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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Charles vows to serve his nation as 
Britain mourns late 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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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Sept 9 (Reuters) - Britain’s King Charles paid a 
heatfelt tribute on Friday to his late mother Queen Elizabeth, 
vowing to serve with “loyalty, respect and love” as she had 
done for more than seven decades.

In his first address to the nation, Charles thanked the queen 
for her devotion to her family and to those for whom she was 
monarch.

Elizabeth, Britain’s longest-reigning monarch and a towering 
presence on the world stage for 70 years, died on Thursday at 
her home in Scotland aged 96, drawing an outpouring of trib-
utes from at home and around the globe.

“I speak to you today with feelings of profound sorrow,” said 
Charles, who became king on his mother’s death - head of state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14 other realms including Australia, 
Canada, Jamaica, New Zealand and Papua New Guinea.

“Throughout her life, Her Majesty The Queen – my beloved 
Mother – was an inspiration and example to me and to all my 
family, and we owe her the most heartfelt debt any family can 
owe to their mother; for her love, affection, guidance, under-
standing and example.”

Charle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had rushed to 
be at the queen’s side when news of her ailing health emerged. 
He returned to Buckingham Palace in London on Friday where 
he was greeted with cheers, applause and a crowd singing “God 
Save The King” as he made his first public appearance since 
ascending the throne.

In his televised message, Charles reflected on his mother’s 
promise she made in 1947, aged 21, to devote her life to the 
service of her peoples.

“That was more than a promise: it was a profound personal 
commitment which defined her whole life. She made sacrifices 
for duty,” he said.

“As the queen herself did with such unswerving devotion, I too 
now solemnly pledge myself, throughout the remaining time 
God grants me, to uphold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at the 
heart of our nation.

“And wherever you may live in the United Kingdom, or in the 
Realms and territories across the world, and whatever may be 
your background or beliefs, I shall endeavour to serve you with 
loyalty, respect and love, as I have throughout my life.”

Charles, 73, also said he had made his eldest son William the 
new Prince of Wales, the title that had been his for decades and 
one traditionally held by the heir to the throne. William’s wife 
Kate becomes Princess of Wales, a role last held by the late 
Princess Diana. read more

“With Catherine beside him, our new Prince and Princess of 
Wales will, I know, continue to inspire and lead our nation-
al conversations, helping to bring the marginal to the centre 
ground where vital help can be given,” he said.

Charles will officially be proclaimed king on Saturday at a 
meeting of the Accession Council held at St James’s Palace fol-

lowed by proclamations across the nation. read more

NATIONAL MOURNING
Britain has declared a period of mourning until the 
state funeral for Elizabeth, once described by her 
grandson Harry as “the nation’s grandmother”, which 
will be held in a little over a week’s time.

U.S. President Joe Biden said he would attend.

An online book of condolence has also been opened.

Thousands gathered at royal palaces to pay their 
respects, with some shedding tears as they laid flowers.

“She was amazing. She was like everyone’s granny,” 
said Kay McClement, 55, who came with a friend to 
leave flowers at Balmoral Castle.

Britain’s King Charles and Queen Camilla react 
outside Buckingham Palace, following the passing of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 in London, Britain, Septem-
ber 9, 2022. REUTERS/Henry Nicholls

Railway worker Liam Fitzjohn, 27, said he brought his 
daughter for a moment of history. “She’s all we ever 
knew,” he said.

There were gun salutes at London’s Hyde Park and 
at the Tower of London, and the bells at Westminster 
Abbey and St Paul’s as well as the Sebastopol Bell 
at Windsor Castle, captured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Crimean War, tolled.

Regular business in parliament was replaced with a 
special session for lawmakers to pay tribute to the 
queen. Parliament will also convene on Saturday, 
something it rarely does, to approve a message of 
condolence to the king.

“Since last night’s shocking news, we have witnessed 
the most heartfelt outpouring of grief at the loss of 
her late majesty, the queen,” Prime Minister Liz 
Truss told lawmakers, who held a minute’s silence at 
the start of proceedings.

“She was the rock on which modern Britain was 
built,” said Truss, who Elizabeth appointed just on 
Tuesday in her last public duty - the 15th premier of 
her long reign.

Bereft of its symbol of continuity and resilience, Brit-
ain begins its new era with a new king and new prime 
minister in grave economic crisis and following years 
of political division. read more

Long-running industrial action sparked by surging in-
flation was cancelled during the period of mourning. 
The Bank of England said it would delay its monthly 
meeting to set interest rates by one week.

MACRON’S MESSAGE
The queen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what Bucking-
ham Palace had called “episodic mobility problems” 
since the end of last year, forcing her to withdraw 
from nearly all her public engagements. Her husband 
of 73 years, Prince Philip, died in April last year.

Condo-
lences 
poured 
in from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From the 
Sydney 
Harbour 
Bridge 
to the 
Europe-
an Com-
mission 

in Brussels flags were flown at half-mast.

“To you, she was your queen. To us, she was the 
queen. To us all she (will) be with us forever,”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said.

Elizabeth, who was also the world’s oldest and lon-
gest-serving head of state, came to the throne follow-
ing the death of her father King George VI on Feb. 
6, 1952, when she was just 25 and oversaw a seis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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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age of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 is illuminated on the sail of Sydney 
Opera House, following the Queen’s passing, in Sydney, Australia. REU-
TERS/Jaimi Joy

Devotees swarm to catch a glimpse of an idol of Hindu god Ganesh, the deity of prosperity, 
during a procession on the last day of the ten-day-long Ganesh Chaturthi festival, in Mumbai, 
India. REUTERS/Francis Mascarenhas

A limousine carrying Britain’s King Charles and Queen Camilla leaves RAF Northolt, near Lon-
don, Britain. REUTERS/Paul Childs

General view of the players 
during a minute of silence, 
before the Europa Conference 
League Group B West Ham 
United v FCSB match, after the 
death of Britain’s Queen Eliza-
beth, London Stadium, London. 
Action Images via Reuters/
Peter Cziborra

Girls play with paper 
umbrellas befor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t the 
Yu Garden, follow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Shanghai, China. REU-
TERS/Aly Song

A Russian military helicopter 
flies near the reconstructed 
World War Two memorial 
Savur-Mohyla before its of-
ficial reopening in the course 
of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 
the Donetsk region, Ukraine, 
September 8, 2022. REUTERS/
Alexander Ermochenko

Investiga-
tive
reporter
Jeff
German
who
worked for
the Las
Vegas
Re-
view-Jour
nal was
found stabbed to death outside of his
home Saturday morning.

Police officials said they believed
German was in an altercation with
another person on Friday that led to
his death.

Las Vegas Mayor Carolyn
Goodma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she was “shocked” to learn of
German’s death.

Mayor Goodman said, “This
was a senseless act of violence and
loss of life in this manner. It is always
shocking and must stop. We will be
closely following the police
investigation.”

German was a reporter covering

organized crime, the courts
and politics for the newspaper
for more than 20 years.

He covered a range of
stories from one about the
death of casino heir Ted
Binion, to regular stories on
misconduct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German’s assassination
reflects the serious problems of Las
Vegas society. Many criminal groups
hate reporters.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s generally poor.
Many of the people who moved to
Las Vegas to make a living made the

society unstable.
The murder of German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We hope that the
police will do their best to investigate
and catch the murder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m to justice.

We also want to express our
sincere condolences to the German
family.

0909//0808//20222022

Reporter In Las Vegas StabbedReporter In Las Vegas Stabbed
To DeathTo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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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ic have now been joined by growing and documented concerns for the po-
tential extinction of endangered foods and the lack of food choices along with 
the diversity of foods as well as the nutritional values they represent that are in 

are now saying it is time to act and make efforts to bring diversity back into the 
food system while being motivated by the health of society.   

Your morning coffee is in a perilous state. There 
are just two species of coffee plants on which the 
entire multibillion-dollar industry is based: One 
of them is considered poor-tasting, and the other, 
which you’re likely familiar with, is threaten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a deadly fungal disease.
Thankfully, there’s another kind of coffee out 
there, known as stenophylla. It has a higher heat 
tolerance, greater resistance to certain fungal 
pathogens, and it tastes great. There’s just one 
problem: It’s incredibly rare, and until recently, 
scientists believed it was extinct.
Stenophylla is just one of dozens of important 
foods that are threatened with extinction, ac-
cording to Dan Saladino, a BBC journalist and 
author of the new book, “Eating to Extinction: 
The World’s Rarest Foods and Why We Need to 
Save Them.” While grocery stores may seem as 
abundant as ever, Saladino argues that the diver-
sity of food is actually in decline. Of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wheat varieties that farmers once 
cultivated, for example, only a handful are now 
farmed on a large scale, he told Vox.
As we grow and harvest fewer variet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the foods you can buy in the 
grocery store may become less nutritious and 

demonstrates — the global food system could 
become less resilient. That’s why it’s so crucial 
to lift up communities that are protecting foods 
from disappearing, Saladino told Vox in an in-
terview about his new book.
The important conversation that followers was 
held between author Dan Saladino and Vox.
com interviewer Benji Jones and pinpoints the 
food diversity challenges that face us all.
Grocery stores may be stocked, but the vari-
ety of food is in decline     

Benji Jones

You write that a lot of foods, such as varieties of 
coffee and wheat, are going extinct. Yet when I 
walk into the grocery store it seems like there’s 
more variety than ever. 
Dan Saladino
Whether it’s cotton candy grapes or certain vari-
eties of avocado, there’s a degree of uniformity. 
And while you’ll see this abundance — con-
sider bread, and the wheat it’s made of — it’s 
extremely narrow in terms of its genetics.
In this amazing place in the Arctic called Sval-
bard, there’s a seed vault buried deep under the 
ice, down a tunnel, in which there are more than 
200,000 different unique samples of wheat. 
That’s the kind of diversity that’s hidden from 
us. A farmer today in the UK might get a recom-
mended list of wheat varieties to grow — dictat-
ed largely by the food industry and millers and 
bakers — of fewer than 10 kinds.
You can take all of the world’s staple crops, 
including maize [also known as corn] and rice, 
and you’ll see the same thing. In seed banks 
around the world, there are tens to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arieties, yet in the food sys-
tem that we experience, it’s an extremely small 
number.
Benji Jones
Why should the average grocery shopper care 
about losing these rare varieties of food?
Dan Saladino
Endangered foods give us options in a future 
with many challenges — feeding a growing 

fresh water, for example.
Take a type of maize tucked away in a mountain 
village in southern Mexico, very close to where 

ago. Botanists arrived in the late 1970s and saw 
this 16-foot-tall stock of maize. It shouldn’t 
have been growing there because the soil was 
so poor.
Not only was it so tall, but it also has these ae-
rial roots that were dripping with mucus, like 

mucus is an interplay between sugars and mi-
crobes that’s actually feeding the plant from the 
air. That hadn’t been seen before in cereal crops.

A type of maize that grows in the Sierra 
Mixe region of Oaxaca, Mexico. It has aeri-
al roots coated in mucus that help the plant 

pull nutrients out of the air. (Photo/Allen Van 
Deynze et. al./PLOS Biology)
Why should we care? If we understand how 
this plant works, could we potentially use it to 
reduce our use of fertilizer globally? We know 
there is a way in which some plants are feeding 
themselves. We need to give thanks to the Indig-
enous people who have looked after this maize 
for centuries, if not thousands of years.
Benji Jones
A wider variety of crops also makes our food 
system more resilient to threats like disease and 
climate change, right?
Dan Saladino
That’s another really important lesson. I traveled 
to eastern Turkey to get as close as I could to 

-
mesticated. I found farmers who had saved a 
type of emmer wheat that had been growing for 
8,000 to 9,000 years. It’s been growing in high 
altitudes where it’s damp.
If you put a modern wheat variety in that envi-
ronment, fungal diseases would ruin the crop. 
And so what they have in Turkey is a precious 
genetic resource that has forms of resistance, 
such as to fungal pathogens.

Saladino)

resilience among ancient varieties of rice and 
maize — really, in all of the crops. Over thou-
sands of years, our ancestors created these ad-
aptations through farming under different con-
ditions.
What we’ve done since is create these incred-
ibly high-performance plants that need specif-
ic conditions to grow, and a lot of inputs, like 
fertilizer. Each wheat or maize plant is almost a 
clone, whereas in traditional farming, there’s a 

you get a bad summer or too much or too little 
rain, some of those traditional varieties are still 
going to bear grains because there is diversity 
within the crops.
You can breed out bitterness, but you might 
lose deliciousness
Benji Jones

Dan Saladino
Absolutely. I tell the story of a type of wild citrus 
from northern India called memang narang. It 
has a cultural, culinary, and medicinal function, 
but the striking thing is how bitter these fruits 
are. The people who live here place huge value 

most of our palates. Fruit breeders, over centu-
ries, have been ingenious at giving us something 
that we love: sweetness. They have bred out the 
bitterness.
When you realize that the bitter taste comes 
from compounds that help plants protect them-
selves from pests, then you understand why it 

we’ve cloaked plants in pesticides and other 
chemicals to protect them.

