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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IV, Sept 23 (Reuters) - Russia launched referendums on 
Friday aimed at annexing four occupied regions of Ukraine, 
drawing condemnation from Kyiv and Western nations who 
dismissed the votes as a sham and pledged not to recognise 
their results.

Ukrainian officials said people were banned from leaving 
some occupied areas until the four-day vote was over, armed 
groups were going into homes, and employees were threat-
ened with the sack if they did not participate.

Explore our latest perspectives on the economy, global 
transformation and more.
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said in a nightly address that the 
votes would be “unequivocally condemned” by the world, 
along with the mobilisation Russia began this week, in-
cluding in Crimea and other areas of Ukraine occupied by 
Russia.

“These are not just crimes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and 
Ukrainian law, these are crimes against specific people, 
against a nation,” Zelenskiy said.

The votes on becoming part of Russia were hastily-organ-
ised after Ukraine recaptured large swathes of the northeast 
in a counter-offensive earlier this month.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lso announcing a 
military draft this week to enlist 300,000 troops to fight in 
Ukraine, the Kremlin appears to be trying to regain the up-
per hand in the grinding conflict since its Feb. 24 invasion.

Zelenskiy also addressed people in parts of Ukraine occu-
pied by Russia, and said they should resist efforts to mobil-
ise them to fight.

“Hide from Russian mobilisation in any way you can. Avoid 
draft orders. Try to move to the territory of free Ukraine,” 
he said, urging those who did end up in the Russian armed 
forces to “sabotage,” “interfere” and pass on intelligence to 
Ukraine.

By incorporating the four areas, Moscow could portray 
attacks to retake them as an attack on Russia itself - poten-
tially using that to justify even a nuclear response.

Putin and other Russian officials have mentioned nuclear 
weapons as an option in extremis: a terrifying prospect in 
a war that has already kill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uprooted millions and pummelled the global economy.

Voting in the provinces of Luhansk, Donetsk, Kherson and 
Zaporizhzhia in the east and southeast, representing about 
15% of Ukrainian territory, was due to run from Friday to 
Tuesday.

“Today, the best thing for the people of Kherson would be 
not to open their doors,” said Yuriy Sobolevsky, the dis-
placed first deputy council chairman of Kherson region.

In the Donetsk region, the turnout on Friday was 
23.6%, Tass cited a local official as saying. Over 
20.5% of voters eligible to vote in the Zaporizhzhia 
region and 15% of those in the Kherson region 
voted on Friday, Russia’s Interfax news agency 
reported, citing local electoral officials.

“In our view, that’s enough for the first day of 
voting,” the head of Kherson’s Russian-installed 
election commission, Marina Zakharova, was quot-
ed as saying.

Polling stations were also set up in Moscow, for 
residents of those regions now living in Russia. 
Flag-waving government supporters attended ral-
lies in Moscow and St. Petersburg in favour of the 
referendums and the war effort.

‘TOTAL VIOLATION’
Serhiy Gaidai, Ukraine’s Luhansk governor, said 
that in the town of Starobilsk, the population was 
banned from leaving and people were being forced 
out of homes to vote.

A service member of the self-proclaimed Donetsk 
People’s Republic stands guard at a polling station 
ahead of the planned referendum in Donetsk
People vote during a referendum on the joining of 
Russian-controlled regions of Ukraine to Russia, in 
Sevastopol
Members of the local electoral commission gather 
at a polling station ahead of the planned referen-
dum in Donetsk

In the town of Bilovodsk, a company director told 
employees voting was compulsory and anyone refusing 
to take part would be fired and their names given to 
security services, he added.

Reuters could not immediately verify reports of coer-
cion.

Ukraine, Western leader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
demned the votes as an illegitimate precursor to illegal 
annexation. There are no independent observers, and 
much of the pre-war population has fled.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speaking 
in Ottawa, decried the “fake referendums” and said 
Russia “is now in total violation of the UN Charter, of 
its principles, of its values, of everything that the UN 
stands for.”

NATO Secretary-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said the 
military alliance would step up support for Ukraine in 
response to the referendums. read more

“We will never recognise these referenda which appear 
to be a step toward Russian annexation and we will 
never recognise purported annexation if it occurs,” 
added the Group of Seven leading industrial democra-
cies.

Moscow says they offer an opportunity for people in 
the region to express their view.
Denis Pushilin, head of the Russia-backed separatist 
Donetsk region, said Kyiv’s “propaganda” about viola-
tions was aimed at a Western audience, Tass reported.

CRIMEA PRECEDENT
Russia previously used a referendum as a pretext for 
annexation in Ukraine’s Crimea in 2014,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not recognised.

Putin maintains Russia is carrying out a “special mili-
tary operation” to demilitarise Ukraine, rid it of danger-
ous nationalists and defend Russia from transatlantic 
alliance N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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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boy in a face-mask is seen as a health worker fumigates the interiors of a 
house in a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mosquito-borne 
diseases following the rise in dengue cases in New Delhi, India, September 
22. REUTERS/Anushree Fadnavis

A firefighter comforts a woman next to the destroyed bus in which her teenage child was killed 
by shelling near a local market during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 Donetsk, Ukraine September 
22. REUTERS/Alexander Ermochenko

Infowars founder Alex Jones takes the witness stand to testify during the Alex Jones Sandy 
Hook defamation damages trial at Connecticut Superior Court in Waterbury, Connecticut, Sep-
tember 22. Tyler Sizemore/Hearst Connecticut Media/Pool via REUTERS

A sunflower is pictured in a 
sunflower field, near the demil-
itarized zone separating the two 
Koreas in Yeoncheon, South 
Korea, September 22, 2022.    
REUTERS/Kim Hong-Ji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attends a 
high-level meet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situation 
amid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at the 77th Ses-
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t U.N.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2. REU-
TERS/Amr Alfiky

Demonstrators scuffle with riot 
police, during a protest follow-
ing the death of Mahsa Amini, 
outside the Iranian Embassy, in 
Athens, Greece, September 22. 
REUTERS/Costas Baltas

The midterm elections
in November are coming.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have begun to insert their
posters in all corners of our
community. A political
battle is about to begin.

When the pandemic
swept across the country
more than three years ago,
all of the businesses
suffered a serious impact
and many of them fell
down. Until President
Biden came to power,
support for our community
was limited.

Today we are

suffering from inflation and
high prices mainly due to
the continuous surge in
government spending,
rising deficits and the
printing of more currency,
while the war in Ukraine
caused worldwide
chaos in the supply
chains.

This winter the
world will face a very
serious energy
shortage.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U.
S. and China
relationship has also
caused many
challenges.

We should once again
call on our community to
register and vote at this
time to express our anger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Yesterday

Commissioner Jack Cagle
came to our press room
and showed us his political
ad. After that, he praised
ou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y. In fact, we feel
we really deserve it.

0909//2222//20222022

We Need To Stand UpWe Need To Stand Up



CC33星期六       2022年9月24日       Saturday, September 24, 2022

English

The initiative plans to support research to correct  
discriminatory practic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Hundreds March In Los Angeles To Protest Asian 
Hate And Violence Against Asians.

Overview
Anti-Asian discrimination, fueled by xenophobia and racist 
beliefs about the coronavirus, have plagued the AAPI com-
munity this past year. In order to promote equity and justice 
for all, citizens must fight racism and support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sian Ameri-
cans has surged over the past  year. The United Nations calls 
on all countries to promote equity, tolerance,  and inclusion 
— without doing so, we’ll never end extreme poverty
Amid a global rise in hate crimes against people of Asian de-
scent over the past year, many individuals have decided to take 
a stand. From raising money to ensure Asian people feel safe 
to organizations fighting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attempting to end the bigotry and igno-
rance that leads to hate.
Now, a group of Asian American business leaders have 
launched a new initiative to help, pledging $125 million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to The Asian American Foundation 
(TAAF),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TAAF will prioritize efforts in three areas — anti-hate, educa-
tion, and data and research — to correct discriminatory practic-
es that have plagued the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API) community.
Within these areas, TAAF seeks to build long-term solutions to 
defeat anti-Asian discrimination, invest in data-driven research 
to inform future policymaking, and create school curriculums 
that reflect the history of AAPI people in the US.

A woman holds a sign at a protest against an-
ti-Asian discrimination. (Photo/Flickr/Milwaukee 
Teachers’ Education Association)
The population of Asian Americans in the US grew 81% 
between 2000 and 2019, making it the fastest growing pop-

ulation among all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community is pro-
jected to grow even more rapidly in the coming years.                                                                                                       
But Asian people living in the US have experienced a sharp 
rise in hate crimes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ch has 
fueled racism and xenophobia.
The group Stop AAPI Hate, which tracks anti-Asian violence 
and harassment, received 3,795 reports of incidents between 
the period of March 19, 2020 to Feb. 28, 2021, and noted that 
this number represents only a fraction of the number of hate 
incidents that actually occur against members of the AAPI 
community.
“We created TAAF to stand up for the 23 million Asian Amer-
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living in this country and help bring 
us all together in the fight for our own prosperity,” said Sonal 
Shah, president of TAAF. “TAAF wants to strengthen and 
build power for AAPIs, particularly as we face an exponential 
increase in hate and violence.”
The founders board of TAAF is chaired by Li Lu, founder of 
hedge fund Himalaya Capital, and includes billionaires Jerry 
Yang, the co-founder of Yahoo, and Joseph Tsai, co-founder of 
Alibaba Group Holding, according to Reuters.
A number of partners are supporting the new initiative, and 
The Coca-Cola Company, Walmart, Bank of America,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the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have donated an additional $125 million, according to TAAF. 
(Disclosure: The Coca-Cola Company is a funding partner of 
Global Citizen.)

Asian Hate Cannot be Tolerated!

The total $250 million pledge is the largest philanthropic effort 
to support the AAPI community,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So far, TAAF has distributed several grants, including $1 mil-
lion to support the efforts of Stop AAPI Hate. The foundation 
says these grants will provide support to the organizations 
monitoring anti-AAPI hate to help build systems to measure 
and defend against anti-Asian hate in the long term.
“AAPI communities need systemic change to ensure we 
are better supported, represented, and celebrated across all 
aspects of American life,” Shah said. “TAAF plans to spark 
that systemic change and help fundamentally transform AAPI 
empowerment and support well into the future.” (Courtesy 
glovalcitizen.org)
Related

Groups Fighting for Asian Americans                     
That You Can Support Right Now

Messages are posted in a wall of solidarity by people par-
ticipating at a rally “Love Our Communities: Build Col-
lective Power” to raise awareness of anti-Asian violence in 
Little Tokyo in Los Angeles, March 13, 2021. | Messages 
are posted in a wall of solidarity by people participating at 
a rally “Love Our Communities: Build Collective Power” 
to raise awareness of anti-Asian violence in Little Tokyo in 
Los Angeles, March 13, 2021. | Damian Dovarganes/AP
Over the past year, at least 3,800 hate incident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have been reported amid the COVID-19 pan-
demic, which activists say were stoked by misinformation 
and rising anti-Asian rhetoric from political figures and media 
pundits. 
The shootings in Atlanta, Georgia, on Tuesday that killed eight 
people, including six Asian women, took place amid this vio-
lence and further highlighted discussions about years-long ha-
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in 
the US and around the world. While officials are still investigat-
ing whether hate crime charges should be brought against the 
shooting suspect, according to AP, advocates say there can be 
no obscuring the bigger picture.
“That the Asian women murdered yesterday were working 
highly vulnerable and low-wage jobs during an ongoing 
pandemic speaks directly to the compounding impacts of 
misogyny, structural violence, and white supremacy,” said Phi 
Nguyen, litigation director at Asian American Advancing Jus-
tice in Atlanta, in a statement.  
Anti-Asian hatred in the US isn’t happening in a vacuum, 
shaped only by COVID-19 misinformation. It’s taking pla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history. Between imperial wars of ag-
gression, domestic policies of exclusion, and offensive media 
depictions, bigotry against Asians is deeply embedded in US 
society.
The fight for racial justice requires that everyone learn this 
history and understand how it continues to shape reality to-
day. It also requires everyone to show solidarity with Asian 
Americans and take concrete steps to stop hatred and violence, 
including learning how to engage i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A demonstrator participates at a rally “Love Our Communi-
ties: Build Collective Power” to raise awareness of anti-Asian 
violence in Little Tokyo in Los Angeles, March 13, 2021.

A demonstrator participates at a rally “Love Our 
Communities: Build Collective Power” to raise aware-
ness of anti-Asian violence in Little Tokyo in Los Ange-
les, March 13, 2021. Image: Damian Dovarganes/AP
Countless grassroots groups across the US are organizing 
in their communities and building intersectional alliances to 
achieve equity, inclusivity, and justice. 
Here are nine nonprofits and mutual aid groups focusing on 
Asian American rights that Global Citizens can support. 

These groups are organizing for equity and justice
1.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 Atlanta
AAAJ is dedicated to protecting and advancing “the civil 
rights of Asian Americans, Native Hawaiians, and Pacific Is-
landers (AANHPI) in Georgia and the Southeast.” The orga-
nization helps people resolve legal issues and organizes com-
munities with the goal of “promoting equity, fair treatment, and 
self-determination for all.” 
Learn more here. 
2. Red Canary Song
Red Canary Song focuses on decriminalizing sex work, 
uplifting migrant workers, and advancing labor rights. The 
organization is advocating for a world in which all workers, 
especially Asian and migrant workers, have dignity and full 
legal rights. 
Learn more here.
3. Asian American Feminist Collective
AAFC is an “ever-evolving” organization that engages in 
community building, offers political education events in public 
spaces, and provides resources to communities. 
Learn more here. 
4. Stop AAPI Hate
5. 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 (CPA)
The CPA primarily helps low-income Chinese migrants or-
ganize for better living conditions by, among other services, 
advocating for tenant’s rights and providing material support 
to students.
Learn more here. 

