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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 confronts Saudi crown prince over
Khashoggi murder, expects action on energy
JEDDAH, Saudi Arabia, July 15 (Reuters) - U.S. President Joe Biden said on Friday he told Saudi Arabia’s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he held him responsible for the murder of Washington Post journalist
Jamal Khashoggi, shortly after exchanging a fist bump
with the kingdom’s de facto ruler.
On a trip to reset relations with a country he had called
a pariah after Khashoggi’s killing in 2018, Biden said
the crown prince, known as MbS, denied involvement
in the murder and said he had held those responsible to
account.
“With respect to the murder of Khashoggi, I raised it at
the top of the meeting, making it clear what I thought
of it at the time and what I think about it now,” Biden
told reporters.
“I was straight forward and direct in discussing it. I
made my view crystal clear. I said very straightforwardly, for an American president to be silent on an issue of
human rights is inconsistent with who we are and who
I am.”
Cómo proteger tu motor después de 75,000 millas.
Maximiza la vida del motor con el aceite de motor Valvoline High Mileage y protégelo del calor, el desgaste,
la fricción y los depósitos. Aprende más.
Learn more
U.S. intelligence says the crown prince approved an
operation to capture or kill Khashoggi, a Saudi insider-turned-critic, who was murdered and dismembered
by Saudi agents inside the kingdom’s consulate in
Istanbul. Biden said what happened to Khashoggi was
outrageous.
“He basically said that he was not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it,” Biden said of the crown prince’s response
during their meeting. “I indicated that I thought he
was.”
The president said they also discussed energy and that
he expected to see action from Saudi Arabia, a major
oil producer, on energy in the coming weeks.
As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Biden had said the kingdom should be made a “pariah” on the world stage
because of Khashoggi’s murder. He said on Friday he
did not regret that comment.

posted a photo of the fist bump on Twitter and said
Khashoggi would have written: “Is this the accountability you promised for my murder? The blood of
MBS’s next victims is on your hands.”
Biden told reporters in Jeddah he was sorry she felt
that way.
U.S. reporters shouted questions about Khashoggi at
the crown pri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eeting. “Will
you apologise to his family?” one called out. MbS,
with the Saudi energy minister seated beside him,
did not respond and appeared to smile slightly as the
reporters were led from the room.
U.S. President Biden visits Saudi Arabia
Saudi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fist
bumps U.S. President Joe Biden upon his arrival at Al
Salman Palace, in Jeddah
U.S. President Biden visits Saudi Arabi

PRESSURE OVER OIL
Energy and security interests prompted Biden and his
With the body language being watched closely, at the
aides to decide not to isolate the Gulf oil giant that has
start of Biden’s Middle East trip officials had said he
been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Russia and China, despite
would avoid close contacts, such as shaking hands, as a
the president’s disgust over the killing. Biden wants to
precaution against COVID-19. But the president ended
“recalibrate” Washington’s relations with Saudi Arabia
up engaging in hand-shaking during the Israel leg of the
and not rupture them,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tour, too. read more
Jake Sullivan said.
Biden’s interaction with the crown prince drew immediate criticism at home - including from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Khashoggi had been living in self-imposed exile in
Virginia. The late journalist’s fiancée, Hatice Cengiz,

Saudi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Reema bint Bandar
Al Saud, who was part of the Saudi greeting party,
reiterated in an article for Politico the kingdom’s
“abhorrence” of the killing, describing it as a gruesome
atrocity, and said it cannot define U.S.-Saudi ties.

Jeddah hosts a larger gathering of Arab leaders on
Saturday.
Biden will discuss energy security with leaders of
Gulf oil producers and hopes to see more action
by OPEC+ to boost output, but there were unlikely to be any bilateral announcements from the
talks, Sullivan told reporters en route to Jeddah.
Biden indicated he expected action soon.
“We had a good discussion on ensuring global energy security and adequate oil supplies to support
global economic growth,” Biden said. “I’m doing
all I can to increase the supply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ch I expect to happen.
The Saudis share that urgency and based on our
discussions today I expect we’ll see further steps
in the coming weeks.”
Saudi minister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Adel AlJubeir said there was no agreement made on oil
and that Saudi and OPEC countries would make
a decision based on the market, not “hysteria” or
“politics.”
The OPEC+ group that includes Russia meets
next on Aug. 3.
Biden, who flew to Jeddah after visiting Israel,
also touted a pair of Saudi moves widely seen as
signs of a gradual thaw betwee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Riyadh agreed to allow more overflights
of its territory from Israel, which Biden said he
hoped would lead to broader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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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Inflation Is
Skyrocketing
The U.S. inflation rate roared again to a
forty-year high. It's likely now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will raise the interest
rate, an action that will risk the upending
of the economic expansio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also rose to
9.1% over the past year to the largest
gain since the end of 1981,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The inflation gauge increased 1.3 % from
last month, the most since 2005 reflecting
the higher prices of gasoline and food.
The FED will keep an aggressive policy
course to rein-in the demand which adds
pressure to President Biden and
congressional democrats whose support
has now slumped just ahead of the
midterm elections.

President Biden is traveling to the
Middle East to discuss energy output
with Saudi Arabia in hopes of
lowering the high prices at the pump.
Food costs climbed by 1% to 10.4%
from one year ago, the largest
increase since 1981.

powers or the breaking of the world supply
chain or the shaky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Disrupted logistics also make it difficult to
operate smoothly as evidenced by the
all-time highs of shipping charges for
goods that have increased by nearly 800%,
which undoubtedly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ontinuous rise in prices.

We need to point out that today’s
chaotic world and the pandemic have
not produced any solutions to ending
the game-playing between the major

Rebuilding the world’s supply chain and
improv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ions
will be the first priority toward solving all the
current problems.

Editor’s Choice
Dry land surrounds Antelope
Island where there used to be
water in the Great Salt Lake,
in Salt Lake City, Utah, as a
two-decade drought continues,
July 13, 2022. REUTERS/Brian
Snyder

A boat sits on the dried basin of the La Boca dam as more than half of Mexico
faces moderate to severe drought conditions, in Santiago, Mexico, March 22,
2022. REUTERS/Daniel Becerril

A man walks on the dry riverbed of Sangone river, a tributary of the Po river, as the region
experiences its worst drought in 70 years, in Beinasco, Turin, Italy, June 19, 2022. REUTERS /
Massimo Pinca

An aerial view shows Elizabeth Lake, that has been dried up for several years, as the region
experiences extreme heat and drought conditions, in Elizabeth Lake, an unincorporated community in Los Angeles County, California, June 18, 2021. REUTERS/Aude Guerrucci

Low water levels due to drought
are seen in the Hoover Dam
reservoir of Lake Mead near Las
Vegas, Nevada, June 9, 2021.
REUTERS/Bridget Bennett

A view of withered plants
on the dried out bed of the
Rungue reservoir during a
drought in Rungue, north
of Santiago, Chile, April
11, 2022. REUTERS/Pablo Sanhue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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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Gates: “I Don’t Want To Be ‘A
Voice Of Doom And Gloom On Covid’,
But The Worst’ Could Still Be Ahead”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Bill Gates speaks during the Global Investment
Summit at the Science Museum on October 19,
2021, in London, England. (Photo/Leon Neal |
Getty Images News | Getty Images)
After more than two years of Covid-19, plenty of people are lowering their guards. But the pandemic isn’t
over yet — and, Bill Gates warns, the worst might still
be ahead.
“We’re still at risk of this pandemic generating a variant that would be even more transmissive and even
more fatal,” the billionaire Microsoft co-founder and
public health advocate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on
Sunday. “It’s not likely, I don’t want to be a voice of
doom and gloom, but it’s way above a 5% risk that
this pandemic, we haven’t even seen the worst of it.”
New Covid cases, powered by the BA.2 subvariant of
Covid’s omicron strain, are currently growing across
the U.S.: The country’s seven-day average of daily
new U.S. cases is up to 54,429 as of Sunday, according to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ata. That’s a 9%
increase over the week prior, with cases growing in 39
states over that time frame.
But Covid-related deaths are declining, leading White
House Covid czar Dr. Ashish Jha to say last month
that he’s “not overly concerned right now” about
BA.2. Rather, its spread is more a reminder that Covid
is still lurking — and as Gates notes, the virus could
potentially mutate again, resulting in a strain of greater
concern.
For Gates, one lesson from the Covid pandemic so far
is that preemptive planning and protective measures
could help the world better manage future pandemics.
It’s the core concept of his upcoming book, “How to
Prevent the Next Pandemic,” set to publish later this
year.

One proposal, he says, is fo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o launch a global surveillance team, consisting

of experts who can quickly spot new health threats
around the world and rapidly coordinate with global
governments to prevent future illnesses from growing
into pandemics. Gates, who has labeled his proposed
task force the “Global Epidemic Response and Mobilization” (GERM) initiative,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that the idea would require significant financial investment from WHO and its member countries in order to
create a global team of experts, including epidemiologists and virologists, and give them the tools they need
to proactively identify and contain future outbreaks.
It’s a plan that Gates previously floated at the 2022
TED conference in April, where he noted that WHO
would likely need to spend more than $1 billion per
year on such a global response team. That’s costly, but
the cost of another pandemic could be far greate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has estimated that
the Covid pandemic will cost the global economy
over $12.5 trillion by 2024. Meanwhile, more than 6.2
million people are believed to have died globally from
the coronavirus, according to WHO, and Gates has
repeatedly said in recent years that the world was not
properly prepared for this pandemic.

“It seems wild to me that we could fail to look at this
tragedy and not, on behalf of the citizens of the world,
make these investments,” Gates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on Sunday. The line echoed a comment he
made at the TED conference in April: “We need to
spend billions in order to save trillions.”
Between the proposed GERM team and other suggestions from his upcoming book — including fighting
back against misinformation and making vaccines
more accessible globally — Gates has said that his
goal for 2022 is “making sure that Covid-19 is the last
pandemic.” And, while he cautions against becoming
complacent against Covid’s ongoing risks, the billionaire has also expressed optimism that the coronavirus
will be more manageable by this summer — saying in
January that, ideally, most Americans will eventually
be able to treat Covid like the “seasonal flu.” (Courtesy
https://www.cnbc.com/)

Related

In this screengrab, Bill Gates speaks during All In
WA: A Concert For COVID-19 Relief on June 24,
2020 in Washington. (Photo/Getty Images)
Bill Gates may not love New Year’s resolutions, but
he’s still setting large goals for 2022 and beyond. At
the top of his list: avoiding future pandemics. In his
end-of-year blog post earlier this month, the billionaire
Microsoft co-founder and healthcare philanthropist
wrote that among the world’s biggest problems, the
next Covid-level health scare is pressing enough to
demand attention in 2022.
“We can’t afford to repeat the suffering of the last two
years,” Gates wrote. “The world had a chance to invest in the tools and systems that could’ve prevented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we didn’t take it.”
Gates hinted that the topic will be the subject of his
next book, set to publish next year. In the meantime, he
wrote, investing in 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 a smart place to start: Many of the world’s highest-profile medical projects, paused by Covid, could
accelerate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In one example, he
noted,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helped fund a
Phase III trial of islatravir, a preventative
HIV medication, in Africa. Current pill treatments
offer reliable protection, but they must be ingested
in frequent or otherwise planned intervals. The new
treatment, also a pill, would only need to be taken once
per month — and the trial’s first results, released this
summer, were promising, Gates noted.
Gates and ex-wife Melinda French Gates have also
donated billions of dollars to various health organizations. In a 2019 Wall Street Journal essay, the pair said
they’d given up to $10 billion to organizations like the
Global Fund, the 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
and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GAVI)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his blog post, Gates wrote, some of this year’s
achievements show that the world may really be able
to end the Covid pandemic and curb the next one,
from governments and nonprofits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together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approval of the first malaria vaccine.
But a growing global
dis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he noted,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hurdle. According to
the 2021 Edelman
Trust Index, a survey of more than 33,000 people
across 28 countries that Gates cited in his post, Americans in particular don’t trust their public officials: The
study noted that 40% of U.S. respondents “deeply”
distrust the country’s federal government.

“If your people don’t trust you, they’re not going to
support major new initiatives,” Gates wrote. “And
when a major crisis emerges, they’re less likely to follow guidance necessary to weather the storm.”
It’s a timely issue: According to some experts, the next
pandemic could be even worse, and it might not even
be far away. “I think that as time goes forward we’re
going to see more of them,” Richard Preston, author
of “The Hot Zone,” a 1994 book about Ebola, told
CNBC last year. “And they’re going to balloon faster.”

