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talyst Solutions LLC seeks accountant. 
Prepare, maintain and examine �nancial statements, accounting records, or other �nancial reports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accurate and comply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Support the monthly 
internal �nancial reporting process, including analyzing actual versus budget variances and 
investigating other indirect and direct cost discrepancies. Strategically design and implement 
current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to document and analyze �nancial transactions,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rm-wid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to assure the reliability and accuracy of the 
accounting reporting system. Inspect account books and accounting systems for e�ciency and 
conformance to reporting and procedural standards; Streamline current work�ow by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accounting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by U.S. GAAP. Provide accurate and timely 
�nancial information to the management and clients by researching and analyzing accounting 
data. Support the manag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xternal auditors including discussion 
of technical accounting issues, policy/U.S. GAAP interpretations and reviews/audits on annual 
consolidated �nancial statements, work with CPA regarding tax �ling. Assess �nancial information 
and make best-practices recommendations to the management, including ways to reduce costs, 
enhance revenues, and improve pro�ts. Manage accounts payable invoices, billings, receivables 
and vendor statement while planning the payment based on cash �ow projection. Control and 
ensure the timely preparation and post monthly journal entries; prepare portions of annual 
budget and various �nancial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achelor’s degree in �nance or related major and CMA certi�cation required. 

Send resume to: 832-786-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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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imposes wide array of sanctions on 
Russia for ‘malign’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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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d States on Thursday imposed a broad 
array of sanctions on Russia, including curbs to 
its sovereign debt market, to punish it for inter-
fering in last year’s U.S. election, cyber-hacking, 
bullying Ukraine and other alleged “malign” 
actions.

The U.S. government blacklisted Russian com-
panies, expelled Russian diplomats and barred 
U.S. banks from buying sovereign bonds from 
Russia’s central bank, national wealth fund and 
finance ministry. The United States warned Rus-
sia that more penalties were possible but said it 
did not want to escalate.

The Russian foreign ministry reacted angrily, 
summoning the U.S. ambassador for a diplomat-
ic dressing-down to tell him “a series of retal-
iatory measures will follow soon.” A ministry 
spokeswoman also said a possible summit could 
be imperiled.

Russia denies meddling in U.S. elections, 
orchestrating a cyber hack that used U.S. tech 
company SolarWinds Corp (SWI.N) to penetrate 
U.S. government networks and using a nerve 
agent to poison Kremlin critic Alexei Navalny.

U.S. President Joe Biden on Tuesday spoke to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to raise con-
cerns about these issues and the build-up of Rus-
sian forces in Crimea and along the border with 
Ukraine, though a top U.S. general saw only a 
“low to medium” risk of a Russian invasion in 
the next few weeks. read more

Biden, who also proposed a U.S.-Russian sum-
mit, is trying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de-
terring what Washington sees as hostile Russian 
behavior while avoiding a deeper deterioration 
in U.S.-Russian ties and preserving some room 
for cooperation.

“Our objective here is not to escalate. Our ob-
jective here is to impose costs for what we feel 
are unacceptable actions by the Russian gov-
ernment,” said White House spokeswoman Jen 
Psaki.

Among his moves, Biden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authorizing the U.S. government to sanc-
tion any area of the Russian economy and used it 
to restrict Russia’s ability to issue sovereign debt 
to punish Moscow for interfering in the 2020 
U.S. election. read more

Biden barred U.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rom 
taking part in the primary market for rouble-de-
nominated Russian sovereign bonds from June 
14. U.S. banks have been barred from taking 

part in the pri-
mary market 
for non-rouble 
sovereign 
bonds since 
2019.

He did not, 
however, 
prohibit them 
from buying 
such debt in 
the second-
ary market, 
a step likely 
to have a far 
more dramatic 
effect on the 
Russian bond 
and curren-
cy markets, 
which fell 
as news of 
the sanctions 
seeped out 
before recov-
ering some losses.

“The president signed this sweeping new 
authority to confront Russia’s continued and 
growing malign activity,” U.S. Treasury Secre-
tary Janet Yellen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Treasury also blacklisted 32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that it said had carried out Russian 
government-directed attempts to influence the 
2020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other “acts 
of disinformation and interference.”

The Russian flag flutters on the Consul-
ate-General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New 
York City, U.S., April 15, 2021. REUTERS/
Shannon Stapleton
National flags of Russia and the U.S. fly at 
Vnukovo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Moscow, 
Russia April 11, 2017.  REUTERS/Maxim 
Shemetov
The Russian flag flutters on the Consul-
ate-General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New 
York City, U.S., April 15, 2021. REUTERS/
Shannon Stapleton

National flags of Russia and the U.S. fly at 
Vnukovo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Moscow, 
Russia April 11, 2017. REUTERS/Maxim 
Shemetov

In concert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rit-
ain, Australia and Canada, the Treasury also 
sanctioned eight individuals associated with 
Russia’s ongoing occupation and repression in 
Crimea, which Russia annexed from Ukraine 

in 2014.

The White House said it was expel-
ling 10 Russian diplomats in Wash-
ington D.C., including represen-
tative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ce 
service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for-
mally named the Russian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 (SVR) as the 
perpetrator of the SolarWinds Corp 
(SWI.N) hack. The agency said the 
allegations were “nonsense” and 
“windbaggery.” read more

The U.S. government plans a new 
executive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cybersecurity, a U.S. official told 
reporters, suggesting it could in-
clude such elements as encryption 
and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read 
more
The White House also said it would 
respond to reports Russia had 
offered bounties to Taliban-linked 
militants to kill U.S. soldiers in 
Afghanistan. However, it said it 
would not make its response public 
to protect U.S. forces, saying the 
matter would be handled via “dip-
lomatic,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channels.”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have 
“low to moderate” confidence in 
their assessment of these reports, 
in part because they rely on some-

times undependable testimony from 
detainees, it said.
Russia has long brushed off alle-
gations of putting bounties on U.S. 
soldiers in Afghanistan.

Andrew Weiss, a Carnegie Endow-
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think 
tank analyst, was skeptical the U.S. 
sanctions would change a “largely 
competitive and adversarial rela-
tionship” in the short term or deter 
Russia in the long term.

“I’d be surprised if today’s very 
calibrated announcements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materially shift 
the relationship in either direction,” 
he said, saying Russia was willing to 
cooperate on some issues but there 
was unlikely ever to be a meeting 
of the minds on Ukraine or election 
interference.
“I don’t think it’s realistic to expect 
the new sanctions will shift Russia’s 
risk calculus in a fundamental fash-
ion,” he added. “It’s to be expected 
that the Russians will keep probing 
and testing our res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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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Pedestrians enjoy a walk to the ruins of Ogoz castle situated normally on a 
small island on Lake Gruyere in Pont-en-Ogoz, Switzerland,. Since 1948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dam the Ogoz island and its castle can be reached on foot 
in early spring when a foot path is uncovered as the water is used to produce 
electricity.  REUTERS/Denis Balibouse

Militants of the self-proclaimed Luhansk People’s Republic (LNR) attend the funeral of their comrade, 
who was said to be killed by a sniper at fighting positions on the line of separation from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near Zolote, at a cemetery in the town of Stakhanov (Kadiivka), Ukraine. REUTERS/

Children play with a mock-grenade-launcher during an open day to mark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Day, at Hong Kong Police College, in Hong Kong. REUTERS/Tyrone Siu

U.S. President Joe Biden wipes 
a tear while pausing among 
graves in Section 60 during 
a visit to pay his respects in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in 
Arlington, Virginia. REUTERS/
Tom Brenner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get treatment 
at the casualty ward in Lok 
Nayak Jai Prakash (LNJP) 
hospital in New Delhi, 
India. REUTERS/Danish 
Siddiqui

Protesters hold up a pig’s head 
wearing a police cap on a stick 
outside the Brooklyn Center 
Police Department, as protests 
continue days after former police 
officer Kim Potter fatally shot 
Daunte Wright, in Brooklyn 
Center, Minnesota. REUTERS/
Nick Pfosi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 the last fourteen months
our community and people
have just suffered so much
becaus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when I think about
all those horrible photos and
so many people who have
lost their lives, I just really feel
so miserable.

I brought this idea into our
commun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o see if
this would be helpful. This is
a project that could help many
people when their life is in
danger- the SOS APP.

We already have an IT
software engineer working on
the APP simply to let our
community members get the
extra help they need.

There are two fundamental
elements we need to be
organized. First, we must
have enough people to
register into the APP. When
some emergency happens to
anyone, they just push the
button on their cell phone.
First thing I would report the
incident to the police, and
second thing would be to

notify nearby members. They
either could come to the
rescue or be notified of what
is going on through a live

camera picture.

This APP will not only just
record what is happening on
the spot in a Live Photo. It
also will send an alarm to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e are so glad this new APP
will be available to our
community very soon. We
hope that all of us will be a
part of it. We are not just
fighting the crime, but also
including hate crimes.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now is the time for all of us to
stand in front together.

0404//1616//20212021

SOS APP Is On The WaySOS APP Is On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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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more than 100 million Americans were nee-
dled and inoculated against COVID-19 with dos-
es produced by pharmaceutical powerhouses like 
Pfizer and Moderna, a scrappy team of scientists 
in an Army lab just outside the nation’s capital 
quietly continued manipulating proteins, testing 
monkeys and working to conceive a vaccine of 
the future. 
The product born of their experience, reason and 
labor was injected into its first human test subject 
on Tuesday.
“We want to win this battle, but we also want to 
win the long war,” said Dr. Kayvon Modjarrad, 
who leads the vaccine effort as director of the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branch of the Wal-
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 (WRAIR) in 
Silver Spring, Maryland. 
Once the virus was sequenced in January 2020, 
he and his then modest team of 10 strategized and 
took on a blistering 24/7 effort, whittling a se-
lection of two dozen prototypes down to a single 
vaccine candidate within six months.
Over the last decade Modjarrad also led the Ar-

my’s vaccine efforts for Ebola and the Zika vi-
rus and was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f its cam-
paign against MERS, a disease itself caused 
by a coronavirus. And though WRAIR is the 
oldest bio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emerging infec-
tious diseases branch is still young.

Dr. Kayvon Modjarrad sits at his desk 
adorned with a 3-D model of the vaccine 
he co-invented. Modjarrad is the director 
of the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branch 
of the 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
search (WRAIR). (Photo Matt Seyler, ABC 

News)
“We’re not Apple now -- we’re Apple 40 
years ago, in the garage,” Modjarrad said with 
a laugh.
Despite the frantic pace, Modjarrad -- who 
co-invented WRAIR’s eventual vaccine can-
didate -- knew it wouldn’t be the first to the 
public.
“This one takes a little bit longer in designing 
and then manufacturing,” he said.
From the beginning his focus was on next-gen-
eration threats, ones that could be thriving in 
unknown bat caves as you read this sentence, 
waiting to make contact and proliferate inside 
humans.
“Even though we got the (available vaccines) 
within a year, how many hundreds of thou-
sands of people in the U.S. and how many mil-
lions of people globally lost their lives before 
the vaccine was even available?” Modjarrad 
asked ABC News’ Bob Woodruff during an 
exclusive visit to the lab last week. “We want 
to get to a point where the vaccine is already 
out there -- maybe already in people’s arms 
-- before the next variant, next stream, next 
species of coronavirus occurs.”

The 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
search (WRAIR), founded in 1893, is locat-
ed in Silver Spring, Md. (Photo/Matt Sey-
ler/ABC News)
The three vaccines already authorized for use 
in the U.S. work by feeding the body genet-
ic instructions to create the spike protein that 
is found on the surface of the virus. Once the 
body creates the protein, the immune system 
is alerted and begins forming antibodies. It’s 
a safe way of triggering a similar immune re-
sponse as one a person would have after con-
tracting the actual virus.                                                                   
The WRAIR vaccine skips both the in-
struction and creation steps, bringing the 
already-formed spike protein straight into 
the arm along with an immune-boosting ad-

juvant compound, quickly starting the antibody 
response.
And unlike other protein-based vaccines being 
tested, the WRAIR candidate presents virus-look-
ing nanoparticles, each with a consistent array of 
24 spike proteins arranged in small bouquets of 
three protruding from a ferritin base.
“There’s a lot of theories as to why something 
presented in this fashion gives such a good im-
mune response, but in some ways you can see it 
looks like a virus as well,” Modjarrad said. “So 
it has some properties that educate the immune 
response in a way that it gives you a very strong, 
but also a broad response.”
Test results with thousands of mice and dozens of 
monkeys have been promising.

