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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Smith gets 10-year Oscars ban over Chris Rock s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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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ANGELES  — The mo-
tion picture academy on Friday 
banned Will Smith from attend-
ing the Oscars or any other acad-
emy event for 10 years following 
his slap of Chris Rock at the 
Academy Awards.
The move comes after a meet-
ing of the academy’s Board of 

The motion picture academy on Fri-
day banned Will Smith from attend-
ing the Oscars or any other academy 
event for 10 years following his 
slap of Chris Rock at the Academy 
Awards.

In Bucha, the scope of Russian barbarity 
is coming into focus
This story contains graphic photos, including images of 
bodies.

BUCHA -- The name of this city is already synonymous 
with the month-long carnage that Russian soldiers per-
petrated here.

But the scale of the killings and the depravity with 
which they were committed is only just becoming 
apparent as police, local officials and regular citizens 
start the grim task of clearing Bucha of the hundreds of 
corpses decomposing on streets and in parks, apartment 
buildings and other locations.

As a team from the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moved 
slowly through Bucha on Wednesday, investigators un-
covered evidence of torture before death, beheading and 
dismemberment, and the intentional burning of corpses.

Some of the cruelest violence took place at a glass fac-
tory on the edge of town.

On the gravel near a loading dock lay the body of Dm-
ytro Chaplyhin, 21, whose abdomen was bruised black 
and blue, his hands marked with what looked like ciga-
rette burns. He ultimately was killed by a gunshot to the 
chest, concluded team leader Ruslan Kravchenko. His 
body then was turned into a weapon, tied to a tripwire 
connected to a mine.

"Every day we get about 10 to 20 calls for bodies like 
this," Kravchenko said.

The group worked quickly but gently, crouching over 
Chaplyhin's body and noting minute details on clip-
boards. Some team members sifted through surveillance 
footage from the factory, as well as gathered testimony 

from eyewitnesses and local residents, to best under-
stand what went on inside the complex.

On a dirt path behind it was an even more grotesque 
scene: two victims, their bodies bloating. One man's 
head had been cleanly sliced off, burned and left by his 
splayed feet.

Investigators found no identification cards on either in-
dividual, whose gloves were still in coat pockets despite 
the frigid cold.

The team called several men from the surrounding area 
to help with identification. A man who gave his name 
as Alexei said both were security guards at the factory. 
He recounted how Russians had come to his house three 
times while drunk and spoke about committing sadistic 
acts against Ukrainians.

"They didn't act like men; they acted like savages," he 
said.

Further down the path, another corpse. Empty bottles of 
vodka lay in the grass beside it. It appeared that some-
one had tried but failed to behead this man, too.

The factory is just one fragment of the bloodied city. 
In Bucha's cemetery, 58 body bags were lined up on 
Wednesday. All but one contained bodies of people who 
had been executed or tortured to death, according to 
Vitaly Chayka, an employee who has been processing 
the dead. Because the cemetery can't handle the number 
of burials needed, a large refrigerator truck is on call to 
transport bodies to morgues in Kyiv.

"There are 58 here and two more in that van," he 
said. "They're all men -- the women and children 
mostly fled -- but they are all civilians, too. None 
were wearing uniforms."

Chayka moved between the bags, unzipping them 
so he could categorize their contents based on the 
extent of decomposition. Only eight of the bodies 
had been identified so far. His cellphone rang and 
soon he was relaying directions to a new set of 
bodies someone had discovered.

"Sometimes people call us to say where the bodies 
are, or sometimes we drive around and ask," he 
said. "But there are always more."

Six weeks ago, this suburb outside of Kyiv 
featured tree-lined streets, modest homes, a few 
high-rises and a half-hour commute to the capital.

The war made Bucha a front line, with most struc-
tures being destroyed by artillery. When Russian 
soldiers were in control for a time, they made the 
city an arena for blood sport -- though many of 
them died here.

On Vokzalna Street near the train station, the 
burned shells of dozens of Russian tanks remain 
as a kind of testament to the horror.

"It was hell on earth," said Oleg Yevtushenko, 55, 
a resident of an apartment block that the soldiers 
took over as a base.

Governors to discuss a response 
to Smith’s actions.

The academy in a statement 
called Smith’s actions “unaccept-
able and harmful.”
Smith pre-emptively resigned 
from the academy last week 
during the run-up to the meeting 

and said he would accept any 
punishment the academy handed 
down.
An email sent to representatives 
for Smith seeking comment was 
not immediately retu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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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Investigators say these two bodies were tortured by Russian troops in Bucha. 
One victim was beheaded.

A member of the Coastal Wolf Pack dancers performs for the crowd on Canada’s first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at the former Vancouver Art Gallery North Plaza near Pacific 
Centre shopping mall in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  REUTERS/Amy Romer

People march from Parliament Hill during Canada’s first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Ottawa, Ontario, REUTERS/Blair Gable

Destroyed Russian military 
equipment litters Bucha, 
Ukraine, on Wednesday.Photo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by 
Heidi Levine.

Children run holding flags 
during a candlelight vigil on 
Canada’s first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
tion at Chiefswood Park in 
Ohsweken, Ontario, Canada 
REUTERS/Carlos Osorio

Will Smith gets 10-year Oscars 

ban over Chris Rock slap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Yesterday the U.S. Senate
confirmed Ketanji Brown Jackson
to the Supreme Court as the first
black female justice and
validated President Biden’s
promise that he would make the
effort to diversify the high court.

Jackson is 51 years old with nine
years of experience on the
federal court. She was confirmed
with a vote of 53-47, mostly
along party lines, but with three
Republican votes.

In a tweet, President
Biden said that, “We’
re taking another step
toward making our
highest court reflect the
diversity of America.
Senate Majority Leader
Chuck Schumer said, “
This is a wonderful day, a
joyous day and an
inspiring day.”

In the African American

and minority communities,
there were thunderous
cheers and applause
because they really
appreciated that President
Biden kept his promise
and marked a new page in
the U.S. judicial system
which has suffered major
challenges in recent years.

We welcome Judge
Jackson to her new
position as a justice on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
She also will bear the

expectations of many of us.

We also want to inspire and
cultivate our people to strengthen
their education and encourage
more minority young people to
reach for and attain a higher
status in all sectors of society.
Until we can improve our
economic condition, then we can
really seek more social justice.

0404//0808//20222022

First Female African AmericanFirst Female African American
Supreme Court JusticeSupreme Court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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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2, the subvariant of the omicron variant 
of COVID-19, continues to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Preliminary research shows that while 
it may be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omicron, it 
does not cause more severe illness.
Research on the variant – now reported in 
more than half of the U.S. states – continues.
Here’s what we know so far
What is BA.2?
Viruses mutate into new variants as a “pro-
tection,” allowing them to remain in circula-
tion. The viruses break off into variants and 
sub-variants that hav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but with slight biological changes. The omi-
cron variant is an umbrella term that encom-
passes four sub-variants: BA.1, BA.2, BA.3 
and B.1.1.529. BA.2 is thought to have an 
additional 20 mutations on its spike protein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omicron variant.
Where is BA.2 spreading?
BA.1 is the dominant omicron sub-variant 
in circulation around the world but BA.2 is 
spreading quickly in some places.
The BA.2 subvariant has been detected in 
at least 55 countries and more than 25 U.S. 
states, according to Outbreak.info, a Scripps 
Research data project. European countries, es-
pecially Denmark, are the countries most im-
pacted by the sub-variant. In Denmark, one of 
the first places to identify BA.2′s spread, more 
than 50,000 new infections were reported in 
one day last week in a country of 5.8 million 
people. It has also been increasing in India, 
Qatar, Nepal and the Philippines. BA.2 is 
currently circulating at low levels in the U.S., 

officials said.

What is a “stealth” variant?
BA.2 has been dubbed a “stealth” variant 
due to its makeup that could make it hard-
er to detect through certain kinds of COVID 
test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not 
classified it as a “variant of concern,” but is 
continuing to monitor its spread.
Is BA.2 more transmissible?
Early research indicates BA.2 may be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BA.1, the original omi-
cron strain.
Is BA.2 more severe?
It doesn’t appear that BA.2 causes more se-
vere illness than BA.1. In general, omicron 
does not cause the same severe level of ill-
ness as other COVID-19 strains.
Do vaccinations protect against BA.2?
Research seems to indicate existing vaccines 
offer about the same level of protection from 
BA.2 as they do against BA.1.
According to CNBC, a booster dose was 
70% effective at preventing symptomatic 
illness from BA.2 two weeks after receiving 
the shot, compared with 63% effectiveness 
of the original omicron strai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irector Dr. 
Rochelle Walensky confirmed this during a 
recent White House briefing.

A doctor loads a dose of Pfizer COVID-19 
vaccine into a syringe, Thursday, Dec. 
2, 2021, at a mobile vaccination clinic in 
Worcester, Mass. AP                                                
 “In terms of early studies, we have not seen 
any studies that suggest it’s more severe, nor 

have we seen studies that suggest that it will 
evade our vaccines any more so than omi-
cron has already -- and, in fact, that our vac-
cines will work just like it has with omicron,” 
Walensky said.
Related
XE COVID Variant: This new highly 
transmissible variant is a combination of 
BA.1 and BA.2 strains and may also be 
more contagious than the BA.2 subvari-
ant, WHO Says.
Even as the omicron subvariant BA.2 be-
comes the dominant COVID strain in the 
U.S., health officials are warning of the next 
variant that could possibly be even more 
contagious.
The variant, XE, is compromised of genet-
ic material from two other strains – BA.1, 
the original omicron strain, and BA.2, or 
“stealth” omicron, a name given for its abil-
ity to evade certain types of tests, NBC Chi-
cago reported. It’s referred to as a “recom-
binant strain,” meaning it is made up of two 
previously distinct variant.
Preliminary reports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dicate XE is 10% more trans-
missible than BA.2, though those findings 
are still be investigated.
The variant was first detec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mid-January. Since then, some 
600 cases of XE have been reported.

The WHO said it is monitoring the variant 
and will offer updates as more data becomes 
available.
BA.2 is now being blamed for more than 
half of all COVID infections in the U.S. The 
hardest-hit area is the Northeast where it is 
blamed for more than 70% of all cases. 
The more contagious omicron subvariant 
BA.2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COVID-19 
strain in the U.S., but international health 
experts are putting an increased focus on a 
new hybrid variant that may even be more 
infectious.
The XE variant is a recombinant, meaning 
it is comprised of genetic material from two 
other strains, which in this case are BA.1, the 
original strain of omicron, and BA.2, known 
as “stealth omicron.”
According to an epidemiological update 
published March 29 by the World Health Or-
ganization, estimates show XE is 10%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BA.2, however the find-
ings require further confirmation.

The variant was first detec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mid-January, and since then, 
600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in the country.
The United Kingdom’s Health Security 
Agency has said it is monitoring XE along 
with two other recombinants, XD and XF, 
which are made up of the Delta and BA.1 
strains.
U.K. health authorities explained in late 
March there was “insufficient evidence to 
draw conclusions about growth advantage 
or other properties of this variant,” but ad-
dressed initial reports about its infectious-
ness.
“This particular recombinant, XE, has shown 
a variable growth rate and we cannot yet con-
firm whether it has a true growth advantage,” 
said Susan Hopkins, chief medical advisor 
for UKHSA.
Recombinant variants themselves, howev-
er, are not out of the ordinary, according to 
health officials.
“Recombinant variants are not an unusu-
al occurrence, particularly when there are 
several variants in circulation, and several 
have been identifi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ndemic to date,” Hopkins stated. “As with 
other kinds of variant, most will die off rela-
tively quickly.”

WHO said it “will 
continue to closely 
monitor and assess 
the public health 
risk associated with 

recombinant variants” and will “provide 
updates as further evidence becomes avail-
able.” (Courtesy https://www.nbcchicago.
com/ and https://www.al.com/news)
Related

Top FDA Official Says Fully 
Vaccinated Americans May Need 

More Covid Shots In Fall

Nathan Jacobs, of Boston gets his Covid 
Booster shot from Sassy Yogurtian at 

City Hall on December 9, 2021 in Boston, 
MA. (Photo/ Stuart Cahill | MediaNews 

Group | Getty Images)

Key Points
Dr. Peter Marks with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aid people might need an-
other booster shot in the fall.
Marks also said the U.S. might need to 
switch to a different vaccine that targets 
specific variants of Covid.
The FDA on Tuesday approved a fourth 
dose for people age 50 and older and                
fifth dose for certain younger individuals 
with compromised immune systems.
People in the U.S. might need another Covid 
booster shot this fall as public health experts 
expect immunity from the vaccines to wane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to increase 
during colder months,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s top vaccine official said 
Tuesday.
Dr. Peter Marks, head of the FDA office re-
sponsible for vaccine safety, indicated the 
U.S. might need to offer fourth shots for 
people under 50-years-old in the fall. People 
who are now eligible for fourth shots would 
likely get a fifth shot if there’s evidence that 
would be beneficial, Marks told reporters on 
a conference call.
Marks also said the U.S. could switch to a 
different vaccine that targets a specific Covid 
variant or a mix of several. The current vac-
cines were developed against the original 
virus that emerged in Wuhan, China in late 
2019,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has declined 
over time as the virus mutates. 

Pfizer and Moderna are conducting clinical 
trials on shots that target both omicron and 
other circulating variants. The FDA will hold 
an advisory committee meeting on April 6 to 
discuss the future of booster shots in the U.S. 
and whether the vaccines need an update to 
offer better protection against variants.
“It would not be surprising if there is a po-
tential need for people to get an additional 
booster in the fall along with a more general 
booster campaign if that takes place,” Marks 
said. “It may be that a decision is made that 
rather than the vaccines we currently have, 
which are called vaccines against the pro-
totype virus, that we will move to a vaccine 
that is either against one of the variants or 
something else.” (Courtesy https://www.
nbcchica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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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edical syringe and a model of 
coronavirus are seen with ‘omicron’ 
sign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logo displayed in the background in 

this illustration photo taken in Krakow, 
Poland on November 29, 2021. (Photo 

by Jakub Porzyck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COMMUNITY
BA.2 Omicron Variant: 

What We Know About The 
‘Stealth’ COVID Variant

The U.S. will be releasing one million barrels of oil a 
day from the country’s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for the next six months, in an effort to mitigate high 
gas prices,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Thursday. 
The move comes as Americans face gas prices north 
of $5 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due to factors like 
low domestic oil production and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The president said he can’t offer firm an-
swers on how much gas prices will dip, or how soon, 
but estimates prices could come down between 10 
and 35 cents a gallon. The White House hopes the re-
lease from the reserves will help bridge the gap until 
U.S. oil producers ramp up production later this year. 
“My guess is we’ll see it come down and contin-
ue to come down, but how far down, I don’t think 
anyone can tell,” he said. “And there’s gonna’ be a 
slight delay, because if you go out there and you’re 
a gas station and you purchase ‘X’ amount of gas at 
a certain price, you’re not going to lower the price at 
the pump until you’re able to get back what you’d in-
vested. And I’m talking a matter of days and weeks, 
but it’s hard to tell. ... But it will come down. And it 
could come down fairly significantly. It could come 
down, the better part of, anything from 10 cents to 35 
cents a gallon. It’s unknown at this point.”

