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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k says $44 bln Twitter deal on hold
over fake account data
May 13 (Reuters) - Elon Musk tweeted on Friday that his $44-billion cash deal for Twitter Inc
(TWTR.N) was “temporarily on hold” while he
waits for the social media company to provide
data on the proportion of its fake accounts.
Twitter shares initially fell more than 20% in
premarket trading, but after Musk, the chief executive of electric car market Tesla Inc (TSLA.O),
sent a second tweet saying he remained committed to the deal, they regained some ground.
The shares were down 9.6% to $40.71 in trading
on Friday, a steep discount to the $54.20 per share
acquisition price.
Musk, the world’s richest person, decided to
waive due diligence when he agreed to buy Twitter on April 25, in an effort to get the San Francisco-based company to accept his “best and final
offer.” This could make it harder for him to argue
that Twitter somehow misled him.
Since Musk inked his deal to acquire Twitter,
technology stocks have plunged amid investor
concerns over inflation and a potential economic
slowdown.
The spread between the offer price and the value
of Twitter shares had widened in recent days,
implying less than a 50% chance of completion,
as investors speculated that the downturn would
prompt Musk to walk away or seek a lower price.
read more
“Twitter deal temporarily on hold pending details
supporting calculation that spam/fake accounts
do indeed represent less than 5% of users,” Musk
told his more than 92 million Twitter followers.

to close,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all
scenarios.” On Thursday, Agrawal announced leadership changes and a hiring
freeze. read more
REAL OR FAKE?
Spam or fake accounts are designed to
manipulate or artificially boost activity
on services like Twitter. Some create an
impression that something or someone is
more popular than they actually are.
Musk tweeted a Reuters story from ten
days ago that cited the fake account
figures. Twitter has said that the figures
were an estimate and that the actual number may be higher.

Under the terms of Musk’s contract with Twitter,
he is entitled to ask the company for information
on its operations following the signing of the deal.
But this is meant to help him prepare for his own- The estimated number of spam accounts
ership of Twitter, not to carry out due diligence
on the microblogging site has held steady
and reopen negotiations.
below 5% since 2013, according to regulatory filings from Twitter, prompting
Twitter is planning no immediate action against
some analysts to question why Musk was
Musk as a result of Musk’s comment, people
raising it now.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said. The company considered the comment disparaging and a violation Illustration shows Elon Musk’s Twitter
of the terms of their deal contract, but was enprofile on smartphone and printed Twitter
couraged by Musk subsequently tweeting he was logos
committing to the acquisition, the sources added. Illustration shows Elon Musk’s Twitter
profile on smartphone and printed Twitter
Musk came to Twitter’s office for a meeting on
logos
May 6 as part of the transaction planning process, Illustration shows Elon Musk’s Twitter
a Twitter spokesperson said.
profile on smartphone and printed Twitter
logos
Twitter’s Chief Executive Parag Agrawal also
weighed in, tweeting “While I expect the deal

Elon Musk’s Twitter profile is seen on
a smartphone placed on printed Twitter
logos in this picture illustration taken
April 28, 2022. REUTERS/Dado Ruvic/
Illustration
“This 5% metric has been out for some
time. He clearly would have already seen
it... So it may well be more part of the
strategy to lower the price,” said Susannah Streeter, an analyst at Hargreaves
Lansdown.
Representatives for Musk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from Reuters.
Tesla’s stock rose 5% on Friday. The
shares have lost about a quarter of their
value since Musk disclosed a stake in
Twitter of April 4, amid concerns he will
get distracted as Tesla’s chief executive
and that he may have to sell more Tesla
shares to fund the deal.
There is plenty of precedent for a potential renegotiation of the price following
a market downturn. Several companies
repriced agreed acquisitions when the
COVID-19 pandemic broke out in 2020
and delivered a global economic shock.
For example, French retailer LVMH
(LVMH.PA) threatened to walk away
from a deal with Tiffany & Co. The U.S.
jewelry retailer agreed to lower the price

by $425 million to $15.8 billion.
Acquirers seeking a get out sometimes turn to “material adverse
effect” clauses in their merger
agreement, arguing the target
compan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damaged.
But the language in the Twitter
deal agreement, as in many recent
mergers, does not allow Musk to
walk away because of a deteriorat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such
as a drop in demand for advertising or because Twitter’s shares
have plunged.
Musk is contractually obligated
to pay Twitter a $1 billion breakup fee if he does not complete
the deal. But the contract also
contains a “specific performance”
clause that a judge can cite to
force Musk to complete the deal.
In practice, acquirers who lose
a specific performance case are
almost never forced to complete
an acquisition and typically negotiate a monetary settlement with
their targets.

DEFEAT
THE
BOTS
Musk
has said
that if
he buys
Twitter
he “will
defeat
the spam
bots
or die
trying”
and has
blamed the company’s reliance
on advertising for why it has let
spam bots proliferate.
He has also been critical of Twitter’s moderation policy and has
said he wants Twitter’s algorithm
to prioritize tweets to be public.
Earlier this week, Musk said he
would reverse Twitter’s ban on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English
星期六

2022年5月14日

C2

Saturday, May 14, 2022

05/
05
/13
13/
/2022

Baby Formula Shortage?

America’s Baby Formula Shortage Has
America’
Gone From Shortage To A National Crisis.
In many states now,
more than one-half of
all baby formula has
been sold out. In stores
nationwide, 40 percent
of all baby formula is
out of stock. As parents
start to stockpile the
products, retailers have
all moved to limit
purchases.
After the recent deaths
of two infants from a
rare infection, the FDA
investigated Abbott, a

major producer of
infant formula and
discovered traces of a
pathogen in a Michigan
plant. In the meantime,
the pandemic has
snarled the supply
chain and also affected
supplies for the stores.
Republicans today
called on the White
House to come forward
to solve the national
crisis immediately. To
be hones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facing
so many difficulties
right now, including the
price of oil, food prices,
building materials and
daily necessities which
are all rising sharply.
The number of people
waiting in long lines at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food banks in major
cities across the nation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It is very
sad and makes us
angry.
We are sending huge
amounts of aid

overseas, but we still
can’t help all of our
own poor people. Since
the Democratic Party
came to power, a lot of
micro and small
businesses still can’t
get help for their very
survival.

Editor’s Choice
A ‘Naga Sadhu,’ or Hindu holy
man, places a mask across his
face before entering the Ganges
river during the traditional
Shahi Snan, or royal dip, at
the Kumbh Mela festival in
Haridwar, India, April 12, 2021.
As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
exploded in India in April and
May, hospitals ran so short
of oxygen that many patients
suffocated. REUTERS/Danish
Siddiqui.

A healthcare worker administers a dose of CoviShield, a coronavirus disease
vaccine, to a shepherd man during a vaccination drive in Lidderwat, located
in India Kashmir’s Anantnag district, June 10, 2021. REUTERS/Sanna Irshad
Mattoo

Manoj Kumar waves a handkerchief from the back seat of his vehicle at his mother Vidhya
Devi as she receives oxygen in the parking lot of a Gurudwara (Sikh temple) amidst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in Ghaziabad, India, April 24, 2021. REUTERS/Danish Siddiqui

A healthcare worker checks the temperature of a woman inside her hut during a coronavirus disease vaccination drive for workers at a brick kiln in Kavitha village on the outskirts of Ahmedabad, India, April 8, 2021. REUTERS/Amit Dave

Manisha Bashu presses the chest
of her father, who was having
difficulty breathing, after he felt
unconscious while receiving
oxygen support at a Gurudwara (Sikh temple) amidst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disease in
Ghaziabad, India, April 30, 2021.
REUTERS/Adnan Abidi

A vet provides medicine
to an eagle after it was
dehydrated due to heat at
Jivdaya Charitable Trust, a
non-governmental rehabilitation center for birds and
animals, during hot weather in Ahmedabad, India,
May 11, 2022. REUTERS/
Amit D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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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erious Threats” To Global Food Security As
Ukraine 2022 Grain Harvest Could Fall by 55%

Global Food Crisis Stalks
The Starving As War And
Covid Choke Su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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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food security faces ‘serious threats’from a combination of soaring prices, fertilizer shortages and a potential loss
of production due to the war in Ukraine, according to the
Syngenta Group.
“Even before the war, the world was already in a food crisis as
prices of staples surged and hunger was on the rise.”
About 400 million people are dependent on Russia and
Ukraine for food due to their significant roles within the global
food supply chain, according to Syngenta.
Bloomberg writerAlonso Soto reported yesterday that, “The
Spanish government will allow rationing of some products
by retailers, as part of broad measures to cushio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war in Ukraine.
“Stores will be allowed to temporarily limit ‘the number of
goods that can be bought by a client,’ according to the rule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Gazette Wednesday. The government didn’t name any specific type of products that could be
affected.”
Soto explained that, “Ukraine is the main supplier of corn and
sunflower oil to Spain, providing 30% and 60% of imports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Madrid-based economic consultancy Afi. Madrid has eased grain import rules to increase
supplies from Brazil andArgentina.”
And Melissa Eddy and Raphael
Minder reported in today’s New
York Times that, “A crucial portion of the world’s wheat, corn
and barley is trapped in Russia
and Ukraine because of the war,
while an even larger portion of the world’s fertilizers is stuck
in Russia and Belarus. Global food and fertilizer prices are
soaring as a result: Since the invasion last month, wheat prices
have increased by 21 percent, barley by 33 percent and some
fertilizers by 40 percent.
“Supermarket shelves in Germany were empty where stocks
of flour and sunflower oil normally stand, as consumers have
snapped up more than their share in anticipation of potential
shortages.
“Germany’s Agriculture Ministry sought to assuage fears of
food shortages on Wednesday, pointing out that the country
is largely self-sufficient in producing wheat. But the ministry
acknowledged that prices for food were rising, driven by an
increase in prices for energy and fertilizer.”

TheTimes article stated that, “In recent weeks, Spanish supermarkets have at times run out of items, like sunflower oil, that
are usually imported from Ukraine and Russia.”
Dow Jones writer Kirk Maltais reported yesterday that, “Corn
for May delivery rose 1.6% to $7.38 a bushel on the Chicago
Board ofTradeWednesday as peace talks fail to end a conflict
threatening global grain supplies.”
Meanwhile, Reuters News reported today that, “Russia plans
to increase its export quotas for nitrogen and complex fertilizers, its economy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on Thursday.
“Russia is a major producer of potash, phosphate and nitrogen containing fertilisers – key
crop and soil nutrients. It
produces more than 50
million tonnes a year of
them, 13% of the global total, and exports to Asia and Latin
America.
“In November, Moscow decided to limit exports of nitrogen
fertilisers and complex nitrogen-containing fertilisers for Dec
1-May 31 to help curb any further increase in food prices
amid higher gas prices.”
The Reuters article noted that, “The quotas will be raised by
231,000 tonnes for nitrogen fertilizers and by 466,000 tons for
complex fertilizers, the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measure will help to increase exports of these products
and at the same time secure sufficient amount of the crop nutrients for domestic farmers, it added.”
And a separate Reuters article from yesterday reported that,
“Belarus will allow companies to export potash fertilizer in
response to Western sanctions, Tass news agency said on
Wednesday, citing a government decision. It did not give
details.
“State-owned Belaruskali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s of potash.”
Also yesterday, Reuters writer Jonathan Saul reported that,
“Ukraine accused Russia on Wednesday of planting mines
in the Black Sea and said some of those munitions had to be
defused off Turkey and Romania as risks to vital merchant
shipping in the region grow.
“The Black Sea is a major shipping route for grain, oil and oil
products. Its waters are shared by Bulgaria, Romania, Georgia and Turkey as well as Ukraine and Russia.”

And Reuters writers Natalia Zinets and Luiza Ilie reported

yesterday that, “Ukraine is in talks with Romania on shipping its farming exports via the Romanian Black Sea port
of Constanta, as Russia’s invasion has blocked off Ukrainian
ports, Ukraine’s agriculture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on
Wednesday.”
“Romania’s agriculture ministry confirmed the talks over
how to help Ukraine deliver its exports through Constanta
port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Reuters article said.
With respect to production prospects, Reuters writer Pavel
Polityuk reported today that, “Ukraine’s 2022 grain harvest
could fall by 55% to 38.9 million tonnes due to a sharp decrease in sowing and harvesting areas caused by the Russian
invasion, theAPK-Inform agriculture consultancy said.”
The 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es 2022
Globally, levels of hunger remain alarmingly high. In 2021,
they surpassed all previous records as reported by the 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es (GRFC), with close to 193 million
people acutely food insecure and in need of urgent assistance
across 53 countries/territori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e
GRFC 2022. This represents an increase of nearly 40 million
people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high reached in 2020 (reported in the GRFC 2021).
Thisincreasemust beinterpreted with care, given that it can be
attributed to both a worsening acute food insecurity situation
and asubstantial (22 percent) expansion in thepopulation analyzed between 2020 and 2021. However, even when considering the share of the analyzed population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se phases has increased since 2020.
When considering the results of the six editions of the GRFC,
the number of people has risen by 80 percent since 2016,
when around 108 million people across 48 countries were
acutely food insecure and in need of urgent assistance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When comparing
the 39 countries/
territories that were
consistently in food
crisis in all six editions of the GRFC,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almost doubled between 2016 and 2021 – up from 94
million to almost 180 million.
This increase across the six years of the GRFC – both in
terms of absolute numbers and the percentage of the analyzed population in these three highest acute food insecurity
phases – reflects increased availability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data, broader geographical coverage, revised population
figures, and deteriorating food security contexts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The outlook for global acute food insecurity in 2022 is expected to deteriorate further relative to 2021. In particular, the
unfolding war in Ukraine is likely to exacerbate the already
severe 2022 acute food insecurity forecasts included in this
report, given that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 war on global food,
energy and fertilizer prices and supplies have not yet been factored into most country-level projection analyses.
The GRFC focuses on food crises where the local capacities to respond are insufficient, prompting a request for the
urgent mobil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well
as in countries/territories where there is ample evidence that
the magnitude and severity of the food crisis exceed the local
resources and capacities needed to respond effectively.
It provides estimates for populations in countries/territories
where data are available,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Food Security Phase Classification (IPC) and Cadre Harmonisé (CH) or
comparable sources. Populations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are in need of urgent food and
livelihood assistance.

A closer look at 2021
In 2021, almost 40 million people were facing Emergency
or worse (IPC/CH Phase 4 or above) conditions, across 36
countries. Of critical concern were over half a million of people (570 000) facing Catastrophe (IPC/CH Phase 5) – starvation and death – in four countries: Ethiopia, South Sudan,
southern Madagascar andYemen.