A researcher works on coronavirus vaccine de-
velopment at the 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 in Silver Spring, Md., April 28, 
2020. (photo/Matt Seyler/ABC News)
“We think (other) vaccines are probably going to 
be protective against new variants, but they might 
be decreased in their protection,” Modjarrad said. 
“What we’ve seen with our vaccine so far in ani-
mals ... is that the vaccine is not decreased in ef-
fectiveness against those variants at all. And it is 
effective against other coronaviruses like SARS-
1. So what we have developed now is starting to 
look like a pan-SARS vaccine ...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testing everything in between.”
If successful in clinical trials, WRAIR’s vaccine 
could become common among the U.S. popula-
tion, possibly as a booster for already-vaccinated 
people.
Being a military lab, practicality was a primary 
design concern, which could incidentally give 
their product global appeal. In particular, it is 
highly stable and doesn’t require special freezing.
“That means you can put it in a cooler on the back 
of a motorcycle in the Amazon or the Sahara or 
wherever, and that vaccine should still be OK,” 
Modjarrad said.
But the “if” remains. Though the WRAIR scien-
tists brim with confidence in conversation, they 
are soberly aware that their product has yet to be 

proven in humans.
“They have some very early data to suggest 
in the laboratory that the immune response 
evoked by this vaccine will cover a variety 
of different strains,” said Dr. William Schaff-
ner, a professor of preventative medi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in 
Nashville. “Whether that translates actually 
into protection in people against the variety of 
strains -- that remains to be determined. Long 
journeys, first steps.”

Cpt. Aaron Sanborn, RN, (far right), dis-
cusses the vaccination process with Francis 
Holinaty (left) during the first day of the 
vaccine entering clinical trials at the 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s Clinical 
Trials Center, April 6, 2021. (Photo/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
On Tuesday, retired Army Col. Francis Ho-
linaty stepped up to be the first to be injected in 
WRAIR’s Phase 1 trial.
“Over my 30-year career I have served in many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different op-
erational settings, some more arduous than 
others, some more hazardous than others,” Ho-
linaty said. “And one day I’m on the Metro, and 
it’s almost as if it was fate -- I just looked up 
and I saw a poster, and I saw Walter Reed, and it 
took me a while to process what this poster was 
saying. And when it dawned on me that they 
were trying to do a trial for the COVID-19, I 
saw this as another opportunity to just serve.”
Holinaty can’t be sure whether he received a 
dose of the vaccine or a placebo, but said af-
terward that he felt fine. He wanted people to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ways to fight the pan-
demic.
“You don’t have to be in the military, you don’t 
have to be a first responder, but you can help 
all,” he said. “And if you have a calling to help 
people this is just one of the ways you can do 
it.” (Courtesy abcnew.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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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tists Believe The Army’s Vaccine May Combat
Deadly Variants And Even Future Pandemics

Army’s Own Vaccine That Could Fight
COVID Variants Begins Human Trials

Maryland Army National Guardsmen fill out medical paperwork to receive the 
COVID-19 vaccine at the U.S. Capitol Complex in Washington on Jan. 14, 2021. 
(Sgt. Chazz Kibler/National Guard)

COMMUNITY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combines 
three City of Houston departments (Li-
brary, Parks, & Health) to create a civic 
center at the heart of the redeveloped 37-
acre urban park. Raised out of the flood-
plain, the building’s elevated ‘front porch’ 
frames a space for the diverse community 
to come together, share ideas, and express 
an identity unique to Alief. The Center is 
a model for resilient design in a post-hur-
ricane Harvey environment – a ‘Lilly-pad’ 
for those seeking shelter from the storm.                                                                                                                                        
BUILDING AWARDS-                                                                                                                
Rethinking The Future Awards 2020
First Award | Public Building (Concept)
The $52 million, 63,000-square-foot 
multi-purpose facility at 11903 Bellaire 
will combine a health clinic, commu-
nity center and library into one space. 
The structure, which will sit in 37-acre 
Alief Park, will consolidate the Hen-
nington-Alief Regional Library at 7979 
South Kirkwood and the park’s existing 
community center, both of which are ag-
ing. It also will replace the area’s Wom-
en, Infants and Children Center, which 
today leases space at 12660 Beechnut.                                                                                                                              
City council passed one item appropriat-
ing $4.8 million for contractor EYP Inc. to 
begin construction on the new center, and 
another item giving Manhattan Constric-
tion $100,000 for construction manage-
ment services. 
The 70,000sf 2-story new building is ele-
vated over a parking area providing con-
venient access to the building programs di-
rectly above. Health Department programs 
provided include W.I.C. (Special Supple-
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 DAWN (Diabetes 

Aw a r e n e s s 
N e t w o r k ) 
that pro-
vides sup-
port for a 
variety of 
chronic ill-
nesses, and 
a Senior 
Center. The 
Parks De-
p a r t m e n t 
p r o g r a m s 
include a 
f u l l - s i z e 
competition 
g y m n a s i -
um with a 
p e r i m e t e r 
e l e v a t e d 
w a l k i n g 
track above, 
a commu-
nity fitness 
center and 
spaces to 
support youth after-school and summer 
programs. 

The library, located on the second 
floor, and accessed through a grand 
‘stair-a-torium’ in the lobby contains 
light-filled stack-space and reading 

areas with expansive views both to the 
park to the south and to the existing 
grove of preserved trees on the north. 
Directly adjacent to the library, HPL’s 
technology-rich TechLINK youth mak-
er-doer program contains spaces for col-
laboration, the ‘Tiny Techs’ children’s 
area, music recording studio, virtual 
reality stations, photo/video lab, and a 
maker space. 

Site amenities include a competition 
soccer field, two full-size practice 
soccer fields, two futsal courts (fast-
paced soccer played on a hard-surfaced 
smaller court) baseball field, skate 
park, tennis courts, children’s play-
ground, outdoor swimming pool facil-
ity, community gardens, a marketplace 
venue, and outdoor event space areas.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is 

scheduled to open in early 2022.             

The Mission Of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To Foster A Culture Of Health          

To Create A Heart For Civic Engage-
ment

All In A Spirit of Share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Biggest Front Porch I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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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Represents Future Cultural Reality Of Area 

Sponsored by the ITC Com-
munity Empowerment Orga-
nizatio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SEONE Corporation, 
the Community Resource Cen-
ter opens its door on Tuesday, 
April 6, 2021,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building. 
The mission of the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is to serve as a 
“one stop-shop” for the under-
served minority population in 
the southwest area of Houston. 
The Center will provide mem-
bers of the community with 
information that will empower 
them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to also serve as a 
way for participants to access 
the rich pool of resources avail-

able to them.

Southern News Group, 
Houston, Texa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o have questions about any 
of the variety of issues the Cen-
ter will address are encouraged 
to schedule interviews with the 
Center. The Center will link the 
person with a professional who 
can best address their needs. 

The areas the Center will ad-
dress include disaster assis-
tance, loans and grants,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tax 
information, immigration, le-
gal issues, workforce, housing 
and renting, veterans issues, 
medical, healthcare service, 
educ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children and child welfare and 
city services.
The Center’s services will be 
led by senior educator, Dr. Tina 
Agosa and many other assis-
tants.

Related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O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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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变态的亚特兰大枪击案嫌犯，和华人群体的

怯懦心理。

3月16日，亚特兰大发生枪击案，一名21岁

的白人青年，直袭三家华人按摩店，造成包括2

名华人在内的6名亚裔死亡，震惊了美国的亚裔

和华人群体。

事发的第三天，拜登对屠杀进行了最强烈的

谴责，将其定性为“反亚洲人的邪恶仇恨罪”

（Vicious hate-crimes against Asians），并指出：

“太多的亚裔人每天走在街头忧心忡忡。他们被

指责，被谩骂，被骚扰，被当替罪羊，被殴打，

甚至被杀害。”

华人群体群情激愤，和亚裔伙伴一起，以

“反亚洲人的仇恨罪”为主题，集会抗议，发

表演说，甚至带动了其他国家的华人纷纷走上

街头。

什么叫“反亚洲人的仇恨”？

其内涵很清楚，它是带有种族歧视的对亚洲

人的仇恨，尤其指向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之后，世

界各地发生的不胜枚举的对亚洲人岐视、凌辱和

袭击的事件。

当嫌犯被捕后，他告诉警察，他的杀人动机

，不是种族歧视，而是“性瘾”（Sex addiction

），他是为了“消灭诱惑”（eliminate temptation

）才向她们复仇。

调查还在进行，但两个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

前：

第一、性瘾，特别是嫌犯供认的其对亚裔女

性的性瘾，是否就是他犯罪的诱因？

第二、这种犯罪是否构成仇视亚洲人的种族

歧视罪？

嫌犯是精神上的矛盾体。

一方面，他不可遏制地迷恋黄色网站，有时

还到按摩店寻求性刺激。

另一方面，他又是虔诚的基督徒，属于福音

派，隶属一家洗礼教徒教堂。一些报道表明，福

音派对教徒的纯化教育（Purity culture ）非常极

端，他们“教妇女仇视自己的身体，把它看成性

诱惑的来源；教男人仇视自己的心，把它作为邪

念的根源”。

洗礼教还特别强调意念等同于行动，如圣经

中耶稣所说：“你要是以邪念看女人，你就是在

对她们犯罪。”

