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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suspends former U.S. Presi-
dent Trump’s account unti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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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Inc (FB.O) on Friday suspended for-
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until at least 
January 2023 and announced changes to how it 
will treat world leaders who break the compa-
ny’s rules on postings on its site.

Facebook suspended Trump’s account the day 
after the Jan. 6 Capitol Hill riot, determining he 
had incited violence. That suspension will last at 
least two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 initial block 
and would only be lifted if the risk to public 
safety has receded, Facebook said.

Trump criticized the decision as a form of cen-
sorship and an insult to his voters.

This new timeline denies Republican Trump a 
major social media megaphone ahead of the No-
vember 2022 national midterm elections, when 
his party will be competing for Congressional 
seats. However, it means he may be able to re-
turn to Facebook well before the next presiden-
tial election in late 2024.

Trump has been permanently banned by Twitter 
(TWTR.N) and remains suspended by Alpha-
bet’s (GOOGL.O) YouTube after the riot. The 
former president, who this week shut down 
his recently-launched blog, has teased plans to 
launch his own platform but his team has given 
little detail.

“Given the gravity of the circumstances that 
led to Mr. Trump’s suspension, we believe his 
actions constituted a severe violation of our rules 
which merit the highest penalty available under 
the new enforcement protocols,” Facebook’s 
head of global affairs Nick Clegg said in the 
post.

Facebook’s oversight board, an independent 
group funded by the company who rule on a 
small slice of controversial content decisions, in 
May upheld the company’s unprecedented block 

on Trump. However, the board ruled it was 
wrong to make the ban indefinite and called 
for a “proportionate response.”

In a statement on Friday, Trump slammed 
the decision and repeated false claims of 

voter fraud: “Facebook’s ruling is an insult 
to the record-setting 75M people, plus many 
others, who voted for us in the 2020 Rigged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y shouldn’t be 
allowed to get away with this censoring and 
silencing, and ultimately, we will win. Our 
Country can’t take this abuse anymore!”

Trump added, “Next time I’m in the White 
House there will be no more dinners, at his 
request, with Mark Zuckerberg and his wife. 
It will be all business!”

Facebook said it would work with experts to decide when the public 
safety risk had subsided for Trump to be restored to its platforms. It 
said it would evaluate factors including instances of violence, restric-
tions on peaceful assembly and other markers of civil unrest.

It also said there would be a set of escalating sanctions that would be 
triggered if Trump broke further rules that could lead to his perma-
nent removal.

White House spokeswoman Jen Psaki, speaking to reporters, said of 
Facebook’s decision on Trump that it felt “pretty unlikely that the ze-
bra is going to change his stripes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we’ll see.

Social media companies have grappled in recent years with how to 
handle world leaders and politicians who violate their guidelines. 
Facebook and Twitter have long held that world leaders, politicians 
and elected officials should be given greater latitude on their plat-
forms than ordinary users.

In a major reversal that also came as part of Facebook’s Friday 
responses to its oversight board, Facebook said it was “removing the 
presumption we announced in 2019 that speech from politicians is 
inherently of public interest.”

The company said it now would weigh violative content from poli-
ticians against the potential risk of harm in the same way it does for 
all users. It will also disclose when it does use its “newsworthiness” 
exemption. Some of these policy changes were originally reported by 
The Verge.

However, a Facebook spokesman confirmed politicians’ posts will 
remain exempt from third-party fact-checking.

Facebook has come under fire from those who think it should aban-
don its hands-off approach to political speech, but has also been 
criticized by those, including Republican lawmakers and some 
free-expression advocates, who saw the Trump ban as a disturbing 
act of cens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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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LGBT couple take photos of each other on a rainbow flag-themed path during pride month at 
Samyan MRT station in Bangkok, Thailand. REUTERS/Soe Zeya Tun

U.S. President Joe Biden rides a bike at Cape Henlopen State Park in Rehoboth Beach, Dela-
ware. REUTERS/Kevin Lamarque

A Palestinian demonstrator hurls back a tear gas canister fired by Israeli forces during a pro-
test against Israeli settlements in Beita, in the Israeli-occupied West Bank. REUTERS/Raneen 
Sawafta

Participants of the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
al Economic Forum 
(SPIEF) gather near 
an electronic screen 
showing Russian Pres-
ident Vladimir Putin, 
who speaks during a 
session of the forum in 
St. Petersburg, Russia. 
REUTERS/Evgenia 
Novozhenina

Los Angeles Lakers for-
ward Anthony Davis (3), 
forward LeBron James 
(23) and coach Frank Vo-
gel react in the second half 
during game six of their 
first round NBA Playoffs 
against the Phoenix Suns. 
Kirby Lee-USA TODAY 
Sports

Extinction Rebellion activists stage a 
performance calling for the crime of 
ecocide to be recognized in criminal 
law in Madrid, Spain. REUTERS/Juan 
Medina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New evidence now
shows that the COVID
variant discovered in
India is causing the
deadliest surges
around the world.

In countries like the
USA and Great Britain,
the current vaccines
appear to defend
recipients well against
the severe effects of
the new variants. But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variants are
highly transmissible
and could be
catastrophic.

Covalent, 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
Equity, does not have
enough vaccines to
distribute. Nepal, The
Philippines and Nigeria
may face supplemental
oxygen shortages on

the kind of levels like
have happened in India.

We are urging all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extra vaccines to give
some of their surplus to
other nations in need.
Like all the pandemics,
this one will lead to

millions, maybe even
billions of people being
infected or even lose
their lives.

Even today in Vietnam
and Taiwan, the people
are all suffering
because of a shortage
of vaccine.

0606//0404//20212021

New Variant Will BringNew Variant Will Bring
A Horrible WorldA Horribl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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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Hard-working.” “Nice.” Those 
were among the adjectives that respondents 
offered up in a recent poll when asked to 
describe Asian Americans.
The poll, conducted by the nonprofit Lead-
ing Asian Americans to Unite for Change 
(LAAUNCH), was another all-too-familiar 
reminder that Asian Americans are still per-
ceived as the “model minority.”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is myth 
about Asian Americans and their perceived 
collective success has been used as a racial 
wedge — to minimize the role racism plays 
in the struggles of other minority groups, 
such as Black Americans.
Characterizing Asian Americans as a mod-
el minority flattens the diverse experiences 
of Asian Americans into a singular, narrow 
narrative. And it paints a misleading picture 
about the community that doesn’t align with 
current statistics.
Here’s a look at some common misconcep-
tions driven by the model minority myth.

Myth: Asian Americans are a single 
monolithic group

Currently, more than 22 million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live in the U.S., mak-
ing up approximately 7% of the nation’s 
population. They trace their heritage to 
different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with 
people of 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descent making up the largest shares, 
though no group makes up a majority. 
More than 1.5 million Pacific Islanders, 
who descend from Micronesia, Melane-
sia or Polynesia, live in the U.S. as well.

ASIAN AMERICANS TRACE 
THEIR HERITAGE TO DIFFER-
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NOTES
The U.S. Census Bureau classifies a person of Asian de-
scent as anyone who traces their heritage to a subset of 
countries in the continent of Asia. But there may be people 
outside of this classification who self-identify as Asian.
Source: U.S. Census Bureau, 2019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Credit: Connie Hanzhang Jin/NPR
Academics and activists trace the term “Asian American” 
to 1968, when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founded the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 
At the time, the group sought to unite students of Japanese, 
Chinese and Filipino descent to fight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cognition.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AAPI) is a term 
that has its roots in the 1980s and ‘90s, when the U.S. 
Census Bureau used the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las-
sification to group Asians, Native Hawai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together. In 1997, the bureau disaggregated the 
categories into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Scholars and activists have critiqued both terms for mask-
ing differences in histories and needs among communities, 
as well as supporting the myth that Asian Americans are a 
monolithic group.
Within these regional groups, a huge variety of ethnicities 
exist within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People who 
identify their heritage as Chinese, Indian or Filipino make 
up the largest share.

MANY ETHNICITIES FALL UNDER THE 
ASIAN AMERICAN UMBRELLA

Notes
Ethnicities with fewer than 100,000 people not shown. 
The U.S. Census Bureau classifies a person of Asian 
descent as anyone who traces their heritage to a subset 
of countries in the continent of Asia. But there may be 
people outside of this classification who self-identify as 
Asian.
These numbers have risen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he 
Asian American population is the fastest-growing racial 
or ethnic group in the U.S., growing by 81% from 2000 
to 2019. The Hispanic population saw the second-fastest 
growth, at 70%, followed by Native Hawai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at 60%. The white population grew by only 1% in that time.
Myth: Asian Americans are high earning and well educated

Asian Americans have a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of around $78,000 
a year,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median of about $66,000. 
However, that overall statistic obscures larg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
ent Asian-origin groups.
These economic disparities are partially driven by similar disparities in 
education levels among Asian Americans. The highest-earning groups 
— Indian American and Taiwanese American households — also have 
the highest levels of education, while the lowest-earning groups have 
comparatively lower levels of education.

Key Disparities In Income And Education Among 
Different Asian American Groups 

NOTES
The U.S. Census Bureau classifies a person of Asian descent as any-
one who traces their heritage to a subset of countries in the continent 
of Asia. But there may be people outside of this classification who 
self-identify as Asian.
Source: U.S. Census Bureau, 2019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Credit: Connie Hanzhang Jin/NPR

(Continued On Page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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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ing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eritage Month 

 Six Charts That Shed Light
On Images Of Asian

Americans Held By Many

By Connie Hanzhang Jin - NPR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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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act, a 2018 Pew Research Center study 
found that Asian Americans were the most 
economically divided racial or ethnic group 
in the U.S., with Asian Americans in the top 
10th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making 10.7 
times more than those in the bottom 10th.
Myth: Asian Americans immigrate to the 
U.S. in the “right” way
More than half of those who identify as 
Asian American and at least 17% of Pacific 
Islanders were born outside the U.S., ac-
cording to the U.S. Census Bureau.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ha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immigrants of any 
ethnic or racial group in the United States. 
Yet, Asian Americans are often overlooked 
in debates about immigration reform.
Asians have a wide range of reasons for 
immigrating to the U.S., including those 
coming as refugees or asylum-seekers. Out 
of the almost 11 million estimated undocu-
mented immigrants in the U.S., around 1.5 
million (14%) are from Asia, according to 
the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 LARGE NUMBER OF ASIANS IN 

AMERICA                ARE UNAUTHO-
RIZED IMMIGRANTS
Out of the top 10 most common ori-
gin countries for unauthorized immi-
grants in the U.S., an estimated one              
million people come from India, China 
or the Philippines.

Heightened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has also impacted Asian Americans. 
From 2015 to 2018,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arrested about 
15,000 immigrants from Asia,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nonprofit Asian Amer-
icans Advancing Justice.
The report also found that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s were three to four 
times more likely to be deported for 
old criminal convictions compared with 
other immigrant groups. Out of the ap-
proximately 16,000 Southeast Asians 
with final removal orders in that period, 
more than 13,000 had removal orders 
that were based on old criminal convic-
tions.

Myth: Asian Americans Face Less 
Systemic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Sinc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started, 
hate crimes and viole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have increased. In an April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32% of Asian American adults 
— a greater percentage than any other 
racial or ethnic group — said that they 
feared someone might threaten or phys-
ically attack them.
ASIAN AMERICANS AND OTHER 

GROUPS REPORT NEGATIVE 
EXPERIENCE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Share of respondents who say each of 
the following has happened to them 
since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because 
of their race or ethnicity.
NOTES
Asian American adults were inter-
viewed in English only. Sample does 
not include Pacific Islanders.
Source: Pew Research Center survey of 
U.S. adults conducted April 5-11.
Credit: Connie Hanzhang Jin/NPR

In response,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ssed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on 
May 18. The bill would have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ppoint a point person to ex-
pedite the review of hate crimes related to 
COVID-19. It would also direct resources 
toward making the reporting of hate crimes 
more accessible.
Despite increased news coverage of vari-
ous attack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the upcoming legislation, the LAAUNCH 
survey, which was conducted between 
March 29 to April 14, found that 37% of 
white Americans were not aware of in-
creased incidents of hate crimes.
But anti-Asian bias and discrimination are 
not new to the pandemic.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limate, it’s important to look 
at historical context. In past periods of 
national tension, especially during times 
when the U.S. has been at war with Asian 
countries, anti-Asian racism has similarly 
risen.
Myth: Asian Americans are fairly repre-
sented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The recent LAAUNCH survey also found 
that almost half of Americans incorrectly 
believe that Asian Americans are over-
represented or fairly represented in senior 
positions within American companies, pol-
itics, media or other realms.
In reality, Asian Americans are underrepre-
sented in these positions of power, holding 
about 3% of these positions in comparison 
with composing 7% of the U.S. population, 
a report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found 
last year.
More specifically, Asian Americans have 
the lowest degree of representation in polit-
ical office compared with any other racial 
or ethnic group.

