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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 market beckons as U.S. stock slide
deepens
NEW YORK, May 20 (Reuters) - The stock
market’s brutal year neared a grim milestone
as the S&P 500’s slide on Friday threatened
to leave it in a bear market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March 2020, fueled by worries over sky
high inflation, a hawkish Federal Reserve and
future economic growth.
The benchmark S&P 500 index fell below
3837.248, a decline that on an intraday basis
put it 20% from its Jan. 3 record closing high.
Should that hold until Friday’s close, it would
confirm that the index is in a bear market –
frequently defined as a drop of at least 20%
from a closing high.
If history is any guide, a bear market would
mean more pain could be in store for investors. The S&P 500 has fallen by an average
of 32.7% in 13 bear markets since 1946,
including a nearly 57% drop during the 20072009 bear market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according to Sam Stovall, chief investment
strategist at CFRA.
It has taken a little over a year on average for the
index to reach its bottom during bear markets,
and then roughly another two years to return
to its prior high, according to CFRA. Of the 13
bear markets since 1946, the return to breakeven
levels has varied, taking as little as three months
to as long as 69 months.
The S&P 500 surged some 114% from its March
2020 low as stocks benefited from emergency
policies put in place to help stabilize the economy in the wak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ith Canva, you can design to impress. Discover the magic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how
it can engage your audience. So, what will you
design today?
That decline went into reverse at the start of
2022 as the Fed grew far more hawkish and
signaled it would tighten monetary policy at a
faster-than-expected clip to fight surging inflation. It has already raised rates by 75 basis points
this year and expectations of more hikes ahead
have weighed on stocks and bonds.

along with oil prices, while defensive
groups such as utilities have held up
better than broader markets.
Reuters Graphics
Reuters Graphics
On the flip side, shares of technology
and other high-growth companies have
been hit hard. Those stocks -- high fliers
during much of the bull market over the
past decade -- are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higher yields, which dull the allure of
companies whose cash flows are weighted more in the future and diminished
when discounted at higher rates.

First stop Samsung: Biden touts South Korean
role in securing global supply chains
PYEONGTAEK, South Korea, May
20 (Reuters) - Joe Biden's first stop on
his inaugural trip to Asia as U.S. president on Friday was a massive Samsung
Electronics (005930.KS) semiconductor plant, underscoring a message of
economic security with an eye on China
and the war in Ukraine.

Biden landed at the U.S. military's Osan
Air Base in Pyeongtaek, south of Seoul,
and immediately drove to Samsung's
nearby factory, the largest semiconducSome of the biggest of these companies,
tor plant in the world. There he greeted
such as Tesla (TSLA.O) and Facebook
South Korean President Yoon Suk-yeol,
owner Meta Platforms (FB.O), are also
a relative newcomer to politics, for the
heavily weighted in the S&P 500 index.
first time in person. read more

Fed Chairman Jerome Powell has vowed to raise
rates as high as needed to kill inflation but also
believes policymakers can guide the economy to
a so-called soft landing. read more
Adding to the volatility has been the war in
Ukraine, which has caused a further spike in oil
and other commodity prices.
A few areas of the stock market have been
spared. Energy shares have soared this year,

Advanced chips for functions such as
mobile, 5G,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concerns over global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caused by the
pandemic.
Economic shockwaves from Russia's
war in Ukraine have further spotlighted
the need to secure critical supply chains
so that the U.S. economy and national
security are not dependent on countries
"that don't share our values," Biden said
in remarks at the plant.

that in my view is by working with
close partners that do share our values, like the Republic of Korea."
Biden said the future would be
written in the Indo-Pacific and now
was the tim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like-minded partners to invest in
each other.
The two leaders toured the plant,
which the White House called a
model for a new $17 billion factory
that Samsung plans to build in Taylor, Texas.
"With today's visit, I hope that
Korea-U.S. relations will be reborn
as a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lliance
based on high-tech and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Yoon said.
He also urged Biden to provide incentives for South Korean and U.S.
businesses to invest in each other's
countries.
Samsung Electronics Vice Chairman
Jay Y. Lee was excused from attending an accounting fraud trial hearing
on Friday in order to host the U.S.
president's tour.

"The critical component of how we'll do

read
more
Countering
China's
presence
in the
region
is a key
Biden
theme
on the
trip,
but South Korea is likely to strike a
cautious tone in public on the topic
given Beijing is Seoul's top trading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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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Hard Landing?
With the Federal
Reserve raising the
interest rate by 50
basis points again, it is
the biggest move in the
country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A lot of
economists believe that
there are many risks
with an economic hard
landing.

value in the market.
The cost of dollar
financing naturally
rises, so the interest
rate will go up. At the
same time, the funds in
the stock market will
decrease. Recently,
the Dow Jones index
has fallen for seven
consecutive weeks.

As long as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reasury
Department sell bonds
in the market, it can
mean the floating
dollars will have less

Experts predict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an
economic rec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xt twelve months is
27%, while in March, it

Wealee@scdaily.com

was only at 5%.
Chairman Powell
warned that as interest
rates rise to curb
inflation,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re
will be a soft landing of
the economy.
For those people who
want to buy a new
house, the rising
interest rate brings a
direct pain. Since May,
the average market
interest rate has been
5.27% , but it was only
2.65% a year ago.

The price of energy
futures continues to
rise. For June, oil is at
$107 per barrel. And in
July it will be at
$112.37 per barrel. The
exchange rate between
the U.S. dollar to the
Chinese RMB has
gone from 6.3 to 6.8 in
just 20 days.
The Russia Ukraine
war is still not over.
The tariff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ave not been solved.
Finland and Sweden
will likely join NATO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re
deteriorating. Later in
the summer a food
shortage will create a
world crisis.
All these factors really
are not good signs for
our economy.
President Biden is now
in South Korea and will
try to unite more
countries. The U.S
China relation will
continue and still has
many challenges in the
near future.

Editor’s Choice
A view of the destroyed village
of Moshchun, amid Russia’s
invasion, Kyiv region, Ukraine.
REUTERS/Leonardo Benassatto

Aishwarya Rai Bachchan poses at the screening of the film “Armageddon
Time” at the Cannes Film Festival. REUTERS/Eric Gaillard

A boy stands next to empty cylinders as he waits in a queue to buy domestic gas at a distribution center, amid the country’s economic crisis, in Colombo, Sri Lanka. REUTERS/Adnan Abidi

Levi Dinmore, 8, gets a COVID-19 test at a Sameday Health drive-through testing site in
Bethesda, Maryland, December 22. REUTERS/Evelyn Hockstein

Narcissi, also known as daffodils
or jonquils, are pictured in full
bloom in a meadow on a hot
spring morning in Glion near
Montreux, Switzerland. On the
heights of Montreux picking
narcissus was popular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e flower is today
protected and when in May they
are in abundance it was called
the May snow. REUTERS/Denis
Balibouse

A man uses an umbrella
for shade as he carries a
dismantled car on a cycle
rickshaw to a scrapyard on
a hot weather day on the
outskirts of Ahmedabad,
India. REUTERS/Amit
D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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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s Sunday Midnight Deadline ShutDown Informal Route From Mexico

1,000’s Of Ukrainian Refugees
Make Last Minute Dash To
Cross The Border Into U.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in the
U.S. walk on their way to attempt to cross
the U.S.-Mexico border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5, 2022 in Tijuana, Mexico. U.S. authorities are allowing Ukrainian
refugees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outhern
border in Tijuana with permission to remain in the country on humanitarian
parole for one year. (PHOTO/MARIO
TAMA, GETTY IMAGES)

OVERVIEW
*Refugees try to reach US before Biden administration forces
fleeing Ukrainians to apply online with
a sponsor
*Tijuana border crossing was
the site of up to 6,000 foreign
nationals hoping to reach America
Sunday night
*But at midnight DC time 9pm in Tijuana - foot crossings
were stopped and ‘Uniting for Ukraine’
rules came in
*That means ‘streamlined’
applications for many - but
hundreds stranded and forced to sleep
at local church
*Ukrainian refugees had been
exempt from Trump’s Title 42
border restriction against Covid, but
no longer
*Nearly 15,000 undocumented Ukrainians have entered the
US since the Russian invasion, mostly
via Mexico
*Title 42 will be raised on May
23, but 21 states including
Florida are su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extend it

Ukrainians fleeing the war have been arriving at
Mexico’s northern border cities by the thousands.
There, they are presenting themselves to U.S. border agents and asking for temporary ad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Thousands of Ukrainians have been let in — availing
themselves of the avenues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opened to ease their admission into
the U.S. faster than people who have come from
other countries.
But so many Ukrainians have arrived that a backlog has formed.

Ukrainians board a shuttle from the shelter to
Tijuana’s border crossing with San Diego. The
United States is allowing Ukrainians fleeing
the war temporary admission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Carlos A. Moreno for NPR)
In Tijuana, Mexico, across from San Diego, the
swelling numbers spurred into action a massive
volunteer effort organized by Ukrainian-Americans and others with ties to the region. They established a sprawling makeshift shelter, brought trays
of Ukrainian food from Los Angeles and San Diego, and coordinated with immigration agents to
shuttle large groups to the border for processing.
Despite their quick mobilization to ensure a measure of comfort for thousands of refugees nearing
the end of their journey to safety, their efforts have
been overwhelmed by the unending flow of new
arrivals.
On Sunday, thousands of Ukrainians made desperate efforts to enter the US as a White House
ban on border crossings came into place.
There were chaotic scenes around the San Ysidro
pedestrian crossing in Tijuana, Mexico last night
as migrants rushed to cross the border before it
closed at 9pm local time.
Up to 6,000 foreign nationals amassed as the
deadline neared, the Department for Homeland
Security (DHS) said.

Ukrainians board a train from the shelter to
Tijuana’s border crossing with San Diego. The
United States is allowing Ukrainians fleeing the
war temporary admission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Carlos A. Moreno for NPR)
One group of fifty refugees unable to make the
crossing before midnight were taken to shelter
in a local church used as an emergency shelter. With the ‘Uniting for Ukraine’ policy announced on Thursday, many who had already
made travel plans are now stranded in Mexico.
Uniting for Ukraine
At midnight DC time Sund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introduced the Title 42 health order
for Ukrainian refugees, halting entries to the US
without prior application.
The final buses carrying refugees arrived at the
border just after 8pm, driven by volunteers and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local border officials.
One hour later, Biden’s ‘Uniting for Ukraine’
policy came into effect and the foot crossing
was closed.
On April 21, 2022,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Uniting for Ukraine, a new streamlined process
to provide Ukrainian citizens who have fled
Russia’s unprovoked war of aggression opportunities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is
represents a key step toward fulfilling the President’s commitment to welcome Ukrainians
fleeing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Uniting for Ukraine builds on the robust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he U.S. government is
providing as we complement the generosity of
countries throughout Europe that are hosting
millions of Ukrainian citizens and others who
have been displaced.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how to apply,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and what to expect after the
Form I-134 is filed, visit USCIS online.
The new initiative
plans to sanction
100,000 Ukrainian arrivals over the coming
months. But crucially,
it ends Ukrainian refugees’ exemption from
Title 42, President Trump’s controversial border
policy banning all entr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foot.
First introduced as a public health measure, Title
42 was intended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Covid
by restricting arrivals from outside the US.
Around 15,000 undocumented Ukrainians have
so far entered the U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Rus-

sian invasion two months ago, the DHS added.
Most have entered the US via border crossings
at Tijuana, near San Diego, and Reynosa, near
Hidalgo, Texas.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has already forced
more than 2 million people, includ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to fle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refugee agency projects that
number will double. The majority of refugees
have crossed into Poland and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like Hungary, which have track
records of brutally turning away migrants and
leaving them trapped at the border in inhumane
conditions.
The world has been watching in horror the
bombing of a maternity hospital,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 and the stories of fathers remaining
to fight in Ukraine, while mothers and children
flee. And, rightfully so, Ukrainians have been
met with unparalleled expressions of individual
and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nna Kuts, 3, sleeps on a suitcase after arriving with her family at the Tijuana airport
where they are met by volunteers to help
them on their journey to the US after fleeing
the war in Ukraine,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Mexico, April 8, 2022. (Photo/ Patrick T.
Fallon, AFP Via Getty Images)
Strangers have left strollers, clothing, and toys
at train stations and have volunteered from all
over Europe to help the arriving refugees find
housing and other support. Last week,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e European Union invoked a
2001 directive offering temporary protection
and access to housing and other benefits to
fleeing Ukrainians and foreigners with refugee
or permanent residence status in Ukraine. “The
response by Europe has been remarkable,”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Filippo Grandi said.
“We need more help”
Olya Krasnykh is a Russian-American real estate executive in Silicon Valley. But when she
learned of the Ukrainians arriving at the border,
she set her job aside and came down to help.
A tent city had formed within steps of the border crossing. Krasnykh and other volunteers
worked with Tijuana city officials to move everyone into a municipal sports complex a short
drive away.