6. The Center for Asian Pacific American Women 
(CAPAW)
This group seeks to help Asian American women gain access 
to positions of power in both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pheres. 
CAPAW provides mentoring, networking, and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to its members. 
Learn more here. 
7. The Nat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Women’s 
Forum (NAPAWF)
NAPAWF uses a “reproductive justice framework” to elevate 
and fight for issues affecting girls and women. The group 
works to end the gender pay gap, expand immigrant rights, 
and improve access to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through legal 
efforts and community organizing. 
Learn more here. 
8. The Coalition for Asian American Children and 
Families
This organization campaigns to improve th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API) 
children by providing leadership development training and 
advocating for improved resource access.
Learn more here. 
9. Asian Mental Health Collective 
This group is working to break down stigmas around mental 
health within the AAPI community, while expanding access 
to mental health services. 
Related

“It’s Time To Act Now.”
President Biden Makes Racial Justice A  

Top Priority With Four Executive Orders

President Joe Biden delivers remarks on racial equity, 
in the State Dining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Jan. 26, 
2021, in Washington, DC. | President Joe Biden deliv-
ers remarks on racial equity, in the State Dining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Jan. 26, 2021, in Washington, DC.  
(Photo/Evan Vucci/AP)
President Joe Biden signed four executive orders on Wednes-
day that address racial inequalities and injustice.
The first executive order strengthens anti-discrimination hous-
ing policies that were weaken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second order forbid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rom signing 
new contracts with private companies to house federal prison-
ers. The third order aims to increase the power of tribal nations 
when engaging with federal agencies, and the final order for-
mally condemns the rising racism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Biden said that these executive orders, which join a growing 
list of racial justice actions by his administration, are meant 
to redress historical wrongs and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for all 
Americans. 
“We have never fully lived up to the founding principles of this 
nation, to state the obvious, that all people are created equal and 
have a right to be treated equally throughout their lives,” Biden 
said in a press briefing. “And it’s time to act now, not only be-
cause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but because if we do, we’ll all be 
better off for it.”
Wednesday’s executive orders were largely applauded by hu-
man rights, racial justice, and legal group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formal condemnation of racism against Asian Ameri-
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 was heralded by the Asian Ameri-
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al Fund (AALDEF) as a 
promising step toward a national reckoning with racism. The 
AALDEF noted that 2,800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
cans were reporte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se incidents “followed the former president’s repeated use 
of racist, inflammatory terms, such as ‘China Virus’ and ‘Kung 
Flu,’” the AALDEF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executive order on tribal rights was welcomed by the Na-
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 Indians: “The first steps President 
Biden has taken toward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with Tribal 
Nations are so responsive to our needs and aligned with our 
values and principles. This order will, in effect, improve fed-
eral processes arou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budgeting 
for tribal lands, ensuring that tribal member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have a say throughout these processes and that 
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are upheld. 
Biden also declared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stop re-
lying on private prisons, a first step toward removing the profit 
incentive from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Reform advocates 
have long argued that the justice system criminalizes poverty 
through cash bail, civil forfeiture laws, and the overpolicing of 
poor communities.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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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 Launch Effort to Fight 
Anti-Asian Discrimination

President Joe Biden Signs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Into Law to Fight Anti-Asian Hate
The law responds to the surge in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President Joe Biden signs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in the East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on 
Thursday, May 20, 2021, in Washington, DC. | Pres-
ident Joe Biden signs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in the East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on Thurs-
day, May 20, 2021, in Washington, DC. Clockwise 
from left: Sen. Tammy Duckworth, R-Ill., Sen. Rich-
ard Blumenthal, D-Conn.,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Rep. Judy Chu, D-Calif., Rep. Grace Meng, 
D-N.Y., Rep. Don Beyer, D-Va., and Sen. Mazie Hiro-
no, D-Hawaii. (Photo/Evan Vucci / AP)
US President Joe Biden signed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Thursday to address the nationwide surge in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over the past year. The signing of 
the bipartisan legislation follows testimony from experts 
about the rise in violence and grassroots pressure to protect 
Asian American communities. Biden spoke about the ur-
gency of the matter while signing the law. 
“All of this hate hides in plain sight,” Biden said at the White 
House. “Too often it is met with silence — silence by the 
media, silence by our politics, and silence by our history.”
The law seeks to break that silence by improving law en-
forcement capabilities for dealing with hate crimes.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will receive training to better identify 
hate crimes, while officials will also deploy public educa-
tion campaigns and create hate crime hotlines. The Justice 
Department will install someone to accelerate the agency’s 
review of hate crimes. Efforts to improve data collection 
around hate crimes will also commence.
Over the past year, more than 6,600 hate crimes have been 
reported against Asian-Americans, according to the advoca-
cy group Stop AAPI Hate. Experts point to misinformation 
surrounding COVID-19 and rising anti-Asian rhetoric from 
political figures and media pundits as instigating factors of 
the violence. The majority of crimes have taken place in 
parks, public streets, and businesses, and people report that 
verbal harassment, shunning, and physical attacks are the 
most common types of hate crime experienced. The pub-
lic nature of these attacks has caused a feeling of dread to 

pervade many Asian American communities. This dread 
reached a peak in March when a gunman murdered six 
women of Asian descent at their places of employment. 

Many Asian-American advocacy groups hailed 
the passage of the law as a historic moment. 
“The passage of this bill today begins a much-needed 
step forward in prioritizing language access and culturally 
competent outreach to our communities in reporting and 
addressing anti-Asian hate, while also giving the commu-
nities power to allocate resources for community solutions 
to hate and discrimination, including non-law enforce-
ment support services for victims and communities,” 
said John C. Yang, the president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in a statement.
“This step forward also improves hate crimes reporting 
and data collection infrastructure to keep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law enforcement accountable to our com-
munities’ needs,” he said. 
Other groups, including Stop AAPI Hate, criticize how the 
law increases the power of law enforcement.  
“Because the Act centers criminal law enforcement agen-
cies in its solutions, it will not address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incidents reported to our site which are not hate 
crimes, but serious hate incidents,” the organization wrote 
in a press release. 
Stop AAPI Hate calls 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pass 
“legislation that addresses the root causes of systemic 
racism and oppression” by investing in mental health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funding community-based groups, 
elevating “voices and histories of all communities by 
expanding ethnic studies and education,” and “strength-
en[ing] federal civil rights laws that address discrimination 
in public accommodations.” (Courtesy globalcitizen.org) 
‘The fear is very real’: how Asian Americans 

are fighting  rising hate crime

Protesters during the Asian Justice Rally in San Fran-
cisco, on 30 January. (Photo/Michael Ho Wai Lee/
Sopa Images/Rex/Shutterstock)

As the fastest growing racial or ethnic group in the US,                     
Asian Americans are finally in a position to do more                           
than stock up on pepper spray and hope for the best
A rise in Asian American gun ownership. Blocks-long 
lines for pepper spray in Manhattan Chinatown. Children 
kept home from school by fearful parents. Elderly people 
who have stopped leaving their homes.  A warning to Fil-
ipinos in the US, issued by the Philippine embassy in DC.
Across the US, Asian American communities have been 
gripped by anger and despair as hate crimes against them 
have increased sharply – rising by 339% last year com-
pared with 2020, according to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ate and Extremism. As early as March 2020, the FBI 
issued a report predicting a “surge” in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ch 
happened to originate in an Asian country.  Adding fuel to 
the fire: incendiary and racist language – used by irrespon-
sible politicians and repeated across social media –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with China.
“All of those are conditions that have led at other times 
to terrible anti-Asian violence,” says author and activist 
Helen Zia.
But what’s different this time, says Zia, is that more peo-
ple recognize the problem. In the 1980s, Zia helped bring 
about the first federal civil rights case involving an Asian 
American: Vincent Chin, a Chinese American man was 
beaten to death by two white auto-workers who took him 
for Japanese and blamed Japan for the car industry’s strug-
gles. They were merely fined $3,000 each for the killing.
Today Asian Americans, the fastest-growing racial or eth-
nic group in the US, are finally in a position to do more 
than stock up on pepper spray and hope for the best. 
Meanwhile, academic research on implicit and uncon-
scious bias, improvements in data collec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like Black Lives Matter have contributed to 
greater understanding about racism and bias, and the ways 
that can translate into hate speech and violence. From the 
local through federal level, community advocates and 
other leaders have been organizing, debating, and build-
ing support, aimed at combating the ongoing epidemic of 
anti-Asian hate.

People rally calling for action and awareness on rising 
incidents of hate crim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in 
Times Square in New York City on 16 March. Photo-
graph: Timothy A Clary/AFP/Getty Images
After the Atlanta-area shooting deaths of eight people, 
six of them Asian women, by a white gunman in March 
2021, President Joe Biden announced a set of actions to 
respond to anti-Asian violence and xenophobia, and in 
May, further established the White House Initiative on 
Asian Americans, Native Hawaiians and Pacific Island-
ers, “to advance equity, justice, and opportunity for AA 
and NHPI communities”. Among other actions, the ini-
tiative will improve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that have left 
Asian people underrepresented in government statistics, 
and by extension, the resulting programs and policies.
Long-term, many agree that the answer lies in education. 
In January, Illinois became the first state to require that 
Asian American history be taught in public schools. New 
Jersey soon followed, and at least nine other states are con-
sidering the same. “Members of the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y have made countless contri-
butions to our state and country, yet they are made virtual-

ly invisible by our history books,” said four NJ assembly 
sponsors of the bill in a joint statement. “This erasure … 
not only prevents students from gaining a full understand-
ing of our nation’s history, but also opens the door for ra-
cial biases that can turn into violence and hatred.”

People gather at the Solidarity Against AAPI Hate 
rally on the National Mall in Washington DC on 
31 May 2021. Photograph: Bryan Dozier/Rex/
Shutterstock
The new hate crimes act aims to fill some of those gaps 
by making it easier to report incidents and incentivizing 
local police forces to improve their data collection meth-
ods, for example through better training around how to 
identify hate crimes. (It also includes provisions named 
after Heather Heyer, the woman run over and killed by 
a neo-Nazi in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in 2017.) “You’re 
not going to find anti-Asian bia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it, so this bill does help train police to look for it better,” 
said Mark.
However, critics say it does not address the root causes of 
hate, and fear the statistics will merely result in over-po-
licing of Asian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ies. 
“The community is divided about the role of police,” says 
Jo-Ann Yoo,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 an umbrella organization for non-profits in 
NYC. In New York City, for example, people reluctant 
to interact with police can instead report incidents to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which collects data about 
(and sometimes acts on) bias,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
tion incidents in general – a wider array than hate crimes, 
which are narrowly defined.
“Dedicate resources to local communities,” wrote Stop 
AAPI Hate in a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Existing grassroots efforts that have sprung up during 
the pandemic offer a glimpse at what locals feel is needed: 
new community groups, focusing on everything from 
mutual aid, to activism, to organizing volunteers to patrol 
the streets, to stoking pride in Asian American culture, 
have proliferated.

Members of the Thai-American community 
along with political leaders and members of law 
enforcement participate in a rally against Asian 
hate crimes in Thai Town in Los Angeles on 8 April 
2021. (Photo/Genaro Molina/Los Angeles Times/
REX/Shutterstock)

But the depth of the need is daunting. In New York, the 
most pressing issues Yoo has seen include food insecurity, 
financial struggle and lack of healthcare access among the 
many Asian workers whose industries were dispropor-
tionately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eg nail salons, restau-
rants, and other service-based industries). Elderly people 
are afraid to leave their homes and isolated by language 
and technological barriers to accessing social service pro-
grams. Domestic violence has increased.
Yoo also says there is widespread fear and burnout among 
non-profit workers themselves, who have spent the past 
two-plus years on the frontlines: feeding people, organiz-
ing grief circles, going door-to-door setting up Zoom for 
elderly people, meeting with victims of violent attacks, 
and struggling “to figure out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This country is going through this major crisis on a glob-
al level, and it provides a breeding ground for racism, for 
hatred.”  --Dr DJ Ida
Moreover, they, and many other Asian Americans, con-
tinue their work while feeling unsafe themselves. “I get a 
lot of emails saying, my boss is asking us to come back to 
work but I’m afraid to ride the subway,” Yoo said. “I’m 
calling on corporations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o protect 
their staff, because the fear is very real.”

Yoo sees an enormous nee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 
for victims of racially motivated violence, bystanders who 
witness such crimes, the communities traumatized by fear, 
and perpetrators themselves. “Many of the assailants were 
homeless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 Where’s the help for 
them?” she says. (New York City’s unhoused population 
is at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city, under the new Eric Adams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forcibly removing unhoused people from the city’s sub-
ways and tearing down homeless encampments.)
“This country is going through this major crisis on a global 
level, and it provides a breeding ground for racism, for ha-
tred, and oppression of all sorts,” says Dr DJ Ida,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When people are stressed, 
the ugliness rears its head.”
What makes hate crimes insidious for victims, she ex-
plains, is that, while a random mugging or attack can be 
deeply traumatizing, there remains “a sense of, ‘I was in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With hate crimes, 
by contrast, there is no escaping the situation, “because it’s 
escaping who we are. The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at can be very profound.”
Ida said that for those working in mental healt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proposed 2023 budget has been a source 
of hope. It allocates an unprecedented billions upon bil-
lions to expand access to mental health services – for ex-
ample, $1bn to double the number of school counselors 
and other school health professionals over the next 10 
years. Ultimately, many agree that whatever the federal, 
policy and big-picture solutions, combating hate boils 
down to individuals taking action. “Legislation helps, but 
you can’t legislate away hate. You have to deal with it on a 
local, day-to-day level,” said Stanley Mark, the AALDEF 
lawyer. (Courtesy theguardian.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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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American Business Leaders Launch 
Effort to Fight Anti-Asian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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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現年19歲的陳萌（Megan Chen，右二）創建了「都會庭園行
動」（The Urban Garden Initiative）。攝影／錢美臻

9
257

誠情膚慰  持續不輟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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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與10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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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與10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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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真是太真誠了，你們幫助我們的方式太不可思 

議了……   
受災戶  莎朗·吉爾（Sharon Geer）

失去的已經失去，無法改變；重要的是我身邊有很多

願意付出愛心和關懷我的人。   
受災戶  卡蘿·露易斯

	 作者／錢美臻

	作者／隋晶、馬樂、張今寶、容長明、錢美臻、儀樹仁

近年來全球因氣候變遷產生的極端氣候災變，發生頻

率和規模都急速加劇，氣候變遷已成為影響人類

世代存續，最嚴峻且無法迴避的問題。在「紐約氣候週」

（Climate	Week	NYC）和第77屆聯合國大會（77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召開之際，佛教慈濟基金會

邀請30個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夥伴，超過80位的專家學者，於

9月19日起在位於曼哈頓的大愛人文中心（Tzu	Chi	Center）

，一連七日舉辦「全面應對氣候變遷峰會」（Hol ist ic	

Climate	Solutions	Summit）。	

	 第一天的四場研討會，都環繞在催生舉辦本次論壇的關

鍵議題「糧食供需系統」（Food	 Systems）進行，邀請宗

教團體、年輕族群團體、各族裔弱勢族群團體探討如何架構

永續的糧食供需系統。

	 「去年慈濟串聯七個宗教團體創建『聯合國宗教界糧食

系統』工作團隊，把宗教界對糧食轉型的共同聲明遞交聯合

國秘書處後，受邀在去年『聯合國糧食系統峰會』（The	UN	

Food	Systems	Summit）進行開場致詞。」主導規劃和籌辦

這場峰會的裘曜陽是慈濟「全球合作發展事務室」（Global	

Partnership	 Affairs	 Department，簡稱：GPAD）美國團隊

負責人，也是慈濟在聯合國的主要代表之一：「因此，我們

今年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舉辦這場峰會，是希望能確保聯合國

改革全球糧食系統，在2030年實踐永續農糧系統時，將兼容

宗教界的共同理念。」

氣候變遷助長極端天氣，美國各地災難頻傳：加州優勝

美地國家公園附近發生「橡樹山火」（Oak	 Fire）；

北加州與奧瑞岡州（Oregon）邊境爆發猛烈的「麥金尼山

火」（McKinney	 Fire）；肯塔基（Kentucky）東部地區也

發生重大水災。慈濟志工就近前往關懷與膚慰，送去急難救

助現值卡和急難物資，幫助災民度過難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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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5日星期日，東岸時間 8:00 PM ~ 9:30 PM 現場
直播：氣候變遷的整體解決方案【United in Action: 
Dialogue at Tzu Chi Center】。

