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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in denies Gorbachev a state funeral and 
will stay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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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 1 (Reuters) -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s to miss the funeral of the last Soviet leader, 
Mikhail Gorbachev, denying the man who failed to 
preven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empire the full 
state honours granted to Boris Yeltsin.

Gorbachev, idolised in the West for allowing east-
ern Europe to escape Soviet communist control but 
unloved at home for the chaos that his “perestroika” 
reforms unleashed, will be buried on Saturday after a 
public ceremony in Moscow’s Hall of Columns.

The grand hall, within sight of the Kremlin, hosted 
the funerals of Soviet leaders Vladimir Lenin, Josef 
Stalin and Leonid Brezhnev. Gorbachev will be giv-
en a military guard of honour - but his funeral will 
not be a state one.

State television on Thursday showed Putin sol-
emnly placing red roses beside Gorbachev’s coffin 
- left open as is traditional in Russia - in Moscow’s 
Central Clinical Hospital, where he died on Tuesday 
aged 91.

Putin made a sign of the cross in Russian Ortho-
dox fashion before briefly touching the edge of the 
coffin.

“Unfortunately, the president’s work schedule will 
not allow him to do this on Sept. 3, so he decided to 
do it today,” Kremlin spokesman Dmitry Peskov told 
reporters.

He said Gorbachev’s ceremony would have “el-
ements” of a state funeral, and that the state was 
helping to organise it.

Nevertheless, it will be a marked contrast to the fu-
neral of Yeltsin, who was instrumental in sidelining 
Gorbachev as the Soviet Union fell apart and hand-
picked Putin, a career KGB intelligence officer, as 
the man most suited to succeed him.

When Yeltsin died in 2007, Putin declared a nation-
al day of mourning and, alongside world leaders, 
attended a grand state funeral in Moscow’s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

Russia’s intervention in Ukraine appears aimed at 
reversing at least in par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at Gorbachev failed to prevent in 1991.

Gorbachev’s decision to let the countries of the post-
war Soviet communist bloc go their own way, and 
East and West Germany to reunify, helped to trigger 
nationalist movements within the 15 Soviet republics 
that he was powerless to quell.

Five years after taking power in 2000, Putin calle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greatest geopo-
litical catastrophe of the 20th century”.

It took Putin more than 15 hours after Gorbachev’s death 
to publish a restrained message of condolence that said 
Gorbachev had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 and “deeply understood that reforms were 
necessary” to tackle the problem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80s.

Gorbachev’s foundation said the funeral would begin at 
12 noon (0900 GMT), not 10 a.m. (0700 GMT) as previ-
ously announce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conducts an open lesson 
on Knowledge Day in Kaliningrad, Russia September 1, 
2022. Sputnik/Alexey Maishev/Pool via REUTERS AT-
TENTION EDITORS - THIS IMAGE WAS PROVIDED 
BY A THIR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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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PALM BEACH, Fla., Sept 1 (Reuters) -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legal team will square off against the U.S. Justice Department 
in federal court on Thursday, in a bid to convince a judge to appoint 
a special master to review the materials the FBI seized from Trump’s 
Florida estate.

The hearing comes less than two days after prosecutors laid out fresh 
details about their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 into whether Trump 
illegally retained government records and sought to obstruct the gov-
ernment’s probe by concealing some of them from the FBI.

Trump’s attorneys in a filing late on Wednesday downplayed the gov-
ernment’s concerns about the discovery of classified material inside his 
home, and accuse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of escalating the situation 
even after he handed over boxes of documents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allowed FBI agents in June to “come to his home and provide secu-
rity advice.”

“Simply put, the notion that Presidential records would contain sensitive 
information should have never been

A special master is an independent third party sometimes appointed 
by a court in sensitive cases to review materials potentially covered by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to ensure investigators do not improperly view 
them.

On Thursday morning, Trump’s newest attorney - former Florida Solici-
tor General Christopher Kise - added his name to the case, in a possible 
sign he could be handling arguments before the court.

In Trump’s initial request to the court, his attorneys claimed t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wanted to protect materials that were subject to a legal 
doctrine known as executive privilege, which can shield some presiden-
tial communications.

Trump’s legal team later narrowed its request by asking for a privilege 
review without explicitly referring to executive privilege - after many 
legal experts criticized the argument as illogical.

The Justice Department on Tuesday also echoed those sentiments.

Trump “has no property interest in any presidential records(including 

U.S. Justice Dept to face off against Trump legal 
team over seized records

An aerial view of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Mar-a-Lago home after Trump 
said that FBI agents raided it, in Palm Beach, Florida, U.S. August 15, 2022. REUTERS/
Marco Bello/File Photo

Editor’s Choice

Serena Williams of the U.S. is seen on a video monitor tribute after winning 
her second round U.S. Open match against Estonia’s Anett Kontaveit. REU-
TERS/Shannon Stapleton

Phillip Young, a local resident from Jackson, Mississippi takes a break while helping local volun-
teers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bottles of water as city of Jackson and areas around are to go without 
reliable drinking water indefinitely after pumps at the water treatment plant failed, leading to the 
emergency distribution of bottled water and tanker trucks for 180,000 people, in Jackson, Missis-
sippi. REUTERS/Carlos Barria

Manchester City’s Erling Braut Haaland celebrates scoring their second goal against 
Nottingham Forest, Etihad Stadium, Manchester, Britain. REUTERS/Craig Brough

Arsenal’s Gabriel Jesus scores 
their first goal past Aston Villa’s 
Emiliano Martinez, London, 
Britain. Action Images via Reu-
ters/Peter Cziborra

Mick Lynch, General Secre-
tary of the 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 walks to speak as 
U.S. Senator Bernie Sanders 
joins a protest with transport 
workers in London, Britain. 
REUTERS/Peter Nicholls

A man makes a pause while 
family members and survivors 
from the organization 9/11 
Justice protest against the Saudi 
Arabian-funded golf series and 
its tournament being held at the 
Trump National Golf Club in 
Bedminster, New Jersey, July 
29, 2022. REUTERS/Eduardo 
Mun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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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ussian tank enters a region con-
trolled by Moscow-backed rebels in 
eastern Ukraine on Feb. 24, 2022. 
(Photo/Nanna Heitmann—Mag-
num Photos)
On Wednesday, February 23, 2022, Vladimir Pu-
tin declared war on Ukraine with tanks, rockets, 
and a slap to the face. The optics of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
curity Council, announcing the invasion of a 
sovereign nation during an emergency meeting 
of its members—presided over by Russia’s U.N. 
ambassador, no less—were stark: the ultimate re-
pudiation of the rules-based world order that the 
organization embodies.
U.N.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was 
shocked enough to call it the “saddest moment 
in my tenure.” Though as the bombardment of 
Ukrainian cities escalated alongside the testiness 
of exchanges inside the chamber, feelings shifted 
to outrage at the impotence of members’ calls for 
peace and dialogue.
 “At the exact time as we were gathered in the 
council seeking peace, Putin delivered a message 
of war in total disdain fo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s council,” said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Linda Thomas-Greenfield. “This is a grave emer-
gency.”
It would be reductive to attribute these failings 
simply to Putin’s belligerence. It’s been an open 
secret that global governing institutions have been 
broken for a long time, spotlighted by a series of 
recent crises that have received limp attention: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return of the Taliban to power in Afghanistan, 
popular uprising in Kazakhstan, coup d’état in 
Myanmar, and now, most drastic of all, invasion 

of Ukraine.

People wave a huge Ukrainian national flag 
during an action in support of their country 
in Kramatorsk, Ukraine, Wednesday, Feb. 
23, 2022. (Andriy Andriyenko—AP)
 “It’s the biggest crisis since World War II, in the 
[heart] of Europe, and will have huge conse-
quences,” former Mongolian President Tsakh-
iagiin Elbegdorj told TIME on Thursday. “It 
will require great effort to settle this issue and 
update the world order.”
 “It seems that the old Cold War tensions never 
really went away,” former Thai Prime Minister 
Abhisit Vejjajiva tells TIME. “It’s almost as if 
we’re back to a situation of war and potential 
flash points around the world.”
On Wednesd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alled out Beijing for its role underwriting this 
shift. “Russia and [China] also want a world 
order,” U.S.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Ned 
Price told reporters. “But this is an order that is 
and would be profoundly illiberal, an order that 
stands in contrast to the system tha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 have built in the last seven 
decades.”

But partial blame must also be placed on the 
hubris of the U.S., which never strengthen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ose 70 years when 
it was the only dominant power.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set out global economic 
rules around which we still operate, includ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others, in terms of trade, 
commerce, and sanctions for noncompliance. 
Up until recently, because of the wealth of 
America and the potency of developed Euro-
pean nations, the West largely called the shots. 
Today, however, Washington finds itself unable 
to freely exert its will as a result of Beijing’s 

swelling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clout. Tell-
ingly, Chinese officials lead four of the 15 U.N. 
specialized agencies. In January, China was the 
only U.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 to vote 
with Russia in a failed attempt to stop a U.S.-re-
quested meeting regarding Moscow’s troop 
build-up at its border with Ukraine.
Meanwhile, Russia has stunningly co-opted the 
language of the U.N. Charter 2(4) regarding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o justify its 
actions. “So it’s sort of claiming the mantelpiec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hile fundamentally and 
quite dramatically undermining it,” says Les-
lie Vinjamuri, dean of the Queen Elizabeth II 
Academy for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Af-
fairs at Chatham Hous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says Rana Mit-
ter,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mod-

ern China at Oxford University, is that the former 
wants to influenc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o its own 
benefit from within, while the latter wants to tear it 
up entirely: “Because of the kind of state that China 
wants to be, that is globalized in terms of its trading 
capacity but able to be as self-sufficient as possi-
ble at hom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ctually suits it 
very well.”                             
That makes it arguably a larger challenge for the 
West than even the Cold War, when the West 
was up against a country that was in military 
terms a superpower, but economically weak. 
With China, “all of a sudden we’re looking at 
a country that has the economic capability to 
take us all on,” says Iain Duncan Smith, an MP 
and former leader of the U.K. Conservative 
Party. “That means the rule-based order can be 
debauched, which is what’s happening now.” 
Beijing support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agreements aligned with its goal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and the Paris climate pacts. But 
where Beijing’s interests diverge from estab-
lished norms, especially human rights, it aims 
to corrupt those values and bring in alternative 
models. In fields where standards are yet to be 
established, like internet governance, Beijing 
works with Moscow and other illiberal nations 
to push standards that align with their interests. 
It can do so because those institutions in them-
selves are weak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gathers 
for an emergency meeting at the request of 
Ukraine over the threat of a full-scale inva-
sion by Russia, in New York City on Feb. 
23, 2022. (Photo/David Dee Delgado—Getty 

Images)
China’s ambivalence on Putin’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spotlights the new normal. 
While calling for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on 
Thursday,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effectively gave his blessing to the invasion, tell-
ing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Sergei Lavrov, on a 
call that “the Chinese side understands Russia’s 
legitimate security concerns.”
“Beijing thinks this one’s probably going to by-
pass China, as it is a war between two European 
countries,” says Mitter. “And that the role of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lly what’s at 
the heart of the dispute.”

Firefighters work on a building fire after 
bombings on the eastern Ukraine town of 
Chuhuiv on Feb. 24, 2022. (Aris Messinis—
AFP/Getty Images)
It’s wrong to think of inaction as completely 
new, though. In truth, the exceptional moments 
in U.N. history have been when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among the P5—the officially rec-
ognized nuclear-weapons states—to stand up 
fo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hen one of them 
was involved. “It just doesn’t happen,” says 
Vinjamuri. “So this [kind of Ukraine situation] 
isn’t really out of keeping; it’s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 of the U.N.”
Conclusion
Moscow’s Military Push Has Upended Post-
Cold War Security, United NATO Allies And 

Renewed Foreign-Policy Debates
Much will depend on whether meaningful costs 
are inflicted on Putin. The U.S., E.U., U.K., 
Australia, Canada, and Japan have unveiled 
sanctions on Russian banks and wealthy cronies 
of Putin, while Germany halted certification 
of the Nord Stream 2 gas pipeline from Rus-
sia. However, China along with other Kremlin 
friends can likely compensat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rose 33.6% year-
on-year to some $140 billion in 2021. Pakistan 
Prime Minister Imran Khan was in Moscow 
on Wednesday to discus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2.5 billion Pakistan Stream gas pipeline, 
which Moscow wants to build between Karachi 
and Kasur, expressing bewilderment at arriving 
during “so much excitement.”

A Ukrainian service member on patrol along 
the Russian border  on Wednesday. (Photo/

ANTONIO BRONIC/REUTERS)
 “The [Ukraine] situation has escalated due to 
pure mistrust,” he says. “Russia is uncomfort-
able with having NATO installed on its door-
step. Ukraine feels threatened. And the West is 
suspicious of Russian motives.” A meaningful 
discussion about the expansion of NATO and 
the sovereignty of Ukraine by a neutral party 
might have led to a more desirable outcome, he 
adds. “I don’t pretend it’s easy, but I can’t see 
that happening when it’s just being dealt with by 
the conflicting parties.”
Russia’s military incursion deeper into Ukraine 
is one of those rare events that won’t merely 
affect the world. It will change the world. By 
moving further into a sovereign state to bring 
it under his thumb,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shattered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at 
has prevailed in Europ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no one knows what will take its 
place. The ability of the U.S. to do what three 
consecutive presidents have pledged to do—
clear away other international entanglements 
to focus on competition with China—has been 
undercut again. Military expenditures will like-
ly increase in the Wes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be set back.

Meanwhile, fissures that have been lying just 
beneath the surface in American politics, sep-
arating internationalists and neo-isolationists, 
are becoming more visible, particularly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Those are just some of the 
ripple effects. Like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the 
onset of what could become the largest ground 
warfare in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marks 
such a departure from the norm that some of its 
consequences are impossible to know for sure, 
and some figure to play out in unexpected ways 
for years to come.
The most immediate help China can give Rus-
sia is simple relief from the sanctions imposed 
on Moscow, which are now set to expand and 
deepen. More broadly, China and Russia share 
a motivation to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kind of 
paralle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part from 
the dollar-denominated, American-dominated 
one that currently exists. Dreaming of such an 
outcome and achieving it are two quite differ-
ent things, but the dream now might have new 
resonance. Still, China has other interests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and doesn’t seem in-
terested in seriously breaking ties, which could 
limit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Those compet-
ing interests might explain Beijing’s awkward 
reaction so far, in which it has refrained from en-
dorsing Moscow’s move but has talked vaguely 
about respecting “relevant countries’ legitimate 
security concerns” in Ukraine. (Courtesy time.
com) (Courtesy 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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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Changes The Global Order Forever

BUSINESS

(Editor’s Note: Because we right now in 2022 
are witnessing a full frontal military invasion 
of the country of Ukraine by Russia,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riction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has existed for several de-
cades going back to the Joseph Stalin era in Rus-
sia. In this article, we can only provide a general 
overview of what has occurred in the past to try 
and ascertain where the ongoing conflict of to-
day may be headed. Between 1932 and 1934, 
millions of Ukrainians lost their lives, while to-
day, the combined losses of the Ukrainian peo-
ple and Russian combatants is on the rise daily. 
We hope this article will better assist you in un-
derstanding this current conflict and how it will 
affect our community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John Robbins)
After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Ukraine 
was an independent state, but in 1919 the Soviet 
Union “sucked” it into the community of Soviet 
states. The Ukrainians considered themselves 
a Central European country, like Poland, and 
not an Eastern European country like Russia. 
They tried to restore Ukraine’s independence. 
Holodomor was a man-made famine that con-
vulsed the Soviet republic of Ukraine from 1932 
to 1933, peaking in the late spring of 1933. It was 
part of a broader Soviet famine (1931–34) that 
also caused mass starvation in the grain-growing 
reg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Kazakhstan.