Asian Americans Are The Most
Politically Underrepresented 

Group

When it comes to holding elected office, 
as of last year Asian Americans were 
underrepresented relative to their pop-
ulation by a differential of -85%. White 
people were overrepresented by 46%.

Asian Americans are even underrepresent-
ed in states with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Asian American residents, like New York 
and California,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Reflective Democracy Campaign.
Especially since the start of collective 
activism among Asian Americans in the 
1960s, Asian Americans have had a rich 
history of political activism and involve-
ment. But that history has not always trans-
lated to greater representation in political 
leadership.

One finding in the LAAUNCH survey 
may point to answers: 92% of Americans 
polled said they were comfortable with 
Asian Americans as doctors or friends, but 
only 85% said they were comfortable with 
an Asian American as a boss and 73% as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espite these perceptions, Asian Ameri-
cans are pushing forward. Asian Ameri-
cans increased their voter turnout rate by 
more than any other racial or ethnic group 
in the 2020 election and in part helped Joe 
Biden win Georgia. In that same year, 158 
Asian Americans ran for state legislatures, 
the highest number since the 2018 mid-
terms. (Courtesy https://www.np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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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ed From Page C3)

INDIAN AMERICAN HOUSEHOLDS ARE THE HIGHEST-EARNING               
GROUP, WITH A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OF $127,000 A YEAR.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SCALE, BURMESE AMERICAN HOUSE-
HOLDS ARE THE LOWEST-EARNING GROUP, WITH A MEDIAN HOUSE-
HOLD INCOME OF $46,000 A YEAR.

Six Charts That Shed Light On Images
Of Asian Americans Held By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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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今天我们来好好聊一聊美国人的收入支出

的问题。但为了确保我描述的美国人具有代表

性，我选择的是美国人均收入的中位数，以及

美国人开销的平均水平来给大家介绍美国人的

生活质量。

中位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半人赚得比这

个数字多，另一半人赚得比这个数字少。另一

种算法叫做平均值，意思是把大家的工资全加

起来，除以总人数。我们不用平均值而使用中

位数的原因，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比如100个人

里面，有一个马云，其它99个都是赤贫。但这

100个人的平均财富也是非常高的。咱们不不能

这么算，否则我就可以说我和梅西平均每人拿

过3个世界足球先生/金球奖了。

而美国人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1%的人占

有美国40%的财富，而70%的人加起来也只占美

国的7%的财富而已。所以把总收入一平均的话

，确实看起来大家都很有钱了，但就没办法反

映那些美国老百姓们的实际生活情况了。

我们先来说说美国人的收入有多少。

这里的数据是2017年的，2017年全美的家

庭收入中位数是$60,336，而我所在的圣地亚哥

，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76,662，属于收入水平

相对比较高的地区，那么这里的生活水平和居

民的富裕程度在全美范围应该都算是比较高的

。那么接下来，我就用圣地亚哥的各方面的中

位数情况来看看这样的收入对应怎样的开销。

首先，圣地亚哥这里有比较明确的一些数

据。比如平均的房价是60万美元，拥房率，就

是自己拥有住房的比率是47.1%，平均每天开车

时间为23分钟，平均每家拥有2辆车。

那我们就按美国比较常见的2个大人2个孩

子的家庭来估算所有的开销，我以下的所有开

销都按最保守的估计。

首先就是要交的收入税，这家人一年收入

$76,662，要交联邦税$5883，州税$1725，以及社

会保障税和医疗保险税$5865，拿到手的就是

$63189，平均到12个月是$5265/月。

假定他们的车都是买的，0首付，按我们这

里大街上最常见的车，平均在2万美元左右。那

么选择5年还清的话，两辆车每个月的车贷是

700美元（假定0首付，无息贷款）。

而保险平均一辆车一个月100美元，两辆车

是200美元。

平均每辆车每天开23分钟，我就对应一共3

加仑（1加仑约等于3.78升）的汽油，那么一个

月就是90加仑汽油。按我们这里汽油3.5美元一

加仑来计算，一个月是315美元。

每年汽车的年检大概是150美元一辆车，两

辆车平均一个月就是25块钱。

日常保养比如换机油，外加上任何可能的

升级和更新，再加上40美元一个月。

这样的话，仅仅在车上的花销，就是1280

美元。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

美国人每年在车上的花销（按每年1万5千

英里计算）

所以现在我们只剩下 3985 美元了。不到

4000块钱。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开销的大头，住房问题

。我们暂时就当他们自己买房计算。

虽然这里房子平均价是60万美元，但就象

刚才我提到的，这个60万美元是平均值而不是

中位数。我估计收入7万多的家庭真的买不起60

万的房子。那我就保守一些，砍一半，按30万

美元的房子来计算吧。我假设他们通过某种方

式自己已经可以支付20%的首付了。那么现在

就面临着80%，也就是24万美元的贷款问题。

24万美元贷款30年，按3.5%的利率来算，这也

是美国房贷利率的最低点了，需要每个月支付

$1078。

而因为你是贷款，所以银行强制要求你必

须购买房屋保险。我选择一个比较低的房屋保

险，大概每个月50美元。

然后就是房产税，圣地亚哥这里的房产税

大概就是房价的1%左右。30万美元的房子，每

年的房产税就是2271美元，对应每个月是190美

元。

日常大概水电气加起来，按美国人的用法

，保守一些每个月150美元。

一般30万美元的房子如果在小区里的话，

每个月还需要交100到300美元的物业费，而不

在小区的话有时会交一些垃圾处理费或其它费

用。我这里就统一只收$60吧。

这样的话，房子这里的总支出是每个月

$1528美元。

现在我们手里还剩多少？$2457。

这还是不吃不喝的情况，我们最后再来考

虑吃喝的问题吧。毕竟这个弹性比较大。

我们先说孩子，孩子在上小学之前，需要

送到幼儿园，这个开销是多少，一个孩子一个

月1000美元，两个孩子是2000美元。

上小学之后，因为公立学校的学费是包含

在房产税里的，所以是不用另外交的。但是，

美国的公立学校一来放学都很早，每天3点下学

，甚至有时12点就下学。这段时间如果自己没

有空，就只能找其它人或者课后学校接他们下

学。而且假日非常多，每年有好几个一休就一

个星期的假期，更不用说3个星期左右的寒假和

3个月之久的暑假了。这些时间段都必须另外花

钱找人来看孩子。这些开销一年下来也至少要

几千到一万美元。

不请人接孩子和看孩子行不行？可能可以

。在某一些州是有严格的年龄规定，小一些的

孩子必须时刻有成人看着，所幸加州还没有这

个规定。但是，你要知道，美国这里不是说出

门走路10分钟就到学校的。即使是就近上学，

可能步行也需要走半个小时才能到达。这种情

况下你可能只能选择车接车送。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有很多很多家庭只

有一个人上班，另一个人就是全职妈妈或者全

职爸爸。因为如果他也上班，赚的钱可能还不

够支付两个孩子的日常开销。

但回过头来，我们就很难计算孩子这部分

的开销。我们只能粗略的说，两个孩子加起来

，每个月所有的开销加起来按1000美元来计算

吧。对于一个有孩子的家庭来说，这已经是最

低的标准了。这基本意味着孩子也没有什么其

它的兴趣班或者其它活动可以参加了。

而如果孩子高中毕业之后要上大学，这部

分开销就更大了。美国大学的费用是中国大学

的几倍到几十倍以上，这部分内容之后我们另

外开一个专题慢慢介绍。今天我们就暂时假设

咱们介绍的美国人家庭孩子还没有高中毕业吧

。不然的话，大家真的要靠借钱过日子了。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手里还剩下$1457。

其实算到这里，各位有家庭的和管账应该

可以知道，我们最终肯定会花光这些钱了。那

我们接着来慢慢算。

两个人的电话，以及家庭网络，这些是现

代生活必备的。按美国最最便宜的方案，一个

月100美元。现在还剩$1357。

衣服，美国的衣服不贵，而且我们圣地亚

哥这里四季如春，哪怕冬天也就最多加一件卫

衣就好，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衣服。但因为有孩

子，所以还必须经常买。一家四口的内衣外套

衣服鞋子袜子就按一个月只花100美元吧。现在

还剩$1257。

那最后我们来说吃和喝。一家4口，哪怕天

天买原材料回来自己做饭，要吃得有营养一点

，一个月也至少要花700美元。

亚裔饮食习惯成年人每月需要花费277美元

美式饮食习惯成年人每月需花费339美元

所以现在我们手里只剩下557美元。

而之所以我们能剩下这个钱，还有如下的

前提：

医疗保险公司全部承担，自己平时不生任

何病，绝不看医生。

玩具不要，生日和婚礼party都不去所以也

不用随份子或者买礼物。

孩子完全自己独立，绝大多数情况不需要

看护，而且不安排其它活动。

房子没有任何问题，绝不做任何维护。

家具早已备齐，而且绝不损坏。

汽车从不罢工，罢工自己也可以修理。

绝不旅游。

不下馆子，不做任何其它的享受。

而且，不会存任何其它的养老金。

也没有购买任何其它的保险，比如人寿保

险。

但事实上，上面这些假设全部满足，是完

全不可能的。所以手里剩下的这500多块钱，基

本是没有剩的了。

这就是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成为月光族的整

个过程。这样介绍下来，大家是不是就感觉根

本不意外了。

当然，我相信在整个介绍的过程中，有不

少朋友会对其中的一些开销怀有疑问。

比如说，这个家庭本来钱赚的不多，为什

么还要买2万美元的新车。简单来说，选择买新

车的原因，是我从最简单的方式来估算的。因

为一辆新车开5年我们才敢估计不大可能出现问

题，或者有些零件不用频繁更换。而如果是一

辆旧车的话，经常出问题的可能要大不少，而

且大家知道在美国这里换4个轮胎就要三五百块

钱，做一些常规的高迈数保养又是不少钱，算

下来可能跟新车也便宜不了多少。就算你运气

好，搞了一辆一辈子不需要照顾的旧车，但其

实对我们的计算其实也没有数量级上的差别。

再比如说，有没有更便宜的房子，或者说

有没有可能租房更便宜一些？这么来说吧，更

便宜的肯定有，但那个地区的家庭收入就肯定

到不了7万多一年了，其实他们更不会剩下什么

钱。而租房的话，在圣地亚哥这里，一套市值

30万的房子，房租要到2000美元左右，这个算

下来比我们刚才估计的最低额1500多美元的开

销还要高很多。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按我们这样算

下来，好像这些家庭每个月都将会入不敷出。

而且这还是这个地区的中位数而已，那也就意

味着还有一半人生活得还不如这个水平。那岂

不是美国有一半多的人真的就根本每月处于亏

损状态吗？

这倒也不是，这些家庭虽然肯定还是月光

，但还没有到每月都亏的状态。这里有几个原

因吧。一是一般来说，他们交的收入税还是会

返一些回来，最开始我们的计算中，这样一个

家庭要交1万3千多的税，但事实上，一个4口

之家，在第2年的4月15号左右报税时，会因为

有不少的抵税或者减税的项目，能返回来一些

。所以最终交的税应该不会有这么多，大致在

7000到1万左右，也就是10%左右。

另外呢，刚才我们的计算里，虽然收入是

按中位线的，但象汽车数量的数字，是平均值

。所以也有可能很多这样的家庭只有一辆车而

不是两辆，这样又可以减少一个月几百块的开

销。

还有，关于在孩子身上的花销问题，有些

美国人就是真的不在孩子身上花更多的钱。美

国人的育儿观和中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

这又可以少不少。

所以最终算下来，每个家庭还是可以通过

自己的努力来达到至少收支平衡的。但确实很

难存下钱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些

电影和电视剧里的场景中，一个人一旦失业了

，就象天塌下来一样，因为他基本上就相当于

立刻断粮了。

讲了这么多，不知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已经

完全被数字搞糊涂了。没关系，记住我那句话

就好了，美国人赚的钱不算少，但花销更高，

所以有很多美国人家庭确确实实就是月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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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歲的凱特溫絲蕾向外媒《紐約時報》形

