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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ing WTO head warns ‘vaccine
nationalism’ could slow pandemic recovery

WASHINGTON (Reuters) -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incoming chief on Monday warned against “vaccine nationalism’ that would slow progress in end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could erode economic growth
for all countries - rich and poor.
Ngozi Okonjo-Iweala told Reuters her top priority was
to ensure the WTO does more to address the pandemic,
saying members should accelerate efforts to lift export restrictions slowing trade in needed medicines and supplies.
The former Nigerian finance minister and senior World
Bank executive was appointed on Monday in a consensus
process and starts her new job on March 1.
“The WTO can contribute so much more to helping stop
the pandemic,” Okonjo-Iweala said in an interview at her
home in a suburb of Washington.
“No one is safe until everyone is safe. Vaccine nationalism at this time just will not pay, because the variants are
coming. If other countries are not immunized, it will just
be a blow back,” she said. “It’s unconscionable that people
will be dying elsewhere, waiting in a queue, when we have
the technology.”

Okonjo-Iweala said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global economy
would lose $9 trillion in potential output if poor countries were
unable to get their populations vaccinated quickly, and about
half of the impact would be borne by rich countries.
“Both on a human health basis, as well as an economic basis,
being nationalistic at this time is very costl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e said.
“A very top priority for me would be to make sure that prior to
the very important ministerial conference ... that we come to
solutions as to how the WTO can make vaccines, therapeutics
and diagnostics accessible in an equitable and affordable fashion to all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o poor countries,”
Okonjo-Iweala said she was heartened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ffort
to ensure broader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and what she called
a “fantastic” conversation with trade advisers in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s office.
“I think our interests and priorities are aligned. They want to
bring the WTO back to (its) purpose,” she said. “It’s about people. It’s about inclusivity. It’s about decent work for ordinary
people,” she said.
She said she share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concerns about
the need to reform the WTO’s Appellate Body, but said that
would not be a quick or easy process.

“This is the jewel in the crown of the WTO, and we really need
to restore it,” she said. 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has been
paralyzed since last year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efused to approve the appointment of more judges.
Okonjo-Iweala said there were clearly differences among
members, but progress was possible, especially given the shift
in tone and approach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m not daunted. I see a way forward,” she said.
“With the U.S. administration being willing to engage
... I think the way of working to try and get a solution
will b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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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ate Passes Anti-Asian
Hate Crime Bill
Hirono said that this bill sends
a clear and unmistakable
message of solidarity to the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y.
Connie Chung, former CBS
correspondent, told CNN that
the increase in hate crimes
was created by former
President Trump calling the
COVID-19 virus the “China
Virus.”
We are really happy that
Congress finally acted on the
hate crime legislation.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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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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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vote of 94-1 the
Senate passed with a wide
bipartisan majority yesterday
a bill denounc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sian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ill would also direc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issue guidance raising
awareness of hate crimes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will

also want to remind our
community leaders to be
united to speak out about our
problem.
It is very sad that when many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still fighting the pandemic that
they also need to fight with
the hate crimes.
We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speed up and sign the bill so
that all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establish an online reporting
system.
The bill was sponsored by
New York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 Grace Meng
and Hawaii Democratic
Senator Mazie Hirono
following the March 16th
shooting of six Asian women
in Atlanta.
After the bill passed, Senator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have been dying at 1.4 times the rate of white peopl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particular were the hardest hit per
capita.

COVID-19 U.S. Death Toll:
Imagining What 500,000
Lost Lives Look Like
Death Came In Three Wav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first wave in the spring began as most of the country went into lockdown and was
followed by a second albeit less severe wave in the period from late summer to early
autumn.
A devastating third surge over the past three months had communities reeling over the
holidays.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S fell by a full year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0, a change experts say was fuelled by the pandemic.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for the entire population dropped
to 77.8 years,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Taking a closer look at the 500,000
Covid-19 spared no part of the country
At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it was largely concentrated in a
few large cities with diverse communities of colour, like New
York and Detroit.
But towards the end of last year, some of the least populated
US states - including North and South Dakota - saw some of
the worst outbreaks, not just in America, but in the world.

How does Covid compare with cancer?
It is among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the US.
Last year, it was the third leading cause of death overall, with only heart disease and
cancer claiming more US lives.
At times, most notably during the third wave of cases, it spiked higher than both heart
disease and cancer.
The death toll in the US is more than 10 times higher than the number of Americans
who died from influenza and pneumonia the year before the pandemic.

Data suggests these racial disparities are often informed by
community-level social factors, such as a higher likelihood that
people of colour may work in essential occupations, rely on
public transport and live in crowded housing.

Racial Minorities Hit Hard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Wife Remembering The
Racial minorities - except for Asian Americans - were more 500,000 Victims Of The Pandemic.
likely to die of the virus than white Americans. Black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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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na Ingraham places the body of a patient who died due to the coronavirus
inside a body bag, at United Memorial Medical Center in Houston, Texas,
December 30, 2020. REUTERS/Callaghan O’Hare

Demonstrators in favor of legalizing abortion react as the Senate voted to legalize abortion,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December 30, 2020. REUTERS/Agustin Marcarian

Asylum-seeking migrants’ families ride on an inflatable raft to cross the Rio Grand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Mexico, in Roma, Texas, April 16, 2021. REUTERS/Go Nakamura

Senior haenyeo, also known as “sea women” Jung Sun-ja, 84, Yoon Yeon-ok, 74 and Ko
Keum-sun, 69, pose for a photograph after working in the sea in Busan, South Korea, April 6,
2021. The women who follow a centuries-old tradition of free-dive fishing without oxygen face
upheaval in the face of warming ocean waters, advances in fishing practices and altered village
life in the high-tech world of modern South Korea.

One of the 12 Hong Kong activists detained in mainland China over an illegal border crossing is
The full moon known as the Cold Moon rises next to On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the New York
seen in a vehicle after a transfer conducted at the China-Hong Kong border of Shenzhen Bay Port,
City skyline as it is seen from Jersey City, New Jersey. REUTERS/Eduardo Munoz
in Hong Kong, China December 30, 2020. REUTERS/Tyrone Siu

Marisa Ford kisses her daughter Rebecca Zammit Lupi as she lies in a coma in her room in Rainbow Ward
at Sir Anthony Mamo Oncology Centre in Mater Dei Hospital in Tal-Qroqq, Malta. Reuters photographer
Darrin Zammit Lupi took the first photo of his daughter moments after she was born. Fifteen years later, he
captured her last moments of his daughter’s life before she died of cancer. Picture taken December 30, 2020.
REUTERS/Darrin Zammit Lupi

Rosalia Reyes, 47, who wa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after her baby died
during a home childbirth, and her daughter Vanesa hug after Rosalia was transferred
home where she will serve the rest of her time under house arrest, in Zarate,...

美國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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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张的亚洲富豪，为什么让美国人着迷？
宋 朝 灭 亡 后 的 第 27 万
890 天，一个自称宋朝皇室第
24 代直系后裔的人，出现在
了美国洛杉矶。
宋朝皇室自然姓赵，但
赵先生并未透露中文名字，
我们只知道他的英文名字叫
做 Gabriel，音译为加布里埃
尔.赵。
本来皇族中人应该低调
，更何况是旧朝的赵家人，
如今还流落在海外。
可 是 加 布 里 埃 尔. 赵 的
妻子，来自中国台湾的
（Christine） 克 里 斯 蒂 娜 ，
却在一个专门拍摄亚洲富豪
的纪录片里，将丈夫的身世
透露了出来。
她说：“我的老公是宋
朝王室第 24 代直系子孙，如
果中国还是帝制社会的话，
我老公的父亲就会是皇帝，
而他就是太子。我们的儿子
最有可能的宋朝皇室后裔著名画家，法国华人
赵无极

就是个小王子了。”
那么，这位 24 代直系赵
家人，究竟是不是真的大宋
皇族呢？
加布里埃尔.赵 克里斯蒂娜

宋朝皇室 24 代后裔现身洛杉矶？

和日裔名媛安娜比起来，克里斯蒂娜的财富
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安娜的财富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她的父
亲是一名军火商，还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父亲
去世后，她继承了一半的家产，估计有 5 亿美元
。
克里斯蒂娜想去巴黎购物还需要租私人飞机
，而安娜自己就拥有一架，想买东西了直接起飞
。并且安娜非常有大姐大的气派，凡是她认可的

日裔名媛安娜

洲富豪》，也译作《摘金奇缘》。
讲了一个美籍华裔女孩，跟着男友去新加坡
见家长，才发现男友家是新加坡的超级富豪，拥
有着令她嗔目结舌的奢华生活和无法想象的财富
。
这部电影在北美市场票房大卖，上映两个月
之后，创下了北美 10 年来最卖座、史上第 6 卖座
的浪漫喜剧片。
而当这部全部由亚裔出演的电影出口到亚洲
市场的时候，却遭遇到了和北美完全不同的待遇
，不管是评分还是票房都是惨淡收场。
而被称为真人版《疯狂的亚洲富豪》的《璀
璨帝国》，也在“网飞”平台上受到了美国观众
的热捧。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来看亚洲富豪炫
富呢？
这，或许就是文化差异和亚洲富豪强势崛起
亚洲富豪炫富，为什么让美国人着迷？
造成的。
这些年来，关于亚洲富豪炫富的影视剧、纪
最近 10 年是亚洲富豪强势崛起的年代，2017
录片，在美国很受欢迎。
年，亚 10 亿美元富豪的总数量达到了 637 人，首
比如前段时间在美国上映的电影《疯狂的亚 次超越了美国，其中中国占据了 318 人，平均财