In 1932, not wanting to lose control of Europe’s 
main source of grain, Stalin took away the 

grain-producing land from the Ukrainian peas-
ants and also all the grain, creating an artificial 
famine. The goal was to “teach Ukrainians to 
be smart” so that they would no longer oppose 
Moscow. The people who produced the most 
grain in Europe were left without a crumb of 
bread.

At the entrance to the memorial park in 
Kyiv, there is a sculpture of an extreme-
ly thin girl with a very sad look holding a 
handful of wheat in her hands. Behind her 
back  is the Candle of Remembrance. This 
monument commemorates the Holodomor.
The peak of the Holodomor was in the spring 
of 1933. In Ukraine at that time,               17 
people died of hunger every minute, more than 
1,000 every hour, and almost 24,500 every 
day! People were literally starving to death in 

the streets.
Stalin settled Russians into the emptied 
Ukrainian villages. During the next census, 
there was a huge shortage of population. 
Therefore,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nulled the 
census, destroyed the census documents, and 
the census takers were shot or sent to the gulag, 
in order to hide the truth.
Today, 2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present 
the Holodomor as genocide against Ukrai-
nians. You couldn’t learn about in school be-
cause almost all evidence was destroyed and 
victims were covered up for decades. To this 
day mass graves are being uncovered.

The Holodomor: Total death estimates 
range from 3 million to 5 million.
The Holodomor, also known as the Ter-
ror-Famine or the Great Famine, was a fam-
ine in Soviet Ukraine from 1932 to 1933 that 
killed millions of Ukrainians. Wikipedia
Number of deaths: 3,900,000
Start date: 1932
Location: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End date: 1933

The Holodomor at that time broke the 
Ukrainian resistance, but it made the desire for 
Ukraine’s independence from Russia eternal. 
-- Author Unknown. (Courtesy Clive Leighton 
and Laura Lian 2022)
Holodomor: Stalin’s Genocidal Famine Of 
1932-1933 | Infographic
Holodomor (“death by hunger” in Ukrainian) 
refers to the starvation of at least four million 
Ukrainians in 1932–33 as a result of Soviet 
policies. The Holodomor can be seen as the 
culmination of an assaul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oviet state on the Ukrainian peas-
antry, who resisted Soviet policies. This assault 
occurred in the context of a campaign of intim-
idation and arrests of Ukrainian intellectuals, 
writers, artists, religious leaders, and political 
cadres, who were seen as a threat to Soviet 

ideological and state-building aspirations.

Joseph Stalin
The Ukrainian peasants were given impossible 
high quotas of the amount of grain to submit 
to the Soviet state. Special teams were sent in 
to search homes and confiscate all produce to 
the last grain. A particularly brutal law called 
“5 ears of grain law” was passed, following 
which starving Ukrainians were shot on the 
spot for gathering grain that remained on the 
field after the harvest.
As a result, at least four million people starved 
to death in Ukraine. At the height of the Ho-
lodomor, 28,000 people were dying per day. 
This number does not include the ethnic 
Ukrainians outside the Ukrainians SSR who 
died, the half million people deported from 
Ukraine during collectivization or the thou-
sands of religiou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leaders 
who were destroyed.
The USSR attempted to cover up the Ho-
lodomor, and Russia continues to deny or di-
minish it to this very day.

(Courtesy https://euromaidanpress.com/)
~

Ukraine Today 2022

“The desire for Ukraine’s inde-
pendence from Russia is eternal.”                                    

– Author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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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Ukraine History 
Holodomor, Ukraine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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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的前一天，跟一个以前的

同事约饭，讲好了，她半年前涨了

工资，我备考这几个月又没有收入

，所以这顿饭一定要她请了。

她这个人特别节约，但不是抠

门的那种，只是对自己很舍不得花

钱，家里弟弟妹妹多，爸爸又是个

赌鬼，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她

还要每月给家里寄钱，过得一直都

蛮辛苦的。

现在她的弟妹都不上学了，去

年跟我说过，想攒个十几万回老家

的县城买个房子，想着她那么节约

，在深圳一万多的收入，这一年一

定存了一些钱了，便随口问了一句

：“你这一年有没有把买房的首付

攒出来啊？”

她苦笑着摇了摇头说：“没有

，买房子是不用想了。”

“怎么？之前不是已经存了几

万了吗？家里又有事？”

她说不是，但欲言又止，好像

有什么重大的事要说，可又说不出

口。

“我被骗了，骗了 30万。”

“什么？”我完全无法相信自

己听到的是这么一句话，她哪里有

30万给人家骗啊！

她说：“所有存款都被骗光了

，还把花呗、借呗、白条里的钱都

贷了出来给了骗子。”

接着，她给我讲了被骗的经过

，大概就是她在天猫买了衣服，有

人冒充天猫旗舰店的人给她打电话

，要她取消一个业务，她完全没想

过对方可能是骗子，就按照对方的

要求做，执行转账操作时也没意识

到那是在转账，等钱转过去了，又

怕自己的钱对方不退回，继续被骗

子牵着鼻子走，直到所有的钱和网

贷账户都被清空，再也没有可骗的

了，骗子才收手。

她意识到自己被骗之后马上报

了警，但警察的表现很懈怠，大概

是这种案子见多了，告诉她，这 30

万想追回几乎是不可能的。给银行

打了电话，但是银行说爱莫能助。

过了失魂落魄的几天，最后只

能认命，跟同学、朋友借了十几万

，弟弟妹妹瞒着爸妈也给她凑了几

万，把网贷的钱先还了。

几个月前别人给她介绍的男朋

友，她说自己现在这个情况，

不想连累人家，决定不联系了

，接下来的两年，生活中只有

一件事：赚钱还债。

走的时候，我偷偷拿了账

单，走在前面把账结了，她觉

得不好意思，可是这顿饭要是

还让她请，那我也太不仗义了

！

还有一个朋友，考试前联

系过一次，但得知我在备考后

就什么都没说，考完试的第二

天联系她，互相讲这一年经历

的事，我俩抱着手机隔空对哭

了三个小时。

15 年因为写文章认识的，

她是一个大号的编辑，我是无

名小作者，交集不多，就是沟

通下文章的转载和标题，后来

她们的号越做越大，她又开始

带团队当领导，我写的文章也

越来越跟新媒体不搭边，我俩

就各自在彼此的朋友圈躺尸了

。

但是我特别喜欢她这个人

，是一个有灵魂又活在人间烟

火里的人。

她跟我说，几个月前她离职了

，那家公司她已经卖命了五年，为

公司做了好几个大号，出了无数爆

款，拼到没有周末没有休息，几次

因为过度劳累病倒，并且刚离职就

发现自己身体几乎垮了，原本商谈

好的创业计划，也只能搁置，因为

她要至少修养几个月才能把身体恢

复。

可这样的付出，换来的是什么

呢 ？ 是 男 同 事 指 着 她 的 鼻 子 说 ：

“如果不是遇到好的老板，你这种

女人就该是被男人搞大了肚子回家

生孩子的。”他们没有承认她的能

力，或者说承认了也没有给她尊重

，而是就像人们喜欢说马云长得丑

似的，不敢正视别人的强大，反而

用其他的方式攻击。

她说职场里的女人是真的难，

带团队的女人更难，如果下属做错

了事，男人可以又吼又骂，被骂的

下属们还会互相调侃“兄弟，又挨

骂了？”可她如果对下属的工作不

满意，或者要求没完成工作的下属

加班（前提是她自己也会陪着加）

，就会被说强势、不近人情。

做出成绩，别人要说：“你这

么强，让我们怎么混啊。”做不出

成绩，别人又会说：“女人，还是

不如男人。”

更可笑的是，当公司没有给她应

得的薪资和级别，主动争取的时候，

还要被扣一顶“你居然这么计较、拜

金、虚荣”的帽子，当她提出离职时

，老板说：“我从来没想过，你居然

会离开我。”别人可以不仁，但他们

却要求你一定要讲义气。

更多的不公和打击，连我这个旁

听者都不愿再写下去了，人生已经如

此多艰，奈何还有那么多混蛋。

我自己的家也遭遇了一场飞来

横祸。

事情发生几天后，姐姐才偷偷

告诉我，因为爸妈不想让我知道，

那时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

我哥在去接侄女放学的路上出

了车祸，对方骑摩托车醉酒超速逆

行，好在我哥人没事，但是对方在

送医院的路上死了。

我虽然生在农村却完全不懂农

村的生存之道，法律似乎没什么用

武之地，对方完全不管这场车祸中

的责任划分，反正他家人不在了，

我们家人好好的就要求赔钱，去我

们家哭天抢地，在院子里烧纸，躺

尸，扬言说就算告她都没用，不给

钱，不给到她满意就会一直闹下去

。

这一切我都是听姐姐转述的，

爸妈不让我回家，因为我回去也帮

不上任何忙，毕竟是女儿，如果是

儿子那可能就不同了。

最后的结果是，赔了对方大几

十万，我把我能拿出来的钱也给我

哥转了过去，跟他说，这钱我不要

了，拿去用吧，但他说，等度过了

这个难关还是要还我。

老爸知道后也给我打电话，要

我少转一点，他怕我如果考上了，

明年没有钱读书。

虽然我没有听他的，但真的特

别感激他能这样为女儿着想，他不

需要自己的女儿做现实版的“樊胜

美”，他要他的女儿首先照顾好自

己。

奶奶也是在那段时间病重，这

是我考完试才知道的。

比较庆幸的是，这些事都翻篇

了，大家都走过来了，被骗钱的同

事说，以后大概会改变一下消费观

，过去那些年她过的太苦了，到头

来还是一无所有，那还不如像我似

的，把钱花到自己身上，一边努力

赚钱，一边让自己成长。

在家休养的朋友，一边养身体

一边做自己的新媒体，我相信以她

的才华和能力，能够挣到的远比从

前的公司所给她的要多的多。

我们家的生活也回到了正轨，

就当那些钱从来没赚过，就当万事

从头来。

越是成长，越是明白生活的不

简单、不容易，但越是经历就越发

现，风雨和彩虹都是生活该有的样

子，众生皆苦，所以，没有什么好

怕的，只管武装好自己往前走就是

了。

想到网上流传的一段对话：

- 大圣，此去欲何？

- 踏南天，碎凌霄。

- 若一去不回……

- 便一去不回！

穷人的生活到底有多恐怖？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就业

、创业环境不断优化，掀起一轮新的归国

浪潮。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我

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66.21万人，同比

增长8.8%。同年各类留学回国人数较上

一年增长8%，达到51.94万人，创历史新

高。

BOSS直聘研究院抽取了5.1万毕业

于2018年且具有完整海外学历教育背景

的人才样本，对青年留学生群体的就业情

况进行了观察。其中，本科学历人才占比

36.2%，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才占比63.8%

。

应届海归平均期望薪酬为9265元，海归

薪酬分布更为集中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

，应届海归平均期望薪酬为9265元，同

比增长5.6%，其中本科生为7925元，研

究生为10429元，较国内应届本科及硕士

生分别高出32%和20%。与2018年同期相

比，海归薪酬分布更为集中。

从薪酬分布图上看，2019年应届海

归的期望薪酬向9000元均值区域靠拢，

有 近 73% 的 留 学 生 期 望 薪 资 位 于

7000-13000元区间，较2018年高出近6个

百分点。5000元以下的低薪和 1.5万元以

上的高薪区间占比较去年有不同程度的回

落，侧面反映出留学生整体自我认知更为

清晰，且对招聘市场岗位价值判断步调更

为一致。

欧洲国家归国留学生期望薪酬高于英语系

国家

由于小语种技能在部分市场、商务

、贸易类职位上具有较强竞争力，欧洲国

家留学生在国内的平均期望薪酬排名更为

靠前。

2019年，法国海归期望薪酬最高，

达到12584元；德国其次，为10203元。

两大中国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地美国和英国

，留学生平均期望薪酬分别为9597和

8838元，排名第六及第九位。

与欧美国家相比，从亚洲国家高校

毕业的留学生薪酬期望更为“朴实”，除

新加坡外，其余亚洲国家的海归薪酬期望

普遍集中在6000-8000元区间，韩国、马

来西亚留学生的期望薪酬则不及国内同等

学历求职者。

三成海归选择互联网行业，传统金融业持

续遇冷

尽管过去一年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

遭受了资本寒冬的洗礼，但凭借具有高竞

争力的薪酬水平和依然广阔的发展空间，

互联网科技行业对海归人才的吸引力依然

较其余行业有倍数级优势。BOSS直聘研

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有32%的应届海

归将互联网作为首选期望行业，较2017

年增加2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受资本退潮和监管

趋严影响，2019年国内人才对寒冬重灾区

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求职积极性显著下降，

而海归求职者却呈现相反走势，选择互金

行业的留学生占比较2018年同期上升0.8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期望进入传统金融领域

