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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The United States crossed 30 million coronavirus cases on Wednesday, according to a Reuters tally, as states ac-
celerate the vaccination process by lowering age limits.

Health authorities are racing to vaccinate in the face of the first uptick in new cases on a weekly basis since January. Against 
the advice of health experts, several states have lifted mask mandates and more infectious variants have also spread across the 
nation.

Although cases are trending higher in 30 out of 50 state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week, health officials hope the vacci- na-
tions will prevent a rise in death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ost a total of 544,000 lives to the virus. (Graphic: tmsnrt.rs/2W-
TOZDR)
New York on Monday joined Florida and a handful of other states that have made vaccines available to people who are at least 
50 years old.

In the past two weeks, many states including Alaska, Arizona and Texas have lowered down their eligibility age for corona- virus 
vaccines.

Arizona lowered the eligibility age to 16 at state-run vaccination sites in three populous southern counties, effective Wednes- day. 
Three other counties already have eligibility at 16, but most are at 55.

Train crash kills 50 in Taiwan’s deadliest rail 
tragedy in dec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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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LIEN, Taiwan (Reuters) - A 
Taiwan express train with almost 500 
aboard derailed in a tunnel on Friday 
after hitting a truck that had slid down 
a bank onto the track, killing at least 
50 passengers and injuring 146 in the 
island’s worst rail disaster in seven 
decades

Images from the scene showed some 
carriages ripped apart by the impact, 
with others crumpled, hindering rescu-
ers in their efforts to reach passengers.

By mid-afternoon no one was still 
trapped, though the fire department 
said it had found body parts, mean-
ing the number of those killed, who 
included the driver, was likely to rise.

“People just fell all over each other, 
on top of one another,” a woman who 
survived the crash told domestic tele-
vision. “It was terrifying. There were 
whole families there.”

Taiwan’s government said there were 
496 people on the train, including 120 
without seats. Many were tourists and 
people heading home at the start of 
a traditional long weekend holiday 
to tend to family graves. One French 
citizen was amongst the dead, officials 
said.

The train was travelling from Taipei, 
the capital, to the southeastern city of 
Taitung.

It came off the rails north of the east-
ern city of Hualien after hitting a truck 
that had slid off a road from a nearby 
construction site, Feng Hui-sheng, the 
Taiwan Railways Administration’s 
deputy director, told reporters.

RELATED COVERAGE

Factbox: Taiwan’s worst train acci-
dents
Factbox: Global train accidents with 
highest fatalities over past decade

See more stories

Feng said the manager of the site, 
which was stabilising the mountain-
side to prevent landslides, visited 
around 9 a.m. (0100 GMT) and 
stopped his truck in front of the site 
office.

“At present it is suspected because the 
vehicle wasn’t braked properly, it slid 

for around 20 metres along the 
site access road and entered the 
eastern trunk line,” he added.

The official Central News Agen-
cy said police had taken in the 
manager for questioning.
The fire department showed a 
picture of what appeared to be 
wreckage of the truck beside 
the derailed train, with an aerial 
image of one end of the train still 
on the track next to the construc-
tion site.

‘EVERYTHING SHOOK’

Survivors described their terror as 
the train slammed into the truck and 
ground to a halt.

“It 
suddenly came to a stop and then 
everything shook,” one told local 
television. “It was all so chaotic.”

Passengers in some carriages still in 
the tunnel had to be led to safety, the 
railway administration said.

Images showed an injured passen-
ger carried away on a stretcher, with 
her head and neck in a brace, while 
others gathered suitcases and bags in 

a tilted, derailed carriage as some walked on the 
train’s roof to exit the tunnel.
The accident occurred at the beginning of a long 

weekend for the traditional Tomb 
Sweeping Day holiday.

Taiwan’s mountainous east 
coast is a tourist destination. 
The railway that snakes down 
from Taipei hugs the coast and 
is known for its tunnels, in one 
of which the crash took place. 
The link to Taipei opened in 
1979.

Taiwan’s state-owned railways 
are generally reliable and 
efficient, but have had a patchy 
safety record over the years.

The last major crash was in 
2018, when 18 people died and 
175 were injured when a train 

derailed in the island’s northeast.

In 1948, 64 people are estimated to have died 
when a train burst into flames in northern Taiwan.

Reporting by Ann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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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Young unaccompanied migrants, who range in age from 3 to 9, sit inside a 
playpen at the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facility, the main detention 
center for unaccompanied children in the Rio Grande Valley, in Donna, Texas, 
March 30, 2021. The facility is holding 4,100 migrants, most of whom are 
unaccompanied minors, according to a pool report, four times its pre-COVID 

A man waves an Egyptian flag as Ever Given,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ntainer ships, is 
fully floated after blocking the waterway for almost a week in the Suez Canal, Egypt March 29, New York Governor Andrew Cuomo arrives to visit a new vaccination center for the coronavi-

rus at Grace Baptist Church in Mount Vernon, New York. REUTERS/Mike Segar

A health worker from St 
Thomas’ hospital stands behind 
a wall, being painted in hearts 
as a memorial to all those who 
have died so far in the UK from 
COVID-19, in London, Britain, 
March 29, 2021. REUTERS/
Toby Melville

Shade Ajayi, 50, takes 
notes during class at Ilorin 
Grammar School in Ilorin, 
Kwara state, Nigeria, 
March 25, 2021. Ajayi had 
never set foot in a class-
room until middle age. 
Now 50, the businesswom-
an who makes and sells 
purses and bags is happily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alongside students nearly 
four decades younger than 
her. REUTERS/Temilade 
Adelaja

Displaced people are seen at the 
Shire campus of Aksum Uni-
versity, which was turned into 
a temporary shelter for people 
displaced by conflict, in the town 
of Shire, Tigray region, Ethio-
pia, March 14, 2021. Families 
described fleeing from ethnic 
Amhara militia in the Tigray 
region, four months after the 
Ethiopian government declared 
victory over the rebell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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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is is our dream come true. Sponsored
by the ITC Community Empowerment
Organization, the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will open the door next Tuesday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building. Our
mission is to serve as a
one stop-shop for the
underserved minority
population in the Houston
southwest area. We plan
to provid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ith
information that will
empower them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to
serve as a way for them to access the
rich pool of resources available to them.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o have
questions about any of the variety of
issues we will address are encouraged
to schedule interviews with the center.
We will link the person with a
professional who can best address their
needs. The areas include disaster
assistance, loans and grants,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tax information,
immigration, legal issues, workforce,
housing and renting, veterans issues,
medical, healthcare service, educ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children and child
welfare and city services.

Our service will be led by senior
educator, Dr. Tina Agosa and many

other assistants.

After the pandemic attacked our
community last year, more than one-half
million people have lost their lives. This
tragedy in our community made me so
sad that I couldn’t go to sleep at night. I
kept on thinking, “What can we do for
all of us?” Finally, we are putting this
dream into action.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please join
our mission. Come join us and help us
rescue our own people as well as the
whole nation.

We sincerely need to send out our
appreciation to Congressman Al Green.
He is our true brother. Whenever we
need the help, he is always there.

0404//0202//20212021

Community Resource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Will Open SoonCenter Will Open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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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ti-inflammatory medications, given 
via a drip, save an extra life for every 12 
treated, say researchers who have carried 
out a trial in NHS intensive care units. Sup-
plies are already available across the UK so 
they can be used immediately to save hun-
dreds of lives, say experts.
There are over 30,000 Covid patients in UK 
hospitals - 39% more than in April.
The UK government is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manufacturer, to ensure the drugs 
- tocilizumab and sarilumab - continue to be 
available to UK patients.
As well as saving more lives, the treatments 
speed up patients’ recovery and reduce the 
length of time that critically-ill patients 
need to spend in intensive care by about a 
week.
Both appear to work equally well and add to 
the benefit already found with a cheap ste-
roid drug called dexamethasone.
Life-saving coronavirus drug ‘major 
breakthrough’
Although the drugs are not cheap, costing 
around £750 to £1,000 per patient, on top of 
the £5 course of dexamethasone, the advan-

tage of using them is clear - and less than 
the cost per day of an intensive care bed 
of around £2,000, say experts.
Lead researcher Prof Anthony Gordon, 
from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said: 
“For every 12 patients you treat with 
these drugs you would expect to save a 
life. It’s a big effect.”
In the REMAP-CAP trial carried out in 
six different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K, 
with around 800 intensive care patients:
Nearly 36% of intensive care COVID pa-
tients receiving standard care died. The 
new drugs reduced that by a quarter, to 
27%, when given to patients within 24 of 
them entering intensive care.

Prof Stephen Powis, NHS national medi-

cal director, said: “The fact there is now 
another drug that can help to reduce 
mortality for patients with Covid-19 is 
hugely welcome news and another pos-
itive development in the continued fight 
against the virus.”
Health and Social Care Secretary Matt 
Hancock said: “The UK has proven 
time and time again it is at the very fore-
front of identifying and providing the 
most promising, innovative treatments 
for its patients.
“Today’s results are yet another land-
mark development in finding a way out 
of this pandemic and, when added to 
the armoury of vaccines and treatments 
already being rolled out, will play a sig-
nificant role in defeating this virus.”
The drugs dampen down inflammation, 
which can go into overdrive in Covid 
patients and cause damage to the lungs 
and other organs. Doctors are being ad-
vised to give them to any Covid patient 
who, despite receiving dexamethasone, 
is deteriorating and needs intensive 
care.
Tocilizumab and sarilumab have al-
ready been added to the government’s 
export restriction list, which bans com-
panies from buying medicines meant 
for UK patients and selling them on for 
a higher price in another country. Th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not yet been peer 
reviewed or published in a medical jour-
nal (Courtesy https://www.bbc.com/)
Related

Early Plasma Trial Promising In                     
Adults 65+ With Milder COVID-19

— NNT* of 7 to prevent one case of 
severe illness in Argentine trial
(NNT is a simple statistical concept 
called the “Number-Needed-to-Treat”, 
or for short the ‘NNT’. The NNT offers 
a measurement of the impact of a med-
icine or therapy by estimating the num-
ber of patients that need to be treated in 
order to have an impact on one person. 
The concept is statistical, but intuitive, 
for we know that not everyone is helped 
by a medicine or intervention — some 
benefit, some are harmed, and some are 
unaffected. The NNT tells us how many 
of each.)

Older adults hospitalized with milder 
COVID-19 who received convalescent 
plasma showed lower risk of developing 
severe respiratory disease versus patients 
who received placebo, a randomized trial 
found. In an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 se-
vere respiratory disease occurred in 16% 
of COVID-19 patients ages 65 and older 
receiving convalescent plasma within 72 
hours after symptom onset versus 31% of 
patients receiving placebo (relative risk 
0.52, 95% CI 0.29-0.94, P=0.03), reported 
Fernando Polack, MD, of Fundación IN-
FANT–COVID-19 Group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and colleagues, in the New En-
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However, the trial was stopped early at 
about three-quarters of its projected sample 
size due to a decline in COVID-19 cases 
in the region, the authors noted. Evidence 
for convalescent plasma in COVID-19 has 
been conflicting from the beginning. Some 
observational studies showed promise, 
while more recent research found no ben-
efit among patients with severe COVID-19. 
But previous studies may have administered 
them too late, as authors noted antibodies 
in plasma “must be administered soon af-
ter infection in order to be effective.” The 
FDA authorized its use in hospitalized 
COVID-19 patients in August.
Polack and colleagues pointed up how their 
trial differed from others: it focused on old-
er adults, who are most affected by the pan-
demic, and convalescent plasma was given 
“in a mild stage” with the aim of preventing 
progression.
“Our primary endpoint” -- severe respirato-
ry illness -- “was an enrollment criterion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group noted.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Argentina from 
June 4 to Oct. 25. They included patients 
ages 65-74 with at least one comorbidity, 
and patients ages 75 and older irrespective 
of pre-existing conditions. They had tested 
positive for SARS-CoV-2 and had symp-

toms including fever, unexplained sweat-
ing or chills and dry cough for less than 48 
hours. Severe respiratory disease was de-
fined as respiration at 30 breaths per minute 
or more or oxygen saturation of less than 
93% on ambient air. They were assessed 
from 12 hours after infusion to day 15 of 
trial participation.