A type of rare coffee, Coffea stenophylla. 
(Getty Images)
Another example comes from coffee.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we can enjoy a lot of different 
types of arabica coffee. There’s robusta as well. 
But these are just two of more than a hundred 
different types of coffee around the world.
Historically, there were cultures in parts of Af-
rica that had more distinctive types of coffee, 
including one called stenophylla that was prized 
in parts of East Africa up until the 1960s, when it 
pretty much went extinct because farming sys-
tems changed. It has greater disease resistance 
than arabica. And arabica is under pressure now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 it’s an extremely 

disease resistance, and it’s an amazing-tasting 
coffee.
Coffee as we know it is in danger. Can we 
breed a better cup?
Benji Jones
Another example that helps explain the decline 

to the Salers cow. It really shows the connection 

Dan Saladino
“Salers” is a place, a breed of cow, and a cheese. 
Farmers would take their cattle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to [mountain] places where the pasture 
is richest, often ending up in remote places. It 
was a monastic experience; they were up there 
living a solitary life.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the cheese would end up back down in the vil-
lage. It’s this mind-blowing process that high-
lights the power of cheese: The pasture captures 
the energy of the sun, the animals convert the 
pasture into milk and cheese, and the villagers 
then eat the cheese during the winter when other 
foods are running out.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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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Saladino
The remarkable thing is that the pasture 
is so rich in microbes that these farmers 
don’t even need a starter culture to coag-
ulate the milk and turn it into cheese. As 
soon as the milk hits these wooden barrels, 
it’s inoculated with microbes. For a mod-
ern health inspector, it would be a night-
mare to watch.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endangered 
genetics of crops and endangered tastes. 
Here, we’re talking about endangered mi-
crobes that are not only missing from the 
cheese making process, but also from our 
gut microbiomes.

A breed of cattle called Salers in the 
Cantal region of France. 
(Photo/Andia/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Benji Jones
You also explain that when these cows 
have access to a wide diversity of plants 
in the pasture, their milk and cheese end 
up tasting richer. That’s because different 
grasses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defense 
chemicals called terpenes, which can 
translate to flavor in the milk.
Dan Saladino
Terpenes can be found in milk from rich 
pastures, but not in cheese made from 
cattle that have been fed on grains. We’re 
only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e connec-
tions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our food 
and our health and our flavors.
Benji Jones
You traveled the world sampling all of 
these foods with unique flavors. What 
were some that stood out?

Dan Saladino
Skerpikjøt is this food from the Faroe 
Islands. There’s not enough sunlight or 
firewood there to produce salt to preserve 
food. People instead built these huts that 
have gaps that allow the sea air in. They 
raise sheep and hang the meat in these 
huts, which gets bathed by the salty air 
and slowly fermented and preserved. 
It doesn’t look like food. It’s covered 
in mold. It needs to be washed. It’s al-
most as if this sheep meat is gently rot-
ting away in these huts, but actually, the 
conditions are exactly right so it doesn’t 
rot or become too funky. It becomes this 
wonderful preserved meat.
Benji Jones
You also have an incredible chapter 
about a type of wine in the country Geor-
gia, which you explain is where some of 
the world’s first — or the first — wine-
makers were practicing their craft.
Dan Saladino
Georgia is the most likely country in 
which grapes were domesticated and the 
first winemakers were practicing their 
craft. They have a technology that pre-
dates the barrel by thousands of years — 
the qvevri. These are terracotta vessels 
that you bury underground with whole 
branches of grapes with skin and pips 
[seeds] inside. Many people think France 
and Italy and Spain and California are 
great wine-producing regions. Here is a 
place where the relationship with wine 
just goes up another level. There is a rev-
erence and spiritual dimension to wine 
drinking.

A workshop where Georgian qvevris 
are being made. (Photo/Dan Saladino)
Our relationship with food mirrors 

our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Benji Jones
In your book, you talk about how losing 
certain foods isn’t just about losing resil-
ience, flavor, and culture, but also about 
our changing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You explain that some groups, like the 
Hadza people of Tanzania, are deeply 
connected to their environment through 
food — and by losing certain foods, we 
may be losing these connections.
Dan Saladino
The Hadza story brilliantly sums that up. 
I followed some of these hunter-gath-
erers out within a landscape of baobab 
trees. In those trees, some of which are 
a thousand years old, you can find bees’ 
nests and one of the greatest prizes the 
Hadza can find: honey. It’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food — and their favorite food 
— but it’s hard for them to find the hives 
high up in the trees.
The Hadza whistle, and after a period 
of time, if they’re lucky, a very hum-
ble-looking bird will fly down. The bird 
will start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hunt-
er-gatherers and lead them to a tree with 
honey. The bird knows where the honey 
is, whereas the hunter-gatherers have the 
fire and the smoke to get rid of the bees, 
which are a risk for the bird. The Hadza 
can go up, extract the honey, and then 
leave something behind for the birds.

An illustration of a greater hon-

eyguide. (Photo/Brown Bear/                                               
Windmill Books/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Toward the end of the Hadza visit, we 
went to a mud and brick hut, and inside 
there were cans and cans of soda. This 
was a source of sugar and energy that 
could mean that they no longer use that 
skill to find honey within our lifetimes 
— something so fundamentally import-
ant to human history could disappear.
Benji Jones
Do we run the risk of glorifying some of 
these older cultures? Don’t some of these 
groups want soda — or access to health 
care, or other benefits that come with 
Western or modern life?
Dan Saladino
There’s story after story of another cul-
ture coming in and imposing its food and 

its farming systems and its values and 
its desires on these Indigenous food sys-
tems. My argument is that people should 
be given the choice. They should have 
access to health care, but tha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ir way of life 
should be fundamentally changed be-
cause they’re buying into our system.
How to save endangered foods
Benji Jones
There are clearly a lot of things that 
don’t work with our food system. What 
gave you hope while reporting the book? 
What inspired you?
Dan Saladino
There’s a network of people out there 
who are saving the diversity of foods. 
Before Covid, they gathered at a slow 
food event to bring their foo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share stories about 
what they’ve saved and what threats 
they’re facing. This solidarity is what 
gives me optimism.
In southwestern China, I met a farmer 
saving an extremely rare type of highly 
nutritious colored rice. He got out his 

phone and sold rice through WeChat to 
people in Beijing and Chengdu, some of 
the biggest cities in the world. Modern 
technology can actually connect us.
Benji Jones
The food industry is massive and largely 
run by just a small number of companies. 
How does one person help prevent these 
unique foods from going extinct?
Dan Saladino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at we 
mean by endangered foods and diversity. 
I think we should all choose our favorite 
foods and interrogate the diversity of that 
food. Explore cacao, coffee, or different 
types of cheeses. Then maybe develop 
a relationship with a cheesemaker and 
become a different kind of customer 
— somebody who’s supporting a local 
farmer.

A man dries a rare, prized type of Ven-
ezuelan cacao called criollo. (Photo/
Dan Saladino)
This also needs to be dealt with on a 
much larger scale. I was inspired by sto-
ries of cities, such as Copenhagen, where 
schools use diversity as a criterion for 
the contracts they’re issuing to farmers: 
Don’t just give me the cheapest apples 
— give me a choice of apples, and we 
will reward you. That’s also happening 
in Brazil.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they’ve had a policy that requires schools 
to source 30 percent of ingredients from 
local family farms.
These levers do exist for governments 
to make a big, significant change. I also 
think we have the most selfish reasons to 
embrace diversity — our own health. We 
know what’s happening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 terms of type 2 diabetes, 
cancers, and other diseases that have a 
food dimension. Perhaps we will be mo-
tivated by health to try and bring diversi-
ty back into the food system. The science 
says we need to. (Courtesy v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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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美墨邊境  探訪提娃那安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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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日與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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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日與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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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和通膨，使得許多家庭的經濟拮据，我們的小小幫
忙，希望能夠給需要的孩子們些許補助，鼓勵他們通過好

好的學習，改變未來，這是我們最大的心願。    
慈濟志工  吳如真

在這裡，重症病患只能靠著簡陋的設備維繫生命；愛滋病
患就在擺滿床舖的小房間裡，來了又去了，大多數離去的

人，都是亡故了。    
慈濟志工

	 作者／駱淑麗、高銘哲

	作者／蘇美娟、駱淑麗、高銘哲

趕在新學習開學前，慈濟志工在南加州阿罕布拉高中

（Alhambra High）舉行「快樂返校日」(Back to	

School	 Program)	發放，今年已是第七年。每年的開學前，

中西洛杉磯慈濟志工都會和阿罕布拉聯合學區（Alhambra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合作，為社區弱勢家庭的學生們，

準備返校的背包、文具和一張50美元的現值卡，讓孩子們在

開學前做好準備，安心學習，不輸在起跑點上。今年共有19

所學校的230位學生受惠。

美國南加州的慈濟志工，經常跨越邊境到墨西哥提娃那

市做關懷。志工謝坤容與慈濟人醫會的中醫師王思

宏在當地深耕15年，除了過年和聖誕節之外，風雨無阻，每

年50次，往返六小時，從不間斷。他們還帶著義工關懷「

愛滋病之家」和老人中心等，幫助他們度過一次又一次的難

關，改善惡劣的生活環境。疫情趨緩後，他們立即恢復關懷

行動，前往贈送生活物資，了解困難和及時援手。另外，他

們也決定幫助一戶曾經是慈濟長期關懷的人家，修繕破漏房

屋，讓他們安居樂業。

•		 接種疫苗者請攜帶身分證與保險卡資料。
•		 無保險者也歡迎參加。
•		 接種新冠肺炎疫苗追加劑者，必須攜帶疫苗接種	
	 卡，以便志工協助填寫必須的表格。

◎ 現值卡金額隨物價調升

◎ 長期關懷「愛滋病之家」 ◎ 老人中心的悲情與病苦

◎ 從贊助結紮到修繕住房

◎ 為捉襟見肘的家長解憂

領到背包後滿心歡喜的孩子，正在聆聽志工的鼓勵。
攝影／駱淑麗

志工幫忙老人中
心的住戶確認適
合需要的紙尿布
尺寸。
攝影／駱淑麗

接受原始點療法的
安東尼奧（左一）
非常推崇王思宏醫
師（右一）的醫
術。攝影／駱淑麗

	 自1989年以來，慈濟志工一直守護阿罕布拉社區，深入

了解社區的需求，每年八月的「快樂返校日」，就是其中最

重要的項目之一。發放對象是由學區在19所學校中找出最弱

勢的家庭，包括低收入戶、遊民家庭、寄養家庭等弱勢中的

弱勢，慈濟提供230個適合不同年齡孩子的全新背包、文具

用品及防疫口罩、新冠病毒快篩劑等；並為因應通膨，將往

年發放的30美元現值卡，提高到50美元。

	 慈濟志工關懷當地的「愛滋病之家」已達13年之久。早

期的「愛滋病之家」非常的簡陋，窮到沒有錢裝設紗窗，以

至於到處都是蒼蠅和蚊子；安東尼奧就在屋內掛滿膠帶來黏

這些飛蟲。王醫師和謝坤容知道他們的困難後，決定用針灸

治療幫助病患止痛，得到病患的感謝和肯定，但一晚為80

幾個病人針灸，把他們累壞了，不得不在病房裡休息，結果

全身都被蚊子叮咬；王思宏醫師一度擔心會間接感染愛滋病

毒，不敢告訴家人有關義診的細節。

	 王醫師的腳步沒有因而停止，還決定幫忙他們裝設紗

窗，讓大家都免受蚊子叮咬。他說：「當時他們非常的困

難，我們就幫忙他們付水費，付電費，每天供應10公斤的玉

米餅，大概有好幾年，我都記不清了，他們吃得很高興。」

	 隨著王思宏和謝坤容的定期針灸、推拿，捐贈藥品、食

物、清潔用品等，當地的環境逐年改善，病人也獲得更好的

照顧。但是，骨瘦如材，衰弱不堪	，必須靠供氧機呼吸的病

患，一床挨著一床，躺滿了每個小房間，重症病患的病房也

沒有什麼醫療設備，讓人看了相當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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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愛滿地聯絡處負責人陳健說：「通膨讓許多家庭