的留学生占比大幅回落。2019年，仅有

11.4%的留学生期望进入传统金融领域，

较2018年下降3.1个百分点。金融业去杠

杆和一二级市场长期疲软，降低了留学生

对传统金融业的积极性。选择在银行、证

券、信托领域工作的留学生占比较2018

年下降20%以上，而希望进入基金、保险

业的海归人数虽未减少，但增长接近停滞

。

此外，广告传媒、房地产业受到政

策调整和关联行业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

吸引的留学生占比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专业服务行业留学生期望薪酬显著高于国

内求职者，科技领域相对接近

由于语言优势和相对开阔的视野，

留学生更偏好于进入各行业中有国际元素

的优质企业。我们注意到，留学生在各行

业中的期望薪酬普遍超过国内同龄人。其

中，选择专业服务行业的留学生期望薪酬

优势最为明显。

2019年，希望从事专业服务行业的

留学生平均期望薪资比国内同年级人才高

出42%。这与专业服务行业中（咨询、财

务、法律）大型外企占比相对较高，而多

数外企相对更看重求职者海外背景有关。

文化/体育、教育培训、贸易/交通等行业

中，留学生期望薪酬优势也达到30%以上

。

相比之下，科技行业，如互联网、

电子通信等领域，留学生与国内应届生的

平均期望薪酬差异仅为15%左右。

海外市场推广跌出前五，算法类岗位求职

增幅超40%

从职位分布来看，能够发挥语言和

跨文化优势，且技能要求较为宽泛的市场

类职位最受留学生青睐。2019年应届留学

生回国从事最多的前三职位分别为市场营

销、外语教师和会计。

过去占比长期在前三位的海外市场

推广，由于近年全球经济震荡，出海企业

数量减少，岗位需求降低，占比从2017

年的2.7%下滑至1.6%，2019年仅排在第

七位。

2019年，数据分析师成为留学生选

择最多的技术类职位，大数据在各领域的

深度渗透和应用场景不断拓宽，大幅激发

了留学生的求职热情，2019年从事数据分

析岗位的留学生占到总量的2.3%，占比

连续三年保持增长。

算法工程师由于技能门槛要求较高

，符合要求的应届留学生占比相对有限。

不过随着科技公司对算法职位的不断倾斜

，选择算法类岗位的留学生数量呈激增态

势。

2019年，留学生从事人数增速最快

的前三个职位全部为算法类岗位，其中搜

索算法和图像算法工程师增速超过40%。

Python热度虽出现小幅下滑，但依然排在

增幅榜前十位。

上海北京海归人才争夺战升级

一线城市人才竞争压力不断加大，

以及新一线城市抢人政策的持续升级，促

使留学生也开始向新一线及二线城市转移

。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

前三个月，选择在北上广深求职的应届海

归比例较2018年同期下降4.7%，而选择

二线城市的海归占比则上升4.4个百分点

至32.6%。

上海超越北京成为2019年最为吸引

留学生的城市。尽管北京和上海均把落户

政策当作人才争抢大战中的杀手锏，但两

者吸引力呈现差异化走势。选择北京的

留学生占比连续三年降低，2019年占比

较2018年同期下降3.6个百分点。而上海

依靠国际化吸引力和更加宜居的环境完

成逆转，不仅反超北京，同时成为一线

城市中唯一实现留学生占比增长的城市

。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期望在北京就

业的留学生整体占比滑落至第二位，但

由于北京城市实力强大，科技巨头企业

数量众多， 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依然显

著超过上海。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

，拥有博士学历的海归人才中，有27.7%

将北京作为首选城市，领先上海近6个百

分点。期望在互联网科技领域工作的海

归博士有近四成集中在北京。

受益于城市发展加快和人才政策提

振，新一线城市对海归人才的吸引力持

续增长。2019年，选择西安的海归人才

占比较2018年提高1.3个百分点至2.4%，

在新一线城市中，仅落后杭州、成都排

在第三位。

腾讯阿里稳坐最受欢迎公司榜前两位，

华为成海归吸引力增速最快公司

随着中国本土企业实力不断壮大，

本土公司正越来越受到海归人才的欢迎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最

受海归青睐的TOP50企业中，本土企业

占到35席，较2018年增加六席。备受留

学生追捧的微软、普华永道、亚马逊等

，在国内各领域巨头和新兴创业公司冲

击下，排名集体回落。

腾讯和阿里巴巴连续三年拿下留学

生最向往公司榜单前两位。作为两家世

界级互联网科技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

无论从市值还是业务体量上均远超同行

，凭借多元化布局和强劲的现金流支撑

，腾讯和阿里巴巴雄厚的企业实力令其

人才吸引力难以撼动。

华为的排名较2018年提高9个名次

，升至第四位。华为的海外布局和民族品

牌号召力，正带动其人才吸引力屡创新高

。数据显示，2019年主动关注华为的留学

生数量同比2018年增长近40%，其中超7

成来自硕士及以上学历求职者。

相比对科技巨头的向往，海归人才

对创业公司的求职态度呈现分化。滴滴

、今日头条、美团等知名创业公司吸引

力进一步增强。而早期企业因受资本寒

冬影响，留学生选择意愿明显下降。2019

年，仅有不到15%的留学生愿意选择B轮

及以下规模的初创公司，较2018年下降

近5个百分点。

海归就业竞争优势回落，法美德留学生

竞争力最强

根据求职者被企业主动关注、沟通

、收藏等行为数据，BOSS直聘建立模型

对海归人才就业竞争力进行量化。

结果显示，海归整体就业竞争力虽

依然明显高于国内同年求职者，但竞争

优势已从2017年的38%缩小7个百分点至

31%。本科海归较国内同学历求职者有

40%的竞争优势，与2018年无明显变化，

而硕士和博士则分别下降10个百分点至

21%和27%。

同时，海归群体内部的就业竞争力

分化现象更为突出。竞争力在90分位以

上的海归，简历受雇主关注度达到均值的

5倍以上；而竞争力处于30分位以下的海

归，其综合竞争力尚不及国内普通高校均

值。反映出国内雇主对海归人才的筛选辨

识能力也在逐渐增强，没有真才实学，空

有一张海外高校文凭已经难以为留学生的

求职带来实质性帮助。

分地区来看，欧美国家留学生普遍

更受雇主欢迎。从法国、美国、德国毕业

的海归平均竞争力最高，英国海归虽然均

值排名第五。但由于留学人数众多，竞争

力参次不齐，部分低竞争力求职者仅能达

到25分位。亚洲国家中，新加坡、日本

留学生竞争力与欧美相对接近，而马来西

亚，泰国留学生的竞争力较弱，求职竞争

力均值仅为欧美国家留学生的六成左右。

谁说海归不吃香？海归应届
生均薪92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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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夫人是誰？

在漫威漫畫中，蜘蛛夫人是一位年長女性，名為卡桑德

拉· 韋伯。

她雙目失明、重症肌無力、行動不便，常年蝸居在家中

，日常生活依賴於丈夫喬納森· 韋伯生前替她DIY的生命裝

置 （這個裝置看上去很像蜘蛛網） 。

雖然肉體受限，但蜘蛛夫人擁有強大的感知力，能夠做

到「足不出戶、耳聽六路、眼觀八方」。

她腦門上的紅點類似天眼，是其通靈能力的關鍵，她可

以通過這一技能幫人鎖定目標、尋找位置，有點類似於《X

戰警》中的X教授。

漫畫故事裡，蜘蛛夫人還與蜘蛛俠相識。

他們結識於一次營救事件，蜘蛛俠在跟丟綁匪後找她幫

忙，通過她的能力取得匪徒位置後救出人質。

蜘蛛俠也幫過蜘蛛夫人，他曾尋找魔法之物幫她治病。

在蜘蛛俠的幫助下，她參與了「五人聚會」的奧術儀式，從

此返老還童變成了年輕女性的模樣。

在1994年的動畫版《蜘蛛俠》中，蜘蛛夫人的能力更

進一步，意識可以穿梭於多元宇宙間，能召喚不同宇宙的蜘

蛛俠； 她還 是彼得· 帕克的人生導師，指引他逐漸走向命

運所歸。

在她的指導下，彼得阻止了另一宇宙中的屠殺蜘蛛俠摧

毀世界的陰謀，看起來，是不是有點像女性版的「瘋狂多元

宇宙」呢？

總之，漫畫裡的蜘蛛夫人是一個很有存在感的女性英雄。

那麼索尼的電影版《蜘蛛夫人》會做出怎樣的取捨和改

編呢？

目前的劇情簡介只揭露了「蜘蛛夫人在蜘蛛俠的幫助下

變年輕」的核心劇情，其餘還是未知數。

近半年來，《蜘蛛夫人》如擠牙膏般公布主創陣容，粉

絲的胃口也被吊起。

本片的導演S· J· 克拉克森此前拍攝過多部高分美劇，如

《火星生活》、《剖析醜聞》、《白教堂血案》等等。

她和超級英雄的淵源可追溯到2017年的《捍衛者聯盟

》，該劇集和漫威電影宇宙相銜接，講述了夜魔俠、傑西

卡· 瓊斯、盧克· 凱奇和鐵拳俠組成的超能英雄團的故事。

《蜘蛛夫人》的編劇馬特· 薩茲馬、伯克· 沙普利斯此前

聯手打造過爆款劇《迷失太空》系列，比較擅長科幻題材。

他們合作編劇的電影《暗夜博士：莫比亞斯》也屬於索

尼漫威宇宙，講述了吸血鬼莫比亞斯的故事。

《蜘蛛夫人》目前公布的女主演有五位：

分別是達科塔· 約翰遜 （《五十度灰》《陰風陣陣

》） 、艾瑪· 羅伯茨 （《美國恐怖故事》） 、「悉尼妹」

西德妮· 斯威尼 （《亢奮》） 、塞萊斯特· 奧康納和伊莎貝

拉· 莫奈。

但她們分飾的角色還未釋出，只是傳聞將由達妹挑大梁

，近來曝光的路透照也多是達妹的身影。

「達妹」達科塔· 約翰遜憑藉話題片《五十度灰》走紅

，雖然這部影片又甜又土又尬，但全球觀眾都願為「霸道總

裁愛上我」的瑪麗蘇故事買單。清秀的容貌和姣好的身材，

讓達妹一夜成為好萊塢85後新晉小花。

此後，她的好資源不斷，和約翰尼· 德普合作了《黑色

彌撒》，和蒂爾達· 斯文頓合作了新版《陰風陣陣》，和奧

利維婭· 科爾曼合作了《暗處的女兒》。

與大咖同台飆戲，又敢挑戰不同類型的角色，讓她逐漸

突破了固有的甜妹形象。

在確認加盟《蜘蛛夫人》後，達科塔· 約翰遜曾在Ins上曬

出蛛網圖片，一些網友猜測她可能會出演年輕的蜘蛛夫人。

達妹後來在節目採訪中未明確說明扮演的角色，只是表

達了興奮之情：「我太激動了，進入漫威世界很酷，拍動作

片一直是我的夢想。」

另一位女主演，是當年好萊塢四小花旦之一的艾瑪· 羅

伯茨。

她自幼就在姑姑朱莉婭· 羅伯茨 （《諾丁山》） 的引

導下闖蕩影視圈，青春靚麗的她在《美人魚》、《神探南茜

》、《野孩子》、《家庭作業》等作品中表現驚艷。

近些年，她在《美國恐怖故事》系列中也有過亮眼表演

，但在電影方面有些差強人意，反倒是和前前任「快銀」埃

文· 彼得斯的花邊新聞成為了觀眾談資。

這次，唯有期待艾瑪· 羅伯茨能在《蜘蛛夫人》這部商

業大片中有新的突破。

95後的「悉尼妹」西德妮· 斯威尼則是近年來發展迅猛

的好萊塢新一代小花，曾客串過昆汀的《好萊塢往事》。

看過美劇《亢奮》的觀眾，都會對面孔精緻、身材熱辣

的缺愛女孩凱西印象深刻。

悉尼妹也在去年熱門美劇《白蓮花度假村》中扮演恣意

妄為的傲嬌千金，人設一般但演得討喜。憑藉這兩個劇集角

色，她獲得了艾美獎的兩項提名。

她最近接受採訪時表示，對於《蜘蛛夫人》的角色要保

密，但第一次演超英電影非常有趣。

據網友推測，她很有可能出演蜘蛛俠那一心復仇、敢愛

敢恨的千金女賊前女友黑貓，也有推測悉尼妹角色的重要程

度將與達科塔· 約翰遜並列，這位95後妹子未來的星途不容

小視。

另兩位主演伊莎貝拉· 莫奈和塞萊斯特· 奧康納則是作品

不多的新人演員，前者出演過《邊境殺手2》和真人版《愛探

險的朵拉》，後者出演過《砍人快樂》和《超能敢死隊》。

《蜘蛛夫人》目前曝光的男演員是亞當· 斯科特，今年

憑藉高分美劇再度翻紅，另一位則是出演過《預言者》的塔

哈· 拉希姆。

如果不是拍超英群戲，那目前的演員陣容着實讓人期待。

合理猜測，部分演員將會是「奧術儀式」的關鍵。

正如前文所述，它能幫助蜘蛛夫人回春。這項秘密儀式

需要五個人一同參與，他們有可能會獲得權力與永生，也有

可能會得癔症或死去。

另一種情況是：這些演員扮演的角色可能生活在不同宇

宙。無論是《蜘蛛俠：英雄無歸》還是《蜘蛛俠：平行宇宙

》都涉及到了多元宇宙的概念，後者中還出現過蜘蛛格溫和

日系少女蜘蛛俠潘妮。

按原漫畫設定，蜘蛛夫人的蛛網裡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

四代蜘蛛女夏洛特恰好是蜘蛛夫人的外孫女，除外還有

初代蜘蛛女俠傑西卡、二代蜘蛛女俠茱莉婭、三代蜘蛛女俠

瑪蒂、蛛絲辛迪、蜘蛛少女梅黛· 帕克，影版《蜘蛛夫人》

應該不會放過這麼有趣的延伸要素。

我們也期待着，能早日與這部美女如雲的女性超英大片

見面。

女版蜘蛛俠《蜘蛛夫人》要來了，設定很瘋狂
眼下，漫威影業推出的女性超級英雄越來越多。
雷神、鷹眼、浩克在個人故事裡迎來了接班人

女雷神 （《雷神4》） 、女鷹眼 （劇集《鷹眼
》） 和 （劇集《女浩克》） 。

《奇異博士2》中的美國小姐成為了後續多元
宇宙的關鍵人物，而驚奇隊長的小粉絲獲得超能力
後變身為 （劇集《驚奇少女》） ，兩人還將會在
《驚奇隊長2》中攜手並進。

