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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 has enough troops massed to 
invade Ukraine, U.S. says

  
If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
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
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281-965-6390
Jun Gai          281-498-4310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Inside C2

MOSCOW/WASHINGTON, Feb 11 (Re-
uters) - Russia has massed enough troops 
near Ukraine to launch a major invasion, 
Washington said on Friday, as it urged all 
U.S. citizens to leave the country within 
48 hours after Moscow further stiffened its 
response to Western diplomacy.

A Russian attack could begin any day 
and would likely start with an air assault,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ake Sullivan said.

He said U.S. intelligence believed a rapid 
assault on Kyiv was also a possibility, 
and that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could order an invasion before the end of 
the Winter Olympics in Beijing on Feb. 
20.

It however remained unclear whether 
Putin had definitively given that order, 
Sullivan told a media briefing, adding that 
he expected U.S. President Joe Biden to 
press for a phone call soon with his Rus-
sian counterpart.

Four U.S. officials told Reuters on Friday 
that Washington will send 3,000 extra 
troops to Poland in coming days to try and 
help reassure NATO allies. They are in ad-
dition to 8,500 already on alert for deploy-
ment to Europe if needed. read more
Earlier, commercial satellite images from 
a U.S. firm showed new Russian mili-
tary deployments at several sites near the 
border.

After telling NBC News that things in 
Ukraine “could go crazy quickly,” Biden 
held a call on the crisis with the leaders of 
Britain, Canada, France, Germany, Po-
land and Romania, as well as the heads of 
NATO and the EU.

Following that meeting and with alarm 
spreading, British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joined a handful of other nations 
in urging their citizens to leave Ukraine.
Johnson told the meeting that he feared 
for the security of Europe and stressed the 
need for “a heavy package of economic 
sanctions ready to go, should Russia make 
the devastating and destructive decision to 
invade Ukraine,” his office said.

Moscow, meanwhile, said answers sent 
this week by the EU and NATO to its se-
curity demands showed “disrespect”.

Biden met hi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s 
overnight, a source familiar with the meet-

ing said. U.S. officials believed the crisis 
could be reaching a critical point, with 
rhetoric from Moscow hardening, six Rus-
sian warships reaching the Black Sea, and 
more Russian military equipment arriving 
in Belarus, the source said.

“We’re in a window when an invasion 
could begin at any time, and to be clear, 
that includes during the Olympics,” said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The 
Beijing Games end on Feb. 20.

“...We continue to see very troubling signs 
of Russian escalation, including new forc-
es arriving at the Ukrainian border.”

Japan, Latvia, Norway and the Neth-
erlands also told their citizens to leave 
Ukraine immediately, while Israel said it 
was evacuating relatives of embassy staff.

Stocks extended declines in the late af-
ternoon, with the S&P 500 index recently 
down around 1.3%. The dollar, often seen 
as a destination for nervous investors, was 
recently up 0.2% against a basket of its 
peers.

‘IMPOLITENESS AND DISRE-
SPECT’

Russia has already massed more than 
100,000 troops near Ukraine, and this 
week launched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in neighbouring Belarus and naval 
drills in the Black Sea.

Moscow denies planning to invade 
Ukraine, but says it could take unspec-
ified “military-technical” action unless 
a series of demands are met, including 
promises from NATO never to admit 
Ukraine and to withdraw forces from 
Eastern Europe.

The West has said those main demands 
are non-starters. The EU and NATO 
alliance delivered responses this week 
on behalf of their member states.

Russi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it want-
ed individual answers from each coun-
try, and called the collective response 
“a sign of diplomatic impoliteness and 
disrespect”.

Several Western countries launched 
diplomatic pushes this week to 

persuade Russia to back down, but 
Moscow brushed them off, yielding 
no concessions to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who visited on 
Monday, and openly mocking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Liz Truss when she 
came on Thursday.

Four-way talks in Berlin between Rus-
sia, Ukraine, Germany and France on 
Thursday also yielded no progress.

A satellite image shows a close-up 
of troops and equipment at Okty-
abrskoye air base, Crimea February 
10, 2022. 2022 Maxar Technologies/
Handout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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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Jamie Ander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ction during the women’s snowboard 
qualifications at the Beijing Olympics, February 5. REUTERS/Lisi Niesner

Jamie Ander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ction during the women’s snowboard qualifications at 
the Beijing Olympics, February 5. REUTERS/Lisi Niesner

Gas cans line the street in front of Parliament Hill as truckers and supporters continue to pro-
test against coronavirus vaccine mandates, in Ottawa, Canada, February 9. REUTERS/Blair 
Gable

Hotel staff demonstrates ‘Lan-
tern Dining Experience’, which 
enables diners to enjoy meals 
while protecting themselves 
against the spread of the coro-
navirus, at Hoshinoya Tokyo 
in Tokyo, Japan, February 2. 
REUTERS/Kim Kyung-Hoon

Johannes Thingnes Boe 
of Norway, who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close contact 
of a person infected with 
COVID-19, stands at a dis-
tance from his team mates 
as they celebrate winning 
gold in the biathlon mixed 
relay 4x6km at the Beijing 
Olympics, February 5. 
REUTERS/Kim Hong-Ji

A child receives his first dose 
of Pfizer coronavirus vaccine 
as a man dressed as Captain 
America sits next to him, during 
the vaccine rollout for children 
aged 5-11, at a mall in Taguig 
City,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February 7. REUTERS/Lisa...
MORE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crime and security
situation has continued to
deteriorate in recent months
for a lot of merchants on
Harwin Street in Houston.
Stores in the wholesale
center have repeatedly been
robbed, including the looting
of many cars. It is very
frightening and disturbing
and we are urging the
mayor and the police
department to restore the

public security.

According to reports, most
victims are Asian women. At
the next board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installing 40 cameras in the
district to help police
investigate the crimes, most
of which are being carried
out by a young group of
local, uneducated and

jobless individuals.

We believe our fundamental
problem is education. Many
young people come from
broken families. They can’t
go to school to finish their
education and are trying to
survive.

Today we are so proud and
happy to celebrate two very
outstanding Chinese
American young people,

Eileen Gu and Nathan
Chen. They both won
Olympic medals. Why ?
Because they both had very
warm and close families and
good parents to teach them
how to become a good
person.

We so much regret that
many families are failing to
teach their kids and so now
we are facing very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0202//1111//20222022

Eileen Gu and Nathan ChenEileen Gu and Nathan Chen
Are Role Models For All Of UsAre Role Models For All Of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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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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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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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o detamitse na ,.S.U eht ni stna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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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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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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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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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owest degree of representation in polit-

or ethnic group.

Asian Americans Are The Most
Politically Underrepresente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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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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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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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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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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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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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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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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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校園霸凌

◎ 不輕易取消發放

◎ 送溫暖給有需要的人

◎ 永遠沒有活動期限

	撰文／錢美臻

	撰文／譚建武

9
241

2022年「全球慈悲大挑戰」（Gr e a t K i n d n e s s	Challenge）活動，已在一月底畫下圓滿的句點。慈濟美

國教育基金會於去年首度參加這項活動，組織全美五所學校

的250位學生加入大挑戰行列。今年慈濟串聯美國、台灣、

土耳其、印尼、墨西哥五國，共計10,700位學生在社交網站

中發布近六百篇慈悲行動的足跡，鼓勵學童在生活中推動各

式小小的善行，帶動社會整體良善風氣。

美東許多地區在2022年新年剛過後，遭受嚴重的

暴風雪襲擊，單單維吉尼亞州弗雷德里克斯堡

（Fredericksburg, VA）就大約有38萬戶居民停電；四天

後，依有四萬多戶持續停電。當地政府為停電的住戶開設了

臨時收容所，避免居民在低溫中因無供暖影響健康，但收容

所用於保暖的毛毯非常短缺。

慈濟串聯多國學童加入慈悲大挑戰

慈善需要智慧 發放倍增溫暖

台南慈濟學校的全球慈悲大挑戰行動。小學部與幼稚園部進行歲
末社區掃街活動。

土耳其慈濟「滿納海國際學校」的全校學童都加入今年全球慈悲
大挑戰活動。

華府分會在1月15日舉辦了今年第一次食物發放。零下的低溫並未
阻止志工們為照顧戶送上份量滿滿的食物和溫暖。攝影／蔡蕙菁

志工們冒著嚴寒，親手將食物袋裝進車裏，讓照顧戶不必下車就
可以領取發放。攝影／蔡蕙菁

想要獲得更多關於「素行動聯盟」
的訊息，請前往：
VeryVeggieMovement.org/zh

	 當您發願加入「素行動」，您就會收到一張電
子忠實會員卡。未來將不定期收到美味食譜、蔬食指
南、實用資訊和有趣文章，到任何一間《素行動聯
盟》的實體店家消費，出示會員卡，會使用「素行
動」優惠搜尋地圖，找到該商店的優惠代碼，在網路
商店付款時輸入優惠代碼，就能享受特別優惠！

•	實體店或網購消費，都能使用
•	隨身攜帶又不佔空間
•	不砍一棵樹，環保愛地球	 	

	 慈濟教育志業以教導「慈悲喜捨、見苦知福」為
目標，融合證嚴法師《靜思語》教學的獨有品格教育，
教導學童除了學習知識、生活常識外，更要培養孝順
父母、友愛兄妹、尊師重道的良好品德，讓「感恩、尊
重、愛」成為陪伴孩子終身的行事準則。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招收兩歲六個月（已學會
自行獨立上洗手間）到五歲九個月學前班的孩童，本校
採中英文雙語沉浸式教學，讓孩子快樂的學習自然、科
學、數學、語言等學科，輔以花道課、茶道課的人文薰
陶，讓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啟蒙階段，培養循規蹈矩充
滿愛與慈悲的自信與獨立心性。