Overall, 160 patients underwent random-
ization. Mean age was 77, and 62% were 
women. A little more than half were 75 or 
older. Most patients had pre-existing condi-
tions, with over two-thirds of both groups 
being treated for hypertension. An inten-
tion-to-treat analysis found severe respira-
tory disease developed in 13 of 80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25 of 80 in the 
placebo group, for a relative risk reduction 
of 48% and a number needed to treat of 7 
to avert one episode of severe respiratory 
disease.
There were no solicited adverse events ob-
served. Four convalescent plasma recipients 
had life-threatening respiratory disease. 
Two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four patients in the placebo group died.
Polack’s group noted that while the trial 
“lacked the statistical power to discern long-
term outcomes,” their findings underscored 
“the need to return to the classic approach 
of treating viral infections early.”
An exploratory finding of the trial was a 
dose-dependent IgG effect, where donated 
plasma with IgG titers of 1:3,200 or higher 
reduced severe respiratory disease by 73% 
and a number needed to treat of 4. Among 
the plasma donors in the trial, 71% with 
titers of 1:3,200 or higher were previously 
hospitalized.
“’Super donors’ with IgG titers of 1:12,800 
or higher and perhaps immunized persons 
in the future could contribute to build a 
therapeutic arsenal,” Polack and colleagues 
wrote. (Courtesy medpageto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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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Home!          Wear Mask!

Promising COVID Research Developments

Two More Life-Saving
COVID-19 Drugs Discovered

Two more life-saving drugs have been found that can                                                                       
cut deaths by a quarter in patients who are sickest with Covid.

By Guest Writer Michelle Roberts Health editor, BBC New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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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8, 2021 -- The Moderna vaccine -- 
one of two vaccines now being distribu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 will “potentially” 
provide protection against COVID-19 for 
several years, the biotech company’s CEO 
said, according to Reuters.
But Stephane Bancel said the Massachu-
setts-based Moderna will have to conduct 
more research to be definitive about how 
long the vaccine will work. Because coro-
navirus vaccines are new, health experts 
aren’t sure how long they’ll be effective.
“The nightmare scenario that was de-
scribed in the media in the spring with a 
vaccine only working a month or two is, I 
think, out of the window,” Bancel said at 
an event organized by the Franco-German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Oddo BHF.
“The antibody decay generated by the vac-
cine in humans goes down very slowly (...) 
We believe there will be protection poten-
tially for a couple of years.”
Bancel went on to predict Moderna would 
soon prove its vaccine would work against 
coronavirus variants found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nations, Reuters said.
The U.S. government approved the Mod-
erna vaccine for distrib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Dec. 17, one week after approv-
ing the Pfizer/BioNTech vaccine. Both 
are now being admin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a vaccine was re-
cently approved by the European Com-

mission.
Moderna and Pfizer both use two shots 
of messenger RNA to create an immune 
respons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The 
shots are given about two weeks apart.

Moderna said its vaccine had proven to 
be 94.1% effective, and 100% effective 
in severe cases of COVID-19. Pfizer 
says its vaccine has a similar efficacy, 
95%.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as agreed to purchase 
200 million doses of Moderna’s vaccine 
and could purchase more.
Despite increasing coronavirus case 
counts and deaths, distribution of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has lagg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DC says 17.2 mil-
lion doses have been distributed to the 
states as of Dec. 6, but only 5.3 million 
dose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Vaccines being produced by AstraZen-
eca and Johnson & Johnson are still in 

clinical trials.
Related
Vaccines have protected us from deadly 
pathogens for millennia

Why Vaccines Are Critical                                      
To Keeping Diseases At Bay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are racing to 
develop a vaccine for the novel corona-
virus that has kill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since late December. Dozens of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are leading 
the charge at a record pace, and some al-
ready have begun the first phase of clin-
ical trials. Yet researchers continue to 
warn that it could take at least a year to 
18 months before a vaccine is ready for 
public use—a long time to wait for what 
many see as the best hope to stem the 
spread of the SARS-CoV-2 virus, which 
causes COVID-19.
Most vaccines don’t cure diseases; they 
prevent you from getting infected in the 
first place. Vaccines contain the same 
germ (or part of a germ) that causes a 
disease, but in a killed or weakened state 
so that it doesn’t actually make you sick. 
The immune system learns about the 
pathogen, stores information about it, 
and produces antibodies against it so that 
the next time it appears, the body can 
fight it off.
Vaccines have been around only for a 
couple hundred years, but the concept 
of inoculating ourselves against diseases 
has a long history.
The invention of vaccines
Smallpox was one of the early scourges 
of humankind—and the first and only 
one to be eradicated with the use of a 
vaccine. By 430 B.C., humans had fig-
ured out that people who survived small-
pox developed an immunity to it. Some-
time over the next 2,000 years—some 
say as early as 200 B.C.—people learned 
how to inoculate themselves against it.
Early accounts from China and India in-

dicate that people fought the deadly dis-
ease using a technique called variolation, 
which involved grinding up smallpox 
scabs and deliberately infecting some-
one with it by blowing it up a nostril or 
scratching it into their skin. Variolation 
caused a milder form of the disease and 
was far from perfect: Not only was there 
still a 2 to 3 percent fatality rate, but the 
infected could pass on smallpox. Still, 
by the early 18th century, the technique 
had become popular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In 1796, an English doctor named Ed-
ward Jenner revolutionized the way we 
approach diseases like smallpox. He 
showed that inoculation using a weak-
ened strain of cowpox—a mild zoonotic 
disease that at the time typically trans-
ferred from cattle to humans—could 
also protect against smallpox. During the 
next several decades, Jenner’s vaccina-
tion method gradually replaced variola-
tion. Thanks to that discovery and devel-
opments in the ensuing years, smallpox 
began to fade. In 1980, nearly 200 years 
late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declared it eradicated.
Jenner’s breakthrough paved the way for 
vaccines that today prevent widespread 
epidemics of a variety of diseases, in-
cluding influenza, measles, polio, rabies, 
tetanus, typhoid, yellow fever, and cer-
vical cancer.
 How vaccines work
Your body’s immune system is designed 
to seek and destroy invading patho-
gens—but it’s not always easy, and 
pathogens can be clever. For example, 
the flu virus disguises itself as it enters 
your body and then begins to replicate 
before your immune system realizes that 
it’s there. Vaccines give your immune 
system a leg up in the fight by teaching 
it how to quickly recognize a pathogen.
There are several different types of vac-

cines, but they all essentially serve to 
introduce a germ or part of a germ into 
your body in a way that can’t make you 
sick—though it may cause minor symp-
toms such as fever as your body builds 
immunity. Some vaccines use the entire 
pathogen, but in a killed or weakened 
state; some use only the parts of the or-
ganism that alert the immune system; 
some use a toxin made by the germ, and 
some rely on the pathogen’s genetic ma-
terial.
When you receive a vaccine, the germ 
sends up an alert to your immune system 
to start producing antibodies to fight it. 
Once your immune system has beaten 
the pathogen, it knows how to quickly 
destroy it. When you’re exposed to the 
real thing, your body recognizes the bug 
and can fight off the infection before it 
begins.

Sometimes that immunity from a vac-
cine can last for years or even the rest 
of your life, while other vaccines require 
boosters at regular intervals. All adults 
and children need the influenza vaccine 
every year to prevent infection against 
the viral strains likely to be common that 
season.
Misinformation and waning trust in 
science and government has spurred an 
anti-vaccine movement among those 
who question their safety. Yet vaccines 
remain as crucial as ever to keeping dan-
gerous diseases such as measles and po-
lio at bay. The WHO estimates that vac-
cines save two million to three million 
lives each year.
Many are now pinning their hopes on 
a vaccine to do the same for the nov-
el coronavirus. But it’s too soon to say 
when that might be—or what type of 
vaccine will be most effectiv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that continues to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Courtesy webmd.
com  and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
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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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na Vaccine May Work
For ‘A Couple Of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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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8日，美国白宫外降下

半旗。以此悼念在此前亚特兰大发生的

八人遇难惨剧。

两天前，一名美国男子在按摩店枪

杀8人，其中6人均为亚裔女子，其中两

人是华人。

这只是最近发生的多起针对亚裔的

袭击之一。从2020年3月至今，美国共

发生了3800多宗针对亚裔的攻击。

一些事件的恶劣性质更是触目心惊

。

1月31日，加州奥克兰的唐人街上

，一名亚裔老人被人从背后推倒，重重

摔在地上。

2月25日，一名华裔男子在曼哈顿

唐人街散步时，被一名男子冲出来用尖

刀刺伤。

3月15日下午，一名59岁的亚裔男

子遭到袭击，一只眼睛被打到几乎失明

。

3月17日，一名75岁的华人老太太

在旧金山市场街遭到袭击，不过这位老

太太非常神勇，她立即抄起一根木棍，

反将袭击者打到抱头鼠窜，等到警察来

时，只能用担架将袭击者抬走。

尽管袭击者被反杀到头破血流让人

看着很解气，但是老太太愤怒的质问还

是让人感到心酸——“无缘无故，为什

么要打我？”

任何事情都没有“无缘无故”。

将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怪罪到华人

，到亚裔头上，是这些攻击最主要的原

因。

对亚裔的仇视犹如一种“精神病毒

”，美国的亚裔们，成为了“替罪羊”

，除了要面对真正的病毒，还要与这样

的“精神病毒”做斗争。

“华人的命也是命”，面对仇视和

排挤，这一次，亚裔不再选择沉默。

自从美国针对亚裔的仇视事件开始

频发后，当地的华人和亚裔表现出来了

难得可贵的团结。

首先是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发挥

了他们的带头作用。这其中就有著名华

人演员吴彦祖，他很早就开始为之奔走

呼号。

在1月份亚裔老人被推倒之后，吴

彦祖就联合了韩裔美籍演员金大贤，一

起悬赏2.5万美元缉拿袭击者。

在此之前，吴彦祖还曾悬赏1.5万美

元缉拿两名殴da 89岁亚裔老妇的蒙面

凶徒。这些袭击者也都在不久之后被抓

获。

吴彦祖还多次参与了反对歧视亚裔

的游行示威，作为代表呼吁严惩凶手，

所有华人都要团结起来对抗不公。

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凝，在社交网站

上传了李小龙的黑白相片，写道：“你

认为“功夫流感”是个笑话，但有人就

会怀着憎恨和仇外的心态，并用它来加

剧他们的恐惧和蔑视，直到爆发成令人

发指的行为。”

韩团 Super Junior 成员崔始源、

Got7 出身的香港成员王嘉尔，也在网

上发声。

崔始源写道：“我对两天前发生在

亚特兰大的事件深感悲痛。我当然没有

答案，但我想利用我的平台去强调现在

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我知道这个贴

文解决不了问题，但我希望能提高人们

对仇恨犯罪的认识。”

王嘉尔则说：“身为亚洲人，

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确实令我感到心

痛，任何形式的仇恨和种族主义都

不能被接受。如果人能学会仇恨，

那么他们就能学会爱，现在世界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爱。请一起

发声，我也会尽我的力量，让我们

一起去改变。”

名人们都在发声，普通人也都倾尽

着各自的力量。

在美国各地都爆发了反对歧视亚裔

的示威游行。

人们举着“我们必须守望相助”、

“停止仇恨亚裔”、“亚裔不再沉默”

的标语，从唐人街走向城市的各个街道

。

华人社团还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八

大诉求”，包括：将因疫情针对亚裔的

所有案件定性为仇恨犯罪，并加重刑罚

；扩大现有的亚裔仇恨犯罪调查小组；

加强反亚裔仇恨犯罪的宣传活动，在地

铁、公交车、医院、学校、政府建筑等

多媒介发表促进和平团结与包容的信息

；当地政府向亚裔提供更多防范犯罪的

资源与信息；教育局安排反亚裔歧视和

偏见的课程，以免仇恨亚裔行为在学校

内蔓延……

在亚特兰大枪击案的惨案现场，人

们献上了鲜花和蜡烛，表达哀悼和抗议

。

除了华人，其他的亚裔族群也都纷

纷站出来表达抗议。

美国《时代》杂志也以“我们不再

沉默”为封面，呼吁停止对亚裔的仇视

。

这是一场全体亚裔必须直面的“战

争”，这更不仅仅是亚裔的，也是全世

界热爱和平的人们要直面的“战争”。

回顾历史，当针对一个族群的“仇

恨之花”蔓延的时候，受难的不仅仅是

这个族群，更是全体人类。

二战期间德国发起的对犹太人的仇

恨，不仅仅致使600万犹太人死亡，整

个犹太族群受难，更由此开启了法西斯

主义对于世界的战争摧残。

当任何群体被界定为一个问题人群

时，侵犯他们的人权和针对他们的歧视

正常化就变得更加容易。我们绝不能容

忍以病毒为借口，将侵犯亚裔的权利正

常化，将仇恨合理化。

如果这个时候选择对仇恨的视而不

见，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漠不关心

，那么等到仇恨之花蔓延到你身上，将

不会再有人为你说话。世界也将面临比

新冠病毒更可怕的灾难。

非常时期，亚裔们必须团结起来！

面对仇恨，“不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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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发一战的