For Gates, that means political leaders and private
citizens alike need to get on board with preventative
actions — before Covid starts to fade from people’s
priority lists.
“Now is the time to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and take
steps to prevent this terrible experience from ever happening again,” Gates wrote. “I’m hopeful that we’ll
see broad support for pandemic preparedness efforts,
and I plan on spending a lot of time advocating for
them.”
Related
COVID Vaccines Saved 20M Lives In 1st Year,
Scientists Say
Nearly 20 million lives were saved by COVID-19
vaccines during their first year, but even more deaths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if international targets
for the shots had been reached, researchers reported
Thursday.
On Dec. 8, 2020, a retired shop clerk in England received the first shot in what would become a global
vaccination campaign.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more
than 4.3 b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lined up for
the vaccines. The effort, though marred by persisting
inequities, prevented deaths on an unimaginable scale,
said Oliver Watson of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who
led the new modeling study.
“Catastrophic would be the first word that comes to
mind,” Watson said of the outcome if vaccines hadn’t
been available to fight the coronavirus. The findings
“quantify just how much worse the pandemic could
have been if we did not have these vaccines.”
The researchers used data from 185 countries to estimate that vaccines prevented 4.2 million COVID-19
deaths in India, 1.9 m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 million in Brazil, 631,000 in France and 507,000 in the
United Kingdom.

for packaging at the company’s facility in Puurs,
Belgium. According to a study published Thursday. June 23, 2022 in the journal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nearly 20 million lives were saved by
COVID-19 vaccines during their first year, but
even more deaths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if
global targets had been reached. (Photo/Pfizer via
AP)
An additional 600,000 deaths w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i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arget of 40%
vaccination coverage by the end of 2021 had been
met, according to the study published Thursday in the
journal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main finding — 19.8 million COVID-19 deaths
were prevented — is based on estimates of how many
more deaths than usual occurred during the time period. Using only reported COVID-19 deaths, the same
model yielded 14.4 million deaths averted by vaccines.
The London scientists excluded China because of
uncertainty around the pandemic’s effect on deaths
there and its huge population. The study has other
limitations. The researchers did not include how the
virus might have mutated differently in the absence of
vaccines.And they did not factor in how lockdowns or
mask wearing might have changed if vaccines weren’t
available.
Another modeling group used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estimate that 16.3 million COVID-19 deaths were
averted by vaccines. That work, by the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in Seattle, has not been
published.

In the real world, people wear masks more often when
cases are surging, said the institute’s Ali Mokdad,
and 2021′s delta wave without vaccines would have
prompted a major policy response.
“We may disagree on the number as scientists, but we
all agree that COVID vaccines saved lots of lives,”
Mokdad said.
The findings underscore both the achievements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vaccination campaign, said
Adam Finn of Bristol Medical School in England,
who like Mokdad was not involved in the study.
“Although we did pretty well this time — we saved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lives — we could have done
better and we should do better in the future,” Finn said.
Funding came from several groups including the
WHO; the UK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and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Courtesy https://apnews.com/)

This March 2021 photo shows vials of the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being prepared

COMMUNITY
Threat Of A Vaccine-Proof Variant
Only ‘A Few Mutations Away?’

taking the current vaccine,” he adds. “I’m not
sure what is going to make them take the next
vaccine.”
Nothing Appears Certain
When asked how likely a new strain of
SARS-CoV-2 could emerge that gets around
vaccine protection, Nelson says, “I think
[what] we’ve learned so far there is no way to
predict anything” about this pandemic.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the virus from mutating is to prevent hosts, people, from getting
sick with it,” he says.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people should get immunized and
wear m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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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h Nelson and Ray point out that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virus to evolve to be
more transmissible and spread to more people. In contrast, a virus that causes people to
get so sick that they isolate or die, thus halting
transmission, works against viruses surviving
evolutionarily.
Some viruses also mutate to become milder
over time, but that has not been the case with
SARS-CoV-2, Ray says.
Mutations Not the Only Concern
Viruses have another mechanism that produces new strains, and it works even more
quickly than mutations. Recombination, as
it’s known, can occur when a person is infected with two different strains of the same
virus. If the two versions enter the same cell,
the viruses can swap genetic material and
produce a third, altogether different strain.
Recombination has already been seen with
influenza strains, where H and N genetic segments are swapped to yield H1N1, H1N2,
and H3N2 versions of the flu, for example.
“In the early days of SARS-CoV-2 there was
so little diversity that recombination did not
matter,” Ray says. However, there are now
distinct lineages of the virus circulating globally. If two of these lineages swap segments
“this would make a very new viral sequence
in one step without having to mutate to gain
those differences.”
“The more diverse the strains that are circulating, the bigger a possibility this is,” Ray
says.

July 30, 2021 -- CDC Director Rochelle Walensky, MD, made a dire prediction during a
media briefing this week that, if we weren’t already living within the reality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ould sound more like a pitch for a
movie about a dystopian future.
“For the amount of virus circulating in this
country right now largely among unvaccinated
people, the largest concern that we in public
health and science are worried about is that the
virus…[becomes] a very transmissible virus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evade our vaccines in
terms of how it protects us from severe disease
and death,” Walensky told reporters on Tuesday. A new, more elusive variant could be “just
a few mutations away,” she said.
“That’s a very prescient comment,” Lewis
Nelson, MD, professor and clinical chair of
emergency medicine and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Medical Toxicology at Rutgers New Jersey
Medical School in Newark, tells Medscape
Medical News.
“We’ve gone through a few mutations already that have been named, and each one of
them gets a little more transmissible,” he says.
“That’s normal, natural selection and what you
would expect to happen as viruses mutate from
one strain to another.”
“What we’ve mostly seen this virus do is
evolve to become more infectious,” says Stuart
Ray, MD. “That is the remarkable feature of
Delta — that it is so infectious.”
He says that the SARS-CoV-2 has evolved
largely as expected, at least so far. “The potential for this virus to mutate has been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a concern from early on.”
“The viral evolution is a bit like a ticking clock.
The more we allow infections to occur, the
more likely changes will occur. When we have

lots of people infected, we give more chances to the virus to diversify and then adapt to
selective pressures,” says Ray, vice-chair of
medicine for data integrity and analytics and
professor in the 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t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
in Baltimore, Maryland.

“The problem is if the virus changes in such
a way that the spike protein — which the
antibodies from the vaccine are directed
against — are no longer effective at binding and destroying the virus, and the virus
escapes immune surveillance,” Nelson says.
If this occurs, he says, “we will have an ineffective vaccine, essentially. And we’ll be
back to where we were last March with a
brand-new disease.”
Technology to the Rescue?
The flexibility of mRNA vaccines is one
potential solution. These vaccines could be
more easily and quickly adapted to respond
to a new, more vaccine-elusive variant.
“That’s absolutely reassuring,” Nelson says.
For example, if a mutation changes the
spike protein and vaccines no longer recognize it, a manufacturer could identify the
new protein and incorporate that in a new
mRNA vaccine.
“The problem is that some people are not

Protected, for Now
Walensky’s sober warning came at the same
time the CDC released new guidance calling
for the wearing of masks indoors in schools
and in any location in the country where
COVID-19 cases surpass 50 people per
100,000, also known as substantial or high
transmission areas.
On a positive note, Walensky says: “Right
now, fortunately, we are not there. The vaccines operate really well in protecting us from
severe disease and death.” (Courtesy websmd.com)
Related
Is The Lambda Variant Vaccine Resistant?
KEY POINTS
Japanese researchers
found the lambda variant
could be resistant to COVID-19 vaccines
Three mutations in the lambda variant’s
spike protein allow the variant to resist
antibodies
As the delta variant surg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a new COVID-19 variant
that is just as transmissible, but could also be
more resistant to vaccines. The lambda variant, first detected in Peru in August 2020 and
spreading through South America, made its
way to the U.S. for the first time on July 22 in
a Houston hospital.
There are 1,053 cases of the lambda variant in
the U.S. since the first case was detected, according to GISAID, an initiative dedicated to
promoting COVID-19 data through genomic
sequencing. The U.S. ranks second in cases
behind Chile, and 41 countries have reported
at least 1 lambda case.
The threat of lambda comes as the delta variant is the dominant variant of COVID-19 in
the U.S. — it now accounts for 93% of cases,
up from the previous rate of 83%,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which operates eight hospitals in its network, said the
first lambda case was confirmed last week.
Here’s what we know about the lambda variant so far.
Japanese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posted a lambda variant study that shows
it is highly infectious and more resistant to
COVID-19 vaccines. This study posted on
July 28 on bioRxiv, a database for unpub-

lished preprinted studies, has not been peer
reviewed or published.
The study shows three mutations in the
lambda variant’s spike protein — RSYLTPGD246-253N, 260 L452Q and F490S
— which allow for the variant to resist vaccine-induced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Two
other mutations — T76I and L452Q — ar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lambda highly infectious.Spike protein is the part of the virus that
helps it penetrate cells in the human body —
which is what vaccines target.
How does the lambda variant compare to
delta?
The lambda variant isn’t showing signs to
spark concern about it becoming the dominant strain of COVID-19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delta, said Dr. Abhijit Duggal, a staff
ICU physician and director for critical care
research for the medical ICU at the Cleveland
Clinic. Since the lambda variant was first detected in Peru, it hasn’t spread globally at the
same pace as the delta variant. It has, however, become widespread in South America,
but this could be due to the “founder effect,”
according to Dr. S. Wesley Long, medical
director of diagnostic biology at Houston
Methodist, where the case was identified in
the U.S. The founder effect means the variant first took hold in a densely populated and
geographically restricted area, making it the
primary variant over time.

How concerned should you be about the
lambda variant?
On June 14,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lagged the lambda variant as a “variant of interest” versus a “variant of concern.” A variant of interest depends on evidence about a
unique outbreak cluster or limited expansion
in the U.S. or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CDC. A variant of concern shows widespread evidence of treatments, vaccines and
transmissibilit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study said, “Because the Lambda variant is a (variant of
interest), it might be considered that this variant is not an ongoing threat compared to the
pandemic (variants of concern). However,
because the Lambda variant is relatively resistant to the vaccine-induced (antibodies), it
might be possible that this variant is feasible
to cause breakthrough infection.” (Courtesy
https://www.tennessean.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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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牽手國際組織 溫暖烏克蘭人身心靈
作者／慈濟慈善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

俄

烏戰爭已逾百日，超過700萬烏克蘭人逃到國外躲避

◎ 與國際慈善組織合作

戰火，烏克蘭境內亦尚有800萬人民流離失所，這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大的難民潮。

截至6月14日為止與慈濟合作的慈善組織：

◎ 親手把溫暖送給烏克蘭人

1.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

烽火初燃，慈濟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即由證嚴法
師呼籲，希望喚起人人本具愛心善念，援助受戰火迫害的烏
克蘭民眾。慈濟基金會在2022年3月5日透過遠嫁波蘭的台
灣女兒張淑兒（Monica

Chang）及其先生盧卡斯（Lukasz

Baranowski），在距華沙（Warsaw）4個小時車程的波茲南
（Poznań, Poland），為烏克蘭難民首次發放生活物資。
爾後，美國、歐洲、土耳其及台灣等共12國家地區的

2. 天主教靈醫會（Camillians）

目前慈濟已用「以工代賑」方式培訓烏克蘭籍志工，依

3. 波蘭婦女基金會（Polish Women Can）

戰爭情況的發展，為中長期援助計畫做準備，包括安居、安

4. 以色列人道救援組織（IsraAID）

生（維持生計）以及安學（兒童教育）等，都在計畫之中。
戰爭對全球造成的各種傷害無遠弗屆，烽火無情，人間

5. 國際紅十字會（Red Cross）

有愛，我們相信人人都可以用發自內心的大愛，付出行動來

6. 天主教明愛會（Caritas）

撫平人間的傷痛！

7. 空運連結賑災物流基金會（AirLink）
8.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安澤國際救援協會（ADRA）

慈濟志工會合在波蘭，援助行動擴及盧布林（Lublin）、華

9. 世界健康基金會（Project HOPE）

沙、斯塞新（Szczecin）等難民聚集的城市。

10. 國際世界希望基金會（World Hope）

截至6月12日止，慈濟共舉辦185場物資發放，發放內容

慈濟帶動烏克蘭人投入志工項目幫助自己的鄉親。攝影／張資芳

11. 天主教慈幼會（Salesians of Don Bosco）

包括可直接在波蘭連鎖超市使用，面額2,000波幣（約

慈濟與這麼多國際組織簽約合作的目的是，透過和有愛

等同450美元）的購物卡與環保毛毯、睡袋及糧食，服

心、有經驗的跨宗教、跨國界慈善組織合作，可以讓各方的

務超過五萬人，為援助烏克蘭難民展開中長期計畫齊力

資源做更有效的發揮，以期能更及時、更全面的照顧這些流

付出。

離顛沛的難民。慈濟做為以佛教為根基的國際慈善組織，本

隨著俄烏戰爭的持續進行，逃離烏克蘭的難民仍在增
加中，主要分佈在波蘭、摩爾多瓦（Moldova）、斯洛伐克
（Slovakia）、羅馬尼亞（Romania）等烏克蘭週邊國家。
然而慈濟一方的力量畢竟有限，加上考量逃離的烏克蘭難民
多為老弱婦孺，以及生活習慣與宗教信仰等因素，慈濟立刻
啟動與國際及波蘭當地慈善組織合作計畫，及早進行受戰爭
影響難民的人道援助行動。