National Petroleum Reserves
Reports that Mr. Biden was planning to tap the re-
serves pushed oil prices down nearly $5 a barrel in 
overnight trading. U.S. oil on Thursday traded at 
$101.65 a barrel. But the overall economic impact 
to drivers remains unclear. The national average 
for gas is $4.23 a gallon, according to AAA, com-
pared to $2.87 a year ago and $3.61 a month ago. 
The president criticized American oil companies for 
failing to produce the oil the country needs, while 
sitting on “record profits.” Domestic oil production 
dipped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has failed to reach 
pre-pandemic levels. Mr. Biden proposed a “use it or 
lose it” policy to incentivize companies to produce 

more oil in the short term with the resources they 
already have, and encouraged Congress to make 
companies pay fees on unused wells on federal 
lands. Some companies are stepping up, but others, 
he said, are too beholden to investors. 
“The bottom line is if we want lower gas prices, 
we need to have more oil supply right now,” the 
president said. “For U.S. oil companies that are 
recording their largest oil profits in years, they 
have a choice. One, they could put those profits to 
productive use by producing more oil, restarting 
idle wells, or producing on the sites they already 
are leasing, giving the American people a break 
by passing some of the savings on to their custom-
ers and lower the price at the pump. Or, they can, 
as some of them are doing, exploit the situation, 
sit back, ship those profits to the investors while 
American families struggle to make ends meet.”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will use revenues from 
the sale of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barrels to 
restock the reserve when prices are lower. The U.S. 
is coordinating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to eventually provide more than the 1 mil-
lion barrels per day. The release of 1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marks the largest reserve release in U.S. 
history. 
Related
Three Reasons Why Gas Prices Are So High -                          

And When They Might Come Back Down
Gas prices are hitting record highs almost daily, 
causing financial pain at the pump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But it’s also spurring questions about 
why fuel is so expensive — and who’s to blame. 
Consumers are also wondering when they might 
see some relief. Not surprisingly, soaring gas prices 
are having a very real impact on household bud-
gets: A typical family may incur additional costs 
of $2,000 this year simply due to the higher costs, 
according to one Wall Street estimate. On March 
11, gas prices again reached a new peak, an aver-
age of $4.33 a gallon, according to AAA. Prior to 
this week, the previous record was $4.10 a gallon 
in 2008, just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Drivers may 
see some relief with the price of crude oil falling 
below $100 a barrel on Tuesday, down from $123 
after Russia invaded Ukraine. Prices at the pump 
fell by two pennies to $4.31 a gallon on Tuesday, 
according to AAA.                                                                                                                               
“If this trend holds, it may remove some of the 
extreme upward price pressure consumers have 

found at the pump, but not all,” the motorists’ 
group said.
Until that happens, fuel prices remain a major topic 
of discussion, with families budgeting for higher 
gas costs and cutting spending in other areas. Some 
Americans are already driving less due to the high-
er prices. One in three adults say they reduced their 
car usage last month, with most blaming gas-pump 
sticker shock, according to Morning Consult.  So 
how did we get here? Today’s stratospheric gas 
prices have their root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with Russia’s war on Ukraine pushing prices high-
er in recent weeks, said Patrick De Haan, GasBud-
dy’s head of petroleum analysis.

“The overall aspect is that supply and demand have 
changed,” he told CBS MoneyWatch. “Everything 
was upended by COVID. If it hadn’t happened, we 
would have been in a different situation.”

Three Reasons Why Gas Prices Have Been 
Spiking — And When Experts Think They 

Might Come Down
The Post-pandemic demand for gas
When the pandemic first hit the U.S. in March 
2020, demand for gasoline plummeted as Amer-
icans sheltered at home due to nationwide lock-
downs. The typical driver cut their driving in half, 
according to AAA. That sharp decline in demand 
caused gas prices to plunge to an average of $1.94 
per gallon in April 2020.  But as the economy re-
covered — as vaccines rolled out, making Amer-
icans feel safer about traveling and shopping — 
people resumed driving. With demand rising, gas 
prices also started to creep upwards. By March 
2021, the average per-gallon price for gas stood at 
$2.82, an increase of 45% from its pandemic low. 
Cuts to oil production
When demand for gas and oil plunged during 
the pandemic, OPEC and oil-producing nations 
such as Russia cut production, slashing it by an 
unprecedented 10 million barrels. To put that in 
perspective, that represents 10% of the global sup-
ply.  But as the global economy recovered from the 
pandemic, OPEC was slow to ramp up production, 
De Haan said. “We’re nearing pre-COVID levels 
for consumption, but production is still lagging. 
OPEC didn’t start increasing production until July 
2021. They were already too late — they were se-
verely behind the curve.”
Meanwhile, U.S. producers said they are boosting 
production, but warned that supplies could take a 
while to trickle through to the market and move 
prices at the pump, Politico reported.
U.S. sanctions on Russia impacts global market
Against that backdrop of steadily rising prices, 
Russia’s war in Ukraine has caused a rapid 20%-
plus spike in oil and gas prices in mere weeks. 
Benchmark U.S. crude oil rose $3.31 to $109.33 
a barrel March 11, while Brent crude rose $3.34 
to $112.67 a barrel. President Biden on March 8 
announced a U.S. ban on Russian oil and gas im-
ports, taking aim at Russia’s main revenue source 

amid the conflict. 

The U.S. imports less than 10% of its oil and gas 
from Russia. So why are prices rising so much in 
the U.S. if the nation doesn’t depend on Russia for 
fuel? The surge in gas prices is due to the larger 
global oil market, De Haan said. 
“When the U.S. issues sanctions, that has wide 
ramifications on the ability of Russia to export oil,” 
he said. “We don’t import a lot, but somebody else 
does and we are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Russian oil 
to flow to the global market, and prices are reacting 
to that.”
Are Biden’s policies causing price hikes? 
Republican lawmakers are blaming President Joe 
Biden’s policies for higher gas prices, point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 last year to cancel 
the Keystone XL pipeline, for instance. They also 
blame Mr. Biden’s executive order to pause oil 
and gas drilling on federal land in January 2021. 
(A federal judge in Louisiana blocked that order 
in June.) But experts say the U.S. is producing 
more oil now than it was it was in 2020, prior to 
Mr. Biden’s inauguration. The latest data shows 
that for the week of March 4, 2022, the U.S. was 
producing 11.6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compared 
with an average of 11.3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2020,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U.S. Energy In-
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Oil and gas drilling has 
increased under Biden, but companies in the U.S. 
are constrained by tight supplies of rigs, trucks and 
labor that they need to supply more oil. 

“That degree of finger-pointing is unwarranted,” 
De Haan said of blaming Mr. Biden’s policies for 
high gas prices.
But, he added, Mr. Biden’s emphasis on shifting 
away from fossil fuels and toward electric vehicles 
may add uncertainty for oil and gas producers, 
which could give them a disincentive to boost pro-
duction.
Tipping point for gas consumers 
It’s possible that the average per-gallon price could 
reach $5. In some regions, it already has — such as 
in California, where drivers are paying $5.72 per 
gallon.  But where the price of gas goes from here 
depends on a number of factors, such as whether 
the U.S. makes a deal with Venezuela to import 
fuel from that nation, De Haan said. It’s also im-
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when adjusted for infla-
tion, today’s fuel prices are still below their peak 
in 2008, he noted. In today’s dollars, the price was 
closer to $5.25 a gallon. De Haan believes most 
consumers won’t cut back on driving until prices 
reach that $5 per gallon mark.

“We’re not close to that,” De Haan said. “$5 [per 
gallon] is the old $4, and somewhere north of $5 
could be a tipping point” that causes drivers to 
scale back. 
So when will gas prices go down? 
Expect gas prices to remain elevated for weeks if 
not months, experts say. Overall inflation will like-
ly get worse in March and April before improving, 
Bill Adams, chief economist for Comerica Bank, 
said in a report.

“Inflation will acceler-
ate in March and April 
as the knock-on effects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push prices even 

higher at supermarkets, gas pumps and on utility 
bills,” Adams said.  The barrage of rising costs is 
taking a toll on consumer sentiment, polls show.
“With gasoline prices surging and the war in 
Ukraine dominating the headlines, it was little 
surprise th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onsum-
er confidence index fell to an 11-year low in early 
March,” Capital Economics said in a report.
Inflation could start easing later in the year but 
is likely to remain high, many experts think. Ian 
Shepherdson, chief economist at Pantheon Mac-
roeconomics, forecasts that the headline rate will 
dip to 5.5% by September, nearly three times the 
Federal Reserve’s 2% target. If oil prices remain 
below $100 for a while, drivers may eventually see 
some relief at the pump, with prices falling below 
$4 a gallon, De Haan said in a Monday tweet.
“Stations lost their shirt on the way up, but now 
margins are improving and they will start passing 
the discounts on to you,” he said. 
Related

Biden Administration Team 
Visits Venezuela As U.S. Seeks To Break                                  

Country From Russian Influence
Washington — Senior American officials were in 
Venezuela last weekend and met with the govern-
ment of Nicolás Maduro whose authoritarian rule 
of the oil-producing country has meant no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ince 2019. The visit is yet another example of a 
geopolitical shift underway across the globe in the 
wake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as the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seek energy sources other 
than Russia,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oil export-
ers. Results of the meeting are still under review 
and some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Any diplomatic engagement with Venezuela also 
could become a domestic political concern in this 
year’s congressional and gubernatorial contests in 
Florida, a state with a growing Venezuela-Ameri-
can population where the GOP’s sustained attacks 
on the Democratic Party’s alleged embrace of 
socialism — a charge Democrats angrily dispute 
— has helped rally Latino voters in close races. 
(Courtesy cbs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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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Release Of Petroleum Reserves Will Continue For Six Months

Biden Will Release One Million 
Barrels Of Oil Per Day From Natl. 

Reserves To Reduce Gas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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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真善美志工／黃芳文、陳宗坤／德州報導

	作者／李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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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1日，德州中部和北部地區有多個縣受到雷暴和龍捲風侵襲，造成多人受傷，一人死亡，房屋和商家

大量受損，超過四萬人面臨斷電的困境。龍捲風在奧斯汀市

（Austin）以北約20英哩處的圓石市（Round Rock）著陸

後，對圓石市、哈托市（Hutto）、泰勒市（Taylor）等社區

的房屋遭到破壞。另外，在奧斯汀以東，至少有一場龍捲風

在埃爾金市（Elgin）登陸，造成重大破壞和一些人員受傷。

自從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後，許多烏克蘭人為

躲避戰亂逃離家園，慈濟基金會啟動人道救援行動，

在歐洲各國的慈濟人積極連接相關資源，就近在邊境城市

提供協助，特別是在波蘭的大波蘭省波茲南市（Poznan,	

Wielkopolskie）展開物資發放。

龍捲風侵襲德州圓石市 慈濟人馳援發放

為流亡波蘭的烏克蘭人 披上慈濟環保毛毯

志工來到結構嚴重受損的房子，瞭解受災戶的狀況。攝影／黃芳文

志工在3月25日德州圓石市龍捲風賑災發放中，向災民解說慈濟
的緣由。攝影／黃芳文

波蘭慈濟志工救助團隊和準備發放的部份物資。圖片來源／慈濟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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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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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16日與4月30日舉辦蔬果發放活動，以行動支援有需
要的鄰里鄉親，幫助生活艱困的民眾了解到他們並非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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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6日與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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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創辦人證嚴上人不忍苦難，殷殷叮囑人人能發揮愛
心，凝聚善念消弭災難；慈濟基金會積極尋求管道，已
著手籌集物資，將在烏克蘭難民湧入的波蘭提供急難救
助發放物資，援助難民安身、安心。

捐款方式
•  網路捐款：
 donate.tzuchi.us/zh/ukraine 
•  手機應用程式 「一指積善」
	 	 	 													
					tzuchi.us/zh/app 
•  支票捐款：抬頭註明“Tzu Chi”，
	 並郵寄至慈濟德州分會會所，地址：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災難發生後，志工駱劍萍主動聯繫德州當地的「急難救

助志工組織」(VOAD)，同為此組織成員之一的「奧斯汀急難

救助網絡」(Austin Disaster Relief Network，縮寫ADRN)

