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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den’s tug-of-war beyond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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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April 30 (Xinhua) -- 
U.S. President Joe Biden on Thursday 
marked his 100th day in office with a 
trip to the southern U.S. state of Geor-
gia, during which he talked up his 
administration’s accomplishments in 
three months and launched a publicity 
blitz for his legislative agenda focus-
ing on infrastructure, child care and 
paid family leave programs.

“It’s only been 100 days,” Biden said 
at a drive-in rally near Atlanta. “We’ve 
got a lot more to do.” He highlighted 
the American Jobs Plan and the Amer-
ican Families Plan he had rolled out 
in his first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e day earlier.

Beyond the 100th-day mark, however, 
the ongoing tug-of-war between the 
White House and Republicans is ex-
pected to continue and even intensify.

The American Jobs Plan, aimed at in-
vesting in and building climate-friend-
ly infrastructure such as roadways and 
broadband, would be guided by one 
principle: “Buy American,” Biden said 
in his address to Congress.

The American Families Plan will add 
two years of universal high-quality 
pre-school for every 3- and 4- year-old 
in America, provide up to 12 weeks of 
paid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ensure 
that low- to middle-income families 
will pay no more than 7 percent of 
their income for care for children up 
to the age of 5, and expand the child 
tax credit for every child in a family.

To finance the plans, Biden proposed 
major tax hikes on corporations, in-
vestment income and wealthy house-
holds. The president said the proposals 
will help the battered U.S. economy 
recover from the COVID-19 pandem-
ic and get Americans back to work, 
but Republican lawmakers argued that 
the U.S. economy would be weakened 
by the White House push.

“The actions of the president and his 
party are pulling us further and further 
apart,” said Senator Tim Scott, who 
delivered the Republican rebuttal to 
Biden’s address.

“Usually people with big dreams are 
successful,” Tom Waters, a soybean 
and corn farmer in Orrick, in the Mid-
west state of Missouri, told Xinhua in 

a recent interview, “but, I guess on 
the flip side of that, I have concerns 
of who’s going to pay for all those 
big dreams.”

Waters said he believes infrastruc-
ture is always good for the country 
since it allows businesses to develop 
and grow, but worries Democrats 
would put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not necessarily infrastructure” into 
the bill.

Facing uphill battles to garner 
enough Republican support in the 
Senate for the proposals, the pres-
ident implored lawmakers from 
the two parties to work together to 
prove “that our government still 
works -- and can deliver”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his first 100 days in the White 
House, Biden seems to have man-
aged to keep Democrats together 
under their big tent, but he faced 
arguably fiercer partisan polarization 
than many of his predecessors.

“There is an understanding that if 
we’re going to address the crises 
facing this country, we’re all in it to-
gether,” progressive Senator Bernie 
Sanders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New York Times.

However, the moment of unity with 
the Democratic Party could be fragile, 
the Times report added, noting that 
sharp differences remain between 
Biden and his left flank over issues 
including health care, college costs, 
expanding the Supreme Court and 
tackling income equality.

Meanwhile, no Republican lawmakers 
voted in March for Biden’s signature 
1.9-trillion-dollar coronavirus relief 
package, known as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and most Republican 
lawmakers have expressed reserva-
tions about other aspects of Biden’s 
policy agenda.

As a result, the two plans face a deep-
ly uncertain fate in Congress, where 
Democrats hold only a slim majority 
in both the House and Senate. Biden 
has made it clear that he will not wait 
indefinitely before moving ahead via 
reconciliation again.

In his address on Wednesday, Biden 
also urged Congress to pass legis-
lations on immigration reform, gun 
safety, the 15-U.S.-dollar minimum 
wage, equal pay for women, as well as 
expanded protections for members of 
the LGBTQ community.

He also called on lawmakers from both 
parties to “find consensus” and pass polic-
ing reform by the anniversary of African 
American George Floyd’s death in late 
May. Each of these legislative efforts re-
quire the support of at least some Republi-
can senators.

The George Floyd Justice in Policing Act, 
which passed the Democrat-led House, has 
stalled in the evenly split Senate amid Re-
publican opposition. The two parties differ 
on how f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ould 
go to root out violence against African 
Americans and abuse of power in policing.

The moment of harmony in the past 100 
days could be fragile.

“The (U.S.) media seem always like to 
give the president’s first 100 days a kind of 
a grace period,” Waters told Xinhua. “And 
following that first 100 days, that’s when 
the bullets start flying,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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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 tries to lift a woman that fainted after seeing the body of a relative who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at a crematorium in New Delhi, April 30. REU-
TERS/Adnan Abidi

Aanchal Sharma cries over the body of her husband, who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inside an 
ambulance at a crematorium ground in New Delhi, April 30. REUTERS/Adnan Abidi

A mass cremation of victims who died due to the coronavirus at a crematorium ground in New 
Delhi, April 22. REUTERS/Danish Siddiqui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receive treatment 
inside the emergency ward at 
Holy Family hospital in New 
Delhi, April 29. REUTERS/
Danish Siddiqui

Relatives of a person who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collect ashes at the spot 
where he was cremated, in 
New Delhi, April 30. REU-
TERS/Adnan Abidi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the coro-
navirus receive treatment inside 
the emergency ward at Holy 
Family hospital in New Delhi, 
April 29. REUTERS/Danish 
Siddi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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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President Biden made his first
speech to Congress last night
and discussed his economic
and infrastructure plans for
the nation. He also touched
on many important issues
including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ealthcare, gun
control, taxation, race and
policing,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He formally announced the

American Families Plan which
would provide an additional
$1.8 trillion federal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child care and
paid family leave.

He also talked about the $2
trillion dollar American Jobs
Plan for improving the nation
’s infrastructure and shifting
to greener energy in the next
eight years.

Biden’s total $6 trillion dollar

spending bill will change our
nation’s future.

A lot of people might not like
such a huge spending
budget, but it is necessary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to come.

Today we want to urge the
President to open more doors
to the immigrants who want to
come to this country. We
need to let them bring their
talented people and money.
After all, this great nation was
built by immigrants.

0404//3030//20212021

Six Trillion DollarsSix Trillion Dollars
Invested In Our FutureInvested In Ou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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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Day News) -- It’s already being tak-
en by millions to help ward off heart issues, 
and now preliminary research hints that dai-
ly low-dose aspirin might also cut your odds 
of contracting COVID-19.
As an Israeli research team noted, aspi-
rin is an anti-inflammatory and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t may help the 
immune system combat some viral infec-
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aspirin 
was widely used during the 1918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several decades before 
its activity against RNA viruses was con-
firmed.
All of this prompted the team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aking daily low-dose aspirin might 
reduce COVID-19 susceptibility, as well as 
the length of illness if infection does occur.
The dose used in Israel was 75 milligrams 
(mg); low-dose aspir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ypically a bit higher, at 81 mg. The re-
search was led by Eli Magen, from the 
Barzilai Medical Center in Ashkelon, Isra-
el. His team tracked data on nearly 10,500 
people who were tested for COVID-19 
during the first wave of the pandemic in Is-
rael, from February to the end of June of last 

year. Because the study was a look back 
at prior data, it wasn’t designed to show 
cause-and-effect, only associations. But 
Magen’s group found that people who’d 
already been taking low-dose aspirin to 
reduce their risk of heart disease had a 
29% lower risk of contracting COVID-19 
compared to those who didn’t take as-
pirin, and that rates of aspirin use were 
much lower among COVID-19 patients 
than among those who didn’t get infect-
ed.

Clinical Research Team
Among people who did get COVID-19, 
the time it took for SARS-CoV-2 PCR 
test results to go from positive to neg-
ative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among 

those who used aspirin, and the duration 
of their disease was two-three days short-
er, depending upon preexisting health 
conditions.
“This observation of the possible ben-
eficial effect of low doses of aspirin on 
COVID-19 infection is preliminary but 
seems very promising,” Magen said in 
a news release from Bar-Ilan University.
“The present study sought to better un-
derstand the potential favorable effects 
of aspirin in aiding the human immune 
system battle COVID-19,” said study 
principal investigator Eugene Merzon, of 
Leumit Health Services at Bar-Ilan Uni-
versity. “We intend to investigate a larg-
er cohort of patients and in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Two expe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greed 
that the findings are interesting, but more 
study is needed.
“This certainly raises some intriguing 
questions,” said Dr. Michael Goyfman, 
who directs clinical cardiology at Long 
Island Jewish Forest Hills in New York 
City. But for now, he said, the data is too 
early to be more than “hypothesis-gener-
ating.”

Low Dose Aspirin
He pointed out that “confounding” fac-
tors could be at play. “For example, did 
less people get COVID-19 because of 
their use of aspirin? Or perhaps those 
people who take aspirin also take other 
medications as well, are better adherents 
to physician recommendations, and per-
haps are more likely to practice social 
distancing?,” Goyfman said.
And far from low-dose aspirin being a 
harmless drug, Goyfman stressed that it 
does come with risks -- so folks worried 
about coronavirus may want to think 
twice before starting daily aspirin.
“Its various risks include peptic ulcer 
disease, gastrointestinal, intracranial, 

and other bleeding,” he said.
Dr. Len Horovitz is a pulmonologist at Le-
nox Hill Hospital, also in New York City. 
He said that “aspirin certainly has anti-in-
flammatory benefits, and if studies in larger 
groups are conducted, it is conceivable that 
aspirin may have a role in COVID preven-
tion and treatment in certain patients.”

Enteric-coated aspirin
But Horovitz said new data in recent years 
has taken a bit of the shine off aspirin’s 
heart-healthy halo.
“While aspirin therapy was in wide use 
in years past, the addition of aspirin to 
statin therapy did not significantly re-
duce the incident of first heart attack 
-- and also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mortal-
ity from bruising and bleeding,” he noted.                                                                                                                
The study was published recently in The 
FEBS Journal. (Courtesy HealthDay) 
For More information: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xplains 
how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from 
COVID-19.
Related
Studies Show That Low-Dose Aspirin Can 
Help Regulate Immune Responses To Viral 
Infections, Reduce Risk Of COVID-19 In-
fection, And Help Patients Recover Faster

RAMAT-GAN, Israel— Aspirin, the com-
mon pain reliever and fever reducer, has a 
long history of being a safe, low-cost way 
to treat various cardiovascular conditions. 
More recently, research suggests aspirin can 
even help regulate immune responses to vi-
ral infections. With aspirin’s virus-fighting 
abilities in mind, a team of Israeli research-
ers set out to see if aspirin can help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Sure enough, 
their work suggests taking aspirin can re-
duce one’s risk of contracting the virus.
More specifically, study authors from Bar-
Ilan University hypothesized that a daily 
regimen of low-dose aspirin (75mg) may 
offer a “beneficial effect on COVID-19 
susceptibility and disease duration.”
To test their theory, researchers ana-
lyzed data on 10,477 people tested for 
COVID-19 in Israel between February 
and June 2020. That work led them to this 
conclusion: in comparison to non-aspirin 
users, generally healthy patients using as-
pirin to avoid the development of cardio-
vascular disease experienced a 29-percent 
lower risk of COVID-19 infection.
Taking aspirin helps COVID patients 
too
Moreover, patients testing positive for 
COVID-19 who took aspirin recovered 
faster and tested negative for SARS-
CoV-2 quicker than COVID-19 patients 
not using aspirin. On average, aspirin us-
ers recovered two to three days faster than 
other coronavirus patients.