的資源緊張，對於弱勢家庭來說更是雪上加霜；他們可能需

要先顧及溫飽，再考慮採購其他非必需品。我們的發放，很

大的幫助了這些家庭的孩子。因為，當前的狀況是，弱勢家

庭需要更多的幫助，能夠提供的物資和單位，卻相對減少。

我們準備的背包、文具和現值卡，就是希望能夠給他們一點

幫助。我們非常感恩有這個發放的平台，讓我們大家一起來	

付出。」

	 學生家長羅莎·羅德里格斯（Rosa Rodriguez）說：	

「疫情疫情之後，很多父母都在為孩子們的學用品而傷腦

筋，這些物品對我們很有幫助，這是一種祝福，現值卡將會

用來買孩子需要的東西。」她的小兒子（Aron	 Santos）即

將進入三年級，他還沉浸在快樂的暑假中。他說：「我很高

興升上三年級，我期待讀大學，並長大成人。我不想打開這

個禮物，因為我剛剛才得到，現在打開還太早了。」

	 學生維奧萊塔（Violeta）移民美國兩年，已經說得一口

流利的英語。她和嬸嬸、表弟一起來領背包，背包裡的迷你

小色筆，讓喜歡畫畫的她特別高興：「它們太可愛了！我的

願望是成為一位藝術家。」

	 監護人史黛西·鲁伊斯（Stacy Ruiz）是寄養家庭

（Foster	Care）的媽媽。她的三個兒女長大之後，在因緣和

	 根據院內的統計，自1999年至今，已有1088人往

生。13年來，除了兩位慈濟人定期前往義診和關懷之外，志

工蔡慈壐也會隨同前來幫助餵食病患；謝坤容捐贈愛心床

單，支援包裹往生者。

	 老人中心（Casa	para	Ancianos	El	Refugio	A.	C.）收

容的149人中，有90%是街友，包括糖尿病患、精神病患、

癌症患者、老人和無家可歸的人。由於該中心缺乏醫療資

源，王思宏和謝坤容定期提供藥品、紙尿布、現金和食物，

並將病患轉送到醫療園區接受治療。

		 關懷中，有一位老人家曾被截肢，手臂動過手術，原

植入的支架鬆動，穿出手臂，每天只能靠消毒來預防感染，

但手臂皮肉已經有壞死的現象，必須盡速修復暴露在外的支

架，以防傷口惡化。他不知道自己為何被截肢，又為何植入

支架？王思宏和謝坤容決定先帶他去看醫師和做評估，再決

定之後的治療方案。

	 老人中心的負責人之一何塞·洛佩茲（Jose Manuel	

Lopez）說：「我當初來的時候幾乎是不能行走了，多謝上

天讓我現在可以走動了。這裡最需要是清潔劑、清潔用品、

衣服、藥物，感謝慈濟帶了這麼多藥物和日用品給我們。」

	 弗朗西斯科·歐根利斯塔（Francisco	 Javier	 Gonzalez	

O rgan l i s t a）一家七口是在2009年經慈濟志工優亞

（Yuya）轉介成為慈濟的關懷個案。當時，他們的第五個

小女兒剛剛出生，是當地的貧困之家。王思宏醫師擔心夫妻

兩人生太多的孩子，鼓勵他們結紥，並贊助手術费用。

	 志工謝坤容說：「我們第一次來的時候，他們連電都沒

有，只有一個小蠟燭檯，也沒有食物，我們就給了現金。第

二次再來關懷時，就幫忙他們拉電線。」從此，慈濟對他們

的關懷長達五年之久。王醫師說：「我們還出錢幫他找律師

恢愎美國的工作綠卡，這樣就可以到美國境內幫他的哥哥打

工，等到他開始工作，生活穩定之後，慈濟才停止資助。」

	 弗朗西斯科計畫為還住在家中的三個女孩加建一間廁

所，目前還在用餘錢儲購建材中。王醫師也希望早一點讓女

孩們有一個不漏雨，又有隱私的廁所，同時修補破漏不堪的

廚房，決定資助建材，讓他們早日完工。

	 慈濟志工對提娃那弱勢人群的關懷，已經超過了無微不

至的程度；他們為無家可歸的流浪者，被病魔苦苦折磨的愛

滋病患者，送來的不僅是日常所需，也是生命中缺失的溫馨	

感覺。

一念善心下，開始成為五個孩子的寄養媽媽，她說：「這是

我的福氣。非常感激你們的禮物，返校書包對孩子們有非常

大的幫助。」

	 學生家長胡安·坎德瑞格（Juan Candrayg）帶著一兒

一女來領背包。他說：「我真的很感謝你們所做的一切，讓

孩子們擁有需要的學習用品和校服，尤其是我們沒有足夠的

錢去為他們採購，慈濟幫助我的孩子，也幫助了社區的每個

人。」他的女兒海茲·坎德瑞格（Hazel Candrayg）一直擔

心開學後沒有需要的文具用品，在看到背包裡的東西，瞬間

笑開了花。

	 230個孩子的背後，有著不同的故事、有著不同對生活

與未來的期待；而慈濟用心關照發放過程的每個小細節，盼

望成為孩子們成長過程中，向上拉抬的助力。

快樂返校背包發放  幫助貧困學生安心學習

流感疫苗 
最新新冠疫苗追加劑 

Ｂ型肝炎篩檢

德州分會會所
舉辦免費流感疫苗

日期／時間：9月25日，上午9點 ~ 中午12點

慈濟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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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威後續的電影規劃中，無

疑正是回歸漫威電影宇宙的《死侍

3》一直都是很多死侍粉絲們所關

注的重點，目前雖然知道是瑞安·

雷諾茲回歸出演「死侍」一角，並

且漫威大幾率還是延續了該系列一

直以來的R級定位，但除此之外，

粉絲對於這部《死侍3》的劇本方

向是什麼，會有哪些角色加盟，甚

至是電影什麼時候上線等等關鍵點

，都是一無所知。

而最近外網的關於《死侍3》

的一個可能性猜測，也是引發了不

少粉絲的關注——

死侍的妻子瓦內莎是否會在

《死侍3》中回歸？

看過早前死侍的2部電影的粉

絲應該對於電影中死侍愛人瓦內莎

不會陌生，在電影中飾演這一角色

的莫蕾娜· 巴卡琳因為出眾的顏值

和身材，也是使得很多影迷對於

「死侍」羨慕不已。

但尷尬的是：在《死侍2》中

瓦內莎領盒飯下線後，這一角色的

未來似乎存在着諸多不確定性，儘

管我們說死侍在此前的電影彩蛋中

貌似是有過了「時空穿梭」的設定

，但這一頗有些惡搞的彩蛋設定，

能夠聯動到瓦內莎這一角色，乃至

是直接讓瓦內莎復活過來，都是一

個未知之數。

對此，最近飾演了「瓦內莎」

這一角色的演員莫蕾娜· 巴卡琳也

是直接下場加入了「瓦內莎能否回

歸可能性」的討論，依照The Di-

rect 網站出席的此前在亞特蘭大

DragonCon舉行的小組討論會，會

上莫蕾娜· 巴卡琳談到了她可能在

《死侍3》中飾演瓦內莎的消息，

現場有粉絲提問「死侍改變了時間

線的結果，是否意味着她能夠在

《死侍3》中繼續扮演瓦內莎」，

對此，莫蕾娜· 巴卡琳表示「不知

道」！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正在寫

劇本，我通常是最後一個發現事情

的人，我甚至…我希望我有信息可

以給你，但我真的沒有，但那（回

歸飾演瓦內莎）會很棒。」

同時，莫蕾娜· 巴卡琳也透露

了，在最初的設定中，「瓦內莎」

是被打算徹底結束在《死侍2》中

的，但是結果在最後導演選擇了

「更改了它，以包括這個時間表

（死侍穿越時間）的事情」。

「我想當我們拍攝第二部電影時

，我會死的，然後在他們篩選了幾次

後，他們實際上把它改成了這個時間

表，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跡象

，表明粉絲們想再見到她，無論它是

否發生，都由我決定。」

所以，從目前來看，儘管《死

侍3》的劇本還在創作當中，但作

為前面2部劇情線中非常核心的角

色之一，這次瓦內莎的回歸可能性

還是比較大的，即便無法真正意義

上復活，但也有可能會採用《死侍

2》中「夢境」式的設定，讓死侍

和瓦內莎相會。

而且——

基於這點其實漫威如果願意在

「玩的大一點」的話，其實倒是可

以將「瓦內莎」角色化為漫威的五

大神「死亡」的設定，在原著漫畫

裡死侍對於「五大神死亡」一直都

是抱有無法想象的感情。

儘管在粉絲看來，「死亡」就

是一具骨架子，也不明白死侍為何

如此痴迷，而如果漫威願意的話，

倒是可以將死侍眼中的「死亡」樣

貌幻化為瓦內莎的模樣，一方面這

也解釋了死侍為何是會如此痴迷

「五大神死亡」的原因，另外一方

面也能夠藉助「每個人看到五大神

死亡的面孔都是自己最愛/最想見的

人」類似這樣的設定給打通邏輯。

當然了，這也是個人的一個小

猜想，至於《死侍3》最終所呈現

的整體設定是怎樣的，咱們還得再

等等~

對於演員來說，在影視行業闖蕩很多時候除了工作

上的挑戰之外，其實在整個行業這個大染缸中，往往也

會遭遇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這一點對於女性演員來說

如此，而對於一些男性演員來說其實也是一樣的。

最近，由布蘭登· 費舍主演的口碑新作《鯨》（部

分翻譯為「龐然大物」），在79屆威尼斯電影節首映

後，獲得了全場觀眾起立長達6分鐘的鼓掌，而站在聚

光燈前的布蘭登· 費舍可能對於很多80-90影迷印象中

的樣子有着非常大的出入。

多數粉絲在看到布蘭登· 費舍的樣貌後，幾乎都會

直呼：

這也變化太大了！

之所以會有很多粉絲有這樣的反應，也是因為布

蘭登· 費舍當年的顏值稱得上是一時無二的帥氣鮮肉，

很多影迷應該認識布蘭登· 費舍都是從他主演的諸如

《木乃伊1-2-3》系列還有《森林泰山》、《地心歷險

記》等作品開始的。

那個時候布蘭登· 費舍基本上是這樣：

或者是這樣的：

所以，一對比如今的樣貌，確實會讓很多人唏噓

不已，而之所以布蘭登· 費舍會在很多觀眾面前消失了

很長時間，並且發福到如今的這個地步，某種程度上

倒並非是他自己的選擇，更多的就像我前面所說的那

樣，身不由己而已！

【1】曾爆料自己遭遇金球獎時任主席的「鹹豬手

」；

對於國內的粉絲來說，當年的布蘭登· 費舍擁有優

質的顏值身材，在事業上也是前途一片光明，但在這

樣一個高光時刻突然沒有了蹤跡，其實不僅僅只是國

內影迷想不通，很多歐美的影迷也是一樣。

直到2018年，當時其實已經沉寂了很多年的布蘭

登· 費舍在接受外媒雜誌採訪的時候，就曾爆料了自己

為何會突然沉寂下去，原因在於他當年在03年的金球

獎午宴上，遭到了當時時任金球獎主席的Philip Berk的

鹹豬手騷擾。

沒錯，在這個行業真不一定只有女性演員明星會

遭遇性騷擾，實際上長得俊俏的男性演員也是一樣有

風險。

布蘭德· 費舍：

「他的左手伸到我的屁股周圍，抓住我的屁股肉

，他的一根手指觸到了我的XX，他開始移動它，我覺

得不舒服，我覺得自己像個小孩子，我感覺喉嚨里有

個球堵着，我以為我要哭了。」

奈何對於一個男性演員來說，如果面對的是個美

女主動示愛，倒也還能說得過去，畢竟，布蘭登當年

的顏值屬於很能打的那種，但如果面對的是一個糟老

頭子，這就難免會讓人噁心了。

關鍵是，這個老頭還很有權勢，一句話可以影響

自己的前途的那種，帶着這種矛盾的心理，當時的布

蘭登· 費舍選擇屈辱的忍受了下來，之後急忙離開了宴

會，儘管之後，布蘭登· 費舍也曾鼓起勇氣向金球獎協

會投訴，但結果卻是，布蘭登· 費舍再也沒接到過金球

獎的邀請。

如此屈辱的遭遇，最終也僅僅只是對方的一個相

當敷衍的道歉，但為此，布蘭登· 費舍的職業生涯近乎

被摧毀，心理健康也遭受到了非常大的陰影，同時，

也因為早年間拍電影時很少用替身的緣故，所以，這

時期生理上的病痛和心理上的折磨，讓布蘭登· 費舍就

此開始沉淪下去。

而之後更慘的是，布蘭登· 費舍還曾經歷婚姻的失

敗，種種打擊，也是讓這個當年的帥小伙逐漸發福，

成為了現如今的模樣……

【2】新作開局不錯，有爭奪奧斯卡的潛力；

時隔20多年的回歸，布蘭登· 費舍也是終於靠着達

倫· 阿倫諾夫斯基導演的《鯨》回歸，這次在威尼斯電

影節首映，電影口碑也解禁，目前——

爛番茄新鮮度：67%；

MTC評分：71分；

而作為主演的布蘭登· 費舍在作品中的表演也是獲

得了非常高的評價，以至於有很多媒體、影評人認為

這部電影「有奧斯卡相」。

以下則是這次參與了電影首映的媒體部分口碑摘

選：

《綜藝》：「電影的大部分都不如布蘭登· 費舍的

表演那麼好，但他的演繹值得被看見。」

《名利場》：「本來可以成為對一個與自身過去

纏鬥的孤獨男人的憂傷、深思熟慮的研究，卻失之做

作、故作姿態。」

《時代》：「有時一個演員能幫助減少一個導演

的弱點，這部電影的費舍就是這樣的。」

目前，整個《鯨》的劇情是基於Samuel D. Hunter

創作的同名戲劇改編，講述：

在愛達荷州鄉村一個破舊的公寓裡，重達六百磅

的查理隱居避世，固執、堅決地要把自己吃死，隨着

查理越來越接近不可避免的命運，他的朋友麗茲(一個

憤世嫉俗的無神論者護士)和埃爾德· 托馬斯(一個年輕

而有前途的摩門教傳教士)都試圖在查理身上找到能被

拯救的意志，無論是肉體上還是精神上。

然而，只有與查理關係疏遠的女兒艾莉才能讓他

看到目前絕望狀態之外的未來，艾莉雖然尖酸刻薄、

充滿仇恨、渾身是刺，查理卻能在她身上找到最後一

次贖罪的機會，甚至可能是一絲希望……

感興趣的朋友不妨後續蹲一波這部電影，該電影

已定檔今年12月9日北美上映。

《木乃伊》3部曲男主演回歸
粉絲直呼：他到底發生了什麼？

對於漫威《死侍3》
粉絲已經在期待死侍妻子瓦內莎回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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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9月9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李岐山

