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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s Powell sees pain ahead as interest 
rates to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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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SON HOLE, Wyo., Aug 26 (Reuters) - 
Americans are headed for a painful period of slow 
economic growth and possibly rising joblessness 
as the Federal Reserve raises interest rates to beat 
40-year high inflation, Fed Chair Jerome Powell 
warned Friday in his bluntest language yet about 
what is in store for the world’s biggest economy.

In a speech kicking off the Jackson Hole central 
banking conference in Wyoming on Friday, Pow-
ell said the Fed will raise borrowing costs as high 
as needed to restrict growth, and would keep them 
there “for some time” to bring down inflation 
that’s running at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Fed’s 
2% goal.

“Reducing inflation is likely to require a sustained 
period of below-trend growth. Moreover, there 
will very likely be some softening of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Powell said. “While higher interest 
rates, slower growth, and softer labor market con-
ditions will bring down inflation, they will also 
bring some pain to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These are the unfortunate costs of reducing infla-
tion. But a failure to restore price stability would 
mean far greater pain.”

As that pain increases, Powell said, people should 
not expect the Fed to dial back its monetary policy 
quickly until the inflation problem is fixed.

“I thought the message was strong and right,” 
said Cleveland Fed President Loretta Mester in an 
interview with Bloomberg TV after the speech.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move (short-term 
interest rates) up ... above 4% and probably need 
to hold them there next year.”
Some investors anticipate the Fed will flinch if 
unemployment rises too fast, with some even 
penciling in interest rate cuts next year.

To the contrary, Powell and other policymak-
ers are signalingthat even a recession would 
not budge them if inflation is not convincingly 
heading back to the Fed’s 2% target. Powell gave 
no indication on Friday of how high interest rates 
might rise before the Fed is finished, only that 
they will go as high as needed.

“The historical record cautions strongly against 
prematurely loosening policy,” Powell said. 
“We must keep at it until the job is done. Histo-
ry shows that the employment costs of bringing 
down inflation are likely to increase with delay.”

Underscoring the same “raise-and-hold” mes-
sage, Atlanta Fed President Raphael Bostic told 
Bloomberg TV that once the central bank’s policy 
rate is 100 to 125 basis points higher than the 
current 2.25%-2.50% range, “we should stay there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e remarks, interest rate futures traders 
beefed up bets on a third straight 75-basis-point 
rate hike at the Sept. 20-21 policy meeting and 
priced in expectations the policy rate will get to the 
3.75%-4.00% range by next March.

Powell’s frank acknowledgment of coming pain to 
households “took investors by surprise and ham-
mers home how serious they are about raising rates 
to fight inflation,” said Ryan Detrick, chief market 
strategist at Carson Group. “The hope of a dovish 
pivot was squashed, at least for now.”

But rate futures trading continued to reflect expec-
tations for such a pivot later next year, with the Fed 
seen cutting its policy rate by about 35 basis points 
by the end of 2023 and further in 2024.

The Fed will get another chance to reset those ex-
pectations in September, when its 19 policymakers 
release a fresh set of forecasts, including for their 
own rate hikes.

INCOMING DATA
Federal Reserve Board Chair Jerome Powell leaves 
after a news conference, in Washington
Fed’s Powell sees inflation battle lasting ‘some 
time,’ warns of economic pain
Fed’s Powell sees inflation battle lasting ‘some 
time,’ warns of economic pain

Federal Reserve Chair Jerome Powell walks with Fed 
Vice Chair Lael Brainard and New York Fed President 
John Williams during a break at the annual Kansas City 
Fed Economic Policy Symposium in Jackson Hole, 
Wyoming, U.S., August 26, 2022. REUTERS/Ann 
Saphir

Powell did not hint at whether the Fed would stick with 
75 basis points or downshift to a half-point hike at its 
policy meeting next month, except to say the decision 
would depend on the “totality” of the data by that time.

Recent data have shown some small decline in infla-
tion, with the Fed’s closely watched personal consump-
tion expenditures price index falling in July to 6.3% on 
an annual basis, from 6.8% in June. Inflation expecta-
tions based 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s measures 
also eased in July. read more

But “a single month’s improvement falls far short of 
what the Committee will need to see before we are 
confident that inflation is moving down,” Powell said, 
referring to the central bank’s policy-setting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Other statistics have shown what Powell said was 
“strong underlying momentum,” with the job market 
“clearly out of balance” given job openings are far in 
excess of the number of unempl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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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Britain’s Prince Harry applauds with teammates after competing in the ISPS 
Handa Polo Cup at the Aspen Valley Polo Club in Carbondale, Colorado. 
REUTERS/Kevin Mohatt

A local resident picks up food from the fridge near his house, destroyed by yesterday’s Russian 
military strike, as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continues, in Chaplyne, Dnipropetrovsk region, 
Ukraine.  REUTERS/Dmytro Smolienko

Israeli army soldiers detain a Palestinian during their clash with Palestinians, in Hebron in the 
Israeli-occupied West Bank. REUTERS/Mussa Qawasma

A woman selling eggs walks 
past a man preparing his boat, 
in Luanda, Angola. REUTERS/
Siphiwe Sibeko

An aerial view shows dead 
fish littering the shore as 
local villager Ye Fa catches 
fish in a pool of water left 
by Poyang Lake that shows 
record-low water levels as 
the region experiences a 
drought outside Nanchang, 
Jiangxi province, China.  
REUTERS/Thomas Peter

Mercedes’ George Russell during 
practice before the F1 Belgian 
Grand Prix in Spa, Belgium. 
REUTERS/Johanna Ge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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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Forgives Student LoansThe Government Forgives Student Loans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his plan to cancel up to $20,000 of student

debt for those who received Pell grants.
The president’s plan includes $10,000 in loan forgiveness for borrowers

who earn less than $125,000 annually and who did not receive Pell grants.
The plan also extends the pause on federal student loan payments until De-

cember 31 and allows undergraduate debt holders to cap their debt and repay at
5% of their monthly income.

The program will include twenty million people and the president said
those people can now start getting on with their lives.

Cancelling the student loan debts will cost the government about $300 bil-
lion.

President Biden made a big deal to fulfill his campaign promise. These peo-
ple also will be voters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later on at election time.

We are also very worried about the inflation and the overspending that will
bring even more debt to our country.

The School District Police Chief Has Been FiredThe School District Police Chief Has Been Fired
The Uvalde school board

voted unanimously Wednesday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of
Police Chief Pete Arredondo
three months after the teenage
gunman took the lives of 19
students and two teachers.

The board made the deci-
sion in a closed-door meeting.
The police chief didn’ t at-
tend, but his attorney argued
that a letter from the district
suspending him without pay
does not count as an official
“complaint” as required by
law to consider termination.

Arredondo has come un-

der scrutiny over the police re-
sponse to the May 24 massacre.

The attacker remained in
two classrooms for more than
one hour before the police en-
tered the room and killed him.

We support the school
district’ s decision to fire the
chief of police. Basically, he
had the legal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to end the massa-
cre tragedy.

We all need to learn from
this terrible and very sad trage-
dy. We just can no longer
make this same mistak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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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A heat model released Monday by researchers from 
the  non-profit group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esti-
mates heat risks at the property level across the U.S.
Researchers found the local hottest seven days of  
any particular area are expected to become the                                 

hottest 18 days over the next 30 years.
By 2053, 1,023 counties could experience heat                                   

index temperatures above 125 degrees.
As record-high temperatures recently swept across 
several parts of the U.S. this summer, new data on 
heat risks forecast an “extreme heat belt” will emerge 
in large parts of the country by 2053. 
The heat model released Monday by researchers 
from the nonprofit group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es-
timates heat risks at the property level across the U.S. 
and how the intensity of hot days will change over the 
next three decades. The model identified the seven 
hottest days for any property this year and used that 
metric to determine how many of those days would 
occur in 30 years. 
Researchers found the local hottest seven days of any 
particular area are expected to become the hottest 18 
days over the next 30 years. Miami-Dade County 
may experience the most dramatic shift in tempera-
ture, where the region’s seven hottest days, which 
include heat index temperatures at 103 Fahrenheit 
degrees, could increase to 34 days a year at that tem-
perature by 2053. 
The states expected to see the largest increase in dan-
gerous temperatures are Texas, Arkansas, Louisiana, 
Missouri and Florida. 

According to the model, an “extreme heat belt” will 
encompass an area stretching from Texas and Loui-
siana to Illinois, Indiana and even parts of Wisconsin. 
By 2053, 1,023 counties could experience heat index 
temperatures above 125 degrees, an area home to 
more than 107 million that covers a quarter of U.S. 
land area. The model also estimates that just next 
year, 50 counties are expected to see temperatures 
beyond that figure. 
“Increasing temperatures are broadly discussed as 
averages, but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extreme tail events expected in a given year,” 
Matthew Eby, founder and CEO of First Street Foun-
da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see below.)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e inevitable, that a 
quarter of the country will soon fall inside the Ex-
treme Heat Belt with temperatures exceeding 125 
degrees Fahrenheit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dire,” Eby 
said. 
Along with the report, the nonprofit has made an on-
line tool available for users to search U.S. addresses 
and see their estimated heat risk. (https://riskfactor.

com/)
Learn How Risks Are Calculated

A property’s Flood Factor, Fire Factor, and 
Heat Factor indicate its comprehensive 
risk from flooding, wildfire, or extreme                                    

heat ranging from 1 (minimal) to 10 (extreme).

Flood Factor
Flood Factor® considers flooding from rain, riv-
ers, tidal, and storm surge to determine the risk of 
water reaching the building over a 30 year period.

Fire Factor
Fire Factor® considers the property’s building 
materials, and distance to fire risk areas, and 
burnable materials, such as vegetation, to deter-
mine the risk of being impacted by wildfire.

Heat Factor
Heat Factor™ considers the property’s 
distance to water, land use, and relative ele-
vation to determine the severity of extreme 
heat at the property and calculate the cost of 
staying cool.

Risk Factor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s featur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For too long, we have let people live in com-
munities, and even attracted them to join a 
community, while keeping them in a state of 

ignorance about the risk that they’re under.”
Source: “Here is the first-ever map showing 
wildfire risk to American home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Flood Factor enables our members to be-
come the source of the resource. It increases 
transparency. It’s really about giving them 
accurate information so they can make a 
great decision. It builds trust and confidence 
with clients. It’s a valuable tool to access in-
formation.”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model from the nonprofit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represents the first attempt to 
make property-level wildfire-risk scores 
freely available.”
Source: “Tens of millions of U.S. properties 
face wildfire risk, new study says.”                                                                                                                  
Risk Factor
Risk Factor is a free tool created by the 
nonprofit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to make 
it easy to understand risks from a changing 
environment. The online tool available for 
users to search U.S. addresses and see their 
estimated heat risk. (Go here: https://riskfac-
tor.com/)
Statement From The First Street Founda-

tion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Finds an emerging 
“Extreme Heat Belt” will Impact Over 107 

Million Americans by 2053
FOR IMMEDIATE RELEASE Brooklyn 
(NY) – (August 15, 2022) - First Street Foun-
dation today released their peer-reviewed ex-
treme heat model along with the implications 
highlighted in The Sixth National Risk Assess-
ment: Hazardous Heat. The report identifies the 
impact of increasing temperatures at a property 
level, and how the frequency, duration, and in-
tensity of extremely hot days will change over 
the next 30 years from a changing climate. The 
Foundation’s analysis combines high-resolution 
measurements of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s, 
canopy cover, impervious surfaces, land cov-
er, and proximity to water to calculate the cur-
rent heat exposure, and then adjusts for future 
forecasted emissions scenarios. This allow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number of days any 
property would be expected to experience dan-
gerous levels of heat. The model highlights the 
loc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by identifying 
the seven hottest days expected for any property 
this year, and using that metric to calculate how 
many of those days would be experienced in 30 
years. 

