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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t-up demand prompts European travel
recovery as COVID curbs ease
LONDON/DUBLIN May 6 (Reuters) - European airlines and hotel chains are seeing bookings
recover to levels barely seen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led by demand for
shorter trips, although long-distance travel remains on the ropes.
The pandemic led to international travel virtually shutting down as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curbed entry. However, the easing of
curbs and bottled-up travel demand have led to
an abrupt upswing in short- and medium-haul
trips.

Passengers
queue for
airport checkin ahead of
the Easter
Bank Holiday
weekend, at
Heathrow
Airport, in
London, Britain, April 14,
2022. REUTERS/Hannah
McKay

Report ad
“There is a lot of pent-up demand. People want
to see their families and travel again,” said Phil
Seymour, president of IBA Group, a UK-based
consultancy and aircraft valuation firm.
That echoes soaring domestic dem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ig overlay is that air travel demand is
back and it is back in a massive way,” Sean
Egan, Chief Executive of the Egan-Jones
Ratings Company, told the Airfinance Journal
conference.
Report ad
Challenges remain in the form of rising costs and
staff shortages causing flights to be cancelled.
Some airlines have promised more than they can
deliver this summer, delegates warned. Even so,
airlines expect a return to profitability.
British Airways-owner IAG (ICAG.L) expects to
be profitable from the second quarter onwards and
for the year as a whole, it said on Friday. That’s
despite having to cut capacity in the first quarter
to avoid disruptions. read more

be close to full capacity by the third
quarter, it said, though analysts say that
contrasts with a bleak picture on most
long-haul routes.
“We are finally seeing genuine shoots of
progress, with profits expected to sprout
from next quarter,” said Sophie LundYates, lead equity analyst at Hargreaves
Lansdown.
IAG’s bullish outlook followed similar
guidance from other European airlines.

Report ad
“Premium leisure continues to be the strongest
performing segment and business travel is at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said
IAG Chief Executive Luis Gallego.

Germany’s Lufthansa (LHAG.DE) is
looking to return to an operating profit
this quarter as demand for travel rises
with the easing of COVID-19 curbs, it
said on Thursday. read more

IAG, which also owns Iberia, Vueling and Aer
Lingus, said the easing of UK travel restrictions
especially had improved demand. It saw “no noticeable impact” from the Ukraine conflict.

Air France-KLM (AIRF.PA) has seen a
recovery in ticket sales and strong summer bookings, it said on Thursday. read
more

IAG forecasts passenger capacity to be around
80% of 2019 levels in the second quarter, rising to
90% by the fourth.

Travellers are still wary on most
long-distance journeys as COVID
concerns linger and U.S. visitors remain
cautious about planning trips to Europe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Flights betwee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will

Hotel operators are also seeing
demand pick up.
Holiday Inn owner IHG (IHG.L)
said on Friday that pent-up demand
and more hotel stays during the
U.S. Spring Break lifted occupancy
rates and prices.
“Our hotels are seeing increased
pricing power,” said IHG Chief
Executive Keith Barr.
U.S. rival Marriott International
(MAR.O) said on Wednesday it
expects a key revenue metric for its
U.S. and Canadian markets to hit
pre-pandemic levels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read more
Another illustration of rising demand came on Friday from Amadeus (AMA.MC), the Spanish firm
that operates the world’s largest
travel booking system. It processed
almost 92 million bookings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Financiers meeting in Dublin,
home to the aircraft leasing market,
cheered surging demand after they

themselves
were forced to reduce their annual
gatherings at which an influx of new
money has for years been driving the
growth of airline capacity.
But a tide of new worries from inflation to rising interest rates, environmental pressure and conflict on
Europe’s border mean the shape of the
recovery is anything but certain.
“Inflation is more of a concern for us
because it will impact demand from
passengers,” Christine Rovelli, Finnair’s (FIA1S.HE) senior vice-president for finance and fleet management,
told the Dublin conference.
Inflation pushes up ticket prices but
higher consumer savings are bearing
at least part of the bookings. How
much that affects confidence is one of
the things airlines are debating.
“I would say the demand backdrop is
incredibly robust,” American Airlines
(AAL.O) Vice-President and Treasurer
Meghan Montana told the same event.

“Do
consumers
change
their
preferences in
spending?
We’re
not seeing any
evidence
of that
right
now. ... We’ll see how that plays out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quarters,” s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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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
Mother
’s Day Commemorates
The Loving Mom
producer and try to tell
her story. But I just a
member of the staff
and I really couldn’t
help. I always
apologized to her with
a smile.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Mother’s love is like a
spring breeze blowing
over our hearts. Mother
gave everyone hope
and infinite power - the
seedling of life. Only in
the world of maternal
love can one become
peaceful and beautiful.
On the eve of Mother’
s Day, I returned to
Richardson, Texas,
and passed by the old
house where my mom
use to live. Although

she has been away for
many years, the past
really came to my mind.
When my mom was
young, she once led us
through the mountains
through the primitive
forest and took her
three kids to find her
husband in Burma.
Many years later, I was
working at the radio
station and every time
she came to my office
she wanted to meet the

Finally, mom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joined the family in
Richardson, Texas.
Her children
surrounded her at her
knees. These were the
happiest and quietest
days of her life. Mom
became one of the
most loyal readers of
our newspaper. We
published in the Dallas
area and her bedroom
was full of newspaper
clippings on the wall.
About fifteen years ago
my friends and I went
to Dallas to find a
location for a bank. My
mother warmly
welcomed us all with a

full table of Yunnan
cuisine. All of us really
enjoyed it.
Today we came back
to Dallas again. Our
goal is still the same.
We are looking for
more financial service
businesses in the area.
Mom has been gone

for many years, but I
still remember and can
still hear her playing
the flute and the music
organ.
On the eve of Mother’
s Day our dear mom,
you are still a huge
flame illuminating our
road and still giving us
all hope.

Editor’s Choice
A Muslim woman with a child
leaves after offering prayers
during Jumat-ul-Vida or the
last Friday of the holy fasting
month of Ramadan, at Jama
Masjid in the old quarters of
Delhi, India, April 29. REUTERS/Anushree Fadnavis

Kim Kardashian and Pete Davidson arrive at the In America: An Anthology
of Fashion themed Met Gala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n New York
City, May 2. REUTERS/Andrew Kelly

People feed seagulls from a boat at Yamuna river, on a smoggy morning in New Delhi, India
November 18. REUTERS/Navesh Chitrakar

People sleep on the Yamuna river bed under a bridge on a hot summer day in New Delhi, India,
May 2. REUTERS/Adnan Abidi

Vira Pylypenko, 65, mourns
her son Sergii Pylypenko, 36,
a territorial defence member,
who according to his family was
killed by Russian soldiers along
with his friend while driving
to Bucha, as relatives arrive to
attend his funeral ceremony
outside...MORE

People take a selfie in front
of the Grogu “Baby Yoda”
balloon as it is inflated
the day before the Macy’s
Thanksgiving Day Parade
in Manhattan, New York,
November 24. REUTERS/
Carlo Alleg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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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Is America ‘OUT Of
The Pandemic Phas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cautioned this data does not mean those Americans
have immunity against the virus because of their prior
infections.

Dr. Anthony Fauci,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top medical advisor,and one of
the most vocal proponents of Covid measures such as mask and vaccine mandates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said during a
PBS broadcast last week that the country is
out of the ‘pandemic phase.’

*Fauci confirms Covid-19 infections are
‘at a low level’ but people should still get
‘intermittently’ vaccinate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top medical advisor made the incredible claim in
a PBS interview yesterday
*He told PBS: ‘We are certainly, in this
country, out of the pandemic phase’ - a
monumental declaration
*He insisted however that vaccinations
would have to continue long-term, perhaps on a yearly basis
*But despite telling PBS the ‘pandemic is over in the US’, the chief medical
advisor has still not yet given an official
announcemen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DrAnthony Fauci has declared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out of the pandemic phase’ of Covid-19 as cases and
hospitalizations plummet. President Biden’s top medical
advisor, who continually lobbied for strict mask and vaccine measures for the last two years, said ‘we are at a low
level right now’.
But he warned the virus cannot be stamped out completely and long-term vaccination programs may need
to continue on a yearly basis. Fauci, whose comments
were buried at the end of an interview with PBS’s NewsHour on Tuesday, caused some confusion by saying
that “the ‘pandemic phase’was over at home, but it’s still
ongoing globally.’”
Health experts questioned his claim, pointing out he
appeared to have bungled his choice of words and
should only have said ‘US is in a phase of lower hospitalization rate’.
It comes as mask mandates have been lifted in most
areas across the country as the US averages 54,840
infections per day - just six per cent of the virus’s peak
of 800,000 daily cases in mid-January.
Meanwhile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aid Tuesday nearly 60 per cent of Americans have been infected with Covid. But official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top medical advisor
Dr. Anthony Fauci has declared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out of the pandemic phase’ of Covid-19,
as cases and hospitaliz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disease remain low
Fauci said last week: ‘We are certainly right now in
this country out of the pandemic phase. Namely, we
don’t have 900,000 new infections a day and tens
and tens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hospitalizations
and thousands of deaths. We are at a low level right
now. So, if you’re saying, are we out of the pandemic
phase in this country, we are. What we hope to do, I
don’t believe — and I have spoken about this widely
— we’re not going to eradicate this virus. If we can
keep that level very low, and intermittently vaccinate
people — and I don’t know how often that would
have to be.
‘That might be every year, that might be longer, in
order to keep that level low. But, right now, we are
not in the pandemic phase in this country. Pandemic
means a wide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infection
that spreads rapidly among people. So, if you look at
the global situation, there’s no doubt this pandemic is
still ongoing.’
But health experts pointed out he was adding to confusion over the term pandemic, adding he should
have said the ‘US is in a phase of lower hospitalization rate’.
Dr Louise Ivers, a professor of global health and social medicin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wrote on Twitter: ‘There is a pandemic.
‘US is in a phase of lower hospitalization rate with
substantial undercounted mild-mod infections. Not
out of the pandemic.’
Covid restrictions have been lifted almost everywhere in America. One of the few existing mandates
left is in New York City, where residents are still required to wear masks on the subway, public busses
and at the airport. Masks are also required on public
transit in Los Angeles. Philadelphia brought back its
mask order for four days last week before almost immediately lifting them again.
Children And Teenagers Fight Covid
With Antibodies
Children under five years of age in the NewYork City
public school system are still subject to ‘close-contact
restrictions’ including mask wearing, a bizarre break
from the rest of the city where there is no indoor mask
mandate even as medical experts and virologists
widely agree that the risk of children becoming seri-

ously ill or dying from Covid is extremely low. While
children are less likely than adults to be hospitalized
or to die from Covid, the CDC reported on Tuesday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475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five have died from the disease. There is still no
vaccine for this age group meaning the pandemic
won’t be over until it becomes available, which could
be several more months.
‘Young children who are unable to mask and cannot
yet be vaccinated have been at higher risk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and they remain at higher risk now,’
CNN Medical Analyst Dr. Leana Wen told the network. ‘Try to limit their time in these settings and look
for ways to improve ventila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nationwide mask order for
public transit, commercial flights and transportation
centers was dismissed by a federal judge earlier this
month.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lso revised its face-covering
guidance in February, recommending that indoor
masking only remain for communities thought to be
at high risk for Covid, and mask mandates at large
public gatherings such as sporting events are no longer in force.
There has been a sharp reduction in Covid-related
fatalities in the US since January, partially due to
rising population immunity, but also because newer
variants of the virus are intrinsically less severe than
those that preceded them.
Daily Covid deaths in
America are continuing a
rapid fall in America, dropping another 14 percent
over the past week to 363
per day.
Fauci meanwhile has doubled down on his personal
policy of mask wearing and general isolation in spite
of his comments to PBS last week, declining an invitation to the prestigious 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s
Association (WHCA) Dinner this Saturday ‘because
of my individual assessment of my personal risk.’
The medical adviser, 81, had been invited to attend
as a guest of ABC News and had planned on going,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old CNN, but he decided to abandon the plans for fears the dinner could
become a ‘super-spreader event’.
Yet, President Joe Biden, 79, and his wife, Dr. Jill
Biden are both planning to attend the dinner on Saturday.
This year’s dinner has a vaccine requirement and
every guest must show proof of a negative Covid
test taken the day of the event to attend. Washington, D.C., lifted its mask mandate for many indoor
public venues in February. The WHCA dinners are
a time-honored tradition and are seen as a chance
for politicians, celebrities and media types alike to let
their hair down in a notoriously serious town.
Past performers have included Bob Hope, Frank
Sinatra and Barbra Streisand, and since the 1980s, comedians have provided entertainment, making gentle
and not-so-gentle fun, or ‘roasting,’the centerpiece of
the dinner.