忠實會員卡

隆重登場

	 去年（2021年）慈濟美國教育基金會榮獲非營利組織

「和平兒童」（Kids	 for	 Peace），頒發「慈悲認證」獎章

（Kindness	 Certified	 School／District），慈濟在美國加

州、德州的五所學校，首度加入2011年啟動的「全球慈悲

大挑戰」活動。2021年全球有115個國家共3萬3,000多所學

校加入「全球慈悲大挑戰」，有近1,700萬學生進行了8億

4,000萬個慈悲行動。

	 「全球慈悲大挑戰」活動宗旨在創造更友善的校園環

境、預防校園霸凌、推動校園與社區的尊重、愛與慈悲。所

有報名參加的學校，在每年一月份最後一週，師生親合力完

成50件慈悲行動，並透過文字、圖片、影片在社交媒體中分

享慈悲的行動，藉以提倡校園和社區友善氛圍。

	 證嚴法師慈示以「品德教育、生活教育、全人教育」做

為慈濟教育的宗旨，正與「全球慈悲大挑戰」的活動理念不

謀而合。因此今年美國慈濟教育基金會擴大邀約全球慈濟學

	 華 府 分 會 志 工 在 接 到 「 全 美 急 難 救 助 志 工 組

織」(Nat iona l Vo luntary Organizat ions Act ive in	

Disaster，VOAD)	 的支援請求後，立刻策劃在寒冬中為有需

要的人們送去溫暖。十多個小時後，華府分會的三位志工就

將第一批的90條毛毯，送到當地指揮中心；兩天後，又補送

了100條毛毯。

	 在忙碌援助雪災居民的同時，慈濟例行的救助活動並未

受到影響。1月15日，華府分會舉辦今年首次食物發放；在華

氏22度（攝氏零下5度）的低溫下，志工們依然熱情踴躍地

幫忙準備這場戶外發放活動。為幫助大家振奮士氣，貼心的

志工準備了薑糖水和禦寒圍巾，大家熱火朝天的投入準備工

作，讓寒冬的早晨瞬間溫暖起來。

	 其實在聽說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再度嚴峻，全

美每日確診人數高達80萬的時候，志工們曾經考慮取消一

月的發放。但是大家深知在冰天雪地的冬天，有許多民眾期

盼著每月一次的發放，並依靠這些食物來維持艱難的生活。

若是輕易取消發放活動，豈不是在寒冬中置有需要的人於	

不顧！

	 針對這個情況，為了保護志工和照顧戶的健康，這次的

發放採取獨特的「零接觸」形式進行：		用看板取代言語的互

動，讓民眾能在車窗緊閉的狀態下，順利領取食物，儘早回

到家裡。

	 「慈悲行動還在加溫發光中……」慈濟美國教育基金

會執行長李瓊薰感謝所有學生、老師、家長、志工投入全球

串聯活動，並為活動做下註解：「懇請大家繼續行慈悲、分

享善行，無論任何時間、地點，只要手機的一張相片，加上	

#tzuchikindness	 (標籤)，就可以和全球的人一起擁抱您慈悲

的喜悅！」

	 慈悲大挑戰在日不落的慈濟世界中，是永遠沒有活動期

限的「愛的進行式」。

	 其中令人感動的是，慈濟為流亡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學

童所開辦的「滿納海國際學校」，以及慈濟因墨西哥2017年

地震，在重災區協助援建校園的天主教「莫雷洛綜合學校」

（Morelos Institute），這兩所學校的學童儘管沒有豐足的

物資生活，但卻因慈濟的關懷擁有了寶貴教育機會，他們在

接受慈濟愛與慈悲的人文教育中，也積極加入「全球慈悲大

挑戰」行動，期許自身行善帶動社會善良風氣。

	 另外，在台灣慈濟學校的學童、老師與家長，更結合當

地節慶特色與創意巧思，進行大規模的歲末掃街、為接友募

集年夜飯食材、到日照中心向阿公阿嬤拜年等活動，讓這項

以校園為主的活動，確實走入社區成為「全民善行動」的愛

心種子。	

校共襄盛舉，本屆共有五國上萬名慈濟學童，與認同慈濟理

念的學校報名參加，愛的共振效益獲得主辦方高度讚揚。活

動創辦人吉兒·麥可曼尼格（Jill McManigal）驚喜地說：	

「我真的很驚訝聽到今年慈濟號召了上萬名學童參與，而且

有這麼多獨特的行動來傳播愛與善。」

	 回顧來自不同國家的慈濟

學校，為「全球慈悲大挑戰」

愛心共振的良善印記：
Facebook Instagram

	 本次發放除提供食物外，志工還為民眾準備了一份特別

的禮物－－溫暖的運動上衣和針織毛線帽等衣物。原來，當

地一家成衣印刷廠因為疫情緣故決定縮小廠房規模，因此廠

方要銷毀一批在倉庫堆放多年的衣物。志工們聽說這個消息

後，積極聯絡工廠老闆，成功地說服業主將這批衣物捐贈出

來。

	 志工除為了居民準備保暖衣物之外，還將剩下的嬰兒衣

物、毛線帽等保暖衣物送到附近的醫院、遊民收容所、及受

虐婦女收容中心，為最需要關懷的人們送去溫暖。

	 如同諺語所言：一個人丟棄的物品可能是另一個人珍

惜的寶貝。很多生活在富足生活中的人們，無法想像一條毛

毯、一袋食物或是一件差點被銷毀的保暖衣物，可以給在困

境中的家庭帶來無數溫暖和希望。幸好慈濟的志工從來不曾

忘記社區裡還有許多需要幫助的人，也從來不曾放棄在寒冬

裡送上善意的關懷。

	 為協助有需要的休士頓家
庭，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與休士
頓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合作，擬於2月19日與3
月5日舉辦蔬果發放活動，以行
動支援受疫情影響的家庭，幫助
居民了解到他們並非孤單無助。
	 食物發放採得來速（drive	
thru）模式進行，同時接受民眾
步行前來領取，參與食物發放
的民眾需全程戴上口罩。預計發放350份蔬食，數量有
限，先到先領，發完為止。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2月19日與3月5日，上午11點開始發放，發完為止

食物發放地點：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培養充滿愛與慈悲的新生代

立刻聯繫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電話：713-395-0303，
進一步了解慈濟獨特的全人教育。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的學童錄製表演節目場景。攝影／
劉本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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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奧斯卡提名名單揭曉！《犬之力》獲

12個提名領跑，《沙丘》10提緊隨其後（但是沒

有「最佳導演」）。日本電影《駕駛我的車》入

圍最佳影片、導演、改編劇本、國際影片共4項

，也是繼《寄生蟲》之後又一部大熱的奧斯卡國

際影片，以及提名最佳影片的作品。本尼迪克特·

康伯巴奇、安德魯· 加菲爾德提名影帝，「小K」

克里斯汀· 斯圖爾特提名影后，《蜘蛛俠：英雄無

歸》提名最佳視效，《夏日友晴天》則入圍動畫

長片。

簡· 坎皮恩成為史上首個兩次獲得奧斯卡最

佳導演提名的女導演（《犬之力》與1993年的

《鋼琴課》），她此前還憑《鋼琴課》拿下最佳

原創劇本的小金人，如今《犬之力》也入圍最佳

改編劇本、最佳影片。

《健聽女孩》成為第一部由聾啞人卡司出演

、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蘋果原創電影。男

配特洛伊· 科特蘇爾是近35年來第一個獲得提名

的聾人演員，也是影史第一個獲得奧斯卡提名的

男性聾人演員。

丹麥電影《逃亡》憑藉動畫紀錄片的形式，

在本屆奧斯卡收穫最佳動畫長片、最佳國際影片

、最佳紀錄長片共3項提名，創造了新的歷史。

該片講述了阿富汗裔亞明· 納瓦比在與同志伴侶

結婚之際，首次分享他作為難民從祖國阿富汗逃

到丹麥的秘密過去。

在奧斯卡歷史上還首次出現了這樣有

趣的情況：兩對現實生活中的愛侶，分別

入圍同一屆的四個表演獎項。女主佩內洛

普 · 克魯茲（《平行母親》）與男主哈維

爾· 巴登（《里卡多一家》）早在 2010 年結

了婚、而女配克爾斯滕· 鄧斯特（《犬之力

》）與男配傑西· 普萊蒙（《犬之力》）也

在 5 年前訂了婚（因共同出演《冰血暴》

相戀）。

奧斯卡頒獎典禮將於3月27日舉行。

第94屆奧斯卡提名名單出爐
《犬之力》領跑 日本電影《駕駛我的車》入圍最佳影片

皮克斯《光年正傳》曝中字預告 巴斯光年大戰扎克天王
《玩具總動員》系列中的

「巴斯光年」有了自己的Solo電

影，由皮克斯工作室出品的動畫

電影 《光年正傳》曝光新中字

預告，「美國隊長」克里斯· 埃

文斯給男主角巴斯光年配音，今

年6月17日北美上映。

《光年正傳》由安格斯·

麥克萊恩執導，《心靈奇旅》

導演彼特· 道格特擔任編劇，

是一部圍繞着巴斯光年原型

——登月第二人巴茲· 奧爾德

林的原創動畫電影。預告來看

，巴斯光年前往某外星球執行

任務，要和大反派扎克天王作

戰。

同時擔任皮克斯創意總監

的彼特· 道格特撰寫了原創故事

，他說：「巴斯光年的世界總

是讓我感到興奮，在《玩具總

動員》(Toy Story)中，他作為一

名太空突擊隊員的背景故事似

乎令人難以置信，而我一直想

進一步探索這個世界。這部電

影想做到的是，安迪看的哪部

電影讓他想要一個巴斯光年玩

具?我想看那部電影，現在我很

幸運能做到這一點。 」

由《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

）、《2012》全球知名億萬災難鉅片名導羅蘭

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出品的新片《地

球重生》（Tides），本片不僅找來《ID4星際重

生》（Independence Day: Resurgence）攝影指導

操刀拍攝，劇組為了打造地球末日時的炫目壯

闊潮汐景象，甚至建造出一個巨大水盆，重建

泥濘場面，再透過戲院大銀幕的呈現，視覺更

是讓人驚嘆。本片也在柏林影展世界首映後獲

得盛讚口碑，更接連榮獲德國電影獎、巴伐利

亞電影獎、納沙泰爾國際奇幻影展等多項大獎

肯定。

《地球重生》刻劃扣人心弦生存鬥爭
打造獨一無二反烏托邦世界

被譽為媲美《遺落戰境》（Oblivion）融合

《星際效應》（Interstellar）與《星際效應》

（Mad Max）的《地球重生》，交由《惡靈古堡

》（Resident Evil）製作公司震撼打造，帶領觀

眾踏上一段讓人屏息的科幻之旅，旅程中更充滿

多處驚訝的曲折，通往一個人類未來岌岌可危的

獨特世界。全片透過獨特的反烏托邦世界，展現

出殖民主義、剝削、地球掠奪、氣候崩壞、父權

終結，以及人類不屈不撓的生存意志等主題，更

清楚向觀眾展現人類在氣候災難後，如何從根本

上適應嶄新的環境條件。本片製作人菲利普特勞

爾（Philipp Trauer）表示：「片中將有兩個倖存

群體在相互抗衡，一方是高度文明、技術含量高

的命運共同體，另一方是獵人與採集者的原始社

會，他們已經適應荒涼世界的生存條件，並持續

發展當中。電影並不會說教化地看待這些主題，

而是將它們嵌入到令人興奮與扣人心弦的生存鬥

爭當中。」

由於本片場景聚焦在已經荒無的地球，許多

土地更化為一望無際的水與泥濘。劇組原本希望

盡可能地在原始的沼澤與泥濘地拍攝，但卻遭遇

許多困難，尤其想要在自然保護區拍攝是不可能

的任務，這也讓另一位製作人湯瑪斯沃布克

（Thomas Wobke）感嘆：「我們被迫搬到工作室

，在那裡重建出泥濘，可以讓我們隨意地淹沒它

們。我們甚至建造一個巨大的水盆，雖然過程耗

時又費力，但卻可以完美地控制工作環境，而不

是任由大自然擺佈。」他也透露為了讓演員群事

先作功課，在正式開拍的前三天，確實讓大家在

原始的泥濘中進行排練。製作人菲利普並回憶：

「團隊在最短的時間內變得非常接近，真實的場

景體驗也真的讓我們聯繫在一起。一起體驗泥濘

的外觀和感覺，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屢獲國際影展大獎肯定 《地球重生》
柏林影展世界首映好口碑盛讚

除了場景用心打造，《地球重生》也找來近

期以《活屍大軍》（Army of the Dead）累積知

名度的諾拉艾妮詹德（Nora Arnezeder）領銜主

演，更獲得製片人高度讚賞：「她正是我們想像

中女主角的模樣，並已經將自己完全沉浸在這個

要求很高的角色當中。」不僅如此，劇組也找來

以HBO影集《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而享譽全球的伊恩格雷（Iain Glen）