Jamie Xie

夸张的亚洲富豪

来自中国大陆的

目前我们知道的可能是宋朝皇室后裔的名人
，有著名画家，法国华人赵无极。根据赵无极的
家谱记载，先祖是宋太祖六世孙赵子褫，靖康之
变后南迁到江苏，到了赵无极这里，论资排辈是
宋太祖 31 世孙。
赵无极是 1921 年出生，而那位加布里埃尔.
赵看起来是 70 年代生人，在辈分上比赵无极还
要大 7 辈，和赵无极的“太祖”，也就是曾祖的
曾祖的父亲一个辈分……
虽然说宋朝皇族有太祖系和太宗系两个支脉
，但在年龄辈分上差这么大的，也是少见。也不
知道这位加布里埃尔.赵的家谱有没有弄错。
这位出现在美国洛杉矶的赵家人，尽管再
也没有先祖的荣光，但在美国还是混得很不错
的。
加布里埃尔.赵是一位高级整形医生，据说
他只为好莱坞的明星们整形，拥有自己的整形工
作室。根据妻子克里斯蒂娜的透露，丈夫现在的
财富超过了 6000 万美元。
夫妻二人在美国最贵的豪宅区——比佛利山
庄居住，妻子经常出入上流社交圈，连查理斯王
子都是他们的朋友。克里斯蒂娜是最典型的美国
名媛风格，经常租私人飞机去购物，喜好举办豪
华的晚宴，每次出席都要请专业化妆师上门，所
有服装都是私人订制，从不穿别人穿过的款式
……
和所有名媛一样，克里斯蒂娜也喜欢攀比，
她有一个全部都是亚洲富豪的社交圈子，在里面
她和另外两位亚洲名媛看似闺蜜，尤其是和一位
日裔名媛安娜暗地里较劲。
这些戏剧性的场景，都在“网飞”最新的
真人秀纪录片《璀璨帝国》中闪耀登场。这部
剧也被美国网友称为“真人版”《疯狂的亚洲
富豪》。

朋友，出手都十分慷慨。
比如当朋友生日的时候，
让她们坐自己的私人飞机去巴
黎购物，还将名贵珠宝作为礼
物赠送。还经常将一整个高端
spa 团队请到家里，再喊上一
群姐妹过来享受。
这些都让克里斯蒂娜感到
自己被比了下去，两个人明争
暗斗的戏码，成为了这部真人
秀最即吸引人又尴尬的部分。
为了能够在风头上盖过安
娜，克里斯蒂娜于是就搬出了
家族的“好祖宗”。
安娜的父亲是军火商，怎
么能跟古老东方的大宋皇族相
比呢？
除了这两位名媛，另一位
更年轻的富二代名媛也非常吸
引眼球。这就是来自中国大陆
的 Jamie Xie，父亲是北京某科
技公司老板。
今 年 只 有 22 岁 的 Jamie
Xie，早已经是时尚界的达人
，经常接受时尚杂志的采访，
她的潮流穿搭也经常成为许多
时尚编辑的案例。
而且她的社交网络上，晒
满了各种奢侈品。据她说，她的钱并不来自父亲
，而是自己的创业。她的业余爱好，就在在视频
网站分享自己新买的奢侈品。
除了炫富，这些亚洲富豪们表现出来的“智
商”也令人吃惊。
比如克里斯蒂娜跟好友一同去到意大利摩托
车名牌 Ducati 专卖店选购，原因是克里斯蒂娜担
心世界末日来的时候，会像电影里那样发生交通
堵塞，为了能够尽快跑到私人飞机那里，她觉得
摩托车可以灵活穿梭于车流之中。
“所以我需要一辆摩托车，我需要可以到达
私人飞机的东西”，克里斯蒂娜说。可是当人家
问她会不会驾驶摩托车时，她说：“难道不是像
踩脚踏车那样吗？”

富 25 亿美元。算起来，亚洲几乎每两天就会诞
生一位亿万富翁。
这样快速而强大的造富速度，令美国人感到
好奇和惊讶，还带有些许羡慕和失落。
他们想知道，这些亚洲人究竟是怎样一夜暴
富的？将来美国人会不会要给亚洲人打工？
所以当亚洲富豪的故事展现在荧幕上时，在
美国就有着十足的吸引力。另外，文化上的差异
也是吸引美国观众的原因。
炫富这种事情，在美国是非常少见的。尤其
是在占大多数群体的宗教人群中，财富被认为是
一种被救赎的负担。
从本质上来说，《璀璨帝国》和之前展现亚
洲富豪炫富的《公主我最大》并没有什么不同，
同样都是北美观众带着猎奇、嘲讽、羡慕的复杂
心态来看一出表演。
可是这些现象，在亚洲本土早已司空见惯，
所以像《摘金奇缘》这样的电影来到亚洲，反而
显得“水土不服”。电影里的炫富程度和随便一
个现实中富二代的新闻相比，都不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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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
暖心
！巴西警察扮超級英雄與兒童互動

新雲
疆巴示1範0線
東開通
5慶
0山
1重
1-在
季全
後球賽
：：
首條1
無/決
人
駕駛
4賽

[西甲
西甲]]皇家社會 Vs 塞維利亞

國外男子在汽車汙垢上作畫太神奇了

46 歲的 Ricky Minns 是一名藝術家
是一名藝術家，
，同時也是 3 個孩子的父親
個孩子的父親。
。他
將自己的汽車當成了畫布，用手指在汽車外殼的汙垢上作畫
將自己的汽車當成了畫布，
用手指在汽車外殼的汙垢上作畫，
，驚艷眾人
，他的作品包括加勒比海盜
他的作品包括加勒比海盜、
、金剛狼
金剛狼、
、權力的遊戲等
權力的遊戲等，
，

蒙特卡洛大師賽西西帕斯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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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體育新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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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超旺角場揭第 11 周戰幔

雙箭頭狀態大勇
冠忠南區誓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第 11 周賽事 23 日晚 8 時於旺角場揭

理文

開戰幔，聯賽榜排名第 6 位的冠忠南區，只要打敗理文，即有機會取代對手位置跳升至聯賽榜第 4 位，
晉身爭標組。史提芬彭利拿及夏志明這對冠忠南區箭頭近況大勇，理文防線相信會受到極大威脅。

冠忠南區今季聯賽首戰即以4：0
大破天水圍飛馬，可惜先聲奪
人之後卻無以為繼，足足相隔 9 場
後，至上周贏標準流浪 2：1 才能再
嚐勝利滋味，賽後球隊以 10 戰 9 分
升上第6，終可逃離榜末。主教練列
文強調：“上仗在攻守上取得平
衡，兩個入球亦充滿組織性，美中
不足是仍有失球，但能夠取勝，對
整體球員信心提升不少。”
今季一度與傑志及東方龍獅三
強鼎立的理文，隨着尼迪
利退役，加上主力顏樂
楓受傷，近況跌到谷
底。近兩仗對天水圍

飛馬及東方龍獅，雖然曾經踢出悅
目組織，而且都能先開紀錄，只可
惜未能領先到完場，連同早前不敵
傑志，經已連輸 3 場，不但爭標機
會渺茫，目前更只領先第5及第6名
球隊 3 分，若一不慎更會被踢出前
4，相信會方也始料不及。

包辦球隊近3仗7入球
綜觀兩隊交手往績，理文除了
成軍首兩季只錄得1勝1和4負，近
兩季 3 度交手均立於不敗之地。上
季收咧戰大勝對手 4：0 更創出對
賽最大分差紀錄，今季首循環碰
頭，理文亦以 2：1 取勝。不過冠

忠南區一對箭頭近況甚勇，史提芬
彭利拿及夏志明近 3 仗共包辦了球
隊總數共 7 個入球，兩人亦分別以
8 球及 6 球進佔聯賽射手榜前列，
理文守衛能否保持警覺，將兩人威
脅減至最低，相信是今仗勝負關
鍵。
列文認為，即使理文近況平
平，但仍是一支實力強勁的球隊，
相信今仗同樣都是一場緊湊的賽
事。中場柏度因傷預計將會繼續缺
陣，列文希望這位葡萄牙
中場能夠趕及下
場對東方龍獅
復出。

● 史提芬彭利拿
在上仗助南區以
2： 1 戰 勝 標 準 流
浪。
資料圖片

2020-2021
2020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積分榜
（截至 4 月 22 日）

● 理文
理文（
（黃衫
黃衫）
）上
仗以 2：3 不敵東方
龍獅後，
龍獅後
， 已錄得 3
連敗。
連敗
。 資料圖片

● 夏志明
夏志明（
（左）
近況大勇，
近況大勇
，相信對
理文防線構成極大
威脅。
威脅
。
新華社

主帥賈秀全：
籤儀式後，全隊將進入奧運備戰節奏，
各種詳細和嚴密的計劃、安排、分工都
將出台，包括比賽地的天氣、濕度、溫度
等細節都會考慮。
根據奧運會賽制，除了每組前兩名，三個
小組中成績最好的兩個第三名同樣將晉級八
強。針對網友“女足已經一隻腳邁進八強大
門”的說法，賈秀全回應道：“正因為球迷有
美好期待，我們更不敢有絲毫大意，如果想走
得更遠，需要做更艱苦準備。”
中國女足將於 7 月 21 日在日本宮城首戰巴西
隊；7 月 24 日在宮城對陣贊比亞女足；7 月 27 日
轉戰橫濱，對陣荷蘭女足。
“我們不只是去參與奧運會，我們是有夢想
的。”賈秀全說。
●新華社

● 賈秀全
賈秀全（
（ 右 ） 表示
表示，
，
女足姑娘不只是參與奧運
會，更有夢想
更有夢想。
。 新華社

呂小軍破世績 亞錦賽奪冠
正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進行的舉重
亞錦賽當地時間 21 日上演了一場罕見的
“巔峰對決”。中國隊37歲老將呂小軍和
隊友李大銀為了贏得這場“隊內奧運資格
賽”，在抓舉環節連續打破世界紀錄。最
終經驗老到的呂小軍以 373 公斤奪得男子
81公斤級總成績金牌。