◎ 東肯塔基水災溫馨發放

◎  激勵麥金尼山火災民返鄉

◎ 橡樹山火受災戶二度發放

慈濟溪口團隊志工巴拔·木加馬爾（左）
把現值卡遞給「麥金尼山火」的災民 
麥克·史托瑞。攝影／容長明

全面應對氣候變遷峰會
2022 Climate Change NYC

Tzu Chi Center
For Compassionate Relief

	 肯塔基州東部在今年7月26日發生了一場幾十年不遇的

水災，慈濟芝加哥分會志工在勞工節長週末9月3日，9月4

日，在受災最嚴重的傑克遜縣（Jackson,	 Kentucky）和哈

澤德市（Hazard,	Kentucky）進行發放，總計255戶，	683

人次受益，發放金額為$165,800美元。	

	 芝加哥分會距離災區有八個多小時車程，分會所屬

的哥倫布（Columbus，Ohio），德頓（Dayton，Ohio）

，辛辛那提（Cincinnati，Ohio）距離災區稍近，但也有

3-5小時不等的車程，以上各地、包括距離更遠的底特律

（Detroit，Michigan）的慈濟志工都積極報名參與，47位

志工安排好自己的家庭與工作，犧牲長週末假期，前往災區

發放。	

	 9月3日，志工來到薩巴斯蒂安小學（Sebas t i an	

Elementary	 School），很多災民很早就來排隊等候，他們

都是受災嚴重、房屋全毀的家庭；慈濟志工發放的物資除了

根據家庭人口數給予600或800美元的現值卡之外，還有禮

包及環保毛毯。第二天，天光未亮，志工們整隊驅車前往距

離2個多小時的哈澤德高中（Hazard	 High	 School）發放場

地，迅速各就各位，開始發放。

 在「全面應對氣候變遷峰會」的第一天，四場座談主

要在探討現今社會的糧食系統，並深入探討了餐飲與健康

的關聯性。

	 「優食行動」（Eat	Better	Wa’ik）創辦人蓓蓓·岡薩雷

斯（Bibi	 La	 Luz	 Gonzalez）被多個組織評選為改革糧食系

統和氣候行動的全球五十位青年領袖之一。她認為：「人們

是該停下讓自己舒適而去破壞環境的生活方式，我們要學會

去放棄一些既有的東西或生活習慣。」

	 現年19歲的陳萌（Megan	 Chen）創建了「都會庭園行

動」（The	 Urban	 Garden	 Initiative），帶領年輕成員們投

糧食系統轉型需兼容宗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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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都會堆肥、糧食與環保教育等項目。「因為資訊傳播發

達，其實新生代、青少年的20歲族群都非常了解氣候變遷問

題，也非常關心未來地球永續的議題。」陳萌認為：「但年

輕人普遍較不清楚該怎麼辦，以及該如何行動去改變。」

	 正如聯合國糧食系統協調中心（UN Food Systems	

Coordination	Hub）代表莉娜·馬伊（Lina	Mahy）在論壇中

指出：「疫情的全球供應鏈中斷，讓人們意識到糧食供應系

統改革的迫切性。

	 這場峰會凝聚不同世代和族群的參與，在促進共識、

展開行動上具有正面意義。」這場跨時代的峰會，每天聚焦

不同主題──「糧食供需系統危機」、「在地與全球的解決

之道」、「氣候焦慮中的信仰」、「展望人類共同未來」

、「建設蓬勃發展的明天」、「塑料汙染與氣候變遷」、

「United	 in	 Action	 團結氣候行動」。這些主題需要更多人

共同響應，請關注每一篇相關的報導，並擷取其中精要，在

生活中實踐。

	 7月29日，位於北加州與奧瑞岡

州（Oregon）邊境的克拉瑪斯國家

森林（Klamath	 National	 Forest）

，爆發猛烈的「麥金尼山火」

（McKinney	 Fire），摧毀了座落於

北加州克拉瑪斯國家森林內的克拉

瑪斯河鎮，8月29日，慈濟志工經過六個多小時的車程，為

受災戶發放現值卡、環保毛毯和生活物資。總計發出現值卡

21,000美元、23個慈濟竹筒與環保毛毯等，嘉惠57位災民。

	 發放之前，北加州溪口市（Chico）的慈濟志工團隊三

位志工巴拔·木加馬爾（Baba	 Kauna	 Mujamal），以及蘇

珊·莫里森	（Suzanne	 Morrison）和潔西卡（Jessica	 ），

在8月17日、18日兩天進駐位於伊雷卡鎮（Yreka）的「災區

急難救助中心」（Local	Assistance	Center），接受災民登

記，了解他們的需求，並關懷膚慰災民惶恐的心。

	 之後，溪口志工團隊又全程參與後續發放，這也是溪口

本土志工首次投入急難救助的前勘和賑災發放。受災戶紛紛

向志工表示感謝。梅芙·麥克勞克林（Maeve	McLaughlin）

說：「你們這樣的組織來到這裡，支持幫助我們，在我們六

神無主最需要幫助時，伸出了援手。」

	 	「我們家附近有五棟房子，只有我的房子被山火燒得全

燬……」帶著家中寵物和一口皮箱逃出火場的卡蘿·露易斯

（Carol	 Lewis）無奈地說道：「從7月22日山火發生以來，

至今讓我學習到很多，在這段困難感傷的期間，我非常感恩

得到的幫助，讓我的身心都感受到了溫暖。」	

	 災民蘭迪·斯瓦格.（Randy	Swager）夫妻二人，以及母

親和女兒一家人，都住在山區內不同地區的活動屋，平日僅

共同使用同一個登記地址。這種情況在通訊不便的山區家族

是普遍的現象，但遭遇如此大型的天災，卻嚴重影響這三戶

家庭是否可獲准申請補助。慈濟人耐心地傾聽和確認蘭迪家

的處境，以同理心瞭解他們所面臨的困境，讓每一戶家庭都

獲得了現值卡的補助。
	 慈濟北加州分會志工在8月14日於「瑪利波薩縣長者中

心」（Mariposa	 County	 Senior	 Center），為遭遇「橡樹

山火」（Oak	 Fire）的受災戶舉辦了第一次現值卡發放，關

懷了15戶受災戶；8月20日居住在莫德斯度市（Modesto,	

CA）的慈濟志工再度開近兩小時的車程，再度進駐「瑪利

波薩縣長者中心」舉辦第二次急難救助現值卡發放，當日共

計關懷22戶受災戶，發放總計11,500美元的現值卡，56位災

民受惠。

主導規劃和籌辦這場峰會的裘曜陽（右二）和「優食行動」
（Eat Better Wa’ik）創辦人蓓蓓·岡薩雷斯（Bibi La Luz 
Gonzalez，左一）。攝影／錢美臻

www.tzuchicenter.org/
programs/climate-

week-nyc

直播網址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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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彈倒數30分鐘》電影講述在巴黎的某

停車場，索妮雅和兒女被困在車裡，她發現車底

被安裝感應炸彈，若未在時間內拆除，炸彈將會

炸毀整棟大樓。索妮雅是拆彈專家，剛從烏克蘭

執行任務回來，雖然已經習慣面對任何險

峻，但危及至親性命，仍令她擔心不已。

前來救援的同事，必須在30分鐘內拆除炸

彈，車外焦急如焚，車內膽戰心驚，所有

人能否平安逃過劫難…，緊張刺激的劇情

將在本周五2022年9月23日全台上映。

導演范亞皮漢尼在完成劇本後，便火速

進入選角環節；女主角需要十分堅毅與專

業的形象，導演立刻鎖定諾拉艾妮詹德，因為導

演說他十分喜歡諾拉在《活屍大軍》中的演出，

酷帥有型。諾拉看完劇本馬上同意出演，還開玩

笑地對導演說：「只把我關在車內，不讓我殺殭

屍或殺壞人，會不會大才小用!」

而曾經演出《終極殺陣》系列的資深男星-

愛德華蒙多特，所屬經紀公司接到劇本後，立馬

推薦旗下藝人甄選警察與檢察官。愛德華十分吃

味，自己很想演出該電影，質問經紀公司「難道

沒有適合我的角色嗎?」，經紀公司回覆「有個

符合您的角色，但他要被關在後車廂長達30分

鐘，怕您不願意!」愛德華思考許久回應：「拍

攝《終極殺陣》車裡來火裡去都沒在怕，更何況

只是被關在後車廂，趕快幫我接這角色!」導演

得知，愛德華願意捨身塞車廂，十分開心立刻簽

下合約，並且幫這角色多加戲份。

導演-范亞皮漢尼的處女作《拆彈倒數30分

鐘》今年在英國 Grimmfest電影節首映，驚豔全

場觀眾。緊張的電影節奏和挑釁的氣氛營造，榮

獲最佳導演殊榮。電影節官方更發表專文肯定：

「這部電影將密閉驚悚概念提升到全新層次；精

心構建的高壓環境，主角們與時間賽跑，不斷升

級的幽閉恐懼。在刺激情節之餘更討論家庭、友

誼和妥協的議題，並提出尖銳的政治抨擊，觀眾

看完保證大呼過癮! 」

由法國名導盧貝松（Luc Besson）最新編製的電影

《死噬》（Arthur, malediction），即將在本週五（9/23

）於台灣驚悚獻映。全片清一色新銳演員當中，赫然見

到盧貝松愛女塔莉亞貝松（Thalia Besson）也擔綱主要

角色之一，尤其她也曾演出過盧貝松執導前作《星際特

工瓦雷諾：千星之城》（Valerian and the City of a

Thousand Planets），不免讓人懷疑是否有「保送」的事

情發生。導演巴泰勒米格羅斯曼（Barthelemy Grossmann

）特別否認此事，並澄清：「我才是跟盧貝松說『我想

找你女兒演出』的人。」現年21歲的塔莉亞，除了將在

片中單戀俊美的男主角馬蒂厄貝加（Mathieu Berger）之

外，更將因為與朋友進行經典電影的拍攝場景朝聖，讓

自己陷入致命危機。她透露為了拍攝本片，特別觀賞許

多恐怖片作功課，更因為有非常多在夜間拍攝的場景，

讓她身處在寒風與泥濘當中，搞得自己到處都是瘀傷，

可說是為戲做了不少犧牲。

塔莉亞貝松在最新演出作品《死噬》當中，飾演從

小就愛上男主角，並試圖跟他建立感情關係的少女，可

惜男主角從小到大迷戀電影《亞瑟的奇幻王國：毫髮人

的冒險》（Arthur And The Minimoys），只把她當作普

通朋友，並沒有意識到女方的心意。在片中苦陷單戀的

塔莉亞貝松，也因為陪男主角參與電影的「聖地巡禮」

活動，而意外捲入致命危機。值得一提的是，塔莉亞本

身就是本片編製盧貝松的親生愛女，不免讓人懷疑這個

角色，是否就是由盧貝松「指定」來演出？

對此，導演巴泰勒米格羅斯曼透露他在選角上，擁

有全部的自由，絲毫沒有受到干涉：「我才是跟盧貝松

說『我想找你女兒演出』的人，也是塔莉亞自己贏得了

這個角色。」導演進一步補充：「我花費三個月時間尋

找所有演員，我問過包含模特兒經紀公司等所有可能的

機構。接著我透過社群網站，發現了塔莉亞的生活照，

發現許多地方都跟片中這個角色有所呼應，所以就找她

來試鏡。當她微笑著走了進來，整個試鏡室都明亮了起

來。而在片場的時候，她也表現出滿滿活力。選擇她來

演出，是我拍攝本片最引以為豪的事情之一。」

事實上，塔莉亞貝松的演出作品並不多，目前唯二

有上映過的電影，一部就是父親盧貝松執導的《星際特

工瓦雷諾：千星之城》，一部就是盧貝松編製的這部

《死噬》。曾小就穿梭在父親拍攝片廠的她，曾在學過

表演，但其實她對學習時裝與設計更具熱情。這回再度

擔任演員，甚至是主要角色之一，她也坦言壓力不小：

「父親對我說，叫我不要停下來，一定要做得更多。」

據悉，她也為此特別觀賞了很多恐怖片，並進一步表示

：「我們在夜間拍攝，在寒風與泥濘中，我把自己搞得

到處都是瘀傷，但我們總是面帶微笑，跟其他演員互相

給予彼此能量。」雖然為本片做了不少犧牲，但從回應

中依舊感受到她十分享受這次的演出體驗。

這部由法國名導盧貝松推出最新編製作品《死噬

》，即將在本週五（9/23）於台灣驚悚獻映。本片劇情

描述亞歷克斯（馬蒂厄貝加飾演）從孩提時代開始，

就是奇幻童話系列電影的忠實粉絲。當他歡慶18歲生

日時，一群朋友為他準備特別的生日禮物－－去探訪

拍攝這部電影的廢棄鄉間別墅。他毫不猶豫地熱情接

受，不過他與朋友們萬萬沒想到，童年回味無窮的美

夢，如今將成為意想不到的噩夢…。欲知本片最新消

息，請上電影官方臉書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

ccii.com.tw 與 Instagram 專頁 https://www.instagram.com/ca-

ichang_film查詢。

盧貝松愛女接演父親最新慄作《死噬》

導演力撇 「保送」 疑慮

《拆彈倒數30分鐘》榮獲最佳導演大獎
作品被譽 『新世代的電影教科書』

即 將 在 這 週 五

（9/23) 上 映 的 動 畫

《危雞總動員》，來

自墨西哥知名的雞蛋

動畫系列，十五年前

導演蓋布瑞阿拉崔斯

特 （GabrielAlatriste

）與其兄弟羅道佛阿

拉 崔 斯 特 （Rodolfo

Alatriste）推出首部動

畫《Una Película deHuevos》（雞

蛋電影）賣出超過一億的票房後，

他們接連推出了四部系列動畫，連

導演也沒想過公雞與雞蛋的故事會

成為墨西哥動畫影史上最成功的傳

奇之一。

有趣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

，在這系列中一直扮演主角的公

雞托托，在最新作品《危雞總動

員》中進入了全新的生命階段，

托托成為了父親。當他的孩子─

─金蛋兄妹出生後，他的新任務

不再是個人的冒險，而是必須在

這個危險的世界，好好的保護孩

子們，更重要的是，作為父親，

即使他因為世界的危險而為孩子

感到擔憂，他仍然要學會適時的

放手與信任，與所有父母一樣，

這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課題。

第四度回歸為托托配音的墨西

哥演員布魯諾畢契爾（BrunoBichir

）對此有很深的感悟，「雖然我已

經是個成人，也足以成為一個負責

任的父親，甚至有很多人依賴著我

，但我仍然是我，我仍然會有擔憂

和焦慮的心情，與電影中的托托相

同，我也還在學習。」導演毫不諱

言地表示，《危雞總動員》是每個

人的投射，我們可能不想成為動畫

中歇斯底里或過度憂慮的角色，但

也許這正反映了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或是我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電影講述一對住在農場的公雞

母雞托托和小蒂，生下了一對可愛

的金蛋兄妹，卻因為稀有的金色讓

兩兄妹成為偷蛋賊的目標，將他們

綁架到非洲賣給高級的宴會作為料

理。托托和小蒂與農場的朋友們為

了救回孩子，不僅要前往非洲，還

要在路途中躲過飢餓的鱷魚、河馬

、猴子，還有「萬獸之王」獅子，

他們能成功解救金蛋兄妹嗎?