The most severe shift in local temperatures is 
found in Miami-Dade County where the 7 hot-
test days, currently at 103°F, will increase to 34 
days at that same temperature by 2053. Across 
the country, on average, the local hottest 7 days 
are expected to become the hottest 18 days by 
2053. In the case of extreme heat, the model 
finds 50 counties, home to 8.1 million residents, 
that are expected to experience temperatures 
above 125°F in 2023,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s’ heat index. By 
2053, 1,023 counties are expected to exceed this 
temperature, an area that is home to 107.6 mil-
lion Americans and covers a quarter of the US 
land area. This emerging area, concentrated in a 
geographic region the Foundation calls the “Ex-
treme Heat Belt,” stretches from the Northern 
Texas and Louisiana borders to Illinois, Indiana, 
and even into Wisconsin.

 

“Increasing temperatures are broadly discussed 
as averages, but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ex-
tension of the extreme tail events expected in 
a given year,” said Matthew Eby, founder and 
CEO of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e inevitable, that a quarter of 
the country will soon fall inside the Extreme 
Heat Belt with temperatures exceeding 125°F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dire.” The peer-reviewed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Extreme Heat Model 
will now be incorporated with Risk Factor for 
every property in the contiguous United States. 
Visitors to Risk Factor will find their Heat Fac-
tor alongside their Flood Factor and Fire Factor 
and can learn the specific risks to their property, 
today and up to 30 years into the future. ###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501(c)(3)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group working to define America’s growing cli-
mate risk. (Courtesyhttps://thehi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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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e Inevitable, That 
A Quarter Of The Country Will Soon Fall Inside The 
Extreme Heat Belt With Temperatures Exceeding 125 
Degrees Fahrenheit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Dire.”

Study: ‘Extreme Heat Belt’ Will Soon      
Impact Over 100 Million Americans

BUSINESS

The Texas power grid will likely hit all-time en-
ergy demands in the course of the next several 
days as temperatures rise across the state. (Pho-
to/chuchart duangdaw/Getty Images)
Scores of high-temperature records were estab-
lished Friday from Texas to California’s Cen-
tral Valley as a relentless heat wave continued 
to build. The heat is poised to expand into the 
Midwest and Southeast over the coming days. 
On Friday, triple-digit highs set records in ma-
jor population centers across the Southwest, 
including Houston, San Antonio, Austin, Albu-
querque, Las Vegas and Phoenix.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in Phoenix described the heat 
as “extreme and deadly.”
Many of these areas are forecast to be equally 
hot on Saturday, as the heat begins to expand 
eastward. Nearly 60 million Americans are un-
der heat advisories or excessive heat warnings. 
A heat advisory covers almost the entirety of the 
states of Texas and Oklahoma and even extends 
into northwest Louisiana and parts of western 
Arkansas. Heat advisories and excessive heat 
warnings also cover parts of New Mexico, 
Arizona, Utah, Nevada and California. By 
Sunday, the core of the heat is forecast to shift 
from California and the Southwest toward the 
Southern Plains. By Monday, it will ooze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and Midwest before reaching 
the Ohio Valley and Southeast on Tuesday and 
Wednesday.
What has been a dry heat in the Southwest 
will evolve into a more sultry nature east of the 
Rockies, as moist air is drawn north from the 
Gulf of Mexico. This will increase the risk of 
heat-related illnesses.
Early next week, cities from St. Louis to Char-
lotte will endure punishing heat with highs from 
95 to 100 that will feel like 100 to 110 when fac-
toring in oppressive humidity.
Death Valley - home to highest temperatures 

ever observed worldwide - soared to a simmer-
ing 123 degrees Friday. That mark set a June 10 
record and was the fourth earliest the mercury 
has climbed that high on record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Maximiliano Herrera, a cli-
matologist who tracks world weather extremes.

In addition to all of these record highs, numer-
ous locations in the region have set records for 
warm overnight lows. In Phoenix, it was still 
100 degrees at midnight Saturday.
“With heat waves, the overnight temperatures 
are the most dangerous, as your body relies on 
cooler temperatures while its sleeping to recov-

in Las Vegas in a forecast discussion. “With-
out this cooling, your body is less equipped to 
handle the scorching daytime heat, leading to 
increased incidences of heat exhaustion or heat 
stroke.”
The worst of the heat on Saturday will concen-
trate from Texas to the Desert Southwest.
“The heat the past few days has already proven 
to be a major societal impact, and possibly even 
deadly, and it is not done yet,” the Weather Ser-

Phoenix is forecast to hit 114, a record for the 
date; Las Vegas is predicted to reach 110, also a 
record. Death Valley may match Friday’s high 
of 123, setting a record for a second straight day. 
While it will be more of a dry heat in interior 
parts of Texas, humidity will increase nearer the 
Gulf Coast, making the heat even more danger-
ous.
“Heat safety will be critical this weekend- re-
maining hydrated, applying sunscreen, check-
ing in on elderly or ill family and friends, and 
avoiding strenuous activity during the hottest 
parts of the day can all combat preventable 
heat-related illnesses,” wrote the Weather Ser-

It will also remain hot in California’s Central 
Valley, but several degrees cooler than Friday. 
Sacramento hit 104 on Friday; Saturday’s fore-
cast high is 101. By Sunday, it’s a much more 
tolerable 85. While the heat gradually eases over 

California and the Southwest on Sunday and 
beyond, it will persist in Texas and the Southern 
Plains and expand eastward: Sunday’s hottest 
weather will focus from Texas to Kansas with 
widespread triple-digit highs. Phoenix could top 
110 degrees one more day, while eastern New 
Mexico and eastern Colorado will also swelter. 
Highs well into the 90s will expand across the 
Midwest, including St. Louis and Kansas City, 
and the Southeast.

Monday’s hottest weather will focus in the 
Plains and Midwest. Highs over 100 will ex-
pand from Texas to Kansas, while highs from 
at least 95 to 100 sprawl over much of the 
Midwest and Southeast. St. Louis could hit 

Ill., Charlotte, and Columbia, S.C. Factoring in 
the humidity, it will feel 5 to 10 degrees hot-
ter. Tuesday’s hottest weather will focus from 
the Midwest to the Ohio Valley and Southeast 
with widespread mid-to-upper 90s - including 
Minneapolis, Des Moines, Chicago, St. Louis, 
Nashville, Cincinnati, Roanoke and Raleigh. 
Again, oppressive humidity levels will make 
it feel up to 10 degrees hotter. Wednesday’s 
hottest weather will focus from the Midwest to 
the Ohio Valley, even expanding into the Great 
Lakes. Highs in the mid-to-upper 90s could 
reach Detroit, Ann Arbor, Mich., and Cleveland.
While some relief from the heat will arrive in 
parts of the Midwest and Ohio Valley later in 
the week, the responsible zone of high pressure 
or heat dome will return to the Southern and 
Central United States into the weekend.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no end in sight to anomalously 
high temperatures occupying considerable parts 
of the country.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is supercharging 
heat waves like this one, making them more in-
tense and long-lived. (Courtesy chron.com)
Related

Power Demand Breaks Record                   
During June Heat Wave In Texas

The state’s grid operator was able to maintain supply 
without needing to call for any conservation

A lifeguard watches people at a public pool 

in Austin in summer 2020.
(Photo/Allie Goulding/The Texas Tribune)
A heat wave caused electricity use in Texas to 
reach an all-time high on Sunday, but the state’s 
power grid appeared to hold up without major 
disruption. Power demand surpassed 75 mega-
watts at around 5:15 p.m., surpassing the previ-
ous record of 74.8 megawatts in August 2019. 
Still, the state’s capacity remained well above 
that, according to the Electric Reliability Coun-
cil of Texas. The massive demand was unusual 
for two reasons. First, it came in June, which 
tends to be slightly less hot than the state’s 
warmest late-summer months. It also came on 
the weekend, when electricity demand tends to 

empty.
But the weekend has been extremely hot even 
by Texas standards, with much of the state over 
100 degrees. On Sunday afternoon,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had issued a heat advisory for 
all but eight of the state’s 254 counties. Many 
counties were under an excessive heat warning, 
which means the heat index was expected to be 
over 105 degrees for at least two hours. Texans 
have anxiously watched the state’s ability to 
ensure power supply ever since a winter storm 
incited massive and prolonged blackouts in the 
state caused more than 200 deaths.
In May, ERCOT asked Texans to conserve 
power in May during a heat wave that coin-
cided with some power plant outages. No such 
conservation request has been necessary this 
weekend. (Courtesy chron.com)
Related

-
lantic Hurricane Season, Which Is Predicted 

To Be Yet Another Overactive One
How Bad Will The 2022 Hurricane     

Season Be? Intense, Experts Say

This NOAA satellite image shows Hurricane 
Laura moving Northwestern in the Gulf of 
Mexico towards Louisiana on Aug. 26, 2020. 
(Photo / RAMMB/NOAA/NESDIS/AFP via 
Getty Images)
With a warm and humid start to June, the 2022 
hurricane season is now in full swing. While we 
can’t know how many storms will spin up from 
the tropics this year, experts from several institu-
tions are all in agreement: This season will like-
ly produce an above-average number of hurri-
canes, and those that do form will probably be 
more intense. If their predictions hold, this will 

mark the seventh overactive Atlantic hurricane 
season in a row. 
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
ministration, which oversees the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NHC), predicts between 14 
and 21 named systems this year, both tropical 
storms and hurricanes. Forecasters predict six 
to 10 of those named storms will likely be hur-
ricanes, including three to six major hurricanes 

  .rehgih ro hpm 111 fo sdniw deniatsus htiw
AccuWeather, a private weather forecasting 
company, predicts between 16 and 20 named 

major hurricanes. And forecasters inside a hurri-
cane prediction lab at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believe there will be 19 storms, nine hurricanes 
and four major hurricanes. 
Eac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ion pointed to a 

characterized by cooler waters there, as one 
of many reasons this season could be more 
intense. The weather phenomenon decreases 
winds in the Atlantic, which makes atmospheric 
conditions more conducive to a storm’s forma-
tion. Warmer-than-average waters in the Atlan-
tic Ocean and Gulf of Mexico will also allow 
storms to develop more easily. 