Earlier this week,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57,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 The vice president, who
is fully-vaccinated and double boosted, is taking
antiviral Covid medication despite earlier claiming
she has ‘no symptoms.’ She has not been in recent
contact with the president or first lady due to recent
travel schedules, her press secretary Kirsten Allen
said Tuesday.
Roughly seven hours after the initial update, however, Allen followed up to say Harris had begun a regiment of Pfizer’s Paxlovid.
`It’s a pill designed to keep high-risk Covid patients
out of the hospital, reducing their risk of serious illness
by as much as 90 percent.
Developing a more severe case of Covid is more likely in people 50 and over. Harris is 57.
‘Today,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her physicians, the
Vice President was prescribed and has taken Paxlovid,’ the press secretary stated close to 8 p.m. on
Tuesday.
If she completes the full therapy Harris will have
to take a regiment of three pills twice a day for five
days. Harris tweeted Tuesday afternoon that she was
‘grateful to be both vaccinated and boosted.’
Earlier this month, 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Vanity Fair revealed that Fauci silenced any discussion about Covid being caused by a lab leak - and
not through animal-to-human transmission - after
helping a controversial scientist get millions in federal
funding to study bats.

Analyzing more than 100,000 leaked documents,
the magazine claimed that Fauci’s approval of Peter Daszak helped his nonprofit, EcoHealth Alliance, an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shielding society
from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to develop the
Covid-19 virus in a laboratory in Wuhan,China.
They also claim researchers associated with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including Daszak, tried to
hide evidence about the pandemic’s early spread as
lab leak hypotheses began to emerge.
While the report is not conclusive in how the pandemic was started, the magazine provides evidence
that Daszak was aware the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his organization conducted was ‘risky’and that he neglected to provide transparency about his projects to
the U.S. government, as promised.
The magazine - which reviewed more than 100,000
internal EcoHealth documents predating the pandemic, interviewed five former staff members and
spoke to 33 other sources - said the organization’s
paper trail doesn’t specifically state where Covid
came from.
However, it did show how the nonprofit operated
under ‘murky grant agreements, flimsy oversight,
and the pursuit of government funds for scientific
advancement, in part by pitching research of steeply
escalating risk.’
Some allege that Fauci, whose agency in 2014 issued
a $3.7million grant to EcoHealth Alliance, 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pandemic spread by providing
funds that were used to support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at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WIV).
EcoHealth issued WIV nearly $600,000 in subawards before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suspended the grant in July 2020 - months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 due its controversial work.

Raging about opponents like ‘communist Democrats’ and ‘establishment RINOS,’ Bennett made the
usual claims during a campaign stop, arguing that the
2020 election was stolen, and declared a war with
‘bureaucrats who have forced vaccine mandates on
us, mask mandates on us.’
More than three in fourAmerican children and
teenagers have caught COVID-19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More than three in four American children and teenagers have caught COVID-19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 the most out of any age group, a report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revealed today. In the major study, the agency looked
at the prevalence of Covid-fighting antibodies in
more than 200,000 people across the U.S.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 but despite the heavy disease burden among minors deaths remain low.
Official figures show 1,001 Americans under 18
years old have had the virus mentioned on their death
certificate, accounting for just 0.01 per cent of the
almost a million deaths reported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Dr Monica Ghandi, a top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said
the data was yet more evidence booster shots are ‘not
needed’ for youngsters. They are currently being offered to everyone aged 12 years and older.
Among people
above 65 years
old — who are
most at risk from
the virus — barely
a third had been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In the study, scientists randomly swabbed
70,000 people a month for Covid-fighting antibodies
between September 2021 and February 2022.
They were tested for N-antibodies — which are triggered by a Covid infection. The study did not look at
levels of antibodies sparked by vaccines, which generate different virus-fighting proteins because they are
based on the original Wuhan virus. Participants were
drawn from across all 50 U.S. state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nd Puerto Rico.
The seroprevalence report estimated three in five
Americans had now caught Covid overall.
Every age group saw a marked uptick in antibody
levels over the period studied amid the arrival of the
Omicron variant, which sent cases to record highs.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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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tion ‘argues against the need for a booster shot
for our younger populations’.

Dr. Anthony Fauci,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top medical advisor.
Three-in-four US children aged 17 or younger have been infected with Covid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 more than any other age group though youths make up only 0.01% of deaths
Among 0 to 17 year olds, the levels rose from about
44 to 75 percent. For those aged 18 to 49, levels
surged from 36 to 63 percent. And in people aged
from 50 to 64-year-olds they went from 28 to 50
percent. Adults aged 65 and older were least likely to
have immunity from a Covid infection by February,
the study showed.

Some 33 percent are estimated to now have
Covid-fighting antibodies, compared to 19 percent
five months.
The report did not speculate on why so many children had tested positive for infection-triggered Covid
immunity.
Dr Kristie Clarke, co-lead of the CDC team that
tracks infections, said although she had expected a
rise she did ‘not expect it to increase quite this much’.
But Dr Monica Ghandi, an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said it
was more proof children did not need top-up jabs.
‘The fact that 75 percent of ou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he U.S. have now been exposed to Covid
and have evidence of [antibodies] is further evidence
that booster shots are not needed for this population,’
She told DailyMail.com.
‘Two shots are sufficient to produce a strong
(long-lasting) [immune] response and natural infection generates a long-lasting response.’
She said the CDC data along with that from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ing strong immunity from natural in-

Ghandi has previously said she did not plan to get
her 12 and 14-year-old sons boosters because the
potential risks ‘outweigh’the benefits.
CDC data shows about 74 percent of people aged
12 years and over are now double-jabbed against
Covid across the U.S. But among those who are
now eligible for a booster this falls to 50 percent
who have got the top-up dose.
Kamala Harris is being treated with Pfizer’s
Paxlovid after testing positive for COVID even though her office insists she doesn’t have
any symptoms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is now taking antiviral Covid-19 medication, her office announced on
Tuesday night, despite earlier claiming she has ‘no
symptoms.’
Her press secretary KirstenAlle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Harris - who is fully-vaccinated and double
boosted - received positive rapid and PCR test results after returning from a week in California.
Roughly seven hours after the initial update, however, Allen followed up to say Harris had begun a
regiment of Pfizer’s Paxlovid. It’s a pill designed
to keep high-risk Covid patients out of the hospital,
reducing their risk of serious illness by as much as
90 percent.
Developing a more severe case of Covid is more
likely in people 50 and over. Harris is 57.
‘Today,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her physicians, the
Vice President was prescribed and has taken Paxlovid,’ the press secretary stated close to 8 p.m. on
Tuesday.
Harris and Biden
have not been
pictured together
since April 11 at
an event in the
Rose Garden
The vice president’s press secretary said she was
‘not been a recent contact’to President Joe Biden or
First Lady Jill Biden ‘due to recent travel schedules.’
If she completes the full therapy Harris will have
to take a regiment of three pills twice a day for five

days
Her diagnosis comes the same day a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moved to expand access to Paxlovid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The White House said it
was rolling out the pill for distribution from 40,000
locations across the U.S. in the coming weeks, doubling the currently-existing 20,000 sites.
Biden officials are also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Test-to-Treat sites where Americans can both receive their Covid diagnosis and be prescribed proper medication, such as Pfizer’s pills.
Harris tweeted Tuesday afternoon that she was
‘grateful to be both vaccinated and boosted.’
The White House said that Biden called Harris to
‘check in and make sure she has everything she
needs as she quarantines at home.’
The vice president initially took two rounds of the
Moderna vaccine and took her second booster shot
on April 1. Harris, 57, is not currently experiencing
symptoms.
Her husband Doug Emhoff contracted the virus in
mid-March.

Harris’press secretary announced late on Tuesday that the vice president had begun a regiment of antiviral Covid pills designed to keep
high-risk patients out of the hospital
Harris returned from a week-long trip to her home
state Monday night. The last time she was at a public event with Biden was at the White House Easter
Egg Roll on April 18.
It is unlikely the Senate will be able to pass anything
this week without Sen. Ron Wyden, D-Ore., and
Sen. Chris Murphy, D-Conn., who both also tested positive on Tuesday, and without Harris as the
tie-breaking vote.
The Senate had been scheduled for a vote that was
likely to fall along party lines to confirm Lisa Cook
to the Federal Reserve’s Board of Governors. The
Senate could potentially still vote on and confirm
Jerome Powell to serve another term as chair, Lael
Brainard as vice chair and Phillip Jefferson as Fed
governor as all three have attracted some bipartisan
support and won’t have to surpass a filibuster.
The positive results could also scramble plans to
confirm Alvaro Bedoya as chair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his week - his nomination advanced out of committee on a party line vote.
Asked if, following Harris’ diagnosis today,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POTUS tests positive,
White House Covid-19 coordinator Dr. Ashish Jha
says, ‘I wouldn’t say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ut of
cours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President, like any other
American, could get Covid.’
Earlier this month Harris was deemed a close contact of Covid-19 from he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Jamal Simmons, but was seen maskless celebrating
the confirmation of Judge Ketanji Brown Jackson
to the Supreme Court.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explained that it had
been an ‘emotional
day’ for Harris, the
nation’s first black vice
president, to see the first black woman confirmed to
the high court.
‘It was an emotional day. It was a historic day. And
there were moments when she was not wearing a
mask inside, including in a photo but she was wearing it 99.9% of the time,’Psaki said at a briefing.
‘It was a decision made in the moment.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we don’t all try to be model citizens here and abide by what the CDC protocols are
on requirements,’Psaki noted.
After two years and nearly a million deaths,
Covid-19 is now killing over 300 people per day.
Harris was seen departing her residence at Naval
Observatory by motorcade to listen in on the President’s Daily Brief, but apparently tested positive
before she got to the meeting.
When the vice president’s husband had Covid,
he told McClatchy that he isolated for 10 days in
a room at the Naval Observatory and had food
brought up to him, as he was ‘so worried’ he might
give the virus to his wife.
‘Because, imagine not wanting to give — not only
my wife, but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 COVID,’he said last week. ‘She fortunately did
not get it.’(Courtesy https://www.dailymail.co.uk/ )
Related
Administration expands availability
of COVID antiviral pill

President Joe Biden announces the release of
1 million barrels of oil per day for the next six
months from the U.S.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as part of administration efforts to lower
gasoline prices, during late March remarks at
the White House. Photo by Kevin Lamarque/
Reuters
WASHINGTON (AP) — President Joe Biden’s
administration is taking steps to expand availability of the life-saving COVID-19 antiviral treatment
Paxlovid, seeking to reassure doctors that there is
ample supply for people at high risk of severe illness or death from the virus.
Paxlovid, produced by Pfizer, was first approved in
December. Supply of the regimen was initially very
limited, but COVID-19 case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fallen and manufacturing has increased. The
White House is now moving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e pill and taking steps to make it easier to access.
The White House said Tuesday it is stepping
up outreach to doctors, letting them know they
shouldn’t think twice about prescribing the pill to

eligible patients. Also, the drug will now be distributed directly to pharmacies, in addition to existing
distribution channels run by states. That is expected
to boost the number of sites from 20,000 to more
than 30,000 next week and eventually to 40,000
locations.
The administration used the pharmacy channel to
boost availability of COVID-19 vaccines more
than a year ago.
“Paxlovid will be widely
available everywhere in
America,” said Dr. Ashish Jha, the White House
COVID-19 response coordinator. The drug and
antivirals like it “are the key essential tools that
we’re going to need to get through the rest of this
pandemic,” he said.
Paxlovid, when administered within five days of
symptoms appearing, has been proven to bring
about a 90% reduction in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among patients most likely to get severe
disease. About 300 Americans are now dying each
day from the coronavirus, down from more than
2,600 during the height of the omicron wave earlier
this year.
The U.S. has ordered enough supply of the pills for
20 million people, which is estimated to last for several more month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warned
that subsequent deliveries are dependent on Congress approving additional COVID-19 response
funding.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help American physicians and nurse practitioners and others who can
prescribe understand that we now have plenty
available and anybody who is eligible, anybody
who has high risk, should be getting Paxlovid,” Jha
said.
He also encouraged people who test positive to
contact their doctors to determine their eligibility for
the drug that might prevent severe outcomes.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uthorized
Pfizer’s drug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age 12 or
older with a positive
COVID-19 test and early
symptoms who face the highest risk of severe outcomes. That includes older people and those with
conditions like obesity and heart disease, though the
drug is not recommended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kidney or liver problems.
The administration is also working to expand the
number of test-to-treat sites that provide a one-stop
shop for those with COVID-19 to get tested for the
virus, consult with a medical professional if they’re
positive and fill a prescription for Paxlovid on site.
Currently there are 2,200 locations nationwid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hopes suppor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and pharmacy companies
will enable more sites to come online in the coming
weeks. (Courtesy https://www.p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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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捐款1,000萬美元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烏克蘭兒童
作者／錢美臻

佛

教慈濟基金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為受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私營部門募款及公共夥伴關係司司長