容她在《東城奇案》角色是位身體、臉蛋衰老

的中年女性。她認為影視作品很少將現實女性

的身體未經過濾地呈現不好的一面，「我們現

在很缺乏這一點！」導演克雷格卓貝曾經告訴

她，床戲意外拍到肥胖肚子的畫面，並向她保

證「絕對不會在正片中播出這個角度」，當場

被她回嗆：「你敢！」即便大家可能會驚訝她

的「走樣身材」，她也不介意。

不只如此，凱特溫絲蕾也不諱言，曾經兩

度退件《東城奇案》的宣傳海報，「因為修太

多了！」她很清楚自己有很多皺紋在她的眼睛

周圍，不希望刻意隱瞞。她日前向外媒《Em-

my Magazine》透露，即便在《東城奇案》飾演

的警探，在年輕時也曾經是個堅強的女性，

「但我不希望把她詮釋成一個不可能出現、猶

如超人般身體的40歲女人，大多數的女性不是

這樣的。」

凱特溫絲蕾年輕時在《鐵達尼號》與李奧

納多狄卡皮歐有段話題床戲，過去作品也時常

拿她的床戲當作賣點，如今再過4個月即將滿

46歲的她，以後觀眾很難再有機會看見她的床

戲演出。她坦言：「對於這件事，我只是不再

感到舒服罷了，甚至這不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真的。」隨後，她補充解釋，總有一天會有人

開始說：「喔，她又脫了！」因此她決定未來

減少裸露演出的機會。

《東城奇案》由凱特溫絲蕾監製、《一夜

狂奔》編劇布萊德英格斯比（Brad Ingelsby）

身兼主創與編劇、《末世餘生》導演克雷格卓

貝（Craig Zobel） 執導，故事圍繞在賓州某小

鎮的警探Mare Sheehan（凱特溫絲蕾飾），在

她調查一起當地兇殺案之際，自己的生活也逐

漸分崩離析。劇中將進一步揭開封閉社區裡不

為人知的黑暗面，並探究家庭與過去的悲劇是

如何形塑我們的現在。

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床戲大露 「「「「「「「「「「「「「「「「「「「「「「「「「「「「「「「「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肥胖游泳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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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影后凱特溫絲蕾（Kate Winslet
）最近在HBO全新迷你影集《東城奇案》
（Mare of Easttown）真實詮釋一名40多歲
的女性警探，完全不介意身體走樣被看光，
其中在一場火辣床戲當中，意外拍到隆起的
肥胖肚子，原本導演克雷格卓貝（Craig
Zobel） 打算刪掉這段畫面，沒想到被她果
斷拒絕： 「你敢！」 甚至連海報也被她退件
兩次，直呼 「皺紋修過頭」 。

女星佛蘿倫絲普伊、史嘉蕾喬韓森和

導演凱特蕭蘭如今都談到，葉蓮娜貝洛娃

一角在《黑寡婦》中將佔有什麼樣的地位

。

就跟娜塔莎羅曼諾夫一樣，葉蓮娜貝

洛娃也是出身自蘇聯紅屋（Red Room）

的特務，因此兩人始終情如姊妹。而娜塔

莎羅曼諾夫和葉蓮娜貝洛娃這兩代黑寡婦

之間的關係，也將成為《黑寡婦》全片劇

情核心。

片中將回溯至娜塔莎羅曼諾夫加盟神

盾局和復仇者聯盟之前，深入一窺她過去

不為人知的歷史，以及她那個雖然沒有血

緣、卻始終心靈相繫的失衡家庭。談到這

對姊妹，導演凱特蕭蘭向Total Film解釋

道：「她們的故事將互相交錯，並重重撞

上彼此。」

佛蘿倫絲普伊則表示：「葉蓮娜貝

洛娃點出了娜塔莎羅曼諾夫的痛楚，而

她也在後者的過去中佔有一席之地。我

認為，這就是我們為何得到了這個機會

來審視娜塔莎的過去，因為葉蓮娜跑來

敲門說：『嘿，就讓我們來面對這份痛

楚吧。』」

談到這個即將接任第二代黑寡婦的全

新角色，就快要下台一鞠躬的史嘉蕾喬韓

森則表示：「葉蓮娜貝洛娃完全能夠獨當

一面，她既十分堅強又與眾不同，跟娜塔

莎羅曼諾夫完全迥異。」

在《黑寡婦》之後，佛蘿倫絲普伊已

確定將於Disney+影集「鷹眼」中再度登

場亮相，本劇已於4月下旬殺青。在談到

佛蘿倫絲普伊這位新生代女星時，史嘉蕾

喬韓森盛讚道：「她的前途一片光明，她

是個很特別的人。」

儘管自己接下來將接任第二代黑寡婦

，但佛蘿倫絲普伊可不敢太過志得意滿：

「雖然每個人都很明顯認為事情應該會這

麼發展，也都很想去關心接下來究竟會發

生什麼事，但這從來都不是本片的重點所

在。」《黑寡婦》將於2021年7月9日上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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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漫威宇宙《蜘蛛人》系列電影第3集

《蜘蛛人：無家日》（Spider-Man: No Way

Home）開拍後，按耐不住內心期待的漫威鐵粉

們，腦洞大開、開始想像各種劇情發展，猜測

是否會找回索尼版本的角色加入。先前已證實

反派「八爪博士」艾佛烈蒙利納（Alfred Moli-

na）與「電光人」傑米福克斯（Jamie Foxx）都

會演出，不過大家更關心的是，影迷是否真能

如願看到其他一二代蜘蛛人的演員回歸角色？

對此，第二代蜘蛛人安德魯加菲爾德

（Andrew Garfield）已經否認會參演《蜘蛛人

：無家日》，而他在劇中的女友「關史黛西

」艾瑪史東（Emma Stone）也對此回應，表

示「漫威並沒有找她演出《蜘蛛人：無家日

》」。

艾瑪史東近日接受MTV採訪時，對於她

可能演出《蜘蛛人：無家日》的謠言作出正面

回應，她說：「我也聽說過外面傳的謠言，我

不知道我該不該對此有回應？但我必須說，我

真的沒有參與《蜘蛛人：無家日》！」也坦言

自己沒有接到任何的電話邀約。

之前曾盛傳陶比麥奎爾（Tobey Maguire）

、安德魯加菲爾德（Andrew Garfield）與小蜘

蛛湯姆霍蘭德（Tom Holland），三位蜘蛛人的

扮演者，可能會在《蜘蛛人：無家日》「三代

同堂」！粉絲對於這個消息興奮不已，大家一

度信以為真，甚至也傳出，陶比麥奎爾版的蜘

蛛人女友「瑪莉珍」克絲汀鄧斯特 （Kirsten

Dunst）也可能演出，因為她的個人服裝師出現

在工作人員名單。

但隨著安德魯加菲爾德否認此事後，不少

影迷感到相當失望。但既然電影還未上映，一

切都還有可能！粉絲們期待除了經典反派八爪

博士與電光人回歸，還能看到更多蜘蛛人中的

經典角色！也好奇究竟劇情會如何發展，才能

讓八爪博士與電光人這兩位經典反派才會遇到

小蜘蛛湯姆霍蘭德？電影《蜘蛛人：無家日》

將於2021年12月17日上映。

艾瑪史東再演 「關史黛西」 ？
影后正面回應加盟漫威《蜘蛛人：無家日》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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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磊豎起大拇指武磊豎起大拇指，，
信心十足信心十足。。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中國男足出征40強賽：“賽場易地，使命不變”。 新華社

●●國足主帥李鐵率隊出征國足主帥李鐵率隊出征。。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國男足3
日乘搭包機從上海飛赴阿聯酋迪拜，參加在沙迦
進行的世外賽40強賽剩餘3場比賽。據報章《東
方體育日報》報道，為了確保比賽期間的生活與
出行安全，中國足協為國足包下了當地整座酒
店。除酒店工作人員外，其他全部都是中方人
員。無論球員還是工作人員都是單人房，吃飯也
都在酒店餐廳。
“我們要求來接隊伍的司機要提前進行核酸

檢測，確保沒問題之後再來為球隊服務。”中國
足協秘書長戚軍介紹說：“總的原則就是盡可能
與外界隔離開，盡量減少接觸。如果需要與外面
的人接觸，也需要做好防護，確保安全。”
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為了讓全隊吃

上合口味的中餐，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還幫助球
隊聯繫了當地中資企業工作人員常光顧的一家中
餐館。一旦酒店提供的餐食不合口味，國足也能
通過“點中餐外賣”的方式改善伙食。

據介紹，國足預計在阿聯酋當地時間3日19時到達迪拜。中
國隊29名球員和教練員、工作人員團隊共58人在到達阿聯

酋後，將直接前往比賽地沙迦。此外，由於賽事組織運營等仍由
中國足協負責，包括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中國足協黨委書
記杜兆才和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在內的中國足協競賽、商務、防
疫、媒體等六個工作組共30餘人的保障團隊也同機前往阿聯
酋。機上人員還有關島隊球員、工作人員以及亞足協競賽官員。

中國足協仍負責賽事運營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2019年就已拉開戰幕，

中國男足與利亞、菲律賓、關島、馬爾代夫被分在A組。但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40強賽剩餘賽程一再更改。今年3月中國足
協宣布，剩餘比賽將在蘇州進行，國足得以在主場衝擊亞洲區
12強，這被視為國足征戰世界盃的一大利好消息。
5月30日，國足在蘇州以7：0大勝關島，取得開門紅。不

料因馬爾代夫、利亞隊內近期發生疫情感染，根據中國關於入
境人員疫情防控的相關規定，兩隊入境參賽需嚴格隔離，因此不
能如期參加比賽。根據亞足協的建議，並經中國足協同意，決定
A組剩餘比賽轉移至阿聯酋繼續舉行。
根據亞足協公布的最新賽程，國足將在當地時間6月7日、

11日和15日分別迎戰菲律賓、馬爾代夫和敘利亞隊。目前，中
國隊3勝1平1負積10分排名A組第二，想要確保從40強賽出
線，需在最後三場比賽中爭取全勝。 ●新華社、中新社

以替補陣容出戰的中國女排當地時間2日
在意大利城市里米尼進行的世界聯賽中以0：
3負於土耳其，遭遇兩連敗。前六輪比賽過
後，中國隊3勝3負，在16支參賽隊伍中暫列
第8位。
前一天意外地以2：3輸給加拿大隊後，

中國隊鍛煉隊伍的初衷並未改變。面對以主
力陣容出戰、此前贏得五連勝的土耳其，中
國隊輪休了隊長張常寧，派出二傳姚迪，主
攻劉晏含、段放，副攻王媛媛、高意，接應
栗垚，自由人林莉的首發陣容。
首局比賽，中國隊的發揮不太理想，在

8：9後逐漸被對手將比分拉開。在13：15落
後的情況下，中國隊一潰千里，土耳其以一
輪10：2的得分高潮結束了首局爭奪。
第二局，中國隊的進攻大有起色，在

11：15落後的情況下，中國隊在段放和王媛
媛的發球輪連續追分，成功將比分反超為
20：18。打到22：20時，中國隊換上劉曉
彤，但是她的一傳失誤送給對方探頭球的機
會，比分變成22：21。隨後，中國隊在短時
間內兩次暫停，仍被土耳其抓住反擊機會將
比分反超為23：22，中國隊最終以23：25再
丟一局。
第三局，中國隊多次進行換人調整，然

而，中國隊又陷入了第一局的被動局面，土
耳其先後以11：6和 20：12領先。最後階
段，中國隊頑強地將比分追成21：24，土耳
其隊最終依靠一個快攻結束了全場比賽。
本輪比賽之後，中國女排將迎來3個休息

日，6月6日至8日將迎戰比利時、塞爾維亞
和巴西隊。 ●新華社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2日在官網發布通知，將暫停
山地越野等管理責任不清、規則不完善、安全防護
標準不明確的新興高危體育賽事活動，並要求各地
立即組織排查各類路跑賽事。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在通知中表示，5月22日，

甘肅省白銀市黃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賽因局部天氣突
變發生公共安全事件，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教訓十
分沉痛。
為保障民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中國國家體

育總局在通知中要求暫停山地越野、戈壁穿越、翼
裝飛行、超長距離跑等管理責任不清、規則不完
善、安全防護標準不明確的新興高危體育賽事活
動。並稱將加快完善管理制度，健全標準規範，全
面加強對體育賽事活動安全的管理保障。
為進一步規範路跑賽事安全管理工作，中國國