雞蛋動畫系列全新力作《危雞總動員》

再次突破一億票房

《蜘蛛人：無家日》中，最受

歡迎的客串角色之一，就是查理考

克斯（Charlie Cox）演出的「夜魔

俠」，查理考克斯在 Netflix 的

《夜魔俠》影集中，扮演了三季的

盲人超級英雄，並且也在影集《捍

衛者聯盟》中出現，雖然這些節目

當時都不是漫威電影宇宙的一部分

。

Netflix 在 2019 年取消了《夜

魔俠》影集其他的漫威系列作品，

而夜魔俠則加入MCU，自從查理

考克斯的「夜魔俠」在《蜘蛛人：

無家日》現身後，粉絲們要求看到

更多的夜魔俠，迪士尼也宣布將會

推出長達18集的Disney+ 影集《夜

魔俠：重生》。

近期查理考克斯接受外媒

《The Hollywood Reporter》採訪，

查理考克斯表示，他很感激漫威工

作室有信心製作18集的《夜魔俠

：重生》，遠遠超過他在Netflix的

單季集數。

查理考克斯說：「我們知道會

有18集，這讓我很震驚，內容比

我們以前做的更多，當下感觸很多

。」超長集數也代表會有更多劇情

，這讓影迷們有機會看到「夜魔俠

」麥特梅鐸更多的律師工作與生活

。

查理考克斯說：「我希望這樣

做，能讓我們更多時間真正的生活

在角色中，並且花更多時間在麥特

梅鐸的律師世界中」，他更表示：

「一定會有很酷的超級英雄場面，

但也會展現更多他的世界，並且將

這部劇融入在律師的日常生活中，

我覺得這樣會很有趣。」

漫威工作室正嘗試將超級英雄

與法律戲劇結合起來，正如夜魔俠

也 出 現 過 的 《 律 師 女 浩 克 》

（She-Hulk），不過影集《夜魔俠

：重生》應該會與《律師女浩克》

的呈現方式有所區隔，並且展現屬

於自己的特色，查理考克斯對此感

到非常有信心，他表示：「我非常

喜歡他們迄今為止所做的一切，我

不會低估他們。」

Disney+下訂《夜魔俠》18集
查理考克斯： 「希望多一點律師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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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中國新能源產業冠全球
提供七成光伏組件 新能源車保有量約佔五成

國家發改委環境資源司司長劉德春在22日
舉行生態文明建設有關情況發布會上

說，十年來，中國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淘汰落後產能、化解過剩產能，退出過
剩鋼鐵產能1.5億噸以上、取締地條鋼1.4億
噸；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新產
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2021年，高
技術製造業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
15.1%，比2012年增加5.7個百分點；“三
新”產業增加值相當於GDP 的比重達到
17.25%。

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居世界第一
過去十年中國同步推進環境治理和低碳

轉型，在此背景下新能源產業異軍突起。發
改委數據稱，中國為全球市場提供超過70%
的光伏組件，綠色建築佔當年城鎮新建建築
面積比例提升至84%。2022年前8個月，新能
源汽車產銷量分別達到397萬和386萬輛，保
有量達到1,099萬輛，約佔全球一半左右。

劉德春還指出，過去十年，中國深入推
進能源革命，立足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強
化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積極發展非化石能
源，持續深化電力體制改革。2021年，中國

清潔能源消費佔比達到25.5%，比2012年提
升了 11 個百分點；煤炭消費佔比下降至
56%，比2012年下降了12.5個百分點，風光
發電裝機規模比2012年增長了12倍左右，新
能源發電量首次超過1萬億千瓦時。目前，中
國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已突破11億千瓦，水
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發電裝機均
居世界第一。

堅持“雙碳”目標發展新興產業
劉德春認為，中國發展面臨在內部能源

資源約束依然突出；在外部，俄烏衝突導致
國際能源市場供需失衡加劇，全球減排進程
遭遇波折。劉德春強調，中國將堅持走生態
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未來要
推動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持續推進煤炭清潔
高效利用，加快構建新型能源供給消納體
系；要推進產業優化升級，大力發展戰略性
新興產業，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
平項目盲目發展；要加快綠色低碳科技創
新，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鼓勵先進適用
技術示範推廣。此外，還要完善綠色低碳政
策體系，研究制定碳達峰碳中和綜合評價考
核制度。

專家：把握數字化和綠色化兩大轉型機遇
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曉華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過去十年，中國同步
推動節能減排和低碳轉型，而全球正來到數
字化轉型和綠色轉型的具有革命性變革的歷
史節點上，這為中國的產業升級和能源結構
調整帶來重大機遇。數字化轉型和綠色轉型
給中國包括新能源在內的新興產業參與國際
競爭，提供了新賽道。

“比如，新能源汽車產業，汽車的數字化轉
型和綠色轉型給中國汽車產業‘換道超車’提供
了新機遇。”李曉華說，在兩大轉型過程中，中
國新能源汽車搶到先機，在電池技術等方面中國
企業走在前列，新能源汽車國際貿易也錄得順
差，說明已經形成一定國際競爭力。至於未來，
中國將堅持推動產業升級和低碳轉型，主要還是
要依靠科技創新來形成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但同
時中國在智能、數字化方面技術基礎仍然比較薄
弱，如芯片、電控、電機等硬件方面還有差距，
數字系統的底層軟件技術方面還需要努力。此
外，中國還應當“走出去”整合全球資源、技
術、人才、市場，加速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國際
化經營管理能力，提升國際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發改委最

新披露數據表示，中國十年來產業結構

優化升級成效明顯，新能源產業全球領

先，為全球市場提供超過70%的光伏組

件，新能源汽車保有量佔全球一半左

右。與此同時，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成效

顯著，清潔能源消費佔比已超過四分之

一，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

發電裝機均居世界第一。與2012年相

比，2021年中國單位GDP能耗下降了

26.4%，年均下降3.3%。
◆2022年前8個月，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達到397萬和386萬輛，保有量達到1,099萬
輛，約佔全球一半左右。圖為早前成都車展，參觀者在體驗新能源汽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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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趙一存及新華社
報道，中國最高人民法院22日通報，長春市中
級人民法院22日對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
原副主任傅政華受賄、徇私枉法案；江蘇省委
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王立科受賄、行賄、包
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偽造身份證件案，
分別進行一審宣判，決定對傅政華及王立科執
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
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
減刑、假釋；對受賄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
追繳，上繳國庫。

經審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被告人傅
政華利用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北
京市委常委，公安部副部長，中央政法委員會
委員，司法部部長及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
會副主任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或者地位
形成的便利條件，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經
營、職務調整等方面提供幫助，本人直接或者
通過其親屬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
1.17億餘元。

經審理查明：1993年至2020年，被告人王
立科利用擔任遼寧省錦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遼
寧省公安廳副廳長，江蘇省副省長、省公安廳
廳長及江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等職務上的
便利，以及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
人在企業經營、職務調整、案件辦理等事項上
提供幫助，直接或夥同其特定關係人非法收受
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4.4億餘元。王
立科為謀求本人及他人職務晉升等不正當利
益，先後多次向公安部原黨委委員、副部長孫
力軍等人行賄共計9,731萬餘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就美國總統拜登稱美
方不尋求與中國發生衝突和冷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
堅2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時表示，拜登總統多次作出
“四不一無意”的承諾，希望美方把美國領導人的表態落
到實處，正確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

有記者提問，美國總統拜登在21日的聯大一般性辯
論上稱，美方不尋求與中國發生衝突和冷戰，中方對此
有何回應？

趙立堅表示，中國對美政策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
習近平主席提出，中美應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
贏，這既是中美關係50年歷程的經驗積累，也是下一步
發展應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則。

趙立堅指出，拜登總統多次作出“四不一無意”的承
諾，中方希望美方把美國領導人的表態落到實處，正確看
待中國和中美關係，回歸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點，慎重
妥善處理涉台問題，維護好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中國外交部：
籲美把不衝突不冷戰表態落到實處

2022年9月23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樓軒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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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揭幕日先聲奪人世界盃揭幕日先聲奪人

◆◆歐陽若曦希望在新加坡歐陽若曦希望在新加坡
延續連勝紀錄延續連勝紀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
Craft-Bamboo Racing賽車隊將派出兩部戰車，
角逐本月30日至下月2日舉行的新加坡格蘭披
治大賽，出戰其中一項支援賽事 TSS 超級系列
賽。港將歐陽若曦（Darryl）將駕駛99 號平
治-AMG GT3戰車，與來自中國台北，以88號
平治-AMGGT3戰車作賽的車手李勇德（Jef-
frey）合作。比賽將與一級方程式新加坡站同
場，於濱海灣街賽道（MarinaBayStreetCir-
cuit）上舉行，這亦是該支香港車隊首度挑戰獅
城街道賽。

歐陽若曦表示：“我很興奮能夠再次參加
新加坡格蘭披治大賽。這是亞洲最大的賽車盛
會，我還記得之前來這裏參賽所感受到的活

力。最特別的那次是2008年，我在首屆新加坡
格蘭披治大賽上獲勝。現在距離上一次我在這
裏比賽已有10年，我很期待今次可以在這條標
誌性的街道賽上盡情駕馭平治-AMGGT3戰車
比賽。我也很高興能再度參加TSS超級系列
賽，過往我們在邦盛街道賽上表現出色，共連
續8次奪得冠軍，我希望連勝紀錄能延續到新
加坡，目標必定是冠軍。”

TSS超級系列賽是亞洲區其中一項競爭最
激烈的比賽，該賽事得到國際汽聯（FIA）認
可，並將首次亮相新加坡街頭，將揉合GT3、
GTM和GTC的超級跑車同場激戰，參賽車廠
包括有平治，雅士頓馬田，奧迪，保時捷，林
寶堅尼，賓利，豐田，以及福特。

香港車隊首度挑戰獅城街道賽

王欣瑜無緣WTA東京網賽8強

◆◆李夢李夢（（中中））為中國為中國
隊貢獻隊貢獻 1414 分分 22 助助
攻攻。。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2022年
FISU世界盃大學搏擊運動會當地時間21日
在土耳其薩姆松揭幕，香港浸大薩百朗在
首日賽事即告報捷，於男子太極劍項目奪
金，率先為港隊奪得賽事歷史第一金。

香港大專武術代表隊周日啟程前往土
耳其薩姆松參加首屆FISU世界盃大學搏擊
運動會，並在首日賽事連下兩城，先有教
大楊千締於女子太極拳項目摘銀，再有浸
大薩百朗在男子太極劍項目力壓一眾對手
奪金，成為港隊在今屆賽事的首金得主。
薩百朗賽後表示︰“好開心今次可以代表
香港和浸大出去比賽，這個比賽是疫情以
來我第一次出國比賽，所以完全進入到比
賽狀態。雖然今日有不錯的成績，但是希
望下一場可以發揮得更好。”

薩百朗及楊千締於23日分別出戰男子
太極拳及女子太極劍。

FISU世界盃大學搏擊運動會由國際大
學運動總會主辦，為一個綜合6項搏擊運動
（包括拳擊、空手道、泰拳、桑搏、摔角
及武術），同時是一個以大學為單位的國
際運動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2022
年WTA500東京站22日繼續女單第二輪賽
事，中國球手王欣瑜以6：7（5：7）、
3：6不敵薩姆索諾娃，未能與鄭欽文及張
帥一同晉級。薩姆索諾娃在8強戰將面對
兩座大滿貫冠軍得主、賽會3號種子穆古
露莎。

由於比賽期間一度下雨，比賽是在關
上天幕的狀態下進行。第一盤，王欣瑜進
攻手感不錯，先取得3：1領先，但世界排

名第30位的薩姆索諾娃在處理關鍵分及發
球環節更勝一籌。不僅立即回破，並且在
決勝局落後3：5時連贏4分，以7：6先贏
一盤。

第二盤，王欣瑜在關鍵的第8局發球
局中犯錯，結果被薩姆索諾娃成功破發，
徹底陷入劣勢。薩姆索諾娃隨即拿下自己
的發球局，以6：3再贏一盤，直落兩盤淘
汰王欣瑜，本賽季第5次殺入到巡迴賽女
單8強階段。

中國女籃今屆被編入A組，同組對手包
括奪標大熱門美國、波多黎各、比利

時及波斯尼亞黑山共和國等。首場分組賽面
對老對手韓國隊，整場形勢近乎一面倒。比
賽早段，中國隊在黃思靜帶領下，打出16：
2的夢幻開局。完成首節後，中國女籃以
27：11領先。

韓旭感謝現場球迷加油
第二節，中國隊再次打出一波10：0

攻勢，韓國隊在進攻方面並無起色，中國
隊進一步將分差擴大。半場戰罷，中國女
籃54：20遙遙領先。易邊再戰場面依舊，
中國女籃將領先優勢擴大到40分以上。三
節結束，中國女籃領先對手48分。到了壓
軸一節比賽，中國女籃並未因為大比分領
先而給予對手喘息機會，開局便打出一波
9：0，最終不費吹灰之力，以107：44大
比分擊潰對手，場邊觀戰的中國籃協主席
姚明也顯得非常輕鬆。

現効力WNBA紐約自由人的韓旭此役
貢獻了13分、15個籃板和2次封阻。

她賽後接受採訪時感謝現場球迷的加
油：“非常感謝在場的球迷們，非常多的
中國球迷為我們吶喊助威，所以我們也更
加有力量，大家打得也非常團結，執行了
教練組平時對我們的要求，對比賽非常滿
意。”由於參加WNBA的比賽，韓旭歸隊
時間較遲，對此她表示：“我們兩個5號
位（和李月汝）回來比較晚，盡快與大家
磨合，今天感覺傳球不太順暢，傳球時機
還有待提高。”談到下一場對手波黑隊，
韓旭認為：“波黑有一位非常強勁的球
手，她剛剛打完WNBA總決賽，我們關注
她很久了。希望能夠把重點球員防好，打
出我們自己的特點，爭取拿下這場比
賽。”

備戰期間遭受疫情影響
在女籃世界盃歷史上，中國隊最佳戰

績是在1994年奪得亞軍。過往兩屆，中
國隊均斬獲第6名。在FIBA國際籃聯看
來，近兩年中國女籃的成長有目共睹，球
隊兩大內線飛速成長，其實力已在重大賽

事中得到證明，這屆比賽的中國女籃值得
期待。按照賽前預測，中國隊今屆有望登
上領獎台。

中國女籃今次勝利看似容易，但其實
在備戰期間亦受到疫情影響，球員更經歷
了較長時間的隔離與恢復。據主教練鄭薇
指出，隊伍5月下旬開始集中後，用了一
個月左右時間恢復身體狀態和訓練個人技
術，真正磨合集訓的時間只有兩個多月。
東京奧運會之後，邵婷及孫夢然兩位已過
而立之年的老將，在巴黎奧運周期已離
隊。

此次世界盃上，27歲的楊力維成為球
隊新任隊長，迪拉娜．迪里夏提、金維娜
這樣的國家隊新面孔出現在大名單中。對
於目前這支平均年齡達到26歲的隊伍而
言，她們依舊處於新老交替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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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旭韓旭（（右右））憑憑
22 米米 0707 的身的身
高高，，完全掌控完全掌控
制空權制空權。。

美聯社美聯社

◆◆楊力維楊力維（（左左））獨取獨取1414分分44助攻助攻33籃籃
板板，，為全隊之最為全隊之最。。 法新社法新社

2022女籃世界

盃首日賽事，中國

女籃先聲奪人，以

一場63分的大勝打響頭炮！她們在A組首戰以

107：44大勝韓國女籃，為今屆世界盃踏出重

要一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薩百薩百朗朗（（中中））及楊千締及楊千締（（左一左一））為為港摘得金港摘得金
銀牌銀牌。。 大專體協圖片大專體協圖片

◆◆王欣瑜不敵王欣瑜不敵
薩姆索諾娃薩姆索諾娃，，
無緣無緣88強強。。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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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七小俠本色出演
勵誌喜劇《功夫學院》定檔10月1日