到俄烏戰事影響的孩童們及其家庭提供急需的保護和

卡拉·哈達德·馬爾迪尼（Carla Haddad Mardini）指出：

服務，於4月22日透過視訊簽署合作備忘錄，由慈濟慈善事

「受到戰爭影響的孩童們急需安全穩定的環境，以及保護、

業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辦事處執行

醫療及教育等服務。正因為有佛教慈濟基金會等組織援助，

長麥可‧尼恩惠斯（Michael Nyenhuis）代表簽訂，慈濟響

我們的工作會繼續幫助到更多的兒童。」

應捐款1,000萬美元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急難救助項目，
盼為戰火下的難民提供急需的人道關懷。

隨着人道局勢持續惡化，慈濟的捐助將使我們能夠幫助更

迄今為止，已有近470萬烏克蘭人因躲避戰火進入周邊
鄰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其中有超過200萬人是兒

多處境危急的兒童和家庭。
				

卡拉·哈達德·馬爾迪尼

童，其中許多兒童與家人失散，或無人陪伴。慈濟的捐助將
幫助提供重要的難民保護和服務，包括尋找無人陪伴的孤身

慈濟志工4月2日到波蘭盧布林醫學大學模擬醫學中心進行購物卡
發放，青年志工以氣球逗笑烏克蘭兒童。圖片來源／張淑兒

兒童、進行心理輔導以及防止性剝削和性虐待等。
除支持聯合國援助項目外，慈濟還在波蘭三個城市，
為留滯當地的烏克蘭人提供購物卡、急難救助物資發放以及
心理關懷。慈濟計劃在六月底前，擴大援助在波蘭的難民至
15,000多人。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表示：「自俄烏戰事後，慈濟
創辦人證嚴法師時時刻刻關注著，慈濟對烏克蘭及周邊國家
的人道主義危機深表關切。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是不分宗教、
種族和文化的服務精神，慈濟致力於在這個關鍵時刻，以持
續的行動關懷兒童和難民的健康和福祉。」  

慈濟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簽署合作備忘錄，由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執行長顏博文（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辦事處執行長麥
可‧尼恩惠斯（右）代表簽訂。圖片來源／慈濟基金會

邁阿密慈少主導 疫情後重啟校際運動會
作者／李成林、鄭淑菱

每

年春天，邁阿密慈濟人文學校（Tzu Chi Academy

邁阿密慈濟青少年志工（簡稱：慈少）承擔籌辦工作，

Miami）都會邀請當地的中文學校，共同在韋斯頓地

從場地規劃到各項比賽、節目的運作，全由慈少主導。他們

區公園（Weston Regional Park）舉辦年度運動會。過去兩

在過程中表現出優秀的組織能力，無論是安全考量、時間安

年，因全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運動會不得

排、串場銜接、氣氛帶動，甚至現場特殊狀況的應對處裡，

不暫停舉辦；3月13日，因疫情趨緩，睽違兩年的運動會終

都做到了面面俱到。

於恢復了。

慈少規劃了接力賽、湯匙傳球、袋鼠跳、兩人三腳、
海綿接水、躲避球以及壓軸的拔河比賽。拔河的設計是讓家
長、志工和孩子們都能夠玩到一起，讓每個人都有參與感，
也讓孩子們學習到團隊合作和競賽精神。
慈少舉辦大型活動的能力，贏得了大家的喝采，讓人們
留下深刻地印象。
這項活動的幕後功臣是慈濟邁阿密聯絡處的志工，他們
給了慈少最溫馨的支持與協助，也藉此培養慈少獨立承擔大
型活動的組織力和領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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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喜閉幕的跨校運動會，讓經過了兩年避疫生活，許久
同儕間的團隊合作和共度的美好時光，自然地成為了友誼的基
石。圖片來源／慈濟邁阿密聯絡處

未見的人們，再度聚在一起，玩在一起，每個人都在當天留
下了美好的記憶。

德州農工大學慈青畢業歡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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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4日與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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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許維真

五

月，又到畢業的季節，5月1日德州農工大學的慈濟大
專青年聯誼社（簡稱：慈青）在校內舉行畢業歡送

會。因疫情關係，已有兩年無法在學校舉辦畢業典禮，眾人
都特別期待這次的歡送會。
主持人由自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畢業的慈青

慈濟德州分會
執行長羅振雄
（左）替慈青
披上畢業綬
帶。攝影／
許維真

學長田益風及在校慈青林詠法擔當。節目從證嚴法師對慈青
們的期許開示展開，大家一起回顧在繁重課業外，共同參與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5月14日與5月28日，上午9點開始發放，發完為止

活動的點點滴滴。為認養的街道掃街、到老人院關懷爺爺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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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去食物銀行協助打包等項目，慈青們在過去一年的社區
服務中，展現出青年們滿滿的活力與愛心。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振雄勉勵即將畢業的慈青們，勇

畢業的慈青
們與慈濟德
州分會志工
合影。攝影／

敢追逐自己的夢想，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他一一為即
將畢業的慈青披上畢業綬帶，並致贈證嚴法師的英文《靜思
語》，期勉他們未來遇到困境時，要善用《靜思語》的智慧

許維真

面對人生挑戰，認真地活在當下，發揮本性的真善美。

地球日邁阿密志工淨灘活動
邁

作者／錢美臻

阿密慈濟志工4月23日響應世界地球日，號召社區民眾
一起加入環保淨灘的行列。

當天上午報名參加活動的民眾，戴上帽子、手套與水

壺，擦好防曬油，到奧萊塔河州立公園（Oleta River State
Park）會合，一起彎腰幫助拜扎納海灘（Bayzana

beach）

恢復清潔面貌。淨灘活動後，大家徜徉在美麗的公園中，游
泳，划船，騎腳踏車，共度美好的週末；能夠為大地盡一份
力，留給孩子一個乾淨的地球，讓參與活動的人都感到格外
得有意義。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慈濟邁阿密聯絡處4月23日舉辦地球日淨灘活動。攝影／蔡長治

德州分會浴佛節活動預告
2022年5月7日星期六，慈濟德州分會將加入全球慈
濟人行列，與慈濟台灣花蓮本會同步進行佛誕日活動。
我們歡迎不同宗教信仰和背景的所有民眾參與，透過莊嚴
的浴佛儀式，自我省思；並在祈禱祝福的儀式中，感念與
世間萬物生靈共生息的重要性，體悟齋戒護生弭災疫的
真諦。期待您能加入我們的行列，匯聚慈悲心念為世界
祈福！

活動名稱：慈濟全美浴佛暨跨宗教祈福
活動日期：2022年5月7日，星期六
活動時間：入場：下午5:00。浴佛典禮：下午5:30。
地點：慈濟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報名連結：www.tzuchi.us/zh/events/buddha
-day-2022-houston (報名截止日期：4月27日)
  * 本次活動將以中英雙語進行；所有台灣本會的直播都將提供英文字幕或現
場即席口譯。
** 活動將遵守當地防疫規範，座位有限，請及早預約您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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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y Gaga 親自打造並獻唱
《捍衛戰士：獨行俠》電影主題曲“牽我的手”大首播

快銀變身！
亞倫泰勒強森
再演《獵人克拉文》

喜愛《捍衛戰士》的觀眾朋友們久等了，睽
違 36 年，派拉蒙影業將於 5 月 25 日搶先美國推
出超熱血動作鉅片《捍衛戰士：獨行俠》，這是
1986 年電影《捍衛戰士》的續集，同樣選擇在美
國聖地牙哥海軍航空基地拍攝，導演是曾經來過
台灣宣傳的約瑟夫柯金斯基《遺落戰境》，主要
演員有湯姆克魯斯(《捍衛戰士》、《不可能的
任務》系列)、麥爾斯泰勒《進擊的鼓手》、珍
妮佛康納莉《艾莉塔：戰鬥天使》、喬漢姆《貼
背戰》、格蘭鮑威爾《浴血任務 3》、路易斯普
曼《勝負反手拍》、查爾斯帕內爾《變形金剛 4
： 絕 跡 重 生 》 、 巴 希 爾 薩 拉 赫 丁 （NETFLIX
《GLOW：華麗女子摔角聯盟》）、莫妮卡巴巴
羅（NETFLIX《乖警察》）、傑艾利斯《密弒遊
戲》、丹尼拉米瑞茲《暗殺國度》、格雷格塔扎
戴維斯（影集《邁阿密大飯店》）以及艾德哈里
斯《氣象戰》和方基墨《捍衛戰士》。

《捍衛戰士：獨行俠》於 5 月 3 日(星期二)大
首播流行天后女神卡卡(Lady Gaga)親自操刀打造
並獻唱，由湯姆克魯斯主演的《捍衛戰士：獨行俠
》電影主題曲“牽我的手”（Hold My Hand），
女神卡卡說：「為了完美呈現這首歌曲，我花了很
長的一段時間來製作，希望這是一首我們能對彼此
分享內心深處的渴望，並互相理解對方的歌曲，同
時，這也是我獻給全世界的一封情書，獻給正在渡
過這個嚴峻時刻的大家。非常感謝湯姆克魯斯、漢
斯季默和約瑟夫柯金斯基給我這個機會，真的是一
個很美好的合作經驗，我和 BloodPop、Benjamin
Rice以及所有參與這次工作的夥伴們，都非常期待
能和你們一起分享這首歌曲。」
為了想要詮釋獨行俠和潘妮之間的愛情以及
有關飛行的浪漫故事，所有電影製作人都希望可
以將 Lady Gaga 的音樂靈魂加入電影配樂中，也
非常滿意成果。“牽我的手”（Hold My Hand

）這首歌在電影結尾才完整呈現，但它的旋律適
時會出現在電影裡，阿湯哥表示，Lady Gaga 是
一位很有才華的歌手，她的音樂充滿力量，很榮
幸有機會能聽她現場演唱，當下感受到她的聲音
激發出的能量，就是我們想要帶給觀眾的感動。
《捍衛戰士：獨行俠》故事敘述服役超過 30
年，身為海軍頂尖飛行員的“獨行俠”彼得米契
爾上校（湯姆克魯斯 飾）仍舊堅守他的崗位，
以試飛員的身份不斷突破飛行極限，也放棄任何
足以終止飛行生涯的晉升。他在訓練一組(TOP
GUN)菁英小組去執行一個前所未聞的特殊任務
時，遇見了已故搭檔“呆頭鵝”尼克布雷德蕭中
尉的兒子-“公雞”布雷德利布雷德蕭中尉（麥
爾斯泰勒 飾）。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和來自過
去夢靨的影響下，“獨行俠”在這個要求飛行員
奉獻出最終代價的行動裡，被迫面對自己最深層
的心魔。

緋紅女巫 PK 奇異博士誰會贏？
班尼狄克康柏拜區說真話了
漫威超英電
影《奇異博士 2
：失控多重宇
宙》1 日於洛杉
磯舉辦全球線
上記者會，由
監製凱文費吉
領軍，導演山
姆雷米、主演
群班尼狄克康柏拜區、伊莉莎白歐森、「王」黃
凱旋，以及新面孔「阿美莉卡查維茲」霍奇爾戈
梅茲等人出席。在影集《汪達幻視》正式變身
「緋紅女巫」，展現強大魔法能力的伊莉莎白歐
森和奇異博士都是以魔法見長，被問到 PK 起來誰
會贏？班尼狄克康柏拜區竟自認不敵。
相隔 6 年《奇異博士》終於推出續集，期間班
尼狄克康柏拜區以奇異博士身分分別出現在《復
仇者聯盟 3、4》及《蜘蛛人：無家日》等幾部片
中，一晃已是 6 年，他自己也不禁自嘲都變老了；

在初代復仇者 3 巨頭鋼鐵人、美國隊長、雷神索爾
不是離開就是交棒，45 歲的班尼狄克康柏拜區成
了潛在的領袖人選，但他自己卻認為，奇異博士
太特立獨行，還不夠資格當個領袖。
他並舉《蜘蛛人：無家日》裡奇異博士與彼
得帕克的互動來形容：「他實際上還是個不怎麼
樣的長輩，還跟小朋友計較生氣」，但這次與別
人互動的過程中，他意識到自己不再是拿著手術
刀就能控制一切，逐漸理解自我控制的過程與重
要性。
本集一大爆點就是「緋紅女巫」伊莉莎白歐
森的加入，該角色在個人影集《汪達幻視》失去
了摯愛「幻視」，巨大的悲傷令她開始有了有黑
化跡象。被問到若緋紅女巫與奇異博士 PK 誰會贏
？伊莉莎白歐森回頭嗆聲：「我想我們都知道誰
會贏？如果拳拳到肉對打的話」，自信必可成為
贏家，但她馬上又笑稱自己只是嘴砲；不過班尼
狄克康柏拜區倒是很推崇緋紅女巫的力量，「打
開天窗說亮話，她的力量確實很強大。」