“This observation of the possible ben-
eficial effect of low doses of aspirin on 
COVID-19 infection is preliminary but 
seems very promising,” says study leader 
Prof. Eli Magen from the Barzilai Medical 
Center in a media release.
Study authors stress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aspirin and COVID-19 requires 
more research, particularly using a larger 
and more diverse population sample.
“The present study sought to better un-
derstand the potential favorable effects 
of aspirin in aiding the human immune 
system battle COVID-19. We intend to 
investigate a larger cohort of patients and 
in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concludes 
Dr. Milana Frenkel-Morgenstern from the 
Azrieli Faculty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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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Guest Writers Robert Preidt and Ernie Mundell, HealthDay Reporters

Low-Dose Aspirin May Help
Shield You From COVID-19

C4Sunday, January 17, 2021

COMMUNITY

A recent paper examining existing evi-
dence argues that SARS-CoV-2 infection 
might increase the risk of long-term neu-
rological problems, including cognitive 
decline and dementia. Nearly 1 year after 
the novel coronavirus, SARS-CoV-2, was 
identified, global cases have surpassed 88 
million. Although a number of vaccines 
have been approved, the rollout will take 
time. In the meantime, researchers contin-
ue studying COVID-19 in an attempt to 
slow the spread and reduce severe symp-
toms.                                                                                                                                  
A recent perspective article, which appears 
in Alzheimer’s & Dementia: The Journal 
of the Alzheimer’s Association, reviews re-
search into past viral illnesses, including 
the flu pandemic from a century earlier. 
The authors believe the research indicates 
COVID-19 could cause a lasting effect on 
the brain.

Other scientists are trying to piece to-
gether a picture of what life may look 
like in the long run for someone who has 

had COVID-19.
Neurotropic viruses
Scientists consider the SARS-CoV-2 
virus a “neurotropic” virus, because 
it can enter nerve cells. Neurotrop-
ic viruses include the mumps, rabies, 
and Epstein-Barr viruses. While some 
neurotropic viruses cause milder symp-
toms, others can cause swelling in the 
brain, paralysis, and death.
Some flu-like viruses are neurotrop-
ic and similar in structure to the nov-
el coronavirus. As such, researchers 
looked at these viruses to try to gain in-
sight into what type of long-term effects 
to expect in people who have recovered 
from COVID-19. Dr. de Erausquin, who 
is a neurology professor at the Univer-
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San Antonio, explains: “Those respira-
tory viruses included H1N1 and SARS-
CoV. The SARS-CoV-2 virus, which 
causes COVID-19, is also known to 
impact the brain and nervous system.”

“Since the flu pandemic of 1917 and 

1918, many of the flu-like disease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brain disor-
ders,” says lead author Dr. Gabriel A. 
de Erausquin.
According to the scientists, an elevated 
risk of Alzheimer’s disease, Parkinson’s 
disease,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could potentially be connected to these 
flu-like illnesses.
Importance of neurological symptoms
Some people with COVID-19 do not 
experience any symptoms, while others 
have symptoms ranging from mild to se-
vere.
Some of the hallmark symptoms include: 
dry cough, fever, and difficulty breath-
ing. Additionally, an estimated 15–25% 
of people with the viral illness may have 
neurological symptoms, including: loss 
of sense of taste and smell, altered men-
tal state and headache. To enter cells, 
SARS-CoV-2 binds to ACE2 receptors 
on cell membranes. The olfactory bulb, 
which is the part of the brain receiving 
sensations of smell, harbors a high con-
centration of these receptors. The olfac-
tory bulb also has strong connections to 
the hippocampus — the area responsible 
for memory.

While losing the sense of smell may 
not seem serious at first, it is still im-
portant, since it is tied directly to 
brain function.
According to Dr. de Erausquin, “The 
trail of the virus, when it invades the 
brain, leads almost straight to the hippo-
campus.” “That is believed to be one of 
the sources of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 
observed in COVID-19 patients. We sus-
pect it may also be part of the reason why 
there will be an accelerated cognitive de-
cline over time in susceptible individu-
als,” he adds.
Among severe neurological issues 
during SARS-CoV-2 infection, patients 
may develop fluid on the brain, inflam-

mation in the brain, and seizures.
Lasting impact of COVID-19
COVID-19 can cause severe damage to 
the lungs, and that damage can be irre-
versible.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au-
thors’ research, it appears that the possi-
ble fallout from COVID-19 may extend 
far beyond lung damage.
The authors write that “respirato-
ry problems due to SARS-CoV-2 are 
thought to be due in part to brain stem 
dysregulation, as are possibly some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COVID-19 can 
cause damage to the brain, it is possi-
ble that people who have had the novel 
coronavirus but were either asymptom-
atic or experienced mild symptoms may 
face problems down the road. However, 
because COVID-19 is a new disease, sci-
entists will need to carry out longer-term 
studies to confirm these theories.
“As the Alzheimer’s & Dementia article 
points out, the under-recognized medi-
cal history of these viruses over the last 
century suggests a strong link to brain 
diseases that affect memory and behav-
ior,” comments Dr. Maria C. Carrillo, 

Alzheimer’s Association chief science 
officer and paper co-author. “In this dif-
ficult time, we can create a ‘silver lining’ 
by capitalizing on the Alzheimer’s Asso-
ciation’s global reach and reputation to 
bring the research community together 
to illuminate COVID-19’s long-term 
impact on the brain,” says Dr. Carrillo. 
(Courtesy medicalnewstoday.com)
Related

Stanford Researchers Develop Sin-
gle-Dose Nanoparticle Covid-19 Vac-
cine That Doesn’t Need Cold Storage

Researchers have successfully tested a 
nanoparticle Covid-19 vaccine which, 
as yet, doesn’t appear to have any of the 

side effects or distribution issues plagu-
ing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vaccines in 
use. The scientists at the lab of Stanford 
University biochemist Peter S. Kim were 
already working on vaccines for the likes 
of Ebola, HIV and pandemic influenza 
whe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it, and 
they quickly channeled all of their ef-
forts into fighting the new scourge. The 
team has already produced and tested a 
promising new vaccine which could pro-
vide the solution to many of the issues 
frustrating global vaccination efforts. 
Nanoparticle vaccines are often just as 
effective as their virus-based counter-
parts, while encountering fewer of the 
drawbacks.  For example, nanoparticle 
vaccines can be produced faster, don’t 
require the extensive cold storage sup-
ply chain for delivery to immunization 
centers, are less likely to produce side 
effects, and can be produced at a lower 
cost, if all goes to plan.  
Early results from vaccine tests on mice 
indicate that Stanford’s nanoparticle in-
oculation may grant immunity after just 
one dose. (Courtesy 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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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Research Points To
Long-Term Neurologic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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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美国“白左”是如何发家的？
谈新左派的诞生，就不得不提老

左派。

老左派顾名思义，就是忠于马克

思原典的左派，他们相信马克思的异

化理论和剥削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无

产阶级革命创造一个没有剥削的世界

，老左派的核心力量是工人阶级。

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让美国左

派的实力迅速壮大，1932年，美国社

会党人数增加到11万，共有1039个社

会党成员担任公职。美国共产党在

1930年仅有1万党员，到1939年，美

共党员发展到7万人，如果算上各种

卫星组织，能够调动100万的人力。

1933 年，左派组织劳联有地方组织

1300多个，先后两次动员100多万工人

罢工，老左派的势力达到巅峰。

好景不长，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推

进和二战的胜利结束，美国的经济状

况迅速好转，老左派顿时失去了道德

感召力，战后的美国人急需享受和平

的时光对于左派的激进主张心生厌恶

，而苏联的一系列变故也让老左派走

向了崩溃。

除了这些外部变化，美国政府也

开始打压左派，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

，他们一面清除可能的左派分子，一

方面对工人进行分化，对要求政治变

革的工人组织予以坚决打击，对于仅

要求经济待遇的工会则施以仁政，尽

量提高工人们的待遇。很多工人在得

到福利后便不再参与左派活动。

双重打击下，老左派彻底衰落了

，很多老左派学者退隐江湖，还有一

些放弃了之前的激进思想，变成了地

道的右派。

直到60年代，左这个字才重新回

到美国人的视野，与30年代老左派不

同，这次发起左派运动的不是工人，

而是学生，他们不主张激烈的革命，

而是通过另类的生活方式试图解构美

国的历史。正如当时的新左领袖杰克

所说：“我们根本没有一大套抽象的

思想，我们不过是一群想舒服的家伙

。”