June brings the start of the 2022 hurricane 
season in the Atlantic basin.
“Sea-surface temperatures are above normal 
over much of the Gulf of Mexico and the Carib-
bean and even off the Ea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the southeast coast of the Unit-
ed States,” said Dan Kottlowski, head of Accu-
Weather’s team of tropical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ritical areas for early season development.”
Already by Wednesday, the NHC is monitoring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Gulf of Mexico near 
the Yucatán Peninsula, comprised of the rem-
nants from Hurricane Agatha which slammed 

least 11 people dead. It has an 80 percent chance 
of development into an organized system, al-
though NHC meteorologists predict it will 
move out of the Gulf in the coming days and 
poses no threat to Southeast Texas. 
The second disturbance is located east of the 
West Indies and has a 10 percent chance of 
development. Forecasters predict it will move 
further out into the Atlantic and doesn’t appear 
to pose a threat to land. (Courtesy ch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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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le-Digit Highs On Friday Set Records In Major Population 
Centers Across The Southwest, Including Houston, San Antonio,  

Austin, Albuquerque, Las Vegas And Phoenix

Extreme Heat Sets New Records Across 
Texas, California And The Southwest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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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情水火重創多州  慈濟及時馳援災民度難關

重回校園 休士頓慈濟人文學校開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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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7日與9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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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7日與9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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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學中文應該有一些困難，學慈濟人文也會有一點陌生，每
個放假的禮拜天還要早起來上學，真的很辛苦，但人生最

有價值的就是，永無止盡的學習。    
校長  陳俐樺

這裡的狀況很糟糕，發霉的味道，食物腐壞的味道，就像
在垃圾堆裡工作一整天；慈濟志工很慷慨無私，願意來這

裡幫助完全陌生的我們，真的令人感動。    
災民安娜（Anna Ballard）

	 作者／林嵩然

	作者／張今寶、劉倢筠、儀樹仁、馬樂

德州休士頓慈濟人文學校開學，重新回到教室，開始面

對面教學的實體課程。德州分會的上上下下都有著過

農曆新年的氣氛，會所裡、靜思堂的前前後後，都充滿著孩

子們最無邪的笑聲。開學的喜悅，在每個人的舉手投足間、

臉上溢於言表的歡樂。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濟嶢說：「孩子們

無憂無慮的笑聲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樂音，就像農曆新年也是

讓孩子們最喜歡和期待的節日。」

氣候變遷助長極端天氣，美國西部和中西部地區災難

頻傳：加州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附近發生「橡樹山火」

（Oak Fire）；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地區（St. Louis, MO）

大雨引發洪水；肯塔基東部地區也發生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洪

災。慈濟志工就近前往勘災，及時送去急難救助現值卡，幫

助災民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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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培養充滿愛與慈悲的新生代

立刻聯繫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電話：
713-395-0303，進一步了解慈濟獨特的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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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1日，德州休

士頓慈濟人文學

校終於重回實體

課程，雖然之

前是在線上教學

時，學生和老師

也是經常見面，

但重新回到學校上課，大家仍是有久別重逢的喜悅。今年剛

剛卸任的嚴沛緹校長憶及疫情之初：「當時老師、家長、學

生、志工們在進入會所前，在兩側入口量測體溫的畫面，猶

如昨日。人文學校不得不在那時開始，考量所有人的健康與

安全，將中文及人文課程從實體轉到線上授課，最重要的思

考就是證嚴法師一直以來所叮嚀的『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北加州莫德斯度和佛瑞斯諾兩聯絡處慈濟志工於2022年

8月14日和8月20日，兩度聯合出動志工前往瑪利波薩縣長者

中心（Mariposa	County	Senior	Center），為災民展開第一

次和第二次發放慰問行動，共關懷37戶受災戶，發放急難救

助現值卡，金額總計11,930美元，受惠民眾共計87人。

	 7月22日，加州中部山谷，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附近發

生「橡樹山火」，短短兩天就在瑪利波薩縣燒毀了9,500英

畝，造成6,000多居民緊急疏散。距離最近的慈濟據點，莫

德斯度聯絡處（Modesto）和佛瑞斯諾聯絡處（Fresno）聯

合行動，於8月1日至3日，入駐瑪利波薩縣臨時急難救助中

心（Local	Assistance	Center），關懷受災民眾，並接受

災民援助需求登記。

	 8月14日，兩個聯絡處的11位志工前往瑪利波薩縣長者中

心展開第一次急難救助發放。由於有部份的受災戶因故無法

出席，莫德斯度聯絡處的慈濟八位志工於8月20日，再次前

往舉行第二次發放，幫助受災戶及時獲得援助，也為他們帶

來證嚴法師和全球慈濟人的關懷。

	 美國中西部多個地區在七月接連發生強降雨天氣，引發

大規模的洪水災害。慈濟美國中西部的志工立即採取行動，

	 7月27日起，肯塔基州（Kentucky）東部地區也發生

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洪災，持續數日的風雨讓災區一片汪

洋。8月5日，芝加哥分會的志工們再度整裝出發，由執行

長謝濟介率領，開車五個多小時南下去到俄亥俄州辛辛那提

（Cincinnati, Ohio），休息一晚，次日一早與俄亥俄州哥

倫布市（Columbus）、德頓市（Dayton）、辛辛那提市的

慈濟志工集合，繼續南下，經過近三個小時車程，前往肯塔

基最嚴重的三個重災區，傑克遜縣（Jackson），哈澤德市

（Hazard），懷茨堡市（Whitesburg）勘災。

	 芝加哥分會組成的七人勘災小組，將七個多小時的車

程，拆成兩天完成。他們在抵達災區後所見到的是大水無

情，滿目瘡痍，許多的災民幾乎失去了一切，志工們的心都

沉了。

	 慈濟志工在勘災的同時也送上毛毯和關懷包，讓災民們

知道慈濟來了。此外，他們已掌握災區所有受災名冊，將於

9月3日和4日展開急難救助現值卡發放行動。

	 新任校長陳俐樺表示：「今天開學的過程，讓我有萬般

的緊張，很感恩可以跟孩子們一起共勉，盼望大家一起面對

實體上課的挑戰，一起幫助孩子們克服學習上的困難。」她

也勉勵自己要學習做一個好校長。

◎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 加州橡樹山火發放不綴

◎ 空前暴雨重創肯塔基

◎ 讓災民知道慈濟來了

◎ 密蘇里百年豪雨釀災

◎ 確保大家平安健康

新就任的校長陳俐樺（左）和頃卸任的校長嚴沛緹。攝影／林嵩然

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地區的災區居民向慈濟志工解說當地的災情。
圖片來源／聖路易斯慈濟志工

	 疫情期間，在慈濟德州分會時任執行長黃濟恩及嚴沛緹

校長的努力與堅持下，義無反顧、克服萬難，將學校課程轉

為線上教學，嚴校長說：「在人文學校擔任老師服務10年，

承擔校長5年，有近一半的時間是在疫情中度過，感恩慈濟

對我的所有協助。」

	 線上課程只需要打開電腦，在家裡就能上課，的確有

許多的便利，卻少了那一份人與人互動的溫暖，也少了德州

分會在場地與設備上，給予孩子們的環境教育。執行長羅濟

嶢說：「慈濟教育的目標就如同證嚴法師所說，要把孩子當

作幼苗一樣，好好地照顧長大。這個目標是需要老師、小朋

友、家長和我們的志工團隊一同努力，才能夠讓孩子們繼續

養護心中的那份善念，進而影響週遭的他人。」

	 兩年沒有實體運作的人文學校，迎接師生們返校的準備

工作，也讓志工們有點手忙腳亂，教室內的傢俱和所有的用

品都經過仔細的消毒，確保大家都能平安健康。執行長羅濟

嶢感恩新舊任校長和教育團隊的努力，讓已經暫停兩年的校

園環境，再次回到之前的窗明几淨，無論硬體和軟體都是最

好的呈現，而這背後都是整個人文學校團隊與志工們無所求

的付出。

	 慈濟人文教育是在教導孩子們行善、行孝，用父母給予

的身體，實踐在日常生活中。所以在開學典禮的最後，志工

們為每一位走出靜思堂的孩子們送上一個慈濟竹筒，讓他們

將在學校裡學到的竹筒精神，帶回到家裡，分享給家人。同

時，也希望孩子們能夠時時發出那份善念，從內心為這個地

球的美好盡一份美善之力。

突破困難進入災區勘災，為後續的急難救助發放展開前置的

準備工作。

	 7月26日，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地區（St.	Louis,	MO），

一夜之間降下五百年來罕見的大雨，引發大洪水，多處社區

房舍受損。7月28日，當地的五位慈濟志工隨即前往受災最

嚴重的聖路易縣密蘇里大學城市（University	 City）勘災，

並在7月26日至29日受邀加入當地政府設立的「社區資源中

心」（Multi-Agency	 Resource	 Center,	縮寫：MARC），

深入了解受災戶的損失情況，為即將在8月27、28日舉行的

急難救助發放做好造冊準備。

	 冠狀病毒爆發於2019年底首次報導，現已被世界
衛生組織宣佈為大流行病。有效預防的延誤措施、檢
測和治療導致衛生系統負擔過重。截至2022年7月，冠
狀病毒COVID-19爆發迄今已有551,226,298例累計病
例和6,373,335人死亡。遏制	 COVID-19流行病必須需
要幾年時間才能控制流行病。

變異病毒之後，

8月28日，美西 2:30pm | 美中 4:30pm | 美東 5:30pm

	 在本次演講中，我們將討論病毒的起
源和進化。我們將回顧有效的疫苗接種是
如何以及如何演變的。慈濟醫療歡迎你來
聽陳正德醫師討論COVID-19感染的未來。

輸入 ID: 893 3762 2059

2022紐約氣候變遷週，
慈濟舉辦連續一週的系列講座，

您可以上網收看現場直播！

9月

19日~25日

Tzu Chi Center
For Compassionate Relief

tzuchicenter.org/ClimateWeek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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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豹2：瓦干達萬歲》預告曝光後，許多影迷推

