔入侵》故事描述擔任 B 級情色虐殺
片配音員的伊內絲，平常也在布宜諾斯艾利
斯的合唱團練唱。她和男友在一趟風光明媚

的旅途中，遭遇了一場無法復原的創傷性事
件。這使得她產生睡眠障礙，並且有奇怪的
聲音開始從她體內發出，讓她經歷栩栩如生
的噩夢。醒來後，伊內絲突然覺得周圍的人
似乎都來自於她的夢境中！受到阿根廷作家
卡 洛 斯 菲 林 （C.E. Feiling） 經 典 恐 怖 小 說 《El
mal menor》 啟 發 ， 《 聲 魔 入 侵 》 以 超 自 然 驚
悚類型呈現夢境如何大舉吞噬現實，同時揭
示聲音能承載欲望，亦能宣示身體的主導權
，藉此碰觸人類的欲望、恐懼、操控的想望
與身體主權等議題。

脫鋼鐵裝獲封最愛電影男星

小勞勃道尼慘被
噴滿身 「綠黏液」

55 歲的巨星小勞勃道尼（RobertDowney Jr.）
卸下「鋼鐵人」的角色後，自製自演怪醫《杜立
德》（Dolittle），未料這部作品卻囊括 2021 年的
金酸莓獎 6 項提名，從影片、導演一路爛到最爛組
合；不過小勞勃道尼依然大受兒童觀眾喜愛，他
獲得美國 Nickelodeon 兒童電視台主辦的《第 34 屆
兒童票選獎》（Kids'ChoiceAwards）中的「最喜愛
電影男星」大獎，卻慘被主辦方噴了滿身的「綠
色黏液」！
由 於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 Nickelodeon 電 視 台 的
《第 34 屆兒童票選獎》，持續第 2 年以棚內影像
方式不公開舉行，而小勞勃道尼獲獎登台後，首
先是感謝《杜立德》的工作人員與環球影業，就
在他即將結束得獎感言說出，「最後我要感謝時

尚品牌亞曼尼（Giorgio Armani）借我西裝…」時
，小勞勃道尼面對滿滿的黏液迎面而來，噴得他
毫無抵抗能力。
小勞勃道尼當天戴著太陽眼鏡、帥氣現身舞
台致詞，但小勞勃道尼仍躲不過頒獎禮的傳統，
被噴了一身「綠色黏液」，這並非是他第一次遭
遇「綠色黏液」的對待，他曾經憑著「鋼鐵人」
一片獲得「最喜愛超級英雄」獎項，上台後也是
變成浩克一身綠的下台。
小勞勃道尼事後也將照片上傳到社群網站，
他還表示，「你以為只有怪醫會變綠色嗎？真是
很榮幸得到兒童票選獎的『最喜愛電影男星』，
沒有了你們任何一個我就做不到。由我綠呼呼打
從心底感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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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三席佔最多 四德籍教頭突圍創紀錄

歐聯 8 強出爐
英德各領風騷

本賽季歐洲聯賽冠軍盃 16 強 18 日戰罷最後一個比賽日，至此 8 強已全
部誕生，當中英超球會最多佔三席，德甲有兩隊，西甲、法甲以及葡超各
●杜曹
杜曹((左)與隊長艾
斯派古達擁抱慶祝
出線，
出線
， 亦可見到他
和球員間的關係甚
佳。
法新社

復甦天價兵
展現藍軍團隊威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
達） 車路士時隔 7 年再次殺入歐聯 8
強，三名去年高價加盟的復甦天價兵，
更合作炮製一記精彩入球，展現“藍
軍”團隊威力。
德甲孖寶夏維斯、迪姆華拿與薛耶治去
年分別以 7,100 萬英鎊、4,500 萬英鎊及 3,300
萬英鎊的轉會費加盟車路士，惟薛耶治有過好表
現後受傷，復出後一直鬧入球荒；迪姆華拿與夏
維斯在“同聲同氣”的杜曹戰術幫助下，才真正
能融入球隊。今仗主場對馬體會的第34分鐘，夏
維斯策動反擊直傳，迪姆華拿禁區左邊傳中，薛
耶治離門10碼射入個人車仔主場首個、近20場

有一隊；五大聯賽中意甲卻獨憔悴，三支闖進 16 強的隊伍全軍盡墨。值得
一提的是，今次半準決賽的球隊中有四名教頭都是來自德國，創下歐聯又
一個新紀錄。北京時間 19 日晚 7 時，歐聯將會進行抽籤，屆時八強戲碼以
至四強潛在對賽都會悉數揭盅。

衛冕冠軍拜仁慕尼黑和車路士，18日輕鬆搭
上今屆歐聯半準決賽尾班車，至此 8 強亦

告全部誕生。其中英超有曼城、利物浦和車路
士三支隊伍，德甲兩支代表是拜仁和多蒙
特，西甲、法甲與葡超各有一隊，分別是
皇家馬德里、巴黎聖日耳門與波圖。前
的第一個“士哥”，成為這 1.49 億
述球隊中除了波圖，全部都是分組賽
英鎊組合首次齊齊正選合作炮製的經典
拿得小組首名的球隊，這是僅次於
入球。藍軍結果贏最終得10應戰的馬體
2013/14 年球季 8 隊小組頭名全部順
會2：0、總比數大勝3：0晉級。
利打入 8 強，歐聯史上第二好的首
車仔上次殺入 8 強是 2014 年，當年正
名種子隊戰績。
是被馬體會擋在決賽門外。馬體會今屆西甲
領跑聯賽榜，惟歐聯近4年卻已3次無緣8強；
意甲隊相隔5年再全軍盡墨
前鋒蘇亞雷斯連同今仗，更是歐聯第一個連續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繼
25 場作客都一球未進的前鋒。“我們試圖高位
2015/16
年球季以來，再次 8 強
壓迫，但總差一點，”馬體會主帥施蒙尼說。
無意甲球隊，今次先是國際米蘭
拜仁慕尼黑主場以 2：1、總比數 6：2 淘汰
小組出局，再有拉素、阿特蘭大
拉素，第 19 次殺入歐聯 8 強，超越巴塞隆拿創
和小組首名種子隊祖雲達斯齊齊
造歐聯8強新紀錄。
在 16 強倒下。北京時間 19 日晚 7
●薛耶治先拔
時，歐洲足協將會在位於瑞士尼翁
頭籌，打破入
的總部，進行 8 強以至 4 強階段的
球荒。
抽籤，此階段將不再設有同國迴避
法新社
或種子隊的規制，故此任何戲碼都可
以出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車路士的杜曹。連同 18 日擊敗馬德里體育會一役，杜曹以 9
勝 4 和佳績，打破史高拉利於 2008 年創下的 12 場不敗紀
錄，成為“車仔”隊史首位上任後頭 13 場都保持不敗的主
帥。杜曹賽後將功勞歸於球員，“隊員間有着特殊的連
繫……場上以至場下的小伙子們，我都看得出他們難以置信
的拚搏努力。”杜曹豪言己隊在 8 強並不懼怕遇到任何對
手，“我深信沒有球隊想與我們交鋒。”

聯賽爭四歐聯衝盃 高洛普悲觀
高洛普則在日前接受名宿馬圖斯的專訪中表示，已不抱
期望利物浦能取得英超前四，畢竟要在餘下 9 輪追趕 5 分差
距並非容易；至於是否只能將參與來屆歐聯的希望放在奪取
今屆歐聯錦標賽之上，以衛冕身份參
賽，高洛普悲觀地認為，這一年己
隊傷病太多，“這樣通常是贏
不到歐聯冠軍的。”

寫車仔隊史 杜曹歸功球員
今屆賽事最特別的是，歐聯 8 強第一次
有一半球隊的主帥都是來自同一國家。這四位
教頭都同樣是德國籍，分別是拜仁的費歷克和多蒙
特暫代主帥泰錫兩名本土教練，以及利物浦的高洛普和

東奧再遇挫折
開幕式總導演侮辱女藝人請辭
東京奧運會總導演佐佐木
宏因為對一名女藝人發表侮辱
性言論，被媒體曝光後，18
日迫於壓力辭職。
66 歲的佐佐木宏是日本
知名的廣告導演，他在去年
12 月才接替日本知名的狂言
藝術家野村萬齋成為總導
演，負責對整個奧運會和殘奧會開閉幕式進行
修改，主要是將加入抗疫元素。