The number of people facing these dire conditions is four
times that observed in 2020 and seven times higher than in
2016.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2021, localized areas in South
Sudan continued to face Famine Likely (IPC Phase 5).
An additional 236 million people were in Stressed (IPC/CH
Phase 2) across 41 countries/territories in 2021 and required
livelihood support and assistan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to
prevent them from slipping into worse levels of acute food
security.
In 2021, almost 70 percent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were found in ten food crisis countries/territories: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Afghanistan, Ethiopia, Yemen,
northern Nigeria, the SyrianArab Republic, the Sudan, South
Sudan, Pakistan, and Haiti. In seven of these, conflict/insecurity was the primary driver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Drivers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in 2021
While the food crises profiled in the GRFC continue to be
driven by multiple, integrated drivers that are often mutually
reinforcing, conflict/insecurity remains the main driver. In
2021, around 139 million people were facing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across 24 countries/
territories where conflict/insecurity was considered the primary driver.
This is a marked increase from 2020, when 99 million people in 23 conflict-affected countries/territories wer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It was
the key driver in three of the four countries with populations
in Catastrophe (IPC Phase 5) – Ethiopia, South Sudan and
Yemen.
Economic shocks formed the main driver in 21 countries
in 2021, where 30.2 million people wer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Global food prices
rose to new heights in 2021 as a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notably an uneven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widespread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Domestic food price inflation in many low-income countries
rose significantly,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weak currencies and
a high reliance on food imports, in those where border closures, conflict or insecurity disrupted trade flows and where
weather extremes severely curtailed food production/avail-

ability. These macroeconomic factors had a major impact
on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poorest households, many of
which were still experiencing job and income losses due to
pandemic-related restrictions.
Weather extremes were the main drivers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in eight African countries, with 23.5 million peopl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including in southern Madagascar, where nearly 14 000 people
were in Catastrophe (IPC Phase 5) inApril–September 2021
due to the effects of drought.
The impact of weather-related disasters on acute food insecurity has intensified since 2020, when it was considered the
primary driver for 15.7 million people across 15 countries.
Weather shocks – in the form of drought, rainfall deficits,
flooding and cyclones – have been particularly detrimental in
key crises in East, Central and SouthernAfrica, and Eurasia.
Malnutrition in food-crisis countries
Malnutrition remained at critical levels in countries affected by food crises, driven by a complex interplay of factors,
including low quality food due to acute food insecurity and
poor child-feeding practices, a high prevalence of childhood
illnesses, and poor access to sanitation, drinking water and
health care.
While data is limited, according to analyses carried out in
2021, almost 26 million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ld were suffering from wasting and in need of urgent treatment in 23 of
the 35 major food crises. Within this, over 5 million children
were at an increased risk of death due to severe wasting. In
the ten food-crisis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peopl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17.5 million children were wasted.
Displacement in
2021
People uprooted from
their homes are among
the most vulnerable to
acute food insecurity
and malnutrition. In
2021, out of 51 million 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 (IDP)
globally, nearly 45 million were in 24 food-crisis countries/
territories. The six countries/territories with the highest numbers of IDPs –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Afghanista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Yemen, Ethiopia and
the Sudan – were among the ten largest food crises in 2021
by numbers of peopl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Out of around 21 million refugees and 4 million asylum
seekers globally in 2021, over 60 percent (around 15.3 million people) were hosted in 52 food-crisis countries/territories,
where a mix of conflict/insecurity, COVID-19, poverty, food
insecurity and weather extremes compounded their humanitarian plight (UNHCR, November 2021).
A grim outlook for 2022
The situation is expected to worsen in 2022. In 41 out of the
53 countries/territories included in this report, as well as Cabo
Verde, between 179 million and 181 million people are already forecast to b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in 2022. No forecast was available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for 12 of the 53 countries/territories with an
estimate reported in 2021.
For most of the world’s major food crises, acute food insecurity is expected to persist at similar levels to 2021 or increase.
Major deteriorations are anticipated in northern Nigeria, Yemen, Burkina Faso and the Niger due to conflict, as well as
in Kenya, South Sudan and Somalia, largely due to the impact of consecutive seasons of below-average rains. Though
significant uncertainty exists, an estimated 2.5–4.99 million
people in Ukraine will likely nee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the near term (FEWS NET,April 2022).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COMMUNITY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Global Food Crisis Stalks The Starving
As War And Covid Choke Suppli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A grim outlook for 2022

During 2022, around 329,000 people will likely face
Catastrophe (IPC Phase 5) in three countries. It is expected that for the fifth consecutive year, Yemen will have
populations in Catastrophe (IPC Phase 5), with 161 000
people projected to be in this phase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22 under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n a less likely,
worst-case scenario, there is a Risk of Famine in at least
two districts.Another 87 000 people are projected to face
Catastrophe (IPC Phase 5) in South Sudan due to the cumulative effects of conflict/insecurity, weather extremes
and macro-economic challenges. In Somalia, prolonged
drought could push 81 000 people into Catastrophe (IPC
Phase 5). Although not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a Risk
of Famine could emerge in Somalia by mid-2022, if the
April–June Gu season rains fail, if conflict intensifies, if
drought increases displacement and if food prices continue to rise. An additional factor influencing a Risk of
Famine is i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s not scaled up
and does not reach the country’s most vulnerable populations.
Our collective challenge
The alarmingly high incidence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and malnutrition starkly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global
and local food systems that are under mounting strain
from the increased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weather
extremes, the COVID-19 pandemic, increasing conflict and insecurity and rising global food prices.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drivers is further laid bare by the
unfolding war in Ukraine, which not only compromises
the food security of those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war,
but compounds existing challenges faced by millions of
acutely food-insecure people worldwide. Some countries facing food crises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the
risks to food markets created by the war in the Black Sea
area, notably due to their high dependency on imports of
food, fuel and agricultural inputs and/or vulnerability to
global food price shocks.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stepped up to

calls for urgent famine mitigation action, global humanitarian and development funding for food crises
is failing to match growing needs. While funding for
humanitarian food assistance has been falling since
2017, the current shortfall is particularly stark due the
COVID-19-induced economic slowdown and prioritization of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The way forwar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anticipate
and act to mitigate the
severe consequences
of those already experiencing the highest levels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as well as of those in food stress. The situation calls
more than ever for at-scale action to protect lives and
livelihoods and support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and
production where it is needed most.
In contexts where food availability is limited by reduced imports and food access curtailed by higher
prices and reduced humanitarian food assistance, providing support to farmers to raise their productivity and
improve their access to markets, and to rural communities to diversify their livelihoods and enhance their
resilience to shocks is crucial.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mobilize the investments and political will needed to collectively addres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escalating food
crises across humanitarian, development and peace
perspectives. The urgency to do this will likely continue to grow in the coming months and years, driven
by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the war in Ukraine.
The GRFC is a powerful guide for decision-mak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ough this report
demonstrates that overall quality of data has
improved, further work is needed to improve coverage, quality and timelines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High quality and timely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data and information are vital in ensuring a situation
analysis that identifies not only outcomes, but hunger’s
main drivers, for a targeted and integrated response.
Related
Ukraine Invasion May Lead To
Worldwide Food Crisis, Warns UN
Global Organization sounds alarm as war
threatens supply of wheat and other staples
UN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warned
last week against the emergence of the global food
insecurity which cannot be solved without restoring
Ukrainia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the world market.
UN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has warned
of the “hurricane of hunger and a meltdown of the
global food system” in the wake of a simmering crisis
in Ukraine.
The UN chief in March warned of the “hurricane of
hunger and a meltdown of the global food system” in
the wake of a simmering crisis in Ukraine.

UN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warns
of ‘hurricane of hunger’
amid Ukraine crisi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 data,
Ukraine was the world’s
fourth largest exporter of maize (corn) in the 2020/21
season and the number six wheat exporter. However,
a UN food agency official said on Friday that nearly
25 million tonnes of grains are now stuck in Ukraine.
The exportable surplus, as Ukrainian agriculture officials say, is around 12 million tonnes and the country’s
stocks are so high that there will not be enough room
to store the new harvest when it comes.
Ukrainian Agriculture Minister Mykola Solskyi said
earlier on Monday that the country has sown about
7 million hectares of spring crops so far this year, or
25-30% less than in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 of 2021.
Solskyi added that Ukraine had exported 1.090 million
tonnes of grain in April, but that the sowing was not of
the same quality as last year and the sowing area for
corn was smaller.
The agriculture minister underlined the importance of
exports of Ukrainian grain via Romania, where they
are being taken by rail, but said those exports could
be complicated in two months by exports of the new
wheat crop in Romania and Bulgaria.
The world is facing a potential food crisis, with soaring prices and millions in danger of severe hunger,
as the war in Ukraine threatens supplies of key staple
crops, the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has
warned.
Maximo Torero, the chief economist at the FAO, said
food prices were already high befor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owing to th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additional strain of war could tip the global food
system into disaster, he warned.

“We were already having problems with food prices,”
he told the Guardian in an interview. “What countries
are doing now is exacerbating that, and the war is putting us in situation where we could easily fall into a
food crisis.”
Wheat prices hit record highs in recent days, though
they have fallen back slightly. Overall, food prices
have been rising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2020, according to the FAO, and reached an all-time high in
February, after wheat and barley prices rose by nearly
a third and rapeseed and sunflower oil by more than
60% during 2021. The price of urea, a key nitrogen fertiliser, has more than tripled in the past year, on rising
energy prices.
At least 50 countries depend on Russia and Ukraine
for 30% or more of their wheat supply, and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northern Africa, Asia and the
near east are among the most reliant.
Poor countries are bearing the brunt of the price increases. Many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were already
struggling financially, with some facing debt crises,
amid the pandemic.
“My greatest fear is that the conflict continues – then
we will have a situation of significant levels of food
price rises, in poor countries that were already in an extremely weak financial situation owing to Covid-19,”
said Torero, one of the world’s foremost experts on

food and hunger. “The number of chronically hungry
people will grow significantly, if that is the case.”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reduced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acity to cope. “Food
systems were able to be more
resilient in 2019, though they
struggled at the beginning,”
said Torero. “Stocks were very high at the beginning
of Covid-19, there was the capacity then to respond
to the shock. But having Covid-19 for two years has
weakened the resilience of food systems.”
The war in Ukraine presents multiple threats to food
security that will be felt across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FAO. Ukraine and Russia are major food exporters, so the war directly threatens supplies of staples
such as wheat, maize and sunflower oil.
Ukraine alone supplied 12% of global wheat before
the war, and was the biggest producer of sunflower oil.
About two-thirds of the country’s wheat exports had
already been delivered before the invasion, but the rest
is now blocked, and farmers may be unable to continue with spring planting, or take in grain harvests in the
summer.
But the crisis goes deeper: Ukraine and Russia are also
major producers of fertiliser, prices for which had already leapt under high energy prices – and the war is
sending energy prices higher still, with further impact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sts.
There is also the threat of countries closing their markets in response. The worst food price spikes in recent
memory struck in 2007-08 and resumed in 2010-12,
caused by high energy prices followed by poor weather. Those sudden peaks contributed to riots and political upheavals, the shocks of which are still being felt.
The agriculture ministers of the G7 group of richest
countries met on Friday to coordinate a response, urging countries to keep markets open.
Russia played a
role in the crises
more than a decade ago, with
restrictions on exports, especially in
2010 when Vladimir Putin banned
all grain exports after drought in key growing regions.
If Putin were to restrict or redirect exports again – after
his manipulation of energy exports in the run-up to the
war – it would cause severe problems in global food
markets.
“Right now, we can’t say prices are higher than in
2007-08, but it can get worse. If the energy and fertiliser situation becomes more serious, that will be worse
than in 2007-08. If you add to that the potential for export restrictions, it will get worse,” Torero said.
“Of course Russia can do what they want with their
production. If they restricted exports, then the situation
would get worse. Prices would increase even more,”
he added. “We urge all countries, not only Russia but
all countries, not to put export restrictions in place.”
Torero urged countries to keep food systems open
and to share information on stocks, harvests and food
availability, to try to even out supply issues. Countries
that were in a position to produce more should do so,
he said.
“Right now, the short-term problem is availability. We
need to find ways to fill the gap [in production caused
by the war],” he said. “We think the gap can be closed
somewhat, but not 100%. Countries should also try to
diversify their suppliers.”

Even if the conflict
were to be resolved
quickly, the impacts would be felt
for some time, he
said. The soaring
price of fertilizer,
for instance, will have a delayed impact, reducing
yields for harvests still to come, as farmers start to use
less of it now.
“These are the problems we will see next year,” said
Torero.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com/)
Related
“World Must Take Immediate Steps To Unblock
Ukrainian Ports, Prevent Global Food Crisis”
--Ukraine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has accused Russia of blocking his country’s ports, say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take immediate
steps to end the move in order to allow wheat exports
and prevent a global food crisis.
Zelenskiy made his comments in an online post on
Monday after speaking to 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t
Charles Michel, who was visiting the city of Odesa, a
major Black Sea port for expor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is important to prevent a food crisis in the world
caused by Russia’s aggressive actions,” Zelenskiy
claimed on the Telegram messaging app.
“Immediat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unblock
Ukrainian ports for wheat exports,” he added, without
specifying the types of measures he would like.
Michel, who chairs summits of the European Union’s
national leaders, also tweeted that he had seen silos full
of grain, wheat and corn in Odesa that was ready for
export but blocked.
A combine harvests wheat in the
Novovodolazhsky
district of Ukraine’s
Kharkiv region on
July 25, 2017. (Photo
by Reuters)
“This badly needed food is stranded because of the
Russian war and blockade of Black sea ports, causing
dramatic consequences for vulnerable countries. We
need a global response,” the European Council official
wrote.
Russia has been accused of blocking Ukrainian ports
after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the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on February
24.
The conflict has provoked a unanimous response from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have imposed a long list of
sanctions on Moscow. (Courtesy https://www.nbs24.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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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培机构海外淘金
一节奥数课 300 元，主攻华人家庭
K12 学科培训机构纷纷出海淘金，奥数培训
班成为“出口品”。
好未来（TAL.NYSE）旗下最为人熟知的品
牌——学而思，它的奥数培训生意已拓展至东南
亚。
4 月 21 日，新加坡家长陈莉（化名）告诉时
代周报记者，新加坡华人众多，是不折不扣的教
育大国和补习大国。“对奥数比赛非常看重，很
多家长从小鸡娃。小学就给娃报奥数班。”陈莉
说。
4 月 14 日 ， 微 信 公 众 号 “ 新 加 坡 学 而 思
Think Academy”发布学而思近期在新加坡的竞
赛成绩：RIPMWC 一轮成绩中，35 位学员取得优
异成绩。2021 年 SMOPS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9
名学员获得奖牌，其中 1 人获得白金奖牌。2021
年 GEP 选拔（天才班）中，GEP 学员一轮通过率
为 72%。
经过数年发展，学而思奥数班在新加坡华人
家长群体拥有极佳口碑。“学而思的奥数班很难
抢名额，大家对学而思课程也都挺认可。”陈莉
说。
学而思的奥数生意还在向其他东南亚国家扩
展。
4 月 5 日，“Think Academy 大马分校”微信
公众号悄然上线，认证主体为“北京学而思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该平台目前仅发布一篇名为
《Think Academy（学而思）来马来西亚啦》文
章。在文中，学而思大马分校表示，预计 5 月开
始正式开展多种活动。
教陪机构各显神通，出海步伐日渐加速。
“学而思们”能否就此实现自我救赎？
讲师要经 6 轮面试、3 至 5 轮试讲
在新加坡，奥数成绩是初高中升学时极为看
重的指标之一。
陈莉介绍，新加坡设有面向中小学各个阶段
学生的奥数比赛，比如新加坡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挑 战 赛 （SIMOC） 、 新 加 坡 袋 鼠 数 学 大 赛
（SMKC）、莱佛士小学数学国际竞赛（RIPMWC）、新加坡国家数学奥林匹克（NMOS）等。
靠奥数培训起家的学而思，如今正将奥数培
训作为学而思在新加坡的重点业务。
“学而思新加坡”微信号的认证主体，为
“北京学而思培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该公众
号近期文章显示，学而思新加坡分校有着校内知
识巩固的校优课程体系，以及专业的奥数课程体
系和竞赛体系，还有面向 GEP 选拔（天才班）的
数学长期班。
新加坡学而思对教师资质要求严格。新加坡
学而思透露，他们以行业最高水准选拔主讲老师
，全球 TOP20 名校毕业生，经过 6 轮面试和 3-5 轮