基本操作来看，虽然苏莱曼尼的级别达

不到斐迪南大公的高度，但作为哈梅内

伊的心腹，苏莱曼尼的死也算是断了哈

梅内伊一臂，伊朗可谓真正的遭遇了当

头一棒。

而且苏莱曼尼在伊拉克被美国干掉

，和斐迪南大公在邻国塞尔维亚被刺杀

如出一辙，如果伊朗方面借着苏莱曼尼

被杀事件发动对美国的报复，战争的确

也是一触即发的态势。

但问题是就是美伊再打得天翻地覆

，距离所谓的世界大战也是十万九千里

的遥不可及。在静夜史看来，美伊即便

全面对抗也不会诱发世界大战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

一是核武器不允许大规模战争的爆

发；

二是实力的悬殊不允许伊朗玩火自

焚。

二战结束70多年时间里，世界大战

之所以“销声匿迹”，根本原因在于核

武器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力使世界各大国

具备了同归于尽的可怕能力。

鉴于这种恐怖的核平衡，各大国在

国际社会才严格遵守“君子动口不动手

”的“文明”套路。如果有某些小国实

在不听话，或者是看其他大国不顺眼，

那就躲在小国身后，一起在代理人战争

的道路上“逍遥快活”。

而代理人战争的最高烈度，也不

会超过大国直接抄家伙的耐心，所

以尽管二战后区域性的冲突甚至战

争层出不穷升值愈演愈烈，但从来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二战确立的世界

格局。

而因为核武器的加持，由二战奠定

的亚尔塔体系才空前稳定，美国作为雅

尔塔体系的主导者，自然也是雅尔塔体

系的最大受益者。这就决定了美国首先

就不会主动挑起世界大战破坏雅尔塔体

系，因为一旦将全世界卷进来，世界战

争必然脱离美国的控制，届时美国极有

可能和二战时的英国一样，在世界大战

后沦为二流国家。

而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

不参战，其他包括俄罗斯、东方大国等

在内的其他大国就更没有兴趣了。因为

他们不仅也是雅尔塔体系的受益者，比

如联合国五常地位，更因为世界大战会

毁灭他们的发展成果，让他们一夜回到

解放前。

因 此

， 没 有 各

大 国 参 与

的 大 战 ，

根 本 就 算

不 上 世 界

大战。

而 比

其 他 大 国

“ 袖 手 旁

观 ” 更 尴

尬 的 是 ，

伊 朗 的 实

力 实 在 是

“ 不 堪 一

击”。

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双方的阵仗

来看，双方不说势均力敌，最起码也是

大腕云集。也只有这样的阵容，才能把

世界大战进行到底。

当前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

家以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实力毋庸置

疑，盟友也是一抓一大把，如果美国愿

意，不说应者云集，最起码也是前呼后

拥。

而伊朗这边呢？似乎并没有什么拿

得出手的东西。长期以来，伊朗支持的

真主党武装虽然看起来虎虎生威，但要

真正拉开了干，伊朗根本就不是一个量

级的对手。

当伊朗都能成为本阵营最强大的力

量时，其整体实力微不足道也就不足为

奇了。还没有与美国等量齐观的阵容，

伊朗拿什么和美国硬碰硬？

而且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

和伊朗的战争事实上是不同维度的战争

，因此伊朗如果不想身死国灭，就必须

学会务实主义。

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一再证明，世

界大战终归是大国的“游戏”，作为小

国的伊朗想要参与游戏，必须保证有大

国的紧密支持，但问题是当前的伊朗根

本就办不到。

所以，苏莱曼尼的死，虽然重挫了

伊朗士气，但盲目和开战只会会让伊朗

更加苦不堪言。

而且美伊的冲突甚至战争，无论如

何也不会推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为何说伊朗根本没有能力参
与世界大战？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熟

睡中的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镇的居民被

剧烈的爆炸声惊醒，但直到当日傍晚

，人们才知道，当时建于镇上的苏联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

由于该核电站位于乌克兰、俄罗斯

和白俄罗斯三国交界处，使得大量的

核放射物质污染了乌克兰、俄罗斯和

白俄罗斯三国，同时灾难也向欧洲和

世界上其他地区蔓延。

根据当时苏联的体制，核电站管理

层须直接向中央汇报。由于没有得到

中央指示，乌克兰地方政府没有疏散

民众。直到26日傍晚，时任苏联总理

雷日科夫才下令事发地的居民在几天

内疏散，其时，当地的辐射水平已经

达到安全值的数千倍。

在欧洲，瑞典检测到辐射尘埃超过

正常数的100倍后，事故才曝光。这极

大地延误了抗灾和救灾，并造成了灾

难的扩大。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讨这次核事

故对生物、环境和人类造成的灾难到

底有多大，包括生理和心理的，但迄

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尤其是伤亡

人数和后来受到核辐射而致病、致残

、致畸的人数。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认为

这次灾难的死亡人数并不多。该机构

在2005年9月举行的切尔诺贝利论坛上

发表报告说，切尔诺贝利核电厂4号反

应炉爆炸后，泄漏了3%——

4%的辐射物，只导致了约4000例

甲状腺癌，主要发生于儿童和青少年

。在抢救核反应堆的工人中，迄今只

有62人直接死于核辐射。

然而，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结论

，却有着针锋相对的调查结果。在结

论和观点相反的调查中，以环境保护

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的结果最令人震惊

。该组织于2006年 4月 18日发表报告

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27万人患

癌，因此而死亡的人数达9.3万。

与此同时，英国两名研究人员的一

项研究表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长期

影响可能导致另外6.6万人死于癌症。

也就是说，除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承认的

死亡数外，还有6.6万人死于辐射所致

的癌症，仅仅这个数字就是国际原子能

机构所承认的死亡数的15倍还多。

这份《切尔诺贝利的其他报告》是

由欧洲议会的绿党成员委托英国科学家

伊万· 费尔利和大卫· 沙默尔完成的。他

们指出，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

之外降落的放射尘，污染了英国约34%

的土地。这些地方包括英国的374个农

场，覆盖了750平方公里，以及20万头

羊。而在整个欧洲，约有3.9平方公里

的区域受到污染。面对这种差异，绿色

和平组织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漂白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后果。

国际原子能机构引用的切尔诺贝利

受辐射死亡人数数据来源于法国里昂

国际癌症研究署的伊丽莎白· 卡迪斯于

1996年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卡迪斯

得知后说，她的数据并未经过核实，

她也不希望这个数字未经证实就使用

到出版物中发表。

当然，也有人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的后果采取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一样

的低估态度，例如日本广岛的辐射影

响研究基金会前主席伯顿· 伯纳特。他

认为，即使有680万人受到辐射，但辐

射剂量也只有7毫西弗(放射量单位,等

于0.1雷得,一般医疗X光透视不得超过

0.1雷得),这远远小于世界大多数地区一

年中自然环境所释放的辐射量。

而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出版官

员梅里莎· 弗来明透露了为何国际原子

能机构采用这么少的死亡人数。她说

，参与研究的科学家检查过出版物的

资料，参与者有过一个决定，要把底

线降低到4000人。

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中，死亡人数

的依据是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最近的

研究成果，其资料的第一手性和时间

上的新近都保证了数据更有说服力和

可信性。乌克兰核辐射专家波亚尔科

夫认为，4号反应炉泄漏的辐射物达到

近50%；库尔恰托夫学院研究人员实地

调查后说，反应炉的辐射物近乎全部

泄漏。

英国和欧盟的调查和测量结果认为

，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泄漏后，有6.7

吨放射性物质外泄并蔓延扩散到出事

点普里皮亚季周围数百公里的地方。

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方圆几十

公里的地区受污染最重。切尔诺贝利

核污染的放射性物质中最重要的元素

有两种，一是放射性碘131，二是放射

性铯137。它们都是核反应堆堆芯燃料

铀发生裂变的产物。碘131一旦被人体

吸入，可引发甲状腺疾病，包括甲状

腺癌。铯137会造成造血系统和神经系

统损伤。尽管碘 131的半衰期只有 8.5

天，但铯137的半衰期为30年。因此，

直到现在，核辐射都在伤害着切尔诺

贝利周边的环境、生物和人。灾难发

生后，当地居民仍在污染的土地上放

牧牛群并饮用从牛身上挤下的牛奶。

生活在切尔诺贝利周边的纳洛蒂切斯

基地区有1.1万成年人和2000名儿童，

他们距离切尔诺贝利 50英里(约 80 公

里)。追踪研究发现，当地人患癌症、

具有出生缺陷和寿命减少的概率非常

高。

另一方面，低剂量辐射对健康有无

影响和有多大影响一直是争论的话题

，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认为低剂量辐

射对健康的影响不大，而在离切尔诺

贝利更远的地方，有680万人受到较低

辐射的影响。但是，2005年美国国家

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对日本长崎

、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实地研究后得

出结论——即使微量的辐射也不能视为

是安全的。

毫无疑问，核辐射可导致染色体突

变，从而会造成遗传影响或畸变。但

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切尔诺贝利

核事故对人们的遗传影响不大，在切

尔诺贝利灾难后出生的孩子不存在遗

传影响。这种观点也受到一些研究人

员的质疑。有研究人员认为，现在没

有见到任何遗传后果发生，并不意味

着没有影响。因为时间太早，还看不

出后果。

切尔诺贝利幸存者的后代的成长是

否受影响，唯一的评估方法是检测其

基因，看看是否有突变。而这样的工

作早就有科学家在进行了。1996年，

英国雷切斯特大学的遗传学家尤里· 杜

波罗瓦就发现，受切尔诺贝利核辐射

影响的父母所养育的孩子基因变化增

加了，但当时他使用的DNA指纹技术

只能允许他检测基因的非编码区，也

就是俗称的垃圾DNA。

但是，今天的研究表明，所谓垃圾

DNA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这些基因

在生命过程中，包括生长发育中，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如果检测编码

区基因，也可能会发现这些孩子基因

的突变。所以，杜波罗瓦认为编码区

基因也可能受到影响。

不过，研究人员并不赞同对幸存者

进行基因检测，因为对幸存者及其后

代检测DNA的弊病大于好处，例如，

对幸存者的心理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同时，对死亡数和辐射危险的争论也

在妨碍幸存者的康复(包括心理上的)。

但是，为了弄清真相，也有人呼吁对

切尔诺贝利幸存者后代进行癌症和遗

传的追踪研究。

当然，国际原子能机构低估切尔诺

贝利核事故的危害也包含了某种良苦用

心。他们希望能让幸存者从心理和身体

上尽快康复，并投入正常的生活中去。

今天，尽管与切尔诺贝利相关的癌

症死亡精确数字难以弄清，但是，对

于核辐射短期和长期对人损害的研究

还将进行下去，对由于受辐射影响而

致的死亡人数的调查也会继续。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调查研究的多样化与深

入，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对人、生态和

环境影响的真相总有一天会变得更为

客观和真实，从而为人类和平和安全

利用核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和经验。

那么，今天的福岛核电站爆炸是否

会有比切尔诺贝利更为透明、客观和科

学的调查结果呢？但愿从切尔诺贝利到

福岛的距离不会是一个遥远的距离。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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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中國自由式滑雪運動員谷愛凌近日在接受新華社記者視頻專訪時表示，在北京

參加冬奧會對她來講具有“特殊意義”。她說：“能夠參加冬奧會的意義本就非常

重大，尤其是在我媽媽出生的城市，也是我從兩歲起每年夏天都會去的城市參加冬

奧會，在個人層面上對我來講就更有意義了！”

●●年僅年僅1717歲歲，，谷愛凌已奪獎無數谷愛凌已奪獎無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谷愛凌上月在自由谷愛凌上月在自由
式滑雪世錦賽奪式滑雪世錦賽奪UU型型
池及坡面障礙賽兩池及坡面障礙賽兩
金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全國羽球冠軍賽暨全運資格賽中國全國羽球冠軍賽暨全運資格賽11日舉行發日舉行發
布會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 攝攝

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冰上項目測試活動1
日起一連10日舉行，冰上測試活動期間，冰
球、殘奧冰球、短道速滑、花樣滑冰、速度滑
冰、冰壺、輪椅冰壺共7個項目的賽事將在北
京賽區的中國國家游泳中心、國家體育館、國
家速滑館、首都體育館、五棵松體育中心5個
競賽場館舉行，部分專業運動員和業餘運動員

受邀參加。據介紹，截至目前，報名的運動員
和隨隊官員有七百餘人。
冬奧組委場館管理部部長姚輝表示：“應

測盡測、能測盡測，組織好測試活動，完成好
測試任務，是做好籌辦工作的重要一環，目的
就在於為成功舉辦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奠定
扎實基礎。”他介紹，檢驗場館設施、鍛煉運