當日，共有10名選手參加比賽，真正
的高手只有呂小軍和李大銀兩人。李大銀
在抓舉環節第二把直接開出 170 公斤並成
功舉起。李大銀隨後在第二次試舉舉起
172 公斤，再次逼迫隊友成功舉起 174 公
斤，以 1 公斤打破自己保持的 173 公斤的
世界紀錄。被逼到“牆角”的李大銀第三

球隊

賽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球差 積分

1

傑志

12

8

4

0

22

7

15

28

2

東方龍獅

11

6

4

1

28

10

18

22

3

天水圍飛馬

11

6

1

4

15

15

0

19

4

理文

10

3

3

4

16

16

0

12

5

愉園

10

1

6

3

11

14

-3

9

6

冠忠南區

10

2

3

5

17

21

-4

9

7

標準流浪

10

1

5

4

12

17

-5

8

8

晉峰

10

2

0

8

6

27

-21

6

CBA季後賽 廣東率先挺入總決賽

女足進入奧運時間
東京奧運會足球比賽分組抽籤日前揭曉。中
國女足與巴西、荷蘭、贊比亞同分到 F 組。主教
練賈秀全表示，全隊從即刻起進入奧運時間。
“我們不只是去參與奧運會，我們還有夢想！”
分組抽籤儀式在蘇黎世國際足聯總部進行，
中國女足在蘇州集體收看了直播。中國、巴西、
贊比亞與荷蘭進入 F 組。對於這一結果，賈秀全
表示，事先並沒有期待“避開美國”，不管抽進
哪個組，面對哪些對手，都會好好備戰。
賈秀全認為，同組三個對手是三種類型，都很
強，都不可小視。“荷蘭世界第三，巴西經驗老
到，贊比亞非洲新銳，對我們來說，認真準備好每
場比賽是關鍵。比賽不是想出來的，是需要我們的
團隊，我們每個人通過付出和努力拚出來的。”
賈秀全表示，有了對手，就有了針對性，抽

排名

次試舉舉起 175 公斤，打破剛剛出爐的世
界紀錄！也許心急導致發力過猛，李大銀
在挑戰極限後受傷。
挺舉比賽，李大銀受到腰傷影響，試
舉 198 公斤三次失敗。最後一個出場的呂
小軍穩健地舉起 199 公斤，以 373 公斤鎖
定總成績金牌。
●新華社

CBA（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上賽季冠亞軍、本賽季常規賽
前兩名廣東隊和遼寧隊無愧於球迷的期待，在季後賽準決賽第一回
合的較量中，分別以 117：99 及 119：103 大勝山東與浙江隊，在 3
戰 2 勝制的賽制中贏得先機。翌日，廣東隊以 118：112 力克山東
隊，率先挺入總決賽。
和上個賽季粵疆遼京 4 支總冠軍球隊會師準決賽不同，躋身
本賽季季後賽準決賽的山東隊和浙江隊均未染指過總冠軍，這兩
支球隊能否殺入決賽也備受期待，其中於 21 日晚進行的遼浙之
戰更受關注。但出人意料的是，這場曾被認為是勢均力敵、勝
負懸念將會保持至終場前的賽事，幾乎在開局不久就失去懸
念。比賽哨響，遼寧隊就表現出對浙江隊的全面壓制，最終以
119：103輕鬆獲勝。
另一場準決賽廣東與山東之戰於21日晚上進行，廣東隊如
人所料輕鬆獲勝。翌日，
廣東隊與山東隊展開準
決賽第二回合較量。總
比分2-0，廣東隊淘汰山
東隊，以衛冕冠軍的身
份連續第 3 年晉級總決
賽。
此外，遼寧隊與
浙江隊將於23日展開
準決賽第二回合較
量。
●中新社
▶ 遼寧球員朱榮振
（右）高人一等，
試圖入樽。 新華社

中國影壇
星期六

由黃建新監制兼導演，鄭大聖聯合
導演，將於 7 月 1 日上映的電影
《1921》發布人物海報，正式官宣了片
中毛澤東的飾演者王仁君。
這也是繼電影《古田軍號》成功塑
造毛澤東之後，王仁君再度挑戰偉人的
角色。在拍攝《古田軍號》時，王仁君
就把幾乎所有毛主席的史料都翻遍了。
最早當《1921》劇組給王仁君發去厚厚
的書單時，王仁君便表示其中有 70%的
書自己都已經研讀了好幾遍。但黃導對
王仁君提出了一個新要求，希望他再復
讀 這 些 史 料 時 重 點 細 看 從 1893 年 到
1922 年之間毛澤東的故事和思想，不要
往後看。他希望王仁君能夠拋開演繹偉
人的思想包袱，真正進入主席二十七八
歲時一個青年人的狀態。
進組前兩個月，王仁君從外在、內
在兩個層面入手，除減重塑型、練習韶
山口音外，反復重讀了《毛澤東早期文
稿》等大量珍貴史料，花了很多時間揣
摩感受青年時代毛主席的精神世界，力
圖“形神兼備”塑造出一個心懷理想但
仍在探索救國之路的的熱血青年。在此
次曝光的海報，正是展現了王仁君飾演
的毛澤東初到上海時的一個片段瞬間。
當時毛澤東在上海洗衣房打工，試驗
“工讀互助”， 這是一段鮮少人知的
歷史，也是大銀幕上首次出現主席這一
時期的形象。海報上的他背著從客戶家
中取來的一大包衣服，乘上電車趕回打
工的洗衣房。雖然衣著樸素，一如普通
“打工人”，但陽光灑滿全身，神情自
信，眼神明亮，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和
向往，青年主席的朝氣蓬勃和激情洋溢
盡顯其中。
“孩兒立誌出鄉關”接革命火種
“七八點鐘的太陽”照亮全中國
毛澤東自小便心存救國救民的遠大
誌向，年僅 17 歲離家求學之際，便寫
下“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這般極具氣魄的名篇。25 歲不到在湖
南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時，他便與蔡和森
等人發起進步組織新民學會。
1918 年，毛澤東來到北京，在北京
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在此期間，他結
識了李大釗和陳獨秀。在李大釗的帶動
下，毛澤東得以廣泛閱讀了當時圖書館收
藏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回湘後仿效李大釗
的《每周評論》，創辦了“五四”時期最
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湘江評論》。“五

四運動”爆發後，毛澤東親擬傳單，帶
領學會學生到長沙各校串聯，響應北京
學生愛國運動。
1920 年在上海期間，毛澤東與陳獨
秀會面往來，當時陳獨秀正在籌備組建
共產黨。毛澤東和陳獨秀討論他讀過的
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
仰的那些話，對毛澤東一生中的這個關
鍵時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毛澤東後來
評價陳獨秀，“他對我產生的影響也許
超過其他任何人”。這一年的夏天，毛
澤東由一個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
識分子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革命火種一經點燃便成大勢，陳獨
秀在積極推動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各地成
立之際，致函毛澤東，促其在湖南也成
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毛澤東的努力下
，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了。1921 年
7 月，毛澤東和何叔衡代表長沙共產黨
早期組織，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
國代表大會。自此，毛澤東的命運便與
中國共產黨的命運緊密連接在了一起，
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
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
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
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這是毛
澤東給所有中國青年的寄語，他也用自己
的青年時光完美印證了這一點。正是一個
個敢想敢為、敢拼敢闖的愛國青年，星火
匯聚，前赴後繼，才真正意義上實現了他
們推翻舊世界，再造“民族獨立、人人平
等”的新世界的初衷。
跑步不停歇減重練口音
王仁君“形神兼備”演繹偉人青年時
在 2019 年上映的電影《古田軍號》
中，王仁君飾演了剛剛率領紅四軍從井
岡山突圍的 36 歲的毛委員。觀眾普遍
認為他演出了毛澤東“有熱血、有沖勁
、有信仰、有堅守”的一面，充滿了革
命浪漫主義情懷。雖然有成功出演的經
驗，但對於王仁君來說，在《1921》中
飾演 28 歲的毛澤東，如何演出不同年
齡時期的差異，展現一個更不為觀眾熟
知的毛澤東，是他的一大挑戰。
《1921》給了王仁君發揮的空間。
青年時期的毛澤東，不僅有對革命的熱
情和改變中國的壯誌，他同樣是個普通
青年人。正如導演黃建新所說，偉人的
名字在今天雖是如雷貫耳、光芒萬丈，
“但當時他們的狀態其實和現在的很多
年輕人一樣”，積極向上，對未來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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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君飾演毛澤東
了憧憬和希望。1920 年，毛澤東從北京
來到上海，和幾位誌同道合的朋友租住
在哈同路（今安義路）試驗工讀生活，
“每人每月才 3 元零用錢，常吃蠶豆煮
米飯和青菜豆腐湯”，但他還會省下錢
去買進步雜誌，不斷研讀馬克思主義思
想，探索中國該往何處去的道路。王仁
君在表演中抓住了這些細節，呈現出了
觀眾很少見過的青年毛澤東真性情、生
活化的一面。
為了能夠呈現出主席從小重視體能
教育的運動精神，從進組兩個月前到整
個拍攝期間，王仁君每天像主席一樣堅
持晨跑、夜跑，經常跑到汗水濕透衣服
才休息。在電影裏導演需要展現毛澤東
在上海各種地段跑步的姿態來構建一組
蒙太奇鏡頭，王仁君幾個月苦練跑步的
工夫並沒有白花，既更接近了青年毛澤
東當時的狀態，又讓跑姿變得非常專業
好看，黃導每次看到監視器裏王仁君
跑步的鏡頭，都贊不絕口，稱贊王仁
君把主席年輕時的精神氣兒通過這意
氣風發的跑步姿態就展現出來了。這
些細節的刻畫，從側面豐富了青年毛
澤東的形象，讓遙不可及的偉人瞬時
變得更加親近、立體。
對於此次出演，除了對角色內在精
神世界的鉆研揣摩，王仁君在外形、口
音上也提前做了一系列的準備。開拍前
為了更貼近毛澤東年輕時的形象，王仁
君特地減重，最終達到了五官和形體上
與青年毛澤東的貼近，經常引得全組人
感慨“太像了”。而口音方面，在做到
張口就是正宗的湖南鄉音外，王仁君為
了片中僅有一句的俄語臺詞，特意去學
習、苦練帶有韶山口音的俄語，只為了
能讓觀眾從細節處自然地感知到：這就
是那個從湖南韶山出來的“小夥子”。
電影《1921》正是集結了這樣一群精益
求精的主創團隊，才能打造出一部滿懷
誠意與匠心的作品，力爭成為無愧於時
代的精品之作。