曾提議渡邊直美扮豬挨轟
據報道，佐佐木宏去年曾告訴身邊工作人
員，日本知名女藝人渡邊直美可以在奧運會開
幕式上表演“Olympig”（奧運豬）的角色，
顯然他用的 Olympig 是 Olympic（奧運會）的
諧音。這句話明顯是針對體重比較大的渡邊直
美的侮辱。
渡邊直美今年 33 歲，是日本女性搞笑藝

人、主持人、演員和歌手，據透露她身高 1 米
57，體重 107 公斤。
佐佐木宏的言論17日一經曝光，在日本國內引
起了很大反響。佐佐木宏18日凌晨發表道歉信說：
“對於渡邊直美女士來說，我的想法和言論是一個
巨大的侮辱，這是不可原諒的，我向她和所有受到
冒犯的人表示最深的道歉和遺憾。”
東京奧組委在凌晨兩點向所有媒體轉發了佐
佐木宏的道歉信；而在當日下午召開的緊急發布
會上，接任東京奧組委主席僅一個月的橋本聖
子，就佐佐木宏的事件表示感到震驚，同時稱將
盡快任命新的總導演。
距東奧開幕只有 4 個多月，東京奧組委內部
再次節外生枝，對於奧運會無疑是個巨大打擊。
前奧組委主席森喜朗上月同樣是因為發表歧視婦
女的言論，辭去主席職務。
佐佐木宏曾導演了 2016 年里約奧運會閉幕
式上的“東京 8 分鐘”，東京奧運會倒計時一周
年活動也是由他導演。
●新華社

● 利物浦今季傷兵纏身
利物浦今季傷兵纏身，
，
加上鋒力不振，
加上鋒力不振
，高洛普
高洛普((右)
坦言對球隊今季成績已不
抱太大期望。
抱太大期望
。
路透社

林書豪看淡受辱事件 自信可重返NBA

● 上賽季結束後
上賽季結束後，
， 林書豪告別 CBA 投身
NBA發展聯盟
NBA
發展聯盟。
。
資料圖片
前 NBA 華裔球星林書豪較早前在 NBA 發展
聯盟（NBA 次一級賽事聯盟）的比賽中遭對手稱
呼“冠狀病毒”。他日前在接受《紐約時報》訪
問時表示看淡個人受辱，期盼外界重視亞裔族群
遭歧視的現狀，並說自己遲早會重返NBA懷抱。

展現最佳實力比言語更有用
林書豪於今年 2 月在社群媒體發文，談到亞
裔人士在美國面臨種族歧視和刻板印象，並寫道
自己雖擁有 9 年 NBA 資歷，但仍在球場上仍被稱
呼“冠狀病毒”。對此，NBA 發展聯盟僅進行內
部處理，沒有公開該球員身份。
林書豪本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表示，他

事後已與這名球員溝通，並說：“一切都沒事了。
我們交談融洽，我覺得此事獲得最佳處置。”
他說：“見到最近發生的事，我覺得我必須
發聲。仇恨、種族歧視和對亞裔美國族群的攻擊
明顯是不對的，必須說出來，這是我的職責之
一。我覺得我的另一職責是凝聚團結與向心力，
所以我必須增加相關知識，持續學習並支持其他
團體、運動和組織。”身為知名球星，林書豪認
為“在場上展現最佳實力比言語更有用”。
林書豪 2012 年効力紐約人時掀起“林來瘋”
（Linsanity）熱潮，2019 年隨多倫多速龍奪得總
冠軍戒指，上季加盟中國男籃職業聯賽（CBA）
北京首鋼隊，數據亮眼且享受巨星待遇，但他季
後未續約，選擇投入NBA發展聯盟。
林書豪說，多支NBA球隊告訴經紀人想知道
他是否健康或寶刀未老。“我知道我有 NBA 實
力，我知道自己投籃更準、防守更棒、球技更全
面。這些事我了然於胸，我只需要展現身手的機
會。”以老將之姿在NBA發展聯盟打拚，32歲的
林書豪說：“我已經做了該做的事，我接受挑
戰，在有些人認為我瘋掉時加入發展聯盟。我認
為這（NBA 球隊找上他）是遲早的事，我深信這
一定會發生。等着瞧吧，我知道自己夠強。”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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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熊孩子折磨過嗎？
《來都來了》曝“孩子還小”預告及海報
“孩子還小，不要計較”、“這麼
大個人，讓著點小孩怎麼了？”你也曾
被熊孩子和熊家長如此“折磨”過嗎？
熊孩子到底能有多氣人？全明星話題喜
劇《來都來了》發布“孩子還小”預告
及海報，老實人在火鍋店被熊孩子和熊
家長逼到暴走，大打出手上演一場“反
擊熊孩子”的鬧劇，引發網友共鳴：
“太生氣，看的我拳頭硬了！”電影
《來都來了》由劉奮鬥執導，廖凡、佟
麗婭、喬杉、範偉、杜江、包貝爾、魏
大勛、唐鑒軍、黃璐、李蔓瑄、海一天
、廖健等主演，盡顯各種“來都來了”
式生活場景下的嬉笑鬧劇，4 月 3 日全
國上映。

術等話題也常登上熱搜榜。電影《來都
來了》發布“孩子還小”預告、海報，
熊孩子在火鍋店大展“作妖”技能，家
長看到後只有一句“孩子還小！”，老
實人終於被逼急，大打出手鬧翻火鍋店
。預告真實展現了生活中被熊孩子、熊
家長氣到暴走的場景，引發網友共鳴
“隔著屏幕氣到不行！”。實際上不僅
電影裏的這個熊孩子，我們的生活中也
有很多熊孩子，而每一個惹人生氣的熊
孩子背後一定有著失職的熊家長。
影片中熊孩子的家長由黃璐、廖健
主演，黃璐曾提名戛納電影節、威尼斯
電影節最佳女主角，廖健是知名巴蜀笑
星，期待這一對搭檔將會碰撞出怎樣的
火花。預告中每個角色都說著一口地道
熊孩子熊家長大鬧火鍋店
流利的四川話，在火鍋店這樣一個富有
網友直呼“氣到隔著屏幕想打人”！ 煙火氣的場景下，整個故事就像是發生
你遇到過熊孩子嗎？你是怎樣對付 在我們每個人身邊一樣，讓人更加能夠
熊孩子的？如何應對熊孩子是在社交網 感同身受。
絡上經常引起熱議的話題，比如“孩子
不懂事，要你個家長幹嘛用的！家長也
“來都來了”引發魔性接龍
不懂事嗎？”此類“反擊”語錄層出不
全明星話題喜劇 4 月 3 日上映
窮，一招制服熊孩子、過年熊孩子拿捏
電影《來都來了》展現中國人被

“四個字”支配的真實生活日常——
“來都來了”喬杉、包貝爾上演虎口脫
險；“孩子還小”比熊孩子更氣人的是
熊家長；“人都沒了”魏大勛被唐鑒軍
、海一天逼急失去理智怒舉斧頭；“曾
經愛過”杜江、李蔓瑄演繹愛情裏怦然
心動與無奈錯過；“大過年的”廖凡、
佟麗婭天臺失意相聚，保安範偉耐心相
勸......這些熟悉的四字詞語引發網友共
鳴和熱議，並自發進行“來都來了”式
魔性接龍，玩梗之余表明了自己對這些
四字詞語的態度：“每一個詞都熟悉，
但每一個詞都讓人生氣。”
“來都來了”、“孩子還小”等四
字詞語，是很多國人在遇見問題時常掛
在口頭上的一句話，仿佛一切矛盾都可
以用四個字解決。電影《來都來了》聚
焦於此種“來都來了”式場景，取材於
我們身邊發生的故事，相信每個人都能
在這部電影裏找到熟悉感與共鳴，畢竟
故事是電影裏的，生活是自己的，即使
嬉笑怒罵雞飛狗跳，也要微笑面對！4
月 3 日愚人娛己，電影《來都來了》影
院等你！

電視劇《百煉成鋼》迎難淬煉?