測黑豹妹「舒莉」應該會是黑豹繼任人選，而外媒

《ScreenRant》也分析不少線索，認為舒莉將會是下一

位披上瓦干達統治者與保護者披風的超級英雄！

隨著2020年8月飾演黑豹國王「帝查拉」的查德維

克博斯曼（Chadwick Boseman）去世，漫威不打算重鑄

這個角色，儘管我們尚未得知《黑豹2》將會如何呈現

帝查拉的死因，但預告片中明確顯示舉國哀悼的悲痛，

與揭示黑豹的接班人。

在黑豹繼任者討論中，以帝查拉的妹妹舒莉、愛人

娜奇雅、瓦干達女性特種部隊「朵拉米拉潔」隊長奧科

耶為最可能的人選，但無論以原著角度、合理程度與呼

聲程度，都以舒莉最高。

漫威漫畫中，舒莉從小就渴望成為黑豹，長大後也

被哥哥帝查拉訓練成為新任黑豹並一同守護瓦干達；除

此外，在最新的樂高官方新品中，《黑豹2》套裝被稱

作「舒莉的實驗室（Shuri's Laboratory）」以及「舒莉

的太陽鳥（Shuri's Sunbird）」，揭示了舒莉這個角色的

重要性與她投注在瓦干達的最新科技。

《黑豹2》瓦干達將面臨水下王國塔羅肯的威脅，

勢必需要一位新任黑豹帶領他們度過難關，這位超級英

雄不僅只是打鬥作戰，更象徵了整個瓦干達王國的集體

意志。而身為帝查拉愛人的娜奇雅雖也能勝任這個角色

，但她做為前臥底間諜，或許想要低調一些；至於奧科

耶仍效力於「朵拉米拉潔」，所以似乎也不太可能。

於是剩下早在《黑豹》就已將汎合金技術運用在日

常與武器中的舒莉，最有可能成為黑豹繼任人選，在

《黑豹2》中，她極有可能在MCU取代東尼史塔克成為

最強大的超級英雄科學家。

就如《黑豹》中她引領團隊開發最新技術，在續集

裡他們應會做出新的突破，來製作全新的黑豹套裝，舒

莉比任何人更了解瓦干達的武器庫，也比最有經驗的戰

士們更可以本能地使用這些技術，因此瓦干達應該也找

不到下一個比舒莉更適當的人選了。

另外，要能擁有黑豹的力量還需要古老儀式的協助，

而這也涉及瓦干達的心形藥草，但藥草已被齊爾蒙格所摧

毀，在漫威官方所出的《瓦坎達檔案：復仇者聯盟等等之

技術研究》一書中，舒莉就提到自己一直致力於恢復藥草

，後已有辦法進行合成，甚至會加入汎合金成分。

若舒莉是繼任黑豹，那麼她也會為衍生出來的Dis-

ney+ 奧科耶個人影集增添更多敘述空間，作為MCU最

強科學家的她也勢必會為娜奇雅、新任美國隊長、酷寒

戰士等人的裝備大大升級。雖然成為新超級英雄有可能

干擾到她致力於研發新科技的科學家身分，但穿上黑豹

戰服成為以一名科學家作為基礎的模範復仇者仍是許多

影迷的眾望所歸！

為什麼舒莉會是《黑豹2：瓦干達萬歲》

最適合的繼任黑豹？

深受全球影迷喜愛的動作片《不可能任務》系列電影，

拍攝過程中不可能沒有造成過一些跑車傷亡，而《不可能任

務3》中演出華裔特務「李珍」的Maggie Q李美琪，在pod-

cast節目中承認，她拍攝該片時，在一個可怕的特技失誤中

，造成了一個令她難忘的事件，撞毀了一輛義大利跑車。

Maggie Q回憶當年接到邀請她去好萊塢試鏡的電話，

這位模特兒出身的女演員，並不知道這通電話之後會改變

她的生活，她跟隨電影製片與演員成龍培訓一段時間後，

加入了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主演的《不可能任務3》

，演出一名女特務，協助阿湯哥飾演的「伊森· 韓特」完成

危險任務。

Maggie Q提到拍攝過程中，她撞毀了其中一輛車。她

記得拍攝時劇組，準備了四輛車，其中一台會炸毀，但沒

關係，還有另外三台車以備不時之需。她說：「拍攝當天

太陽已經下山，但導演JJ亞柏拉罕（J.J.Abrams）非常想拍

攝這個鏡頭，問題就出在動作執導組不在，我們其實不應

該拍攝。我穿著超高高跟鞋，而且是綁帶的那種，在這輛

義大利跑車中，我踩油門煞車，但我的腳無法移動，我嘗

試把腳拉起來，但綁帶鞋跟無法拉出來，所以我的藍寶堅

尼撞上了賓士。」

儘管當時有人抗議不該在動作組缺席的狀況下拍攝，

但拍攝仍堅持繼續，而Maggie Q換上超級間諜的高跟鞋，

使得她在狹窄的豪華跑車上移動困難，因此釀成了藍寶堅

尼撞上了賓士的慘劇。

Maggie Q記得，當時一位助理導演走向她說了一些麻

木不仁的難聽話，讓她當場噴淚，直到回到休息車中才冷

靜下來，導演JJ亞柏拉罕這時前來對她說：「你何時會有

機會可以撞壞一台價值 35 萬美元的汽車然後轉身就走？」

她說：「只有為了不可能的任務。」往好處想，至少他們

還有三輛藍寶堅尼可以繼續拍攝。

Maggie Q 在《不可能任務3》撞毀了一台藍寶堅尼

打造出《屍約》千萬票房的特效總監查理克萊勒蒙功(Chalit Krileadmong-

kon)，首次執導電影《超級蜥蜴王》就入圍2022年瑞士紐沙特奇幻影展亞洲

單元，他帶領的特效團隊Fatcat Studios 參與過多部泰國電影與電視劇，並夢

想著製作出一部泰國的特效怪獸電影。

「我從小就受到《侏羅紀公園》《異形》等好萊塢電影的啟發，總是被其

中的特效所驚艷。我覺得如果有機會，一定要拍一部外國人絕對不會拍的怪獸

電影，比如喜瑪潘神話中的泰國神獸。」導演查理克萊勒蒙功如此說道。

但是當他成立自己的團隊Fatcat Studios 時，卻受制於當地的產業環境，

只能將特效用在移除畫面中的吊索等不需要的物體，或是在鬼片中以特效增

加驚悚的元素。即使有電影製作公司對團隊的技術很有信心，想採用特效製

造視覺效果，也會因為高額的預算而放棄。直到泰國浪漫愛情劇《三面娜迦

》（Nakee）爆紅後，以特效製造的奇幻風格讓團隊與技術受到了矚目，導演

終於有了實現夢想的機會。

在構想《超級蜥蜴王》時，導演將當地潛伏於地底下的蜥蜴作為怪獸原

型，同時考慮到泰國觀眾對怪獸電影的保守態度，他將目光放到國際市場。

為了製作出與西方相同水平的怪獸，他甚至把辦公室搬到了郊外的蜥蜴保護

園區，每天觀察研究蜥蜴的運動行為和狩獵模式，盡可能地讓觀眾感受到超

級蜥蜴王的每個動作都無比真實!

電影在泰國上映後，細緻的特效讓泰國明星Gavin Duval與妻子Pui Panti-

pa忍不住讚嘆「不得不說，特效的效果遠高於預期，真的很細緻，我們可以

清楚地看到蜥蜴指甲的大小。而且每一次超級蜥蜴王的出場都還是嚇了我一

跳！」電影講述一個過氣歌手回到家鄉參加一場鑽井大賽，企圖贏得百萬現

金大獎。但參賽者們有所不知的是，這片乾涸的土地下，竟潛藏著兇猛無比

的致命巨獸，準備將他們一個個生吞活剝！《超級蜥蜴王》將在9/2全台戲院

上映，請來戲院見證泰國打造的特效巨獸 ！

泰國《屍約》特效團隊
挑戰怪獸電影《超級蜥蜴王》

《雷神索爾：愛與雷霆》男星布萊特戈德斯坦表示，他也很訝異自己會

獲選演出海克力士一角。

在《雷神索爾：愛與雷霆》第一段隱藏片尾中可以看到，大難不死的宙

斯正在療傷，並派出自己的兒子海克力士，要他奪走雷神索爾的小命。而片

中飾演戰神海克力士一角的不是別人，正是英國男星布萊特戈德斯坦。

對台灣觀眾來說，布萊特戈德斯坦最具代表性的演出應該就是運動喜劇

影集「泰德拉索：錯棚教練趣事多」，他在劇中飾演一名脾氣暴躁的足球明

星羅伊肯特，外剛內柔的表現贏得了許多觀眾喜愛。

布萊特戈德斯坦向The Playlist解釋道，漫威某天要找他開Zoom會議，而

他完全不知道對方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直呼這是一次很超現實的經驗。

「這件事突然發生在某天晚上，而我非常忙碌。」

「他們說：『你可以抽空上Zoom嗎？』我說：『當然了，沒問題。』然

後他們登上Zoom，跟我解釋了你們在片中所看到的那場戲，一開始便講：

『所以羅素克洛就是宙斯。』我說：『好吧，繼續講下去。』」

「在說了一堆之後，他們透露：『接著出現了海克力士，也就是你。』

我說：『什麼？你是認真的嗎？你在開我玩笑嗎？就這麼結束了？』所以就

跟其他人的反應一樣，我也對此十分驚訝。」

「我跟導演塔伊加維迪提說：『你知道我就像個瘦巴巴的喜劇演員嗎？

這什麼時候要拍？』而時間只剩下兩星期，所以我說：『我會盡最大努力，

但兩星期實在太……。他不必跟雷神索爾一樣壯吧？』我那天就作了四百下

伏地挺身。」

《雷神4》男星
我沒想到會當上海克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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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8月26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何佩珊

世錦賽橫掃新加坡夫妻檔晉世錦賽橫掃新加坡夫妻檔晉88強強

短說
長話

作為今屆賽事混雙6號種子的“鄧謝
配”首圈輪空直入32強，24日擊退國

羽組合郭新娃/張殊賢後，25日遇上新加坡
的許永凱/陳薇涵。賽前預料會是一場惡
戰，豈料戰局發展卻是一面倒。香港組合開
局連贏9分反先9：1，之後進一步拉開差
距，以21：10先拔頭籌。新加坡“夫妻檔”
在第2局早段一度佔優，但“鄧謝配”站穩
陣腳後成功掌控戰局，結果以21：15再下一
城，以總局數2：0橫掃對手挺進8強。下一
圈將與德國組合爭奪準決賽席位，若順利過
關即可穩袋獎牌，追平上屆成績。

伍家朗退賽 李卓耀憾負
至於香港男單球手，賽會10號種子伍家

朗，25日面對新加坡名將駱建佑，受傷患困
擾，僅僅掙扎22分鐘便宣布退賽，比分為
11：21、4：11。而世界排名第15位的李卓
耀，25日在16強大戰世界排名第4的中國台
北老將周天成，雙方此前7次交手互有勝
負，今仗也鏖戰71分鐘才決出高下。李卓耀
首局初段一度領先12：9，但及後被周天成
打出一波9：1逆轉，最終以16：21先失一
局。第2局李卓耀落後11：15時連贏6分反
超，並乘勢以21：17扳回一城。到了決勝

局，李卓耀未能把握領先7：3的領
先優勢，與對手8度平手後，最終以
18：21俯首稱臣，未能躋身8強。
周天成則追平職業生涯世錦賽的最
佳戰績。

國羽方面，奧運冠軍陳雨菲在女
單第3輪比賽中，與泰國選手李美妙
激戰三局，以21：17、17：21、21：
10擊敗對手晉級8強。

石宇奇 何冰嬌意外出局
國羽其餘球手，韓悅以 21：

11、21：13戰勝隊友王祉怡晉級；何
冰嬌與西班牙名將馬林打滿3局，在
決勝局20：16領先下被對手逆轉，
遺憾出局，3局比分是21：16、15：
21、20：22。鄭思維/黃雅瓊苦戰三
局，以2：1險勝泰國組合蘇帕克/素
比莎拉，攜手2：0淘汰印尼組合里
瓦爾迪/門塔里的王懿律/黃東萍進入
混雙8強。男單方面，被隊內禁賽一
年的石宇奇在今次世錦賽復出，惟
25日沒能保住決勝局領先優勢，以
11：21、21：13、18：21不敵印尼
一哥金廷被淘汰。

張之臻 王薔
美網資格賽過首關

美國網球公開賽資格賽當地時間24日迎來第二個
比賽日，中國選手張之臻（上圖）以兩個6：4淘汰32
歲的阿根廷選手特倫格里蒂，闖入男單第二輪，中國
“金花”王薔直落兩盤擊敗美國選手霍夫德，晉級女
單次輪。資格賽首輪結束後，中國選手吳易昺、袁
悅、朱琳、張之臻和王薔闖入次輪，繼續向正賽席位
發起衝擊。2022年美國網球公開賽正賽將於29日打
響。 ◆新華社

中國男籃公布
世預賽第四窗口名單

中國男籃25日公布征戰2023男籃世界盃預選賽第
四窗口期比賽的12人大名單。入選名單的球員有：周
琦、王哲林、郭艾倫、趙繼偉、孫銘徽、胡明軒、沈梓
捷、顧全、朱俊龍、陸文博、姜偉澤、祝銘震。身處F
組的中國男籃將在該窗口期對陣哈薩克各巴林隊。

另外，中國籃球協會25日宣布，經過100家籃球
相關領域機構的提名，2022年中國籃球名人堂產生30
人提名名單。下一階段中國籃球名人堂“推舉委員
會”將從30人的提名名單中推舉出16人，之後進入
終審階段。最終入選名人堂的名單將在10月下旬公
布。 ◆新華社

◆◆樊振東樊振東
直通成都直通成都
世乒賽世乒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乒乓球協會24日公布了世界乒
乓球團體錦標賽（決賽）．成都參賽資
格選拔辦法。按照該選拔辦法，樊振
東、馬龍等名將獲得參賽資格。