詮釋反派角色，展現截然不同的演技樣貌。台前

幕後的優秀團隊，也讓本片在柏林影展世界首映

後獲得口碑盛讚，更榮獲「德國電影獎」最佳配

樂、最佳美術設計、最佳化妝、最佳視覺特效等

四項大獎，並接連再度獲得「巴伐利亞電影獎」

最佳導演、最佳攝影雙料大獎，以及「納沙泰爾

國際奇幻影展」觀眾票選大獎等諸多獎項肯定。

億萬災難鉅片名導出品億萬災難鉅片名導出品《《地球重生地球重生》》
打造炫目壯闊末日潮汐場景打造炫目壯闊末日潮汐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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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杨绛，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

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

究家，钱钟书夫人。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由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

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

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

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

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

《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

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

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

绛文集》八卷。

杨绛的幽默征服了钱钟书

大家都知道，钱钟书先生除了才高

八斗之外，最出名的乃是其顽皮毒舌。

他形容老师吴宓的长相：“脑袋如

一颗炸弹”、“眼睛像两只火红的煤球

，”憨厚的吴宓被他描写得像童话书里

的怪兽。

他笔下的《围城》就是一本毒舌段

子大全：

“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年轻女

人的地方：话多。”

“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

“老年人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

没得救。”

钱钟书是一个幽默到刻薄的人，让

人又气又笑。

可是，这样的钱钟书偏偏被杨绛给

“降”住了。

到底是什么特质，让这位狂生对她

如此钟情？美貌，博学，家务全能？

也许都不是。

能和钱钟书“对等玩”的人，骨子

里必然有一股与他势均力敌的聪明劲儿

。

而杨绛正是如此。她不止聪明，而

且幽默，她懂他的毒舌，与他棋逢对手

。

在人们心中，她是“最贤的妻，最

才的女”，淡泊、优雅。要知道这世间

，聪明千篇一律，幽默却万里挑一。

杨绛从小生活在风气开明的家庭里

。

其父杨荫杭，是个喝洋墨水的饱学

之士，性格开朗爱说俏皮话。杨绛在姊

妹中排行老四，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

也是个有趣的人，常说：“猫以矮脚短

身者为良。”

意思是女儿像一只矮脚小猫，看似

缺陷，其实品相好得不行。

小杨绛平时迷恋读书，中英文的都

要拿来啃。

父亲问这小书虫：“阿季，三天不

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她说：“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呢？”

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有一天上街，杨绛看见两个满族妇

女穿着“高底鞋”，走起路来前倾后仰

，婀娜多姿，盯着移不开眼。

父亲问：“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

高底鞋？”爱美的杨绛想了一会儿，说

：“要！”

当时已是民国时期，穿高底鞋多少

和进步思想不符。但在父亲看来，童言

无忌，最重要是鼓励女儿大胆说出自己

的想法。

幽默，说到底，是一种知世故的表

达。读100本书，就是活了100遍人生

，爱读书的杨绛早就练就了毒辣的观察

能力，又在父亲营造环境中培养出了敢

讲敢说的聪敏个性。

读书多，脑筋好的人，未必幽默；

但幽默的人，却必然智慧。因为他们对

生活中的人和事有着敏锐的洞察，对自

身则有充足的自信和理解力。

老舍先生说，幽默是一种才能，不

是人人都有。

而杨绛，早早地就显出了这股子灵

气。

“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带些缺点，

更富有人情味！”

后来，杨绛出落成大家闺秀，霎时

追求者甚众，其中就包括后来著名的社

会学家费孝通。

可杨绛对一众热烈追求的富贵子弟

不感兴趣，偏偏钟情于锋芒毕露的狂生

钱钟书。

老实说，狂傲如钱钟书，还真不是

一个寻常女子能驾驭得了的。

两个幽默的人的爱情

钱钟书总嫌弃天下人都没他聪明，

如今却忙不迭地找杨绛一起看书做功课

。

异地不能相见，他就天天给杨绛写

信以解相思，还把落款写成“奏章”，

说是“禀明圣上”……

书信的内容细节，旁人不得而知，

但倘若杨绛“段位不足”，又怎能和言

辞机敏有趣到极的钱大才子书来信往谈

足3年恋爱，天天聊不厌，越打越火热

呢？

确实，让一对情人真正相称的，是

智慧与性情上的门当户对。幽默的人，

自然会吸引同样有趣的人。

1935年，钱钟书和杨绛在苏州举行

婚礼。这个常人看来十分浪漫隆重的场

面，多年后杨绛也不忘拿来自我揶揄一

番：

“《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

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

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

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

的日子，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

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

像刚被警察抓获的扒手。”

中国的女性写作里，似乎很少有人

愿意把自己的经历拿来调侃的，更不用

说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小姐，杨绛却毫

不介意自嘲，透着一股“处处皆可幽默

”的精气神儿。

她的幽默，和钱钟书也有些不同。

钱钟书像个棱角，孩子气，说话毒舌又

任性；而杨绛像个圆，包容钱钟书的棱

角，并用自己的风趣去“感化”他的痴

傻。

有次，钱家的猫和邻居林徽因家的

猫打架，钱钟书在旁边看得气不过，竟

拿起棍子就要为自家猫咪助威。

杨绛听见动静出来一看，又气又笑

，急中生智说：徽因

的猫是她们家“爱的

焦点”，打猫要看主

人面呀，这才避免了

一场人猫大战。

万人如海一生藏

她对抗战火、疾

病、政治风暴、生离

死别的态度，堪称生

命的正能量；她经尽

人生起起落落，依然

平静、充实、恬淡、

知足又不卑不亢地生

活着。

——《杨绛传》

没有经历过生死

离别的人不足以谈坚

强。不论命运多么艰

险，杨绛先生身上永

远充溢着一种无怨无

悔的向上之气，她用

她传奇的一生告诉我

们什么是真正的坚强

。

文革期间，“老

弱”的杨绛被分配扫

厕所，被鞭打，被批

斗唾骂，被剃“阴阳

头”，被没收“黑稿

子”等。

但她依然冷静、

坚强地面对，她用自

己的淡然和温柔敦厚

为自己撑开一层保护

罩，来抵御这些不平

和厄难，而且尽自己

所能将这层保护罩撑

得更大，去关心、帮

助身边的人。

在耄耋之年接连

被丧女丧夫的噩耗袭

击，面对这人生的重

创，在舒展的《杨绛

的魅力》中描述的，

88岁的杨绛是这样做

的：

钱钟书先生离世后，我的老伴去看

望杨绛先生，一进门还没说话，只见杨

先生孤身一人，老伴就抑制不住抽泣，

后来干脆放声大哭起来。

杨先生拉着她的手，让她坐到沙发

上说：“你比钱瑗小四岁吧？傻孩子，

我都挺过来了，你还这样哀伤？你不懂

呀，如果我走在女儿和钟书前面，你想

想，钱瑗、钟书受得了吗？所以，这并

不是坏事，你往深处想想，让痛苦的担

子由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

从1998年钱先生去世到2015年5月

，杨绛又顽强地生活了17年。时间是

最严酷的史官。

这17年，杨绛纤弱的身体承担了

人们无法想象的沉重和痛苦，她做了多

少超负荷的工作。

杨先生年龄越大，体质越弱，却越

是彰显出了她的人格魅力。

头一件大事，是出了十三册《钱钟书

集》；第二件是出版了五册《宋诗纪事补

订》；第三件是《钱钟书手稿集》影印出

书；第四件是《我们的钱瑗》成书。

杨绛说:“他们都是我生命的一部

分。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

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

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

她的责任太多、太重、太复杂了。

四麻袋手稿和读书笔记，收藏的文物，

全家的东西，都得要她亲手处置。

可是这时的杨绛早已身心交瘁，连

走路都要扶着墙壁。她要让自己伤痛的

心静下来，要喘一口气，寻找一个使精

神得以安宁的港湾。

杨绛以病弱之躯，勇敢地扛起了一

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面对死亡，杨

绛先生显示了超出常人的从容与智慧。

周国平评价道：这位可敬可爱的老

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

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

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杨绛称自己就是“万人如海一身藏

”。

《杨绛传》中对杨绛是这样描述的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

这个时代：乱世中淡泊宁静，与世无争

，与人无求；袖手书斋，读书写字做学

问，这样安静舒张的心，这样绝尘的精

神生活，是我们在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

一个温润的慰藉。

读书对一个人最大的作用究竟是什

么？读书能使人从容而智慧地面对命运

的波谲云诡，读书能助人成为精神贵族

；书香浸润的人生才能像钱瑗，像钱钟

书与杨绛。

她是一个成功的翻译家，是一个成

功的女作家，一个成功的妻子，一个成

功的母亲。

杨绛在各种角色里都功德圆满，提

供了一个女人最完美的人生。

杨绛：你的问题在于读书太少
，而想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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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照黎明》：於紅真能作！
果然，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這兩日，《沈香如屑》這部已經殺

青尚未播出的劇引發了不少觀衆討論，

繼十月殺青消息後，昨日衝上了德塔文

待播劇景氣指數第二名，受到了較爲廣

泛的關注，更有消息傳出這部劇已經進

入最後的制作階段，不多久就會和觀衆

見面，究竟何時會播出也成爲熱議的話

題。

《沈香如屑》確實又是一部大制作

的仙俠劇，歡瑞世紀出品，定于優酷寵

愛劇場播出，由當紅藝人楊紫、成毅主

演，改編自晉江文學城蘇寞的同名小

說，講述少年遊俠唐周在曆練中偶遇少

女顔淡與好友余墨，三人結伴而行守護

正義，唐周與顔淡曆經艱險最終收獲愛

情的故事。

與粉絲們的翹首期盼不同，不少觀

衆們對于這部近期將要強勢來襲的仙俠

劇卻持有保留觀點，又是仙俠劇，又是

熟悉的古偶愛情，又是熟悉的演員，這

能行嗎？

有槽點，影樓風服化道不走心
開年《鏡雙城》打響了 2022年仙俠

劇大戰第一炮，可惜啞了火，這部號稱

是 S+的劇集開分出來 3.8，雖則播放量

、關注度都頗高，可這口碑委實有些慘

不忍睹。

《沈香如屑》也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這部陣容頗爲豪華的仙俠劇又是影樓風服

化道，定妝照一出就備受質疑。男女主的

妝造還是大家都熟悉的樣子，層層疊疊的

歐根紗長裙，披散的頭發上面綴著些許裝

飾，平淡的妝容也稱不上有何特色，原本

幾位主演就是老面孔了，這沒有任何特點

可言的妝造一時間被不少人吐槽，美則美

矣，卻並無辨識度可言，若沒有劇名在一

旁注釋著恐怕說是幾年前的仙俠劇也是有

幾分可信度。

雖然目前披露的關于道具和特效部分

的物料不多，但現有的一些透露出道具的

物料也頗令人擔憂，仿佛在無數個劇組

“打過工”的仙俠劇必備圓床又出現了，

既不中式也不西式的雕欄畫棟也如約而至

，這不怎麽走心的服化道給這部劇最終呈

現的質感埋了地雷。

有亮點，原聲配音，劇情給力
不過現在就斷言這部仙俠劇最終是會

“撲”還是會“爆”還爲時尚早。這部劇

最初引起了非粉絲的觀衆群體的關注就來

源于大膽的采用了原聲配音。配音問題也

是這幾年來被觀衆關注得多、也吐槽的

多的事，季冠霖、喬詩語、邊江、張傑

這四位配音演員幾乎就撐起了國産劇的

半壁江山，換來換去就是這幾位配音演

員在“談情說愛”。原聲成了稀罕物，

不僅有演員本人音色合不合適等現實問

題的考量，更有演員台詞過不過關的問

題。

幾位演員不久前發布了自己在爲這部

劇配音的場景，原聲出演使得不少觀衆對

這部劇有了幾分信心。早前在《香蜜沈沈

燼如霜》中楊紫就有過原聲演出，台詞功

底過硬，這一次的原聲配音所能呈現的效

果想必也會不錯。

更多引發觀衆期待的來源于這部劇

的原小說，網文小說《沈香如屑》在晉

江文學城中算是古早奇幻小說中的佼佼

者，2009年正文完結以來到現在還不斷

有讀者爲這本小說送上好評。電視劇版

官宣開拍後，不少觀衆又被勾起了青春回

憶，這部分原著粉絲也有望成爲這部劇的

“自來水”。

情懷濾鏡加上幾位主演的市場號召力

，這部劇的播放量想必會相當可觀，而最

終能否實現口碑上的平穩收官，還有太多

的未知數。

東北元素輕喜劇《假日暖洋洋2》溫暖上線
劉濤陳赫倪大紅驚喜“混搭”