電影《冰雪大作戰 2》4 月 30 日全國上映 奇趣冒險即將出發
備受期待的電影《冰雪大
作戰2》於今日發布定檔海報及預
告，正式宣布4月30日全國上映。時
隔4年，帶給觀眾無數感動與歡樂
的《冰雪大作戰》系列第二部終
於回來了！此次，影片特別選定
了U2樂隊的《美好的一天》作為
主題曲，讓經典跨越 時 代 ， 為
《冰雪大作戰 2》助力。這個假
期，一起來加入這場不可思議
的冰雪大冒險吧！
充滿歡樂氣息的定檔海報中
，主要角色們乘坐著各式各樣的
雪橇，躍出賽道享受著在冰雪中
自由飛翔的瞬間。四眼坐在精心
設計的雪橇裏，沖在隊伍的最前
面，為夥伴們指著遠處終點的方
向。紮克、查莉、大壯等人緊隨
其後，也一同加入了這場歡樂與
驚險並存的作戰，“雪”戰到底
的決心已然勢不可擋！
同步釋出的定檔預告中，小
鎮上的孩子們都在為雪橇大賽積
極備戰，然而新來的紮克成為了

四眼最大的競爭對手。四眼的朋
友們探查出紮克獲勝的“真相”
，雙方計劃重賽一場，四眼將谷
倉作為賭註，大家齊心協力想要
幫助四眼贏得比賽並保住谷倉。
備戰的過程卻並不簡單，一場勢
均力敵的較量即將在四眼和紮克
之間展開。驚險刺激的場面、歡
樂逗趣的劇情和輕松活潑的音樂
在預告中展露無遺，電影勢必為
觀眾帶來全新的大銀幕觀影體驗。
本片改編自1984年家喻戶曉
的 經 典 電 影 《La Guerre des
Tuques（阻止戰爭的狗）》，原
版真人電影公映後，制造了轟動
全球的效應。第一部《冰雪大作
戰》曾入圍第89屆奧斯卡最佳動
畫長片和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兩大
獎項的評選，而目前《冰雪大作
戰2》在海外已憑借精良的制作與
動人的劇情將多個重要獎項和無
數贊譽收入囊中，此次在國內的
上映必將引發大批觀眾的關註。
除了金牌團隊的回歸，影

片還延續了前作的優秀電影音
樂制作水平。除了電影主題曲
U2 樂隊《美好的一天》外，片
中還有許多首令人眼前一亮的
配樂，電影邀請了簡單計劃等
知名樂隊及歌手進行演唱，眾
多歌曲烘托出影片生動歡樂的
氣氛，也與畫面完美契合。
《冰雪大作戰2》講述小鎮的
雪橇大賽中，四眼與剛剛搬來小鎮
的紮克各代表一方進行對戰，紮克通
過耍小聰明贏得了比賽。輸掉比賽
十分沮喪的四眼與紮克約定好重
新比賽，兩人為了這場大賽費盡
了心思。故事的最後，誰能贏得
這場冰雪之戰的勝利？屆時到影
院一探究竟吧！
無論是劇情還是制作，電影
《冰雪大作戰2》都稱得上優質佳
作。在即將到來的五一假期，相
信電影《冰雪大作戰2》一定會為
大家呈現一場看點十足、精彩絕
倫的清涼冒險之旅，4 月 30 日，
期待與大家在影院相聚！

娛樂新聞
香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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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梁靜
儀）惠英紅（紅姐）
與 蔡 卓 妍 （ 阿 Sa） 繼
《原諒他 77 次》後，在新片
《感動她 77 次》中再續“母女
情”。紅姐表示假若她有兒女的話，

●霍汶希
霍汶希、
、容祖兒等參
與揭牌儀式。
與揭牌儀式
。 李薇 攝

會是個幾開明的媽咪，而且她對社會的
轉變都是好敏銳的，認為不想和

●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透過視頻表達感謝
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透過視頻表達感謝。
。

種敏銳度。

Sa

自言會是開明媽咪
她說：“如果我有兒女的話，也會
跟電影一樣，是個幾開明的媽咪，人生
短短幾十年，如果有緣走在一起，就不
應該浪費時間，我覺得 Eva 與 Adam 就
是有點浪費時間，既然相愛，何不包容
與珍惜對方呢？”《感》片由導演邱禮
濤執導，紅姐表示跟他是相識多年的好
友，大讚對方對社會觸覺好敏銳：“我
十多歲的時候，已跟他一起共事邵氏，
一大班人收工後吃飯、打波、聊天，可
說是一起成長，他的強項是對社會觸覺
好敏銳，多年來不止識拍《人肉叉燒
包》，還願意嘗試其他題材，即如拍愛
情片，一定要接地氣，否則年輕觀眾會
看不下去，可見導演是個與時並進的
人，正如我對社會的轉變都是好敏銳
的，如果一個人不想和社會脫節，就一
定要保持這種敏銳。”

再續 母女情

●鄭丹瑞一人分飾惠英紅的丈夫
及初戀情人。
及初戀情人
。

再次與阿 Sa 飾演兩母女，紅姐覺
得戲中愛女 Eva（阿 Sa 飾演）與有感情
瓜葛的 Adam（周柏豪飾演）都比上集
成熟了，對生活與愛情的想法均較上集
有進步。

﹁與

社
會
﹂
不
脫
節

全靠敏銳觸覺

●惠英紅與阿
惠英紅與阿Sa
Sa在新片
在新片《
《感動她
感動她77
77次
次》中再續
中再續“
“母女情
母女情”。
”。

惠英紅

新片跟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英皇娛樂大灣區總部
22 日官宣正式落戶廣州！這是繼博納、華誼兄弟之
後，又一文娛巨頭的粵港澳大灣區總部落戶在廣
州。活動現場，香港英皇娛樂集團營運總裁霍
汶希發表致辭稱，未來英皇將在影視、音
樂、文化產業、新人培育等方面，與大
灣區內文娛企業展開緊密合作，共
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娛樂產
業蓬勃發展。 英皇集團主席
楊受成，英皇藝人謝霆
鋒、陳偉霆、古巨基、
李克勤、惠英紅、
蔡卓妍、鍾欣潼
等都透過視

媽咪角色，上次遇着個比較粗暴的老
公，不懂珍惜身邊人，她是個挺委屈的
舊社會女性，一切甜酸苦辣都往肚裏
吞，強忍就是為了一家完整；在《感動
她 77 次》，她的丈夫去世了，重遇當
年初戀情人，都五六十歲了，怎麼
辦？”有趣的是，戲中紅姐的丈夫及初
戀情人，均由鄭丹瑞（旦哥）一人分
飾，紅姐表示從沒有問過為什麼，但她
可以理解：“雖然第一集，我的老公角
色並不是太討好，但觀眾好喜歡，非常
接受這個合作班底，所以新一集，我的
角色千揀萬揀，都希望像老公的，於是
初戀情人就由旦哥再演，如果導演能有
一場交代這個心態，那就最好了！”

●陳偉霆透過視頻祝賀
陳偉霆透過視頻祝賀。
。

李薇 攝

英皇娛樂大灣區總部正式落戶廣州

社會脫節，就一定要保持這

戲中飾演媽咪角色的紅姐，在兩集
遭遇各有不同，她笑言：“這個

李薇 攝

●惠英紅覺得今次戲中的阿
惠英紅覺得今次戲中的阿Sa
Sa和周柏豪更成熟了
和周柏豪更成熟了。
。

蔡依林小巨蛋開唱送“斧頭”
中央社電 歌手蔡依林 21 日晚重返台北小巨蛋
舉辦 Ugly Beauty 演唱會，現場配合防疫致贈限定
版口罩還有斧頭手燈，蔡依林登台除了呼籲全場戴
好口罩，也拿出斧頭手燈打趣問：“誰皮在癢？”
蔡依林以歌曲《惡之必要》、《甜秘密》、
《騎士精神》、《Miss Trouble》拉開演唱會序
幕，接着便笑說：“不知道是誰的皮在癢，為什麼
讓我砍了頭又再砍一次，是誰想讓我再砍一次，想
讓我找麻煩嗎？”為了帶給歌迷新感受，蔡依林共

翻新 6 套新戰袍，包含炫銀月光戰袍、糖果芭比、
雙面繆思女神、水晶流蘇風格的巴黎紅磨坊歌姬、
勁舞女伶及粉紅西裝套裝，也加碼演出和全球百大
DJ R3HAB 合作的新歌 Stars Align，並規劃新舞蹈
動作。
蔡依林說：“前陣子很想學地板動作，剛好這
次音樂編曲非常適合加入這樣的舞步，才跟老師討
論新的編舞。不過練完感覺自討苦吃，已經很久沒
有累爆的感覺，全身痠痛感十足。”