另一邊，索尼影業也不遑多讓，把旗下的漫畫
形象 「蜘蛛夫人」 提上了日程，新片《蜘蛛夫人》
正在緊密拍攝中，目前北美上映日期暫定為2023
年10月6日。

由克里斯蒂安· 貝爾（Christian Bale）主演的Netflix 古裝探案

電影《淡藍色眼眸》（The Pale Blue Eye）今天定檔並發布了首

張劇照。

該片將於12月23日在北美少量院線上映，並在2023年1月6日

上線Netflix流媒體平台。

《淡藍色眼眸》改編自路易斯· 巴亞德（Louis Bayard）同名偵

探小說，故事設定在1830年，貝爾飾演一位資深偵探，負責調查美

國西點軍校（U.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的一樁系列兇殺

案。

他被安排了一個助手，是年輕的軍校學生，這位學生對於細節

有着敏銳的洞察力，他不是別人，正是日後大名鼎鼎的作家——埃

德加· 愛倫· 坡（Edgar Allan Poe）！

「愛倫· 坡」這個角色由在《哈利波特》系列裡扮演哈利大表哥

「達利」的英國演員——哈里· 默林（Harry Melling）出演。

除了《淡藍色眼眸》，Netflix還一起公布了其他幾部電影重頭

戲的檔期。

克里斯蒂安·貝爾主演
《淡藍色眼眸》定檔

遊戲《生化奇兵》（Bioshock）即將被改編成電影，日前弗朗西

斯· 勞倫斯（Francis Lawrence）被Netflix選中，擔任該電影版導演。

弗朗西斯· 勞倫斯的導演作品有《我是傳奇》（I Am Legend）

、《飢餓遊戲2、3、4＋前傳》（The Hunter Games）。他最近還為

Netflix執導了部奇幻片《夢鄉》（Slumberland），由海王傑森· 莫馬

主演。

遊戲《生化奇兵》的故事發生在一個海底烏托邦「Rapture」，

這個富足自由的城市由於一種基因能源的發現而陷入毀滅邊緣，玩

家則要穿梭在這個城市裡面對形形色色的人和生物。

《加勒比海盜》導演高爾· 沃賓斯基（Gore Verbinski）曾想和環

球把這款遊戲搬上大銀幕，但未果。

高爾· 沃賓斯基當年評價這款遊戲：「遊戲一點一點向玩家道出

一個烏托邦破滅的故事，我認為它擁有改編成電影的潛力……在我

所玩過的所有遊戲中，我感到這個的敘述性非常強。」

沃賓斯基還提到，遊戲中「Rapture」城藝術裝飾的設計以及引

人注目的角色（如Big Daddys、Little Sisters）都給了他改編電影的

啟發。

不過，由於沃賓斯基堅持把《生化危機》電影拍成限制級（R）

，所以一直籌不到錢。

Netflix《生化奇兵》電影目前還處於早期籌備，出品該遊戲的

Take-Two Interactive公司也會參與電影的製作。

Netflix版《生化奇兵》
電影導演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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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是廣東第二大荔枝產地，在這裏，越來

越多的年輕人正接棒荔枝的產供銷，讓傳統產業

有了更多新意。借助日趨成熟的電商物流，這裏

出產的荔枝“飛”到更多、更遠的尋常百姓家；

仙進奉等新品種，在高枝嫁接技術的加持下，正

成為嶺南荔枝的後起之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90後”鍾國城是土生土長的廣州黃埔農村人，家裏祖祖輩輩種
荔枝。如今，他家在村裏還有100多棵
荔枝樹。和父輩不同，村裏的年輕人，
要麼考上大學，要麼學了一門技術，成
為白領或者藍領。鍾國城也一樣，大學
畢業後，成為了一名註冊會計師。

拍片辦文化節 宣傳文化及產業
“我們黃埔荔枝種植歷史超過千

年，荔枝文化濃厚，廣州最古老的荔枝
樹基本都在我們這裏。”鍾國城說，看
到果農辛辛苦苦忙活大半年，卻賺不了
多少錢，他一直在思考自己能否做一些
事情。2020年，鍾國城選擇回鄉務農，
成立農民合作社，開啟了他的“聯農帶
農”的“新農人”生涯。他的團隊成
員，包括地鐵維修工、視頻製作人等，
大多數都是鍾姓村族同齡人。

團隊成員通過抖音、小紅書、微信
視頻等社交平台宣傳關於荔枝的知識，
同時承辦黃埔荔枝文化節，讓更多人了
解黃埔荔枝文化和產業。與此同時，連
片管理荔枝園，進行科學種養殖、與快
遞公司簽訂合作協議，令當地的荔枝能
夠在48小時內到達全國各地。

攜手國企海關 出口至東南亞
年輕人視野開闊、思維活躍，在鍾

國城團隊裏體現得淋漓盡致。推出網紅
打卡點、舉辦荔枝文化節、辦荔枝品嘗
會……一系列活動讓蘿崗街乃至黃埔區
的荔枝走向有了新面貌。今年恰逢
RCEP生效元年，鍾國城團隊還通過與
當地國企、海關部門合作，讓黃埔荔枝
出口到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

“圍繞電商，我們做了一系列營銷
活動，效果明顯。去年，合作社通過郵
遞渠道賣出了1.1萬箱荔枝，今年實現
了倍增。”鍾國城頗有成就感。

創新種植技術 合理布局品種比例
來自廣州增城的“80後”青年劉鏡

超，大學畢業後考上了公務員。看到父
親每年都要為荔枝的種植、銷售疲於奔
命，工作之餘他開始琢磨如何通過網絡
幫父親賣荔枝。

“早期，我嘗試在各種論壇、貼吧
上發帖子，第一筆生意便是在百度‘貼
吧’中談成的。”劉鏡超說。自此，他
一發不可收拾，運用自己在大學主修的
物流管理專業學的知識，瞄準電商平台
開闊的市場，在線銷售荔枝，改變了荔

枝原本以“批發給商戶”為主的單一銷
售模式，把荔枝正式推出本地、推向全
國。2015年，他正式接管了父親的500
畝果園，辭掉公務員工作，成立了廣州
市東林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

近年來，劉鏡超不斷探索創新種植
技術。通過高接換種，合理布局種植比
例，將早熟、中熟、晚熟品種按照3:4:3
面積比例種植，延長採摘時間，做到荔
枝及時採收銷售，收益穩定。

搭建網售平台 啟百天直播營銷
廣州增城基崗村黨支部書記、仙進

奉荔枝種植帶頭人陳浩瀚多年來從事荔
枝的種植、管理和供應鏈建設。他認
為，盤活荔枝產業，年輕人在其中起到
重要作用，特別是在開拓市場方面。他
認為，傳統擺攤批發、零售的模式，難
以做大做強荔枝產業，特別是疫情發生
後，傳統模式更難以為繼。

“疫情對人流、物流都造成了一定
程度的影響，因此，我幾乎是逼着大家
去轉型的。這時候，村裏的年輕人站出
來了，他們善用網絡技術和電商平台，
各顯神通去打開銷路。”

陳浩瀚說，有的年輕人不懂種植和
管理，和荔枝幾乎沾不上邊，卻在網絡
銷售上找到了用武之地。今年的銷售冠
軍，賣出了6萬多斤荔枝，僅這一部分
的收入便達五六十萬元（人民幣，下
同）。

據了解，在農業部門的支持下，廣
州各大荔枝產區，紛紛多措並舉，新玩
法、新手段開展電商促銷。今年，廣州
全市開啟100天直播營銷，網紅主播紛
紛加入，推動電商平台與荔枝種植企業
和農戶結合，搭建在線銷售平台。

專門設計包裝 按品質推不同套餐
同時，荔枝供應方結合不同客戶的

需求，按需匹配，推動荔枝銷售果品變
禮品。陳浩瀚所在的增城區仙進奉荔枝
現代農業產業園，按照不同品種、荔枝
大小和品質，分門別類推出不同等級、
價位的荔枝套餐，並專門設計了外包
裝。在團隊自建的“仙基農業”小程序
上，仙進奉荔枝銷路大開。

“3斤裝、5斤裝、10斤裝的仙進
奉荔枝，都有不同的分類。比如顆粒
大、品相好的5斤禮品裝，可以賣到
500多元，很多下單客戶來自北京、上
海、廣州、深圳等消費力高的大城
市。”陳浩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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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按
◆◆““荔兒公主荔兒公主””原型羅佩玲正原型羅佩玲正
在直播帶貨賣荔枝在直播帶貨賣荔枝。。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

“荔兒公主”正在介紹
從化荔枝。 受訪者供圖

◆◆在黃埔荔枝文化節上在黃埔荔枝文化節上，，果農比果農比
拚各自種植的荔枝拚各自種植的荔枝。。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企業推出不同等級企業推出不同等級、、價位的荔枝價位的荔枝套餐套餐，，並專門設並專門設
計了外包裝計了外包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 攝攝

二 之 一

新
推出虛擬代言人
打造沉浸式體驗
“大家好，我是荔兒公主，很高興見到大家！”

一襲雪白的長裙，燈籠袖邊兩抹紅色，幾串碩大飽滿
的荔枝別在腰間，頭頂的荔枝髮卡渾圓鮮艷，雙唇微
張與來賓親切問好，她不是現實生活中的絕代佳人，
而是廣州從化區的荔枝產業元宇宙虛擬人物——“荔
兒公主”。

今年荔枝季，廣州發布國內首個荔枝產業元宇宙
虛擬偶像“荔兒公主”，利用元宇宙的虛擬世界，結
合增強現實技術，讓消費者身臨其境體驗荔枝果園的
沉浸式樂趣，打造全國首個虛擬荔枝果園體驗種植+定
製基地。

線上介紹科研成果及加工產品
“荔兒公主”在不少互聯網平台，介紹從化荔枝

領域科研成果、荔枝加工新產品，其原型是來自廣州
從化的“95後”女孩羅佩玲，聲音都是由她播報並通
過技術轉化而成。羅佩玲表示，她之前是一名護士，
但一直對互聯網特別是直播帶貨比較感興趣。之後辭
職開了服裝店，進行網上帶貨。“晚上睡覺做夢都在
直播帶貨，後來看到荔枝行業對網絡營銷的需求越來
越大，而我又是土生土長的從化人，從小耳濡目染荔
枝文化，就很快進入了廣州從化荔博園。”

“荔兒公主”剛剛推出，未來圍繞這個IP還要做
更深一步的營銷工作，包括政府、產業園等正在進一
步探討和嘗試。在此基礎上，從化還探索構建農業元
宇宙，使其成為從化農產品品牌代言人、生態農業的
形象大使、觀光農業導遊、農業專家等多重身份，在
從化農業數字化服務、傳播、市場營銷等領域發揮重
要作用。

另外，廣州還在延伸荔枝的產業鏈，包括荔枝奶
油泡芙、荔枝曲奇、低溫凍乾荔枝、“荔小吉”系列
產品等不斷投入消費市場。

2022年9月2日（星期五）文 匯 專 題5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2年9月2日（星期五）財 經 專 題3 ◆責任編輯：何佩珊

“其實我剛出生的時候，家境只是一
般，當時並不流行‘劏房’，但我

們一家人與另一家人一同分租了一間屋，
當時大約6個人住在500呎左右的地方，廁
所及廚房皆共用，坦白說，居住環境並非
特別好。”但他的父母都透過自身努力，
父親成為了工程師，母親投身到金融服務
界，到了陳浩濂幾歲大，他們家庭已可獨
立租用一個單位，不用與人分租。到他十
多歲時，父母更可“上車”買樓。

他認為，父母一輩人的奮鬥經歷，其
實正是很多港人家庭的縮影，既體現了香
港每人都有平等的發展機會，也凸顯了香
港受惠於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
下，使普通香港人在經濟發展及改善生活
上，都有受惠。

香港有個良好公正的平台
到了他這一代人也一樣，當有機會接

受好的教育、從事一份理想的工作，往後
的生活都會順遂。陳浩濂於外國畢業回港
工作，年僅28歲已成為國際投行的董事總
經理，他直言，在他畢業後近20年的事業
發展都相對順利。他在大約十年前，為此
做了總結。認為之所以他的際遇順遂，其
實是因為香港有一個良好、公平的平台，
讓大家可以安心發展事業，亦得益於國家
自改革開放後經濟的急速發展，帶動了整
個大中華區及亞洲區的經濟，使香港能成為
國際金融中心之餘，更從中獲得巨大助益。

事業有成 立志回饋社會
他認為，自己的人生已到了一個新階

段，便於當時產生了強烈願望，希望他順

遂的經歷與正面的經驗，可以傳給香港的
下一代，故在十年前便投身公共服務領
域，開始加入政黨、參選區議員。又因為
早涉足政壇，獲得了一些人脈。到了2017
年，他很開心及幸運有機會，獲委任到香
港財庫局擔任一個角色。

雖然很多人認為，在港“當官”是進了
“熱廚房”，但他卻認為在政府中工作是很
開心的事，因為每日的政策，無論有關市場
發展、人才培訓、做好監管等，都是為了鞏
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正正是為了香港
的下一代，能夠獲得更多的發展機遇而努力；
另一方面，也能夠為香港繼續作為國家的國
際金融中心角色、為國家的金融開放出一分
力。

他認為，工作不應該單為了金錢回
報，在這點上，他承認自己是一名幸運
兒，“工作上的滿足感、興趣與動力，都
是很重要的。”

受家人影響 投身政府
陳浩濂對公共服務的興趣和熱誠，很

大部分來源自他的家人。陳浩濂的爸爸陳
兆安，是香港前路政署助理署長。陳浩濂
說他在小時候，已經與父親經常討論香港
的政策問題，並希望尋求推動社會發展的
方法。這促使他早在中學時期，已多次擔
任學生會、童軍會的會長，以及辯論隊隊
長等，養成了由小到大都留意時事及公共
政策的興趣，也是這個原因，令他希望將
來可以涉足這一範疇。“至今仍然很希
望，香港過去兩代人都能體現得到、香港
多年來賴以成功的一些基本價值，可以繼
續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

連任港財庫局副局長 很開心在政府工作
香港特區政府新班子上任兩個月，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亦已

履新就位，當中香港財庫局副局長陳浩濂連任，雖然在一眾副

局長中，他的薪酬屬最高水平之一，但據悉他其實當年是大幅

減薪逾六成，離開其投行的高薪厚職，加入政府這個“熱廚

房”。陳浩濂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自己算是一個沒背景、沒

人脈關係的人，在香港讀完中學並留學後，回港便投身金融業，發展順遂，

是由於香港得益於國家的發展有一個良好的平台。他真的很希望，“香港

多年來賴以成功的一些基本價值，以及順遂的環境，在未來可以保留，繼

續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他毅然從政，正希望為此貢獻出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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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緣政局動盪，使全球經濟前景蒙上陰影，香港市場未來的發展或
有機會受影響。陳浩濂強調，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包括資金自由流動、資訊自
由流通、法制與世界主要市場接軌等，事實上，過去無論1997年亞洲金融
風暴、2001年“911事件”，或者2008年的金融海嘯，亞洲都有某些國家實
行外匯管制，香港的聯匯制度卻行之有效39年，足見香港的金融穩定。他
認為，“做生意不用多講，最緊要是穩定，特別香港金融系統穩定了幾十
年，無懼各種考驗，往往在關鍵時候都能夠維持香港的市場效率，這便解釋
了為何近兩年，香港在地緣政治上，較少受到影響。”

歐美投行近年增加在港人手
他續稱，一些歐美的投行並沒受地緣政局的影響，反而在這一兩年間，

增加在港人手，尤其是他們表明這是為了大灣區的“理財通”業務。香港在
“家族辦公室”的發展上，也在穩步推進。香港投資推廣署在去年6月，成
立了一個“家族辦公室”團隊，專門服務一些想來港落戶或擴充的家族辦公
室，他透露，在短短一年間，該團隊已幫助了14家家族辦公室來港設立或
擴大規模。