行團隊、摸清辦賽規律、磨合工作機制、落實
屬地保障、測試運行指揮是舉辦測試活動的目
標，測試重點在於場館設施、競賽組織、場館
運行、指揮體系和疫情防控。本次測試活動結
束後，北京冬奧組委經與相關國際冬季單項體
育聯合會協商，還計劃在今年第四季度舉辦部
分國際賽事和國際訓練周。 ●新華社

“能代表中國參賽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榮
幸！”谷愛凌講道，在疫情期間的國際

比賽中，她往往是唯一參賽的中國運動員，和其
他國家選手們相處時，她尤其感到自己是一座交
流的橋樑。
專訪中，谷愛凌還表達了自己對於推動中國

冰雪運動發展的熱情。“即將到來的北京冬奧會
和政府‘帶動3億人參與冰雪運動’的願景，着
實令人興奮！”

抗拒被稱為別人家的孩子
谷愛凌認為鼓勵人們參加滑雪運動需要偶像

的力量。“我希望用我的經歷，吸引更多中國年
輕人，尤其是女孩子，參加到滑雪運動中。”
不過，談到對於偶像的理解，她並不希望自

己在中國的媒體形象，被單純地塑造成“別人家

的孩子”。儘管疫情期間沒能回到中國，谷愛凌
非常了解內地媒體和粉絲對她的關注動態。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時，覺得離他

們有點兒遠，不像是自家人。”谷愛凌說，“我
最想對他們說的一句話是‘我們一起滑’！”
“我想和其他人都成為家人，而不是別人家

的孩子，（我們的）大家庭都來一起滑雪，因為
滑雪是一個分享的事情，不是只有我能做的事
情。”

滑雪運動需要偶像的力量
對於之所以強調想吸引更多女孩參與滑雪，

谷愛凌分享了自己的親身經歷。她談到自己最初
開始訓練滑雪時，最大的偶像之一是女子自由式
滑雪名將，加拿大人卡亞·圖爾斯基。
“那時我的教練指着她說，看吧，有一

天你也會在這種比賽上亮相！為此我十分開心，
回家就告訴了母親。儘管母親總是鼓勵我，但我
覺得她當時可能也沒預料到我會夢想成真。”
“我每次在屏幕上看到卡亞都覺得受到很大

鼓舞，尤其是作為一名參加男性佔主導地位運動
的女性……我認為能看到女性代表，看到女孩也
可以這樣做，真的非常鼓舞人心。這也是我希望
努力帶給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年輕女孩的。”
谷愛凌在結束世錦賽及世界盃後，將在本月

初接受右手手術治療，預計需6周時間康復。被
問到對北京冬奧會期待值最高的項目是哪一個
時，她透露：“U型場地。”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助力億萬國民
家庭幸福的“福將計劃”日前在北京舉行發布會。
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攜女排隊員劉曉彤、劉晏含出
席活動。
2021年是中國女排的大賽年。據《新京報》報

道，中國女排於今年大年初六趕赴福建漳州訓練基
地，進行第二期的集訓。主教練郎平透露中國女排
第二期集訓已經結束：“我們備戰的時間已經持續
一年多了，我們有自己的計劃，第二期的集訓備戰
已經結束了。”接下來，中國女排會有幾場國際大
賽，也算是第三期或者第四期的集訓。而今年的全
運會，隊員們也會參加。按照賽程安排，全運會預
賽將於4月6日至13日舉行。當天，也有排球迷們通
過視頻遠程向中國女排送上祝福。對此，郎平表示：

“全國球迷都是我們堅強的後盾，中國女排能取得今
天的成績，離不開大家的關心和呵護。”
“福將計劃”是基於中國女排備戰保障升級、推

動全民健身以及弘揚女排精神推出的專題計劃。郎平
表示，“這次所發布的福將計劃，加大了對中國女排
備戰的保障能力，也助力中國女排福將在拚搏的過程
中，擁有更健康的身體，享受到家的味道和溫暖。”
除了傾注於中國女排外，“福將計劃”還將以

青少年為核心群體，輻射家庭，輻射廣泛社會大
眾，向全社會弘揚女排精神。該計劃將攜手女排隊
員，通過成立“小福將排球隊”的方式，讓排球運
動走進社區、走進學校、走進家庭，讓青少年近距
離感受排球運動的魅力，促使他們投身體育運動，
鍛煉出強壯的體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香港足球總會1日宣布獲得亞
洲足協認可為“亞洲足協菁英計
劃”正式會員，足總技術總監艾拿
臣認為這是香港青訓努力的證明。
足總早前編寫並發布了《展望

2025策略計劃》，當中提議讓青年
球員採用統一的比賽陣式，令他們
更有效地從青少年球員順利過渡至
U23 及更高齡的球員，亦針對青年
計劃、人才培育及青訓設施建設作
出多項建議，而為發現更多具潛質
的新秀，足總亦加強了對10至12
歲年齡層的人才發掘，並透過更完
善的運動科學、醫學及心理學協助
小將發展。
足球總會技術總監艾拿臣表

示：“很榮幸足總獲認可為亞洲足
協菁英計劃正式會員，這是對足總
員工近年來工作的認可。足總近年
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去提升技術發
展，致力為香港培養更多未來的香
港隊球員。我對於傑志足球學院獲
得認證感到欣喜，而他們正是其他
足球學校的榜樣，並期望將來有更
多足球學校獲得亞洲足協認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2021中國全國羽毛球冠軍賽暨第十四
屆全運會羽毛球項目資格賽，將於本月9日
至5月2日在河南鄭州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體
育館舉行，參賽人員包括奧運冠軍、世界
冠軍、前國家隊隊員，現役的國家隊選
手、世青賽冠軍、亞青賽冠軍、國家二隊
主力隊員，以及全國28支參賽隊的15歲以
上最優秀的羽毛球運動員。
比賽設團體比賽和單項賽。團體賽

設男子團體、女子團體兩項，為期8天。
單項比賽設男子單打、女子單打、男子雙
打、女子雙打和混合雙打五項目，同樣為
期8天。各隊在本次比賽的成績將直接決
定其能否晉級全運會決賽。
而賽事參賽人員包括奧運冠軍、世

界冠軍、前國家隊隊員，現役的國家隊選
手、世青賽冠軍、亞青賽冠軍、國家二隊
主力隊員，以及全國28支參賽隊的15歲
以上最優秀的羽毛球運動員，參賽運動員
達600人左右，工作人員共約500人左
右，整體規模超過1,100人。

北京冬奧會進行冰上測試

中國女排結束集訓 將亮相全運 足總致力青訓
獲亞足協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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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總教練郎平中國女排總教練郎平（（後排中後排中）、）、隊員劉隊員劉
曉彤曉彤、、劉晏含等人共聚一堂劉晏含等人共聚一堂。。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 谷 愛 凌谷 愛 凌
（（左左））稱自己稱自己
是一座交流是一座交流
的橋樑的橋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在
媽媽媽媽

出出生生的的城城市市參參加加冬冬奧奧意意義義特特殊殊””

●●運動員參與冰壺項目的測試活動運動員參與冰壺項目的測試活動。。 新華社新華社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4月2日（星期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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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平遙展映口碑電影《最佳導演》定檔4月9日

導演還鄉遭遇離奇婚鬧
由“新銳導演”張先執導，金靖承、蔣

楚依主演的黑色喜劇電影《最佳導演》，今

日曝光定檔預告和定檔海報，正式宣布將於

4月9日全國上映。作為第三屆平遙國際電

影展從山西出發單元最受歡迎影片，《最佳

導演》早在展映時期，就獲得了觀眾們的好

評，有影迷贊嘆：“首部婚鬧題材的電影，

拍的很現實。”還有網友表示：“影片前段

荒誕壓抑、黑色幽默，後段爆發中又稍顯克

制，沒有過分狗血抓馬，是一種堪稱堅定的

藝術表達。”

知名導演遭遇離奇婚鬧
婚禮現場成為“真人秀”
作為影片的首支預告，一開場就拋出了

核心問題——“這場婚禮對你來說意味著什

麽”，婚禮中，被稱為家鄉驕傲、上了電視

的男主角章章沒有帥氣的造型、筆挺的西服

，反而被扒光了衣服捆在路邊，身旁的“兄

弟”、“朋友”興高采烈。男主母親“早就

想和他們鬧一場了”的臺詞預示著一場沖突

即將爆發，閃回鏡頭中，爭吵場景接連出現

，讓人不禁好奇這場婚禮上到底發生了什麽

？結尾處章章面對鏡頭：“現在我要去迎接

我的新娘了”一下子將觀眾帶入婚禮前夕，

好奇感倍增。

定檔海報與預告片交相呼應，被迫脫光

衣服、穿上黑色絲襪的章章被捆在電燈桿上

一臉難堪，身旁的父母也面色凝重。影片

《最佳導演》講述了久作他鄉客的導演章章

（金靖承 飾）攜未婚妻珊妮（蔣楚依 飾）

衣錦還鄉，這對新人原本打算旅行結婚卻遭

逢家人反對，無奈之下，一場由父母和三姑

六婆共同操持“辦給新人家長和親友的真人

秀”婚禮被迫推進。面對種種難以應付的婚

禮習俗，章章壓抑無奈又不得不屈服，一場

夾雜在古老與現代沖突之中的婚禮逐漸拉開

序幕……

平遙展映好評如潮大膽嘗試觸達極致
真實

電影《最佳導演》曾在華沙國際電影節

、中國長春電影節、華沙國際電影節等多個

國際與國內電影節上進行展映，吸引了眾多

觀眾前來一探究竟。“荒誕”、“自省”、

“幽默”、“克制”是映後觀眾給出的高頻

評價，許多觀眾迫不及待地興奮好評：“從

沒有看到過婚鬧題材的影片，觀念差異表現

的淋漓盡致”、“把年輕人心中的無奈勾畫

了出來”。

新銳導演張先在拍攝影片時，在類型化

挖掘、風格化嘗試、題材探索等多個方面都

做出了大膽嘗試，影片以黑白為主色調，圍

繞一個有關婚鬧的故事，展現了小地方繁瑣

的人情、落後的酒桌文化、世代之間的觀念

矛盾和人情世故。正如影迷所言，選擇婚鬧

題材本身就是一種值得禮贊的自省。

《了不起的老爸》路演火爆
王硯輝張宥浩“摩拳擦掌”
由周青元執導，王硯輝、張宥浩、龔蓓苾領

銜主演的電影《了不起的老爸》即將於4月9日上

映，今日片方發布“摩拳擦掌”版海報。海報中

，王硯輝、張宥浩背靠背、目光堅毅望向前方，

似乎已經做好了並肩起跑的準備，熱血的氛圍呼

之欲出。

電影自上周開啟全國路演以後，眾主創先後

前往成都、長沙、武漢、杭州等城市前往校園與

學生舉行映後交流活動。電影中幽默親切的父子

關系以及熱血勵誌的馬拉松元素共同交織成一首

關於父與子、人生路的命運交響曲，引發觀眾強

烈反響。

不認命兒子不認輸老爸並肩而立“摩拳擦掌”
迎戰命運挑戰
今日發布的“摩拳擦掌”版海報中，王硯輝

、張宥浩背靠背、目光堅毅望向前方，似乎已經

做好了並肩起跑的準備。父子倆共同面對的，不

僅僅是漫長的賽道，更是來自人生的一個個極限

挑戰。

在電影《了不起的老爸》中，熱血少年肖爾

東（張宥浩飾）患有先天疾病，為了夢想瞞著父

親參加馬拉松訓練；而出租車司機肖大明（王硯

輝飾）為了讓兒子有個安穩人生，拼命阻止對方

跑步……然而這對因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走上陌

路的父子，卻最終因為一場馬拉松比賽而殊途同

歸，這位了不起的老爸要陪著不認命的兒子一同

奔向馬拉松賽場。電影以“命運”為核心，既有

關於“馬拉松夢想”的勵誌和熱血，又充滿了煙

火氣十足的父子情感碰撞。

浙大學子大受感動贊電影沒有雜質真實動人
電影自上周開啟路演以來，主創團隊先後在

成都、長沙、武漢、杭州等地走進校園與觀眾進

行映後交流。不少年輕觀眾被電影中

的父子情所打動，並分享自己與父親

的感人故事。昨日，導演周青元攜領

銜主演龔蓓苾走進杭州校園，領銜主

演張宥浩也通過現場視頻連線的方式

參與交流。

一位來自浙江大學哲學系的同學

表示自己看完電影在想感動到底是什

麼，“我覺得最好最感動的故事不需

要太多的修飾，只是把最簡單普通真

實的東西展現出來就可以了。今天的

電影也是讓人感覺，有些好的故事不

需要太多的修飾，甚至不需要太多鏡

頭，只要站在那裏講出來就足夠打動

人了。父親之所以為父親，孩子之所

以為孩子的體現，這是我們的本質的

全然的獨特的完整的沒有任何雜質的

體現。”對此，導演周青元也表示非

常贊同，“這次我們就想好好說一個

屬於普通老百姓的故事，非常感謝你

也被裏面的情節觸動。”