在網友的期待聲中，由黃少禹、廖寶升聯合“少林七小俠”、王

皓晨主演的勵誌喜劇《功夫學院之千錘百煉》將於10月1日在嗶哩嗶

哩視頻網站正式上線。該片講述的是七位身世、性格都各不相同的男

孩來到功夫學院，在兩位師父的帶領下，愛上少林傳統功夫，不斷成

長的故事。整部片子寓教於樂，輕松清新，借故事傳播國粹。

導演釋延倧透露，這幫可愛的小孩子，是從全國幾萬名武術小子中

精挑細選出來的，年齡7-13歲，武齡最長的六年，最短的也有兩年，可

謂個個都是“武林高手”，且全程真實拍攝，沒有任何替身。最終選拔

出釋恒心、釋恒毅、釋恒煜、釋恒宸、釋恒睿、釋恒七、釋恒豆、王皓

晨八個主演。來自少林寺及河南登封地區的頂尖武林高手組成該片動作

顧問組，為觀眾還原了少林傳統功夫的實戰魅力和訓練方法。

此劇以中國傳統文化“仁義禮智信”為基礎，中國功夫傳承為題材

，通過七個孩子的成長經歷，師徒如“幸得伯樂識千裏”，反派懷仁和

“功夫學院”握手言歡，以武會友，以德服人的“同歸知己終相逢”。

展現了“成長”是人壹生中的永恒命題，每個人的性格都在成長的過程

中被展現的淋漓盡致。沒有人能夠逃避成長這壹過程，任何的壹個人也

不例外。但是在成長過程中，能夠遇到壹位正確引導自己成長的恩師是

極其可貴的事。成長是不分年齡和階段的，無論是孩子還是成人，都需

要成長，都需要不斷吸收新鮮的思想與事物。可往往在成長過程中，總

會出現壹些令我們始料未及的插曲，使我們陷入迷茫與仿徨。

此劇意在宣揚當我們在陷入迷茫仿徨時，堅韌不拔，保持初心才

是在迷霧當中找回本真自我的唯壹解決辦法，體現了積極正確的人生

價值觀。鼓勵人們朝著目標理想去努力拼搏，刻苦奮進，砥礪前行，

終將會迎來陽光總在風雨後的那壹天。同時通過懷仁這壹人物的變化

來告誡人們只有棄惡從善、迷途知返，才能夠擁抱和諧和正義。在利

益至上和日益喧囂的時代，我們應保持壹片“功夫學院”般的心中凈

土，勉勵自己，感染他人，純真終會凈化汙濁，正義永遠不會缺席！

醫療劇《赤子之心》官宣
趙又廷毛曉彤金世佳以微光描繪醫院眾生相

由檸萌影業出品，周藝飛編劇，黎

誌執導，張曉波監制，徐曉鷗擔任總制

片人，趙又廷、毛曉彤領銜主演，金世

佳特別主演的都市醫療情感話題劇《赤

子之心》今日正式官宣，並發布了以

“微光”為主題的系列紀實海報。該劇

講述了心臟科醫護人員齊心合作，在接

診不同經歷、不同背景的病例過程中治

人愈己的感人故事。

微光暖愈人間，趙又廷毛曉彤金世
佳演繹醫者仁心

《赤子之心》今日發布的兩組“微

光”主題紀實海報以人景交融的畫面，

在官宣演員陣容的同時，讓大眾直觀感

受到劇集的暖愈氣質。該系列海報通過

“醫院的深夜”這壹特殊時間設定，更

為聚焦地呈現了醫護工作者及病患兩個

群體的真實狀態，引發不少網友共情。

相信在劇集播出後，劇中通過醫患故事

所展現出的社會百態及人間真實將收獲

更大反響。

該劇首度呈現出堅守在各個崗位的

醫護工作者們在不同時間的繁忙工作狀

態。配藥間、護士站、住院部走廊、醫

生辦公室……他們奔跑忙碌的身影無處

不在，令人敬畏，也讓人心疼。其中周

筱風（趙又廷飾）、方筱然（毛曉彤飾

）及林逸（金世佳飾）這三位心臟中心

的醫生或嚴肅地查看病歷、或匆匆路過

表情釋然、或專註地盯著屏幕，他們的

壹顰壹笑隨時都為病患們的健康狀況所

牽動。孰不知他們早已成為了壹束束微

光，成為了病患對於生的希望，同時也

照亮了醫者自己的初心。

而另壹組病患群體的系列海報則充

滿故事感，令人動容。在深夜氛圍的

烘托下，樓梯間相互安慰的父女、手

術室外焦急等待的家屬、急診室輸液

中依偎小寐的老夫妻、家屬等待區短

暫休息的中年男性……畫面無聲，但

每個人的狀態都能讓觀眾感受到其鮮

活的情緒，隔著屏幕亦能傳遞出他們

在此情此景中的心情。而照在他們身

上的壹束束微光，似乎寓意著生的希

望，在這人間悲歡的縮影中持續傳遞

著溫暖的力量。

醫院是見證悲歡離合與人生萬象最

多的地方，這壹“微光版”主題系列海

報通過時間節點的變化，把醫院的每壹

個普通又動人的瞬間串聯起來，帶觀眾

先行感受到了生命溫度和人間冷暖。

實力派創作班底
集結，走心打造醫療
話題劇

現實主義題材劇

集的創作需要根植現

實、以真實生活質感

讓大眾產生共鳴。檸

萌影業近年來接連打

造的多部現實主義題

材系列劇集正是憑借

於此，斬獲了廣泛的

好口碑。作為其最新

開拓的醫療題材系列

開山之作，《赤子之

心》備受外界期待。

編劇周藝飛的代

表作《小舍得》同時

兼具話題熱度及思想

深度，是國民家庭的

教育必修課。導演黎誌則執導過《二

十不惑》系列、《北京女子圖鑒》等

多部有口皆碑的都市群像劇集。而為

這部劇集保駕護航的監制張曉波和總

制片人徐曉鷗曾打造出《三十而已》

、《小歡喜》等多部爆款劇集，其對

於現實主義題材劇集的創作可謂經驗

豐富。相信這壹極具檸萌特色的實力

派組合強強聯手，勢必會為該劇提供

強有力的品質支持。

據悉，《赤子之心》正在火熱拍攝

中。從醫療題材出發，體味社會冷暖、

見證世間悲歡、感悟個人成長，期待未

來該劇的全新探索視角和立意表達能夠

帶給觀眾不壹樣的觀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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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女性題材劇不再局限於家庭和情感，

隨著社會飛速發展，女性題材作品以及女性形象也

隨之出現很大轉變。日前，《她的城》《野蠻生長

》《外婆的新世界》等多部女性題材作品已殺青並

發布最新動態，並有望於今年播出。

《她的城》近日發布“笑對人生”版海報，該劇

精準定位“她”時代的都市女性話題劇，談婚姻、

談事業、談關於輕熟齡35+女性。劇中塑造了三個不

同形象的女性人物，高露飾演李英男，自小便是學

霸，工作以後又是高管，勤勤懇懇，事事優秀，卻

壹步步陷入“女強人陷阱”之中。張靜初飾演艾英

，留美博士，畢業之後嫁給知名企業家謝長江。艾

英是個全職太太，卻不是壹個簡單的太太，她理智

清醒，懂得積攢手中的牌面，暗中為自己爭取機會

，可謂是人間清醒。而張含韻飾演獨立灑脫的離婚

律師英小美，性格活潑開朗，目標明確，活得瀟灑肆

意，始終保持壹顆少女心，只戀愛不結婚。

《她的城》通過三位女性面對各自世界裏不斷升

級的困境，傳遞著自強不息的正能量。

《野蠻生長》也於日前發布首支預告片，這部

作品以女性創業為主題，劇中趙麗穎飾演主人公許

半夏作為勇闖鋼鐵行業的女強人，在創業過程中不

服輸的精神展現了特定歷史時期的企業生存狀態。

劇中的趙麗穎明顯比先前圓潤了不少，是特意為更

加貼近原著小說《不得往生》的設定而增肥。

另壹部女性題材作品《外婆的新世界》於去

年 9月殺青，近日也有了新動態。該劇取材自匡

扶搖人氣同名漫畫，講述了外婆離家出走、在路

途中尋找自我的故事。劇集以外孫女竇綺和外婆

的孿生姐妹孫姨婆的視角，展現了她們在尋找外

婆的路上經歷的諸多故事。在故事之中，兩人重

新認識了外婆，也重新認識了自己。閆妮壹人分

飾兩角，同時扮演外婆和婆姨兩個角色，是壹對

性格迥異的雙胞胎姐妹，壹個是看人精準、眼光

毒辣的中醫，壹個是樸素順從、安分守己的家庭主

婦，兩個人物特質極具反差感。此外，鄧恩熙飾演

外孫女竇綺，跟隨閆妮壹路尋找外婆，張瑤飾演外

婆的女兒竇曉靜，還有姚晨、王珞丹、梅婷等眾多

演員特別出演。在這場旅程中，她們聆聽外婆的故

事，感受外婆的經歷，收獲外婆埋藏的能量，從中

探尋內心，重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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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中國新能源產業冠全球
提供七成光伏組件 新能源車保有量約佔五成

國家發改委環境資源司司長劉德春在22日
舉行生態文明建設有關情況發布會上

說，十年來，中國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淘汰落後產能、化解過剩產能，退出過
剩鋼鐵產能1.5億噸以上、取締地條鋼1.4億
噸；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新產
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2021年，高
技術製造業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
15.1%，比2012年增加5.7個百分點；“三
新”產業增加值相當於GDP 的比重達到
17.25%。

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居世界第一
過去十年中國同步推進環境治理和低碳

轉型，在此背景下新能源產業異軍突起。發
改委數據稱，中國為全球市場提供超過70%
的光伏組件，綠色建築佔當年城鎮新建建築
面積比例提升至84%。2022年前8個月，新能
源汽車產銷量分別達到397萬和386萬輛，保
有量達到1,099萬輛，約佔全球一半左右。

劉德春還指出，過去十年，中國深入推
進能源革命，立足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強
化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積極發展非化石能
源，持續深化電力體制改革。2021年，中國

清潔能源消費佔比達到25.5%，比2012年提
升了 11 個百分點；煤炭消費佔比下降至
56%，比2012年下降了12.5個百分點，風光
發電裝機規模比2012年增長了12倍左右，新
能源發電量首次超過1萬億千瓦時。目前，中
國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已突破11億千瓦，水
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發電裝機均
居世界第一。

堅持“雙碳”目標發展新興產業
劉德春認為，中國發展面臨在內部能源

資源約束依然突出；在外部，俄烏衝突導致
國際能源市場供需失衡加劇，全球減排進程
遭遇波折。劉德春強調，中國將堅持走生態
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未來要
推動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持續推進煤炭清潔
高效利用，加快構建新型能源供給消納體
系；要推進產業優化升級，大力發展戰略性
新興產業，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
平項目盲目發展；要加快綠色低碳科技創
新，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鼓勵先進適用
技術示範推廣。此外，還要完善綠色低碳政
策體系，研究制定碳達峰碳中和綜合評價考
核制度。

專家：把握數字化和綠色化兩大轉型機遇
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曉華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過去十年，中國同步
推動節能減排和低碳轉型，而全球正來到數
字化轉型和綠色轉型的具有革命性變革的歷
史節點上，這為中國的產業升級和能源結構
調整帶來重大機遇。數字化轉型和綠色轉型
給中國包括新能源在內的新興產業參與國際
競爭，提供了新賽道。

“比如，新能源汽車產業，汽車的數字化轉
型和綠色轉型給中國汽車產業‘換道超車’提供
了新機遇。”李曉華說，在兩大轉型過程中，中
國新能源汽車搶到先機，在電池技術等方面中國
企業走在前列，新能源汽車國際貿易也錄得順
差，說明已經形成一定國際競爭力。至於未來，
中國將堅持推動產業升級和低碳轉型，主要還是
要依靠科技創新來形成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但同
時中國在智能、數字化方面技術基礎仍然比較薄
弱，如芯片、電控、電機等硬件方面還有差距，
數字系統的底層軟件技術方面還需要努力。此
外，中國還應當“走出去”整合全球資源、技
術、人才、市場，加速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國際
化經營管理能力，提升國際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發改委最

新披露數據表示，中國十年來產業結構

優化升級成效明顯，新能源產業全球領

先，為全球市場提供超過70%的光伏組

件，新能源汽車保有量佔全球一半左

右。與此同時，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成效

顯著，清潔能源消費佔比已超過四分之

一，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

發電裝機均居世界第一。與2012年相

比，2021年中國單位GDP能耗下降了

26.4%，年均下降3.3%。
◆2022年前8個月，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達到397萬和386萬輛，保有量達到1,099萬
輛，約佔全球一半左右。圖為早前成都車展，參觀者在體驗新能源汽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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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趙一存及新華社
報道，中國最高人民法院22日通報，長春市中
級人民法院22日對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
原副主任傅政華受賄、徇私枉法案；江蘇省委
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王立科受賄、行賄、包
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偽造身份證件案，
分別進行一審宣判，決定對傅政華及王立科執
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
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
減刑、假釋；對受賄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
追繳，上繳國庫。

經審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被告人傅
政華利用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北
京市委常委，公安部副部長，中央政法委員會
委員，司法部部長及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
會副主任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或者地位
形成的便利條件，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經
營、職務調整等方面提供幫助，本人直接或者
通過其親屬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
1.17億餘元。

經審理查明：1993年至2020年，被告人王
立科利用擔任遼寧省錦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遼
寧省公安廳副廳長，江蘇省副省長、省公安廳
廳長及江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等職務上的
便利，以及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
人在企業經營、職務調整、案件辦理等事項上
提供幫助，直接或夥同其特定關係人非法收受
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4.4億餘元。王
立科為謀求本人及他人職務晉升等不正當利
益，先後多次向公安部原黨委委員、副部長孫
力軍等人行賄共計9,731萬餘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就美國總統拜登稱美
方不尋求與中國發生衝突和冷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
堅2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時表示，拜登總統多次作出
“四不一無意”的承諾，希望美方把美國領導人的表態落
到實處，正確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

有記者提問，美國總統拜登在21日的聯大一般性辯
論上稱，美方不尋求與中國發生衝突和冷戰，中方對此
有何回應？

趙立堅表示，中國對美政策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
習近平主席提出，中美應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
贏，這既是中美關係50年歷程的經驗積累，也是下一步
發展應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則。

趙立堅指出，拜登總統多次作出“四不一無意”的承
諾，中方希望美方把美國領導人的表態落到實處，正確看
待中國和中美關係，回歸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點，慎重
妥善處理涉台問題，維護好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中國外交部：
籲美把不衝突不冷戰表態落到實處

陳瀅陳瀅獲欽點企欽點企CC位位
山聰山聰穩坐男一地位穩坐男一地位

台慶劇《美麗戰場》海報排位藏玄機

陳曉東搭公交為打卡

陳煒下周一半島酒店行禮

禮服裙配逾千粒水晶珍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子

棠）陳煒（煒哥）與醫生男友陳
國強將於下周一（26號）假半島酒店舉行

婚禮，據知當日邀請的親友數目不多，只有數十
人。一對新人都希望簡簡單單，開心便可。

據悉，今次結婚相用了8個小時，分別在室內
及室外拍攝。而拍攝時間是在今年1月，當日天氣
相當寒冷，室外的場地又相當大風，煒哥穿着露肩
及單薄的婚紗拍攝，每當攝影師一停機時，陳醫生
便立刻拿着外套圍着煒哥給她溫暖，情景跟煒哥今
次的婚紗照一樣甜蜜。一對準新人更特別把這輯婚

紗照製作成一本精緻畫冊，送贈各界親朋好友。由
於工作繁忙，煒哥今次結婚只請了一天假期，度蜜
月暫安排年底，要視乎隔離檢疫會否再放寬而定。

好友何國鉦包辦婚禮事宜
此外，好友何國鉦就包辦婚禮大小事宜，包

括晚裝禮服、婚宴安排、現場攝影、場地布置與回
禮、化妝造型及鑽飾。何國鉦為煒哥設計婚紗禮服
由構思到完成，足足花了他和團隊3個月時間，長
袖婚紗是近年流行的透視款式，還首次親身打造珠
寶首飾；另一件嫩粉水晶落肩的高訂禮服，視線聚
焦在胸前，裙身釘上數千粒水晶及珍珠，下襬利用
多層軟紗加上鴕鳥羽毛，皆能令煒哥增添幾分性感
的女人味。