面對地緣政治的不穩，他強調政府一直重視，希望做好上層統領的工
作，不斷協調金融、監管機構間的合作，例如信息分享，香港現時透過全天
候、跨市場、聯動式的監測系統去監察市場，注視着會否有系統性金融風險
出現，有關當局一直都在進行實地審查及壓力測試，確保香港的金融穩定。
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強調，要提升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從大局和
長遠需要出發積極謀劃香港發展。對此，陳浩濂表示，香港在發展經濟時，
要同時維護國家安全。故此，面對環球地緣政治不穩，香港亦應以“底線思
維”去做好所有防禦性預案。

港金融系統有能力抵禦地緣動盪

◆陳浩濂任香
港財庫局副局
長踏入第六個
年頭，他指
出，每日的政
策都是為了鞏
固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
為了下一代能
獲得更多發展
機遇而努力。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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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夢》是編劇毓鉞與陳佩斯繼2015年大獲好評

的《戲台》之後，再度合作的一部原創話劇。該劇在北

京的首輪演出剛剛落幕，場場一票難求。

作為「戲台」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驚夢》無論

在故事、陣容還是思想內核上都是《戲台》的一次全方

位升級，給台下滿坑滿谷的觀眾帶來一次不同凡響的舞

台體驗。

《驚夢》的野心首先體現在劇本上。故事從崑曲大

班和春社應邀到平州演出，遭遇戰事吃緊，被困在財主

常家的祠堂說起。以《牡丹亭》為看家本領的劇社，臨

危受命，披掛上陣將一出《白毛女》搬上舞台。

劇社疲於應付着各方勢力對同一個故事的不同要求

，在多重「戲中戲」中引發出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故

事。

層次感是《驚夢》在劇作上最令人驚喜之處，主要

角色的所言所行都有着異常豐富的解讀空間。拿傳統戲

曲和時代需求之間的碰撞做文章，需要多少研究和積累

，又需要多少勇氣和膽識，已是可想而知。

編劇更是掌握一手漂亮的「葉底藏花」，讓具有全

知視角的觀眾，在一句台詞一個包袱的高潮段落，在先

於人物了解真相的前提下，不受情節反轉的負累而自如

地進入潛台詞的理解和遐想中，筆法相當老辣。

在舞台呈現上，《驚夢》也十分大膽地採用了去繁

就簡的策略，規避了舞美搶掉觀眾注意力的風險，賦予

故事更加強烈的寓言色彩。

劇中有着極其講究的戲曲舞台細節，從戲服到道具

無不是一等一的細密精緻。與之相對應的是頗為凌厲的

布光和抽象極簡的宏觀視覺設計，讓《驚夢》在美學風

格上有了和世界舞台接軌的氣魄。

全戲場景除少數段落外，基本都依靠一座戲台和一

座祠堂為主體布景，別無其他。隨着這組建築的角度和

位置變化展開所有的調度，實現「台前」與「幕後」的

空間轉換。這樣的設置需要主創對作品在把控觀眾注意

力上保持相當的自信。

當然我們也要承認，簡單的空間場景往往需要不斷

變化組合去滿足情結的發展，完成對觀眾的提示。在

《驚夢》的前半程，頻繁的空間切換和黑場讓鋪墊的節

奏稍顯瑣碎，觀眾比較難以形成連貫的情緒。

這樣的情況在進入「戲中戲」的核心段落後就得到

了極大的改善，在全盤掌握了舞台機關之後，觀眾仿佛

跨越一個「過門兒」，終於得以與角色一樣入境入戲。

陣容方面，三組主要演員在表演中各展所長，讓

《驚夢》在表演風格上也立體感十足。

陳佩斯和陳大愚父子倆一個演戲班班主，一個演戲

痴少東家。兩個角色非常出彩，但絕不搶戲。以此主雇

二人為軸，數個角色輪番亮相，全都緊密地圍繞在「戲

台」前後。

班主和少東家在劇中和戲裡的「行當」都是「丑」

。他們對崑曲有着各自的熱忱，但也深諳「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的生存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驚夢》在時間線上切入了歷史上

真實發生的一場演出，讓陳氏父子在戲裡戲外形成前所

未有的命運交互。能讓觀眾接住這樣的梗，放眼全中國

的舞台，恐怕僅此一家。

重磅「外援」——飾演戲班掌柜的劉天池，飾演國

軍將領的巫剛和飾演共軍將領的何瑜都是有着豐富舞台

表演經驗的戲骨。聽三位的台詞，是一種享受。尤其是

巫剛和何瑜二位，他們所飾演的角色相較於和春社裡唱

戲的，是「正史」中的人物。

他們脫離了戲曲腔調的，頗具間離效果的演出，強

調寫實，凸顯了故事的時代感和宿命感。

而能唱能演的崑曲小生和青衣這一對青年演員的任

務則是在念白和身姿上保持「曲不離口，人不出戲」的

戲痴形象。無論是做杜麗娘和柳夢梅，還是演喜兒和大

春，都讓角色長在自己身上。他們對戲的痴迷，時常溢

出進入到劇中的現實，既製造笑料，也令人淚目。

這三種表演的交互，恰到好處地呈現出時代背景下

不同行當不同社會地位的人物之間不可調和的精氣神，

又能融合在一起，托起一個複雜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戲

夢人生。

《霸王別姬》中，老班主教訓一幫學徒說：「從古

到今，哪個朝代也沒有當今的京戲紅火，你們算是趕上

了。」 雖然後來的小石頭、小豆子歷經許多人生磨難

，決算不上幸運的人，但不得不承認，在藝術上，他們

走到了極致，的確是「趕上了」。

《驚夢》的時代背景與《霸王別姬》近似，幾乎可

以看成是一個平行世界的故事。

初一看，《驚夢》裡有着六十年歷史的崑曲戲班和

春社應該算是「沒趕上」的那種——戰火紛飛令他們流

落如飄萍，困在兩軍短兵相接的平州，溫飽沒了着落，

一台像樣的戲都唱不上。

但整出話劇看下來，和春社卻與《霸王別姬》精神

上殊途同歸，悄然達成了那種「人得自個兒成全自個兒

」的境界追求。

在各種時代人物粉墨登場的平州，這座戲台正如老

舍筆下的茶館。無數人想要在這片土地上書寫歷史，最

後卻成了歷史的炮灰。

劇中，當硝煙散去，我們看到大雪中一字排開幾個

人影。就像是西奧· 安哲羅普洛斯拍了又拍的「流浪藝

人」那樣——是戲子，最後成為了歷史的見證者、倖存

者，記敘者。

「戲比天大」常被用來形容做戲的人之投入敬業。

腳崴了能在台上翻跟頭，至親往生能接着嬉皮笑臉。講

究為戲而不顧一切，犧牲「小我」成就「大我」。

再進一步，這句話說的是凡做戲，要知分寸，把戲

放在自己前頭，能為了成就一齣戲，忘卻自己的七情六

慾，把自己做成一個靈魂的容器，放下自己。

一般來講，這句話就解到這裡了。

看過《驚夢》之後，琢磨來琢磨去，還是覺得這齣

戲不得了。它似乎對「戲比天大」做出了又一層新的闡

釋。

它說的是，在戲子眼中，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比戲

重要。這種戲子本位思考，往小了說是愛戲如痴，往大

了說是歷史虛無主義。正如謝幕時，演員和樂師依次走

到台前，他們身後的戲台上《牡丹亭》一刻未停。

歲月流轉，滄海桑田，藝術不會停歇，藝術家的生

命在舞台上走向永恆。

《驚夢》這齣戲，名字是做夢，實際上演的是一個

戲子的自我覺醒。世事不長久，而《牡丹亭》長久。這

可不是一般人敢說的話。

京城最熱大戲，你看了嗎？

在暑期檔收官之際

，作為本周上映的唯一

一部喜劇新片，《愛情

的代駕》今日發布觀影

特輯。演員王成思斬獲

「觀眾最喜愛演員獎」

，而王成思和魏翔這對

「師徒」間的搞笑碰撞

，也成為了觀眾心目中

最經典的歡樂名場面。

高分肯定，有口皆碑，

電影《愛情的代駕》以

黑馬之姿收穫了廣大影

迷的青睞。影片由徐林執導，著名喜劇人王成思、於莎莎領銜主演，許慧強

、艾然、馮秦川、劉錫明主演，亦有知名喜劇大咖常遠、魏翔友情出演。正

在全國熱映中，這個周末約上心愛的TA，體驗一場別樣的歡樂愛旅吧。

「日薪一萬，替人戀愛」，電影《愛情的代駕》講述了送水小哥鍾成奎（王

成思飾）因和富二代李嘉豪（王成思飾）長相酷似孿生兄弟，而被捲入一場奇葩

的替身戀愛計劃之中，隨即開啟了一連串啼笑皆非的故事。作為演員王成思的首

部大銀幕男主作品，挑戰一人分飾兩角，將鍾成奎和李嘉豪兩個反差極大的角色

拿捏的恰到好處。而王成思本人也曾在採訪中談到片場拍攝時最大的難度，便是

時常會恍惚自己當下到底是鍾成奎還是李嘉豪。付出終會被看見，在今日發布的

觀影特輯中，他的完美表現獲得了本片中「觀眾最喜歡演員獎」。

同時，電影《愛情的代駕》一經上映，就收穫了觀眾的滿滿好評，毫不

吝嗇地為本片打出了9.5的高分。「輕鬆、愉快、真誠、值得一看、拯救不開

心」等也是「自來水」們為影片貼上的品質標籤，而大家在放映廳里無數次

肆意的大聲歡笑更是對這部電影最好的證明。

觀影特輯中，在談到影片中印象最深刻的橋段時，王成思魏翔「師徒」

西餐廳教學以及王成思的溫泉憋氣片段，成為了大家票選最高的歡樂名場面

。影片中，「戀愛替身」鍾成奎拜師魏翔飾演的禮儀大師王老大，接受其量

聲定製的「高端男性」養成訓練。兩個人在西餐廳的一番點餐教學，讓前來

影院的觀眾爆笑不已。外語單詞秒變「傻愣」、「鐵棒」，配合他們活靈活

現的表演，不經意間戳中所有人的歡笑神經。導演徐林接受採訪時表示，這

段精彩的諧音梗對話不是劇本中的內容，完全是王成思和魏翔兩個人在走戲

時直接見招拆招的即興發揮，正式拍攝時被完美地保留了下來。

另一場讓人印象深刻的「狸貓換太子」的溫泉泳池戲份。替身鍾成奎和

本尊李嘉豪陰差陽錯之下同時出現在了溫泉酒店。不料，卻被李嘉豪的相親

對象，董事長千金霍啟欣（於莎莎飾）撞了個正着。鍾成奎急中生智，把自

己的僱主李嘉豪按進了水裡，兩人你來我往，趣味橫生。而這場讓觀眾忍俊

不禁的水下戲拍攝於冬季，演員王成思在水中一泡就是一天，這也成為了全

片「最美麗凍人的一場戲」。

電影《愛情的代駕》由寧夏群英影業有限公司、南京禾優影業有限公司

、北京白草莓影業有限公司、浙江新睿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上海江鈺影視文

化有限公司、廣州禾優影業有限公司、佛山泓東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寧

波抹香鯨影業有限公司、北京零刻度線影業有限公司、空束（北京）影業有

限公司、北京明空星鬥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中藝美華影視文化發展有限

公司出品。更多歡樂，等你解鎖，正在全國院線火熱上映中。

本周唯一喜劇新片
《愛情的代駕》

歡樂名場面獲觀眾盛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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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剛出生的時候，家境只是一
般，當時並不流行‘劏房’，但我

們一家人與另一家人一同分租了一間屋，
當時大約6個人住在500呎左右的地方，廁
所及廚房皆共用，坦白說，居住環境並非
特別好。”但他的父母都透過自身努力，
父親成為了工程師，母親投身到金融服務
界，到了陳浩濂幾歲大，他們家庭已可獨
立租用一個單位，不用與人分租。到他十
多歲時，父母更可“上車”買樓。

他認為，父母一輩人的奮鬥經歷，其
實正是很多港人家庭的縮影，既體現了香
港每人都有平等的發展機會，也凸顯了香
港受惠於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
下，使普通香港人在經濟發展及改善生活
上，都有受惠。

香港有個良好公正的平台
到了他這一代人也一樣，當有機會接

受好的教育、從事一份理想的工作，往後
的生活都會順遂。陳浩濂於外國畢業回港
工作，年僅28歲已成為國際投行的董事總
經理，他直言，在他畢業後近20年的事業
發展都相對順利。他在大約十年前，為此
做了總結。認為之所以他的際遇順遂，其
實是因為香港有一個良好、公平的平台，
讓大家可以安心發展事業，亦得益於國家
自改革開放後經濟的急速發展，帶動了整
個大中華區及亞洲區的經濟，使香港能成為
國際金融中心之餘，更從中獲得巨大助益。

事業有成 立志回饋社會
他認為，自己的人生已到了一個新階

段，便於當時產生了強烈願望，希望他順

遂的經歷與正面的經驗，可以傳給香港的
下一代，故在十年前便投身公共服務領
域，開始加入政黨、參選區議員。又因為
早涉足政壇，獲得了一些人脈。到了2017
年，他很開心及幸運有機會，獲委任到香
港財庫局擔任一個角色。

雖然很多人認為，在港“當官”是進了
“熱廚房”，但他卻認為在政府中工作是很
開心的事，因為每日的政策，無論有關市場
發展、人才培訓、做好監管等，都是為了鞏
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正正是為了香港
的下一代，能夠獲得更多的發展機遇而努力；
另一方面，也能夠為香港繼續作為國家的國
際金融中心角色、為國家的金融開放出一分
力。

他認為，工作不應該單為了金錢回
報，在這點上，他承認自己是一名幸運
兒，“工作上的滿足感、興趣與動力，都
是很重要的。”

受家人影響 投身政府
陳浩濂對公共服務的興趣和熱誠，很

大部分來源自他的家人。陳浩濂的爸爸陳
兆安，是香港前路政署助理署長。陳浩濂
說他在小時候，已經與父親經常討論香港
的政策問題，並希望尋求推動社會發展的
方法。這促使他早在中學時期，已多次擔
任學生會、童軍會的會長，以及辯論隊隊
長等，養成了由小到大都留意時事及公共
政策的興趣，也是這個原因，令他希望將
來可以涉足這一範疇。“至今仍然很希
望，香港過去兩代人都能體現得到、香港
多年來賴以成功的一些基本價值，可以繼
續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

連任港財庫局副局長 很開心在政府工作
香港特區政府新班子上任兩個月，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亦已