身就有屬於佛教的儀軌和慈濟的人文，但是慈濟也強調「感
恩、尊重、愛」，本來就有高度包容性，所以和其他宗教攜
手合作是本著虔誠、和諧、互助的原則。
透過跨組織合作援助難民，借用這些NGO（非政府組
織）組織的力量和資源，可以讓救援行動更快、更周延，讓
難民能夠及時得到幫助，慈濟可在六月底幫助超過六萬名烏
克蘭難民，為烏國難民安頓身心。

為在洛麗的黛安
送去能休憩的躺椅

黃詠詩

黛

安·卡特（Diane Carter）是北卡羅萊納州洛麗市
（Raleigh, North Carolina）慈濟志工長期關懷的居

情期間，慈濟志工１不僅帶給她補助款，更不時打電話與帶
著個人生活用品去探視她。今年四月，慈濟為她成立了長期
關懷小組，及時為她解決房租和家具等急難問題。

◎ 病痛與貧窮交織的人生
黛安是一位職業歌手，過去經常到世界各地演出；在一
次演出的前夕，她的心臟無預警地病發，人生也就像坐雲霄
飛車一樣，頓時跌到谷底，换心手術成為延續生命的唯一希
望。經過幾個月的等待，她很幸運地终於等到心臟移植手術
的機會，但高額的手術費也花掉了她所有的積蓄，她變成必
須仰賴社會救助生活的人。
換心之後，她每星期有三天要到醫院洗腎，為了维持基
本生活，只能拖著病體到餐廳驻唱，也只有在唱歌時，她才
能暫時忘掉身上的病痛。没人知道在散場之後，她因為付不
起修車費，只能拖著病體在無數次的寒冷冬夜裡，開著没有
暖氣寒澈入骨的車，獨自一個人回到桌上堆著滿滿藥罐的家。
洛麗的慈濟人關懷黛安已有六年，在日常聯絡中，志工

捐款方式

• 網路捐款：
donate.tzuchi.us/zh/ukraine
• 手機應用程式「一指積善」
             
    tzuchi.us/zh/app

• 支票捐款：抬頭註明“Tzu Chi”，
並郵寄至慈濟德州分會會所，地址：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萊納州洛麗市
的慈濟志工與
長期接受志工
關懷的居民黛
安·卡特
（中）。攝影／

作者／黃詠詩

民之一。從2016年開始，志工們便和她保持聯络，即使在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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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立長期關懷小組
慈濟洛麗聯絡處為她緊急成立長期關懷小組，志工洪秋
月立即為她申請急難救助金，趕在5月5日最後時限前，解決
了房租危機。此外，志工注意到空屋冷清，不利於黛安的病
情，開始為她募集躺椅，讓她坐著時也能得到充分的休息。
志工們在不同群組和朋友圈中發出募捐躺椅的消息；很
快的，便收到出乎預料的回響，居住在洛麗市的譚逸心，以
及住在北卡州教堂山（Chapel hill，North Carolina）的黃彼
得夫婦個捐出一個狀態良好的沙發躺椅。
當黛安打開門看到志工用推車運來大躺椅，臉上滿是無
法置信的驚喜，她興奮地和志工們擁抱，志工們可以感受到
她極度高興的情緒。因為她租的躺椅隔天就要到期了，這張
躺椅如同及時雨，解決了她在第二天就無椅可坐的煩惱。
慈濟志工們持續地關懷，加入社會善心人士的力量，才
能及時在黛安需要幫忙的時候伸出援手；這股來自社會的溫
暖，就像一把傘，讓黛安不再是一個人面對風雨，而這份愛
也像陽光照耀著黛安的心，讓她對自己的人生再次充滿希望。

合作夥伴在人道援助的重要性
慈濟大愛人文中心（Tzu Chi Center for
Compassionate Relief）播出的「United in Action:
Dialogue at Tzu Chi Center」是一個致力於探索當今
世界性重要話題的系列節目，由慈濟聯合國團隊特殊
專案負責人裘曜陽（Steve Chiu）主持。 從糧食危機
到清潔能源，從性別平等到氣候行動，通過對話的形
式，就我們如何通過消除貧困、促進發展和維護人權
從而改善人類生存環境展開討論。
7月26日星期二即將播放的節目，邀請到與慈濟
基金會在烏克蘭難民援助項目簽署合作備忘錄的合作
夥伴－－「空運連結賑災物流基金會」董事長及執行
長史蒂文·史密斯（Steven J. Smith, CEO of AirLink）
和「天主教靈醫會」執行理事神父阿里斯特洛·米蘭達
（Aristelo Miranda,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amillian
Disaster Service International），討論
在國際人道援助工作方面，凝聚不同組
織力量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播出日期：7月26日（週二）
播出時間：美東1:00pm | 美中12:00pm | 美西10:00am
播放網址：tzuchicenter.org/programs/united-in-action

得知黛安即將面臨無家可歸的境地。今年三月，黛安的屋主
不願意續租，她便與朋友合租另一間二房公寓；然而搬進新
家不久，黛安因腎臟罹癌進行手術，室友卻在她住院期間悄
悄地搬到外州。黛安出院立即面臨繳不出房租就必須搬離的
困境，而她根本無力承擔室友那一份的房租。
黛安無奈地說：「每當我要從困境中走出來時，出現在
前面的往往並不是出口，而是另一個困境的入口。」突如其
來的房租問題，壓得她喘不過氣。
我以為我已經走出來了，請不要再讓我倒下。
		

北卡羅萊納州洛麗市居民 黛安

志工洪秋月知道黛安的緊急狀況，立刻安排前往訪視。
黛安半躺在一個布躺椅上，手術令她顯得很虛弱，她說：
「從醫院回到家，屋裡只有朋友给的餐桌椅子，没有其他家
具，講話的時候都能聽到自己的回聲。」所以，她去租了一
套布沙發和一個躺椅，為空屋填一點家具。不過，試用租期
也只有一週，之後，黛安的客廳又家徒四壁了。

慈濟休士頓人文學校實體教學
招生中
慈濟人文學校基於慈濟教育理念「慈悲喜捨、見
苦知福」，融合證嚴法師《靜思語》教學的獨有品格教
育，潛移默化教導學童除了學科知識外，孝順、友愛、
尊師重道、關懷社會與世界的良好品德，培養孩子「感
恩、尊重、愛」的行事準則。
慈濟休士頓人文學校的2022-2023學年，即將在8
月21日開學。本校提供注音符號發音系統的中文班，及
漢語拼音發音系統的漢語班，兩種中文學習課程，招收
4歲以上至12年級的學童，並依照其年齡或程度分班。
有意讓孩子學習中文及人文的家庭，歡迎致電慈濟德
州分會：713-270-9988，進一步了解上課時間與報
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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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日與8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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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日與8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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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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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鮑伊紀錄片
曝預告定檔 9 月 16 日

80 歲哈里森·福特
彪悍人生還在繼續
那個打不死的 「印第安納·瓊斯」 80 歲了！一身硬漢氣質、英雄主義化身的他，如今依然活躍在銀幕上，展現着不
一樣的帥酷形象，寶刀不老。
還是在孩童時代，某個睡不着的夜晚，時光君打開電視機，看到一位身手矯捷的勇士馳騁在神秘的原始森林裡，
躲開重重機關，戰勝一群古怪的邪教徒，還順手解救了一位美女……還很小隻的時光君被深深震撼了，我也想要這樣
的人生！
後來我才知道這部電影是《奪寶奇兵 2》，這位冒險家就是大名鼎鼎的印第安納·瓊斯，扮演他的，正是好萊塢巨
星——哈里森·福特。

從無名木匠到好萊塢巨星
哈里森· 福特出生於戰火紛飛的 1942 年，少年時代他是
童子軍里的活躍人物，這也與印第安納· 瓊斯的少年經歷吻
合。不過不同的是，福特以前是個害羞的小伙子，大四的後
半學期他為了克服自己的羞怯，決定來試試戲劇表演課，從
此人生與表演結結實實的捆綁在一起，開啟了巨星之路。
大學未能順利畢業的他，選擇從家鄉貝爾弗萊來到大
城市洛杉磯闖蕩。一開始他想在電台找一份工作，但屢屢
碰壁，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很快，哥倫比亞影業看中
了這個年輕人身上的天賦，福特成為哥倫比亞新人培養計
劃中的一位年輕演員，並且很快在大銀幕上獲得了機會。
1966年的犯罪喜劇片《現金大作戰》恐怕已經沒有多少人
記得了，但哈里森· 福特肯定記憶猶新，因為這是他出演的第一
部電影。福特在片中飾演了一名服務生。那年還嫩的出水的哈
里森· 福特肯定沒預料到，這就是他成為好萊塢巨星的第一步。
整個 60 年代，哈里森· 福特在好萊塢混的不溫不火，他
甚至沒有足夠的薪水養家，不得不一邊拍片一邊做木匠養
活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孩子。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木匠期間
他有幸成為著名搖滾樂隊 The Doors 的舞台管理員。
千里馬總需要伯樂，而福特的伯樂就是著名製片人弗
雷德· 魯斯。作為弗朗西斯· 福特· 科波拉的好朋友+製片人
，他一開始並沒有把福特推薦給科波拉，而是推薦給了另
一位「好萊塢小子」喬治· 盧卡斯，使得他有機會出演出演
《美國風情畫》。
此時哈里森· 福特依然沒有成名，只好在業餘時間繼續
當木匠。恰巧科波拉憑藉《教父》系列走上人生巔峰，成為
成功人士的他想把自己的辦公室重新收拾收拾，而負責這項
工作的就是木匠哈里森· 福特。除此之外，科波拉還讓他在
《竊聽大陰謀》與《現代啟示錄》裡演了兩個小角色。

"星戰""奪寶"兩大系列征服觀眾
真正讓哈里森· 福特轉運的角色，毫無疑問是《星球大
戰》裡的韓· 索羅！哈里森· 福特當時對着喬治· 盧卡斯念了
幾句台詞，就把後者征服了，不過一開始並沒有多少人看
好這個系列電影，科波拉還嘲諷過盧卡斯的趣味。但是後
來發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星戰」成為有史以來最賺錢的系列電影之一，甚至
改寫了美國的流行文化。作為男主角的哈里森· 福特自然也
大紅大紫，再也不用跟木頭塊打交道了！
即使只出演了這一個電影系列，哈里森· 福特也足夠名
留影史，不過他還有另一個更具個性化的角色讓全球影迷
瘋狂，沒錯，就是《奪寶奇兵》系列裡的印第安納· 瓊斯。

這個系列源自斯蒂文· 斯皮爾伯格年幼時的幻想，而印
第安納· 瓊斯就是他幻想的對象。拍攝這個系列電影時，哈
里森· 福特展示出了更加成熟的演技和敬業精神，拍攝過程
中非常玩命，多次負傷的同時還染上了痢疾，斯皮爾伯格
為此不得不減少動作戲份。於是，在瓊斯面對劍客的那場
戲裡，他一槍就幹掉了對手，讓這一橋段歪打正着的成為
史上最搞笑的動作戲之一。
《奪寶奇兵》一連拍了四部，迪士尼公司在 2010 年就
宣布還要拍第五部，由於各種原因加上疫情影響，影片檔
期從起初的 2020 年經歷幾番調整，如今推遲到 2023 年 6 月
30 日，哈里森· 福特也將繼續出演印第安納· 瓊斯，屆時他
已經 81 歲高齡了，真正把一個角色從壯年演繹到老年！

聚焦搖滾歌手、演員大衛· 鮑伊的紀錄片《月球時代白日
夢》定檔今年 9 月 16 日在北美等全球多地上映。該片歷時 5 年
製作，由布瑞特· 摩根執導，是鮑伊遺產委員會批准的首部電
影項目，包含首次曝光的鮑伊影像、表演和音樂等，其中有
40 首重製的歌曲。
大衛· 鮑伊原名大衛· 羅伯特· 瓊斯，以帶領時尚的先知先
覺而被稱為「搖滾變色龍」。他十分堅持自己的理想及創意
，除了華麗搖滾，還涉及電子樂、靈魂樂及新浪潮，往往都
是在這些類型尚未受人注意時，鮑伊就先洞察到其中特質。
大衛· 鮑伊對1970年代至今的搖滾樂有著顯著影響。在票選
百大搖滾樂手排名第7。BBC百大英國人當中，鮑伊排名第29。
他的音樂作品銷售總量約1.4億張，並進入了搖滾名人堂。
除了音樂上卓越表現，鮑伊也是個稱職的好演員。曾參
與演出《天降財神》《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和《魔王迷
宮》以及諾蘭導演的《致命魔術》等片。
1947 年 1 月 8 日出生的他，2016 年 1 月 10 日離世。他的兒
子鄧肯· 瓊斯是著名電影導演，曾執導《月球》《源代碼》
《魔獸》等片。