當地時間7日進行的美國網球公開
賽男子單打8強賽，3號種子、西班牙選
手艾卡拉斯經過5個多小時鏖戰，以6：
3、6：7（7）、6：7（0）、7：5、6：3
擊敗意大利新星辛拿，晉級4強。

艾卡拉斯對陣辛拿的比賽備受關
注。首盤比賽，艾卡拉斯進入狀態較
快，以6：3獲勝。此後辛拿在兩個搶7
中把握住機會，連贏兩盤，將大比分反
超。第四盤辛拿率先完成破發，在第10
局發球勝賽局中曾拿到賽點，但被艾卡
拉斯破發，隨後以5：7丟掉第四盤。決
勝盤中，辛拿在第五局率先破發，但此
後艾卡拉斯連贏4局，逆轉獲勝，整場
比賽耗時5小時15分鐘。

下一輪，艾卡拉斯的對手將是美國
選手泰科爾，後者直落三盤以 7：6
（3）、7：6（0）、6：4戰勝羅布列
夫，職業生涯首次晉級大滿貫4強。

而同日進行的女單8強賽，頭號種
子、波蘭選手施禾迪以6：3、7：6（4）
戰勝美國選手佩古拉，成為首位闖入美網
女單準決賽的波蘭球員。另外，賽會6號
種子薩巴倫卡以6：1、7：6（4）也戰勝
前賽會亞軍比莉絲高娃晉級4強。

◆新華社

艾卡拉斯鏖戰5小時驚險過關

U20港足下周戰亞外賽
港台直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2023年U20亞洲盃外圍賽
將於本月14至18日於印尼泗水舉行，香港U20代表隊將與東
道主印尼、越南及東帝汶爭出線，港台電視節目表已上載港隊
賽程，顯示3場分組賽都會有現場直播，屬近年第一次。

香港U20代表隊上周已拉隊到泰國集訓，9日會與泰國
U19代表隊友賽。主教練張健峰希望球員可以把握機會備戰：
“受到疫情影響，這批港隊U20球員在這幾年少了很多機會踢
國際賽，這當然會影響球員成長，現時終於來到比賽時刻，每
位球員都要盡力爭勝，要好好把握機會，為即將展開的U20亞
洲盃外圍賽作最後準備。”

香港今屆U20亞洲盃外圍賽被編入F組，本月14日下午5
時正先對越南、16日晚上9時正對印尼、最後一仗在18日下午
5時正對東帝汶。每組首名直接出線，10支小組次名球隊當
中，亦會有半數可以晉級。

▶香港
U20代表

隊上周已抵
泰國集訓。

足總圖片

◆張帥與帕維奇無緣混雙決賽。 法新社

◆◆艾卡拉斯苦艾卡拉斯苦
戰戰 55 盤 獲 勝盤 獲 勝
後後，，已筋疲力已筋疲力
盡盡。。 美聯社美聯社

本屆美網，五名中國選手躋身
單打32強，創造了中國軍團在大滿貫

賽場的最佳戰績。這其中，有從資格賽
一路殺出的23歲小將袁悅的一分努力。
談及本次美網之旅，接受新華社記者線

上專訪的袁悅給自己打了95分。“最後一場
還可以做得更好一點。”她說，“之前也沒想
到（能進32強），對我來說最大收穫是，美
網之前（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低谷期，是
很難熬的一個時期，但每個運動員都是這樣進
步，它不是持續上升的，是起起伏伏的過程。
我就希望下次再經歷同樣低谷的時候能再勇敢
一點。”

不了解的人或許很難想像，美網第一輪的
勝利，還是袁悅職業生涯第一次在巡迴賽正賽
上獲勝。

去年10月中旬開始，為了打更多比賽，

袁悅就孤身在歐洲奔波。“一個人，就需要自
己做所有的事情，訂酒店、機票車票，各種瑣
事特別多，有時候甚至覺得打比賽、訓練都沒
有路上這些事情讓人頭疼。去年在歐洲，每一
站比賽都換地方，一開始特別慌，坐歐鐵、公
交，還要查各個國家之間的旅行限制等等，然
後去比賽還總是第一輪輸球，對我來說就是一
個很困難的事。”

歷經艱難 學會“不那麼着急”
困難能壓倒人，也能令人成長。袁悅說：

“慢慢我發現，這些讓我變得更有耐心，讓我
發現哪怕路走錯了，哪怕路很遠很複雜，只要
肯慢慢往前走，哪怕慢一點，但一定能到。這
對我比賽過程中心態方面鍛煉也挺多的，讓我
沒那麼着急了，哪怕知道今天這個對手會讓你
很難受，甚至贏的機會很渺茫，但只需要把自

己那部分做好了就可以了，你不能說不允許別
人打得比你好。”

“不那麼着急”的袁悅終於迎來了收穫。
從資格賽突圍、收穫大滿貫首勝、職業生涯首
勝世界排名前50球員、首次闖進大滿貫第三
輪（32強）……袁悅創造了一連串“第一
次”。回想32強面對世界排名前十選手佩古
拉的比賽，袁悅坦言自己還有很大差距。“第
三盤我本來覺得還能有點機會，想試試看能不
能贏，但沒想到差距那麼大。”兩人當時鏖戰
至第三盤，袁悅0：6完敗。她說：“我覺得
她那天就是一個很日常的發揮，她可以保持
這種狀態，甚至可以更好，但對我來說，必
須發揮100％的狀態才有機會贏她一盤，而
我現在能力不足以延續那麼長時間這個狀
態，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差距。”

未來一段時間袁悅會繼續在美國打
國際網聯（ITF）巡迴賽，談及目
標，她笑言自己不是一個有遠大志
向的人。“就希望我有一天放下
網球拍的時候，覺得自己沒什
麼可遺憾的就可以了。目
前就是做好當下的每一
天，未來的事情沒
有想特別多。”

◆新華社

◆◆袁悅在美網創下多袁悅在美網創下多個個““第一次第一次””。。 新華社新華社

◀袁悅從資
格賽一路殺
入32強。

法新社

袁悅屢創佳績
盼更勇敢面對低谷

上屆與葛原般奴合作在男雙封王的
Coleman，今屆改與立陶宛球手

Edas Butvilas搭檔，可惜首圈已出局；
但塞翁失馬，這也令他可以專心於單打
賽事。最後一次適齡出戰青年組賽事的
Coleman，在男單被列為9號種子。他
首圈先以盤數2：0輕取巴拉圭對手打開
勝利之門；32強則以2：1反勝美國的
Aidan Kim。周三面對7號種子、來自
秘魯的Gonzalo Bueno，雙方首盤已難
分難解。Coleman在第7局被對方先打
破發球局，一度落後3：5，但他在第10
局平反敗局，局數扳平5：5，之後“搶
七”以7：5勝出，有驚無險拿下首盤。

張帥組合無緣混雙決賽
Coleman於第2盤乘勝追擊，Gon-

zalo Bueno再無還擊之力，Coleman最
後連贏4局，以6：2奠定勝局，直落兩
盤淘汰對手，首次打入美網青年組

男單8強，也追平了大滿貫
單打個人最佳成績。

Coleman今仗打出7個Ace球，沒出現
發球雙錯誤，一發得分率高達75％，高
出對手的60％，26個制勝分也比對手多
出10個。Coleman順利過關之後，將與
3號種子瑞士的Kilian Feldbausch角逐4
強席位。

另外，當日進行的成人組混雙準決
賽，賽會2號種子、中國“一姐”張帥
與克羅地亞選手帕維奇的組合迎戰比利
時選手菲利普肯斯和法國選手瓦塞林的
組合，首盤比賽，張帥/帕維奇在關鍵
的第10局被對手破發，以4：6輸掉第
一盤。第二盤比賽，張帥/帕維奇率先

取得破發，但對手迅速完成回破。盤末
階段，張帥/帕維奇連贏三局，以7：5
贏下第二盤，將總比分扳平。但在搶10
戰中，張帥/帕維奇率先丟掉發球分，
又一直沒有找到追近比分的良機；菲利
普肯斯/瓦塞林最終以10：6勝出，晉級
決賽。

這是張帥繼2018年美網、2021年
溫網、2022年澳網後，職業生涯第四次
晉級大滿貫混雙準決賽，但遺憾都未能
更進一步。33歲的張帥在本屆美網比賽
中三線作戰，女單、女雙均晉級16強，
混雙打進4強。

最後一屆出戰美國網球公開賽青年組賽事的18歲香港新星黃澤林（Coleman），

當地時間周三在男單第3圈直落兩盤橫掃世界排名高出自己400多位的秘魯球手Gon-

zalo Bueno，繼今年溫網後再次打入大滿貫單打8強，平了個人最佳成績。不過，中國

“一姐”張帥與克羅地亞選手帕維奇的組合，則在混雙準決賽在搶10中遺憾不敵比利

時選手菲利普肯斯和法國選手瓦塞林的組合，無緣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黃澤林獲勝黃澤林獲勝
後激情慶祝後激情慶祝。。
美網官方圖片美網官方圖片

黃
澤
林

黃
澤
林

平大滿貫平大滿貫
個人最佳個人最佳

◆◆黃澤林在比賽中黃澤林在比賽中。。 網總網總FbFb圖片圖片

挫秘魯對手挫秘魯對手 晉美網青年組男單晉美網青年組男單88強強



CC77
星期六       2022年9月10日       Saturday, September 10, 2022

中國影壇

電影《我的非凡父母》映後好評不斷
系中秋團聚家人觀影首選

由朱鳳嫻執導，黃子桓、伍健雄監制

，惠英紅、吳岱融、吳千語領銜主演，陳

貝兒、楊天宇主演的親情電影《我的非凡

父母》於9月2日公映，短時間內便引發

各地觀影熱潮。

該片因真實暖心的故事、真摯飽滿的

情感以及無處不在的人文關懷，在壹眾商

業大片中突圍而出，取得了廣泛的良好口

碑。上映首周，影片便獲得貓眼開分9.2

分、豆瓣開分7.3分的高評價。觀眾紛紛

表示很久沒看到如此真實純粹、催人淚下

、引人深思、港味十足的人文情感大片，

高品質口碑佳作值得更多觀眾走進影院觀

看。

新生代導演“執筆”
以“愛”鐫刻平凡家庭本色
影片講述了視障父母甘笑紅（惠英紅

飾）和朱國強（吳岱融飾）在陪伴視力健

全的女兒朱芷欣（吳千語飾）成長的過程

中，逐漸產生代際隔閡，兩代人在“親情

的羈絆”與“夢想的自由”之間展開拉扯

並最終和解的故事。

作為新生代導演，朱鳳嫻以自己的父

親母親作為主角原型，創作拍攝了第壹部

長片《我的非凡父母》，並將其視為回饋

父母養育之恩的禮物，“所有心底裏說不

出的話，我只能寫進劇本裏去”，導演在

豆瓣導演手記中如是說。

影片通過描繪壹家三口從孩子出生到

成人這壹階段磕磕碰碰、陪伴守護的生活

圖景，將視障家庭的日常點滴真實再現：

從孩子意外被燙傷、生病發燒，到青春期

的爭執不休，再到家人和解共同對抗病魔

......細膩入微的鏡頭語言下，呈現的是親

情、成長和生命的永恒主題，記錄了父母

子女之間純粹卻又濃烈的情感流動。

影片傳遞出熾熱深沈的家庭情感內核

，令無數觀眾動容，並深刻反思自己與家

人的關系。有的觀眾不自覺地回想起了自

己的成長過往；有的觀眾表示回家後要好

好擁抱父母；有的觀眾還為影片給出了

“質量上乘的家庭必看溫情片”、“讓人

擁有幸福感的影片”等肯定評價。

“真實”港片溫暖人心
於細微處體現人文關懷
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第十二屆

北京國際電影節特別策劃了“光影浪潮

香港電影新動力”單元。電影《我的非凡

父母》亮相北影節紅毯，並作為該單元開

幕片首次在內地亮相，有觀眾在觀影後稱

這是壹部“夠真實、有情懷、有溫度的人

文港片”，震撼人心。

為了更加貼近導演母親的形象，惠英紅

左眼戴壹只灰白的特效鏡片，還要保證右

眼下意識地向四周轉動。拍攝雨夜戲時，

她不僅要兼顧特效鏡片不被沖出眼睛，還

要進入到自責、內疚、崩潰的情緒當中。

多日訓練，惠英紅只為將原型人物狀態百

分百呈現，其傳神可信的演技備受認可。

她表示：“希望通過自己的演繹，讓更多

人關註和關愛視障人群。”