与主张依靠工人阶级暴力革命的

老左派不同，新左派认为工人已经堕

落了，他们已经成为资本家的走狗。

新左派完全接受了马尔库塞的理

论，马尔库塞认为工人已经资产阶级

化了，不能指望他们建立不同的社会

。在新左派眼中，工人不仅不是潜在

的盟友，反而是最强大又最不可救药

的敌人。因为工人阶级在整个60年代

都坚决反对新左派。

马尔库塞的理论只是表象，新左

派厌恶工人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阶级

不同，与多是工人、移民出身的老左

派不同，新左派大都是大学生，他们

多来自中产阶级和富人家庭，生活十

分优越，他们与工人阶级有着天然的

隔阂，在他们眼里，工人不过是愚昧

的土老帽。

这种左派在国内也可以发现，那

些毛左多是小镇做题家和农村出身的

穷孩子，而信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

富即贵，动不动就能谈摇滚飙英文。

新左派背弃老左派，表面上看是

意识形态差异，实质是本身的阶级就

不同，老左派是穷人的宗教，而新左

派是富人的游戏。

所谓新左派，就是由这样一帮耽

于享乐，荒谬至极的屁孩子组成，他

们没有什么革命目标，他们只想叛逆

的生活，离经叛道的嬉皮士是他们最

好的代言人。

这样一群纨绔子弟，参与了什么

活动呢，简单来说就三个。

一是主张参与式民主。新左派学

生组织认为，美国的代议制民主是精

英主导的虚假民主，只有让民众直接

参与统治才是真民主，因此他们往往

罢课占领教室，随意修改课程以实践

参与。

二是反对越战。反对越战的核心

理由是拒服兵役，新左的组成成员大

都是富人子弟，他们不愿到越南前线

当兵，因此他们就编造了很多理由来

粉饰自己的动机。他们说他们之所以

拒服兵役不是因为懦弱，而是越战本

身就是不正义的战争，他们将美国说

成世界的恶魔，认为越南是绝对正义

的一方。

一些新左派学生领袖不仅支持越

南，甚至偷偷将武器输送越南，帮助

越南人打美国人，他们认为只有完全

摧毁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世界才能

太平。

由于他们大量的逃兵役，拒服兵

役，使得兵役只能落到穷人和黑人身

上，因此当时美国的劳动人民对他们

都没什么好印象。

三是支持黑人运动。当时马丁路

德金的民权运动闹的波澜壮阔，但学

生们认为还不够，他们希望运动能够

更加暴力，由此衍生出了黑豹党，但

黑豹党很快发现学生和他们不是同路

人，很快就分道扬镳。

学生们支持黑人不是为了伸张正

义，而只是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披上正

义的外衣。

到了60年代末，学生们的行为越

来越激进，他们不仅生活离经叛道，

时常扰乱校园秩序，他们甚至开始制

造空袭，1969年，学生中的极端分子

扬言要以恐怖手段对付政府，他们先

后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最终死于格

林威治自己办的炸药厂。

由于行动越来越荒唐，美国公众

终于忍无可忍，纷纷谴责学生的荒唐

行径，甚至出现了工人帮助警察殴打

学生的事例。当时除了警察，打学生

最狠最厉害的就是工人，那时是美国

工人生活最好的时候，他们实在无法

理解学生们的怨气从何而来。

随着越战的结束，黑人运动的终

结，新左派运动也在公众的一片骂声

中销声匿迹了。到1970年，新左派的

核心人物要么回归校园，要么改行，

很多甚至成了保守主义者，充分反思

了自己的行径。

到1980年里根上台时，新左派已

经销声匿迹，但令人惊讶的是，这样

一种早就被美国公众抛弃的思想竟然

在90年代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

到了今天，新左派的政治正确，解构

美国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那么原因

是什么呢？

因为美国精英需要。

六七十年代，美国还没有全球化

，因此企业家只觉得新左派在胡闹，

并未给予支持，可到了全球化的年代

，他们终于发现新左思想的好处。

六七十年代，美国工人福利很好

，工会很强大，企业家没有多少谈判

权，全球化之后，企业家再也不用受

制于美国，完全可以将工厂迁到他国

，同时他们还可以大量放进移民，降

低劳动成本。

发现这一点后，美国高层才意识

到新左派的思想有多么优秀，主张多

元化可以名正言顺的引入移民，去美

国化，世界主义可以为转移产业提供

合法性。不仅如此，新左派的思想还

能消解阶级矛盾，他们主张的身份政

治将不同群体按照纵向划分，让他们

因为分歧而无法形成合力。

黑人平权、政治正确、女权、

lgbtq、环保组织纷纷脱颖而出，他

们掩盖了阶级矛盾，将原本的反抗

力量分散化，新左派厌恶白人男性

的做法更是为愤怒的弱势群体找到

了共同的敌人，以后出了问题，他

们不会埋怨社会的不公，只会说是

白人男性导致了这一切，一切的问

题都不是分配的不合理，而是种族

歧视和性别歧视。

除了富人们，政党也找到了甜头

，民主党发现新左派的身份政治非常

好用，只要强调某一身份就能获得选

票，因此他们就不断鼓吹小身份，小

团体，还大量放进移民，通过赋予公

民权的方式增加选票。

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中提到

，新左派的议案每一次都遭到70%以

上美国公众的反对，但仍然顺利的通

行，正因为美国高层从中尝到了甜头

，推动新左派的，恰恰是美国的精英

们。

美国的精英们出于无法遏制的贪

婪，为美国灌下了一剂慢性毒药。我

们之所以觉得白左荒唐，白左可恶，

不是因为他们替弱势群体说话，而是

他们用一种可鄙的方式转移了主要矛

盾，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身是被

操控的。

如今，美国面临40年来最大的困

局，拜登试图效仿罗斯福重振美国，

但问题是，美国的精英们愿意放下贪

婪，配合拜登完成“新政”吗？

“白左”是中文圈常用的政治词汇，大意是指迂腐圣母的白人左派，用来讽刺欧美盛行的政治正确和逆向歧视。但“白左”这个词并不正确，在历史中
，他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称呼，就是新左派。

美国的新左派诞生于60年代，他们之所以叫新左派，是因为他们与主张工人阶级革命的老左派内容迥异，甚至水火不容。如今在欧美，尤其是美国盛
行的政治正确，均源于新左派而非老左派，新左派搭上全球化的顺风车，因为资本家的垂爱而逐渐壮大，他们犹如慢性毒药一般，从内部解构着美国社会，
让他一步步走向死亡……。

一些新左派学生领袖不仅支持越南，甚至偷偷将武器输送越南

新左派在生活上完全背离传统，他们崇尚原始社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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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體驗大自然力量

全片的主要拍攝地點則是在駝鹿山，是一座

距離班芙國家公園不遠，海拔八千英尺的高山。

美術指導崔佛史密斯就是加拿大亞伯特省的居民

，他於2019年春天再度踏上一場勘景的旅程，他

建議將伊蒂的小木屋搭建在海拔七千英尺的駝鹿

山上，那裡有容易讓劇組進行拍攝的淺坡、壯觀

的視野和景色，以及茂密的樹林。片中的小木屋

就位於茂密的樹林中，完全融入周遭的環境，絕

對能為伊蒂提供她尋找的隱居之處。「這會是伊

蒂真正能夠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的地方。」美術

指導崔佛史密斯說：「而且這棟小木屋真的很隱

密，你會相信當你搭著直升機飛過這座高山時，

如果沒有小心注意看的話，絕對不會看到這棟小

木屋。」他知道這麼偏僻的地點一定能夠以戲劇

化的效果，刻劃出伊蒂面對嚴苛天候條件時必須

接受的挑戰，他說：「冷氣團和強勁的暴風雪會

從山坡的西方來襲，所以在山上的生活絕對不會

好過。我覺得能夠捕捉到這一點非常重要。每一

棵被強風吹得搖搖欲墜的樹木、每一扇被強風吹

到嘎嘎作響的窗戶、冷風從小木屋的每一個縫隙

吹進來，都對伊蒂的生存條件造成極大的威脅。

這是一個關於人性善良的一面是如何擁有

心靈療癒及超越一切的力量，《勇抱大地》一

片描述一個人在遭逢改變人生的悲慘事件後，

如何尋找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式。當面對一個她

無法想像的未來時，伊蒂霍澤（羅蘋萊特 飾）

就選擇將自己隔離於社會之外，獨自前往懷俄

明州，過著孑然一身的孤獨存在。她在買下偏

僻荒涼、杳無人煙的深山上的一塊土地和一間

老舊小木屋之後，就帶著足以讓她維生數個月

的補給品和糧食，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她完

全切斷她和以前生活的一切，在她完全不熟悉

的高山野外，展開她全新的生活。當夏天結束

，秋冬來臨之後，伊蒂就受到嚴苛的天候條件

及大自然無情的力量的考驗，她只要一個不小

心，就會陷入生死交關的困境。

雖然她盡了全力想在野外求生，但是仍然

面對斷食斷糧及失溫死亡的危機，直到她遇見

了米蓋包洛斯（達米安畢契爾 飾）才獲得解

救。米蓋飾演一名居住在當地的中年男子，他

負責為附近的美國印第安原住民保留地帶來乾

淨的自來水，他沉默寡言及耐心懇切的態度讓

伊蒂覺得安心。他在救了她一命之後，就一步

一步教導她各種在野外求生的技能，包括打獵

、設下陷阱獵捕動物以及採集食物。米蓋每次

去看她，他們都只會聊當下的事物，因為他們

都感覺得到，他們都有一段痛苦的過去，不願

意輕易提起，而伊蒂甚至要求米蓋不要帶來任

何外在世界的消息。隨著季節更迭，時光流逝

，這一對天涯淪落人也發展出一段意想不到的

深厚友情，最後也為他們帶來心靈的療癒及上

天的恩典。

勇抱大地 羅蘋萊特面對嚴苛天候挑戰

《勇抱大地》一片傳遞了一個充滿希望的信息。片中的主人翁伊蒂（羅蘋萊特(Robin Wright)
飾），和一個救了她一命的男人（達米安畢契爾 飾），發展出一段深刻的友情並獲得心靈上的救
贖。導演羅蘋萊特回想到片中有一句台詞，完全道出整部電影的主題，她說： 「在片中的某一場
戲中，伊蒂問這個男人他為什麼要幫助她，而他只是簡短地回了一句： 『妳剛好在我的路上。』
這就說服了我要把這部劇本拍成電影。這是一個關於人類善良本性以及生命韌性的故事，我認為
必須與這世界分享。」

第93屆奧斯卡頒獎典禮順利

落幕，丹麥電影《醉好的時光》

（Another Round）拿下最佳國際

影片（舊稱：最佳外語片）。沒過

多久立刻傳出好萊塢買下版權即將

翻拍，而且盛傳奧斯卡影帝李奧納

多狄卡皮歐（Leonardo DiCaprio）

有望擔任男主角！看過李奧納多在

《華爾街之狼》high過頭的影迷，

這次可以期待他的美版《醉好的時

光》喝嗨的樣子了！

《醉好的時光》描述一名面

臨中年危機的高中老師馬汀，因

偶然得知人類體內本來就該存在

微量酒精，若能適時買醉，必能

恢復元氣、活力加倍，甚至更能

敞開心胸、提高創造力。他與老

友便決定展開一場「酒精研究計

畫」，每日喝了再上，微醺的他

宛如迎來重生，徹底擺脫以往的

壓抑沉悶，周遭生活也瞬間好轉

，但這項禁忌的實驗，終究解套

不了現實生活的問題，逐漸走向

失控的境界。

根據外媒《Deadline》報導，

《醉好的時光》好萊塢翻拍版權

其中一位買家就是奧斯卡影帝李

奧納多狄卡皮歐與《神鬼獵人》

監製珍妮佛戴維孫（Jennifer Da-

visson）共同成立的影視製作公司

「亞壁古道」（Appian Way）取

得 ， 並 由 Endeavor Content、

Makeready全額投資製作。如今導

演湯瑪斯凡提柏格（Thomas Vin-

terberg）也回應此一翻拍消

息，不過卡司人選仍要交由

買主公司決定。劇本很快就

會開始動工，而李奧納多狄

卡皮歐將有望擔任片中面臨

中年危機、靠喝酒重獲新生的

男主角。

另外，根據外媒《IndieWire

》報導，導演湯瑪斯凡提柏格

已確認在周二與亞壁古道電影公

司見面，接下來將不會繼續在

《醉好的時光》翻拍版當中擔任

導演或是編劇，也不會指定由誰

來擔任這些職位，他說：「這對

我來說是全新的，所以我將與他

們聊一聊，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其實過去他的作品時常改編成

舞台劇或是翻拍英文版，樂見此

一進展，也認為這是一件有趣的

事情。

不過，由於丹麥原版的《醉

好的時光》男主角麥斯米克森

（Mads Mikkelsen）本身就能夠說

流利的英語，早已在好萊塢演過不

少作品

，就有

人好奇是否在好萊塢翻拍版繼

續擔任男主角。導演湯瑪斯

凡提柏格表示，將把主角的

決定權留給「亞壁古道」

電影公司，「我不知道

麥斯的想法，我的直

覺是翻拍要做出不

同的詮釋，要求同

一個演員做出不

同的詮釋可能

有些混亂。」

李奧納多演酗酒大叔？
買下奧斯卡外語片《醉好的時光》好萊塢版權

萊恩雷諾斯與「花邊教主

」布蕾克萊芙莉（Blake Lively

）結婚 9年育有三女，7歲的

James Reynolds、 4 歲 的 Inez

Reynolds 以及 2019年出生，現在1

歲半的Betty Reynolds，一家人和樂

搞笑，羨煞網友。這對好萊塢銀色

夫妻不只常發對方醜照互掀底牌，

這回萊恩雷諾斯還把腦子動到小女

兒身上，在推特發文：「我的一歲

女兒最近超癡迷Baby Shark，播放一整

天、每一天！現在只有一個方法可以

撥 亂 反 正 了 。 （My one year old

daughter is obsessed with . All day. Every

day. And there’s only one way to fix this.