福音派甚至把性罪孽列在各种罪的首位，比

贪婪、种族歧视、仇恨你的邻居等都邪恶。

毫无疑问，嫌犯挣扎在不可抗拒的性瘾和纯

化思想之间。为了屏除恶习，他先进了一家戒瘾

所，后又转入一个性理疗（Rehap）机构；他还

有意识地隔绝了一些黄色网站，甚至请求室友把

他的电脑拿走。

一些病理专家强调性瘾只造成心理压抑和迷

乱，不会像毒瘾和酗酒瘾一样导致暴力。但我们

不应忽略嫌犯在恶习和纯化教养之间挣扎所形成

的扭曲心态。

事实上，在宗教信仰方面，他称得上是一个

热望青年。据一位市福音组织总管回忆，他在高

中时，每天都带着圣经上课，他还是基督教青年

组晨祷会的鼓手。

由此可见，对上帝的忠诚信仰加剧了他的负

罪感。

这种矛盾心理，加上枪杀几天前因迷恋黄色

网站而被父母从家里赶走，应该是促成他暴力犯

罪的直接原因。

嫌犯还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他自称的因迷

恋亚裔女性而不能自拔，由此而产生复仇心理。

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么，他杀人是否属于

种族仇视罪？

人的性取向有对人种的偏好，恐怕是不容置

疑的；嫌犯对亚裔女性的垂青，正像某个黄种人

也可能对白种女性有所独钟，由此而丧失理智，

恐怕并不构成通常意义上的种族仇视。

说它不构成“通常意义”下种族歧视，但考

察美国的文化和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西方，特

别是在美国，迷恋亚洲女性，却有其特殊含义，

它也被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视为种

族歧视的。

它有两个源头。

一支来自文学作品，最著名的是法国作家落蒂

1887年的半自传体小说《菊夫人》，写一位海军军

官到日本长崎租了一个临时夫人——菊夫人。

作者极尽对心目中女人的描写：“小巧、

润肤、黑发、猫眼，漂亮，却又不比玩偶大许

多”；而菊夫人的形象正是：纤手妙足，黄皮

细身，俯首帖耳，柔弱可人——就像“瓷瓶上

的纹饰”。

《菊夫人》一时风靡欧洲，再版不断，给当

时并不了解亚洲的欧洲人留下了一个刻板的东方

女性形象，并成为誉满全球的普契尼歌剧《蝴蝶

夫人》的蓝本。

《蝴蝶夫人》故事与《菊夫人》大体相似，

海军军官变成美国军官，蝴蝶夫人是艺伎；但她

比菊夫人更完美之处在于：她为了那段短暂爱情

，舍弃了自己的宗教、家庭、儿子，最终以死告

白。

《蝴蝶夫人》的新版是纽约百老汇1989年

上演的音乐剧《西贡小姐》，主人公被换成越南

妓女。

作为现代剧，《西贡小姐》在剧情和服饰上

更加渲染妓院成分，虽然女主人公被塑造成纯情

少女。

这些文学作品和歌剧给东方女性加上了两个

特定符号：一方面，她们小鸟依人又忠贞不渝，

另方面，她们是“妓”。

这种情痴和淫幻的复合体很容易满足欧美白

种人的心理需求——东方女性成为他们的心中尤

物。这一心理现象被一些敏锐的女权主义者和心

理学家所捕捉。

另一源头更为惨痛，起于19世纪穷苦的中

国妇女随淘金热来到美国被迫卖淫，不但没有

受到美国社会的同情，反而被认为是社会的污

染源。

1875年的《佩奇法》（Page Act of 1875）

因此禁止华人妇女移民美国，给华人妇女抹上了

永远的耻辱，而亚洲妇女的娼妓形象也长期驻存

在美国。

如今，亚裔妇女在美国的地位已有了实质性

变化，但历史的耻辱并未消逝。

此外，美国文化向来有对非西方民族夸张甚

至扭曲的倾向：如一些男作家常把亚洲女性描写

成风情万种和征服白人男子的里手，在各种书籍

和媒体也频频出现像迷亚（Asian Fetish）、黄热

（yellow fever）、迷亚妞（Asiaphile）等香艳轻

佻的字眼儿，在舞台或电影里，亚洲女性要么被

塑造成柔蜜痴情的“小蝴蝶”，要么被夸张成有

巨大征服力的“龙女”。

这样一些强扭的符号印记，当以亚洲妇女

那段伤心历史作底衬时，本身就构成一种文化

偏见和文化歧视，很容易触动一些亚裔人的敏

感神经。

无怪乎当亚特兰大嫌犯声言被亚裔女性诱惑

导致犯罪时，亚裔人立即认定这是种族仇恨暴行

，并表示强烈愤慨。

美国有2300万亚裔，华人近400万。

华人社团，是公认的高智商群体，不仅在

美国名校享有盛誉，而且大都拥有令人羡慕的

职业。

但另一方面，华人又是最不敢发声和反抗的

群体。美国历史上华人受政策歧视的年代可谓久

矣，华人受欺受辱的事件可谓多矣，但华人总是

以忍待之。

去年新冠病毒横扫全美以后，美国从总统到

政府高官到国会议员，不顾华人的感受，张口闭

口“中国病毒”，并对华人公司、中国留学生，

以及某些华人群体进行各种辖制和限制；与此同

时，华人及其商店受辱受欺、被砸被抢，甚至被

杀的事件屡屡发生。

在这种近乎恐怖的环境之下，华人表现的

仍是惊人的隐忍，只有小部分人站出来，以

“我不是病毒”为口号表示抗议，或是（如杨

安泽）号召以帮助抗疫救灾来换取“我不是病

毒”的美誉。

至于公开挑战政府种族歧视的示威游行，根

本没有。

这次亚特兰大屠杀事件，假如不是换了总统

，假如不是拜登旗帜鲜明地谴责对亚裔的仇恨，

假如不是联合其他亚裔群体，华人恐怕仍不敢站

在抗议示威的前列。

华人怯于发声，也使自己得不到主流社会的

支持，每次抗议示威，不仅自方人寡势微，带动

别族参与的能力更近无有。

相反，以BLM（黑人命也是命）为旗帜的

黑人抗议活动总是声势浩大，并能带动大量的其

他族群，特别是白种人的参与。

华人的号召力，不及黑人之千分之一。

黑人敢闹事、敢造反，所以才得到尊敬，也

没有人敢揭他们的伤疤。

美国历史上曾有白人在戏中化妆和侮辱黑人

，给他们造成心灵创伤。现在，任何白人化妆

黑人的行为，不管是出于娱乐还是别的目的，

一律被当成种族歧视。

不仅如此，就连不知道这段历史也可能倒

霉。

前年，弗吉尼亚州长Ralph Northam，因被

人发现年轻时扮黑人的照片而被迫下台；大

前年，著名NBC女主持人Megyn Kelly，因在

节目上表示善意地化妆黑人亦无不可，被免

去职务。

与此可以比照的是，华人妇女虽有在历史上

被迫沦娼，同时又被不公正地禁止移民的耻辱

，还有在重色文化之下，饱受“色迷”“黄热

”等轻佻言语侵袭的环境。

如今，当有人以被她们诱惑为名将她们杀害

时，行凶者是否属于种族歧视罪，却还只是一

个有争议的话题。

在《佩奇法》之后，美国还有更著名的《排

华法案》，即不允许华人移民美国，此法案到

1943年，即61年之后才被取消，而华人被允许

大批移民美国是在1965年颁布《入境移民与国

籍服务法案》之后。

对《排华法案》参众两院的“悔过”分别在

2011年和2012年；

2016年，纽约20名律师联名上书奥巴马政

府请求向华人公开道歉，似乎并未被接受。

那么，华人在这些受歧视的历史中学到的是

什么呢？

是危机中的自保意识，是向众人宣布“我不

是病毒”，是以拼命苦干换取“我不是病毒”的

美誉，当然也有激愤后的抗议，但要看眼前的政

治气候和谁做总统。

在美国，黑人有着比华人更惨痛的历史，但

经过上百年的努力，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马丁·

路德· 金领导的无暴力抗争运动，黑人的社会地

位得到了极大提高。

从1789年到现在，黑人已有162名众议员，

9名参议员，黑人有做州长的，有做司法部长

（男女都有）的，更别说还有做总统的。

相比之下，华人的众议员屈指可数。另两个

比较显赫的人物，一是刚卸任的交通部部长赵小

兰，另一个是去年参选总统、正在竞选纽约市市

长的杨安泽。

由此可见，华人虽然以学中骄子自傲，政治

能力却居下风。

就是在CNN、福克斯等电视台几个热播政

治论坛节目里，每天总有些黑人参加，华人面孔

几乎看不见。

所以，华人不擅长政治和不关心政治是显而

易见的。

不关心政治，没有政治敏感力，没有人愿意

从政，自然就在整体上失去了政治地位。

因此，别说不能翻云覆雨，就连受人宰割时

，抱怨抗议的能力也受到限制。

黑人受到伤害时敢去闹事，华人不敢。

黑人觉得法庭判决不公时就再去闹事，华人

呢？

这次亚特兰大嫌犯被捕时，就有警察对他给

予同情，说他大约过了倒霉的一天，这自然引起

亚裔的公愤并发动了抗议游行。

但是，如果法庭最后以他精神变态为由，不

对他判刑怎么办？

亚裔和华裔是再去游行？还是去烧汽车？后

者绝对不会干，因为我们来自礼仪之邦，我们讲

遵纪守法，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

当然，也还会有人不平，那么，再搞一次抗

议游行吗？还有这个勇气和热情再搞一次吗？我

们将拭目以待。

以上虽说的是美国，却为世界各地海外华人

的缩影。

自然，它是祖宗留下的印记：华人只是个人

奋斗的典范，而非社会团体的一员。

华人的内心深处，默藏着祖积的逆来顺受的

“集体无意识”，和新添的危机中求自保的“个

人无意识”；这个由交融着压抑精神原型和关注

自我情结的个体组成的族群，很难在讲自由竞争

的西方民主国家里争显优势。

为何如此“钟爱”亚裔女性
美国白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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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最帥光頭」傑森史塔森

(Jason Statham) 與《福爾摩斯》、

《阿拉丁》億萬英國鬼才導演蓋瑞

奇(Guy Ritchie)，兩人睽違 16年再度合作，

並耗資 15億台幣打造的全新動作鉅獻《玩

命鈔劫》(英文片名：Wrath of Man)將於4月

29日搶先全美在台上映！《玩命鈔劫》預告

日前於官方網路上釋出後，傑森史塔森片中

威猛俐落的動作身手立即引發網友熱議，上線

至今兩週已突破1100萬次觀看次數，反應可說

十分熱烈！

《玩命鈔劫》是傑森史塔森和蓋瑞奇第四度

合作的作品，傑森史塔森日前受訪時透露，蓋瑞

奇在現場總是會讓演員自由發揮。傑森史塔森表

示：「我還記得我跟蓋瑞奇合作的頭幾部電影，

像是《兩根槍管》和《偷拐搶騙》，他總是喜歡

在現場加些小台詞或做一點即興創作。」他又說

：「在那之後我幾乎沒有做過任何即興演出了，

但那是一種很好的工作方式，因為你可以從中得

到許多截然不同的演出，這些都無價的創意，這

種感覺非常棒。」。日前，傑森史塔森和蓋瑞奇

於土耳其及卡達等地拍攝他們第五度合作的電影

《五眼聯盟》（Five Eyes，暫譯），想必又是一

部值得影迷耐心等待的作品！

車庫娛樂於今日再度釋出一款《玩命鈔劫》

全新海報，海報中央是因槍擊而破裂的玻璃，裡

面反射出傑森史塔森舉槍的英姿，獨特的設計風

格，也讓許多影迷紛紛留言表達他們的興奮之情

：「帥爆！我要去看光頭」、「傑森史塔森是為

動作片而生的男人」、「東有甄子丹，西有傑森

史塔森。這一部肯定好看，就是愛玩命！」。

《玩命鈔劫》除了藉由傑森史塔森為愛子復仇的

視角切入故事外，更透過俐落的剪輯手法和多角

度敘事，揭露一群無法無天的劫匪，計畫攻破戒

備滴水不漏的保全公司搶奪54億天價現金，精

彩刺激程度比拚《玩命關頭5》《偷天換日》等

經典劫盜電影，更令人好奇這次蓋瑞奇又會帶來

什麼讓影迷驚喜的劇情發展！

除了傑森史塔森之外，《玩命鈔劫》還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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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amh Algar)，以及《黑

袍糾察隊》拉茲阿隆索(Laz Alonso)等人參演，

卡司陣容十分堅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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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傑森史塔森被蓋瑞奇特訓即興創作
《玩命鈔劫》超狂大型搶案奪54億天價現金

蓋瑞奇(Guy Ritchie)

傑森史塔森(Jason Statham)

4月9日在台上映的

法國電影《淚水成鹽》

除了有法國新浪潮大師

導演加持外菲利普卡瑞

，此片的編劇正是今年

2月份辭世的著名法國

編劇、演員、導演尚克

勞 德 卡 葉 爾

（Jean-Claude Carrière）

於，他在電影裡成功刻

劃男主角成為一個渣男

，面對愛情的懦弱以及

無力以及父子情的部份

都刻劃的絲絲入扣。

《淚水成鹽》是法

國 導 演 菲 利 普 卡 瑞

(Philippe Garrel) 的最新

電影，本片一共有三位

編劇，都是由導演之前

固定的合作班底完成的，而今年89歲辭世的編

劇大師尚克勞德卡葉爾（Jean-Claude Carrière）

與阿萊特郎格曼（Arlette Langmann）則是此片作

為聯合編劇，

值得一提的是，他有許多著名的編劇作品包

括《中產階級拘謹的魅力 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Bourgeoisie》（1972）、《錫鼓 The Tin