此前，吳岱融還在北影節展映現場透

露，影片中的盲人群演大多來自香港盲人

協會。雖然他們無法看見，在拍攝過程中

走位面臨巨大挑戰，但他們如同影片主人

公壹般，始終保持良好心態，克服拍攝困

難。無論是影片中的盲人家庭互助、盲人

領跑、盲人文藝演出等活動，還是特邀盲

人出演電影，都蘊含了電影所要傳達的人

文關懷。視障人群心中有愛、不懼困難、

積極樂觀的精神面貌，也鼓舞著觀眾。

影片聚焦小人物與小故事，突出了香

港街頭巷尾的人情味和煙火氣，展現出兩

代人的情感交織和代際關系，喚起了廣大

觀眾共同的成長記憶、相通的情感表達，

實屬中秋檔期家庭必看的誠意暖心之作。

該片由天馬影聯影視文化（北京）有

限公司、東方影業出品有限公司（中國香

港）、本地制作有限公司（中國香港）、

香港電影發展基金和創意香港（中國香港

）、上海鳴肇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上海天

馬聯合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佛山東天影視

文化有限公司出品，瀟湘電影集團有限公

司、湖南蠻好電影有限公司發行，華夏電

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天津貓眼微影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聯合發行。電影《我的非凡

父母》正在影院熱映，壹同體會平凡家庭

不平凡的愛！

電影《青蛙王國-極限運動》終極物料雙發
中秋親子團建首選合家歡

由鄭立國擔任出品人，譚煥臣、錢衛群

執導，鄭欣然總策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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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

京釋夢映畫影視股份有限公司策劃的原創3D動

畫電影《青蛙王國—極限運動》（以下簡稱

《極限運動》）今日發布終極預告和終極海

報。作為吉林動畫學院精品打造的原創動畫

系列電影，新作延續了“青蛙王國”系列IP

“愛與成長”的故事主題，在劇情背景上完

成了全新升級，《極限運動》打破前作奇趣

的自然風光，潮酷嘻哈的城市風、熱血炫酷

的滑板大賽、幾萬只青蛙參加的盛大運動會

，帶來全新的視覺體驗，更有全新角色軟萌

土撥鼠家族的加入，成為全片的憨萌可愛擔

當，為刺激熱血的滑板戰隊奪冠之旅增加更

多歡樂元素。影片將於9月10日全國上映。

終極物料重磅齊發 全員集結熱血開賽
滑板戰隊成員和土撥鼠兄弟們在終極海

報中集體同框，吉克公主、雨點和呱大壯，

戰隊三巨頭滑著滑板快樂地沖向前方，軟萌

的小土撥鼠們形態各異搞怪憨趣，表情生動

可愛。靚麗閃耀的極速賽道被開啟，主角身

後是運動會大背景和漫天炸裂的煙花，顯示

著壹場盛大的比賽即將開始！

而在發布的終極預告中，拋出了動畫電

影諸多的關鍵信息，青蛙王國要舉辦聲勢浩

大的極限運動會，吉克公主天生向往自由、

熱愛運動的DNA蠢蠢欲動，終於按耐不住

溜出皇宮，上演壹出在逃公主變裝參加滑板

大賽的“蛙國假日”經典戲碼。新成員土撥

鼠家族踏上了尋父“囧”途，搭載蒲公英降

落傘飛到了青蛙王國最繁華的城市，誤打誤

撞結識了吉克公主和雨點的滑板戰隊，貢獻

全片密集笑點。而吉克公主也面臨前所未有

的挑戰，隊友懷疑她的滑板實力，貴公子處

處阻撓她的奪冠之路，朋友之間的信任危機

，面對重重的艱難險阻吉克公主如何逆風翻

盤？小土撥鼠們又能否和爸爸團圓重聚？

中秋首選合家歡 寓教於樂不容錯過
作為中秋檔期唯壹的壹部合家歡動畫

電影，《青蛙王國—極限運動》以形象飽滿的

青蛙公主吉克為主角，向觀眾詮釋了勇氣、夢

想和友誼的真諦。電影具有豐富的教育意義，

是壹部寓教於樂、精彩紛呈的合家歡動畫電影

，是中秋假期家長帶孩子觀影的不二選擇。

在此前點映親子場觀影會中，各年齡

階層的觀眾均對電影給出了極高的評價。

觀影場內笑聲不斷，孩子們紛紛表示“太

喜歡土撥鼠兄妹啦！毛絨絨的好可愛！”

“看完我也想去學滑板啦！”“青蛙公主

吉克真勇敢，我也希望像她壹樣開啟壹段

冒險！”家長們也對這部電影贊不絕口：

“情節很流暢也很有正能量，非常適合孩

子觀看！”“有很好的故事底子，非常適

合孩子觀看，妥妥的寓教於樂電影！”甚

至有許多家長在觀影後也表示愛上了這部

電影：“本來是想著帶孩子來看的，沒到

自己也能看的這麼開心！畫面很漂亮，故

事也有意思，很喜歡！”太可愛了！故事

也挺有意義的，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都能

在這部電影中收獲快樂！”

《青蛙王國—極限運動》展示了壹個

與眾不同的全新的故事背景，在延續前作

的高口碑和經典的元素外，加入了更多的

吸睛看點，除了新老角色帶來的密集笑點

，還有很多熱血高燃的場景展現出強烈的

視覺沖擊，在動畫技術方面，為了讓觀眾

感受到角色更加人情化和感染力，結合了

專業演員的表演和動態捕捉技術，共同完

成人物立體化的呈現，將表演藝術與動畫

技術融合起來，是動畫表演上的壹種革新

，也是對“青蛙王國”系列動畫進行了全

面升級。影片將於9月10日全國上映，敬

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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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年壹度的威尼斯電影節於日前如期拉開帷幕，作為

電影節官方活動之壹的“聚焦中國”活動也在5日以線下

和線上結合的方式舉行。來自中意兩國的嘉賓通過網絡相

聚，共同暢聊中意兩國以及中外之間影視交流合作。

“我很高興再次與大家壹起參加威尼斯電影節‘聚焦中

國’這壹年度盛會，”中國駐意大利使館文化處許蓉公參在

視頻致辭中說，“2022年是中意文化旅遊年，從年初開始，

兩國就冬奧會開展了密切全面的合作，並策劃和開展了壹系

列演出、展覽和電影等重要項目。”她說，“中國是世界上

最大的電影市場之壹，盡管有疫情的影響，但2021年中國電

影票房收入依然達到了約74億美元。中國電影人、藝術家和

相關機構珍惜與意大利同行合作的機會，以及借助威尼斯電

影節與世界各地的朋友交流和分享想法的機會。”

意大利駐華使館文化中心主任、文化參贊菲德利克· 安東

內利通過視頻連線發表致辭說，“中意兩國在文化領域交往

歷史悠久，在影視方面也有很多成功的合作。意大利文化部

等機構樂於繼續支持中意雙邊文化交往，我們正在努力克服

疫情帶來的困難，逐步舉辦更多的中意雙邊文化交流活動，

並期待能恢復到疫情之前，而且能夠取得更多成果。”

活動中，來自兩國的嘉賓圍繞著中國電影市場的最新

發展以及展望未來中意、中外影視交流合作進行了熱烈的

討論。據嘉賓介紹，疫情背景之下，中國電影市場依然取

得了壹些良好的發展，例如在去年中國新增屏幕數達到約

6600塊，為未來中國電影行業的持續發展打下基礎；例如

動畫片等類型的電影出現了增長，受到中國觀眾的喜愛；

中國電影人的表達也更為自信，在挖掘與創作中國文化等

方面題材的影片中進行了壹些新的嘗試，為講好中國故事

並推動中國電影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契機。

“雖然疫情為中意兩國的影視文化交流帶來了壹定的影響，但是我

相信我們之間的合作並不會退步而是會繼續向前，”意大利文化部電影

城特別項目負責人兼國際關系顧問羅伯托· 斯塔比萊在活動現場說，“正

如我們今天在這裏舉辦‘聚焦中國’活動，表明意大利依然致力於推動

中意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合作，而中意文化交流合作也是中意兩國之

間所有交流合作的重要支柱之壹。展望未來，相信我們的文化交流合作

會結出更多碩果。”

威尼斯電影節“聚焦中國”活動，是由意大利文化部電影局、威尼

斯電影節組委會等機構聯合新華網共同舉辦的。“聚焦中國”活動於

2016年首度舉辦，在疫情期間也通過線上方式繼續，如今該活動不僅是

威尼斯電影節上最為重要的官方中國主題活動，也成為了中意兩國影視

文化等諸多方面交流最為重要的平臺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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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湛文陳湛文（（右右））本是舞台劇演員本是舞台劇演員。。

2022年9月9日（星期五）娛 樂 新 聞6 ◆責任編輯：凌晨曦

◆◆ 陳曉東相隔陳曉東相隔33年再年再
次在港開個唱次在港開個唱。。

邀約陳曉東 炎明熹：

香港文匯報訊 7日有報道指亞洲電視旗下子公
司「亞洲電視數碼媒體有限公司」正式被清盤，旗
下員工都面臨斷約。8日亞洲電視控股正式發聲
明，承認「亞洲電視數碼媒體有限公司」已經清
盤，但重申該公司只是集團其中一家營運的子
公司，並強調「亞洲心動娛樂」等子公司繼
續為大家提供不同類型的節目及內容。

亞洲電視控股聲明全文如下：
「對於近日有多篇傳媒報道
及社交媒體轉載有關『亞視執
笠』之傳聞，現亞洲電視
控股鄭重聲明如下：

1. 亞洲電視數碼
媒體是本集團其

中一家營運的子公司，本集團尚有其他營運的子公司，例
如亞洲心動娛樂，繼續為大家提供不同類型的節目/內容；

2. 亞洲電視數碼媒體成立於2016年，為當時集團進
軍數碼媒體新營運模式的開拓者，多年來面對林林總總的
困難與挑戰，一直迎難而上，集團亦從中吸取寶貴經驗；

3. 至於陪住大家成長，曾經製作無數經典嘅ATV，
仲喺度默默為大家守護緊這份一去不返的老香港情懷；

4. 亞洲電視數碼媒體清盤也是非常艱難的決定，一直
苦撐到今天也殊不容易，為的是延續香港人心中的「亞視
永恒」；

5. 集團正接觸旗下受影響員工/藝員，商討任何過渡
性安排以維持營運和製作節目。

懇請各位繼續支持亞洲電視，一齊守護碩果僅存的獅
子山下精神！」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梁靜儀）
龔柯允、張同祖、
Kawaii 等等，7日晚到尖
沙咀出席韓國男星玄彬主演的

電影《秘密任務2：
International》 優 先
場。

龔柯允表示今個中
秋會在港陪家人一齊食飯
過佳節，而今晚就會為電影
《一路瞳行》首映禮與樂團
合作演出。說到炎明熹之前因
確診新冠肺炎而要停止跟香港管
弦樂團的演出，龔柯允表示平日都
會好小心防疫，除已打齊三支疫苗，
更會多飲水及出外一定戴口罩，綵排時亦
都會戴上口罩。問到演唱時會否有私家咪高
峰？她表示都是跟大會要求。
她表示之前返了馬來西亞四個月，除了探望家

人，還有為榴槤生意入貨，她大嘆因今年的運費較貴，
生意比往年差了。她又稱已送了一箱貓山王榴槤給奶奶做
節，不過老公就不愛吃榴槤，但都很支持她做榴槤生意及會幫
手開榴槤。她笑說：「試過一次將榴槤放入雪櫃，被老公鬧我冇
公德心。」她指家中的愛貓都愛吃榴槤，不過牠很嘴刁，不愛吃
泰國的榴槤，只愛吃馬來西亞的新鮮榴槤。

夥新秀合拍《失衡凶間》
任賢齊讚陳湛文是很好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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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電影《世間有她》
Sammi稱演出上大不同