去年，愛奇藝播出的《假日暖洋

洋》中“真愛度假村”的浪漫故事溫

暖治愈。《假日暖洋洋》系列賀歲輕

喜劇《假日暖洋洋2》正式官宣將于

今晚在愛奇藝播出。和去年的度假村

休閑風不同，今年的故事發生在寒意

凍人的東北，同時也在春節的氣氛中

以年輕人熟悉的返鄉視角展開故事。

該劇由劉濤、陳赫、楊玏、張嘉

倪、程潇領銜主演，主人公之間的情

感故事充滿可看性，再加上倪大紅、

倪萍、姜超的特邀出演，將“混搭”

風進行到底，讓網友十分期待開播後

的劇情發展。可見，連續兩年講述著

春節故事的《假日暖洋洋》系列輕喜

劇，正在以獨特的春節儀式感成爲大

家不可或缺的賀歲檔好陪伴。

新組合新故事新看點
劉濤陳赫神秘追愛驚喜升級
今年的《假日暖洋洋2》在陣容

上進行了“換血”上新，新的青年演

員們將在接地氣的東北帶來不一樣的

春節故事，給觀衆帶來值得期待的新

鮮感。在預告中，原本要帶女兒去三

亞過年的程蔓（劉濤 飾）陰差陽錯

飛回了東北老家，作爲風投界的女強

人虎媽，她會如何與雞娃在老家相處

，她與試圖挽救企業的公司創始人孔

令麒（陳赫 飾）是冤家路窄巧相遇

，還是會靈魂伴侶終相伴呢？

除了劉濤和陳赫的新組合將産生

與衆不同的化學效應之外，張嘉倪與

楊玏也會在《假日暖洋洋2》面臨倒

閉的民宿中開展不一樣的“辦公室戀

情”，面對民宿老板前任的突然出現

，他們會如何見招拆招將成爲看點。

除此之外，程潇也在劇中變身

“花滑少女”解鎖新技能，她與“無

人機高手”周陸啦也將展開惺惺相惜

的浪漫邂逅。雖然是系列輕喜劇，但

《假日暖洋洋2》仍然在陣容與劇情

上突破了固有的框架模式，打造了全

新的人物劇情和有年味的東北氣氛，

准備和大家一起線上春節大聯歡，同

心暖洋洋。

“東北年輕人”新詮釋新演繹
衆演員齊上陣顯冬日溫暖
《假日暖洋洋2》將故事設定在

東北，將東北人的情義體現在了台詞

裏，不僅塑造了濃烈的家常人情味，

還自然帶出頗有幽默感的“東北

DNA”。可見，系列輕喜劇的延續並

非機械化與套版式，而是真正以匠心

和用心努力靠近Z世代的網友，挖掘

更多年輕化的日常生活視角來敘述春

節的故事。

該劇另一大看點則是不演作爹，

反變“護女狂魔”的倪大紅，他“霸

道”的東北老父親式疼愛將給足觀衆

反差感。倪萍、姜超也將作爲特邀出

演驚喜現身，青年演員與資深戲骨齊

上陣，勢必讓有東北味道的春節故事

愈發接地氣。作爲大年初七開播的

《假日暖洋洋2》，既填補了網友們

的賀歲檔片單，也讓自己的輕喜劇系

列成爲深入人心的固定特色，今晚鎖

定愛奇藝，假日暖洋洋。

《不會戀愛的我們》今日開播
金晨王子異情場過招開啟滿分戀愛

由優酷、磨鐵娛樂出品的都市愛情劇

《不會戀愛的我們》將于今晚20:00優酷

全網獨播。該劇由謝穎總監制，趙牧南、

張曉洲擔任總制片人，高琮凱執導，陳新

月編劇，金晨、王子異領銜主演，王雙、

梁大維特別出演，彭雅琦、鄭妙、何澤遠

、王峥主演，陳松伶特邀出演。當職場精

英“愛無能患者”趙江月（金晨飾）遇上

企二代“高撩王者”顧嘉心（王子異飾）

，二人爲了分別實現三個月脫單的承諾和

重回賽車場的約定，展開了一場戀愛教學

之旅。職場上下級和戀愛師生位，性格迥

異的兩個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頻頻摩擦，最

終會撞出怎樣的火花？

金晨王子異情場過招演繹另類姐弟戀
，氛圍拉滿開啓完美戀愛

從最新發布的預告來看，趙江月顧嘉

心姐弟戀cp超有料，職場女霸總和高撩

小狼狗情場交手火花四濺，兩人狂立

FLAG卻被“打臉”，一個從愛無能變成

“醋精”，腦補大戲很“抓馬”；一個從

不主動追求變身追愛達人，花瓣氣球浪漫

氛圍拉滿；車咚、浴室吻、火辣床戲高能

場景頻出，直接拉滿觀衆期待值。還有超

多戀愛理論在線全面指導，幫助解決戀愛

中的各種問題。

後續官方釋出流光海報和鏡面單人海

報也是質感滿滿。流光海報中金晨王子異

摩托造型登場，酷飒帥氣；而單人的鏡面

海報則完美呈現了二人的雙面人設：趙江

月是職場上雷厲風行的女王，但在感情裏

卻成了愛無能的“戀愛小白”，顧嘉心是

馳騁賽場的職業車手，也是情場上的“高

撩王者”。如此不同的兩人在相遇之初便

迸發出激烈的火花，互不理解的兩人在名

爲“戀愛教學”的相處過程中漸漸靠近，

不斷成長，最終明白了愛情的真谛。

直擊都市男女戀愛困境
全員集結展開一場戀愛教學

《不會戀愛的我們》將目光聚集在一

衆想談戀愛卻不知從何談起的都市男女身

上，直擊當下社會單身男女的戀愛焦慮，

如何踏出戀愛的第一步，又該如何維持一

段親密關系？十項全能唯愛無能的趙江月

如何在“高撩王者”顧嘉心的戀愛教學下

突破內心禁锢，迎來真愛；網紅恩愛夫妻

錢晶晶張昊又將如何維系曝光在大衆眼前

的婚姻；超優大叔許甯遠和傲嬌粘人精李

嫣然的追愛聯盟是否能夠帶領他們得到真

愛；元氣少女鄭多喜和歸國精英齊恒雙向

暗戀能否最終攜手走向幸福？

《不會戀愛的我們》全員追愛，通過

劇中人物面對各自生活和愛情困境所表露

出的態度和抉擇

，爲觀衆呈現了

一場生動的戀愛

教學，看“不會

戀愛的我們”如

何成爲“超會戀

愛的我們”，也

從中領悟到本劇

的主旨——“真

心是愛情的唯一

通路”。

《不會戀愛

的我們》2022年2

月 8 日 20:00 上線

，優酷全網獨播

，VIP會員每周二

至周四更新 2 集

（首更 6 集），

非會員每周二至

周 五 更 新 1 集

（首更 2 集）。

姐狗文學、情場

較量、戀愛秘訣

一網打盡，今晚

鎖定優酷寵愛劇

場，讓我們一起

開啓戀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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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美国俄