特效從業人員
控訴漫威影業

好萊塢闖蕩 50 多年 寶刀不老傳奇繼續
近年來，哈里森· 福特依然活躍在銀幕上。和《奪寶奇
兵》系列一樣，《銀翼殺手》於 2017 年推出了續集《銀翼
殺手 2049》，老年的戴克在未來都市裡再次與觀眾見面，
瑞恩· 高斯林飾演的新一代銀翼殺手與哈里森· 福特在影片
中完成接班。
去年，籌備多年的《奪寶奇兵 5》終於開拍，79 歲的哈
里森· 福特回歸主演，意外的是在一次排練打鬥戲份時受傷
，好在沒有大礙。
這並非福特第一次受傷。早在 2014 年，71 歲的福特時
隔 30 年後回歸《星球大戰》系列，在拍攝《星球大戰 7：原
力覺醒》時被掉落的道具千年隼液壓艙門撞倒，導致手部
受傷、腳踝脫臼，脛骨和腓骨骨折。那次嚴重事故導致劇
組停擺兩周，福特本人則在休養了兩個月後重回片場。
近些年，福特年事漸高，但他在影片拍攝時依然親自
上陣。2008 年《奪寶奇兵 4》拍攝時，65 歲的福特堅持完成
片中的特技鏡頭，不用替身。
除了「星戰」「奪寶奇兵」系列銀幕續作，哈里森· 福
特今年還將帶來一部劇集，與海倫· 米倫聯手主演了《黃石
》前傳劇集《1923》將於今年 12 月上線。另外，福特還加
盟了蘋果打造的一部劇集《縮小》。
將近耄耋之年的哈里森· 福特，如今依舊活躍在銀幕，
寶刀不老，為我們不斷帶來新的作品。
「他永遠都是一派正氣，狡猾、奸詐和他無關。」
《衛報》曾如此評價他，「正是他的凡人特質，讓他那樣
的迷人。」在哈里森· 福特大多數的電影中，他是美國個人
英雄主義的完美化身，是好萊塢最賣座的演員之一。
今天，是這位好萊塢男神 80 歲的生日，打不死的「印
第安納· 瓊斯」雖然已經滿頭銀髮，但在好萊塢摸爬滾打了
50 多年的他，依然在銀幕上續寫自己的傳奇。

太過緊急的截止時間、巨大的精神壓力以及無法讓人
滿意的最終效果，據外媒報道，漫威影業引發了諸多特效
工作者的控訴。有些人表示將拒絕與漫威再合作，並批評
其有着「業內最糟糕的視效管理」、「報酬與工作量不對
等」，還提到自己的作息甚至婚姻壓力都因漫威的工作而
大增。
2018 年，觀眾對 《黑豹》最後一戰的特效質量提出了批
評，而最近，《女浩克》的首支預告片也充滿了爭議，不少
影迷對角色在屏幕上的表現並不滿意。
據特效業內媒體 The Gamer 報道，這些指控來自 Reddit 上
一系列帖子，一些據稱為為漫威工作過的特效師講述了他們
的經歷，帖子的標題是「坦白地說，我已經厭倦了為漫威電
視劇工作！」
「漫威的製作方法和視覺特效管理可能是最糟糕的，
為漫威電視劇工作的特效師報酬和他們的工作量完全不對
等。」
「我已經連續三年與漫威合作了，歡迎來到地獄。」
「製作漫威劇是我離開視覺特效行業的原因，他們是糟
糕的甲方，我看到過太多同事在加班後崩潰，而漫威卻摳門
得要死。」
「我花了六個多月的時間，才從《旺達幻視》的壓力中
恢復過來。這是不值得的。尤其是當業內有運轉得更好的項
目，並且這些項目(的狀態)看起來也一樣很不錯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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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拍廣告自覺沒演戲天分

“不斷超越”
“不斷超越
不斷超越”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去年東京奧運會個人包辦兩面銀牌、為香港體壇寫下新一頁
的“美人魚”何詩蓓（Siobhan），14 日趁回港之便出席她主演的廣告系列傳媒首映禮。已經
從傷患中復元的她已投入訓練，期待下月能夠復出比賽。她去年在阿布扎比舉行的世界短池游
泳錦標賽勇奪 2 金 1 銅，更打破了 200 米自由泳新世績，問及今年底的短池世錦賽會否以刷新世
界紀錄為目標，小妮子坦言：“我沒有特別去想，但只要保持訓練，相信便會有好成績！”
◆何詩蓓（右）被傳媒包圍
被傳媒包圍。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何詩蓓（Siobhan）獲委任為“友邦香港及澳
門大使”，並隆重推出由她主演的全新 AIA
《為您超越 伴您突破》廣告系列。除了在廣告中
展現一貫驚人的泳術，Siobhan 更透過多個不同場
景，親身演繹“不斷超越”自我的個人奮鬥故
事，立體地將無懼挑戰的心態呈現給觀眾，鼓勵
大家要勇於克服困難，展現她獨特的“超越精
神”，成功追尋夢想。

◆何詩蓓
（左）在廣告
中與小朋友
合作。
合作
。

暫時放下學業 當全職運動員
相比起其他在東京奧運會揚名的港將，Siobhan因為長時期在外地留學、訓練及比賽，難以留
港出席商業活動，“搵外快”機會也不算多，今
次才是她首次拍攝廣告短片。不過拍攝期間由於
Siobhan 落水速度太快，令攝影師難以捕捉鏡頭而
鬧出笑話。她指這次拍攝令自己增長見識：“自
己第一次拍攝廣告，一切都很新鮮，很開心能與
小朋友一同游水，不過還是不習慣聽到自己 VO
（旁白）的聲音。”

深信保持訓練 好成績自然出現

◆何詩蓓戲言無演戲天分
何詩蓓戲言無演戲天分，
，會繼續游泳
會繼續游泳。
。

Siobhan 又笑言，還是較享受當運動員的感

田 徑 世 錦 賽

中國選手賽前訓練忙
中國選手
賽前訓練忙
俄勒岡田徑世錦賽當地
時間15日開幕，中國選手當
地時間13日抓緊時間進行最
後的訓練，短跑名將蘇炳添
也來到訓練場，進行了抵達
尤金後的首次訓練。
中國短跑隊於當地時間
12 日剛剛來到尤金，13 日下午 4 點左右，謝震業與
女子短跑隊率先來到位於比賽場地 5 公里外的萊恩
社區學院體育場，蘇炳添之後與跳遠名將王嘉男也
來到訓練場，訓練大約進行了一個小時。
謝震業訓練後告訴記者，自己已經在國外訓練
和比賽長達半年時間，亞運會被推遲後，訓練節奏
有些被打亂，經過適應，現在狀態已經逐漸恢復。
談到本次比賽的目標，謝震業說：“最好這次
在200米比賽中突破20秒，只有突破20秒才能體現
今年恢復到正常的水平線上。”
蘇炳添和謝震業本屆世錦賽上除分別參加男子
100 米和 200 米比賽外，還將攜手參加男子 4×100
米接力比賽。在去年東京奧運會上，湯星強、謝震
業、蘇炳添、吳智強在4×100米接力中奪得銅牌，
人們這次對他們仍然有很高的期待。
六名女子短跑選手在訓練場上非常亮眼，除梁
小靜身穿白色訓練服外，其他五名選手全身着“中
國紅”，她們在場上分組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接棒練
習。六名選手中，葛曼棋和梁小靜還將參加女子
100米比賽。
葛曼棋說，本賽季取得了比較大的進步，成績
基本穩定在 11 秒 10 左右，希望通過本次比賽，能
夠有更大的提升。
男子 100 米比賽從當地時間 15 日開始舉行，女
子100米比賽將在16日展開。
◆新華社

覺：“我要飛來飛去到世界各地比賽，應付不到
學業（心理學）要求的實習階段，所以暫時會選
擇當全職運動員。我知道自己演戲很差，沒有這
方面的天分，還是繼續游水吧！”
Siobhan 原定上月底出戰長池世錦賽，但因腳
傷關係，最終退出了200米自及100米自，14日是
受傷後首次出席公開活動。她表示經過醫生及物理
治療師照顧後，如今已康復及投入訓練，期待下月
的香港錦標賽能重返賽場。問及今年底的世錦賽會
否以刷新世界紀錄為目標，Siobhan 沒有特別去
想，但深信只要保持訓練，好成績便會自然出現。

亞協盃淘汰賽 東方鬥中亞代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
淦）亞洲足協14日為亞協盃淘汰賽
抽籤，香港代表東方龍獅在跨區四
強主場迎戰中亞區代表，若一路晉
級並殺入決賽，東方龍獅更可一直享
有主場之利。
跟上屆一樣，亞協盃淘汰賽會以
一場過定勝負。東方龍獅今屆在 J 組分
組賽力壓理文及台南市 FC 出線，歷史
性殺入淘汰賽。14日抽籤後，東方龍獅
在跨區四強主場對中亞區出線球隊，即
是烏茲別克或塔吉克的代表，賽事將於9
月6日舉行。
東方龍獅上屆分組賽曾以大球場為
主場，至於今屆會否沿用同一場地，會

方仍在研究中。對於今次抽籤結果，主
教練盧比度表示：“預計兩支對手都很
強勁，對球隊將會是一場硬仗，相信是
近 1、2 年球隊遇過最強勁的對手。不過
距離淘汰賽尚有一段時間，由於球隊處
於休季階段，所以現時我們會先關注季
前及聯賽等事情。”東方龍獅新一季將
會精簡人手，近月已合共放走了共 19 名
球員。
此外，足總宣布補選傑志球員羅梓駿
入港隊東亞盃初選大軍，現正為他趕辦證
件，準備隨港隊赴日本參賽。除羅梓駿
外，傑志已有安永佳、鄭展龍、趙聡悟、
保羅、杜馬思及曾以行 6 位球員於港隊初
選名單之上，眾人14日已參與港隊訓練。

港將世運會奪3銅 國家隊摘2金

◆蘇炳添來到訓練場
蘇炳添來到訓練場，
，
為田徑世錦賽進行最後
備戰。
備戰
。
資料圖片

◆國家隊的張雅
玲在女子南拳南
刀全能項目奪
金。 資料圖片

香港文滙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港武術隊當地
時間13日在第11屆世界運動會（世運會）中，由楊
子瑩、李泳容及楊頌熹奪得 3 面銅牌。而國家武術
隊則再創佳績，摘下兩枚金牌。
當日，楊子瑩角逐女子刀術棍術全能比賽，其中
棍術得 9.220 分排第 3，刀術獲 9.360 分位列第 2，總
計以18.580獲得銅牌；美國和烏克蘭分別摘金銀。另
一港將李泳容在女子南拳南刀全能比賽，分別在南拳
及南刀獲8.977分及9.117分，總分18.094分於3名參
賽者中位列第3。另外，楊頌熹在男子太極拳太極劍
全能比賽，分別獲得 9.253 分及 9.650 分，以總分
18.903分取得銅牌；韓國以及汶萊選手分奪冠亞。
國家隊方面，來自福建的賴曉曉在女子長拳項
目中奪得冠軍。“00 後”小將張雅玲在女子南拳南
刀全能項目上展現出統治力，高分登頂。目前，中
國代表團在世運會上已共收穫 9 金 4 銀 1 銅，其中武
術4金，蹼泳5金4銀1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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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卓王千源演繹親情力量

電影《
電影
《潛行
潛行》
》官宣陣容
曝先導海報
劉德華林家棟彭於晏
上演暗網臥底戰

8.26

劉德華戴著黑框眼鏡，好似嘴角含笑卻又毫無笑意；林家棟側面看向遠方，眼
神中夾雜著戒備感；彭於晏皺眉凝視遠處，仿佛在懷疑著什麼。今日，正在緊張拍
攝中的犯罪動作電影《潛行》第一次發布了影片正式海報，而劉德華、林家棟、彭
於晏三人組成的頂級陣容也隨之亮相，讓這部將於2023年上映的影片，立刻成為最
受期待的電影之一。據悉，電影《潛行》不僅上演一出隱藏在 「暗網」 之下的罪惡
交易，更有緝毒臥底潛伏的交鋒心理戰。不但演員陣容上配置豪華，監製劉德華、
導演關智耀以及動作指導錢嘉樂帶領的製作班底同樣實力出眾，令人期待。
男神量超標
頂流實力派集體 「潛行」
近期電影《潛行》正在緊張拍攝中，此前路透信息已經引發大量關註，劉德
華、林家棟、彭於晏領銜主演的頂配陣容，讓觀眾倍感驚喜。此番曝光了電影正
式海報，三位主角之間僅是眼神和表情上透露出的故事感，立刻把影片的質感全
線拉滿。同時劇組也透露，除了領銜主演的劉德華、林家棟和彭於晏之外，電影
《潛行》還邀請了劉雅瑟、任達華、林雪、鄭則仕、姜皓文、談善言、朱鑒然等
一眾熟悉面孔出演。幾位演員僅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上就獲得過 40 次表演類獎項
提名和 9 座獎杯，可謂雲集了華語影壇最重量級的實力派陣容，堪稱華麗。
電影《潛行》此次尚未曝光劇情故事，但據透露，這部犯罪動作電影同樣延
續經典警匪臥底題材。警匪交戰，臥底潛行，誓死堅守的正義信念，隱藏在 「暗
網」 下的罪惡，正與邪，交鋒一觸即發。疑雲重重的網絡邊緣世界和生死搏命的
臥底危機，吊足觀眾胃口。
劉德華擔當監製
攜手關智耀塑造新經典
在電影《潛行》中劉德華不僅擔任領銜主演，更擔當了影片監製。近年來，活
躍在大銀幕的劉德華不但貢獻了《拆彈專家》系列、《失孤》等影片中的經典銀幕
形象，更開始屢屢出任監製。而他監製的電影，如《拆彈專家2》《掃毒2》等皆能
獲得票房和口碑的雙豐收，可謂最能把握觀眾喜好和電影藝術創作的王牌監製。此
番出任電影《潛行》的監製，在內容品質上全面把關，也讓這部影片更受期待。
在《潛行》的頂級製作陣容中，導演關智耀同樣令人矚目。在9年內六度獲得香
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獎提名，並憑借電影《無雙》和《追龍》兩奪大獎的關智耀，
堪稱如今影壇的攝影美學大師。當初也正是劉德華力薦關智耀出任電影《追龍》的導
演一職，讓關智耀開始轉型導演，並大獲成功。此次，關智耀出任導演攜手監製劉德
華一同打造《潛行》，兩位會將經典警匪臥底電影推到怎樣的新高度，令人期待。