Drum》（1979）、《布拉格的春天 The Unbear-

able Lightness of Being》（1988）、《大鼻子情

聖 Cyrano de Bergerac》（1990）、《梵谷：在

永恆之門 At Eternity's Gate》（2018）等作。

2021年2月8日，尚-克勞德．卡葉爾於法國

巴黎因自然原因辭世。他的遺作包括菲利普卡瑞

的演員兒子路易卡瑞（Louis Garrel）執導的

《La croisade》，皆在後期製作中，如果您是編

劇的粉絲可以從《淚水成鹽》和《La croisade》

這兩部片，窺見這位編劇大師的最後風采。

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編劇之一，卡葉爾留給

後世編劇的箴言是：「成為編劇最好的方式，就是

謙卑地加入電影的製作。編劇的工作不僅僅是寫一

部電影，也得懂得所有技術面，包括聲音、畫面、

剪輯。他的工作、功能，是尋找新的想法。」

《淚水成鹽》不只是渣男的故事
法國電影大師菲利普卡瑞寫給迷惘成年男子的成長情書

由萊恩雷諾斯(Ryan Reynolds)與山

繆傑克森 (Samuel L. Jackson) 領銜主演

電影《殺手保鑣 2》首發預告，全台

戲院粉絲團更首度大規模聯合同步分

享，總觀看數更累積到近百萬人次，

所有觀眾都對電影抱著高度期待，希

望在戲院再次聽到招牌紓壓的「MD-

FK」，電影將在 2021 年 6 月 16 日全球

同步上映。

3年前兩人攜手合作《殺手保鑣》在

全球獲得億萬美金票房佳績，兩人也早早

簽下續集拍攝合約。而第二集則是原班人

馬全員出動，全體劇組誓言:「要讓嘴砲再

次偉大！ 」這次故事延續上一集，嗆辣

老婆「索妮亞」出獄後和老公被國際惡煞

綁架，她逃出後找上3A保鑣-麥可協助，

但麥克心不甘情不願的出馬，防止獨裁勢

力摧毀整個歐洲，三人合體的嘴賤攻防，

前所未見超乎想像！

預告片中更搭配小甜甜布蘭妮的經

典歌「Baby One More Time 寶貝，再一

次」恰如其分的歌詞，完全為預告量

身打造，這兩位嘴砲雙雄要再次大搞

特搞一番。

橘黑款的搶先版海報，三人拿著槍

一致對外殺氣騰騰，嗆辣老婆更是強

佔中間C位，所有觀眾都靜待她這次能

正常發揮。而演員更是大陣仗，除了

萊恩雷諾斯(Ryan Reynolds) 、 山繆傑

克森(Samuel L. Jackson) 、 莎瑪海耶克

(Salma Hayek)之外，更有坎城影帝安東

尼奧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與不敗

天神-摩根費里曼(Morgan Freeman)幫襯

，肯定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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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新賽季中超
聯賽開賽在即，

“起死回生”的天津津
門虎14日公布了30人球員

名 單 ， 包 括 巴
頓、卡達爾等10餘
名新人。
由於原投資方退

出，津門虎暫時由天津
市體育局託管。在流失
了大部分主力球員後，津
門虎主要通過簽約自由球
員、租借等方式集齊了
球員。

14日公布的球隊名
單顯示，于根偉為主
教練，王俊為助理教
練兼領隊。後衛線
上，除了留隊的白岳峰、譚
望嵩、宋岳、邱添一、
高嘉潤等，還從山

東泰山租借來
了 外

援卡達爾、李松
益，原泰達舊將聶濤也
重新歸
前衛和鋒線上，除了留隊

的樸韜宇、謝維
軍、趙英傑、蘇緣傑
等，還引進了北京國安
的巴頓、上海申花的叢
震、山東泰山的陳科
睿，周通、李想這兩名
前泰達球員和上賽季在
蘇州東吳効力的外援伊
洛基也出現在名單中。
守門員位置上，除

了滕尚坤、胡浩然，還
引進了方鏡
根據賽程賽制，

津門虎新賽季被分在
蘇州賽區，同組的有北京國
安、上海海港、上海申花等
強隊。津門虎首戰即遭
遇勁敵上海海港。
●新華社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5

津
門
虎

公布新賽季球員名單

●●中國女排開始北侖新一期封閉集訓中國女排開始北侖新一期封閉集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主帥郎平一主帥郎平一
向親力親為向親力親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朱婷朱婷（（右右））隨隊參隨隊參
與訓練與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女足力挫韓國，奪得東京奧運入場券。 新華社

●●天津津門虎日前發布天津津門虎日前發布
球隊會徽球隊會徽。。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全運預賽結束全運預賽結束 馬不停蹄赴北侖集訓馬不停蹄赴北侖集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隨着中國女足戰勝韓
國獲得奧運會入場券，中國女子三大球將會師東京。但反
觀中國男子三大球，男排和男足已確定無緣奧運會，男籃
將參加奧運落選賽，僅理論上仍存在進軍東京奧運會的可
能。
根據國際排聯本月發布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國女

排高踞世界第一，美國、巴西、意大利緊隨其後；巴西、
波蘭、美國男隊則霸佔世界三甲，中國男排名列27。
足球方面，根據國際足聯4月7日更新的世界排名，

比利時、法國、巴西三隊男足位居世界前三，中國男足排
名第77，較之前下降了兩位；反觀女足，美國、德國和法
國排名前三，中國女足名列第15。
而於國際籃聯最新排名中，中國男籃位列29，較之前

下降1位，前三名是美國、西班牙和澳洲；女籃排名，前
三名為美國、澳洲和西班牙；中國女籃闖入前十位列第
9，力壓日本排名亞洲第一。

東京奧運女排測試賽，是中國女排自2019年女
排世界盃奪冠之後首次在國際賽場上露面。

按照國際排聯的賽事規劃，5月世界女排國家聯賽
也將在意大利重啟，屆時中國隊同樣會前往赴賽。

中國女排主帥郎平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北侖集訓應該是我們奧運會前的最後一個衝刺階
段的集訓。這一期第一階段是比較短的，我們只有
8天時間，做一個很快的恢復和配合就要去日本參
加奧運會的測試賽。我們非常榮幸能有這樣的機
會，因為我們可以在奧運會的比賽場地去和日本隊
進行比賽。”

對於全運預選賽各國手的表現，郎平表示基本
滿意，她指出：“當然這是國內自己的比賽，所以
我們特別期待國際比賽的檢驗。希望我們能找到打
國際比賽的感覺。”

郎平：踏實做好每一天
根據日本排協日前公布的東京奧運會排球測試

賽賽程，中國女排將於香港時間5月1日傍晚6時
20分在奧運比賽場地──有明體育館與
東道主日本隊對壘。

東京奧運
會女排比賽將於7
月 25 日至 8 月 8 日舉
行，中國女排與土耳其隊、
美國隊、俄羅斯隊、意大利隊和阿
根廷隊同組。對此，郎平坦言，小組賽
將迎來“一場混戰和惡戰”。但中國女排今
次一定要吸取2016年里約奧運會的教訓，在小組
賽中盡快進入狀態，“因為已經沒有給你某一場比
賽起伏的機會，如果你沒有作好充分的準備，進入
狀態慢的話，就會失去一個很好的位置。”

郎平最後說，東京奧運會中國女排的目標是力
爭升國旗、奏國歌。“每個人都是有美好的願望，
但這個願望的實現是靠每一天的積累。所以我們
不去想結果，我們要踏踏實實做
好每一天。”

中國舉重隊將16日奔赴烏茲別克首都塔
什幹，參加在那裏舉行的2021年亞洲舉重錦
標賽暨東京奧運會資格賽。
儘管中國隊在疫情發生前就已拿滿東京

奧運會的參賽資格，但由於國際舉重聯合會
在奧運會延期後更新了奧運資格獲取辦法，
中國隊必須通過參加本次亞錦賽才能“激
活”已經到手的“奧運門票”。因此，中國
隊盡遣主力，男、女隊各有10名奧運備戰重
點隊員參賽，其中包括奧運冠軍呂小軍、石
智勇和鄧薇以及一眾世界冠軍，陣容可謂超
豪華。
中國舉重協會主席周進強在14日的全隊

賽前動員會上表示，這次比賽不僅是一次奧
運資格賽，還將作為國內選拔東京奧運會參
賽選手的重要參考，被賦予“國內選拔賽”
的重要意義。
鋻於當前全球疫情依舊嚴峻，周進強表

示，國家隊參加亞錦賽要做好“三個確
保”，即確保疫情防控、反興奮劑、外事管
理規定和紀律要求不出問題。他表示，本次
亞錦賽也是東京奧運會前哨戰和摸底測驗，
隊員們要爭取發揮成績，提升信心、震懾對
手，為東京決戰打下基礎。 ●新華社

中國女子三大球會師東奧

中國舉重隊強陣出征亞錦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國家舉重隊隊員石智勇積極備戰中國國家舉重隊隊員石智勇積極備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全運女排預選賽日前結束，江蘇、天

津、河南等8支球隊順利躋身正賽。由於

東京奧運正在逼近，中國女排國家隊隊員

馬不停蹄，立即集合前往寧波北侖，展開

新一期封閉集訓，然後於本月 25日前往

東京，出戰5月1日揭幕的奧運測試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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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北京冬奧會倒計時300天！
《我心飛揚》孟美岐夏雨師徒

熱血出征誓奪冬奧首金
距離北京冬奧會倒計時300天之際

，由徐崢監制，王放放執導，孟美岐、

夏雨領銜主演的電影《我心飛揚》曝光

“出征”版海報，中國短道速滑隊主教

練秦杉（夏雨 飾）為即將出征賽場的短

道速滑運動員楊帆（孟美岐 飾）親手帶

上頭盔，眼神堅毅，師徒二人為奪取冬

奧首金做最後沖刺。電影創作靈感源自

中國運動員沖擊冬奧首金、為國爭光的

故事，將於 2022 年2月1日大年初一上

映。

讓世界看到中國速度！
夏雨送孟美岐出征冬奧沖刺金牌
2002年第19屆鹽湖城冬奧會上，中

國短道速滑隊共獲得2金2銀4銅的好成

績，打破了自1980年我國首次出征冬奧

會長達22年金牌為零的歷史。從此，五

星紅旗無數次在冬奧會上空升起。2022

年 2月4日，北京將舉辦第24屆冬奧會

，再度向全世界證明我們在冰雪賽場的

不俗實力。電影《我心飛揚》講述的正

是為實現冬奧金牌零的突破，秦杉臨危

受命立誌一雪前恥，組建以楊帆為代表

的中國短道速滑國家隊向金牌發起沖擊

的故事。

此刻，為奪冠蓄力，為信念加冕。

值此北京冬奧倒計時300天之際，影片

發布“出征”版海報，孟美岐飾演的短

道速滑運動員楊帆首次曝光造型，身

著紅黑相間的運動服，一襲馬尾簡潔

幹練，由主教練秦杉親手帶上頭盔。

師徒二人對視，孟美岐擡頭，眼神堅

定充滿自信，夏雨飾演的秦杉表情嚴

肅，出征前似有囑托。兩人攜手即將

征戰冬奧冰雪賽場，為奪取首枚金牌

而熱血拼搏！而這段拼搏之路，註定

充滿艱辛坎坷。

全劇組“備戰冬奧”！
孟美岐夏雨不間斷體能訓練為拍攝

蓄力
此次擁有超高人氣的演員孟美岐

將在電影中飾演國家隊短道速滑運動

員，代表中國征戰冬奧賽場。“三料

影帝”、實力派演員夏雨傾情加盟飾

演國家隊主教練。為了更好地詮釋人

物和貼合角色，孟美岐和夏雨在劇組

持續接受著系統的專業訓練。跑步、

牽引、舉重、深蹲、腿部力量等常規

體能訓練必不可少，更專業的冰上動

作也在做好安全措施的情況下，跟著

教練反復練習、下足功夫。戲裏兩人

是師徒，戲外酷愛運動的夏雨也熱情

地幫助孟美岐更好地調整呼吸和控制

節奏，配合格外默契。目前電影《我

心飛揚》正在緊鑼密鼓的拍攝中，拍

攝戲份也進入到高潮階段，戲中師徒

倆開始向金牌發起全力進攻，戲外一

張“出征”海報也讓所有網友跟隨中

國隊一起沖進賽場，勇敢迎戰。

整個劇組仿佛都在“備戰冬奧”的

氣氛裏，為了真實再現20年前獲得冬奧

首金既艱難又輝煌的歷史時刻，拍攝現

場也如賽場，緊張、刺激、力求完美呈

現每一個鏡頭。編劇王浙濱、導演王放

放歷時三年，幾易其稿打磨故事。徐崢

擔任監制為影片品質保駕護航，提到創

作初衷他表示：“我們要在體育電影裏

真正的傳達中國精神，這要求我們真正

地自信起來，這種自信首先是通過我們

自己的努力去換來的。”2002年中國短

道速滑隊摘得冬奧首金，2022年我們把

冬奧開在了家門口，又將在大銀幕上重

現榮耀時刻，讓世界看到中國速度，電

影究竟如何展現扣人心弦的激烈比拼，

讓我們拭目以待。

《我心飛揚》由北京真樂道文化傳

播有限公司、電影衛星頻道節目制作中

心、北京光影四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衡源路德影視文化傳媒中心出品，

上海奕齊影業集團有限公司、長春凈月

影視文旅產業集團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真樂道文化、光影四季文化聯合承制，

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北京市委宣傳部聯

合攝制，將於 2022年2月1日大年初一

全國上映。

《蘇記》開機
李蘭迪朱正廷互送黑鳳梨共譜亂世柔情

由優酷、加碼映畫、佳路影視聯合出

品，加碼映畫承制，導演高翊浚執導，改

編自經典古裝言情小說之一《天子謀》

（網絡連載名《蘇記棺材鋪》）的《蘇記》

於今日（4月 10日）在橫店正式開機，主

演李蘭迪、朱正廷、馬聞遠、徐沐嬋、賀

鵬、宗元圓等悉數亮相。實力小花李蘭迪

與人氣小生朱正廷組成高顏值新勢組合，

在金戈鐵馬中共譜一曲跌宕起伏、棋逢對

手的亂世柔情。

王牌班底聚力打造古言鉅制，高分經典
IP改編引爆期待

《蘇記》改編自經典古言小說《天子

謀》，作者青垚以情節跌宕起伏、情感刻

畫細膩而著稱。原著不僅獲得豆瓣高分，

更擁有近 30%的五星好評率，在所有古裝

題材中名列前茅。此經典 IP影視化消息一

出，立即引爆全網期待。據了解，此次劇

版《蘇記》的故事主線將圍繞蘇離離、祁

鳳翔、江秋鏑之間的情感糾葛展開，並延

伸出“亂世”“家國”“理想”“抉擇”