勒冈州，大小企业

为了适应新冠病毒

带来的冲击，出现

了大量的“适应性

发明”。在关闭与

关门之间挣扎的许

多美国民众认为，

世界没有结束，只

是不太“正常”，

他们必须迅速调整

业务模式以挽救自

己不断流血的企业

。

尼尔曼拥有的

一间唱片商店，是

波特兰最早以CO-

VID-19预防措施关

闭的零售场所。为

了照顾年迈的父母

和幼小的孩子，现

在他不得不整夜开

车挨个在客户的门

廊上放黑胶唱片，

用送货方式售出自

己的商品。Quarter-

World 商场则将经

营的笨重游戏弹球

机，逐一运送到有

需求的房屋和公寓

，向顾客出租一个

月，以应对生意停

滞带来的亏空。

而位于东波特

兰的脱衣舞俱乐部

在暂停了自己的主

业后，则推出了食

品 交 付 服 务 Boo-

ber Eats，受到全美国关注。客户只要

缴纳30美元的送货费，就可以在家中

订购汉堡包和薯条或任何其他菜肴。

届时，两位配备了口罩、手套和

洗手液的脱衣舞者将在强壮的保镖陪

同下，按照疾控中心制定的六英尺原

则将食物运送到顾客家门口，他们还

提供歌舞甚至是摆姿势拍照的服务。

顾客只需牢记“请勿触摸”的标准即

可。尽管这项服务很受欢迎，还收到

了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订单，但是现

在俱乐部员工送餐的工资只是以前的

四分之一，接近了最低工资，舞者只

想尽力维持，失去工作对她们来说是

毁灭性的。

因为在美国，像发型师、纹身师

和很多Uber司机一样，脱衣舞者通常

被认为是独立承包商，而不是雇员，

这意味着她们必须在杆子上租用空间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没有资格

获得美国传统的失业救济保障。如果

俱乐部关闭，就像全美许多服务行业

的工人一样，舞者也被完全剥夺了收

入，因此看似噱头的荒诞送餐，纯属

生存的稻草，抓不住就要饿死。这类

人在美国大约有多少呢，据华盛顿公

平增长中心称，这是一个潜在的庞大

工人群体，约有1000万至1500万人。

其实，在疫情中，不管属不属于

传统失业救济保护的人群，现在美国

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已经超过2600万

，消灭了自2010年以来，整整十年创

造的2280万份工作岗位的就业增长，

令人大跌眼镜。两位经济学家，亚利

桑那州立大学的亚历山大· 比克和弗吉

尼亚联邦大学的亚当· 布兰丁表示美国

的失业率已经超过20％。

特别是在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中

，有几个关键的摇摆州受到了从制造

业到酒店业裁员的重创。3月份，在密

歇根州，已经有100万工人或劳动力的

21％申请了失业。宾夕法尼亚州有近

20％的工人失业，而俄亥俄州则接近

15％。夏威夷是最糟糕的州，自从旅

游业遭受重创以来，失业率接近22％

。

一个多月前的3月27日，为了缓解

国内新冠疫情爆发导致的经济和财政

混乱，更是为了以大力度重新开放经

济来保障自己选情的特朗普，快速签

署了一项2.2万亿美元的，关于疫情救

助的《新型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

安全法案》，也被称为CARES法案。

法案将为中小企业提供政府担保

的近3500亿美元贷款，为每位美国居

民提供最高1200美元现金补贴（孩子

500美元），还首次将覆盖面扩大至失

业保险法通常未涵盖的个人：自雇人

士，也就是——独立承包商、自由职

业者、独资经营者或零工——文章开

头提到的那些人。

这个表面上看似慷慨、充满人性

和西方民主制度优越性的法案，在一

个月来的执行操作方面，和签署他的

人——特朗普一样，表现出各种不靠

谱的迹象，“确保最需要的人先收到

钱”也许就是个笑话，底层失业者根

本看不到任何希望。

在法案签署后，美国劳工部花了

近2周时间才向各州发布指南，但指南

里却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话。例如最简

单的，工人被诊断感染新冠病毒后可

以成为PUA援助的对象，但诊断的标

准却没明确，是测试结果呈阳性还是

医生电话或远程医疗的诊断。也许我

们会惊讶，不是都应该进行核酸检测

吗？抱歉，美国那旮沓有点落后，欠

缺检测能力。

指南里这样的地方很多，被认为

是劳工部要通过为实施该法案创造真

正的监管障碍来限制该法案。“他们

颁布了令人困惑且非常严格的法规，

试图严格限制谁真正有资格。”伊利

诺伊州州长表示这是“迷宫般的规定

”。不仅如此，在劳工部制定的原则

之下，谁可以申请失业救济金的规则

因州而异，因为美国没有一个单一的

全国性系统来获得福利，各州的规定

相差很大。同时，每个州都要为此开

发一套应用程序来确保发放准确，这

些都需要时间。

但每个星期数以10万计的下岗员

工失业救济和众多小企业贷款的申请

，让很多州失业办公室不堪重负，很

多救济金的发放被拖延和搁置，而且

几乎没有哪个州为急于寻求援助的独

立承包商和零工提供任何服务，留下

了成千上万正在遭受苦难的工人。

这里还有一个秘密，就是数量庞

大的独立承包商和零工，绝大多数应

该属于公司员工，享有更多福利和保

障。尽管美国制定的关于独立承包商

的政策初衷，是鼓励个体企业家主动

出击、进行创新，但是他们是“被动

”成为了“自己的雇主”，从而失去

了。因为很多大公司发现，可以利用

美国劳动法中的独立合同或自雇身份

来免于或降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同

时还能保持对这些工人的工作方式的

重要控制权。

像优步司机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

很好的例子。Uber 公司的商业模式建

立在使用独立签约身份来抢劫司机应

得的雇员薪水，并将经营成本和风险

转移给司机，但Uber宣称司机通常被

雇用在公司外部，并且仅依靠驾驶来

获得部分收入，并有灵活的时间表，

是真正独立自由的。这种将雇员故意

分类为个体经营者的做法，导致独立

承包商的世界被一个非常繁荣的表面

和一群不是很富裕的工人所分割，大

多数人都是低薪、缺乏体面的福利以

及有意义的工作时间独立性，与群体

里高薪者，那些专业的个体企业家的

收入差距有6到7倍。

因此大多数名为独立承包商、实

为低收入的工人，是疫情爆发期间最

脆弱的群体。许多独立承包商像送货

员、司机、美发师等需要提供面对面

的服务，在工作中最容易感染新冠状

病毒而失业，虽然因为法案有史以来

第一次被纳入失业保障，但大多数州

目前不接受独立承包商和其他自雇工

人的索赔。官方的失业数字与实际领

取救济金的人数之间的脱节凸显了一

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被视为失业者

和领取失业救济金是完全不同的两件

事，而两件事之间没有多大关系，不

工作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

。

不仅如此，CARES法案的执行乱

象还有许多。本是帮助小企业度过难

关的 3,490 亿美元的纾困借贷救命金

（ppp），却遭到拥有上百家分店的大

企业的半路劫杀。

据《华盛顿邮报》，许多依靠外

送业务苦苦挣扎的小型独立自营餐

厅根本挤不进申请名单，但是市值

16 亿 的 Shake Shack 汉 堡 和 2.5 亿 的

Ruth's Chris Steak House（牛排馆）却

分别得到 1000 万和 2000 万的纾困金

，总共有超过 70 间上市公司获得了

纾困金。

最让人诟病的是，该法案当中除

了 PPP，本身就包含另一项针对中型

企业以上、总额

5000 亿美元的纾

困金。大企业何

必要硬抢资源？

更不用说在疫情

时期，不少大型

企业也没有用删

减高管薪酬来度

过难关。真正首

当其冲的，还是

那些正在放无薪

假的基层劳工。

同 样 尴 尬 的 ，

是美国政府为每

名纳税的居民提

供最高 1200 美元

的现金补贴，现

在有大约六千万

普通人需要更长

时间的等待。因

为他们要么是平

时工资不直接打

入银行账户，税

务部门没有银行

信息；要么是前

两年没有报税记

录；要么是工资

太低还未够报税

额度——虽然他

们为社会所做的

贡献，未必比其

他人少。

《 纽 约 时 报 》

报道，现在美国

人的“居家隔离

” （stay-at-home

） ， 实 际 上 是

“白领隔离”。

有体面工作的人坐在家里安全地办

公。而像快递员、外卖员、货车司

机、超市收银员、家庭护工等蓝领

们，则暴露在危险的环境里，在整

个社会几乎停摆的时候，为了生存

还要继续支撑基本生活运转。

而特朗普们往往还会踩他们一脚

。 据 《 纽 约 时 报 》 报 道 ， 签 署

CARES 法案之前，特朗普和财政部

长直接拒绝了原法案中计划给予美

国邮政服务的130亿美元的赠款，而改

为100亿美元的财政部贷款，并且条件

是除非美国邮政提高亚马逊等在线公

司的包裹运费（美国邮政服务通常是

亚马逊、UPS、联邦快递和其他运输公

司的供应商）。尽管遭受疫情重创的

美国邮政有几十万名工人要养活，在

冠状病毒爆发期间社会比平时更多地

依赖包裹和邮件，来为全国的农村和

偏远地区提供“最后一英里”服务。

事件的起因也很“特朗普”，因

为亚马逊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夫· 贝

索斯（Jeff Bezos）拥有《华盛顿邮报

》，特朗普多次指责该报对其政府采

取了不公正报道，还指责邮局官员对

大型在线商人“非常放松”。

所以，现在美国还能送外卖、

有 钱 赚 的 脱 衣 舞 者 已 经 很 幸 运 了

……虽然 CARES 法案把独立承包商

纳入救济范围，但美国小型企业管

理局（SBA）已公开、明确排除了

这些在美国是合法的性工作者和成

人产业为援助对象。这让数十万从

事该行业的人员感到困惑和沮丧，

已经为公司缴纳数百万美元税款的

导演朱尔斯说：“我不禁要问，只

是因为我的行业，是否需要将我排

除在呼吸机之外。”

时代的幸运儿
送外卖的脱衣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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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众所周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每年都有来