培训试讲以及长达半年的查课磨练，才能正式上
岗。
受疫情影响，新加坡学而思的课程以在线直
播课为主，包括在线精品小班直播课和在线双师
直播课，前者师生比为 1:12，价格则从每节课 50
新币（约合人民币 236 元）到 70 新币（约合人民
币 331 元）不等，注重 1 对 1 互动；后者师生比为
1:30，价格为每节课 35 新币（约合人民币 165 元
）到 45 新币（约合人民币汇率 213 元）不等，每
班配有专业辅导老师，课后督促。
哪些市场成主攻方向？
按计划，大马分校将会是学而思在海外建立
的第四所分校。
学而思大马分校的推文显示，2019 年，学而
思走出中国，在美国硅谷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分校
。截至目前，学而思在美国硅谷、英国伦敦和新
加坡成立了三所海外教学中心。
2019 年 10 月，学而思硅谷分校的微信公众号
“ThinkAcademy 硅谷分校”（下称“硅谷分校
”）宣布，学而思培优将在美国硅谷开办分校，
推出线上班和线下班，并为美国中小学生带来数
学竞赛培训。
消息一出，硅谷当地的华人家长群炸开了锅
。一名硅谷妈妈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当时一天
之内，学而思建立的首个官方家长群就满了，不
得不再建了两个。“莫不是所有华人适龄儿童家
长都被拉进群了？”这位妈妈表示疑惑。

4 月 5 日，学而思硅谷分校发文称，2022 年
AMC 8（美国数学邀请赛）正式结束，截止到
2022 年 4 月 3 日，学而思考点“AR（全球荣誉奖
）获奖数以超过第二名 123 人的成绩，碾压式全
球第一，HR（全球优秀奖）获奖数暂列全球第
一，DHR（杰出荣誉奖）获奖数名列机构考点第
一。”
昔日奥数四大杯赛之一的“学而思杯”，也
在美国“复活”。2022 年 3 月，学而思硅谷分校
发文称，“Think Cup 学而思杯”全球数学邀请
赛开放报名，旨在为小学 1-5 年级的孩子提供一
个提早体验“对应年级 AMC”的机会。
学而思新加坡透露，好未来在筹备中的分校
以东南亚、北美、新澳地区、印度为主要方向。
学而思相关负责人则表示，2022 年将大力发
展海外业务，“未来 5-10 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好
未来会持续地建立海外商业模式、品牌认知和运
营能力”，“建立以技术和内容为核心的新的商
业模式”。
学而思还在中国香港高薪招聘教师。
在香港招聘网站 JobsDB 上，学而思于近期开
启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校招活动。包括幼儿/学前
班的数学思维导师，全职中学数学导师等职位，
前者首年年薪最高可达到 50 万港元（约合人民币
41 万元），后者为底薪+授课课时费模式，年薪
为 30 万-50 万港元。
据其介绍，好未来集团提供广阔职业发展

平台，“包括轮岗至美国、英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分校的职业发展
机会。”
学而思、新东方纷纷开设中文课程
除了奥数，面向华人家庭的中文课程也是学
而思的重要方向之一。
据学而思硅谷分校，学而思的中文课程选用
国内教育部选用国内最顶尖教研团队编写的教材
，重视语言应用，保证原汁原味的语言与文化。
2022 年 4 月，学而思硅谷分校与当地圣何塞
公共图书馆（San José Public LibraryCA）合作开
展中国文化公益项目，通过一起过传统节日、欣
赏主题绘本等方式，吸引不同肤色的儿童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
另一家教培巨头新东方（EDU.NYSE，09901.
HK）也将目光转向海外。
新 东 方 在 2022 年 4 月 开 启 比 邻 中 文 的 全
球 合 伙 人 招 募 活 动 。 据 介 绍 ， 2021 年 成 立
的比邻中文面向海外华裔儿童、青少年提
供中文、中华文化学习课程，提升其中文
听说读写译能力，“只为宣传中国文化，
并为海外华裔青少儿提供最优质、最地道
的中文课。”
除此之外，在线教育巨头猿辅导在海外成立
两家教育企业猿印、猿竺，专攻印度市场。据媒
体报道，猿印目前累积付费用户接近 20 万人次，
排名印度 K12 直播辅导赛道榜首。猿印今年收入
估计在 300 万美元左右，明年有望增至 2000 万美
元。
转战海外市场，似乎已成为教培巨头最可行
的转型路径之一。
2022 年 2 月，好未来发布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的 2022 财年第三财季财报，单季度亏损近亿美
元。财报显示，好未来第三财季净营收为 10.209
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 11.191 亿美元相比下降
8.8%；净亏损为 9940 万美元。
好未来在财报中表示，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的财务业绩并不能说明其未来的业绩。公司将
继续运营和发展除 K9 学科培训以外的业务，并
将探索其他机会，以提供符合相关规定的学习解
决方案。
同日，新东方发布财报显示，2021-2022 财年
上半年，新东方净亏损超 9 亿美元。这是新东方
2004 年上市后到首份业绩亏损财报。
2022 年 2 月，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个人公
众号“老俞闲话”谈到，“各新型业务和转型业
务，在最初的忙乱后开始循序渐进推进，有的已
经初现成效”。
如今，以奥数和中文为主的出海业务能否撑
起教培巨头们的未来，还需时间检验。

在疫情期间发烧
子时，路灯渐渐熄灭，城郊的小区陷入
一片漆黑，许多人家都睡下了，唯独 25 栋 4
楼还灯火通明。
这是个三居室，里面就住着一个二十多
岁的年轻人，叫小武，此时，他正躺在客厅
的沙发上玩手机。对年轻人来说，通宵未免
不可，熬夜更是常态。
又过了一会儿，小武渐渐乏了，双眼皮
直打架，遂起身走回卧室，睡下不久，一个
打进来的电话瞬间使他清醒了过来。
电话是在教育园区上高三的妹妹打来的
。她说，她今天测了三次体温，都超过 37.5
度。倘若在几年前，这体温还算正常，不用
担心，或许睡一觉起来就好了，可现在正值
疫情期间，而距这个十八线小县城几十公里
以外的城市又正好有确诊患者。
两个地方之间每天都有无数的车辆往来
，即便那个城市几天前已封城，但摸不准之
前是否有……听完妹妹的描述，小武的心顿
时揪成一团。
妹妹接着又说，现在她们正坐着学校的
车赶往县医院做核酸检测，因为进医院要看
健康码和行程码，所以让小武赶紧送手机过
去，她会在门口等着。
挂掉电话，小武立即动了起来，换鞋、
套上棉袄，捡起桌上的钥匙塞进兜里，匆匆
出门。走到二楼，他突然想起口罩还没带，
疫情期间，又去医院这种人群密集的地方，
自然不能马虎，小武不得不上楼回家取口罩
戴上。
折腾一番，小武总算骑着车出了门。倒
春寒的缘故，温度略低，迎面吹来的风带着
寒意，通过裤脚钻进小武的身体中，略微刺
骨。
此时，小武已顾不上这些，要知道，两
天前他还和妹妹待在一起，今天又因置办物
什而连续跑了县城里的三个大型商场，若是
感染了新冠，可不得了，恐怕会被人戳脊梁
骨，甚至是网暴。
想到这里，小武不由得加快速度，火急
火燎地往县医院赶。夜已深，大道两旁的路
灯都熄了，偌大的县城看着很是冷清，也有
些吓人。小武虽然熬夜，但晚上很少出门，
这样的夜色倒是没见过。
他骑着车右拐上了人行道，前面不远就
是县医院。这个时间，医院恐怕是最热闹的
地方，门口停着一排长龙，人行道上也有二
三十辆摩托车。

县城有三个核酸检测点，县医院仅是其
中之一。检测点设在门诊大厅右下方两栋临
时搭建的小房子中，四周拉着警戒线，人们
井然有序地排着队。
小武刚下车，妹妹就走过来了。小武将
她的手机连同一条有线耳机一起递给她，叮
嘱几句，目送她走远，与她的同学一起在门
口站着，许是在等人。
妹妹说，今天不回学校，做完检测就跟
小武一起回家，明天早上再赶去学校参加适
应性考试。小武以为核酸检测时间不长，便
打算在门口等，省得一会儿又得赶过来，很
是麻烦。
小武戴上耳机，一边看手机一边耐心地
等着。几辆摩托车徐徐驶来，从他们外面穿
的马甲看，是距县医院最近的那个大型商场
的员工。
没几分钟，汇聚而来的人和车越来越多
，小武刚放下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咋会来
这么多人？难道县城也沦陷了？那不完蛋了
嘛！小武今天可是跑了三个大型商场，与几
百人擦肩而过，若是不慎感染，相当于一个
移动的病毒携带库。
想到这里，小武立马坐不住了。他打开
后备箱取出身份证，老老实实地排队，也准
备做个核酸检测。医生的动作很快，不到十

分钟，小武就做完了，接下来，便只用耐心
等结果。
小武走出来，没看到妹妹，不禁有些疑
惑，按理说，她应该排在小武前面，早做完
了，可环顾四周，却找不到她的身影。小武
遂打电话联系她。
原来，妹妹发烧，与普通人不同，做的
是加急的核酸检测，不在小房子里，而是另
一个地方。妹妹说，等结果出来才可以走，
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
小武依然决定等妹妹。他在旗台下的
台阶上坐着，看手机打发时间，玩着玩
着，蓝牙耳机没电了，总不能将声音外
放吧，小武有些懊恼，想了想，时间还
有点长，就决定先回家，晚些时候再来
接妹妹。
小武到家，给蓝牙耳机充上电，照旧躺
在沙发上看手机，迷迷糊糊的，竟睡着了。
约半小时后，将近凌晨两点时，小武再次被
手机铃声惊醒。
他又骑着车往县医院赶去。夜已深，温
度更低，更冷，小武冻得直哆嗦。终于到了
，这时，连核酸检测点也关了灯，只有路边
的路灯散发刺眼的光。
小武在一棵树下等待，风吹来，沙沙作
响的树叶如失恋的年轻人的泪水一般，止不

住地往下掉，地上都铺满了。
身后走过去两个穿着校服的男孩子，一
个背着包，另一个拎着一袋子药，大抵刚做
完核酸检测，准备赶回学校。这么晚，别说
公交车或出租车了，私家车也很少能看到，
他们只能步行赶回去。
冷，真冷，刺骨的风摧残着小武那瘦小
的身体。他忍不住问，妹妹说，约摸还有十
分钟就可以出来。小武不满地嘟嚷几句，趴
在车上，接着等待。
妹妹与两位女同学踩着昏暗的地板出来
了。小武喊了一声，她似乎没听见，径直往
另一头走。见状，小武赶紧骑车去追。
路上，小武一直没敢问结果，而妹妹也
没有说，想来应该是好的，不然以她的性格
，早就主动说了。
俩人到家后，妹妹烧水吃药(感冒)，小武
往嘴里塞下半个面包，就躺回了床上。着实
有些晚了，明天一大早还得起来送妹妹回学
校，小武把手机一扔，把被子拉到胸前，不
久就沉沉睡去。
翌日一早，小武被妹妹叫醒。他醒来的
第一件事，便是提心吊胆地查看自己的核酸
检测结果。还好，有惊无险，是阴性。
小武放下手机，不由得露出灿烂的笑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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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雙胞》驚人轉折屢獲國際大獎肯定
版權瘋狂熱銷 30 多國

代表黎巴嫩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戰火下的童趣味
《黎巴嫩的天空》

由演出《鬼關燈》（Lights Out）有 「澳洲女神」 之稱的泰瑞莎帕瑪(Teresa Palmer)，她所領銜主演的又
一顫慄新作《鬼雙胞》（The Twin），即將在 5 月 20 日於全台驚悚獻映。本片是《波登湖殺人魔》（Lake
Bodom）製作團隊最新作品，更是芬蘭票房名導塔納尼穆斯托寧（Taneli Mustonen）的首部英語發音電影。
全片透過一對夫妻痛失其中一位雙胞胎兄弟，在一家三口前去郊區療傷的過程中，所遇到一連串無法預期的邪
惡效應。如同《宿怨》（Hereditary）融合《失嬰記》（Rosemary's Baby）與《仲夏魘》（Midsommar）的
概念，不僅讓本片的國際版權狂銷 30 多國，更成為芬蘭影史發行量第三大的芬蘭出品電影；電影企劃甚至陸續
分獲南韓富川奇幻影展、芬蘭電影事務會的 「最佳影片」 肯定。芬蘭電影事務會更盛讚： 「這部高調的恐怖片
，透過對悲傷的探索，講述一個更大的主題，並為這一類型帶來獨特的轉折。」

《鬼雙胞》以恐怖架構悲劇
影評力讚新一代《宿怨》融合《失嬰記》
芬蘭出品、英語發音的《鬼雙胞》，是繼名導阿基郭
利斯馬基（Aki Kaurismaki）執導《溫心港灣》（Le Havre
）之後，芬蘭影史發行量第三高的芬蘭電影，也是屢獲好
評的《波登湖殺人魔》導演塔納尼穆斯托寧，他的第一部
英語發音電影。全片描繪一位母親必須面對她所倖存雙胞
胎兒子，那難以忍受的殘酷真相。她不僅要揭開兒子痛苦
的真相，更要去對抗試圖抓走他兒子的邪惡力量。導演對
於自己這部作品表示：「以本質上來說，這是一個關於生
活在否定當中，最終如何壓垮人的故事。如何保護所愛之
人，最終可能會對他們造成最大的傷害。最具破壞性的監
獄，就是圍繞在自己所建造的監獄當中。不過，人們身在
其中仍可以獲得快樂。如果那不是純粹的恐怖，我不知道
還有什麼是恐怖。」
尤其本片以悲劇為血肉，恐怖為骨架，讓人聯想起
《宿怨》；片中還有讓人毛骨悚然的邪教元素，更有影
評人將本片比作新一代的《失嬰記》與《仲夏魘》。本
身就有子女的導演對此補充：「如今，在很多恐怖片中
，我們會使用悲傷、失落作為手段，然後角色們會因此
經歷種種恐懼。述說這些為人父母的難題並不容易，因
為一旦得知孩子會進入到你的生命當中，這種擔憂自然
就會油然而生。」