電影《了不起的老爸》由江蘇貓

眼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無錫倉聖影業

有限公司出品，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江蘇昊帝文化發展有限

公司、國家體育總局體育文化發展中

心（中國體育博物館）聯合出品，將

於4月9日全國公映。

《飛狐外傳》開機
人氣班底譜寫俠義江湖

由企鵝影視、嘉博時光

出品的40集年度巨制《飛狐

外傳》在橫店開機。該劇由

連奕名執導，秦俊傑、梁潔

、邢菲領銜主演;林雨申特邀

領銜主演;開機發布會上，特

別出演何潤東，特別主演葉

項明、黃夢瑩、劉瑜峰、海

鈴等一眾主創演員也齊聚亮

相。精良的制作班底和人氣

實力兼備的演員將為觀眾定

制一場快意恩仇的江湖夢。

眾多實力演員 共赴江湖夢

《飛狐外傳》匯集眾多優秀

的實力派演員，這些高顏值高演

技的演員將為觀眾呈現出可歌可

泣的俠義江湖。

該劇由新生代演員秦俊傑、

梁潔、邢菲擔綱主演。秦俊傑飾

演聰明機智、俠肝義膽的胡斐，

他擅長演繹復雜多變的角色，在

諜戰劇《天衣無縫》、武俠劇

《聽雪樓》等作品中均有亮眼表

現。憑借《雙世寵妃》圈粉無數

的梁潔，此次飾演開朗率直的女

俠袁紫衣，“國民妹妹”邢菲飾

演善良聰敏的程靈素，三人將上

演一場曠世糾結的三角愛戀。

精良制作班底 譜寫俠客情
《飛狐外傳》導演連奕名，

作為內地知名演員和導演，因主

演《血色浪漫》、執導《天下長

安》等歷史劇而被觀眾所熟知。

俠客夢，江湖行。相信讀過、看

過武俠作品的朋友們，都難逃一

場武俠夢——鮮衣怒馬，仗劍天

涯!而導演連奕名認為，“東方武

俠世界中的’俠義’二字絕不僅

是簡單的’行俠仗義’，更代表

了公平、自由與博愛，並且有著

不被傳統價值觀所束縛的特殊意

義。”

在主創團隊方面，《飛狐

外傳》更是精益求精。武術導

演曹華、造型指導鐘佳妮、美

術指導劉京平在多部影視劇中

，均為觀眾帶來了美輪美奐的

視聽盛宴。相信這次強強聯合

也能碰撞出新的火花，讓《飛

狐外傳》為觀眾帶來耳目一新

的觀劇體驗。

少年勇闖江湖 不畏險象生
新劇《飛狐外傳》為觀眾講

述了幹隆年間，少年胡斐為父報

仇踏入險象叢生的江湖，從一個

有勇無謀的莽撞少年，成長為心

系蒼生、為國為民的一代大俠的

故事。在尋仇的路上，胡斐因為

打抱不平得罪了惡霸鳳天南，並

與鳳天南的女兒天山派女俠袁

紫衣產生了一段相愛相殺的淒

美愛情。胡斐找到苗人鳳的時

候，苗人鳳已經被被陰險的田

歸農陷害，眼睛失明。胡斐不

願乘人之危，鋌而走險來到藥

王谷尋求解藥，在藥王谷結識

了毒手藥王的弟子程靈素，兩

人發生了一段淒美的故事。隨

著真相的不斷接近，原來殺父

仇人另有其人，胡斐逐漸對苗

人鳳產生了敬仰之情，胡斐最

終除掉了真兇田歸農，大仇得

報，最後和袁紫衣合力粉碎了

福康安舉辦天下掌門人大會的

江湖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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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霖 克勤 Karen
以哥哥金曲為全球人打氣

●● 許冠傑希望大家許冠傑希望大家
珍惜香港這塊福地珍惜香港這塊福地。。

●● 莫文蔚獻唱莫文蔚獻唱
感情十足感情十足。。

●● 張智霖獻唱張智霖獻唱
《《風繼續吹風繼續吹》》及及
《《風再起時風再起時》。》。

●●李克勤唱出大會李克勤唱出大會
點題歌點題歌《《想你想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謝霆鋒日前獲邀出席時尚雜誌的年
度派對，並獲頒“時代ICON”殊榮，當日霆鋒以一身東歐品牌出席，
該品牌一直以“未來主義”作為設計理念，霆鋒亦將未來感及解構主義
充分演繹出來。

獲得“時代ICON”獎項，霆鋒除了感謝大會，更表示會繼續堅
持、繼續努力。隨後台下觀眾大叫“霆鋒我愛你！”台上的他聽到後暖
男上身，立即回應：“我都愛你哋（們）！”主持提到代表“時代”是
一件非常難的事情，因為今天的時代變化實在太快，問到霆鋒經歷了這
些年，可以跟大家分享些什麼時，霆鋒說：“我自己是一個比較八卦的
人，比較喜歡問問題，好奇心比較多，所以我希望可以不斷發現這個世
界的美好。”

回復自由身 許廷鏗開心接JOB謝霆鋒獲頒
“時代ICON”殊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許廷鏗（Alfred）1日出

席商場活動，獲大批歌迷撐場。回復自由身後的他，連續兩日
出席公開活動，問到是否嫌舊公司接工作較少？他否認道：
“真的不是，之前因疫情影響才少見人，做藝人好被動，好開
心最近的工作可以開心一起玩。”難得見到歌迷，他表示會抽
時間跟粉絲聊天。

從未在幕前露腿的他又笑言將會放寬性感底線，Alfred笑
謂要改變自己，並預告將會以及膝短褲露小腿。問到會否拍泳
褲或內褲廣告突破自己？他笑說︰“要視乎點樣拍，可能我穿
潛水衣呢！”他又稱粉絲都希望他可以同平時的斯文造型不
同，這個亦是他接不同工作的動力。

另外，1日是愚人節，Alfred亦趁機跟大家開個玩笑，在
社交平台上載惡搞演唱會海報，稱1日晚要在紅館開秀，他表
示只是趁愚人節自娛一番。

﹁哥
﹂迷
文
華
獻
花
憑
弔

《想你．張國榮》音樂會假香港尖沙咀海港城
露天表演場地舉行，當晚在全球超過80個

電視台和網上平台同步免費播放，除了一同悼念哥
哥，並透過哥哥的歌為全球抗疫民眾打氣兼做善
事，音樂會邀得“歌神”許冠傑（Sam）、張智
霖、李克勤、莫文蔚（Karen）輪流唱出哥哥的經典
歌曲。大會還剪輯哥哥歷年的珍貴片段，好讓
“哥”迷重溫偶像的風采。

音樂會由管弦樂隊演奏出哥哥的《明星》展開
序幕，Karen打頭陣獻唱《春夏秋冬》、《怪你過
分美麗》；李克勤接力出場唱出《想你》、《為你
鍾情》，而《想你》也是今次點題歌曲。四人外籍
樂隊Metro Vocal Group以無伴奏方式唱出張國榮
名曲《追》。其後張智霖唱出《風繼續吹》及《風
再起時》。而《風繼續吹》更是陳淑芬點名由張智
霖唱的。古巨基雖未有出席，亦特別剪輯了MV
《Dear Leslie》向偶像致敬。

壓軸出場是“歌神”許冠傑，先唱出《沉默是
金》，當唱出《有誰共鳴》時，最後還改了歌詞
“願哥哥可感應”。Sam最後唱出自己的告別樂壇
作《珍惜》，並感性說：“作為一個張國榮的好朋
友，接下來這首歌，我希望代表他送給多年來都喜
歡Leslie的全球‘哥’迷，希望大家珍惜香港這塊福
地，更加要珍惜Leslie這位聲色藝俱全的歌手，送給
大家《珍惜》。”

今次網上音樂會於YouTube Superchat所得的
“課金”，將不扣除開支，全數捐贈“惜食堂”買
米製作飯餐，幫助有需要的人士。久違了的唐唐和

哥哥生前經理人陳淑芬日前也有到音樂會的綵排上
探班，兩人與幾位演出歌手合照，明顯“發福”唐
唐精神不錯，不少歌迷都關心向他問好！

摯友悼念寵愛不減退
另外，唐唐每年這一天都會貼文懷念“最

愛”，一如既往，踏入零時便在社交平台放上哥哥
舊照，寫上“想你了！”三個字，簡單話語勝過千
言，已能表達出對哥哥無窮的思憶情懷！唐唐1日
放的一張哥哥年輕時舊照，相中哥哥赤裸上身躺在
遊艇的甲板上，展露出燦爛迷人笑容，正也是哥哥
最嚮往自由自在的感覺。與哥哥合作拍攝電影《金
枝玉葉》的袁詠儀（靚靚），1日深夜留言：“哥
哥，跟兒子談及你，兒子問我‘媽媽，你想他
嗎？’‘想！想他’”。而蔡一傑便貼出一張和哥
哥在1986年一齊到澳洲登台在袋鼠前的合照。

至於跟哥哥從沒合作過的章子怡，也沒忘記對
偶像的思念，她留言：“又到今天，如果有如果該
多好……4月1號，我在上海拍攝《茉莉花開》，那
時非典疫情很嚴重，整個拍攝基地只剩下我們。去
現場的車上聽到消息，那一路我一直將頭探在車
外，眼淚一直流，風也一直吹着，今年再遇疫情，
你在天國也會祈禱所有人共渡難關的對嗎？ 想念
你！”同時也轉發自己7年前的悼念文。

蝴蝶蘭盛放 飛送愛和祝福
此外，陳淑芬與兒子家豪，1日一早便抵達寶

福山寶禪堂，除了帶同“哥哥”最喜愛的糕點美食
外，並以“哥哥”最愛的玫瑰配襯蝴蝶蘭盛放鮮
花，就像翩翩飛舞的蝴蝶，把大家的愛和祝福飛送
給遠方的“哥哥”。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影響全球各地，陳淑芬
繼續暫停和“哥”迷在寶福山的約會，以保障大家
的健康安全。但“哥哥”的好友連炎輝及前助手
Kenneth等，以及在香港“哥”迷依然記得這個重
要日子，不約而同地到寶福山探望“哥哥”。外地
“哥”迷雖然未能來港，亦不忘越洋送上鮮花和紙
鶴，包括重慶、北京、江西、廣州、上海、南寧、
台灣、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有心“哥”迷，寶
禪堂內一片花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一代巨星“哥哥”張國

榮（Leslie）於4月1日離世，

春去秋來18載，大家對“哥

哥”的寵愛從沒減退，只有增

添對他無限的思念。《想你．

張國榮》音樂會於1日晚在全

球超過80個電視台和網上平

台同步免費播放，除了一同悼

念哥哥，並透過歌聲為全球抗

疫民眾打氣，並為“惜食堂”

籌善款。另外，哥哥生前摯愛

唐鶴德（唐唐）及一眾藝人亦

有在社交平台發文掉念“哥

哥”。

●● 許廷鏗大讚現場的許廷鏗大讚現場的
設計栩栩如生設計栩栩如生，，就像走就像走
了一趟叢林之旅了一趟叢林之旅。。

●●潮人謝霆鋒自認八卦潮人謝霆鋒自認八卦，，
好奇心重兼愛發問好奇心重兼愛發問。。

●● ““哥哥””迷永遠忘不迷永遠忘不
了風華絕代的張國榮了風華絕代的張國榮。。

●●陳淑芬指寶禪堂內一片由陳淑芬指寶禪堂內一片由““哥哥””迷送贈的鮮花和紙鶴迷送贈的鮮花和紙鶴。。

●●哥哥赤裸上身躺在遊艇的甲哥哥赤裸上身躺在遊艇的甲
板上板上，，寫意自在寫意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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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18年前的4月1日，“哥哥”
張國榮在香港中環文華東方酒店
一躍而下，了結傳奇一生，自
此，每年這一日便有來自世界各
地的大批粉絲自發性來到哥哥離
世的酒店外憑弔，當1日依舊，現
場堆滿紀念哥哥的花束，蔚然成
一片花海。