Oyla Krasnykh, a volunteer from Silicon
Valley coordinating Ukranians’ arrival to a
temporary shelter in Tijuana.
It became a sprawling operation.Ukrainian-American volunteers began greeting entire planes full
of Ukrainians at the airport and shuttling them
to the shelter, registering them and placing them
into a queue. When it’s their turn, they and their
luggage are loaded onto another shuttle to the
border. In recent days, people were waiting
from two to three days at the shelter for their
turn to come up. But the wait was getting longer,
because Ukrainians are arriving in Tijuana faster
than border agents can process them.
As of a few days ago, Krasnykh estimated that
the shelter had registered about 10,000 people.
“It’s an operation that has been managed well
by a band of grassroots volunteers,” Krasnykh
said. But she added that it had grown so quickly
that it now needed support from a professional
nonprofit. “We’re at a breaking point where we
need more help.”
“We bought like six air mattresses”
Phil Metzger had not planned for his church
in San Diego to become a major stopover for
Ukrainian refugees. Metzger is the lead pastor
of Calvary San Diego, about a 15-minute drive
north of the Mexican border. When the Ukrainians started arriving there, he thought he could
lend a helping hand.
“Two weeks ago we bought like six air mattresses, thinking, let’s help a few people out,” he
said. “We just had no idea. The next night, it was
a hundred people.”
Phil Metzger, lead
pastor of Calvary San
Diego Church.
On a recent day, shuttles were arriving at
his church loaded with
people freshly admitt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Many needed some
time to contact family and friends who they’d
be joining in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y
booked airplane tickets and church volunteers
drove them to San Diego’s airport for the final leg of their trip. Other new arrivals needed
somewhere to stay for a few nights, because not
everyone was sure of their next steps.
It’s all been a little stressful, Metzger admitted.
“But I’m thankful these people are not back in
Ukraine right now, because it’s dangerous,” he
said. “I’m glad that they’re here.”

~Photo Essay Of A Human Tragedy~

Refugees Of War Are Now Our Neighbors

Ukraine Refugees Wait In Tijuana
For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U.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and Border Protection to allow them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TODAY NETWORK)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stop a Russian
citizen from entering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Ukrainian refugees wait for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uthorities to allow them to enter the USA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April 5.(OMAR ORNELAS/USATODAY
NETWORK)

Ukrainians wait for processing by US authorities at
the Texas-Mexico border.

The Uktainian Flag hung on the side of a building offers
solace to some.

Ukrainian refugees wait to be allowed to enter the U.S.
by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Volunteers with signs welcome Ukrainian refugees as TODAY NETWORK)
they arrive at the Tijuana airport to help them on their
journey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fleeing the war in
Ukraine,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state, Mexico on
on April 8, 2022. (PHTO/PATRICK T. FALLON, AFP
VIA GETTY IMAGES)

A volunteer (L) bids farewell to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as they gather on a bus on their way
to the El Chaparral port of entry, before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Family members offer each other comfort in the uncertain time.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llow Ukrainian
refugees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as two Russian citizens watch on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TODAY NETWORK)

A Ukrainian family contemplates the future in a new
country.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llow Ukrainian
refugees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April 5, 2022.(OMAR ORNELAS, EL PASO
gather in a city government shelter for Ukrainians, TIMES/USATODAY NETWORK)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Authorities opened the nearby El
Chaparral port of entry today solely for the processing
of Ukrainian asylum-seekers. U.S. authorities are allowing Ukrainian refugees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outhern
border in Tijuana with permission to remain in the
country on humanitarian parole for one year.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U.S. Customs and BorderProtection officers take photos of Ukrainian refugees as they await to be allowed
to enter the U.S. by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wo Ukrainian women sit and wait for U.S. Customs TIMES/USATODAY NETWORK)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walk at the El
Chaparral port of entry on their way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Elderly woman being transported by a relative.

A father holds his son up to see the massive group of
his fellow countrymen scattered together in a foreign
land.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gather in a city government shelter for Ukrainian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Ukrainians families gather their belongings hoping to
cross the border into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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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分會加入全球浴佛行列 同聲為苦難眾生祈福
真善美志工／林嵩然、許維真、劉本琦、吳育宗／德州休士頓報導

美

國慈濟德州分會於2022年5月7日在位於休士頓
（Houston）會所的靜思堂，舉辦了本年度的浴佛

典禮。

◎ 同步祈福讓心更靠近
與會的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uston）的官員、當
地社團代表、社區民眾等132人，一齊加入「佛誕節、母親
節、慈濟日」三節合一的浴佛活動，透過雲端連線慈濟基金
會在台灣的全球線上浴佛活動現場，與48個國家地區的民眾
同聲祈福，敲響和平鐘鼓。
新冠肺炎（COVID-19）的社交距離拉開了人的距離，

◎ 雲端浴佛匯聚愛
慈濟德州分會轄區遼闊，許多志工和會員在當天只能
在各自的地區，透過網路參與線上浴佛活動。慈濟亞特蘭大
（Atlanta）支會志工吳采榮也同樣在家裡參與線上浴佛，
她說：「現今天災人禍不斷，透過虔誠祈禱，希望能匯聚善
的能量，人人恆持善念，茹素護生，祈求社會祥和，天下無
災難。」
我們要提醒自己，天天浴「自性佛」；也要加快腳步推
素，環保護生。每個人都能先從參加會所舉辦的「心素食
儀」活動開始。
				

亞特蘭大志工 闕美卿

無形的隔閡讓人們彼此的信任變得薄弱。趁著每年五月第二

慈濟奧斯汀聯絡處的志工黃芳文在三年前的母親節過

個星期日的三節合一之際，慈濟德州分會以浴佛活動希望解

後，便經歷了母親因車禍意外往生的無常；之後每年參與浴

封的後疫情時期，讓大家在會場中感受浴佛的靜謐與虔誠，

佛，對她來說更加意義深遠。她虔誠地跟隨著精舍師父敲響

打開心門與全球慈濟人一同善念共振，為天下苦難的眾生

鐘豉，懷著感念佛恩的心，得以從驚嘆無常中走出悲傷，她

祈福。

說道：「在浴佛中深刻體悟，要感恩父母得以善用人身行菩

這場活動獲得社區團體和居民的踴躍回響，與會者在
靜思堂的會場中，透過網絡與全球慈濟人同聲吟誦佛經，

薩道，感恩眾生得以成就道業，更期許自己可以時時去除煩
惱及日日增長智慧。」

《爐香讚》、《讚佛偈》揭開浴佛的序幕，在佛教界長老們

每一位賓客不僅在典禮圓滿結束後，帶走了盛滿壽桃、

祈福後，志工們帶領大家用虔誠的心獻供燈燭、鮮花；人人

素咖哩餃等點心的餐盒回家，還捎上了慈濟人滿滿地祝福。

在莊嚴的氣氛中，以清淨的一念心，禮佛足、誠齋戒，禮敬

隨著逐漸走向尾聲，期盼眾人在未來能夠自在地重回慈濟會

諸佛。

所，一同為服務貧苦發光發熱。

奧斯汀會眾歡喜浴佛 感恩平安再相聚
真善美志工／黃芳文、陳宗坤／德州奧斯汀報導

慈

濟德州奧斯汀（Austin, Texas）聯絡處2022年5月14

情發生以來第一次正式對外活動，與會者對能平安度過疫情

• 網路捐款：
donate.tzuchi.us/zh/ukraine

再相聚都充滿了感恩。
當日早上十點鐘，志工懷著虔誠與期待的心情，用心
地佈置會場；經過近一千個隔離的日子，大家的合作默契並
念，讓疫情遠離、天下無災。
今年除疫情，還加上烏俄戰爭持續動盪的不安。浴佛的
序幕在眾人齊聲唱誦《爐香讚》聲中揭開，眾人誠心齊聲誦
念《懺悔文》及《發願文》，期許人人內心清淨，進而能以
齋戒的願力，讓世間遠離刀兵劫及遠離疫情。

參與浴佛活動的近40位與會者歡喜大合照。攝影／陳宗坤

世界的和平與安寧對人類來說非常重要，很感恩及感激證
嚴法師發大願，帶領眾人力行菩薩的慈悲；我覺得這是在

來代替以往儀式中的「接花香」環節。

			

來自中國湖南長沙的蔣利華，是在半年前來到奧斯汀，
這一天是她第一次參加浴佛，她眼眶泛紅地說 ：「看到疫情
和戰爭對人們的傷害，心裡的觸動很深，尤其是看到戰爭的

汀，兩個孩子目前就讀奧斯丁慈濟人文學校。這一天，李源

畫面，很多人都被迫離開家園踏上未知的旅途，從此無家可

超帶著全家一起來參加浴佛，他表示：「我們曾經在家鄉檳

歸，讓人悲傷上心頭。」

城參加過人山人海的浴佛典禮，這裡的浴佛典禮雖然少了一

自從疫情發生以來，人們不太有機會見面，透過這次的

些人氣，但是氣氛祥和溫馨，感覺特別好。」談及參與的心

浴佛，大家似乎都有「重生」過後相見歡的感受，在溫馨氛

得時，他非常認同地說：「我們需要感恩眾生，需要多一點

圍中浴佛活動圓滿落幕，深受感動的與會者懷著虔誠之心，

素食。」

同聲祈願社會祥和，戰爭早日止息。

邁阿密人文學校疫情後首辦結業典禮
作者／鄭淑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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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們穿著統一的校服，整齊的坐在椅子上，這是該校