）」

定睛一看，他發文附圖居然是愛妻主

演的驚悚片《絕鯊島》，一部描述女主角

如何在海上與鯊魚搏鬥，最終靠著智慧利

用鋼筋刺死鯊魚，死裡逃生的電影！原來

鯊魚的終極敵人就在家，萊恩雷諾斯分享

家庭日常之餘還幫刷老婆舊片的存在感，

笑翻一票網友！

萊恩雷諾斯近期雖然沒有《死侍》第3

集的下文，但2021年有《殺手保鑣》續集

《殺手保鑣2》即將於6月上映，沒有 shark

killer 但有MDFK 山繆傑克森和萊恩雷諾斯

繼續相愛相殺，敬請期待暑假到來！

萊恩雷諾斯被baby shark攻擊
想派花邊教主老婆布蕾克萊芙莉幹掉敵人

你家寶貝是否總是
任性無限循環播放洗腦
神曲 「Baby Shark」 ？！
崩潰的爸媽不寂寞，因
為就連好萊塢A咖大明星
家庭也受害！好萊塢梗

王 「死侍」 萊恩雷諾
斯（Ryan Reynolds
）提供新點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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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這場由
石油資

本打造的歐聯4
強豪門對決，北
京時間29日凌晨在
巴黎先踢首回合。
PSG踢出主場氣勢領先
上半場，但換邊後愈來愈
保守，顯得患得患失，讓曼城
重現應有的侵略性搶回主動，結
果因為門將的判斷失誤及排人牆的
漏洞，被曼城奇雲迪布尼的“半傳半
射”及馬列斯的罰球連追兩粒，之後更
因為伊祖沙古爾的粗野攔截被逐而少踢一
人，最終無力回天以1：2敗陣。

擔任隊長的巴西中堅馬昆奴斯哥利亞在14
分鐘接應角球頂入先拔頭籌，然而自28分鐘後
PSG便再無一腳射正。事實上，由史東斯和魯賓戴
亞斯組成的防守小隊，以至曼城的整體布防都很嚴密，
讓法國“準球王”麥巴比嚐到職業生涯首次全場零射門的
苦果。其拍檔尼馬的兩腳射門也都是集中在12分鐘前，受
傷患困擾影響狀態的巴西“人氣王”今屆歐聯淘汰寶3戰一球
不入。星級鋒線黯淡無光，成了PSG主場失利的最大原因。

半場激勵麾下：踢出個性
“我們開局有些鬆懈……尼馬、迪馬利亞和麥巴比很具威脅，

後來我們踢得更有侵略性，”曼城主帥哥迪奧拿賽後透露，“中場
休息時我只是告訴小伙子們，‘如果要輸就輸吧，但必須踢出我們
自己的個性。’”兩年前執教熱刺時曾在歐聯淘汰曼城的普捷天
奴，領軍生涯對哥帥的戰績變為1勝2和5負，他承認己隊沒能將上
半場的氣勢貫徹到底，“中場休息後我們失去該有的能量，難以搶
回皮球，很快斷送控球權。”

英球會首回合客勝全晉級
曼城由此成了歐聯1992年改制以來首支單賽季拿到第10勝的

球隊，而數據顯示，之前在歐聯47次取得首回合客場勝仗的英格蘭
球隊，結果都全數能夠晉級，看來曼城可望首度參加歐聯冠軍戰的
機會已是高唱入雲。然而，PSG中場安達靴里拉矢言己隊絕不言
棄，“我們之前也試過在曼徹斯特贏過曼聯，還擊敗過拜仁慕尼黑
和巴塞隆拿，次回合作客曼城我們誓力爭勝績。”

PSG鋼門罕有失誤 迪布尼締歷史

巴 黎 聖 日 耳 門

（PSG）虎頭蛇尾，曼城打出

了一場精彩的反擊戰，贏得歷史

性躋身歐洲聯賽冠軍盃總決賽的先

機，數據更預示“藍月兵團”出線機會

高唱入雲。曼城領隊哥迪奧拿的戰術極具

針對性，讓基利安麥巴比和尼馬的威力無法

施展，貴為炙手可熱的當紅超新星，麥巴比全

場零射門還是職業生涯中的第一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歐聯三冠門神基羅拿華斯職業生涯
甚少低級失誤，且賽前續約原以為
可振奮軍心，豈料這位哥斯達黎加
國腳卻竟然在今場大戰中罕有地判
斷出錯。

比賽第64分鐘，奇雲迪布尼禁
區外偏左位置高波傳入禁區中路，
但曾經協助皇家馬德里三捧歐聯大
耳盃的拿華斯，在準備撲球與否之
時卻判斷出錯，讓皮球神差鬼使地
貼左柱彈入網窩。曼城之前唯一一
次於2015/16賽季打入歐聯4強卻未
有入球，迪布尼由此成為隊史上歐
聯4強入球第一人，近9次歐聯貢獻
了5入球5助攻。此外，這位比利時
中場核心也成為繼美斯、拉舒福特
和尼馬之後，第4位能連續3場對陣
PSG都有“士哥”的球員。

第71分鐘，馬列斯主射罰球，
PSG的人牆竟然出現漏洞被皮球穿
過，連累拿華斯首度於歐聯被罰球
射破十指關。

●●曼城球員曼城球員
盡量不讓麥盡量不讓麥
巴比巴比((左左))輕輕
鬆拿球鬆拿球。。

美聯社美聯社

▶▶拿華斯讓皮拿華斯讓皮
球貼左柱漏入球貼左柱漏入
網網。。 美聯社美聯社

▲▲奇雲迪布尼奇雲迪布尼((左左
二二))的入球帶點運的入球帶點運
氣氣。。 美聯社美聯社

●●哥迪奧哥迪奧
拿拿((右右))激激
勵軍心起勵軍心起
作用作用。。
美聯社美聯社

●●馬列斯馬列斯((2626號號))罰球破網罰球破網，，協助協助
曼城奠定曼城奠定22：：11的勝局的勝局。。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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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組委主席橋本聖
子28日表示，如果新冠疫情
無法得到有效控制，東京奧
運會存在“零觀眾”可能。
此外，東奧會防疫手冊第二

版同日公布，新版制定了多條新規。
東京奧組委、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

委會、日本政府和東京都政府當天舉行五
方線上會議，對奧運會期間的防疫規定添
加了很多細節。橋本聖子和國際奧委會主
席巴赫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五方發表
聯合聲明，表示關於日本本土觀眾的數量
問題，將由原來的4月底推遲到6月決定。
橋本聖子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如果疫情
發展使醫療系統出現問題，為將安全放在
最高地位，那時我們將必須決定在沒有任
何觀眾的情況下舉辦奧運會。”由於疫情
形勢惡化，東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和兵
庫縣從上周日開始第三次進入緊急狀態。

選手需每天檢測 禁赴旅遊點
至於東奧會最新的防疫措施，包括：

所有參會者都需在飛往日本前接受兩次新
冠肺炎病毒檢測；原則上運動員和所有與
運動員密切接觸者每天都需接受檢測；所
有參會者原則上只能參加與職責有關的活
動，亦必須與其他已抵達日本超過14天
的參會者及日本居民保持至少1米距離；
所有參會者原則上只能使用大會特別指定
車輛，不允許使用公共交通，只能在有防
疫措施的固定場所用餐；不能去旅遊景
點、酒吧和商場等。 ●新華社

東
奧
不
排
除
﹁全
閉
門
﹂作
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根據多個內地
媒體29日報道，曾効力前香港足球本地班霸南華
的中國足球名宿張恩華因故逝世。張恩華是大連
實德隊主力後衛，是大連奪得聯賽“七冠王”的
主要功臣之一。令人惋惜的是，張恩華在28日還
剛剛與朋友慶祝了自己的48歲生日。

張恩華曾征戰2002年韓日世界盃、1997年
十強賽等，職業生涯大部分時期効力大連萬達
隊，隨隊7次拿下中國足球頂級聯賽冠軍。2001
年，張恩華還曾短暫在英格蘭第二級別聯賽甘
士比留洋，之後在2005/06年球季短暫効力過前
本地班霸南華。

在張恩華不幸離世消息傳出後，中國球壇
人士紛紛發文悼念，昔日隊友范志毅寫道：
“昔日的隊友，一路走好！”

中超球會大連人在微博中作悼念：“2021年
4月29日，大連足球歷史上的功勳隊長張恩華，
因故離世。聞此噩耗，悲不可遏。張恩華曾代表
大連隊奪得過7次頂級聯賽冠軍，他不僅是球隊
後防線的定海神針，更是大連足球歷史上名副其
實的精神領袖。天上月圓，人間月半，平生風義
兼師友，來世因緣結弟兄。黑子，一路走好。”

至於媒體人趙震則在個人微博透露，張恩華
退役後一直在歐洲學習。“李鐵和孫繼海在英國

踢球的時候，黑子也去了英國。我去酒店看他，
他自己訓練弄傷了腰。雖然疼得走路都費勁，但
他還張羅要堅持訓練。我剛去體壇的時候，有一
天老大給我看了一張照片，那是當年甲A大連對
廈門的比賽。黑子跳起爭頂，對方前鋒在下面拉
到了他的運動短褲。黑子應該是不習慣在裡面穿
一個貼身短褲，於是……正面全裸。當時老大出
錢把這張照片連底片都買下來了，後來送給了黑
子。黑子還專門道了謝。退役後，黑子一直在歐
洲學習，英國、西班牙。這幾年在深圳，一直張
羅着做一個自己的青訓品牌。沒想到，天妒英
才。一路走好，黑子！”

剛過48歲生日 曾來港効力南華

足壇名宿張恩華因故逝世

●●張恩華張恩華（（中中））曾効力曾効力
南華南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恩華張恩華（（中中））
是大連足球代是大連足球代
表人物表人物。。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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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三國無雙》終極預告片海報雙發

氣勢恢宏再現群雄之戰
由光榮特庫摩正式授權，周顯揚

執導的動作奇幻巨制《真· 三國無雙》

將於5月1日上映，預售現已全面開啟

。今日，影片發布終極海報與終極預

告片，預告片中，曹操（王凱飾）召

集十八路諸侯，亂世英雄一腔熱血匡

扶漢室；更有呂布（古天樂飾）與劉

備（楊祐寧飾）、關羽（韓庚飾）、

張飛（張建聲飾）虎牢關大戰，激燃

對打、沖鋒陷陣，場面氣勢恢宏，飛

天遁地盡顯萬夫莫敵的雄姿英發。陪

伴玩家20年的《真· 三國無雙》遊戲首

次影視改編，大銀幕還原遊戲中群雄

爭霸熱血故事，酣暢淋漓體驗暢快割

草爽感。

恢弘場景氣勢震撼再現高燃對打
名場面

今日曝光的終極預告片中，曹

操、呂布、劉備、關羽等群雄並起，

逐鹿天下，開啟一場酣暢淋漓的沙

場征戰。預告片中，“孟德獻刀”、

“怒鞭督郵”、“溫酒斬華雄”、

“十八路諸侯討伐董卓”、“三英

戰呂布”等經典故事再現，既展現

出東漢末年各方英雄之間的謀略，

也還原了亂世中英雄間激烈的對決

。無雙英雄們於戰場上縱橫馳騁，

以一敵百，無雙大招開啟暢快割草

模式，盡顯英雄熱血。影片中，大

場面、強視聽，極具沖擊力的視覺

享受帶給觀眾沈浸式體驗，重燃熱

血情懷。

“無雙”作為遊戲中的絕招，給

予每一個英雄屬於自己的無雙力量，

也成為一代遊戲玩家的共同記憶。為

了呈現恢弘的氣勢場面，劇組三赴新

西蘭，只為尋找最契合的拍攝場景。

在特效方面，導演周顯揚與劇組做出

了最大嘗試：“遊戲改編中，我們非

常註重還原動作和畫面，尤其是大家

熟知的‘割草’畫面，我們要使其更

有遊戲的感覺。為了更好地呈現遊戲

裏的動作，我們與各位指導探討了近7

個月的時間，希望觀眾可以看到我們

的誠意。”

三足鼎立群雄逐鹿打造有血有肉
的中國超級英雄

終極海報中，群雄爭霸齊亮

相 ，熱血燃情，意氣風發，頗有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之感。

海報中，曹操、呂布與劉備、關羽

、張飛等英雄齊聚，或運籌帷幄韜

光養晦、或手持兵器蓄勢待發，呈

三足鼎立之勢，劍拔弩張，群雄紛

爭的局面一觸即發。而影片中三方

勢力之間又將有著怎樣的成敗得失？

令人期待。此外，貂蟬（娜紮飾）、袁

紹（呂良偉飾）、董卓（林雪飾）、

張角（姜皓文飾）、陳宮（張兆輝

飾）、呂伯奢（羅家英飾）等人氣

角色也被網友稱贊“從遊戲中走出

的人物”，而劉嘉玲飾演的鑄劍堡

堡主也備受關註。

《真· 三國無雙》通過“三英戰呂

布”等一系列著名場面，塑造出有血

有肉的中國超級英雄形象，展現東漢

末年各路英雄豪傑的熱血情懷，通過

更年輕的英雄故事打造一個充滿新鮮

感的三國世界。周顯揚表示：“我們

的電影裏面是需要東方超級英雄形象

的，我們要設計一個英雄人物讓年輕

人去喜歡，我覺得三國故事裏面的人

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我從小也很喜歡

，這是我選擇這個題材的原因。”