家體育總局還要求各地立即組織對所屬行政區域內
的路跑（包括馬拉松、半程馬拉松、10公里、5公

里等）賽事進行認真梳理排查，嚴格按照中國田徑
協會的競賽組織標準及相關要求，“一對一”進行
核查，落實好“安全風險防控方案、應急處理方
案、疫情防控方案和賽事組織方案”，將賽事舉辦
時間、項目設置、賽事規模是否符合相關要求等情
況上報省級主管部門及中國田徑協會備案。

●中新社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
奧委會）會長霍震霆3日在出席奧運虛擬系列賽虛
擬賽車香港代表隊授旗禮時表示，香港運動員會配
合東京奧運會的防疫要求，部分運動員仍在不同國
家爭取奧運“入場券”。
因新冠疫情延期一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會按計劃將

於今年7月23日至8月8日舉行。霍震霆指出，日本疫
情目前仍未受控，東京奧運的防疫檢疫要求“日日都
有變數”，預料本月內賽會或將有更清晰指引。
霍震霆表示，香港運動員備戰狀況不錯，心理

上也很正面，部分運動員仍在不同國家爭取奧運

“入場券”。
對於香港醫學專家聯同多國專家發表文章，認

為日本政府應確保所有參與奧運會的運動員及工作
人員接種新冠疫苗，否則不應舉辦奧運會。霍震霆
表示，目前有約九成香港運動員已接種疫苗，因屆
時有過萬名運動員到東京參賽，相信接種疫苗對身
體保護和心理準備都有一定幫助。
國際奧委會舉辦首屆奧運虛擬系列賽，香港運動

員代表周天浩於虛擬賽車項目中成功晉身本月23日線
上舉行的總決賽，將與15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運動
員代表爭奪總冠軍。 ●中通社

中國男足（國足）3

日下午從上海出發，飛赴

阿聯酋參加 2022年卡塔爾

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 40強

賽 A組的剩餘比賽。該賽

事原定在蘇州舉行，但受

疫情等因素影響，馬爾代

夫、利亞隊內出現疫情

感染，未能如期抵達蘇

州，比賽被迫於 5月 31日

宣布易地阿聯酋舉行。

體育總局暫停山地越野等高危賽事中國女排負土耳其
世聯賽世聯賽兩連敗兩連敗

霍震霆：港將會配合東奧防疫要求

疫情影響 突失主場優勢

●●高意高意（（左左））和隊友栗垚和隊友栗垚（（右右））在比賽中攔在比賽中攔
網網。。 新華社新華社

●●主攻劉晏含主攻劉晏含
在 比 賽 中 傳在 比 賽 中 傳
球球。。 新華社新華社

●●甘肅越野賽發生重大人員傷亡事件甘肅越野賽發生重大人員傷亡事件，，救護人救護人
員搜山救人員搜山救人。。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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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了不起的老爸》曝終極海報

王硯輝張宥浩幕後飆戲
花絮有笑有淚

電影《了不起的老爸》今日發布終極海報並一同曝光“父子飈戲”特輯。
拍攝現場，在片中飾演父子檔的王硯輝和張宥浩開啟朝夕相處模式，不僅在拍
攝間隙打成一片“親如忘年兄弟”，切磋演技時也頻頻擦出火花、瘋狂飆戲。
實力演技派演員王硯輝不僅分享自己的表演心得，主動提攜後輩，更在張宥浩
演技爆發時刻毫不掩飾地點贊，稱他為“天才型”演員。

《了不起的老爸》由周青元執導，王硯輝、張宥浩、龔蓓苾領銜主演，將
於6月18日全國公映，並將在端午節假期期間（6月12日、13日、14日），
進行為期三天的超前點映。

父子檔認真飆戲王硯輝盛贊張宥浩是“天才型”演員
王硯輝和張宥浩不僅在片中是攜手挑戰人生的父與子，在戲外也自迎來了

演員生涯中的全新挑戰。飾演父親肖大明的王硯輝在拍攝時有大量的跑步戲份
，拍攝一場長距離奔跑後體力不支癱軟倒地的戲時，王硯輝接連摔倒十余次，
只為給角色找準感覺。可見一句“我陪他跑”的宣言背後，不僅是老爸肖大明
無數次的汗流浹背，也是演員真正化身角色的艱辛歷練。

在少年肖爾東突發失明的重場戲中，張宥浩需要挑戰詮釋出角色得知自己
與夢想漸行漸遠的崩潰狀態。拍攝這場戲時，張宥浩嘗試了很多種不同狀態的
哭訴方式，情緒一度在演員的較勁認真和角色的失落崩潰中反復橫穿，王硯輝
也不停地幫助張宥浩尋找角色感覺。最終，張宥浩以沈穩而有力的表演，贏得
了導演的贊許，也令現場許多工作人員感動落淚。王硯輝也被他的表演感染，
笑說：“（我這種）努力型和你們這種天才型的還是有差距的。”

齊上陣親如兄弟誠邀觀眾感悟濃濃父子情
臺前王硯輝與張宥浩飈戲火花四濺，幕後兩人的各種親密互動也讓歡樂洋

溢在整個片場，戲裏針鋒相對的“倔強父子”，在戲外朝夕相處好似“忘年兄
弟”。正如今日發布的終極海報，王硯輝、張宥浩倆人目光堅毅如炬，氣場十
足，一起上演父子齊心踏上征程的一幕。而電影選擇在6月18日臨近父親節
之際上映，也蘊含了致敬天下每一位父親的用意，希望觀眾能在這個父親節品
味和感悟濃濃父子情。

電影《了不起的老爸》由江蘇貓眼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無錫倉聖影
業有限公司、上海儒意影視製作有限公司出品，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江蘇昊帝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國家體育總局體育文化發展中
心聯合出品，將於 6月 18日全國公映，6月 12日、13日、14日全國超
前點映。

《愛上特種兵》舉辦看片會

黃景瑜李沁致敬人民英雄
電視劇《愛上特種兵》改編自折紙螞蟻的小說《軍

裝下的繞指柔》，是一部由嵇道青、王真崢擔任總製作

人，楊蓓、陳靜擔任總製片人，天毅執導，遊曉穎任編

劇，由黃景瑜、李沁領銜主演的軍旅情感劇。講述了特

種兵梁牧澤與軍醫夏初在任務中相識，而後在軍演，抗

洪等險象環生的事件中相互扶持，共同成長並收獲愛情

的故事。

細處著手，凝聚匠心打造高質量軍旅劇
從開機以來就備受觀眾和市場期待的《愛上特種兵》

本次特別邀請首批觀眾先睹為快。在看片會上首次釋出的

片花中，劇集的細節處理令人眼前一亮，由黃景瑜飾演的

梁牧澤一舉一動皆有特種兵的風采，李沁扮演的軍醫夏初

也讓人直呼驚艷，劇集整體呈現的畫面讓人身臨其境，不

知不覺就隨著劇情發展而熱血沸騰。在隨後討論會中，導

演天毅向我們透露了在拍攝中的許多細節：“拍攝全程都

有專業的醫療指導和軍事指導參與把關，而且本劇關於軍

隊部分的拍攝是在軍營實地完成的。”無論是宏觀上的場

景布局，還是微觀上的道具擺放，主創團隊都準備得細致

入微。

劇集不僅在道具和場景的細節上十分苛求，在劇情的

細節上也頗費心思。主創人員在拍攝前，均深入部隊與戰

區醫院進行調研、訪談。編劇遊曉穎表示：“我們會去采

訪特種兵，去軍隊醫院感受生活。”大到軍事演練、執行

任務的情節，小到軍人的狙擊、爆破動作，專業人士都對

演員進行了一對一的專業指導，手中的器械使用，甚至奔

跑的起勢動作等小細節，劇組上下都反復考究，力求呈現

更高質量的劇集內容。

落地生活，探尋軍旅題材作品的年輕態表達
軍旅劇需要年輕化，是共識，也是難點。《愛上特種

兵》在“特種兵”這一特殊題材下，采用了青年導演+青年

演員的“年輕化配置”，力求與年輕觀眾的心跳共振。中

國作協理事、原總政治部宣傳部藝術局局長汪守德老師稱

：“這是一部青春戲，體現了我們未來的或者現在的青年

人應該有的生活”。本劇通過對戰友間並肩相守、生死與

共，軍人無畏槍林彈雨、勇往直前，以及即使冒著生命危

險，醫護人員也執著堅守的極致刻畫，用榜樣的力量激勵

當代青年不懼挑戰，敢於奮鬥，彰顯青年力量。導演天毅

也表示：“希望通過這樣的作品，能讓當代青年人有更多

共鳴。”

據悉，本劇首次將軍旅劇置於當代都市生活的大背景

下，讓劇中人物回歸生活常態，在真實的社會氛圍、家庭

氛圍裏去展現軍人軍醫信仰的偉大，既有軍旅題材的氣質

，又有都市題材的氣質，這是《愛上特種兵》在劇作呈現

上最直觀的落地。對此，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理事趙衛國

老師表示：“這部劇把新時代年輕軍人的情感訴求很好表

達了出來。”軍人和醫生的配置，自《亮劍》中李雲龍和

田雨開始，就深受觀眾愛戴，《愛上特種兵》在保留了這

樣配置的基礎上，著眼於展現青春派的故事，呈現了當下

時代有誌青年的職業和情感，圍繞特種兵和軍醫的職業內

容展開，打破了傳統局限於軍營生活的模式，將特殊職業

屬性下的親情，友情、愛情都進行了極致的刻畫，呈現了

獨具魅力的軍事生活領域，多維度建立起了更飽滿的新時

代軍人、醫生形象。《解放軍文藝》編輯範詠戈老師更是

稱：“《愛上特種兵》是後特種兵類型劇的一部標桿性的

作品。”

堅守信仰，致敬英雄弘揚時代主旋律
黃景瑜坦言：“人一旦走進軍隊，不知不覺中就被帶

入那種氛圍”，劇集通過對梁牧澤出任務時的果敢堅毅，

與生活中溫柔體貼的反差刻畫，展現了中國軍人可敬又可

愛的一面。李沁也表達了對“軍醫”這個職業的欽佩：

“醫生和軍人雙重身份，讓我非常敬畏。”面對任務，她

們果斷勇敢、迎難而上，面對傷者，她們細致入微，給予

溫暖。

《文藝報》藝術評論部主任高小立老師也給予了這部

劇很高的評價：“在追捧科學家、軍人、白衣天使的新偶

像時代，本劇直接打出‘愛上特種兵’的劇名，道出了新

時代的偶像觀。”軍人意味著陽剛、堅毅、犧牲。醫生意

味著拯救、重生，軍人和軍醫兩個特殊職業，無論在任何

時代，都是最接近死亡的兩個職業。他們手中的槍一次又

一次地守護了和平的生活，他們手中的“柳葉刀”拯救了

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信仰的力量讓他們選擇堅守在崗

位上，他們是當之無愧的時代偶像。故事聚焦特種兵的

“家”與“國”，讓觀眾看到和平年代裏軍人的堅守、選

擇與犧牲，真實地再現“特種兵”與“軍醫”群體對職業

的熱愛與對國家的忠誠，重點表達了中國軍人“為國而戰

、戰無不勝”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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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電影《九妹村的暴風驟

雨 》(暫定名)在北京舉行啟動發布

會，該片為 2021 年黑龍江省重點影

片創作項目。導演衛青、編劇白鐵

軍、影片原著小說《九妹村》作者

旻雁以及劇中主演郭家銘、張凱、

唐妤萌、馬樹超、楊可嘉等組成強

大陣容整齊亮相。

或許很多人對老電影《暴風驟

雨》有著深刻印象，其中於洋飾演的

蕭祥、高寶成飾演的趙光腚成為那個

時代家喻戶曉的人物，也成為幾代人

的記憶。

如今，這部老電影的故事發生地、

黑龍江省尚誌市即將誕生一部以鄉村振

興為題材的電影《九妹村的暴風驟雨》(

暫定名)，描寫了新時代的農村女性、村

支書金九妹放棄城市生活，懷著使命毅

然回鄉帶領鄉親們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感

人故事。

《九妹村的暴風驟雨》(暫定名)

是一部反映當下農村生活的喜劇影片

，改編自黑龍江籍作家旻雁創作的小

說《九妹村》，表現了黑龍江省尚誌

市元寶村年輕的女支書九妹帶領村民

在新時代創業致富、振興家鄉的事跡。

說到創作的初衷，旻雁介紹：“2019

年我結識元寶村村民楊九妹，她成立

水稻聯社，自己加工黑豆油，自己回

收農副產品，網上銷售，粉絲從一萬

到三萬，帶領聯社成員上網銷售。

由她我想到土改地區人們巨大的思

想觀念變化、文化提升，於是萌生

了寫一部反映山鄉巨變的長篇小說

《九妹村》，九妹村的巨變是廣袤

大地上萬萬千千個鄉村的巨變。”