邀約，慈濟聯合其他救難組織，共同為受災戶提供相關的	

協助。

	 慈濟奧斯汀聯絡處準備現值卡與毛毯，與紅十字會、食

物銀行等其他救難組織，在3月25日及26日兩天，在圓石市

的聯合遺產中心（The	United	Heritage	Center）進行發

放；3月31日受邀在奧斯汀北邊的泰勒市威廉姆森縣博覽中

心（Williamson	County	Expo	Center）進行發放。

	 烏卡斯·漢西克帶著太太和兒子，以及鐵人三項的十位

夥伴來到發放地點，除此之外，還有十四位學生呼朋引伴來

整理三百份物資，包括蘋果、洋蔥、馬鈴薯、大麥、小麥

粉、麵條、牛奶、醬料和衛生紙等。

	 台灣留學生凱爾（Kyle）對難民的處境感到不捨表示：

「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親人和家園，來到一個不熟悉的生活

環境，雖然是到了安全的地方，但還是要擔憂孩子和自己有

沒有下一餐，連最基本的生活都達不到。」

	 3月26日，慈濟波蘭志工前往超市採購了三百人份的物

資，分裝於大型的背袋內，讓烏克蘭難民前來領取；提供的

物資以食物為主，另外就是保暖的慈濟環保毛毯。這是慈濟

志工人道救援團隊進行的多次發放行動之一。	

	 因逃難的旅程艱困，不可能帶太多行李，流離在外的烏

克蘭人大多是身無長物，即使有預備旅途中的花費，但盤纏

也有用盡的時候。因此，慈濟志工就近採購送去的物資以食

物為主，保暖的慈濟毛毯，能讓他們在有充足食物後，不致

受凍。	

	 參與慈濟的志工們，發動身邊親友共同行動，串連在波

蘭地區就學、就業、經商的親友，一起投入關懷烏克蘭難民

的共善行列。

	 當地居民烏卡斯·漢西克是一位實業家，他開著公司的

貨車，協助清點和運送志工們採購的物資。他說：「我們有

來自大波蘭省跑步協會（Tarnowo	 Podgorne	 Biega）的

朋友，或是在地塔爾諾夫溫泉俱樂部（Tarnowskie	termy）

鐵人三項的朋友過來幫忙，這已經是我們第三次加入慈濟志

工的人道救援行列。」

龍捲風發生時，真是嚇死人了！甚至覺得無法呼吸，回想

起來真的很驚悚；因為，龍捲風非常靠近我的房子，好像

分分鐘會捲走我的屋頂。     
                   受災戶　蘿絲

如果有更多人認同慈濟的善念，也願意加入救助的行列，

勢必會讓事情容易很多。     
                     波蘭民眾　烏卡斯·漢西克

◎ 啟動救災發放

◎ 就近採購物資

◎ 走好幾公里路來領物資

◎ 探訪希望之家

◎ 你們是好人！

	 發放前，志工們深入受災區勘災。許多房屋結構被破

壞，屋頂被吹掉，或被大樹壓垮房舍和車子；受災較輕的住

家也有木板和磚塊掉落，籬笆圍牆及屋頂煙囪被吹垮、移

位或不見的情況。街道的路燈和路樹被吹得歪斜或連根拔

起，甚至嚴重扭曲變形，路旁是堆積如山待清理的廢棄物和	

垃圾。

	 受災戶蘿絲·科爾特斯（Rose	 Cortez）在圓石市住了四

十年，第一次面對這樣大的天災，她的房子、車子、樹、圍

牆籬笆等都遭到破壞。

	 圓石市受災戶夫妻麗莎·莫格福德（Lisa	 Mogford）及

奈文·莫格福德（Nevin	 	 Mogford）描述龍捲風當下，他們

躲在浴室裡，當時奈文用力地把門撐著。麗莎無奈地說：「

我們才剛賣掉房子，準備4月15日交屋，現在房屋受損嚴重

沒法賣了；新買的拖車式住屋（trailor），也被強風吹翻毀

損，我們同時失去舊屋和新屋。」

	 居住在泰勒市的西裔災民蘭夏·阿隆索（La n x a	

Alonso），因不會說英語需要翻譯志工協助；她用手機分

享其租屋受災後屋內凌亂的照片，描述龍捲風來襲時，她倉

皇躲避的害怕心情。得知慈濟發放1,000美元現值卡給災民

十，她激動得深深擁抱著志工大哭說：「你們是好人。」

	 慈濟在圓石市共核發二十二戶、17,100美元現值卡，在

泰勒市共發放八戶、6,800美元現值卡；每戶災民同時獲得

毛毯和吉祥語吊飾、竹筒，以及志工們送上的無限溫暖與	

祝福。

	 波茲南小學的教師阿格涅斯卡表示：「他們真的非常需

要生活用品，大概有一兩次，我遇上他們，他們對我述說的

需求，都是我們一般日常生活所擁有的，但對他們卻是急迫

需要，卻又一無所有。」

	 凱爾說：「發放物資的時候，許多的烏克蘭人是走好幾

公里的路，才能到達慈濟的發放點，很多來領取物資的人是

帶著幼齡孩童一起前來；他們要照顧孩子，又要扛著領來的

物資，看了真是令人很難過。」

	 慈濟志工一行由志工盧卡斯（Lukasz	 Baranowski）帶

領，在3月19日前往波蘭波茲南聖伊利莎白修道院希望之家

（Hope	House	of	St	Elizabeth	Convent），探訪二十九位

烏克蘭難民。志工們先到超市採買各種生活物資，雖然看起

來很多，但約莫也只能供四十人吃上兩個星期。

	 希望之家收留的烏克蘭人中，有十二位是小孩；為了將

空間挪給難民居住，教會修女讓出了自己的房間，並自掏腰

包採買食物，慈濟志工得知訊息後，立即前往訪查，發現他

們的生活非常困難，因此決定緊急採購糧食和生活用品，前

往訪視給予溫暖地慰問。

	 志工盧卡斯說：「那裡有十二個孩子，除了吃飽之外，

還要考慮他們的學習。我們從修女那裡得知，她想讓孩子們

的教育不會中斷，因此希望我們能夠提供一些電子產品和教

育用品。所以，我們之後可能會送一些幫助孩子學習的用

品，包括書包、筆記本等物品。」慈濟志工將於後續再給予

其他關懷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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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大師阿巴斯奇亞洛斯塔米

(Abbas Kiarostami)生前因為拍攝溫

暖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

（Where Is the Friend’ s Home?）

聲名大噪，並將當時年僅8歲的童

星阿默德普爾 (Babek Ahmed Poor)

捧上國際。出身伊朗北部科克

（Koker）的阿默德普爾，在片中

飾演錯帶作業簿回家、奔波一整晚

只為歸還同學的小男孩，樸實善良

的演出，讓他受到觀眾愛憐，更在

伊朗爆紅。然而三年後（1990）伊

朗北部發生 7.4 級大地震，造成 4

萬多人死亡。憂心阿默德安危的阿

巴斯，後來將其尋找過程拍成電影

《 生 生 長 流 》 （And Life Goes

On…），不僅國際版權熱賣，更

讓全球觀眾愛屋及烏、對伊朗災民

伸出援手。有趣的是，阿默德普爾

卻直到「伊朗三部曲」最終曲《橄

欖樹下的情人》（Through the Ol-

ive Trees）才再次露臉，吊足了觀

眾的胃口。「阿巴斯。伊朗。三部

曲」系列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

家？》、《生生長流》及《橄欖樹

下的情人》將於4/15起全台陸續推

出，觀眾屆時可發揮「追劇」功力

依序看完。

阿巴斯畢業於德黑蘭大學藝術

系，曾為兒童讀物繪畫插圖，也為

伊朗電視台拍攝超過150支廣告，因

而被伊朗「兒童和青年才智發展所

」電影部門延攬，拍出以兒童為題

材的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

爆紅全球，之後更以《生生長流》

、《橄欖樹下的情人》，奠定他當

代電影大師的地位。該三片被稱為

「伊朗三部曲」，並受到全球觀眾

的喜愛，其中最重要的演員就是在

《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有著吃重

演出的阿默德普爾。片中他奔跑於

不同村莊之間、不停找人問路，都

一一牽動著觀眾的心，除將孩子的

純真動機描寫得淋漓盡致，更幽默

道出伊朗社會裡「小孩有耳無嘴」

的有趣觀察。

阿巴斯曾表示「我最好的作品

都取材自伊朗」，他的作品擅長聚

焦小人物，尤其在伊朗社會裡沒有

話語權的人們，例如小孩、婦女、

村民、勞工等。他並偏好與素人演

員合作，甚至經常到了拍攝地點後

，才開始尋覓適合的角色人選。最

著名的「伊朗三部曲」就是以伊朗

北部的科克地區為拍攝地點，鏡頭

遊走於伊朗獨特的黃土荒丘地景、

循著階梯上下的民居之間，並附以

和緩的影像、詩意的凝視，引領觀

眾與片中男女老幼，展開一場場精

彩的旅程。

在二部曲《生生長流》中，阿

巴斯虛構了一個自己、作為男主角

，因為擔心伊朗大地震後主演《何

處是我朋友的家？》的小男孩阿默

德安危，於是帶著兒子驅車趕往震

區尋找男孩下落。該片向世人展現

了伊朗人民面對災難的不屈與豁達

，尤其以一對死了大半親友的年輕

戀人，仍堅持舉行婚禮並藉此抹平

傷痛，同時向新生活招手最令人觸

動，結尾的長鏡頭除被奉為經典，

更映出阿巴斯電影中永恆的人性之

美。

在最終曲《橄欖樹下的情人》

中，阿巴斯成功結合並顛覆了真實

與虛構，締造出令人驚嘆的劇本架

構，一舉入選坎城影展。該片是阿

巴斯延伸《生生長流》飾演戀人的

兩位演員的真實故事，將戲裡的演

出與戲外的愛情玩得精彩動人。片

中不僅「小男孩」阿默德普爾時隔7

年後驚喜現身，已是15歲的帥哥一

枚，片尾戀人穿越茂密的橄欖樹林

，宛若化為油綠田野間的兩朵小白

花時，尤其讓人感到欣喜，成就了

「伊朗三部曲」最終結、最完美的

篇章。

伊朗大師阿巴斯
拍兒童爆紅 伊朗三部曲 歡迎觀眾 「追劇」

「伊朗三部曲」 以伊朗北部的科克地區
為拍攝地點，鏡頭遊走於伊朗獨特的黃土荒
丘地景

備受期待的漫威新劇《驚奇女士》終於發布了正式預告，伊曼· 韋

拉尼（Iman Vellani）飾演的「驚奇女士」卡瑪拉· 克汗亮相！預告內

容配上盆栽的神曲《Blinding Lights》很帶感！

與此同時，官方還發布了定檔海報，卡瑪拉身穿「戰服」坐在路

燈上看夕陽西下。

《驚奇女士》由畢莎· K· 阿里擔任編劇，兩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短

片獎的莎梅· 奧貝德-奇諾伊、米拉· 梅農（《行屍走肉》）、阿迪爾·

埃爾· 阿比、比拉勒· 法拉赫等參與執導。伊曼· 韋拉尼、馬特· 林茨

、安賈利· 比瑪尼、勞雷爾· 馬斯登（飾演高中最受歡迎的女生）等

主演。

在漫畫中，卡瑪拉· 克汗是一位在美國新澤西州長大的巴 基斯坦

人，是潛在的異人族一員。在一次同學聚會之後意外通過泰瑞根霧獲

得了超級力量，可以變形或者變換身體部位的大小，還能進行癒合，

電磁脈衝是她的弱點，會使她暫時失去能力。之後被時任驚奇女士的

卡羅爾· 丹弗斯找到，並把驚奇女士的稱號給了她，後來卡瑪拉· 克汗

還加入了復仇者聯盟。

在劇中，卡瑪拉· 克汗的設定是，「澤西市長大的16歲美籍巴 基

斯坦裔女孩，優秀學生、死忠遊戲玩家也是一位同人小說寫手，熱愛

超級英雄尤其是驚奇隊長。」

伊曼· 韋拉尼雖然是一位新人，但早前漫威發布的製作特輯中，許

多演員以及工作人員對其進行了稱讚！

值得一提的是，伊曼· 韋拉尼飾演的驚奇女士也會出現在《驚奇隊

長2》中，布麗· 拉爾森不久前分享了《驚奇隊長2》周邊項鍊，包含

驚奇隊長、驚奇女士、光譜的標誌。該片將於2023年2月17日北美上

映。

《驚奇女士》共有6集，將於6月8日上線流媒體Disney＋。

漫威新劇《驚奇女士》
發布預告 並定檔

由「爆炸貝」邁克爾· 貝導演的新

片《救護車》（Ambulance）宣布確認引

進中國內地，待定檔，內地正式譯名定

為《亡命救護車》。

《亡命救護車》北美檔期為4月8日

上映，因此宣傳活動多了起來，近日發

布了多支預告特輯以及電視預告片！該

片由克里斯· 費達克、勞里茨· 茫奇-彼得

森負責劇本。傑克· 吉倫哈爾、葉海亞·

阿卜杜勒-邁丁、艾莎· 岡薩雷斯等主演。

翻拍自2005年同名丹麥電影，講述

了，一個從阿富汗回來的老兵為了籌錢給

妻子做手術，被兄弟拉下水去搶劫銀行。

當事情發生可怕的差錯時，他們搶占了一

輛救護車，不料車上已經有一個醫護人員

正在給病人做急救，氣氛緊張。隨着事態

的升級，兄弟之間的矛盾再次出現，他們

要在艱苦環境下努力求生。

原版《亡命救護車》由托瑪斯·博·拉森

（《酒精計劃》）、Paw Henriksen（《卡

拉的世界》）等主演，豆瓣評分6.4。

主要講述了，蒂姆和富蘭克是兩兄

弟，他們母親重病垂危，被丹麥的醫療

制度放棄了，他們唯有打劫賺錢，讓母

親繼續接受治療。當他們擺脫了警察的

追逐後，發現搶來的救護車上還有一個

心臟病患者以及一個護士。他們的逃亡

之路開始變得難以控制。

與原版相比，「爆炸貝」和傑克·

吉倫哈爾合作的《亡命救護車》無論是

製作規模還是演員陣容都要更加強大，

期待內地早點定檔！

「爆炸貝」 和傑克·吉倫哈爾合作新片

《亡命救護車》確認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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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骑手并不知道陈天河的名字