首飾方面，何國鉦分別挑選30多粒 17mm 的
南洋珍珠設計出一條簡約的頸鏈，再用鑽石鑲嵌蝴
蝶製成耳環；還有一套是取感自海底世界，頸鏈透
過鑽石鑲嵌的貝殼堆砌而成，加上珊瑚嵌着的珍珠
吊墜及耳環。

◆

煒
哥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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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煒哥與陳國強醫生在年初已拍好煒哥與陳國強醫生在年初已拍好
結婚照結婚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由葉念琛監

製、編劇及導演的香港無綫55周年台慶劇《美麗

戰場》將於10月3日播出，最新官方宣傳海報

22日曝光，陳山聰穩坐男一地位，一劇接一劇

的山聰，更被睇好今年大有機會直衝視帝。

而擔正演出的五大花旦陳瀅、蔣家旻、劉佩

玥（Moon）、陳曉華及朱晨麗，其中備受

力捧的陳瀅獲葉念琛“欽點”爭贏C位勢

“洶”夾狼 ，陳曉華海棠春睡及阿Moon

跌膊搶焦，各有各搶鏡。

宣傳海報中只有十二個角色登場，
一直以來的宣傳焦點陳瀅獲安排

企正C位，勢“洶”夾狼，至於與陳瀅
同企C位的還有飾演其經理人的陳山
聰，由於劇集一直未有公布男主角身
份，山聰男一地位在海報中昭然若揭，
至於二人身旁則分別為劉佩玥
（Moon）及朱晨麗，網民即揣測朱晨
麗是否劇中女二，而同樣獲重點宣傳的
陳曉華及蔣家旻，當中“瞓地”的陳曉
華不但S身形盡現，甫士亦是所有演員
中最特別，以另類手法顯示其角色重要
性，之前宣傳片冠以“觀眾最憎恨角
色”的蔣家旻，繼續以高傲Cool 爆
Look“焰”壓群芳，實行各有各搶鏡。

Bob霸氣造型亮相
除了之前的七個角色，

最新官方宣傳海報還有五
個重要角色登場，除了
曾於系列宣傳片中亮
相的丁子朗，還有全
新曝光的何依婷、林
盛斌（Bob）、姜大衛
及張馳豪。Bob更一改
平日嬉皮笑臉Look，改
以霸氣造型亮相。

導演葉念琛表示為了展現劇
集“戲”勢，首張宣傳海報刻意
安排大堆頭十二角色“晒冷”，
由於演員檔期頗難遷就，故單
是拍攝也花了數天時間，足見
製作認真。對於海報被指有
《珠光寶氣》加《金枝慾孽》
Feel，葉念琛笑說：“係呀，真
係豪門恩怨嚟㗎，所以個Im-
age最緊要係華麗同靚，晚禮服
同踢死兔係必須嘅。為咗出嚟
效果好，有啲造型都係特登搵
設計師設計，希望衣着方面可以
更加凸顯到角色人物性格。”至
於排位問題，葉念琛亦直認是幕
後黑手，並露口風指排位亦與劇
情及角色重要性有着重大關

係：“係本人精心安
排，我排就唔會有人
有意見。陳瀅C位好
明顯，佢始終係阿
寶。同埋其實仲有巧
妙，佢身邊隔咗啲咩
人呢？呢啲角色喺戲
入面嘅重要性又有咩差
別呢？”觀眾要看劇了
解。

胡楓延期開騷 學友繼續撐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子棠） 胡楓（修

哥）原定中秋節在紅館開騷，但因開騷前“中
招”而要押後演出。22日他透過視頻記者會，
表示演唱會延期至11月12日下午3時舉行。

經過休養後的修哥中氣十足，他表示復原迅
速，感謝身在美國的劉家傑、苗可秀等各方好友
關心，收到許多人慰問，令他大感窩心，是很開
心的。他分享指，最重要是保持生活健康，那麼
“中招”也能盡快復原，只是服食太多西藥不
好，現服用川貝、花膠、生果及中藥等調理身
體；還有跑步練氣，開聲唱歌，把歌曲練得更
熟。

問到契仔張學友是否會繼續擔任表演嘉
賓？他稱應該會，其他嘉賓亦跟之前差不多，
並指所有嘉賓都幫過他，原本不想再驚動大
家，但大家都很有熱情為他擔任嘉賓，令他非
常開心。

至於演唱會按原定的3時舉行，是因為大
部分觀眾都是長者，不想散場後他們沒有車
搭，會令他不安樂；並指改期後反而多了老友
捧場，因中秋節不少都外出了，還很開心女婿
也能由英國回港睇騷。

對於獲頒“第七屆世界傑
出華人藝術家大獎”，修哥表示很開
心，但亦感慚愧和汗顏，謙稱只是電影
電視工作者，可能是對工作的熱誠和認真而獲
鼓勵，即使90歲後仍會繼續努力。

◆《美麗戰
場》宣傳海報
中十二個角色
登場。

◆◆陳山聰在劇中演出投入陳山聰在劇中演出投入，，青筋暴現青筋暴現。。
◆◆劉佩玥在劇中角色相當講義氣劉佩玥在劇中角色相當講義氣。。

◆◆ 陳曉華一向給人陳曉華一向給人
柔弱又清純的印象柔弱又清純的印象。。

◆◆修哥表示開騷前會減少出席飯局修哥表示開騷前會減少出席飯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東東東東（（右右））與伍仲衡與伍仲衡2222
日錄影港台音樂節目日錄影港台音樂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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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陳曉東（東
東）與音樂人伍仲衡22日錄影港台音樂節目
《港樂．講樂》，伍仲衡表示當年寫的第一首
歌，有幸成為東東的主打歌之一，感激對方多
年來的支持。

下月舉行戶外音樂會的東東，表示日前約
服裝師試衫時，特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說：
“因為我想找自己的廣告牌打卡留念，但我有
廿多年沒有坐地鐵，現在的金鐘、中環站很
大，差點搭錯車，之後去巴士站想等印有自己
廣告的巴士，但等了半小時也不見，所以很佩

服粉絲可以集齊所有廣告。”
早前，東東表示愛聽前輩尹光的

歌曲，問他在音樂會上會否獻唱一曲，他笑
道：“沒有這個流程，但我有構思一個環節，
想跟歌迷有多些互動，未知可不可以實行。”

東東稱自回港宣傳新歌和音樂會外，一直跟
好友相約飯聚，但因音樂會日子近，他準備要閉
關鍛煉身體，他說：“之前飯局我已經盡量不吃
飯，只吃沙律和白肉，所以朋友約我吃飯是很抵
的，我想操弗身體不是為騷肌，只想減低體脂比
例，令自己的體能更佳。”



讲述移民生活的文章不胜枚举，今天这篇文

章的作者，在美、澳、新三个移民国都有过生活

的经历，虽然停留的时间长短不同，陈述也多为

个人感受，但恰恰因为这篇文章，给了我们一个

沟通、了解不同移民生活的契机。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把我生活和工作过的几

个主要移民国家进行一番比较，也说说我在各国

的见闻。

我曾经在新西兰住过7年，现在在美国已经7

年了。

在澳大利亚，我也工作过半年，并且近两年

去过澳大利亚很多次，在澳洲也有很多的亲戚。

所以说，我对澳洲也很了解。

下面就让我讲讲我的见闻：

移民的来源和特点

美国华人移民的第一个特点是：技术移民人

数非常少，而移民主要是通过结婚、亲属和政治

避难来美国的，也有一定数量的投资移民。这个

特点是美国歧视性的移民政策造成的结果。

美国移民法对所有国家的技术移民有个完全

相等人数的配额，既任何国家的技术移民不能超

过全世界总配额的7%，不论国家大小和人口高低

。现在全世界的技术移民总配额才140,000人, 这

意味着中国的配额是9,800，跟只有几百万人口的

冰岛、新西兰一样。

实际上，给中国的技术移民名额才8千个左

右，因为由于政治原因，在90年代初美国给中国

发了大批绿卡，这些名额要从未来几十年中逐年

扣除。

更雪上加霜的是，给中国8000余人的技术移

民配额包括了主申请人的配偶和子女。

根据美国移民局数据，美国一个主申请人

（既真正的技术移民者）平均会带1.5个家属。这

么算下来，美国每年真正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才

3000多人。这个小得可怜的数字，跟才有400余

万人口的新西兰每年接受的中国技术移民基本相

等，并且大大低于澳洲每年接受的中国技术移民

。

这个政策就导致了，虽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

生达到近50万，真正能通过技术移民途径留下来

寥寥无几。而相反，美国的结婚移民不限数量，

而且申请时间特别快。因此，靠结婚来美国的中

国女子特别多，在大城市里到处都能见到。

另外，美国家庭团聚移民配额是技术移民的

2倍，所以家庭团聚移民也比靠自身能力移民容

易得多。

另外一个特点是，美国技术移民的等待时间

不仅非常漫长，而且遥遥无期，连美国政府都不

知道你会排多久的队。我个人是美国大学教授，

排了4年队才拿到绿卡。现在由于在美留学生人

数激增，现在和不久将来的技术移民排期时间估

计会达到6-8年。在漫长排期期间，申请人不可

以换工作，配偶也不可以工作。所以，美国技术

移民是一个非常辛苦，非常不人性的制度。

因此，我不建议年轻人来美国办绿卡，把宝贵

的青春浪费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结婚的除外）。

相比之下，澳洲和新西兰都没有任何歧视性

的配额。各国人完全平等，全凭自己本事移民。

所以，中国人移民澳洲和新西兰大多数是靠自身

知识和技术来进行移民，而非结婚和亲属。

澳洲每年技术移民配额约13万，跟人口比它

大十几倍的美国一样多。而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

每年约2万人。这个数据是美国2两倍以上。

另外，新西兰和澳洲都欢迎那些能为他们经

济和科技发展带来贡献的技术移民，而限制结婚

和家庭团聚移民，与美国的政策完全相反。比如

，澳洲2015-2016年度的全球技术移民总数是128,

550人，而全球家庭移民只有57,400人。其中，中

国移民占29005人（包括技术和家庭）。澳洲可

只有3千万人口啊，而美国有3亿人！

我的亲朋好友几乎全是靠自己的本事技术移

民来澳洲和新西兰的。

移民的年龄

我发现在美国的中国移民年龄偏大，大多数

都是50后和60后。他们这一代人大多是90年代

来美的，想法跟我们年轻人不一样，一般说不到

一起去。年轻的移民在美国反而比较少，尽管这

里的留学生很多。当然，这是美国限制技术移民

政策的必然结果。

相比之下，在澳新两国，我身边绝大多数技

术移民都是70后，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尤其

，我们80后是澳新移民的主力。大部分的80后是

在澳洲和新西兰自费留学后，通过技术移民留下

来的。

新移民扎根的难易程度

在美国，新移民想扎根美国是个困难的过程

，会遇到各种政策和手续上的障碍。比如，办社

会安全号（Social Security Number，既美国税号)