等更為宏大的議題，將至真至善的情懷大

義傳遞給觀眾。

與此同時，該劇更力邀曾執導《大漢天

子》《武媚娘傳奇》的著名導演高翊浚擔任

總導演；曾執筆《無人區》《嫌疑人的獻

身》《邊境風雲》的資深編劇黃海擔任劇本

顧問。由他領銜的優秀編劇團隊負責劇本創

作，力求實現高濃度、立體化、有質感的情

感表達，為觀眾呈現一部充滿傳奇色彩的古

裝言情鉅制。

李蘭迪、朱正廷現場互送“黑鳳梨”，
“鳳梨”cp浪漫撒糖

《蘇記》講述了安於市井，經營著蘇記

棺材鋪的少女蘇離離，因祁鳳翔和江秋鏑

（木頭）兩位世家公子的先後出現，接連卷

入家國恩怨和權謀鬥爭的漩渦中心，命運相

系的三人在風雲詭譎中心生情愫，又做出了

不同的情感抉擇……

劇中，古靈精怪的“蘇記”掌門人由擁

有“國民初戀臉”的實力小花李蘭迪出演，

她曾憑借青春校園劇中清純甜美的形象吸粉

無數，更在熱門演員競技綜藝中表現不俗，

顏值與實力兼備的她，可謂蘇離離的不二人

選；具有超高人氣和俊美外形的人氣小生朱

正廷則將出演將門霸總祁鳳翔，古典舞專業

出身的他，自帶仙氣，古裝扮相和風姿儀態

都曾受到廣泛好評；劇中另一人氣角色江秋

鏑（木頭），則將由新生代演員馬聞遠出演

，他曾憑借熱播劇《山河令》中“曹蔚寧”

一角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而他幹凈的氣質

和靈動的表現力都與劇中的“忠犬弟弟”十

分契合。

開機儀式上，“鳳梨cp”首度同框就浪

漫撒糖：兩人用互送黑鳳梨酥的方式現場

“表白”，“黑鳳梨”既是粵語“喜歡你”

的諧音，又蘊含祁鳳翔與蘇離離“鳳梨cp”

寓意，“酥”字還完美契合了劇名的“蘇”

字，這份三重寓意的的見面禮令現場主創大

呼用心。此舉不僅詮釋了角色之間的浪漫深

情，更表達了對《蘇記》劇組的甜蜜祝願，

稱得上是開機儀式上的一大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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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名偵探柯南：緋色的子彈》4月

17日上映還有1天，今日片方曝光一支赤井

秀一預告及赤井家族海報，有“領域外的妹

妹”之稱的母親瑪麗攜FBI的“名狙擊手”

赤井秀一、“太閣名人”羽田秀吉、“女高

中生偵探”世良真純集合，家族“精英”氣

質凸顯。該片由永岡智佳執導，櫻井武晴、

青山剛昌編劇，高山南、山崎佳奈、小山力

也等知名藝人配音，目前影片預售已破五百

萬，熱度持續飄高，趕緊購票，共赴這場

“全球狂歡”吧！

“銀色子彈”赤井秀一歸來“母慈子孝”
一家人還有哪些秘密

赤井家族作為“最神秘的一家人”家族

成員關系一直成謎，此次曝光的家族海報中

，以緋紅色為底色呼應《緋色的子彈》主題

，母親瑪麗變身小學生身形坐在椅子上，赤

井秀一、世良真純、羽田秀吉分別

站在母親身後，家族基因明顯。值

得一提的是，在另一張海報中，家

族成員被迫撕裂開，似乎每個人心

中都藏有秘密，家庭之外他們又有

著怎樣的身份呢？世界開始轉動，

一切都將慢慢浮出水面。

此前《名偵探柯南：紺青之

拳》結尾出現了對M24的暗示：槍

心瞄準的是日本的東京，赤井秀一

：“讓子彈飛到遙遠的另一端”。

僅僅兩句話，使無數粉絲為之瘋狂

，沈浸於赤井秀一冷酷霸氣的嗓音

之中。青山剛昌老師也曾提到，

《名偵探柯南》M24緋色的子彈要

回歸到紅與黑的主線，而赤井秀一

作為紅方的主力選手，是一個非常

神秘的人，他究竟有幾層身份呢？4

月17日，一起尋找真相。

赤井秀一“總選舉”人氣登頂
粉絲再憶青春感謝柯南陪伴

赤井秀一作為“FBI男神”，

一直以高智商、高顏值以及精準的

狙擊能力俘獲無數觀眾的心，更被

稱為“青山剛昌親兒子”。在近日日本公布

的“緋色的總選舉”投票活動中，赤井秀一

以絕對優勢超越安室透、怪盜基德、柯南等

人暫列第一名，可見人氣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電影《名偵探柯南：

緋色的子彈》自定檔以來熱度持續走高，

定檔當日，貓眼、淘票票雙票務平臺“想

看”日增長總計近6萬，截止4月11日晚，

影片預售票房已突破 500萬，預售仍在火

熱進行中。此次定檔信息一經發布，便引

發全網狂歡，拉橫幅、畫手大賽、包場觀

影等活動如火如荼進行，網友表示“一定

要沖首場，這一次柯南是世界的”、“小

時候放學最期待的事就是守在電視機前看

柯南了，這一次要和朋友去電影院看，找

找小時候的感覺”、“柯南是我青春的代

言人”，更有網友“小時候自己看柯南，

現在陪兒子看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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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盼盼邀合作
錢嘉樂Say No？

陳家樂
化妝：Khaki Yan
髮型：Kenrick Siu

拍抗疫片展現驚人毅力陸永佩服

陳家樂、陸永和蘇
麗珊三位年輕演

員，電影故事圍繞由
家樂演的酒店經理，
面對酒店內因要隔離
的每位顧客的日常事，

蘇麗珊與陸永就受到隔離
之苦，結果要在酒店內倉促結婚行
禮，二人笑言拍鬧交戲比甜蜜戲更
多。陸永佩服家樂開工時毅力驚
人，因為對方永遠是最後收工的一
個，只因他演的酒店經理角色是長存
和百搭，群戲和獨腳戲都有他的份
兒。
家樂表示雖然拍戲辛苦，但為業界
出力就覺得很有意義，他說：“知

道好多人員因為無工開，要轉行開的士或送
外賣，人才流失嚴重影響很大，希望自己出
一分力。”家樂稱最大的收穫是認識到一班
前輩演員，說：“很老實，之前很多前輩都
叫不出我個名，通常都叫阿邊個、邊個，例
如許冠文之前沒可能識得我，所以我就向他
自我介紹，現在他已認得我。”家樂希望幫
助業界的活動能持續進行，寄望電影票房
好，將收入再投資開戲，資本愈滾愈大就能
幫到更多人。

蘇麗珊演張達明女兒好warm
蘇麗珊難得與張達明演一對父女，她

說：“達明話我真的好似他女兒，因為他
女兒讀藝術，他有把女兒的畫作給我，拍
結婚戲時我要翹住他手進場，感覺好溫

暖，之前在片場未試過有。”陸永就分享
他與梁家輝做對手戲的趣事，他說：“埋
位前幾分鐘我們才見面，劇情就要我們在
酒吧傾偈傾到像知己一樣，我心諗一定驚
啦，要對住影帝，好難駕馭、好緊張，好
彩家輝哥都有點倦，當晚我們又是最夜拍
攝的一組，他都不太理我，哈哈。”至於
與蘇麗珊演一對，無論身高和外貌都有很
大反差，陳嘉上導演更臨時加接吻戲，陸
永笑稱因為有蘇麗珊才接拍，但因為婚禮
上有全部導演和前輩在場，也令他深感壓
力。家樂也稱要面對多位前輩和頂級演
員，要一個人獨自講長長的對白，很怕講
錯一個字要NG，害大家遲收工。蘇麗珊坦
言拍過結婚戲後，明白身邊朋友婚前的壓
力，她對繁瑣的婚禮儀式也有點恐懼。

四大影帝搭檔演出 吳鎮宇梁家輝首交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甄子丹主演、羅志
良執導的電影《搜救》日前已經順利完成了於長白
山的外景部分，在冰天雪地下進行拍攝，整個團隊
都很辛苦，但甄子丹表示仍有很大得
着：“長白山戲份已順利完成，這回
讓我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體會，我人
生這舞台也幸運地繼續添加了更多豐
彩。”

甄子丹表示在長白山之旅中，
曾到過天池，令他有新體會：“以前
只懂得拍戲演戲腦子想着戲，完全錯
過了一切身邊的美麗，咱們祖國的河
山實在有太多寶藏了！”而拍攝的過
程是艱苦，他特別感謝劇組團隊，包
括導演羅志良及超強演員夥伴，所以

在辛苦拍攝後，他有請甄家班動作組兄弟去吃火
鍋，並送點禮物，更興之所至一起把歌唱起來！至
於休假時，基於所住的地方沒器材健身，他就耍幾

段功夫熱身，他笑說：“雖生銹但回
味！”

完成了長白山外景，甄子丹閒來便
玩玩社交平台，他上載了一張17歲時側
身躺着悠閑看書的照片以及40年後模仿
同一個甫士的照片作對照，他留言：
“我青春了好久了！”不過現在57歲的
甄子丹自覺已經發胖了，因他在新照片
中加上“40年後依然……‘17’”的字
體，都是“胖胖”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由各大電影公司聯手合拍的

抗疫電影《總是有愛在隔離》，獲香港

老中青演員包括梁家輝、許冠文、曾志

偉、古天樂、吳鎮宇、張智霖、張達明、陳

家樂、蘇麗珊、陸永等人演出，齊心協力為受

疫情影響生計的電影基層人員作出支援。難

得跟一大班影壇前輩同場拍戲，陳家樂也

捉緊機會去認識他們，主動介紹自

己，他也坦言這是今次拍攝的

最大收穫。

●子丹在
壯麗美景下
留影。

香港文匯報訊由王晶、許悅銘聯手執
導，古天樂、吳鎮宇、梁家輝及林家棟四大
影帝領銜主演的電影《金錢帝國：追虎擒
龍》，官方稍早前發布電影正式預告及海
報。電影將在本月29日於香港率先上映。

四位影帝分別在銀幕上都留下不少深入
人心的經典角色。四位影帝聚首片場氣氛熱
鬧，每位都非常期待和對方的對手戲。古天
樂與林家棟合作多次，今次飾演並肩作戰的
好搭檔可謂駕輕就熟。吳鎮宇與梁家輝相識
多年，卻是首次同場合作。