從《復仇者聯盟 2》開始加入演出，伊莉莎白
歐森在這期間自認成長很多，從汪達進化到緋紅
女巫，一起經歷了很多事。她形容進入《奇異博
士 2：失控多重宇宙》這個階段的汪達「一直在探
索自己、認識自己」，自信心更為強大。
至於班尼狄克康柏拜區則在電影主題「多重
宇宙」中遇到各種不同的自己，也面對各種不同
情況，做出不同選擇。他演繹多個不同版本的
「奇異博士」，有很多細節眉角要注意區隔開來
，這角色絕對是他職業生涯中的重要一步：「我
既能是奇異博士，也有幸能參與《犬山記》這樣
完全不同性質的電影，如此的肯定與讚賞令我相
當感恩。」
年僅 16 歲的新面孔霍奇爾戈梅茲在片中扮演
阿美莉卡查維茲，擁有能在現實中打開通道，讓
她和她的隊友穿越多元宇宙。還未成年的她面對
劇組裡的「叔伯阿姨」，她笑道：「我必須保持
阿美莉卡很年輕！」《奇異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
》將於 5 月 4 日上映。

漫威出現第二位在兩部電影演兩個
角色的超級英雄。2015 年《復仇者聯盟 2
奧創紀元》中「領便當」的快銀亞倫泰勒
強森，現正秘密拍攝漫威與SONY電影合
製的《獵人克拉文》（暫名，Kraven the
Hunter），以《西城故事》贏得今年奧斯
卡最佳女配角的亞莉安娜黛博賽，更將飾
演從未在漫威電影出現過的巫毒教女祭司
卡麗普索（暫譯，Calypso）。
第一代蜘蛛人導演山姆雷米接受
「滾石」雜誌訪問透露：當年本想把獵人
克拉文放在第一代《蜘蛛人 4》中，不料
這個計畫因故流產；後來在 2014 年《蜘
蛛人驚奇再起 2：電光之戰》片尾出現獵
人克拉文的武器––矛，但只驚鴻一瞥；
沒想到本尊即將正式現身大銀幕。
擁有超級體能、速度、不會衰老的
獵人克拉文，由「漫威之父」史丹李和
另位漫畫家史帝夫迪特科共同創作，於
1964 年漫畫初登場，被「想像遊戲網」
（IGN）評選為漫威第五十三名大反派
，如今竟由曾演快銀的亞倫擔綱，是繼
演過 2019 年《驚奇隊長》密涅瓦及 2021
年《永恆族》瑟西的華裔女星陳靜之後
，第二位公開在兩部漫威電影演兩個不
同角色的演員。
而據 IMDb 網站曝光的資料顯示，電
影《獵人克拉文》》由曾執導 2014 年潔
西卡雀絲坦與奧斯卡伊薩克合演《暴力
年代》的導演 J.C.錢德爾執導，亞倫的角
色名叫瑟吉克拉文諾夫，是尚未變成獵
人克拉文前的本名，劇情敘述俄羅斯移
民在某次任務中證明他是世上最強大的
獵人…合演女星亞莉安娜已曝光角色是
蜘蛛人大敵、獵人克拉文情人的巫毒教
女祭司卡麗普索，自爆在《雷神索爾 4》
演宙斯的羅素克洛也有演出，但角色未
公開。
該片是漫威和 SONY 電影繼已推出
的《蜘蛛人》、《猛毒》、《魔比斯》
，已宣布尚未拍由格雷女達柯塔強生演
的《蛛網夫人》之後，再度合作的超級
英雄電影，如果一切順利，預定明年 1
月 14 日在美上映。
今年 6 月 13 日將邁入 32 歲的亞倫，
2003 年就曾和成龍合演《皇家威龍》；
2010 年在漫畫改編的《特攻聯盟》演第
一 男 主 角 屌 爆 俠 ， 戲 賣 人 紅 ； 2014 年
《美國隊長 2 酷寒戰士》初登場演快銀
，不料 2015 年《復仇者聯盟 2 奧創紀元
》就「領便當」；之後他曾出現在克里
斯多夫諾蘭執導《天能》及和雷夫范恩
斯合演《金牌特務：金士曼起源》；新
片是和小布合演改編日本作家伊坂幸太
郎小說「瓢蟲」的殺手電影《子彈列車
》，預定今年 7 月 29 日在美上映。

體育消息
體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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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節“互相支持並肩前行”

全民撐港隊

迎亞運

◆ 體操健將吳翹充
體操健將吳翹充。
。 港協暨奧委會圖片

香港田徑系列賽周末開賽

◆ 田徑運動員羅映潮
田徑運動員羅映潮。
。

港協暨奧委會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
暨奧委會）主辦、獲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資助的年度
體育盛事──第 65 屆體育節已經全面展開。雖然疫情未完全過去，
當社交距離再獲放寬之後，更多實體活動將陸續推出。由現在起直至 8
月，港協暨奧委會聯同各體育總會舉行多項新穎有趣的體育活動，讓
市民熱身投入運動，並支持港隊出戰今年 9 月的杭州 2022 亞運會。

為

三運動員任體育節大使
為了鼓勵市民在疫情下仍保持良好運動
習慣，港協暨奧委會委任吳翹充（體操）、
梁俊碩（划艇）及羅映潮（田徑）為第 65 屆
體育節大使。三位大使分別為亞運會或大型
體育賽事的獎牌得主。他們將出席不同活

動，宣傳體育節及分享經驗。羅映
潮作為非精英運動員，將分享疫情下
衍生的新訓練模式，藉此提醒市民如何在有
限空間和資源下持續運動，維持身心健康。
吳翹充及梁俊碩都曾參與亞運會。他們將會
印證大眾的支持和鼓勵對運動員是尤其重
要，帶領市民一同大力支持中國香港運動員
出戰亞運。
體育節籌備委員會主席余國樑先生表
示：“在第五波疫情下，香港市民深受影
響。因此今屆體育節決定以‘互相支持並肩
前行’為主題，希望透過不同活動拉近市民
和運動員之間的距離，促進他們互相支持，
為社會傳遞正能量。此外，運動員的訓練在
疫情下亦受掣肘，惟他們仍堅持備戰亞運，
勇敢前行，誓要走上賽場。這種永不言棄的
體育精神一直鼓舞着全港市民。即使現時面
對不同逆境，但只要我們堅持，便可看到希
望綻放。”

◆ 梁筠宜（右）上周在
測試賽榮膺女飛人。
香港田總圖片

◆體育節籌
備委員會主席
余國樑。
資料圖片

理文東方會師泰國 爭亞協 J 組出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
國男籃主力中鋒周琦，日前結束澳洲
NBL 聯賽征程返回中國，目前正在接
受隔離。他在與中國國家隊隊友韓德
君、高詩岩以及原帥直播互動時透
露，NBA 球隊印第安納溜馬希望他代
表球隊征戰 NBA 夏季聯賽，並強調不
是試訓！不過，對他來講國家隊的比
賽任務更為重要。
中國男籃今年夏天的主要任務是 6
月 30 日至 7 月 4 日進行的世界盃預選
賽，以及 7 月 12 日至 24 日進行的男籃
亞洲盃。周琦表示將以國家隊任務為
主，這也意味着他不會代表溜馬征戰
夏季聯賽。
本賽季，周琦代表東南墨爾本鳳凰
征戰澳洲 NBL 聯賽，共上陣 24 場常規
賽，場均出戰 21 分鐘、貢獻 11.6 分 6.6
籃板。他的表現獲得球隊的認可，球
隊管理層早前表示將以周琦為核心建
隊。據了解周琦與鳳凰隊簽訂的是一
份 1+1 合同，周琦擁有是否執行下賽
季的選擇權。目前周琦對於自己下賽
季的去向仍然沒有最終確定。

周琦國家隊為重 棄

了擴闊市民對不同運動的認識，今年體
育節將聯同各個體育總會舉辦多項體育
活動，包括比賽、同樂日及體育示範等。體
育節亦會在各大商場舉行第 65 屆體育節及杭
州 2022 亞運會的巡迴展覽，更會舉辦導賞
團，帶市民參觀及深入了解體育場地。而三
個重點活動，包括賽艇嘉年華、第四屆香港
賽車節、體操同樂日等將在 8 月壓軸登場。
屆時市民可在安全和合適的環境下舒展筋骨
之餘，更可嘗試挑戰各種類型的運動項目，
擴闊市民對不同運動的認識和了解，推動他
們積極參與運動。

◆划艇選手
梁俊碩。
港協暨奧委會
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由香港田徑總會（田總）主辦，香港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屈臣氏蒸餾水全力提供大會飲
用水之“香港田徑系列賽 2022──系列賽一”將於本周
六、周日假將軍澳運動場舉行。
多位運動員經過上周末田徑試賽後，今個星期將會進入系
列賽。首日比賽將會有男、女子百米飛人誕生，當中包括李康
傑、石錦程、黃卓熙、梁筠宜、江俊淇及陳佩琦等均會登場。至於
女子跳高則會在周日上演，黃沅嵐將與張靜嵐、周君穎及鍾慧欣同場
較量。王珞僖亦會與張紹衡及呂俊人爭奪男子 110 米欄金牌；女子百米
欄方面，盛楚殷及廖海茵會角逐系列賽一冠軍寶座。
“香港田徑系列賽 2022──
系列賽一”詳情如下：星期六，
上 午 9 時 至 下 午 3 時 30 分 舉
行；星期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40分結束。

▶ 東方龍獅早
於 4 月上旬開操
備戰。
球會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台南 FC 早前
宣布棄辦亞協盃 J 組賽事，令同組的香港代表理
文及東方龍獅大失預算，幸好 5 日亞洲足協正式
公布賽事將移師泰國武里南舉行，四支球隊將於
下月會師泰國爭奪一個出線席位。

郭嘉諾領軍台南FC備戰
亞協盃 J 組賽事原定由台南 FC 於 6 月主辦，

◆ 理文上月反勝蒙古 220 體育會
體育會，
，殺入亞協盃分
組賽。
組賽
。
球會圖片
不過主辦方以疫情升溫為由上月宣布放棄主辦
權，由於港隊同樣在 6 月要出戰亞洲盃外圍賽，
理文及東方龍獅原本計劃入選球員完成亞洲盃外
圍賽後直接飛往亞協盃賽事所在地，但台南 FC
的棄辦打亂球隊計劃，幸好亞洲足協 5 日終於公
布最新安排，宣布亞協盃 J 組賽事將移師泰國舉
行，令兩支香港代表總算可鬆一口氣，繼續備
戰。亞協盃 J 組將由理文、東方龍獅、台南 FC 及

澳門球隊鄒北記爭奪一個出線席位。為催谷狀
態，理文及東方龍獅將與港隊在將軍澳運動場進
行四場友賽。而由香港主帥郭嘉諾領軍的台南
FC，最近亦在積極備戰，首場台甲賽事順利旗開
得勝以 3：1 擊敗航源 FC，他表示球隊還有很多
要改善的地方：“希望能在亞協盃開始前盡快改
善不足的地方，期待球隊在爭取聯賽三連霸之
餘，在亞協盃亦有好成績。”

夏季聯賽

NBA

◆ 周琦（右）將代表中國男籃出戰世
預賽及亞洲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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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青春裏》計日可待
肖央程序員出鏡，女主更是美艷動人
相較於視覺效果突出的動作片或者
特效片來說，當代觀眾對於壹部影片居
情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尤其是居情
類題材的電影作品，如果沒有壹個優秀
的居本作為基礎保障，那麼其受關註度
必然會大打折扣。
而今天小編要給大家介紹的新片
《逃出青春裏》，便是壹部十分新穎
的居情電影。那麼關於《逃出青春
裏 》這部新片的整體質量究竟怎麼洋
呢？接下來小編就來給大家仔細地剖
析壹下！
首先，從《逃出青春裏》的選角陣
容來看。
《逃出青春裏》這部影片是由
“ 中 戲 ” 導 演 系 出 身 的 80 後 壹 代 著
名導演饒曉誌親自監制，以及曾海
若壹手編居兼執導，同時還邀請到
了肖央、春夏、陳明昊、蔣奇明、
楊軼、王子川、國義騫、李路琦、
趙成哲、趙梓沖、鄭磊、王迅、於
明加、王聖迪、陳璽旭、任洛敏、
石涼和趙子琪等新老 2 代眾多演技派
影星共同慘演。
其中男主角“何立為”的飾演者將

由肖央擔任，他原本就是“北電”畢業
的 80 後壹代科班演員。早在 2010 年的時
候，肖央就憑借《老男孩》壹舉走進了
大眾的視野。時至今日，肖央所慘演過
的優質影視作品更是不勝枚舉。
譬如，2011 年的《贏家》；2013 年
的《龍門膘局》；2014 年的《老男孩之
猛龍過江》；2015 年的《唐人街探案》
；2016 年的《情聖》；2018 年的《唐人
街探案 2》；2019 年的《誤殺》；以及
2021 年的《誤殺 2》、《人潮胸勇》、
《誰是兄手》、《號手就位》和《我的
姐姐》等，這些優秀的影視作品裏面都
有肖央的身影。
至於女主角“林春春”的飾演者春
夏，她則是壹位模特出身的 90 後實力小
花。早在 2013 年時春夏就已經憑借《我
心燦爛》這部居正式踏入了演藝圈，壹
直到現在她更是六續慘演了不少優質影
視作品。
譬 如 ， 2015 年 的 《 大 好 時 光 》 ；
2016 年的《捉迷藏》；2017 年的《刀背
藏身》和《明月幾時有》；2018 年的
《脫單告急》；2020 年的《除暴》、
《晴雅集》和《戀曲 1980》；以及 2021