受疫情影響，今年“哥”迷
已是第二年沒有特地舉辦大型公
眾悼念活動，但不少粉絲依舊到
文華東方酒店門外進行悼念。酒
店門外人流不絕，至黃昏時候約

近半百粉絲在場，更有父母帶同小朋友到
來，他們都懷着平靜的心情來為哥哥獻上
鮮花及祭品，兼且拍照留念及唱着哥哥歌
曲，其中最特別的有一個以滿天星砌成的
月亮花牌並寫上“因為有你，星河更燦
爛”，也有花牌上放上九零年哥哥親筆簽
名給韓國歌迷的書信，不少亦寫着“想
你”和“懷念你”，以示對哥哥掛念之
情。

1日晚 6時 43分，哥哥當年輕生一
刻，有歌迷凝視着當年哥哥墮樓位置默
哀，而酒店對開廣場則未見有任何悼念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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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国总统约瑟夫· 拜登21日说，他将

“在某一节点”访问美国与墨西哥边境

。

拜登推翻前任唐纳德· 特朗普一些强

硬的移民政策，主张“更人道”，但在

一些媒体看来，边境人道主义危机却因

非法移民激增而加剧，对拜登政府构成

上任以来首场考验。

欲访边境

拜登21日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他

清楚边境移民安置设施的情况，没有提

及具体的访问时间。

被问及政府还能做什么以劝说携家

带口的移民停止尝试跨越美墨边界时，

拜登回答，“要做的有很多，我们处在

做的过程中”。政府正着手确保“他们

待在原地，从各自国家发出避难申请”

。

美联社报道，拜登1月20日就职后

取消特朗普任内一些针对非法移民的措

施，被一些中美洲民众解读成可以尝试

越境入美的信号。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18954

名携家带口的移民和9297名无监护人陪

伴的儿童移民今年2月试图非法越境，

人数比1月分别增加168%和63%。

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难以收容和

处置不断增加的无陪伴儿童移民，不少

人困在监狱似的边境站数日，等待被安

置到政府运营的收容所。

特朗普21日发布声明抨击拜登改变

移民政策，敦促后者完成特朗普任内开

始的美墨边境“隔离墙”建设。

“计划”挨批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 马约

卡斯当天一口气亮相4档新闻节目，强

调政府正设法控制美墨边境现状。

“我们的信息直截了当——边境关

闭，”马约卡斯说，“我们驱逐携家带

口移民，驱逐只身而来的成年人……我

们已决定不驱逐年幼、脆弱的儿童。”

马约卡斯在节目中多次责备执政时

施加一系列反移民政策的共和党籍前总

统特朗普。他认为，移民系统“被前任

政府完全拆散”，必须重建。

“我们过去见过大量移民，知道如

何应对，”马约卡斯说，“我们有计划

，正在执行计划，我们会成功……但需

要时间。”

共和党籍得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迈

克尔· 麦考尔说，看不到马约卡斯所谓的

“计划”。他认为，拜登政府传递的信

息是“如果大家想来，就能留下”，继

而“造成边境的人道主义危机”。

2019年1月10日在墨西哥边境城市

蒂华纳航拍的美墨边境墙。画面左侧为

美国，画面右侧为墨西哥。（新华社记

者辛悦卫摄）

拒称“危机”

美联社报道，白宫坚决不把美墨边

境现状称为“危机”。职业移民官先前

提醒，一旦有消息称特朗普强硬的移民

政策要被推翻，非法移民人数可能激增

。

民主党籍康涅狄格州联邦参议员克

里斯· 墨菲上周随议员小组探访得州边境

城市埃尔帕索一处移民安置点。按照他

的描述，数以百计儿童移民挤在“一个

大开间”，一名13岁女孩讲述的经历令

他差点落泪。

同样随团探访的马约卡斯说，特朗

普任内，这样的女孩“可能被打发走，

被赶到墨西哥沙漠，或是遣送回她因恐

惧而逃离的国家”。

美联社分析，拜登政府着手打造移

民法案解决长期问题，却没有应对移民

激增的方案。政府官员不希望出现特朗

普“骨肉分离”政策下“儿童在笼中”

的画面，却无力收容不断增加的无陪伴

儿童移民。

美墨边境移民激增 拜登面临上任首考

现在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

衡关系以及工作状态都不再清晰了：待

在家里，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或者一

般度假一边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

重视。在比家里更有异国情调的地方

（除非你的家就在异国）工作更有意义

，尤其是在全球动荡的时候。

疫情期间，在家工作成为了新常态

，这一模式的转变即便是在疫情结束后

也非常可能延续下去。尤其是那些依赖

于游客的国家可能得益于数字游民工作

者创造的收入。包括一些小岛国在内的

几个国家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数字游民签

证版本，允许外国人在远程工作或项目

期间在本国停留更长时间。

数字游民签证潜在申请人必须要考

虑的21点

READING对于那些在考虑数字游民

签证的人来说，需要知道常见需求和重

点：

申请成本（和投资入籍计划相比微

不足道）；

（自我）资金/财务可持续性的证明

，至少是访问/临时居住期间；

医疗保险（全球）方案应当包括救

生直升机；

办理养老金登记或其它社会保险协

议；

税务规划（在哪些司法辖区工作）

；双重税务协定（避免双重征税）；

工作的性质（自雇还是被雇佣），

全职还是兼职；

工作对实际工作地点的（比如政治

）影响；

成本分析，真实的生活成本；

对伙伴以及/或者受抚养子女的要求；

是否要求或鼓励雇用当地人；

政治稳定和整体安全；

人际关系，职业支持；

对国籍的限制；

签证准确的有效期；

数字游民签证

的确切性质；

有没有可能改

变签证状态以及相

应的后果；

有没有办法延

期签证，或者改为

其它签证？最后，

有转换为永居的途

径吗？数字游民签

证的有效期可以算

进居住时间吗？；

出境时有关新

冠肺炎的一般卫生

要求（见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旅行

禁令和豁免申请，

比如澳大利亚有接

种要求。此外，入

境国的检疫要求和

健康覆盖范围是什

么?；

在新冠病毒封

锁的情况下是否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天气，以及个人是否能够长期坚持

下去；

最后，整体信息传输/网络质量。

数字游民签证不属于传统的签证类

别

数字游民签证的法律本质是什么？

这取决于实际情况。数字游民签证没有

“投资”。不同于度假或者投资签证，

这种居留是长期的，其基本结构也不像

旅游签证那样，只是把重点放在游客上

，而把这些因素延伸给远程工作的人。

因此，这些不仅仅是免除了任何工

作限制的旅游签证。看起来，最接近它

的签证类别可能是工作签证。但是，这

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工作是为另外一

个司法辖区服务，但是工作者不是本地

的。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并不一定由居住

地所享有。

应当获得公司许可，将工作安排从

家庭扩展到其它司法管辖区。

一人可能受雇或自雇/自由职业。在

申请数字游民签证之前，应当启动税务

咨询，尤其是了解那些没有签署避免双

重征税协定的国家。

与投资居留计划和投资入籍计划相

比，数字游民签证似乎便宜得多：举个

例子，在百慕大，访问者可以支付263美

元获得12月期的“居留许可”。签发取

决于上述一些要求，包括居住期间的经

济可持续性，以及不能在当地找工作。

巴巴多斯有12月期的数字游民签证

。远程工作签证面向世界各地的个人和

家庭，申请费为每人2,000美元或者每个

家庭3,000美元，证明年收入不低于5万

美元。

爱沙尼亚也有类似的要求，证明过去

6个月里，月收入不低于4,180美元，隔离

14天，要维持该国低感染率，申请费100

欧。这个项目一年限额2,000名申请人。

格鲁吉亚也有这个签证，还有德国

（自由职业者签证，最长3年），捷克

长期商业签证（一年），西班牙自雇工

作签证（一年），以及墨西哥的临时居

住签证（最多4年）。

太平洋岛国，比如保持了“零疫情

”的瓦努阿图，可能会大大得益于这个

项目。所有推出了数字游民签证的国家

都得益于这些工作者。以瓦努阿图为例

，申请人群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

当然还是有检疫要求的。而百慕大则是

针对美国人等等。

数字游民签证在政治上更容易被接受

不管怎么说，数字游民签证的持有

人对当地经济很可能会有积极的影响，

比常规游客带来更多的收入，因为他们

的停留期更长。教育和培训项目、会议

、甚至初创企业都可以效仿，复苏当地

和全球经济。

当地公民的接受度可能更高，因为

这会在本地产生就业机会，受过高等教

育和培训的数字游民签证持有人不会危

及到当地的就业机会。数字游民签证是

可以延期的——如果有必要，肯定可以

——创造一个双赢的经济环境。

最后，根据个人对居住地的喜好，职

业输出的可能性会增加。再也没有必要忍

受糟糕的天气或者被束缚于某个特定的工

作地点。对很多人来说，只要网络连接没

问题，在哪里都可以用笔记本电脑工作。

提供数字游民签证的国家可能会越来越多

，很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选项。

既不是度假也不是投资
数字游民签证的兴起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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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組合回來了！以《福爾摩斯》、《阿拉丁》等賣座強

片橫掃全球票房的億萬鬼才導演蓋瑞奇(Guy Ritchie)，與「地

表最帥光頭」傑森史塔森(Jason Statham)睽違15年再聚首，耗

資15億台幣重金打造的全新動作鉅獻《玩命鈔劫》(Wrath of

Man)，卡下原本迪士尼《黑寡婦》今年好萊塢暑假第一檔的黃

金檔期，全美將由《007》發行商MGM/UA影業以超過3000間

戲院的超大規模盛大發行，車庫娛樂也積極向海外片商爭取，

讓《玩命鈔劫》得以提前一週在4月29日搶先全美在台上映。

《玩命鈔劫》不僅是傑森史塔森第四度與蓋瑞奇合作的作品，

也是傑森史塔森繼《玩命關頭：特別行動》後，睽違兩年再度

激爆大銀幕之作。車庫娛樂於今日公布中文海報和預告(預告

連結: )，從預告片中可見由傑森史塔森飾演的主角面對運鈔車

劫匪展現不凡身手，大殺四方的場面令人看得熱血沸騰，一句

「我可是很會記仇的」對白，更讓不少喜愛傑森史塔森的網友

直呼「史塔森爽片回來啦！」「光是看到傑森史塔森的名字，

就腎上腺素狂飆」「不愧是地表最強光頭沒有之一！」，可見

粉絲對於《玩命鈔劫》的期待破表！而傑森史塔森也透露，他

與蓋瑞奇自20多年前首度合作後，就愛上了電影這個行業，

真要感謝蓋瑞奇當初慧眼獨具讓他演出《兩根槍管》，對於能

有機會再度與蓋瑞奇合作，對此他興奮表示「這是世界上最美

妙的事！」。《玩命鈔劫》除了力邀傑森史塔森擔綱主角，同

時找來性格男星喬許哈奈特(Josh Hartnett)、《玩命關頭8》史

考特伊斯威特(Scott Eastwood)、《異星災變》妮雅姆艾格(Nia-

mh Algar)、以及《黑袍糾察隊》拉茲阿隆索(Laz Alonso)等實

力派演員參與演出。

《玩命鈔劫》翻拍自法國動作驚悚傑作《Le Convoyeur》，

由蓋瑞奇與兩位御用編劇伊凡艾金森和瑪恩戴維斯聯合撰寫劇本

，耗資15億台幣，以好萊塢A級動作片規格爆破、動作、槍戰、

節奏暢快淋漓打好打滿毫不手軟，除了滿滿的動作場面外，蓋瑞

奇也再現招牌敘事風格，透過切換片中角色視角及故事時間軸，

帶領觀眾逐步抽絲剝繭拼湊事件全貌，曲折離奇的真相勢必將帶

給觀眾最滿足的觀影體驗。導演蓋瑞奇坦言，10多年前看過法國

原作後便一直有著想拍攝《玩命鈔劫》的想法，更大力稱讚傑森

史塔森絕對是本片主角的不二人選！蓋瑞奇也感性表示，和傑森

史塔森的合作就像過去一樣，雖然我們現在都有點老了，但和傑

森史塔森合作總是那麼地有趣。他更進一步透露除了《玩命鈔劫

》，他們也同時合作了另一部諜報動作電影《五眼聯盟》(Five

Eyes)，再請各位期待傑森史塔森的演出和動作身手。《玩命鈔劫

》劇情描述行事作風硬派的神祕男子H（傑森史塔森 飾）任職於

運鈔車公司，每周負責於洛杉磯街頭運送上億鉅款。在一場劫案

中，H展現的驚人身手震驚了所有同事，眾人紛紛猜測起他究竟

是何方神聖。隨著劫案接連二連三發生，H成為運鈔車保全的真

正動機也逐漸明朗……。由「地表最帥光頭」傑森史塔森領銜主

演，《阿拉丁》億萬大導蓋瑞奇執導的《玩命鈔劫》，將於4月

29日搶先全美在台上映。

傑森史塔森X蓋瑞奇
黃金組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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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將於台灣時間4月26日