第56屆世乒賽團體賽將於下月30日
至10月9日在中國成都舉行。除東道主
中國隊外，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
等傳統強隊都將參賽。

中國乒協方面表示，選拔將堅持以
成績為導向，旨在為2024年巴黎奧運會
磨練隊伍，為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發現
和培養新人，力保中國乒乓球項目長盛

不衰。
中國乒協在選拔辦法中明確以2022

年8月23日國際乒聯公布的最新一期世
界排名為標準，單打排名最高的男女各4
名選手直接獲得成都世乒賽男女團體賽
參賽資格。按照此方法，國乒男隊樊振
東、馬龍、梁靖崑、王楚欽，女隊孫穎
莎、陳夢、王曼昱、王藝迪均獲得參賽
資格。

此外，世界排名在前50名之內的其
餘中國運動員以及獲得2022年中東系列
賽、匈牙利夏季系列賽單打冠軍的中國

運動員將可參加隊內選拔賽。隊內選拔
賽男子單打冠軍將獲得世乒賽男團參賽
資格。

女隊方面，陳幸同、錢天一將參加9
月4日至10日舉行的阿曼常規挑戰賽，
兩人中如有選手獲得女單冠軍，則該選
手將直接獲得成都世乒賽女子團體參賽
資格，如若兩人均未能奪冠，則隊內選
拔賽女單冠軍將獲得世乒賽女團參賽資
格。

9月11日，最終選拔結果將在中國
乒乓球協會官網進行公示。 ◆中新社

乒協公布世乒賽團體賽選拔辦法

◆◆馬龍獲成都世乒賽馬龍獲成都世乒賽
參賽資格參賽資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女排亞
洲盃25日在菲律賓結束小組賽第四輪較
量，此前取得3連勝的中國隊在A組迎戰伊
朗隊，於24：26先失一局的情況下，以
25：19、25：10、25：13連扳3局，總局數
3：1獲勝，以小組賽不敗的戰績晉級8強。

25日，中國女排在亞洲盃迎來小組最

後一輪賽事，由於此前3連勝，故25日對伊
朗隊一役無論輸贏都不影響出線資格，只為
小組首名而戰。由於對手世界排名不高，實
力不強，所以賽前中國女排被一致看好。不
料，比賽開始後，出現了奇怪的畫面，場上
多名中國隊員戴着口罩比賽，而且失誤連
連，結果中國隊以24：26輸掉第一局。其

後中國隊及時調整，場上隊員也撤下口罩，
才令全隊的狀態得以提升，最終連扳3局後
反勝。

接下來的8強賽，中國隊將對陣澳洲
隊，如果順利晉級，將與泰國或日本隊爭奪
決賽席位，屆時中國女排將迎來本屆賽事的
最大挑戰。

中國女排亞洲盃小組首名出線

上屆世界羽毛球錦標賽銅牌得主、香港首

席混雙組合鄧俊文/謝影雪25日在東京舉行的世

錦賽大顯神威，直落兩局拍走應屆英聯邦運動

會冠軍、來自新加坡的“夫妻檔”許永凱/陳薇涵，昂然殺入8強。可惜港

羽兩名男單代表伍家朗及李卓耀16強止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國羽隊女
單第二把交椅何冰嬌（圖），25日在世錦賽與西
班牙名將馬林的交鋒中，決勝局
20：16領先的情況下，痛失4個賽
點，被對手連得6分以22：20反
敗為勝，遺憾出局，無緣8強，同
時也追平了她個人5戰世錦賽的最
差戰績，2017年她首次出戰世錦
賽時止步16強。

“我覺得在第二局的和決勝
局後半段，自己都有領先優勢，
結果都輸掉了，就是在比分比較

接近時，自己在處理球上不太嚴謹，也不太合
理。”賽後何冰嬌總結道。

對於決勝局痛失4個賽點，何
冰嬌坦言非常遺憾。她表示，因
為手掌擦傷，自己在比賽最後階
段領先時，很想盡快贏下來，心
態有點着急。反觀背水一戰的對
手沒了壓力，氣勢大增，自己面
對壓力失誤增加，導致了失利。
“這種事情在比賽中經常發生，
沒想到這次發生在自己身上。”
何冰嬌說。

◆◆謝謝影雪影雪（（左左））//
鄧鄧俊文順利打俊文順利打
入入88強強。。新華社新華社

何冰嬌痛失4賽點 平最差戰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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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世間有她》“為誰付出”版預告
鄭秀文馮德倫演繹“婚姻故事”

現實題材新主流情感大片《世間

有她》將於9月9日中秋檔上映，今日

發布“為誰付出”版故事預告。預告

中，鄭秀文、馮德倫就“誰為家庭付

出更多”的問題展開激烈爭吵，雙方

角度雖不相同，但都為了家庭辛苦付

出，然而婚姻中的問題和矛盾依舊無

解，二人會為彼此作出讓步嗎？

影片《世間有她》由張艾嘉、李

少紅、陳沖三位頂級華語女導演聯合

執導，周迅、鄭秀文領銜主演，易烊

千璽特邀出演，許娣、馮德倫領銜主

演，黃米依特別介紹，鮑起靜、白客

、蘇小明、巴圖、朱雅芬、方平、馬

昕墨等主演，董文潔任總制片人兼總

出品人。講述的是普通人在困境中找

尋愛與希望的治愈故事，體現了尋常

百姓對生命不尋常的堅守。

鄭秀文馮德倫驚喜合作
探討婚姻難題
電影《世間有她》講述的是在困

境中，普通人如何用愛救贖的故事，

體現了尋常百姓對生命不尋常的堅

守。此次發布的“為誰付出”版預

告，首次透露出妻子梁靜思（鄭秀

文 飾）和丈夫何達仁（馮德倫 飾）

的感情糾葛。二人就“誰為家庭付出

更多”這壹每個家庭都會遇到的問題

展開激烈爭吵，梁靜思失望又崩潰地

說出：“這個家裏只有妳壹個人上班

嗎？我也要上班。”“兩個孩子上學

的事，我有煩過妳嗎？”而何達仁也

不甘示弱，憤怒回懟道：“妳要傭人

我請傭人，妳要買房我買房，我戒煙

又戒酒，連朋友都戒得差不多了，妳

覺得夠嗎？”夫妻二人針尖對麥芒，

已然忘記曾經相愛的初衷，正是現實

中許多夫妻的生活縮影。毫無疑問，

在困境突然來臨時，婚姻中存在的矛

盾再次被激化。兩個人真的不相愛了

嗎？這是梁靜思和何達仁需要冷靜下

來好好思考的問題，也是觀眾期待看

到的張艾嘉導演教會二人用愛化解的

難題。

實力派演員聯袂主演
超強班底陣容引爆期待
《世間有她》是鄭秀文最新帶來

的現實題材新主流情感力作，也是馮

德倫九年來回歸大銀幕的首部作品，

兩位實力派演員的傾情加盟，為影片

奉獻了超高水準的表演。鄭秀文將梁

靜思因為對丈夫失望而崩潰無奈的情

緒詮釋得真實動人，而馮德倫也將為

家庭付出許多卻得不到妻子理解的丈

夫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預告壹曝光

，便引發影迷的熱烈討論：“期待張

艾嘉導演和鄭秀文的合作”“馮德倫

老師重返大銀幕十分期待”“等這部

片子等了好久了，期待上映”。更多

影迷表示與影片中真實的婚姻生活深

深共情了。

影片《世間有她》由張艾嘉、李

少紅、陳沖三位華語頂級女性導演傾情

執導，從女性視角出發，講述在困境下

普通人的治愈與救贖的故事，相信會給

觀眾帶來耳目壹新的觀影體驗。

《世間有她》由亞太未來影視

（青島）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視

文化有限公司等出品。“她”好月圓

，相伴中秋，9月9日，去影院看電影

《世間有她》，壹起打敗生活的難！

《青蛙王國—極限運動》
預告海報雙發

滑板天團中秋頂峰相見
由鄭立國擔任出品人，譚煥臣、錢衛

群執導，吉林吉動禹碩影視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出品，吉林動畫學院、吉林吉動文化

藝術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動天博影

視制作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原創3D動

畫電影《青蛙王國—極限運動》（以下簡

稱《極限運動》）今日曝光四組角色關系

海報和劇情版預告。此次曝光的四組關系

海報，選取了影片中的幾組代表性的人物

，並用高度概括與簡潔的語句表述出影片

中各個角色之間的關系與線索。錯綜復雜

的關系給故事的走向增添了不少神秘感的

同時，朗朗上口的“單押”語句進壹步突

出了本片的熱血與喜感兼具的暑期合家歡

氣質，讓不少網友捧臉驚呼：“壹整個期

待值拉滿！”

夥伴並肩！
吉克加入滑板戰隊沖擊榮耀之冠
青蛙公主吉克覺得王宮生活枯燥乏

味，在小肥的幫助下偽裝身份偷偷溜出

宮外，巧遇運動天才雨點。為了追逐運動

會上的冠軍夢，吉克公主和雨點以及其他

小夥伴呱大壯、閃電蛙組成了滑板戰隊，

大家努力練習沖刺最後的冠軍，但是吉克

公主和雨點因為誤會導致二人的友誼亮起

紅燈，最後不歡而散，危險也悄悄來到雨

點的身邊。貴公子認為雨點是自己戰隊奪

冠的最大對手，於是精心布局企圖鏟除雨

點，機智的雨點與貴公子展開驚險刺激的

逃生遊戲。最後的關頭吉克公主的王者戰

隊團魂炸裂，激發出吉克的無限潛能，使

出了滑板絕殺技極限大風車，沖向賽道的

終點……

逗趣憨萌！
土撥鼠家族預定中秋萌力值Top1
新角色土撥鼠家族的加入是《極限運

動》的看點之壹，萌萌的表情、毛茸茸的

外表和圓鼓鼓的體型，組成了土撥鼠憨憨

的形象，為小朋友們量身打造的可愛角色

，壹定會收獲眾多孩子們的喜歡。新角色

給動畫註入了新劇情，劇情中加入了小土

撥鼠們找爸爸的支線，土撥鼠們不僅會耍

寶賣萌，更重要的是它們尋父之旅中發生

的奇趣經歷，土撥鼠們的爸爸失蹤了多年

，兄弟姐妹幾個壹拍即合踏上了尋父之旅

，來到了青蛙王國，遇到了雨點和吉克公

主，還陰差陽錯學會了滑板。而爸爸土撥

鼠大師面對雨點這個外來者表現出逗樂的

怪異行為，還有小土撥鼠們在家玩疊疊樂

遊戲，“兄友弟恭”獨特的互動方式是本

片的精彩笑點，電影上映後土撥鼠家族將

成為新壹代萌神！

暗藏玄機！

大師與貴公子對立之姿刷新感官體驗
在新曝光的壹組關系海報中暗藏玄

機，土撥鼠大師和貴公子上下對立的布

局凸顯出對峙的人物關系，徐徐展開千

絲萬縷的可能性，信息量極大，令人蕩

氣回腸。紅藍的色彩區分人物性格，

冰冷的藍色表現出貴公子冷酷狡詐的

個性，閃電的元素貼合貴公子尖銳極

端的做事原則。溫暖的紅色展現出土撥

鼠大師勇敢正義的品質，柔和的燈光則

表現出土撥鼠心地善良的本質。紅藍撞

色顯示正反派水火不容的人物關系，烘

托二人勢不兩立的緊張氛圍，土撥鼠大

師手中緊握的圖紙是推動劇情的重要信

物，壹張小小的圖紙引出土撥鼠大師和

貴公子的陳年往事，究竟發生了什麼讓

昔日的好朋友變宿敵？二者的關系變得

撲朔迷離起來。

《青蛙王國—極限運動》是吉林吉動

禹碩影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動畫學

院、吉林吉動文化藝術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吉動天博影視制作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制作推出的“青蛙王國”系列第三部影