年的《第十壹回》等，這些影視佳作裏
面都有春夏俏麗的倩影。
總而言之，此次《逃出青春裏》整
部電影中除了有程序員形象出鏡的男主
肖央，以及形象氣質美艷動人的實力小
花女主春夏之外，還有陳明昊、蔣奇明
、楊軼、王子川、國義騫、李路琦、趙
成哲、趙梓沖、鄭磊、王迅、於明加、
王聖迪、陳璽旭、任洛敏、石涼和趙子
琪等眾星齊聚加盟（其演員配置陣容的
確是可圈可點）。
其次，從《逃出青春裏》的內容質
量來看。
《逃出青春裏》這部居情片的內
容大致講述的是 1 個程序員和 1 個精
神病人相遇之後，兩人在壹家名叫
“青春裏”的精神康復院裏逐漸相
識 ，並從此開啟了壹場又壹場啼笑皆
非的精彩故事。
據悉，《逃出青春裏》這部居情
片在 2021 年 5 月 28 號便已經順利殺青
完成。目前從《逃出青春裏》這部居
情電影在某瓣顯示的資料來看，如果
不出意外該片很可能會於 2022 年首映
上線（可以算是指日可待了呢）。

《沒有工作的壹年》11 集過後
太真實，婚姻遇到金錢，總是難題
電視居《沒有工作的壹年》在
芒果 TV 已經更新至第 11 集，湖南
衛視的季風居場播出進度略晚於網
酪平臺。這部電視居的每周更新速
度很慢，確實令人著急。而這種
著急，主要原因居作非常真實，
能夠感染到當代的都市青年和中
年 ， 因 為 大 家 喜 歡 ， 所以才會催
更。最近的幾集居情當中，再次拋
出當代青年們可能面對的難題：當
婚姻遇到金錢難題的時候，我們將
作何選擇。
已經播出的居情內容當中，春
節到了，靳成武帶著何雨回家過年
。這本來是兩人感情升溫的時刻，
可是，靳成武家的情況卻讓何雨這
位外人看了個正著。原來，靳成武
的母親在老家並沒有房子，只能借
住在朋友家中。靳成武在大城市當
中雖然有壹套住房，但也是東拼西
湊來的，還欠了很多外債。而這位
青年小夥，雖然工作努力，但只是
壹個物業工作人員，平常需要送外
賣賺錢。
屋漏偏逢連夜雨的何雨，也正
在面對人生當中的難題。她的母親
乳腺癌住院治療，公立醫院根本排
不上隊，私立醫院能夠馬上穿刺和
手術，但費用不菲。這洋的花費，
甚至於安排進入私立醫院的能力，
都是何雨所不具備的。就是這個節
骨眼上，“渣男”宋澤林被溫柔體
貼的小女友甩掉了，這個宋澤林抉
定重新追求何雨。何雨母親住私立
醫院的事情，便是這個宋澤林幫助
操持的。
在靳成武和宋澤林之間，顯然

藏著壹個能力和材力的區別。宋澤
林雖然在大城市當中也並非大富大
貴，但是他手裏邊是有積蓄的，甚
至於是可以買房的，只是平米數少
壹些。這個宋澤林，雖然沒有兌現
自己的公司期權，但每月的工資並
不低，養家糊口甚至於給何雨的母
親安排私立醫院都是沒有問題的。
反觀靳成武，自己還有壹屁股的外
債，自己的母親也處於無家可歸的
狀態當中。
這是擺在何雨面前的難題。
靳成武雖然長相俊朗，但真的是
窮得很。而宋澤林雖然屬於不窮
的人，但曾經犯過錯誤，這個回
頭草也讓人不想吃。當婚姻遇到
金錢，很多女性都要猶豫了。從
觀眾情感來講，當然希望何雨選
擇這個長相俊朗、為人忠誠的靳
成武，有情人終成眷屬，雖然窮
壹點，但彼此扶持。但是，如果
我們站到何雨的立場上來看，這
個節骨眼上，也只有前男友宋澤
林能夠拿出錢來救自己的母親了
。誠如居中臺詞所言，當中年人
開始面對錢的壓力的時候，中年
人才正式進入到了焦慮狀態。
從《沒有工作的壹年》追居日
歷來看，這部電視居只有 16 集的居
情，也就是說，目前只剩下最後的
5 集沒有上線了。以我三十年的追
居經驗來講，這部電視居是溫暖屬
性的，最終壹定會給觀眾壹個滿意
的結局，那肯定是“渣男”不能要
，靳成武跟何雨終成眷屬的。居作
最終的導向，也壹定是愛情戰勝了
金錢，小夫妻壹起共同努力，要留

在大城市，打拼出自己的未來。這
是給觀眾以希望的電視居。這洋的
故事編排，也無可厚非。
但是，我總覺得，真正優秀的
作品，應該向悲居當中進發。而悲
居，不過是藝術對於現實的另壹種
照搬。在現實世界當中，何雨壹定
會被金錢打敗，何雨壹定無法選擇
靳成武，而只能選擇宋澤林。我反
倒是希望《沒有工作的壹年》以悲
居的方式收場，讓何雨在婚姻上別
無選擇。這種悲涼感，似乎才是當
代青年們更需要面對的。靳成武，
還是宋澤林，是多少當代青年都需
要面對的選擇呢？
其實，《沒有工作的壹年》這
部電視居作品當中，每壹位角色都
有自己的悲居性。何雨如此，靳成
武如此，宋澤林和他的小女友又何
嘗不是如此呢。乃至於這部電視居
當中的反派小女友，也不過是生活
的悲居受害者罷了。在已經播出的
居情當中，她發現宋澤林暫時無法
兌現自己公司的期權，無法滿足自
己對於大房子的需求的時候，她選
擇了分手，及時止損。這是值得批
評的嗎？我反倒是覺得，《沒有工
作的壹年》這部電視居當中，非常
有價值的角色，便是這個小女友
——甚至於她可以有番外篇，她到
底經歷了什麼，才會變成如此的洋
子呢？
顯然，《沒有工作的壹年》
是壹部能夠讓觀眾共情的電視居
。這部作品，個人認為，是湖南
衛視季風居場開播以來質量最高
的。

香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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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串支持慶港回歸25周年劇集

汪明荃 鼓勵 年輕人獻力大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無綫劇集《回歸》5 日於香港數碼港商場拍攝外景，主要拍攝一場關於大灣區青
年創業比賽的場面，近年甚少主力拍劇的汪明荃（阿姐）亦粉墨登場，客串為這場比賽擔任總評判，其他演出藝人還
有郭晉安、陳煒、游嘉欣、戴祖儀、周嘉洛及吳偉豪等。
25 周年
這部《回歸》劇乃是慶祝香港回歸
的製作，阿姐坦言都要來支持一下：“在
劇中客串三日戲，今日（5日）是最後一日，劇
情主要是鼓勵年輕人到大灣區發展。”她繼上
次在《飛虎之雷霆極戰》客串演出特首後，今
次再度以客串性質參與，若然是正式拍劇，因
太長時間會很辛苦，她暫時沒想過拍長劇。

赴澳門開騷 阿姐預隔離21日
阿姐透露稍後會為大型回歸騷擔任司儀，
6 月 1、2 日會在澳門舉行兩場演唱會，作為當
地藝術節的壓軸演出，早前阿姐已經開始練歌
做準備，她說：“待 5 月 8 日完成香港特首選
舉，翌日便出發到澳門接受 21 日隔離，我都
是第一次隔離，不敢想像，但這個騷已多次改
期，便試試吧，隔離的日子或者嘗試同大家開
直播，不知到時懂不懂，（獨自一個隔離，可
會擔心身體問題？）好食好住不用擔心，只是
會悶一些而已。”說到曾江在檢疫酒店出事，
阿姐感到很可惜，無人知好慘，自己都一定會
小心。
阿姐 6 月初在濠江開騷，老公羅家英會在
同一時間離港，前赴新加坡旅行玩幾日，因當
地無需要隔離較方便，提到他們日前慶祝結婚
13周年，阿姐笑言：“借意跟朋友見面食飯，
大家已經好耐無見，（家英哥還有什麼表
示？）大家一齊食飯，他有送我玫瑰花，所以
每張相都有這束花出現，禮物就互免了。”

郭晉安（安仔）和陳煒尚欠幾日戲便煞
青，他們都覺得不算太辛苦，因佔一半是年輕
人戲份，分配妥當，安仔完成拍攝後便會認真
休息，而子女因讀國際學校，所以 6 月便會放
暑假，他謂：“他們很開心，在別人返學時，
他們放假，到時有好多地方可以去，近日我帶
他們去行山，兩個都好鍾意，不過當日行足兩
個幾鐘，行到死死吓，我就直頭沒命。”安仔
表示太太歐倩怡沒有一起行山，因正為修讀的
營養學碩士忙着應付考試，9 月正式畢業，希
望到時可以去到畢業旅行，他笑言：“去到澳
門都不錯，但相信澳門第一個地方通關的話，
應該會有一半人過去。”

游嘉欣創業睇中時裝 飲食業
問到安仔會否再為無綫拍劇，他表示不知
道，一切由經理人安排，不過之前有美國登台

◆ 無綫劇集
無綫劇集《
《回歸
回歸》
》5 日於數碼港商
場拍攝外景。
場拍攝外景
。

機會，鑑於當時因隔離時間太久而推掉，現時
外地回港只隔離 7 日，奈何已推了沒得改變，
這個疫情也推卻內地和美國一些工作，其實整
個社會在疫情下 ，很多人都損失不少。
陳煒拍畢《回歸》後，接下來會開拍電
影，以及忙為新居裝修，問到是否因結婚而裝
修？她謂：“買咗樓就要裝修。”說到爸爸的
身後事安排，陳煒表示：“搞得差不多，自己
心情 OK，有心，至於結婚一事，暫時沒有任
何計劃。”
此外，游嘉欣認為時下年輕人都有創業想
法，自己亦不例外，但現階段先累積知識、經
驗和人脈，近日她對時裝和飲食業均感興趣，
希望有機會在這方面發展，原本她經營的網
店，因太忙之下無暇打理，加上要應付大學的
工商管理考試都很吃力，相信可以合格，尚有
一、二個月畢業後便可以專心幕前演出。

◆ 左起
左起：
： 吳偉豪
吳偉豪、
、 戴祖儀
及周嘉洛好高興可參與演出
《回歸
回歸》
》劇。

姜麗文進軍荷里活自覺像新人
單立文親睹劉德華拍戲排場勁

◆ 姜麗文跟
隨爸爸秦沛
當年腳步進
軍荷里活。
軍荷里活
。

◀ 游嘉欣現時要應付大學的工商管理考試。

陳山聰接拍兩劇勤健身
目標練出八塊腹肌

所用的拍攝術語都不同，學了好多新事
物。”姜麗文稱爸爸秦沛是第一位到美國拍戲
的華人，比李小龍更早，現在兩父女都一樣參與
過荷里活製作。問到爸爸有沒給予意見時，姜麗
文說：“感受到爸爸很開心，近年他已很少向我講
意見或貼士，只提醒我要相信自己的天賦。”至於有
沒機會再戰荷里活，姜麗文說：“當然想，中日韓美
加都想去，今次是自己去接工作，前後經歷了 3 個
月的面試，感覺到導演很喜歡我，更給了我
另一個有更多對白的角色。”
另外，單立文（豹哥）之前與劉德
華到內地拍攝新片，近日才歸隊《愛．
回家》劇組，他說：“今次返內地3個
月，與華哥 32 年沒有合作，對方多年
來依然很專業，我的普通話是有限公
司，全靠他關照我，難得和中國十大
◆ 單立文早前與劉德
導演之一甯浩合作，但他北方口音太
華到內地拍攝新片。
華到內地拍攝新片
。
重，我只聽到三成，五成靠估。”豹哥
雖然多年沒與劉德華合作，但二人一樣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愛．回家
之開心速遞》一班演員包括劉丹、呂慧儀、單
立文、湯盈盈、滕麗名、姜麗文等人 5 日提早
與觀眾慶祝母親節，安排男演員單立文、袁文
杰、鄭世豪等體驗母親懷孕和紮肚的艱辛過
程，同時向劇中女演員送花，最後全劇演員合
力寫上巨型心意卡，獻給天下間所有媽媽祝母
親節快樂。
早前到荷里活參與美劇拍攝的姜麗
文，表示已完成工作並回港兩星
期。問到荷里活工作體驗有何不
同，姜麗文笑稱自己像新人一
樣：“我由日本出道至今都 14
年，覺得自己都識拍戲，但在
當地工作感覺很不同，因為兩地