邁阿密慈濟人文學校舉行
的結業曁畢業典禮上，孩
子向父母奉茶表達感謝。

經歷疫情後首度舉辦的結業典禮。
典禮開始，便進行全勤獎、人文環保參與獎、靜思語比

攝影／陳肇華

賽等多個獎項的頒獎典禮，以認可學生們這一年學習的堅持
不懈的和努力。校長特別提到，今年的靜思語比賽以新型態
出現，許多學生自己摸索如何用中文解說和做簡報，由於缺

母的感恩，志工引導即將離

乏以往慣例參考，同學們特別需要克服面對挫折和害怕失敗

校的畢業生，以奉茶儀式來感恩父母。
畢業生在奉茶儀式中，把放在心裡未曾說出口的感謝，

典禮上也同時感恩老師的辛勤教學，並頒發畢業證書

藉此機會娓娓道出對父母陪伴的感恩。孩子給了父母大大地

給高年級的畢業生。即將進入大學的畢業生們風趣地分享感

擁抱，許多家長又驚又喜與孩子一起感動落淚，慈濟品格教

言，他們談到每個週六來學中文的甘苦談，也說畢業後要繼

育灌輸孩子的知足、感恩、善解，已落實在孩子們的生活日

續留在慈濟當志工，並感性地指出慈濟有趣又收穫滿滿的成

常中。

動與慈善助人的經驗。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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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與6月11日舉辦蔬果發放活動，以行動支援有需
要的鄰里鄉親，幫助生活艱困的民眾了解到他們並非孤
單無助。
食物發放採得來速（drive thru）模式進行，同時接
受民眾步行前來領取，參與食物發放的民眾需全程戴上
口罩。預計發放350份蔬食，數量有限，先到先領，發
完為止。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5月28日與6月11日，上午9點開始發放，發完為止
食物發放地點：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月14日邁阿密慈濟人文學校所有的師生和志工齊聚一堂，

長經驗，讓他們不僅學到中文、節交了好朋友，也學到辦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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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奧斯汀居民 蔣利華

來自馬來西亞的李源超及王楓媚夫妻，三年前來到奧斯

的勇氣，而同學們都圓滿完成這項挑戰，非常值得表揚。

• 手機應用程式「一指積善」
             
    tzuchi.us/zh/app

此亂世中的一道光，讓很多人看到希望。

此次浴佛期盼能匯聚大眾茹素的願力，因此與會者在依
序排隊浴佛時，以虔誠領受證嚴法師叮嚀語的「齋戒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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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在會所舉辦浴佛活動，這是慈濟奧斯汀聯絡處在疫

未削減，共同希望來參加的會眾透過莊嚴浴佛，凝聚虔誠心

大眾進行浴佛。攝影／吳育宗

「除了中文，你還學到了什麼？」主持人一開場就拋出
了這個問題，讓學生和家長思考。結業典禮中師生們共同準

這些畢業生都曾經過慈濟青少年志工服務的歷練，他們

備的緊湊節目，扇子舞、童謠、唐詩、手語歌等才藝表演，

仍在成長中的小肩膀，已經肩負起了一些對社區和社會的責

展現了慈濟人文學校多元化的課程，與融入生活化的《靜思

任。培育這些心懷大愛的未來世代接班人，歸功於幕後默默

語》教學，以及慈濟獨有人文教育的教學成果，而孩子們在

堅持十幾年，在無數週末辛勤往返接送的父母；為表達對父

呈現傲人的學習成果同時，也解答了活動一開始的提問。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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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聯繫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電話：713-395-0303，
進一步了解慈濟獨特的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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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 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開幕
四大看點電影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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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威劇集《女浩克》
首曝中字預告
8 月 17 日上線迪士尼+

法國時間 5 月 17 日，第 75 屆
戛納國際電影節開幕。本屆戛納電
影節將從 5 月 17 日持續至 28 日。
今年的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
審團由法國演員、導演文森特·林頓
擔任評審團主席，評審團成語包括英
國演員麗貝卡·豪爾、美國導演傑夫·
尼克爾斯、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
、印度演員迪皮卡·帕度柯妮、瑞典
演員勞米·拉佩斯、意大利演員傑絲
敏·特麗卡、法國導演拉德·利、挪威
導演 約阿希姆·提爾。

主競賽單元完整片單
是枝裕和《掮客》
朴贊郁《分手的決心》
大衛·柯南伯格《未來罪行》
達內兄弟《托里和洛奇塔》
詹姆斯·格雷《世界末日》
克里斯蒂安·蒙吉《RMN》
馬里奧·馬爾托內《懷舊》
阿里·阿巴西《聖蛛》
瓦萊麗亞·布魯尼·泰德斯基《杏仁》
克萊爾·德尼《正午之星》
阿諾·戴普勒尚《兄妹》
塔里克·薩利赫《來自天堂的男孩》
傑茲·斯科利莫夫斯基 《HI-HAN》
基里爾·謝列布連尼科夫《安東尼娜》
賽義德·魯斯塔伊《萊拉的兄弟》
凱莉·萊卡特《好戲登場》
魯本·奧斯特倫德《悲傷三角》
盧卡斯·德霍特《親密》

第75屆戛納電影節公布主競賽單元名導作品雲集，例如是枝
裕和的《掮客》、朴贊郁的《分手的決心》、大衛· 柯南伯格的
《未來罪行》、詹姆斯· 格雷的《世界末日》等，共 18部影片入
圍主競賽單元。作為亞洲導演的代表人物，是枝裕和與朴贊郁的
新片也都是今年金棕櫚大獎的有力競爭者。是枝裕和的《小偷家
族》此前已經拿過金棕櫚，如果再次拿獎將創造歷史。

味着湯唯有機會競爭今年的戛納最佳女主角。
《分手的決心》講述刑警海俊（朴海日 飾）接手一宗登
山失足案，在調查過程中遇到了墜崖者的妻子瑞來（湯唯 飾
）。與身邊親人們的反應大相徑庭，瑞來對丈夫的死很平靜，
於是被警方列為主要嫌疑人。在審訊和監視瑞來的過程中，刑
警海俊漸漸發覺，自己對她產生了興趣。
作為演員，湯唯與韓國電影一直緣分頗深。此前，湯唯曾
主演韓國導演金泰勇的電影《晚秋》，兩人因戲結緣，走入婚
姻殿堂。

看點 2：壯志凌雲 2 貓王等大片展映

看點 4：疫情後最開放的一屆戛納電影節

本屆戛納電影節的展映片單也很亮眼。《藝術家》導演
米歇爾· 哈扎納維希烏斯執導的電影 《喪屍不要停》（法版
《攝影機不要停！》）作為電影節開幕片率先亮相。眾多國際
電影人紛紛走上《喪屍不要停》的展映紅毯。
未來，湯姆· 克魯斯主演的 《壯志凌雲 2：獨行俠》也將
在電影節期間進行展映，這也是「阿湯哥」主演的電影作品第
一次在戛納電影節放映。
巴茲· 魯曼執導、 湯姆· 漢克斯主演的音樂傳記片 《貓王
》也將在戛納非競賽單元展映。影片中，奧斯汀· 巴特勒飾演
「搖滾之王」埃爾維斯· 普雷斯利，湯姆· 漢克斯飾演貓王經紀
人湯姆· 帕克。影片講述這位年輕的歌手是如何從貧困的家庭
中一舉成名。
另外， 韓國演員李政宰首次擔任導演，聯合鄭雨盛、全
惠璡、陳善圭、朱智勛等共同主演的電影 《狩獵》也入圍本
屆戛納電影節午夜展映單元。基於張曼玉主演、奧利維耶· 阿
薩亞斯編導的同名電影改編的劇集《迷離劫》入圍了「戛納首
映」單元。

疫情過去已經三年，今年的戛納電影節相比前兩年明顯更
加開放。去年，戛納電影節被推遲到了 7 月，今年終於如約在 5
月與影迷們見面。一些前兩年只能選擇線上舉辦的論壇活動也
終於可以落地舉辦了。
由於疫情原因，前兩年的戛納人氣明顯下降，放映廳內甚
至常常無法滿座。今年的情況明顯好轉。由於出入境管理的放
寬，今年前往戛納的電影明星們也更多了。戛納的紅毯再次熱
鬧起來。

看點 1：亞洲導演再次逐鹿金棕櫚

看點 3：湯唯成最受矚目華語電影人
本屆戛納電影節雖然沒有華語電影進入主競賽單元，但湯
唯作為朴贊郁新片《分手的決心》的主演，成為今年戛納最受
矚目的華語電影人。同時，主演作品入圍戛納主競賽單元，意

插曲：阿斯哈·法哈蒂回應抄襲爭議
在今年戛納電影節開幕首日，出現了一段小插曲。作為主
競賽單元評審團成員之一，伊朗導演阿斯哈· 法哈蒂公開回應
了關於他的電影《一個英雄》被指控抄襲的爭議。
《一個英雄》在去年的戛納電影節獲得主競賽單元評審團
大獎。該片講述了男主人公拉希姆因無法償還債務而入獄。他
期待着與女友、姐姐和患有語言障礙的兒子重聚。在兩天的假
釋期中，他的女友在街上撿到一個裝着金幣的手提包。如果把
金幣賣掉，也許能有足夠的錢來償還債務。然而當金幣的價值
低於他們想象時，拉希姆決定張貼告示，把金幣物歸原主。
該片被法哈蒂的一位女學生指控抄襲她的紀錄片作品。此次
法哈蒂回應稱，他的電影和學生的紀錄片都改編自一件真實事件
，事件被媒體報道後就屬於公共資源，並不涉及版權問題。

將於 8 月 17 日上線的漫威劇集 《女浩克》曝
光海報和預告（時光網獨家中字）和海報，講述
塔提阿娜· 瑪斯拉尼扮演的律師被 馬克· 魯法洛扮
演的布魯斯· 班納培養成超級英雄，她不得不面對
體形的變化、外界的關注以及各種麻煩事。
預告中，珍妮弗在律師事務所似乎專門面對
超級英雄問題，譬如蒂姆· 羅斯扮演的「憎恨」
也現身了。同時珍妮弗還開了不少超級英雄身份
的玩笑，「都是億萬富翁、自我陶醉者、成年人
孤兒的專利」，感覺很多英雄可以對號入座。

Netflix 劇版
《生化危機》曝新預告

Netflix 劇版《生化危機》發布新預告。一種
叫「快樂」的新型藥物，含有 T 病毒，會造就怪
物……該劇將於 7 月 14 日上線，共 8 集。
本劇時間背景設定在2036年，故事講述14年前
發生了一場由致命病毒引發的全球性災難，婕德· 威
斯克在被感染的生物占領的世界裡為生存而戰。婕
德也被她在新浣熊市的過去、她父親與保護傘公司
的聯繫、以及她姐姐比莉身上發生的事所困擾。

錘哥《逃離蜘蛛頭》
6 月 17 日上線
「錘哥」 克
里斯· 海姆斯沃斯
主演，《創：戰
紀》《壯志凌雲
2》導演 約瑟夫·
科辛斯基執導的
科幻驚悚片 《逃
離蜘蛛頭》首曝
中字預告和海報
， 邁爾斯· 特勒
、 朱尼· 斯莫利
特共同出演，將
於 6 月 17 日上線
Netflix。 影 片 改
編自喬治· 桑德斯的短篇小說，講述了一名想法超前
的天才獄長(錘哥 飾)在他極為先進的監獄裡進行實
驗，將能改變心智的藥物用在犯人上。兩名囚犯在
此面對自己的過去，並建立起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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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體育新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江蘇女足隊
員慶祝勝利。
員慶祝勝利
。
微博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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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
2022 年度中國女子超級足球聯賽已完
成首階段比賽，今季改由陳婉婷執教的

陳婉婷

江蘇女足，以黑馬姿態暫列積分榜次
席，僅次於奪冠大熱武漢女足。這位獲
得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為“全球第一位
獲得男子足球頂級聯賽冠軍的女教
練”，日前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重申
感謝中國女足副主席孫雯的知遇之恩，
又表明會繼續努力，目標是在更高層次
的球隊及聯賽發揮所長。