情境段落成點睛之筆
宣傳正能量，為黨寫史、為人民立傳、為英
雄立碑的過程，責任巨大、使命光榮。尤其
是在進入到沖刺階段之後，張嚴殷切希望劇
組在切實抓好安全生產和防疫各項工作的同
時，勇擔重任、精益求精，大膽運用最新的
攝制技術和現代元素，以藝術化、創新化、
感人化的表達，生動詮釋好“中國共產黨為
為黨寫史、為人民立傳、為英雄樹碑
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
張嚴一行來到劇組後，與總導演毛衛寧 會主義為什麼好”這一重大課題，以一部思
等主創進行圍桌座談，詳細了解拍攝進展， 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扛鼎”之
觀看初剪片段。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莫過於 作，如期獻禮黨的百年偉業。
劇中承上啟下的“情境”段落，張嚴對其獨
特的創新形式、極富感染力的內容和巧妙的
創作即淬煉 敢啃硬骨頭
承接作用給予高度肯定，盛贊其是將劇情推
據總導演毛衛寧透露，《百煉成鋼》以
向高潮的“畫龍點睛”之筆。
《國際歌》《萬裏長征》《黃河在咆哮》
張嚴在探班時勉勵劇組，《百煉成鋼》 《 沒 有 共 產 黨 就 沒 有 新 中 國 》 《 最 可 愛
是湖南省委宣傳部、湖南省廣電局迎接建黨 的人》《歌唱祖國》《為希望祝酒》《年輕
百年的重點劇，以橫貫百年的全景式創作思 的朋友來相會》八大版塊的組歌形式，劇情
路，歌頌黨的革命史、創業史、奮鬥史， 涵蓋了從戰爭年代到脫貧攻堅的黨史百年，
《百煉成鋼》的創作過程也是弘揚主旋律、 而為了完美呈現大跨度、大寫意的恢弘質感

，每個細節都不能放松，劇本打磨、演員協
調、置景、美術以及考據方面的工作都是
“百煉成鋼”，整個創作過程堪稱一個艱難
的“淬煉”過程，啃下了很多“硬骨頭”。
劇組提供的幾個細節也側面印證了導演
所說的“淬煉”不易：由於《百煉成鋼》劇
中出現的角色及演員數量之巨，滾幕名單肯
定超出常規電視劇片尾曲的時長；劇中所用
到的制式繁多的軍裝、學生裝和日常服飾，
整體多達上萬套；從戰場、雪山、荒漠到鄉
村、城市，上千個室內外場景的強體量和高
密度也超過了常規歷史題材劇 2 到 3 倍，堪
稱嘆為觀止，而諸如蘭考沙地等很多當年的
環境如今已然不復存在，劇組不懼艱辛，最
後成功在寧夏地區完成選景，以真實還原那
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淬煉的過程中，幾乎無
時無刻不會遭遇硬骨頭，《百煉成鋼》就是
在贏得一場一場硬仗中逼近目標，今年 6 月
將在湖南衛視等平臺播出，如約獻禮建黨
100 周年。

由江珊、鄭雲龍、郎玲主演的話劇
《 德 齡 與 慈 禧 》 2021 年 全 國 巡 演 首 站
走 進 天 津 ， 於 11 日 、 12 日 在 天 津 大 禮
堂連演兩場。該劇以清末受西方教育
的清朝宗室格格德齡郡主回到紫禁城
後所引發的故事，詮釋東西方文化的
交融互通。
《德齡與慈禧》由著名劇作家何冀平
執 筆 ， 1998 年 由 香 港 話 劇 團 在 香 港 首 演
，享譽國際影壇的華裔演員盧燕在劇中
扮 演 慈 禧 。 2019 年 ， 天 津 人 民 藝 術 劇 院
聯合香港話劇團全新創排，推出內地版
《德齡與慈禧》，並於當年在北京和上
海兩地連演 14 場。
今年全國巡演的這版《德齡與慈禧》
由天津人民藝術劇院、北京巨龍世紀文
化藝術有限公司等聯合出品，中國國家
話劇院導演李任擔任復排導演。江珊和
鄭雲龍在劇中繼續飾演慈禧和光緒，德
齡這一角色則由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員郎
玲出演。
據悉，在天津結束首站演出後，《德齡
與慈禧》將赴上海、南京等地演出。

話劇《德齡與慈禧》
開啟 2021
年全國巡演

橫店影視基地春寒料峭，電視劇《百煉
成鋼》卻幹得熱火朝天，為了 6 月份如期播
出，劇組正在加班加點淬煉精神之鋼。湖南
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廣電局黨組書記、局
長張嚴 3 月 10 日深入拍攝第一線，為這群
“煉鋼人”加油打氣。

香港娛樂
娛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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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連環槍擊案 6 名亞裔女性死亡

吳彥祖陳法拉李香凝
吳彥祖陳法拉
李香凝
籲停止仇亞
近期美國接連發生針對亞裔的仇恨
犯罪事件，引起種族歧視的關

注，一眾亞裔名人紅星都在社交網站
發聲，呼籲停止對亞裔人士的仇
恨。今年 1 月，一名 91 歲的亞裔老
人遭黑衣男子推倒後身亡，吳彥
祖事後聯合其他人懸賞尋找嫌
犯的線索。這次的槍擊案發生
後，吳彥祖轉發報道並留言
說：“我真的無言…… #停止
仇恨亞洲人”。他之後再上載貼
圖點名批評喬治亞州警方發言人於
發言時，竟然似是同情槍手而沒有
對受害者表示憐憫。不過，他仍相
●陳冠希稱
信當中還有好警察。
對自己的膚色

陳冠希自豪成為亞洲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兩
間水療中心及一間按摩院於當地時間
周二（16 日）發生連環槍擊案，8 名死者
中 6 個是亞裔女性，事件發生後多位亞裔紅
星名人包括吳彥祖、陳冠希、陳法拉、已
故武打巨星李小龍混血女兒李香凝等都在
社交網站發聲，呼籲停止仇恨亞裔人
士。

●吳彥祖非常
關注美國接連發
生針對亞裔的仇恨
犯罪事件。
網絡截圖

●陳冠希貼出
陳冠希貼出“
“#StopAsianHate
#StopAsianHate”。
”。

感到很舒服。
網上圖片

陳冠希與陳法拉同樣十分關注
今次槍擊案事件，分別貼出“#StopAsianHate”，呼籲停止仇視亞裔人士。陳冠希
更留言表示：“自豪成為亞洲人！我對自己的
膚色感到很舒服，也很榮幸在全球社區中展示
我的重要性和價值。”
李香凝（Shannon Lee）則上載亡父李小
龍的黑白照，並留言狠批某些美國人嘲諷亞洲
人帶來新冠病毒，因而引發對亞裔族群的仇
視。她寫道：“你們稱 (新冠)就是‘功夫流感
（kung flu）’，你認為只是個笑話，不應該那
麼認真看待？但是有人卻利用有些人懷着仇恨
和仇外心理，並用它來激起他們的恐懼和蔑

視，直到它爆發成令人髮指的行
為。……我們是時候要深入了解、看清真
相，仇視會帶來什麼後果？並問自己我想要和
平嗎？ 我會與愛好和平人站在一起，令仇恨終
結嗎？”她希望外界停止對亞洲人的仇恨，強
調大家都是“一家人”。
而擁有越南華僑血統的《變種
特攻》（X-Men）系列美國女
●李香凝狠
星 Olivia Munn 也在受訪時回
批某些人使用
應亞特蘭大槍擊
“功夫流感”代
案事件，她希望
指新冠病毒。
更多人關注她們。

李幸倪每周一訪電視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李幸
倪（Gin Lee）、C AllStar 18 日參與由林
盛斌（Bob）、張秀文主持的遊戲節目《你
又估我唔到》錄影，自“三大”唱片公司
與 TVB 破冰後，環球歌手 Gin Lee 笑稱工
作機會大增，差不多每周都到訪電視城，
18 日則是她首度踏足古裝街，幻想將來有
機會拍古裝劇。
Gin Lee 表示平時看電視就見古裝多，
首次親身入古裝街有另一番新鮮感，也是
她首次參與 TVB 的綜藝節目，她說：“可
能我平時唱歌太認真，很少人叫我上遊戲
節目，其實我都玩得放，雖然我未必玩得
叻，但我喜歡玩。”Gin Lee 稱最擅長玩
《獎門人》的“大電視”遊戲，經常會叫
同事出題讓她估，她也很快就能猜中。
Gin Lee 高興現在有更多機會上電視台工
作，認為是個好開始，對觀眾來說也多一
個選擇。
另外，張致恆再傳出被人追債，也是
對方債主之一的Bob，表示一、二月時對方
曾傳訊息給他。Bob說：“他有跟我講不好
意思，新聞又會煩到我。我鼓勵他人總有
高低，有難關要過，作為朋友幫到就幫，
也有叫他努力工作。”Bob稱沒有催張致恆
還錢，也沒有再借錢給他，說：“作為朋
友見他被人追債會替他不開心，因為他為
人聰明，做事又叻，祝福他盡快還清債
務，重新生活。”