履新就位，當中香港財庫局副局長陳浩濂連任，雖然在一眾副

局長中，他的薪酬屬最高水平之一，但據悉他其實當年是大幅

減薪逾六成，離開其投行的高薪厚職，加入政府這個“熱廚

房”。陳浩濂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自己算是一個沒背景、沒

人脈關係的人，在香港讀完中學並留學後，回港便投身金融業，發展順遂，

是由於香港得益於國家的發展有一個良好的平台。他真的很希望，“香港

多年來賴以成功的一些基本價值，以及順遂的環境，在未來可以保留，繼

續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他毅然從政，正希望為此貢獻出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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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緣政局動盪，使全球經濟前景蒙上陰影，香港市場未來的發展或
有機會受影響。陳浩濂強調，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包括資金自由流動、資訊自
由流通、法制與世界主要市場接軌等，事實上，過去無論1997年亞洲金融
風暴、2001年“911事件”，或者2008年的金融海嘯，亞洲都有某些國家實
行外匯管制，香港的聯匯制度卻行之有效39年，足見香港的金融穩定。他
認為，“做生意不用多講，最緊要是穩定，特別香港金融系統穩定了幾十
年，無懼各種考驗，往往在關鍵時候都能夠維持香港的市場效率，這便解釋
了為何近兩年，香港在地緣政治上，較少受到影響。”

歐美投行近年增加在港人手
他續稱，一些歐美的投行並沒受地緣政局的影響，反而在這一兩年間，

增加在港人手，尤其是他們表明這是為了大灣區的“理財通”業務。香港在
“家族辦公室”的發展上，也在穩步推進。香港投資推廣署在去年6月，成
立了一個“家族辦公室”團隊，專門服務一些想來港落戶或擴充的家族辦公
室，他透露，在短短一年間，該團隊已幫助了14家家族辦公室來港設立或
擴大規模。

面對地緣政治的不穩，他強調政府一直重視，希望做好上層統領的工
作，不斷協調金融、監管機構間的合作，例如信息分享，香港現時透過全天
候、跨市場、聯動式的監測系統去監察市場，注視着會否有系統性金融風險
出現，有關當局一直都在進行實地審查及壓力測試，確保香港的金融穩定。
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強調，要提升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從大局和
長遠需要出發積極謀劃香港發展。對此，陳浩濂表示，香港在發展經濟時，
要同時維護國家安全。故此，面對環球地緣政治不穩，香港亦應以“底線思
維”去做好所有防禦性預案。

港金融系統有能力抵禦地緣動盪

◆陳浩濂任香
港財庫局副局
長踏入第六個
年頭，他指
出，每日的政
策都是為了鞏
固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
為了下一代能
獲得更多發展
機遇而努力。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傳
給
下
一
代

傳
給
下
一
代

2022年9月2日（星期五）養 生 坊6 ◆責任編輯：何佩珊

近年，香港非常流行“拍骨”，每個人都抱試

一試的心態，把全身的骨頭“拍正”, 就能夠解決長

期的痛症，究竟“拍骨”是否真的這麼神奇？ 今期和大家深

入討論一下。“拍骨”是屬於中醫傳統正骨手法之一，也和

西方脊醫的整脊相類似。最近非常流行的正骨，是屬於把脊

椎的小關節錯位調整的手法，經專業的註冊中醫師操作，能

夠迅速緩解繃緊痛楚，甚至是麻痹症狀，但並不是一種徹底

根治的方法。註冊中醫師會利用旋轉、牽引的方法，把關節

活動至扳機點，並瞬間發力，小關節便會發出聲響。然而，

坊間亦有不同的痛症中心是聘請“正骨師”去作正骨治療，

這是有一定的危險性，甚至有引致身體癱瘓的風險。

◆文︰香港中醫學會曹信恩註冊中醫

圖：曹信恩、資料圖片

吃素唸佛的老李突然中風，他身邊的朋友都
很緊張，擔心自己也會中風，都來找我諮詢，我
教他們用食療預防。

愈來愈多的研究表明：至少有80%的中風是
能預防的！我教大家的這個預防方法非常簡單，
藥補不如食補，只要平時在煮粥、煲湯的時候放
點天麻。

中醫有“風、寒、暑、濕、燥、熱”六邪氣
的說法，又把風分為外風和內風，中風正是由於
“內風”引起的。

天麻就是專治“風”病的藥食同源的食材，
李時珍稱它為“定風草”。

頭暈目眩、老年性癡呆、偏頭痛、面癱失
語、口眼歪斜、肢體麻木、高血壓、風濕性關節
炎、中風等一切風病，都可以試試天麻。

天麻，具有息風止痙，平抑肝陽，祛風通絡
的功效；主治肝風內動，驚癇抽搐，眩暈，頭

痛，肢體麻木，手足不遂，風濕痹痛等。
一、肝風內動，驚癇抽搐：天麻入肝經，功

能息風止痙，且味甘質潤，藥性平和，故可用治
各種病因之肝風內動，驚癇抽搐，不論寒熱虛
實，皆可配伍應用。

二、眩暈，頭痛：天麻既息肝風，又平肝
陽，為治眩暈、頭痛之要藥。不論虛證、實證，
隨不同配伍皆可應用。

三、肢體麻木，手足不遂，風濕痹痛：天麻
又能祛外風，通經絡，止痛；用治中風手足不
遂，筋骨疼痛；婦人風痹，手足不遂；風濕痹
痛，關節屈伸不利等。

《本草彙言》：主頭風，頭痛，頭暈虛旋，
癲癇強痙，四肢攣急，語言不順，一切中風，風
痰。

李時珍：補益上藥，天麻為第一。世人只用
之治風，良可惜也。

《神農本草經》：久服益氣力，長陰，肥
健，輕身，增年。

天麻作藥用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神農本
草經》和《本草綱目》裏，均有天麻“除百病益
壽延年”的記載。

天麻能夠有效降低血壓，減慢心率，對心肌
缺血有保護作用，長期服用能夠起到強健筋骨、
保護腰膝，以及平肝益氣的作用。

天麻的降壓作用以舒張壓降低最明顯，其作
用迅速，維持時間短，可調性好。降壓時心率不
增快，並能降低心肌耗氧量，對高血壓合併冠心
病的治療有利。

天麻能很好地增加外周以及冠狀的動脈中血
液流量，增加腦血流量，降低腦血管阻力，輕度
收縮腦血管，這對於心臟具有很好的保護作用。
所以，日常出現了心悸氣短的情況，也可以用天
麻泡水喝來食療。

食療配方：
1. 天麻燉雞：雞大補氣血，天麻治頭暈鎮靜安

神，這道菜非常養生。
做法：雞宰殺之後切塊備用；將雞、天麻片一起

放入鍋中燉煮，肉質軟爛之後加入食鹽就
可以上桌服用了。

2. 天麻蒸蛋：天麻煮雞蛋，能通經活絡，頭痛目
眩、四肢麻木、腦血管病可以試
試。

做法：天麻片10克、雞蛋3個、水1,000克；先
將天麻片放入鍋內用水煮30分鐘後，打入
雞蛋煮熟即可食用，隔日吃一次。

◆香港註冊中醫師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楊沃林

養生
攻略 預防中風的食療

別迷信正骨能解百病

首先，我們的脊椎骨保護脆弱的脊髓，
脊髓會分支出很多神經線去我們身體不

同部分，支配不同的器官和四肢。有時神
經線因為骨之間的小關節錯位而受到擠壓，
便會導致不同的麻痹感覺，透過正骨能夠把
這個擠壓釋放，從而減輕麻痹的症狀，但假
如操作者不熟悉解剖，過於暴力地進行正
骨，便有機會損傷到神經線，甚至是損傷脊
髓，導致身體癱瘓。

正骨手法宜輕柔快速
正骨的手法適宜輕柔、快速，在熟悉解

剖的註冊中醫醫師操作下才是安全。但是，
假如整個手法過於粗暴，旋轉角度過多，便
很容易拉傷肌肉和關節，嚴重則損傷脊髓。
痛症的種類非常多，可以是急性劇痛，又可
以是慢性疼痛。當中，常見的急性劇痛，很
多時是因為意外扭傷或撞傷，這種情況要特
別小心，不能夠斷言正骨。因為如果骨頭受
傷，是不適宜做正骨手法的，否則會令骨頭
有進一步的損害。如果是肌肉拉傷，也不適
宜正骨，因為在牽引的過程有機會把拉傷的
肌肉進一步損傷，而過程亦非常疼痛。

從日常姿勢開始審視
其實，每一樣的痛症基本都會涉及三個

組織，分別是肌肉、筋膜和骨頭，正骨只能
夠解決骨頭的問題，但肌肉和筋膜尚未處理
好，很快骨頭之間的小關節也會發生錯位。
因此，我們不能夠迷信正骨能解百病，反而
必須要從日常的姿勢開始審視，再把緊張短
縮了的肌肉透過針灸或推拿去放鬆；利用刮
痧或拔罐去鬆解筋膜，當軟組織放鬆後，我
們才進行正骨，這樣效果會更加長久。同
時，亦不要忘記改姿勢和鍛煉合適的肌肉，
因為肌肉的鬆緊度和強度，對於維持效果是
非常重要的。

大部分的痛症，都是由不良姿勢而引
起，智能電話的出現加劇了上肢的不良姿
勢。例如，頸部前傾導致長期肩頸勞損，寒
背導致背部不適和心口壓痛，手部長期拿手
機導致手腕勞損疼痛等。因此，在大量使用
智能電話時，必須提醒自己多抬頭，防止過
度前傾。加上，一周三次的帶氧運動，也有
助預防痛症，在運動期間，全身肌肉都在應
用，能夠改善肌肉緊張的情況。而且，受損
的部位血流量增多，改善氣血，加速修復。

在中醫角度，風、寒、濕是引發痛症的
常見病邪。香港位於中國南方，是濕重之
地，加上飲食太豐富，容易在體內生濕，以
致身體重墜，神疲無力；由於長時間在冷氣
地方工作，加上喜愛吃生冷寒涼，容易感受
風寒之邪，使身體疼痛、麻痹。要預防痛症
必先從保暖開始，避免冷氣直接吹到身上；
在飲食上也應減少進食生冷寒涼之食物。