梁家輝過往曾飾演徐樂，為了挑戰不同
角色，這次爭取做香港四大黑幫家族之首的
跛豪，梁家輝為了在造型上可以更神似原人
物，請來特技化妝師幫忙打造新一代跛豪。
吳鎮宇飾演總華探長徐樂，統一管理香港的
黃賭毒高利貸，在香港隻手遮天，在香港建
立了黑白兩道都有飯開安定繁榮的秩序。吳
鎮宇的角色亦正亦邪，似笑非笑陰森的神髓
為角色增添幾分神秘感。古天樂和林家棟則
飾演廉署“黑白雙煞”，嚴打吳鎮宇和梁家
輝兩隻大老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香港動作特技
演員公會會長錢嘉樂及會員谷軒昭、陳俊峰、何
佩珉作客“武打女星”楊盼盼主持的香港開電視
節目《盼你賞面》，大家道盡入行辛酸。

節目中楊盼盼親自下廚煮上海菜，並炮製了
“醉雞”給大家品嚐，錢嘉樂大讚好味，並笑
言：“煮醉雞，因為（盼盼姐）知道我鍾意飲
酒。”楊盼盼與錢嘉樂認識多年，楊盼盼透露有
次想找錢嘉樂合作拍電影，但竟被對方一口拒
絕，錢嘉樂聞言即笑說：“唔係我，係我經理人
拒絕。”最後楊盼盼託朋友再問錢嘉樂，最終成
功邀得對方參與合作。提到拍攝往事，錢嘉樂自
爆入行初曾跟成龍合作《A計劃》，當時他只需要
躺在地上扮死屍：“當時成龍大哥拍一條威吔
（吊鋼索）戲拍三日，我哋就喺地下扮死屍瞓
覺，一瞓就瞓足三日。”楊盼盼續稱自己當年入
行做武師，也是先要躺地上做死屍，慢慢開始才
有打戲，繼而越打越多。

此外，錢嘉樂與谷軒昭亦大談與洪金寶、袁和平
導演合作的往事，谷軒昭說：“洪導演（洪金寶）度
啲嘢，唔Fit係做唔到，所以洪家班啲人個個都好
Fit，而袁和平由《黃飛鴻》時已跟對方合作，他是一
個好師傅，樂意聽取意見。”錢嘉樂亦大讚洪金寶武
術底打得非常好，往日會親自上陣示範動作。

陳家樂陳家樂

前輩巨星前輩巨星
把握機會結識把握機會結識

●●楊盼盼楊盼盼((左一左一))訪問一班香港動作特技演員訪問一班香港動作特技演員。。

●●右起右起：：吳鎮宇吳鎮宇、、梁家輝梁家輝、、古天樂及林家棟主演古天樂及林家棟主演《《金錢帝金錢帝
國國：：追虎擒龍追虎擒龍》。》。

▲▲子丹上載子丹上載1717歲時側身躺着看書照以歲時側身躺着看書照以
及及4040年後模仿同一個甫士照作對比年後模仿同一個甫士照作對比。。

●陳家樂表
示雖然今次拍戲
辛苦，但為業界出
力就覺得很有意

義。

●●許冠文跟陳家樂有對手戲許冠文跟陳家樂有對手戲。。

●●陸永笑稱因為有蘇麗珊陸永笑稱因為有蘇麗珊
才接拍才接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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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目标1亿人！
加拿大全球抢移民！

一季度成绩单太刺激

加拿大2021年
第一季度共对44,124

位移民申请人发送了邀请，几乎是2020年
同期的两倍。该邀请

规模也刷新了自2015年
联邦政府出台快速通道（express

entry，
简称EE）政策以来的最高记录。

快速通道是加拿大吸纳经济类移民的主要途径，下分三个子项目，分别为加拿大经验类（Cana-

dian Experi
ence Class）

、联邦熟练工人类（Federa
l Skilled

Worker
Progra

m）以及联邦熟练贸易类

（Federa
l Skill

ed Trades
Progra

m）。

但无论是哪个项目，走快速通道都需要两步。第一步，所有达到要求的申请人在自行预估自己的综合分

数（CRS）
后给政府提交材料，然后移民部会在确认材料后根据申请人的年龄、教育水平、语言能力和工作

经验等指标打分，即完成“入池”。然后在第二步中，加拿大移民部（IRCC）
开始抽分，邀请分数过线的

申请人成为永久居民。通常来讲，IRCC每
两周抽一次，并根据申请人的分数由高往低发放邀请。

但疫情期间， IRCC
暂时打破了这种常规的两周一抽模式。且现在 IRCC

的重点关

注对象，是目前身在加拿大的快速通道申请人。同时，据《加

拿 大 移 民 新 闻 》 报 道 ， 进 行 快 速 通 道 下 特 定 项 目 的 抽 分 （Pro-

gram-s
pecific

draws）
， 将 成 为 IRCC

的 抽

分的新常态。

要么有加拿大本地经验，要么有省提名

就算疫情期间加拿大采取了严格的旅行限制

，IRCC针对快速通道的抽分却依旧在继续。

在此期间，虽然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亲

属、部分临时工人和某些留学生等外国人能享受

入境豁免，但身在海外、刚被批准的经济类移民

还是没法在加拿大登陆。

作为对策，IRCC也因此逐渐转向基于特定项

目的抽分。疫情前，IRCC在抽快速通道分数时，

都是3个子项目合起来一块抽。但从近几次的抽分

情况来看，IRCC眼里的“香饽饽”，要么现在已

经身在加拿大，要么是各省劳动力市场急需的人

才。而受IRCC这一倾向变化影响最大的群体，就

是快速通道下联邦熟练工人项目的申请人。

在2021年第一季度，IRCC的抽分类别就两种

，一种是省提名（PNP）+快速通道类（EE），另

一种是加拿大经验类（CEC）。1月到4月间共进

行了10次快速通道抽分，其中6次仅对有省提名

资格的申请人开放，另外4次仅对有加拿大本地工

作经验的申请人开放。而成功上岸的44,124人中

，41,708人走的是CEC项目，另外2416人则拥有

省提名资格。

除努纳武特和魁北克外，加拿大所有的省份

都有自己的省提名计划，欢迎熟练工人前来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而CEC则更受有加拿大学习和工

作经验的申请人欢迎，该项目要求申请人必须在

最近3年中有至少1的加拿大工作经验，且申请人

还需根据自身职业满足最低语言成绩要求。

“大赦”作用举足轻重，未来趋势如何？

IRCC在2月13日进行了一次“有历史意义”