在洛杉磯舉行，主辦單位美國影藝學院3月中公布

入圍名單後，接著宣布本屆會舉辦實體頒獎典禮

，邀請所有入圍者和頒獎人到洛杉磯出席，並強

調「不提供Zoom（線上視訊）參與的選項」。不

過由於本屆外來參與者眾多，大會近日提出了新

的參與選項，將在倫敦設置新的會場，並放軟態

度表示：「我們仍希望不要使用Zoom，但若有人

無法難以抵達會場時，會適度放寬規則。」

奧斯卡大會不樂於使用Zoom，是因他們認

為「線上參與會貶損所有人的努力」，並希望所

有入圍者都能到洛杉磯親自參與典禮。雖能理解

奧斯卡大會的用意，但這樣的規定對許多參與者

並不友善，尤其是洛杉磯目前規定加州以外的旅

客都須隔離10天，造成影人安排行程上的不便。

因此，奧斯卡頒獎典禮製作人史蒂芬索德柏

（Steven Soderbergh）透露，今年頒獎典禮將會

在倫敦和其他地方增設會場，「倫敦是100%確定

的地點，我們仍在溝通其他地方，但目前還不能

分享更多消息。我們不會開放更多入場的人，僅

有入圍者和其一名陪同者能夠出席。」而新增倫

敦會場將會讓英國影人便利許多，這次20名演技

獎入圍演員就有8名是英國籍，包括凱莉墨里根

（Carey Mulligan）、薩夏拜倫柯恩（Sacha Bar-

on Cohen）和里茲阿邁德（Riz Ahmed）等，屆

時將可透過衛星轉播與洛杉磯會場同步。

然而對於人不在洛杉磯和倫敦的入圍者，

甚至是遠在亞洲的入圍者，該如何參與仍然是

個大問題，史蒂芬索德柏強調，他們在乎每一

位參與者的意見，但今年因疫情攪局，確實遇

到很多的困難和挑戰，大會仍在討論各種方案

，「我們很希望大家親自參與，也仍會避免使

用Zoom，但對於那些旅程有困難的人，我們會

採取折衷辦法。」

奧斯卡典禮放寬 「外來參與者限制」

宣布增設倫敦會場

不少好萊塢明星成名後，紛紛回頭對當年恩人

「報恩」，表達深切謝意。電影《戀夏500日》的

女主角柔伊黛絲香奈 (Zooey Deschanel）就和房產

兄弟（Property Brothers）朱魯和強納森討論，共同

構思設計充滿巧思的客製化空間，幫房子大變身，

給恩人一個大驚喜。

柔伊黛絲香奈在銀幕上常扮演甜美風趣的角色

，現實生活中她其實正是房產兄弟強納森的女朋友

。柔伊和強納森平常就愛在社群平台放閃，在此次

更藉節目灑狗糧，一起為恩人的家進行大改造。柔

伊要報恩的對象，是她從5歲就認識的閨蜜好友莎

拉。她們從幼稚園就開始形影不離，比起好友她們

更像姊妹。

為了讓熱愛下廚的莎拉有個完美廚房，本來

不喜歡施工噪音和勞力活的柔伊，不只親手打掉

牆壁，安裝中島，更從頭到尾親手參與莎拉家的

每一個改造工程，也意外發現她和男友強納森品

味一致，會因為一起完成了某個角落而相視開心

大笑，認為這次房屋改造是他們交往以來做過最

浪漫的事。

不只柔伊黛絲香奈，還有連挖土機都能開得很

帥氣的賈斯汀哈特雷、以中世紀武器拆除廚房的喜

劇泰斗雷恩威爾森、艾美獎女主角愛莉森珍妮穿著

走紅毯的晚禮服拆除房屋。《房產兄弟:A咖報恩

計畫》將在4月5日起每週一晚上9點TLC旅遊生

活頻道播出。

好萊塢明星大手筆報恩
《戀夏500日》女主角送閨蜜 「超豪華完美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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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粤西给人的第一印象，非绵