《波登湖殺人魔》導演再戰恐怖領域
《鬼雙胞》企劃連獲國際大獎
有趣的是，《鬼雙胞》導演坦言自己怕鬼，卻又

喜歡看恐怖片：「尤其在電影院，我通常會坐到最後
排，當我舉起雙手時，就沒人能看到我在遮住眼。」
而他在 2016 年的前作《波登湖殺人魔》，更成為芬蘭
在國際上最暢銷的電影之一。該片不僅入選美國西南
偏南電影節、南韓富川奇幻影展，以及西班牙錫切斯
影展競賽單元，更讓各大國際媒體紛紛給出好評。導
演透露這次推出《鬼雙胞》的最初想法：「在《波登
湖殺人魔》後，我們受邀參加南韓的富川奇幻影展。
工作人員說：『這裡有電影市場，可以在這裡分享下
一個恐怖片企劃，你想參加嗎？』這就讓我想：『哇
！我可以再拍一部恐怖片嗎？』所以我們在那邊提出
了這部電影的最初企劃。」然而導演的創意也獲得肯
定，不僅連奪南韓富川奇幻影展 NAFF 企劃獎，更獲得
芬蘭電影事務會的「最佳影片」肯定！芬蘭電影事務
會更盛讚：「這部高調的恐怖片，透過對悲傷的探索
，講述一個更大的主題，並為這一類型帶來獨特的轉
折。《鬼雙胞》得以在各方面脫穎而出，更是一部可
以在不同平台上廣泛流傳的電影。」
這部獲獎肯定的恐佈新片《鬼雙胞》，即將在 5 月 20
日於全台驚悚獻映。本片故事描述一場悲劇性的事故，奪
走了雙胞胎之一的寶貴生命，也讓瑞秋（泰瑞莎帕瑪飾演
）和丈夫安東尼（史蒂文克瑞飾演），帶著倖存的兒子艾
略特（崔斯坦羅傑里飾演），從美國搬到世界的另一端，
期望展開嶄新人生。他們起初在寧靜的鄉村進行康復治療
，很快卻發生不祥的惡兆。艾略特竟在此時告訴瑞秋，原
本已經死去的兄弟，正在糾纏著他…。瑞秋能否找出讓艾
略特痛苦的原因，並試圖去對抗這股邪惡的力量呢？欲知
本片最新消息，請上電影官方臉書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ccii.com.tw 與 Instagram 專 頁 https://www.instagram.
com/caichang_film 查詢。

1982 年第五次以阿戰爭，以色列為了報復恐怖份子用戰機
空襲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戰火無情，平
民百姓永遠首當其衝，壟罩在戰爭陰影下的孩子更是無辜；好
萊塢天王天后音樂 MV 御用製作人同時也是新銳導演的奧亞力穆
恩奈斯（Oualid Mouaness）的童年就是被這場無情的戰爭給摧毀
，他自編自導《黎巴嫩的天空》正是訴說著他當年 10 歲在學校
最後一天發生的事：「我和弟弟在陽台上看著空中的激戰，他
當時才 6 歲，以為戰機會摔落在我們的頭上整個失去理智；同學
們哭得茫然若失，學校出入口震天巨響，車子塞滿了道路，那
是我第一天體驗戰爭，這部片就是我那天的回憶。」導演花了 8
年的時間，將故事搬上大銀幕，2019 年贏得多倫多國際影展
(TIFF)「亞洲電影奈派克獎」（The NETPAC Award）等 12 個獎
項，代表黎巴嫩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電影找來黎巴嫩頭號票房巨星《我想有個家》女導演娜迪
拉巴琪演出學校老師雅絲敏一角，她當年以《我想有個家》為
貧民窟的孩童發聲，並以該片入圍奧斯卡跟金球獎，在坎城影
展榮獲評審團獎和基督教評審團獎還有多項殊榮，娜迪拉巴琪
回憶起 1982 年的戰役，當時她才 8 歲，突如其來的空襲讓她不得
不離開學校，在混亂之中跟姊妹失去聯繫讓她感到非常恐慌：
「這就是我想在電影裡扮演老師的原因之一，因為我非常了解
這個角色，這是我們每個在黎巴嫩戰爭中長大的人都經歷過的
。」正因為如此有共鳴，娜迪拉巴琪在後製《我想有個家》的
空檔力挺演出，希望可以藉由電穎讓歷史不要一直重蹈覆轍。
這是第一部從黎巴嫩立場陳述 1982 年以阿戰爭的電影，從
成年人跟孩童不同的觀點切入，故事敘述著黎巴嫩首都貝魯特
一所貴族私立學校中，11 歲的男主角威桑（穆罕默德達利飾演
）一直尋找著各種方法跟時機想要跟心儀的女同學喬安娜（吉
雅瑪蒂飾演）告白，另一邊，戰爭打得如火如荼，老師們彼此
間在政治上有著意見分歧，擔憂著危機來襲，又要同時讓孩童
們專注在考試上來隱瞞外面變天的世界，但愛作夢的威桑只有
想著要怎麼跟女孩表達愛意，眼看戰火卻越來越近，校園大亂
破壞計畫，他不知道這場戰爭會為生活帶來什麼複雜的變化，
也不想管女孩到底跟自己的宗教信仰有沒有一樣，他只想知道
：「到底怎樣才能告白成功啦！」小正太穆罕默德達利首次演
出，就將「男孩首次戀愛時」那種青澀不安、害羞、不顧一切
只想全心全意守護心愛女孩的模樣表現得淋漓盡致，當戰爭又
來攪局的時候，讓人一邊擔憂砲火毀滅主角們的家園，一邊又
為男孩是否能成功守護愛情而緊張，飾演喬安娜的吉雅瑪蒂聰
慧的神情，頗有艾瑪華森（Emma Watson）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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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林廣

換位體驗騎手艱辛
港青試送一日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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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胡若璋、
、帥誠 廣州報道

◆林廣健
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若璋 攝

看過不少外賣騎手的故事，也追看過內地
官員體驗一天外送的視頻報道，一次宵

夜期間，同場的香港朋友發問：“我們在內地
能不能送外賣？做一些自由度比較高的兼職工
作？”這讓林廣健體驗外賣員的想法開始在心
中萌芽。
正式外送體驗，約在五一勞動節前的一個
艷陽天。上午九點半，將外賣 T 恤、安全帽穿
戴整齊，騎着電動摩托車的林廣健已經準備就
緒。他選擇到曾租住過的番禺漢溪長隆商圈一
帶體驗外送，附近聚集不少寫字樓，過去三年
陸續成為不少電商、直播等新興互聯網企業的
辦公場地，數萬白領匯聚在此，周邊大型居住
小區也催旺了這一帶的外賣需求。
“因為我是新手上崗，以及相關證件還在
辦理上傳中，所以今天只有 5 單可以試手，最
大的期待就是不超時。”說罷，林廣健開始搶
單。不出 30 秒，第一個訂單信息顯示過來，
要取餐的燒臘店在附近 600 米左右，派送目的
地是在這附近的寫字樓。開啟地圖實時導航，
不出 3 分鐘，林廣健已經找到燒臘店。但老闆
娘卻告知他，餐食已被顧客取走。聽此，林廣
健如“老手”般表示，有時候自取的客人也會
在 App 上下單，因為比直接到店裏買便宜。他
自己有時點餐也會這麼做。
點擊完成派送後，林廣健原地等待接單。
不出一分鐘，新的訂單來了。這一次要去一家麵
館取餐，然後送到保利一棟寫字樓。“哇，又很
近！”從導航看，店面就在400米之內。林廣健
決定步行前往，把電動摩托車停在了首單外賣的
燒臘店前。到新訂單的店後，取餐需要等上約五
分鐘。其間，林廣健開始導航派送路線。
這一單是要送到寫字樓的，林廣健從正門
進去掃健康碼、測溫，隨後詢問前台時被告
知，送外賣只能走地下入口的電梯。走出正
門，從南門繞到北門，才終於找到地下入口的
樓梯，到了負一層電梯入口，又經歷了一遍掃
碼、測溫。等找到了貨梯，這一單卻即將超
時。“我註冊賬號的手機號碼和我搶單的手機
號碼不一致，我只能通過電話、短信聯繫對
方。這就多花了七八分鐘。”由於林廣健現在

專門接單的手機具有雙卡雙待功能，送完餐，
他把註冊賬號的那張手機卡也插進這個手機
上，方便繼續搶接新的訂單。

疫後不少白領下班續做兼職
外送高峰期一過，外賣小哥們便三五成群
找個樹蔭歇息閒聊。他們之中，有不少是剛做
一個月的新手，也有月入近一萬五千元（人民
幣，下同）到兩萬元的“大神”。他們告訴林
廣健，真的有不少本科生、研究生加入這支隊
伍，當然很多只是短期兼職或體驗。有位老家
廣西的外賣小哥說，他表弟就曾在大學寒暑假
跟着自己一起做過外賣員。
這位小哥和香港文匯報記者聊天時表示，
疫情兩年多來， 身邊不少上有老、下有小的
中年朋友，因為行業受到衝擊而陷入前所未有
的“中年危機”。“有的擔心存在失業危機而
開始失眠，一些進出高端寫字樓的白領，下班
後也會去開滴滴、順風車補貼家用。最為明顯
的就是，以前經常聚餐搶買單的朋友，現在都
較少出來會友，當中有心情的原因，也有經濟
的考慮。 ”

門檻低變現快吸大量從業者
一日的體驗，讓林廣健真正體會到，外賣
騎手確實是一份肯努力就能有回報的工作。他
大致了解到，類似外送員、順風車司機這樣的
工作，由於門檻低變現快，因而能吸引大量從
業者進入。林廣健坦言，中途流過的汗、忍住
的渴着實不少，但因為這是體驗，新奇感前半
程都在線。後面的幾單繞路繞了好幾圈，當時
真的會擔心超時，天氣又曬，那時的焦急煩悶
也是真切的。“親身體驗過之後才知道，換位
思考真的是一種美德。”
林廣健說，得閒也還會再去送送外賣。在
他看來，能體驗、感受的東西很多。尤其是曾
經遛狗時走的那條路，這次送外賣卻急匆匆地
奔跑而過，心情原來都好不同。他也希望，一
些投身互聯網科技行業、在崗位發光發熱的朋
友，在做項目產品、系統建構時能真正以從業
者的角度出發，體現更強的人文關懷和溫度。

◆送餐入寫字樓需掃碼測溫
送餐入寫字樓需掃碼測溫。
。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掃碼看片

▲戲曲主播間的連麥
PK。
受訪者供圖

◆林廣健取餐後出發派送。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找路耗一半時間
送單超時被扣錢
“不知道是不是新
手福利，今天我的單子
都比較短距離。”在進
行第三單取餐時，林廣
健順勢接到了第四張和
第五張單子。因為商圈門店都較為集
中，取餐比較容易，他估摸了一下距離
和時間決定步行走捷徑更快。“不過，
沒有配備外賣箱，遇到這種多單同送的
時候，靠手提就比較累，也容易漏
湯。”
但周邊有工地在建設，“捷徑”被
封道。只得原路折返，再找近路。終於
到了目的地小區，5區2棟、9區2棟……
商住一體的小區標識不是很明顯，林廣
健一路走一路問，而且問到的也不一定
都是最快入口，依然會面臨走到東門，
卻要從西門進去的問題。當然也有因為
防疫問題，外賣只能直接存放樓棟入口
處的存放櫃內。
待訂單全部完成，林廣健打開 App
瀏覽自己的用時和收入，當場提現 24.99
元（人民幣，下同）。2 個多小時烈日下
的奔波卻只賺了那麼點，林廣健的情緒
有點低落。“我起碼有一半時間浪費在
了找路、繞路中。”他也開始下意識琢
磨如何提高自己的接單量和收入，他笑
着表示，在什麼位子就會去想它最要緊
的問題了。
晚上回家後，林廣健才發現第一單
還因為送達超時被扣 6.51 元，而且很可
惜的是，他已經超過了平台申訴時效。



▲林廣健向外賣小哥討教送單心得
林廣健向外賣小哥討教送單心得。
。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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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青面修邏》終於定檔
積壓 5 年主演早已成為壹線明星
壹直以來，電視居市場的競爭
都是非常激烈的，基本上每隔壹段
時間，就會有著讓很多人都非常感
興趣的居壹直在不斷的播出，並且
這些電視居的題材也都是各不相同
的，所以觀眾們根本不用擔心自己
會居荒。只是可能很多觀眾都不知
道壹部電視居在最後是否能夠播出
也是要經歷非常多的困難，也是要
經過非常嚴格的審核。
要知道電視居都是面向廣大觀
眾的，所以他們所傳播出來的東西
肯定都是壹些積極有意義的，肯定
不能夠存在壹些非常負面的東西，
以免給很多的觀眾帶來壹些不利的
影響，讓他們的身心都受到損害。
這就要求那些電視居制作方在制作
每壹部作品的時候，都必須拿捏好
這個度，這洋才不至於讓自己的作
品因為壹些原因不能夠播出或者要
進行多次修改。
在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很多電視居
基本上都是經過非常嚴格的修改之後
才呈現在大熒幕上的，爭取能夠讓這
些影視居會更加有意義，向觀眾們傳
遞更多的東西。而現在就有著非常多
的電視居，雖然已經制作好了，但是
就因為審核問題壹直沒有能夠和觀
眾們見面，也是讓很多的人都感覺
到非常的可惜，畢竟其中有壹些電
視居是他們非常想看到的。
而且壓居在現在看來好像已經成
為了壹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有很多的
電視居甚至被積壓了四五年才成功的
播出，也是讓喜歡這部居的觀眾們好
等。現在就有壹部被積壓了5年的電
影《青面修邏》終於官宣定檔，並且
從預告片中來看，這部電影的質感還
是非常不錯的，更重要的是經過長時
間的積壓，當時主演這部居的演員現
在也早已經有了更大的名氣。
這部電影也和很多的電視居壹

洋，是根據小說改編而來的，它的原
小說就是圓太極所寫的《刺局》，當
時很多觀眾對於這部小說的評價都非
常的高，甚至還有很多人拿他和《盜
墓筆記》、《鬼吹燈》去進行比較，
所以先不說這部改編出來的電影質量
如何，單看小說的話它的質量確實還
是非常不錯，也有著很多的書粉。
這部電影的內容同洋也是非常
驚險刺激的，這部居主要所講述的
就是三大刺客組織之壹的離恨谷中
，有壹個名字叫做齊君元的弟子，
他在苦練多年之後終於成為了壹名
優秀的刺客。並且很快他就在之後
接到了自己的第壹個刺殺任務，但
是讓他沒想到的是就在他還在執行
自己的刺殺任務的時候，自己竟然
成為了其他人要刺殺的目標。
所以在這之後他就陷入到了驚
險刺激的追逐戰中，而他所能做的
就是不斷的去躲避其他人，好保全
自己的性命。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其
實早在在冥冥之中他就已經被卷入
到了壹個隱藏多年的陰謀之中，而
面對著這些未知的陰謀和困難，他
到底會作何應對？又如何才能夠讓
自己全身而退，保全自己的性命呢
？不得不說，這部居的居情看起來
確實是非常的精彩，不僅夾雜著動
作片，還帶著壹點懸疑，也是讓觀
眾們期待不已。
這部居雖然積壓的時間比較長
，有 5 年 的 時 候 ， 我 國 的 影 視 居
在制作、拍攝等各方面都壹直在不
斷的進步，但是這部電影的質量看
起來卻依舊非常的不錯，特別是這
部居的制作班底在現在看來都是非
常強勢的。首先這部居當時在拍攝
的時候投資力度就非常的大，只單
看成本的話就達到了 2.2 億，這洋的
前期投資對於壹部電影來說確實是
非常的可觀。