●李幸倪
李幸倪((中)笑稱現在差不多
每周都到訪電視城。
每周都到訪電視城
。

吳千語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吳千語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吳千語
現正身在內地度假，趁着近日好天氣她即急
不及待出外曬太陽，連日來更上載了不少泳
照，18 日她又於社交平台分享泳照，身穿
熒光綠一件頭泳衣的她，上載了一張正面及
一張側面泳照，大騷長腿，養尊處優的她明
顯長胖了一點，側面看更有個小肚腩仔，亦
有網民留言指她肚子比胸大，以及手臂
粗。
對於網民的批評，向來充滿自
●吳千語
信的千語一於少理，覺得要接受自
連日上載不
己的不完美，並留言：“活在互聯
少泳照。
網時代，我們總會看到各種各樣的資

●李香凝上
載亡父李小龍
的黑白照並留
言。

訊，對‘美’
總會有不同的想法和定
義，‘她太瘦了’、‘她怎麼肚
子比胸大’、‘她手臂怎麼那麼粗’、
‘她不好看’，慢慢，我們會開始不接受自己
的‘不完美’，追求我們看到的所謂‘完美’
（很多都是角度，光線和後期的修圖）。我喜
歡曬太陽，皮膚會變黑，臉上有斑，屁股從小
都是那麼平，有時候也有小肚子，And I welcome them.這些都是我們精彩活着的痕跡，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perfect. 好 好 愛 自
己，活得健康快樂的你最美。”留言獲網民稱
讚。

欠債案敗訴 李亞鵬需還 5 千萬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 王菲前夫李亞鵬早年淡出娛
樂圈轉行從商，與哥哥李亞煒從事房地產事業，
惟生意失敗爆發合約糾紛，被債主以欠債 4,000
萬人民幣告上法院，經歷一審及二審均敗訴的李
亞鵬再上訴，18 日北京朝陽區法院宣布重審結
果，李亞鵬再被判敗訴，需償還債主債務及利息
共5千萬人民幣。
在判決結果曝光後，有中國媒體公開了李
亞鵬哀求債主，希望放緩債務的錄音。錄音中
他坦言已經無路可走，為了打動債主，他甚至
願意給對方下跪，“需要我跪下，需要我趴
下，需要我怎樣我都可以。”他又指整個項目
基本都處於停滯狀態，“現在不是說時間的問
題，你們需要我一個什麼樣的保障，我給你們
一個保障。”而該錄音為此次重審的重要證據
之一，關係着李亞鵬簽署 4,000 萬元人民幣的承
諾書是否存在着脅迫行為，但法院認為李亞鵬
提交的這個證據不足以證明他在簽署時存在脅

迫的行為，因此依舊判李亞鵬需賠付 4,000 萬元
人民幣的債務及利息。
據知情人士爆料，此案糾纏多年，李亞鵬
的欠款所產生的利息已經高達上千萬元人民
幣，由於他之前曾因沒有償還債務，被列入失
信名單。若他這次也不能還清，將再次被列入
失信名單，而他的債務可能還會轉嫁到他和王
菲的女兒李嫣的身上，有網友獻計他去直播帶
貨，這樣很快就能還清巨款了。
反觀李亞鵬本人最近都忙於拍拖，一時見
他帶着小 19 歲的模特女友海哈金喜去旅遊，一
時又跟着女友回家見家長，而女兒李嫣也在世
界頂級貴族學校求學，他似乎並不像要為錢發
愁。對於今次判決，李亞鵬的代表律師已表示
會再上訴，而有傳媒曾聯絡李亞鵬，但他沒應
機，其女友海哈金喜就表示：“對不起，這個
事你不用問我。（此事會否影響兩人感情？）
這個事你不用問我。”

●李亞鵬的
債務可能轉嫁
到李嫣身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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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虽然当下疫情还未结束，全
球通行依然存在些许不便，各国移民政
策变动可能性较大。
但对于很多之前本打算移民却因疫情
耽搁的投资者来说，2021年是移民的绝佳
机会。各国移民都将迎来机遇和挑战，只
有抓住机会，才能顺利实现登陆。
1. 2021 如何移民美国
就移民政策来看，美国非常稳定。
是的，非常稳定！尽管美国疫情严重
，移民进度放缓，但政策上几乎没有变化
，主流的移民方式依然还是那么几种。
唯一不同的是，移民局会经常调整
每个项目的名额和进度。
如果你想移民美国，又没有直系亲
属在美国，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 EB 类
职业移民。
EB 类 别 又 划 分 为 EB-1、 EB-2、
EB-3、EB-4、EB-5 这 5 大优先级。
EB-1 适用于在科学、艺术、教育、
商业或体育领域有非凡能力的人；优秀
的教授或研究人员；以及跨国公司的经
理和高管。
EB-2 适用于在艺术、科学或商业领
域有非凡能力的高学位人士。
EB-3 适用于专业人士、熟练工人和
其他工人。
EB-4 适应于特殊人士，包括宗教工
作者、外交职员、国际组织退休人员、
美国法院监护的外国未成年人，以及其
他外国人。
EB-5 适用于向美国新的商业项目投
资 180 万美金或 90 万美金（偏远目标地
区）并雇佣至少 10 名全职美国工人的外
国投资者。
2. 2021 如何移民加拿大
如今，加拿大政府提出了“3 年引
进 123 万移民”的目标，鼓励海外人士
到加拿大生活、工作。加拿大目前正值
移民的黄金期，非常适合登陆。
那么，在这样利好的背景之下，该
选择什么移民项目才能顺利拿到加拿大
身份呢？
以下这些方式可以供您挑选：
（1）英语好，学历高适合加拿大
技术移民
技术移民是非常简洁、快速的移民
途径，不需要先去加拿大工作和学习，
仅靠打分就能移民。
难点就是竞争大，筛选分数高，如
果能拿到加分，就能极大增加成功率。
（2）文化、体育、音乐相关人才
适合自雇移民
加拿大是个多元化的国家，一直非
常鼓励文化、体育、艺术领域的优秀人
才来到枫国这片创新的国土之上。加拿
大政府更是以此为目的，推出了加拿大
自雇移民项目。
该项目对语言和学历几乎无要求，
只要你是文艺体领域的从业者，且有丰
富的自雇经验就可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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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疫情尚未结束
移民该如何选择？

（3）语言不好慎重考虑留学移民
加拿大留学移民和前几年相比，难
度已经提高了不少。尤其是像魁省的
PEQ 留学移民，现在不仅要求法语水平
达标，还需要满足工作经验，已经不具
有往日的性价比。
同样曼省留学移民由于热度大增，
现在竞争也非常大，好一点的学校和专
业需要抢入学名额。
所以针对英语较好的朋友，可以多
考虑 NB 省、新省、萨省等冷门省份的
留学转移民项目。
但如果语言一般，没法达到较高的
水平，建议更多关注雇主担保项目。
（4）移民门槛低、要求不高的雇
主担保项目
目前申请门槛相对较低雇主担保项
目包括大西洋四省、萨省和阿省。这些
省份对于学历和语言及工作经验的要求
都比较低。劣势可能就是整体的经济水
平相比 BC 省、安省这样的大省，要稍
微低一些。
（5）门槛稍高，竞争相对激烈的
省份