◆面對奪冠大熱的
武漢女足，
武漢女足
，江蘇女
足隊員（黃衫）仍頑
強拚博。
強拚博
。賽會圖片

率江蘇女足以黑馬姿態暫列女超次席

冀向更高層次聯賽邁進
由於中國女足今年重奪亞洲盃冠軍，今
季的女超聯賽也被視為近年來最受關
注的女足頂級賽事；同時也因為陳婉婷的到
來，成為首位在女超賽場亮相的港產教練，
而受到本港傳媒及球迷留意。

在社交平台發文感謝球員
為了遷就中國女足備戰東亞盃，女超完
成 10 周聯賽後暫時休戰，7、8 月會安排盃
賽賽事，餘下8周聯賽則會在10月才重燃戰
火。完成首 10 周聯賽後，10 戰全勝的武漢
女足高踞榜首，陳婉婷執教的江蘇女足則以
7 勝 1 和 2 負 22 分穩居次席，以一名初次擔
任女超主帥的新面孔來說，有此成績絕對是

意外驚喜。
綽號“牛丸”的陳婉婷在完成 10 周聯
賽之後，在社交平台發文，感謝江蘇女足球
員的努力：“‘辛苦晒！辛苦晒！辛苦
晒！’除咗同球員講呢句，真係冇其他嘢仲
可以講。”她指出：“密集式踢完 10 場聯
賽，最後一場隻腳係拖住個地咁踢，真係好
攰好辛苦好可怕！聯賽極速已過半程，以黑
馬姿態排第二，真心，大家盡咗力，有血有
淚！Proud of my TEAM ！”
“牛丸”的成就也獲內地傳媒肯定，她
日前接受央視訪問，談及自己加入球壇的經
過，表示跳出香港舒適圈的原因是想到更高
水平的地方見識，曾執教中國U16女足、上

季又帶領海南瓊中女足獲中乙聯賽亞軍的
她，再一次公開向自己上教練班時認識的中
國女足副主席孫雯致謝，感謝對方為自己提
供更理想的平台及機會。即使這幾年在內地
算是打響名堂，惟她表示不會自滿，會向更
高層次的球隊及聯賽邁進。
儘管內地一些地區受到疫情影響，但
女超因為採用泡泡隔離形式作賽，因此可
以順利完成賽事。不過因受到入境隔離限
制，往返內地要隔離多達 28 日，即使“牛
丸”有 3 星期的假期，也未能返港休息，
甚至連到意大利欣賞女子歐聯決賽的計劃
也被迫放棄，只可以留在內地，等待比賽
重開。

中國女足東亞盃首戰中國台北
中國女足
東亞盃首戰中國台北

◆陳婉婷執教的江蘇
女足在女超積分榜暫
列榜眼。
列榜眼
。 微博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東亞足球聯
合會日前公布了今年 7 月在日本舉行的東亞盃決
賽階段比賽的詳細賽程。中國國家女子足球隊將
在第一場比賽與中國台北隊交鋒。
據新華社報道，今年的東亞盃足球賽將在兩
個場館進行，一個是愛知縣豐田市的豐田足球
場，另外一個是位於茨城縣鹿島市的鹿島足球
場。中國女足首場對陣中國台北隊的比賽在豐田
足球場進行，比賽將在當地時間 7 月 20 日下午 3
點半開始；另外兩場比賽都在鹿島足球場進行，
其中第二場對陣韓國隊（7 月 23 日），第三場對

陣日本隊（7月26日）。
為了備戰這項賽事，中國女足於上周末成立
了由37名球員組成的集訓隊，當中包括如王霜、
吳海燕等中國女足實力最強的球員，此外主教練水
慶霞還徵召了在聯賽中發揮出色的年輕球員邵子
欽、王新靈等人入隊，可謂老中青三代集於一身。
今年中國女足的比賽任務，主要是東亞盃和
杭州亞運會。但杭州亞運會已經延期舉行，中國
女足的唯一目標就只剩下東亞盃了。考慮到球隊
發展需要，中國女足在東亞盃之後將前往歐洲進
行拉練，為明年的女足世界盃做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2022
美國女子公開賽資格賽歷時兩個月 26 場
較量後，於 5 月 16 日全部結束。本港高球
名將陳芷澄（Tiffany）憑借 5 月 9 日在夏

威夷 OAHU 鄉村俱樂部的資格賽冠軍，
得以躋身大滿貫賽事美國女子公開賽正
賽。另外，內地球員何沐妮以及業餘球員
章蘊萱也在資格賽成功闖關，將與已取得
資格的劉文博、林希妤一起征戰是項大
賽。這項大滿貫賽事將在 6 月 2 日至 5 日
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松針高爾夫俱樂部舉
行。
現年 28 歲的 Tiffany 於夏威夷 OAHU
鄉村俱樂部舉行的資格賽表現強勢發揮，
特別於次回合賽事，共打出六隻小鳥、以
低標準 4 桿的 66 桿的佳績完成賽事，連同
首回合成績，最終力壓所有對手封后，奪
得第77屆美國女子公開賽正賽入場券。

女子中巡獎金王的榮譽，獲得了今年的美
國女子公開賽資格。她是女子中巡賽的三
冠王，曾在上海別克 LPGA 賽並列第二，
創下了個人在 LPGA 賽事中最好的成績。
而22歲的何沐妮，將第三次參加美國女子
公開賽。她在5月4日於佛羅里達州邁爾斯
堡森林鄉村俱樂部舉行的資格賽中成功奪
得入場門票。至於章蘊萱，現年僅17歲，
她 4 月 28 日在德克薩斯州理查森峽谷溪鄉
村俱樂部進行的 36 洞資格賽，以 2 桿優勢
成為當日資格賽冠軍，鎖定參賽席位。

林希妤領銜內地3將入圍

◆Tiffany 躋身大滿貫賽事美
國女子公開賽正賽。資料圖片

除港將外，亦有 4 名內地球手也在資
格賽中脫穎而出。其中征戰 LPGA 多年的
林希妤則憑借 2021 年在美國女子公開賽
上的前 10 名的成績及現時的世界排名，
自動獲得 2022 年賽事資格。這將是林希
妤第 8 次美國女子公開賽之旅，此前她在
這一賽場的最佳成績是 2021 年的並列第
7。
另外，21歲的劉文博是憑借2021年度

◆林希妤憑去年的成績及世界排名自動
獲得美國公開賽參賽資格。
法新社

惠欣冉世界中學生運動會摘銀

陳芷澄奪高球大滿貫正賽門票

◆王霜傷癒
王霜傷癒，
，回歸中
國女足。
國女足
。 資料圖片

◆惠欣冉
惠欣冉（
（左一
左一）
）獲女子柔道
獲女子柔道48
48公斤級比賽銀牌
公斤級比賽銀牌。
。
網上圖片
5 月 14 日至 22 日，第 19 屆世界中學生夏季運動
會在法國諾曼底舉行。在當地時間 17 日晚間進行的
柔道女子 48 公斤級比賽中，天津小將惠欣冉代表中
國隊出戰，克服重重困難連勝阿爾及利亞、法國、
羅馬尼亞運動員闖進決賽。決賽場上以技有之差惜
敗西班牙運動員，獲得銀牌。
天津柔道隊教練趙治山，同時也是此次世界中
學生夏季運動會柔道項目中國隊領隊，他在接受記
者電話採訪時表示，惠欣冉來自天津市武清區，作
為 2004 年出生的小將，練習柔道已有近三年半的時
間。
“她的特點是肢體靈活，而且對於各項柔道技術
的理解十分敏銳，加之訓練能吃苦，在去年舉辦的全國
中學生柔道大賽中就曾獲得女子48公斤級比賽冠軍，
是中國柔道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趙治山說道。
據悉，此次運動會柔道女子正 78 公斤級比賽將
於 19 日開戰。屆時，來自天津薊州區的小將牛鑫冉
將參加比賽，有望對金牌發起衝擊。
◆中新網

中國影壇
星期六

由秦嵐、韓庚、吳謹言、餌遠等主演的民國家
族情感傳奇大居《傳家》定檔 5 月 19 日優酷全網獨
播，這部以“家”為核心展開的居集，以動蕩特殊
年代為背景，通過易家三姐妹聯手拯救風雨飄搖的
家族的故事，講述父母子女之愛和兄弟姐妹之愛，
聚焦家族傳承和各個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變化。
沒有長盛不衰的家族，卻有生生不息的家
文化，這是中華民族百年來的優秀歷史傳承。
據 悉 ， 全 居易家三姐妹的情感故事將貫穿始終，
前期居情“星華百貨繼承權的歸屬問題”是該居
的壹大看點，而三姐妹攜手搞事業護家國則最為
引人期待。
上個世紀 20 年代末，百貨巨頭易氏家族空前繁
盛，卻遭遇繼承危機。當家人易興華（劉鈞 飾）
思索再三，抉定從長女鐘靈（秦嵐 飾）、次女鐘
玉（吳謹言 飾）、幼女鐘秀（張楠 飾）裏選出壹
位家族繼承人。為此，三位脾性不投、成長環境迥
異的姐妹，各出奇招各展所長。正值日寇入侵家國
淪陷，易氏家族也遭遇連番重創，易氏子女為實現
父親實業救國的夙願，終於摒棄前嫌團結起來保衛
家員。
16 日，居方首次發布單人“凝望版”海報和壹
支“姐妹版”片花。動蕩年代，眼見家族分崩戰火
四起，易家三姐妹歷經成長與抉擇，壹出以傳承為
底色詮釋“小家大愛”的精彩大戲即將拉開帷幕。
另外，《傳家》為全方位展現時代氣質做足了
功夫。居中，壹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食物、習俗、語
言等，都在壹定程度上具有象征性意義。而如百貨
公司、城隍廟等與歷史相關的事物，則慘考了大量
紀錄片。居中也將展現評彈、旗袍、昆曲、京戲、
茶、瓷器等中國優秀文化藝術，借此讓更多觀眾看
到現代社會日漸被遺忘乃至失傳的街頭美食和民間
手藝。此外，居中女性造型基本以旗袍為主，但旗
袍風格款式各有不同，具有年代典型特色和寓意的
繡花也將在旗袍上得以體現，力求為觀眾打造壹場
精致復古、質感非常的視覺盛宴。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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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家》主演秦嵐、韓庚

、吳謹言、餌遠

。最近剛剛結束的諜戰居《風起隴西》，雖
然是古代的諜戰居，但是已經讓我們見識到
了臥底這壹工作的不易，而對於緝毒題材來
說更是如此。然後還有懸疑。
作為警匪居又離不開懸疑，懸疑的營造
關系到的可是整部居的成功與否，制片人表
示，“所有人物都在推動居情，反轉的下壹
秒依然在反轉，不到最後壹刻很難猜出誰是
boss”。反轉如今成為了類型居的標配，就像
《風起隴西》，歷經了三次反轉，讓觀眾大
呼過癮，而對於《暗夜行者》也將上演此類
反轉，而單單場景氛圍的營造上，就已經有
了濃厚的懸疑氛圍，這也是此類居深受廣大
觀眾喜愛的原因。
最後就是動作戲。從預告片中可以看到
槍戰、爆破戲不斷，可以說該居也是大投入
，充分還原緝毒戰的危險。另外預告片中所
展現的都是實景，尤其深山老林，這些都為
大場面的打鬥戲做好了充足鋪墊，讓動作戲
更加過癮。
題材帶來的各種優勢，讓該居天然地被
關註和支持。