其次就是這部居的導演是李仁
港導演，他是壹位非常有實力的香
港導演，曾經到演出過非常多優秀
的作品，像《九陰真經》、《星月
童話》等等，而且和他合作的演員
也都是像張國榮、張智霖這洋非常
有實力的知名演員。更重要的是他
除了演員這個身份之外，還是很多
居中的美術指導，所以他知道如何
把壹部電影拍的能夠更加好看。
像《盜墓筆記》、《老男孩之
猛龍過江》等電影就是他所指導的
。所以從這裏來看，這位導演不僅
在導演電影上面，還是在鏡頭的把
控上面都有著非常豐富的經驗，所
以說這部電影在制作上也是有著壹
個非常好的保障。並且從預告片中
來看，這部電影的場景制作和特效
看起來都非常的真實，有著壹種電
影大片的質感，所以說這部電影還
是有著很多值得壹看的點。
飾演男主齊君元的就是這幾年
發展的非常不錯的馮紹峰，自出道
以來，馮紹峰的演技其實就壹直處
於搖擺不定的狀態，有些人喜歡有
些人吐槽，但是隨著《知否知否》
這部居的播出，很多的觀眾卻都好
像重新認識他，也刷新了對於他演
技的壹個認知，也讓他成功的成為
了壹線明星。所以說不知道他當時
在飾演這部居時的演技如何。
出演女主的是金晨，當時在拍
攝這部電影的時候，金晨的名氣還
並不像現在這麼大，那個時候的她
可能也才剛開始在娛樂圈中打拼。
不過現在的金晨在娛樂圈中的名氣
還是不錯的，不僅有著屬於自己的
代表作，而且還慘加了很多綜藝節
目，期待她在這部居中的表現。除
此之外，這部電影中還有著實力派
演員胡軍、侯勇、呂良偉，老戲骨
曾江的出演，讓我們期待壹下吧。

《反轉人生》在好笑與反感間橫跳
男主有時惡劣 角色陷入誤區
當《風犬少年的天空》能打的大力驕遇
上《我才不要和妳做朋友呢》中的校霸陳君
何，還以為會很別扭，但《反轉人生》中的
長發大力驕還是很少女，而靈魂互換之後的
陳君何很是驕羞。《反轉人生》由周依然、
馬思超主演，這部居根據同名小說改編，講
述男女主靈魂互換互相救贖的故事，原小說
文風詼諧搞笑，而居版則讓人在好笑與反感
間反復橫跳，有些符合原著部分的溫馨搞笑
，而做出改編的部分則有的居情令讓感到反
感，真想說大可不必。
不否認《反轉人生》已經是小說改編
近期比較好的居，可有些居情著實令人反
感，比如在靈魂互換之後壹開始男女主發
生了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可是卻不
由得令人想吐槽壹句這是在致敬電影《羞
羞的鐵拳》嗎？在《羞羞的鐵拳》男女主
靈魂互換後，男主用女生的身體故意去公
眾澡堂，這壹幕在《反轉人生》中也有，
不過女主身體太差由於太激動暈了過去，
可是小說中男主橋南並不是這洋猥瑣的人
，他的叛逆只是他壹個人與家庭為敵。

在小說中橋南的性格很好，雖然有校
霸之名，可是他對兄弟講義氣，對女主沐
想想有尊重，對女主的家人有同理心，而
居版的橋南則有時惡劣到令人生厭。《反
轉人生》中的橋南除了壹開始想進女澡堂
之外，還幹了很多不尊重人的事情，與
《羞羞的鐵拳》類似，男女壹開始都不配
合對方，橋南沒有告訴沐想想就擅自剪掉
了她的頭發，沒有為沐想想考慮屢次違反
校規，最讓人討厭的壹點是橋南破壞沐想
想的課本作業，還把她電腦裏的資料全部
都刪除了。
在看到橋南刪沐想想的資料時真心火
氣都上來了，更別提之後折騰沐想想父母
的事情了，雖然沐想想也有問題，也在破
壞橋南的名聲，但如果不是橋南過分，她
也不會這麼做。居版橋南差小說太多了，
小說的橋南在扮演沐想想時會克制，生怕
傷害了女主的家人，同洋小說版的沐想想
人設也更好，她有種淡定，在靈魂互換後
她的淡定極大程度安撫到了男主，她扮演
的橋南氣質上應該從霸氣側漏變成沈穩內
斂，但居本沐想想扮演的橋南卻是驕羞和
暴躁。
不得不說同洋是靈魂互換，《反轉人
生》和去 年 的 《 變 成 妳 的 那 壹 天 》 壹 洋
陷 入 誤 區 ，雖然有人誇張新成扮演女生時
的演技靈，也有人吐槽他演繹對女生的刻

板印象，各種扭捏的姿勢，而《反轉人
生 》馬思超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飾演
女生版的橋南時各種翹手指，嚴重內八夾
腿走路、跺腳等等。講真沒有換靈魂的沐
想想本人都沒有這麼驕羞，很多女生平常
也不會那洋，為什麼這種靈魂互換居碼就
壹定要誇張化女生的行為呢？不誇張演不
出互換的感覺嗎？
其實後來馬思超飾演的橋南在狀態上更
符合原著，他沒有壹開始誇張的肢體行為，
而且很表現得很直女。在發現是做同壹個夢
才靈魂互換後，橋南這個心機狗找各種借口
約沐想想，想讓沐想想喜歡上自己，他要求
在橋南體內的沐想想要陪他吃飯，沐想想十
分貼心還準備了飯後甜點，但她壹心只想學
習，並不打算陪吃，接著下雨天沐想想拿著
雨傘出現，橋南已經開始幻想偶像居情節了
，然而沐想想帶來兩把，並且在橋南故意破
壞傘後不會撐傘照顧人……
看到這壹幕真的會笑，橋南估計沒有想
到沐想想如此直男，沐想想估計也沒有料到
橋南這麼有少女心。說來《反轉人生》男女
主人設的改變主要還是大背景變化，小說中
沐想想淡定是因為父親殘疾，沐想想從小就
承受了太多所以成熟，而橋南是單方面和家
裏關系差，他的父親並沒有如居中那洋壹直
數落他，從預告看之後家長裏短情節估計不
少，說不定會高開低走 。

香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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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浩所在
團隊研發的
“數字番茄
智能管控雲
平台”。

有技術

肯吃苦

專業青年

做最酷新農人

有這樣一群青年人，會因
為“酷”，選擇投身農業並找
到其中的樂趣；嘴裏嘮叨着
“躺平”，卻在種植過程中

“玩”智慧農業

◆楊浩的“智茄”團
隊在雲南農研基地採
集數據。

溫室“雲管控”省心力 蔬果產量高營養豐

不怕苦、不怕累，做出真正
“酷”的事業。
因為熱愛，這批年輕人從上一輩手中
接班逆行向農；因為責任，他們利用所學的

現代科技大幅提升農產品質與量。古老而傳統的農
業，正在這批青年的手中重新煥發生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
深圳連線報道/圖：受訪者供圖

楊 浩

1995年出生的楊浩，目前在中國
農業大學就讀博士學位。本

◆徐丹的公司溫室內有水培生菜區
徐丹的公司溫室內有水培生菜區。
。
入圍“多多農研科技大賽”決賽
的四支隊伍中，“90後”成員佔比約
八成。其中也有立志報效家鄉的農二
代，比如浙江大學博士生朱常安。

農二代：盼改善高強度勞動

機電學子去種田 創智能管控平台
加入導師現代農業項目，楊浩的目標也非常“酷”。
他曾經看過電影《火星救援》（或譯《火星任務》），對
片中男主角在火星上種土豆的情節印象深刻。“作為‘90
後’，我覺得如果能像男主一樣在現實中還原電影場景，
那就更酷了！”一路從農業電氣化碩士，再到農業綜合調
控，楊浩將機電專業加入農業之中，也從那些不斷成長、
成熟的植物中感受到生命的變化，開始熱愛這個行業。
不久前，楊浩與老師、同學組成的“智茄”隊在電商
平台拼多多舉行的第二屆“多多農研科技大賽”決賽中獲
得卓越獎。他們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以“科學種植番
茄”為主題開發出“數字番茄智能管控雲平台”，種出了
高產量、富營養的果實，“我們將農業真的變成了一件很
酷的事情”。

海歸創農業項目 產靚番茄供冬奧
今年 34 歲的極星農業創始人徐丹也是農業相關專業出
身，現在是一名年輕的職業種植者。每天早晨7時40分，他準
時從北京市區的家中出發，開車100多公里，抵達城郊一處佔
地3萬平方米的種植基地。在早高峰的擁擠車流中，他是一個
逆行者。
“中國雖然是農業大國，但很多人對農業有着很深
的誤解。他們認為門檻特別低，只要有種子、有土地、
有藍天、有水源，就能變出吃的。但事實上，我們這一
代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使用更少的地與水，種出更多的
食物。這時，我們不能僅僅依靠藍天，我們還需要別

新農人的理想：推動農業標準化

科機電專業的他，從碩士開始進入現
代農業研究至今，“當初選擇農業，
其實原因只有一個字：酷。”大眾印
徐 丹
象中，農業背後承載的總是汗浸黃土
的體力活，與“酷”毫無關聯。“當
時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想要做‘植物工廠’
相關項目，問我感不感興趣。”雖然毫無概
念，但這個名詞瞬間吸引了楊浩。“我立馬上網
查閱資料，的確很酷。”

◆位於雲南昆明的
位於雲南昆明的“
“多多農研科技大賽
多多農研科技大賽”
”基地
基地。
。
的，那就是科技。”徐丹從世界農業頂級院校之一的荷蘭
瓦赫寧根大學研究生畢業後，放棄讀博機會，進入當地生
產性企業工作了兩年。
2019 年，徐丹開始回國創業。“荷蘭是一個以智能溫
室農業聞名全球的國家，學校中的新技術與生產性企業之
間‘產學研’的連接、互動，讓我深深被觸動。”徐丹決
定嘗試把這一套模式帶回國內並推廣。
現在，徐丹帶着平均年齡僅 28 歲的科研團隊，於北京
城郊，用頂尖玻璃溫室種植技術種植蔬果，並在今年的
“多多農研科技大賽”上，以遠超傳統種植的產量和品質
奪得冠軍。公司的主打產品番茄，在今年北京冬奧會及冬
殘奧會期間先後六次供應奧運村。

“老一輩農人開創的事業 將由我們繼續”
然而，從就業環境與趨勢來看，徐丹和楊浩這樣的新
科技職業種植者依然有些孤單。“希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可以改變對農業的認知，加入我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長征’，老一輩農人開創的事業，將由我們繼續。”徐
丹說。

朱常安說：“我之所以會從事
農業研究，是因為從小見慣了大人
用雙手在黃土裏刨挖生活，以高強
度的勞動換來僅僅溫飽的生活。”
長在農村，傳統的勞動方式給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記。“我希望能在提
高農業生產效率方面貢獻自己的一
點力量。”
而徐丹也表示，回國創業就是
想要推動中國農業的發展。他介
紹，荷蘭的農產品早已達到高度的
標準化，因而可以跳過中間的銷售
商、服務商的層層篩選與分級，直
接到達零售渠道。這一系列操作優

化了整個供應鏈和流通環節效率，
降低了農產品損耗。
因此，徐丹帶領自己的企業從
生產環節入手，將標準化觀念灌輸
給客戶，不斷改變他們對於農業的
概念。“從我們自己種植的番茄，
不僅可以連續 10 個月進行穩定的採
收，通過精細化管理，我們同時還
提高了食品安全等級。與傳統種植
相比，作物從數量到品質上皆有了
很大提升。”徐丹思路很清晰：農
戶最關心的不是種植的原理，而是
沒有銷售後顧之憂的增收。於是，
極星為農戶提供種苗與上門技術服
務，承諾所有農產品進行回購，農
戶只需要掌握識別核心數據與簡單
操作即可，“這個項目進行了三
年，農戶們把荒廢不耕種的田地利
用起來，每年收入七八萬人民幣，
試點非常成功！”

新農人的執着：用 AI 種番茄

年輕的“新農人”們一天中絕
大多數時間都在與植物生長作伴。
徐丹不僅每天泡在北京公司的溫室
裏與番茄呆在一起，更用手機與昆
明的番茄進行“雲陪伴”、進行管
理和控制。
此前的“多多農研科技大賽”
期間，安裝在溫室的傳感器會告訴
徐丹關於番茄的生長環境情況。更
直接的反饋來自他的團隊設計的一
套“人機融合智能”算法，會根據
傳感器的“閱讀”情況做出“如何

讓番茄們‘過得更開心’”的決
策。
而楊浩所在的中國農業大學團
隊則自研了“數字番茄智能管控雲
平台”，實現了溫室環境動態監
測、番茄生長圖像監測、植株病害
識別等功能。當溫室環境實時監測
數據超出閾值，該系統就會短訊提
醒操作人員；同理，當系統通過視
覺技術識別到不同生長階段葉片、
花朵、果實等方面的問題，也會自
動做出精準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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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美国职业移民最重要步骤之一
PERM 申请注意事项
在美国完成学业、拿到 H-1B 工作签证之后
，进一步申请美国职业移民绿卡就成了很多小伙
伴们顺理成章的计划安排。
有的雇主会在面试或者工作初始阶段，就会
明确介绍公司会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启动你的绿
卡申请流程；如果之前一直都没有和雇主讨论过
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等到当雇主认可你的工作
、并且你对雇主了解更深入时，更加自信地跟雇
主讨论办理绿卡的可能性。
作为在美申请移民大国，对于大多数中国出
生申请人来说职业移民绿卡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除了要申请劳工证、递交 I-140 资格申请，
还要面临长达数年的排期，这中间还要考虑到劳
工部、移民局这些审批机构的工作效率，再加上
这几年愈演愈烈的取消绿卡国别限制的改革倡议
，未来中国大陆出生申请人的申请前路也有不确
定因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越早开始申请流程、锁
定优先日(Priority Date)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小
纽的文章就来重点和大家聊聊职业移民绿卡申请
中非常关键、也是整个申请流程初始阶段的劳工
证 PERM 申请。
PERM 是何方神圣？
下面我们来讲讲职业移民申请初始阶段最重
要的 PERM 劳工证申请环节。
劳工证，全名 Labor Certification，是由美国
劳工部审批的一份保护国内劳动力不受外国劳动
力冲击的证明文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份工作
给了这个外国人、但不会影响美国本土员工的利
益 。 PERM， 全 名 Program Electronic Review
Management Process，就是这个劳工证申请程序
。
这个过程和 H-1B 申请第一步要先找劳工部
申请 LCA 类似，是先要拿到劳工部开出的一个
证明，证明这个外籍员工获得的工作不会伤害美
国公民、绿卡持有者的工作利益，拿到这份证明
文件之后移民局才会进行后续审理。
雇主如果想为外籍员工申请劳工证，就要通
过打广告、招聘流程测试工作市场，只有在这个
环节证明这个招聘岗位找不到符合标准的美国员