BC 省和安省作为经济发达的人口
大省，每年都会吸引无数海外人士申请
该地区的移民，因此竞争较为激烈。
BC 省打分难度较大，申请较为困
难。而安省雇主担保政策正在出现新的
变化，以 EOI 打分制取代之前的抢名额
制度，预计未来申请难度会显著增加。
（6）门槛极低，一份蓝领工作就
能快速移民的项目
加拿大护工移民试点项目和农业食
品移民试点项目，都是门槛较低，只要
在家从事一些蓝领工作，就可轻松拿到
身份。
此前 2019 年 6 月 18 日，加拿大护工
移民试点项目正式启动。通过该试点，
申请人可以先得到一个工作许可证来加
拿大临时工作，工作满 2 年后就可以申
请全家移民。
而加拿大农业食品试点项目则是一
个为期 3 年的试点项目，针对特定行业
的项目，旨在帮助解决加拿大农业食品
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吸引可在加拿大定
居的有经验的非季节性工人，特别是在
肉类加工和蘑菇生产方面。启动时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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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计划实行三年。
这个项目可以给予加拿大农业工人
三年有效期的工签，获得签证的申请人
有足够的时间取得枫叶卡，全家移民至
加拿大！
该项目所要求的工作经验不需要对口
国内经验，也就是说，只要在加拿大农场
内做指定的工作，便可轻松申请永久居民
，堪称加拿大史上最快移民计划！
3. 2021 如何移民澳洲/新西兰
和加拿大相比，澳洲/新西兰的移民
难度要高很多。
以新西兰为例，预计在 2021 年，新
西兰的移民配额在 5 万-6 万之间，移民
的主流方式以技术移民、创业移民和投
资移民为主。其中创业移民风险很高，
政策严格。
如果申请人没有强大的商业背景，
不推荐选择创业移民；投资移民很简单
，给钱就能移民，缺点就是需要的资金
量很大，千万级别，适合极少数富裕人
士。
剩下的最适合普通人的就是技术移
民类别。

新西兰技术移民仅看申请人的背景
，打分够 160 分就可以拿身份，是门槛
最高，费用最低的项目。
但是大多数人满足不了常规技术移
民要求，所以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先留学
再转移民。
新西兰留学移民是最适合国内普通
工薪人士的移民方法。
优点就是移民成本相对较低，而且
能同时提升学历，缺点就是竞争较大，
尤其是想在新西兰找一份符合移民要求
的工作不容易。
说完了新西兰，再说说澳洲。
澳洲移民名额比新西兰多，预计
2022 年大约是 16 万人，但移民澳洲的难
度一点也不比新西兰低。尤其是目前
189 分数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州担保会
成为更好的选择。
当然，如果你不想花太多钱走投资
或者创业移民，也暂时达不到 189 技术
移民的门槛，还可以考虑目前比较火热
的澳洲全球人才计划。
项目名称：澳洲 GTI 杰出人才签证
项目概要
澳洲 GTI 杰出人才签证是一个可以
一步到位获得澳洲永居的移民项目，对
申请人的年龄、英语、净资产、商业背
景等均无要求，无需打分；是高科技行
业顶尖人才移民澳洲的快速通道。
申请条件：
1、对澳洲社会有一定贡献：
在指定的领域中取得突出成就
2、申请人需要在 10 大领域或交叉
领域并获得一定专业成就：
a、目前在所从事领域具有突出贡献
b、在所从事领域具有超越他人的
卓越能力
c、有持续性成就记录
3、被满足要求的个人或组织机构
担保
担保人要求：
18 周岁以上
澳洲公民、永久居民、符合条件的
新西兰公民或同一领域的澳洲相关组织
或机构
担保人或担保机构在申请人提名领
域具有一定的声誉 4、任意年龄均可：
如果在递交申请时未满 18 周岁或是年满
55 周岁，则需要对澳大利亚有特别贡献
5、雅思 4.5 或者缴纳语言费用
6、身体健康且无犯罪记录
7、在此之前没有被澳洲拒签或签证取
消的经历
8、需要证明有能力达到 15.36 万澳币年
收入（三选一）
（1）当前的薪水满足要求，需要提供
工资单和劳动合同
（2）证明澳洲有企业愿意为申请人提
供一份满足薪水的 offer
（3）相关领域即将毕业或毕业三年内
的博士

AICPA 已然成为移民美国的加分证件

对于想要移民美国的人群，他们面 题，AICPA 都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临着诸多的问题：如何增加自身移民的
加大移民成功砝码
成功率;移民美国后，如何打理好在国内
一般来说，移民美国有三大方式：
的相关资产;如何凭借自身技能在美国找
1、家庭移民；
到心仪的工作?面对这些需要考虑的问
2、工作移民；

3、难民或受庇护者身份移民。
其中工作移民中又包含了技术移民
和投资移民等方式。通常来说，如果想
要通过投资来移民的话，投资额一般要
达到 100 万美元，而这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很难办到的。那么就可选择技术移民
，技术移民要求你必须有杰出的能力，
或者在美有固定的工作，并且从事的工
作符合美国的利益。
如果你通过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的四项考试，你就可以成为美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的成员，这是你作为技术移民
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
另外，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一般都是
AICPA 的金融人士，他们毕业后通过
“手把手的工作”成功移民到美国，这
在美国的就业市场非常受欢迎，所以它
可以帮助你在美国轻松找到工作，顺利
的呆下去。可以看出，AICPA 可以大大
增加移民成功的概率。
有利于保护国内资产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高顿研究院的

Doobi 指出，目前，许多中国会计师事
务所或在美国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将移民
作为他们的主要客户群体。
为什么？
因为大量美国移民仍将大部分资产
留在中国。然而，由于中美两国税收权
利的重叠，移民往往在纳税申报中同时
满足中美两国的纳税要求，因此他们要
缴纳大量的税款。美国的移民税往往成
为美国注册会计师的商机之一。
如果移民通过 AICPA 更多地了解美
国的税收制度和税收要求，保护他们自
己的资产将是有益的，而不是成为其他
人收费的对象。
符合新移民的职业理念
美国的老一代移民大多从事体力劳
动，如厨师、侍者、收银员或外卖送餐
员。目前，新一代移民的职业观发生了
很大变化。他们更愿意从事管理、会计
和其他脑力劳动。目前，许多人在选择
移民前会在中国从事会计工作几年，积
累会计经验，并通过参加美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AICPA)加深对美国会计准则、
美国经济政策和税收制度的了解，以便
在美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会计工资高，就业前景好
除了熟悉美国会计准则和税收制度
，为什么许多人选择美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目前，AICPA 是含金量高的会计证
书，也是许多求职者敲开知名企业大门
的垫脚石。截至目前，AICPA 国内的就
业市场缺口已达 30 万人次。
AICPA 已然成为移民美国的加分证
件
此外，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在美国
的投资在未来五年将超过 5000 亿美元。
然而，中国企业赴美急需熟悉美国会计
准则和经济政策的财务人员。美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的课程体系包含了大量的美
国税务知识，并且遵循美国会计准则，
因此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认证的财务人
员是这些中国企业赴美的最佳候选人。
更重要的是，持有 AICPA 的财务人员的
工资水平很高，最低年薪为 4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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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慾驚悚電影《愛·殺》首映！
堪稱周美玲導演從影 「登峰之作」

情慾驚悚電影《愛・殺》
（Wrath of Desire） 由 金 禾 創 意
出品，GagaOOLala 影音平台聯合
出品，劉芸后、林志杰監製，周
美玲執導與編劇，海鵬影業有限
公司發行，今（17）晚於信義威
秀影城舉行電影首映會，主演陽
靚、翁嘉薇、徐宇霆、陳俋君，
以及特別演出的黃尚禾、 嚴藝
文、方文琳連袂出席。本片在國
際影展屢獲佳績，堪稱是周美玲
導演從影的「登峰之作」，她透
露電影中的角色都有真實原型，
故事是從周遭真實案例取材改編
。首映會上導演送上以肢體交纏
與手銬圖形的「禁錮蛋糕」，象
徵希望演員及觀眾在看完電影後
能解開禁錮、拋開枷鎖，誠實面
對內心的慾望，女主角陽靚代表
收下蛋糕，驚見內藏機關，從蛋
糕中抽出字條「身體是誠實的」
帶出電影的核心宗旨。劇組今日
同時公開由方文琳演唱的電影主
題曲〈戀獄〉MV，一窺電影中
更多顛覆人性情慾的精彩畫面，
《愛・殺》3 月 19 日全台正式上
映。
《愛・殺》女主角陽靚在電
影中有多場尺度大膽的女女、女
男情慾床戲，首次演出帥氣女同
志角色，導演周美玲讚許她的表
演實力：「陽靚有水一般的特質
，水是裝在哪裡就會變成怎樣，
她對於角色及劇情有非常高的寬
容度跟理解能力。」陽靚坦言：
「這是我拍過最難的一部作品，
花了一年多才慢慢地從杜小鳳這
個角色裡走出來。」被問到哪一
場戲最難，她直說：「每一場都
很難，小鳳光是站在那裡，就要
花我很多力氣，每一場戲都在壓
抑，她真實的內心情緒是無邊無
際的。」此外，身體上比較少提
到的是電影開場的舞踏，「我被
埋在沙裡，要演的是已經死亡，
當密度那麼高的沙埋在身上其實
很容易窒息，然後我還要在拍攝
時停止呼吸。」對手演員也是第
一次演出電影的陳俋君說：「當
天風沙飛揚，當我靠近她時，必
須要很有技巧的避開，因為她身
上已有沙子的重量，如果加上我
，她可是會被壓扁！」
電影邀來方文琳客串演出陽
靚的母親，兩人對手戲不多卻印
象深刻，方文琳表示：「有一場
我被埋進沙裡的戲，女兒在我身
上，當天風超大，本來畫了美美
的妝，吹好美美的頭，去到現場
完全毀了，眼睛耳朵全都進沙，
拍完回去好幾天睡醒都還有眼睛
要流出細沙的錯覺。」第一次與