電影《真· 三國無雙》由周顯揚

監制並導演，杜致朗監制，光榮特庫

摩正式授權遊戲影視化改編，由廣東

昇格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拉近影

業有限公司、霍爾果斯新益影視文化

傳播有限公司、耳東影業（北京）有

限公司、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出品

，北京新益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中國星電影有限公司、得舍影視（上

海）有限公司、影力量娛樂有限公司

聯合出品，將於5月 1日上映，影片

有 2D普通話、粵語版本，將以中國

巨幕、杜比全景聲、DBOX等多種制

式呈現。

演技派雲集郭寶昌新戲《東四牌樓東》
郝蕾：沒有哪場戲是過場

《十七歲不哭》中充滿青春氣息的

楊宇淩，《少年天子》中高傲任性的靜

妃，《情滿四合院》中敢愛敢恨的秦淮

茹……作為演員，郝蕾並不算高產，但

她總能憑借獨特的氣質創作出一個個有

代表性、有記憶點的個性人物，給觀眾

留下深刻印象。

由郭寶昌執導的電視劇《東四牌樓

東》正在北京衛視熱播。劇中，郝蕾再

次詮釋了一位個性十足的角色——格格

佟麗華。出身貴族侯門的她從小接受西

洋教育，有著獨立自主的思想，卻又被

迫屈從於封建社會下命運的安排。

郝蕾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起初自己對角色的設定也有不理解之

處，但在和導演、編劇探討之後逐漸

找到了答案。這次搭檔的演員們也讓

她在塑造角色時感到很舒服：“很幸

運同組演員都能和我一樣認真對待每場

戲，讓我很順利、很滿足地演完了這個

角色的一生。”

佟麗華命運像薛寶釵
在郝蕾看來，“佟麗華很像薛寶

釵，命運裏帶著一分悲涼”。貴族家庭

出身，在洋學堂接受教育，佟麗華不僅

知書達理、蕙質蘭心，遇事也十分有主

見。但這樣一位有著獨立思想的格格，

依舊不得不屈從於封建婚姻制度，嫁給

自己起初並不愛的男人。

郝蕾表示：“這樣一

位大氣又有風度的女人，

要和哈嵐（富大龍飾）這

麼個‘慫人’在一起，一

開始我自己也不太理解。”

在和導演、編劇探討之

後，她逐漸找到了答案，

“我覺得她還是很在意封

建禮教吧。雖然她留過

洋，但她還是受限於所處

的時代，尤其是父親的影

響。”

郝蕾表示，佟麗華的

出場“自帶光環”，和

她在《少年黃飛鴻》中

飾演的洋氣知性、俏皮

可愛的十三姨有相似之

處：“她特別像十三姨

，打扮時髦又留過洋，

精通四國語言，很大氣

很從容。”

劇中與郝蕾有最多對

手戲的男主角富大龍，對她的表現也給

予了高度的肯定：“郝蕾為這個人物做

的努力，和她最後塑造出來的角色感，

讓我相信這就是佟麗華。人物站得住、

特別有說服力，一下就能把觀眾抓住。

”

富大龍特別像“好學生”
《東四牌樓東》以民國時期為背景

，以哈嵐顛沛流離的一生為主線，展現

了一段傳奇故事。劇中，哈嵐原本與婁

曉月真心相愛，可惜兩人身份懸殊，被

生生拆散，他按父母之命娶了格格佟麗

華，三人之間錯綜復雜的情感關系令人

唏噓。

在郝蕾看來，佟麗華之所以和自己

並不愛的哈嵐相依為命、不離不棄，家

庭環境和時代背景對她的影響是非常深

遠的。而哈嵐的“天然慫”和佟麗華的

“禦姐範”形成了鮮明對比，結合劇中

一些略帶傳奇色彩的情節，呈現出了不

一樣的喜劇效果。郝蕾笑稱：“哈嵐是

一個比較沒主意、性格相對軟弱的角色

，所以劇裏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佟麗華去

解決的。有時我都覺得自己演得像他媽

媽一樣。”

這部劇是郝蕾和富大龍的第一次合

作，她表示，富大龍和哈嵐的反差很大

，一靜一動，在一旁觀察富大龍的拍攝

狀態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富大龍特別

像我們上學時候的那種好學生，安安靜

靜的，一點也不調皮。有時看他往哈嵐

那個調皮勁兒上夠的時候，都有點擔心

他累到，但呈現出來的效果非常不錯，

他將哈嵐這個角色詮釋得很好。”

導演要求我們“慢下來”
郝蕾曾主演過《戀愛的犀牛》《曾

經如是》等大熱話劇作品，對於舞臺相

當熟悉。而此次拍攝《東四牌樓東》，

與導演郭寶昌的合作讓她找到了一種戲

劇般的表演體驗，“這在電視劇表演中

是很難得的”。

“郭導很嚴格，他和很多導演的

方法都不太一樣。他需要的節奏是慢

的，一開始他就要求全體演員‘慢下

來’，你漸漸地就會發現他追求的是

一種有強烈戲劇感的表現方式。”郝

蕾表示，在《東四牌樓東》劇組，幾

乎所有演員都會提前做好功課，每天

到現場後會認真地發表自己的看法。

“我的想法是什麼，你的想法是什麼，

所有人都會說出自己的理解，然後一

起商量該怎麼演。”

郝蕾表示，這種氛圍在當下的創

作環境中十分難得，而在這樣的氛圍

下創作角色是一種很舒服的經歷：

“對於這個人物來說，每一點每一滴

都很重要，所以我不會認為哪一場是

重場戲，哪一場是過場，因為這都是

她命運當中的一部分。很幸運同組演

員都能和我一樣認真對待每場戲，讓

我很順利、很滿足地演完了這個角色

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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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7個月巨肚現身活動 湯怡逼老公陪入產房

馮盈盈自言“再選美”無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懷孕已7
個月的湯怡29日到元朗的英皇珠寶店擔任
“明星店長”，更為自己挑選首份母親節禮
物，挺着巨肚的她全程表現小心，穿上球鞋到
來，只在活動期間才換上3吋高跟鞋。

她透露預產期是7月，開始進入倒數階
段，之前因好奇心作祟，便上網看分娩片段，
令到心情更加緊張，看了一段已經忍不住哭，
沒有再看下去。她指因選擇順產，經常思量到
時情況，情緒起伏較大，加上老公麥秋成近日
忙着排舞，試過有一星期見不到老公，心情更
差，湯怡謂：“老公因工作早出晚歸，有時半

夜睡醒才見到他一眼，忙到連我預產期都忘
記，我威脅他一定要陪我入產房，否則後果自
負。”
問她完成這活動後是否“閉關”？她笑

說：“之後都有商業活動，有信心佗到9月仍
可接工作，懷孕初期有坐骨神經痛，最近肚皮
開始大，會有頂胃感覺，要少食多餐，（胎兒
性別？）留待稍後Baby Shower才揭曉，我就
已經知道，其實子女都無所謂，老公本來喜歡
兒子，自從養了一頭狗女，覺得女會討人歡心
也不錯，不過老公已經想追多個，我希望休息
一兩年再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林欣彤（Mag）近日
推出新歌《不如憎你》，她表示歌曲MV除了正常版本，
還會有一個電視禁播版，MV中的男女演員會有大膽親熱
演出。Mag表示很多謝演出MV的男女主角，雖然她多年曾
在電影中與陳家樂拍過咀戲，但覺得一次就夠了。

情路並不順坦的Mag，在訪問中曾自爆跪求
出軌男友復合，她自爆翻看《不》MV時都感同
身受，忍不住落淚，因歌曲是講一個男生不
好，但女生見到男方愧疚時又會心軟，不斷
原諒縱容對方，她說：“原來好多人都是這
樣，我自己亦都曾經是，但現已醒覺。”

談到近日王祖藍出任無線首席創意官
一職，大搞綜藝節目，曾一度簽約祖藍旗
下的Mag表示完約後雙方都很少聯絡，
加上祖藍又很忙，不過都想約對方吃飯
敘舊。問到會否順道向祖藍自薦演出節
目？Mag說：“都有興趣做綜藝節目，想
做些作弄人的節目，被作弄都行，自己都好
大方。”除了綜藝節目，她又表示有興

趣再拍劇，即使趕劇時沒覺好睡。

林欣彤想做綜藝
有意約祖藍敘舊

劇集《愛美麗狂想曲》是
陳瀅首次拍喜劇類型，

當初她接下男子氣角色“李小
勇”時，也不知自己能否做到監
製要求，慶幸有一個好班底和好
對手，她說：“拍喜劇以為很容易
和有趣，但其實節奏很難掌握，高
興可以和蕭正楠合作，我做一個男子
氣的女生角色，他就演一個比較娘的
男人，男女身份反差很大，也增添好
多可能性，好多謝今次有阿蕭做對
手。”陳瀅稱劇中與阿蕭的對白，大部
分都是出自他們二人的靈感和創作，她笑
道：“因為李小勇這個角色真的好像我，是
一個好豪爽的女漢子，我已經喜歡上拍喜劇，
不想拍回正劇，哈哈。”

給伴侶一次改過機會
《伙記辦大事》中的陳瀅則與《愛》劇中有180度大轉

變，她說：“《伙》劇是我拍劇以來最辛苦、最花體力和腦筋的
一次，事前監製已叫定我請助手，給我心理準備會好辛苦，結果
真的是苦不堪言，到最後要連續十多日外景接廠景，每天只睡兩
小時，拍完之後我都感覺快要死了，整個人像崩潰下來，也很多
謝馬德鐘一直支持和鼓勵我。”

在《愛》劇中陳瀅與蕭正楠就生仔問題發生不少摩擦，阿蕭
為求傳宗接代，用盡偏方希望令陳瀅懷孕，結果仍令他們失望。
陳瀅說：“生孩子這個好現實的話題，好多朋友會問為何還要
生？這要視乎個人的家庭觀念有多重，我本身是個很重視家庭的
人，希望將來可以做個好媽媽，雖然現在未有另一半，但會以組
織家庭為大前提。”至於劇中多次被前度“渣男”欺騙感情，笑
問陳瀅現實中有否遇過渣男，又會否原諒對方的不忠行為，她摸
摸鼻子道：“如果讓我遇到，我只會給對方一次機會，因為人誰
無錯，要給機會對方改過，喜歡一個人會無條件包容對方，但不
可以被另一方利用，所以再犯就一定會拜拜了。”

一年有三個月在隔離
重視家庭的陳瀅在過去疫情肆虐的一年，寧願飽受隔離之

苦，也要返加拿大探望婆婆，她自誇已成為“隔離達人”，一年

內差不多隔離了三個月，坦言當
初一個人接受隔離是不好受，也
很容易發脾氣，但為了見家人
只好默默捱過日子。問到多次隔
離期間得到什麼體會或啟發，陳
瀅說：“覺得自己最大的改變，
是改掉做事很心急的壞習慣，會嘗
試慢活和更有耐性，一整天在酒店房
間中，生活都很有規律，以前我最不喜歡
洗頭，現在都可以浸在浴缸數小時，哈哈。”陳
瀅稱經過今次疫情，明白到有什麼想做的事就要先去做，因為人
生無常，不知明日會發生什麼事，也期待疫情過後可以再出席她
喜愛的外國時裝周，也會抽更多時間參與慈善活動，幫助更多有
需要的人士。