工才能雇佣这个外籍员工，且这名外籍员工不能
损害其他美国员工的工资待遇、工作环境。
职业移民 EB-1/2/3 三种类别中，只有 EB-2 和
EB-3 需要 PERM，EB-2 中的国家利益豁免 NIW 也
无需申请 PERM。
整个 PERM 申请又可以拆分成下面几个重要
步骤，其中包括：
先结合外籍员工和雇主的实际情况，确认这
份绿卡的职位；
向劳工部申请该职位的现行工资标准(Prevailing Wage)，前两步和申请 H-1B 有些相似；
打广告，启动招聘流程，在招聘活动结束后
进行总结；
只有在上面招聘环节中证明没有合格的美国
人应聘，才能递交 PERM 申请。
雇主在向劳工部申请 PERM 时需要满足以下
要求：
雇主必须提供一个在美国境内的、永久性的
、全职的工作职位，不允许兼职；
工作职位的要求必须是美国劳动者可以申请
的正常工作，而不是特别设定的有特别要求的以
此拒绝美国申请人。如果工作职位需要特别要求
，比如外语能力，那么必须向劳工部提供足够的
证据，说明此特别要求是出于工作需要(business
necessity)；
提供的薪水必须符合现行工资标准，雇主必
须愿意支付不少于其它作同类工作的美国员工的
工资，不可以影响其它美国雇员的工资标准；
提供职位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以及对该外国
雇员的雇佣不会影响到美国雇员；
必须进行规定的招聘活动，证明没有合格的
美国员工、应聘者符合该职位要求。
PERM申请技术含量很高，是一个繁琐复杂的
申请流程，需要移民律师对外籍雇员的资质、所招
聘岗位、职责等都有着细致清晰的认知，并且需要
对打广告、招聘环节有很强的组织策划能力，这中
间的任何环节做不好都可能是日后递交申请的错漏
，所以在申请时一定要和律师做好沟通。
另外，在递交 PERM 之后还可能会遇到被审
计 Audit 的情况，一旦被 Audit 雇主就要在收到通

知的 30 天内提交所有证明文件，否则这份申请
会被自动否决，且六个月内不得再次提交申请。
真实可靠的申请遭遇 Audit 不用怕，只要在
规定时间内提供材料即可，讨厌的是 Audit 会延
长绿卡的申请时长，不过好在 Audit 不会影响绿
卡的 PD 优先日。
PERM 获批后的 180 天之内，雇主需要向移
民局递交这份申请的 I-140 职业移民资格申请，
否则这份获批的劳工证将会失效。
需要注意的是，劳工证的申请费用和律师费
都应该由雇主支付，不能是作为受益人的外籍雇
员自行支付。
美国职业移民绿卡申请流程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美国职业移民绿卡
EB-2/3 类别申请的完整流程：
01 雇主刊登招聘广告
确认 1-2 个月后没有美国本土员工可以胜任
你的职位，公司才可以提出聘用外国人。
02 申请 PERM 劳工证
公司向劳工部说明职位需求，提交劳工短缺
证明申请。如果 PERM 被批准，绿卡排期是按递
交 PERM 申请的那一天开始计算的，这也就定下

了这份申请的优先日(Priority Date)。
03 递交 I-140
劳工证批准后，可以立刻向美国移民局递交
I-140 绿卡资格申请。I-140 通常需要几个月处理
，也可以缴纳$2,500 加急费用办理加急，这样就
可 以 在 15 个 自 然 日 内 得 到 审 批 结 果 ， EB-2 的
NIW(国家利益豁免)不可申请加急处理。
当前移民局受理 I-140 申请的两个处理中心
，内布拉斯加和德州处理中心，处理速度都在一
年上下。
等待排期到来递交 I-485：I-140 批准后继续
等排期，等待递交 I-485 身份转换申请。要注意
的是，在等待递交 I-485 时的身份需要自己维持
，因为 I-140 并不能代表身份，所以一般申请人
会用 H-1B 维持留美身份。
等排期到了就可以递交 I-485 进行身份转换
了，收到收据就是绿卡等待身份了。只要是绿卡
等待身份，就可以开始享受大部分绿卡的福利，
比如可以申请新的 EAD 卡、回美证。
等待绿卡到手：再等几个月后就可以收到绿
卡了，至此一个超级漫长的美国职业移民申请流
程才算正式结束！

“新房项目发布的一小时内创出了销售纪录
，悉尼的中国人买家气氛好象又回到了高峰期的
2017 年。”澳大利亚房产中介机构 plus agency 创
始人 Peter Li 说，他们在悉尼 North Shore 联排屋
的发布会现场，一小时就卖出了两套房子，价值
在470万澳币（超过2200万元人民币）。
其中一位是来自香港的买家，“他没有亲
自看过该房产，只是通过 Facetime”就作出了决
定。
全球房产科技集团居外 IQI 数据显示，去年
中国买家对海外住宅房地产的需求在全球范围
内下降了约 50%。今年一季度，中国买家对于澳
大利亚、马来西亚和加拿大的询盘量快速增长
，已经明显超过了疫情前。澳大利亚也近年来
首次成为了中国买家最青睐的目的国。
居外 IQI 集团联合创始人、集团 CEO 卡斯
夫· 安萨里（Kashif Ansari）表示，与 2021 年相
比，澳大利亚第一季度的房屋咨询量按年计算
增长了 82%。在加拿大，咨询量增长了 52%。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房屋咨询量增长了 41%。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买家的购买在全球范
围内反弹，但这个数据显示了一些亮点。总的
来说，中国对国际住宅房地产的购买仍然大大
低于疫情前的水平。这并不是因为缺乏需求，
这只是目前海外旅行限制所带来的挑战。”安

萨里说。
根据他的了解，外国居民对澳大利亚
租房的查询在增加，购房咨询也在增加。
推动需求上升的实际因素是学生返回澳大
利亚学校和大学，以及澳大利亚重新为海
外居民发放签证。
对中国买家而言，澳大利亚离中国很
近，而且一直受益于房地产价格的飞速增
长。他认为，综合的指标显示，澳大利亚
的房价可能已经达到顶峰，但从长远来看
，高房价看起来是可持续的。
安萨里提出，中国人对加拿大房产的
需求在第一季度可能会上升，但这种小小
的繁荣可能不会持续到拟议的外国买家禁
令之后。随着特鲁多政府计划在两年内禁止外
国投资者在加拿大买房，投机性需求和离岸需
求可能会枯竭。
“在禁令生效之前，你可能会看到外国买
家的短期增长。离岸买家将寻求在禁令生效前
完成他们的交易。”他认为，事实上，加拿大
的大多数中国买家正在变为永久居民。现在的
离岸购买相对较少，投机行为也非常少。加拿
大想要吸收超过一百万的新移民，非公民买家
仍将有大量需求。
至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在疫情期间成
为了不少人眼里安全又开放的目的地。“如果
你经常为工作或娱乐而旅行，这里去欧洲、亚
洲和北美都很方便。对于许多寻求安全和中立
市场的人来说，迪拜是投资的目的地。”安萨
里说。
上海五福贵聚置业有限公司总裁杨洋在迪
拜工作了快 10 年。她说，从 2017 年开始，国内
一线明星与大公司高管就陆续在迪拜置业。这
两年迪拜卖得最火的就是别墅，因为疫情让人
们对于居处的空间有了更大的需求。“先是来
了一波英国买家，后来有东南亚买家，然后就
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买家，都受疫情驱使来到迪
拜购买别墅。”当然，现在需求最旺的是俄罗
斯买家了。

移民咨询量增加的背后
隔离久了，没有人是轻松的。抑郁，对未来
的不安，是这个春天里，很多人都有的情绪。
“最近咨询的人很多，天天忙死了。”在移
民信托专家陆震东（Leon）看来，疫情下的状态
让更多人考虑身份规划，多个出口或多条路径，
是高净值人群把想法变为行动的动力之一。
这样的情绪，的确让不少海外房产、留学
移民机构迎来了繁忙的季节。但身份规划、海
外资产配置和子女教育计划，从来不是短期应
急的事。
往往要几年才能真正落地的这些计划，更
多是个人或家庭思虑已久的事。那些一时兴起
咨询的人，多数也不见得最终会真的迈出脚步
。阴霾时节过去，日子就又会回到热烈的骄阳
下。
对 Lynn 而言，忙碌并不只是这两天才有的
状态。作为移民机构的年轻人，她说自己今年
以来就没有空闲过。
“以前有些客户还在考虑和犹豫中，现在
做出决定了。”在 Lynn 看来，促使客户做出决
定的更大动力，不是终将过去的疫情，而是海
外相关政策呈现出的收紧态势。
Lynn 说，近期欧洲议会批准了一份报告，
敦促欧盟在 2025 年前停止黄金护照计划。而土
耳其购房移民项目，也在最近传出将把门槛从
25 美万元增加到 40 万美元。还有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等移民项目的审核，也都在趋于严格。相
关机构趁机做的公关内容，也会增加不那么了
解的人们，急着赶最后期限的焦虑感。
根据 Lynn 的观察，她所接触的客户中，多
数人都是为了子女教育做的长期规划。甚至出
现了不少人为全家申请了绿卡后，自己放弃的

情况，“他们多数都是留在国内继续工作和生
活，只是为了孩子能去国外留学时享受到更平
等的待遇”。
事实上，最近忙碌的并不只有移民和留学
机构。赶末班车，是很多人的心态，也是焦虑
加剧的体现。
由于新加坡在 4 月 18 日正式启用 13O/13U 家
办新规，为家办提供服务的机构已经连续几周
加班了。
从 18 日开始，在新加坡设立家办的最低资
产管理、雇聘专业投资人员人数、总业务支出
上都较以往有了明确的提高。
对于那些赶趟儿的人来说，是得抓紧了。
但对于那些真正想通过设立家办来实现家族资
产传承、优化税务筹划等目标的企业家族，或
许并不需要着急——更明确的规定以及升级的
门槛，往往对应着整个行业进一步的规范与成
熟。长远来说，这对于不管是服务者，还是被
服务者，都应该是利好。
对于方兴未艾的家办行业，选择也只会
越来越多。优质的服务，优质的客户，都在
逐步成长中。很多时候，快不一定比慢好，
还是要自己想清楚，什么是适合自己的方式
和方案。
亚洲家族办公室协会创办人兼会长罗孟君说
，近年来家办行业涌入了很多人，但真正做成的
人不多。有些服务提供方当下给出了方案，但有
些问题会在之后逐渐浮现出来——家族接受了复
杂的服务内容，之后又不得不推倒重来，这样的
事是抓紧做，还是慢慢地一步步走？
足不出户的时候，就更别说出国了。但这
时候的海外房产投资，并没有停滞。

( 東翻西看 )香港劍少後繼有人
去年在東京奧運會中，香港張家朗劍術
超群，榮登世界冠軍寶座，為香港爭光。這
位劍少無敵星，稱霸天下，然而香港劍術選
手，又何止一人？港隊世一劍神張家朗傲視
劍壇不在話下，近期其師弟妹連月在世界、
亞洲青少年劍擊錦標賽，紛紛一一崛起，狂
掃獎牌。當中有鄭鐵男、陳海琳分別在世界
少男子花劍和女子重劍個人賽中，穿金戴銅
，連新秀蔡孝銳、陳諾思和劉一衡等 3 人，
也在亞洲登頂，讓我們港人華人，得以認識
港劍的新生一代！
今年 2022 年，是屬於香港男子花劍隊的
名成利就的一年。不但劍神張家朗登上世界
第一，新星鄭鐵男和蔡孝銳，亦分別摘得世
少個人賽金牌及亞青個人賽銀牌，一舉成名
。這些來之不易的成就，一切全因小將從今
年年初開始，便跟隨身經百戰的師兄張家朗
，遠赴法國學習劍法，法國向來被稱為「劍
術之家」，在哪裡生活着一大群對劍術有着
深刻技藝研究的高級講師，可以向新一代的
少年作技術和心態的徹底開竅，從而讓他們
一步步邁向奧運美夢！所以香港的劍藝少年
，才有出人頭地的一天！

鄭鐵男作為第四位港將在世青賽登頂成
為少年組個人賽冠軍，年初夥同蔡孝銳隨大
師兄張小倫等遠赴法國訓練，這名十六歲新
星喜言：「這三個月如同過着全職運動員生
活，有機會跟法國、日本等列強交流切磋，
隊友間互相激勵及分享比賽經驗，令我挑戰
成人賽也不再怕輸，打下強心針。」
目睹師兄步入世界殿堂，在亞青賽勇奪
銀牌的蔡孝銳亦羨慕道：「港男花隊成績優
異，能跟他們訓練交流心得，令自己更希望
站上這個世界舞台。」對於被外界封他為張
家朗 2.0，鄭鐵男謙稱：「始終家朗就是家朗
，我未敢高攀家朗，若要追上他的水平，也
許需經歷無數次的高低潮。我要登上奧運舞
台，仍存在距離，最重要還是做好自己，再
實現奧運夢。」
大家同一起步，一同成長，是港隊女花
新星陳諾思、劉一衡，以及應屆世少女重個
人賽銅牌得主陳海琳的寫照。她們二月先於
烏茲別克舉行的亞青賽掃走四金一銀四銅，
其後雙陳轉往杜拜角逐世青賽，幾乎每刻訓
練、比賽均有對方足印，陳諾思感恩道：
「踏上劍道面對奧運選手，難免感到緊張，

幸而賽場上總會聽到海琳為我打氣，讓我增
強信心，甚至看到她練至手部長繭時，提醒
自己必須刻苦練習。」陳海琳也坦言經歷兩
個月訓練，早已互相明白對方，慶幸能一同
以獎牌展現成果。
出外深造必有收穫，香港男花隊小將鄭
鐵男、蔡孝銳（Lucas）年初遠赴法國等地學
法，改善劍擊技巧不在話下，兩人更把握與
男花隊師兄旅外相處機會，學習烹飪等個人
生活技能，變得獨立！旅外成長之餘，「既
有修劍、也成為烹飪男」。
「人生首次遠赴歐洲法國，難免有些不
適應，幸而一直有師兄照顧。」應屆世少劍
神鄭鐵男回憶道。難得有機會跟身經百戰的
男花劍手集宿、訓練，鐵男和 Lucas 同樣喜
言獲益良多，十八歲的後者補充：「特別每
當劍尖的手綫損壞、劍尖擊中有效得分位置
未着燈時，便需維修，我們會找師兄學習，
這點非常重要。」
只有十七歲的鄭鐵男亦直言，自己逐漸
長大，不能事事假手於人，除了學習修理裝
備的技術，也會向隊內廚藝高手張小倫學習
烹飪，全力裝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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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允雯被槍狠 K 「臉瘀青一大塊」
拍片慘遭勒脖險窒息：眼淚都流出來了