，只知道他自称“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

主”。他的出租屋位于北京东三环边上

，在十里河一条风尘仆仆的巷子尽头，

每天都有形色各异的骑手来往于此。

北京城本是无依之地，骑手从全国

各地来，像无根的浮萍，但十里河却偶

然出现了一片属于他们的江湖。

电动车没电的会上这里续航；刚到

北京没地方落脚，能在这里借住；受了

委屈的来这儿，盟主会去打抱不平；车

子抛锚、路上撞车，总有兄弟能想尽办

法，把他打捞回家。

进入北京11年后，也就是2018年

冬天，陈天河再次送起了外卖，没过两

个月就出了车祸。

出事那天，他给一位客人送餐，汤

洒了点，人家说，不要了。他又接一单

，在返程的路上闯了红灯，和小轿车撞

上，摔车之后头着地，侧脸被地面擦得

血肉模糊。独自在医院躺了7天，没有

一个人来看他。

2007年第一次到北京，陈天河只有

17岁，他早已没读书了，五年级就辍学

。最初那几年，他主要的工作是为一家

小餐馆送外卖，那时候这份业务还没被

系统控制，如何提高送餐效率，得靠人

的脑子去打算。

用餐高峰期订单太多，时常有餐会

送晚。陈天河想了个办法，每天早上9

点主动打电话给那些常来订餐的熟客，

提前预定送餐时间，把时间统一到11

点、11点半、12点，规划好路线，两

三趟基本就能送完。客人们很待见他，

两个月下来，小餐馆的日均营业额从

1200元提升到1800元。

学来手艺，攒够资金，他从2011

年开始承包网吧食堂，又渐渐开起自己

的餐馆。

2014年，饿了么和美团打着价格战

跑马圈地，资本砸出来的钞票，肉眼可

见地落到陈天河这样的小商户手上。

那时候，他的餐馆入驻外卖平台，

顾客消费满20元减10元，平台把减掉

的钱都补贴到商户兜里。他还通过“加

一元换可乐”的方式做促销，营业额因

此翻了倍。

做着小老板，月入五六万，心变得

野起来。2015年 11月，拿着一笔贷款

，陈天河在东三环盘下一家700多平方

米的饭店，年租金120万。但大饭店经

营管理的各个方面，他一窍不通，半年

就亏损掉六七十万。坚持了两三年，仍

未止损。

2018年9月，他把饭店转手，欠下

100多万外债，重新开始送起外卖。就

是这年年底，他出车祸后躺了医院，没

人来探望他。

从那以后，陈天河开始有意识地结

识更多骑手朋友。因为，“一个人太孤

独了”。

送餐的时候，他去跟周围的骑手加

好友拉群，最初的两个“外送江湖骑士

联盟”群就这样建立起来。

成为骑手的一年间，陈天河还感受

到，外卖平台提供给骑手的生存环境变

得更加严苛。时间在消失，单价在下降

，没有休息日，事故频发却得不到保障

。平台步步紧逼，但作为骑手，他们却

没有话语权。

想要发出一些声音，就必须做点什

么。2019年7月，陈天河发动骑手群里

的兄弟，把他的微信二维码印到A4纸

上，塑封起来，贴在外卖箱后边，绕着

整个北京跑。从今年开始，他还把自己

的骑手生活拍成视频，发布到各个平台

。

从2019年7月起，北京东三环的骑

手兄弟就把这张卡片贴在外卖箱上，满

城跑

一年下来，超过1万名骑手加上了

陈天河的两个微信，450人以上的骑手

群，扩张到了15个。

当初发起这个行动时，陈天河给每

个贴纸的骑手都编上号，现在已经编到

了 700多号。陈天河成为这片江湖的

“盟主”，他的编号是，001。

陈天河的出租屋，在十里河的一条

巷子尽头，这里虽然在三环内，却是北

京城的背面。拐进路旁小巷，翻开每个

逼仄的房间，都能找到漂泊来此又紧缩

着生活的男女。道路坑洼不平，大风一

吹，阳光下的尘土像海潮一样掀过去。

马汉是3个月前跟着同事小江一起

来的，他们合租下陈天河隔壁的房间，

开始送外卖，大家都叫马汉“老马”。

老马之前在亲戚开的厂里做会计，

他说那时候过得很颓废，“在社会上晃

来晃去，找不到什么出路，也不知道方

向”。十里河流传着几则老马的传说，

“老马是逃婚来这儿的”，“老马是富

二代，他家里有矿”。老马总是摇头否

认，但也从不辩白。

时常有兄弟求助，说车在半路没电

了，或是出了其他意外。老马每次听到

都二话不说去把人接回来，他管这叫

“捞人”。

陈天河因此觉得老马是个极善

良的人，他把自己平常拿来玩的宝

剑送给老马，老马睡觉的时候都把

宝剑放在枕头旁边。老马就这样成

了骑手联盟的“财务助理”，副业

就是“捞人”。

后来小江搬走了，屋子里只剩下老

马。他在房间里摆好上下铺，和陈天河

一起去买了4套枕头和被子，供刚来北

京送外卖的兄弟免费暂住。

小葱拌豆腐，陈天河说老马喜欢吃

这个，专门备了一盒在冰箱里

11月初，有个叫周西航的男孩，从

西安骑摩托穿越1200公里来北京，找

到陈天河，说自己要送外卖。他来的时

候摊开手，掌心里都是水泡。

到北京他身上只剩下800元钱，送

了一天外卖，结果一场大雨把手机主板

泡坏了，修手机花了200元。有天他骑

摩托跑到北五环，车子在路上坏了，警

察又罚他200元，最后是老马借钱给他

，叫车把摩托拉了回来。

不顺的事情很多，比如租不起房子

，车钥匙又给弄丢了。特别难受的时候

，他问老马，有没有安眠药，想自杀。

老马没有安眠药，老马只晓得借钱

给他。

徐浩出现的时候，满脸漆黑，老马

还以为徐浩被烧伤了，但其实他就长那

样儿，黑脸上架一副黑框眼镜，一头黑

发像个鸟窝。

徐浩喜欢夹娃娃，3年前开始的。

以前他是餐馆里的服务生，餐馆在大楼

5层，夹娃娃的地方在4层，每天上班

，他就顺路去夹娃娃。10元钱12个币

，他能夹上来7个。他曾经花200元钱

，把一个机器里所有大娃娃全夹完了，

最大的一只是1米8的大熊。

夹娃娃花了他将近1万元钱，战利

品摆出来能铺满三张床，他每天带着娃

娃去上班，总被同事一抢而光。

也许是夹娃娃花光了运气，他跑单

的时候总是倒霉，要么撞车，要么电瓶

坏掉。就在前两天，他为了抢单，忘记

把外套收进箱子里，跑完一单才发现衣

服丢了，身份证也在里面。兄弟们三天

两头要去路上捞他，连警察都嘱咐他要

小心点儿。

和这些奇形怪状的人一同来到十里

河的，还有好些负债者和破产的人。

陈天河看到一名年纪挺大的男人跑

来送外卖，叮嘱他“安全最重要”，对

方说，“干不动也得干”，妻子透支了

7张信用卡，而他的孩子刚上高一。

破产者张健原本是个卖打包箱的小

老板，日子颇有些挥霍无度，疫情以来

花了十来万元，破产后跑来送外卖。他

仍是一副小老板模样，笑着说，他的名

字是张健，弓长张，啥也不剩，只剩健

康。

大家坐在出租屋里聊天，说每个骑

手都能渐渐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送餐

“套路”，核心就是，“不能让系统玩

儿你，你要玩儿系统”。

白天送餐，平台会给骑手派一些就

近的低价订单，遇到这种情况，张健就

会拒绝接受。他会主动抢距离远的高价

订单，绕着整个北京城转，昌平、顺义

、怀柔，从北京远郊一直跑到河北三河

市。

等到天色渐晚，就要准备往回跑，

骑手心里得有数，要接哪个方向的订单

。这时候就可以接受系统的安排，算法

会逐渐把他们引导回家。

“有恩于别人”，是在这片江湖中

逐渐传播开的道德律令。徐浩被兄弟们

捞得多了，也逐渐变得更加乐于助人。

前不久他路过三元桥，看见有个骑

手出车祸，外卖洒了一半。他听见骑手

打电话给客人，说把没洒的餐品送过去

，洒了的就由自己来赔。

徐浩心想，“坏了”。赶紧回头，

把电话要过来，开口就说：“不好意思

姐，我这儿出了点交通事故，没法给你

送了。”

甭管外卖洒没洒，徐浩挨个拨电话

过去给客人道歉，说全洒了，送不了。

接着给商家打电话，说出车祸，要

商家把餐全部重新做。

然后打给122报警，让交警开了事

故责任认定书。骑手逆行过桥，全责。

有了责任认定书，他让骑手赶紧打电话

联系客服善后。

如果当时徐浩没有帮忙，那位骑手

将会为一箱子外卖赔偿将近2000元钱

。但在他的帮助下，平台很快把这箱外

卖的损失补上了。骑手最后只赔了300

多元。

许多骑手都是看到陈天河发的短视

频以后，来十里河找到他的。张健总觉

得，盟主身上有种人格魅力。他来之前

，在视频里看见盟主帮许多骑手打抱不

平，就觉得这个人值得信任。

陈天河在视频里记录下每次处理送

餐纠纷的全过程，反复告诉兄弟们，起

冲突的时候“可以骂，但不能打”，人

家打了你，就打电话找警察，“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后来，有个美团骑手“三问王兴”

的视频蹿红网络，那个兄弟问美团创始

人王兴，为什么送餐时间从50分钟降

到30分钟？为什么超时以后不问原因

就对骑手扣款，申诉不会通过？为什么

超时订单会被投诉、差评、封号一天，

而且客户退货的订单还要由送餐的骑手

买单？

陈天河看见有网友留言说，要是认

为外卖平台的规则不合理，你不干不就

行了吗？他气得问候人家祖宗八代，说

：“你错了。我喜欢这份工作，我热爱

这个职业。但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情太

多了，我们想让它变得少一点，这有什

么错？”

2019年“双十一”前夕，外卖平台

统一压低骑手送餐的单价。大家都在抱

怨的时候，陈天河发动大家拒绝接单，

前3天不送美团，后3天不送饿了么。

他让大家各自打印这个行动的通知，贴

在外卖箱后边。

结果传单还没发出去，他就因此被

拘留了26天。

不少学生找上门来，找陈天河做

调研，或者拍纪录片。曾有个女生在

他送外卖时跟拍，客人开门取餐看见

了镜头，没有当面沟通，却在陈天河

离开之后投诉说他侵犯自己肖像权，

要他赔钱。

人家打来电话：“我先跟你说一

下我的身份，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研究生，知道我为什么跟你杠了吗？

无论是报警还是上法庭，无所谓，这

算我专业范围。”

他问对方，“有什么证据证明视

频拍到你了？”对方不答。纠缠到最

后，客人说：“我也没必要坑你钱，

我知道你不容易。”

陈天河一听这话就火了。他告诉

那个人，谁都不容易，别说我们不容

易，“我们都是这个社会正常秩序的

一部分”，我正常地干这份工作拿工

资，不需要同情。

他在十里河的“家”，是个10平

方米出头的房间，卫生间靠在角落，

旁边刚好能放下一张床，顶上吊着节

能灯。2020年11月21日，北京下了一

场雨夹雪，屋子里没有供暖，只好把

插电的暖气片搬出来用。

陈天河的出租屋楼下，据说老马

总愁楼下的饭店生意不好

白天，陈天河会说，这房间已经

很好了，2007年刚来北京，他住的地

下室只放得下一张床，返潮时节，被

褥天天都得拿出去晒。到了晚上，再

问他，住在这里真的让他觉得过得很

好吗？

他陷入沉默，只说，“你猜。”

中秋节不回家，陈天河会让兄弟

们买来鱼虾，在只放得下一个燃气灶

的台子上，给大家做出一席饭店桌上

的那种大餐，热气腾腾的。

他用来做菜的豆瓣酱是自己做的

，他用来炒菜的油里有一股花椒的香

气。做几年饭店老板，他曾经连续工

作36小时没有休息，最后一切都落空

了，欠一屁股债，留下来的只有这身

大厨的本事。

这是北京，他们安身立命的城市

。有时候老马走在路上，会一边走一

边抬头望，说：“你看见了吗，在那

边。”

他目光投向夜空，银钩一样的月

亮，斜钉在天上。

但他们都说，这辈子都不会觉得

北京是属于自己的。“因为它让你没

办法安定下来。”在十里河的出租屋

里聚餐时，大家用纸杯喝酒，用面碗

盛饭，碟子不太够，大不了把菜放到

电饭锅盖子上。一屋子单身汉，没有

姑娘。

北京下雨夹雪那天晚上，有兄弟

打电话给陈天河，说自己被保安打了

。他要进温特莱中心送餐，进门扫码

，时间紧急，没有来得及把二维码给

保安细看。保安拦住他，把他推倒在

地上。

陈天河让他报警，最后保安在大

厅里跟骑手道了两次歉，没赔钱，这

事也就了了。

陈天河赶到时，骑手情绪已经平

复下来，只是讲不明白自己的感受。

他问：“是不是就是心里不服气，想

让人来评判一个对错？”骑手说“对

对对”，捣蒜一样点头。

从十里河到温特莱中心要骑行

7 公里，去支援的路上，陈天河一

直骂电动车速度太慢，说，急死人

了。一路开过最繁华的国贸 CBD，

立交桥上嵌着金黄色灯带，在雨夜

里流光溢彩，但他从来无暇欣赏这

些景致。

那时候我问他，“你说人活在这

个世界上，为了什么呀？”

他的电动车穿行在为兄弟打抱不

平的路上，回答说，“吃不饱的时候

就是为了吃，在你吃饱喝足以后，你

就为了尊严”。

北京的马路
骑手的尊严

2020年11月17日，又有一位外卖骑手找上门来，告诉

陈天河，自己被商家打了。

陈天河很快召集到近10名骑手兄弟，骑着电动车去讨

说法。

那是家只做外卖的铺子，打人的商家是个圆脸男人，身

材高大敦实，隔着取餐窗口和陈天河对骂。其他骑手兄弟杵

在陈天河身后，不讲话，垮着脸望向商家，变成一块沉默而

形成威压的背景板。

男人不敢出来，举着苹果手机打电话：“喂，110吗？”

被打的骑手身高不足1米6，警察问他：“怎么打的你

呀？”他紧张得说话不利索，半天才讲清楚，说中午来取餐

的时候，他的美团9号餐不知去向。他和圆脸男子为此发生

口角，对方走出来一拳打在他肚子上，还把他推向墙壁，磕

得他脑袋起了个包。

警察听他讲完，厉声把报警的圆脸男人叫出来。

男人辩称，二人是互相推搡，不是他单方面施加暴力。

陈天河站在一旁听着，警察不许他插嘴，他却没忍住，怼了

回去：“你在屋里他在外面，他怎么会去推你？”

最后，圆脸男人赔偿了小个子骑手400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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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諾亞方舟漂流記2》來襲
史前動物聯“萌”開啓新冒險

《諾亞方舟漂流記2》

發布終極預告，史前萌物再

次攜手回歸，開啓一段精彩

紛呈的爆笑旅程。這部電影

講述了在漂流147天的方舟

上，食物逐漸減少，食草動

物和食肉動物之間的危機一

觸即發。而恰在此時，象鼻

獸芬妮和山貓莉娅連同船上

最後的食物跌入大海。莉娅

和新朋友果凍飄到一座島嶼

上，而芬妮落入一個被火山

威脅的同類部落。方舟登島

，火山突然爆發，混亂之中

他們來到了一座與世隔絕的

海底城，開始了一場充滿未

知的探索之旅。

象鼻獸
據悉，這一系列首部作

品2016年上映就獲得了豆瓣

7.4分，貓眼、淘票票雙平

台8.8分的好成績。時隔六

年，第二部作品將于4月 8

日上映，還新增了來自海底

城的衆多驚喜角色，被衆多

網友評價“很可愛很治愈”

“動畫制作依舊保持水准”

“合家歡作品”，相信大小

觀衆都能在這部電影中找回

童真。想要免費觀影嗎？文

末有福利。

蠢萌歡樂的海底大冒險
前作《諾亞方舟漂流記

1》以唯美清新的畫面、精

彩的視覺特效和動人的感情

線而獲得了大批觀衆的喜愛

，而這一次，象鼻獸芬妮、

山貓莉娅、獅子船長將童話

世界的故事續寫。

動物聯盟
在《諾亞方舟漂流記2

》中，諾亞方舟漂流在海上

，數周都看不到陸地，連續

行進了147天的動物們已經

對航海生活産生了厭倦。象

鼻獸戴夫和山貓海澤爾被任

命爲廚師長，方舟的食物儲

備即將被耗光，食肉動物和

食草動物之間脆弱的和平隨

時可能被打破，而大家對未

來要發生的一切卻渾然不知

。與此同時，戴夫的兒子和

海澤爾的女兒連同船上最後

的食物一不留心從方舟上跌

入大海，開始了一場充滿未

知的探索之旅。

山貓莉婭
故事裏面不僅有關懷和

治愈，同時也有對于恐懼和

孤獨、對于危機和群體的思

考，這使得電影不僅僅是一

部充滿樂趣和段子的“動畫

片”，更是一部浸潤了真正

人生思考的成長片。

史前動物的大百科全書
飛鳥，魚蟲，走獸，印

度的大象，非洲的獅子、西

伯利亞的老虎，山貓，象鼻

獸……影片《諾亞方舟漂流

記》就像一部動態的百科全

書，以連環故事演繹了一出

精彩好戲，既搭建了冒險情

節，也以動畫形式將那些史

前動物，瀕臨滅絕，或已經

消失在世界上的動物重歸大

衆視野。

在第一部中的基礎上，

《諾亞方舟漂流記2》繼續

創造新鮮角色，把海底城的

諸多動物搬上熒屏，構建了

一個更爲廣闊的世界觀。那

些史前動物，瀕臨滅絕或已

經消失，都重新回歸大衆的

視野中，喚起觀衆對動物種

類的好奇心。

不僅如此，本片畫面持

續升級，暖色調的大量使用

，如粉色的夕陽、橙紅色的

大海波光、紫白色的島上城

堡，都營造了一種溫馨的氛

圍。在這種氛圍之下，不同

種類的動物依次出場，帶上

了令人歡喜的風格，也使得

輕松逗趣的情節自然演繹、

層出不窮。

友情與勇氣的治愈故事
方舟內外，從一方小天

地到一個大世界，需要朋友

的積極配合，也需要一顆強

大的心。從Griffin島突如其

來的大洪水對世紀之末的宣

告開始，挑戰就和主人公的

人生挂上了鈎。第一部的父

子喬裝上船，芬妮和莉娅的

尋親之旅，再到第二部的繼

續漂流、登上“火山小島”

