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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s Truss sacrifices finance minister, 
scraps tax plan in fight to surv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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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Oct 14 (Reuters) - British Prime Minister Liz Truss 
fired her finance minister Kwasi Kwarteng and scrapped parts of 
their unpopular economic package on Friday in a desperate bid 
for political survival less than 40 days into her premiership.

With financial markets in turmoil, a chastened Truss said she 
accepted her government’s plans for unfunded tax cuts had gone 
“further and faster” than investors were expecting.

“I have acted decisively today because my priority is ensuring 
our country’s economic stability,” she told a brief news confer-
ence in Downing Street. “I want to be honest, this is difficult. But 
we will get through this storm.”

The pound and British government bond prices tumbled after 
she spoke, with economists and investors saying her reversal of 
20 billion pounds ($22 billion) of tax cuts was not yet enough to 
restore calm.

Britain is engulfed in a political crisis akin to the industrial 
battles of the 1970s, the sterling crash of the early 1990s and the 
chaos that followed Brexit. Since it voted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in 2016 it has lost three prime ministers and its reputation 
as a predictable member of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Analysis: Battered UK markets need more 
than policy U-Turn before confidence returns
Jeremy Hunt brought in from the cold to be 
UK’s new finance minister
Harry Potter actor Robbie Coltrane dies aged 
72
“This marks the first time in decades - since 
at least the 90s - that the financial markets 
have forced the government of a big devel-
oped economy with its own central bank to 
capitulate on core fiscal ambitions,” analysts at 
consultancy Evercore said.

Earlier Truss fired her finance minister and 
close friend, Kwarteng, after he rushed back 
to London overnight from IMF meetings in 
Washington where Britain’s chaotic recent 
management of its economy was a focal point.

To replace him, she appointed Jeremy Hunt, a 
former foreign and health secretary who had 
backed her rival Rishi Sunak in this summer’s 
race to become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 
He is the fourth finance minister in as many 
months in Britain, where millions are facing a 
cost of living crisis.

Kwarteng becomes Britain’s shortest serving 
finance minister except for a predecessor who 
died suddenly in office in 1970. “You have 
asked me to stand aside as your Chancellor. 
I have accepted,” he wrote in his resignation 
letter to Truss.

Truss’s own position is now in jeopardy.

She w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last 
month by promising vast tax cuts and deregu-

lation that she said would shock the economy 
out of years of stagnant growth. Kwarteng’s 
Sept. 23 fiscal announcement aimed to deliv-
er that vision.

But the backlash from markets was so fero-
cious that the Bank of England had to inter-
vene to prevent pension funds being caught 
up in the chaos, as borrowing and mortgage 
costs surged.

Yields on the long-dated bonds which bore 
the brunt of the market turmoil are now 
within less than half a percentage point of the 
20-year highs they struck on Wednesday.

Compounding the market pressures, polls 
show support for the Conservative Party has 
collapsed, fuelling panic in Britain’s domi-
nant political party and a hunt to find a way 
to force Truss out of office.

“She’s toast,” one party lawmaker said.

MARKET ROUT
British PM Truss and Chancellor of the Ex-
chequer Kwarteng visit Berkeley Modular, in 
Northfleet

Having triggered the market rout, Truss runs 
the risk of bringing the government down if 
she cannot find a package of public spending 
cuts and tax rises that will appease investors 
and get through a vote in parliament.

Hunt will deliver a new budget plan on Oct. 
31, giving him two weeks to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he 
search 
for sav-
ings will 
be made 
harder 
by the 
fact that 
suc-
cessive 
Conser-
vative 
govern-
ments 
have 

been cutting departmental budgets for years.

Discipline within her party has meanwhile all 
but broken down, fractured by infighting as 
it struggled first to agree a way to leave the 
EU and then how to navigate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rebuild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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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Buses and electrical trolley buses mingle with bicycles and pedestrians at a 
crossroad near Chongwenmen in Beijing in 1984.

A child sitting on a roadside snooker pool plays with her mother in Beijing in 1983.People offer sewing services at an open market in Quanzhou, Fujian province, in 1982.

Women wearing sunglasses 
pose for a group photo at a park 
in Beijing in 1980.

People perform Arhat ex-
ercise, a fo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itness, at a park in 
Beijing in 1988.

Drivers talk on a steam locomo-
tive at the Yongdingmen railway 
station in Beijing in 1981.

AAPI and Asian American and
Latino voters will host a political rally in
front of our building this coming
Saturday at 4:00 pm. Many politicians
will attend.