化妝：Vanessa Wong
髮型：Larry Ho@aveda ilcolpo
場地：六公館

女
漢
子

女
漢
子
陳

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新劇《逆天奇案》一
班演員馮盈盈、黃智賢、張頴康和冼灝英等人29日為
周日節目《開心大綜藝》演出作綵排。黃智賢透露他們
會負責開場表演，上演一場黑幫與警察對打短劇，相信
身材嬌小的盈盈負責做人質。

黃智賢稱《開心大綜藝》當晚主題是向經典電視
劇及電視主題曲致敬，他與海俊傑、蔣祖曼會獻唱《難
兄難弟》。笑問馮盈盈會否開金口唱歌，她說：“我未

知要表演什麼，只知要為胡鴻鈞唱歌伴
舞。其實我上個星期都開了金口，但好快
叫我收口，自己聽完都覺得應該收口。”

另外，今屆港姐有意改造成一部以選美為題材的劇
集，更欽點曾是港姐冠軍的馮盈盈擔正，她說：“未收
到公司正式通知，如果要再選都沒壓力，因為人長大會
準備得更好。”盈盈稱以前未箍牙不敢笑和害羞，現在
會顯得更自信和大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電視觀眾近期在兩檔黃金時

段都能看見陳瀅的演出。首次包攬兩個時

段的陳瀅，慶幸在《愛美麗狂想曲》和《伙

記辦大事》演繹不同的角色，相信觀眾能看到

她演出上的分別，也視兩劇為她的代表作，

《愛》劇是陳瀅拍得最開心和角色最近似她，

《伙》劇則是拍得最辛苦和最花腦力的一次。

去年疫情下，陳瀅為返加拿大探望家人，

一年內差不多隔離了三個月，但仍願

意捱過日子，可見她對家人

相當上心。

●陳瀅形
容自己是個好
豪爽的女漢

子。

●●陳瀅稱劇中與蕭正楠的對白陳瀅稱劇中與蕭正楠的對白，，大部大部
分都是出自他們二人的創作分都是出自他們二人的創作。。

林欣彤林欣彤

●●湯怡只湯怡只
在活動期在活動期
間才換上間才換上
33 吋高跟吋高跟
鞋鞋。。

為親情甘忍受隔離之苦

●左起：張頴康、馮盈盈和黃智
賢為《開心大綜藝》演出綵排。

其
實
很
戀
家

其
實
很
戀
家

●●疫情下疫情下，，陳瀅仍會返陳瀅仍會返
加國跟家人團圓加國跟家人團圓。。

●●陳瀅希望將來陳瀅希望將來
做個好媽媽做個好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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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去年新冠疫情期间，以非裔弗洛伊