片，誠意滿滿6年磨壹劍，用心打造出壹部

伴隨小朋友金色童年的動畫佳作。電影將

於9月10日正式上映，帶上家人或者小夥

伴，和吉克公主、雨點等老朋友壹起在電

影院相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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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鴻鈞巡唱門票3秒售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子棠）胡鴻鈞

（Hubert）日前在廣州舉行首場內地個人音樂
會，門票極速在3秒內售罄，令他感動不已，亦很感激
當地歌迷為他花了不少心思製作易拉架等應援物，又有
歌迷以Hubert的名字為咖啡命名：“佢哋喺咖啡店其中
一個corner布置咗一個應援區，喺音樂會入面嘅每一個
座位上，又整咗好多好靚嘅紀念品，感受到佢哋嘅熱
情。”

在音樂會中，不少粉絲起哄想看Hubert除衫，Hu-
bert笑言自己要轉行才能滿足粉絲。“大家係咪覺得音
樂會或者演唱會都會有除衫環節，香港開騷時試過着好
少衫跳舞，但呢個巡演就冇呢個打算，因為想以歌會
友，想大家專注我唱歌先啦，遲啲有機會嘅，大家等吓
啦！”

Hubert的是次巡唱原定在澳門作起點，因疫情關係
澳門之行無奈要延期，改為在廣州開鑼。對於首場巡唱
騷完美落幕，不少歌迷都期待下一場音樂會，他說：
“嚟緊有好幾個城市都計劃緊，有消息會盡快公布畀大
家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子
棠）孫慧雪（雪雪）、黃玉郎和

龐景峰25日出席胡曦文（Christy）和男
友（Joseph）主辦的“2022數碼領䄂論壇”慈善
活動，展示他們設計的無憂熊貓藝術作品。雪雪
表示今次的圖畫構思是承接早前在動漫電玩節推
出的暗黑風格公仔，自爆外表開朗、其實內心也
有暗黑的一面，並希望透過參與慈善活動向囝囝
Riley樹立助人為樂的榜樣。

雪雪指平日也會與囝囝一起繪畫，還多次奪
得親子繪畫比賽獎項，更爆老公追求她是為了其

藝術基因：“老公唔識畫畫，所以佢好開心囝囝
有我這方面的天分，佢仲話當初追求我係因為我
畫畫靚，實在太過分，原來唔係因為我的性
格！”雪雪也有讓囝囝學繪畫培養其藝術天賦，
還高興指母親節時收過囝囝畫了一個爆炸頭的她
作禮物，雖然不似她，但感到相當幸福。剛拍畢
新劇《美麗戰場》的雪雪表示正可以全力籌
備個人畫展，會善用晚上的me time畫
畫，預算要10多幅新作，至於主題會是
現正流行的可愛風還是喜歡的暗黑風就
尚未決定，期望能今年成事。

◆◆胡鴻鈞深深感受到內地粉絲的熱情胡鴻鈞深深感受到內地粉絲的熱情。。

◆ 雪 雪
（右）與胡曦
文25日出席慈
善活動。

陳明憙不會丟東西發洩

◆陳明憙自言比較長情，但會好理性。

徐麟徐麟廣東話躍進廣東話躍進 梁超怡梁超怡展示真誠展示真誠
港姐候選佳麗首見大會評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梁靜儀）19位應屆《2022香港小姐競選》候選佳麗25日以自選服飾首

度會見大會評判，今屆大會評判由香港公益金會長及多位太平紳士擔任，包括有李林麗嬋、梁高美懿、郭

少明、孫大倫及石禮謙。眾佳麗輪流上台作自我介紹，一直努力練習廣東話的1號徐麟明顯大進步，12號

張可欣雖然已在港生活6年，但她一直沒自信講廣東話，在比賽前已有聘請老師指導她發音。

距離準決賽日子不遠，徐麟表示會加緊
練習廣東話：“自己有耐心去學習，

已經有進步，相信有心不怕遲，現在與其
他佳麗會用廣東話傾偈，把握機會請教大
家，又會看報紙和電影。”張可欣笑稱近
日除廣東話外沒有說過其他語言，自覺已
有進步，並說：“我有請老師補習，參賽
前已經有請老師，自己是比較怕醜和不夠
自信，所以不敢講廣東話，其實我在香港
生活已第6年，聽的方面是沒有問題。”

問答環節是比賽重點之一，徐麟稱與
其他佳麗有練習和研究歷屆問題，希望到
時台上不會緊張。張可欣也稱有重看歷屆
的問答環節片段，更透露有努力準備才藝
表演，她與徐麟每天都練習到晚上12時，
每天只能休息數小時。

陳瑞菱25歲生日遇綵排
今天25歲生日的3號陳瑞菱，表示仍

要綵排沒時間慶祝，希望完成工作後可以
回家和家人吃蛋糕。問到生日願望是否想
做冠軍時，她稱希望能在比賽中做到最
好。14號梁超怡與陳瑞菱都是被看好的海
外佳麗，梁超怡稱每位佳麗都各有優點，

不存在海外比本地佳麗優勝，而且賽果也
不到她去控制，最重要是做好自己和作出
努力。至於有何準備會見大會評判？梁超
怡希望在評判面前表現自己最真實的一
面，可以像做朋友一樣交心。而陳瑞菱就
稱沒有刻意背講稿，因她平時準備得太多
反而會出錯，相信自己的臨場發揮。

全女班司儀有特別用意
今屆港姐準決賽破天荒由全女班司儀

組成，應屆港姐亞軍梁凱晴、季軍邵初及
關楓馨將與麥美恩擔任司儀。梁凱晴表示
一定會緊張，但幸好有師姐麥美恩帶領，
轉數快的也有“執生”能力高的邵初。邵
初稱有重看歷屆港姐片段，從中學習一些
司儀的專業用語，首次做大騷司儀的關楓
馨認為會緊張是好事，因為代表想自己做
得更好。早前弄傷右腳腳趾的
邵初，透露傷處仍未消
腫，但有信心在準決賽前
復原。問到三人卸任前
的心情，梁凱晴與邵初
都稱心情輕鬆，關楓
馨就笑指自己只是落選

港姐，分別不大。
另外，日前總經理（商務營運）蕭世

和疑“洩密”今屆港姐大會評判會由霍啟
剛擔任，並於比賽中加入穿國服環節，大
會統籌經理何小慧表示未有所聞，她說：
“沒有聽過，如果有機會是霍啟剛，當然
是好事，但我們由頭到尾都是聯絡這5位
評判，沒有接觸過霍生。”至於是否加入
穿國服環節，何小慧稱相信是蕭世和與友
人飯局的閒談內容，由於她不在場無法證
實。提到司儀陣容由全女班上陣，何小慧
表示是曾志偉的意思，因今年是港姐50周
年，由全女班做司儀很有意義，而且麥美
恩等人也是港姐出身，對觀眾會有一定的
新鮮感。

此外，現正居家隔離的志偉染疫都不
忘撐愛女曾寶儀（Bowie）主持的新節
目，寶儀前晚（24日）就透過社交平台上
代父報平安，透露爸爸正慢慢恢
復 。她又多謝大家對爸爸的關
心：“謝謝這幾天關心的朋友，
我也以過來人的經驗跟他說染疫
就平常心面對，好好躺平休息，
也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啦！”

◆ 徐 麟
（左）與張可欣
皆爭取時間苦練
廣東話。

◆◆ 左起左起：：邵初邵初、、梁凱晴及關楓馨梁凱晴及關楓馨
將會在準決賽擔任港姐司儀將會在準決賽擔任港姐司儀。。

◆◆候選佳麗會晤大會評判並拍大合照候選佳麗會晤大會評判並拍大合照。。

◆◆梁超怡梁超怡（（左左））與陳瑞菱與陳瑞菱
都是被看好的海外佳麗都是被看好的海外佳麗。。

樹立助人為樂榜樣

孫慧雪籌備個人畫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陳明憙日
前推出新歌《放下的頻率》MV，屬《音頻
治療單曲系列》第四部曲，而新歌講“放
下”，但她屬金牛座比較長情，要放低感
情祝福舊愛都好難。 MV中她與男主角非
常親密，除了接吻戲外，二人更齊齊落水
非常溫馨：“我其實好少演出自己的MV，
這次都好辛苦，因為要打架又要親嘴，一
時甜蜜一時分手，情緒起伏好大。其中落
水戲份都好辛苦，要睇住個妝有無溶，又
要笑住望鏡頭，明明海水好‘醃眼’都要

扮無事。而大家都知道係拍攝
工作，所以親密動作都不會尷
尬，事前都夾好晒位，好快搞掂收貨。”

二人在MV中大吵大鬧，全屋的水晶
小擺設都被摔倒，由於她太投入，通宵拍
完隻手都瘀晒，不過她現實並不任性，平
時不會亂丟東西發洩：“因為我份人好理
性，即使受傷害都好，也不會亂丟嘢！尤
其現在自己住，丟完又係我自己執番，又
驚會整親貓貓，所以現實中不是那麼淒美
的人。”



关于转案又分为两种:

A，转去外州。

不少客人远居外州，只是借用亲友的纽约地

址，上庭前不少政府检控官就对你进行了“备课

”“调查”，你的很多信息如信用卡、银行帐户

、小孩子在哪里读书、餐馆开在哪里，车子每天

走什么路线，全都一清二楚。

一旦有破绽，被揭穿，你还想赢吗？你的案

件有可能会当庭转走，转到外州后法官也会对你

的诚信产生怀疑，因为你连住在哪里都不说真话

，你的案子怎么可以相信呢？ 如果法官认定你

不可信而最终导致案件被拒，这就得不偿失了。

也有的客人因为撞到了“严厉的”法官，心

灰意冷，索性要求转去外州，这最好是由外州的

律师帮你做转案的“动议” ( motion ), 如果你

真的去了外州，也最好由外州律师帮你转案。但

是同样需要小心的是，千万别耍小聪明，本人根

本没有去外州，只是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个外州的

地址，这样也会有麻烦的！

B，转来纽约。

不少客人在外州遇到案件被长期拖延的问题

，好不容易排到上庭时间，又被延庭，转案来纽

约也是打破僵局的好办法。

但是前提是你真的搬来纽约了、你的工作转

来纽约了，你的住址转到纽约后，可以请纽约的

律师帮你向外州的法官要求转案到纽约，转成之

后再申请尽快上庭的时间，有可能缩短两三年的

时间。

关于 换律师

想要在美国的移民法庭获得批准从来都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其复杂性和不断变化的政策

和法规。当你试图穿越今天的移民法庭生死考验

的战场时，你会选择哪位律师来处理你的案子？

移民法庭近几年反反复复、关关停停，必须

找到非常负责任的律师，及时、随时可以帮你查

证上庭时间，十分重要！万分重要！！！

并且，这个律师要特别负责地研究你的案子

；要事先找到你的案子的特点（优点和缺点），

并且准备好应对方案；要事先准备好法律备忘录

；还必须事先做足功课，关于案子的大事记、证

据、证人，并且做到临场有效管控，合理争辨、

保驾护航！

关于 延庭

“延庭”在目前的移民申请中已成为普遍现

象，自疫情以来，绝大多数等待上庭的客户遭遇

了“延庭”。

长久甚至无限期的“延庭”导致客户的内心

更加焦虑，特别是那些案子质量好的客人更是愁

苦万分。

那么面对当前“习以为常”的“延庭”，该

怎么办？

客观来讲造成延庭的主要原因绝大多数并非

申请人案子本身的问题，而是移民法官有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比如退休、调离、等等原因导致；