This year’s midterm elections
are approaching.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re making final efforts
to try and win the election.

Over the last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 century, many pioneers came to
the southwest part of Houst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o start their
journey and they have helped turn this
area into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reas in the city of Houston. After more
than a two years’ struggle, we are
finally coming out of the shadow of the
pandemic. When we recently saw the
long and busy lines of traffic on our
streets, we felt very happy and excited.

Through free elections in the U.S.,
we select our representatives to serve
in government, but many elected
officials could also harm our
Today the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key minority in the
national elections. We must go cast our votes which is both a right and an obligation.

1010//1313//20222022

Asian Cities Open Up ForAsian Cities Open Up For
TouristsTourists



CC33星期六       2022年10月15日       Saturday, October 15, 2022

English

The Uktainian Flag hung on the side of a building offers 
solace to some.

Volunteers with signs welcome Ukrainian refugees as 
they arrive at the Tijuana airport to help them on their 
journey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fleeing the war in 
Ukraine,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state, Mexico on 
on April 8, 2022. (PHTO/PATRICK T. FALLON, AFP 
VIA GETTY IMAGES)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gather in a city government shelter for Ukrainian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Authorities opened the nearby El 
Chaparral port of entry today solely for the processing 
of Ukrainian asylum-seekers. U.S. authorities are allow-
ing Ukrainian refugees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outhern 
border in Tijuana with permission to remain in the 
country on humanitarian parole for one year.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Two Ukrainian women sit and wait for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to allow them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Ukrainian refugees wait to be allowed to enter the U.S. 
by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llow Ukrainian 
refugees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officers take pho-
tos of Ukrainian refugees as they await to be allowed 
to enter the U.S. by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
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stop a Russian 
citizen from entering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
DAY NETWORK)

A volunteer (L) bids farewell to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as they gather on a bus on their way 
to the El Chaparral port of entry, before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walk at the El 
Chaparral port of entry on their way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gather in a city government shelter for Ukraini-
an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Ukrainian refugees wait for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uthorities to allow them to enter the USA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
fornia, on April 5.(OMAR ORNELAS/USA TODAY 
NETWORK)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llow Ukrainian 
refugees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as two Russian citi-
zens watch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Elderly woman being transported by a relative.

Ukrainians families gather their belongings hoping to 
cross the border into the US.

Ukrainians wait for processing by US authorities at 
the Texas-Mexico border.

Family members offer each other comfort in the un-
certain time.

A Ukrainian family contemplates the future in a new 
country.

A father holds his son up to see the massive group of 
his fellow countrymen scattered  together in a foreig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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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Essay Of A Human Tragedy~ 
Refugees Of War Are Now Our Neighbors
Ukraine Refugees Wait In Tijuana 
For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U.S.

COMMUNITY

Key Points                                                                                                           
Why Is China Best Placed To Help                     

Negotiate An End To The Ukraine War?
Developments at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ummit reflect shifting regional 
power dynamics and the evolving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China’s balancing act affords Beijing the necessary 

degree of influence and impartiality to help                                        
meditate a way out of the Ukraine crisis

By Guest Writer Wang Huiyao*
Last week, many eyes were trained on the ancient city 
of Samarkan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hang-
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Coming at a 
time of mounting global challenges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e summit show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CO and China’s role in promoting multilateralism, 
connectivity 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In Samarkand, SCO members adopted more than 40 
outcome documents covering a range of fields and 
issued statements on pressing issues such as food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and supply 
chain security. New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ere also 
announced, including the Mongolian section of a new 
Russia-China gas pipeline and a joint agreement be-
tween China, Kyrgyzstan and Uzbekistan to build a 
transnational railroad.
Once complete, it will shorten the rail freight journey 
from China to Europe, which currently goes through 
Russia, by 900km. This new route through Central 
Asia had long been considered but previously did not 
proceed, partly because it went against Russia’s strate-
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 statue of Ukrainian poet, writer and artist Taras 
Shevchenko is seen in front of the destroyed Pal-
ace of Culture in the retaken city of Derhachi,                                         
in the Kharkiv region of Ukraine, on September 
20. Photo: AFP
The fact that it is now going ahead reflects shifting 

power dynamics in the region and the evolving Chi-
na-Russia relationship. These changes were also seen 
in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
tries.
On the one hand, China and Russia underscored the 
strength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pledged to 
support each other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ir respec-
tive core interest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described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s “solid as a mountain.”
In the last few months, a series of events have drawn 
China and Russia closer together. China was already 
Russ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has become 
even more economically important for Moscow 
amid Western sanctions.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total good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
sia jumped 31.4 per cent year on year to US$117.2 
billion.