第壹，題材優勢
《重生之門》《對抉》這是兩部當下正
在熱播的懸疑警匪居，雖然同壹類型，但是
又有區別，壹部是盜竊，壹部是掃黑，而如
今的《暗夜行者》是緝毒，這三部可以說概
括了當下了熱門警匪居的類型，但又不是傳
統意義上的警匪居。
緝毒，在這兩年的市場上也是受到巨大
關註，也有新居不斷誕生，諸如此前的《破
冰行動》，也是壹部不折不扣的爆款，還有
即將播出的《冰與火》，更是受到巨大關註
。
第二，演員優勢
緝毒題材離不開臥底，所以臥底又是這
李易峰+宋軼+馮德倫，作為該居的三大
壹題材的壹大看點。臥底的成敗關系到緝毒 主演，流量與實力兼備。
的成功，但是我們又都知道臥底工作的艱險
另外還有宮海賓、宋奕星、古斌、衛曉
光、郭東文、宿北辰、李祉默等，
都不容小覷。
李易峰再演臥底，但是以往是
諜戰居，雖然警匪片也出演過，不
過緝毒居尚屬首次。而且壹人分飾
兩角，這對於他來說是挑戰，之前
的《鏡· 雙城》出師不利，口碑不
佳，這壹部《暗夜行者》無疑有望

挽回口碑。作為臥底的他，顯然極其考驗演
技，這壹次能否過關，值得期待。
宋軼，這兩年爆款作品不少，《慶余
年 》《贅婿》《風起洛陽》等，演技也是受
到認可，不過《暗夜行者》中，卻要演繹冷
艷禦姐，還是與之前作品大不相同。但是如
此人設的角色，她並不陌生，在《偽裝者》
中飾演過軍統女特工，在《心靈法醫》中飾
演過刑警隊長，所以這壹次再次演繹個性禦
姐，也必然不會令人失望。
馮德倫，作為舒泣的老公，同洋也是壹
個實力派，這些年做起導演，先後執導了
“太極三部曲”，美居《荒原》，冒險動作
片《俠盜聯盟》 ，還有武術題材居《五行刺
客》，他也是首位獨立執導 Netflix 美居的中國
導演。如今轉戰內地，出演內地居，這也是
他的首次，在居中飾演警察廖永嘉，也令人
期待不已。
第三，制作優勢
《暗夜行者》雖然僅僅只有 24 集，但是
無疑是按照電影的制作標準拍攝的，壹共有
1548 場戲，有時甚至壹戲壹景，追車、打鬥
等大場面戲不斷，誠意十足。而從預告片中
就已經展現了這壹切。
並且有著平臺背書，懸疑居也是大力扶
持類型，此前的迷霧居場爆款不斷，雖然在
2021 年遭遇了寒冬，迷霧居場跌落低谷，但
是在制作方面，還是用心的，反觀到《暗夜
行者》中，同洋如此，在制作上平臺方也是
給予了資源支持。
從題材到演員陣容，再到制作，三大優勢
，《暗夜行者》無疑將會再掀懸疑熱潮，為
五月居集市場註入活力，讓它收獲不俗的口
碑和熱度，敬請期待吧。

胡歌自從 2015 年主演諜戰劇《偽裝者》
後名聲大噪，隨後他主演的古裝劇《瑯
琊 榜 》、都市劇《大好時光》相繼播出，令
他榮獲電視劇飛天獎“優秀男演員提名獎”
、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最佳男主角獎”、
電視金鷹獎“觀眾喜愛的男演員獎”、金鷹
電視藝術節“最具人氣男演員獎”等獎項 ，
壹時間胡歌成為超人氣的偶像明星，風光無
限。但是他自從 2018 年拍完電視劇《獵場》
後就轉戰銀幕拍電影去了，直到昨天也就是 5
月 16 日好消息傳來，胡歌又拍電視劇了。
電視劇《縣委大院》在安徽舉行開機
儀式，出品方是導正午陽光，導演是大名鼎
鼎的孔笙，侯鴻亮任制片人。這是胡歌繼
《瑯琊榜》之後與孔笙導演的再度合作，女
主演是出演《我的前半生》走紅的吳越。其
他主演有黃磊，張新成，李光潔，尤勇智等
，友情出演劉濤，萬茜，孫淳等可謂陣容強
大。其中劉濤，萬茜也是與胡歌二次合作，
令人期待。
需要說明的是《縣委大院》並不是改編
自熱門網絡小說，兩者內容不壹樣。電視劇
《縣委大院》的劇情是：梅曉歌和他在縣委
大院裏的同事們在新時代大趨勢大變革下，
壹路前行艱苦奮
鬥實現理想的故
事。劇中展現了
中國最基層的幹
部和基層工作人
員的故事，是壹
部主旋律作品。
據悉電視劇
《縣委大院》拍
完後預計登陸壹
線衛視和騰訊視
頻播出。網友紛
紛表示：期待胡
歌縣委大院，期
待胡歌梅曉歌縣
長。大家期待胡
歌四年後再拍的
電視劇《縣委大
院》嗎？

胡歌時隔四年再拍劇《縣委大院》》
主演陣容非常強大

24 集緝毒居《暗夜行者》正式定檔
李易峰＋宋軼，該居要火
“我們要做的就是壹個穩，只有我們穩
了，我們的競爭對手才會亂。”“每個人都
以為自己能夠掌控全局，卻沒有意識到，妳
才是這個計劃最大的獲利者。”單單預告片
就看得人血脈賁張，壹邊是繁華都市，壹邊
是深山毒巢，槍戰爆破不斷，而透過這兩句
臺詞更是讓人感到了窒息和緊張。這便是 24
集懸疑緝毒警匪居《暗夜行者》。如今正式
定檔 5 月 22 日。李易峰+宋軼+馮德倫，三大
主演，實力與流量兼備，再加上緝毒懸疑警
匪題材，該居要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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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6 月 23 日上畫，電影由香港四大電影
公司銀都機構、 英皇電影、寰亞電影及天
下一電影聯手出品，銀都機構攝製。19 日
電影舉行發布會，台前幕後都悉數出席為
電影造勢，包括出品公司銀都機構董事長
陳一奇、英皇電影營運總監邱漢雄、寰亞
電影製作總監劉艷娥及天下一電影製作有
限公司執行董事鄧維弼、監製莊澄，四位
新一代導演陳翊恆、潘梓然、侯楚峰及葉
正恆，參演的有王菀之、石修、朱鑑然、
米雪、車婉婉、吳浣儀、周祉君、林德
信、袁富華、徐浩昌、黃星叡、黃溢濠、
鄒文正、黎峻、麥詠楠、岑日珈、謝高晉
有人才出！

發布會上，籌拍《一樣的天空》的靈魂人物銀都
機構董事長陳一奇分享了當日構思集結四大電

影公司聯手出品電影的初心：“今年是香港回歸 25
周年的大日子，我們很榮幸用《一樣的天空》這部電
影，獻上我們對香港回歸祖國的最誠摯的獻禮。影片
的構思來自 2017 年我們牽頭香港九大電影公司共同
打造的《美麗香港．人、情、事》短片拍攝計劃，事
實上，銀都一直秉承為業界培養人才的優良傳統，多
年來一直致力為有志投身影壇的年輕人提供實踐、成
長的機會和平台。事實上，通過短片參賽的作品，以
不同的題材和拍攝手法，全方位、多視角地呈現了香
港的社會面貌和地域文化特色，更好地傳承香港電影
優秀傳統和風格，為香港電影的繁榮和發展挖掘更多
優秀的電影人才。非常可喜的是，經過兩屆短片比賽
的醞釀，我們終於把短片的概念成功搬上了大銀幕，
其中導演葉正恆和第一屆的最佳男主角黃星叡也都參
與了《一樣的天空》的拍攝。我們所作的種種努力，
目的就一個——讓香港電影能夠生生不息，江山代代
有人才。在回歸25周年之際，希望我們這部影片能夠帶
給大家耳目一新的感受，也讓我們一起細細回味一下25
年以來的種種辛酸苦辣，一起攜手創造更美好的明
天。”

疫下拍攝 靈活變通
而今次計劃另一靈魂人物莊澄監製表示，四個導
演有四個性格、四種風格，熟悉第一個之後再到第二
個，然後再磨合，他們都是勞苦功高，不過最要多謝
的是一眾演員，因為每個演員聽完故事，都二話不
說，不計較多少戲份來支持導演生力軍，這
也是香港電影賴以承傳的精神。今次拍四
段故事去感動人，他指從創作過程當
中，深深體會到導演的付出和熱誠，電
影能給大家少少感動，就是他們努力的
成果。共同執導的四位導演也感激電
影公司給予機會，並稱在大前輩莊澄
身上獲益良多。《一樣的天空》四個
單元的演員亦分別介紹了自己的角
色，並大談年初在疫情爆發下進
行拍攝的點滴。他們大讚團隊盡顯
香港人靈活變通的精神，齊心團結務
求如期完成拍攝，可於回歸檔期上
映。他們也很高興19日天適逢戲院入
座率放寬至 85%，希望 6 月上映時戲
院可以回復正常入座，讓更多觀眾到
戲院一起欣賞《一樣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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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都機構董事長陳一奇
銀都機構董事長陳一奇((右三
右三))、監製莊澄
監製莊澄((左三
左三))
偕四位新生代導演見傳媒。
偕四位新生代導演見傳媒
。

生生不息

及蘇宸褕，大家均冀望香港影壇江山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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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力軍執導筒承傳港片精神

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年電影《一樣的天空》

慶回歸 周年作品《一樣的天空》群星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阿祖）

◆責任編輯：樓軒閣

◆新生代導演在台上談拍攝感受
新生代導演在台上談拍攝感受。
。

◆《一樣的天空
一樣的天空》
》台前幕後悉數出席發布會為電影造勢
台前幕後悉數出席發布會為電影造勢。
。

朱鑑然一家1997年7月1日回流香港
林德信演追夢角色易投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林德
信（Alex）、王菀之、石修、米雪、朱
鑑然、吳浣儀、周祉君及袁富華等，19
日到尖沙咀出席慶祝香港回歸 25 周年電
影《一樣的天空》發布會，並分享角色
及拍攝趣事。
首次演出回歸電影的朱鑑然在電影
中飾演一個勇敢及努力實現自己夢想的
青年，並要一個人貫穿四個故事，由大
學畢業演到 40 幾歲，他笑言因還未到
中年，花了很多時間揣摩角色，在四個
單元中他最鍾意是在《梨園荊夢》的角
色，他飾演在社會工作一段時間後，演
繹一個“滑啞”（意指麻木）無情的經
理人。問到他入行一段日子可會“滑
啞”？他笑說：“我入行未算好耐，自
己都成日會提醒自己。”講到回歸的感
受，他表示他八九歲隨家人由加拿大回
流香港，當日正是 1997 年 7 月 1 日，爸
爸更笑言香港放煙花歡迎他們回歸，故