為了打造呈現一部高水準的藝術作

品，這部影片聚集了導演衛青、編劇白

鐵軍以及演員郭家銘等組成的強大主創

班底。

導演衛青表示，本次電影的創

作，改編自新時期黑土地的小說《九妹村》，並將巧

妙地延續周立波小說和老電影《暴風驟雨》的部分人物

關系，做到既具有歷史承接的大視角時空感，又具有當

下新時代農村生活從觀念到生存方式的徹底改變。我們

力圖把它拍攝成為一部既有宏大的時代變革主題，又緊

貼當下農村現實生活，力爭讓觀眾歡喜並留下思考空間

的喜劇電影。

他說，此次將把鏡頭聚焦在當年全國第一個土改地區

的農村“80後”女村支書身上，展開當下火熱農村日新月

異、喧囂熱鬧、富於喜感和前無古人的生活場景。數字經

濟帶來的城鄉生活界線的模糊，網絡資源對傳統土地等生

產資料觀念的替代，自我形象和價值觀認定的傳統和現代

沖突，這一切，為本片創作提供了無線的想象空間和生動

的生活基礎。

據悉，該片預計 6月開拍，7月殺青，年內在院線

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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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阿祖）蔡一
傑於去年初成立
《傑少煮意》網絡
平台，以視頻方式
分享入廚心得，除
累積近12萬的訂閱
戶，所有視頻的總
點擊次數，早已破
千萬大關，成績有目共睹，傑少在新一輯《傑少煮意》
中，更跳出廚房進行外景拍攝，並邀請將以89歲高齡再
度踩入紅館開演唱會的“修哥”胡楓作為重量級嘉賓。

平日“煮”意多多的傑仔，今次竟然在拍攝前一晚
失眠，最後索性清晨5點起床準備食材。當修哥知道傑
仔因為自己徹夜難眠，不單沒有加以安慰，更發揮他的
幽默本色，甚至連坐在身旁的林珊珊也被殃及。修哥笑
謂：“我和你剛好相反，我昨晚是這麼多個月來最好睡
的一晚，一來見到朋友開心，二來見到珊珊姐名字，所
以我一來到要抱住你，講真，傑仔是草蜢三個人之中和
我聯絡最多的一個，所以我真的好開心。”

私下與修哥亦師亦友，傑仔還安排草蜢另外兩位成
員蔡一智、蘇志威一起跟修哥吃飯，他說：“其實請修
哥做嘉賓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年頭修哥生日，因
為疫情，無機會跟他慶祝，第二個原因是知道修哥再於
紅館開演唱會，所以決定叫兩個兄弟和修哥慶祝一下。
我今日準備的菜比較簡單，不想修哥開秀前食得太
heavy，所以我會煮一個炒粉絲蝦和番茄薯仔湯，另外我
親自包了鹹肉粽，送給修哥食。”

拍攝《傑少煮意》期間，蔡一智、蘇志威準備了一堆
尖銳問題考驗修哥，其中一題要他講出“何時失身”，原
本專心下廚的傑仔，也馬上停工走到修哥身邊八卦。正所
謂薑愈老愈辣，修哥雖然沒有自爆初夜經過，但就相當給
面子，除大讚傑仔在他心目中是最佳廚藝高手，還在節目
中開金口，獻唱《一雙舊皮鞋》，叫在場所有人聽出耳
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張達倫近
日參演怪物題材的驚悚網絡大電影《見
怪》，片中演員尚有王浩信、陳啟泰等，故
事內容講述一班工人在孤島挖礦，因風暴流
落在孤島，遇上廠房發生事故突然斷電，身
處之地有怪獸出沒，被困工人上演一幕幕荒
島逃亡，與怪獸拚死一搏的恐怖場面。

張達倫扮演一位沉着穩重的島主，他一
身背帶工服，蓄鬍子配上圓框細邊眼鏡，科
技力量感十足，危難來臨之時，他一心想要

幫助組員逃生，在荒島求生並與怪獸奮戰。
他首天到劇組試造型時，要不停更換服飾配
搭，試了很多不同的造型，又要做好幾個恐
怖傷患特技化妝。

而張達倫有場戲是要他扮作活死人，劇組
用了好幾天時間，嘗試做一些特別液體效果，
拍攝當日便把這些液體由頭淋到他全身，還弄
了好幾次，頓成漿人，液體黏着他好幾小時，
幸好沒有弄至皮膚敏感，不過為求達到最好的
效果，他亦沒有顧及太多了，表現投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林峯與
太太張馨月婚後不時大晒恩愛，近日兩人
在內地真人秀《妻子的浪漫旅行5》再度
放閃，林峯高唱情歌贈予老婆，透過歌曲
示意將下半生交給對方，張馨月被老公真
情打動，即時感動落淚，甜入心頭！

張馨月與一眾節目嘉賓坐在車上，而林
峯則透過電台點唱情歌送給老婆，無懼肉麻
化名“豬仔仔愛月月”點唱情歌《愛在記憶
口找你》，更由他親自獻唱，有如此窩心的
老公，難怪張馨月綻出甜甜笑容，還跟住一
齊唱，對老公這一招非常受落，笑着承認：
“夫復何求，隨時聽音樂會。”

通過收音機，林峯對老婆盡訴心底
話：“大家好，我是張馨月老公，雖然剛
才那首歌那個歌詞好像不太對，有點悲
情，但也想唱一首歌獻給我親愛的老婆。
老婆，今天是你離開家的第六天了，每一
天都很想你，老公和女兒都非常非常想
你，你在這裏，希望你記得在任何時候，
不要勉強自己，開心才是最重要的，老公

一直都在，老公跟女兒在家裏等你回來。
我唱剛才這首歌還有個原因，其實我老婆
也會唱，老婆那後半首就交給你了。”原
來這番說話另有含意，張馨月聽畢後忍不
住淌淚：“前面的我還好，但後面那句他
說的是後半部分交給我，我覺得有感動
到，意思是他把他後半生都交給我了。”

就這樣被感動得邊笑邊用手拭淚。
林峯解讀“老公和女兒在家裏等你回

來”那一句話，他知道老婆很想念女兒，
女兒在家便讓老婆放心，“雖然我在工
作，但是每天收工便直奔家裏，就會看到
女兒，她不用擔心，好讓老婆輕鬆一點，
開心一點。”

唱情歌窩心到張馨月落淚
林峯將下半生交託愛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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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達倫被淋特別液體變漿人

電影《有一點動心》的同名主題曲
《有一點動心》是國民金曲，如今

歌曲演唱者張信哲擔任電影的藝術總監，
看到《有一點動心》以電影的形式呈現，
張信哲感慨道：“歌曲只是一個開始，而
電影卻是結局。”他表示，這是一部與當
下青年人愛情觀非常契合的作品，如果影
片能夠成功，未來也希望能有更多經典老
歌找到新的呈現方式與大家見面。

《有一點動心》中的故事因一場意外
的“相親”而展開，任素汐飾演的陳然作

為相親App的老闆，給言承旭飾演的周啟
文以及軍師聯盟成員的相親行程安排得明
明白白，影片中展現的相親場景讓在場的
不少觀眾感同身受，有的觀眾直言：“自
己相親時也碰到過如此奇葩的相親對象，
太了解影片中相親人的心態了。”

言承旭暴打渣男 觀眾叫爽
而片中言承旭暴打渣男的情節

引起觀眾共鳴，一些女觀眾坦言自身也有
被前任渣的經歷，當時自己的狀態跟任素
汐一樣鬱鬱寡歡，現在看到電影裏言承旭

暴打渣男的舉動內心
真的“太爽了”。

出席的嘉賓還有人人娛
樂CEO廖寶軍，現場提問影片中有
一段言承旭和任素汐親吻的戲份，到底是
真的親吻還是借位時，言承旭笑言：“那
場戲其實有點嚇倒素汐，因為其實導演並
沒有要求我親吻她，現場是真的親吻
了！”

此外，對於有粉絲坦言很期待F4
能“合體”開演唱會和拍電影，言承
旭也表示希望能有這樣的機會。

張信哲經典金曲以電影呈現

言承旭自行加吻戲

嚇倒女搭檔香港文匯報訊 由陳嘉
上、朱雪菲執導，張信哲擔任
藝術總監，言承旭、任素汐主
演，連凱、戚薇、湯加文等演
出的愛情電影《有一點動心》
2日在北京舉辦全球首映禮，
影片4日於中國內地上映。言
承旭相隔6年挑大樑，演出大
銀幕作品，跟任素汐有感情
戲，戲中更有親吻鏡頭，言承
旭大爆是他現場自行加吻戲，
所以有點嚇倒素汐。

●● 張達倫張達倫((左左))被液體黏被液體黏
着好幾小時着好幾小時。。

●●張馨月被老公林峯真情打張馨月被老公林峯真情打
動動，，感動落淚感動落淚。。 網絡截圖網絡截圖

●蔡一傑、修哥與林珊珊自拍。

●●蔡一傑下廚時蔡一傑下廚時，，蔡一智蔡一智、、
蘇志威負責問修哥問題蘇志威負責問修哥問題。。

●● 電影電影《《有一點動心有一點動心》》在在

北京舉辦全球首映禮北京舉辦全球首映禮。。

●● 張信哲擔任電張信哲擔任電
影的藝術總監影的藝術總監。。

●●連凱連凱((左左))跟言承旭在台上跟言承旭在台上
言談甚歡言談甚歡。。

●●言承旭與任素汐搭
言承旭與任素汐搭檔主演檔主演。。

●● 言承旭相隔言承旭相隔66年挑年挑
大樑演出大銀幕作品大樑演出大銀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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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领馆权威解读：留学生签证的最新政策
秋季学期能不能线下授课？

如何顺利返校？这是当下赴美留

学生最为关注的问题。最近，美

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对此进行了回

应，并解读了美国最新的签证政

策。

Q：美国现在是否接受留学生

？

美国将继续欢迎来自中国的

留学生，中国学生是以正当理由

来到美国进行学习的，他们为美

国多元化思想做出贡献，对社会

课堂至关重要，也为美国的教育

和社会注入了非凡的活力。

Q：美国校园如何应对新冠疫

情危机？

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76%的

学校为学生提供了相应的卫生支

持，70%的学校提供了新冠疫情资

金，为无法回国的学生提供切实

的经济援助。96%的高校表示，他

们已经在全校范围发布有关新冠

疫情和将在校园内采取的基本措

施的通知，可见大多数学校都为

学生提供了有效的疫情支持。

Q：美国大学现在实行什么样

的疫苗政策？

关于美国院校的疫苗接种政

策，建议同学们在自己目标院校

的官网上查看“针对国际学生详

细的疫苗接种要求”，并根据院

校的具体规定进行计划安排。有

任何相关问题可以发送邮件与学

校确认。目前，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

、加州系大学等院校已经明确表

示认可中国新冠疫苗，已接种过

中国疫苗的留学生，返校不需要

重新接种。

Q：8月 1日后进入美国是否

需要被隔离？

学生需要持有 3天内有效的

新冠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美国目

前并没有正式的隔离政策说明，

各州需要根据CDC的官方指引进

行相应安排。因此每个学校以及

学校所在地的具体要求和隔离政

策也有所不同，建议学生及时联

系学校，并随时关注官微最新信

息。

Q：赴美留学的步骤有哪些？

1. 被录取后提交文件，准备

I-20

2. 从学校获得I-20表格

3. 向美国海关与移民事务局

支付SEVIS费用

4. 支付签证申请费并预约来

美国领事馆面谈时间

5. 准备并通过签证面谈

6. 进入美国境内并在学校注册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和

沈阳的签证中心已经逐渐开放学

生面签的预约，并将根据需求增

加名额。

在这么多留学利好消息之下

，相信不少同学已经开始跃跃欲

试、启动行程了！对于意向留学

的学子和家庭，在经历疫情之后

，更要提高“身份规划”意识，

早早为孩子准备一张绿卡，就无

需苦苦等待学签、工签放宽的消

息，更好应对留学路上的不确定

性，并且享受美国人同等教育福

利和待遇，海外教育“移”帆风

顺！

在澳洲的人才移民和技术移

民职业中，如果问哪个最热门，

恐怕非IT类职业莫属，堪称移民

大户。

从配额上来说，IT类职业加

起来过万，从PR获签数量来看，

IT类也是数一数二的，前5名中往

往能占2个。

IT 需求

因为疫情和经济复苏需要，

医护类和工程是目前最优先的领

域；从长远来看，IT人才尤其是

新兴人才，仍然是澳洲非常需要

的。

前不久ABS发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因为疫情的影响，澳洲企

业正面临技能短缺的问题，尤其

是技工、酒店工作人员、IT和工

程等专业人才。

IT职业评估机构ACS发布的报

告显示，未来5年IT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将超过40%。到2024年澳洲将

新产生大约100000个新的IT岗位

，岗位总数将达到约792000个。

LinkedIn公布的2020年澳洲15

大新兴职业中，IT类占据榜首。

实际上，前五名新兴职位全部都

要求具有IT相关技能。

2020年澳大利亚15大新兴职业

1、人工智能专家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ecialist

2、网络安全专家 Cybersecuri-

ty Specialist

3、营销自动化专家 Market-

ing Automation Specialist

4、机器人工程师(软件) Ro-

botics Engineer (Software)