今日，由黃百鳴監製，何緯豐執導，
姜潮、林家棟、陳靜、盛君、於波、王
梓軒 、 王 思懿、馮素波、安聖浩、易揚
等主演的愛情電影《我們遇見松花湖》
曝光了一款「兩世愛」預告，預告中用
一個故事生動的描繪出了兩代人愛情最
美好的樣子，詮釋了在亂世中尋愛，在信
仰中等待的生活真諦。影片即將於 8 月 4 日
七夕節全國上映。
「兩世愛」 預告甜虐交織
跨越兩代人的愛情故事浮出水面
此次發布的這版「兩世愛」版預告生
動呈現了一雙靰鞡鞋背後人物那不為人知
的甜虐愛情。預告以一個現代演講比賽拉
開序幕，兩個陌生的年輕人因為講著同一
個故事片段而交織在一起，他們共同尋找
著那段親人的戰火記憶：上世紀三四十年
代，一個抗聯義勇軍戰士意外結識一個女
土匪，他們在戰火中相戀，卻同樣懷揣著
一顆愛國心，在亂世之中用自己的方式抵
禦著外敵侵入，「要是這個工程完工，不
但是東三省，就連整個中華大地恐怕也是
岌岌可危啊」為觀眾埋下了伏筆。預告中
穿插著現代與過去兩代人相識的愛情甜蜜
氛圍，卻也體現出了戰火虐心的一幕，他
們面臨著失散、幾經生死的考驗，最終能
否走到一起?
愛情的樣子有很多面，心動是其中一
面，生死的考驗才是最上乘的姻緣。正如
預告裏的戰火愛情，男女主為了同一個信
仰忍受著分離、生存、戰鬥的困境.但是他
們依然能夠矢誌不渝的想著對方，已然叫
人淚目。對此，導演也曾表示：愛情的信
念可以強大到超越時間、超越空間，這樣
的精神值得將它轉化成電影。

七夕專屬愛情電影《我們遇見松花湖》
曝 兩世愛 預告
定製情人節新

《世界上最愛我的人》重新定檔

近日，由黃嶽泰監製、執導，
王千源、譚卓領銜主演的電影《世
界上最愛我的人》正式宣布重新定
檔 8 月 26 日。影片講述了兩位花季
少女，在人生剛剛開始時就被死神
按下終止鍵，兩位父母為挽救自己
的女兒與病魔艱難抗爭的故事。在
宣布檔期的同時，還一並發布了
「活下去」版預告和「心淵」版海
報。苦難讓兩個家庭的命運緊緊牽
連，電影中親情、友情、人性相交
匯，呈現最真實動人的情感。
預告片以一句低沈神秘的男聲
「哥，來不及了，別等了」開始，
黑屏淡出畫面，幽暗空曠的廢舊倉
庫中兩個神秘人接頭，一字一句的
暗示，光影交錯的畫面，將影片緊
張感和懸念拉到最滿。緊接著電梯
內譚卓和王千源碰面，眼神中透露
著敵意與猜忌，配合著「眼下不就
有一顆現成的嗎，她女兒的血型和
雁子一模一樣」臺詞，暗示著兩個
家庭關乎女兒命運的矛盾糾纏，似
乎片中每個人物都被一只無形的
「命運之手」所操控。而預告片中
兩句「當生命只剩下 8 小時」「我
拿什麼來拯救你」預示著主角為救
愛女將會在險境中爭分奪秒，甘願
與惡魔交易也要拼盡全力守護最愛
的人。
「他們不是超人，卻為你變成
了萬能」一句看似贊美親情的簡單
話語，卻正是無數父母的真實寫照
。暴雨夜手拿神秘箱子的丁一鳴
（王千源 飾）奔向光明，身後是被
父親高高舉起的女兒。海報中孤身
奮戰的背影和照亮黑夜的那束光似
乎與預告中丁一鳴在拿著箱子疾奔
在醫院走廊這一幕相印證，暗示著
光明的前路是女兒活下去的機會，
父親不顧一切在絕境中和死神抗
爭，開啟親情與生死之間的較量。與此同時，這次
「心淵」版定檔海報中用夢幻的筆觸描繪了面對病魔的
女兒，還是孩童模樣的女兒被保護在爸爸身後，似乎也
寓意著女兒雖身處困厄，卻仍在爸爸的呵護下，保持著
孩子的天真和無憂無慮。父親的手如同天使的翅膀，助
力女兒飛翔，在溫暖治愈中傳遞愛與勇氣的力量。
電影《世界上最愛我的人》王千源飾演的富商丁一
鳴和譚卓飾演的單親媽媽歐立春。一個是想盡一切辦
法，為了讓自己重病的女兒活下去而無所不能的父親
；一個是不惜一切代價哪怕變賣家產，都要救治絕癥女
兒的母親。兩個不同的家庭，都為了讓孩子能活下去而
相識，共同傳遞中國式親情，展現了病魔與希望、堅強
與脆弱、陪伴與離別等瞬間，在生命與愛的兩弦上迸發
出強烈的共振。電影主人公能否以愛贏萬難，突破重重
黑暗走向光明？一切等到 8 月 26 號電影上映，就能去影
院揭曉答案了。

2022年7月16日

﹁
﹂

七夕愛情教科書即將登場
兼具浪漫氣息與時代厚度
七夕節向來是愛情電影的聚集地，浪漫的愛情片幾乎
成為市場主流，而《我們遇見松花湖》卻是一部兼具浪漫
氣息與時代厚度的愛情電影，此次鎖定七夕節上映，不止
為節日融入一絲愛情的甜，也為了給廣大情侶一份愛的儀
式感。影片試圖將這份特殊的寓意傳遞給每一個人，無論
是熱戀中的情侶，還是對愛抱有期待的單身男女，都可以
在七夕這個中國傳統情人節裏，帶上心儀的那個 TA 去看電
影《我們遇見松花湖》，通過感受影片中跨越兩代人的愛
情始末，感受戰火年代下愛情的辛酸與不易，都能學會珍
惜身邊那來之不易的緣分。
據悉，電影《我們遇見松花湖》由吉林市吉祥四季旅遊
投資有限公司、浩天聯合（北京）影業有限公司、天馬影聯
影視文化（北京）有限公司、廣州現代資訊傳播有限公司、
匯福策略投資（深圳）有限公司、深圳中視微影投資管理有
限公司出品，北京基點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發行。

香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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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電影《神探大戰》於
內地上畫一周，票房收入已高達 2.5 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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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雲坦言今次要跳
樓、跳海演出動

家輝表示換句話來說，用其他演員現場可能要
花好多時間，用青雲自己會好信任：“導演最
大的噩夢是搵到個主角，但埋位之後要不停教
對方做戲，那就是一個災難，用青雲我可以專
心去拍，他又會自己搞掂，我的創作方法是沒
劇本沒有飛紙仔，他接受了會消化，再給回我
一些東西！”

作上不算是很辛苦，反
而是拍一場他跳落海浮
的歇斯底里演技再度獲得讚賞。不過導演韋
在海中的戲最辛苦：“我
家輝考青雲演技的同時，也要他跳樓、
本身着了潛水衣打底來浮
起，但造型要穿五件衫，問
跳海，還有伏在車頂飛車追逐，
題就出現了，一邊拍我一邊
絕不讓這老拍檔輕
開始慢慢下沉，拍那個鏡頭我要在
水面撐 10 多分鐘，所以相當疲累！”
鬆。
另一場他跳入水渠拍攝，所拍的地點於內
地一處龍舟比賽的急流
地，水位雖然不深，但
地下鋪滿石來造浪，他
要吊着威吔在水裏拍
攝，否則急流會將他沖
走：“如果威吔斷了，
我就直接‘偷渡’飄回
來香港了，哈哈！”
笑問導演韋家輝是
否要整蠱青雲？韋家輝
笑說：“又不是，只不
◆導演韋家輝給青雲相當大的自由度去發揮
導演韋家輝給青雲相當大的自由度去發揮。
。
過不會讓他那麼容易去
演，其實我好鍾意拍青雲，因為他是
個好叻的演員，所以才想一些東西出
來令他都覺得難，不好那麼便宜他，
亦都希望給觀眾看到他再叻一點！”
今次角色非神級演技的青雲莫屬？韋

今次“前神探”劉青雲一人分飾四角將案情還原

不先看劇本

﹂

青雲演戲有自己方法

神級 演出獲導演韋家輝認同

﹁

攝影：KAO
N@rworksho
p 髮型：Pet
化妝：Chi C
er Cheng（韋
hi Li（韋家輝
家輝）
） 場地：駱
克道 81 號

王梓軒幫胡渭康睇樂譜 Crisel產後回復fit爆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香港首個
音樂劇演唱會《音樂劇的奇幻旅程》將於 8
月 26 日起一連三場於會展公演，14 日參與
排練演出的有王梓軒、胡渭康、Crisel Consunji 及 Sean Oliver 等 。 而 曾 參 演 《 淪 落
人》獲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的 Crisel 剛為人
母，王梓軒代表送上玩具“煮飯仔”和鋼琴
給BB。
王梓軒透露今次音樂劇演唱會原定 2 月
新年檔公演，卻受疫情影響延遲了半年到 8
月才演出到，而胡渭康和 Crisel 均臨危受命
新加入。胡渭康坦言 14 日記者會前，他跟
Crisel 也沒見過面，只在前一晚靠電話溝通
嘗試合唱了一首歌，加上每位演出的也是學
院派，他則是音樂文盲，連看樂譜也不懂，
得靠梓軒從旁協助：“今年是我從參加新秀
開始，入行40年，今次演出對我來說是很大
挑戰，也很值得紀念。”
至於剛生完 B 女才兩個月的 Crisel，已
經回復很 fit 的狀態，不過她笑言現在忙湊女

又要練歌，辛苦到似喪屍般。談到歌藝獲讚
賞，她也感到驚喜，不過其實她在菲律賓 10
歲時已開始唱歌，近年才做演員拍戲，過去
她也為迪士尼唱過不少名曲。
問到今次售票有否壓力？王梓軒表示幸
好 2 月時取消演出大部分觀眾也沒退票，否
則便要賠錢，所以很多謝大家的支持，現在
轉了一些演員歌手演出，都希望他們的粉絲
會來繼續支持。

不停思考如何演繹角色
青雲戲中有一幕要一人分飾四角將案情還
原，同時演繹不同表情、口吻的人，似在精神
分裂的狀態，屬個人表演其演技精湛，他演起
來又是否已手到拿來？青雲謙稱：“又不可以
說手到拿來，但又不覺得是好難，反而創作比
較難，我只是去講會簡單一點。因為有時好奇
怪，要講感覺，當你着上套衫造了型，有就
有，無就死喇！不過今次我都無得推韋生這部
戲！”今次同步演繹不同的角色，問他在家中
練戲時突然轉另一人的性格，太太會否感覺奇
怪？青雲笑說：“她都慣了，只說‘食飯
啦！’我不是講笑，她真的慣了，我不是會坐
着自己講嘢，但好多時個腦不停運作去諗角
色，會變成習慣，也成了生活一部分，遇到拍
攝時沒劇本也可以有個咁上下的模式在身，但
危險性是不好錯，如果方向錯了就好麻煩，未
必救得返！其實大部分演員也會不斷思考，好
多甚至諗埋劇本無寫的東西，去到現場就可以

◆韋家輝(左)
與劉青雲已有
數十年的合作
累積情誼。

豐富到個角色。”將角色投入了生活中會否難
抽離？青雲表示自己從來沒想這個問題，因為
任何人對工作都會投入，他亦不用抽身，有些
東西會自然融化，但有些又永遠在身邊帶不
走。
青雲好演技，會否演而優則導？青雲說：
“我身邊認識的導演和編劇太勁了，我只可以
做演員，會擅長一點，自己也不想重新學過，
又不知會做成怎樣！”青雲獲讚演技達“神
級”，他謙虛說：“也是我撞到好叻的人才會
有這樣的機會，我拍戲到現在，每部戲都是重
新開始重新分析，我有一些奇特的方法就是不
好先看劇本，會決定怎樣演之後才看劇本，再
將角色套下去，會有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刺激
自己。”
他亦答謝韋家輝這位伯樂好友，從跟對方
攀談中，獲得啟蒙和啟發，會聽到世界另一個
道理，令自己多加思考有所改變，從錯誤中學
習。