德事件为导火索的 BLM 运动（Black

Lives Matter）在全美掀起了一场备受国

际瞩目的黑人民权运动。

今年3月，和黑人一样同为“有色

人种”的美国亚裔反歧视运动也受到了

多方关注，在美国多地爆发了多起针对

亚裔的暴力和仇视行为后，美国亚裔决

定不再做“哑裔”，他们选择站出来，

为自己和同胞维权。

比较让人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美国亚裔的发声受到了政府的重视。

3月底，美国总统、民主党人拜登

宣布了多项新举措。

包括：为美国亚裔和太平洋诸岛居

民的家庭暴力和性攻击幸存者提供资助

；建立新冠病毒公平事务特别工作组委

员会，解决和制止针对美国亚裔的仇视

行为；由司法部成立跨部门行动项目处

理针对亚裔的暴力；启动一个新的联邦

资助项目在线图书馆，介绍并表彰美国

亚裔对美国的贡献；资助至关重要的研

究工作，来防止并应对针对美国亚裔社

区的偏见及仇视行为等等。

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制止针对亚裔的偏

见和暴力，保护美国亚裔群体的安全。

另外，4月14日，美国参议院以 92

：6的表决结果赞同继续审议 “反亚裔

仇恨犯罪法案”，推进对抗反亚裔美国

人仇恨犯罪的立法。虽然遭到了6票反

对，但并不影响绝大多数议员对该法案

的支持，美国国会希望通过立法加强联

邦政府在应对亚裔仇恨犯罪方面的努力

。

众所周知，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移民

国家，总共接收了数千万不同种族不同

国家的移民，这个世界有名的“民族大

熔炉”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移民来到这里

安家定居，其中既有合法移民，也有备

受争议的非法移民。

亚裔作为美国移民主要族裔之一，

虽然人口总量远不如白人和黑人多，大

约占美国总人口的6%，但亚裔人口增

长速度之快却着实令人惊讶！

近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

据发布了一份跟亚裔相关的研究报告，

在2000年~2019年过去二十年间，美国

的亚裔人口增长了81%，亚裔的人口增

长率在美国所有族裔中居于首位，高于

第二名和第三名的西班牙裔（70%）、

夏威夷土著和太平洋岛民（61%）。

短短二十年的时间，亚裔总人口从

大约1,050万增长到1,890万，虽然新世

纪以后，美国亚裔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有

所减缓，但依然是美国人口增长速度最

快的族裔，而且按照皮尤研究中心的预

测，大约四十年后，也就是2060年的时

候，美国的亚裔人口将增长至3,580万

，跟现在的加拿大总人口相差不大。

华裔（东亚）、印度裔（南亚）、

菲律宾裔（东南亚）是亚裔所有族群中

人口最多的三个族裔，它们和其它亚洲

国家的移民共同组成了亚裔群体。

那么问题来了，你知道这些亚裔美

国人主要定居在哪些州吗？

我们都知道，美国一共有50个州，

而有研究调查显示，美国的华裔移民主

要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等GDP

排名靠前的经济大州，光是加州和纽约

州的华裔就占了在美华人总数的一半不

止。华裔作为美国亚裔的重要组成，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亚裔的人口分布。

据统计，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美国

各个州以及华盛顿D.C.的亚裔人口均有

增长，按人口数量排序的话，亚裔美国

人主要居住在加州、纽约州、得州、新

泽西州、伊利诺伊州等。

截至2019年，这些州的亚裔人口分

别是 5,900,000、 1,700,000、 1,500,000、

870,000、732,000，大约有56.6%的亚裔

定居在美国这5个州。

2000年~2019年间，加州、得州和

纽约州这几个州的亚裔人口增长速度最

惊人，加州亚裔增加了2,118,000，得州

亚裔增加了883,000，纽约州亚裔增加了

617,000，这三个州的亚裔人口增长占同

期美国亚裔总人口增长的43%。

对照上面的亚裔总人口，加州依然

是最受亚裔欢迎的“香饽饽”，加州的

地位难以撼动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早在

19世纪中期，作为亚裔主力军的华人就

已经来到美国“淘金”，这些老移民主

要定居在西海岸，他们的华裔后代也沿

袭老一辈继续定居此处。

不过，稍稍让人意外的是民风彪悍

的得州在2000年~2019年这段时间内的

亚裔人口增长却超过了纽约州，得州亚

裔表现非常强劲，尽管纽约州的亚裔总

人口比得州多了20万。

未来，不排除得州亚裔人口会超过

纽约州。

长期以来，美国受人瞩目的科技、

经济、教育等优势吸引了包括华裔在内

的一众移民追寻“美国梦”。早期的老

移民在美国从事的主要是体力活，但随

着不少“移二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

现在很多优秀的华裔美国人也开始在高

精尖领域崭露头角，不再局限于开中餐

厅、开华人超市等。

美国的移民政策也倾向于留住掌握

了重要技能的优秀人才，不管是保守党

执政时期，还是现在的民主党，相对于

其它类别的移民，比如宗教移民、投资

移民，人才移民始终是美国政府最为看

重的移民类别。

在2019财年拿到绿卡的逾100万移

民中，大约有365,000名亚裔拿到了绿卡

，EB类职业移民是重要的获取绿卡的途

径。

在五大类别的职业移民中，EB-1杰

出人才移民是优先级别最高的职业移民

，是美国政府“招贤纳士”，积极招纳

世界各国优秀人才的具体体现。按照美

国移民法的规定，满足“杰出人才”标

准的外籍人士，不需要申请劳工证，就

可以直接申请移民并获得绿卡。不限地

区，申请人无论身在美国、中国或其它

国家都可以申请。

EB-1包含了EB-1A杰出人才移民、

EB-1B杰出教授或研究人员移民、EB-1C

跨国企业高管移民等三类。在这几类移

民中，最值得推荐的非EB-1A杰出人才

移民莫属，适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

优秀人才申请。

EB-1A杰出人才移民又称为特殊技

能人才，是指“具有卓越专业能力，在

其领域中少数的顶尖人物之一”。

根据移民法规定，符合杰出人才的

外国人必须证明下列条件：

1.申请人在科学、艺术、教育、商

业或体育领域里具有特殊能力，得到广

泛认可，取得很高成就，并且享有国家

级或国际性的声誉与成就，其成就和贡

献在该领域达到顶峰。申请人被认为是

该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

2.申请人在获得杰出人才绿卡后，

将在美国继续从事其领域内的工作；

3.申请人的工作将会对美国社会的

相关发展，带来极大利益。

第一条看起来比较复杂和严苛，但

具体到个案的话，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

么高不可攀。

美移曾经服务过一位临床医学专业

的客户Z先生，客户毕业于浙江大学医

学院，博士学位，工作是国内某知名三

甲医院心胸外科主任，Z先生不仅专业

知识深厚，还有积极探索的精神以及精

湛的实际操作能力。

我们了解到，如果按照EB-1A移民

项目的量化标准，Z先生现有的成就仅

仅局限于一些病患送的锦旗，还有一些

临床数据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一些院

方的媒体报道提及过张先生只言片语，

这些都不足以达到EB-1A每一项标准的

高度。但Z先生最终却获批了。

为了突出Z先生在临床医学方面的

突出成就，我们以他的相关成就为主线

，递交了原创性贡献、获奖、重要职务

、媒体报道等四项申请证据。

通常情况下，只要证明充足，

EB-1A移民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尤其

是医生这种在美国比较紧缺和吃香的职

业，美国移民局是很欢迎的。

前些时候，美国两党参议员提出了

一项跟医护人员有关的立法提案，提案

计划为医生和护士提供四万张绿卡。

一场疫情，即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

大国，也难掩医疗专业人才短缺的现实

。形势严峻的时候，美国政府还曾开放

工作签证，呼吁海外医务工作者赴美参

与抗疫，相关法案还将为数万名外国医

生及家属提供绿卡。

计划移民美国的朋友，如果您也在某

些领域取得过重大成就，欢迎联系小编，

专业移民顾问为您制定细致移民方案。

附*EB-1A杰出人才移民项目优势：

工作：不需要由雇主提供具体的工

作或者工作承诺；

领域：可以适用于更多领域，如科

学、文化、体育等；

经验：没有具体的对工作经验的要

求；

能力：需要更多的成就和更强的能

力。

美国亚裔人口二十年间猛增81%
全美第一！这几个州亚裔最多

希腊凭借着25万欧元购房移民门

槛，以及年均多达300多天晴天的生活

质量而备受全球移民欢迎。但人人向

往的希腊移民生活到底适不适合您呢

？哪些人不太适合在希腊生活？

第一类：把事业视为人生第一位的人

这一类人属于纯事业型的，家庭、

朋友、健康永远排在事业后面。自己

在外面怎么累都没事，但是不能没有

一项伟大的事业，事业成功的光环才

让自己充满成就感。

这类型的人还真的不太适合来希腊

！因为希腊并不是事业型国家，从政

府到老百姓节奏都非常的慢，希腊人

对准时下班很看重，因为下班第一时

间就是陪伴家人，所以希腊的社会氛

围没有一种对事业成功，光宗耀祖的

强烈渴望。

第二类：习惯了快节奏的人

刚才已经说过，希腊从政府工作人

员到老百姓的节奏都非常慢，假如你

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做什么都秉承效

率至上，喜欢快节奏的生活，觉得这

样的人生才不算浪费。那么也不建议

你来希腊生活。

整个欧洲的生活节奏都慢，隶属南

欧的希腊更加慢，关键你干着急也没

用，他们根本急不起来，周围的人也

急不起来，所以你的急性子就会显得

很另类。如果自己不能够调整的话，

你会干什么事都觉得难受，处处碰壁

。

第三类：喜欢呼朋引伴的人

在希腊生活人间烟火味也挺重，绝

不像新西兰除了自然见不到人这种情

况。但华人在这边毕竟算是少数群体

，希腊的常驻华人也不多，所以你必

须要接受在希腊你才是外国人的事实

。

因此，在华人居住比较集中的社区

，找到几个聊得来不是能聚一下、走

动走动的华人朋友已经很不错，想跟

国内一样一个电话就能呼朋引伴的就

不要太多想了。当然，希腊允许申请

人移民不移居，假如真的不习惯或者

想念跟朋友一起狂欢的生活，还是可

以继续留在国内生活！

那么，哪些人适合在希腊购房移民

？

追求精致生活

希腊为地中海气候，一年有300天

阳光普照的日子，全年气温变化不大

，国际球星C罗年年都造访希腊，享受

度假的乐趣。

希腊拥有绵延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

和1500多座岛屿，自然景色丰富多样

且独具特色，生活环境非常优质。夏

季从5月持续到9月，人们有充分的时

间沐浴阳光，享受湛蓝大海带来的清

凉。而短暂的冬季则能够在山区得见

美丽沁人的雪景。

讲究性价比

细数全球有国家移民法案支持的热

门的移民项目性价比都不如希腊。希

腊购房移民投资门槛低至仅需25万欧

、受移民法案支持有保障，政治稳定

等优势，且在希腊经济全面复苏的背

景环境下，新政府上台减税亲商，希

腊经济持续看好。

对投资人而言，25万欧元折合人

民币约为200万，即可在希腊购得永久

产权房+希腊永居身份，还能通过出租

，坐享年收益3%-5%左右的租金回报！

可畅游欧洲

在希腊获得合法移民身份，就可

以实现 26 个申根国家自由通行，其

中包括：法国、德国、奥地利、瑞

士、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

堡、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冰

岛、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立陶

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

尼亚、马耳他和列支敦士登。拥有

希腊移民身份，即可在如此多欧洲

国家之间往返不用签证，省去了很

多申办各国签证的麻烦。

注重教育质量

希腊既是欧盟成员国，又是申根国

成员，因其在欧洲占据着重要的地理

位置，吸引了众多高等学府的落户，

这其中包括著名的谢菲尔德大学、州

立纽约大学、曼切斯特大学、肯特大

学等。在希腊当地就读，孩子可以享

受纯正教育资源。

此外，移民希腊并满足一定要求后

，孩子更可以参加港澳台华侨生联考

，以更低的录取分数线、更高的录取

比例报读国内知名大学！

人人都向往的希腊移民，到底适不适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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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話題懸疑驚悚新作《靈語》片中最

神秘的角色曾白石擁有特殊能力，左右著片

中命案與失蹤案的劇情發展，飾演曾白石的

丁寧表示：「我長期練習瑜珈，有段時間也

喜歡閉關修行，這些東西都會累積在自己身

上，所以全台灣應該沒有第二個女演員可以

演這個角色。」曾白石遊走在陰陽兩界卻凡

事通透，讓她成為電影中最特別的存在，連

一起對戲的吳可熙也稱讚：「丁寧的眼神感

覺能看透人世間紅塵和所有宇宙間的秘密，

一看到她就會很安心，因為她盤坐起來就有

大師的感覺。」而丁寧為了完美呈現雙盤坐

姿，在開拍前都必須提早兩小時伸展肌肉，

才能在雙盤時保持身體平穩不受傷，她打趣

道：「結果搞到最後還是要靠身體賺錢。」

此外，每當丁寧在片場伸展肢體練習瑜珈時

，片中飾演丁寧姪子的禾浩辰就會不甘示弱

一起拉筋，看不下去的丁寧就會開始指點大

家美姿美儀，戲裡戲外都展現大師級的風采

。

刑警志凱(是元介飾)奉命調查一起無名

兒童連環箱屍命案，同時，他在國小任教的

姊姊美珍(吳可熙飾)在放學時發現女兒慘遭

歹徒綁架，志凱與搭檔嘉強(禾浩辰飾)私下

展開緊急救人行動。在查案過程中循線追蹤

到美珍的前鄰居明城(鄭人碩飾)與慧嵐(楊丞

琳飾)，意外發現他們的女兒也已經失蹤一年

，案情膠著找不到任何線索，幾乎成了破不

了的懸案，兩起看似毫無關聯的案件背後似

乎隱藏驚人的連結。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外

甥女命在旦夕、連續箱屍命案案情撲朔迷離

，只有鬼魂知道真相，走投無路的志凱只能

求助師姑曾白石(丁寧飾)，她擁有特殊體質

能夠接收「靈語」，而一樁樁懸案的關鍵線

索，是否能借助「靈語」抽絲剝繭找到駭人

真相…。

《靈語》丁寧為戲犧牲無眉演出
由《麻醉風暴》副導蘇皇銘執導，集結是元介 、 吳可熙、 鄭人碩、

楊丞琳 、 禾浩辰 、 石知田 、 丁寧等金牌卡司同台飆戲的年度靈異懸疑

驚悚國片《靈語》，將於5月12日全台搶先上映！今天曝光的最新幕後花絮

「善惡篇」 揭開 「通天師姑」 丁寧的神秘面紗，繼《孤味》的 「佛系小三」

之後，丁寧此次宛如世外高人的氣質每每出現就像鍍上一層佛光一樣，也成

為《靈語》片中連環箱屍命案與兒童失蹤案的破案關鍵。楊丞琳也坦言很想

挑戰飾演丁寧的角色，她說： 「丁寧的角色非常正面療癒，喊卡的時候可以

看見她在擦眼淚，讓我感受到她的慈悲心。」 而丁寧則表示演出時最大的挑

戰就是無眉造型，她說： 「某天早上起床看見自己還沒有畫眉毛的樣子有一

種奇特的感覺，我把這個點子提供給造型師參考，發現意外地合適。」 因此

為戲犧牲 「無眉」 演出，丁寧笑說：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很重視眉毛，但

演員的臉和身體都是演戲的工具，我覺得這個造型很不錯。」

導演黃胤毓致力透過影像紀錄沖繩

八重山台灣移民史，早在 2016 年推出

紀錄片《海的彼端》拍攝玉木家族打

拼史，溫馨風格廣受觀眾好評。黃胤

毓透露大學留日念書，當時他以研究

生身分到石垣島探訪台灣移民，時不

時就從東京出發到石垣島當地的台灣

華僑會，跟當地台灣居民一起過土地

公祭典，建立起深厚情誼。而石垣島

市中心雜貨店常是當地台灣人的交流

地，大家常在雜貨店互相交流、串門

子聊天，黃胤毓笑說：「每次我只

要一去雜貨店，隔天幾乎很多石垣

島的台灣人就知道我到了，有時候

《海的彼端》玉木阿嬤看到我，還

會抱怨怎麼先去雜貨店，沒先去找

她。」有時候他打電話給其中一位

台灣阿嬤，其他家也會知道，讓他

忍不住笑喊：「雜貨店消息真得傳

得好快，有種自己行程都被掌握的

感覺。」

而黃胤毓從當年的研究生單純探訪

，直到後來晉升為紀錄片導演，定居

沖繩工作、開公司，在當地落地生根

，他最感謝這些溫暖的台灣阿嬤，

「我一開始是大學研究生，也不是什

麼專業電影人，以研究生身分去認識

八重山的台灣人，到現在我在沖繩工

作開公司，有種他們一路看著我長大

的感覺，當初那種很純粹的交流，真

的很溫暖。」黃胤毓更透露《綠色牢

籠》到拍攝後期，橋間阿嬤身體日漸

衰弱難以自理，有位台灣退休老師到

沖繩 Long Stay 度假，聽到橋間阿嬤需

要人照顧，親自探訪多次，甚至自掏

腰包買床，送到位於西表島的橋間阿

嬤家，只希望能夠減緩老人家的腰痛

不適，台灣人的互助精神讓他十分感

動。如今《綠色牢籠》將在台上映，

黃胤毓非常希望，能有機會聯繫上這

位對橋間阿嬤伸出援手的善心人士，

「我手邊沒有他的聯繫方式，如果有

機會的話，很希望能邀請他來看電影

。」

《綠色牢籠》講述戰前「西表礦坑

」的台灣移民打拼史，以影像記錄橋

間阿嬤在漂泊時代中如何以強韌的生

命力，面對殘酷命運，又是如何在人

生最後盡頭重新回顧她的人生。5 月 9

日母親節，將於台灣知名礦坑城市九

份的昇平戲院舉辦特別放映，邀請大

家帶母親進戲院一起觀看電影，共度

母親佳節。預售票已在博客來售票網

開 賣 (https://tickets.books.com.tw/progshow/

01020001587091)，於指定戲院購買《綠

色牢籠》首三日電影票，可享首周末

觀影禮，獲得和平島公園或新北市立

黃金博物館入園門票一張；憑電影上

映票根則有機會抽中化石先生提供之

魚眼石標本 (市值 1200 元)或前衛出版

社提供之電影書《綠色牢籠:埋藏於沖

繩西表島礦坑的台灣記憶》，詳情請

見「綠色牢籠」官方粉絲專頁：www.

facebook.com/yaeyamaprojectTW 或 希 望 行

銷粉絲團查詢：www.facebook.com/Hope-

MarketingEnt。

《綠色牢籠》母親節回昇平戲院舉辦特映

邀影迷帶母親共度佳節
台灣紀錄片導演黃胤毓繼《海的彼端》後，耗時7年再推沖繩八重山台灣移民系列

紀錄片新作《綠色牢籠》，該片將於5月14日在台上映，片中拍攝橋間阿嬤從88歲到

92歲過世的四年時光，從阿嬤口中回顧戰前 「西表礦坑」 幾近被遺忘的移民歷史。雖

然橋間阿嬤已逝世近4年，黃胤毓今於媒體試片會上聊起拍攝花絮，仍難忘與阿嬤的相

處時光，他感性表示： 「橋間阿嬤聽到我講台語都很開心，前兩年身體健康的時候，

甚至會自己下廚炒米粉，煮台灣小吃給我們吃

。」 橋間阿嬤溫暖舉動，讓黃胤毓直呼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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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山林”沧浪亭

沧浪亭始建于北宋，创建者是曾

任大理评事等职的苏舜钦，他也是当

时著名的诗人。苏舜钦因支持范仲淹

的庆历新政，触犯了当时朝中贵族官

僚团体的利益，“遭诬陷，削职为民

，流寓苏州，筑沧浪，自号沧浪翁”