5、现场支持工程师 Site Reli-

ability Engineer

6、客户体验专家 Customer

Success Specialist

7、数据科学家 Data Scientist

8、数据工程师 Data Engineer

9、发展经理 Growth Manager

10、首席战略官 Chief Strate-

gy Officer

11、反洗钱专家 Anti-Money

Laundering Specialist

12、产品持有专员 Product

Owner

13、服务设计师 Service De-

signer

14、全栈工程

师 Full Stack Engi-

neer

15、自动化顾

问 Automation Con-

sultant

官方机构国家

技能委员会发布的

澳洲急需的25个新

兴职业中，与 IT相

关的职业是比较多

的。

这也再次说明了IT人才在未

来社会的发展潜力巨大，有很多

新工作都需要用到IT相关技能。

而前不久，ABS公布的ANZS-

CO清单的更新计划中，IT领域内

的网络安全属于今年优先考虑的

领域。

很多IT申请人也通过多种方

式成功移民或者拿到了移民入场

券，比如GTI杰出人才移民、州担

移民等方式。

GTI杰出人才移民

十大行业优秀人才快速永居

本财年GTI杰出人才移民的热

度不用多说了。

上财年 5000 个名额用掉了

4109个！整体获签率高达99.5%！

本财年的配额更是直接翻到了

15000个！而且澳洲还成立了专门

的工作组，要大力吸引高技能人

才和企业，提供简化PR通道。

2021年初，澳洲对GTI杰出人

才移民也做了一些改革。本科和硕

士毕业生仅凭学历将无法获得邀请

，而是需要证明自己满足153600澳

币的收入要求，只有博士毕业生仍

然可以凭借学历来申请。

但是一个好消息是，澳洲GTI

杰出人才移民的申请领域从7个扩

展到了10个，IT类位置很稳！

十大行业领域

Resources 资源

Agri-food and AgTech 农业食

品和农业科技

Energy 能源

Health industries 健康产业

Defence,advanced manufactur-

ing and space 国防、太空和先进

制造业

Circular economy 循环经济

Digitech 数字科技

Infrastructure and tourism 基建

和旅游

Financial services and Fin-

Tech 金融服务和金融科技

Education 教育类

从GTI杰出人才移民推出以来

，IT相关职业的申请人数和获签

人数都是最多的。

而且移民局给这类签证特批

了优先审理通道，获邀和下签速

度都比较快。

其他移民途径

州担移民

技术移民是IT申请人最常选

的一个移民通道。

一方面是职业选择多，另一

方面 IT专业在EOI打分方面还占

有加分优势。

虽然因为疫情影响，189邀请

暂时不给力，但是在各州州担中

，IT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实际上对于原本计划走189的

移民申请人来说，州担也是最先

考虑的一个备选，毕竟两者在很

多方面都是相同的。

尤其是491，上半个财年中，

IT类职业的下签量比190和189都

多一些。

州担保如何选择最合适的？

各州的门槛要求究竟有哪些？大

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背景选择适合

哪个州的要求。

澳洲移民政策不断变化，从

最近两年的移民风向来看，手握

高科技技能的IT人才还将长期占

有优势。

配额多、下签多，IT类职业
拿澳洲绿卡途径居然这么多

近日，加拿大联邦卫生部举行了一场线上记

者会，公布了最新的解封计划。加拿大有望最早

7月恢复正常。

随着疫苗接种的人数越来越多，加拿大感染

新冠的病例也日趋下降。据联邦卫生局的最新数

据，加拿大约50%的国民已接种一针疫苗，还有

130万人，约占总人口3.5%的国民，已接种了两

针疫苗。

联邦卫生部长Patty Hajdu说，各省只有在

75%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种疫苗，并且20%的

人完全接种疫苗后，才就会开始取消公共卫生限

制。

当疫苗接种达到75%的目标后，加拿大人可

以安全地露营、远足、野餐、小型后院烧烤；如

果要全面开放室内活动，则需要75%的人都注射

了两针疫苗，获得最佳的防疫效果后，才能实现

。

很明显，疫苗正在发挥重要作用。于是，加拿大

联邦卫生局正式公布了春、夏、秋三季的解封计

划。

01春季

春天还需大家认真遵守社交禁令，因为暂时

来说，全国每日新增病例，依旧处于较高水平，

疫苗接种率也相对较低。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为了确保自己、家人和

社区的安全，需要继续遵循所在地的社交限制。

所以大家继续：呆家里、打疫苗、保安全。

02夏季

预计到夏天，加拿大的病例将减少。许多人

已经接种了第一针疫苗，更多的人将注射第二针

。

在75%居民接种第一针疫苗，20%的人接种

第二针疫苗时，限制才能开始解除。

预计此时将开放家人和朋友间的小规模户外

聚会。仍然需要戴口罩，避免人群拥挤。

但是，可以和家人朋友在户外聚会，去露营

、爬山、野餐，在开放的空间进行吃喝等安全的

活动。

03秋季

如果75%能接种疫苗的群体都接种了2针疫

苗，达到了完整的防疫效果时，各地的卫生部门

将会解封大部分的防疫限制，届时，室内活动将

有机会解封。到时候就能和家人朋友开party了！

除此之外，各大高校也将会因此解封，各位

学子终于能回学校上课了。

不过提醒一句，新冠疫情不会这么快就彻底

消失，各位还需遵循所在地的防疫措施。

种种的好消息证明，疫情正在逐渐好转。相

信很快，加拿大的海外移民申请人就能正常入境

了。

移民部长透露境外申请人早做准备

5月12日，加拿大移民部长召开了一场题为

《加拿大移民体系现代化》的主题演讲，在演讲

中透露了一些重磅信息。想继续等待的申请者一

定要提前准备，以免错过机会！

就移民部长的态度，想必接下来还会有更多

的移民利好政策会出台，毕竟加拿大今年的移民

配额为40.1万人，从今年2月份起经过几轮“大

放水”政策，目前已有将近11万人递交了资料，

就移民目标来说，还有四分之三没有完成。

上半年，加拿大将目光放在了境内申请人的

身上，随着疫情的逐渐稳定，想必下半年的机会

将会属于境外申请人！

加拿大对于新移民的欢迎程度不会改变，无

论境内境外，只要您符合加拿大当前的移民条件

，都有很大的希望能够乘上此次移民顺风车。

加拿大有望7月解封
移民部长透露境外申请人新利好

執筆撰寫本文時，乃 5 月 31 號
星期一。每年這一刻，正是美國 「紀
念日」（Memorial Day)，而美國老一
輩的華人，愛稱它為： 「國殤日」。
美國政府用上這一天 來紀念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中為國犧牲的美國將士。
每年的這個公衆假期，連週末計算在
內，合共有4 天，可以供美國民眾享
受一個短暫的假日，作為一年中間的
休養生息。我在美國校區任職，正好
享受到這段好時光。不過今年的美國
紀念日，予我來說，另有一番不同感
受。因為周一的紀念日，亦是五月亞
太裔傳統月的最後一日，全國三十多
個城市的華人團體，聯合舉行團結亞
太裔活動，用以對抗及反對近期在美
國各地出現的一連串的仇視亞裔華人
的罪行。

作為美國華人大本營的西岸加州

三藩市的集會，由歷史悠久的中華總
會館、中華總商會、華美文化基金會
等組織共同發起，在三藩市華埠花園
角廣場舉行，吸引上百華人參加。

在集會現場上，人們手舉統一製
作的標語，寫著 「公平與正義」，
「仇恨是病毒」， 「我是美國人」，
「我們不容忽視」等中英雙語，表達

反對仇視亞裔的心聲。參與者主要邀
請來自華埠散房的住客，多為華裔長
者。組織者之一的華美文化基金會共
同創辦人李殿邦女仕表示，因為這一
部分人是最脆弱的華人移民，他們需
要最大的幫助，所以想向他們表達團
結的重要性。

另一位三藩市集會發起人乃華裔
李永明（Myron Lee），他向大眾表
示，該活動由東岸的波士頓發起，多
個大城市包括紐約，華盛頓，波特蘭

，休斯頓及洛杉磯等地均積極響應。
在今次5 月份的亞太裔傳統月的尾聲
中出現，以全國集會的方式來結束，
是最有時間性，及最為適合。

三藩市警察委員會華裔委員余健
全（Larry Yee）在集會上也積極發言
： 「亡兵紀念日是全國紀念軍人先烈
的日子，三藩市華人的祖先，被埋葬
在林肯公園的 「岡州族厝」處，之後
世代的華人，也從此在美國繁衍。在
今天這個日子內，由我們亞裔舉辦的
團結活動，是提醒美國華人要團結起
來，共同打造一個更好的生存環境。
「所以我們需要成為一體，共同對抗

仇視亞裔犯罪。」
中華總會館總董朱汝湛表示，全

美逾三十個城市團體發起反仇恨反歧
視反暴力的集會，爭取保護華人權益
和人身安全。自從疫情以來，亞裔受

到不公平待遇。 「我們熱愛和平，熱
愛美國，遵守法律，對美國有貢獻，
我們做錯什麼事要受到這樣的暴力傷
害，生命受到威脅？」朱汝湛強烈要
求加強警方巡邏，並呼籲華人不要怕
事，要勇於出來發聲。

最後演講者提醒參與集會的民眾
，近期出門購物請看好自己的物品，
比如手機與錢包等。如果遇到街頭襲
擊的人，不要硬與之對抗，保持安全
距離，讓警察追蹤。如果出門感到害
怕，請與人結伴同行。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黃英豪、中華
總會館通事及華美文化基金會共同創
辦人李萱頤等也一一發言，鼓勵華人
面對劣境，要團結一心，定能排除萬
難的。

((花旗即景花旗即景))美國卅城同步舉行美國卅城同步舉行 亞裔反仇視集會亞裔反仇視集會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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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非常新人」自一月

首度公開對外招募，短短一個

月就收到236件報名，經過監

製李烈、演員陸弈靜、導演林

書宇、導演連奕琦、導演傅天

余、藝人經紀陳秀卿、選角指

導游惠雯等7位業界專業人士

參與評審，從主演電影劇情長

片未超過三部的演員中，選出

10位非常新人，包括：以《誰

是被害者》獲頒金鐘獎戲劇節

目最具潛力新人獎的李沐；憑

藉《青苔》榮膺金鐘獎迷你劇

集（電視電影）新進演員獎的

盧以恩；以《你的孩子不是你

的孩子—貓的孩子》嶄露頭角

的劉修甫；演出《翻牆的記憶

》、《HIStory3—那一天》走

紅的宋偉恩；在短片《伏魔殿

》展現強大爆發力的林幻夢露

；參演今年台北電影獎入圍最

佳短片《軟弱的梨》的吳翰林

；近期主演電影《艾莉絲旅館

》、《高山上的熱氣球》的陸

夏；在《返校》影集中表現亮

眼的韓寧、黃冠智；演出電影

《該死的阿修羅》的潘綱大。

為了深化「非常新人」培

育影壇新秀的理念，本屆台北

電影節將於下半年特別規劃

「演員工作坊」，邀集易智言

、林微弋、洪昰顥、閻柔怡、

盧淑芬、馬汀‧霍勒吉（Mar-

tijn Hullegie）等擔任講師，為

演員提供理解影視表演的精彩

課程，內容包括演員基礎素養

、表演技巧與聲音訓練、影視

劇本判讀與造型美學等，演員

林心如與游安順、導演連奕琦

也將親身與學員們座談、分享

經驗。期許為台灣影視產業培

養基礎扎實，潛力無窮的閃亮

之星。

為了呈現「非常新人」

獨一無二的面貌，今年影展

特別邀請去年以《江湖無難

事》拿下台北電影獎最佳造

型設計獎的施筱柔統籌形象

，由攝影師林科呈拍攝形象

照，呈現10位演員獨特的明

星特質與個人魅力。此外，

「2021 非常新人」為新秀們

量身規劃系列活動，除了出

席台北電影節影展期間的大

小活動，藉此深入業界爭取

各種曝光，也將邀請擔任影

展期間的電影引言人，透過

表演者的角度切入故事，再

向全場影迷介紹電影，訓練

台風之餘，也增加被觀眾看

見的機會。

2021非常新人完整介紹請

上台北電影節官網專頁https://

taipeiff.pros.is/3hdupw；演員工

作坊課程請見：https://taipeiff.