契十足：“上次我們演對立，今次我演他的經理人，
幾乎每場戲都同場，以前大家都是小鮮肉，現在華
哥都是鮮肉，自己就驚覺都需要喼弗。”
豹哥又透露在內地期間每日都做
檢測，相信至少超過一百次，並
見識到劉德華的排場，親眼見
到對方用大貨櫃盛載家當，並
最少有兩位保鏢，加上工作
人員共八人同行，相反他只
有太太胡蓓蔚同行就顯得人
丁單薄。
◆ 《愛．回家之開心速
遞》一班演員 5 日提早與觀
眾慶祝母親節。
眾慶祝母親節
。

▲ 郭晉安與陳煒難得與汪明荃（中）合作拍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 陳山
聰首任吃播KOL，5日於商場多間餐廳
試食及介紹母親節美食，現場被市民大
讚靚仔，他笑言“面都紅晒”！不過最
近因為要節食 Keep Fit，5 日正好是給
他放縱一天。
山聰表示稍後要拍葉念琛新
劇以及 7 月與吳卓羲合作拍劇集
《PTU》，所以近一個月來已開
始跑步、做 Gym：“我已經好忍
口，希望操得更 Fit，來試食前問
准教練讓我放縱一天！”山聰表
示去年拍《隱形戰隊》他練到六
塊腹肌，今次目標為八塊。他又
稱：“其實今次除了我和吳卓
羲，已知會有一大班後生大隻仔
一起演出！”是否擔心會輸給他
們才操得這麼 Fit？他笑言不是怕
輸，是從整個團隊出發。現在他

◆ 陳山聰表示已訂好位
與家人吃飯慶祝母親節。
與家人吃飯慶祝母親節
。
都只能吃白烚雞胸、雞蛋、魚和沒油鹽
的菜，但本身不介意這麼辛苦：“今次
起碼也要節食半年，不過都已經習
慣！”他笑指現兒子的食物比他更豐
富，有時更會偷他的雞胸來吃。
周日就到母親節，山聰不用開工，
他已訂好位與家人吃飯慶祝。另外，山
聰正為《回歸》系列單元劇《我的驕
傲》拍攝，日前與壽星女唐詩詠在中環
拍外景，他都特別請對方吃生日飯。

梁詠琪期待母親節 品嘗愛女親煮早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梁詠琪（Gigi）和《反起跑線
聯盟》一劇小演員“瑤瑤”張
曦晨、“Martin”植海維、
“Billy”徐立德 4 日晚到老
公 Sergio 代理的西班牙童
裝品牌店舖出席母親節活
動，對於即將來臨的母親
節 ， Gigi 期 待 當 日 女 兒
Sofia 首次親手給她
◆ 梁詠琪與女兒
炮製的一頓早餐。
有很多相處時間。
有很多相處時間
。
5 日活動上，
網上圖片
Gigi 聯 同 三 位 小 演

員，一同精心製作充滿心思的母親節心
意卡，預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劇中飾演
女兒的張曦晨特地精心做了一張母親節
咭送給 Gigi，二人更互相送吻，場面溫
馨。
周日便是母親節、Gigi 已着女兒不
需要買禮物，但就向女兒暗示希望能為
媽咪親手炮製一頓簡單的早餐，也沒特
別要求，有得食就可以，因女兒從沒試
過單獨下廚，她真的很期待女兒的手
勢，到時爸爸都會幫手，Gigi 準備之前
一晚不會吃任何東西，到時希望不會太
難食，廚房的用品亦能安然無恙。

移民資訊
星期六

2022年5月7日

C9

Saturday, May 7, 2022

近 6 年造假办 400+张绿卡获利超 800 万美金

美抓捕一大型移民诈骗团伙
上周美国司法部公布了一项大规模移民欺诈
案的调查结果：一个安排了超过 400 起借由虚假
婚姻申请美国绿卡的移民诈骗团伙被一锅端，11
位犯罪嫌疑人已有 8 人被逮捕。这个犯罪团伙地
跨美国东西海岸，洛杉矶和马萨诸塞州两地同时
作案，犯罪时间近 6 年，涉案金额超 800 万美元。
本月初马萨诸塞州美国检察官办公室首先提
起了对 11 位犯罪嫌疑人的诉讼，随后加州中区检
察官办公室也提交了支持文件，这 11 人全部面临
串谋婚姻欺诈和移民文件欺诈罪两项罪名。
美国移民执法机构时不时会抓捕婚姻绿卡造
假的犯罪团伙，但像本案如此规模的大型移民欺
诈集团实属少见。
另外本案还有一点不同寻常，为了避免公民
配偶在婚姻绿卡或之后两年临时绿卡换永久绿卡
过程中“作祟”，这个犯罪团伙还为自己的客户
编造他们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这就允许外籍婚
姻绿卡受益人在没有公民配偶参与的情况下成功
申请绿卡，他们甚至代表客户向加州高等法院申
请了多份临时限制令。
该犯罪团伙的领头人是居住在洛杉矶的今年
48 岁的菲律宾公民，Marcialito Biol Benitez，同
伙和客户称呼他为 Mars。Mars 在 2016 年 10 月在
洛杉矶成立了一家人力资源外包公司，但实际这
家公司根本没有在从事任何与人力资源相关的服
务，而是专门向有长期移民需求的外国人兜售虚
假婚姻骗取绿卡生意。
每位客户需要向 Mars 的公司以现金形式缴
纳总共二万到三万美金的服务费，Mars 会为客
人制定详细的付款计划，什么时候支付定金、
什么时候举办假婚礼、什么时候递交移民申请
，整个流程全部经由 Mars 安排。客户需要每月
向假的公民配偶支付费用，直到获得绿卡。为
Mars 公司介绍生意的“中介”，还能获得每单

2000 美金的报酬。
另外 Mars 的公司还为客户提供一项特殊服务
，如果在客户最终拿到永久绿卡之前公民配偶不
再好好配合申请，他们会帮助客户宣称客户被他
们的美国公民配偶虐待，Mars 的公司用捏造的家
庭暴力犯罪指控向地方法院提出临时限制令，之
后再将家庭犯罪、临时限制令等虚假证据提交至
移民局，以此帮助客户在没有公民配偶配合参与
的情况下成功申请到绿卡。
这个 11 人犯罪团伙中，有 6 人是居住在洛杉
矶地区的菲律宾公民，1 名巴西公民以及 4 位美国
公民。这个犯罪团伙从 2016 年 10 月成立以来，一
直到 2022 年 3 月被联邦执法人员一锅端，期间一
共服务过超过 400 名外籍客户。
如果被告犯罪嫌疑人罪名全部成立，他们每
人将面临最高 5 年监禁、3 年监督释放和 25 万美
元的罚款。
美国移民法有规定，如果公民或绿卡持有者
在为外籍配偶申请绿卡，申请时如果两人的婚姻
未满两年，外籍配偶将获得的就是有条件限制的
有效期仅有两年的临时绿卡，即 conditional permanent residents。
这两年临时绿卡期限内双方继续维持真实婚
姻关系，夫妻双方可以在临时婚姻绿卡到期前向
移民局申请撤销临时限制，转为十年有效期的永
久绿卡。如果申请时这段婚姻本身已经超过两年
，就可以直接申请永久绿卡了。
虽然维系真实有效持续的合法婚姻是临时转
永久的重要前提条件，但并不是说这段婚姻出现
状况就一定不能临时转永久，如果出现以下几种
情况，临时绿卡持有者也可以在公民、绿卡持有
者配偶不支持的情况下单方面提出临时转永久的
绿卡申请：
已经离婚或者分居，只要临时绿卡持有者能

证明婚姻缔结时并非造假、是为了真实结婚而结
婚，而不是为了获得移民福利；
如果在临时绿卡期间配偶不幸离世，临时绿
卡持有者可以继续申请转永久；
如果临时绿卡持有者被配偶施暴、折磨，即
使在配偶不支持的情况下临时绿卡持有者可以单
方面继续申请转永久；
如果临时绿卡持有者被驱逐离境会遭遇极端
困难的情况(extreme hardship)，临时绿卡持有者
可以单方面继续申请转永久。
刚 刚 被 端 的 Mars 犯 罪 团 伙 正 是 利 用 了 上
面的第三条，捏造配偶施暴证据，以此在美
国公民配偶缺席的情况下单方面申请到了永
久绿卡。
本月初美国移民局宣布了一项针对有条件绿
卡申请永久绿卡免除面试的最新规定。原本所有
通过美国使领馆申请移民签证进入美国的婚姻绿
卡，在临时转永久申请时会被要求面谈，现在移

民局取消了这个必须面谈的规定，对于申请时能
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这段婚姻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没有出现签证欺诈、申请材料有问题的状况，没
有犯罪记录等这类相对简单的申请不在做必须面
谈要求。
这条新政策主要是为了提高申请处理效率，
好让移民局腾出更多人手和资源审核其他类别积
压严重的申请。
以往在面谈阶段，经验丰富的面谈官会觉察
出假夫妻奔着绿卡来面谈的蛛丝马迹，从而在面
谈阶段发现一些移民欺诈问题，不过现在随着政
策的执行，通过面谈发现移民欺诈的几率大大缩
小，这样就把更多发现问题的压力转嫁给了移民
执法、调查人员身上。
相对于申请难度较高的职业移民，婚姻绿卡
的确更容易成为移民欺诈目标，这也是为什么假
结婚办绿卡这门生意在美国屡禁不止的最主要原
因之一。

这一年，4 万 1483 人从中国移民美国

2020 年，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的移民
数量大幅下降，原因是一场疫情挡住了那些想
要进入美国的人，并减缓了处理他们申请的美
国官员的工作。
根据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一份年度报告，上一财年有 70 万人
获得合法居留，低于此前六年每年超过 100 万人
获得合法居留的水平。
国土安全部的报告发现，在获得永久合法
居住权的人中，约有七分之一（100325 人）来
自墨西哥，这一比例高于其他任何国家。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大约有 4.6 万
人从印度迁入，另有 41483 人从中国迁入。数据
显示，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人数为 27.2 万人，
高于来自北美国家的移民人数 22.2 万人。
美国移民来源地，圆圈越大代表人数越多
。
与墨西哥一样，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
多、古巴和牙买加等北美国家也是美国新居民
的最大来源地。
亚洲移民数量增加这个趋势，是从半个多
世纪前开始的，当时美国修订了移民政策，结

束了对这些国家移民的种族主
义排斥。越南、菲律宾、韩国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 2020 年
都有数以万计人成为新美国人
。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高 级 政 策
分 析 师 朱 莉 娅 · 格 拉 特 （Julia
Gelatt）表示：“1965 年美国修
订移民法以来，开始有大量亚
洲移民进入美国。近年来，美
洲和亚洲一直是新绿卡持有者
的最大贡献者。”
南美国家约有 6.2 万名新美国
人，主要来自巴西、委内瑞拉
和哥伦比亚。来自非洲国家的
大约 7.6 万人获得了美国的居留
权，其中以 1.2 万尼日利亚人和
7500 名刚果民主共和国人为首
，还有数千名埃塞俄比亚人、
埃及人和加纳人。
移民倡导组织 FWD 的高级人
口统计学家菲利普· 康纳（Phillip Connor）说，
近年来来自非洲国家的移民数量一直在上升。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非洲的份额
也在增加。我们说的不是翻倍，而是循序
渐进。这些新居民中的许多人是出于不同
的原因来的：许多刚果人使用了难民安置
项目，而尼日利亚人移民是为了技能型的
工作。
近年来，获得合法永久居留权的人的总体
比例大幅下降，因为疫情既让人们在当地出不
了门，又关闭了美国海关和移民服务局以及国

务院的签证或绿卡处理办公室。格拉特说，川
普政府增加移民障碍的举措也在长期放缓中发
挥了作用。
“在整个川普政府期间，我们看到了更多
的审查、更多的面试，各种申请的拒绝率更高
，”格拉特说。“即使在重新开放后，他们的
工作速度也比以前慢，这导致获得绿卡的人数
急剧下降。”
2016 年，超过 118 万人获得了在美国的居住
权。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这一数字每年都在
下降。去年获得居住权的 70.7 万人是 2003 年以
来的最低数字，但仍高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大部分时间的新居民比例。
近年来，几乎所有国家的移民都在放缓。
来自墨西哥的新居民从 2016 年 17.4 万的峰值下
降；自 2010 年以来，来自中国的新居民减少了
一半以上，来自印度的合法移民减少了三分之
一。
较低的移民率导致全美人口增长放缓。根
据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美国人口在过去十
年增长了 7.4%，比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任何十
年都要慢。
康纳说，人口增长放缓，部分原因是较低
的移民率，会带来经济成本。
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将需要每年
100 万（新居民）的水平来保持经济增长。但现
在我们的新移民数量不增反降，所以我们真的
在全球面临挑战。”
不过格拉特说，来美国的人还是比离开的
人多。
格拉特说：“总的来说，从国外移民到美
国的人数减去从美国移民到国外的人数仍然是
正数，我们有净正向移民。”