，潛入海底世界，本系列一

直延續的大主題無疑爲“尋

找”。“尋找”是一場人生

的冒險，是永不停止的好奇

心和變幻的外部因素催動的

結果，也需要合作與勇氣。

銀幕之外，這部電影還帶給

觀衆許多關于友情的思索。

值得一提的是，清明小

長假期間，影片《諾亞方舟

漂流記2》舉行了小規模超

前點映，有觀衆分享影評

“很可愛很治愈啊，這個電

影裏每個動物都是平平無奇

的建築小天才吧。全程carry

的象鼻獸太厲害了，鴿子好

慘，結局仿佛已經看淡鴿生

甚至笑對鴿生”“這是一部

能爲孩子留下美好回憶的動

畫電影，童心滿滿”。

《特戰榮耀》今晚開播
“刺頭新兵”楊洋面臨考驗初綻鋒芒

近日，由徐紀周執導，馮骥

、徐紀周擔任編劇，楊洋、李一

桐、蔣璐霞領銜主演，孟阿賽、

蔣龍、周牧茵、劉碩、郭洺宇主

演，高鑫、吳健特邀出演的當代

軍旅題材電視劇《特戰榮耀》將

于今天19：30浙江衛視中國藍劇

場開播。

伴隨開播，官方同步發布

一組海報和劇照，劇集以年輕

化的呈現模式，塑造了一批新

時代青年的成長模樣，“硬漢

軍人”魅力四射，觀衆期待值

拉滿，引得大家直呼“所有的

等待都是值得的，終于等到燕

破嶽上線啦！”“特戰榮耀真

的很燃，我每天都等不及要看

劇了。”

楊洋李一桐蔣璐霞首次合作
青春力量為軍旅劇打開別樣

表達

《特戰榮耀》主要講述了燕

破嶽（楊洋 飾）從一名單兵素

質突出，卻與集體格格不入的

“兵王”，在嚴酷環境與艱巨任

務的捶打之下，逐漸融入群體，

與知識型軍官艾千雪（李一桐

飾），特戰隊友郭笑笑（蔣璐

霞 飾）、蕭雲傑（孟阿賽 飾）

等並肩作戰共同成長，最終成長

爲優秀武警特戰隊員的熱血軍旅

故事。

同步發布的單人角色海報高

燃吸睛，軍人形象熠熠生輝鮮活

生動，深刻還原了劇中驚心動魄

、浴火奮戰的故事場景。而劇照

則生動凸顯了各不相同的角色形

象，衆人或堅毅從容、或嚴肅認

真、或憨厚微笑……舉手投足間

的強大氣場和真摯神情，將軍旅

生活氣息氛圍感直線拉滿，讓人

不禁開始期待這段青春熱血的軍

人故事將如何細細鋪展。

值得關注的是，作爲一部軍

旅題材電視劇，《特戰榮耀》以

年輕面孔呈現青年軍人的突破成

長，力求用青春的力量激勵當代

青年無懼挑戰、勇敢戰鬥，披荊

斬棘的熱血化表達，或將實現與

年輕觀衆的同頻共振。

新兵集結訓練開啓“成長之
旅”

以赤誠之心堅守熱血與團魂
該劇以真實爲基，新穎生動

地展現了部隊新兵的熱血磨砺和

訓練。與此同時，該劇還兼具歡

快幽默的趣味日常，燕破嶽、蕭

雲傑、呂小天（蔣龍 飾）組成

的“破雲天”小分隊笑料不斷，

與高燃熱血的訓練劇情形成反差

，人物設定進一步豐滿。此外，

該劇還通過對一個個性格鮮明、

心懷夢想的人物進行細致刻畫，

塑造了立體鮮活、有血有肉的軍

人群像，並通過溫情細膩的觸角

，衍生對其親情、友情等深度擴

展演繹，劇中“爭強好勝”的燕

破嶽、果敢堅毅的艾千雪、外冷

內熱的郭笑笑、熱情炙誠的蕭雲

傑、樂觀灑脫的呂小天，在曆經

對抗較量、激烈競爭和患難相扶

後，逐漸成爲惺惺相惜、生死與

共的戰友，既純粹又珍貴的戰友

情定能令不少觀衆爲之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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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此前心脏已多次出现问题的传奇

球星，在离开心爱的绿茵场20年之后，正

式与人间挥手作别。

和梅西一同被称为“潘帕斯雄鹰”的

他，享年60岁。

一生从底层奋斗至云端，又在云端飘

摇碰撞，收获了半杯批评，半杯赞美。

从球员的层面，马拉多纳是个地道的

天才；

以一个纯粹的“人”的角度，这位

“球王”的一生，始终勾勒着一个底层孩

子走到镁光灯下的惴惴不安。

小时候，医生不让马拉多纳踢球，他

怕这个小家伙的心脏受不了。

但是，马拉多纳太喜欢足球了，在阿

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菲托里奥，

马拉多纳的母亲每天都跟他说：

“你要是去踢球，5点以前太阳落山

的时候一定要回来。”

每次听到这话，年幼的马拉多纳就程

式化地回复妈妈：“好了好了，你就放心

吧。”

马拉多纳童年的球伴是自己的表哥贝

托和一群黑人兄弟，他们每天一起奋战在

下午2点钟火辣辣的太阳底下。

一点没觉得难受，一点不担心中暑，

心里面想的只有两个字——进球。

马拉多纳家里有3间小屋子，其中两

间是卧室，一间属于父母，一间属于他们

兄弟姐妹8个，算起来，每个人大概有2

平米。

屋子不扛雨，每次下大雨，屋里就滴

滴答答，一年不比屋外小。

水源也不充足，平日里，马拉多纳们

要提着20公升的空油桶走很远的地方去打

水，水打回来，是给妈妈做饭用的，男孩

子只能用水洗洗脸和擦身子。

用马拉多纳的话说：“没有什么可以

让我们欢乐，也没有什么令我们激动。”

当然，除了足球。

9岁的时候，马拉多纳加入了阿根廷

青年人俱乐部的后备队。

年纪不大，却早早展现出了过人的天

赋。

他的恩师弗朗西斯曾经一脸严肃地问

他："小孩子，你是1960年出生的吗？"

这话急得马拉多纳掏出了身份证。

引起弗朗西斯怀疑的不是马拉多纳的

身材，而是他超乎同龄人的，对足球的理

解与把控。

他的动作，飘逸灵动，射门的方式极

具想象力，收放自如，俨然是球场上的诗

人。

这样的能力，太不9岁了。

那个时候，马拉多纳和他的球队一口

气赢了136场比赛。

在老师和对手们的调教下，他的球技

在一天天地精进。

但这时，马拉多纳一家依然是拮据的

，父亲开渡船运送家畜、到化工厂里打工

，勤勤恳恳也仅能勉强维持家用。

不过，很快，他就可以摆脱这种境况

。

1975年8月14日，15岁的马拉多纳升

入阿根廷青年人俱乐部的成年队。

从那天起，他告诉爸爸：“可以退休

了。”

当时的阿根廷，是一个干涸的国度，

需要火焰来点燃鲜艳的颜色。

马拉多纳就是那一团最炽热的火，没

有人比他更能肆虐，更能燃烧。

1978年，年仅17周岁的马拉多纳就

以26粒进球夺得阿根廷甲级联赛最佳射手

，成为阿甲联赛历史上最年轻的最佳射手

。

1975-1981，在青年人队的5年时间里

，马拉多纳的成绩单是这样的：

出战166场，打入116球，3次阿根廷

年度最佳射手，3次阿甲联赛最佳射手，2

次阿根廷全国锦标赛最佳射手。

完美到令人咋舌。

之后，他转会博卡青年队，随队拿下

阿甲联赛的冠军，在40场比赛中破门28

次。

当时，是个球迷都清楚，这个不世出

的天才已经展开了强健的羽翼，正准备刮

起一阵飓风。

马拉多纳所到之处，球迷欢呼呐喊，

迎接这位球场“新帝王”。

仅一年后，马拉多纳就以900万美金

的惊人转会费，投入“银河战舰”巴塞罗

那的麾下。

英雄，来到开阔的战场，施展拳脚再

也不用畏畏缩缩了，然而，马拉多纳在巴

萨的境遇却不算美好。

在这里，他先是染上肝炎，休养了3

个月。

复出之后，噩梦又来了。

1983年9月24日，西甲联赛，在对阵

毕尔巴鄂的比赛中，马拉多纳刚为队友阿

隆佐送出一记精妙的助攻就遭到对方的报

复。“屠夫”戈耶科切亚，一个飞铲直奔

马拉多纳，一脚下去后，马拉多纳痛苦地

捂着脚栽倒在地上。

赛后确诊，他的左脚脚踝粉碎性骨折

，小腿骨上打入了两颗钉子，又得休养很

长时间。

在巴萨的2年里，马拉多纳缺阵高达

7个月，但仍创下出场58次，打进38球的

成绩，堪称怪物。

1984年，他终于和巴萨不欢而散，以

750万美元的转会费转投意大利那不勒斯

队。

这支球队在马拉多纳加盟之前，已经

53年不曾夺冠，是一支挣扎在保级边缘的

小球队。

当时巴萨交易马拉多纳有自己的小九

九，他们觉得把马拉多纳送到这样一支意

大利南方球队，可以避免他成为巴萨的劲

敌，深层里是料定那不勒斯掀不起风浪。

但是，他们显然太低估马拉多纳了。

1987年，马拉多纳率领那不勒斯赢下

意大利甲级联赛冠军；

1989年，欧洲联盟杯冠军；

1990年，第二次意甲冠军。

把那不勒斯从鱼腩球队转变为夺冠劲

旅，从“巴萨弃子”到“那不勒斯的英雄

”，马拉多纳只用了3年时间。

同时，他在国家队的成绩也是耀眼到

吓人。

1977年，16岁零120天的马拉多纳成

为了阿根廷最年轻的国脚；

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小组赛对阵匈

牙利，马拉多纳梅开二度，率领球队4：1

大胜；

1986年最是经典，与英格兰的四分之

一决赛下半场，马拉多纳干了两件牛逼哄

哄的事情。

面对0：0的僵局，他先是祭出“上帝

之手”，在比他高出整整20公分的守门员

希尔顿头顶用左手把球点进了球门。

由于他身材精悍动作极其隐蔽，进球

后还狡猾地示意队友们过来庆祝，巧妙地

迷惑了裁判，使得这个违规之球变成好球

。

赛后，马拉多纳说这个球： “一半

是上帝之手，一半是马拉多纳的脑袋”<

A little of the hand of God, and a little

of the head of Maradona>

之后，他又带球过半场，像一条迅捷

的蛇，转瞬突破霍德尔、列特、森臣、毕

查、芬克尔和刚被整过一次的守门员希尔

顿，然后把球射入，轨迹宛如一道白色闪

电。

这个“一挑六”，后来被评为足球史

上最佳进球。

那场比赛阿根廷2：1战胜了英格兰，

并最终夺得那届世界杯冠军，马拉多纳也

拿下金球奖。

但是他的好运，似乎在1990年就戛然

而止。

这一年，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在世界

杯决赛上以一球之差负于西德队。

不久后，马拉多纳在与巴黎队的意甲

比赛后，被尿检出可卡因。

那时那不勒斯的队医根本不愿相信，

又请来两名医生对马拉多纳进行检查，结

果还是阳性。

霎时，这位球场上啥都可以的金童，

遭遇到了一次巨大的形象危机，另一张隐

匿在“球场胜利者”外表下的面孔，已经

隐隐作现。

事实披露，马拉多纳的吸毒史早从巴

塞罗那时期就已经开始，已近10年时间。

马拉多纳描述他吸毒的原因，是“希望感

觉一下生活”。

因为常年的训练与比赛，不可避免

地压力巨大，所以必须找一种舒压的渠

道。

最后，意大利足协纪律检查委员会

经过长达7个小时的讨论，决定对马拉多

纳实行禁赛15个月的处罚。

马拉多纳说：“国际足联的举动，

砍断了我的一条腿。”

15个月后，马拉多纳解禁，他再度

以750万美元的价格，转会到西班牙的塞

维利亚队。

到这里为止，马拉多纳职业生涯至

少经历了3次高额转会。

第一次是博卡到巴萨900万，第二次

巴萨到那不勒斯750万，第三次那不勒斯

到塞维利亚750万。

3次转会费都极其高昂，可奇怪的是

，当球员的马拉多纳财政情况却并不乐

观。

当初从巴萨转会到那不勒斯的时候

，他实际上已经濒临破产。所以才不假

思索地（签约现场，他几乎没看合约条

目，甚至还打着哈欠）签下那份750万美

元的大合同。

之后，也不时爆出财政危机的传闻。

这又是为何呢？

其实跟马拉多纳的秉性有关，他曾

说：“要比疯狂，没人能比得过我。”

成名之后的马拉多纳，开始放浪形

骸，生活糜烂到难以想象。

他不再是那个和兄弟姐妹们挤在逼

仄房间里的小孩，世界向他露出了另一

张脸，告诉他可以为所欲为。

他花巨额资金装修自己的豪宅，建

了室内游泳池，室外喷水池，把各种肤

色的女人弄到家里开party，有一次竟和

朋友们同几位妓女在酒后滚到了游泳池

里胡闹。平日里出入夜总会等娱乐场所

更是家常便饭，他不仅喜欢还常在夜场

里对女人动手动脚。

马拉多纳公开的情人就有3个。

最小的奥利瓦比他整整小了30岁，

坊间传闻马拉多纳每个月给奥利瓦的零

用钱就是2.5万欧元，除此之外，他还送

了奥利瓦一栋房子，为奥利瓦整了容、

求了婚。

结交的女人多，私生子也就多，有

一次醉酒后，马拉多纳竟跟旁人夸口说

他曾和600个女人生下500个私生子。

事实当然没有这么夸张，但根据他

的传记作者吉列姆· 巴拉格调查，他的孩

子至少有11个。

因为这样放荡，和马拉多纳青梅竹

马的克劳迪亚终于无法忍受，在2003年

和他离婚。之后，她更是起诉马拉多纳

在婚姻内多次不忠行为伤害自己。

搞笑的是，马拉多纳在自传《我是

迭戈》里用了整整13个章节来写这位前

妻，还说出：

“她像一台电脑那么聪明，像一个

吻那么甜蜜，她是母亲，也是妻子，是

小妞，也是恋人。我不喜欢拿她和任何

人比较，因为她是独一无二的，是珍宝

，是我的珍宝。”

果然，男人有钱就变坏？

除了女人和毒品，马拉多纳在朋友

身上也是挥金如土。

到巴萨踢球的时候，马拉多纳身边

一直跟着个烦人的“马拉多纳集团”，

这些人当中除了马拉多纳的父母、医生

、保镖外，就是一帮儿时的狐朋狗友，

他们几乎跟食客差不多，吃马拉多纳的

，喝马拉多纳的，到各种娱乐场所去嗨

皮，也是马拉多纳买单。

他们还常常簇拥着马拉多纳，把他

像国王一样拱到夜店去，在那里自然又

有无数乐子可找，至于钱？

有马拉多纳在，他们完全不用担心

。

毒品、女人、损友、酒精。

这些东西不停地腐蚀着马拉多纳的

钱包，也腐蚀着他的灵魂。

1991年之后，马拉多纳的职业生涯

已经相当地不堪。

1994年美国世界杯前夕的尿检，马

拉多纳再次呈阳性，又被处以15个月的

禁赛。

属于他的时代，在不断的撕扯中渐

渐远去。

1997年，马拉多纳结束了职业球员

生涯。

后来他做过教练，当过主持人，体

重一度飙升到120公斤。

但这却给了人们一个更加全面、清

晰的视角去评判他的职业生涯。

2020年11月25日，马拉多纳因为心

脏骤停，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马拉多纳去世后，阿根廷足协说：

“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阿

根廷准备全国哀悼3日）

这几乎是对他一生的盖棺之论。

过去的60年里，人们谩骂过马拉多

纳，也曾为他的堕落扼腕，还无数次把

他的不检点作为反面教材。

父母教育孩子，如果不善理财，如

果意志薄弱，如果沉迷酒色，就会落得

马拉多纳式的下场。

网友们把他年轻时和现在的大腹便

便照做比对，一边叹息一边嘲笑。

可即使如此，他们终究不会抹杀一

代球王对足球运动的贡献。

2001年，在“20世纪最佳球员”的

票选中，他的得票率高达53.6%。

球迷们始终清楚，荒唐的是马拉多纳

，不是那个身披10号球衣的阿根廷英雄。

所以2001年，马拉多纳踢完最后一

场球，告别球场前，他说：

“我犯了错，但是足球没有错。”