●蔡依林
蔡依林21
21日晚穿起新戰袍登台
日晚穿起新戰袍登台。
。

頻，共同祝願英皇娛樂大灣區總部成功落戶廣州，期
盼盡早在大灣區與觀眾見面。
英皇一姐容祖兒22日也現身活動現場，作
為藝人代表參與揭牌儀式。儘管聲帶發炎、
聲音沙啞，她仍堅持發言，感謝各界對英
皇娛樂的支持，希望英皇娛樂大灣區
總部事業發展蒸蒸日上。
此外，英皇娛樂在大灣區
總部的首批新生代藝人陳凱
洲、馬思惠、余衍隆、
黎議駿也在現場帶來
了精彩的節目
《隆重登
場》。

●陳國坤跟楊
盼盼分享演李
小龍的感受。

陳國坤感謝
周星馳提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楊盼盼主持的《盼
你賞面》在最新一集邀得陳國坤擔任嘉賓，而盼盼姐為
對方炮製紅燒肉，陳國坤自言首次品嚐對方廚藝，大讚
廚藝了得，盼盼姐即時吩咐陳國坤稍後包裝好帶回家給
太太黃伊汶及兒子陳真品嚐。
陳國坤席間大談對偶像李小龍的感受，雖然未見過
李小龍真人，但因為一套《精武門》，自此對李小龍着
迷。
入行多年以來，陳國坤演過四次李小龍角色，其中
《李小龍傳奇》令他有最大體會，他表示：“拍攝七個
月，好享受，演了李小龍一生，更加了解李小龍的其他
細節，感覺就好似他陪住我拍般，對他的了解都一日比
一日熟。拍完《李小龍傳奇》有少少憐憫他的感覺，發
覺他原來好無助、高處不勝寒。”
此外，節目中陳國坤又感謝周星馳，能夠參與《少
林足球》、《功夫》令他知名度大增，他說：“簽了八
年，拍了兩部電影，比好多人拍二三十部更有用，首先
是得到他人對自己的認知及認可，而且在拍攝過程中又
吸收到好多東西，兩套戲的角色都令觀眾有記憶。”

萬梓良超豪 黎耀祥驚訝

●黎耀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黎耀祥在主持的清談
節目提及萬梓良也是圈中數一數二的豪客，當年拍攝
《大家族》時他經常會在飯堂預先放下錢，讓所有人到
飯堂食飯時也不用付錢，更額外多放幾百元（港幣）給
食堂的老闆煲靚湯給所有工作人員喝，十分貼心，除了
豪爽別人，萬梓良也十分捨得豪爽自己，當時於馬來西
亞拍外景也選擇入住總統套房，黎耀祥記得到他房間對
劇本時十分驚訝，因為他的房間大得嚇人，比自己的家
還要大得多，令剛入行的他見識不少！
說到心目中的男神，祥仔坦言不同年代也有所分
別，年輕時他的男神是李小龍，因為除了李小龍功夫了
得之外也學識淵博，讀哲學的李小龍散發着一股獨特的
氣質和修養，而且還練成一身完美的蝙蝠肌；另一位是
周潤發，尤其發哥的親切是沒有人可以抗拒，他記得每
逢在清水灣出外景，愛行山的發哥每次一見到外景車都
會主動上前打招呼，而且還親自買上兩大袋飲品給大
家，令祥仔也不禁稱：“神愛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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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纠结要不要移民？
别把它想得太功利，也别把它当跳板
01
还是上小学的我，每天放学回家第
一件事儿，就是打开小霸王游戏机，丝
毫体会不到父母们言谈举止间的惆怅，
只晓得院子里的一个爷爷，总是一边扇
着大蒲扇，一边唉声叹气到：时代变了
，时代变了。
在我们北方的城市，尤其是工业重
镇的辽宁，那段时间大街小巷充斥着悲
凉的气氛。那会儿我无法体会到这些大
人们的心情，现在想想他们那种悲凉，
应该是一种本以为一成不变的日子，突
然失去方向的迷茫感。人到中年，除了
安身立命，更要养家糊口，其中心酸只
有他们自己知道。
当然父母那一辈是令人敬佩的一代
，很多“养尊处优”的叔叔阿姨们，在
国家释放市场活力之后的社会中，拿着
微薄的买断工龄金，靠着自己的勤劳和
努力，也熬到了暮年。只不过在人生本
应该最灿烂的日子里，只有披星戴月的
劳作陪伴他们。然后默默感叹道：为了
子女值了。

02
如果说父母这一代把求安稳放在了
首位，当今社会的年轻人也有过之无不
及。这次从加拿大回来在酒店隔离的时
候，无意间认识了社区的负责人，小王
。他负责我们酒店的人员管理、政策制
定等等。有什么事情需要先联系他，他
同意了后，酒店才满足我们一些特别的
要求。后来因为一个女孩不遵守隔离规
定，他怎么都搞不定，就找到我出面协
调，于是我们就渐渐熟络起来了。
聊天中得知，他和我年纪差不多大
，进入体制也有十年了，一直都在社区
工作。从去年疫情爆发到现在一年多的
时间里，每天都处在抗疫最前线。因为
怕传染给家人，每三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剩下的时间都在酒店和我们隔离人员
同住。
我打趣问到，你们主任呢？他摇着
头笑了笑说，这种危险的工作只能我来
做了。疫情补贴给了六个月以后就再也
没有了，工资和以前一样。
基层公务员的工资，付了女儿的托
管费，补课费以后，也所剩无几，想添
置新衣都难。可就算这样，我问他有没
有想过跳出体制，出来闯一闯呢？答案
也似曾相识：这么大年纪了，什么技能
也不会，出去还不一定有体制内好呢。
2020 年的国考超过 100 万人报名，
连续十年稳步上升。进入体制内、事业
单位、银行工作，仍是大多数年轻人的
首选。但进入这些体制里的人就一定可
以舒适一辈子吗？答案当然是可以，但
别忘了两点：一，这种舒适，是否适合
小王这样需要花大笔钱养家糊口的男人
；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体制内的
关系往往很复杂。
这个时候你一定也会有小王这样的
疑惑：不跳出圈子我起码还可以温饱，
跳出圈子就一定可以飞上枝头嘛？答案
当然是不一定，所以又回到了不确定性
，人最怕的东西。
回到开头的故事。二十年前，我们
的爸爸妈妈也一定有这样的疑惑：我只
要勤勤恳恳的在国企付出一辈子，一定
可以安享晚年了吧？可为什么一夜间就
变天了呢？
贩卖焦虑当然不可取，但很多失败
案例需要引以为鉴。选择跳出圈子的人
，就从没考虑过如果失败，生活的不好
怎么办的问题嘛？他们当然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跳出圈子，要分
往哪里跳，如何跳。如果我们毅然决然
选择辞掉安稳的工作，放弃现有的一切

“我工龄是 15 年，退不退钱都是一样的。”
“那还是退了划算，一次性买断了，拿着钱干点小买卖呗。”
“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还能干点啥？还有孩子要养，这上中学呢，正费钱的时候。”
“哎呀，现在国家政策就是这样子，不退也得退啊。”
家里的大人一边喝着酒，一边一筹莫展地谈论着什么。此时伴随着电视里刘欢的《从头再来
》这首歌，显得格外应景。

美国 500 万华裔人口数据，这些省移民人数最多！
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发布了亚太裔数据，显示美
国亚裔总人口已达 2140 万，其中以华裔美国人最多，
超过 508 万人。
但在收入方面，华裔家庭收入中位数约 7 万 2800
多元，稍低于亚裔家庭收入中位数。特别提示，亚裔
依旧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裔。
这 508 万华人，在美国的居住很有规律，主要是
集中在加州、纽约和大都会城市。
那么中国的哪些省份的人，在美国最多呢？
福建长乐、连江、福清等地区在美国人口：约
110.2 万人
福建移民已经超过广东移民，成为纽约最大的华
裔移民群体。作为美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纽约市
区人口 850 万，华人 100 多万，并以福建人居多，而福
建人中长乐人又占绝对多数。近年纽约最有名的中国
人落脚点，就是俗称 New China Town 的法拉盛。那
里的中心路段大多是中国餐馆和菜市。
长乐靠海，是小城和大海的浪漫组合，以前是个县
级市，现在则由市改区，成为福州市的“长乐区”。海
边长大的人，自然有海一般广阔的视野。在长乐，几
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出国在外。 即便不在海外，也有
人跟他说：“来来来，拿点钱给你，你去出国吧。”
于是这家出个十万，那家出个十万，这人就带着资本
到海外去闯荡打拼了。过一两年混好了回来。
河北石家庄藁城、衡水等地区在美国人口：约
56.3 万人
河北人出国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离北京驻华大
使馆近。河北人去美国打工始于 2000 年前后，之后一
传十十传百，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出
国淘金，以现在的风头大有压倒福建之势。由于河北
人出国后“滞留”不归的居多，现在河北藁城、衡水
地区美国签证审查越来越严格。不过由于藁城人在美
国的中餐馆变成了“标配”，基本上每个中国餐馆的
后厨房，都能发现藁城人的身影。
东北辽宁沈阳、抚顺、铁岭地区在美国人口：约
55.5 万人
东北人能够迅速发展和使馆的签证官分不开，口
子被撕开，势不可挡，东北大军高歌挺进美国，其中
大部分东北人受益于此，然后再拖家带口，把家人申
请过来，有一个段子：在洛杉矶大街上，看到各种说
东北话的一问全是沈阳人！
吉林在美国人口：约 36.2 万人
由于吉林梅河口、延边等地区在美国人口太多，导

，背井离乡从东北到北上广闯荡，你当
然可能会因为失业或者工作上的失败而
落魄街头，家人亲戚避而远之。
而选择到加拿大放手一搏的人，不
就看中的是这个福利社会体制下，让人
拥有“即使失败也可以从头再来”的勇
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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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今天文章的时候，我顺手查了
一下加拿大 EE 系统的注册人数。疫情爆
发以来，很多朋友选择先看看情况再做
决定。可事实告诉我们，申请的人一点
都没有少！甚至超过十六万人在系统中
等待被邀请。
其实，如今选择跳出圈子的华人必
然跟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理由不尽相同
。你可能会说，为了孩子的教育，也可
能因为工作不顺想要彻底换一个环境，
还有可能是看中了加拿大一些福利政策
，更有可能是因为圈子里有人移民了，