，和办驾照都停费周折，挺耗费时间的。而在澳

新，这些都挺容易。

在美国，新移民是贷不到房贷的。原因是，

美国银行贷款要两个重要条件：

1）要有信用史和足够高的信用等级；

2）要有两年在美国的不间断的收入记录。

所以，除非你有100%现款，2-3年内你在美

国是无法买房的。

我刚来美国时，第一点（信用史）可是逼死

我了。虽然我是美国教授，有着高于平常人不少

的工资，但是当时我就是办不下信用卡，就是因

为我没有信用记录。由于没有信用记录，所以没

有任何一家银行同意给我办信用卡。

但是要建立信用记录，就必须要有信用卡或

其他贷款。这就成了“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死

循环。当时可急坏了我了！最后还是靠我的老系

主任找他的熟人，是银行行长，这才给我办下来

我在美国的第一张信用卡，解了这个死结。

在新西兰和澳洲，新移民只要拿着工作合同

和护照去银行，人家当场就给你办信用卡，甚至

房屋贷款。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另外，来美国的新移民，由于没有信用史，

租房都极为麻烦。一般房东都要调查房客的信用

记录，所以没有还信用记录的新移民就经常碰壁

。

移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

我来了美国后深切的感到，在美国，亚洲人

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要远远低于在澳新的亚

洲人。

个例子：

美国对亚裔小孩（指的是美国生的）考大学

歧视性要求高分。哈佛等名校，对亚裔高中生要

求高考（SAT or ACT) 几乎满分，而对白人要求

低，对黑人要求更低。唯一不歧视华人的是加州

的各个大学，因为只有加州立法要求大学录取时

不许根据孩子的种族进行分类。所以，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等到处都是黑头发黑眼

睛的学生。出了加州，其他州的大学都多少歧视

华人。

但他们歧视亚裔孩子还非找个理由不可，说

亚裔的孩子是书呆子，只会读书，但实践能力和

领导能力不足。切！又是一层新的歧视！这是美

国人和美国媒体对亚裔的普遍印象（stereotype）

。尤其是亚裔男孩儿，经常被美国的本地人和华

人女孩儿认为缺少男子气概。

亚裔没领导能力？中国人玩儿春秋战国、三

国演义、孙子兵法的时候，你们美国人的祖先在

欧洲连黑暗时代都没进入呢。还有脸说我们没领

导能力？！歧视就歧视呗，我认了！但请别找傻

逼的理由。

另一个歧视的例子，就是上面讲的技术移民

配额。

在美国，你基本见不到刚移民的中国人在各

级政府供职。而在新西兰，我朋友不少都在政府

工作，而且跟我年龄相仿的70后和80后有些当上

了政府各部的经理，相当于科长甚至处长。

我一个好朋友是个IT女，刚来新西兰就直接

通过了安全审核（security clearance）, 直接在内

政部负责一些国家重要数据库的管理工作。其他

的朋友有的在卫生部，有的在司法部，还有在国

家警察总局的。这些对于刚来美国的华人，只有

做梦的份。

上面讲了政府的工作，我再讲讲中国人在澳

新的经济实力吧。在悉尼、墨尔本、奥克兰、惠

灵顿等大城市买百万级豪宅的人，华人比例很高

。大家可以随便去看每周末，悉尼和墨尔本在街

头举行的房屋拍卖。围观的白人虽然不少，但能

出高价拍到最后的常常是华人。

在美国，虽然现在也有不少大陆来的炒房团，

但是华人移民的平均经济实力还是不如本地人好。

在悉尼的市中心转一转，你会发现，几乎

50%的路人都是亚洲面孔。悉尼绝对是最国际化

的城市，在这点上美国任何城市都无法与悉尼相

比。我曾经去过我小侄女在悉尼的小学，那里

99%的亚洲面孔。

除了中国人多，再加上中国人的经济和社会

地位，在澳新，没有任何组织、任何政府敢歧视

中国人。再说，咱们中国移民很多就在澳新各级

政府里面工作。这点与美国华人社会地位有着极

大的差别。

社会地位不同导致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在美

国，相当一部分的中国女人爱找白人男人结婚，

高看白人，而看不起中国男人。估计是因为在美

国，中国人的社会地位低，所以中国人还是有些

自卑，还是觉得像是局外人，所以比较愿意“攀

高枝”，在潜意识里，她们更愿意通过结婚来变

得更本土化，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是个社

会风气，不是个体现象。

但在澳新，绝大多数中国女生都首选中国男

人结婚。首先是技术移民较为容易，再加上中国

人社会地位并不低于本地人，而且学历和经济实

力也不弱。所以，我认识在澳新的几乎所有中国

女生都首选中国男人，毕竟大家文化背景相同，

容易互相理解。就连我20来岁的几个侄女和表妹

们，她们都在澳洲出生澳洲长大，但她们上大学

也都是找二代华人谈对象，愿意找白人仍然是少

数。

一代找一代移民，二代找二代，这就是澳新

移民的主要婚姻形式。在这一点上，跟美国移民

和留学生是有一个很大区别的。

收入和事业发展

在收入这点上，美国小胜澳洲，大胜新西兰

。美国的人均GDP (PPP)是 5,7000美元，澳洲的

GDP(PPP)是人均49,000 美元，而新西兰的人均

GDP是39,000美元。但是GDP的分布在各国有很

大的不同。

美国富人非常富，而穷人非常穷。而澳新贫

富差距不大，大家收入都在中间。穷人很少，但

特别富的人也不太多。

美国是一个非常看个人能力的国家。如果你

个人能力特别高，那么你的事业在美国可以不封

顶，你可以当上亿万富翁，或得诺贝儿奖，或当

上大学校长。但是在澳新，这些机遇有限，所以

你的才能可能得不到100%发挥。

但是，如果你能力一般或中等偏上，那么澳

新的事业机遇也可能很好。虽然，你可能得不了

诺贝尔奖，也当不了千万富翁, 但是你也可以干

得相当不错。

如果你能力较低，最好不要来美国，因为这

里激烈竞争会让你吃不消。

生活方式和社交

在生活方式和社交上，澳新两国无可置疑地

完胜美国。

在美国，华人生活我感觉非常单调，就是上

班，下班，送孩子上学，买东西。我特别注意到

，美国华人不太爱社交，至少不像澳新华人那样

爱社交。这实际上是美国整个国家的一个风气，

既美国成年人比较独来独往，不太爱在工作之外

交际。

哈佛社会学家Putman早在 2000年就发表了

《Bowling Alone》 （翻译：《独自打保龄》）

这本书，全面分析美国人越来越孤独的社会现象

。这与工作压力，高犯罪率，人之间的信任度降

低等等因素都有很大关系。

我个人经验，完全与社会学家的判断相符。

非常有趣的是，我发现自己的学生们，在上课前

后基本不互相说话，各做各事。美国人似乎都怕

打扰对方，或者出于过度礼貌，或者出于过于远

的人与人的距离，大家不怎么说话。

在美国，你会发现美国人在表面上表现得很

热情，但这种热情只能维持在表面，而且很快就

消失了。所以你基本无法与他们真正交上像哥们

儿一样的朋友，无法做到跟他们交心。根据我的

观察和阅读相关研究，这并不是不是我们移民和

本地人之间得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而是美国本地

人之间也不互相深度交往的一种文化。美国人非

常孤独。

2014美国某知名大学做过一个调查，发现美

国人在1980年有25%的人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都

没有；到了2010年高达50%的美国人没有任何一

个知心朋友。在这个物质高度发达的美国，人的

精神生活竟然极度匮乏。

我似乎还没有见过哪个在美国生活的华人不

说生活无聊的。一两个人，空守300平米大房子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所以，很多华人都受不了，最终回国了。（我

私自怀疑杨振宁老教授回国安度晚年也有这个原

因。）其实，这真的不怪我们华人自己，而是美

国社会大环境的问题。

在澳洲和新西兰，华人的生活丰富多彩许多。

举个例子，我在美国从来没人跟我过过生日

，可是一回新西兰过生日，立马有10几个、20几

个朋友来一起庆祝，让我感激得不得了。为啥美

国华人就不爱互相请客呢？我们在新西兰还有各

种华人的兴趣群，比如登山群，IT群等等。

对于，中老年人，新西兰的所有公共图书馆都

有专门针对华人的“夕阳红之家”活动。其中有教

老年人学英语，学电脑，书法，太极等等活动。我

母亲说，她在新西兰比在国内过得还热闹。

福利 美国是个低福利国家，而澳新是高福

利国家。这点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美国

的医疗非常昂贵，没有工作单位给你买医疗保险

（价格是至少5000美金一年）的话，你自己是付

不起医药费的。比如，在美国做一个CT要2000

美金，但在新西兰和澳洲一般是免费，因为那里

政府医疗。

其他的福利，也是澳洲和新西兰好，美国差。

教育 世界最好的大学都集中在美国。哈佛

、耶鲁、斯坦福、芝加哥等等名校如云。但是美

国的精英教育是很贵的。一年4-5万美元的学费

不是谁都能负得起的。

相比较之下，澳新的大学水平也还行，虽然

不是顶级，但非常便宜。对于移民来说，新西兰

的大学一年的学费才7000纽币左右，相当于不足

5000美金。（注意：这是移民的学费，而不是国

际学生的学费。）

另外，美国普通中小学的平均水平比较差，

差得让我哭笑不得！美国学生高中毕业还不会解

a=b*c方程的年轻人比比皆是。美国大学头一年

数学课完全就是在补中国初一和初二的知识。如

果懂英语，拿美国高考（SAT) 让中国初三学生

考，就跟玩儿一样。

澳新中小学平均水平殷实一些。英文、数学

、科学都比较难，当然没有国内那么夸张啦。

总结

美、澳、新真的各有千秋。对有本事的人来

说，美国的事业发展机会要更多、更好；但是澳

洲和新西兰的生活更加舒适。美国华人的社会和

政治地位比较低；而澳洲和新西兰的华人势力大

，大得大概没人敢欺负咱们。

这里没有正确的答案，请诸位自己选择适合

自己的生活空间吧！

移民国外的15年，美、澳、新的生活差别

相熟幾十年的澳門朋友林平洲先生，2020 年初
從休斯頓飛返港澳作探親訪友之舉，豈料Covid-19
突然殺到中港澳廣大地區，感染市民頻頻出事，港澳
當地政府遂為此而封關，林先生因此未能回到美國，
受困3 年。最多「守得雲開見霧散」，8 月份「雞咁
樣嘅腳」，回到休斯頓來。挨過港澳苦悶的隔離期，
卒之可以和家人及一眾老友見面，無比歡樂。正是
「無食不聚兵」，趁中秋佳節，約來三兩知己，在茶
樓相見。「地點何處妙？」他向我這位「為食書生」
探路。「首選目標是唐人街上當時得令的金冠大酒家
！價廉物美、那裡又是唐人街的心臟地帶，又有廣闊
的停車場，車位多的是，出入方便。

好友林君一於依我介紹而約會多兩位好友，合共
4 人於金冠。當天未至中午12 時來到金冠，己見門
前己聚集有近廿人在等位。我二話不說，立刻報上姓
名，排隊等待。

早得十年八載時，八月十五中秋佳節的白天，己
有些微涼意的感覺。可嘆近年的氣溫，己有大大的改
變。當天站在金冠門前候座不久，體內似有悶熱的感
受。不過想起中國大文學家梁實秋曾在其散文中談到

：「我們的圓桌是普遍應用的，家庭聚餐時，祖孫三
代團團坐，有朋自遠方來時，有說有笑，融融泄泄；
歡樂氣氛打成一片，悶氣全消。」

尤幸不消多久，可以入內就座。三年不見，林君
顯然清減一點；尤幸精神狀態良好。大家互致問候，
以茶當酒，共祝健康。我們的會面溫韾愉快，食物更
是豐富多樣。值得向大家推介的是金冠的多式辦的點
心，分有6 大類別，有蒸點、腸粉、煎炸類、焗甜品
類、新款點心、廚房泡制美點。我倆選取其中的六項
，先來個點心攻勢晶瑩鮮蝦餃、蚧黃燒賣皇、百花炸
蚧鉗、生炒糯米飯、芝麻流沙包、白灼牛栢葉。此外
還選了陳皮牛肉球、蟹肉小籠包、牛腩腸粉等。也好
先讓大家熱熱身，然後再叫上乾炒牛河、星洲炒米粉
、蚧肉乾燒伊麵，邊談邊食。邊食邊談。

飲飽食醉之餘，我向林君提出：「君自澳門回，
應知賭城事」，問的當然是當時得令的熱門話題：
澳門政府將如何處理6 大賭博企業的10 年續牌事件
？新近又有馬來西亞雲頂國際企業加入競爭，7 大中
美馬世界博彩公司展開角逐，鹿死誰手？林君何有內
幕消息告知？

聽我有此雅慶，林君馬上停杯止食，道出一段
「雲頂磨劍廿年 再戰濠江」的小道消息來。

今次賭牌競投唯一新競爭者GMM股份有限公司
雲頂企業大有來頭。其成員包括馬來西亞雲頂集團主
席林國泰及該集團總裁李忠仁.林國泰於2001年以澳
門麗星股份有限公司名義競投賭牌名落孫山後，磨劍
廿年捲土重來、再戰濠江，向六家博企發出戰書，力
爭一席之地，為原本市場預期平淡的 澳門賭牌競投
帶來新話題。

2001年澳門博彩業開放專營權，有廿一家公司
參與競投。當年尚未接掌雲頂集團的林國泰以澳門麗
星股份有限公司名義參與競投賭牌，最終無功而返。
其後繼承其父親、大馬賭王林梧桐的衣缽，進一步開
拓全球市場。

雲頂集團業務遍佈全球，在美國、英國的博彩業
也佔有重要席位。其中較為澳人熟悉的是20○6年奪
得新加坡兩個賭牌之一，並斥資逾350億港元打造新
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在當地與金沙集團旗下的濱海
灣金沙酒店分庭抗禮。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中秋節日中秋節日 金冠爆棚金冠爆棚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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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成人」 短片輯轉大人
雄影X公視打造台灣短片創作基地