亞視發聲明認亞洲電視數碼媒體清盤

開首個戶外個唱盼有新生代同台

相隔3年再次在港開個唱的東東，8日
到灣仔出席演唱會記招，出席的還

有演唱會的音樂總監伍仲衡（Harry），
大會更推出蛋糕為東東預祝生日。

會後東東表示之前一晚失眠：「因
為心情興奮、緊張又忐忑，但見到好多粉
絲畀信心自己，都知道有粉絲喺身邊。」

老婆曾幫手擺攤賣海報
演唱會舉行在即，東東目前開始籌

備歌單，亦希望粉絲給予意見，他笑
說：「如果要唱晒粉絲揀嘅歌，我諗要
唱八個鐘至夠，目前預計演唱會會唱廿
幾首歌。」他坦言由於審批上較之前更
嚴謹，有些無人機等機件上的設計未必
能夠實現，但相信觀眾會理解的，他亦

明白到要在安
全情況下去做，故此
團隊會從這個方向去構思新元素，盡量
作出安排。

為滿足入場的觀眾，東東表示除了
帶給大家集體回憶外，亦會構思一些新
元素，他笑說：「2019年開Show嘅時
候，歌迷會喺紅館外面擺攤檔賣海報，
我老婆都有去幫手，很快就賣晒，不過
今次開Show老婆要返咗北京陪兩個女返
學，唔能夠嚟幫手，我諗緊邊個幫我去
賣海報增加收入。」

至於嘉賓方面，東東又透露暫時落
實的有C AllStar成員DJ King，他又稱
有留意新一代的歌手，都想請他們做嘉
賓，他說：「好似炎明熹，佢唱歌好好
聽 ， 男 仔 方 面 就 想 請 MIRROR，
（MIRROR現在休息緊？）我試吓睇吓
邀唔邀請到佢哋。」他透露現階段開始
忙於籌備演唱會事宜，又要開始戒飲食
keep fit，同時亦要練歌，但相信今次開
騷幾好玩。至於會否加場，就要睇情況
再決定。

她唱歌好好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曉東（東東）將於下月22日於香港西九文

化區苗圃公園舉行入行以來首個戶外演唱會《Harbour the Sonic 陳曉東2022

演唱會》，東東透露嘉賓會有C AllStar成員King之外，並希望能邀請包括炎明

熹在內的新一代歌手擔任嘉賓。

◆ Sammi、周迅
等主演的《世間
有她》於內地中
秋檔上映。

◆◆炎明熹唱功再獲圈中人賞識。 資料圖片

◆◆ 薛影儀薛影儀((右右))本身是本身是「「亞洲電視數碼媒亞洲電視數碼媒
體有限公司體有限公司」」旗下藝人旗下藝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伍仲衡伍仲衡((右二右二))獲邀獲邀
擔任音樂總監擔任音樂總監。。

◆◆ 大會推出大會推出
蛋糕為東東蛋糕為東東
預祝生日預祝生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鄭秀文
（Sammi）歌、影雙線發展成績有目共睹，
但她身為半個電影人，也很久沒入戲院欣賞
電影，不過最近趁有空閒，她就連看了《明
日戰記》和《緣路山旮旯》兩部港產片支持
本土製作，她看完好友古天樂監製的《明日
戰記》拿票尾自拍短片：「兩年冇去過戲
院咁滯，前幾日開心買到啱時間的場次。
好睇、刺激、超乎想像和感動。」

不過9日都有一部由Sammi主演的電影
《世間有她》於內地中秋檔上映，電影由張
艾嘉、李少紅、陳沖執導，周迅、鄭秀文、
許娣、馮德倫主演，易烊千璽屬特邀演出。
Sammi 表示：「能夠參演電影《世間有
她》，使我在演出上大不同。感謝張艾嘉導
演給予我這個角色，更重要的是，這部電影
集合了眾多出色的導演、演員和幕後精
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電影《失衡凶間》三個故事的演員陣容都是以資深演技派
配搭實力新秀，故事《唐樓》導演馮志強找來認識多年的好拍檔任賢齊（小齊）壓陣，夥拍
吳海昕、陳湛文及麥詠楠等新鮮面孔，任賢齊大讚其中曾憑《三夫》獲得亞洲電影大獎及金
像獎最佳新演員提名的陳湛文：「他的演技很好，是個硬底子舞台劇演員。他的表現和對白

都好清楚鮮明，演戲的節奏感強，表情變化也交足戲。跟他合作我覺得很興奮，他
是位很好的對手。」而在戲中扮演詠春教練的陳湛文，很享受導演與演員一起討論

角色互相配合，這是集體創作最珍貴的一環。
另一位新演員麥詠楠，同獲小齊讚賞：「與詠楠是第二次合作，她今次扮
演怪人演出很辛苦，不但要將臉部塗白，化上超大黑眼圈，更要躲在樓梯轉

角不能郁動。她很用心演戲，希望她將來有更好的發展。」而麥詠楠
扮演怪人除了化怪妝，戴上駝背，在外形落足心思外，埋位時她一直

是濕身演出，演繹令人分不出是人是水鬼的神秘角色。導演馮志
強也讚她出色，因為電影中大部分時間都看不到她的臉，她要
用很多肢體語言去表達狀況，繼而令一眾演員產生恐懼。

◆◆龔柯允表示今個中龔柯允表示今個中
秋會在港陪家人秋會在港陪家人。。



今年2月以来，每过一两个月，「移民」的

热度就会迎来一次暴涨。

正如我们在文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

虑移民》中所说的，移民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素

履以往的方向。

不过，移民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它对资

产的高要求，拦下了一批对此抱有念想，却资

金不足的人。

「低成本移民」一词，也因此在今年8月，

悄然吸引着所有人的关注。

「贫贱」真的不能移民吗？当然不是如此

。

移民所需的「资产」，并不只有「金钱」

。有技术、有学历，或者年轻、能吃苦……这

些都能折算成资产。

只要找对方法，不用花太多钱，也能移民

发达国家。

今天，我们来聊聊作为一个家境普通，也

暂未有积蓄的「穷人」，到底可以怎样实现移

民之梦。

01. 愿意吃苦，就有希望

如果不考虑任何在语言、技能等各方面可

能存在的优势，只想获得最快速带着一家人低

成本移民海外的话，那么方案就只剩下了一种

：

雇主担保类非技术移民。

这是一种靠「吃苦」争取来的移民机会。

具体来说，只要在目标国家有资质的企业

中找到一份工作，让雇主提供担保，就可以帮

助申请人进行移民。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吃苦」的方式？

其实，仔细思考一下你也就明白了。为什

么雇主愿意雇佣没有特殊技术的海外员工？当

然是因为在当地，很少有人愿意从事相关的职

业。

通过「雇主担保类非技术移民」，往往意

味着要做很辛苦的体力劳动，比如屠宰工、养

殖工、清洁工等。

然而，如果你愿意吃苦，这条路确确实实

能看到移民成功的希望。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移民至美国

、加拿大这些广受欢迎的移民去向国。

在美国，相应最受关注的项目是EB-3非技

术移民。

它对申请人的语言、资产、学历没有任何

要求，只需要申请人年龄大于18岁、身体健康

无犯罪记录、承诺登陆后至少为雇主工作一年

，申请通过后就可以为全家办理绿卡。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项目配额稀少

、排期紧张，申请人少则等待3-5年，多则等待

8-10年。

即使未来政策放松，EB-3非技术移民依然

会是一种耗时漫长的移民方法。

如果打算通过这一途径前去美国，则需要

首先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而如果你打算通过这种方式前去加拿大，

那么家庭育儿保姆/家庭支持护工项目（Home

Child Care Provider Pilot and Home Support

Worker Pilot）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这是一个从2019年开始、为期5年的试点项

目，合格的护理者就可以在加拿大获得永久居

留权。

这一项目对申请者有些要求。申请者需要

有护理经验，或者接受过相关培训，英语或法

语水平达到CLB5，并在加拿大找到一份真实、

有效的全职护理工作等。

当申请人在加拿大工作生活满2年后，移民

局就会开始审批其永久居留申请，在6个月的审

理期后签发枫叶卡。

至于这个项目主要包括哪些工作，从名称

中就能管窥一二：

第一类是家庭育儿保姆（Home child care

provider NOC 4411）。

这类工作需要协助雇主照顾18岁以下的孩

子。

具体的工作包括喂养婴幼儿、帮儿童洗澡

、穿衣，为婴儿准备配方奶和换尿布，提供适

合儿童的饭菜，并完成其他雇主指定的家务劳

动等。

要想从事这一工作的话，需要有相关的经

验。

但如果你还有其他一技之长，比如烹饪水

平出色、能辅导孩子功课等，会更容易找到合

适的雇主。

第 二 类 是

家庭支持护工

（Home sup-

port worker

NOC 4412）。

这 类 工 作

主要是为老年

人、残疾人和

康复客户提供

个人护理和陪

伴。

不 过 ， 这

一工作要求申

请者需要有护

理经验，或者

持有护士、护

工类证书等。

如 果 你 有

类似的经验或

资质，不妨一

试。

要 提 醒 大

家的是，这个

项目每年只有

5500 个名额，

而且审批效率

相当低下，不

想消耗太多时

间的话就要早

做准备。

而 除 了 上

面所说的这两

个项目之外，如果你对这种需要申请者做重复

性体力劳动或当地稀缺的特殊工种来实现移民

的方法感兴趣，还可以了解一些其他项目。

比如加拿大AFIP农业食品试点项目、大西

洋四省AIP移民试点项目等等。

这些项目都对申请者的个人能力和资金要

求很低，但缺陷就是名额相对稀少、申请周期

漫长。

如果申请人在国内从事一般的文职白领工

作，出国后也可能难以适应迥然不同的工作环

境与内容。

02. 不愿吃苦，也可以拼学习

如果你实在难以接受重复性体力劳动，也

可以走上另一条更有挑战性的途径：

先留学，找到当地的工作，再拿身份。

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移民方式，只是相对

而言对资金、语言能力等都有所要求，但大抵

还在可接受范围之中。

说到留学移民，几个绕不开的国家主要是

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后三者中，由于竞

争过于激烈，政策逐年收紧，目前已经很难申

请了。

我们主要还是来说说加拿大。

作为移民大国，加拿大的留学移民政策总

体上比较宽松，配额也比较多，而且各省都有

引进人才的需求，存在竞争关系，容易找到机

会。

纵览加拿大的几个留学大省，安大略省和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经济发展快、名校多，竞争

也激烈；

魁北克省的申请难度相对较低，但对法语

水平有很高要求，适合语言能力过关的留学生

。

而如果想找一个门槛低、速度快、花销低

的留学省份，最好的选择可能是曼尼托巴。

为了吸引留学生毕业后在本地发展，曼尼

托巴省特意推出了国际教育类省提名移民项目

。

在该项目中，最容易申请的就是曼省留学

生职业就业类别（Career Employment Pathway）

。

在这一类别中，申请人只要有高中学历，

申请曼省大专及以上的院校，完成至少一学年

的全日制学习并顺利毕业，最后只要在当地找

到一份符合要求的工作，就可以移民。

值得注意的是，要想顺利拿到枫叶卡，必

须从事曼省紧缺职业清单上的工作，而且职业

要与所学专业相关。

所以，一个提示是，从规划留学的那一天

开始，就要密切关注当地的职业需求。

根据往年的情况，护理、汽修等专业长期

紧缺，是非常稳妥的选择。

如果你是在曼省毕业的硕士或者博士，就

可以通过曼省留学生毕业生实习类别（Gradu-

ate Internship Pathway）移民，不需要寻找当地

雇主，只需要参加实习项目就能获得省提名移

民机会。

另外，如果你在英语之外，还掌握有其他外语

，也不妨尝试去往欧洲国家。

在法国、德国、芬兰等国家留学1-2年、毕

业并找到工作的学生，都能比较方便地申请入

籍或永居。

综合来看，留学移民的成本比较低，20-30

万人民币大致足以支撑。

但其中也存在风险，整个移民周期比较长

，留学期间也不方便工作。申请学校、完成学

业也对个人能力提出了一定要求。

依靠留学移民，这既需要时间，也需要决

心。

03. 人才，走到哪里都受欢迎

移民的便捷程度，其实也与个人能力相关

。

如果你的学历、工作经验、个人能力足够

优秀，在特定领域做出了成就，那移民发达国

家不仅不用花多少钱，申请周期还特别短，用

不了一年就能拿到身份——生怕动作慢了，杰

出人才就流向了其他国家。

这种靠才华移民的方法，有几个典型的项

目。

（1）FSW：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

FSW（Federal Skilled Worker）是加拿大最

重要的移民渠道之一，曾经受疫情影响关闭过

一段时间，今年7月已经重启。

它可以通过加拿大的移民快速通道（Ex-

press Entry，简称EE）全程线上申请，无需雇主

担保，也几乎不限制职业种类，最快六个月就

能审核通过，拿到身份。

想申请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需要先进入

EE的人才库，为此要接受以下6个维度的评估

：

语言能力、教育背景、工作经验、年龄、

加拿大境内工作合同和适应力。

如果能在满分100分的第一轮筛选中拿到67

分，就可以接受第二轮综合排名系统（Compre-

hensive Ranking System，简称CRS）的评估。

CRS的满分为600分，加拿大移民局每1-3

周都会从人才库中选择一批分数最高的申请者

，按顺序发放邀请。

一般来说，想顺利通过CRS筛选，拿到470

分以上才算稳妥，这就要求申请人年龄最好在

20-29岁之间、学历在硕士以上、雅思成绩达到

8777，竞争很是激烈。

（2）EB-1：美国职业移民第一类优先签证

EB-1，全称 Employment Based Immigration:

First Preference，是美国绿卡申请中优先级最高

的一类，无需劳工证，配额充裕，申请费用在

2000美元之内。

其下又分为三个类别：

EB-1A: Extroordinary Ability (杰出人才)；

EB-1B: Outstanding professors or researchers

(杰出的教授和研究员)；

EB-1C : Multinational manager or excutive (

跨国公司经理或者执行官)

其中，EB-1B和EB-1C需要美国雇主的永久

性工作邀约（Permanent Employment Offer，即

由雇主提供的终身制或无具体时间期限的岗位

）。

EB-1A则不需要雇主的offer，自己在海外就

可以申请，适用的专业领域包括科学、艺术、

教育、商业、体育……总之，几乎就是所有领

域。

条件优厚，申请简单，要求自然很高。

美国移民法规定了以下10条标准，申请人

至少需要满足3条：

1.全国性或国际性奖项(Nationally or Interna-

tionally Award)；2.受邀请专业协会会员资格(In-

vited Membership)；3.媒体的报道(Published Ma-

terial About You)；4.评审鉴定(Judging or Re-

view)；5.原创性的重要贡献(Original Contribu-

tions)；6.学术文章(Scholarly Articles)；7.展览或

展示(Exhibitions or Showcases)；8.领导作用/关键

作用(Leading/Critical Role)；9.高薪(High Salary)

；10.商业成功(Commercial Success)

其中比较容易达成的标准有：

媒体报道（不限级别，有一定发行量的媒

体都算数）、评审鉴定（比赛评委、论文评审

、期刊审稿都可以）、展览或展示（不需要办

个人艺术展，只需要在具有一定规模的项目中

参展即可）。

其他标准可以按照个人条件量力而行。

另外，因为这些标准都没有量化，所以建

议找到相关人士进行更详细的咨询。

除了以上提到的两种方式，加拿大魁省、

萨省，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区和国家，其实

都有很多技术移民项目。

这些项目花费低、速度快，大家如果感兴

趣，不妨仔细去了解一下申请条件。

在当下，移民已不再是富人的专属。

许多浮沉在平凡工作与生活中的普通人，

也开始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向海外寻找压

力更低的就业、教育与生活环境。

毕竟，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每个人都拥

有追求自由、安全与幸福的权利。

不管移或不移，希望每一个普通人，都能

用最省力的泳姿，安全抵达人生的幸福彼岸。

穷人移民指南，给自己留条退路

上個8 月21 號，我寫有「唐人街上話永福」一
文，刊登在休市美南日報之上。文中粗略地向休斯頓
市來自兩岸三地的華人，簡單地介紹一下上世紀七十
年代在休市市中心一角的舊式唐人街的面貌。文章刊
出後，引來了此地教區著名牧師何衛中的太太Mario
師母的關注。何牧師早己於2019 年駕鶴西飛，獨留
下何師母一人獨守空閨。不過何師母十分堅強，她在
減少外出之餘，終日以電腦為伍，週看世界各地、兩
岸三地 的政治生活概況。亦可稱之為「自得自慰。
」此外，何師母亦十分欣賞我刊登在香港澳門報壇上
的文章及筆法。因此要求我把每月刊登的拙文，傳送
到她的電腦系統上，讓她一睹為快。

剛剛是8 月21 當天刊登在休市美南日報上的文
章，觴及40 年前休市舊式唐人街上，有着名飯店
Lucky Inn 酒家，晚晚生意興旺，人流不斷。全由該
店店東羅大愚先生管理。看得出他是一位商界奇才。
八十年代後期，羅先生伙同鄧樹良、陳國泰兩位商界
精英份子，創立 休市首間華資的永福殯儀館，竭誠

為華人服務，自1989 創業以來，33 年風雨無阻地為
廣大華人服務，嬴得一片喝采之歌。

巧合的是何師母跟羅大愚先生，同是香港培正中
學的高材生，他倆每月皆有參加培正校友會聚餐活動
，一起並肩而坐，共話桑滄。你說世事奇不奇，巧合
不巧合？

回頭再說我接受美國校區之工作分配，於8 月
24 號早餐過後，到5 年級的課堂，介紹休市中國城
的一般面貌。

不要小觀他們5 年級，但已有人向我提出： 唐
人街要發展，可以就在原來的地域，添枝加葉，為何
要放棄原來己有100 多年歷史舊的唐人街，而走到休
市西南區的百利大道上來開山拓石、動工動土，興建
新的中國城呢？

我向他們解釋：休市一批華人領袖、地產精英之
所以把舊中國城搬遷到59 號南的百利大道上發展，
是因為它距離休斯頓的衞星城糖城鎮近。糖城曾被美
國地產界列為10 年後，美國最優透城鎮之一。休斯

頓中國城、此地眾多華人跟哪裡的唐人街密切地合作
、結合在一起，具有百利而無一害。

芸芸學子聽我解釋說明，點頭同意。且要求時間
許多，帶領他們往百利大道一行認識認識 下唐人街
（China Town)我誠意回應：yes, baby!

走筆至此，舉頭向天階一看，皓月當空、澄淨萬
里，回頭再看剛完成下周之「美南人語」之「永福羅
大愚與培正何師母」一文，頗有感觸，際此秋思濃濃
之夜，何不試作「秋思」七言詩乙首，敬奉羅、何兩
位賢人，及供美國各地僑友指正。
秋思七言詩

幾回牽夢望江樓，一笑風雲又是秋。

波湧波平忘得失，艇橫艇直淡憂愁。

岸頭寂靜棲沙鶴，浪裏鬆容戲鷺鷗

歲月無情霜鬢白，流星閃閃入雙眸。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永福羅大愚與培正何師母永福羅大愚與培正何師母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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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潔瑤執導的溫馨感人電影《哈勇家》，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監製瞿友

寧及《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監製梁宏志聯手，黃瀞怡(小薫)、陳宇及新人林

亭莉和黃信赫及許多素人演員共同演出，打造一齣充滿溫暖的可愛作品，將於11月

11日上映。電影聚焦在哈勇一家人失去家中精神支柱後面對的難關，而「家家有本

難唸的經」，電影所反應出的不只是哈勇家遇到的問題，也是所有家題會面臨的難

題，電影片名也和拍攝時做了一些改變，改為《哈勇家》，更為簡單好記，也充滿

力量。

去年電影拍攝時的片名為《哈勇他們家》，但監製瞿友寧覺得片名容易造成混

淆，不易記憶，建議去掉「他們」二字，改成簡潔的《哈勇家》，讓電影給觀眾

的印象更為直接有力。電影故事也聚焦在宜蘭南山鄉的哈勇一家人，他們家有一

位一直遵循泰雅族傳統精神gaga過生活的阿公，但也有想改變家族地位的兒子及

想去國外闖蕩的孫女，三代同堂的家庭因不同的想法互相碰撞，有著家庭中各種

喜怒哀樂。

今天公佈電影的前導海報，可以見到哈勇一家人在陽光普照的藍天之下，大孫

女三貼載著哈勇阿公及小孫女衝在前方，而哈勇家大兒子和二兒子則是開著選舉車

在後面，這一場部落中的選舉，也影響了這一家人的感情，而阿嬤則是在路邊看這

一家人，一大家子人，各有性格，充滿了ㄎㄧㄤ感的可愛模樣，也呈現出電影充滿

明亮可愛的氣氛，就如文案所呈現的「勇往直前的一家人」，而騎機車沒有帶安全

帽，也是真實呈現部落不同於平地的生活習慣。

導演陳潔瑤表示《哈勇家》的故事不只是高山部落家庭的縮影，家庭成員間的

問題糾結，也是世上每個家庭都會面臨的問題，只是生活背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

表現，也顯現出家庭親情的可貴和價值。《哈勇家》呈現出「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是世界通感的主題，陳潔瑤表示從一樣的家庭問題中，讓大家再多了解一點原住民