因此遭遇延庭的申请人在收到延庭时，不必沮丧

更无需恐惧，而要积极和你的委托律师沟通。

当然也有很多延庭是因为原律师准备不足导

致的。证据、证人、当事人的各种细节、政府检

控官背景调查、当事人有两个甚至三个A号码需

要进一步核实、这些都是导致延庭的原因。很多

客人上庭头两天才从外州上来、上庭头一天才见

到律师、甚至上庭当天才在法庭外见到律师，匆

匆谈了几句就进入了法庭，结果法官一问三不知

，造成了延庭！

关于逃庭 及如何查询上庭时间

现在是"云"时代、美国移民法庭的资讯公开

透明、一秒呈现 ! 逃庭没有、下一庭时间、法

官的名字、法官判决时间，上诉截止时间，上诉

法庭答辨书的截止日期、上诉法院的判决日期、

甚至翻案的判决时间、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在当今纷乱的大背景下，最可怕的就是逃

庭 （ order in absentia )。有不少客人居住条件

不稳定，常年在外州打工，只是向亲友借了一个

纽约地址，如果法官提前了上庭时间 （纽约有

很多法官退休，也新增加了很多新法官，很多客

人都需要从重新上小庭开始)，寄了新的上庭通

知，你不知道，导致了逃庭，那就严重了！不少

客人苦苦等了多年，在外州开车违规，被警察拦

截后一查居然查到有递解令，当场逮捕！

我们律师事务所提供免费查询上庭，可以查

询全美所有移民法庭的信息，欢迎来电咨询。

关于快速上庭

特别提醒案子很好的客人可以通过律师向法

官要求快速上庭。如果你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强

烈地表达出来自己的愿望，法官可以和检控官

（T.A) 沟通，找到下一个最快的时间给你上大

庭！

律师可以代表你向法官表示你已经完全准备

好了，你的陈述、证据、证人等都己完备，请求

一个越近越好的大庭时间、更何况现在有很多的

新法官，排期都会很快。怕的是你准备不足、住

在外州、听天由命、不闻不问，到了上庭什么都

没有到位，法官一问三不知，只能上第二个、甚

至第三个小庭。

关于多个A号码上庭

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客人有两个、三个A

号码，每个申请案出自不同的律师或翻译公司；

相互之间在基本信息、申请理由甚至证据方面都

有不同、甚至矛盾。这种情况更需要有相当经验

的律师认真处理!

我们律师事务所律师经验丰富，可以提供从

调底到对比分析、直至上庭、上诉、乃至联邦上

诉的一条龙服务。欢迎来电预约律师细谈。

关于关庭

许多人面谈苦等多年没有结果，或移民法庭

上庭时间一改再改；期间，申请人可能已通过婚

姻移民或其他方式申请移民签证，案件正停留在

移民局被审核，所以申请人想把移民法院的庭关

掉，有些人顺利关掉，有些人却关不掉，那该怎

么办呢？

拜登上任之后，允许在移民法庭把你的驱逐

庭给关闭（Motion to Terminate)，只要你有证据

证明你有合理的移民申请在移民局审核中。

有些法官，即使你递交了所有真实的证据材

料，也不同意关庭，依旧让你去上庭，很多人感

到很沮丧，觉得庭关不了，还要见法官。但是上

庭不是为了驱逐你，而是直接审理你的婚姻移民

或其他移民案件。

如果上了法庭，法官亲自审理你的移民案件

，速度远比这个案件在移民局审理要快得多，如

果法官批准了你的移民案件，当你离开法庭房间

的时候，你就已经是绿卡身份了。

至于PD（停止起诉）

正在上庭、上诉甚至联邦上诉的客人，如果

有条件（A：美国公民子女已经十七、八甚至二

十一岁，B：没有犯罪记录 ) 基本上都应争取

PD , 因为上庭时你如果紧张、颠三倒四，被法

官认定欺骗和使用假证据、那将来公民子女、公

民配偶己无法帮你拿到绿卡，因为欺骗是被永久

禁止拿绿卡的！

关于如何选律师

人的一生千转百回、千辛万苦、千难万险。

但重要的其实只是几步！比如来美国、比如拿绿

卡。很多客人案件质量其实很好，但是贪图安逸

、躲在外州工作，等到上庭前三四天才上来准备

、结果证据晚交了，法官不接受、案子已经输了

一半，上庭准备不足、一问三不知，或巅三倒四

、矛盾重重根本经不起政府的检控官有备而来的

刁钻的盘问，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为后面的上

诉 ( BIA ) 及联邦上诉增加了极大的困难！

那么什么是好的律师呢 ？

应该有以下的特点

1，亲和 不傲慢、随时可以约到、能认真听

你说话、理解你难以言表的辛酸苦楚，相信你的

基本品行。守时、守信。可敬、可亲!

2，专业 仔细研究你的法官的各种要求，熟

读法官过去的其他上庭的庭审记录和判决理由及

相关法律依据，同时研究移民上诉法院及联邦上

诉法院和你的案件类別相关的过去三年的判例，

从而胸有成竹、从容上阵 ！

3，细致 好的律师细致入微、细节取胜！无

论是从哪个阶段接手你的案子、都会亲自做一个

大事记，从十个方面理顺你从出生至今所经历的

大事，来美之后的所有相关的法律程序及相关法

律引证、证词，证据、证词前后矛盾之处及矛盾

是如何造成的。特别是有不少客人案子十分复杂

，有一条主线两条副线（如做过翻案、和公民结

婚，245i ，两至三个 A 号码等 。有了大事记

、心明眼亮，胸有成竹！政府检控官也会做大事

记，目的则是抓住你的问题、矛盾、可疑，尽快

把你否定！

4，勇敢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也是好律師的

必备品质。从容不迫，得理让人，引经据典，長

于雄辨、善于反击！重点突出，目标明确、都会

让法官、甚至对手政府检控官高看一格，即使碰

上极严的法官还是不批，也会为将来的移民上诉

及联邦上诉打下十分重要的基础!

5，负责 好的律师无论是小庭或大庭之前，

都会为你做两至三次的准备，庭后也会明确、极

时地为你说明法官的意见和决定以及应对措施。

关于你自己

那么你怎样做才能让你的律师、法官、政府

检控官 认可、相信、接受你的陈述、证据、证

人呢？进而批准你的案子呢？有以下七大要点。

1 ，真诚可信（立案可信、证据可信、证人

可信、证词可信）；

2 ，真诚可信；

3 ，真诚可信；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4 ，听法官的话、按时完成法官的要求、无

论是申请文件、还是证据、证人证词、都按时呈

交。

5， 非常了解自己案子的重点、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时间、每一个道理、每一个证据、甚至

每一个矛盾之处。

6，上庭时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诚恳！

上庭不是考你的记忆力、你不需要口惹悬河

，倒背如流。上庭法官和政府检控官最重视的是

你的诚信 ！

其次是直接回答问题，不要绕来绕去扯東扯

西。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忘记了就是忘记了；但

是诚实和直接会给法官留下好印象。记住：直接

！直接！直接！

7，上庭时要听清法官和检控官的问题，没

听懂可以通过法庭翻译再问一次，特别是检控官

的问题，要特别小心，每个问题都是有备而来、

凶险难测，更要抓住核心、真诚相对。上庭客人

都紧张，有的人甚至答错很多，法官还是批了，

检控官也不上诉。就是因为法官相信你的真诚、

直接 ！

美国移民法庭，种种疑难攻略大背景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拜登政府可以废除川普政府的第42

条行政命令！拜登政府将不再遣返非法移民。来自美墨边境

的移民大蓬车已经浩浩荡荡不断地奔向美国，并且更大规模

的偷渡潮已经在路上，两个月前的预估数据，每年闯过边境

的非法移民将高达600万 ！当前移民法庭的移民案件积压如

山，而且增长的速度比以往更快，积压的案件也更多!

移民法庭已经不堪重负，摇摇欲坠。那么正在上庭的客

人、准备上庭的客人、随之而来的更多的疑难也来了！

有的人焦急地等待上庭，可是面谈后多年没有排到小庭

，怎么办？

有的人大庭时间可能在三、四年之后，想提前上庭怎么

办？

有的人好不容易上了大庭，却又因为一点小问题又被延

庭，急火攻心又无可奈何！怎么办？

美國號稱世界經濟最強大的國家，
國民平均收入，執世界牛耳。其實美國
國內佔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國民生活，都
是廣州俗語所說：「阿陀行路中中地」
，他們並非餐餐大魚大肉、衣著光鮮亮
麗、出入以高級橋車代步的一族。追究
原因起來，經濟學家隨時隨地可以寫下
萬言文字來分析, 我 亦可以以移民到達
美國49 年,既從事過38 年飲食行業，
也在美國媒體打滾了11 年，對美國政
治經済己略有心德，因此可以大膽地指
出： 美國低下層民眾的收入實在太低
，以至不少家庭捉襟見肘。

原來到了21 世紀的二十年代的今
天2022 年，美國工人的最低工資仍是
毎小時僅僅為7.25美元！這是自上世
紀1938年以來最長的一次沒有增加最
低工資的時間了。每小時7.25美元的
購買力有多大，連兩份麥當勞的早餐也
買不上，你説淒涼不淒涼？尤其是處於

今天通貨膨脹是40 年來最高的時代，
美國政府再不帶頭增加國民的最低工資
，民怨就似夏威夷火山一樣，隨時隨地
會爆發出來！

根據經濟學人的評估： 今天美國
工人的生產力是13 年前的兩倍多，但
是工人的回報卻是少之又少，他們完全
沒有獲得財富的共享機會，社會的整體
利益全然沒有分享。尚有一項內幕消息
美國政府沒有公開： 那就是美國勞工
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美
國大約7330萬小時工作中，有1.5%或
110萬的工資收入是等於或低於聯邦最
低工資的。

再看一下今年7月下旬，美國联储
局连续2个月加码联邦基金利率，也是
过去5个月内的第四次加息。虽然最直
接的影响是银行的短期贷款利率，但它
也会影响到众多的消费产品，國人的抵
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貸款，譲消

费者支付更多。
由於通脹上升侵蝕了工人的購買力

，經濟各個領域都面臨著將工資提高到
更高標準的壓力。6月，美國消費者價
格同比上漲9.1%，為40年來最快漲幅
，這些價格上漲對中低收入家庭的影響
尤其沉重。

今年年初拜登政府先行要求將聯邦
承包商的工資提高到15美元。這包括
內華達州、俄勒岡州、康涅狄格州、南
達科他州、紐約州、加利福尼亞州和新
墨西哥州在內的30個州以及華盛頓特
區。今年之內，44個城市計劃將起薪
小時工資提高到15美元。

儘管如此，工人可以獲得適合生活
的工資仍然存在很大差距。20個州的
最低工資仍然不高於通賬後水平。這使
得低薪工人更難獲得經濟適用額來繳付
房租 及水電費用等基本必需品，

幸好尚有不少有良心的企業，率先

響應號召。8月1日，星巴克咖啡公司
將起薪提高至每小時15美元，員工的
平均時薪達到17美元。麥當勞MCD去
年也宣布將小時工資提高約10%，使
其餐廳的平均工資達到每小時13美元
以上。Chipotle餐廳表示，它將每小時
的起薪設定在11美元到18美元之間。
與此同時，大型零售商Target和Cost-
co分別將最低工資提高到15美元和16
美元。