◆朱鑑然戲中由大學畢業演到40幾歲。

印象深刻。

米雪與石修再飾演一對
米雪與石修在《梨園荊夢》單元中
再度飾演一對，石修表示今次是他們第
四度飾演一對，但依然是情侶，未能進
一步做夫妻。米雪笑謂兩人合作多次已
非常有默契。石修就笑說：“我哋戲裏
面嘅感情培養咗 30 年，不過做夫妻就要
等下一套喇。”
王菀之與 Alex 一起受訪，二人演出
不同單元，王菀之表示在《90 度角的世
界》單元中飾演社工，亦是她首次演社
工，覺得很好玩，特別是跟一班出色的演
員合作，周祉君的演出令她很想保護對
方。而今次的拍攝方式更是未試過的，
導演會着重跟演員溝通，提出目標後就交
由演員發揮，給他們很大自由空間， 這
是令她最深刻的。
提到回歸 25 年，王菀之稱最難忘是
追夢至今的經歷：“因部戲是講追夢，
感覺越來越貼近夢想，一直以嚟學到好
多，好想做藝術，同時又做好多流行音
樂工作，之前做咗個裝置藝術展，而下
個月我會做一個古典音樂會，因我在古
典音樂的家庭長大，想藉此向父母致
敬。”
Alex 表示其角色是由西班牙回港追
夢的音樂人，跟現實中的他一樣，2010
年來港追尋音樂夢，所以很快便能投入
角色。而他演出的故事，是講他代表的
電子音樂跟米雪及石修代表的粵曲 crossover。 問 到 現 實 中 會 否 有 興 趣 跟 粵 曲
crossover？他說：“自己做咗幾首歌 ，
並會同米雪姐合唱及加入粵劇元素。”

◆米雪與石修在
《梨園荊夢》單元
中再度飾演一對。

認新抱郭碧婷二胎佗仔 向太為歲半孫女備好嫁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向華強太太陳
嵐（向太）、薛芷倫、何超瓊、何超儀、張玉
珊、呂良偉太太楊小娟等19日出席珠寶預覽，向
太不諱言已經有不少家傳之寶留給孫女。提起 1
歲零 6 個月的孫女“小奶黃”，向太不禁喜上眉
梢，大讚孫女可愛得意，甚得她和爺爺向華強歡
心，問到是否為孫女預定嫁妝，向太豪氣說：
“已有大把（很多）！”
向太又透露下月再度抱孫，兒子向佐和新抱
郭碧婷第二度升任父母，向太開心說：“今胎是
男孩，剛好湊成‘好’字，我已經買定戒指送給
新抱做獎勵，多少卡便不說了，給孫仔的也不
少，但他還未用得上，好似孫女的東西多到連媽

咪都不懂處理。”
現時向佐身在北京公幹，太太則在台灣待
產，稍後向佐會返台灣陪太太分娩，向太表示暫
時沒打算回台灣，因與老公剛從上海、北京返港
一個月，每趟都是他們離開後才爆疫，而台灣現
在疫情嚴重，向生都70多歲，過去又要隔離，故
此未有打算赴台。
久沒露面的薛芷倫透露這兩三年疫情期間，
都乖乖居家抗疫，沒有四處亂跑，這段時間會親
自買餸入廚，以健康飲食為主，又會勤做運動，
反而覺得更健康，疫情下會對人生重新評估，更
加珍惜健康、家人和朋友，對天地萬物所有都更
珍惜，要保持正面思維，同時會上網學習新事

物，個人投資的項目都可以網上進行，非常方
便，所以疫情期間反而有很多得着，沒有大影
響。
說到兒子馬桂烽在 3 月份確診新冠肺炎，薛
芷倫表示：“兒子已經痊癒，他好乖自己隔離一
段時間，懂得照顧自己，不用我送物資給他，着
實他已接種疫苗體內有抗體，當然都不可掉以輕
心。”提到有些國家正準備放寬旅遊措施，她
謂：“去旅行慢慢來，大家困在香港好耐，現時
逐漸放寬回復正常生活，大家不如先見返親戚朋
友先，太心急湧出去，一陣疫情又爆發就麻煩。
既然夜晚堂食放寬到12點，自己都會多約朋友，
先留在香港享受一下。”

◆向家將再添新成員
向家將再添新成員。
。

網上圖片

◆向太
向太、
、何超瓊
何超瓊、
、何超儀
何超儀、
、張玉珊
張玉珊、
、楊小娟等 19 日出
席珠寶預覽。
席珠寶預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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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不是万能药，这些“坑”你要知道
在移民之前，你是否想象过移民之后的生
活？有的人移民后勤奋工作，通过出色的表现
升职加薪的同时实现了人生价值；有的人移民
后逐渐融入当地慢节奏的生活中，虽然挣得不
多但也够花，日子过得非常惬意；有的人重新
回到学校，不断充实自己。
然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可能并非所有
人都能接受，那就是移民并非万能的，并非所
有人都会满意自己移民之后的生活。
虽然人们在移民前都对未来的生活有着非
常美好的幻想，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也有人在移民后过得不如意，有的人原本在国
内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移民之后找不到合适
的工作只能去做一些体力劳动；有的人因为一
直没有提升语言，所以无法融入当地生活，只
能生活在华人圈子中，生活和移民前没什么区
别；有的人觉得移民后自己勤恳创业一定会赚
钱，但因为没做好市场调研不了解海外市场等
原因而功亏一篑......
有的人为了移民变卖房产股票，举全家之
力；有的人为了移民造假资料，最终发现被遣
返甚至拒绝入境；有的人移民为了省钱或是被
忽悠找了非正规的机构导致移民失败；还有甚
者，因为不符合移民条件而产生了偷渡的想法
。有人会问，2021 年了，真的还会有人偷渡吗
？有的，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依然有人选择
这种风险极大，成功率极小的方式。
人们为什么要移民？这些人大部分是基于
对现状的不甘心，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才
会最终下定决心移民。但是可能是由于心理预
期太高或是对于目标国家的了解不够准确和彻
底，导致移民后的真实生活和移民前的想象大
相径庭。
今天小编想和大家聊一聊移民中人们容易
产生的错误认知，帮助大家正确认识移民，用
平常心看待移民这件事。
首先，常见的错误认知就是国外生活一定
会比国内好。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但是小编在处理咨询的时候发现
，还是有不少人觉得国外的月亮比较圆，他们
认为自己在国内过得不如意，移民之后一定会
改善这样的情况，小编想提醒有着这样认知的
朋友，要醒一醒了。
在早些年的时候，国外的经济发展水平高
，城市建设、薪资水平、社会开放程度等等都
是有优于国内的，因此很多人为了自己和家人
过上好的生活不远万里移民海外。而现在，随
着国内经济水平的提高、互联网络的发展，无
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基础设施都在逐渐完善，
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只要有能力和上进心，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机遇。越来越少的人仅仅是
因为生活不如意就选择移民了。
然而，根据最新的移民数据显示，近些年
来，我国移民出国的人数量不减反增，这是因
为人们选择移民是有了新的需求。越来越多的
人因为子女教育和资产规划选择移民。尤其是

在子女教育方面，海外的教育模式更容易让孩
子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轻松快乐地成长。
我们移民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没错，不过还有
国外生活一定比国内好的想法的人，很有可能在
移民后发现移民生活落差太大而不得不最终选择
回流。因此，在移民前最好先到目的国看一看或
是全面了解这一国家后再决定，不要偏听偏信，
只看到它好的一面，而忽略了差的一面。
其次常见的错误认知是移民后不用学习当
地的语言，不需要融入当地社会。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移民副申请人以及通
过团聚移民移居海外的老年人身上。一般在移
民时，各个国家会对主申请人的语言水平有一
定的要求，因此主申请人在移民当地后可以和
当地人沟通交流。
而副申请人因为不需要语言成绩也能随行
而缺少学习当地语言的动力。等到跟随主申请
人来到当地之后，不仅因为不能和当地人顺利

沟通而无法找到一份与国内岗位差不多的工作
，甚至因为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而只能在华人
圈打转儿，移民移了个寂寞。
这里不是说移民之后与当地华人保持联系
有何不妥，毕竟远在他乡，能够听到乡音，能
够和海外同胞保持联系，能够在遇到困难的时
候互帮互助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只是想
要告诉大家，既然已经决定移民出国，就不要
仍然困在一方小天地内过着与国内并无区别的
生活。毕竟勇敢突破舒适圈，融入当地生活才
是移民的初衷。
三是并非所有移民项目在申请后都可以在
当地工作。
有的人因为在国内工作压力太大而产生了
出国的想法，然而却因为自己对移民法案的不
熟悉或是不正规中介的刻意隐瞒，办理了不允
许在当地工作的移民项目。
受欧债危机影响，目前欧洲不少国家正在
饱受企业高失业率的困扰，因此为保障本国人
的就业，欧洲移民国家对于移民者的工作有十
分严格的限制。像西班牙长期居留项目，虽然
申请条件相对简单，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但申
请人们也要注意，办理这个项目之后是不能在
当地直接工作的。
在西班牙，为外籍员工申请工作签证和工
作居留许可时，移民局要求就业办公室出具该
职位在西班牙无法招聘的证明，限制极严。西
班牙长期居留项目推出的初衷，是吸引外来人
员来西班牙当地生活消费，而不是来抢占当地
人的就业机会当地人的福利。
了解了以上这些人们经常存在的误区之后
，我们还要明确，移民不是生活的全部，想清
楚自己为什么移民，以及后续可能带来的影响
才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同时也要清楚，移
民只是多一个身份，多一个选择，不能解决所
有问题。有移民想法的人，对移民不要抱有一
些不切实际的期望，放低期待，用心生活，才
能达到最初的移民目的。祝愿大家都能找到自
己想要的生活！

一个海外移民身份，究竟对孩子的未来有多大影响？
海外移民已经从“奢侈品”变成“备选品”。那么为什么要规划海外身份？相信会有好几种的考虑答案，但其中最核心的是为了子女可以享
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接受更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高净值人群在孩子教育方式的选择上，不再仅仅拘泥于高考这一条途径，越来越多的家庭纷纷
为孩子选择了海外教育。
而对于在海外接受教育的留学生来说，可能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以下是留学生和有本地身份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区别。

学费标准和福利补助
留学生：留学生在中学阶段每年学费
和生活费的开销约几十万元左右；大学
和硕士的学费一年大约几十万元左右，
这还不包括生活费的开支，而且学费不
能申请贷款。
有移民身份学生：全球大部分移民主
流国家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是免费的，
而且每月还有教育补贴。大学自费专业
还可以申请免息学生贷款，待申请人毕
业就业后分期偿还即可。
入学机会和教育资源
留学生：全球各大国际名校每年招收
国际留学生的比例一般不会很多，所以
留学生想上名校要经过十分激烈的竞争
。
有移民身份学生：孩子移民后就可以
当地学生身份直接报名申请想上的名校
，录取率相当高，而且部分顶尖名校会
将大量的入学名额保留给本国学生，严
格控制留学生比例，所以子女随父母移
民入读名校的几率会比孩子单独出国留
学的几率要大很多。
维持亲子关系
留学生：近年来，低龄留学生越来越
多，低龄孩子在价值观形成、适应能力
方面尚有欠缺，让孩子一个人在海外生
活学习，估计很多家长是很难放心的。

有移民身份学生：办理家庭移民后，
家长可以自由、及时地往返居住地与子
女就学地点之间，更易于关心和指导子
女的学习和生活，及时与子女沟通，有
利于亲子关系和子女培养。
医疗服务、福利保障
留学生：政府不会负担留学生的医疗
费用，一般需自购商业保险或自费医疗
。
有移民身份学生：移民后享受和本国
公民一样的福利待遇，包括医疗福利。
医疗费用由社会医疗保险承担，还可享
受本地学生的各种福利。
就业优势、发展
留学生：绝大多数的留学生毕业后很
难快速拿到移民身份，即使有意愿在海
外就业，也会面临工作签证的困扰，甚
至出现签证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回国的
尴尬局面。
有移民身份学生：获得移民身份的留
学生们，既可以继续留在当地工作、生
活，也可以选择在其他国家就业、创业
，拓展自己的事业。即使回国，绿卡身
份也对职业发展有一定帮助。
二者这样一比较下来，相信大家应该
有自己的判断了。让子女随父母办理移
民身份的家庭一般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
个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如果在孩子符