的抽分活动，一口气邀请了27,332名移民候选人

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而史上第二大规模的邀请

，也正发生在2021年第二季度的抽分中。

疫情自然是大赦的一个原因。认识到新冠对

移民的持续影响，IRCC主要集中于邀请CEC候选

人。该机构表示，约有90%的CEC候选人目前可

能已经身在加拿大。

两次“大赦”的对象均仅限于CEC项目申请

人。特别是2月13日，CRS的分数直接从此前的

400多分狂泻到75分，而那一次的CEC邀请人数

几乎与2020年第四季度整整三个月加起来的数字

持平，占2021年第一季度所有一名邀请的62%。

相比之下，2020年第一季度IRCC仅对22,600

名申请人发放了邀请，而2020年移民加拿大的总

人数也是自1998年以来最低的。作为补偿，IRCC

宣布了加拿大史上最具野心的移民目标，希望在

2021年迎来40.1万永久居民，其中通过快速通道

移民的人数约占10万人左右。

4月1日，IRCC以 5000人的历史第二大CEC

邀请规模开启了加拿大的2021年第二季度移民，

人数高达5000人。根据2020年

的经验，《加拿大移民新闻》

称，可以预期IRCC将在未来几

个月内继续进行针对CEC和省

提名项目的抽分活动。

但鉴于 IRCC在 2020年下

半年恢复了对快速通道下所有

子项目的抽分活动，2021年同

期，IRCC也有可能会这么做。

而这么做的理由是，IRCC可能

会在今年的7月前尽可能多地

吸纳省提民和CEC的候选人，

然后在2021年底之前办完他们

的移民，以完成40.1万人的移民目标。

然后，一旦疫情缓解、旅行限制取消，IRCC

就能重启针对快速通道下所有子项目的抽分活动

。且在2月13日的“大赦”后，IRCC也的确表示

，该机构期望在疫情得到控制后，欢迎目前身在

海外的移民申请人登陆加拿大。

加拿大前总理：本国人口最好涨到1亿

据《加拿大移民新闻》4月7日报道，加拿大

前总理Brian Mulroney近日发出呼吁，为了未来的

长久繁荣，加拿大需要在2100年把本国人口总数

扩充到1亿人。

Brian Mulroney 曾在 1984 年的联邦大选中率

领激进保守党（progressive conservatives）击败自

由党和新民主党，并于 1984年 9月 17日至 1993

年 6月 25日担任加拿大总理。他的主要政绩包

括签订《加美自由贸易协定》、出台商品与服

务税（GST）以及在任期把加拿大的移民人数翻

了3倍。

目前，加拿大人口出生率及其低下，单独

靠本国人生孩子已不足以让加拿大人口出现正

增长。如果没有移民，低出生率加上劳动力的

老龄化势必会给适龄劳动人群带来极大的经济

压力。随着加拿大900万婴儿潮一代人即将达到

退休年龄，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大问题会在未来

10年逐步显现。

为应对这些挑战，加拿大将目光投向了大量

移民。2019年，加拿大的移民占到总人口增长的

80%以上，而在2021年到2023年，加拿大还将陆

续引入120万新移民。

前总理 Mulroney 的想法与“世纪倡议”组

织（Century Initiative）不谋而合。根据该组织

构想的2100年世界概况，在非洲和亚洲的推动

下，全球人口将增长至 112 亿。届时美国人口

将达到4.5亿，也将是世界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国

家之一。

至于加拿大，“世纪倡议”构想了两个版本

：如果按照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加拿大将在

2100年达到4970万，在全球所有国家中排48位，

比目前还要低10位，但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人口

老龄化会相当严重，经济增长仅为过去50年的1

半。

但如果加拿大有1亿人，那单论人口，加拿大

将在2100年排全球第27位，年GDP增长将达到

2.6%，足足是上一个版本的两倍。

此外，加拿大人口的年轻化，也意味着更大

的劳动力资源和纳税人基础，这样也就有更多的

税金可用于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雇

主将在加拿大国内拥有庞大的人才市场，以推动

创新，加拿大企业也将有更多的机会进入资本市

场和国际市场。

Century Initiative还预测，人口达到1亿人的

加拿大将允许更多人住上环保的住房并享受更便

利的交通设施。文化部门也将蓬勃发展并在商业

上取得成功，人口破亿还将使加拿大保持强大的

全球影响力。

该倡议还同时指出，在2100年前实现加拿大

人口破亿“既非激进，也并非不可实现”，而加

拿大要做的，也仅是把每年移民的人数定在加拿

大人口的1%左右，这也差不多就是加拿大2021到

2023年的移民目标。

Century Initiative称，加拿大应把每年的新移

民百分比定在1.25%，也就是说，在2026年，新移

民的人数应该达到50万。

主要城市人口爆满

澳洲政府从二战结束以来开始引进移

民，到80年代移民快速开放。而澳洲政府

开放移民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平衡澳洲的人

口分布，填补部分人口稀缺地区以带动经济

发展。

然而在截至2017年6月30日的三年中

，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和昆士兰州东南部

平均每年至少有1.9%的人口增长。2015-16

年，墨尔本的年增长率超过2.8%。

其他首府城市的人口增长则比较温和

。一些区域中心也经历了人口的强劲增长。

包括Geeong、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在内的

几个区域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超过2.3%。

Ballarat, Bendigo,Illawarra,Hume以及

Hunter Valley等偏远地区也经历了每年1%

至2%的稳定人口增长。

但可以看出，这些人口增长主要分布

在澳洲东部的沿海地区，毕竟中间全是荒漠

，一般真的没有人想去。

所以，这也导致澳大利亚其他一些地

区，经历了低增长或人口下降。

虽然人口增长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

因素，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沿海一些主要城市人口爆满并且大量

增长，基础设施却又跟不上，例如房源紧缺

导致租金和房价都开始飞速上涨；道路不够

宽常常引发早晚高峰大堵车；以及不稳定的

公共交通系统等等。

这一些列问题导致部分本地民众对于

移民的增长开始产生了“抵触情绪”，纷纷

呼吁不要再增加人口。

而澳洲政府也将这些麻烦都归咎于人

口增长过快带来的负面影响，只能通过削减

移民来缓解。

保证本地民众就业

相信在疫情爆发之后，一提到签证发

放的问题，听到的最多一句话就是“首先保

证本地就业需求”。

移民部长Alan Tudge此前曾表示，很

多移民是由需求驱

动的，比如雇主如

果找不到本地人来

做这项工作，就需

要海外工人。

但前提是，政府需

要先保证解决澳洲

本地人民的就业问

题。

早前也有媒体报道，根据媒体报道，

由于新冠病毒导致100万澳人失业，联邦政

府正准备对移民体系进行彻底改革。

移民部长Alan Tudge表示，技术移民

的行业名单将被“大幅削减”。

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坑被移

民占了那本地民众就找不到工作了，他们觉

得被移民“抢”了工作，对移民的“抵触情

绪”再次升级。

澳洲本来就是民选政府，民众对移民

的抵制，会让澳洲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上很

为难。

重点放宽这两类签证

澳洲政府最近频频出现移民政策改革

的动作，为了解决以上提到的问题，对移民

做出调整。

而对移民体系的改革只要分为两个大

方向：劳动力短缺的技术移民以及投资移民

。

由自由党议员Julian Leeser领导的调

查委员已经提交了关于放宽技术移民的12

项建议，其中包括免除劳动力市场测试，这

些建议得到了商业团体的支持。

这项改革看似放宽移民，实际是对

“特定”移民的放松。

而这些特定的移民指的就是那些可以

填补澳洲需要但澳洲人不想干的劳动岗位的

空缺的移民，来解决当前部分岗位劳动力严

重不足的困境。

另外，还有媒体报道称，对于那些有

实力通过投资移民签证移民澳洲的外国投资

者来说，现在就是申请这个签证的最佳时机

。

因为，澳洲政府已经悄悄将这类签证

放在了优先的位置。

根据Freedom of Information发布的一

份内部文件显示，去年八月，当时的移民部

长Alan Tudge指示内政部将投资者签证优

先于几乎所有其他类型的签证申请人。

该指示于去年9月1日生效，规定愿意

在澳大利亚投资500万澳元或以上的外国投

资者将被优先批准，为他们提供获得永久居

留权(PR)的快速通道。

这项决定投资签证申请者能够享受与

其他两种签证类型相同的待遇：一种是填补

该国面临的最迫切的关键技能短缺的签证；

另一种是拥有“杰出”成就的国际认可的专

业人士、艺术家、运动员和学者。

可以看出，虽然澳洲移民政策步步收紧

，但是还是对于特定的签证开了“绿灯”。

而这个开绿灯的标准就是两条：

澳洲需要的人才，尤其是高端技术人

才

有钱人

在很多年以前，移民澳洲其实很容易

…留学、工作、结婚、做生意、给钱都可以

方便迁入澳洲。

但是2007年过后，澳洲移民是越来越

难！

2019年，澳洲被拒签的几率增加了

46%，拒签率高达63%，并且因为审查更严

格，申请被撤回的人数增加了17%。

2020年-2021年财年，澳大利亚的配额

总人数仅为16万人，比之前每年足足少了3

万人，并且澳洲政府打算在4年内累计减少

12万个移民目标。

未来的下个财政年移民将会更严，132

将取消，188A签证要求也全面提高，比如

资产要求将从原先的80万澳元提升至125万

澳元 在澳经营生意时间由原来2年延长到3

年等等。

海外移民的春天似乎永远停留在了

2009年的年初。

如此看来，“移民要趁早”真的不是

一句空话！

为什么移民澳洲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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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漫獎得主阮光民漫畫

「用九柑仔店」繼翻拍電視劇

後，今天辦記者會宣布改編為

舞台劇。阮光民說，漫畫就像

原石，需有伯樂琢磨才會呈寶

石發光，願劇場人、影視工作

者發現改編。

阮光民聽聞「用九柑仔店

」要改編成舞台劇相當興奮，

他說，漫畫跟影視隨時想念就

能打開書與手機觀看，舞台劇

或許更貼近自己兒時在柑仔店

幫忙顧店的日常，「一天過去

就過去了，有些經常出現的人

事物，某天就不再出現」，因

此特別期待舞台劇版的「用九

柑仔店」。

舞台劇版導演由戲劇大師

李國修的入門弟子黃毓棠、邱

逸峰聯手打造，兩人都和主角

俊龍同樣是到台北打拚的南部

孩子。黃毓棠表示，他們將透

過劇場將親情的牽掛、家鄉情

懷的依戀，轉換成一趟尋找自

我的故事。

黃毓棠補充，舞台劇版會

濃縮呈現原著中70％的角色，

主故事線為俊龍回家後的變化

，「舞台劇只有180分鐘，劇

中的拉扯、撕裂、和解會比漫

畫或影像更加濃縮濃烈，每場

的眼淚都少不了，大家都會演

得很過癮」。

金馬獎最佳女配角呂雪鳳

在舞台劇版詮釋好賭、跟女兒

關係不睦的「玉雲」一角，電

視劇版由丁國琳飾演。有趣的

是，原先電視劇版開拍前，曾

詢問呂雪鳳是否有意願演出

「玉雲」，但當時檔期搭不上

而婉拒，她笑言：「幾年前沒

接到，這次又接到，這就是緣

分。」

曾任劇場幕後工作人員7

年的YouTuber「這群人」成員

木星，首度成為演員夢想成真

，更幽默說擔心壓不住職業病

，「以前都是燈暗才上台，怕

會忍不住換景」。

舞台劇版「用九柑仔店

」由呂雪鳳、夏靖庭、馬力

歐、阿龐、李運慶、亮哲、

吳婉君、謝翔雅、林木森、

「這群人」木星、安俊朋等

人領銜主演，9月10日起在台

北、高雄、台中、台南、嘉

義巡演10場。

網友對於首集播出後的評價

給予正面肯定，稱讚卡司選角選

得很棒，每位演員的特色都有發

揮出來，像是王傳一的「帥」、

賴雅妍的「酷」、李天柱的「霸

」、魏蔓的「嬌」等都讓網友很

喜歡。「工作狂豬二姐」賴雅妍

和「敗金女豬大姐」魏蔓在戲裡

向父親李天柱討愛，戲外也同樣

在爭寵，賴雅妍竟逼問李天柱回

答死亡題，「爸爸你比較愛誰？

」一開始李天柱回答：「我最信

任妳，最愛魏蔓。」賴雅妍當場

抗議，還假裝拭淚的表示自己在

家也是老二，所以很能體會戲裡

「豬二姐」不被重視的心情，讓

李天柱立馬改口：「兩個我都愛

，一個都不能少。」更開玩笑說

：「最信任妳是真的，難道那兩

個敗家子、敗家女會養我嗎？」

不料兩位姐妹仍不放過爸爸，持

續問「大姐、二姐掉到水裡，要

先救誰？」李天柱機智回答：

「我先跳進水裡，看你們誰要救

我。」

賴雅妍戲裡戲外都是家中

排行老二的小孩，所以非常能

懂「老二情節」，她表示論年

紀永遠比不上大的、論可愛永

遠比不上小的，在家裡常常被

忽略，根本就是「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她還自曝小時候

常常走心，會想透過好的表現

來吸引爸媽注意，長大後才比

較能釋懷與調適。

在第一集中賴雅妍的家就破

產，為了搶回家族企業，她穿上

百貨客服制服在公司從基層做起

，拍攝時，路人真的以為她是客

服人員，還向她探聽：「他們這

些人是在幹嘛？」賴雅妍一回頭

，對方才發現原來她是明星，把

對方嚇個半死。

王傳一被網友稱讚亦正亦

邪的人設很帥氣迷人，他開

玩笑說「自己的帥氣不用演

」，和李天柱首次在華劇合

作，把李天柱當偶像的他表

示自己屬於遇強則強的人，

很享受跟前輩對戲，也很期

待跟視帝、視后一起演出，

擦出新火花。這次飾演浮誇

敗 金 女 的 魏 蔓 打 趣 的 說 ：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跟爸爸

要錢，就看『三隻小豬的逆

襲』學學裡面的豬大姐。」

為了讓魏蔓演出闊氣貴婦的

氣勢，劇組特別包下知名精

品品牌 Tiffany，讓她帶著一群

貴婦們無上限的消費，她笑

說：「能演有錢的傻白甜就

是過癮。」

「三隻小豬的逆襲」 中演老二
賴雅妍自爆常遭忽視走心
三立、華視新八點華劇 「三隻小豬的逆襲

」 12日首播即開出亮眼成績，李天柱初登場即
展現領導者魅力與親力親為的風範是本集收視
最高點，王傳一承諾收視破2就讓粉絲決定如何
回饋觀眾的支持，在首集播出後，意外引發謝
佳見的粉絲抱怨： 「期待已久但為什麼第一集
沒有看到謝佳見」 ，算是另類的負評。

「用九柑仔店」 再改編舞台劇版
阮光民感動作品遇伯樂

倪齊民、柯叔元演出民視8

點檔「多情城市」，戲裡2 人

為了追求侯怡君，不時上演爭

風吃醋、拚體力戲碼，最新劇

情竟出現2個大叔一起洗澡畫面

，倪齊民笑言，第一次拍8點檔

要跟男生洗澡，直呼：「真的

太荒謬太好笑了」2人戲裡愛鬥

嘴，還有粉絲拱他們乾脆在一

起，甚至封2 人為「斯昌CP」

（角色名斯文、世昌），令人

哭笑不得。

倪齊民加入「多情城市」

時，一開始劇情鋪陳他與郭

亞棠可望譜出相差 23 歲的父

女戀，沒想到「愛情」來得

太突然，最後他愛上飾演郭

亞棠媽的侯怡君，引來「前

夫」柯叔元大吃飛醋，極力

想要挽回前妻的心，讓劇中

無心談情的侯怡君，夾在三

角關係中煩不勝煩。

最新劇情中，柯叔元、倪

齊民再度拚體力，2人以推車堆

磁磚，看誰速度最快，只見畫

面中2人使盡力氣、誰也不讓誰

，還有工作人員在拍攝前先試

玩，打趣道：「如果大家看到

片段，應該會以為2人在玩『綜

藝大集合』吧」，最後劇情安

排柯叔元因不慎腳受傷，無法

自行洗澡，為了避免他施苦肉

計，倪齊民硬是擠進浴室幫他

洗澡。

柯叔元表示，平常就會和

翁家明去爬山，也會趁休閒時

間打高爾夫球，體力方面還算

不錯，只是許久沒與倪齊民合

作，這次合作，2人一見面就鬥

嘴，甚至PK體力，藉由近期的

演出，也讓他直呼已被開啟喜

劇開關。

「多情」 演BL洗澎澎
型男大叔苦笑被拱 「斯昌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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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罕坝，一道“门槛”

自北京出发，经京漠线一路向北

，在燕山中的平原和山谷中穿行近400

公里后，就来到了塞罕坝。

从平坦的华北平原到内蒙古高原

的过渡，是坝上高原，很多人都认为

，坝上高原是平原登上高原的“台阶

”，但其实它更像是一道“门槛”，

坝上高原的海拔有1200-1500米，而内

蒙古高原上的大部分地方，海拔都在

1000米上下。

坝上高原的面积很广，我们熟知

的张北草原、丰宁坝上都在它的范围

之内，塞罕坝是这其中最靠东北方的

组成部分。从行政区划上讲，塞罕坝

虽然还没有出河北省，但它其实离北

京已经很远，同样的距离如果往西走

，都几乎可以抵达呼和浩特了。

塞罕坝在蒙语里的称呼是赛堪达

巴汉，不过这并不是它的名字，而是

“美丽（赛堪）的高岭（达巴汉）”