不過在此一刻，最低工資收入者與
高收入者之間的差距也在擴大。根據倡
導提高工資的工會AFL-CIO的一份報告
，2021 年，標準普爾500指數公司的
美國CEO的平均收入是工人中位數的
324倍。那一年，CEO的工資上漲了
18.2%，而工人的工資僅上漲4.7%;遠
低於通貨膨脹率，工資增長主要集中在
高層，這相當於經濟上的不當行為。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美國擬提高最低工資美國擬提高最低工資 楊楚楓楊楚楓

CC99
星期六       2022年8月27日       Saturday, August 27, 2022

移民資訊



CC1010新聞圖片
星期六       2022年8月27日       Saturday, August 27, 2022

日本名古屋壹輛大巴側翻起火日本名古屋壹輛大巴側翻起火 事故造成多人傷亡事故造成多人傷亡

名古屋市內壹條高速公路上名古屋市內壹條高速公路上，，壹輛大巴側翻並起火壹輛大巴側翻並起火。。大火被撲滅後大火被撲滅後
，，車上至少車上至少22人已經沒有生命體征人已經沒有生命體征，，並有並有99人受傷人受傷。。目前目前，，事故詳情還事故詳情還
在確認中在確認中。。

石家莊暴雨致部分路段積水石家莊暴雨致部分路段積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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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江江西九江，，原本處於鄱陽湖中的千年石島原本處於鄱陽湖中的千年石島““落星墩落星墩””完全露出完全露出
，，周圍的大面積湖床變成周圍的大面積湖床變成““草原草原”。”。中國最大淡水湖鄱陽湖已於中國最大淡水湖鄱陽湖已於1919
日進入低枯水期日進入低枯水期，，創下創下7171年以來最早進入低枯水期的紀錄年以來最早進入低枯水期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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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去过一次大理，那时正

值五一，通宵的无座火车和人满为

患的古城把心里的向往消磨殆尽。

即使心仪的人在身边也抵不住袭来

的失望。

19年除夕前，因为大冰的小屋

等缘由，决定再次前往大理。想着

这次或许能改变上一次留在脑海里

的印象。

而今昆明至大理已经通了高铁

，并且前往的时间是上班族还没放

假时，算是古城旅游时间的淡季，

因此路途轻松。

在清晨的高铁上，可以望见窗

外山头上一轮明亮硕大的满月，那

么近，仿佛触手可及。另一边是初

升的朝阳，热烈而明媚。

心里隐隐感觉此次行程与上次

或许会有较大差别。

初入古城，便看到了白雪皑皑

的苍山，惊喜万分，这是来时未曾

预料到的。

巷子里和街道上游客稀少，褪

去旺季时的喧哗，还原了古城原本

宁静的样貌。

入住的民宿由大理白族老房改

造，庭院式格局，装修典雅古朴，

尤其喜欢床头白墙上那幅长条形的

丹顶鹤画作，红色背景深沉而有气

韵，让人感觉心里宁静。

在大理的四五天都是艳阳高照

，温暖的阳光驱散了冬日的寒冷，

也把雪山和古城衬托得更美丽。明

媚的天气是想要再来的原因之一。

我们运气很好，到达古城的第

一天，民宿管家告诉我们那天苍山

大索道正好开放全程（一般只开放

半程），于是下午坐索道来到海拔

近4000m的雪山顶上。

因为今年还未曾在家乡看到过

雪，所以看到苍山雪时激动得像个

孩子。

也许是因为太激动，又没用氧

气瓶，爬了半小时左右便被高反和

寒风逼退，拖着沉重的步伐悻悻地

返回民宿。

古城的傍晚是极其惬意的，微

风轻抚，月如玉盘，空气清朗。各

种夜市小摊热气腾腾。

穿梭在大街小巷里，看背包客

摆在地上售卖的小物件儿，寻一家

人气旺的美食，到大冰的小屋里听

两小时民谣· · · · · ·

留一个白天去冰哥24小时免

费开放的书屋里看一天书。

书屋以绿色为基调，装修风格

简洁复古，深得文艺青年喜爱，且

位置很好，落地玻璃窗正对苍山。

书看累了，抬头便可以眺望苍

山白云，困了可以躺在沙发上休息

，渴了自己倒杯水喝。如果有一个

月时间待在古城，我定天天到这儿

来。

古城有很多外来人，带来不同

的文化，各种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

在此交融，因此这儿不像普通小城

那样仅是慢节奏、压力小，它还拥

有普通小城没有的文化底蕴、创造

力和更丰富的生活形态。

有来这儿开店铺的创客，有许

多喜爱民谣的歌手，也有低调而才

华横溢的文人，有追求自由生活的

嬉皮士，还有来这儿沐浴阳光疗愈

心灵的抑郁症患者或是患老年痴呆

的老人· · · · · ·

记得那天从古城天主教堂走出

来，是一条小巷子，巷子里没有别

的游客，阳光洒满了石板地。

前方店铺门口有三个年轻人围

坐着晒太阳聊天，再往前，是一个

披散着刚洗完的头发的女人背影，

从她的店铺里传来悠悠音乐，而她

在太阳底下的巷子里，跟着音乐节

奏肆意地律动、舞蹈，双手时不时

拢一拢湿润的头发。

她丝毫不在意过路人的眼光，

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由而

愉快。那幅画面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那一刻感觉心里充满美好。

希望在成长路上、在江湖途中

，能坚持不断修炼身心，越来越勇

敢地做自己。

第一次来大理时看到了上关花

，这次感受了下关风、苍山雪和洱

海月，旅程圆满。

所有事物都并非只有一面。在

不同的时间来到这里，会有不一样

的感受，跟不同的人来感受也不一

样。

缘分就是这样，需要天时、地

利与人和都正好，才能有那样的机

缘遇到一个美好的地方、认识一个

美好的人。

想起以前年纪尚小的时候，志

存高远，热血澎湃，也是怀着赤子

之心的少年，不放弃，不服输。

而今虽然年纪也不算太大，还

有太多等着我去经历的，但近几年

经历的世事稍多了些，心智愈发成

熟，价值观有些许改变，注重的事

物更由外向内。

对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没那么急

躁了，心里的窟窿也在一点一点被

补上。

梦想永远都会在，初心也不会

改变，只是更稳重踏实了，更关注

身边真切的小事儿，更珍惜渺小却

美好的一事一物，珍惜留在身边的

朋友，逐渐懂得如何去原谅一个曾

经伤害过自己的人，懂得体谅父母

的辛苦与难处，更明白如何与价值

观不一样的人相处、甚至做朋友。

近一年感受特别深的是，心更

柔软了，也变得更容易被一些小细

节所感动。

还做不到接济四方，便先从参

与一份能让农民工返乡安居乐业的

工作做起；还做不到保护世界，便

先从保护身边的一草一木做起；还

做不到成为太阳，便先从写一些温

暖的文字做起；还做不到爱所有的

人，便先从爱身边的人做起· · · · · ·

我不期望能有多伟大，我不希

望大家记住我的名字，只希望能成

为亿万束光亮中的一束，温暖而自

由。

在一线城市起早贪黑艰苦打拼

的你，在小城镇被传统观念束缚的

你，在经历病痛折磨中的你，在爱

情中被伤害的你，要相信即使生活

再难，你也能过好这日子，要相信

身边的善良，相信绝处逢生，黑暗

的尽头一定是光。

希望我们永远过的是日子，而

不是被日子过。

像最近很喜欢的徐佳莹在《歌

手》里唱的那首《言不由衷》一样

：

愿你永远安康

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愿你真的爱

一个人 某个人 那个人

而懂温暖 来自何方

我如此坚强

愿我永远善良

愿我真爱上

一个人 某个人 那个人

是不慌不忙

是心之所向

攻略总结

1、建议旅游淡季去，更能感

受古城的原汁原味。这次我是2020

年1月初去的，能看到美丽的雪山

；

2、美食推荐：蒙自源过桥米

线（推荐传统口味）

方舟子胖厨房的菌汤锅（我们

俩人喝干了一大锅汤）

喜洲粑粑（传统美食）

凉鸡米线（口感包含酸甜咸辣

，很好吃，超级推荐）

傣族手抓饭（合适喜欢酸辣口

味的小伙伴）

3、景点推荐：大理古城（可

以在古城里慢悠悠闲逛两三天，再

乘索道上苍山，有体力有时间也可

以爬上去，我们这次乘的是洗马潭

大索道）

喜洲古镇（大理白族民居保存

最完好的地方，超级推荐，还可到

喜洲古镇旁的海舌公园看洱海、拍

大片。从大理古城打车到喜洲古镇

50元左右）

双廊古镇（双廊古镇临洱海而居

，视野极好，可看见洱海倒映苍山的

景象，在洱海边吹风很惬意）；

4、游玩时间推荐：4天以上。

走
到
大
理
｜
过
日
子
，
而
不
是
被
日
子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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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第三季慶生會

老協第三季老協第三季（（七七、、八八、、九月九月 ））壽星與出席大會貴賓合影留念壽星與出席大會貴賓合影留念。。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由會長趙婉兒由會長趙婉兒（（右四右四 ））代表贈送手提袋紀念品給即將任滿返國的僑教代表贈送手提袋紀念品給即將任滿返國的僑教
中心主任陳奕芳中心主任陳奕芳（（右五右五 ）。）。

國泰銀行副總裁黃祖國泰銀行副總裁黃祖
壽在大會上致詞壽在大會上致詞，，表表
示國泰銀行非常榮幸示國泰銀行非常榮幸
能夠參與贊助這有意能夠參與贊助這有意
義的組織團體義的組織團體，，對社對社
區盡點心意區盡點心意。。

即將任滿返國的僑教即將任滿返國的僑教
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
，，表示這裡有許多美表示這裡有許多美
好的回憶好的回憶。。

新到任的僑教中心主新到任的僑教中心主
任王盈蓉主任致詞任王盈蓉主任致詞。。

老協會長趙婉兒首先老協會長趙婉兒首先
在慶生會上致詞在慶生會上致詞。。

國泰銀行副總裁黃祖壽國泰銀行副總裁黃祖壽（（右一右一））向中華老人服向中華老人服
務協會贊助美金務協會贊助美金$$75007500元元，，由由（（右二起右二起 ））僑教僑教
中心陳奕芳主任中心陳奕芳主任、、 「「老協老協」」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僑教僑教
中心新到任王盈蓉主任代表接受中心新到任王盈蓉主任代表接受。。

大會主持人方海妮大會主持人方海妮（（左一左一））與與 「「成大成大」」 校友陳校友陳
奕芳主任奕芳主任（（左二左二）、）、趙婉兒會長趙婉兒會長（（右一右一））以及以及
新到任的王盈蓉主任新到任的王盈蓉主任（（右二右二 ））在大會上合影在大會上合影。。

出席大會的出席大會的 「「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 主席李迎霞主席李迎霞（（左左 ））與與
國泰銀行副總裁黃祖壽國泰銀行副總裁黃祖壽（（右右））在大會上合影在大會上合影。。

僑教中心新到任的王盈蓉主任僑教中心新到任的王盈蓉主任（（左左 ））頒發獎品頒發獎品
給抽中的幸運兒給抽中的幸運兒（（右右 ）。）。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左左 ））頒發獎品給抽中頒發獎品給抽中
的幸運兒的幸運兒（（右右 ）。）。

這次慶生會堪稱疫情以來出席人數最踴躍的這次慶生會堪稱疫情以來出席人數最踴躍的
「「老協老協」」 大會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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