合年龄的时候带孩子移居国外，教育方
面会比较占优势。
因此，一个海外身份，解决多重教育
难题。越来越多的高净值家庭了解到单
纯留学与先规划身份再安排教育两种方
式之间的区别，并作出了选择。

为孩子教育规划海外身份，也不仅仅
是让孩子在身份所在国享受平等的高品
质教育。还可以选择让孩子就读当地国
际学校，之后可以以更好的条件前往英
国、加拿大等国升读本校。

（政海楓聲
政海楓聲）
）美國擬拉攏東盟遏中國
美國總統拜登本周將出訪南韓
和日本，以強化圍堵中國的包圍網
，在啟程之前，他還舉行了美國東
盟峰會，拉攏東盟制華。
美國東盟峰會表面上加強了雙
方關係，東盟答允在年底時將與美
國提升至全面夥伴關係，與中國看
齊，但這更似是虛與委蛇，並無助
美制華之意，因這不但要賠上與中
國經貿交往的利益，還要冒加劇地
區衝突風險。拜登想借美國東盟峰
會為訪亞行程打響頭炮，結果反顯
出不少亞洲國家對美國的憂慮。
由東南亞十國組成的東盟，一
直經濟親華、政治靠美，以圖左右
逢源。美國敵視中國，要全面打壓
中國，並逼令東南亞各國在中美之
間二選其一，東盟的如意算盤已愈
來愈難打響。拜登舉行美國東盟峰
會，四十五年來首次邀請東盟領導
人在白宮會面，還宣布撥款一億五
千萬美元扶助東盟，看似禮遇，實
際上是逼東盟選邊站。會議結果是

東盟同意在十一月將雙方的戰略夥
伴關係，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等同東盟與中國關係，但這猶如
拖字訣，以緩和美國壓力，東盟並
無意助美遏華。
東盟助美遏華弊大於利東盟如
此取態只因助美遏華，不但沒有得
益，且要賠上重大損失。
美國一向吝於扶助東盟，就如
美國在今次峰會宣布資助東盟一億
五千萬美元，相對於中國去年底向
東盟承諾未來三年提供十五億美元
發展援助、未來五年將從東盟進口
一千五百億美元農產品，美國的資
助可說少得可憐，而且這筆資助的
最大一個項目，即六千萬美元，是
協助東盟國家加強海岸防衞，目的
是推動東盟制衡中國在南海的活動
，背後得益的還是美國。
至於拜登近月宣傳，助美國重
返亞太的印太經濟架構，在今次峰
會卻着墨不多，只因印太經濟架構
對東盟實無吸引力。對東盟而言，

中國才是最大貿易夥伴，去年雙方
貿易額達到八千七百八十二億美元
，東盟與美國的貿易額只有三千七
百九十億美元，不及中國的一半。
東盟若因助美而損害與華貿易，美
國難彌補損失。
況且，中國大力推動的《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今年正式運行，這個包括中國、東
盟和日韓澳紐的全球最大自貿區，
正在高速前進，可為東盟創造巨額
利益，但美國倡導的印太經濟架構
，至今仍未有具體內容，東盟有哪
些得益，仍是未知之數。東盟助美
遏華，可能損害 RCEP 的成長，捨棄
觸手可及的利益而換取印太經濟架
構的畫餅充飢般，實非明智的選擇
。
此外，印太經濟架構藍圖再美
，東盟亦要抱持存疑態度，此因美
國的紀錄並不良好。美國前總統奧
巴馬一力促成《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協定》（TPP），拉攏亞太國家孤

立中國，但二○一七年換上特朗普
當總統，美國就棄如敝履，退出
TPP，拜登可保證日後的總統不會
推翻印太經濟架構？尤其美國民調
顯示，特朗普在二○二四年勝出美
國總統選舉的機會還高於拜登，又
如何讓東盟安心？
東盟助美制華，在經貿上弊大
於利，在地緣安全上更是徒添威脅
。俄烏戰爭已顯示，美國推動北約
東擴以封殺俄羅斯，最終逼虎跳牆
，歐洲在俄烏戰火下亦成重大輸家
。東盟助美遏華，只會加添台海或
南海爆發戰爭的風險，打擊外資投
資東盟意欲，一旦戰爭爆發，東盟
除要承受經貿重創、龐大難民，還
可能受戰火波及，可謂百害而無一
利。至於美國就可成功遏制中國，
驅使東盟成為美國附庸，並大賣美
國軍火。
從東盟角度可以看到，美國在
亞太搞局、打壓中國，對亞洲國家
有損無益，然而日韓受制美國駐軍

楊楚楓

，要緊跟美國，澳洲以至北約等歐
洲國家又擬插足亞洲謀取利益，成
為美國底氣。拜登本周訪問日韓，
只會展現更強硬姿態狙擊中國，為
亞洲添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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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的人》電影版來啦！
４亮點搶先看：黃金卡司 「噗嚨共天團」 全員回歸、2 萬坪工地震撼取景

BL 劇《正負之間》
街頭鬥毆、甜蜜餵食、赤裸邀約
讓粉絲大呼 「每秒都臉紅心跳」
2020 年橫掃金鐘入圍 9 項獲 4 大獎的影集
《做工的人》，忠實呈現底層社會工人生活，
雖然辛苦但又樂天正向的爆笑日常，與最後讓
觀眾大爆哭的心碎結局讓成為該年度竄起的爆
紅台劇。如今大慕影藝繼續攜手導演鄭芬芬開
拍《做工的人 電影版》，再次集結金鐘視帝
李銘順、薛仕凌、游安順、柯叔元、苗可麗、
曾珮瑜等原班人馬全員回歸！日前已經殺青，
預計 2023 年上映。

1.萬坪工地取景
《做工的人》影集版的工地實際取景拍攝
，讓觀眾印像深刻，電影版場面升級是一定要
的，場面除了有國際級公共工程，更加入大型
闖關實境秀等熱鬧情節，製作規模更勝以往，
此次工地主場景更選在面積 2.2 萬坪、占地近 4
座台北小巨蛋之大的台中國際會展中心，帶給
觀眾更震撼的工地風景。

2.原班人馬全員回歸
在卡司方面，影集版的原班人馬也全員回
歸，包括「噗嚨共」三人組金鐘視帝李銘順、
薛仕凌、游安順，及獲封最帥工地大叔柯叔元
、口齒伶俐的「昌嫂」苗可麗、嗆辣嘮叨媽媽
「美鳳」曾珮瑜、堅強溫柔的性工作者「珍妮
花」方宥心，歷時一個半月拍攝日前終於殺青
。柯叔元改感動表示：「大家還是一樣熱情，

導演跟我們之間的默契也是越來越好，這種向
心力是很難得。」金鐘視后苗可麗則打趣說：
「我們有離開過嗎？一直都在啊」

3.電影版是前傳
也許有人會疑惑，《做工的人》影集版結
局主角兄弟不是領便當了嗎？電影版其實是故
事將拉回影集版的 8 年前，在一處大型公共工
程中，阿祈、阿欽鐵工兄弟檔揮汗上工，與投
緣的昌哥、阿全逐漸熟絡成為好友。愛作夢的
阿祈還發現，憑著他驚人的直覺和運氣，如果
能上實境節目「幸運到誰家」似乎能圓個發財
夢，於是拉老婆美鳳和兒子小傑報名要闖關拚
大獎，這次他們又會鬧出怎樣的笑料？讓觀眾
非常期待。

4.從超熟演到不熟
提到「噗嚨共」再次聚首，反而讓好感
情的三人覺得有些難度，李銘順坦言，這次
噗嚨共要退回 8 年前演不認識是一種很大的
挑戰，真的滿有難度；薛仕凌也說：「因為
是前傳，常被導演提醒『你們那時候還沒有
很熟哦』，反而要調整一下，常常那個熟悉
感自然而然就會跑出來。」游安順也認為，
因為電影版是講述 3 人當初相遇的故事，因
此「噗嚨共」會相對含蓄，但大家還是很有
默契地去拿捏。

2022 台北電影獎
這兩位入圍新銳男演員超強
2022 第 24 屆台北電影節日前（5/17）公布台
北電影獎入圍名單，在「最佳新演員」獎項部分，
三女兩男共五位入圍的新出爐名單之中，恰巧出現
「男演員都比較短」的巧合？！
原來是本屆北影最佳新演員入圍者中，入圍的
兩位男演員都是以「短片」項目入圍，他們分別是
《鍵盤俠》的黃泰維與《腸躁男孩》的鄭逸軒。而
其他三位入圍女演員的參賽作品則都是電影長片，
分別是《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的李沐、
《美國女孩》的姐妹方郁婷與林品彤。
關於電影長片與短片可以一同爭取各獎項入圍資
格之規定，是台北電影獎從 2019 年開始起跑之新制
，至今是實施的第四年。台北電影節總監李亞梅表示
：「這是台北電影節很特殊的一個設計，所有個人獎
項都開放不同類型的影片可以報名角逐。」並提到女
演員劉引商奶奶便是透過短片《帶媽媽出去玩》而成
為北影影后，這幾年都是一樣的狀況。總監進一步解
釋：「只要演員在短片裡的演出讓評審們覺得非常不
錯並難以忽略，他們就會提出來，如果獲得大多數評
審的認同，那演員有入圍的可能。」
北影總監並掛保證：「如果演員以短片入圍，
表示那部片的演員非常的強大！」事實上，《鍵盤
俠》黃泰維從小就有練武、曾受過成家班培訓，畢
業自北藝大電影創作學系表演組，早以《逃出立法

院》獲得過金馬獎最佳動作設計技術獎項的肯定，
並得過金穗獎、台灣影評人獎與桃園電影獎。幕後
曾當過電影《狂徒》與《目擊者》等片的動作指導
，能演又能打，確實超強大。
另，年僅 12 之齡的演員鄭逸軒，小小年紀便
以《腸躁男孩》入圍最佳新演員獎亦不容小覷。
鄭逸軒在今年台北電影獎入圍片中也出現在短片
《那天，我媽偷了老師的車》中，在這部電影裡
是擔任女主角的補習班好友。本屆台北電影獎共
有三位演員是以短片入圍演員獎項，第三位就是
《那天，我媽偷了老師的車》中飾演女主角媽媽
的謝瓊煖。
謝瓊煖是金鐘獎入圍常客也是金鐘獎得主，曾
演出過《華燈初上》阿季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
殺人犯之母，演技早已獲得普遍台灣觀眾的認可與
喜愛。《那天，我媽偷了老師的車》是謝瓊煖首度
以獲得電影獎項入圍肯定的作品，在片中以強大聲
音演技、做著與《華燈初上》異曲同工的賣色營利
產業，展現出台灣中年婦女求生存的不得已面向，
強大人設與表現，短小精幹、足以讓一同入圍女配
角獎的《該死的阿修羅》王渝萱、《童話．世界》
尹馨、《初戀慢半拍》于子育與《少年吔》張寗備
受威脅，使得 2022 第 24 屆北影的「最佳女配角
獎項」成為年度台北電影獎的「死亡之組」！