身后，是暴雨一样的欢呼声。

他的一生凭天赋从底层走到上流，

却也为繁华所啃噬，犯下了无数过错。

看见他的卑俗，承认他的伟大，这

两部分，是马拉多纳一生所展现的人性

之真实。

贫民、球王、吸毒
马拉多纳的一生有多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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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移民申请人或者代理

人，在准备移民申请的材料时绝大部分时候大家

的关注点都是材料是否符合要求、申请人是否达

标等等。至于申请人的社交媒体动态如facebook、

Twitter、微信朋友圈等等是怎样的情况，事实上

大家都不太会留意。下面这个案子，则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来告诉我们，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一样

可能很重要。

在AEN16 v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 Anor

(2016) FCCA 2039一案中，申请人是孟加拉国公

民，他最初成功申请了旅游签证，来澳洲后不久

他开始申请庇护签证，理由是他已经改信基督，

他担心回到孟加拉国后可能会因为不再信仰伊斯

兰教受到迫害。而此案的争议就在于申请人社交

动态的信息与他所述的不符。

在移民面试的过程中，申请人被发现Face-

book账户上依然是穆斯林身份。内政部认为，申

请人是为了满足澳洲庇护签证的要求才给出了改

信基督的说法，因此拒绝了他的庇护签证申请。

然而关于当时面试的过程以及细节，在签证官的

裁决里并没有提及。

申请人不服并选择了事实重审。在仲裁庭上，

官员再次询问了申请人关于Facebook的事情，尤其

是既然他已经信仰基督，为什么Facebook动态上还

保持着穆斯林身份。申请人回答说，Facebook上的

信息是他还信仰伊斯兰教的时候发布的，而且他很

少使用Facebook。他还解释说，他只是单纯地没想

到要到Facebook上修改自己的宗教信仰情况。最后

，仲裁庭以Facebook上的信息和他本人所说的改信

宗教情况不一致，维持了内政部原来的判决。

申请人继续向联邦巡回法院提出上诉，质疑

仲裁庭因为没有遵循程序公正原则向他提供Face-

book材料的具体细节，犯了管辖权错误。而被告

方辩称，申请人的Facebook资料不包含在《移民

法法案 1958》

规定的“信息

”范围内，因

为 Facebook 的

信息只与申请

人的可信程度

有关。因此根

据《移民法法

案 1958》 第

424A 节，Face-

book 资料不能

作为“信息”

，所以程序公

正原则自然也

就不必遵循。

法官在这

一争议上援引

了高等法院的

案 件 SZBYR

v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2007] HCA 26

，在该案中，

对于“信息”

的解释是“证

据性的材料或文件，而不是质疑、不一致或缺乏

证据的内容”。联邦巡回法院发现，Facebook页

面上的信息确实是证据性的材料并且有否认或破

坏申请人“因改信基督教需要获得庇护签证”这

一论点的证据，因此认定Facebook的这些材料属

于《移民法法案1958》所指的“信息”。联邦巡

回法院还认为，尽管其他的调查结果是可用的，

但是仲裁庭的确有义务向申请人提供Facebook信

息的明确细节，否则就构成了管辖权的错误。最

终仲裁庭的决定被撤销。

程序公正原则

程序公正是保证决策公正的法律原则，它是

法庭长期以来在对行政案件的裁决中逐步确立和

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程序公正原则要求决策

者（主要是行政法体系下的决策者，例如移民局

，AAT等）在作出裁决之时必须遵守以下准则：

（1）无偏见准则：决策本身不受决策者的任

何偏见影响

（2）证据准则：证据应该是合理的，或者能

够从逻辑上支持事实

（3）听证准则：为可能受到决策不利影响的

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来说明他们的情况以 及在最

终决定做出之前把他们的回应考虑在内

从整个案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准

备向内政部提交申请或者在准备仲裁庭的事实重

审的申请时，申请人应特别注意在社交媒体上披

露的信息。但是如果您遇到与上述案件中申请人

相同的问题，您仍有机会翻案的，因为决策者必

须严格遵守程序公正原则来做出裁决。

移民申请中，别让微信朋友圈毁了所有努力

3月11日，美国参众两院终于通过的2022年

政府预算案引起移民者的极大关注。而真正的焦

点是成功搭车预算案一起通过的2022 EB-5改革和

诚信法案。进入21世纪，EB-5投资移民一直是中

国移民者最热衷的美国移民方式。但自2021年6

月30日EB-5法案到期后，两党均要求对EB-5申请

条件进行调整，但一直以来并未达成一致。这不

仅导致移民局终止受理新的EB-5区域中心移民申

请，即便审理中的申请也全部停滞等待法案更新

。可这一等就是8个月，直到近期EB-5大门终于

重新开启。当移民者准备欢庆时，却发现更新后

的EB-5申请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令很多申请人

措手不及。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EB-5投资移民之所以受到移民者追捧，是因为

除投资外，对申请人没有任何语言、学历、年龄和

工作背景要求。只要没有犯罪记录、投资款是合法

来源，所投项目靠谱，就能顺利全家移民美国。

EB-5又分为直投和区域中心两种方式，二者区别前

期介绍过不再赘述，但90%以上移民者都选择区域

中心。不过两种方式的最低投资额和创造就业要求

完全相同，也是本次新政调整的重心。

EB-5最低投资额要求根据投资地区是否属于

高失业率地区(TEA地区)而分为两档。TEA地区投

资额从之前的50万美元上涨至80万美元，非TEA

地区则从100万美元上涨至105万美元。自今年起

每五年根据通胀情况调整一次最低投资要求。同

时收回了州和地方政府对TEA地区的认定权，改

为由国土安全部或其它联邦官员根据统计数据认

定。EB-5在满足投资的同时，必须创造10个全职

就业。其中区域中心方式允许计入创造的间接就

业，间接就业是指所投企业带动的合作企业的新

增雇员。新政将过去可以100%以间接就业来满足

创造就业要求，修改为最多90%。就是说每个投

资人必须创造出至少1个直接就业。而如果是建筑

类项目，且项目在投资2年内结束，则只允许计入

75%的间接就业。

前面提到投资款必须是合法来源，申请人要

提供过去7年的税单。对于受赠和贷款的资金，捐

赠人和贷款人也必须提供资金来源文件。

提到EB-5很多人都认为是个坑，一方面由于

中国申请人过多导致排期漫长，另一方面由于区

域中心鱼龙混杂，投资失利甚至被骗案例屡见不

鲜。为了规范EB-5项目，移民局再次强调EB-5必

须由在移民局注册的机构发起。区域中心必须先

获得国土安全部的预审批，投资人才能递交I-526

移民申请。项目运行期间区域中心不仅要向政府

部门披露收到的款项和提供服务的详细情况，而

且必须向投资者提供年度报表，说明资本状况和

项目进展。禁止犯有特定罪行或被制裁人士参与

区域中心项目。由区域中心和投资人共同出资设

立EB-5诚信基金，用于国土安全部对区域中心实

地检查、每5年进行一次审计和调查欺诈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EB-5区域中心新政有效

期至2027年9月30日。但为避免出现此前法案到

期，导致已受理案件长达8个月停滞审理的情况。

本次特别附带了“祖父条款”，就是指即便法案

到期，但已受理的申请继续按原有政策审理不得

停滞。以保护申请人不受政策变化影响。

本次新政并未对EB-5每年10,000张的签证配额

总数进行调整，但细化了分配原则。每年会预留

20%签证给与投资于美国乡村地区的投资人，此外

还有10%预留给投资于国土安全部指定的高失业率

地区的投资人，另有2%预留给投资于基础设施的

投资人。所以投资区域和对象的选择要慎重。

对于中国申请人来说，近几年由于EB-5排期

过长和政策的不断变化，导致EB-5的申请热情不

断降低。很多人改为选择其它职业移民方式移民

美国，但EB-1和NIW对于申请人个人条件要求较

高，而EB-2和EB-3又要求申请人必须具备美国雇

主提供的工作机会。因此对于很多个人条件一般

，但是拥有一些闲置资金的移民者来说，EB-5还

是无可替代的美国移民方式。当前EB-5政策趋于

稳定，区域中心申请人的减少也将缩短移民排期

，而直投方式甚至没有任何排期，况且新政对直

投方式的影响也不大。因此对美国移民感兴趣的

朋友，可以将EB-5重新纳入关注范围了。

中国人最热衷的美国移民方式重启
变化巨大但无可替代

2022年2月3日，保加利亚议会法

律委员会初审通过了司法部提出的取

消保加利亚投资入籍计划（“黄金护

照”）的提案。后续该国议会将对该

提案进行全体投票，如投票通过则将

由总统签署批准。一旦保加利亚投资

入籍项目正式取消，则是继塞浦路斯

之后又一个关停的欧盟国“黄金护照

”项目。这意味着27个欧盟成员国中

，将只有马耳他仍然保留着快速入籍

通道。

欧盟一直以来对其成员国开放

“黄金护照”项目持强烈反对的态度

。因为按照欧盟宪章，成员国公民在

所有成员国都享受同等公民待遇，也

就是说欧盟公民可在任何成员国自由

的工作和生活。因此欧盟成员国开放

的“黄金护照”项目，事实上只有单

一国家获益，却向入籍者同时授予了

27个欧洲国家的国籍。此外，一些开

放“黄金护照”的成员国为了获利，

对入籍者的身份并未进行有效的背景

调查，导致一些罪犯甚至恐怖分子通

过“黄金护照”项目获得了欧盟公民

身份，这自然引起了德法等欧盟主要

成员国的强烈不满。

近年来欧盟多次对成员国塞浦

路斯和马耳他的“黄金护照”项目

进行警告甚至发起诉讼。指控两国

并未对入籍者进行有效的背景调查

，甚至在入籍审核中充斥着腐败行

为。而 2007 年加入欧盟的保加利亚

，其“黄金护照”计划同样遭到了

欧盟警告。甚至直接成为保加利亚

无法加入申根区和获得美国免签待

遇的主要原因。

而 2021 年 12月上台的保加利亚

新一届政府也认为，“黄金护照”

计划自推出以来并未带来真正的投

资。据统计，有近100名外国人获得

了保加利亚的“黄金护照”。其中

包括39名俄罗斯人和20 名中东人士

。而近年的检查中也发现了大量的

违规入籍行为，并导致7人被撤销了

公民身份。

保加利亚“黄金护照”计划如被

废除，马耳他将成为唯一仅存“黄金

护照”计划的欧盟国家。可以预见，

欧盟必将对马耳他“极限施压”，迫

使其早日关停这最后一个欧盟“黄金

护照”计划。

又一“黄金护照”将关闭，欧盟快速入籍只剩独苗

十九年了，“哥迷”仍是那麼
痴情張國榮，或者從《胭脂扣》說
起。“十二少是個鹹濕鬼和膽小鬼
” ，張國榮自言他平生最愛這個角
色。後來爆出緋聞——梅艷芳問哥
哥：“如果我四十歲仍嫁不出，你
可否娶我？”張國榮二話不說就答
應了……這影壇佳話，如今只應天
上有了，在粉絲心中，留下永遠懸
念。

梅艷芳眼光獨到，《脂胭扣》
最初選角是劉德華、鄭少秋，都因
檔期不合辭演。搞到新導演關錦鵬
頭都大，紅小生中誰演那膽小鹹濕
的十二少呢？梅艷芳獨力推荐，且
答應為對方公司拍一部片，換來張
國榮，他演來風度翩翩，鹹濕也成
了風流。殉情時臨陣退縮，如花鬼
魂仍是痴痴尋人，箇郎鷄皮鶴髮偷
生人世。梅艷芳憑如花受封成三料
影后，倘與哥哥配成一對，天造地
設了。

路人皆知，哥哥摯愛不是女

人，他卻有迷醉女人的沒法擋魅力
。當年台灣大美人林青霞到香港拍
戲，人生路不熟，“初遇張國榮，
六個字，把我溶化了”——她自傳
中披露，孤身一人到香港拍《東邪
西毒》，入厰的車上，第一次見面
的張國榮問她：你過得好不好？大
美人即感動得淚流滿面。張國榮接
着又說：“我會對你好的。”從此
兩人變成知己。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林青霞
自言該是知道哥哥患上抑鬱的第一
批好友：“有晚，與哥哥、唐唐、
施南生看《紐約風雲》。散場出戲
院，他問好看嗎？我搖搖頭，他搭
在我肩膀的手顫抖得我不敢作聲。
打電話問施南生，哥哥怎解？知道
問題很大，斷定抑鬱病，看了許多
名醫都沒有用……”

“我聽說大陸有一位醫生，用
針灸醫好很多病，希望說服.哥哥他
去試一試。那時香港沙士正盛，把
這事擱置了。”大美人至今仍耿耿

於懷，“除了在夢中，永遠見不到
他了。其實，也不知道那位醫生對
他有沒有幫助。幾乎每一位朋友都
為自己對他的疏忽而懊惱，他是被
大家寵愛的，他也寵愛大家。”

自從十九年前的四月一日張國
榮（哥哥）從香港文華東方酒店一
躍而下，此後每年的四月一日，該
酒店門前都成為了“哥迷”們悼念
偶像的地方。雖然酒店方面從來沒
有鼓勵“哥迷”這些舉動，但亦沒
抗拒。年年如是，相安無事。直至
前日有警員阻止獻花、避免人群聚
集，之後在網上更出現了清潔工人
以手推車將所有花束、包括哥哥照
片等物品運走的照片——這些東西
，顯然都被視作垃圾處理。

當然，很明白警員阻止“哥迷
”獻花，是職責所在，畢竟疫情仍
未受控，警員確實有責任防止人群
聚集，以免發生傳染風險。只是，
在處理手法上如果較為溫和一點，
留給“哥迷”們的印象便不至於是

負面。
例如可以要求“哥迷”逐一上

前獻花後便立即離開，便可以避免
聚集；至於要求清潔工人即時搬走
花束及哥哥的照片之事，更不應在
記者及“哥迷”面前進行，只要如
往常般在入夜後處理即可，起碼便
不會出現令“哥迷”們震驚且傷心
的場面，更不會惹來對已故者不敬
之議論。從而加深市民對香港政府
的不滿。