預防痛症從生活開始
養生食療

材料：葛根5錢、淮山5錢、小豆3錢、桑寄生3
錢、扁豆5錢、蜜棗1粒、陳皮1角、瘦肉
6両

功效：祛風濕，舒筋活絡；補肝腎，強筋骨。
適合：肩頸腰背酸痛，四肢困倦

舒筋祛濕湯

材料：製何首烏5錢、
白芍3錢、當歸
2 錢 、 黨 參 3
錢、田七片 3
錢、蜜棗1粒、
陳皮1角、瘦肉
6両

功效：益氣養血，通絡
止痛；補肝腎，益氣血，烏髮，強筋骨，潤
腸通便。

適合症狀：氣血虛弱，手腳痲痹

益氣養血止痹湯

材料：杜仲5錢、牛膝5錢、枸杞5錢、金狗脊5
錢、豬尾巴1條

做法︰豬尾骨出水，其餘材料浸洗，將全部材料放
入煲內，用8碗水煮約2小時成4碗即成。

功效：補肝腎，強筋骨。
適合：腰膝酸痛，筋骨無力，風濕痹痛

強腰壯骨豬尾湯

◆◆如要正骨如要正骨，，需需
要經專業的註冊要經專業的註冊
中醫師操作中醫師操作。。

◆◆曹信恩中醫師曹信恩中醫師

▲

▲

中醫透過正骨復位等手法改善脊椎的排
列，針灸、拔罐亦有助於緩和脊骨問題引起
的痛症。

◆◆淮山淮山

◆◆桑寄生桑寄生 ◆◆蜜棗蜜棗

◆◆何首烏何首烏

◆◆當歸當歸◆◆田七田七

◆◆杜仲杜仲 ◆◆枸杞枸杞

◆◆天麻天麻

◆◆陳皮陳皮◆◆葛根葛根



国内的“鸡娃”内卷现象愈演愈烈，竞争的

起跑线已经被拉到了学前教育，家长们在教育上

的支出占比逐年高升。

如果移民日本，有什么育儿政策，有什么教

育优势呢？一起来看看吧。

育儿福利——国家帮你养孩子

日本属于社会福利体系较为健全的国家，为

了缓解少子化的趋势，日本政府从上世纪九十年

代开始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支援育儿

的福利政策：

01. 一次性的生育补助

日本妈妈确诊怀孕四个月以上，无论小孩是

否平安出生，都可以领到42万日元的补助。从怀

孕开始到育儿都有一系列的补贴，孕期可以凭孕

检券免费参加14次产检。

另外，只要你有日本的长期签证，在日本合

法纳税生活，这时如果你选择回中国生孩子，也

能拿到日本政府的补贴，如果你国内还交了生育

保险，那国内的补贴也能拿到。

02. 产假补贴

在日本，产假可以休98天。产假期间，怀孕

者的用人单位需要每月支付怀孕者三分之二的工

资。

但是如果公司不出这笔钱或少于每天8000日

元的，政府便会提供补助（每天8000日元）。

日本在产假后，还有育儿假，就是在产假结

束后的第一天开始，到孩子1岁期间（最长1岁

半）。

育儿假期间拿到的工资，前180天按育儿假

开始前6个月的平均工资67%（2/3）计算，之后

则按50%计算。

03. 抵税政策

对于日本女性来说，生孩子所需要的产检费

用和分娩费用，从用药到住院的所有花销，都可

以用来直接抵消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部分。

举例来说，这个月本应该交税五百块，但太

太生孩子花了六千块，那你一整年都不需要缴纳

任何个人所得税，因为住院的花销已经提前缴纳

了你12个月的税收。

04. 长期的育儿津贴

此外，小孩从出生到15岁，都可以领取一笔

叫做「儿童津贴」的补贴。且不限国籍，只要是

父母持中长期签证、小孩和抚养人同时在日本生

活，就可以领取！

不同年龄段，补贴金额不同：

🌈 0~3岁：一律每人15000日元；

🌈 3岁~小学毕业：第一胎或第二胎10000日

元，第三胎或更多每人15000日元；

🌈 小学毕业~15岁：一律10000日元，家里

的孩子越多津贴也越多。

对于单亲家庭的儿童也有补助，在孩子18岁

之前，一胎二胎三胎都有不同程度的补助，4

万-6万日元不等。

医疗福利——孩子看病免费

生活在日本，只要父母加入健康保险，学龄

前儿童看病只需自负20%的医药费。

不过健康保险只是国家级的保障政策，日本

各地政府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了“乳幼儿医疗费助

成制度”：

只是对于这个儿童医疗费助成制度，日本各

县规定会有细微

的差别，并不是

所有在日本的孩

子都能 15 岁前

看病全免费，还

分治病和入院，

是否有家庭收入

限制等等。

比如东京补

贴至直到中学毕

业；福冈补贴到

12 岁，大阪补

贴到 18 岁等等

。

*关于“乳幼儿医疗费助成制度”的具体资

助额度可查询当地的官网。

很多地方也要看家庭年收，如果家庭收入很

高，就享受不到这种补助了。

无论如何，对所有的父母来说，在初期养育

孩子的过程中，有一段不需要负担高额医疗费的

时期是值得庆幸的。

在没有医疗费负担的期间，可以将这笔钱作

为孩子的教育费来储蓄起来，未来也能够更好地

根据孩子的升学希望来制定教育计划。

教育福利——日本这样培养人才

日本教育是全球公认的质量高、师资力量雄

厚、教育资源丰富，在教育方面可谓福利满满，

不计成本。

日本国际化的教育模式，使其成为全球最为

公平的教育体系之一。

01. 教师轮岗制

由于教师在日本属于公务员序列，必须服从

国家的调配，全国教师都强制实行轮岗制度。教

师每3-7年换一次学校，校长每5年跨区换一次学

校。这种强制的行政制度，让全国学生都受益，

特别是对偏僻地区薄弱学校状况的改善，作用更

为显著。

02. 上学无户籍限制

在日本，上学没有户籍限制。你只要住在学

校附近，就可以在该学校上学。并且这里的“住

”，仅仅就是住，不需要买房，也不需要资产。

不论是借住，短租，还是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住，都可以在附近的学校上学。

03. 全国教学统一

日本的教育行政属于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系

统，实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分权制。

日本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文部省可以调

剂各地的教育经费，制定整个教育的大政方针，

决定教学内容，颁布教学大纲。每所学校的教学

活动都以此为基准，使全国的基础教育基本上能

保持一个较齐整的水平。

04. 教育资源丰富

日本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有着丰富的教

育资源，有众多学校排进了QS、Times等世界排

行榜的TOP100，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

大学，都是世界一流的学府。

日本教育注重开发学生能力，培养学生素质

，使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与社会经济相结合。

随着少子化的日益严重，为了鼓励生育减轻

家长负担，日本政府将消费税由8%调高至10%，

增加的税收部分全部用于教育投资，以全面实现

“免费教育”。

🌈 幼儿：3-5岁的保育园、幼儿园教育无偿

化；

🌈 青年：符合条件的在日生活的外国人子女

就读公立中小学学费全免（学杂费除外）；

🌈 成人：针对就读于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等

的低收入家庭，日本政府对其减免学费和入学费

，发放无需返还的补贴型奖学金；其中，国立大

学最多可减免学费54万日元，私立大学最多能减

免70万日元。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保育园、幼儿园教育

无偿化”是指政府会根据孩子所处的年龄和上学

设施的种类（公立、私立、政府认可、认可外等

），发放补助金额。（有上限）。

这项教育福利不只面对日本人家庭，同样也适

用于拥有长期在留资格的外国人家庭。所以，移民

日本的话，对孩子的教育来说也是一大优势。

另外在日本，对于外国儿童的语言学习上有

专门的支援方案。

比如，日本的文科省曾经出过一本“接收外

国人儿童、学生指南”，指南中提到，日本会有

专门与外国学生打交道并主要负责其日语教学的

教师，被称为“日语教师”。

有利于跟随父母初到日本的孩子，较快融入

当地环境。

移民日本

对养育下一代
有什么天然优势？

当地时间7月8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22

年8月的绿卡移民排期。职业移民EB-1继续保持

无排期状态，EB-5表A和表B均未动。

当前EB-5乡村地区、高失业率项目、政府基

建项目都能够享受专属签证配额，处于无排期状

态。亲属移民表B有小幅前进。

目前美国移民的三大热门类途径——

🌈家庭移民

🌈雇主担保移民

🌈和其他移民途径

家庭亲属移民这类的前提是直系亲属已经是

美国公民或持有绿卡，一般有亲属的也不会问移

民美国多少钱了，因此这类我们不讨论了！

目前，除了亲属移民，最常见的移民方式是雇

主担保移民。和我们关系最大的，是EB1、EB2、

EB3、EB5这几个类别。我们这就来逐一介绍下。

🌈 EB1杰出人才：有全国范围甚至国际影响力

的行业翘楚人物可以办理，或者跨国公司高管。

也可以办理，最快一两年就能拿到绿卡，这个是

目前非常快速，成本也很低的合法移民方式。

🌈 EB2优秀人才：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或者高

级技能，并且有美国雇主愿意雇佣，再并且雇主

提供的岗位在本地找不到本地人来做——这类一

般是美国留学生的移民路径。

EB2中的NIW：国家利益豁免，可以理解成

要求略为降低的EB1杰出人才，EB1条件不符合

，又确实在行业里很优秀的朋友们可以考虑，这

类不需要找雇主，可以直接申请移民，但是同样

要遵守排期，大概3-5年。

EB3技术移民：普通人也可以做的雇主担保

移民EB3，EB3可以分为有技术的和没技术的。

比如厨师、花匠、护工等需要一定技术的，如果

有合适的雇主招人，可以申请EB3技术类雇主担

保移民。如果什么技能也没有，英语也不行，也

没多少钱，还可以申请EB3非技术类雇主担保移

民，常年招人的雇主比如有鸡肉加工厂、劳务外

包公司、快餐店、农场等。

大家最熟悉的EB5移民：EB5移民就是大家

最熟悉的投资移民。一般投资额度需要80万美金

以上。由于近年来申请人太多了，因此排期目前

据说已经需要十多年以上了。

EB-1（杰出人才）无需排期，有名额；

EB-2（高等学位专业人才）原地踏步；

EB-3（技术类专业劳工）前进32天；非技术

劳工原地踏步；

EB-4（特殊人员）无需排期，有名额；

EB-5（区域中心）原地踏步；

EB-5（非区域中心）原地踏步；

EB-5（乡村项目）无需排期，有名额；

EB-5（高失业率项目）无需排期，有名额；

EB-5（基建项目）无需排期，有名额。

2亲属移民：

F1类(公民的成年未婚子女)原地踏步；

F2A类(永久居民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无需

排期，有名额；

F2B类(永久居民的成年未婚子女(21岁及以

上)原地踏步；

F3类(公民已婚子女)原地踏步；

F4类(成年公民的兄弟姐妹)原地踏步。

F1类(公民的成年未婚子女)前进38天；

F2A类(永久居民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无需

排期，有名额；

F2B类(永久居民的成年未婚子女<21岁及以

上>)前进92天；

F3类(公民已婚子女)前进48天；

F4类(成年公民的兄弟姐妹)前进38天。

美国移民局立2022财年flag

由于去年造成的浪费导致今年移民局收到了

上级机构的特别指示：在财政年度结束前发放所

有可用的签证配额！

本财年可用的职业移民绿卡数量属于创纪录

级别的，共有28万张绿卡配额，比正常年份整整

多出一倍，堪称是前所未见的爆量。

6月中旬移民局发言人透露过，当前移民局

每周签发的绿卡批准是以往的两倍，本财年使用

的绿卡数量比去年同期要多得多。

虽然移民局没有明确给出截止到目前为止本

财年共发出的绿卡总数。但是移民局表示会在9

月30日之前，将所有的名额处理完毕。

美国劳动力短缺急需解决

现在，移民局肩负的使命不单是许多移民的

盼望；国内劳动力吃紧，更已成为通胀及潜在经

济衰退的威胁，广开外国工作者是其中一条缓解

之道。

彭博社（Bloomberg）的报告称，创纪录的工

作绿卡数量可能会“注入新的流动工人，以帮助

美国解决持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与H1B签证和L1签证等临时工作签证不同

，绿卡使外国工人能够在雇主之间自由切换，而

不会失去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

绿卡盈余可能意味着数千名中国和印度移民

更快地得到解决，这些移民多年来因美国对每个

国家的签证上限而陷入困境。

说到最后，EB-1从去年宣布取消排期，表A

已经连续一年多处于无排期状态，成为所有职业

移民申请中最快拿到绿卡的类别。

EB-1仍无排期，美国移民签证公告最新出炉！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周五
（8 月26日）於傑克森霍爾（Jackson Hole）全球央
行年會上發表「放鷹」的演講，力撐進取加息 ，宣
稱美國以至全球的歷史經驗值得注意，前車可鑑，警
告國民需要對「過早」放鬆政策保持強烈警惕，美國
若要恢復物價穩定，需要在未來一段頗長的時間內，
採取緊縮政策。下個月9月會議的加息幅度，取決於
屆時美國整體數據的表現。然而鮑威爾即強烈暗示
： 美國聯儲局將會繼續加息，直至有信心通脹受到
控制為止。

當天他的言論，徹底地粉碎了外界對他或會採取
放緩加息的揣測。在他的8 分鐘的演說過後，拖累了
道指暴瀉超逾1000點。而且是越跌越急越快，仿似
江河崩潰一樣，一度插水1013點，低見32278點。
標指及納指也分別下滑3.37%及3.94%。標指以全日
最低位收市，納指若以整數點計算，也都是以全日最
低位作收。此外，歐洲股市也受到下行壓力，英、法
及德國股市分別低收0.7%、1.68%及2.26%

再看鮑爾26日單憑8分鐘演說，馬上引發美股
暴跌，讓美國億萬富翁們身家一日之間，蒸發了780
億美元。

彭博資訊報導，全球首富、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的淨資產蒸發55億美元、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的財
富縮水約68億美元，是彭博億萬富翁指數內，身家
損失最多的。另外像是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和股神巴
菲特也分別減少22億美元和27億美元。谷歌共同創
辦人布林（Sergey Brin）的財富則跌破1000億美元
。

美國聯儲局在今年過去兩次會議中，均己加息
0.75厘，為九十年代以來最進取的收水步伐。而鮑威
爾卻表示，儘管加息導致投資、開支和招聘放緩，通
脹減慢，同時令家庭和企業感到一定程度的痛楚，但
是家庭企業承受痛楚也在所不惜，直言這些都是遏通
脹的成本，倘未能恢復物價穩定，屆時痛苦將更大。

鮑威爾又說，美國基本經濟增長動力維持強勁，
當局刻意收緊政策立場，使通脹回落至2%，即使利

率已處於「中性」水平，不代表會暫停或終止加息，
原因是通脹高企和勞動市場十分緊張。他引述官員6
月的利率預測，估計明年底升至稍低於4厘，當局會
繼續加息直至確保通脹緩和。

鮑威爾提到，雖然7月美國個人消費開支平減指
數（PCE）按月回落0.1%，但單月的數據改善，遠
未能說服聯儲局相信通脹正在向下。他未有直接評論
9月的加息幅度，只大致重複上月記者會的論調，須
視乎整體數據和前景變化，而隨着政策進一步收緊，
到某個時點將適當地放慢步伐。
其他聯儲局官員亦發表鷹派言論，聖路易斯聯儲銀行
總裁布拉德（James Bullard）稱傾向支持前置加息
，並重申聯儲局今年底前應加息到介乎3.75至4厘水
平。

利率掉期市場顯示，交易員押注聯儲局下月有
50%機會加0.75厘，與鮑威爾發言前相若。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鮑爾演說鮑爾演說 88 分鐘分鐘 道指縮水道指縮水10001000 點點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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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 BL 劇《HIStory》系列班底監製張庭