今年適逢高雄市電影館20週年，

繼2021年「隔離丁尼」短片輯，二度

與公共電視合作，推出全新企劃「雄成

人」（Corpse, Dick, and Test Kit）短

片輯，台式喜劇加上生猛指數破表的奇

思異想，創意玩轉屍體、雞雞、驗孕棒

，20歲「成人式」尺度沒有極限。公

共電視節目部戲劇組組長李淑屏致詞時

表示：「高雄市電影館是在高雄拍片的

影視團體最有力的靠山，展現了生猛有

力的高雄氣魄。」開台24年的公共電

視，跟電影館算得上年紀相仿的「雄麻

吉」，這次愉快合作「雄成人」短片輯

，期待更多合作，並邀請觀眾記得到雄

影觀影支持。

新銳導演黃丹琪執導的《春水奇譚》

，洪都拉斯飾演多年沒嚐過「開機」滋味

的鰥夫，劇中對女主角王彩樺鍾情卻畏縮

不前，眼見慾望即將爆炸，竟然發現自己

的雞雞變成人，大聲宣告：「你的人生我

做主！」新生代演員王真琳、廖宸頤合演

，更邀請到台灣奇才導演林志儒，飾演洪

都拉斯的真人版雞雞。

演員洪都拉斯為了飾演動不動就有

反應的中年男子，褲子裡試遍毛巾跟假

陽具，笑稱這是從影以來最難的電影，

定裝時工作人員一直出手處理他的下半

身，讓他超尷尬；片中如實地呈現了中

年男子因社會眼光壓抑自己，對性事難

以啟齒、力不從心的問題，對追求真愛

想太多。王彩樺則在戲中穿上泳裝展露

曲線，表示中年女人也會有慾望，從讀

本就玩開的她，導演怕她暴衝，還特別

提醒戲中要稍微收斂一點。

金穗獎導演潘客印執導的《有了？

！》，看似沒前途的男孩，突然遇上女

友未婚懷孕的緊急驗孕事件，讓他的

「我就廢」生活開始荒謬失控。「俗女

」導演嚴藝文飾演媽媽，與金鐘最佳新

人游珈瑄、素人帥哥曾皓澤這對劇中小

情侶，攜手一齣搞笑台式家庭喜劇。

《俗女養成記2》入圍金鐘獎15項

獎項，導演嚴藝文期待自己得獎之餘，

最希望「陳嘉玲」謝盈萱。她也提前透

露，目前正在進行女演員為主題的新劇

本創作，笑說記者會現場演員名單都已

經記下來。飾演媽媽的她，第一次發現

自己是全劇組年紀最大的人。

《訪客》導演蔡佳穎再次挑戰恐怖

驚悚、題材，《屍舞》邀請《咒》導演

柯孟融掌鏡，描述舞者對舞蹈的執念，

即使屍身腐爛也要追求極致的黑暗之美

。這部「世界上最恐怖的舞蹈」作品，

影后級演員陳雪甄擔綱靈魂人物舞蹈老

師一角，新人演員何亭儀挑戰肢體極限

直逼《大法師》。

蔡佳穎導演與柯孟融導演都是高雄

囝仔，柯孟融導演表示，身為高雄人很

驕傲有高雄電影節。這一次與「徒弟」

蔡佳穎合作，加上「雄成人」的自由無

限制，想拍多恐怖就多恐怖，感覺非常

爽。

亞洲最大VR電影拍攝計畫
高雄原創VR 6部作品全部公布

高雄VR FILM LAB計畫統籌洪珷

表示：「高雄電影節自2017年起，創

立台灣首個VR影展單元，並設立「高

雄VR FILM LAB」原創VR電影開發

的新興媒體計畫。」投入製作VR虛擬

實境，大力推廣XR沉浸式體驗；更進

一步吸引國際合資、跨國合作等多元模

式，讓高雄成為全球最大的XR內容基

地之一。接下來，期待發現更多創作者

，一起為這個新興媒體注入更多能量。

邁入第6年，推出6部精采高雄原創VR

作品，由雄影亞洲首映、入圍今年威尼

斯影展的《紅尾巴》領軍，其他5部均

為世界首映。《紅尾巴》由金馬動畫導

演王登鈺執導，改編自導演自己的繪本

創作，透過攝影測量法掃描實體模型的

方式，以遊戲引擎製作成類逐格動畫。

男孩為了追尋空中飄來的紅尾巴，來到

一座奇幻城市，就此展開無可取代的一

場人生探險。

新媒體藝術大師黃心健，繼榮獲威

尼斯影展「VR影片類獎項」最佳VR體

驗獎《沙中房間》，這次與法國電子樂

教 父 讓 米 歇 爾 雅 爾 （Jean-Michel

JARRE）攜手，推出年度大作《眼與我

（一）》。作品中透過社會各種「監視

／被監視」交織的故事，幽默反思深植

日常的各類監控文化脈絡。

2019年首部VR作品《舊家》即入

圍威尼斯影展，《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

》許智彥導演推出VR新作《諾弟》，

一場捉迷藏遊戲，你期待的是被找到，

還是能永遠躲起來？作品以多角色的第

一人稱視角切換，透過捉迷藏的心理遊

戲，帶領觀影的大人們重回最初原點，

發現最真的自己。

金馬導演吳德淳新作《鏡子》，改

編自謝文賢同名短篇小說。長大成人的

主角受死亡催逼，沉浸入回憶與夢境中

，開始追尋個人成長與母親間的關係，

環景式舞台搭配鐵皮玩具動畫，藉童真

溫暖，回憶家庭的苦甜複雜滋味。

實驗VR作品《白屋》，由台灣知

名藝術家許哲瑜導演，劇情發想自導演

童年夢遊經歷，驚醒時發現自己站家樓

外，夜間奶奶聽到哭聲，才下樓開門接

他回家。導演以3D光達掃描、容積捕

捉奶奶生前居住的房子，試圖透過探索

建築空間與身體感知的關係，重新理解

記憶與死亡。

時空設定在近未來的《蟬與花》，

以環保議題切入，描述經歷氣候變遷、

戰爭摧殘，人類已遷居地底，直到一位

研究員發現能適應地表氣候植物，決定

帶著植物重返地表。新銳導演魏斈穎、

柯佳彣合作無間，完成這部傳達溫暖、

牽絆與希望的科幻佳作。

台灣最重要短片創作計畫
高雄拍原創10作品世界首映

高雄市電影館設立的「高雄拍」，

是台灣最重要的短片獎助計畫之一，強

調創新的短片影像美學，鼓勵影像創作

人才進駐高雄，盡情揮灑創意、展現高

雄在地特色。10部雄影世界首映的高

雄拍作品，類型從奇幻、親情、異色到

現代網黃、白色恐怖、環境保育等選材

豐富，集結出精采無限的短片萬花筒。

改編自「台灣最會說故事的小說家

」甘耀明短篇集《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

的水獺》，《魍神之夜》由資深動畫導

演蔡旭晟執導，被「魍神」誘惑的女孩

，誤闖無名洞穴卻發現炫目世界，魍魎

的祕密即將揭開。曾入圍優良電影劇本

獎的《食夢者》，導演張羽樂以熱愛卡

牌遊戲的小孩為主角，藉魔幻的童年視

角，直視生活中的惡夢及孩童對父母陪

伴的渴望。作品多次入圍國際影展的導

演錢檸，新作《殭屍外公》描述因外公

逃離養老院，聞訊而至的男孩，卻發現

老人們全都變成殭屍，驚險的躲屍逃難

，卻讓男孩記起外公相處的珍貴回憶。

《春日郊遊》由曾獲優良電影劇本

優等獎的林世菁執導，描述愛鬧事的兄

弟倆，偶然救出受人欺負的資源生男孩

，一場美好的春日晃遊，卻有著意料外

的發展。以《失去》榮獲金穗獎評審團

特別的導演丁啓文，新作《推特事》嘲

諷不失幽默地探討網路上的網黃文化，

引人性幻想的究竟是身分還是身材，推

特事又真的止於推特嗎？異色作品《塑

膠情人》導演馬慧妍，作品聚焦女性經

驗，創造各種實驗敘事。本片邀來視后

楊麗音飾演愛子的母親，為了貼近孩子

最珍貴的祕密，與性愛娃娃共同開啟一

段挑戰社會眼光的旅程。

畫風美麗、溫柔的《鷺鷥河》，由

劉琬琳執導，著眼大自然與日常生活，

大樓警衛與一隻鷺鷥的祕密相遇，高樓

夾縫中尋覓可棲之地。以白色恐怖為題

材的《情書》，導演林宣瀚因閱讀《無

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

的人》有感，以情書為題，帶出白恐期

間被迫妻離子散的家庭悲劇。身為高雄

人的導演龔萬祥，新作《返來呷飯》拍

攝地點選在故鄉哈瑪星，以情感內斂卻

豐沛的父親為主角，藉準備一頓飯的時

間，深深傾訴對兒子的思念之情。剪接

作品包括《KANO》、《刻在你心底的

名字》的資深剪接師蘇珮儀，首部導演

作品《二重奏》，描述罹患胰臟癌末期

的母親，與親手幫母親清理排泄物的女

兒之間的衝突相處，失衡的家庭關係該

從何和解？

2022高雄電影節於10月14日（五

）至10月30日（日），在高雄市立圖

書館總館、高雄市電影館、喜樂時代影

城-高雄總圖店、內惟藝術中心、VR體

感劇院、駁二藝術特區P3倉庫、夢境

現實MR沉浸式劇院登場。影展早鳥優

惠票於9月25日(日)全面販售，購票請

上年代售票系統「高雄電影節專區」。

影展片單、售票資訊及選片指南等相關

活動，敬請鎖定高雄電影節官方網站

www.kff.tw、Instagram 與 Facebook 粉絲

專頁。「高雄電影節線上平台」www.

onlinekff.tw，於影展期間同步放映國際

競賽入圍短片。

「2022高雄電影節X高雄原創」
十九部高雄原創作品登場

亞洲最大VR計畫成果發表
2022高雄電影節21日（三）在台北舉辦 「2022高雄電影節X高雄原創」 發表記者會。19部高雄原創電影全部公開，與

公共電視二度攜手出品的 「雄成人」 短片輯，高雄VR FILM LAB催生的6部 「高雄原創VR」 作品，以及台灣最重要的短片

計畫，10部以高雄為發想、創作的 「高雄拍」 短片作品，成果豐碩，見證高雄活力生猛的影視發展能量。高雄電影節影展統

籌鍾尚宏、公共電視節目部戲劇組組長李淑屏，台灣導演柯孟融、許智彥、蔡佳穎、黃丹琪，全方位藝人洪都拉斯、王彩樺

，實力派演員嚴藝文、陳雪甄，新世代演員游珈瑄、曾皓澤、何亭儀，以及 「高雄拍」 導演們等人，共同出席記者會。2022

高雄電影節將在10月14日至10月30日舉行，高雄原創作品將在雄影全部完整放映。

高雄電影節影展統籌鍾尚宏表示，高雄市政府與電影館長期投入台灣影視原創製作，例如高雄人長片投資計畫；呼應今

年電影館20週年，有榮幸與公視二度合作原創短片，聯合出品 「雄成人」 短片輯，3部怪奇、風格多元的原創作品；揚名國

際 「高雄VR FILM LAB」 的高雄原創VR，以及 「高雄拍獎助計畫」 第10年，10部精采短片的亮眼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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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城市与海的边缘

珠海取自“位于珠江注入南海之处”，这

座广东省内面积最小的城市，却拥有珠三角最

长的海岸线，也就是在这里划分出了城市与海

洋的边界。

密布的河网和海洋把珠海分割成上百座岛

屿，划出了三个行政区，又有贯穿东西的珠海

大道、九洲大道等主干线和跨海大桥将其相互

连通，重新缝合成一座“松而不散”的城市。

在珠海自驾，最大的感受便是“松弛”。

除了早晚高峰时期的市区主干道，珠海基

本上不会出现堵车的情况。甚至可以说，在一

些道路上，并行的车都寥寥无几。

一路从广州开到珠海，从钢筋水泥森林变

换到城市与海的边缘，降下车窗让海风灌进车

厢，是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味道。

行驶在珠海的路上，眼睛和心灵所获得的

舒适感让开车的人都能不自觉地放松下来。

珠海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干净的城市之一

，道路宽敞又整洁，绿化赏心悦目，甚至让人

怀疑，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居民是不是都有

“洁癖”和“强迫症”，才能共同打造出这样

的城市环境。

出门见海，对珠海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

或许是因为海滨城市自带的氛围加成，珠

海总是善于制造惊喜，每每不经意间转过的一

个弯，可能身后就是广阔无垠的蓝天和大海，

在还没有开到海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吊足

了胃口。

珠海最负盛名的沿海公路——情侣路，分

为北中南三段，全长共37公里，“一带九湾”

处处皆是惊喜。

但老艺术家却要说，除了经典的景点，那

些不经意间捕捉到的风景其实更令人心动。

当海风吹落椰子树上的小黄花，阳光破开

乌云洒在海上，嶙峋怪石被海浪冲击成奇特形

状，成群的螃蟹在石头上横行，偶尔有白色海

鸟落在沙滩，这些场景就是珠海最真实、最平

常的模样。

珠海很小，也很灵活。

在情侣路，除了观光专线，更多的是骑着

单车往来的人。再远一些的地方也可以通过公

交和城轨到达，各个岛屿之间也有固定的班车

往来。

但自驾，无疑是最适合珠海的旅行方式。

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日出之前的凌晨

、无人的夜晚，尽可以自由地往前开，在海边

的停车场就能看一场日出日落，谁能不心动？

沿海公路串起了连绵的海滩，随处可见的

停车场和细软的沙滩总能让你停下脚步。

到了夜晚，道路一侧的海滨绿道便会亮起

灯，为这个城市追寻浪漫的人照明。跨海大桥

上也有供行人散步的步道，开车路过时，总是

可以看到许多夜跑的人。

这座城市处处都展现着细节，让人忍不住

感叹城市规划者的周到和用心。

往前开吧，开向城市与海的边缘，开上一

个又一个岛屿，亲自丈量和感受这座百岛之市

的独特魅力。

到岛上去！

珠海由146个星罗棋布的岛屿组成，到了珠

海，自然要到岛上去。

作为珠海最大的岛屿，横琴岛位于珠海最

南端，岛内有横琴大桥和横琴二桥相互连接，

与澳门仅一河之隔。

初至横琴岛，便能感受到古典与现代相互

交融的气息。岛上既有南宋古战场遗迹，也有

极具欧洲风情的励骏庞都广场，更坐落着许多

高新技术产业园。

但对于游客来说，横琴岛上最让人心动的

还是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这里不仅有丰

富的游乐设施，更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馆，在

巨型亚克力玻璃之下，是游动的鲸鲨和鱼群，

完全满足了游客探索海底世界的好奇心。

野狸岛是离珠海市区最近的海岛，海燕桥

将野狸岛与情侣路相连，一脚油门就可以开上

这座文艺气息十足的小岛。

作为城市岛屿风光公园，野狸岛不仅有着

赏心悦目的海景，也有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中

心，中国唯一建在海上的歌剧院“日月贝”便

坐落于此。

同时，野狸岛上还建有绿道，租一辆单

车环岛骑行，或是沿着海岸线散步，向外远

眺便是灯塔和港珠澳大桥，珠海的美可以尽

收眼底。

游览野狸岛的最佳时间是清晨或傍晚，我

们狠心定了凌晨4点的闹钟，5点多就到了野狸

岛的停车场等待日出。

不必再去赘述前一晚看天气预报时的忐

忑心情，所有的不确定性都只当作是生活的

惊喜。

当太阳从海平线一跃而出，轻柔的光线落

在了海上，泛起粉色的粼粼波光，老艺术家知

道，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淇澳岛坐落在伶仃洋上，通过淇澳大桥与

唐家湾镇相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朴实小岛。

由于尚未开发完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海岛

的原始风情。

走进淇澳岛，村落的庙宇和老街满是浓

厚的历史气息，满墙的爬山虎述说着光阴的

故事。

开车到淇澳岛兜风，无疑是最chill的选择。

也可以在路边租单车或者小电驴环岛，吹

着海风一直开到无人的海边，在淇沙湾的灯塔

前看一场落日黄昏，又或是去南芒湾公园的草

地上野餐露营。

在淇澳岛不必赶时间，暂时放下那些纷杂

的思绪，感受时光的缓慢流淌和大海的瞬息万

变。

作为百岛之市，珠海自然不止这几个海岛

值得说道。

东澳岛海水湛蓝，浪漫十足；外伶仃岛遗

世独立，清澈见底；桂山岛山海相衬，安静惬

意……

如果你愿意，尽可以花几天时间来一场小

小的“跳岛”之旅，充分感受珠海不一样的魅

力。

把生活过成诗歌

老艺术家曾在《中国最适合谈恋爱的城市

，又甜又盐》一文中定义过珠海的城市特质，

海风和晚霞一起，勾兑出了珠海的三分文艺和

四分浪漫。

这座城市总是善于营造氛围，把你一步步

带进它的世界。

如果大家看过世界鲸鲨日那天的“海洋

馆奇妙夜”直播，或许就能理解我所描述的

感觉。

闭园后的珠海长隆海洋王国逐渐关掉了所

有室外照明，鲸鲨馆内安静而空旷，在深蓝色

的海底搭起帐篷，看鲸鲨和鱼群从头顶游过，

是日常生活里从未感受过的奇妙和梦幻。

情侣路串联起了渔女、月老像、灯塔和爱

情邮局，无一不是浪漫的化身，过路的行人总

有成双成对的身影，珠海自带的氛围感实在太

强。

这无疑是一座充满情调的城市，但给老艺

术家印象更深的，是把生活过成诗歌的珠海人

。

在这四天里，我们无数次被珠海人民的自

由浪漫所触动。

如果说情侣路是浪漫的具象，那海滩就是

无数故事的堆叠。

在日落后的蓝调时刻，天空和海洋呈现出

了一样的色彩。从灯塔走回海滩，一路上有几

个乐队在演出，不需要声光电的舞台简单而动

人，昏黄的灯光下，是别样的浪漫。

再往海边走，是一个电影主题的酒吧露营

地，老板既有情调，也有生意头脑。沙滩上摆

着几顶缠绕彩灯的天幕，横梁上挂着风铃，海

风一吹叮咚作响，煞是好听。

如果你愿意，可以点一杯小酒，坐下来看

一场露天电影；又或者在不远处的沙滩席地而

坐，听海浪翻滚起伏，整理自己的思绪。

大海总是毫无保留地分享它的浪漫，也包

容和隐匿起一个人翻涌的情绪，给你时间慢慢

消化，再无声无息地迎接着下一个黎明。

在珠海，还有一个特色：不管在哪个角落

，总有人在等待着日出。

我们在凌晨5点出发，从海燕桥进入野狸岛

，把车停在了海边的停车场，等待日出的期间

，又有人陆陆续续过来。

一位健谈的大哥说，自己平时在北理珠校

区的操场上看日出，偶尔有空就会过来野狸岛

，还分享了他拍摄的许多张日出照片。

对他而言，早起看日出就是生活里一件重

要的小事，天边的云卷云舒、光影变幻实在太

过美妙。

说着说着，大哥突然安静了，紧接着太阳

从海平线跳出，缓缓穿过云层升至半空，大哥

默默看完，甩着手散步去了。

珠海人总能把生活过成诗歌，身在城市却

心怀日月山海。此刻的我，也完全明白了。

广东最小城市，比一线舒服多了
海滨公路延伸至海角，观光巴士转入下一个弯，高楼大厦和海滩融为一体，不远处的日月贝在阳

光下闪闪发亮。

这里就是珠海。

广东人对珠海的熟悉无需多说，在与珠海共同成长的年岁里，这座海滨城市从自然、野生的小渔

村逐渐变成浪漫文艺、国际化的“海上花园”。

这次旅行，我们从广州到珠海一路开车向南，跨过珠江、路过群山，视线逐渐开阔，风景也变换

成海岛的模样。

自驾多了几分自由随性，从海浪翻涌的黑夜到寂静海岛的黎明，一路上不期而遇的浪漫比日程表

里规划好的更加有趣。

老艺术家在之前的文章中说过，珠海是一座需要切身感受的城市。

当漫步在夕阳下的情侣路，感受海风吹过椰树的声响，真正置身在这座海滨之城，珠海的迷人之

处就此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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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雙十國慶野外踏青同樂活動
上周六中午在Sugar Land Memorial Park 舉行

國慶籌備會主要工作人員合影國慶籌備會主要工作人員合影。。

出席大會的貴賓及會長出席大會的貴賓及會長（（左起左起 ）） 「「同源會同源會
」」 副會長宋致遠副會長宋致遠、、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龍岡親義公所龍岡親義公所」 「」 「同源會同源會」」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

、、斯坦福市市議斯坦福市市議
員譚秋晴員譚秋晴、、 「「中中
華公所華公所」」 主席李主席李
迎霞迎霞。。

共有共有170170多人出席踏青同樂活動多人出席踏青同樂活動。。

主辦社團代表出列大合照主辦社團代表出列大合照。。

（（左起左起））籌備會副主委孫玉玟籌備會副主委孫玉玟、、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
與籌備會工作人員忙著佈置場地與籌備會工作人員忙著佈置場地。。

休士頓中華公所及老人服務協會出席代表合影休士頓中華公所及老人服務協會出席代表合影。。
主辦社團代表與貴賓合影主辦社團代表與貴賓合影。。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由副主任黃依莉代表由副主任黃依莉代表
致詞致詞，，談及談及Covid-Covid-1919已已 「「流感化流感化」」
及及 「「僑胞卡僑胞卡」」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由張家華組長代表由張家華組長代表
羅處長出席致詞羅處長出席致詞。。

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致詞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致詞，，向大家向大家
推薦斯坦福明星學校推薦斯坦福明星學校。。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江麗君以負責主委江麗君以負責
人身份致詞人身份致詞。。

出席踏青活動的兩位明星出席踏青活動的兩位明星：：康嘉欣康嘉欣
（（李水蓮牧師李水蓮牧師）（）（右右））及皮梅仙及皮梅仙
（（左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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