事實上，不少的“哥迷”組織
鑑於疫情，已連續兩年沒有舉行大
型悼念活動，如“榮之聯盟”連續
兩年都是採用網上悼念活動的方式
安撫“哥迷”，去年的“想您6575
”（6575指哥哥離開了大家的日子
）只是購買物資製作“有心人”生
活用品包向基層長者送暖，及收集
各“哥迷”的網上留言；今年的
“401這麼遠那麼近”則是鼓勵“哥
迷”穿上印有哥哥肖像的T恤拍照
，上傳到指定專頁，並留下送給哥

哥的說話。
其實在連年的疫情下，所有人

都早已感到疲倦，“哥迷”只是想
用一個方法撫慰自己的心靈，又何
必要不留餘地呢？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大家大家 同愛張國榮同愛張國榮 楊楚楓楊楚楓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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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宇辰：好看和演技該相輔相成】

在《我和我的鋼四壁》的美男濾鏡裡，四帥的存在感

堪比偶像明星。邱宇辰調皮地說：「我們事務所公司門口

，放的百分之90都是我們四個人的照片，完全沒有什麼模

型、作品集，人才是重點。」

說是這樣說，邱宇辰在《我和我的鋼四壁》裡頭演起

戲來也懂得放下偶包：「我以前剛開始從歌手轉來當演員

的時候，會希望在鏡頭裡是好看的，但後來可能是年紀漸

長，會喜歡大家討論表演的東西。」當然這不代表演員演

戲要不顧外表：「好看是一種職業道德，你要顧好妝、形

象、美，帥，畢竟要吸引大家看戲，演員就要有商品價值

。好看以後，大家才會看你戲演得怎樣，好看和演技是相

輔相成的。」一語道破演員外在與內功一樣重要的道理。

【管麟為戲瘦肌肌】
管麟在《我和我的鋼四壁》裡飾演一個性壓抑、被過

往生命經驗困住而有恐血強迫症的完美主義設計師蕭聖宇

。管麟喜歡健身，這個一直以來的嗜好，卻讓他在拍戲前

被劇組嫌「太壯」，且因手臂和胸部肌肉都很大，還被拍

戲時的室友宋偉恩調侃他「拍戲時衣服裡面都穿束胸」！

當然沒有束胸。管麟笑著解釋：「因為我在戲裡都是

穿襯衫，手臂實在有點粗，製作單位跟導演就要我減重。

前期有花了一段時間做飲食控制，後來有慢慢瘦下來。戲

拍到後面，我自己認為那是最適合蕭聖宇（老蕭）這個角

色的身材的樣子。」戲裡的蕭聖宇是全公司的設計師擔當

，在逐漸把身材調整成為更符合設計師角色的線條感過程

中，觀眾其實也不用擔心蕭聖宇身材不連戲的問題，因為

但凡有脫上衣戲碼都是「鋼四壁」四人一起脫，很能分散

觀眾的注意力！

【邱宇辰關照劇組不遺餘力、豪邁揮灑表演】
《我和我的鋼四壁》中的胡里安是個情緒來得快去得

也快的富二代，邱宇辰揮灑此角毫不保留：「我在戲裡是

個發球機，要自己狂丟球。演這齣有蠻多的宣洩，導演也

給我很大空間，基本上是想啥講啥，連我日常的口頭禪都

加上去了，根本收斂不了。」在同戲演員的宋偉恩口中，

邱宇辰不是倚老賣老的那種人。且邱宇辰甚至還會在戲裡

和宋偉恩比中二、比幼稚，動能不輸新銳演員。

邱宇辰雖和管麟兩人雖同齡，光是戲齡卻相差 8 年。

加上邱宇辰未成年時就已出道，堪稱是幾位演員的資深前

輩。雖然邱宇辰表示自己並不太會主動跟人家聊自己的經

歷，但這份差可擬為台灣練習生的職涯履歷，確實被劇組

所看重。戲裡玩得爽快之外，邱宇辰坦言戲外也要求自己

表現不能差：「導演有提醒我，私底下要求我，說我畢竟

比較有經驗，所以要主動去注意大家在工作上的需求。我

也有給自己壓力。」

【管麟幕後暖授廚藝與陪伴】

現實生活中，管麟廚藝不俗，這份才華也拿來用在

《我和我的鋼四壁》中，當同劇演員宋偉恩所飾演食評等

級吃貨孫子謙（Money）演下廚戲時，管麟就在旁擔任技術

指導。管麟笑說每回拍攝下廚戲時：「我會偷偷貼到宋偉

恩旁邊，給他一些建議，例如菜要怎麼切 ，先切直的、轉

過來再慢慢刨絲... 」專業到宋偉恩戲稱劇組應該要付給管

麟廚藝指導費！

貢獻長才之外，管麟也嘗試打破自身外型所帶給同事

的冷漠印象，尤其當他發現在《我和我的鋼四壁》戲中飾

演「明星」的邵奕玫（米米）非常想要融入劇組生活時，

管麟便跟著調適自己的應對方式：「我對現實中的米米不

算熟，一開始休息中我們會各自坐在兩處。她就連想要跟

我討論劇本、都會先傳訊息『明天能不能坐你旁邊討論劇

本？』可能是我散發出的距離感。其實她是很享受拍戲的

人，如果今天她的戲拍完了，也不會先走，是很樂意陪劇

組的大家相處的人。後來我也有被她影響，也會這樣做。

」而這當然是有助於熱絡劇組氣氛的舉動。

【表演與本色之間】
演繹外冷內熱「老蕭」一角的管麟，自認悶騷的角色

不難演：「我本身就是悶騷，老蕭的4.5成大概就是我的本

色。」為了拍攝《我和我的鋼四壁》，管麟在 2021 年 2

月開張的料理頻道雖暫停更新，但他有計畫想要重啟：

「開頻道以後，很多人對我廚藝的認識和連結，有超乎我

的想像，會跟我說『喔！我有看你做菜』，那個世界也有

帶給我人生的附加價值。」目前打算讓「鋼四壁」全員在

自己的頻道回歸，至於主廚想和兄弟們一起做什麼料理？

這也值得期待。

拍攝《我和我的鋼四壁》對於邱宇辰而言有點像是

拍紀錄片：「有時候我跟他們相處當下，已經忘記我是

在拍戲，但我覺得那樣的狀態是最好的。就是我在「我

們的世界裡面」享受著《我和我的鋼四壁》的每分每秒

，等於是觀眾來看我們享受生活，不是要表演給你們看

，而是活在當下的每分每秒。是我們四個人的真實生活

紀錄。」

邱宇辰強調自己做什麼事情都可以很走心，不管是運

動場上的在乎輸贏，或是詮釋戲劇角色的沈浸其中，綜藝

和演戲工作都有經歷過、有練過了，邱宇辰也不諱言現在

的彈性來自於一開始的辛苦轉換：「之前拍《鬥魚》很瘋

，有時候我今天是角色、還要演強暴戲，但明天就要當主

持人跟大家玩遊戲，那時會覺得心很累。」歷經高密度工

作的打磨訓練以後，邱宇辰終於找到平衡兩邊工作的方式

：「就是用感受、用周遭環境來幫自己入戲。例如穿上戲

服、看到演戲的對手演員就是角色；進到節目攝影棚、換

上主持人打扮就好好主持。不要再執著自己一定要怎樣，

把靈活度養出來。」

邱宇辰甩偶包、管麟秀肌肉
《我和我的鋼四壁》詮釋富二代

即將在 4 月 22 日迎來大結局的衛視中文台原創台劇《我和我的鋼四壁》，劇情進展到各組 CP 感情狀況檯面化，有人修成正果
、有人還需再推一把。其中邱宇辰所飾演的富二代 aka 性情中人胡里安，與管麟所飾演的王牌設計師 「淡定老蕭」 ，可謂是 The Iron
Four 中活性最高、以及最沈穩的二個人。

作為一個大家庭基地一般的「鋼四壁室

內設計公司」，為了照顧父母雙亡的明家三

姐弟，可說是每個未婚年輕男人都有「育兒

經」可聊。戲外，管麟和邱宇辰自然也都有

與童星演員對戲的良方。

管麟曾因拍攝廣告與小孩和狗狗對戲而

深知小孩和動物不容易對付，幸好在《廢財

闖天關》與當時七歲的小女孩演員陳品嫙合

作拍戲後，對小孩改觀。管麟回憶初初開拍

《我和我的鋼四壁》時與六歲的童星演員陳

玄燁（明亮）磨合的過程：「第一天開拍，

我跟善存和亮亮演戲，導演知道我拍過《廢

財》，有提醒我可以順便處理一下小孩。現

在我已經知道幾個制伏小孩的方式，例如和

亮亮比賽『先講話就輸了』的遊戲，或者是

玩『對台詞』的遊戲，透過玩遊戲、讓他在

之中找到樂趣。」

提到亮亮，邱宇辰接著說：「但我覺得

亮亮是個非常聰明的小孩，是天才型演員。

他很早熟又聰明，雖然只有六歲，可是我覺

得他智商有16歲吧，其實你講任何話他都

聽得懂。」而每當看到童星演員要開始要失

控的時候，邱宇辰就用激將法：「我會突然

跟他說『我覺得你今天表現還好...我覺得你

今天：0分！』直接這樣講，把他當大人，

他下一刻會知道、會反省今天的表現，然後

他會開始認真（演戲）！下一顆（鏡頭）就

能拍好了。不能把他當小孩看，但他確實又

是小孩，所以你要用跟男生朋友一樣的相處

方式，不是罵他，反而調侃他、他會接受。

」

私下養狗好一陣子了的邱宇辰，甚至認

為小孩和毛小孩之間沒有太大的差別。談到

和小動物與小孩互動這題，邱宇辰竟有身為

爸爸的天使光環跑出來：「他們來到你面前

，就是要給你修的，就是要訓練人的耐心跟

責任，情緒、脾氣都要壓下來，小孩和狗都

是，要慢慢去互動。當然有時候理智線會斷

掉，就先離開。」

面對到毛小孩或小孩惹毛自己之後，邱

宇辰的處置方式仍有微妙的不同：「反正狗

就是不能罵，你忽略牠就好。至於屁孩？有

時他們就是尋求關注，那就故意不關注他。

有些屁孩抽煙、打架就是自以為帥，但如果

他發現做了這些事以後，沒人理他，也就無

以為繼了。」

衛視中文台原創台劇《我和我的鋼四壁

》每週一至週五晚上九點全台首播， 4 月

22 日大結局。

與小孩、毛小孩
相處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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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正好的日子里，如果暂时无法出远门

，就先在城市周边旅行吧！得益于越来越便利

的交通，如今成都周边的山山水水、大小城镇

都能轻松抵达，当天往返不成问题，若时间有

余，住上一晚更能感受当地风情。

3月至4月，春暖花开，喝茶赏花、近郊

踏青是此时最热门的活动。那么，就跟着当地

人走吧！追随LP《成都》IN指南的推荐，去

成都周边的小众宝地打卡赏春，纵情享受城市

美妙和自然风光~

成都周边便是四川盆地的外围，俗称“川

西坝子”，这片区域风光无限，美景高密度呈

现。山与水狭路相逢后，形成数个天然氧吧，

依托高铁、动车、长途大巴等交通工具，不出

2小时，便能带你出城去洗肺。

4000年前，古蜀文明已在此生根发芽，三

国时诸葛亮在这里兴修水利，今日之富饶早有

先人为其铺垫。

陈家桅杆即寿安陈氏宗祠，该大院始建于

清朝乾隆年间，同治年间又进行扩建。陈家桅

杆是典型的川西民居，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川

西祠堂建筑群，分成宗祠、住宅、园林三部分

。

在温江客运中心坐204路公交到陈家桅杆

站下，下车后前行百米，右手边第一个巷子进

去走到底便是。如果算上从成都一路过来所花

费的时间，单程便需2.5～3小时，虽路途遥远

，但低调的它值得你专程而来，尽量早出发，

上午的光线适合摄影。

对于泰迪熊迷来说，这是个童叟皆宜的地

方。博物馆里有大大小小1000多个泰迪熊，

你还会发现泰迪熊的诞生原来还与罗斯福总统

有点关系。

再欣赏下泰迪熊版的清明上河图、西游记

、三国演义及世界七大奇迹，而当泰迪熊化身

为鱼美人、维纳斯、大卫等童话或艺术形象时

，甚是诙谐。博物馆会在闭馆前1小时停止售

票。成都百花中心站有班车发往泰迪熊博物馆

。

郫县位于成都西北面，离成都不远，动车

、地铁、公交都能到达。如今以豆瓣出名的郫

县曾是古蜀国的都邑，2700多年前，望帝杜宇

教民务农，丛帝开明是都江堰水利治理的先行

者，至今每年端午都有赛歌会纪念他们。

这是一座私人博物馆，建于 2000 年，

“鹿野苑”是佛陀释迦牟尼觉悟成佛后初次向

弟子说法的地方，博物馆以此命名预示着馆藏

主题与佛教相关。

馆主专注于南方丝绸之路范围内的佛教石

刻艺术品，陈列了200余件汉代至唐宋的石刻

造像，镇馆之宝是唐贞观年间一块释迦说法造

像碑，以及几尊精妙的五代时期菩萨造像。不

同于大多数寺庙所看到千篇一律、正襟危坐的

佛像，这里陈列的单体佛像有着各种姿态，你

会发现佛也可以很俏皮很妖娆。

该馆由设计师刘家琨操刀，不输于展品的

是设计和布展。开放参观的两个殿是十方殿和

三世殿。十方殿的入口设在高处，要穿过一条

引桥才能到达，参观顺序自上而下，室内无任

何照明，全靠各种缝隙光、天光和壁面反射光

，各种细节都旨在让参观者有置身石窟中的感

觉。

设计师还把都江堰的活水引入馆中， 形

成循环，调节温湿度，环保的同时极富视觉感

染力。

从郫县客运站或高铁站坐361路公交车到

新民场外街北站下，前行第一个路口右转，大

概需要走20分钟。从成都一路过来得花上2小

时，但遗世独立于乡村田园中的它，还是会令

喜欢佛教和艺术的人大叹不虚此行。

平时籍籍无名的新津县，一到开春，便率

先褪去冬装，以漫山梨花唤醒整个成都平原的

精气神。

坐落在新津县西南7.5公里九莲山麓的新

津观音寺，在四川和成都的旅游市场并不火热

，但在中国建筑史、佛教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

的地位。史学大师顾颉刚曾赞叹其有古建、壁

画、雕塑三绝，《梁思成全集》第三卷中也提

到过这里，2001年观音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毗卢殿内的明代壁画堪称古典艺术中的稀