自世界的，很多人争先恐后的申请美国绿卡，想

加入美国。但是，今年确实是意外，

由于“美国懂王”上半年对“疫情”的抗击

不利，上半年，大约有1500人脱离美国国籍。

那么，美国绿卡和美国国籍有什么区别？

美国绿卡正式名称叫永久居留证，美国是最

早建立永久居住制度的国家，因为美国是一个移

民国家，自建国以来就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

民。但是，到19世纪末，美国结束了自由移民

时代入境美国的手续，这也意味着想在美国永久

居住，则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二战末期美国政府建立了外国人登记收

据卡，因为这张卡最初是绿色的，因此后来

就俗称为绿卡。此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外，

国人登记收据卡就演变成了今天的美国永久

居民卡。虽然今天的美国永久居民卡不再是

绿的，但由于历史习惯，仍旧称为绿卡，拥

有美国永久居民卡的外国人可以在美国拥有

永久居住权，但不享有政治权利，也没有选

举权，被选举权。

美国永久居民卡持有者，享受的福利待遇与

美国公民没有区别。说的再直白一点，有了美国

永久居民卡，你的孩子、配偶就可以长期居住在

美国，这个时间期限是终身的。但是持有美国绿

卡不等于加入美国国籍，持有绿卡者仍然是外国

人，只不过有权利在美国居住。

例如，一个中国人持有美国绿卡，那么这个

中国人就可以在美国无限期的居住下去，但他的

国籍仍旧是中国，受中国政府保护，虽然拿到美

国绿卡不等于获得美国国籍，但是如果想获得美

国国籍就必须先拿到美国绿卡。按照美国法律，

外籍人员如果想成为美国人，必须先拿到美国绿

卡，并在美国居住满5年，当满足这个硬性条件

后，才可以申请成为美国人，当然有些人并不想

要美国国籍，他们只是出于生活便利等因素想长

期居住在美国，那么这些人只需要获得美国绿卡

，就可以长期在美国生活了。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每年发出的绿卡数

量在14~15万张之间，想获得美国绿卡的途径主

要有两个，一个是投资，一个是科技。如果细分

的话，大概有5个等级。

首先，杰出人才，这位是各个领域的顶尖

人士，如科学巨匠，文学大师等等，他们不需

要任何担保就可以获得全家绿卡。其次，优秀

人才，这个级别是高学历的人士，他们提交一

定学历和资历证明后，就可以获得绿卡。另外

，非技术移民，这个级别几乎不需要任何要求

，相当于难民的移民政策。这也是“懂王”为

什么要修“挡墙”，阻止墨西哥人进来的原因

。此外，特殊职业人才，属于美国特别需要的

一些小众人才，例如，牧师。最后，投资移民

，这个级别也不需要任何要求，只要你给美国

投资就行，但这类的绿卡名额非常少，所以你

必须很有钱才行。

美国绿卡和美国国籍的区别，我们可以

对比着理解为，美国绿卡说明你不是美国人

，但可以永久生活在美国，而美国国籍说明

你就是美国人。有美国国籍的美国公民在海

外没有拘留时间的限制。拥有美国绿卡的人

，如果离开美国超过一年以上，就可以视为

该绿卡持有者，自动放弃永久居留权，造成

绿卡失效。有美国国籍的公民即使犯重大罪

行，美国政府也不会将其赶出境，而绿卡身

份的永久居民就没有此豁免权了。美国国籍

的公民的就业机会比较多，在许多国家重要

部门和关键职位任职。

如官方军务，高端科技核心实验室，只提

供给有美国国籍的公民。绿卡持有者，离境超

过6个月，养老金有可能会被终止支付，而一

旦其被美国政府缔结出去，那么养老金就会被

取消，而美国国籍的公民就没有这个顾虑。在

非美国的地方，一旦遇到重大灾害或其他危机

事件，为保护其财产和生命，有美国国籍的会

在美国政府保护下，通过美国使领馆的安排优

先搭机离开。

有1500人脱离美国国籍，
美国绿卡和美国国籍有什么区别？

不知你是否知道，美国婚姻移民包括异性婚

姻和同性婚姻。其实，美国全面接受同性婚姻移

民也只有短短7年的历史，这份公平是来之不易

，经过无数人数十年的斗争换来的。

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日期是2015年 6月

26日，从此美国移民为同性爱人打开大门。同

性婚姻伴侣只要其中一方有美国绿卡或者美国

公民身份，在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或者

地区登记结婚，就可以为对方递交美国婚姻移

民。

移民申请流程，各个阶段包括USCIS移民局

、NVC、领事馆三个阶段的审核标准和异性婚姻

一模一样，不分彼此。

同性婚姻移民虽然只有短短7年历史，却代

表着一份公平和包容。因为目前可以进行同性婚

姻登记结婚的国家不多，如果同性伴侣想要在美

国结婚，那么美国公民可以选择为伴侣递交K1

申请，然后到美国再登记结婚递交I-485申请绿

卡。

而美国绿卡的朋友可以选择让另一半的同性

伴侣申请美国旅游签证，在美国完成登记结婚的

手续；或者两人可以选择在允许同性登记结婚的

国家先登记，在完成登记后，可以选择在美国境

内用I-130+I-485申请绿卡，也可以选择回国等候

移民面谈。

如果您选择在中国等待面签：

您的同性配偶是美国公民，为您递交的是

K1未婚签证，那么您是需要递交I-129F表格，这

个申请周期约10~12个月。

如果您同性配偶是美国公民，为您递交CR1/

IR1婚姻签证，那么您需要递交I-130表格，申请

周期约1~1.5年。

如果您的同性配偶是绿卡持有者，为您递交

F2A婚姻签证，那么您需要递交I-130表格，申请

周期约2~3年左右。

如果您选择在美国转身份：

如果您跟您的同性配偶登记结婚后，选择

直接在美国转身份。无论您配偶是美国公民还

是绿卡持有者，为您递交婚姻移民申请，都需

要递交 I-130+I-485+I-765+I-131表格，I-131表格

如果您在申请期间不打算回国，那么可以选择

不递交。

不同类别的移民签证，所需的申请周期时间

也有所不同，短则半年，长则2年也有，具体的

大家可以登录移民局官网，查看案件受理时间。

如果您是选择在美国转身份的，建议在申请

期间，双方不要长期异地分开，避免移民局上门

调查核实婚姻的真实性。

关于美国同性婚姻移民，你不知道的那些事

近日加拿大移民部长肖恩· 弗雷泽(Sean Fras-

er)接受了Prime Asia TV电视台的独家专访。

在访谈中，移民部长回答了一系列关于2022

年移民趋势政策的相关问题，以及留学生转移民

、临时外国工人移民以及父母团聚移民。

在谈到180万等待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

身份(IRCC)决定的积压申请时，Fraser指出，即

将到来的申请足以超过今年目前的移民目标。根

据2021-2023年多年移民水平计划，加拿大预计

今年将有411,000名新移民入境，新目标将在2月

份公布，届时情况可能会改变。

Fraser说，问题始于疫情。为了在旅行限制

的情况下超过2021年40.1万新移民的目标，加拿

大不得不让已经在境内的人登录。他还指出，申

请来加拿大的人数有所增加。因此，这些积压在

境外的移民申请将会在2年内处理完毕，但这并

不意味着IRCC不会考虑新的申请。

留学转移民项目

从去年9月份以来，联邦快速通道一直都没

有对加拿大经验类（CEC）发出新的邀请。

这些有资格申请移民的候选人因为临时身份

到期，不得不辞职，甚至离开加拿大。联邦技术

移民(FSWP)的候选人自2020年12月以来没有抽

签。

在工签到期后，这些CEC候选人将不得不暂

停工作，甚至离开加拿大。

移民部长没有说这些候选人是否有工作许可

证延期。他确实提到了他的委任书，这封信要求

他为国际学生和临时外籍工人找到永久居留的途

径。他说，这些不同的项目将会是什么样子还没

有最终决定。

Fraser说，FSWP抽签的暂停是暂时的，加拿

大确实打算恢复这个项目的抽签。他没有给出时

间表。

他还表示，他有兴趣探索新的方法，让国际

学生更容易将他们的学习视为获得加拿大永久居

留权的“跳板”。

“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做一些工作，但

我致力于做好这项工作。”

快速入境积压

最近通过一份内部备忘录透露，一些快速入

境候选人可能会等待长达20个月，长一点的将

近3年才能够获批。

移民部长认为：“让申请人等待三年是不公

平的。”

Fraser说，政府将继续省提名计划（PNP）

特定的快速入境抽签。

同时，他正在寻求增加抵达加拿大的新移民

人数——包括临时居民和永久居民——并使临时

居民更容易获得长期永久居民身份。

需要移民解决劳动力短缺

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空缺职位高达100万，这

些空缺要依靠外国工人来补充。

加拿大政府已经对IRCC额外拨款了8500万

加元，旨在加速解决目前面临的案件积压问题及

劳动力市场改善问题。

目前，移民部正在拟定一套全新的方法，来

简化有良好记录雇主招聘外国工人的流程。

医疗工作者

移民部长证实，IRCC有计划允许更多外国

医疗工作者移居加拿大，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

日益严重，劳动力短缺问题只会继续增长。

疫情期间，加拿大正在优先处理外国医护人

员的移民申请。

他还表示，未来海外医护人员的证书认可程

度也将进一步提高。

父母及祖父母担保移民

Fraser认为，PGP项目是他作为移民部长所

面临的最大挑战。

“最具挑战性的原因是我们对PGP项目的名

额分配严重不足。”

举个例子，在某一年，大约有20万人申请

大约1万个名额。

2020年和2021年，PGP通过随机抽奖的方式

进行邀请。

批评者说，随即方式对那些已经在候选人中

等待多年的人不公平。

Fraser辩护说“尽管它并不适合所有人，但

它确实将所有人置于平等的地位。”

Fraser表示，他正在积极寻求同事的反馈，

但没有说今年PGP的邀请制度是否会改变。

加拿大移民部长专访：进一步放宽留学转移民！

盛會新春至，神州亮五環。健兒聚冰域，
聖火照雄關。

旋舞風飄雪，飛騰瀑下山。泱泱大國夢，
彪炳震人寰

北京二０二二年冬奧會開幕式 二月四日
己在國家體育場隆重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宣佈第二十四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

北京就此成為全球首個舉辦夏季、冬季奧
運會的 「雙奧之城」。這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
以來首次如期舉辦的全球綜合性體育盛會，是
對 「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奧林匹克
新格言的成功實踐。

本屆冬奧會的主題口號為 「一起向未來」
。中國始終堅持 「綠色、共享、開放、廉潔」
的辦奧理念，將為世界呈現一屆簡約、安全、
精彩的冬奧會。

北京二０二二年冬奧會於二月四日至二十
日舉行，共設水個大項、十五個分項、一百零
九個小項。

際此精彩可期的冬奧前夕，中國國務院台
辦發言人證實，中國國民黨前主席、中華青雁
和平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洪秀柱，應邀出席北京
冬奧會開幕式。曾於二○○八年在鳥巢觀看了
北京夏季奧運會開幕式，時隔十四年，洪秀柱
再度受邀參加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式，與廣大
兩岸同胞一起，見證北京成就“雙奧之城”的

重要時刻。洪難掩喜悅之情，發出由衷讚嘆：
“何其榮幸，能夠參與兩次中國人主辦的運動
盛會，見證同享民族的榮光。”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在國際奧委會的支持
和配合下，中國人民上下一心，以中國人特有
的智慧和毅力，克服種種困難，兌現承諾，向
世界呈現一場“簡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
會。從二○○八年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
想”，到二○二二年的“一起向未來”，中國
積極參與奧林匹克運動，堅持不懈弘揚奧林匹
克精神，是“相互了解、團結、友誼、公平競
爭”奧林匹克精神的堅定追求者、踐行者，也
讓奧運聖火照耀兩岸，引領兩岸走和平穩定發
展之路。

本屆北京冬奧會，中國不僅成功克服了
疫情帶來的巨大困難，為世界呈現新冠疫情後
首個如期舉辦的全球性體育綜合盛會，還為世
人呈現一個綠色、共享、開放、廉潔、創新的
“冰雪盛宴”：“水立方”變身“冰立方”，
五棵松籃球館轉換為冰球館，幾乎史無前例的
改造工程，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二○○八年奧運
會遺產，提供了賽後場館利用的“另一種可能
”；冰雪運動不再只屬於寒冷而遙遠的冬季山
林，真正為大眾所共享，“帶動三億人參與冰
雪運動”的願景在中國逐漸成為現實，改變世
界冬季運動的未來版圖；智能化自動駕駛的冬

奧列車飛馳於京張高鐵之上，“張北的風”成
為清潔能源“點亮北京的燈”；北京首鋼園建
成世界首個永久保留使用的滑雪大跳台，令這
座百年工業園區涅槃重生，煥發生機，成為工
業區活化的模範；北京冬奧會使用的二氧化碳
製冷劑，更環保更綠色，或成為未來全球趨勢
。

“如果說二○○八年北京奧運會還在向奧
運標準看齊，如今的北京冬奧正在成為新的辦
奧標桿。”二○二二年北京冬奧會的成功舉辦
，是中國綜合經濟實力的體現，是中國科技創
新和實際應用能力的綜合體現，是對群眾體育
運動、人民身心健康和生活福祉重視的體現。
中國以籌辦冬奧會為契機，生動地詮釋了奧林
匹克精神的時代意義，標誌着中國人更自信、
從容地走在時代前列，體現中國對與世界團結
合作，攜手應對全球各種挑戰的擔當。

本屆北京冬奧會，中國台北代表團十七人
報名參與，四名運動員獲得速度滑冰、高山滑
雪、雪橇三個項目參賽資格，另有一名運動員
獲遞補資格。三十多名在北京高校就讀台灣學
生作為賽會志願者投入奧運服務工作，五名台
胞參與火炬傳遞，共享聖火傳遞的莊嚴和美妙
時刻。冬奧聖火照耀全球，兩岸同胞共享榮光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北京冬奧頌北京冬奧頌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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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曲全立導演變賣房產、傾盡全力投