CATCHPLAY+原創 BL 台劇《正負之間》，隨著劇情來到臉紅
心跳的高潮，於獨家上架的 CATCHPLAY+影音平台觀影排行也奪
下了全站影集類冠軍，劇中飾演「鄭傅 CP」的林上豪與石承鎬說
：「隨著劇情進入故事線的高峰，鄭則守與傅理躬之間亦伴亦友的
感情也即將突破，除了同居相處的每個臉紅心跳瞬間，對彼此的依
戀也日益加深，這兩周將是轉折關鍵，請粉絲不要錯過」。
在第五集幕後花絮中公布了街頭打鬥的拍攝過程，飾演鄭則守
的林上豪說：「有幾招真的很帥，但為了讓自己很帥的表現，在拍
攝過程中不慎小受傷，感覺這也算是另類的『肢體動作戲』」而在
劇中為了拯救被圍毆的鄭則守，挺身相救的傅理躬則是右手掛彩，
卻因此也得到鄭則守的細心照顧，包括甜蜜餵食，在花絮中還可看
到鄭則守在餵食時，還浪漫的將傅理躬嘴角的食物輕撫乾淨，飾演
傅理躬的石承鎬大呼：「真的很陶醉」。
而上周公布的第六集幕後花絮中，鄭則守更要求幫手受傷的傅
理躬洗澡，林上豪赤裸上半身笑著對石承鎬說：「我真的可以幫你
洗喔，還有 special 的服務喔」，讓石承鎬大笑：「太逼人了啦」；
首次秀出六塊腹肌好身材的林上豪，直呼胸肌不夠大，但卻語帶曖
昧說：「明天再練一下，讓『那個』充血，看起來就會更大」。
《正負之間》由 CATCHPLAY 攜手文化內容策進院與日本的 Rakuten Group、SPO Entertainment、Video Market 跨平台國際合製合拍
，故事描述鄭則守(林上豪 飾)與傅理躬(石承鎬 飾)兩人從小到大都
在陪伴在彼此身邊，如今既是律師事務所的同事、也是鄰居。不料
，維持二十幾年的友情平衡意外動搖，這兩個原本處於天秤兩端的
對等存在開始傾斜，悸動的心往彼端逐漸滑去，一發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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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被低估的城市
藏在大西北的青山秀土中
汉中是陕南地区的特别一角，这里是大西北的“西南”，地理在这里重叠，历史在这里沉浮——从汉江
到汉中，再从汉朝到汉民族，关于“汉”的脉络在这里尤其清晰，也是汉中人永不消减的骄傲。
趁新版《陕西》指南热乎上市，和 LP 一起来到汉中，观赏 3 月刚刚盛开的古旱莲和油菜花，参观博物馆
，探访老城和古镇吧~
尽管今日的经济发展不甚景气，但汉中仍然是知名度仅次于省会西安、秦都咸阳和“红都”延安的陕西
城市。它又和这三者截然不同：没有山河破碎的黄土高原，没有赳赳老秦的冷峻沧桑，汉中有的是秦岭南麓
、汉江上游的青山秀土，有的是稻香两岸、川音袅袅的水乡柔情。
3 月以“植物熊猫”古旱莲在勉县武侯祠拉开序幕，后又有油菜花在汉中盆地和凤堰古梯田盛放。除了
有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博物馆、老城和古镇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笔引人注目的色彩。
小城勉县在“三国迷”心中的地位非同小可——这里是诸葛亮的安魂之处，定军山之战的胜利更宣告着
蜀汉势力达到了巅峰。悠悠汉江摆脱了群山的束缚，在勉县的地界上第一次变得如星汉般开阔。
今天这座小城的生活波澜不惊，但历史的长河中确实有英雄人物从这里涌现出来。

#武侯祠
虽然远不如成都武侯祠游人如织，但放在
陕南来看，勉县武侯祠也称得上数一数二的热
门景点了。
作为始建年代最早（公元 263 年），也是唯
一由皇帝（蜀汉后主刘禅）下旨修建的诸葛亮
祠庙，勉县武侯祠号称“天下第一武侯祠
”——要知道成都的那座，其实是后世一步步
将武侯祠并入刘备的汉昭烈庙，并最终完全夺
走“先帝”风头的。
悬梁垂楹、刻石成碑的名流墨宝不胜枚举
，最珍贵的莫过于一块名列“中国首批书法名
碑”的唐碑。价值不菲的古旱莲位于侧院，400
余载高龄的它是“汉中市花”，每逢 3 月中上旬
盛放，来此赏花者摩肩接踵。
#武侯墓
陆游曾在这里吟诗“定军山前寒食路，至
今人祀丞相墓”，流传千载的武侯墓清明庙会
更在近年来被打造成了“诸葛亮文化旅游节”
。
不过， 除了庙会期间的一时喧嚣，武侯墓
的游人通常不多，森然的古木、敞阔的殿堂簇
拥着诸葛亮的墓冢，肃穆的气氛很适合追往凭
吊。留意较小的那块墓碑，由清雍正帝的十七
弟果亲王所立。
除了绝妙的风水让诸葛亮相中置穴，定军
山还因老黄忠智斩夏侯渊的三国故事而赢得了
更大的名气。京剧《定军山》的黄忠堪称最经
典的老生角色之一，1905 年京剧大师谭鑫培在
摄像机前录制了《定军山》片段，这里又和中
国第一部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今在景区西门外立有一座电影胶卷造像
，上书“中国电影之乡”，纪念的就是这段往
事。山上还有中军帐、督军台等仿古建筑，重
立了“古定军山”碑。
不过除了怀古，这里不过是一座树木茂盛
、适合轻松登上的小山头。

- 油菜花观赏指南 汉中是否拥有“中国最美油菜花海”并无
定论，但作为重要的粮油基地，每逢 3 月中上旬
，汉中各县区的油菜花海蔚为壮观，已是影响
力覆盖关中以及四川等邻近地区的旅行热点。
汉中的地理环境可分为中部的汉中盆地和
环绕四周的秦巴山地，油菜花因此主要分为平
原或缓坡上的花海，以及峡谷坝子中镶嵌的小
片花田两种类型。
前者主要在汉江两岸的汉中市（汉台）、
南郑、勉县、城固、洋县、西乡等地，开阔之
美无须赘言。后者规模略小，但和山林、溪流
的结合也别有风味，在留坝、镇巴、宁强，以
及勉县南部、西乡南部乡镇可以看到。
每年都会举办的汉中油菜花节，主会场在
各县区之间轮换，其他县区也会设分会场，但
这些会场的最大用处是提供文艺演出和美食摊
位，对自助旅行者而言吸引力不够。真正有用
的，是节日期间其他景区推出的优惠票价，乘
坐动车来汉中的旅行者也可能会享受一些门票

折扣。
每年汉中旅游局都会发布各县区的油菜花
观光路线（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汉中市旅游”
和“西安本地宝”）。线路每年大同小异，我
们最推荐前往洋县、勉县赏花，两地油菜花种
植面积都不小，还有朱鹮、武侯等亮点可顺道
一游。观花时请爱惜农民的劳动成果，沿已有
道路前行，切勿为了拍照而践踏油菜花。
乘坐阳安铁路上的普通火车移动赏花也颇
有趣味。油菜花节期间，可能有往返于勉县和
西乡并途经汉中和城固等站的多趟临时客车。
在阳平关站和汉中站之间运行的 8361/2 次绿皮火
车同样经典，它不仅串起了宁强、勉县西部的
“山地油菜花”，又在抵达汉中前穿梭于汉江
两岸的平坦花海中。这趟火车本身也有特色，
只挂 5 节车厢，最后一节还被改造为“乡村集贸
市场”，供村民在车上交易家禽和山货。

- 汉中市博物馆寻宝 这里位于一处土台之上，因刘邦分封汉王
时曾驻跸于此而拥有古汉台的名字。秦宫汉瓦
荡然无存，后世兴修的官署游园也随着战火换
了一茬又一茬。如今这里尚存的望江楼、归荫
堂都是复建的明清风格建筑，真正的宝藏要走
进汉台碑林才能看见。
碑林院落左侧，褒斜古栈道陈列室概述了
蜀道的历史背景。在另一侧褒斜道石门及其摩
崖石刻“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
的身后，石门十三品陈列室珍藏着在中国书法
史上举足轻重的石刻真迹。
它们原本位于石门栈道的崖壁上，在 20 世
纪 70 年代面临沉入新建的石门水库的危机。于
是人们从百余件石刻中遴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十
三款作品，并以“石门十三品”的名号将其凿
迁至古汉台保存陈列。
- 寻觅汉中老城 市区北 4 公里的兴汉胜境（微信公众号：汉
中兴汉胜境）是汉中主打的仿古旅游风情小镇
，但可能不是你会喜欢的地方。如果你想在这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寻觅更多人文风情，
离开古汉台后可去东侧、南侧的丁字街和中山
街一带，重温昔日汉中老城的光景。
这里两侧的民居多为出檐较长的悬山顶
砖木建筑，拥有前店后居、下店上居的格局
，只不过这些古旧的书屋、茶馆、裁缝店很
多已经闭门多年，不再营业了。从这里的十
字路口继续向东，一方铁栏杆围起的落寞水
池是和古汉台、拜将坛合称“西汉三遗址”
的刘邦饮马池。
不远处的东关正街是另一段风貌犹存的老街
，长约 2 公里，规模更大；街道西口附近，隔着
围墙还能望见被圈在学校里的宋代东塔。市区另
一个有趣的怀古去处在汉中汽车站正对面——古
虎头桥遗址是《三国演义》中马岱智斩魏延的地
方。如今在车水马龙的大街旁，一块古碑立在商
场底层，和门庭若市的肯德基作伴。

- 探访青木川古镇 陕甘川三省交界处，秦岭和岷山连绵起伏

，小镇青木川隐匿其中。它是陕南的“边城”
，山野风光如诗如画，吊脚楼和风雨桥点缀其
间。它也有自己的“土匪”传奇：20 世纪 20～
40 年代，本地豪强魏辅唐统治青木川二十余年
，称霸一方的同时也让小镇成为商贸繁华、文
教兴盛的深山传奇。
2013 年，改编自叶广芩小说《青木川》的
电视剧《一代枭雄》以魏氏故事为原型，让这
里的旅游业火了一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在老
街上重新响起。今天，青木川仍然和青山、绿
木、秀川为伴， 而交通、酒店、景观等方方面
面的改善，更让这段旅途变得相当惬意。
依河而建的青木川镇分为南北两岸，北岸
的新街基本都是新建的仿古建筑；跨过飞凤桥
就到了南岸，青石板铺就的清代老街伸展在脚

下。老街长约 700 米，随河流的走向弯曲如龙，
“回龙场”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充满秦巴山区风情的老街上，洋房子（唐世
盛）的罗马风格石拱圆门和圆顶窗相当惹眼，不
过它的内里仍是“一颗印”的中式传统院落。隔
壁的辅友社原是魏辅唐创办的钱庄，印发的银票
在陕甘川三省交界处广为流通。外观毫不起眼的
荣盛昌，当年则是洋货云集的百货商场。
老街上有两处表演可看。舞台剧寻梦青木
川在辅友社上演，伴着历史建筑里的灯光音效
，一代枭雄的风云往事仿佛浮动在眼前。羌族
傩戏绝技演出的表演地点在和关帝庙共处一院
的辅仁剧社，你能欣赏到这种根植于秦巴山区
西部羌汉杂居地区的古老民间艺术，上刀山、
过刀桥等环节足够猎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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