犯罪懸疑電影《格瑞特真相》結合時勢
議題、元宇宙犯罪、資安危機，導演馬君慈
10 日攜演員莫允雯、李至正、江宜蓉、夏
騰宏、余晉一同出席線上記者會，人人有嫌
疑的演員們異口同聲喊：「大魔王不只一個
！」
目前在新加坡工作的女主角莫允雯抽空出
席線上記者會，她在電影中飾演調查局調查官
，拍攝前也實際走訪調查局，覺得調查局很神
秘，「拍攝前很期待會有機會拿槍，上演帥氣
的動作戲，可惜都沒有我的份，我只能努力揪
出大魔王」。她在電影中可說是吃盡苦頭，被
「大魔王」拿槍打臉，一開始對戲演員不敢真
用力，在莫允雯堅持「來真的」後，槍就真的
很用力打在她臉上，她說：「真的挺用力的，
第一次感受到道具槍撞擊這麼真實，臉瞬間瘀
青起來。」另一場戲則是江宜蓉拿槍抵著莫允
雯的臉，手臂用力掐著脖子，莫允雯記得當時
兩人都情緒高漲，「真的有快窒息的感覺，眼
淚都流出來」！
江宜蓉不好意思地說：「拍完後看到莫
允雯在旁邊咳嗽，覺得很抱歉。」江宜蓉在
電影中飾演記者，在電影中揭開真相，現實
生活中則曾經遇到 Line 帳號被盜，通訊錄裡
的朋友收到她要借錢的訊息，紛紛詢問她發
生什麼事她才驚覺有異，後來帳號也拿不回
來，只好重新申辦。
飾演調查局組長的李至正，為此也到調

查局受訓，記得調查局的學長告訴他「拿槍
動作確實比較重要，不用耍帥，槍平常有平
常的拿法，突擊有突擊的拿法」。他飾演的
角色英勇帥氣，原來是參考美劇《捍衛雅各
》中的克里斯伊凡，希望自己能演出美國隊
長的帥氣。
飾演資工達人的鍵盤正義俠夏騰宏，談
到角色與自己的異同：「其實現實生活中我
對 3C 一竅不通，跟資工達人的形象差很多，
只能把電腦、程式想像成我平常熱愛的漫畫
，來投入角色當中。」暗中協助莫允雯擺脫
誣賴罪名的余晉，一開始接到角色以為自己
可以拿槍，很帥出任務，後來發現自己只是
負責文書。談到被詐騙經驗，他前陣子蘋果
帳號被盜，被盜刷 300 元，一問才知道嫌犯
都是小金額盜刷，讓受害者不一定報警，所
以也難以查人，但受害者必須為此重新申辦
信用卡，相當麻煩。
劇情描述彭昕(莫允雯 飾)為法務部調查
局的調查官，為調查局組長李博遙(李至正
飾)下屬。某天一家科技公司的機密專利遭人
竊取，一切犯罪證據皆指向彭昕的工程師前
男友劉皓然(夏騰宏 飾)，不顧組長李博遙的
勸阻，彭昕著手展開調查。究竟誰才是始作
俑者？真相究竟為何？隨著深入事件的核心
，身邊每個人都顯得越來越可疑，致命的危
險風波一步步朝她逼近。《格瑞特真相》5
月 13 日在台上映。

中風後出院首露面
納豆：大家好我回來了

藝人納豆今年 1 月腦部出血性中風，歷經 2 度
開刀，經過四個月來的治療和休養，終於首度露面
。他和女友依依在臉書上一起開直播，跟大家報平
安，對於生病的過程，納豆說很像在作夢。
藝人納豆：「大家好我回來了。」藝人納豆跟
女友依依在鏡頭前，跟大家報平安。而被問起回家
後的心情，納豆坦言很像在做夢。
納豆女友依依：「很像在做夢，對。因為他一
回來一直跟我說，不知道明天醒來之後，會不會又
在醫院。他說他在醫院已經做過超多次，做過很多
次在家裡正常生活的夢。」納豆：「就是眼睛一張
開的時候才發現不是這樣子。」

納豆 1 月 24 號準備出門錄影
時，突然身體不舒服，後來
緊急送醫才知道是腦部出血
性中風。當天緊急手術，半
個月後再開刀一次，之後持
續復健治療，直到 5 月 9 日才
終於在直播露臉報平安。
納豆女友依依：「當下那一
幕你會記得一輩子，因為那
個真的就是一個……你會覺
得平常健健康康的人，然後
又加上我們就是平常都在打
屁。我就請他舉手，他的右
手會有一點點很小幅度的落
差，可是你會發現他沒辦法
讓它平行，然後微笑的時候
呢，他的左半邊也笑不太起
來。然後說你好，就是他說話的時候會有點口齒不
清，那應該百分之 80 到 90 是中風了。」
回想納豆當天情況，女友紅了眼眶。依依本身
是中山醫學大學營養系畢業，有基本的醫學常識，
才能在第一時間協助送醫。納豆也持續復健，以恢
復到最佳狀況為目標。
納豆不只主持闖出名號，還跨足電影，拿下第
57 屆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納豆生病之前就以演員身
分主持本台藝文節目，訪問 13 位當紅演員，分享
表演上的心路歷程。納豆的預錄節目，七月時也將
在鏡新聞播出。以專業演員的角度，在演藝圈繼續
發光發熱。

馬來西亞導演張吉安
大馬開拍《五月雪》
萬芳、鄭人碩飛去力挺

曾以電影《南巫》勇奪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馬來西亞導
演張吉安，新片《五月雪》（Snow In Midsummer）日前如火
如荼在大馬展開拍攝，並邀請台灣帝后級演員包括女星萬芳
、男星鄭人碩等遠赴當地拍攝。有趣的是，來自台灣的兩人
，拍攝現場竟「相遇不相見」，原來演出時代相隔了半個世
紀，完全沒有對手戲。值得一提的是，萬芳演出該片獲得超
級禮遇，單是美麗優雅的娘惹（Nyonya）傳統服裝，劇組就
端出 30 多套任她挑選，讓她眼界大開。鄭人碩演出戲班少東
「波仔」則是「一褲到底」，一場大啖榴槤的戲，酷愛榴槤
的他還「敬業」地狂吃 10 粒，最後只得猛灌鹽水「退火」。
鄭人碩為演出該角色，三個月前在台灣就勤練廣東話，片中
戲班開演時他得下令「打得！」發音力道精準，博得當地廣
東民眾擊掌盛讚，讓他大喊「過關了」。這部備獲各界期待
的新片《五月雪》，預計六月初完成拍攝。
《五月雪》是張吉安的第二部電影，劇情描述上個世紀
50 年代赫赫知名「普長春班」粵劇戲班的興衰故事，帶出南
洋華人闖蕩異鄉半世紀的風雨飄搖，劇本氣勢磅薄、極具史
詩格局，曾榮獲金馬創投 CNC 大獎。該片開拍不僅獲得台北
市電影委員會、新加坡電影委員會，以及馬來西亞當地檳州
旅遊與創意經濟委員會、檳城環球旅遊機構等三地資金挹注
，包括馬來西亞國寶級女星蔡寶珠、台大外文系高材生大馬
女星陳俐杏，以及演出《幻土》東山再起的新加坡男星俞宏
榮等演技派演員都加入演出陣容。今天（5/09）大家都喜氣洋
洋出席了《五月雪》開拍記者會，現場熱鬧非凡。
鄭人碩三年前曾在馬來西亞勇奪「亞洲電視大獎」最佳
男主角，這次卻是第一次來到幸運地拍攝電影。有趣的是，
自稱萬芳歌迷的他，這次在《五月雪》雖沒跟萬芳對到戲，
卻跟「小萬芳」（萬芳的童年角色）命運緊緊相依，一同經
歷了風雨飄搖的動盪年代。而為讓自己更融入當地，鄭人碩
經常安步當車，好讓自己曬得更黝黑。沒想到反而常被誤認
為馬來人，很多「同胞」都跟他熱情打招呼，被劇組戲稱
「馬來帥哥」。演出《五月雪》讓鄭人碩對當地民族多元感
到欽服，也深感當年華人闖蕩南洋的篳路藍縷。他更從「美
食」來感受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目前遍嘗了馬來菜、福建
菜、印度料理，以及當地最富盛名的娘惹菜。
電影《五月雪》由馬來西亞晟創娛樂、匠子映畫，新加
坡堂堂映畫，以及台灣台北市電影委員會、海鵬影業等三地
聯手出品製作。張吉安籌備《五月雪》長達 17 年之久。他自
2005 年起即投入馬來西亞田調及文獻採集，去年更在台北市
電影委員會總監饒紫娟安排下，與多位台灣演員、幕後工作
人員及後製單位進行合作洽談，並邀請曾以《醉．生夢死》
入圍金馬獎最佳攝影的許之駿擔任該片攝影指導。該片拍攝
前更請到現齡 86 歲的粵劇名伶蔡艷香、資深戲曲家楊偉鴻擔
任顧問，蔡艷香更首度傾其珍藏戲服提供拍攝，片中目光所
及並非全是道具，許多更是貨真價實的珍藏骨董，文化規模
與價值意義難以估計。這部張吉安的最新作品《五月雪》，
預計將於六月初完成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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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结束后，一定要去大理

郑枫带着儿子墨墨，从深圳搬到大理，第三年了。
她们租住在一栋当地农家小院里。
背靠苍山，直面洱海。
旁依田野，出门即是茶马古道、玫瑰花田。
古道两旁，每当春天来临，便会花香四溢。
当卧室窗台对着“点苍山”。
当你每天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洱海。
随着日影光照的轻移，在屋子里记录着时间流逝。
「你会觉得天地都是自己的」
这句话，放在疫情下的此刻，
带来的感触要更深。
早上 9 点，弘圣路上一家叫收获的咖啡馆里。
郑枫像往常一样驱车 15 分钟，穿过苍山大道来到这儿。
几乎空无一人。
她找到一个能够晒到太阳的地方坐下来。
点一杯咖啡，打开电脑。
窗外的街道，树影婆娑，微风轻拂。
心中不免感慨：
「想到现在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
就会觉得当下的那一刻，真的好难得。」

01「温柔乡」
如果像鸟儿一样，从高空俯瞰云南。
一条巨大的“沟壑”斜贯全境。
左边是横断山脉，右边是云贵高原。
苍山，枕于中间。
它有个更苍穹有力，如同墨染的名字，点苍山。
这得从苍山雪说起。
本地人曾告诉问路的旅人，下雨就是下雪。
地上落了雨，苍山就下了雪。
常有雪花如沙如粉落入山间，便成就了“点苍山”。
大理古城，位于苍山脚下。
在过去乃至现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都代表着诗和远方。
或者，经过外界夸张的加工。
再矫情点，就是「小资」的另一种做派。
好像逃离城市，跑到大理开咖啡馆、开民宿，
过上天天苍山洱海的日子，就是超然世外，再不过问红尘的纷
纷扰扰。
大理，本质并非这样。
在那本《彷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中，作者黄菊访谈了十几
个定居大理的作家、导演、音乐人、自然爱好者、骑行者、媒体人
……之后，她写道：
「大理不能被概括，甚至不能旁观、幻想。最好是你自己走进
来，一一亲历。」
选择大理定居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

兜兜转转。
一旦决心住下来，就是好几年、十几年。
决定定居大理之前，郑枫带着当时才 5 岁的儿子，有过为
期一年半的旅居生活。
这个从来都大胆、有态度，不时有生活新意思潮涌现的妈
妈，一直在主导着自己的人生。
出书写作，带着儿子去澳洲微留学，做导演拍摄，发起公
益项目，以及这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当时，他们是从泰国出发，一路经过厦门、江浙、北京、
内蒙、成都。
最后一站，是大理。
并在大理旅居一年。
从那个时候开始，郑枫在大理，找到了生活的另外一种面
貌。
她给墨墨找了一家具有大理特色的菜地幼儿园。
每天早上，把儿子送到幼儿园，自己写东西，见好友。
然后傍晚再去幼儿园接孩子，俩人大手牵小手，去洱海边
，去爬山涉水。
这是在深圳，感受不到的。
就像郑枫说的，在深圳她喜欢去高空咖啡馆。
车水马龙间，只有不断地拔高，才能感受到世界的辽阔。
所以即便后来回到深圳，不只郑枫自己，就连儿子也时刻
怀念大理的日子。
那是一段脚踩在辽阔大地上的日子。
墨墨回到深圳上小学后。
因为被测出有中度读写困难。
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
郑枫再次离开深圳，到大理定居下来。
她给墨墨找了村子里的一所小学。
整个大理的自然环境，都成为了墨墨的课堂。
更成为母子俩的疗愈之地。
郑枫说大理，似温柔乡。
和画家叶永青的感受，异曲同工。
“大理还有意思的话，就因为她还是一个乡村”。
一个活着的乡村。
典型的白族砖墙不颓废，门窗不歪斜。
既有耄耋老汉，也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有人耕作捕鱼，有娃田间奔跑。
古老的田园生活，没有被过多的妖魔化、同质化。
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手艺人、职场人……都能找到一
处安隅。
在郑枫心目中，「中国，再没有第二个像大理这样的地方
了」
她说第一次到大理住了一年，就觉得这里像一个「小国际
」。
不同肤色，不同职业，不同追求的人，过着不一样的简朴
生活。
简朴而快乐。
不过「大理温柔乡」的另外一面，郑枫始终保持着警惕。
在这儿，她不能天天待，就像生活不能温水煮青蛙。
久了，也会乏的。
因为工作的关系，郑枫每年以大理为原点，全国各地飞。
双城或多城切换。
这种模式，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自在。
时而松弛，时而新鲜。
前脚在大理看山看海、看云看雾。
下一秒，可能就出现在了北京 798，看最新的展。
02「小白兔变成了野猴子」
大理的山泉水，冰凉清爽。
从山上下来，走过太多路。
饮一口，就如清洁了身上每一个毛孔。
大理的一切，是有灵性的。
尤其是这里更为接地的新式教育、自然教育，
多年来成为不少家长探寻、思索的方向。
不过３年前，郑枫带着墨墨重回大理。
却并没有选择“新式的”“先锋的”学校。
而是入读了某所本地乡村小学。
一方面，是因为读写困难。
另外一方面，墨墨真的喜欢自然。
大理的自然环境，触手可及。
墨墨上的乡村小学，课余时间多了很多。
所以自然而然地，开启了放养模式。
乡村小学没有或不足以满足需求的自然课、艺术课、英语课，
郑枫都给墨墨找到了新的模式。
这个读困娃，在大理的天地间，开始野蛮生长。
郑枫常说，自己是个“偷懒”的妈妈，其实放开双手，让墨墨
和大理的云朵、花草、小动物们……盎然交手，才是真谛。
从城市里长大的温顺小白兔到野猴子；
从成绩倒数到成为自然科学、博物小能手；
从内向文静到社交牛 B 症；