致签证一度出现困难，在美国人口之多，可以预见。
广东台山、广州、江门等地区在美国人口：约
35.1 万人
早期去美国的华工，绝大多数来自广东的珠三角
洲地区，其中 60%来自台山（1914 年前称新宁），其
余 40%也来自台山周围地区，如新会、开平、恩平、
南海、番禺、顺德、广州、佛山、东莞、中山、宝安
和香港。
上海在美国人口：约 28 万人
老移民口中的“上青天”，上海排首位。但是，
上海人在美国华人圈的口碑“两极分化”比较严重。
作为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上海人总给人一
种“牛气冲天的”感觉，但行事上却体现不出北京人
口中的“局气”。
也许，在上海人眼中美国真的只是一个大乡村，
比繁华的大上海比差远了吧。
北京在美国人口：约 26.1 万人
曾经北京人在美国可以跻身“三甲”，一部《北
京人在纽约》就掀起了当年的一波移民美国浪潮。
2015 年，一部《北京遇上西雅图》更凸显了北京
人在美国的重要地位。
北京人在美国基本是通过留学方式，进入互联网
、管理、投资等行业的华人占绝大比例。
河南郑州、开封、洛阳、信阳等美国人口：约
17.6 万人
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河南人基本上遍布全
国各地。河南人去美淘金大多是在 2000 年以后，当时
由于美国比较优厚的签证政策，大批河南人通过各种
各样的方式抵达美国。特别是河南郑州、开封、洛阳
、信阳是移民美国的主力军。河南人勤奋、吃苦耐劳
、实在的特性，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使其成
为美国华人群体里不可忽视的力量。河南人工作集中
在餐饮、推拿等服务行业。
江苏连云港及周边地区在美国人口：约 7.7 万人
作为亚欧大陆桥的起点，连云港在江苏的经济地位
并不突出，但在美的连云港（及周边）人口不在少数，
连云港人爱冒险，特别是东海县几乎家家户户出国谋生
。所以连云港人在美国排在第9名就不足为奇了。
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地区在美国人口：约6.9万人
老移民中有“上青天”的说法，其中，“青”指
的就是山东的青岛地区。由于这几个城市处于山
东的沿海地区，开放时间早、开放程度高，很
早就有当地人通过各种方式抵达美国淘金。

你心里也长草了的缘故。
这些理由都无可厚非，但都不是唯
一一个决定性因素。我暂且把要移民的
群体大致分为三类：富有阶层，中产阶
层和辛苦阶层。
富有阶层 已经在国内实现了财富自
由的朋友们，北上广深生活无忧无虑，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年中世界到处旅
游，儿女就读国际学校。在我们一般人
看来他们确实没有移民的需求和理由。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达到财富自由的阶
层，他所考虑的并不是一旦食一瓢饮的
问题，而是财富的传承，子女的发展和
人身安全等。
他们当中就算没有美澳加新的绿卡
，也至少有一本小国护照。站的越高看
的越远，他们是三个群体里，最需要也
是最容易移民的人群。
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是最纠结的
阶层。如果出去，要么生活地比国内好
，实现财富自由，阶级跃升，人生完美

。要么生活地平平无奇，心态好：本来
就是为了享受闲散的生活，子女快乐成
长。心态不好：开始自我怀疑，如果不
出国，国内发展的这么快，可能赚的更
多。要么生活水准下降，心态好：生活
在哪里都一样，在国内也可能生活不如
意，买不起学区房，效益不好可能被辞
退，人到中年陷入低谷。心态不好：夫
妻吵架，举家回流。
如果不出去， 心态好：国家发展快
，可以在北上广深享受现生活带来的便
利。未来无限好，我一定有机会财富自
由。出去了也不定有现在生活好。心态
不好：工作不顺利，孩子学习太辛苦，
不善于人情世故。对未来深担忧，如果
一旦政策有变，可能自己辛苦积攒的财
富大幅度缩水。心态反复无常：孩子学
习辛苦，但出去陪孩子读书又不甘心；
对现在工作不满意，但是也不想学好英
语学习新技术；看不惯亲戚朋友同事的
丑恶嘴脸，但是自己内心也喜欢攀比；

虽然明知现在政策越来越紧，应该赶快
申请，但是总觉得自己还年轻等几年再
说也行。
辛苦阶层
在我们东北，有大批就业难挣钱难
的朋友们。他们不在乎工作辛苦，不在
乎环境恶劣，只要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
。如果你有时间搜一搜新闻就知道，如
今有大批的东北青年选择前往新加坡、
韩国工作。
那么他们一旦有机会和条件能够在
加拿大生活，起码孩子教育和医疗保险
两项可以得到保障。再加上夫妻两个人
工作，那不就让自己的生活水平上升了
一个台阶么。所谓阶级跃升在这部分人
身上确实可以实现。
是不是从这里总能找到你自己的影
子。人心很复杂，又很脆弱，总结一点
就是：想付出的少，想要的更多，又害
怕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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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要不要出去，要什么时候出去
，对于想要财富自由和想要改变生活的
人来说，什么时候都不晚，都是他们的
刚需。但对于一直纠结的你们，我想从
另一个角度提供一个参考。
疫情发生以来，加拿大的骚操作一
直都饱受诟病，感染人数也一直都没有
下降。2020 年在多伦多被隔离一年多的
我的亲身感受是：这些白人并没有把新
冠肺炎当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无
非是一种重感冒而已。
中西文化差异在这次疫情当中也体
现的淋漓尽致。不是西方政府不想管，
而是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由文化传统真的
不能靠行政命令一朝一夕来改变。
所以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自由可以
带来市场经济，人权的保障，性少数群体
的权益，但自由过度在面对需要集体协调
的事情上就散漫的像一盘沙。同样话说回
来，高度一致的体制和一言堂的政策在大
灾大难面前所向披靡，别忘了在疫情过后
也有可能成为斩断个体声音的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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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总归会控制住，也会成为常态
化。大灾大难过去后，加拿大会成为一
个什么样的国家？从此一蹶不振，还是
经济下滑到成为笑柄？
我提供一些数据给大家参考。加拿
大人口不到四千万，国土面积世界第二
，三大支柱产业是能源、服务和工业。
2018 年加拿大人均 GDP 达到 46,125 美元
。而我们虽然 GDP 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
，人均刚过 10,000 美元。
这有历史原因，科技和工业发展原
因，资源和人口数量比值原因，更有背
靠美国腹地原因。从这点来看，人均
DGP1 万到 4 万 6 的目标上，我们还有很
长一段路要走。
如果这段路需要走上二十年，作为
个体的我们，又可以等多少个二十年？
如果在自己的年纪上加上个二十年、三
十年，才开始享受中等发达国家的福利
保障，那个时候的我们是应该强颜欢笑
还是庆幸余生呢？所以用二十年的光景
得到了闲适安稳的生活其实也不亏吧。
首先别把移民想的太功利，也别把
它当作阶级跃升的跳板。它只是在你人
生的岁月中，顺应自己的性格和喜好做
的一个选择。这样去想，不管有没有疫
情它都不晚。
有人走向山，有人走向海，因为经
历不同，所以选择不同。可无论我们将
去向何方，都可以吹着温柔的风，看着
同样的落日，听着可以寄托情感的歌，
在散碎的时光中细数美好，加油吧～朋
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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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長片一家之主
鮑起靜、寇世勳演平凡夫妻
片中鮑起靜一早起床就為老公、兒子、女
兒、媽媽的需求四處張羅，一路到睡前都不得
閒，總是將家人擺在第一位，忙碌得忘了自己
。導演王希捷透露在她家中，媽媽為家人犧牲
自己的空間、時間和金錢，但遇到重大生命課
題時，卻常是獨自消化承擔，讓她感觸很深。
「我們經常忘記，母親也曾是無憂無慮的女兒
，有自己的理想，也有別人為她張開雙手遮風
避雨的時刻。女人，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成
為女人。接著才是妻子、母親、媳婦或各種其
他角色。」
片中以女性視角、藉著一個書櫃、一
張書桌、一個房間…再到一間預售屋，娓
娓道來「空間主權」是這部電影的一個貫
穿元素。王希捷不斷反思，「人到底何以
為家？除了空間，還有在自己內心裡的安
頓。一家之主，不該只是家中的某一位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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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銳導演王希捷
首部劇情長片 「一家之
主」 耗時 5 年打造，演出陣
容頗為精采，包括香港金像獎
影后鮑起靜、老戲骨寇世勳，金
鐘視后柯佳嬿，以及李淳、孫國
豪等人，鮑起靜、寇世勳演出一
對 平 凡 夫 妻 ，柯佳嬿飾演的小女
兒因為感情和工作岌岌可危、逃
回家中避難，細膩呈現母親
在家庭裡的多重角色功
能與自我覺醒。

樑柱，也是一個人能清醒地作為自己的主
人、擁有自己生活的主導權，不受外界支
配時。」
「一家之主」卡司一字排開相當吸睛，特
別是寇世勳、鮑起靜視帝影后合作演出夫妻檔
拚演技，更細膩幽默呈現出每個家庭間常見夫
妻縮影，對此王希捷表示當初尋覓卡司時，就
對寇世勳、鮑起靜一見鍾情，不做他人想。也
盛讚二位前輩在拍攝現場，全力護航新導演，
無論是要長時間反覆拍攝、依拍攝情況現場改
詞、都一馬當先帶動氣氛力挺，並提供各種角
色觀察和導演反覆討論來豐滿角色，貫徹情緒
。毫無架子的敬業態度，讓拍片現場相當愉快
。現場陸弈靜更是時出金句，被導演譽為即興
大師。柯佳嬿也把導演筆下充滿理想但外強中
乾的建築師，詮釋得絲絲入扣。電影將於 6 月
11 日上映。