世之宝。被誉为“镇寺之宝”的是进殿内右手

边最后一幅清净慧菩萨壁画，其线条的勾勒和

供养人像都堪称一绝。欣赏壁画你需要带上手

电，因为殿内光线非常暗。

观音殿的看点是明代塑像，包括46尊神

态各异的罗汉。殿的背面是正面三位菩萨所在

地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的全景浮雕，尤以

普陀山飘海观音泥塑堪称神奇，该像高2.48米

，悬塑于空中，仅靠足踩的鳌头与后壁相连。

观音寺以北约6公里还有一座知美术馆

（www.zhiart museum.com，周一和周二闭馆）

，常有前卫的展览，日本建筑大师隈研吾设计

的建筑也值得一看。

每年3月，“千树万树梨花开”在观音寺

附近的梨花溪准时上演，粉白色花絮漫天飞舞

，揭开春的序幕，这也是新津国际梨花节举办

的时间。梨园内有很多吃河鲜的农家乐，同样

是梨花开满青堂瓦舍。

成都也有雪山，离市区不过50公里，在

长途大巴上眯上一小会儿，便到了雪山脚下。

沿途穿越着一片片绿色雨林，这般美景，川藏

线上你几时见过？

别对“雪山”两个字眼太较真，你会愿意

赐予它一个感叹号。雪山向来缺氧，这里却是

天然氧吧，春赏杜鹃夏避暑，秋赏枫红冬滑雪

。

在四川的多座名山中，西岭雪山在户外界

颇不受重视，不过却备受成都本地人青睐，尤

其是自2014年实施4～11月免门票政策后，每

逢周末，有玩户外的年轻人带着帐篷、防潮垫

等“全副武装”而来，也有窈窕女子结伴来拍

“艺术照”。

3月底冰雪消融，4月杜鹃盛开，正是投

身自然，春游赏花的好时节。爬完雪山，还可

以顺路去雪山脚下的花水湾一游。

这是一个全新的仿北欧式度假小镇，以温

泉出名，在青山绿水环绕中有着齐刷刷漂亮的

欧式尖顶小别墅，时不时会有匹白马嗒嗒地从

你身边走过。花水湾还荣获过联合国人居奖

（中国）优秀范例奖。

邛崃号称巴蜀四大古城之一（另外三个是

：益州，即成都；巴郡，即重庆；鹃城，即郫

县），也是南方丝绸之路西出成都的第一站，

西汉才女卓文君的故乡。

很难想到，在距离成都一个多小时车程的

邛崃，竟然有一片保存完好且规模相当的石刻

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邛崃石窟”

包括花置寺、磐陀寺和石笋山三处摩崖造像，

构图繁复，造像丰满且面相端庄，堪称中晚唐

时期四川石窟艺术之精华。

三处造像均在邛崃市区西北，由近及远可

以依次参观磐陀寺、花置寺（竹溪湖景区内）

和石笋山，单程约1.5小时。不过没有公共交

通直达，最好自驾或包车。

宝光寺相传始建于东汉，唐代位列长江流

域佛教“四大丛林”之首，是中国唯一保存了

早期佛寺“寺塔一体，塔踞中心”布局的寺院

。明末毁于战火，清康熙年间重建。寺如其名

，藏宝众多，光芒四射，尤以两颗释迦牟尼舍

利最为珍贵。

穿过天王殿，就是寺内标志性建筑、号称

“东方斜塔”的舍利塔。高约30米，是典型

的密檐式十三级四面塔。东侧的罗汉堂是寺内

另一处不容错过的地方，建于1851年，是我

国现存四大罗汉堂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泥

塑罗汉堂。

数罗汉是到访宝光寺必做之事，你可以从

任意一尊罗汉开始，按照男左女右的方向开始

数，数到自己的年龄数（虚岁）时，记住眼前

罗汉编号，出殿后花10元便可得到一张揭示

运势的罗汉卡。

宝光寺殿后还有很大的园林，适合散步闲

逛。寺中有茶社可以喝茶小憩，这里的素餐也

颇有名，每天中午供应，有40道菜供你选择

，虽食材全素，道道精致，足能以假乱真地做

出各种味道。

新都区除了宝光寺，还有川西园林的代表

作桂湖公园，这里原是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的

旧居，基本保存了清朝道光年间的建筑和格局

。4月底紫藤盛放，枝蔓交缠，形成一座全国

罕见的百米紫藤长廊，煞是好看。

宝光寺位于成都市区东北18公里处，可

在北门汽车站内乘650路公交到新都钟楼客运

站，再换乘4路、8路可到宝光寺，4路车也到

桂湖公园，注意司机有时会跳站不停，要把目

的地告诉他，也可坐三轮车前往。

龙桥黑熊救护中心是由亚洲动物基金设立

的“保护月熊”非营利性组织，该基金会通过

开展一系列有效可行的保护项目，以达到终止

虐待动物、建立人与动物互相尊重的目的。龙

桥黑熊救护中心创办于2000年，为被取胆的

月熊提供救助、治疗和庇护的场所，被救助的

月熊在接近自然环境的熊区和兽舍中接受康复

训练。

参观内容包括教育室、鲁伯特之家、熊区

、食物准备间、黑熊纪念园等部分。你能在此

了解到养熊业给黑熊带来的伤害，近距离观察

康复中的黑熊生活；了解月熊小百科和参观与

月熊相关的玩具设施等；还可以了解到和熊胆

具有相似疗效的中草药。

这里有别于一般公园，每月只有两个周六

是面向公众的开放日，具体时间可在龙桥黑熊

救护中心的网站上查询，如希望前往参观，需

提前1个月电话预约。注意：该救护中心不接

受6岁以下的小朋友参观。开放日的参观时间

也是固定的，每次最多接待40人，会有工作

人员带领参观，并提供免费讲解。

虽然普通话在成都通用，但模仿当地人口

音，学几句简单的成都话和成都人爱用的词，

会让你更接地气。

· 发音窍门很容易掌握：多用第三声，尾

音拖长一点，把“æ”音发成扁元音，将“zh

、ch、sh”发音成“z、c、s”。难以说清

“四”“十”的时候，加上手指头比划准没错

。

· 词组方面，比较高频的包括“摆龙门阵”

，这指的是聊天，动词一定要用“摆”；“耍”

，就是玩，玩开心了那就是“耍巴适”了，要是

特别开心，就要说一句“巴适得板”。

· 询问“什么”可以说“撒子”；当别

人说对不起时，就笑着回一句“不存在”。

如果当地人给你指路“抵拢倒拐”，那就直

走到底再转弯。还可以适时加上“嗦、哦、

嘛、哈、噻”等句末语气词，绝对起到点睛

之笔的功效。

在无人不爱的“网红”之都
也能躲开人潮，寻觅赏春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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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黃梅子）你有因為長相而被誤會
年齡嗎？當你自認為顯得很年輕，但被人自動升
級成“大媽”的時候，你心頭的怒火是否在熊熊
燃燒？也許你臉上皺紋不多，但松垂的中下面部
和雙下巴卻告訴了別人你年齡的秘密。我們可以
留意到，身邊年輕的姑娘們都擁有清晰的下頜線
和緊實的臉部輪廓。
有些愛美的小姐姐因為咬肌大去註射瘦臉針，忽
略了下頜線的問題，導致瘦臉卻出現了羊腮，反
而顯得老。
這都是因為下頜線的原因，你知道嗎？其實下頜
線才是年齡的分界線！
什麽是下頜線？

下頜線其實就是從耳垂到下巴的側臉線條，
也有人把這道線以一代經典美人奧黛麗赫本為名
，叫做赫本線。赫本的下頜線真的非常的清晰，
整張臉看起來真的很精致，完全沒有一點多余的
脂肪。

前一陣，因為發胖而有點羊腮罵到熱搜的劉
亦菲是一個典型，大家可以看到發腮後的劉亦菲
因為下頜緣的不清晰，導致整個人都顯得年長了
很多歲。那麽，一條清晰、形狀圓潤、與臉型適
合的下頜線應該怎麽打造呢？首先我們就是要消
除雙下巴！形成雙下巴有兩種原因，一種是胖出
了肥厚的雙下巴，從側面看臉和脖子都連在一起
，沒有明顯的分界線。還有一種是老出了雙下巴
，隨著我們年齡的增大，膠原蛋白也會隨著慢慢
的流失，從而出現肌肉下垂松弛等現象的發生，
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下頜線，導致下頜線變得不
那麽的清晰。

除了雙下巴，有些人還有羊腮。羊腮有兩種
形成原因，一種是因為註射瘦臉針，因為肉毒劑
量太大而導致咬肌過度萎縮，而出現羊腮，臉小
了但反而顯得老了；還有一種是因為衰老，臉部
肌肉松弛下垂得厲害，而出現羊腮。
雙下巴和羊腮是下頜線的殺手，你知道嗎？

其實下頜線才是年齡的分界線！

想要立竿見影地消除雙下巴，最快的辦法有
兩種：手術吸脂和打溶脂針。手術吸脂去雙下巴
是效果最快的辦法，但是要動刀子住院，而且還
有創口，沒有十天半個月的不能出門見人。所以
很多人選擇註射溶脂針，既見效快又沒有創傷恢
復期。

而羊腮呢，可以用拉皮手術、線雕或者溶脂
針來解決，無疑溶脂針是最快最經濟也是最安全
的辦法。

2015年4月 29日，美國FDA批準了全球首個
“雙下巴”溶脂針Kybella（ATX-101），用於中
度至重度“雙下巴”成人，該針劑是用於消除多
余頦下脂肪（雙下巴）的首個也是唯一一個非手
術治療產品。ATX-101 是一種人造的脫氧膽酸
（deoxycholic acid），這是人體內天然存在的一
種物質，幫助分解脂肪。

溶脂針瘦臉是否會反彈？據研究，溶脂針減
的是脂肪不是水分，相對來說不容易反彈。溶脂
針瘦臉技術對註射醫師的技能要求比較高，多打
一點會塌陷，少打一點則看不出效果。奧斯丁
NeoSoma專業醫美是美國政府註冊的專業醫美，
註射師是在美國正規持牌醫生（M.D.）或正規持
牌護士（R.N.），藥品都是FDA認證安全有效的
針劑，安全和資質有保證。尤其是註射師王老師
從事醫療工作多年，並且積累了豐富的亞洲客人
臨床經驗，熟悉亞洲客人的審美喜好，對劑量把
控嚴格精準。她技術嫻熟，對於童顏針的施打已

達爐火純青的水平，做過的客人都贊不絕口。
王老師介紹說，打針過程也就幾分鐘吧，一周之
內就能看到很明顯的效果，雙下巴和羊腮幾天內
就會消減很多，效果的顯著程度是因人而異的，
有的人打一次溶脂針效果就很明顯，但是有的人
就需要多次註射以後才會有比較明顯的效果。除
此之外，打完溶脂針以後自身對手術部位的護理
也會影響到溶脂針見效的速度與效果的好壞。溶
脂針可以打面部，也可以打在腰腹和腿上，溶脂
針是目前非手術局部減肥較為安全、有效的方法
，猶其適合於小面積局部減肥，比如雙下巴、羊
腮等面部，也特別適合腰、腹、大腿等部位處積
累的“頑固”脂肪。

溶脂針的效果好不好？
據臨床研究表明，溶脂針的溶解脂肪率大約

在30%左右，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數字改變的是脂
肪細胞的體積而非數量。所以註射溶脂針並不是
一勞永逸的事情，要想保持好身材還需要配合健
康合理的飲食習慣和運動計劃。
溶脂針和傳統手術吸脂的區別？

哪些人不能打溶脂針？
1.過敏體質者慎用。

2.女性經期、哺乳期、妊娠期及計劃妊娠者禁用
。

3.已知對於註射藥物容易過敏的的患者和皮
膚潰爛發炎者。

4.長期或正在服用抗凝藥物、擴血管藥 、
皮質類激素等藥物的求美者。
5.有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凝血功能異常、重
要臟器功能受損者的求美者。

溶脂針的副作用？
1、頭暈。這是在註射溶脂針過程中普通出

現的現象，因為多數溶脂針裏面的成分有類似
“咖啡因”的成分，受術者會出現輕微頭暈現象
，24小時後會有所緩解。

2、註射部位腫脹。幾乎每個註射溶脂針的
人都會出現註射部位腫脹，這是由藥物的刺激作
用引起的，一般24小時即可消除。

3、瘀青。註射溶脂針采用多點、小部位註
射，如果專家技術不當容易產生淤青。

4、疼痛。疼痛感跟個人耐受程度有關。
註射溶脂針要註意什麽？
1、溶脂針註射後24小時內面部不要碰水，

不要使用化妝品，不能劇烈運動;
2、註射後一周內禁止吸煙喝酒，不吃刺激

性食品、辣椒、海鮮等，不吃多脂多糖的食物，
要多運動增強體質;

3、註射後72小時不能在註射部位和註射周
邊部位塗抹外用藥物 ，避免讓患處接觸其他刺激
性物品。

女人如花需要呵護！溶脂針快速消除雙下巴
和羊腮，奧斯丁NeoSoma專業醫美幫您養成側
顏殺！
奧斯丁NeoSoma專業醫美
地址：13091 Pong Springs Rd, suite 240, Austin,
TX78729
王老師手機：469-210-1113

溶脂針快速消除雙下巴溶脂針快速消除雙下巴和羊腮和羊腮
奧斯丁奧斯丁NeoSomaNeoSoma專業醫美幫您養成側顏殺專業醫美幫您養成側顏殺

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於上周六舉行黨員大會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於上周六舉行黨員大會
並頒發晉齡黨員獎狀及獎章並頒發晉齡黨員獎狀及獎章，，黨員心得分享黨員心得分享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
（（左左 ））頒發銀質獎章及晉齡獎狀頒發銀質獎章及晉齡獎狀
給入黨五十年鄭長祥給入黨五十年鄭長祥（（右右 ）。）。

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左左
））頒發金質獎章及晉齡獎狀給入黨頒發金質獎章及晉齡獎狀給入黨

六十年胡立德六十年胡立德（（右右 ）。）。

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中中））
頒發入黨六十年金質獎章及晉齡獎狀頒發入黨六十年金質獎章及晉齡獎狀
給李達曾給李達曾（（左左）、）、黃泰生黃泰生（（右右）。）。

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左左 ））
頒發入黨五十年銀質獎章及晉齡獎狀頒發入黨五十年銀質獎章及晉齡獎狀

給黃膺超給黃膺超。。

國民黨美南支部常委甘幼蘋國民黨美南支部常委甘幼蘋（（左左 ））
頒發榮譽狀給方海妮頒發榮譽狀給方海妮（（右右 ）。）。

黃泰生頒發獎狀給甘幼蘋黃泰生頒發獎狀給甘幼蘋，，祝賀祝賀
她當選國民黨第二十屆中央評議她當選國民黨第二十屆中央評議

委員委員。。

主辦人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主辦人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
心琴心琴（（左立者左立者 ））與辦理報到的義與辦理報到的義
工合影工合影（（右起右起 ））國民黨美南支部國民黨美南支部
常委甘幼蘋常委甘幼蘋、、王秀姿王秀姿、、張錦娟張錦娟、、

陳素樸陳素樸、、郭蓓麗郭蓓麗。。

年會開始年會開始，，全體起立全體起立，，唱黨歌唱黨歌。。

出席的黨員在黨員大會上合影出席的黨員在黨員大會上合影。。

黨代表陳煥澤黨代表陳煥澤（（右立者右立者））報告成立報告成立
「「孫文學校龍舟隊孫文學校龍舟隊」」 事宜事宜。。

前中華民國駐休士頓外交官朱約翰同前中華民國駐休士頓外交官朱約翰同
志坦言直諫志坦言直諫，，他說他說：：國民黨這國民黨這 「「百年百年

老店老店」」 不能讓無能之輩搞壞不能讓無能之輩搞壞！！

圖為在場的黨員在陳煥澤製造的龍舟道具招牌合影圖為在場的黨員在陳煥澤製造的龍舟道具招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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