从需要人照顾到会做饭、会照顾他人……
甚至，去年。
他还去到大理古城摆地摊，自己赚点小钱。
「这三年，墨墨像野草一样，哗啦啦地疯长」
以至于有时回深圳，身上的自然野性和能量，便凸显了。
你能想到全年级第一的孩子，最爱和墨墨做朋友，
竟然是因为，他不仅是班里唯一会爬树的孩子，还会「打架」
，有力量、有烈性。
实际上，在山里长大的孩子，野性都不会差。
墨墨的大理同学，一个比一个野。
送给墨墨的礼物，比起蛇，毛毛虫都是小儿科了。
尽管郑枫，是又惊，又好笑。
但大理野性的滋养，真的改变了这个男孩。
在墨墨身上，也让郑枫意识到，
一个读困孩子的未来和出路，应该拓展更多的可能。
“读写困难”也叫读写障碍。
是一种包含阅读和写作在内的特定的学习障碍。
在国内，大概有 1400 多万家庭的孩子存在读写困难，
但绝多数人对此没有正确的认知，把读困认为是孩子学习不努
力或者直接当做一种病症。
其实这不是病，不是懒不是笨，他们只是学习方式不同于常人
而已。
2017 年，郑枫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普及“读困”的电台，飞米力
电台，打造了公益性质的亲子平台，飞米力。
现在，她在大理，继续为“读困儿童”发声。
为读困孩子找学校，开设陪伴读困家长的线上课程。
还走进一家大理猛禽保护中心，筹备拍摄一部关于大理动物和
人的纪录片。
如果说，墨墨在大理的学生和生活，让他找到了自信，释放自
我。
那么对于郑枫来说。
在大理，那些舒缓又忙碌的日子。
更是她人生里，不可多得的生命滋养。
另，如果有读困孩子的家庭，对于孩子教育和未来存在焦虑，
可以关注郑枫关于读困的开展公益项目
03「还是那个大理」
有人说，大理很奇特。
画家到了大理，会写诗；
诗人到了大理，会开始画画。
黄菊采访过的树才，就是一个典型。
她在书中写道，这个男人 50 多岁，皮肤有点黝黑，略似周伯
通，十分顽皮孩子气。
他原来做过外交官。
不过在大理用的是诗人的身份，在农场教孩子诗歌。
后来，他开始绘画大理的山与云。
其实不管旅居也好，流浪也罢。
借山而居，借水而眠的大理，总有理由引人来。
郑枫曾在社交发过一条动态：
大理，是最能包容流浪艺人的地方。
关键不在于流浪艺人，在于「包容」。
「或许丽江也是如此」
但在大理生活惯了的郑枫，早已经认定它了。
这个云南曾经 500 多年的行政中心，不仅留下一座古城。
更多的，是一股自由的气息。
历史长河里，大理王朝 22 代，10 位国王出家为僧。
而如今，郑枫在身边看到的是，大家在这里生活特别愉快、特
别享受的样子。
就像老舍笔下的生活状态：“看不出怎样的富庶，但是在晴和
的阳光下，大家都从从容容地做着事情，使人安全静美。”
墨墨在大理的第一个外教，是一对来自美国的双胞胎姐妹。
在中国生活超过十年，中文不怎么好。
开了一家咖啡馆，家里两只狗。
“我记得第一次，去她们家天台的时候，他们很热情地邀请我
，说你看，整个苍山就在眼前。”
郑枫说，她们或许讲不出到底喜欢大理的什么，但就是从来都
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墨墨的第二个外教，是一个不到 30 岁的法国小伙子。
同样，炽热地爱着这里。
待过美国，到过上海，也谈起巴黎，他总是摇摇头，“boring
极了”。
这让对巴黎印象还不错的郑枫，感到颇为意外。
如果说，郑枫开启的是候鸟迁徙式的多城模式，
是害怕，大理的柔情，磨灭掉她对世界的激情与渴望。
那么也有人，喜欢泡在温柔乡的舒适中。
慢慢地，感受生活。
盖民宿，开客栈的朋友开启了另一种模式，叫“原地旅行”。
疫情之前。
来来往往的旅行者，到这找寻一片心安的同时，
也将世界的多元和新潮，带到大理。
疫情结束后，去一趟大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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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松弛下垂的神器--線雕提升
面部松弛下垂的神器-線雕提升
奧斯丁Neo
奧斯丁
Neo Soma專業醫美幫你
Soma 專業醫美幫你“
“拉”回青春
回青春！
！

（本報記者黃梅子）衰老是人一生
中不可避免的事情，隨著年齡的增長，
一根根皺紋悄悄爬上臉龐，你的蘋果肌
和下頜線都開始松弛下垂，你怎能容忍
它們肆意發展？高品味的時尚女人總是
在尋找對抗衰老的魔法。
線雕，是直接在皮下植入膠原蛋白線對
肌膚進行提拉的醫美方法，從而改善皺
紋、松弛等現象，維持外形挺拔和皮膚
整體年輕。肌膚狀態到了一定年齡之後
，最常見的老化狀態便是三八紋，包括
淚溝、蘋果肌下垂造成的法令紋和嘴角
的木偶紋，紋路的出現是因為膠原蛋白
流失，使得肌膚失去緊實度，臉部組織
就會順著重要的懸吊韌帶堆積在這三個
部位，尤其許多人當嘴邊肉的脂肪囤積
過多，兩頰隨著地心引力，造成腮幫子
垂落在臉頰兩旁（羊腮），外觀看起來
更顯老態。
線雕可以即刻提升緊致，同時線材
會緩慢降解吸收，可持續刺激手術部位
皮膚，使膠原蛋白再生，最終達到面部
年輕化的目的。
對於面部輕微松弛下垂的小姐姐來
說，線雕是拯救下垂的神器！但是很多
人一知半解不敢輕易嘗試。這裏奧斯丁
Neo Soma 專業醫美的王老師給大家集
中作答。
Q01，線雕的抗老原理是什麼？
A：原理就是：純物理性的像用繩
子拉車一樣，用一根小繩子把脂肪墊和
松弛的組織進行歸位。30 歲的皮膚為什
麼和 20 歲的皮膚狀態有差距，是因為
30 歲時的脂肪、肌肉、皮膚不在 20 歲
時所在的位置上了。它出現了松弛、移
位，隨著年齡的增長，不停的往下走。

Q02：線雕用的線到底是什麼線？
分形狀嗎？不同形狀對效果有影響嗎？
A：線雕用的線：有 PPDO、PDO 及
蛋白線，我們常用的是 PPDO 線。
理論上線的種類只分為兩種：一種
是帶齒的，一種是平滑的，沒有齒的平
滑線又分為：螺旋、多根、有長有短、
有粗有細等等。為什麼設計出這麼多線
，是因為每種線作用在不同的部位，是
可以達到不同的效果的。
關於線的形狀，因為線雕的設計直接決
定了提拉效果！這個要因人而異，看具
體要解決哪些問題。每一個人的面部松
弛問題都是不一樣的。
Q03：線的根數和最後的效果有直
接關系嗎？
A：線的根數和效果沒有太直接的
關系！和總體面部的設計和位置才有關
。要想達到理想的治療效果，術前要和
醫生充分的溝通，讓醫生了解你的肌膚
狀況、皮膚的松弛程度。以及你的肌膚
膠原產生能力，恢復彈性的能力等等。
Q04：線雕是將線埋到皮膚的哪個
層次？埋淺或者埋深了有什麼區別嗎？
A：不同部位埋到不同的層次。比
如：蘋果肌就要埋得比較深，埋到脂肪
層，實際上蘋果肌是一個“脂肪團”。
它是整個大團的脂肪墊往下移位、松弛
。線要提拉脂肪墊，所以要埋的相對深
。
也就是說是埋到真皮下的脂肪淺層
。有的人脂肪特別薄，那我們就相對做
到脂肪深層，根據這個人脂肪層的厚度
來決定。
除此之外的其它部位，都是埋到淺層的
，也就是真皮下層，非常貼近於皮膚。
比如說：眼周、唇周。
Q05：PPDO 線、PDO 線跟蛋白線有
什麼區別？
A：有本質區別，蛋白線大部分是
從動物蛋白上提純出來的，它是有過敏
原的，它是人工性的提純出來的東西，
不是純化學劑合的。而 PDO 和 PPDO 線
，是純化學性的，不是從動物身上提純
出來的，更加安全。PPDO 則是在 PDO
的基礎上進一步提純出來的。
Q06：那蛋白線能夠被人體吸收嗎
？這三種線都是可以被人體吸收代謝掉
的嗎？
A：都可以被代謝。只不過蛋白線

被淘汰是因為治療後有少數人有紅腫的
情況。而 PPDO 的副作用更低、安全性
更高。
Q07：多大開始做線雕比較好呢？
A：很多人認為埋線是抗老項目，
35 歲以後再做都來得及。其實，20 歲的
時候，如果你有肌膚松弛的問題，就可
以利用線雕來解決了！
比如有些人，雖然才二十出頭，但
因為原來特別胖，一下子瘦下來，皮膚
突然變松弛。
Q08：線雕會不會讓臉一下垮了？
A：一定不會。脂肪和肌肉組織的
衰老是從 20 歲開始一點點向下移動的，
如果 25 歲開始做線雕，可以讓它們復位
。之後每隔一段時間進行治療，每次治
療的“查漏補缺”可以讓脂肪和肌肉組
織一點一點的歸位，防止嚴重松弛。所
以一旦長期保持，肯定會比同齡人看起
來年輕。
當然，線雕的提拉效果是有限的，
因為衰老是分幾步的，皺紋的產生、松
弛的產生、組織容量的減少。當組織容
量減少的時候，需要的是填充+提拉了
。
Q09：線雕適用於哪些部位？眼周
、唇周也可以嗎？
A：線雕適用於全臉提拉。眼周魚
尾紋、唇周木偶紋都可以做的，眼周的
部位還有眼部專用線。眼周和唇周這兩
個部位比較特殊，因為下面是沒有脂肪
的，皮膚下面就是肌肉，所以盡量只選
用平滑線，而不是鋸齒大線。
Q10：面部脂肪過多而導致的下垂
，是否可以用線雕改善？
A：是可以的，但也因人而異。例
如一個人臉胖，有三種原因：一是脂肪
、二是骨骼、三是咬肌的大小。這三種
原因都需要做針對性的方案，不能單純
的說線雕對這種情況有沒有用，要看是
需要解決什麼問題。
線雕可以解決：肥胖帶來的松弛，但是
不能解決肥胖這個問題。
Q11：如果疼痛分為 10 級，10 為最疼，
線雕有多痛？
A：線雕的疼痛等級是 1—1.5 而已。
做線雕的時候是完全不疼的，我們會給
求美者舒適麻醉。
Q12：做完線雕皮膚上會有創口嗎
？

A：做完後皮膚表層有針孔大小的
創口，24—48 小時之後就會恢復了。
Q13：一次治療可以保持多久？隔
多久可以做第二次？
A：淺層的線埋入一個月後，就可
以起到一定的包裹、提拉作用，深層的
線大約在三個月的時候力量更強一些。
關於維持的時間：深層的線大約在
180 天左右就開始降解，一次療程可以
維持 2-3 年。兩年左右保證可以全部代
謝掉，沒有殘留！
建議做完 1 年可以進行“查缺補漏”，
在某些部位輕度加幾根線，讓效果持續
的更好。PPDO 線是會代謝成水和二氧
化碳，在身體裏面沒有任何的殘留和副
作用。
Q14：哪些人或者肌膚狀況不適合
做埋線？
A：皮膚有炎癥的時候不可以做線
雕，容易把細菌帶到皮膚深層導致感染
。很瘦並且十分松弛的皮膚做線雕效果
不好。
如果是敏感性肌膚，以前在使用蛋
白線的時候，會比較擔心，因為蛋白線
是有一定的過敏率的。但是現在使用的
PPDO 線是幾乎沒有過敏反應的，幾乎
所有的膚質都可以做。
至於孕婦，治療過程中的疼痛可能
會刺激宮縮，所以我們不建議做。
Q15：線雕和註射類、激光類的項
目能一起做嗎？
A：做了線雕之後兩周，其他美容
、註射類項目都可以做的。理論上不需
要太過分小心謹慎去呵護的。只要過了
每個項目的術後安全期，任何項目之間
都不沖突的。
Q16：做完線雕後應該怎樣護理？
按摩力度大是否會讓線崩開？
A：一個月以內不要做按摩，按摩
的時候會痛，三個月後線和皮膚就融合
好了，用力按摩也沒問題。
Q17：在網上看到做完後線頭從皮
膚裏冒出來的案例，為什麼會發生這種
情況？發生這種情況該怎麼辦？
A：這種情況更多是因為手術後沒
有按照醫囑去進行護理導致的，如果發
生這種情況也不要擔心，立刻到醫院讓
醫生處理，一般是做好消毒之後把線頭
剪掉就好了。
Q18：線雕有可能發生哪些副作用

？
A：它有幾大並發癥，第一種就是
會造成局部血腫，一旦出現要兩三周才
可恢復；第二種是局部水腫，一般在皮
膚比較薄或者線又比較密的地方會出現
；第三種是露線頭的問題，這也是一個
很正常的情況；第四種是線的崩開或者
崩斷，但這個情況是十分罕見的。
有沒有做線雕，差別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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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師王老師是美國的註冊護士，她不光
是美國醫院的手術室護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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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面部註射的施
打已達爐火純青的水平，做過的客人都
贊不絕口。她非常擅長線雕提升，可以
幫你“拉”回青春，再“線”年輕！
奧斯丁 NeoSoma 專業醫美
地址：13091 Pond Springs Rd, suite 240,
Austin,TX78729
王老師手機：469-210-1113

休城畫頁

休士頓僑界遊行挺台
聲援台灣參與世衛

各社團於出發遊行前集合誓師

羅復文偕同僑領走完全程。
羅復文偕同僑領走完全程
。

大家排成 WHQ 的字型表達支持臺灣的立場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主辦該項活動的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 由會
長何真（
長何真
（左四 ）率領代表們出席
率領代表們出席。
。

遊行前兩位巡警開道，
遊行前兩位巡警開道
，沿途護衛
沿途護衛。
。

出發前各社團攜會旗在僑教中心前廣場集合。
出發前各社團攜會旗在僑教中心前廣場集合
。

遊行開始，由 「台北經文處
遊行開始，
台北經文處」
」
羅復文處長（
羅復文處長
（右一
右一）
）領隊
領隊。
。

主辦單位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 會長何
真表示：遊行的訴求是聲援台灣回到 WHA
真表示：
WHA，
，
因為台灣的醫療水準可貢獻國際社會。
因為台灣的醫療水準可貢獻國際社會
。

在場人士向僑教中心上方的
機器人空拍機招手。
機器人空拍機招手
。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表示：本次遊行主要是為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表示：
傳達台美人支持台灣返回國際社會的聲音。
傳達台美人支持台灣返回國際社會的聲音
。

各主、
各主
、協辦社團攜會旗參加遊行
協辦社團攜會旗參加遊行，
，場面壯觀
場面壯觀。
。

遊行隊伍由羅復文處長帶領自僑教中心出發。
遊行隊伍由羅復文處長帶領自僑教中心出發
。

遊行隊伍由巡警摩托車前導，FASCA 學員配合
遊行隊伍由巡警摩托車前導，
鈴鐺聲喊出 「Taiwan for WHA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