( 為食書生
為食書生）
）母親節日上金冠
溫馨五月己來臨 為人子女表孝心
飲茶晚飯當然選 承歡慰藉眾母親
執筆撰寫今期（為食書生），根本
不需搞盡腦汁，只要看看我所住蝸居中
書房牆壁上的日曆，「5 月 8 號星期天」
這七個紅色中文字的下方，「母親節」
這三個紅色中文字，馬上就賒在我眼前
，順理成章，我就有了題材供我作今次
下筆之用。毫無疑問，今期就要講述一
下，母親節的歷史根源。
大家有沒有留意，母親節為什麼會
總會是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在這
中間，究竟有何含義？
最初提出設立美國母親節此想法的
是賈維斯夫人，她是當時美國格拉夫頓
城教會主日學校的總監，一八七六年南
北戰爭後，她在學校裏負責講述美國國
殤紀念日的課程以及戰爭中捐軀英雄的
故事。她提出應當設立一個母親節，以
慰藉為國貢獻出英勇戰士的母親們。這
個願望未及實現，她便於一九○五年逝
世。
到了一九○七年，她的女兒安娜賈

維斯正式發起創設美國母親節，得到教
會、教堂的支持，她紀念其母的活動與
教會儀式相結合，於五月份的第二個禮
拜天在教堂舉行。一九一三年，美國國
會確定五月份的第二個禮拜天為美國法
定的母親節。可見，美國母親節同美國
歷史、宗教相關，帶有鮮明的美國文化
印記。
這樣的話，我們現在慶祝的母親節
，是美國文化的產物。不過由於美國是
當今第一的經濟及政治大國，美國文化
及節令，早已風行全球。港澳地區開放
得早，中國大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進行
改革開放之後，歐美流行文化包括節日
習俗和商業化生活方式等等，亦己西風
東移。因此母親節、父親節與情人節、
聖誕節等商業味濃的西式節日，亦傳遍
四海，來美的新舊華人移民、亜矞人仕
，都會覺得母親節是個全國性、以至世
界性的歡樂節日，為人子女、爲人夫君
，都要攜帶子女邀請母親出來，食頓豐
盛午晚晚飯，以表賀意。
本文刊登之日，是 5 月 7 號星期六。

明天正是 5 月 8 號第 2 個星期天，即是今
年的母親節。前年及去年的母親節，Covid-19 的疫情.仍然是瘋狂，廣大民眾為
着自身、親朋好友及社區安全著想，未
能像以往一樣，邀請母親出來到食肆歡
慶一番。今年則算是「苦盡甘來」，今
時今日的新冠病毒，己受到嚴格控制、
感染人數已大為渺小，大家可以不用帶
上口罩外出，因此今個母親節，大家一
定要一家大小、父母同堂，走入酒樓飯
店，作一次「報復性的花費」，來酬謝
母親在疫情期間對家庭、子女的辛勤付
出、耕耘、貢獻！
而最佳的食肆地方，毫無疑問，首
選是休市唐人街上的金冠大酒樓。它既
有 50 多樣精美點心的茶市、又可以選上
各式海鮮、雞鴨牛羊豬肉來佐饍。金冠
地方寬敞雅潔、更是招呼週到，賓至如
歸，誠慶祝母親節首選之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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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阿媽的一封信》拋磚引玉
帶領新生代回望家族故事

去年入圍金馬影展最佳紀錄片
的《給阿媽的一封信》，是導演陳
慧齡「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
（簡稱島記）的集大成。除了連續
好幾年透過與各校教師合作，在教
學現場尋找被攝者，也透過登報、
社群媒體徵人、史學者與記者們的
協助，陸續找定被攝者，跟拍他們
的時間短則一兩年，長則六、七年
。其中也隨客家歌曲創作者邱俐綾
拜訪她的姨婆邱瑞珍阿婆。邱瑞珍
阿婆的身世特殊，本是一個擁有客
家血統的女嬰，被台籍日本警察
領養，養母則是排灣族大頭目之
女，在這樣特殊的時空背景下，
練就河洛、客家、排灣、華語、
英語等多語言。年輕時身為排灣
族公主的她，與一名日本軍官相
戀，卻不受到祝福，最終隨著日
軍撤離從此分隔兩地。導演陳慧
齡回憶拍攝那年，由於阿婆行動
不便，自己便隨邱俐綾一同啟程
上山尋訪阿婆口中，充滿童年回
憶的瀑布與部落遺跡，「第一次
見面當天，我首先被瑞珍阿婆自
由轉換語言的能力折服。她真誠
溫暖的待人態度，讓我們每個人
在短時間就喜歡上這位九十多歲
的長者，享受待在她身邊的每一
刻。」
此外，陳慧齡導演也隨一對
十八番社大頭目潘文杰後代姊弟

，一同爬山涉水走過他們的先祖
當年南遷開出的道路：阿塱壹古
道。他們在訪問過族中耆老後，
一邊行走，一邊寫下自己對家族
故事的發現。對於這些可貴的相
遇，她表示，「希望藉著電影創
作拋磚引玉，讓我們一起引導新
生代建構記憶，讓台灣青年不只
成為有故事的人，同時也是有信
仰的人。」然而她也坦言，在歷
時十年的拍攝過程間，因為篇幅
的關係不得不捨棄部分被攝者故
事，例如張七郎家族後代於白色
恐怖時期逃難到巴西，盤纏用盡
最後在貧民窟求生，與妻女離散
七年終於重逢的曲折離奇往事。
也會遇到本確定參與拍攝的學生
因考量到自己祖父為迫害體系的
成員，最後改變心意不願授權已
被拍攝的素材，「我認為最重要
的是他鼓起勇氣去講述，以及他
在講述時班上同學所給予的正向
回饋。這件事發生在教學的現場
，本身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給阿媽的一封信》將於 5 月 20
日在台上映。
旅法導演陳慧齡回到故鄉悼
念離世的祖母，除了面對模糊的
家族記憶，她也意識到國家歷史
的斷裂問題。透過給學生們的美
術作業，陳慧齡邀請多位年輕人
以家族記憶為題，訪談祖父母並

為他們繪製肖像畫，來實踐一個
歷時十年的行為藝術：「群像」
的拼組。從滿州國死裡逃生的客
家運將傳奇、走在阿塱壹古道娓
娓談起先祖的斯卡羅後人、滿頭
白髮嬌羞回憶與日本軍官相識的
排灣族「公主」、落地生根多年
卻仍難忘家鄉山河的老兵、不願
重拾失親傷痛的受難者家屬，以
及那一封封字字血淚卻未曾寄達
的遺書，和早已埋沒在荒草間，
曾是知識分子為躲避白色恐怖而
自囚十八年的地窖。聽著台灣新
生代輪番闡述各族群的遷徙路線
，最後都在這塊島嶼上相遇。彼
此聆聽的過程，串連起不同甚至
相對立場的記憶斷片，直到建構
出一個群像。如同自由之鯨在濃
霧中自海面浮起：一雙炯炯有神
的眼、一張臉、許多張不同的臉
、我們的臉……
超值預售套票於博客來售票
網熱賣中，凡購買雙人套票，即
可獲得卷卷日常工作室提供之
「我是台灣人-毛氈收納套」壹份
（五色隨機出貨），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給阿媽的一封信》
青春限定活動也已正式開跑，即
日起至 5 月 10 日，凡具有學生身
分即可報名，揪團於上映前免費
搶先看《給阿媽的一封信》，詳
情請洽天馬行空粉絲團。

郭采潔密婚又分手？
男友超渣行徑瘋傳

女星郭采潔近年來將事業重心轉往大陆，2021 年與
音樂人伊德爾爆出緋聞，兩人也曾在《一起樂隊吧》節
目合作過，雙方不時被拍到出雙入對，甚至一度傳出密
婚消息。不過，男方卻被起底是「渣男」，昔日劈腿約
砲事蹟在網路上瘋傳，還有報導指出兩人已悄悄分手，
不過至今仍未被證實。
郭采潔憑藉「小時代」電影系列在中國大陆站穩一
線女星地位，目前仍持續活躍演藝圈，感情世界備受矚
目的她，2021 年被拍到與蒙古音樂人伊德爾私約，男方
也多次擔任她歌曲的作曲人，從工作夥伴轉變成情侶，
甚至謠傳 2 人已低調密婚，引起熱議。不過，外界對於
伊德爾評價卻相當兩極，甚至有爆料指出他不但劈腿約
砲，甚至私生活混亂引起軒然大波，而郭采潔隨即與他
光速切割，但未被證實。
事實上，伊德爾多次被爆出疑似吸毒、私生活混亂
等負面爭議，對此本人則 PO 出聲明闢謠，表示「對於傳
聞中關於本人吸毒；濫交等不實之辭，我已委託律師處
理此事，對於造謠者、傳播者保留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權
利」。

《詭棋》許瑋甯展現超強鬼后演技

似人似鬼的扮相太驚人
跨國合作的懸疑驚悚電影《詭棋》由香
港新銳導演胡樂筠執導，除了集合知名演員
薇諾妮卡費瑞兒之外，台灣實力派女星許瑋
甯 、 曹佑寧都參與演出。導演看過許瑋甯
以往的作品，覺得她美麗又深具演技實力，
特別邀請她演出電影中關鍵的角色，當她化
上受到阻咒的鬼妝，靠幾個眼神和動作，就
演出極度恐怖的氣氛，感染力十足，連國際
工作團隊都被嚇到，原以為她只是個美女，
看到她的演出後，對她的演技大感驚艷，直
呼: 「她好會演，演技太棒了。」
電影《詭棋》全程於奧地利的薩爾斯
堡拍攝，故事描述一個安靜的毆洲小鎮，
突然接二連三出現神秘的死亡案件，似乎
和充滿靈異力量的「解憂棋」有關，而在
警方介入調查後，小鎮中又出現了一對華
人夫妻疑似受到靈異力量影響的案件。胡
樂筠表示這是電影中警方觀察的第一個案
子，成為關鍵劇情，她表示之前有看過許
瑋甯演出的《紅衣小女孩》和《目擊者》
，對她出色的表現印象深刻，成為她首選

的演出人選。
胡樂筠表示許瑋甯演出的角色很複雜
，與老公相愛相殺，對外是一對光鮮亮麗
的年輕夫妻，但在家中慘被家暴，身上常
傷痕累累，最後受到靈異棋盤「解憂棋」
的詭異阻咒影響，起了報復之心，讓她陷
入似人又似鬼的恐怖狀態中，戲份不重卻
很有發揮，許瑋甯也樂於接受挑戰，在冬
天飛往奧地利，在零下低溫中進行拍攝。
《詭棋》中，她與扮演老公的演員呂
聿來兩人經常發生爭執並且動手，兩人為
求真實的效果，很大方的接受彼此真的出
力打，結果在老外工作人員因很重視人身
安全，直呼絕對不行，但許瑋甯和呂聿來
還是認真的打了幾回，打出最佳效果才收
手。還有一場兩人在湖邊拉扯的戲，許瑋
甯還不小心滑倒撞到頭，本來劇組想要安
排她去醫院，但她檢查了一下自己的狀況
，表示可以繼續拍攝，她說：「我真的沒
事，湖邊真的超級冷，我身體還要躺在水
中，趕快拍完才能趕快讓大家收工休息。

」非常敬業
。
許瑋甯
在電影中除
了化被家暴
眼睛瘀血的
傷妝演出，更因要演受到阻咒影響，而必
需化上慘白面容的鬼妝，她一走出化妝室
，便已經嚇到所有工作人員，混血的臉龐
加上眼神，美麗又恐怖，已經效果十足，
一開機，她幾個細微的動作，更是充滿恐
怖氣氛。有一幕，她必需在地上爬行，最
後倒地並流下眼淚，她的詮釋，無論情感
還是時間點都掌握的剛剛好，導演胡樂筠
說：「那個眼淚的很短，但畫面很震撼，
所有人都被她的演技嚇到。」導演表示還
聽到國外工作人員事後都在討論讚美許瑋
甯的演技，「證明她的演出真的很棒，讓
外國工作人員都印象深刻。」
《詭棋》劇情描述一個人煙稀少的毆
洲小鎮，平日連竊盜案都沒有，竟然出現

恐怖的連續殺人案件，小鎮居民在一個月
內陸續死亡，女警塔瑪拉（伊莉絲蕾薇斯
克 飾）從前的刑警搭檔也是死者之一，
讓小鎮的耳語不斷。塔瑪拉在查案的同時
，發現一支警方審訊的錄影帶，讓她想起
一直以來行為古怪的母親莉亞（薇若妮卡
費瑞兒 飾），因為莉亞在青少年時期曾
與高中同學們一起玩名為「解憂棋」的棋
盤遊戲，可以引發一股神秘的復仇力量，
讓他們樂此不疲，但一次玩遊戲時發生了
火災，同學們全都死亡，莉亞是唯一的倖
存者，但精神出狀況，更失去視力，而
「解憂棋」遊戲也消失無蹤。但現在似乎
這股力量又在小鎮漫延，塔瑪拉面對母親
可能成為嫌犯，小鎮鎮民又接連死亡，要
如何阻止這股取人性命的神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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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雄狮少年相约岭南大地
感受浓郁的市井生活
岭南木棉花开的季节，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如果你也曾为《雄狮少年》这部电影感动，应该对片中铺天盖
地、炽烈火热的木棉花，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雄狮少年》鼓舞了无数努力生活的平凡人，也让岭南文化再
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五岭以南，百越之地，开放包容，孕育了非一般的岭南：动与静，快与慢，融合精妙，时时让你发现不为人
知的精彩，仿佛粤菜的滋味，总有爱好者喜上眉梢。
一起走进岭南，在佛山观赏真正的醒狮表演，在潮州喝杯功夫茶，感受慢生活吧！