藍正龍 「中元大餐」 主演兼監製

被一句話打動噴父愛
由藍正龍、夏靖庭、童星阮柏皓主演，奇幻家庭兒童劇 「中元大餐」 19
日舉行開鏡儀式，藍正龍同時擔任該劇監製、主演，他一度猶豫是否加入製作
團隊，但被瀚草影視創辦人曾瀚賢的一句話打動， 「身為一個父親，希望可以
拍一部自己小孩可以看的作品。」 這也是 2 人自 「阿嬤的夢中情人」 結緣後再
度聯手，共同擔任該劇監製。

劇中夏靖庭、藍正龍、阮柏皓飾演祖孫三
代人，「中元大餐」故事講述夏靖庭飾演的總
鋪師爺爺與孫子阮柏皓，都是具有陰陽眼的通
靈料理人，如何透過台灣在地化的美食料理，
找回孤魂野鬼與爺孫的過去記憶，藍正龍則飾
演與兒子關係疏離的上班族父親，對於如何與
童星互動，他表示，因為阮柏皓不怕生，會選
擇以自然的方式相處，劇組也分享「父子」第
一次見面，阮柏皓就相當入戲，一開口就以童

趣方式呼喊藍正龍為「爸爸」，戲尚未開拍就
相當有默契，對於劇本、角色，藍正龍相當有
自己的心得與爸爸經。
開拍前，劇組替爺孫二人準備專業料理課
程，夏靖庭表示：「第一次學習料理課，發現
自己滿有天份，希望透過這部戲進一步認識料
理，回家可以用料理抓住老婆孩子的胃口。」
平常就有料理習慣，但都是簡單的家常菜，對
於挑戰總鋪師的角色非常期待。現在國小六年
級的阮柏皓，則是在開拍前夕苦練刀工，希望
能完美詮釋劇中料理小神童的氣勢，製作團隊
笑稱簡直是特級廚師小當家。
該劇由財團法人富邦文教基金會、台灣大
哥大 my Video、中環國際娛樂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樂到家國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得藝文
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百聿數碼創意股份有限
公司、紅衣小女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為
富邦文教基金會之 2019 台灣兒童節目影視劇
本孵育計畫得獎作品，全劇將於今年 2021 年 6
月殺青。

親密互動張睿家沒拘束
石知田師生虐戀連自己都害羞
石知田近來在 WBL「We Best Love」系
列《第二名的逆襲》中，和張睿家演出禁忌
虐戀，被粉絲稱為「守真 CP」；首度演出 BL
劇，石知田就靠著「小狗臉」的演技竄紅。
回想和張睿家的互動，他透露最難忘的，就
是被張睿家壯碩的身體扛起來，連自己都感
到害羞。
出道 7 年，石知田曾演過《妖怪人間》
《五月一號》等作品，但 BL 劇是他首度嘗試
的類型；劇中他飾演罹患亞斯伯格症的學生，
和演出老師的張睿家有一段激情虐戀。石知田
透露，為了演出角色楚楚可憐的樣子，特地看
了泰國 BL 劇做功課，還找動物影片來看，模
仿動物可愛的神情，「但我也希望有真實感，
所以一直在拿捏可愛、寫實間的界線。」

回想起劇中的浪漫鏡頭，石知田說，最
難忘的是被張睿家扛起來那一幕，「我好像
是他豢養的寵物，因為這是我從沒經歷過的
。我在感情中不是那種會被扛起來、楚楚可
憐巴著別人的類型。」戲外，石知田則認為
，跟男生拍感情戲更沒拘束，不像和女演員
對戲得注意身體界線，反而更放得開。
除了身體界線，跟女演員演戲，還有一不
小心就太入戲的問題。石知田承認，曾和程予
希在拍攝電影《五月一號》時，分不清界線，
「我們在戲裡的愛情是很壓抑的，最多就到擁
抱，但那是我第一次演戲，分不清演跟不演的
不同。」也因此，石知田笑說，還好劇情不是
情欲路線，不然可能會把持不住，「所以我滿
喜歡獨處的，讓自己趕快回到中性的狀態。」

「我的阿婆是一顆蛋」
短片入選加拿大紀錄片影展
由台灣動畫導演兼插畫家張
吾青製作的動畫紀錄短片《我的
阿婆是一顆蛋》，入選第 28 屆
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為今年
唯一入選的台灣作品。
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
（2021 Hot Docs Festival） 表 示
，今年共選映來自 66 個國家、
222 部紀錄片，其中超過一半為
女性創作者執導的作品。為因應
疫情，此次影展訂 4 月 29 日至 5
月 9 日 在 VOD 影 音 平 台 Hot
Docs atHome 舉辦，全加拿大觀
眾皆可觀看。
影展官網介紹《我的阿婆是
一 顆 蛋 》 （MyGrandmother Is
an Egg）指出：「導演張吾青運
用多種動畫技巧，包括利用蛋黃
作畫，向她祖母致敬。祖母童年
時期被賣給另一家庭，以童養媳
身分被撫養長大。這位辛勤工作
的婦女被迫執行家務勞動，且無
法接受教育，最後透過經濟獨立
找到自由。」
《我的阿婆是一顆蛋》入
列影展「韌性者短片單元一：
勞 動 力 」 （Persister Shorts Program 1:Workforce） ， 這 個 單 元
聚焦不同職業女性，包括家庭
主婦、農夫、藝術家、美髮師
乃至脫衣舞孃，揭露女性工作
常被輕忽、工資微薄或被視為

理所當然，但她們的勞力對社
會來說，不可或缺。
張吾青的動畫影像作品向
來以個人經驗與女性議題為出
發點，透過口述、動畫及影像
訴說生命的故事，過往作品獲
得不少國際影展青睞，如動畫
《鳥》獲得美國棕櫚泉國際動
畫節手繪動畫獎、實驗影像
《無常之海》獲得印度國際影
展最佳多媒體獎、動畫《母親
》 獲 得 K.T. 科 藝 獎 動 畫 組 優 選
獎及 4C 數位科技創作競賽動畫
組最佳視覺效果獎。
《我的阿婆是一顆蛋》是張
吾青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的畢業作品；
她表示，「（此次）在視覺設計
上結合多種媒材，如利用雞蛋做
逐格動畫與老照片再演繹。製作
雞蛋逐格動畫過程中，不小心打
破了一顆蛋，索性將錯就錯，用
蛋液做動畫，實驗的過程很滿足
且有趣。」
對於此次入選加拿大國際紀
錄片影展，張吾青除了感謝影展
的肯定外，也想將這部短片獻給
台灣所有刻苦耐勞的女性。
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是北
美最大型紀錄片影展、會議及電
影市場，每年播映約 200 部來自
加拿大和世界各地優秀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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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最咸城市，真的太朋克了
最近老艺术家被刷屏的 2021 自贡国际恐龙灯会给镇住了，要说它是
中国最惊艳的灯会也不为过，流光溢彩的极致画面让人叹为观止。很多
人都没想到四川还有这么一个宝藏城市，怪不得都听闻过这么一句话
——“自贡归来不看灯”。
这回自贡灯会可给韩国上了一课，前段时间“韩国燃灯会”申遗成
功激怒了国人，要论辈分还真轮不上韩国，自贡灯会都有 800 年的历史了
，堪称“天下第一灯”。
只是自贡向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隐藏的技能实在太多——
“南国灯城” “千年盐都”“美食之府” “恐龙之乡”，这些元素构
成的画风，实在太朋克了。

自贡，真的很朋克

、恐龙主题节日、恐龙酒店、恐龙驿站
、恐龙骨架元素的人行天桥……对了，
这里还有个冷知识：远销70多个国家和
地区，占到全球市场 85%的仿真恐龙，
made in 自贡。
其实自贡最朋克的，是吃到当地人
嘴里的美食。众所周知，自贡是千年盐
都，当地人吃的是“盐帮菜”。但千万
别被“盐系清新”这种表象给迷惑了。
自贡是我见过吃得最火爆，最重口的城
市，程度堪比旁边的重庆。
虽然身处巴蜀之地，自贡盐帮菜的
极端程度，绝对不仅仅是咸香，重口和
火爆程度也丝毫不亚于川菜的麻辣味。
自贡盐帮菜最善用椒姜，最有代表
性的烹调方法就叫“火爆”——煎、煸
、烧、炒，看自贡厨师做菜，都有一种
急不可待的痛快感觉，火力一定要足够
猛，调料也要下得够凶狠，海椒、小米
辣、二荆条、花椒一并齐下，由此还成
就了火爆腰花、火爆肚条、火爆黄喉等
盐帮名菜。
除此之外，自贡朋克的气质还少不
了一丁点矫情——这里的妹子都爱吃兔
兔。都说没有一只兔能活着跳出四川，
要是来了自贡，那可能是从头到脚都不
剩了。据统计，在自贡一年被吃掉的兔
子数量可以按亿只起算。
要是问起自贡本地人，他们觉得最
有家乡味、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民间主角
，一定是冷吃兔。小块的兔肉、糊辣椒
和飘着香味的辣油混合在一起，辣香逐
渐释放出来，那种绝妙的滋味，自贡人
会感叹那就是一种暴力美学。