身製作美力台灣 3D 行動電影院，在全台

灣巡迴播映著《美力台灣》以及《台灣超

人》紀錄片，透過巡映紀錄片，讓孩子們

對生命有深刻的借鑑、讓夢想有萌芽的可

能，陪伴孩子掙脫外在限制勇於追夢，將

正確的路堅持走下去。從 2013 年至今跑

遍台灣 22 個縣市無數次，累積超過 23

萬人觀賞，遍及將近 2,200 所偏鄉學校、

近 200 間育幼院、老人安養院等弱勢機構

，但仍有 1200 多所學校機構等著行動電

影院前去巡映，總共需要五年才能巡映完

畢，與此同時，報名的學校仍持續在增加

當中。但這個正向力量將因為經費短缺、

疫情影響而即將中斷，因此曲全立導演發

起《台灣超人》巡映集資計畫，希望能讓

善的循環繼續下去。關注更多《台灣超人

》巡映集資計畫

台灣青少問題加劇
盼用希望點亮世界 帶給孩子們力量

依據衛福部 2020 年統計，青少年族

群自殺死亡率連續 20 年攀升，15 至 24

歲人口群自殺通報在 2021 年已達破萬人

次，但其中近 7 成未曾接觸校內輔導資

源。探究自殺背後原因，多為生活中的言

論刺激與困境挫折。因此，曲全立導演表

示希望在更多的孩子與觀眾心中埋下善意

的種子，培養孩子正向面對問題的態度；

走出疫情的陰影，用希望點亮世界是曲導

的核心理念。

曲全立導演將「台灣超人」定義為：

「超越自己的人。」他認為超人不需要拯

救世界，只要能夠超越自己、做好一件事

，那就是台灣超人！曲全立導演表示從

《美力台灣》到《台灣超人》的這一路上

他遇到許多無名英雄，這些英雄都為社會

貢獻自己的力量，這些台灣超人們就像是

陽光的化身，為社會帶來正能量與希望。

受身障孩童的平凡夢想所啟發
國際導演拍攝百位台灣超人紀錄片

在 2020 年時，曲全立導演發起美力

台灣 3D 行動電影院已屆滿十年，因緣際

會之下曲導結識到一位患有肌肉萎縮症的

孩子，邀請他設計十週年計畫的標準字，

這位孩子全身癱瘓臥床，只能利用眼動科

技來進行設計，並告訴導演他的夢想是能

夠自己吃飯、自己喝水、自己走路；一件

再平凡不過的事，普通人天天都在做的事

，竟然可以是一個人的夢想！這席話深深

的在曲導心裏扎了根，讓他不斷思考應該

要拍攝怎麼樣的影片，才能帶給孩子們力

量，並將這份感動繼續延伸下去，於是

2021 年開始進行台灣超人的拍攝，預計拍

攝百位台灣超人的故事。

台灣超人中有 60% 的身障人士，以

及在各自領域努力不懈的人們。目前曲全

立導演的團隊已完成 25 部台灣超人影片

的拍攝，其中包含有用手走路的發明王，

同時也是全球第一位身障發明家的劉大潭

；國際知名口足畫家楊恩典女士；帶領唐

寶寶吹出希望樂曲的唐寶寶大器樂團創辦

人林啟通老師；單親書藝家王志揚；自身

是罕病患者同時致力提倡病人自主權的前

立委楊玉欣；東台灣首位到宅醫療的牙醫

林易超；深耕花蓮傳承表演藝術的知名演

員朱德剛；年經時曾遭大火無情吞噬，現

今靠自己的力量帶領傷友走出陰霾回歸生

活的陳美麗；極地超級馬拉松運動員陳彥

博；李安導演御用刀劍藝術家郭常喜；來

自瑞士入籍台灣，並為台灣的特殊教育與

早療服務無私奉獻的吳道遠神父；來自法

國的台灣女婿，馬拉松健將吉雷米等人。

讓美力台灣的《台灣超人》
巡映計畫繼續以善循環

曲導也表示在加入台灣超人的影片後，

帶給孩子們的是更多的勇氣，不僅拓寬他們

的視野，也讓他們認同自己、勇敢作夢，面

對困難不害怕。在一次次台灣超人紀錄影片

放映後，孩子們總會用最直接的方式回饋著

：「導演，我要加油！」、「我要變勇敢。

」、「我要堅持下去！」這些孩子心中都種

下了一顆善的種子，帶給孩子們力量、勇氣

、愛、信念，也讓曲全立導演再再相信自己

與團隊正在做的事是正確的，曲導溫柔且堅

定的說：「在巡迴的過程中，不只孩子學習

到了，我們也學習到了如何用生命影響生命

，讓生命更有意義。」

從地球到月球的距離大約是 38 萬公里

，而這部充滿力量的 3D 行動電影院已旅行

逾 25 萬公里；在《台灣超人》巡映集資計

畫裡，若要讓 3D 行動電影院能繼續在全台

巡映、挑戰登月的距離，就需要有穩定無虞

的經費支持。每一次的巡映需要的經費包括

人力、設備、車輛、食宿及油資等等，在這

兩年間更因為疫情影想導致映演延期、取消

等等。因此，曲全立導演希望透過群眾集資

的力量，讓台灣超人巡映計畫能繼續跑下去

、登上月球，繼續巡映下去，以善為循環。

曲導說：「我希望 3D 行動電影院不止要登

月，登月後還要再飛回台灣！繼續巡演下一

個 38 萬公里，只要有孩子希望我們去，我

們絕對全力以赴！」

《台灣超人》曲全立導演拍攝百位超人故事

欲將正向力量綿延至月球永不停歇

Netflix攜手百聿數碼推出旗艦懸疑影

集《華燈初上》掀起討論狂潮，成功締造

台劇類型的嶄新高度，今（9）日終於公

開第三部正式預告，正式宣布第三部壓軸

八集將於3月18日下午三點上架。。在第

二部最後驚人的故事反轉後，第三部預告

直指以潘文成（楊祐寧飾）為首的警政系

統的黑幕，與女主角林心如、章廣辰、修

杰楷等人將牽扯出更大的謎團，隨著命案

的偵查，真相將層層揭露，而「光」小姐

們面對生死存亡的人性爭鬥，也將故事推

向高峰。導演連奕琦表示：「第三部的最

大亮點就是每個人精湛的演技，不需要更

多的客串，因為所有人的演技大爆發，光

看他們的反轉都來不及了。」

根據FlixPatrol網站數據統計，《華燈

初上》第一、二部不僅在台灣Netflix累計

蟬聯35天Top 10榜首，在香港、新加坡、

越南、馬來西亞、希臘、土耳其都進榜告

捷，隨著第三部上線，將有英語、巴西葡

萄牙語、西班牙語、泰語，四種語言配音

選項，將華語內容推向國際。總製作人林

心如表示：「為了堅持最高品質，第三部

讓大家久等了，謝謝全球劇迷們的支持與

等待，相信成果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林心如飾演的羅雨儂在第三部正式預

告說道：「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有自己想

要保護、想要得到的東西。」然而一直在

身邊保護著她的潘文成（楊祐寧飾）

，卻可能暗藏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楊

祐寧表示：「在那個時代背景與環境

下，當時刑事組警察的角色本來就是

遊走在黑色與白色之間的灰色地帶，

潘文成面臨選擇上的難題，也算是時

勢所逼，我覺得人有時候就是會在這

些無奈當中長出另外一種樣子。」第

二部結尾時停在阿達（章廣辰飾）的

雙眼讓觀眾震驚，加上第三部預告暗

示葛檢察官（修杰楷飾）的介入，警

政系統的崩壞與否，即將引爆第三部

精彩劇情走向。

林心如與楊祐寧四度合作，默契不在

話下，劇中羅雨儂與潘文成的個性都非常

講義氣、直來直往，很容易被對方吸引，

對此楊祐寧表示：「我跟心如有很多場戲

都是很開心、很過癮的，這一次我們的角

色彼此針鋒相對的同時，也存在曖昧，情

感上的處理會更豐富、更有層次，包括在

審訊室裡、在『光』化妝室裡，都讓我覺

得她的每一個眼神都在出招。」林心如則

說：「兩人的感情在後面的劇情裡一絲絲

建立起來，也許就是同路人互相依靠的感

覺。」預告中一幕羅雨儂無奈看著潘文成

說著：「這就是你要的人生」，也讓兩人

的發展更霧裡看花。

第二部跳槽到吳慷仁旗下的郭雪芙，

在第三部預告中疑遭設局，「光」的小姐

們脫下光鮮亮麗的外表，其實都有著不堪

的過去或不可告人的秘密，隨著命案調查

的抽絲剝繭，對應著小姐們勾心鬥角的暗

黑生存，將故事推向高潮，更呼應了預告

裡媽媽桑吳慷仁所言，「就因為我是人，

我也要生存」。而女主角羅雨儂也即將遇

上生命中最大的難題，林心如表示：「除

了死別，還要面臨生離，我覺得這是最痛

的地方，她只能一步一步地獨自面對失去

的一切。」

Netflix攜手百聿數碼推出旗艦懸疑影

集《華燈初上》全劇分為三部曲共24集，

第三部故事描述潘文成警官持續調查光酒

店媽媽桑的命案，在抽絲剝繭的追查下，

一步步揭開兇手真面目。竟發現在命案之

中，藏有著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與複雜的

關係。 3月18日下午三點Netflix全球獨家

上線第三部17至24集， 堅強華麗卡司集

結林心如、楊祐寧、楊謹華、鳳小岳、張

軒睿、郭雪芙、劉品言、謝瓊煖、謝欣穎

、江宜蓉、胡瑋杰、章廣辰、Dora謝雨芝

、劉敬，客串卡司邀來霍建華、徐若瑄、

鄭元暢、王柏傑、修杰楷、吳慷仁、王靜

瑩、王淨、曾敬驊、何思靜、林柏宏、

9m88。

《華燈初上》楊祐寧四度合作林心如
直誇Rose MAMA： 「每個眼神都在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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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顾不上避让路上的水坑，

我急匆匆赶往龙门石窟大石门。由于

突如其来的大雨，我比原计划晚了近

一个小时来到，十分担心无法拼团参

加龙门夜游。直到终于检票进入，踏

上空无一人的大道，望见那一个个蜂

巢般的金黄石窟，我激动地掏出手机

冒雨给朋友发消息：包场！太值了！

曾经有人说很羡慕故宫的工作人

员，在周一闭馆时，他们可以在空无

一人的广场上骑单车，享受着跟末代

皇帝溥仪一样的待遇，独享紫禁城的

静谧。那么此刻，我就是独享龙门石

窟的女皇武则天。

一波三折的拼团

大概是出于安全考虑，龙门夜游

不出售散客票，仅接受5-10人团队预

订并提供随团讲解，人均价格倒是跟

含讲解的日游散客票价差不多。

不过，这个规定难倒了独自旅行

的我。如果找不到人拼团，我就需要

自己掏360元的团队讲解费。我在各旅

行约伴平台搜索一番，终于拼到一个

六人团，却在预订日期当天早上被拼

团组织者放鸽子。那就只能到夜游集

合点碰碰运气，希望能“捡人”或者

“被捡”了。

夜游于晚上7点开放，工作人员建

议我6点45分左右到，会有较大机会

拼成团。然而，当我终于冒雨来到龙

门景区时，已经接近7点半了。餐厅商

店均已关门，路上空无一人。好不容

易见到两个人，我冲过去问，“请问

你们是来参加夜游的吗?”