长的海岸线莫属。狭长的雷州半岛三

面环海，大大小小的岛屿似玉盘珍珠

，在棕桐树、红树林和沙滩的簇拥下

营造出一处处度假胜地。

滘尾角灯塔点亮了徐闻中国大陆

最南端的地标，两千年前，海上古丝

绸之路的商船从这里扬帆起航，如今

，琼州海峡的渡轮频密往复，只需一

个小时，就将火车、汽车和旅行者迎

送海南岛。

南海大陆架上的肥沃渔场和发达

的水产养殖为粤西海鲜赢得了“又平

又靓”的赞誉；陆上的红土地也不等

闲，连绵起伏的“菠萝的海”在春天

弥漫着金色的芬芳，无边无际的热带

果林四季收获，硇州岛的火龙果，徐

闻的菠萝，茂名的荔枝和龙眼都在岭

南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

粤西古时的俚俗民风造就了其鲜明

的地方个性：历朝历代流放至此的名相

贤臣留下了独特的谪贬文化，摩托大军

却在城中轰鸣驰骋；石狗崇拜广为流传

，雷祖陈文玉和岭南圣母冼夫人的祠庙

随处可见，流传了近五百年的雷剧仍活

跃在民间。各种文化相融，各种方言交

织，这个矛盾又和谐的地方，就是值得

你去会一会的粤西。

这片土地被赋予过各种各样的赞美

，而“菠萝的海”这个称谓是北大教授

厉以宁的神来之笔。徐闻独特的热带季

风气候和肥沃的火山熔岩土壤为菠萝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全国40%的

菠萝都产自这里。进入曲界镇的范围内

，道路两旁便可见大片随地势起伏的菠

萝田。菠萝的海（免费）是其中种植较

密集的一片区域，与之交错的香蕉、甘

蔗、火龙果等热带作物和色彩鲜亮的红

土地组成了七彩田园，高耸的白色风车

阵和菠萝主题的布景为之增添了一丝童

话色彩，可以到制高点田洋火山口眺望

农场全景。

不过平时的“菠萝的海”只是一

片绿色海洋，只有 3月至 5月菠萝成

熟时，密密麻麻的金色果实才会“浮

出海面”（切勿不问自取）。果农们

将收获的菠萝有技巧地叠放成锥体装

车运走，远望像极了一座座在移动的

金字塔。

每年 4月底，这里都会举办菠萝

文化节，与菠萝有关的文娱活动、

工艺品和食品在此同时呈现。收获

季节也别忘了顺路到曲界镇上曲界

菠萝交易市场开开眼界。景区内面

积很大，最好自驾游览。也可以先

在徐闻客运站乘去曲界的车（12 元

；6:00～18:00，20 分钟 1班；40 分钟

），或乘新寮、下洋、外罗方向的

车到曲界下车。从曲界到景区内的

田洋火山口约5公里，包车到里面转

一圈视情况 50～100 元。从徐闻包车

往返约200～250元。

湛江是粤西最大气、最整洁的城

市，空气指数也常年排名广东第一。

花园式的滨海景观带在海岸线上绵延

近5公里，直至北边椰林掩映的海滨

浴场。横跨海湾的宏伟大桥指向对岸

的南油基地和十里军港。一边游泳一

边远眺军舰的体验，大概只在这里才

有。

“广州湾”的称谓和老街遗留的

法式建筑记录了湛江在20世纪初的一

段法国殖民历史；葱郁的硇洲岛、特

呈岛展现了朴素的海岛生活。还有以

种类多、性价比高而闻名的湛江海鲜

，新鲜的食材加上忠于原味的烹饪手

法，再挑剔的食客也无法拒绝。

湛江的鸡和生蚝在广东名气甚响

，其海鲜种类之多在国内也数一数二

，你可以尝试当地盛产的对虾，挑战

奇异的沙虫，还有牛杂煲、木瓜羊等

着你。

赤坎的百姓美食街、不夜天美食

城和霞山区的绿林食坊、海滨美食城

等都是大排档聚集之地，即便在冬季

也营业至凌晨，如果胃口够大不如选

一条街大快朵颐。

若想彻底领教这座海鲜之城的厉

害，一定要去霞山水产品批发市场开

开眼界，这里还是国内最大的对虾交

易中心。最地道的体验方式就是自己

来挑，就地拿到市场内外的餐厅加工

，新鲜又实惠，吃起来当然更过瘾。

无论从历史、建筑还是文化来看

，湛江老街都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

窗口。赤坎的老街区主要分布在民主

路、和平路、民族路、民权路、民生

路五条南北向的马路之间。这片区域

在20世纪20年代由填海造地而来，商

贸机构随即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立，

现因老建筑密集被打造成民国风情街

，百年楼宇都标有铭牌，讲解建筑与

时代人物的故事。虽然老街大多已人

去楼空，显得有些萧索，所幸大部分

建筑仍保存着原始的风貌，不少地方

都值得前往了解。

和平路街区中心的广州湾民俗馆

集合了大量来自民间收藏家的明清文

物、手动机械、报刊照片以及大大小

小的生活用品，加以图片和文字展现

出1898年至1945年法租界时期的府治

更迭、社会风貌和民生状态。鲜为人

知的还有抗战爆发后，沿海城市只有

法租界的广州湾尚能自由出入海外，

这里成为与空中“驼峰航线”、陆地

“滇缅公路”齐名的世界反法西斯同

盟海上交通与补给门户。其对面有民

国时期船运巨子的许爱周旧居，里面

陈设广州湾重要商业机构老照片。民

主路原为海汊岸边，涨潮可顺水出海

，故又称海边街，因此有多个古渡码

头分布。20世纪30年代，著名银号明

德钱庄就矗立在此，如今以湛江首座

民间艺术馆明德艺术馆华丽转身，三

层的骑楼建筑高挑出头，天井、木梯

、阳台、天台样样精美。

这个颇具气势的命名是中国大陆

最南乡——迈陈镇角尾乡一系列景点

的统称，也是徐闻最“重要”的打卡

地。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是灯楼角

，高36米的滘尾角灯塔矗立于此，旁

边的石楼是渡海解放海南岛时的指挥

所，但两座建筑都不开放参观。

沙滩上三三两两的渔民在铺晒巨

大的渔网。退潮时，一条狭长的沙洲

笔直伸向大海，东边来自南海与西边

来自北部湾的海浪在此交汇形成“十

”字型的合水线，层层叠叠地漫延开

来。从角尾乡到灯楼角的公路两旁分

布着大片的晒盐场，运气好能拍到析

出盐花的盐田倒映着蓝天和风车的照

片。灯楼角旁边有两三家农家乐提供

食宿，但都不靠海，住在这里意义不

大。

相对来说，西岸的放坡村景观更

丰富些，仙人掌、三角梅和由贝壳、

珊瑚垒成的墙面装饰为小村增添了文

艺气息。放坡村周边海域生长着中国

大陆架浅海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

珊瑚礁群，可以到珊瑚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办公楼参观一下珊瑚知识科

普馆和珊瑚标本展示馆，隔壁的小型

水族馆里有着不算丰富的海洋鱼类，

海龟们闻见人声便聚拢而来。

流经云浮的南江是进出粤西北地

区的重要通道，它汇入西江去往广州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连接通

道之一。如今古水道繁华不再，但沿

途28公里的兰寨、西坝和大湾等村镇

留存着深厚的科举文化、侨乡文化、

大量的古建筑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利

用高铁加班车，你可以轻松来个访古

一日游——坐高铁到南江口站下车，

站前广场上，南江口高铁站到罗定泷

洲客运站的班车（分段收费；9:00～

17:50，10分钟 1班）就是包办全程游

览的交通工具。班车沿 352省道行驶

，虽然设有公交站，但沿途可以随时

上下车，非常方便。

第一站的兰寨村是古道上古建筑

最集中、规模较大且保存较完好的村

落，其公路入口处两座镬耳墙式的标

牌异常显眼。从这里下车，穿过“正

已校道”牌坊步行约10分钟，就是游

览的起点正已学校。

村中一座连一座的老屋修新如旧

，均被辟为展馆，全方位展示当地文

化。兰寨在历史上有着崇文重教的传

统，在清朝曾出过状元 1名，进士 3

名和翰林 1名，状元进士馆中就详细

展出了相关事迹，旁边的林氏宗祠前

的小广场上保存着状元及第碑、三座

进士碑和两座高高的桅杆。诗礼传家

民办博物馆中的藏品均为原兰寨小学

校长林深泉先生的私藏，无论是布展

格调还是藏品的丰富程度都值得驻足

，其中状元文化展厅收藏了林召棠中

状元返乡后留下的官服、官印以及道

光皇帝御赐的物品。每年 2月至 3月

，村子周边盛放的油菜花田也吸引了

不少摄影和绘画爱好者前来创作。

从正对安宁庙的小路往南，20分

钟的路程穿过两个村庄，老屋、新舍

和农田互为映衬，尽头右转是西坝村

的光二大屋，大屋始建于嘉庆十五年

（1811年），7000平方米的面积相当

于一个标准足球场，中轴对称的5进

院落分布了 130多间房屋，内部格局

如同迷宫。墙体和大门更兼备了防洪

、防火、防盗的功能，被冠以“清朝

古堡”的名号。它的主人并非达官显

贵，而是一位以卖油豆腐为生的农民

，因此该屋的建成至今仍是一个谜团

。光二大屋旁边建于1942年的三层欧

式建筑显绩堂也颇为显眼。

海陵岛曾连续三年被《中国国家

地理》评为中国最美海岛之一。这里

的大海算得上粤西最美，蔚蓝度最高

，吃住玩也有海岛度假应有的水准。

过了海陵大堤，岛中葱翠的山坡上，

缓缓转动的风力发电风车似乎调慢了

时间的脚步，假期氛围扑面而来。

大角湾是这里的招牌景点，旺季

总是人满为患，可以在海上乐园体验

一下正对大海的水上滑梯。十里银滩

浴场则号称是世界最长、最宽的沙滩

之一，沙质洁白细腻，游乐器材和游

客都较少，如果想游泳，可以选择来

此。

十里银滩与大角湾隔着一座小山

坡，山坡顶上的半山观海平台就在连

接两者的必经之路上，在这里眺望十

里银滩，你便会明白它名字的由来。

一条从马尾岛到东岛公交路线横

贯海陵岛，沿线除了几处大型沙滩浴

场，还有一些免费的小众景点也可造

访，省钱又方便。闸坡西边的半岛马

尾岛（马尾岛站）一带是观看落日的

好去处。从入口处沿海边小路步行 5

分钟，可以到达一片开阔的浅滩，远

处有礁石、渔船点缀。夕阳西下时来

这边漫步戏水，悠闲惬意。从马尾岛

出来沿海湾往北有牛塘山（闸坡养殖

基地站），从石阶走上山只需10分钟

左右。公交车在经过大角湾和十里银

滩等一系列景点后转入海陵岛中部，

这里的山底古村（董村站）有着与大

海完全无关的田园风光。一条水泥小

路穿过田野直达村口，村中有一些还

算原始的青砖老房，有的爬满了藤本

植物，有的开发成了客栈或茶馆，可

以花15分钟在这里散散步。继续乘车

，2站后的海陵镇（白蒲圩站）是就

餐并补充体力的好地方。然后经过一

段较长的距离，公交车经敏捷黄金海

岸和红树林后，到达终点站东岛。

1月至2月，粤西进入最冷“冬季

”，但温度基本也在10℃上下。过年

期间可以在湛江周边欣赏独特的“年

例”庆典。3月至5月，平均温度20℃

左右的短暂春季是不错的出行季节。

清明节前后是徐闻“菠萝的海”的最

佳观赏期。

6月至8月，粤西海岛迎来旺季，

食宿价格成倍增长。南海休渔，多种

多样的南国佳果集中上市。但夏季雨

水较多，八九月常有台风光顾，出行

前需留意天气预报。9月至 12月，日

暖夜凉的秋季非常舒适，水上运动在

十一假期前后陆续关闭，肥美的海鲜

活蹦乱跳地端上餐桌。

中国的“菠萝的海”在哪里？
在大家最近关注的热词中，“菠萝”一定占一个。哪里的菠萝最好吃？还得是

拥有“菠萝的海”美誉的粤西徐闻。为了美味的菠萝当然可以动身前往，但这个三

面环海的地区有更多值得你停留的美食和美景。有你认知之中的海岛海鲜和热带水

果，也有你意料之外的老街古镇和古建，今天，就一起去粤西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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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城工商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堪稱 「華人之
光」 的Judy Dae ,一直以鼓勵，關愛以及幫
助所有的學生建立積極的自我認同，贏得
自尊、自信和尊重他人，並充份發揮學習
潛力。Judy Dae女士，為新澤西理工學院
電腦碩士、北京科技大學法學學士，獲得
IBM 數據科學家証書，曾
在糖城政府、糖城政府
MMP委員會，糖城Com-
monwealth 小區委員會擔
任義工及社區服務。

Judy Dae 多年來的義
工服務經歷更是洋洋灑灑
，如她在 「福遍學區」 從
2016 年 至 今 ， 在 Com-
monwealth Elementary
School: 定期在學校圖書館
提供義務幫助，為PTO活
動志願者；在 Fort Settle-
ment Middle School : 擔任
PTO 成員、Spirit Commit-
tee 主席、創建了獵鷹午餐
桌計劃、提倡平衡學校學
生人數、在學校組織安裝
消毒用裝洗手液裝置。在
Clements High School : 主
張保持拉丁語教學計劃、
組織了2019年高中四年級
的若干活動、計劃安排了
學生/家長論壇。

Judy Dae 於
2015-2016 在普林斯頓學
區：新澤西普林斯頓高中
：倡導學生多元文化活動
、成立普林斯頓高中家長
FB 組 。 Judy Dae 於
2013-2015 年在法國巴黎

美國學校：協辦國際節、協辦的國際MUN
會議。2007年-2013年，Judy Dae在阿爾文
（Alvin )學區，Wilder Elementary School : 建
立家長室、定期在學校圖書館提供義務幫
助、為老師組織籌款活動等。

為什麽選為什麽選JUDY DAE?JUDY DAE?
 

 

         为什么选   

      JUDY DAE? 
                

亲爱的福遍学区选民， 

我叫朱迪·戴（Judy Dae），今年 5 月参选福遍独立学区董事会学区委员，请支

持我，投我一票！  

我的基本理念是，福遍学区所有的学生，无论他们在学业、职业、课外活动方面做 

何选择、有何特长，他们都应该有同样的机会在学校脱颖而出，他们所做的辛勤努 

力都应该得到认可。 我们社区有责任为我们的学生提最好的机会和最佳资源，以 

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一位同学的潜力.我认为福遍社区的每一个居民，不管家里是否

有孩子在学区上学， 都对学区的事宜具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学校的教育质量影响

着我们社区的每个人。  

我有两个孩子。 过去 13 年来我一直十分重视学区的发展。 我十分踊跃地参加学 

区的各项义工活动，并在 PTO 以及学校的不同委员会中任职，这包括 

Commonwealth Elementary School，Fort Settlement Middle School,  

and Clements High School 的若干委员会。我积极参加学校董事会会议。 无论 

对议程持赞成或反对意见，我始终耐心听取各方的看法。我鼓励年轻人发表他们的 

看法，认为这至关重要。 我曾把学生带到董事会参加他们的会议，让董事们听取 

他们的见解以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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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里做义工时我见到的同学大多乐观向上，但是也有许多同学需要更多鼓励和 

关怀。 我听说有的学校发生过学生在卫生间里吃午餐的事情，这些学生情绪低

落，觉 得自己的想法没人可以理解。 由于他们既不是学霸也不是差等生，没有得

到应有的关注。 他们只希望赶快高中毕业。 这些所见所闻让我心碎，学校不应 该

是他们的失望之地。 根据我这些年的义工经历，我认为这些同学并不是有过高的

期望，他们只是想有人能关心他们，我们作为社会的成人，有义务对他们投以关注

和重视，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在学校给他 们的是什么，他们就会同样回

报给社会。 福遍学区是全美最多元化的学区之一。 这是我们珍贵的资产，我们应

为此感到欣慰而且充分利用。  

我拥有新泽西理工学院的电脑硕士学位，并且是 IBM 认证的数据科学家。我曾担

任数据库管理员、数据分析师和采购经 理。 为了造福我们社区，我花了很多的时

间义务服务于各个学校和学区，并在 Commonwealth HOA 的不同委员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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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是这个职位的最合适的人选。展望福遍学区的未来，我将不懈努力，服务

于我所热爱的社区！居住在福遍独立学区的每个人都可以投票 

请大家投我一票！ 

 

 

 

         为什么选   

      JUDY DAE? 
                

亲爱的福遍学区选民， 

我叫朱迪·戴（Judy Dae），今年 5 月参选福遍独立学区董事会学区委员，请支

持我，投我一票！  

我的基本理念是，福遍学区所有的学生，无论他们在学业、职业、课外活动方面做 

何选择、有何特长，他们都应该有同样的机会在学校脱颖而出，他们所做的辛勤努 

力都应该得到认可。 我们社区有责任为我们的学生提最好的机会和最佳资源，以 

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一位同学的潜力.我认为福遍社区的每一个居民，不管家里是否

有孩子在学区上学， 都对学区的事宜具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学校的教育质量影响

着我们社区的每个人。  

我有两个孩子。 过去 13 年来我一直十分重视学区的发展。 我十分踊跃地参加学 

区的各项义工活动，并在 PTO 以及学校的不同委员会中任职，这包括 

Commonwealth Elementary School，Fort Settlement Middle School,  

and Clements High School 的若干委员会。我积极参加学校董事会会议。 无论 

对议程持赞成或反对意见，我始终耐心听取各方的看法。我鼓励年轻人发表他们的 

看法，认为这至关重要。 我曾把学生带到董事会参加他们的会议，让董事们听取 

他们的见解以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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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管理區舉行三月犯罪執法感恩午餐會西南管理區舉行三月犯罪執法感恩午餐會
，，並舉行年度有功執法人員頒獎典禮並舉行年度有功執法人員頒獎典禮。。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Peter AcquaroPeter Acquaro，，中西分局局長中西分局局長
Jennifer ReadJennifer Read ，，董事董事David PetersDavid Peters，，HarryHarry

ShaniShani，，Dean NguyenDean Nguyen。（。（後排由右至左分別為後排由右至左分別為::
Annie TrinhAnnie Trinh，，John R. Holmes, Jr.John R. Holmes, Jr.，，Don WangDon Wang
，，Raj AdnaniRaj Adnani，，Troy FinnerTroy Finner，，Fred BhandaraFred Bhandara和和

Stephen Le JrStephen Le Jr 台上合影台上合影。。

西南區副主席西南區副主席Fred BhandaraFred Bhandara新任警察局局長特洛伊新任警察局局長特洛伊··芬納芬納
（（Troy FinnerTroy Finner））

西南管區公共安全委員會主席西南管區公共安全委員會主席Peter AcquaroPeter Acquaro
Tina DeFioreTina DeFiore 致詞並邀請市議員致詞並邀請市議員Edward PollardEdward Pollard
及董事成員上台及董事成員上台，（，（由左到右依序由左到右依序），），PeterPeter

AcquaroAcquaro，，Stephen Le JrStephen Le Jr，，John R. Holmes, Jr.John R. Holmes, Jr.
David PetersDavid Peters，，Harry ShaniHarry Shani，，Fred BhandaraFred Bhandara，，

Don WangDon Wang 和和John R. Holmes, JrJohn R. Holmes, Jr。。

（（圖右至左依序為圖右至左依序為））Tina DeFioreTina DeFiore和得獎的中西分局資深警員和得獎的中西分局資深警員 Dean NguyenDean Nguyen，，西分局西分局
局長局長David AngeloDavid Angelo 警員警員 Ana BertensAna Bertens ，，資深警員資深警員 Thomas ConnerThomas Conner ，，South GessnerSouth Gessner

分局局長分局局長Vidal LopezVidal Lopez 合影合影。。

僑界領袖黎淑瑛僑界領袖黎淑瑛（（左一左一）、）、劉秀美劉秀美((右一右一))，，亞裔亞裔
商會主席喻斌商會主席喻斌（（左二左二））董事董事David PetersDavid Peters合影合影。。

出席頒獎典禮的貴賓合影出席頒獎典禮的貴賓合影（（左起左起））亞裔商會主席喻斌亞裔商會主席喻斌、、僑務諮詢委會劉秀美僑務諮詢委會劉秀美、、文化中心文化中心
執行長華啟梅執行長華啟梅、、西南管理區執行董事李成純如西南管理區執行董事李成純如、、世界華商婦女名譽主席黎淑瑛世界華商婦女名譽主席黎淑瑛、、教育組教育組

組長楊淑雅組長楊淑雅、、台北經文如副領事陳偉玲台北經文如副領事陳偉玲、、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於會後合影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於會後合影。。

((右起右起））王敦正諮詢委員王敦正諮詢委員、、經文處副領事陳經文處副領事陳
偉玲偉玲，，教育組組長楊淑雅在現場交談教育組組長楊淑雅在現場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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