翡與導演蔡宓潔攜手、費時一年海選新人演

員所打造的校園純愛BL劇《About Youth 默默

的我，不默默的我們》，由沈駿、李振浩、

徐碩廷與黃信赫所主演，劇中飾演兩位男主

角的媽媽張詩盈、陳雪甄驚喜現身 8/25 盛大

舉辦到首映會現場！兩人都異口同聲地說

「我兒子真的太帥太可愛了！好想要現實中

的兒子也這麼帥」！

以《我的靈魂是愛做的》奪下金馬獎最佳女

配角獎的張詩盈在《About Youth》詮釋個性溫暖

的單親媽媽，為了扶養兒子獨自經營麵店，和沈

駿有不少感人的親情互動橋段，沈駿直球告白直

呼：「詩盈姊真的幫助我開竅！是替我打開演戲

開關的貴人。」

張詩盈更說戲外要坐等當「腐媽」、追完沈

駿和李振浩的高校戀愛故事。

飾演李振浩媽媽的陳雪甄此次飾演虎媽，李

振浩回憶當初一見到陳雪甄被她氣場震懾：「前

一秒跟自己有說有笑，下一秒就能夠快速進入角

色情緒，我真的很震驚，但跟前輩對戲和觀察他

們在片場的專注度，真的學到很多，一萬個謝謝

都講不完」。

首映會現場最後「磨鼻子」動作令全場觀眾

們臉紅心跳，台下快門聲更此起彼落，不放過任

何甜蜜瞬間。

《About Youth 默默的我，不默默的我們》

故事描述4位男孩在似懂非懂的青春成長路上，

經歷那些被初戀治癒、因失戀而勇敢的戀愛故事

。本劇音樂更攜手華研國際即將推出的Z世代音

樂唱作人「77Ke柯棨棋」挑大樑，為影集量身創

作主題曲《Take It Away》，展現青春無畏的創

作才華。

全劇將於8月29日起每周一晚間八點在bilibili

、9月3日起每周六晚間九點在東森戲劇40頻道首

播，每周2集、一共8集，敬請持續鎖定。

金馬獎媽媽甜喊兒子真的太帥太可愛！
耗時一年海選新演員扛BL劇《About Youth》

邪教犯罪影集《我願意》因多場大尺度戲碼話題不

斷，繼先前姚淳耀、炎亞綸上演男男擦澡和水下吻等情

節後，近日劇組又祭出兩人一起被「關狗籠」的震撼畫

面。其中，炎亞綸僅穿著一件四角褲，整個人屈著身體

跪到膝蓋痛，大尺度讓外界打破對他的認知，堪稱從影

最羞恥演出。

《我願意》劇情即將進入尾聲，「教主」姚淳耀的

真面目也即將被揭穿。26日劇組再釋出姚淳耀、炎亞綸

一起被關在大型狗籠的畫面。炎亞綸坦言，這場戲是自

己從未嘗試過的演出狀態，尤其是要屈著身體、縮在籠

裡一整天，只著一件四角褲，讓他直呼「這是真正比較

羞恥的部分！」

炎亞綸破尺度的演技，也讓特別演出黑道老大的洪

都拉斯對他驚呼：「怎麼會詮釋這樣的角色？」炎亞綸

說自己是喜歡演戲的人，「對我而言，身為演員在演出

這樣情節，沒有所謂的尺度選擇，反而興奮外界對我的

認知有所打破！」

此外，更讓人怵目驚心的是，戲中姚淳耀還裸

身吊著被洪都拉斯毒打。姚淳耀回憶拍攝過程仍心

有餘悸，「當時雙手被束帶綁著吊起來，得自己用

手扣著鐵鍊懸吊的鉤子，很像吊單槓，又因為需要

取不同拍攝角度，被吊了超過 30分鐘，最後真的氣

力放盡，手腕也勒出一條條血痕。」拍完後他整個

人完全虛脫，手腳都沒力。邪教犯罪影集《我願意

》每週五晚上 8點中華電信MOD／HamiVideo 全台獨

家首播。

邪教犯罪影集《我願意》
炎亞綸 「只穿四角褲關狗籠」 畫面震撼曝光

李耀華監製、陳駿霖執導的新片《初戀慢半拍》裡

，女主角徐若瑄以性感熟女形象出現，不僅和柯震東有

段姐弟戀，還有個20多歲的兒子范少勳，是全片一大亮

點。除領銜主演，徐若瑄還是該片的出品人之一，以實

際行動展現對電影的參與。

監製李耀華與導演陳駿霖均表示，邀請徐若瑄飾

演片中的漂亮姊姊，是因為看過她之前主演的電影

《孤味》，覺得徐若瑄的外型與表演都別有韻味。在

《孤味》中，徐若瑄不只是演員、更有監製與出品人

等身份，因此籌拍《初戀慢半拍》時，李耀華也邀她

一起擔任監製。

李耀華表示，台灣影視產業要起來，導演當然重要

，但也需要創作以外的管理者擔任監製。監製是實務面

的操作者，但也有像《返校》《消失的情人節》監製李

烈這類既是幕前表演者、同時有幕後實務經驗的監製。

李耀華認為，演員出身的監製，因有知名度，對其他行

業的人想進入、了解影視產業，感覺更有親和力，加上

演員對影視工作已累積一定經驗，可提供不同角度參與

，做一些改變。「我覺得徐若瑄可以、也有這種特質，

所以一開始就邀請她當監製。」

擔任監製需要付出不少時間、精力，徐若瑄監製《孤

味》時，兒子還小，可以帶在身邊，但去年《初戀慢半拍

》拍攝時，她的兒子要準備上小學，加上疫情緣故，每次

從國外來台灣就要隔離，徐若瑄自認沒辦法那麼投入，因

此婉拒擔任監製。不過徐若瑄另外再以投資者的身份參與

，由威威巖公司投資，成為《初戀慢半拍》出品人之一。

徐若瑄《初戀慢半拍》

女主角兼出品人
影視投資有想法

温昇豪在戲劇《茶金》中飾演失意戰俘，迷人的紳

士風範吸引一大票粉絲。或許有些人不知道温昇豪是客

家人，《茶金》也不是他第一次參與客語戲劇，温昇豪

的第一齣客語戲劇是2006年客家電視的《幸福派出所》

，在劇中飾演警察的他笑說，自己以前有點制服控、充

滿陽剛血性，又覺得拿槍很帥，可以飾演警察外加合法

拿槍，完全滿足了小時候的夢想！

第二齣客家戲劇《大將徐傍興》，温昇豪飾演主角

外科醫生徐傍興，最大的挑戰是要從20幾歲演到50歲

，詮釋一個父親的角色。温昇豪笑說，當時年齡還不到

三十歲，卻要飾演一位有高中女兒的父親，對他來說是

一個非常難跨過的坎，好在同劇飾演母親的王琄、飾演

老婆的謝瓊煖，兩人在表演互動裡母愛氾濫，給了温昇

豪極大的支撐力量，也把他的不安全感掩飾過去，而温

昇豪也以本劇首次入圍金鐘獎戲劇節目男主角獎。

温昇豪表示，自己雖然是客家人但因從小在台北長

大，完全不會說客語，當年得知要接客家電視戲劇時有

點抗拒，擔心自己無法駕馭客語。他笑說為了練出道地

的客語發音，感覺快要嘴部抽筋、下巴脫臼，好在經過

一個禮拜日以繼夜的練習，終於可以自然地講出台詞，

甚至還可以打電話回老家用母語跟爺爺閒聊，他直說這

是接演客家電視戲劇最迷人的收穫。

温昇豪客家人不會說母語
接客語劇得到最迷人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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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的“佛系基因”，藏在名字里

韶关，古称韶州，其中的“韶”字来自北部的韶石山，“韶

州”的称谓自隋朝开始，偶有短暂变动，大体一直沿袭到清末。

韶关多山，位于南岭南麓，分布其间的平原台地仅占总面积的

20%左右，境内最高峰石坑崆也是广东省内的第一峰。

诗句“五岭逶迤腾细浪”描绘的就是南岭的风貌，南岭实际

上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这五大山组成，

只因为走向相同，距离也相近，被统称为南岭。

较之北秦岭，南岭在海拔和长度上都难以相提并论，因此并

未构成自然分界线，不过相对于一马平川的珠三角平原，它仍然

是一道天险，将中原文明与岭南文明分隔开来。

韶关因其得天独厚的位置，承担起了珠三角北大门的重任，

守护着岭南的宁静。中原人民第一次主动迁徙到岭南地区可以追

溯到两晋时期的永嘉之乱，此后每逢乱世，那些躲避中原战乱的

北方流民就会重走这条经典线路。韶关，是北方人踏上“靓仔靓

女”之路的第一站。

群山排闼并没有让韶关变得与世隔绝，南岭群山间的缝隙为

韶关与外界往来留下了草蛇灰线。

“关”字代表的不是封闭，而恰恰是交通。古时候想要长江

流域沟通岭南，要么走海路，要么就得通过连接湘江、漓江的灵

渠取道广西，再顺西江东进。除此之外，想要更快地进入岭南腹

地，韶关就成了一道绕不开的关隘。因此韶关地区的道路基础建

设在秦朝就提上了日程。

韶关东部，就形成了包括梅关古道、乌迳古道、南亩古道、

百顺古道在内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韶关西部，则有着始建于东

汉年间的西京古道。西京古道连接着韶关与岭北湖南宜章，进而

可以沿潇湘古道通达长安，四舍五入就是古时候的京广线了。

没有这条古道，长安城里的妃子怕是只能哭着苦等岭南出产

的荔枝了。因为商贸往来频繁，韶州城内一度东西南三面都设了

水陆税关，“韶关”一名开始在走南闯北的商贾间流传，也慢慢

取代了旧称“韶州”。

多山的地区文化总体上相对保守排外，然而扼岭南与中原交

通咽喉的韶关却成了那个例外。群山为那些逃避战乱和灾祸的南

迁者提供庇护，地理位置和古道又促成了繁荣的商贸，吸引八方

来客聚集于此。

韶关因此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地方文化，三教九流在韶关都能

分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度被中原文化排斥的佛教，也在这里

生根发芽，并对韶关产生深远影响。

韶关市内单是历史超过千年的古寺就有曲江区马坝镇曹溪之

畔的南华禅寺，以及位于韶关闹市区的大鉴禅寺、位于乳源瑶族

自治县慈雪峰下的云门山大觉禅寺，位于丹霞长老峰景区的别传

寺，且至今香火连绵繁盛。

其中以有“禅宗祖庭”之名的南华禅寺最为著名，其始建于南

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 ，至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

现有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寺内珍藏着大批珍贵历史文物，

如六祖惠能真身、南汉大宝七年（公元964年）所铸千斤铜钟、元

朝千人锅、清代千佛铁塔，以及历代皇帝所赐诏书（圣旨）、金

绣千佛袈裟、金书《大藏经典》等。

韶关的“佛”，是真的佛

韶关和佛教的缘分，由来已久。早在晋代，就有来自天竺的

梵僧求那跋摩在始兴郡（今韶关曲江区）虎市山建寺。南北朝时

期，梁元帝天临元年（公元502年），天竺僧智药三藏带着徒弟去

山西五台山礼拜文书菩萨，经过韶州曹溪口时，促成当地官府建

寺，历时3年建成，因此地“宛如西天宝林山”，得名宝林寺。

民间传说，智药三藏对徒弟说，170年后，将有肉身菩萨于此

地弘法。公元677年，继承弘忍衣钵的惠能回到其出生地岭南弘法

，恰好170余年。

六祖惠能对于中国佛教发展的意义堪比欧洲马丁· 路德、加尔

文等神学家掀起的针对天主教的宗教改革。史学家陈寅恪曾评价

惠能“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烦琐章句之学

，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

在惠能之前，佛家讲求静坐修心，诵经参禅。而在惠能的佛

学思想更强调顿悟成佛。所谓顿悟，是指不以专门的修行作为参

禅的途径，而是在起卧行居中都可以体会到禅意。

人人有佛性，只要觉悟到自己的佛性，那就是成佛的时刻。

惠能的改革实现了禅宗的本土化，让人们不至于因为参禅而放弃

耕作和日常生活，南禅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而韶关也被视

为南禅佛教的发祥地。

惠能圆寂后，宝林寺改名为南华禅寺，禅宗在海内外开枝散

叶，韶关更是佛寺林立。早在清朝，韶州七县 就有佛寺 290 多

座，仅城区（包括曲江）就有63座。除了保存有六祖真身像的南

华寺，还有苏东坡亲笔题诗的月华寺、丹霞山上的别传寺、云门

宗的道场云门寺，它们都是声名远播的古刹。

对禅宗文化感兴趣的旅客到韶关一般都直奔名气最大的南华

寺，不过在老艺术家看来，位于丹霞山的别传寺完全可以和南华

寺相媲美。

别传寺的名字就不落俗套，取自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义理，点明了禅宗的核心思想，即不

借助语言、文字的外在辅助，通过心心相印的方式顿悟。

即使是没听说过别传寺的游人，也能顺着丹霞山拾级而上，

在中层就可以看到一座山门矗立，上书“丹霞山别传寺”六个大

字。山门的两侧都是悬崖绝壁，右边的绝壁上有“红尘不到”的

石刻。门下是数十级宽阔的石级，站在石级上仰望山门，山下的

茫茫人世都已模糊成过眼烟云。

惠能针对禅宗的改革，让佛学从一门封闭在寺门内的学问，

变成了普罗大众都可以接触到的思想。即使是此前并不了解禅宗

思想的年轻人，其实也越来越多地在无意中践行着某种禅宗思想

的当代变奏，对于佛系生活的追求，是惠能的诵经声跨越千年的

回响。

在韶关，吃素也能长胖

那些以干饭为第一出游动力的老饕们，千万别因为韶关深受

禅宗文化影响，就觉得韶关的饮食肯定寡淡无味。那老艺术家只

能为你错过了韶关美食深表遗憾。

在这片被广府菜、潮州菜、客家菜三大菜系割据的粤菜大本

营里，韶关美食以它多元的风味独树一帜。

作为禅宗圣地，韶关的斋饭自然要优先推荐。因为禅宗农禅

并重的传统，各大寺庙里供应的斋饭原料都来自僧侣们自己种植

的天然食材，又因为韶关特殊的地形，古刹都选在依山傍水的洞

天福地，种出来的菜也格外可口。

不过在寺庙吃斋饭的规矩是不能讲话，对于喜欢边吃边聊的

人来说，韶关市内也有大把素食馆子等你挑。

韶关的素食餐厅各种档次都有，从日常就餐到高端宴请，总

有一家适合你。讲求性价比的老艺术家最心水的还是还是十几二

十块就可以随便吃的素食自助。既不用像其他自助餐那样吃不下

了还得算计能不能吃回本，也不用担心因为吃多了而让减肥大业

中道崩殂。

别看人均不贵，这类素食自助的菜式可是相当丰富。各类菌

菇、竹笋、豆制品和蔬菜炒制的家常菜组成了主菜，广式的甜品

和糕点是少不了的，蛋挞、萝卜糕、烧卖、南瓜糕、马蹄糕、红

豆糕，能在早茶店找到的点心，素食店里也样样不少。

吃饱了还能再来一碗广式靓汤溜溜缝，最后再用一杯罗汉果

茶或者竹蔗水清清口，保证能让肉食主义者也产生可以从此不沾

荤腥的幻觉。

除了佛系的素食，韶关的农家菜也是鲜香爽口。如果说没有

一只鸭能活着走出南京，那么号称家禽中最强战力的村口大鹅见

到韶关人就一眼望见了自己的命运。韶关用鹅做的硬菜里，最有

名的当属韶关新丰县的鹅醋钵和南雄县的梅岭鹅王。

鹅醋钵先将土鹅慢火清蒸至熟，上菜时，再将切好的鹅肉块

蘸着用鹅血和酸醋制成的酱料吃，恰到好处的酸味将鹅肉的肥美

完全激发出来。

另一道菜梅岭鹅王，听起来像是粤菜中的烧鹅，实际上也是以

当地农家鹅为主料，佐以当地特制的酸笋、葱姜、八角、花椒和辣

粉，经煸炒焖制而成。味道鲜辣爽口，完全看不出粤菜的痕迹。

除此之外，老艺术家个人还很喜欢韶关的一道小菜——酸笋

田螺煲。

把酸笋、辣椒、生姜、蒜洗净后，然后切成片，再把吐干净

杂质的田螺钳好后将所有材料一起放进砂锅里，加入适量清水、

食盐和油煲20分钟，吃起来那叫一个酸爽，那些抱怨在螺蛳粉里

吃不到螺蛳的人，韶关的大田螺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多民族聚居的韶关，除了汉族以外还有瑶、壮、回、满、苗

、白、侗、土家等30多个少数民族，从古至今对于大量移民的接

纳也使得韶关菜融合了各地的风味。

在见辣色变的广东，连辣椒都能在韶关大受欢迎，可见这座

佛系的城市，从不会亏待每一个流连至此的异乡人。

而韶关这座城，“佛”只是一种境界，可不是我们简单理解

的“躺平”，它早已站在时代的风口，无所畏惧，乘风破浪。

广东最“佛”的城市，除了它没谁了
如果说前些年流行语“佛系”还是人们在高速运转的现代大都市生活中发明的“自我安慰剂”，那么两年前突然出现的

疫情就像一脚急刹车，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何为良好生活。

物价房价低，生活节奏慢，山清水秀……厌倦了经济指标的当代年轻人将“佛系指数”作为择城而居的新标准。一夜之

间，“佛系城市”成了各城市争相竞争的招牌。

不过佛系指数可不是砸钱就能堆出来的，越勉强反而越是离题万里。真正的佛系城市，不争不抢也能从一众候选人中脱

颖而出。

苏轼的一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写尽了广东的宜居底色。要说广东哪座城市最能称得上“佛

”，韶关必定是当仁不让的，地处粤北之境的它，早已从DNA上就种下了这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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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組織於8月27日下午捐贈600個供全年學用的文具
書包給BC Elmore Elementary School，26日下午70多位義
工花了3個多小時在學校大禮堂內，幫忙把文具按各年級的
需要分裝到書包內，台北經文處準備了點心盒給義工，經文
處教育組楊組長，僑教中心王主任及黃副主任都到場致意。

8月26日愛心組織義工分裝文具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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