感受到香港新演員力量
另談及《神探大戰》中其他都是較新的演
員，韋家輝感覺新一代演員都好搏命，一些危
險鏡頭即使不見到面口他們也嘗試親自去演
出，感覺是香港演員的一股新力量。韋家輝亦
指今次拍攝環境好困難，尤其最難是在廟街實
景拍跳樓、飛車戲；另一場就是結尾在船上的
大場面爆炸戲，也是相當危險和難拍的。

疫下重新了解家庭
青雲一度想過息影
韋家輝與劉青雲已有數十年的合作累積情誼，韋家輝表示自己入
TVB當編劇時，青雲剛做幕前，大家都是10多20歲，感覺上每個人
都有成長，但骨子裏其實沒有長大：“青雲裏面有個細路，我跟
杜琪峯都一把年紀，但也有個細路在裏邊，只是平日無遇到一
班朋友，就不會出現而已！”
青雲也認同從前跟現在的自己沒有分別：“只不過劉青
雲經歷成長、成名，又曾經自以為是、又什麼都沒做過，
最後又是這樣；我不是有很大的成長，當然有些時候的看
法是改變了，在這段疫情我留在家裏很長時間，無工作一年
都留在家中沒出街，結婚那麼久沒這樣長時間對住郭藹明，
看清楚原來係娶咗個咩人……娶咗個好女人啦梗係！”青雲
坦言疫情讓他檢討，再重新認識和了解自己和家庭，做回以
前很多沒做的事：“無論家庭上、銀行上，甚至打電話給父
母問候的時間也多了很多，感覺像追回與我家人的生活。”
青雲坦言之前停了一段時間沒拍戲，曾經想過可以退休不
再當演員都可以，他坦言：“我衡量過自己無其他才華，而我
不是為了拿獎，只是相信自己
一定可以再演得好些，但之前
精神都集中在疫情、家人和防
疫之上，也沒想拍戲，那就不
做了吧！但時間愈久，開始看
回電視劇，慢慢自己戲癮又回
來了，覺得自己是這行的，我
不是要跟人比較，只是覺得自
◆青雲坦言疫情讓他檢討，再重
己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新認識和了解自己和家庭。

欲開設個人網絡頻道拍片講瘦身
簡淑兒向余德丞取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余德丞（Dickson）
與簡淑兒（Jessica）14 日到荃灣為商場活動拍攝宣傳
片，二人之前雖屬同一公司，但原來今次才是首次合
作。
離開 TVB 後首次以自由身出席公開活動的 Jessica，笑言見到 Dickson 很開心有親切感，但在 TVB 時
未合作過。較 Jessica 早離巢的 Dickson 指現在工作自由
度較大，多選擇又能跟不同的人合作感到很過癮。問
到可會找 Jessica 合作？他笑說：“都可以，我個人頻
道好少女仔出現，可能會度啲遊戲玩吓，現在我自己
會度好多內容，陸續都有新題材推出，之後會做啲劇
場、拍短劇。”Jessica 即向 Dickson 自薦演出，不過
Dickson表示已找了素人演出。

余德丞拒為食評片道歉
◆王梓軒、胡渭康、Crisel Consunji等人參
與排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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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自薦不成功，但 Jessica 表示可能會向 Dickson
取經，因她也想開設頻道拍片，分享Keep fit及瘦身，
加上本身愛整簡單又健康的素食，很快捷便整到，大

◆余德丞
與簡淑兒
14 日合作
拍攝宣傳
片。
家都可以學到。問到會否找男友麥大力助陣？Jesscia
就指男友比較忙。
談到Dickson早前的試食食評片風波，被食店老闆
要求在限期內道歉，他說：“冇需要特別去回應，因
為係講自己感受。（堅持唔道歉？）冇需要，講自己
感受會唔會道歉呀？我繼續有拍片，好多餐廳都歡迎
我，如果有問題當下會講，冇遇過呢種問題，否則都
踢我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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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智库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曾共同发布
了《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20》的蓝皮书。
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9 年，我国移民海外的人数达
到 1073 万人，是世界上第三大移民输出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跟世界的联系越来越
密切。在国人心中，移民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对于富人来说，移民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配置资产
，降低风险。
对于普通人来说，移民或是出于提升自己的目的，
或是为了子女教育考虑。
总之，只要手里有点资本，很多人都会考虑移民。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超级大国，无论是科技、
经济、医疗，还是教育、福利都是全球排名数一数二的
，因此非常受移民人士青睐。
为了更好地发展本国的经济，吸引并招揽来自世界
各地的优秀人才，美国移民局公布了 EB-1A 的杰出人才
移民项目。
EB-1A 是美国职业移民 5 种类型中，排在第一优先
级的移民项目，也是最受美国政府欢迎的移民类型。
凭借着名额充沛、无排期、审批时间短，费用低，
没有年龄学历限制，无需雇主担保、一步到位获得永久
绿卡等优势，EB-1A 成为了移民美国非常火热的移民项
目。
但不少申请者，看到“杰出”两个字就望而却步，
殊不知自己可能已经达到申请美国 EB-1A 的条件。
移民人士千万不要轻易否定自己，否则，过分的谦
虚，反而让你错失改变自己和孩子命运的机会。
其实，美国 EB-1A 杰出人才移民项目没你想象的那
么高不可攀。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美国 EB-1A 的申请条件，以
及可以申请的人群，有计划移民美国的人群可以看看自
己是否符合要求。

低成本快速移民美国
美国 EB-1A 杰出人才项目其实没那么难！
EB-1A 杰出人才移民项目的申请要求有哪些？
申请人满足条件一或二即可申请，申请成功后，美国移民
局一次性为申请人、申请人的配偶以及 21 周岁以下子女颁发
为期 10 年的永久绿卡。
一、申请人曾经获得过一项或一项以上的重大国际知名奖
励，如诺贝尔奖、普利策奖、奥林匹克奖牌或奖杯，或国际重
大发明创造等。
但现实中，能获得这些奖项的人才毕竟凤毛麟角，所以美
国移民局还提出了要求相对较低的条件二。
二、只要申请人能够满足 EB-1A 申请十条标准中的任意 3
条或以上，就可以申请。
第一条：申请人在所在领域内，获得过省级、国家级或国
际性奖项。
只要你的奖项是个人获得的，并且是行业内的，奖项是面
对全国进行征选的，都是满足要求的奖项。
第二条：申请人有专业协会会员资格，该协会须仅限杰出
人才成为其会员。
只要你加入了自己专业领域的行业协会，并成为其中的会
员，也是满足申请标准的。
第三条：专业刊物或主流媒体报道过申请人及其相关工作
或在其专业领域内的成就。
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只要是全国性的主流媒体，
或者是行业内的专业媒体，曾经报道过你在行业内的成就或者
是获奖经历，都是满足要求的。
第四条：申请人曾经以个人或组员身份担任评委，对其专
业领域或其它相关领域的作品进行评审鉴定。
如果说你曾经担任过教科书编委、专业比赛裁判、专业杂
志编委，或者是审稿人，也是可以的。
第五条：申请人在科研、学术研究、艺术、体育及商业相
关领域有原创性的重大贡献。
比如说，主持过什么研究项目、课题，并且项目或课题取
得了成果，而且成果被实际应用到，或者参与了一个行业的标
准制定，也是符合的。
第六条：申请人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主要商业出版物或其它
主流媒体上发表过专业作品。
这一条对学术型申请人士比较友好，因为他们经常会发表
一些专业论文和文章。
如果说你是个企业家，写过并发表一些企业经营方面的文
章，也是可以的。
第七条：申请人在具有较高声誉或较大影响的艺术展览举
办作品展览或其他展示活动。
举办过一些个人的画展或者设计展，还有举办一些科技成

果展览的，也是加分的。
第八条：申请人在工作机构、重要专业组织、团体担任主
要领导或其他重要职务。
无论你是企业的 CEO、CFO、CTO，还是 COO，或者是专
业协会的会长、副会长、理事长、秘书长，甚至是某研究院院
长、某学会会长等等，都可以得分。
第九条：申请人在相关领域的薪资、报酬或待遇远远高于
其他同行。
如果说你在所在行业的收入非常高，移民局会比较偏向你
。

第十条：在表演、艺术上获得商业方面的成功，如通过票
房收入、影片唱片销售量等来衡量。
这个对艺术类人才比较有优势，你可以是卖出高票房的电
影导演，也可以是演技过人的演员，还可以是出过很多专辑的
歌手。
只要你在艺术领域内创造过一些比较高的商业价值，都是
符合标准的。
当然了，如果你的一些条件跟上述的十个标准不太相符，
但有一些同等重要性的证明，也是可以提交作为证明材料的。
如果没有能力把材料做得符合移民官的逻辑，没有特别了
解美国移民政策的话，我们是不建议移民申请人士 DIY 的。
那样不仅申请成功的概率非常低，而且还会在移民局留下
不是很好的印象。
不管是申请哪个移民项目，交给专业的文案和律师团队才
能事半功倍，这样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而且申请
成功概率高。
哪些人可以申请 EB-1A 杰出人才移民项目呢？
根据美国移民法相关规定，只要你在商业、科学、艺术、
教育、体育五大类行业内有成就和贡献，且有充分的文件资料
证明其成就。
赴美后将在本专业领域继续工作，并将对美国带来极大的
好处，就可以申请。
EB-1A 杰出人才移民主要针对以下行业的申请人：
商业类：
杰出企业家、经济师、管理咨询专家、市场营销专家、贸
易商人、广告策划专家、金融专家等。
科学类：
科学家、发明家、计算机专家、院士、医师、各级科研机
构和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各学科正副教授、医学家、高级程序
师、博士后、博士等。
艺术类：
影视导演、影星、歌唱家、舞蹈家、歌星、音乐家、书法
家、画家、电视主持、音乐指挥家、动画设计师、编辑师、名
模等；各级特级教师、教育理论家等。
体育类：
著名运动员，包括电子竞技类、教练员等。
教育类：
著名教育家、教育理论家、教育学者、各级特级教师等。
以上，杰出人才申请人的每一项成就都值得挖掘，移民公
司文案团队的梳理和背书也很重要，因此建议有想法的申请人
不要轻易放弃。

(東翻西看
東翻西看）
）日本史上五首相遭刺殺
上週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替同黨參選人站台時，在奈良遭到槍
擊過世。而當時支持集會的民眾，也拍下了兇手行兇的一刻，影片
曝光隨即瘋傳，原來兇手是在安倍晉三的背後近距離，連開兩槍。
這是萬分離譜的維安漏洞，也讓日本網民相當吃驚，更痛批“這樣
的事件，原本是可以不用發生的”。槍擊瞬間粉碎了日本人的安全
感，這一天的悲劇永遠在日本歷史上烙下傷疤。需要嚴格的立法預
防下一次事件發生。 ”
日本向來是以安全聞名的國家，槍支犯罪和政治暴力都極為罕
見。此外日本國內政治長年穩定，示威活動大多是和平非暴力的。
而且日本政治人物時常在街頭演說，這些活動的維安層級較低，方
便政治人物與選民近距離握手、交流。
事發現場位於近鐵大和西大寺站北口。一位男子悼念後憤怒表
示：“我們決不容忍暴力行徑。希望類似事件再也不要 happen。不
過在日本歷史上，曾有五名首相，遭到刺殺，其中安倍晉三的外公
岸信介，也曾遇刺受傷、據了解，日本近現代上曾多次發生刺殺政
治人物事件。
先有伊藤博文——是明治維新新近代著名的日本首相之一，卸
任首相後，伊藤轉任首任朝鮮統監府統監。一九○九年十月廿六日
，伊藤博文與俄羅斯談判之際，在中國東北哈爾濱火車站被韓國志
士安重根槍殺身亡。
次位是原敬——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當時日本首相原敬在
東京車站遭右翼鐵道工人中岡艮一刺殺身亡。兇手不滿首位平民出
身首相的原敬貪腐，而且只顧及政黨與派閥利益，也痛批原敬對幹
預西伯利亞的處置導致軍方與內閣敵意日深。