佛山 鲜活的岭南文化，激发功夫热情
广东有一句俗话：“只要有村就有祠堂，有
祠堂就有狮子，有狮子就有洪拳。”醒狮跟岭南
的祠堂姓氏文化和洪拳密不可分。一个村里的舞
狮队就是这个村的灵魂所在，同时代表着村落的
精神面貌、礼仪风俗。
到佛山，要看老货。佛山千年的历史积淀远
比城市的规模更有看头。“无影脚”在这儿确实
无影无踪，你会看到的是南狮灵活跳脱的腿功，
心中瞬间激发起想学武功的渴望。
佛山被誉为“岭南文化之乡”，是粤剧、粤
菜的发源地，精彩的传统民艺与“南番顺”美食
琳琅满目，空荡荡的行李箱和胃囊都是必备。
佛山市祖庙博物馆
要参观建于北宋元丰年间的祖庙，先看看门
票上的那张照片——你是否已经被屋脊上形态各
异的陶俑和屋檐下密密麻麻的雕花震惊了呢？
佛山祖庙集石雕、木雕、砖雕和陶塑、灰塑
（三雕二塑）艺术之大成，宝物众多，望远镜和
长焦镜头很有帮助。
穿过设计科学的灵应牌坊（可以避雷抗台风
）就是设计装饰着贴金木雕的万福台：这座华南
地区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戏台，6 米多的高度
其实是为祖庙里的神灵们所设计。当地粤剧班子
只有在这里通过了考验，才能到其他地方巡演。
灵应祠正门称为三门，由此进入祖庙主体。
屋顶上的石湾花脊一直延续到前殿，加上下排灰
塑的点缀，热闹的景象让祖庙里供奉的北帝从不
寂寞。
祖庙是佛山的传统工业展览馆，巨大的铜镜
、精致的铜钟和铜鼎展现了佛山冶铸业的先进水
平，安坐正殿的北帝铜像更是重达 2 吨。
佛山武术也是祖庙的要角，叶问堂里收集了
咏春宗师叶问的珍贵照片和信件，黄飞鸿纪念馆
复刻了宝芝林与故居，更展出了关于他的小说、
电影、戏剧甚至漫画。
这里每天 10:00、14:15、15:30 都有佛山武术
和舞狮表演，强烈建议不要错过，早点抢座。
舞狮 Q&A
Q：真正传统的舞狮是怎样的？
A：现在大家看到更多的是表演狮，这跟传
统舞狮完全是两码事。从前舞狮都是以武馆为单
位进行，代表村落舞狮。出狮的标准队形是帅旗
走前，然后左右各一支三角旗，武馆师傅、狮子
、锣鼓场、队员依次在后，如同古代穆桂英挂帅
出师。舞狮的套路非常复杂，更多强调的是“落

地生根”“腰马合一”，而现在则需要更多跳跃
动作。传统舞狮并没有高桩，是叠罗汉、爬高竿
，狮子从人堆中一路走高，爬上一根大毛竹去
“采青”。以前训练没有保护措施，大家都是在
河里练习爬高竿。现在更多商业舞狮更注重表演
，狮子甚至可以跟观众打闹嬉戏。在以前，人们
是不可能随意触碰狮子的，无论是在舞狮时还是
平时。
Q：狮头有什么讲究？
A：狮头的颜色代表不同人物，他们都出自
《三国演义》，分别是刘（备）、关（羽）、张
（飞）、赵（云）、马（超）和黄（忠）。刘备
狮以黄色位主带白毛，关羽狮红底黑纹，张飞狮
是全黑或者黑白，赵云狮是白色等。这几年有些
狮子头上带了两根翎子，这代表吕布，带有贬义
，传统狮头里并没有这一类。过去的狮尾更长，
会有更多武术动作，现在的略短，更多利于跳跃
动作。
南风古灶五百年未曾断过的窑火
位于禅城区西边的石湾镇，自古即为制陶重
镇，高高的烟囱是这里的地标。古窑依山而建，
形似一条大龙，故称“龙窑”，据说这里五百年
没有断过窑火。
明清时期的制陶村风韵古朴，喜欢摄影的话
得多备一些存储卡。另一边的古老街巷里遍布着
文创和陶瓷小店，适合慢慢游逛。
以南风古灶为核心，整个陶瓷产业园大得惊
人，以北有茶文化街、古玩街，以东有公仔街、
当代美术馆、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以南还有好
几间小型的私人美术馆，1506 创意城则包围了整
个园区。
清晖园 岭南四大名园之一，消食好去处
坐落在顺德大良镇中心，是岭南四大名园之
一，“清晖”取自父母之恩如日光和煦寓意。
造园主龙元任爱吃，园中亦遍植岭南嘉果，
以龙眼为主，还有橘、梅、竹笋、芒果、菠萝。
园中最独特的建筑是船厅，装饰性的细节亦值
得品味。石湾陶、灰塑、木雕与进口的彩色玻璃各
有功用与趣味，尤其是一套清代的“羊城八景”蚀
雕玻璃更是绝技，这种制造技艺已经失传了。
不妨到澄漪亭里看水色、园景与精心拼制的
明代蚝壳窗，仔细瞧瞧碧溪草堂里“短斤少两”
的“百寿图”，只有 98 个，剩下的 2 个“寿”则
是曾居住于此的两位老者。
寻味顺德 粤菜中的全能 ACE——清、鲜、爽、
嫩、 滑

顺德捞鱼生 顺德盛产淡水鱼，新鲜优势成
就了一道鱼生名菜。捞鱼生原本是过年吃的，
“捞”是搅拌的意思，以鲜甜爽口的生鱼片做底
，放上姜丝、胡萝卜丝、洋葱、蒜头、糖蒜、陈
皮丝、柠檬叶、腌辣椒、芝麻、糖、盐、香油、
花生米。
大家一边“捞”一边讲吉祥话：“捞起、捞
起、捞得风生水起！”鱼片的甜脆与各种作料的
香气在嘴里爆炸，如同味觉的大型烟花秀。
温馨提示
生食淡水鱼易有寄生虫的问题，“白酒大蒜
可杀死寄生虫”并不可信。一些餐厅的货源与处
理方式也因此有所调整，但仍不能完全杜绝寄生
虫。是否要冒这个险，就看你的选择了。
双皮奶 这个全国驰名的甜品就出自顺德大
良，品尝时可以感受到水牛奶两层奶皮的质感，
冷热都相宜。民信老铺（东乐路店）这家铺子离
清晖园很近，整个店铺的青砖和彩窗充满了岭南
风味。双皮奶的口味很多，红豆双皮奶的豆子满
得都要洒出来了，炸牛奶要趁热吃。
潮州 雅意古词的潮州话，正好搭配一杯功夫茶
宗族文化，是潮州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最具特
色的一点。
潮州古城就像一个小小的时间胶囊，当你进
入其中，各个时代的截断面便纷纷呈现在你眼前
。
魏晋时风雅的木屐如今仍是民俗仪典上必备
的吉物，唐宋中原雅音的碎片从街坊寒暄中蹦出
，明清大厝如同闺秀一样端庄坐在深巷中，民国
时的西洋骑楼与修复重建的中华牌坊一同列在太
平路上。
而只要遁入少有游人踏足的本地生活区，那
种慢悠悠又热腾腾的生活节奏会让许多人回想起
童年时光。
城内的居民们也享受着家传的文雅慢生活，
坐在骑楼下与厝边邻里品茶闲聊时，手中总爱把
玩着一把秀气的工夫茶壶。不妨和他们搭个话讨
杯茶，加入保留着不少雅意古词的潮州话闲聊。
己略黄公祠 精致繁复的木雕，深藏不露的古典
之美
祠堂建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已经很
难考证这里原来供奉的是哪一位黄公，不过祠堂
内装饰的石雕、木雕和金漆画仍然保存完好，工
艺精湛值得细看。进门处的石门楼上雕有姜太公
钓鱼，两厢的斗拱木雕看起来相似，细节却各有
特色。

拜亭和祠堂更是精华所在，正厅门楣上的郭
子仪拜寿金漆画细节活灵活现；堂内两侧的金漆
木瓜梁架是明清潮汕祠堂中的典型样式，寓意多
子多孙；梁檐上每处木雕主题都出自不同的传统
典故，正厅中展示有各处木雕的放大图和解说，
不妨按图索骥。
甲第巷 历史的沉稳在古老的建筑里闪现
潮州古城内众多小巷顺太平路排开，南门内
更有十大名巷，其中古民居保留完整的当属以甲
第巷为中心的“义兴甲”街区。甲第巷兴于宋时
，由于大多是上层阶级的商人名士在这里居住，
甲第巷又有“甲等府第”的寓意。
现在保存下来的宅院大多是明清时期的建筑
，近年来老宅经过整修后虽然少了几分人气，但
这条古巷仍保留着清净古朴的氛围。
巷子中段 16 号的资政第门墙嵌瓷画艳丽细
腻，这里如今作为湘桥区民居文化展览馆和民间
艺术陈列馆开放参观，留有描金木雕的厅堂内展
出了潮剧、潮语和华侨家书“侨批”，后身现代
楼房第三层设有潮绣大师李淑英作品展。
展馆附近还有外翰第和龙游衍派等文保建筑
，巷东口饶府半园的旧主人是饶宗颐的族亲，不
过这些老宅通常大门紧锁。
吃在潮州 精细烹调的纷繁美味抚慰你的胃和心
牛肉火锅 潮汕牛肉火锅之风刮遍全国，有
空可以去潮州东郊官塘镇大吃一顿。这么好吃的
秘密是什么？答案就是潮州和汕头的牛肉都是当
天屠宰后马上送往各家牛肉店。试试 “脖任”
或“牛峰”，指的是牛颈肉，绝对是牛肉中的极
品。
和友牛肉火锅是官塘近年来名声颇为响亮的
火锅，店在陶瓷学院门口西侧，店内空间很大但
几乎没有装修，晚上常常客满。各个部位的牛肉
每盘都在 30 元上下，随锅底送一盘蔬菜。
卤水 与雄狮少年相约岭南大地，感受浓郁
的市井生活
潮汕特产，禽畜、豆制品都可以拿来卤，其
中澄海狮头鹅成为卤水鹅头的钻石版。瀛洲烧鹅
，开在漂亮老楼瀛洲大酒店的一楼，专卖潮汕经
典卤味狮头鹅，新鲜出炉的大鹅被分为鹅肉、鹅
头、鹅翅、鹅掌、鹅肝、鹅胗和鹅肠几部分，不
过要赶早去才能买到鹅肠和鹅掌等抢手部位。
潮汕粥 砂锅粥通常用生米加海鲜熬成，香粥
是米饭加肉汤滚成，看得到米粒的才是潮汕粥。
粿 没吃过“粿”不算来过潮汕，这种米面
制品花样之多、味道之复杂，超乎你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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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社人士參加萊斯大學校長 David
Leebron 暨夫人孫月萍歡送晚宴

休士頓僑社代表 4 月 29 日（上周五
上周五）
）晚參加歡送擔任
萊斯大學 18 年校長的 David Leebron 暨夫人孫月萍歡送晚
宴。當晚共有中外賓客約 550 人出席
人出席。
。包括本報系發行人
李蔚華、
李蔚華
、朱勤勤夫婦
朱勤勤夫婦。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
、關振鵬前休士
頓副市長、
頓副市長
、 「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
」 前董事長李昭寬
前董事長李昭寬、
、著名建築師李
兆瓊，
兆瓊
，及著名地產開發商劉明鋼
及著名地產開發商劉明鋼、
、名律師
名律師，
，旅館投資商賴
孟子学院2022暑季课程报名
清陽、
清陽
、李迎霞夫婦等多人
李迎霞夫婦等多人。
。場面極為溫馨
場面極為溫馨、
、感人的盛會
感人的盛會。
。
大家為 Leebron 夫婦十八年來的付出和努力而感動不已
夫婦十八年來的付出和努力而感動不已，
，
並祝他們幸福美滿。
並祝他們幸福美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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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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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学、初中与高中的9门竞赛数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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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P数、理、化14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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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AT/ACT数学、科学与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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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初中、高中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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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数、理、化14门课程

2）小学、初中与高中的9门竞赛数学课程

SAT/ACT数学、科学与英语课程

注册事项：

4）SAT/ACT数学、科学与英语课程

初中、高中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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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初中、高中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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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ach semester has 15 weeks. One class per week. 90 minutes per class.

6) Please contact Dr. Meng if you cannot find the class you want or if the class time does not work for you. Many class times are flexible to change. We will try to accommodate if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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