導演合作，她覺得特別有親切感
，「因為我本名也叫美玲，名字
很親切，導演非常體貼，在現場
很照顧我。」周美玲表示：「媽
媽這個角色需要找一位擁有歌唱
實力的女演員，除了要會演還要
能唱我們的主題曲，我想到可以
找她來試試。」方文琳笑稱自己
就是為了唱歌才來客串的，「這
是我第一次唱電影主題曲，曲風
有別以往，進錄音室當天導演也
有來探班，沒想到我很快就進入
情況順利錄完，感謝導演及錄音
老師給我很大的信心。」
此外，周美玲導演也找來近
年「演而優則導」的嚴藝文客串
女子監獄裡的大姐頭冰姐，在獄
中她不斷調戲陳俋君飾演的女受
刑人野菊，因而與陽靚起衝突，
激盪出精彩火花，陽靚表示：
「跟藝文姐對戲收穫良多，她是
個情緒濃淡起伏非常精準的專業
表演者，對戲過程完全尊重導演
跟現場的演員，很感謝這次能有
與她對戲的經驗。」周美玲透露
，與嚴藝文是屏風表演班的舊識
，「她演舞台劇，我幫李國修老
師拍紀錄片，我們同是基隆人，
她也是我么妹的同學兼好友，一
直覺得她的表演很具爆發力，可
是為什麼老演婆婆媽媽的角色，
心裡一直掛念要找她來演戲。」
片中「冰姐」需要有大姐頭的氣
勢與殺氣的眼神，嚴藝文一口答
應演出，甚至為電影剪了一頭
man 味十足的短髮，周美玲盛讚

：「嚴藝文一出場果然就有大姐
頭的氣魄，表演實力堅強，讓整
場戲非常好看。」
嚴藝文稱讚陽靚是很能交流
的對手，更開玩笑：「現場她那
個樣子就滿欠揍的！」引起哄堂
大笑，但之後再遇到陽靖，坦言
完全認不出來，她回想起當時導
演問她可不可以剪頭髮，直說：
「以前當演員時我會說『不要』
，自己當過導演之後，會換位思
考知道導演希望演員全心投入，
所以美玲導演要我幹嘛我就幹嘛
，雖然這次戲份不多，但拍得很
過癮。」電影中嚴藝文有襲胸陳
俋君的橋段，周美玲導演透露這
段是演員的即興發揮，嚴藝文不
好意思地說：「電影裡看起來兇
狠，現實生活中我是個膽小鬼，
那場戲摸完覺得對她非常不好意
思。」當事人陳俋君笑回：「其
實滿享受的。」一旁方文琳分享
：「我會想演妳（嚴藝文）的角
色，未來也不排斥演同志。」
《愛・殺》描述陽靚飾演的
同志更生人，愛上當年為她保釋
卻又回頭起訴她的檢察官翁嘉薇
，卻又被檢察官雌雄莫辨的模特
兒丈夫徐宇霆誘惑，三人複雜糾
葛的情愛關係，透過多場超尺度
的情慾床戲，讓角色張力一覽無
遺。電影中更精彩的莫過於三人
爭奪搶刀的激烈對手戲，翁嘉薇
表示：「三個人用真實的力氣在
拉扯，技術層面上要記得即便是
即興的拉扯最後還是要有默契地

回到刺殺人體的位置，再加上內
心的情緒已經到了沒辦法再負荷
的自責和難過，每重來一次都得
再度調整，當下精神快要分裂。
」徐宇霆的演出狀態也很痛苦，
「以為自己已經被需要了，卻活
生生被最在意的人親手毀滅。」
徐宇霆也坦言：「我一直覺得沒
有真正走出角色這件事，透過角
色必經的過程一再發掘自己更多
的面向，就像導演說的，我們在
每段黑暗中尋找，而光就在裂縫
中，每個角色就是我們自己。」
實力派男星黃尚禾特別演出
有戀童情結與嗜好性虐的表哥，
與片中表弟徐宇霆有大膽的男男
SM 床戲演出，黃尚禾表示，在
建立這個角色最困難的地方，就
是在戲裡必須要愛上一個小男孩
，而且要產生慾望，「自己想了
很多之前國中時的經驗，後來找
到的方法是，把自己降齡想像當
成是和他一樣年紀的男生，在對
戲的時候才不會有罪惡感，而且
也可以在心裡真的產生慾望，覺
得想到這個方法很有效。」電影
開拍前，他花了三個月與演員一
起練習舞踏和相處還有排戲，一
起進入角色，他這次的顛覆性演
出也獲得影迷熱烈的迴響，「有
人來跟我說，我散發出來的熟男
特質和之前的表演不一樣，感謝
導演抓出了我這個面向的自己，
希望可以在這個角色給大家成熟
誠懇又充滿慾望的感受。」
周美玲導演提到，《愛・殺

》有四大場情慾戲，每一場都交
代了角色內心轉折跟情緒的變化
，「直接探索情慾、探索寂寞，
也許可以療癒到你，多元的性愛
場面，能夠開拓你的視野。」在
開拍前劇組找來知名舞踏老師胡
嘉，教導演員學習、開發身體之
餘，也讓演員習慣身體「只是一
種工具」，舞踏訓練把內心潛藏
的「動物性」給喚醒出來，讓演
員們不能把情緒用「說」的，要
用「肢體」表現出來，周美玲說
：「我希望他們理解慾望是什麼
，卻又不准他們碰觸對方，舞踏
讓他們更能夠去理解「嫉妒」是
什麼？還有「求之不得」是什麼
？」起源於日本的「舞踏」，舞
蹈形式是以醜陋來表達美，刻意
彰顯身體的原始感、動物性，以
追求肉體之上的心靈解放和自由
。周美玲表示：「就像電影中我
想要傳達的意義，不要只看到表
象，要看到本質的意義，身體是
誠實的，慾望是真實的，不管你
的生理性別是什麼，你的慾望才
是真的，因為那個慾望才能說明
你是誰。」
由周美玲執導推動的「六城
彩虹計劃」，從亞洲六個城市來
看同志的生命故事，繼成都篇的
《偽婚男女》、北京篇的《替身
》、新加坡篇的《帥 T 空姐》三
部電視電影作品後，重磅推出電
影規格的台北篇《愛・殺》，本
片在各大國際影展屢獲佳績，包
括入選 2020 年愛沙尼亞塔林黑夜
影展、2021 年大阪亞洲電影節，
以及 2021 年澳洲布里斯本同志影
展等。日前特映會上，獲得同志
平權運動先驅祁家威盛讚：
「《愛・殺》是周美玲導演的登
峰之作！」大阪亞洲電影節策展
人塚本一郎讚賞：「《愛・殺》
超越了周導演過去的表達水平，
並走在最前衛之地，印象極為深
刻。」
《愛・殺》故事描述一場
殺人案件的審理，面臨三個嫌
疑人的羅生門自白，檢察官劉
以潔（翁嘉薇飾）說人是她殺
的，模特兒孟曄（徐宇霆飾）
卻坦承真正殺人的是他，而被
殺的杜小鳳（陽靚飾）瀕死之
際仍堅定表示，是她自己將刀刺
向心臟…。被情慾所支配的三人
，將展開一連串為愛不顧一切的
佔有，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偽
裝，到底慾望是有罪的嗎？身體
和心，又是誰比較誠實呢？電影
3 月 19 日全台正式上映。更多電
影資訊，請上《愛・殺》官方臉
書粉絲團查詢。