第三位乃濱口幸雄——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有“獅子首
相”之稱的濱口幸雄在東京車站準備搭乘快車前遭人開槍擊中腹部
，兇手為右翼團體“愛國社”成員佐鄉屋留雄。佐鄉屋不滿濱口幸
雄批准一項削減海軍軍備的條約，認為是侵犯明治憲法所保障軍隊
保有自身“最高指揮權”。濱口雖遇刺倖存，卻始終沒有徹底復原
，後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廿六日去世。
第 4 位是犬養毅——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十一名激進年輕
海軍軍官槍殺時任首相犬養毅身亡。
犬養任內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高漲，先後製造多宗恐怖事件，刺
殺犬養毅是少壯派軍官意圖推翻民選政府、改由軍方主政之舉。
另外，一九三六年二月廿六日，日本發生所謂“二二六事件”
的失敗政變，當時陸軍部分青年軍官率兵行刺政府及軍方高層的建
制派，兩名前首相遇害身亡，但叛軍因誤認沒能殺死當時的首相岡
田啟介，而是誤殺他的妹夫。最終政變雖遭平息，卻也增加日軍主
流派領袖對政府的政治影響力。
第 5 位是岸信介——一九六○年，安倍的外公、時任日相的岸
信介為與美國修訂美日安保條約，引發日本革新派（左派）與保守
派（右派）的大鬥爭。安保鬥爭是日本戰後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且是導致岸信介下台的主因。當年七月十四日，岸信介被右翼團體
“大化會”成員荒牧退助刺傷，七月十九日下台結束三年半執政。
除此之外，日本的行刺政客官員的事件，頻頻上演。
一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左派的日本眾議員淺沼稻次郎在東京
結束一場電視辯論後，遭極右翼的大日本愛國黨十七歲成員山口二
矢以“脇差”（短武士刀）刺殺。

楊楚楓

一九九○年一月
，長崎市長本島等被
右翼團體成員用手槍
擊中，身受重傷；同
年十月，前勞動大臣
丹羽兵助在陸上自衛
隊名古屋市守山區駐
紮地參加典禮遭人刺
殺身亡；一九九二年
三月，自民黨副總裁
金丸信在演講中被槍
擊受傷。
二○○二年十月
廿五日，眾議員石井
紘基在自宅停車場被
右翼團體“守皇塾”
成員伊藤白水以生魚
片尖刀刺殺身亡。
二○○七年四月
，長崎市長伊藤一長
遭黑道槍殺喪命。
八日傍晚，日本民眾紛紛手捧鮮花，到安倍遇害現場悼念。有
的是一家人一同到場合十默禱，有的是上班族下班後前來致意。民
眾怒斥刺行動十分卑劣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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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桃園電影節 第三波片單驚喜連連

「未來當下」 專題聚焦當代奇幻

炫
動畫《
京闇變
宛如暗
版《銀
殺手》

目
東
》
黑
翼

《鹿金斯基大暴走》以
腦洞大開的情節呈現一段奇
幻故事

義大利電影《請為我在羅馬多留一天
》由《完美陌生人》義大利性感男星艾爾
阿爾多里奧（右）主演

「2022 桃園電影節－魔幻時刻』 將於 8 月 19 日至 28 日登場，第三波片單 「未來當
下」 專題集結多部當代奇幻電影，看世界導演以黑色幽默、荒謬抽象與光怪陸離的鏡頭
，呈現反映後疫情人類社會的寓言電影。本波片單包括甫在坎城影展首映掀起話題的
《七五計畫》，池松壯亮與伊藤沙莉在疫情下共譜日系愛戀的《剛好想起你》、宛如暗
黑版《銀翼殺手》的《東京闇變》等日影粉絲必看片單，以及義大利男星艾爾阿爾多里
奧的《請為我在羅馬多留一天》、德國電影大師荷索親自掌鏡的《家庭羅曼史有限公司
》、伊朗再度直視人性道德之作《贖罪風暴》等片，豪華片單接連登場，將拓展影迷的
視野，提供充滿驚奇的觀影經驗。

新銳導演早川千繪執導的《七五計畫》（Plan
75）將在桃園進行亞洲首映，該片改編自導演於
《十年日本》中執導的短片，大膽討論高齡化社會
與老人安樂死議題，國民影后倍賞千惠子精湛的演
出令人動容，力道直逼《楢山節考》，榮獲今年坎
城影展金攝影機特別提及；同樣探討家庭關係的，
還包括德國電影大師荷索親自掌鏡的《家庭羅曼史
有限公司》（Family Romance, LLC.），以紀錄式
影像打造現代家庭寓言，如果生命中的角色可以訂
做租借，那些已逝的、失聯的父母子女，是否能圓
滿現實中的缺憾？虛實交映的人生劇場探索現代人
的情感真實。
《剛好想起你》（Just Remembering）邀來人氣
男星池松壯亮、女星伊藤沙莉主演，以吉姆賈木許
的《地球之夜》為靈感，故事從疫情肆虐下舉辦奧
運的東京開始逐年倒帶，重回兩人初相遇的那刻，
在計程車的城市漫遊中，愛情雖然遠去，卻永遠銘
記；《完美陌生人》義大利性感男星艾爾阿爾多里
奧（Edoardo Leo）自導自演的《請為我在羅馬多留
一天》（Breaking Up In Rome），描寫長期以假名
在專欄為讀者解決感情困擾的男主角，某天收到女
友想與他分手的信，他決定以假名和女友通信，兩
人的關係也產生微妙變化。
取 材 自 真 實 人 物 的 《 贖 罪 風 暴 》 （Ballad of
A White Cow），描寫丈夫被發現誤判死刑的妻子
，展開一場與政府公權力的無聲對抗，她在散盡家
產時碰上自稱以逝丈夫好友的男子幫助，但生命卻
又掀起巨大波瀾，本片以伊朗電影擅長的道德探索
直探人性，入選柏林影展競賽片；紀錄片《出售救
世主》（Savior for Sale: Da Vinci’s Lost Masterpiece?）耗時兩年深入調查，透過一幅以驚人天價
售出卻隨即消失的達文西畫作，揭開名畫背後的金
錢、權力、欺騙以及國際政治角力的驚人旅程，究
竟畫作是天才大師的遺世真跡，或是藝術史上的最
大騙局？
本屆精選兩部風格特異的動畫作品：亞洲首映

的《東京闇變》（Battlecry）描寫來到紙醉金迷都
市調查生物武器案件的特務，發現一切亂源居然與
輻射突變有關，宛如暗黑動畫版《銀翼殺手》，將
末日貧民窟的龍蛇雜處與科技未來的城市景觀巧妙
結合，震撼的視覺效果和獨特的世界觀令人驚艷；
腦洞大開的迷幻之作《鹿金斯基大暴走》（Luginsky）則是長相像鹿的鹿男在喝酒後，進入名為「黃
色走馬燈」酒吧的奇幻故事，結合真人、拼貼、停
格、平面動畫、3D 動畫等技術，創造出光怪陸離的
世界。
適合闔家觀賞的《星際特務》（Captain Nova
）以穿越時空回到過去以阻止環境被破壞的飛行員
為主角，回到過去的她因副作用變成小女孩，碰上
一名常被忽視的邊緣少年，兩人是否能成功拯救未
來世界？亞塞拜然電影《愛與死的中間是霧》（In
Between Dying）藉由青年駕著摩托車在蜿蜒的公路
上馳騁，宛若死神與愛神的化身，經過之處，愛與
死交替而生，是一趟趟如夢似幻的公路之旅；《兩
個女孩與茫然》（Eternally Younger Than Those Idiots），改編自太宰治賞《等待放晴的日子》，描述
日本時下年輕人的迷惘、夢想與掙扎，影片明亮詼
諧，卻暗藏灰色憂傷，被譽為日本近年最出色的青
春電影。
來自丹麥的《迷樓驚魂》（The Penultimate）
在幽閉如牢籠的神秘大樓中，描述一段因查水表而
起的一連串荒謬故事，主角在遭遇各種怪異住戶後
，自己也逐漸陷入瘋狂當中；在《蘋果的記憶》
（Apples）中，突如其來失憶的神祕病症肆虐全球
，罹病時身上沒帶證件的男主角也被捲入其中，電
影以特有的詭譎風格與冷冽攝影，探討記憶與身份
的相互依存關係。
2022 桃園電影節將於 8/19(五)起於桃園新光影
城、in89 統領影城與中央大學人文藝術中心 107 電
影院等地接續映演，更多精彩單元與片單資訊將陸
續公布。請鎖定桃園電影節臉書粉絲專頁與官方網
站 https://tyff.taoyuanc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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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鬼橋 2：怨鬼樓》
王渝萱與林哲熹接棒搞鬼
超前導海報驚悚感十足
開創台灣第
一部校園驚悚恐
怖電影之作的
《女鬼橋》，在
2020 年 疫 情 嚴 峻
期間締造出近 6
千萬佳績，在台
擊敗當年全球驚
悚片冠軍《隱形
人》，同時創下
2020 年 海 外 最 多
國家上映國片、
Netflix 迄 今 全 球
最多國家上榜台
灣作品等紀錄。
隨 著 改 編 Steam
平台遊戲即將於
8 月底發行的好
消息，主創團隊
在這兩年也完成籌備規劃《女鬼橋 2：怨鬼樓》，可以
說是讓喜愛恐怖電影的觀眾引頸企盼許久！這次投入
《女鬼橋 2：怨鬼樓》的演員，除了延續在《女鬼橋》
表現亮眼的林哲熹之外，還加入了許多新的生力軍，但
目前劇組只先透露連續奪得金馬獎以及台北電影獎的新
科影后王渝萱，在《女鬼橋 2：怨鬼樓》中有吃重的戲
份，將是本片的一大亮點。今天製片公司也特別釋出超
前導海報，讓觀眾感受詭異氛圍感濃厚的驚悚感。
近日剛殺青的《女鬼橋 2：怨鬼樓》，開始準備進入
後製期，對於視覺特效相當熟捻的導演奚岳隆，這次在
運鏡安排、以及劇情上都設計了大量特效畫面，讓他也
相當興奮即將展開的後期製作：「希望這次會讓觀眾看
到更不同於以往的驚悚恐怖感！」這次《女鬼橋 2：怨鬼
樓》雖然也同樣以校園恐怖傳說為背景，除了故事劇情
更有張力之外，同時在格局和驚悚元素也特別結合時下
最流行的 AR 遊戲，絕對要給觀眾不一樣的感官刺激。
這次場景特別挑在校園風氣開放的桃園開南大學，
校方給予多方支援讓這次劇組玩更大，在場地租借方面
提供更多場景讓劇組選擇，此外校方也 24 小時不停歇提
供拍攝夜戲的需求。