pros.is/3h22ct。台北電影節片

單與活動資訊將陸續公布，活

動與課程安排亦將視疫情變化

，進行滾動式調整。詳情請密

切注意台北電影節官方網站

（https://www.taipeiff.taipei） 、

Instagram（https://instagram.com/

taipeiff）、FACEBOOK粉絲專

頁 （https://fb.me/TaipeiFilmFes-

tival）。

2021台北電影節非常新人登場
全新企劃 「演員工作坊」 培育影壇新秀

第一排左起潘綱大、盧以恩、韓寧；第二排左起劉修甫、林幻夢露、李沐、吳
翰林；第三排左起黃冠智、陸夏、宋偉恩

台北電影節自2019年開始推出 「非常新人」 企畫，每年引薦在外型和表演上具有明星特質與
潛力的新秀，由影展扮演平台向觀眾介紹，也讓影視產業和演員能夠有互相接觸、合作的機會。
今年台北電影節擴大並深化籌辦 「2021非常新人」 ，不但首度公開對外招募並遴選，更特別策畫
「演員工作坊」 系列培訓課程，邀集影視界的講師及導演、演員親自授課，幫助新人們持續精進

。受到疫情影響，台北電影節將延期至9月23日至10月7日舉行，10位非常新人今（2）日也在
社群串連，呼籲大家做好防疫工作，期待在影展相見的時刻。

電影《期末考》關注基層教育

、階級差距與社會環境等議題，並

獲不少國際影展的肯定。編導郭珍

弟在籌拍過程中面臨資金問題，雖

有公部門的補助，但最後她仍靠借

貸完成該片。

郭珍弟表示，《期末考》除了

「高雄人」投資200萬元，也獲台南

市的影視補助，兩地相關單位都提供

幫助。不過她強調，是先選定場景，

再申請投資、補助。由於資金遲遲沒

能到位，也讓影片籌備了2年才終於

開拍。

藍葦華（左）騎車載阿嬤陳淑芳

（右）穿過工業區的畫面，在視覺上

反映出台灣中南部因為開發、環境被

犧牲的生活樣貌。（海鵬電影提供）

身兼製片的郭珍弟因為經費有限

，必須靠著事前規劃，努力將《期末

考》的拍攝時間控制在一個月左右，

攝製過程順利。「台灣的拍片環境，

從拍攝到後製的人才都有，但我們期

待更多有視野、口袋很深的老闆。」

儘管《期末考》有「高雄人」投

資，還有國片輔導金800萬元的挹注

，不過郭珍弟仍然為了拍片背債。她

表示，因影片題材較嚴肅，不容易找

投資者，而且考慮到投資者可能要求

更改劇本，影響影片要傳達的訊息或

使用的語言，所以沒有尋求私人企業

的資金。

郭珍弟坦言，拍獨立電影只能用

自己的時間與人情，儘量降低花費。

最後她是靠向親戚借貸，完成這部電

影，至今還有幾百萬要還。

所幸《期末考》先入圍愛沙尼亞

「塔林黑夜影展」創投單元，完成後又

入圍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獨立影展競賽

，讓郭珍弟備受鼓勵，也更了解以在地

獨特故事呈現普遍人性的重要。

堅持獨立拍片精神

郭珍弟向親戚借貸
扛債數百萬

言承旭、大陸女星任素汐

主演的電影「有一點動心」，

今天在北京舉辦首映禮，擔任

藝術總監的張信哲也一同出席

。會上男女主角互相評論與對

方合作的感覺，很有默契的都

覺得，能因為合作成為朋友是

很大的收穫。

電影首映會上，言承旭

、任素汐等人陸續出場，任

素汐先是被主持人問到和對

方合作的感覺，她直白說：

「實話實說，很多人知道我

要跟他（言承旭）合作，跑

來跟我說，『這人很難搞、

這人很不好相處，你要說話

小心，不要得罪他』。」經

過拍攝時間的相處，她說：

「但是我從跟他相處下來，

我覺得他是像孩子一樣赤誠

的人、很真實的人，他溫暖

人的那些點都是你想不到的

，非常暖人心。我覺得人生

能碰到一個這樣的朋友算是

最大、最大的收穫，我這都

是真心話，言承旭不錯。」

語畢言承旭拉了對方手臂搞

笑說：「這要發紅包。」任

素汐笑回：「你紅包下次發

多一點。」

言承旭對於和對方合作提

到，自己這幾年兜兜轉轉，還

能遇到這麼好的演員，讓他在

表演這件事情上更知道自己要

什麼，殺青後他們也保持聯絡

，他感謝對方總是無私給很多

表演上的幫忙，感性說：「所

以挺難得的，我覺得在北京有

一個這樣的好朋友。」

44歲言承旭當年因演出偶

像劇「流星花園」中的「道明

寺」爆紅，這回接演以張信哲

經典歌曲「有一點動心」發想

的同名電影，也是繼參演電影

「我的少女時代」後，相隔6

年挑大梁演出大銀幕作品，電

影將於4日在大陸上映，台灣

暫時沒有上映計畫。

傳言承旭難搞？
大陸女星合作後曝實情

左起任素汐、張信哲、言承旭參加電影 「有一點動心」 北京首映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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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东北，大多数人脑海中往往

会立刻浮现出冰天雪地的画面。但是

如果前往大连这座东北城市，却能够

同时邂逅大海与樱花。

今天小编就带着你游览这座不怎

么“东北”的东北城市，大连——

提起辽宁，很少人会忽略大连

—— 一座由蜿蜒海岸线、异国风情建

筑与花园广场共同打造出的浪漫度假

城。乘坐有着百年历史的有轨电车穿

梭洋气的街巷，用丰盛海鲜犒赏味蕾

；迈开步伐丈量滨海栈道，让海洋馆

或游乐园照料未泯的童心；再到旅顺

口探寻林荫中的老房与军港，感受百

年沧桑史。如此，你会发现东北冰天

雪地与蓊郁森林外的别样精彩。若运

气不错，还可能遇上飘香的槐花和如

蓝眼泪般的海滩，享受一场限量版的

惊喜。

大连是最不“东北”的一座东北

城市——背倚山脉，面朝大海，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当朝阳穿越滨海客

轮，打亮欧式建筑的轮廓，你会感觉

她似乎更像青岛。就连传入耳中的大

连话、端上桌的老菜，似乎都跟胶东

更亲近些。

这里的景点基本离不开“殖民”

和“海岸”两个关键词。百年前日俄

占领的历史留在了城区广场与老街区

的建筑中，也扎根在了西面的旅顺口

。若为看海而来，你可以沿着海岸线

向东，穿越滨海浴场与海洋馆，到瑰

丽的金石滩地质公园，也能去不远处

的海面探访长海岛屿的渔家。

作为一座仅有百年历史又历经大

拆大建的城，大连更适合随性地走。

不过别费心搞懂方位了，当沙俄与日

本建筑师怀着建设“东方巴黎”的梦

来到大连时，就注定了这是个没有

“东西”的城，联结辐射状道路的广

场才是这座城市的定位点。

对旅行者而言，两个广场最重要

。中山广场是老大连的核心，日俄占

领的遗迹基本环绕广场而生，繁华的

青泥洼商圈也在它的西侧。星海广场

则是大连海滨的代表，城市最美丽的

海岸线路就由此出发。

若你愿意，不妨花上三天时间在

此走一走。一天探访城区的老街、老

建筑，一天到海岸赏山光水色，再用

一天玩转海洋馆或到老屋改建的咖啡

馆啜一口咖啡。然后你会发现， “欧

洲花园城市”并非浪得虚名。

中山广场和星海广场
大连的“过去”和“将来”

中山广场也被当地人唤作“中山

大转盘”，是大连历史最悠久的广场

，也是露天的日占建筑博物馆。无论

你从哪个方向来，广场正北有着绿色

穹顶的拜占庭式建筑都会很快攫住你

的眼球。

挂有中国银行标志的建筑曾是横

滨正金银行，20世纪30年代发行的银

券曾是大连的流通货币之一。顺时针

方向走，旁边的人民文化俱乐部由苏

联设计师设计，新中国成立后建造，

如今是重要的演出场所。若进去看表

演，你会发现它简约对称的外表内藏

着繁复精美的穹顶式舞台与欧式雕花

。掠过几栋建筑，东南角的中国工商

银行百年前是大连市政府旧址，老电

影《兵临城下》和《虎穴寻踪》中都

有它的身影。从一旁的鲁迅路往前走

两个街口，还能见到同样壮观的南满

洲铁道株式会社旧址（鲁迅路9号）。

回到广场，别错过正南方的大连

宾馆， 前身为大和旅馆旧址，周恩来

、梅兰芳、刘少奇甚至是赫鲁晓夫都

曾下榻于此。它身侧带砖红色塔楼的

建筑为大连民政署旧址，是日本人在

广场上的第一件作品，结合了满洲炼

瓦会社的砖与山东的花岗岩，现为辽

阳银行。绕完一圈前，最后一幢映入

眼帘的灰白二层建筑是大连递信局旧

址，由日本建筑大师辰野金吾的学生

设计，建筑外墙上的横条带装饰便是

“辰野式”的一大特色，如今被大连

邮政局作为办公室使用。

星海广场，号称亚洲最大的城市

广场是为庆祝香港回归而填海建造的

，北侧是星海会展中心，南侧紧临大

海，一条笔直的红砖大道贯穿南北，

两侧绿草如茵。

大道靠海处的百年纪念城雕是

1999年为纪念大连开埠百年而设，千

双脚印来自大连各年龄段、各行业的

市民，象征奋斗向前的历史步伐。尽

头翻开的大书与遥指海洋的儿童则是

对未来的展望。书页边上还有星海湾

游乐场和贝壳博物馆，若带着孩子可

以考虑去逛逛。

滨海路 大连永不过时的标签

沿着大连滨海路的木栈道走一遭

，每转过一个弯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滨海路依山面海而建，西起星海广场

，到石槽后转了个弯，一路向北直至

海之韵广场， 全长32公里，是欣赏大

连海岸的绝佳线路。要玩转滨海路并

不难，除了平坦的马路，靠海一侧也

修有随山势上下的木栈道，若是旺季

，还有旅游环路公交能载你一程， 完

全可依个人需求安排。

作为大连的旅游门面，滨海路的

天光水色绝对值得你用双脚细细丈量

。然而若不是狂热型徒步爱好者，我

们其实并不建议“走”完全程，适时

地利用旅游环路公交能玩得更轻松。

旅程从城堡酒店开始，这座临海

仿古城堡并无浓重的山寨味道，由知

名酒店集团打造的内装同样精美。拍

过照后，沿着木栈道走2公里到大连森

林动物园，沿途眺望星海湾大桥的视

野值得消耗体力爬坡。别急着进去，

考量到20元的车票不算便宜，能逛上

一天的动物园与老虎滩海洋公园择日

搭公交专访其实更划算。

从这里，你可以搭车经过风景平

平的1.2公里，到达付家庄公园。它是

市区最受欢迎的海水浴场之一，但沙

滩质量其实一般，礁石颇多。公园后

的3.5公里栈道时而临海，时而隐于林

间，能欣赏沿岸岛礁风光。在燕窝岭

风景区记得稍加停留，这是观看海天

山色的绝佳位置。体力值充沛的话，

不妨下到靠海位置，嶙峋鹤立的礁石

挺美，日落时分景色更佳。至于充斥

着俗气雕塑的婚庆公园，不去也罢。

接下来的东行之路建议以公交代

步。这段路虽平缓，但视线遮蔽严重

，过了北大桥后几乎没有景观可言。

如果大半天的步行让你感到饥饿，就

在渔人码头下车。这个聚集着古旧渔

船与仿欧建筑的码头是拍婚纱照的热

门地点，也是餐饮聚集地。知名海鲜

餐厅品海楼（人均150元；11:00~15:30

，16:30~21:00）在此设有分店。

饱餐后，你可以搭车直达终点，

也能在2公里外的石槽下车，再徒步

5公里到棒槌岛和海之韵公园（门票

免费，观光车单程20元，往返30元)