。他被罢官以后，离开京城往南游历

至苏州，被这片城市中的山林野趣所

吸引，这里原是五代十国时期孙承佑

留下的废园。他花了四万贯钱买下来

构建园林，取名沧浪亭。

沧浪亭所在的城南地区，在宋代

并非繁华地段。南面有山峦丛林，北

面门前则利用开阔的葑溪，借水成景

，又阻隔了市井的喧嚣。苏舜钦在前

院叠山理水，后院造亭台楼阁。前后

之间以一条蜿蜒的游廊作为纽带，山

水相宜，融入自然。

从复廊东首的观鱼处转进园内，

长廊左右环抱，东边廊内有闲吟亭，

西边有御碑亭与之遥相呼应。在廊内

边走边看，便可体会到移步换景的趣

味。从游廊东侧信步而行，但见园中

隆然升起的土山——“真山林”。四

周垒石护坡，野趣盎然。

沿石径盘旋而上，著名的沧浪亭

就踞于丘岭顶上。石亭古朴清雅，周

边大树参天，颇有苍翠峻峭之势。站

在此处，园外的葑溪、市肆，园内曲

廊环绕的亭台楼阁尽收眼底。拾级往

西坡而下，山石脚下顺势接连着一个

小池塘。池边草罗丛生，栽种着矮竹

、松针，夹着几株红豆，颇有“绿肥

红瘦”之妙。从西侧的游廊内边走边

看，那低洼的池水波平如镜，倒影着

山景和天光，湖中的景色随步履灵动

旋转，别有一番情趣。

与沿河而筑的复廊一样，园内游

廊上的漏窗也都无一雷同。这些漏窗

有的仅仅是一个窗洞，圆的、方的，

或是扇形的、八角形的；有的在窗洞

上装饰出各种通透的图案，内容多为

花卉、鸟兽、山水或几何图形。这些

图案用瓦片、薄砖、木头、竹片等制

作。沧浪亭全园共有漏窗108式，在苏

州园林中独树一帜。

游廊，是空间的阻隔，又成为空

间的构成。园林因为有了廊和漏窗而

增添了意境。从游廊西南端过步碕亭

，便到了后院，这里是原本主人生活

起居的区域。不过今日所见的沧浪亭

与千年前北宋时期的面貌早已不同。

在苏舜钦之后，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

曾居住于此，元明两代改为佛庵。直

到清朝康熙年间才重修，原本临水而

建的沧浪亭被移到了园内的山顶。道

光八年，后院增建了五百名贤祠，到

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增建了现

在园内最大的主体建筑明道堂和瑶华

境界。这些公共建筑的增设，大大改

变了沧浪亭最初的面貌和功能。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

有情”，时过境迁、几度沉浮，唯有

苏舜钦和欧阳修二人合作的这幅对联

读来依旧旷古潇洒。这座原本是私家

花园的园林，从清代中期开始慢慢转

变成了集讲学、雅集、看戏、听曲和

游玩等诸多功能的公共园林。

与欧美花园相比，沧浪亭等中国

江南园林的趣旨完全不同。欧美庄园

占地面积都很大，风格讲究规律性的

排列和齐整的修剪，注重广袤的视野

，极少在内部做许多区隔。而中国江

南园林多占地面积小，擅长营造以小

见大、虚实相间的意境。注重含蓄美

，蕴含着“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中国

古典哲学思想。沧浪亭正是让山水入

怀，创造出诗意般的空间，让人慢慢

体味层出不穷的意境。

“以小见大”网师园

离沧浪亭东面不远，在十全街上

的阔家头巷内，网师园就坐落于此。

走进巷子里，不见高墙大院，只是些

寻常人家的小屋夹道。循着巷子走到

深处，才见得到网师园朝南而开的大

门。

网师园始建于南宋，是藏书家史

正志的宅院。这位文人曾官居侍郎，

被弹劾丢了官后退居苏州，造此园过

起了隐逸生活。因为有藏书万卷，故

取名“万卷堂”，并为花园取名“渔

隐”。清代乾隆年间，光禄寺少卿宋

宗元隐退，买下万卷堂故址重新规划

布置，定名为网师园。宋宗元之后，

此园又归太仓画家瞿远村所有，他增

建亭宇，叠石种树，半易旧观。由于

瞿远村巧为运思，使网师园“地只数

亩，而有纡回不尽之致；居虽近廛，

而有云水相忘之乐。”今天我们看到

的网师园布局即奠定于此时。

网师园东部为宅，西面是园，是

一座保留完整的宅园合一式私家园林

。总面积虽不及拙政园的六分之一，

但小中见大，精巧幽深，布局清晰又

富于变化。东面住宅共三进，坐北朝

南，典型的中轴线布局。进大门过轿

厅，有砖雕门楼和天井过渡到主厅万

卷堂。万卷堂为硬山屋顶，两侧有高

大的封火山墙，堂内正中间高悬文征

明手书“万卷堂”匾额。围绕着中轴

线，建筑立面讲究东西对称，序位分

明，井井有条，象征着家族里长幼有

序、男女有别、尊卑有等的儒家思想

体系。

在西面花园，渡过引静桥，来到

花园中心的彩霞池畔，氛围一下子便

疏朗开来。以池为中心，周边布置了

许多建筑，有廊、轩、亭、阁，夹岸

有叠石、曲桥和花木。错落有致，富

于变化，而又不觉拥塞。围着水池，

从各个角度欣赏这个小花园都无雷同

的景色。池西南的濯缨水阁和东北岸

的竹外一枝轩隔水相望，东侧的射鸭

廊和西边的月到风来亭遥遥相对。倒

影与天光浮云交映于池面。西北端有

三曲平桥通往看松读画轩，临轩而望

，近处有古松、怪石和平桥，中景是

碧波粼粼和亭廊倒影，远处是略显朦

胧的山树小轩。

在月到风来亭边上有个小门洞，

里头是著名的殿春簃小院。北首并排

一大一小两间简朴的书房，但实中有

虚，室内朝北设三扇大花窗，将屋后

小天井里的芭蕉翠竹引入窗景。南部

一个院落，一地鹅卵石拼出渔网图案

的天井，四周栽种着翠竹、松针和芍

药。西南角上隐藏着一泓“涵碧泉”

，泉水与外面的彩霞池水脉相通。泉

旁有冷泉亭，亭倚西墙而建，省却了

西边的两根亭柱变为实墙，成为一座

别致的半亭。1980年，以殿春簃为原

型而建造的“明轩”，在美国纽约大

都会艺术博物馆二楼落户，使网师园

名扬海外。

网师园有四个书房画室，从五峰

书屋到集虚斋，再到看松读画轩和殿

春簃，构成了宅与院之间建筑布局的

纽带，勾勒出历代园主共有的文化气

质。自史正志筑园伊始，历代主人从

宋宗元、瞿远村、李鸿裔，到民国时

期的张大千张善孖兄弟与叶恭绰，及

至何亚农，都是诗人、书画大师、收

藏家。而与他们来往的文人雅士，如

文征明、郑板桥、俞樾、张辛稼、吴

进贤等，也多特别欣赏网师园的清新

隽永、不落俗套。

丰厚的人文底蕴也是所有苏州园

林的共有特征。苏州的私家园林能绵

延至今，即使被毁也有后人愿意修复

重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它们历

代主人的集体特征——文人雅士。苏

州园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无处不

入画的特征，正是源自园林主人们不

俗的文化熏陶，是适合清谈读书的美

好环境。苏州园林没有显露出富贵气

，而是透着浓浓的文化气息。

苏州园林里还有顾曲之处，即演

出昆曲、评弹、江南丝竹的场所。昆

曲大家俞振飞和他父亲粟庐老人曾与

吴中曲友小演于网师园的灈缨水阁。

如今，网师园每年春夏秋三季的夜晚

都有戏曲演出对公众开放。在月到风

来亭内赏月听曲，那弦音和歌声隔着

彩霞池临水飘来，涤荡着历史的回响

、文化的传承。

快慢之间，江南园林的传承

江南园林起源于晋，成熟于宋，

至清代而鼎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不断演化着形态。从简朴的归园田居

，到不拘一格的城市山林，再到委婉

精致的宅院合一，园林风貌随着社会

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迁。然而其真

谛，始终贯穿着古人对于大自然发自

内心的崇拜和文化人对琴棋书画的眷

恋，融合了儒家游方之内的社会需求

和道家游方之外的精神寄托。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当代，科技的突

飞猛进、小型化的家庭格局、高昂的房

价、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太多太多因

素，留住了古典园林继续发展的脚步。

老祖宗留下的园林遗产变成了公共花园

，面对曲桥上、亭榭内、水岸边的熙熙

攘攘，古典园林意境还能展现多少？幸

好，今天人们已经开始反思，是不是该

放慢脚步，注意环保，留一些资源给我

们的后人。我们开始重新审视慢生活的

诸多益处，当然这份对“慢”的渴求，

并非是要否定所有的“快”，而是一种

把握平衡的智慧。

江南园林也不会被时代淘汰，只

不过因为时代的巨变，必将改换新的

艺术形态而继续传承。园林发展到晚

清的鼎盛时期，已经普遍注重生活的

舒适性。近代列强的入侵也带来了先

进的科学技术，园林建筑开始引入玻

璃窗、电灯、自来水和水泥工艺，清

末民初建造的园林还出现了西式建筑

元素和整栋的西式小洋楼。

在沧浪区西面临近护城河一带，

是一片典型的清末民初民宅建筑群，

巷子深处的桃园至今也已经历了百年

风雨。园内古典园林的要素一样不少

，而后院的二层住宅楼不再是中规中

矩的中式建筑，门厅设在了转角处，

上面是西式阳台和老虎天窗，外墙是

水泥工艺的……这些西式元素的融入

，成为早期中西合璧的园林特征。

古葑溪水东流不尽，流经沧浪亭

，流过网师园。延续着苏舜钦、史正

志和几个世纪来文人雅士们孕育成熟

的沧浪文化，又从诸多未提名的园林

艺术家的创造和保护中得以延续传承

。生活因庭园而更美，庭园因生活而

动人。

内卷时代，我们更需要苏州园林
生活在内卷时代，我愈发能体会林语堂的一句话：

“中国人最崇高的个人理想，是成为一个不必逃避人类

社会，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苏州园林正为

我们展现了这种理想生活的真实画卷。

苏州园林的意境，绝非注重占地广，反而强调以小

见大。它也不卖弄工艺技法，而注重传递精神价值。苏

州现存历史最久远的园林——便是享有“城市山林”美

名的沧浪亭；另一座著名园林网师园，有纡回不尽之意

，却占地只有八余亩。它们隐于闹市，透着浓浓的书卷

气，可以让心灵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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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截止日6/30/2021，有相關條件限制。詳細規範、費用與條件請參閱開戶細則或洽各華美銀行分行. 1- 優惠僅限新開立的一般商業支票帳戶。開戶後首六個月期，若未達到最低存款額要求，相應的月服務費將被免除。月服務費細則請洽您當地的華美銀行分
行。可能依帳戶活動收取其他交易服務費。 2- 優惠僅適用於新開立的一般商業支票帳戶。僅限一盒華美銀行 “Image Check”樣式支票，更改樣式可能須收取額外費用。 3- 優惠僅適用於新開立的一般商業支票帳戶以及華美銀行國際與國內電匯入款服務費，不
適用於其他中介銀行收取的費用。開戶後首六個月可享十次電匯入款費用減免。

選擇最合適的商業 
支票帳戶
華美銀行提供各類商業支票帳戶，可針對

貴企業需求，推薦最合適的選擇，助您簡化

財務管理，提升營運效率。

2021年6月30日前開立合格商業支票帳戶*，
即可享多重優惠：

• 免除首六個月最低存款額要求1

• 免費標準樣式支票一盒2 

• 減免首六個月電匯入款費3

穩健前行，邁向更好的明天

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new
或致電 800.419.8039.

掃描二維碼掃描二維碼
瞭解詳情瞭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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