電影慶功吃不夠鄭人碩帶醉意嗑水煎包
鄭人碩自從主演《角頭》系
列電影，一躍成為「宮廟男神」
，扛男一的《角頭－浪流連》票
房更突破 1.5 億元。日前劇組舉
行慶功宴，身為男主角的鄭人碩
相當風騷，嗨爆全場，慶功宴結
束後立刻買水煎包充飢，甚至饞
到直接在騎樓吃起來，除了他對
水煎包的情有獨鍾，也顯示他是
沒偶包的億級明星。
從《角頭 2：王者再起》到
《角頭－浪流連》，鄭人碩也從配
角扶正成男一，戲裡和謝欣穎談情
說愛多過打打殺殺，票房還比上集

更上層樓，可見人氣激升。
26 日晚上鄭人碩（右）才出
席《角頭－浪流連》的慶功宴，
片中他與謝欣穎（左）的「慶淇
」CP 很吸粉。
2 月 27 日凌晨 1 點，本刊巧
遇鄭人碩出沒台北捷運行天宮站
附近的老字號豆漿店，他看來有
些酒意、腳步略顯不穩，僅夾了
幾個水煎包外帶。鄭人碩離開豆
漿店後，沒走幾步就迫不及待打
開袋子，在騎樓下大口嗑起水煎
包，吃罷才搖搖晃晃走回家。
2/27 01： 07 鄭 人 碩 凌 晨 現

身台北市中山區一間知名豆漿店
買宵夜，夾了三、四個水煎包外
帶。
根據在地鄉民透露，該店的
水煎包一個幾乎有女生的拳頭大
，吃 2 個就能飽到天靈蓋，而且 1
個才賣 15 元，是該店的必點品項
；鄭人碩至少夾了 3、4 個，看來
慶功宴的「碩哥」真的沒吃到什
麼。
2 月 26 日晚上是《角頭－浪
流連》票房突破 1.3 億元的慶功
宴，該片監製張威縯特別選在台
北市安和路一間火鍋店，舉辦劇

組春酒及慶功記者會，主要演員
包括鄭人碩、謝欣穎、龍劭華、
曾莞婷及高捷等人都到齊，大啖
麻辣火鍋。
鄭人碩身為該片男主角，
自然是場中焦點，他逐桌敬酒
，也與熟識的記者、工作人員
互相乾杯，酒興相當熱烈。尤
其輪到鄭人碩要抽出當晚電影
公司準備的現金獎時，他乾脆
當起主持人，唱作俱佳把整個
場子炒得熱鬧非凡，甚至關心
眾人有沒有吃飽？拍胸脯自告
奮勇說：「還想吃什麼跟我說

，我幫你點！」
沒想到鄭人碩只顧著照顧大
家吃好喝好，卻忽略了自己的肚
皮，才會餓得買水煎包就在騎樓
嗑起來。女友小薰曾提起鄭人碩
酒品不錯，只不過他海派個性，
有次喝醉斷片，狂撒上萬元小費
挨小薰罵。
這次酒喝多猛嗑水煎包，也
看得出鄭人碩對水煎包的情有獨
鍾，原來他曾為了照顧中風父親
而中斷演藝事業，賣了 6 年的水
煎包，如今的水煎包吃起來，想
必也是別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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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大沙漠，为何是片“绿”沙漠？

一说到沙漠，你脑海中浮现出的
应是怎样一幅画面？
是一望无际的沙海？是绵延起伏
的沙丘？还是铺天盖地的沙尘暴？
但是，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南部
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将会颠覆你对
于沙漠的一切认知。
01.“活”的沙漠，“死”的沙漠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所处的亚洲腹
地，就是一个盛产沙漠和戈壁的地方
。除了天山、阿尔泰山几座荒漠湿岛
外，大片的土地都深受干旱的困扰。
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孕育出
中国第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而天山
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其南部就被我们
今天的主角——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
班通古特所覆盖着。
准噶尔盆地，虽然四周被高山环
抱，但由于西侧的山地有多处缺口，
湿润的西风气流和北冰洋气团得以长
驱直入，为这里带来了丝丝水汽。相
比起塔克拉玛干不足 40 毫米的年降水
量，古尔班通古特 100 毫米左右的年降
水量可谓奢侈。
水汽，将古尔班通古特塑造成一
幅你从未见过的模样：一道道带有分
枝的黄色条带在褐色的沙漠上蔓延开
来，它们有的高达几十米，长度从几

十米到数千米不等，从空中望去，就
像擎天巨树生长在地下的根系，又如
同大地蜿蜒的血脉，这幅景象，让沙
漠看起来仿佛“活”了一样。
这些黄色的条带，名为沙垅，它
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最具代表性的特
征，4.88 万平方千米的大沙漠，50%以
上的面积都是这种风格。在风的作用
下，同一片区域的沙垅，都会指向同
一个方向。
沙垅也是沙丘的一种，它的形成
是苔藓、地衣、藻类等生物的功劳。
这些生物在沙漠上形成了一层结皮，
覆盖了除沙垅顶部外的所有区域，这
让沙垅看起来，就像是受到了挤压，
只能在结皮“脆弱”的地方“破土而
出”。
在沙垅不同的区域，结皮的种类
也有所不同：沙垅周围的褐色的垅间
沙地，是主要由苔藓植物构成的苔藓
结皮，这种地衣柔韧性强，也最厚；
在沙垅的下部，则大多由地衣构成灰
黑色的地衣结皮，这种地衣强度较高
，但柔韧性差；在沙垅中部的西坡，
是灰白色的、脆弱的藻结皮，而东坡
则多是藻-地衣混合而成的灰黑色混合
结皮。
沙漠上的结皮很薄，它们的厚度

从 1 厘米不到到 2 厘米多不等，但你可
不要小觑这薄薄的一层，人们曾做过
实验，在 12 级大风的冲击下，结皮仍
能将沙子牢牢地禁锢在地面上，不会
发生扬沙，从这个角度来说，古尔班
通古特沙漠又是一片“死”的沙漠。
虽然结皮的形成与水汽相关，但
这绝不单单是水汽的功劳，否则同样
享有 100 多毫米年降水量的中国第三大
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上，为什么就没有
沙垅呢？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冬季的降水丰
富，降雪量可高达 300 毫米（降雪与降
水量的换算为 12-15：1），同时，这里
的冬季又足够寒冷，在沙丘洼地可以
形成稳定的积雪，既能保温，又能保
水。
到了 4-6 月的雨季，这些积雪和雨
水共同滋养大地，对植物、藻类、地
衣等生物的生长颇为有利，这才塑造
出这片罕有的以沙垅为主的“死”沙
漠。
“黄”的沙漠，“绿”的沙漠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雨季，也是
这里的“风季”，此时，参与禁锢沙
粒的不仅有结皮，还有独特的短命植
物。
短命植物这个名字，来自于它们

的“短命”。2 个月，就是短命植物完
成生长、发育、成熟的全部时间，在
沙漠短短的雨季中，每一刻都是它们
的生死时速。
每年 4 月雨季一开始，短命植物就
争先恐后地萌发出土，去吮吸大自然
馈赠的水分。到了 5 月中旬，这些短命
植物往往已经长到了 20 厘米之高。此
时，沙垅地带有 40%以上的面积都被它
们所覆盖，而同时期的乔灌木和长营
养期的草本植物覆盖率还不足 10%，远
远望去，“黄”沙漠仿佛一夜之间变
为了“绿”沙漠。
短命植物不仅可以禁锢沙粒，还
能保护结皮和大地免受大风侵蚀，避
免“风土流失”。研究表明，30%的植
被覆盖，就可以大幅减弱风蚀，而 40%
以上的植被覆盖就可以完全避免风蚀
。
6 月，短命植物开始走向旅程的
终点，它们有的把种子留下，自行枯
萎，有的放弃了地上的枝叶，把有限
的营养都储存在地下器官中，进入休
眠等待来年再战（这种植物被称为类
短命植物）。
进入 7 月后，短命植物相继消失殆
尽，沙漠再次换上“黄”装，只留下
梭梭、白梭梭、红柳、胡杨等树木散
落垅间，一切都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
“魔鬼”的沙漠，“天使”的沙漠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独特的气候，
不仅造就出沙垅和特有的绿色奇观，
还塑造了雅丹：在沙漠西部，狂风如
同一把把刻刀，在大地上雕刻出陡峭
的土岗丘，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魔
鬼城”。
第一个因素是干旱的盆地或谷地
，准噶尔的确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第二个因素是湖相沉积地层，这
种地层由细小的泥沙、细砾、沉积黄