， 以棒槌岛精心修葺的花园和清澈

的海水作为旅程的完美结尾。不过得

有心理准备，石槽到棒槌岛前半段风

景不错，但后半段的栈道其实已离开

海岸。

来旅顺的人大多是对沙俄和日占时

期历史感兴趣的人，或者是北洋水师的

追随者。相比繁华的大连，旅顺口区的

建设更像一个地级市或大的县城，很难

想象这里曾是比大连发展更早的渤海湾

重要城市。清光绪六年（1880年），李

鸿章就开始在旅顺经营北洋水师舰队，

中日甲午战争后，旅顺轮流落入日、俄

之手。1955年苏联归还旅顺，旅顺和大

连合并为旅大市，1981年旅顺正式成为

大连的一个区。

作为中国的“半部近代史”，旅

顺的景点几乎全部围绕沙俄与日占时

期，旅行者也大多是为追寻北洋水师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遗迹而来。

然而这并不代表它只适合历史迷，在

遗 迹之外，这座宁静的小城其实也很

适合登高望海，或是单纯享受漫步于

绿荫下的闲散。

太阳沟老街位于龙河西岸，是

旅顺保存最好的老街区。日占时期

，这里曾是繁华的新市街与行政中

心。新中国成立后，老建筑易手成

为部队营房，避开了大拆大建，留

下浓厚的复古氛围与郁郁葱葱的绿

荫。

寻访老建筑的旅程从参观展品和

建筑皆精彩的旅顺博物馆开始，结束

后记得从西南门走，在红砖绿荫陪伴

下前行几步，顺着道路拐过小弯，旅

顺师范学堂旧址就在右手边。这栋建

筑规模颇大，当你顺着它老旧的黄白

墙面走到正门，就能看见对街的大和

旅馆。当年帝师罗振玉与关东军大佐

就在此地详谈成立伪满洲国的细节，

溥仪曾被软禁于此，川岛芳子也曾在

此举行婚礼。

接着，和挑选地摊瓜果的居民一

起沿着文化街向北直走到新华大街，

左拐后你可以在门外欣赏砖石结构的

肃亲王府遗址。掉头往前走几步，左

手边的公园还藏有旅顺实业学校旧址

。出了公园，让光荣街漂亮的红砖老

房陪你一路向东北，当你攀上小坡并

右拐到宁波街，就到了康特拉琴科旧

居，这栋疏于打理的俄式楼房主人曾

是日俄战争时的俄军司令，后被日军

炸死于东鸡冠山。继续向前选择右边

岔路走同心街下山，在同心街一号院

内，曾有过日式的关东神社，今日已

不得见。

回到平地后左转进入白山街，每

年秋季，这条路都会被银杏、枫树

、椿树渲染得五彩斑斓。在路的尽

头，胜利塔和关东州厅旧址分居左

右。

203 高地樱花园（太阳沟石板桥

；门票30元）是樱花节的主场地，园

内 30 多个品种，共 5000 多株的樱花

争奇斗艳，景色迷人。看过樱花，还

能顺道一游 203高地（8:00~17:00），

这是当年日俄战争的重要战场，山顶

仍留有一座日本人铸造的纪念碑。从

市区乘5路公交到石板桥后步行10分

钟可到。

旅顺龙王塘樱花园（旅顺南路龙

王塘；门票20元）内种有3000余株樱

花，粉的、白的，单瓣的、多瓣的，

各式樱花环绕水库盛开。除了樱花，

还有雪松、龙柏和玉兰能观赏。从快

轨龙王塘站步行约20分钟可达。

在大连，邂逅大海与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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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式三溫暖SPA World的喜馬拉雅鹽蒸房，
造就好身材！

（本報記者黃梅子）我前面2期已
經介紹過了spa world的Fair dome火焰
山，和yellow Ocher ballroom黏土球幹
蒸房(我自己給它起名豆豆房)。

今天我接著給您介紹西亞拉雅鹽
蒸房，這也是我的最愛之一。每次去
spa world，我都是先去黏土球幹蒸房
，出來在涼爽的大廳休息一會兒，然
後去西亞拉雅鹽蒸房好好蒸一蒸，痛
痛快快地出一身大汗，然後再休息一
會兒，再去火焰山或微波烤腰房。在
鹽蒸房裏汗出得痛快，人的耐熱程度
也高，可以久待一會兒，不過不要超
過15分鐘。

喜馬拉雅鹽蒸房可以造就好身材
，由於人體內多余的水分、鹽分和皮
下脂肪在升溫活化後隨汗排出，尤其
脂肪在40℃左右時水溶性增強，更便
於排出，因此鹽蒸能起到減肥效果。

鹽蒸還能美容，鹽蒸房內釋放的
負氧離子能促進皮膚新陳代謝，讓老

化的皮膚角質隨汗液排出。殺滅肌膚
內的各種細菌，具有美白養顏的作用
。

鹽蒸也能全身排毒，蒸能打通女
性朋友身體微循環，新陳代謝產生的
毒素可迅速排出體外，減輕肝臟及腎
臟的負擔。

作完鹽蒸，愛失眠的女性晚上可

以好好睡個覺了，鹽蒸可改善腦部供
血供氧，改善失眠易醒，緩解頭昏頭
痛，消除大腦疲勞使人達到深度睡眠
。

位於Katy的Spa World去年底開業
，我自從去過一次之後，當時就感覺
背痛脖子痛好了很多！從此，我就迷
上了韓式三溫暖，每周都要去一次
Spa World，在裏面待上一天，只要
$29.25，所有的幹蒸、濕蒸房隨便蒸
，不但能消痛排毒減肥，而且我每次
都感到心理壓力也釋放不少，出一身
汗，煩心的事兒也跟著排出去了！

Spa World剛剛裝修完畢不久正在
試營業，是一棟面積幾萬尺的二層樓
獨棟建築。是全美最大最豪華的韓式
三溫暖。我們經常在韓劇裏看到，韓
國人心情不好離家出走或者心情大好
需要慶祝，都跑去三溫暖，在裏面蒸
桑拿、聊天會友、吃飯喝酒、K歌打球
，待上整整一天，什麽都能在三溫暖
裏搞定。當時一邊看電視一邊想，這
一天得花多少錢啊？我去了Spa world
之後才明白，其實韓式三溫暖是按天
收費，只要買張票就可以在裏面玩一
整天，幾乎所有項目都是隨便玩（當
然吃飯喝酒要另外收費）。Spa World
簡直就是一個夢中樂園，沒進去之前
，你都想象不到這麽豪華這麽舒適，
這麽多項目，竟然只要29美元就可以
在裏面流連玩耍一整天，這是一座皇
宮！Spa World除了有標準配備的蒸汽
桑拿浴和熱水池之外，還有各種各樣
的幹蒸房，我最喜歡的是Fire Dome火
焰山、豆豆房、鹽蒸房和微波烤腰房
。我每次去spa world都在裏面待上7

、8個小時，輪流在我喜歡的各種房間
桑拿，中午花上12元在那兒吃個韓式
中餐，泡菜可以免費續，甚至連水都
不用買，spa world有飲水機，隨時有
免費冰水可以喝。真是太劃算了！

下一期我會給大家介紹微波烤腰
房，您最好自己親自去體驗一下，包
您去了一次絕對會去第二次！

Spa World位於Katy Mills Mall附近
，是一棟獨棟建築，停車方便。走進
大門，在前臺交過錢之後，換上拖鞋
進到男女分浴區，穿上浴袍、搭上大
毛巾就開始體驗啦……走進大廳裏，
只覺得突然一下豁然開朗，好像進到
城堡裏一樣，高聳的屋頂、現代而溫
暖的色調、豪華而上檔次的石材和裝
修，再打眼仔細一看，裏面別有洞天
，各式各樣的三溫暖房間鱗次櫛比地
排列著，有人穿著浴袍頭紮毛巾愜意
地紮堆一邊汗蒸一邊聊天，也有人單
獨待在汗蒸房裏汗流如註、獨自享受
孤獨……Spa World的三溫暖有鹽蒸房
、火焰山、豆豆房、冰蒸房、玉石房
、紫外線房、森林房等不同的房間，
這些房間的溫度和類型都不同，別忘
了，最好帶片面膜去敷敷敷……特別
還要推薦Spa World的韓國海鮮辣拉面
，贈送新鮮的韓國白菜泡菜和日本大
根，泡菜可以免費續盤，價錢才12元
！真的好酸爽！

只有您親自到過Spa world，您才
會知道這裏是多麽物超所值。整棟大
樓就像一座主題樂園城堡，所有的家
具都是韓式花梨木鑲銅家具，區域按
功能劃分，區與區之間的玻璃櫃中陳
列著真正的韓國古董，陳列館中身著

綢緞韓式禮服的人偶與真人比例一樣
，人偶頭上真正的古董珠寶熠熠生輝
，散發出低調的奢華氣息。整棟Spa
world面積六萬尺，花了巨資裝修，可
容納幾千人同時玩耍。一樓為三溫暖
區域，二樓是酒吧餐廳休閑區，客人
在此玩球休息看電影吃東西，還有酒
吧咖啡吧以及戶外露臺燒烤吧，可以
舉辦各種party和家庭聚會，露臺上備
有許多躺椅讓客人在這裏曬太陽做日
光浴或休憩賞景。

如果您家有小孩怎麽辦？帶著小
孩一起去Spa World啊！這裏有專為小
朋友設計的Spa world kid’s，安裝有
大型滑梯、泳池和各種幼兒玩樂設施
，並且有專人照看小孩（要另外收費
）），來Spa world玩樂的年輕夫婦可
以把幼兒委托給這裏的看護人員，然
後盡情享受溫馨的一天。

Spa World目前新張試營業，提供
25%的折扣，成人周一至周五$29.25，
兒童$15 元；周末成人$36.75, 兒童
$18.75。當然您也可以購買會員，那就
更劃算了，具體情況請上官網查詢
http://www.spaworldhouston.com， 也
可以去Spa world咨詢前臺。

去Spa World放松享受一番吧！不
用擔心新冠病毒，因為病毒在高溫下
不能存活！Let’s go !!

Spa World
地址：929 Westgreen Blvd, Katy,

TX77450
電話：346-978-6684

網址：www.spaworldhouston.com
營業時間：每天10am-10pm

恆豐銀行慶祝恆豐銀行慶祝2323周年行慶周年行慶
高爾夫球賽頒獎典禮及晚餐高爾夫球賽頒獎典禮及晚餐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 負責人游雪峰負責人游雪峰（（Steve Yu )Steve Yu )
（（右右））與友人都抽中獎金與友人都抽中獎金。。

「「美國味全公司美國味全公司」」 休士頓分公司經理李樂罡休士頓分公司經理李樂罡
（（Jerry Lee )(Jerry Lee )(左左 ）） 與大會主持人與大會主持人Jennifer (Jennifer (

周明潔周明潔）（）（右右 ））在頒獎典禮上合影在頒獎典禮上合影。。

「「美國味全公司美國味全公司」」 休士頓分公司經理李樂休士頓分公司經理李樂
罡罡（（Jerry Lee)Jerry Lee) 抽中現金獎抽中現金獎。。旁為旁為 「「味全味全

」」 陳總陳總（（左左）。）。

恆豐銀行高爾夫球賽頒獎典禮現場恆豐銀行高爾夫球賽頒獎典禮現場。。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右））頒獎頒獎
給抽中給抽中 「「經文處經文處」」 贈送名酒的幸運兒贈送名酒的幸運兒。。

「「香港海鮮城香港海鮮城」」 老闆老闆（（中中））抽到吳文龍董抽到吳文龍董
事長個人的塑膠公司捐贈的事長個人的塑膠公司捐贈的$$888888元紅包元紅包。。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右））頒獎頒獎
給抽中給抽中 「「經文處經文處」」 紅包的球員紅包的球員。。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左左））贈送獎贈送獎
品給抽中品給抽中 「「經文處經文處」」 獎品球員獎品球員。。

「「台塑美國公司台塑美國公司」」 副總吳堯明幸運副總吳堯明幸運
抽中獎金抽中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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