美國紅回台灣！
導演楊偉新首部作品
《舞徑》國外獲獎不斷

新銳導演楊偉新耗時 9 年拍攝的紀錄片《舞徑》，
貼身採訪三位不同世代的台灣芭蕾舞者郭蓉安、梁世
懷、李巧，將他們的故事互相交織，忠實呈現出芭蕾
在台灣的發展現實，日前在美國棕櫚泉舉辦的紀錄片
與動畫影展中，從 200 多部影片脫穎而出，摘下國際紀
錄片長片評審團獎，之後也順利入圍美國加州沙加緬
度的首府紀錄片影展競賽，首映後頗受好評，而亞洲
首映也即將公佈。《舞徑》這部格局宏大的紀錄片，
透過楊偉新長時間的觀察與訪談，企圖讓芭蕾藝術能
在台灣落地生根。
本紀錄片拍攝的緣由起初來自導演楊偉新對於台灣
芭蕾舞發展現實的好奇，拍攝足跡遍布台灣、莫斯科、
東京及首爾等地，訪談對象達 92 人之多。他從中觀察到
芭蕾這項藝術在台灣的發展瓶頸，也許一部紀錄片未必
能為芭蕾舞在錯綜複雜的台灣藝文環境帶來根本的質變
，但他期待《舞徑》的存在能激勵更多人用影像去關注
芭蕾在台灣的進程、讓芭蕾更常出現在你我的生活中。
而在 9 月電影上映之前，為了讓《舞徑》順利發行
，團隊特別舉辦群眾集資，目標籌募 50 萬元作為上映發
行費用，期盼藉由電影的上映，讓芭蕾舞在台灣發芽茁
壯，促成一個對這門藝術更友善的發展環境。募資活動
已經起跑，詳情請見嘖嘖募資平台：https://www.zeczec.
com/projects/balletintan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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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通车！千呼万唤的新疆独库公路自驾攻略来了
根据6月6日天山网的发布，G217线独山子至库车公路将于6月10日
恢复通车。是的，无数自驾爱好者心心念念的新疆“最美景观公路”独库
公路要恢复通车啦！
在新疆，如果你问当地司机如何能在最短时间内看遍新疆美景，他
们会说：“走一趟独库公路就可以啊！”全长500多公里的独库公路原本
是一条翻越天山的战备公路，每年只有几个月时间开放。这条连通南北疆
的景观大道和捷径，能让你在一天内经历春夏秋冬，一路穿越雪山、草原
、峡谷、林地，领略新疆最壮美的风景。
随着全国疫情形势的好转，新疆的防疫政策也较之前松动了许多。
今天LP就为你奉上详细的独库公路自驾攻略！
-独库公路独库公路是一条连通南北疆的景观大道和捷径，旅行者可以最短的
距离翻越天山、横穿草原、穿越峡谷，并在短时间内看尽新疆跌宕起伏的
壮观地貌，饱览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风情，将南北疆美景尽收眼
底。
摄影注意事项 由于独库公路成为了网红公路，吸引了大量旅游车辆
。每年刚开通时和夏天的旅游旺季里，车队长龙也成了一道新的风景线。
虽然沿途的风景长廊实在诱人，但路边随意停车需谨慎，公路上曾
因停车拍照发生过多起事故。要想途中停车赏景，最好选择停在路旁观景
台处，或者是留有宽敞停车位置的路段。拍照时还要随时留意来往的疾驶
车辆。
线路亮点
25KM - 独山子大峡谷 沟壑纵横的峡谷，好似一幅木刻版画
106KM - 哈希勒根达坂紫红色的碎石山似与天齐高
281KM - 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九曲十八湾最诱人
382KM - 铁力买提达坂翻越中天山后的极目远眺
472KM - 天山神秘大峡谷红色山体中的深切峡谷
起点：克拉玛依 · 独山子
终点：阿克苏地区 · 库车
需时：自驾2-3天
最高海拔：3490米
最佳季节：6-9月开放通行，其他时间关闭
难度等级：中高级
独库公路上三分之一是悬崖绝壁，五分之一是高山永冻层，自驾需
翻越四座达坂，沿途有草场、林地、雪山、红色峡谷，一天之内经历春夏
秋冬。
独库公路一年只有数月通车，虽是全程双向双车道的铺装路面，但
由于坍塌破损情况，少数路段常处于整修状态，遭遇断路或施工等突发事
件的可能性很大。
多数路段限速40公里/小时，不允许7座以上客车和5吨货车进入，沿
途多连续弯道，需注意坠石、暗冰，还应注意温差、海拔变化，许多区域
没有手机信号。理论上一天之内能跑完，但只能走马观花，建议不要急于
赶路，中途可在巴音布鲁克过夜。
- 第一段 ⑧独山子—⑧哈希勒根达坂—⑧乔尔玛—
⑧玉希莫勒盖达坂—⑧巴音布鲁克
280KM，7小时
独山子区
追溯克拉玛依油井之根源，独山子才是鼻祖，这里石油开采始于
1897年，1909年打出了第一口工业化油井，如今承担着克拉玛依地区石
油加工的重任。城区西南1公里的独山子泥火山（免费），有许多往外翻
泡的小泥潭。
最大的喷口直径约60厘米，高出地面1米，泥浆呈灰绿色，略带石油
味。从山脚爬上山需半小时，沿途会经过独山子油田遗址，就是1909年
新疆钻出第一口油井的位置，在纪念碑附近还有石油留下的黑色痕迹。山
顶可以俯瞰整个独山子城区，风光不错。
现在的独山子，对于自驾者来说，更看重的是独库公路的北端门户
。在东环路和北京路的路口东南，有独库公路博物馆、独库旅游集散中心
。独库公路博物馆用图片文字介绍了公路修筑经历、沿线风光景色，还展
出了筑路牺牲烈士的遗物。
在博物馆弧形建筑前的小广场中，立着独库公路起点纪念碑。在驾
车开上独库公路之前，旅行者必然在此打卡留念。
独库公路须知
每年的10月至次年5月，独库公路会因大雪封山，禁止通行。通常在
每年6月初前后通车，10月中旬前后封路。但只要遇到雨雪天气，公路非
常容易发生泥石流、塌方等灾害，会阻断道路。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独库小科”、“独山子在线官微”了解每天的路况信息。
乌苏交警（0992-726 5110）负责管理最容易封路的独山子至乔尔玛
路段，可以电话咨询最新路况，或者查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管理局
（www.xjglj.cn）发布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向当地交警、司机询问更实时
的信息。全程路况复杂，尽量不要夜间行车。沿途加油站不多，许多加油
站晚上会关门，必须加满油上路。
独山子大峡谷
天山冰雪在消融后形成奎屯河，河水数万年冲刷出一条南北长20公
里的峡谷。而独山子大峡谷（天黑时劝离游客）就是这条峡谷中的一段。
峡谷从谷底至谷肩约200米，底层为砂砾石。峡谷槽壁上密布着灰黑
色的沟沟壑壑，看上去就像一幅长长皱皱的木刻版画。谷底平坦，每年7
到9月，冰川融水注入奎屯河中，俯瞰如数条发辫交织流淌。
每日上午(日出约7:00～7:30)是顺光，但光线直射并不能体现峡谷的
层次，下午转为逆光，更适合摄影创作。景区内开发了溜索，高空单车等
游艺项目，但选择沿栈道步行游览更能让你看到峡谷最原始的魅力，走一
圈大概1.5～2小时。
观景平台略低于对面崖壁，日落时分（晚上10点左右），可以看到

夕阳为对面的山脊线镶了一圈金边。
哈希勒根达坂
哈希勒根达坂海拔3450米，“哈希勒根”在蒙古语中的意思就是
“过不去”。从山顶垂悬下来的冰川尾舌一直延伸到公路边，紫红色的碎
石山似与天齐高，看上去非常壮观。
在进入魔幻的哈希勒根隧道前，不妨在这里留影一张，看看脚下从
深谷中盘旋而上的公路。达坂海拔高，气温比独山子城区低至少10℃，
请及时添衣。
乔尔玛
G217独库公路边的乔尔玛，并非正式的乔尔玛镇，只是独库公路与
S315省道的交会处。
可在这里拜访一下为修建独库公路牺牲的168名烈士的陵园和纪念碑
。乔尔玛有检查站和加油站，还有饭店和商店，可以进行途中的补给。但
是住宿只有一个简陋的二楼“宾馆”，不适合住宿。

在乔尔玛左转跨过喀什河，山体逐渐恢复绿色，河谷中开始出现牧
民的毡房。途经老虎口的路段时，道路紧贴陡峭的山体，注意山上可能有
碎石滚落。公路盘旋上山，到达海拔3250米的玉希莫勒盖隧道，在过了
全长1.9公里的隧道后，沿着盘山路下坡，继续前行45公里，到达与G218
国道的交会处，这里被称为“零公里”。全程78公里，需2小时。
零公里
“零公里”是G218国道与G217独库公路的北交叉路口。在“零公
里”设有检查站，禁止停车，否则交警会重罚。继续往前走1.5公里是
G218国道与G217独库公路的南交叉路口。
从“零公里”向东南方向行驶1.5公里，遇岔道往右进入G217国道
，往库车方向行进。这一段为连续上坡路，颇蜿蜒曲折，沿途的高山深谷
和草甸森林景色动人，路边也有可以停车的地方。但不时会有大群的牛羊
占道，注意要掌握鸣笛的分寸。到巴音布鲁克镇之前，有一段很长的直线
路段。全程59公里，约需1.5小时。
巴音布鲁克
巴音布鲁克是天山山脉中部的山间盆地，这片雪山环抱的高山牧场
海拔2500米，曾经是蒙古的土尔扈特部落东归时定居的肥美草原，如今
它是独库公路上最有人气的停靠点。
每年6月开始，整个镇子就成了天然的景区，食宿的价格一路飙升，
大多数旅行者会在此停留过夜。若有余兴，沿着镇上唯一的十字路口向北
，爬上那个带凉亭的山坡俯瞰一下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也别有一番风味
。
巴音布鲁克草原不允许私家车入内，整个游览过程必须依赖于区间
车，沿途包含三处景点：天鹅湖、巴润库热庙以及九曲十八弯。不论用什
么方法，上山获得的景色是值得的，尤其日落时分（夏季约21:00～21:30
）的景色最为上镜，不过此时人也最多。景区内禁止使用无人机航拍。
农历六月初四至初六来到巴音布鲁克，可以参加草原民族最盛大的
节日“那达慕”。不过作为景区，这里的那达慕表演性更强，会有《东
归· 印象》的演员们组成的方阵参加开幕式，以及赛马、摔跤、歌舞等。
- 第二段 ⑧巴音布鲁克—⑧铁力买提隧道—
⑧天山神秘大峡谷—⑧库车
226KM，6小时
铁力买提达坂
铁力买提达坂（海拔3350米）是中天山主脊的分水岭，也是和静与
库车的界线。1895米长的隧道内温度较低，时有暗冰。如果隧道遇到塌方
，独库公路就提前进入封闭期了，你只能回到巴音布鲁克，走S321省道
、G218国道到库尔勒。
一出隧道就有面积并不大的停车场，可以遥望连绵起伏的中天山，
峰顶终年积雪，山谷向南延伸，长蛇般弯曲盘旋的公路在山谷间延伸。天
山的壮美与独库公路的险峻，一览无遗。
大小龙池
大龙池（海拔2390米）、小龙池（海拔2320米）是天山深处的两个
高山湖泊，由天山雪水融汇而成，水域宽阔，水中倒映的松柏呈现墨绿色
。大龙池面积较大，水色格外秀美。唐代高僧玄奘曾途经大龙池，在他所
著的《大唐西域记》中有关于大龙池的描述。
沿G217国道行驶，首先看到大龙池度假村，这里季节性开放，可停
车吃住。到达大龙池后，沿着湖边行驶，在公路左侧和湖泊的另一端有停
车点可拍摄全景。这一段路限速30公里/小时。
小龙池距离大龙池很近，但是没有停车场，车停在路边有点危险。
沿着山路还有不少哈萨克人的帐篷。除了放牧，他们还放养蜜蜂，出售现
采的蜂蜜，值得品尝。
离开大龙池，在下坡弯道上行驶9公里后，便是山区河谷景观。河水
遄急，滩地上树丛颇多，路边有停车空地。途中经过卡尔脑隧道，此后河
谷渐渐开阔，你将在层叠的雅丹地貌景观的陪伴下，到达天山神秘大峡谷
。全程71公里，需1.5小时。
天山神秘大峡谷
库车一带峡谷众多，目前经旅游开发的这一条峡谷，被命名为“天
山神秘大峡谷”。天山神秘大峡谷全长约3.7公里，支谷长约2公里。庞
大的红色山体群形成于距今1.4亿年的中生代白垩纪，经亿万年的风剥雨
蚀，洪流冲刷，两边的石壁幻化成各种造型，鬼斧神工，惟妙惟肖。神蛇
谷内红岩蔽日，倾斜的岩层扑面迎来，果真如神蛇游走。
全程步行往返需要1.5～2小时，你也可以骑骆驼游览。由于经常塌方
，峡谷并未完全开放，须小心落石，切勿进入未开放区域。6～9月为汛期
，突发降雨时，谷中水流会迅速增加，请立即停止前进并撤往高处的安全
岛。景区常因降雨、泥石流而临时关闭，请了解天气预报，避免在雨天或
大风天前往。旺季天气良好时，景区可能会开放夜游（23:00～24:00）。
天山神秘大峡谷景区大门往前2公里处，路右有一个免费的大峡谷景
点——老鹰沟峡谷，有一条废弃的步行栈道。越野车可以尝试顺着峡谷开
进去，里面是一个空旷的谷地。这峡谷虽然免费，但更要注意落石与山洪
。
库车
《汉书》中西域三十六国中的龟兹国，北靠天山，南临塔克拉玛干
大沙漠，其中心就是今天的库车。汉朝凿空西域之后，在这里设立了安西
都护府，龟兹由此成为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加上地处丝绸
之路中线的咽喉之地，库车就像一块海绵，吸纳了四面八方的文明因子，
留下了比敦煌历史更加久远的石窟，在西域文明史上盛极一时。
沿独库公路而来，到了库车，你才深切感觉到自己已身处南疆。漫
步在库车老城，那个《驴车上的龟兹》也似乎并不遥远。
进入库车城区时，会经过喇叭口农贸交易市场（喇叭口，福洋路和
G217国道路口）。市场就在进城的G217国道旁边，原来的库车大巴扎从
团结新桥搬到了这里，场地扩大后，也现代化了许多，如果赶上周日，巴
扎内有很多维吾尔小吃，如柴火烤肉等。水果、手工制品非常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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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頒獎嘉惠學子
年會何怡中接棒元氣啟航
美南大專校聯會會長許健彬開場致詞。
美南大專校聯會會長許健彬開場致詞
。

2022 年美南大專校聯會年會暨獎學金頒獎典禮大合照
年美南大專校聯會年會暨獎學金頒獎典禮大合照。
。

理事長兼獎學金主委鄭大展，
理事長兼獎學金主委鄭大展
，介紹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沿革
介紹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沿革，
，獎項和獎金逐年增長
獎項和獎金逐年增長，
，鼓勵優秀會員子弟踴躍申請
鼓勵優秀會員子弟踴躍申請。
。

主持人戴珮青介紹 2022 年社區領袖及公益服務獎學金得主
年社區領袖及公益服務獎學金得主---現就讀研究所的林玥妘和洪紹喜
現就讀研究所的林玥妘和洪紹喜。
。

2022 年美南大專校聯會新上任團隊一覽
年美南大專校聯會新上任團隊一覽。
。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2022 年美南大專校聯會年會會長交接儀式
年美南大專校聯會年會會長交接儀式。
。左至
右: 卸任會長許健彬
卸任會長許健彬、
、理事長鄭大展
理事長鄭大展、
、新任會長何
怡中。
怡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