的意思，在蒙古族人心里，塞罕坝是

神灵之山，不能直呼其名。后来，在

汉语里就把这个称呼谐音成了塞罕坝

。

叫惯了塞罕坝，人们似乎已经遗

忘了它“兴安大岭和海喇堪山”的本

名，兴安大岭？它和大兴安岭有关系

么？没错，塞罕坝在地理上算是大兴

安岭的余脉，这里兼具了北方草原和

大兴安林海的特色：既有茂密的人工

林，又有点缀着树木的台地草原，此

情此景，完全刷新了人们对于河北省

的认知。

先有秋景，“后有”塞罕坝

几年前，一则以林场工人为主角

的公益广告让全国人都知道了塞罕坝

这个地方，但其实早在约15年前，它

就已经成为了一些摄影爱好者们的秘

境——他们在这里，常常一待就是一

整个秋天或冬天。

在这些“好摄之徒”的照片里，

塞罕坝美得如同油画一般：朝阳下，

金黄色的森林与草原相互映衬，画面

立体且生动，牛与马在朦胧的薄雾中

若隐若现，仿佛是一片人间仙境。可

以说，这些美丽的照片要比塞罕坝的

名字，更早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塞罕坝的秋景之所以美，不仅得

益于绵延起伏的地形和万马奔腾的气

势，还要归功于这里的气候和植被。

塞罕坝被夹在阴山和大兴安岭两

大山脉之间，是个天然的风口，而且

它还地处台地北坡，常年被自西北而

来的寒冷、干燥的狂风迎面冲击，却

较少得到东南暖湿气流的滋润，冷成

了这里日常的“主题”。这里几乎是

过了春天就入秋，气温堪比哈尔滨，

有时甚至能和南面400公里处的北京冷

上20度左右。

天气凉、昼夜温差大，秋叶才红

得漂亮。9月中旬的塞罕坝，白天艳阳

高照，气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晚上

却直接霜冻，白天起来汽车都被裹上

了一层冰，这样的气候，让塞罕坝早

早的就已是秋意盎然。

塞罕坝的树木，以樟子松、云杉

、落叶松，白桦树为主。白桦林的风

景最出挑，但其实落叶松的秋景也不

落其后。

落叶松不像其它松树那样四季常

青，寒风过后，它的松针就像蜜蜡染

过的一样金黄，当这些松针飘落之后

，又会为大地铺上一层金色的地毯，

与透蓝的天空相映成辉。

为塞罕坝的秋天添彩的，还有一

个个小巧、透蓝的泡子。泡子指的是

低洼处的小型湖泊，它们往往由地下

水渗出或雨水汇集而成，没有明显的

出水和入水口，对于摄影师们来说，

七星湖、公主湖、将军泡子等地方，

都是最能出片儿的好地方。

塞罕坝的美，带动了人们对整个

坝上的热情，丰宁坝上、张北草原等

地方也慢慢热了起来，横贯坝上、被

誉为“中国66号公路”的草原天路，

一到周末就难免成为“草原堵路”。

没有塞罕坝人，哪来的秋景？

我们这代人，对上世纪90年代时

北方的沙尘暴记忆犹新，但实际在上

世纪50年代，北京就已在遭受沙尘暴

的侵袭，这些沙尘就来源于塞罕坝以

北的浑善达克沙地。

塞罕坝在清朝时称木兰围场，这

里曾是植被丰富，各种野生动物“不

可以亿记”的皇家猎苑。但同治皇帝

之后，这里逐渐被地方民兵私自开垦

。那时的民兵还没有环保意识，树木

和草地在开垦的过程中被大量破坏，

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在塞罕坝走

上几天，甚至都见不到一棵树。

没有了塞罕坝上森林的阻拦，高

原上的沙尘就像是在“房顶上往院子

里扬沙”一样在华北平原上肆虐。

1962年，种树的队伍进入了塞罕

坝这片荒山野岭，建立了如今大名鼎

鼎的机械林场。在塞罕坝上种树就像

是开启了游戏里的地狱难度，这里石

头山多，土层薄得就像一层皮肤，缺

水，风大，还异常寒冷，天时地利一

样没摊上，有的只是人和——这就至

今仍感人至深的塞罕坝精神。

1962和1963年，两年造林6400亩，

但成活率还不到8%。塞罕坝人自己改进

了育苗方法，找到了马蹄坑这一块三面

环山、一面有河的好地方展开会战，那

一年，树苗的存活率提高到了9成。

树苗活了， 只是开始。在塞罕坝

，树木生长极其缓慢，10年的云杉，

才能长得齐腰高，日复一日的辛劳养

护、十年如一日地耐心等待，这几乎

是现代“唯快不破”的商业“精英”

们所无法想象的。

如果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要苦

其心志，那天给塞罕坝人的大任真是

一轮接一轮。

1977年，塞罕坝林场遭遇了罕见

的雨凇灾害（低温时雨水冻灾树木上

不脱落，俗称树挂和冻雨），20万亩

树木一夜之间被压弯、压折，十多年

的成果损失过半。1980年，林场又遭

遇百年不遇的大旱，12万亩的落叶松

被旱死，一切都要重头再来。

如今，塞罕坝已经有了112万亩的

林海，4.8亿棵树木，这里成为了世界

最大的人工森林。森林对环境的改善

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的年均降水从建

场初期的416毫米，增加到了460毫米

，无霜期由52天增至64天，大风天数

则从83天降到了53天。2017年，联合

国将“地球卫士奖”中的“激励与行

动奖”授予了塞罕坝人。

塞罕坝的秋景，是一道失而复得

的珍馐，如果没有 58年来塞罕坝人

“此生没虚度，青山可标榜”的忘我

付出，我们现在吃到的，只能是一嘴

黄沙。

塞
罕
坝
的
秋
景
，
塞
罕
坝
的
精
神

湛蓝的天空上，白云低垂，一阵阵清爽的凉风吹过，

金黄色的白桦林飒飒作响。

山地起伏，草原已经被秋风吹得泛黄，一种萧瑟却又

豪迈的感觉油然而生，远处，一座座白色的巨大风车在山

顶上缓慢地转动，它们仿佛正搅动着时间，让一切都慢了

下来。

几头牛在湖水边慵懒的吃草，睡觉，马儿也是如此，

它们并不着急奔向新的牧场，脚下肥美的牧草足以填饱它

们的饥肠，耳边“扑棱......扑棱......”的声音，是草丛里的

蝗虫在飞。

这里，是秋天的塞罕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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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城工商

親愛的福遍學區選民，
我叫朱迪•戴（Judy Dae），今年 5 月參選福

遍獨立學區董事會學區委員，請支持我，投我一
票！

我的基本理念是，福遍學區所有的學生，無
論他們在學業、職業、課外活動方面做 何選擇、
有何特長，他們都應該有同樣的機會在學校脫穎
而出，他們所做的辛勤努 力都應該得到認可。 我
們社區有責任為我們的學生提最好的機會和最佳
資源，以 最大程度地發揮每一位同學的潛力.我認
為福遍社區的每一個居民，不管家裏是否有孩子
在學區上學， 都對學區的事宜具有發言權，因為
我們學校的教育質量影響著我們社區的每個人。

我有兩個孩子。 過去 13 年來我一直十分重視
學區的發展。 我十分踴躍地參加學 區的各項義工
活動，並在 PTO 以及學校的不同委員會中任職，
這包括

Commonwealth Elementary School， Fort Set-
tlement Middle School, and Clements High School
的若幹委員會。我積極參加學校董事會會議。 無
論 對議程持贊成或反對意見，我始終耐心聽取各

方的看法。我鼓勵年輕人發表他們的 看法
，認為這至關重要。 我曾把學生帶到董事
會參加他們的會議，讓董事們聽取 他們的
見解以解決他們所關切的問題。
在校園裏做義工時我見到的同學大多樂

觀向上，但是也有許多同學需要更多鼓勵
和 關懷。 我聽說有的學校發生過學生在衛
生間裏吃午餐的事情，這些學生情緒低落

，覺 得自己的想法沒人可以理解。 由於他們既不
是學霸也不是差等生，沒有得到應有的關註。 他
們只希望趕快高中畢業。 這些所見所聞讓我心碎
，學校不應 該是他們的失望之地。 根據我這些年
的義工經歷，我認為這些同學並不是有過高的期
望，他們只是想有人能關心他們，我們作為社會
的成人，有義務對他們投以關註和重視，因為他
們是我們的未來。我們在學校給他 們的是什麽，
他們就會同樣回報給社會。 福遍學區是全美最多
元化的學區之一。 這是我們珍貴的資產，我們應
為此感到欣慰而且充分利用。

我擁有新澤西理工學院的電腦碩士學位，並
且是 IBM 認證的數據科學家。我曾擔任數據庫管
理員、數據分析師和采購經 理。 為了造福我們社
區，我花了很多的時間義務服務於各個學校和學
區，並在 Commonwealth HOA 的不同委員會任職
。目前還在糖城 Mobility Master Plan Committee上
任職。

我相信我是這個職位的最合適的人選。展望
福遍學區的未來，我將不懈努力，服務於我所熱

愛的社區！居住在福遍獨立學區的每個人都可以
投票

請大家投我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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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weal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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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wealth Ele-
mentary School: 定期在學校圖書館提供
義務幫助，為PTO活動志願者；在Fort
Settlement Middle School : 擔任PTO 成員
、Spirit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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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
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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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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年的年的20202020稅率是稅率是：：收入超過收入超過99,,875875美元的夫婦為美元的夫婦為1212％％（（夫婦共同提交為夫婦共同提交為1919,,750750美元美元），），
收入超過收入超過4040,,125125美元的夫婦的稅率為美元的夫婦的稅率為2222％％（（夫婦共同申報為夫婦共同申報為8080,,250250美元美元），），收入超過收入超過8585,,525525
美元的夫婦的稅率為美元的夫婦的稅率為2424％％（（夫婦共同申報為夫婦共同申報為171171,,050050美元美元），）， 收入超過收入超過163163,,300300美元美元（（夫婦共夫婦共
同申報為同申報為326326,,600600美元美元））為為3232％％，， 收入超過收入超過207207,,350350美元的美元的3535％％（（夫婦共同申報為夫婦共同申報為414414,,700700美美

元元），）， 收入超過收入超過518518,,400400美元為美元為3737％％（（夫婦共同申報為夫婦共同申報為622622,,050050美元美元）。）。

西南航空今天恢復布什洲際機場服務西南航空今天恢復布什洲際機場服務
提供便宜的機票提供便宜的機票

20202020納稅納稅申報表必須在納稅納稅申報表必須在20212021年年55月月1717日前提交日前提交
稅務季稅收問題的摘要和最熱門問題的答案稅務季稅收問題的摘要和最熱門問題的答案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無論您是否有能力支付稅單無論您是否有能力支付稅單，，請務必在截止請務必在截止
日期前提交納稅申報表日期前提交納稅申報表。。美國國稅局美國國稅局（（IRSIRS））
將與您聯繫其餘事宜將與您聯繫其餘事宜。。在大多數情況下在大多數情況下，，您您
將能夠制定付款計劃將能夠制定付款計劃，，這可以幫助您將帳單這可以幫助您將帳單

擴展到商定的每月分期付款中擴展到商定的每月分期付款中。。

美國國稅局美國國稅局（（IRSIRS））鼓勵人們使鼓勵人們使
用電子申請歸檔納稅申報表用電子申請歸檔納稅申報表，，

以提高效率以提高效率。。

國稅局通常在國稅局通常在11月下旬開始接受退貨並處理退款月下旬開始接受退貨並處理退款。。
在在2121天之內天之內，，大約大約8080％的申報者通過直接存款獲得％的申報者通過直接存款獲得
退款退款。。 那些仍然依賴郵件的人應該期望有所延遲那些仍然依賴郵件的人應該期望有所延遲。。

許多乘客正在布什國際機場的許多乘客正在布什國際機場的
西南航空櫃檯辦理登機手續西南航空櫃檯辦理登機手續。。

西南航空宣布從今天開始西南航空宣布從今天開始，，有有1818班新航班班新航班
返回布什洲際機場返回布什洲際機場。。 IAHIAH的服務將包括每天的服務將包括每天
飛往芝加哥中途島飛往芝加哥中途島，，達拉斯愛田機場達拉斯愛田機場，，丹佛丹佛

，，納什維爾和新奧爾良的直飛航班納什維爾和新奧爾良的直飛航班。。

西南航空提供非常便宜的機票西南航空提供非常便宜的機票
，，飛往新奧爾良的單程票價低飛往新奧爾良的單程票價低
至至2929美元美元，，而飛往丹佛或芝加而飛往丹佛或芝加
哥的單程票價最高至哥的單程票價最高至7979美元美元。。

布什國際機場的布什國際機場的AA航站樓內的航站樓內的
人群人群，，很多人準備在這個上午很多人準備在這個上午
趕上西南航空航班趕上西南航空航班！！ 別忘了別忘了，，

機場內必須戴口罩機場內必須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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