“什么？不是。”

随后，只见到零星从里面走出来

的人，再无同路人，我的心一路下沉

。

到达夜游项目的集合点大石门，

仅有的三名男游客让我燃起希望——

随即，他们表示对夜游没有兴趣——

我正在沮丧时，他们又回来了，我终

于拼团成功！

宾阳三洞，魏痩唐肥

穿过陈毅题词的山门后，横跨伊

河的龙门大桥出现在前方，灯光勾勒

出大桥的轮廓。龙门古称伊阙，《水

经注》记载：“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

，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

，故谓之伊阙。”龙门石窟在两岸山

上开凿，东山石窟被破坏得较为严重

，主要观赏点都在西山石窟。

此刻我正置身西山，对岸唯一被

点亮的是香山寺，不见石窟。所有的

灯光都是暖色黄光，营造静谧气氛而

不炫目，配合着悠扬的琵琶乐，有一

种要去寻古探幽的感觉，白天来的观

众大概体会不到，只见熙攘人潮吧。

来到我们参观的第一个洞窟潜溪

寺。洞内亮灯，洞外全黑，凸显了石

窟内的佛像，在灯光下，佛像细节清

晰，还能看到窟顶残存一点红色壁画

。这恰恰跟白天相反，由于主体佛像

都深藏在洞窟内，自然光线下较难看

清洞内细节。

同团游客说，灯光有点暗，讲解

员解释道，这些是太阳能灯，因为白

天下雨，灯光会比晴天夜里黯淡一些

，另外灯光虽然看起来是暖色，但其

实是冷光源，照明不产生热度，以前

曾经用暖光照射，对石窟造成了伤害

。在我看来，光照倒是不需要过于明

亮，但布光有点太平面了，如果能从

不同角度多布几盏灯，佛像会更有立

体感。

更精彩的是宾阳三洞：宾阳中洞

开凿于北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革俗汉化，因此北魏佛像都按汉人长

相衣着来塑造，秀骨清像，褒衣博带

；南北两洞均开凿于唐代，唐以胖为

美，佛像也明显丰满圆润了许多。龙

门石窟作为洛阳魏唐盛世唯一留存于

地面上的辉煌，在宾阳三洞集中体现

出两朝造像风格的区别。

宾阳中洞原有中国石窟中唯一的

等身高《帝后礼服图》（《魏孝文帝

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两块

浮雕的合称）浮雕，人物众多，顾盼

神飞，且忠实记录了北魏王朝的衣冠

依仗礼制，艺术和历史价值都极高。

民国期间，浮雕惨被盗凿并偷运至美

国，国内残存2000多块碎片。2015年

，中美文物学者开始数字技术合作，

采集碎片和石窟原址数据进行打印复

原。2021年4月底，在数字复原基础上

，一群演员在龙门石窟演绎《帝后礼

佛图》，国宝得以“复活”。而3D打

印的《文昭皇后礼佛图》预计到今年

底能完整呈现。

请给“最美观音”一点光

在山脚下继续往南走，峭壁上有

些小洞窟亮了灯，更多的仍隐于夜色

中。

龙门石窟的开凿始自北魏孝文帝

年间，盛于唐，终于清末，历经1400

余年，是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的石窟

，现存洞窟像龛2345个，造像11万余

尊。讲解员介绍，2345个还只是统计

达到一定尺寸的洞窟，还有更多小洞

窟不可胜数。

清末民初，龙门石窟被盗严重，

有些偷盗者无法偷走整尊佛像，就找

村里工匠砍下佛首，如今许多佛首散

落于欧美日各国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

里。那些亮灯的洞窟是佛像相对完整

的，黑暗中的洞窟则往往只余空穴。

设想倘若把整面峭壁都照得亮如白昼

，那观感就全然不同了。

我用长焦镜头拍下高处一个亮灯

的小石窟，查看照片时才发现里面的

佛像缺了佛首，颈部留下整齐的斜劈

斧痕。我猛然想起，去年广东省博物

馆的《魏唐佛光——龙门石窟精品文

物展》，我也曾拍下一尊 3D打印的

“半脸”佛，右眼眉目低垂，左脸缺

失，因残缺而呈现更加复杂和震撼人

心的美感。时隔半年多，终于来到龙

门实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再仔细看小石窟照片，根据佛像

的光影猜测，龛内至少有两盏灯，一

盏置于前方地上，仰角照亮整个洞窟

，另一盏置于右边地上，侧光打出佛

像阴影。其实对于地面的观众而言，

这个峭壁上的小龛不过巴掌大，若无

望远镜或长焦镜头，就只能隐约看到

里面有尊小佛，布光却是毫不含糊，

细节处见功夫。

还有万佛洞两边墙壁上的一万五

千尊小佛及窟顶碑记，莲花洞窟顶的

圆雕莲花，无不在灯光下看得分明。

唯一遗憾的是万佛洞洞口南侧的观音

隐于黑暗中。借助讲解员的手电筒光

，我勉强看到，观音像左手下垂执净

瓶，右手执拂尘搭在肩膀上，璎珞玉

佩珠链手镯一件不少，体态婀娜放松

，哪怕脸被残忍砍去半边，依然被誉

为“最美观音”。

这尊观音我也“见过”。去年广

东省博的展览，曾并列展出两尊3D打

印的观音像，一尊为按现状复制，无

涂色，脸部残缺；另一尊为结合历史

文献、颜色检测、石质分析等进行复

原，观音面如满月，闭眼沉思，身着

红裙，披藕绿丝带，发髻上还有一尊

金坐佛发饰，活脱脱的一位古典美人

。为何，只给窟内布光，而忽略了站

在门边的“最美观音”呢……

卢舍那大佛脚下，空无一人

我一步步登上石阶，爬到中段，

一枚佛首赫然出现在眼前，心中一震

。虽然早就看过卢舍那大佛的照片无

数次，但来到山脚下时并不能直接望

见大佛，登至山腰初见佛首那一瞬间

的心情，大概跟1300多年前古人的震

撼崇敬并无二致。

随着我的攀登，佛肩、佛身、莲

座相继露出，我们来到了卢舍那大佛

脚下，当时广场上空无一人。大佛两

侧分立着两弟子、两菩萨、两天王、

两力士，九尊高大石像在宽33米的像

龛里并列，顶天立地，排山倒海。双

翼形像龛的结构使得每一尊石像都似

乎近在眼前，却又那么高不可攀。我

们五个凡人，何其渺小！

卢舍那大佛高达17.14米，光是佛

首就高4米，耳长1.9米，由于体量巨

大，人工难以切割，大佛因而得以逃

过偷盗噩运，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

两只手掌和腿部以下因自然侵蚀而塌

毁，并不影响大佛的整体气势。

大佛法相慈祥端庄，面部丰满圆

润，眉如弯月，双眼半睁，似笑非笑

，相传是依据武则天的长相雕凿的。

奉先寺由唐高宗下旨修建，时为皇后

的武则天捐出她一年的脂粉钱两万贯

，2012年时曾有媒体计算，这约等于

当时的600万元人民币，堪称巨款。笃

信佛教的日本圣武天皇派遣僧人、工

匠到洛阳考察，在奈良（平城京）东

大寺奉造卢舍那佛铜像，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古代铜铸佛像。两相比较即可

发现，东大寺卢舍那佛明显更偏男相

、更为肃穆。

跟前面参观过的大型洞窟比起来

，奉先寺的布光要细腻得多。窟顶四

处射灯分别从上方和两侧照亮卢舍那

大佛头部，凸显面部五官的立体感，

身上袈裟的一道道褶皱历历在目，佛

首后面的佛光呈现出比佛像更暖的色

调。光影对比下，大佛和菩萨的眉弓

和眼睑弧度分明，目含慈悲，俯视芸

芸众生，大佛的波纹状发髻和菩萨头

上的镂空花冠都纹路清晰。像龛正面

的大佛、弟子和菩萨等五尊石像较少

阴影，像龛两翼的天王和力士则使用

侧底光，把黑影打在像龛上，衬托得

天王和力士更加威武雄壮。看起来，

整座奉先寺只用了单色灯光，却层次

分明，亮度也恰到好处，营造出十分

庄严的气氛。

给菩萨“涂”红唇的往事

罕为人知的是，奉先寺这九尊石

像的照明曾几度变迁。

2007年初次启动的夜游龙门仅布

置了简单照明。2012年 4月 20日，龙

门石窟经历“亮化提升工程”重新开

放——灯光让大佛“穿”上了红袈裟

，端坐绿莲座，背后像龛密布红绿相

间的火焰纹，菩萨被“涂”上烈焰红

唇、身披红丝带，天王则是满脸通红

、身上花花绿绿。除了红配绿的奉先

寺，西山山上的一片树林也被照得绿

荧荧，还在西山设置了3台激光设备和

1套投影仪，向东山投射出僧人诵经等

彩色立体造像。而从东山礼佛台远眺

，西山石窟一片金黄，唯独奉先寺大

红大绿，十分抢眼。

当时的洛阳龙门旅游集团总经理

黄永灿表示，所有设计按照佛学文化

，做到静而不闹，佛像色彩搭配参照

同时期佛像颜色尽可能复原。对于卢

舍那大佛，设计人员在参考佛像过去

色彩的基础上，通过高科技的灯光技

术，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佛像当年的色

彩。

2012年版夜游灯光在当时引起很

大争议。对比广东省博展出的观音复

原像可见，号称“还原佛像当年色彩

”的奉先寺，灯光色彩的饱和度要高

得多，十分浓艳。2015年，这批灯光

设备终于被拆除。而现在我所看到的

夜游灯光是2020年新版，强调“避免

过度彩化亮化”，得到了石窟爱好者

的认可。

置身龙门，我忆起旅居京都时的

许多寺庙神社夜游经历。京都寺庙往

往在樱花季和红叶季开放夜游，高台

寺的灯光秀很有名，在枯山水上投射

僧侣、腾龙、彩云等幻变影像，我初

见时也觉得有点过于光怪陆离。而著

名的沉浸式灯光展teamLab曾经在京都

下鸭神社举行灯光秀，将骑牛乐队、

青蛙、莲叶、花瓣等动态影像投射于

神社森林中，犹如乐队穿林而过，曲

终人散，天女散花，我认为称得上是

现代科技与古典建筑结合的典范。更

多寺庙神社是用较为柔和的静态灯光

映照樱花、红叶和建筑，虽然没有

teamLab灯光秀那么绚烂，但影影绰绰

，有不同于日间的别样气氛。倒是从

未见过有寺庙对佛像打灯，这也是因

为日本佛寺较少在室外造大型佛像，

藏有佛像的主殿也有许多不得入内参

观。

相比之下，龙门石窟的灯光直接

照射在历经一千多年风雨的像龛与佛

像上，且长年累月持续，无论是从文

物保护还是从审美角度都需要更加谨

慎保守。我个人更喜欢如今新版的灯

光设计，虽然不能重现佛像原本的色

彩，但更好地烘托出石窟的静谧气氛

。给大佛观音穿彩衣涂红唇的活儿，

还是交给3D打印，另行展出吧。

2020年重开的龙门夜游除了在照

明上收敛许多，参观人数也得到严格

控制。据媒体报道，2012年版夜游开

放第一晚就有3.3万游客进入，卢舍那

大佛脚下挤满人；而我查看携程发现

，2020年版夜游迄今也就预订了5000

多份，即使按每团10人计算，这一年

余也不过5万多人，夜均百来人而已。

得以在雨夜独对卢舍那大佛的我

，何其幸运。

雨夜独对卢舍那大佛——
夜游龙门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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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
、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
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
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
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
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
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
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車
禍之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之後才
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
；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
魚，兩天曬網。這些對於車禍賠償都
是不利的，對自己身體更是有害。對
於沒有傷筋動骨的小車禍，2--3個月
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大多數人都
會感覺好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
傷員，1--2年之後，也會慢慢好轉，

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
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遺憾的是，5
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
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
、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
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腦震蕩是比較
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受傷是很難
查出來的，CT、超聲波都不行，最多
是核磁共振（NMR）可能會發現一些
問題（醫學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
的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
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組織恢復
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10年20年
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了。建議您去
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會
幫您設計治療方案，保險公司支付您
全部的費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您
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發生
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
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坐
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
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
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
。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
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
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
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
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運用推拿、註射、器材和
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
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
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
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
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
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

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
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醫生
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
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
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李醫
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
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 所 地 址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周六上
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完整的数学教育体系

一条龙高中升学辅导

• 创始人孟维钢博士：

✓ 全国数学竞赛冠军的启蒙老师

✓ 培养出普林斯顿姐妹花

• 高中升学规划与辅导：

✓ 一条龙全套服务

✓ 免费课程辅导

✓ 收费合理：4年总共3万美元

• 完整的数学、STEM教育体系：

✓ 小学、初中、高中基础数学

✓ 小学、初中、高中竞赛数学

✓ SAT/ACT数学、科学、英语

✓ AP课程(数学、物理、化学、中文）

欢迎考察选择孟子学院！

864-906-6021      DrMengAcademy.com

孟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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