土组成，比较松软，厚度也较大。古
尔班通古特沙漠下方是一块古老的陆
台，核心岩层距今已有 6 亿年的历史，
上方则是浅海与河湖多年的沉积，是
风蚀的绝佳材料。
第三个因素，是要有强风和流水
的侵蚀。这里流水没有，强风倒是常
年不断。干旱的气候、强烈的日照、
昼夜的大温差，让沉积地层变得脆弱
，风刮走沙粒、碎屑，吹出沟壑，留
下大大小小的岗丘，雅丹就诞生了。
20 世纪中叶，一个叫乌尔禾的地
方的照片开始在国内流传：在没有生
机的荒凉原野上，一座座形状怪异的
岗丘透露出阵阵肃杀之气，让人心生
敬畏，这片地方是维吾尔人口中的
“沙依坦克尔西”，也就是魔鬼城，
在他们的心里，这里是魔鬼居住的地
方。
大约从那时起，雅丹地貌才逐渐
被世人知晓，后来甚至被加入了地理
教科书中，乌尔禾魔鬼城也因此成为
了最为知名的雅丹（当然也是最典型
的）。这座风的杰作，就坐落在古尔
班通古特沙漠的西边。
乌尔禾魔鬼城看上去冷漠粗犷，
但它其实也有“天使”的一面：这里
石油、天然沥青的储量惊人。
乌尔禾，拥有中国重要的天然沥
青矿，这里有 7 条沥青脉，宽度在 1 米
左右，深 10 米到数十米，质地十分纯
净。
距离魔鬼城不到 100 千米的地方，
就是赫赫有名的克拉玛依大油田，就
在几年前，这里还新发现了世界最大
的砾岩油田玛湖油田，储量超过 10 亿
吨。其实不光是魔鬼城，整个准噶尔
盆地就是个大油田，这里潜在的石油
储量，预计要接近百亿吨。
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上，荒凉与
富饶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并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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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華協會 - 大休士頓舉辦
#STOPASIANHATE 追思接龍
為您的社區提供宣傳
美華拹會 - 大休士頓舉辦
#STOPASIANHATE 追思接龍
休斯頓，德克薩斯州 - OCA-大休斯頓
深切哀悼週二晚上發生在喬治亞州亞特蘭
大的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受害者，並譴責反
亞裔情緒、仇外情緒和暴力 請與我們壹起
聲援這個星期 六，3 月 20 日下午 5 點.在
1500 McKinney St. Houston TX. 77001 ，因為
我們記得和紀念受害者從亞特蘭大的大規
模謀殺，並譴責快速增長的仇恨犯罪對亞
裔美國人

自從槍擊事件的消息公佈以來，我們得
知 8 名受害者中有 6 人已被確認為亞洲婦女
。這是自 2020 年 3 月以來針對亞裔美國人
和太平洋島民的 3800 多起仇恨事件中發生
的更暴力的悲劇之壹 ，其中 68% 是婦女。
自從 COVID-19（又稱冠狀病毒）出現以來
，攻擊和種族驅動事件的增加，以及用來
描述它的種族術語和宣傳。
"壹年多來，我們的社區壹直是仇恨和
偏見的目標，生活害怕公眾的威脅和騷擾
，"黛比陳說，OCA 大休斯頓專案主任。"我
們呼籲社區和民選官員團結壹致，通過報
告事件、成為有權力的旁觀者和發起立法
行動來支援 AAPI 社區。

我們呼籲休斯頓和大休斯頓地區堅決反
對我們社區和全國各地的所有仇恨、偏見
、暴力和歧視。OCA-大休斯頓與休斯頓反
仇恨和霍拉貝克聯盟共同創建了免費的虛
擬旁觀者幹預培訓，以阻止基於身份的偏
執和騷擾。欲瞭解更多資訊並進行註冊，
請 前 往 ： www.houstonagainsthate.org/BIT
這些培訓適合任何高中年齡或以上的人，
在世界任何地方。
我們向受害者及其家屬表示慰問，他們
受到提及和未提及，他們以犧牲亞裔和亞
裔美國人周圍的仇外言論為代價而受苦。
我們敦促休斯頓市提供公正、公平和富有
同情心的領導，我們相信該市及其居民能

夠使這裡成為所有住在這裡的人的安全場
所。
要報告任何基於冠狀病毒恐懼的騷擾和
欺淩事件，請轉到 www.aapihatecrimes.org
有關反欺淩和仇恨犯罪資訊的工具和資
源，請轉到 www.ocanational.org
有關如何在這些時間最好地#SupportChinatown 的資訊，請轉到 www.ocahouston.org
有關休斯頓反仇恨聯盟的更多資訊，請
轉到 www.houstonagainsthate.org

全美黃氏宗親總會第27
全美黃氏宗親總會第
27屆懇親大會
屆懇親大會
原訂 2021 年全美黃氏宗親總會第 27 屆
懇親大會在 9 月 4-6 日在休士頓按期召開，
會 場 在 休 士 頓 黃 氏 宗 親 會 大 廳 和 Hilton
Garden Inn conference room。 午 餐 在 金 山
酒家自助餐（在黃氏會所馬路對面，步行
幾分鐘）。住宿在 Hilton Garden Inn（已付
了訂金）， 早餐自行解決（旅館旁邊有很
多餐廳）.
大會主席黃孔威 黃家麟，名譽主席黃
安祥 黃仕遠 ，秘書組黃超良 黃剛（Peter
）黃華，財務黃曉明 黃澄清 黃達濤， 接
待組 黃瑞 黃麗萍 黃英 黃廷標 黃肖翠微黃
勁躒（El mer Huang）黃順桃， 後勤組 黃
胡潔鳴 黃順雯 黃瑞怡 ，宣傳組黃麗珊 黃

偉萱 黃福生， 辦宴會組 黃梁揚燕 黃剛
（Richard Huang） 黃 麗 娟 ， 攝 影 黃 仁 誌
（Geoge Wong） ， 公 關 組 黃 建 華 （Micheal Wong）黃仁俊（John Wong）黃愛薇
（Mimi Kwan）。
大會議程：
2021 年 9 月 2 日 元老團報到
2021 年 9 月 3 日全體代表 報到。元老
團開會。歡迎晚宴（金山酒家）。
2021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拜
祖；10 時開幕式，主席黃家麟致歡迎詞，
總長致詞，元老團主席致詞，名譽主席黃
安祥致詞，嘉賓致詞，黃孔威介紹會議安

排；12-1pm 午餐，下午 1-5 時大會（1）。
晚餐（金山酒家）。
9 月 5 日（星期日）上午 9-12 時都會
（2）； 下午 1-4 時大會，（3）； 晚上晚
宴（金冠酒家）副總長交接，主席致閉幕
詞，總長，元老團主席講話，總長副總長
講話。
9 月 6 日（星期壹，美國勞動節）返程
。
根據目前情況 每位 代表必須打了 疫苗
才來參加，開會期間要戴口罩，保持社區
距離。盡量不不帶家屬。
請在 6 月 30 日前報名，每位代表$450
。匯錢到休士頓黃氏宗親會 Wong Family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f Houston ( WFBAOH), 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
77072,
USA，
281-495-2558，
khuang7038@hotmail.com
為了方便接待，望 8 月 31 日前將各代
表行程報到休士頓黃氏宗親會。
以上可行否？請全美黃氏宗親總會，
各位總長，副總長，元老團主席，元老，
全美顧問，各地宗親會給予指示。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理事會
2021 年 3 月 17 日

休城畫頁

糖城 「
圓緣園」
圓緣園
」餐廳重新開業
餐廳重新開業，
，
推出精彩正宗川菜名菜。
推出精彩正宗川菜名菜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