讲真，自贡的彩灯一直在突破人类
想象力的天花板。那种视觉冲击，就算
不到现场，看看网友们发来的图都能感
受到。
最夺目的要数“奇幻侏罗纪”灯组
里的这颗高达22米，“会眨眼睛”的生
命树，栩栩如生的魔幻感像极了 CG 动
画，却是一只真实存在的巨型灯笼，瞬
间把人拉入另一种次元。
占地 550 亩的展地上，上百组巨型
彩灯，沿河贯穿成一条“远古-过去-现
在-未来”的时间轴。时而让人穿越到奇
幻史前侏罗纪时代，时而让人在仿唐古
街梦回盛唐，时而到了星际穿越的乌托
邦未来之地……层出不穷的创意脑洞实
在让老艺术家叹服：这不就是灯会版的
赛博朋克吗。
了解自贡的人，可能老早在这场灯
会上发现熟悉的本土元素——恐龙。
没错，自贡最奇特的标签就是“恐
龙之乡”。俗话说：四川恐龙多，自贡
是个窝。这句话真的不假，要知道自贡
市民外出散个步都能发现“恐龙化石”
。
当然这位市民家住大山铺，那是产
出众多恐龙化石的地方。老一辈地质学
家曾经在那发现了 160 余处保存完整的
恐龙化石遗址群，且包揽几乎各类恐龙
：蜥脚类、肉食龙类、鸟脚类和剑龙类
等。
附近还有一座自贡恐龙博物馆，这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掘和保存侏罗纪恐
龙化石最多的地方，还是世界三大恐龙
自贡，才是四川的没落贵族
博物馆之一，简直是一座“凝固的侏罗
纪公园”，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
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四川会生出
为“世界上最好的恐龙博物馆”。
如此奇特的自贡？
要说恐龙产业链养活了自贡，也不
按理说，四川的城市论人均GDP巨
夸张。除此之外，你还能在自贡发现一 头有攀枝花、成都、德阳，自贡的存在
切与恐龙有关的东西，比如恐龙游乐园 感似乎不高。这座小城恰好坐落于成都

与重庆之间，既没有自己的机场，也不
在成渝高铁的沿线，就连每天通往隔壁
城市的绿皮火车也只有一班。
今年 6 月底川南城际高铁要通车，
这才让自贡人感慨，终于将正式迈入
“高铁时代”了。
但要按辈分来说，自贡在老四川人
心中的份量可是老三哥（前有成都和重庆
）级别的。自贡在四川曾叱咤风云过，曾
因为遍地井盐而富商云集，是中国最富庶
的城市之一，当然这都是过去式了。
从地理位置上看，自贡地处四川西
南部的盆地。这里得天独厚的盐资源，
是在四川盆地形成的过程中，由海水和
湖水中浓缩的盐卤结晶日久沉积而成的
，孕育了内陆特有的井盐文化。
某种意义上说，“盐”扼住的是自
贡这座城市的命脉，构成了自贡文化的
肌理。自贡盐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东汉时期，唐宋闻名全川，但自贡建市
制的时间是中华民国。
与其他城市的格局不同，自贡因盐
设市，这是一座没有城墙的、没有严整
规划、空间结构松散的城市，哪里开凿
出新的产卤盐井，城市就发展到哪里，
“自贡”两字来源于两口古盐井“自流
井”和“贡井”。
如今我们漫步于自贡的大街小巷，
会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街道的地名，充
满了浓浓的“盐”味，比如以“井”命
名的——燊海井、缪沟井、骑坳井、小
桥井等，还能从中瞥到与盐业相关的行
业——如盐水沟、杀牛街、盐店街、进
盐坝、盐马路、盐卡子等。据不完全统
计，自贡与盐相关的地名多达300处。
高度繁荣的盐业经济就是这座城市
兴起的唯一，也是本质原因。繁荣的盐
文化不仅孕育了自贡的饮食文化，更滋
养了自贡丰富的民俗文化。
盐影响了自贡人的崇拜信仰。在自
贡还有至少 8，9 座供奉井神、盐神的井
神庙、盐神庙，也有烧盐工人供奉炎帝
的“炎帝宫”，供奉牛王、财神、火神
的“牛王庙”……
多得盐商们捆扎工艺，催生了自贡
彩灯制作的捆扎技艺，也因此有了早在
唐宋年间兴起的自贡灯会。在古代，自
贡人需要通过把木头或竹子加工并捆扎
成管道，从而进行卤水的运输，在不断
试验和捆扎中，当地盐工才学会了纯熟
的盐管捆扎扎架工艺，才有后期民间艺
人所传承的瓷器捆扎技艺。
自贡的川剧也跟盐业关系密切，在
自贡盐场的会馆和庙宇，大多会有面对
正殿的戏台，俗称“万年台”，以供神
会或平时的戏剧演出。川剧正是通过会
馆庙宇的常年性、群众性酬神赛事活动

孕育发展起来的。
清代咸丰至宣统年间，因为自贡盐
业的兴荣，带动了川剧的蓬勃兴盛，当
时的自贡川剧可谓盛极一时，许多盐商
会自办戏班，自流井被许多人称之为
“戏窝窝”“品仙台”，川剧界还流传
着这么一句俗话：“不到自流井唱戏，
算不了戏中仙。”
当时的自贡靠“盐窝窝”变成人们
口中的“银窝窝”，还是世界上最早开
发和利用天然气的地方，具有良好的工
业基础。但自贡隐蔽的地理位置是硬伤
，尤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成都的
迅速发展、川东北的脱贫、地级市绵阳
、德阳的兴起，愈发映衬自贡这座老牌
工业城市的尴尬。
美国历史学家曾小萍在《自贡商人
》一书中说过自贡没落的原因——“四
川的交通设施以及与中国北部、东部工
业和沿海出口市场的联系，在两次世界
大战之间都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正因
如此，这座矗立在食盐之上的城市仍旧
矗立在食盐之上，无力对抗单一经营的
风险。”
如今看来，自贡要想在四川真正靠
实力打出一片天，只靠单一的盐业经济
，还远远不够。

自贡人，吃得咸看得淡
外地人认识自贡，可能多半不是因
为盐都，而是因为这里的人出了名的
drama——郭敬明、周小平、Ayawawa、
饶雪漫……古董级网红这里应有尽有。
取材于自贡的文学作品别有一番天
地：往早了说有李宗吾的《厚黑学》、厚
重点的像家族长篇小说李锐的《旧址》、
青春类小说代表有饶雪漫的《左耳》和郭
敬明的《夏至未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再联想专门出恐龙化石的地方，会
发现自贡这地方，还真有点野。
自贡话也常被誉为四川最特殊的方
言，要是碰到自贡人，别轻易模糊掉平
翘和卷舌音调侃：“哦，你是 zhi 贡人
嗦。”
这并不代表能得到自贡人的共鸣，
因为自贡内部口音都有差别，最西端的
荣县和最东端的富顺县口音就差别很大
，四区的说法也基本标准，准确来说可
能单单东部的富顺人才会认同你。
总有一些非常有辨识度的说法，当
你听到自贡人嘴里说一句“这道冷吃兔
儿太‘死火’了，巴适得很”，其中的
“死火”无非就是实在太巴适的赞叹。
真要形容冒火的感觉，还得用带着叠词
的“火撒撒”，比如“我现在火撒撒的
哦，不要惹我”，他们连发火的口音听
着都带萌气。

四川地区生出如此奇特的自贡方言
，很大部分原因是源自明清时期的安徽
，后来又跟西南官话相结合，融合了南
腔北调。
自贡确实有浓厚的移民文化，毕竟
这就是一座从来没有过城墙的城市。明
朝和清政府在战乱时期组织了大规模的
“湖广填四川”移民潮，刚好促进了当
时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自贡井盐业。
几百年间，自贡绵绵不断地接纳着
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移民，也吸引了大
量从事盐业运销的陕商和开办金融业务
的晋商为主的外省商人大量涌入，自贡
历史上显赫的“王、李、胡、颜”四大
盐业家族，没有一个是自贡本地人。
在短短二三百年间，自贡这片土地
上各地商人同乡会馆林立——陕西人修
建的“西秦会馆” 、湖南湖北人修建
的“禹王宫”、贵州人修建的“霁云宫
”、福建人修建的“天后宫”、广东人
修建的“南华宫”……不同地域文化于
此地汇集交融，因此这里生出了一种开
阔胸襟、广纳百川的气质。
这就不难理解后来自贡人的出走，
道理是贯通的。大多数走出自贡闯天下
的人，他们不拘泥于一方天地，而是在
广阔的天地里凿着属于自己的那口井。
他们身上多少带着些“吃得咸看得
淡”的洒脱，还有“办法总比困难多”
的犟劲，挥一挥手就能玩出“老娘吃过
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的梗。
自贡人比谁更懂咸和苦。《舌尖上
的中国 2》火了自贡的燊海井，那是世
界上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被称为
“天车”，一种由成百上千根杉木捆扎
而成的生产工具。
鼎盛时期自贡可谓“天车”林立
，气雾冉冉，1.2 平方公里的范围就多
达 198 处口井，几乎每一口名井，都流
传着一个苦尽甘来的汗水故事，高高
的天车早已从生产设备演变成一种精
神图腾。
如今自流井老街只剩下三四架天车
，对岸的高楼大厦显得老街密密麻麻的
小瓦屋更为落魄，老街末端还有大片工
城建工地，盐运码头还残余一道锈迹斑
斑的铁轨和钢架子。
燊海井成为景点，想看到传统采卤
盐工艺的话，还得付费观看表演了。
倒是在氤氲灶房里，依稀能见到赤
膊盐工忙碌在八口白晶晶圆锅之间的样
子，那景象让人有些动容，毕竟凝聚着
那个时代的回忆，只会越来越模糊了。
幸好从自贡出走的人，还能在每年
霓虹靓丽的“天下第一灯会”、鲜辣火
爆的盐帮菜，或是恐龙化石的故事里，
找到只属于自贡，那道最朋克的光。

休城畫頁
星期六

2021年4月24日

Saturday, April 24, 2021

C12

台灣佛光山佛光大道泰國櫻花盛開((上)
台灣佛光山佛光大道泰國櫻花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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