，尤其是他們面對問題特有的「幽默感」，希望觀眾可以藉由電影感受到這個特殊

的生命氣息。

《哈勇家》故事描述三代同堂的泰雅家庭，哈勇阿公是家族的精神支柱，一直

奉行gaga（泰雅傳統的原則）生活，孫女阿莉（林婷莉 飾）從紐西蘭打工兩年，剛

回家不久，阿公在睡夢中過世。而阿莉的父親巴尚（洪金輝飾）為了家中土地所有

權的問題，不顧阿公生前的反對，決定參選鄉長，提升家族地位，同時，阿嬤發現

阿莉竟然懷孕了，新的小生命即將來到哈勇家！然而巴尚參與的這場選戰，讓家族

感情一夕凍結，如同高山上冬季的那一場雪。

《哈勇家》將於11月11日上映，更多電影資訊，請上「華映娛樂」官方臉書粉

絲團查詢：https://www.facebook.com/skyfilmsINtaiwan/

今年最觸動人心的作品《哈勇家》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但哈勇一家人總會勇往直前

《愛愛內含光》是導演黃婕妤的影集處女作，她曾以

短片獲得美國獨立製片人影展最佳女導演獎，想破除台灣

家庭成員對性與愛閉口不談的文化，影集片名《愛愛內含

光》出自於詩篇〈座右銘〉的「曖曖內含光」，刻意將曖

改成愛，因為影集探討的是愛，也是愛愛(指性)，希望傳

達愛愛是很美好、很自然的事。

劇中有不同年齡層代表，其中最年輕的二十世代組合

是詹子萱與柯震東，兩人是大學同學，但是都是會在交友

軟體上認識新朋友，不談愛、只做愛的Gen Ｚ。

林哲熹飾演的是男同志，交往多年男友的他一天遇到

跟他八竿子打不著的八加九巫建和，兩人組成了地下賭局

的好拍檔。

三四十世代代表則是夏于喬與馬志翔夫妻，年齡相差

十三歲的他們曾是火辣辣的師生戀，曾經一夜七次的他們

如今卻是七年一次，遭遇七年之癢的夫妻危機。

而父母輩代表是苗可麗與洪都拉斯，倆人是搞笑擔

當，有三個小孩的老夫老妻仍然每天鬥嘴，甚至在苗可

麗目睹洪都拉斯打手槍之後還鬧著不再幫家裡做飯，讓

大家吃土。

《愛愛內含光》預計2023年播出。

《愛愛內含光》集結
柯震東、林哲熹、夏于喬
探討七年之癢的夫妻危機

入圍今年台北電影節國際新導演競賽的青春情慾探索

電影《小藍》，由新導演李怡芳執導，金馬獎最佳女配角

王渝萱、《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爆紅護理長許乃涵主

演，於今年台北電影節放映後好評不斷，王渝萱怪物少女

的演技備受讚賞。今(9/7)再傳出捷報，入選韓國釜山影展亞

洲電影之窗單元，同時也發布前導預告並定檔11/4(五)。

劇組得知入選釜山影展消息非常興奮，首度執導即入

選的李怡芳導演表示能在當前亞洲最具影響力的釜山國際

影展放映，「榮幸」兩個字仍然無法準確地表達心情，

「我覺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被理解，這樣一個訴說少女

幽微私密心事的電影，被釜山影展理解而接納了。而且這

也將是《小藍》的國際首映，即將要面向國際觀眾，非常

緊張而期待。」。

在《小藍》電影中有精湛表演的怪物少女王渝萱（飾

演小藍），聽聞入選釜山影展的消息非常開心，她表示對

她和小藍來說，認識自己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想到更多人

看見《小藍》就覺得高興且充滿希望。

飾演小藍媽媽的許乃涵在電影中是一位追求自己所愛

的地方媽媽，就算工作不順、女兒不理人，也一樣勇於活

出自己的人生。許乃涵得知入選消息時她正在拍戲，從簡

短的文字就能感受到她的雀躍，許乃涵說：「地方媽媽要

飛到更遠的地方了，謝謝《小藍》，希望每個地方都能看

到我們的故事。」

小藍的初戀男孩五秒，由新人葉廷麒飾演。對於首次演出

電影就入選重要的國際影展，感到很榮幸，他說：「希望韓國

的觀眾們也能喜歡《小藍》，畢竟不論在哪個國家，《小藍》

所探討的議題都很符合現在社會的真實狀況。」

《小藍》是一部講述高中生王渝萱（飾演小藍）在青

春懵懂時探索愛與性愛界線的電影，品嚐過性與愛混雜在

一起的甜蜜與痛楚，進而成長的過程。李怡芳導演認為大

多數女孩們內心出現傷痕時很少能找人訴說，透露今年台

北電影節放映後，有觀眾傾訴彷彿看到了自己經歷的縮影

，導演表示：「希望有相似經驗的女孩，能夠因此得到撫

慰，覺得被理解地擁抱了。期待在釜山的國際首映，以及

接下來回到台灣11月4日的正式上映，都能在年輕世代的

觀眾中，開啟青春情慾探索的對話與共鳴。」

《小藍》青春情慾探索 勇闖釜山影展

由盧以恩、林暉閔、姚以緹、王傳一主演的電

影《科學少女》將於下周9/16(五)正式上映，日前舉

辦數場口碑特映會廣受好評，不少觀眾表示劇情好

感人，看完之後哭得連口罩都濕了，更力讚姚以緹

飾演的AI機器人艾普洛超「逼真」，甚至詢問導演

哪裡可以訂製同款艾普洛，讓姚以緹聽聞之後覺得

很新奇，並打趣表示姚以緹款機器人獨一無二，不

是訂購就能得到的。

《科學少女》作為闔家觀賞的親子科幻電影，

除了劇情相當催淚，片中盧以恩與林暉閔的青澀愛

情也是一大看點。兩人在劇中飾演歡喜冤家，盧以

恩飾演的劉子瑜因為母親剛過世，於是將全副心思

投入到APP程式設計大賽裡，期望能奪得獎項紀念

母親。誰知林暉閔飾演的吳亦修卻挾著更優越的天

賦以自信之姿闖入她的世界，引發不滿的同時也激

起子瑜的好勝心，兩人在戲中的「不打不相識」之

路就此展開。而戲外林暉閔與盧以恩早已認識多年

，對彼此的表演相當熟悉，好默契不在話下。兩人

於去年熱播台劇《神之鄉》共組青梅竹馬CP，今年

《科學少女》再續前緣，共組瑜修CP「瑜你一起修

煉愛情」，獲得試映觀眾一致好評，大讚兩人之間

的曖昧互動相當自然，連飾演父親的王傳一看完都

說居然觸動了初戀的感覺。

《科學少女》故事講述活潑熱情的媽媽（姚以

緹飾）因COVID-29過世，因逃避傷痛而一直埋首工

作的科學家爸爸（王傳一飾），為讓兩個女兒維持

健康快樂的生活，將與妻子有同樣面孔的AI機器人

艾普洛（姚以緹飾）帶至家中。艾普洛試圖融入家

庭，努力扛起讓兩個女兒「快樂」的重任，並走進

大女兒子瑜（盧以恩飾）封閉的心靈。而子瑜除了

尚未痊癒的喪母之痛，還得面對未知的AI機器人，

以及資優轉學生吳亦修（林暉閔飾）猝不及防闖進

她的校園生活……面臨生命中的驟變，子瑜應該如

何一步步的面臨考驗，繼續勇敢走下去？

《科學少女》林暉閔
羞讚以恩越來越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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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汪苏泷因演唱《康定情歌》，

被王洛宾后人起诉侵权”一案冲上热搜，这首耳

熟能详却又略显久远的西康民歌，再度让网友的

DNA动了起来。

有关《康定情歌》的起源众说纷纭，可不管

它出自谁人之手，都不能否认这是一首红遍宇宙

的神曲：在上个世纪，《康定情歌》曾作为世界

上最具代表性的10首歌曲，被美国太空局选送上

天，随着旅行者二号的足迹响彻宇宙；之后又作

为唯一的中国民歌，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

十大民歌之一。

和《康定情歌》冲出中国、走向世界的热度

不同，这首情歌的诞生之地——四川康定，却没

能共享走红的命运。

怪只怪康定身在风光奇美的甘孜州，左邻右

舍不是“蓝色星球上最后一方净土”的稻城亚丁

，就是“红色佛国”色达这种自带话题的热门选

手。就连低调朴实的理塘，这两年都因为走出了

丁真而赚尽流量。

而大众对于康定的印象，似乎还停留在歌曲

中“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现实

中，属于这座高原小城的时间变换的确够慢，除

了张家大哥和李家大姐的儿女情长，康定似乎什

么都没有，又似乎拥有一切。

贡嘎山下，大渡河畔

作为甘孜州的州府，康定虽然不是热门的旅

行目的地，地位却足够重要。

位于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向第二阶梯四川盆地

的过渡地带，海拔2500米左右的康定，是典型的

位居峡谷、坐拥高山。

境内群山耸峙，云雾缭绕的郭达山、葱茏茂

盛的跑马山和九曲十八弯的折多山余脉，从四面

涌向这座面积不过1.16万平方公里的小城。

康定城内的各色民居，只得沿着群山之间的

河谷，以狭长的姿态依次展现。雪域高原上融化

的雪水，经过万千支流在此汇成了折多河和雅拉

河两条河流，在穿越康定城后，流入了泸定境内

的大渡河，最终汇入长江。

在自然风光和厚重人文彼此成就的G318线

上，区区的“三山环抱，两水夹城”，显然不足

以让康定显露不同。

所幸四川省境内的最高峰贡嘎山，也落在了

康定以南。7556米的贡嘎雪峰和1500米的大渡河

水遥相呼应，造就了康定市高达六千米的海拔差

，也由此勾画了一副由原始森林、高山草甸、巍

峨雪山、五彩湖泊、瀑布峡谷等诸多元素组成的

壮丽奇景。

号称“浓缩版九寨沟”的木格措，就成了观

赏多面康定的最佳位置。这个藏语中唤做“野人

海”的风景区，有挂满经幡的转经廊、开满格桑

花的芳草坪，更有爬满红色藻类的红石滩和银白

色细沙绵延的黄金海岸。

木格措是康定最多彩的一面，就连生长在峡

谷深处的高山杜鹃都有火红、鹅黄、蓝紫、纯白

等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

更奇的是森林和草场间那一湾月牙状的七色

海。在太阳的照射下，湖泊呈现出赤橙黄绿青蓝

紫七种颜色。而七色海上游、水温接近80摄氏度

的药池佛泉里，甚至还有红色泥鳅游动的踪影。

这是因为康定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

式造山带，丰富的地热造就了数不清的温泉暗流

。而当温泉与冷泉相汇形成共生湖，因为所含矿

物质的成分和浓度差异，湖水进而呈现出不同的

冷暖色彩，也进化出不同的生物种群。

而打翻了上帝颜料盘的，不只是康定的高原

湖泊，还有秋天的新都桥。

沿着河道、路边生长的白杨树，开始了从油

绿到金黄、火红的渐变之旅。朦胧的光影点缀，

配合近处的流云和远处的雪山，让白杨林下的流

水人家、游民牧马，都显出一派油画般的斑斓诗

意。

或许正是这些个性鲜明的山水和回味悠长的

四季，才会让来到康定的人们，都忍不住想要唱

起情歌。

甘孜州的热闹，一半来自这里

和很多城市一样，康定有显山露水的浪漫，

自然也有岁月沉淀的浑厚。

历史上的康定，曾有一个相当直男的名字

——打箭炉。有人说这个名字，音译自藏语的

“打折渚”，取的是雅拉河（达曲）和折多河

（折曲）二水汇合之意。

而更广为人知的说法，则是与诸葛亮有关。

三国时期，康定地属羌族，相传诸葛亮西征

孟获时，曾派遣幕下的将军郭达在此造箭。郭达

一夜造箭三千支，造出来的箭支优秀到诸葛亮在

成都拉弓，就能射到数百里远的康定来。由此郭

达造箭被传为康定奇谈，如今郭达山山巅上竖立

的铁质嘛尼旗杆，就被视为诸葛亮从成都射来的

箭支化成。

打箭炉一名的由来，足见康定是一座深受汉

藏两族文化影响的城市。

早在唐朝时，汉地雅安的蒙顶山盛产茶叶，

让无数藏民为之迷醉；而藏区遍地的良驹，也让

缺少好马的中原人分外心动。于是汉藏两地，在

官民的合作之下默契地形成了“以茶易马”的自

由市场。

茶马互市，必经有着“川藏咽喉”之称的康

定。

背夫、马帮往来如织的康定，在西康省成立

时，曾一度是比肩上海、武汉的重要商埠。由川

陕而来的汉商，带来了边茶烟草、绸缎布匹；土

司主导的藏族商队，则驮着麝香、鹿茸和皮料。

拥挤的人潮之中，甚至不乏从印度和尼泊尔远道

而来的外商，以及英法等国的传教士。

“背不完的宜东镇，填不满的康定城”。繁

荣的贸易，让小小的康定城内一时间挤满了商铺

和会馆。这里从牧民散居的村落，变成了一座藏

、汉、回、彝、羌等22个民族的热闹小城。多民

族的水乳交融，各派宗教也在这里实现了和谐共

生，除了香火鼎盛的喇嘛寺、关帝庙和道观等本

土文化的映射之外，甚至今天，在康定的街头巷

尾仍能看到隐藏在藏式民居之间的天主教堂和清

真寺庙。

茶马互市的喧嚣，彻底点亮了这座城，也催

生了康定独有的锅庄文化。

锅庄，藏语里原本是指烧火时用于架锅的三

块石头，后来演变成了以篝火为中心、围合而跳

的藏族舞蹈。而康定的锅庄，则是泛指当地土司

为往来商客开设的旅店，它们不仅负责给住客提

供食宿，还承担着为汉藏商队提供翻译、仓储、

借贷，甚至于中介的作用。

相传鼎盛时期的康定，曾开设有48家锅庄。

每家锅庄均由一位精明能干、被当地人称为“阿

加”的女性坐镇。

商人想要把货物卖出好价钱，必须通过阿加

提供资源，甚至于交易中定价、付款等重要环节

，均由阿加主导完成。锅庄的存在，让买卖双方

无需出面就能达成交易。这是中间商的最初形态

，也是属于康定阿加的大女主剧本。

而每逢促成了好买卖，锅庄里都会组织热闹

聚会，大家牵手合跳，载歌载舞，直到天亮。锅

庄的存在，也成了锅庄舞兴起的最好载体。

跑马溜溜的山上，这座溜溜的城

藏谚有云：“最好的宗教来自卫藏，最好的

马来自安多，最优秀的人来自康巴。”

康巴就是康定中“康”字所指。在藏民为

主的康定，每逢农历四月八，都会举行盛大

的转山会。消融的冰雪汇成河水，山林和草

地满目苍翠。在春日的阳光里，人们携亲邀

友，手持佛珠、经幡、转经筒，口中念着佛

经，沿着绿意掩映的小道，从康定的东门一

路经过跑马山、公主桥、金刚寺等地，进行

虔诚的转山仪式。

在转山祈福结束后，大家相聚于山顶开阔的

跑马坪。一时间帐篷遍地，人声鼎沸。身穿盛装

的藏民们纷纷拿出绝活，赛马比武、情歌对唱。

夜幕降临就燃起篝火继续狂欢，这样通宵达旦的

热闹会持续三天之久。

在多元文化浇灌而成的康定，可以深度感受

独具风情的藏风民俗，也可以在寻常事物中找到

混搭的乐趣。比如康定的绘画中可以瞥见工笔和

水墨的清新气质；而康定的藏式民居，是将传统

的藏族碉堡石楼和汉地的木质飞檐融合而成，像

神秘的小型宫殿，也展现出了与其他藏区截然不

同的建筑特点。

可对于游客而言，将藏汉交融的特点体现得

最为直观的，是康定的美食。

潮湿的气候和分明的雨季，赐予了康定能让

其他高原旱地羡慕哭的丰富物产。

连片的草场饲喂出了肉质鲜甜的牛羊肉；

变换的季节和温度，也沉淀成了红皮萝卜、芫

根里的甜；海拔四千米上下的高寒地带，还输

出着汉地少见的蕨麻和雪茶等药食同源的藏区

特产。

初到康定，会被扑面而来的藏味征服。摆满

桌子的糌粑、酥油茶让人眼花缭乱。因为常年以

贝母、虫草为食，新鲜宰杀的山羊和牦牛，不需

多余的调味，仅用粗犷的石锅，就能煮成一锅汤

色奶白的鲜美。

有红有白，有肉有奶，在康定品尝到典型的

藏餐并不奇怪。可当川味延伸进了这座高原牧场

，风格鲜明却略显口淡和沉闷的味觉，便瞬间灵

动起来。

香辣的红油激发出了白豌豆的清爽，是川式

的红油辣子，为条块状的康定凉粉注入了灵魂；

制成干巴的肉干，因为有了辣椒面作为蘸料，只

是看着就足以让人口舌生津……康定街头随处可

见的椒麻兔头、魔芋烧鸡和麻婆豆腐，分分钟让

人穿越回了成都的宽窄巷子。

川西最带感的城市，真不只有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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