Chinese Troops In Training
In Samarkand, Putin expressed strong support for 
China, going so far as to condemn the “provocative 
moves by individual countries on issues concern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Ongoing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Taiwan Policy Act through 
the US Congress, are likely to further cement Chi-
na-Russia alignment on this issue.
Last week, many eyes were trained on the ancient city 
of Samarkan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SCO). Coming at a time of 
mounting global challenges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e summit show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CO and 
China’s role in promoting multilateralism, connectivi-
ty 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In Samarkand, SCO members adopted more than 40 
outcome documents covering a range of fields and 
issued statements on pressing issues such as food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and supply 
chain security. New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ere also 
announced, including the Mongolian section of a new 
Russia-China gas pipeline and a joint agreement be-
tween China, Kyrgyzstan and Uzbekistan to build a 
transnational railroad.
Once complete, it will shorten the rail freight journey 
from China to Europe, which currently goes through 
Russia, by 900km. This new route through Central 
Asia had long been considered but previously did not 
proceed, partly because it went against Russia’s strate-
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 Soldier Walks Past A 
Destroyed Russian Tank
The fact that it is now 
going ahead reflects shift-

ing power dynamics in the region and the evolving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These changes were also 
seen in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On the one hand, China and Russia underscored the 
strength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pledged to 
support each other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ir respec-
tive core interest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described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s “solid as a mountain.”
In the last few months, a series of events have drawn 
China and Russia closer together. China was already 
Russ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has become 
even more economically important for Moscow 
amid Western sanctions.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total good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
sia jumped 31.4 per cent year on year to US$117.2 
billion.
In Samarkand, Putin expressed strong support for 
China, going so far as to condemn the “provocative 
moves by individual countries on issues concern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Ongoing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Taiwan Policy Act through 
the US Congress, are likely to further cement Chi-
na-Russia alignment on this issue.

Victims Of War-Torn Ukraine
On the other hand, in contrast to their unified stance 
on Taiwan, perhaps the most notable outcome of 
the meeting was to put clear water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regarding the war in Ukraine. Putin ac-
knowledged the “balanced position” and “questions 
and concerns” of China on the Ukraine crisis and said 
he would “explain our position”.
Coming from a leader not known for feeling a need to 
explain anything to anyone, Putin’s admission of Bei-
jing’s reservations signals that, contrary to the views of 
some people, China is not fully aligned with Putin on 
Ukraine and did not conspire to support the invasion.
Putting these statements together, we see that whil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remains strong, China has 
put some distance between itself and Russia on the 
Ukraine issue.
Last week, many eyes were trained on the ancient city 
of Samarkan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hang-
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Coming at a 
time of mounting global challenges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e summit show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CO and China’s role in promoting multilateralism, 
connectivity 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Ukraine Soldiers Fire Long-Range Artillery 
At Enemy Troops

In Samarkand, SCO members adopted more than 40 
outcome documents covering a range of fields and 
issued statements on pressing issues such as food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and supply 
chain security. New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ere also 
announced, including the Mongolian section of a new 
Russia-China gas pipeline and a joint agreement be-
tween China, Kyrgyzstan and Uzbekistan to build a 
transnational railroad.
Once complete, it will shorten the rail freight journey 
from China to Europe, which currently goes through 
Russia, by 900km. This new route through Central 
Asia had long been considered but previously did not 
proceed, partly because it went against Russia’s strate-
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he fact that it is now going ahead reflects shifting 
power dynamics in the region and the evolving Chi-
na-Russia relationship. These changes were also seen 
in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
tries.

Xi Jinping and Vladimir Putin speak in person                                                               
for first time sinc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On the one hand, China and Russia underscored the 
strength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pledged to 
support each other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ir respec-
tive core interest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described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s “solid as a mountain.”
In the last few months, a series of events have drawn 
China and Russia closer together. China was already 
Russ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has become 
even more economically important for Moscow 
amid Western sanctions.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total good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
sia jumped 31.4 per cent year on year to US$117.2 
billion.
In Samarkand, Putin expressed strong support for 
China, going so far as to condemn the “provocative 
moves by individual countries on issues concern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Ongoing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Taiwan Policy Act through 
the US Congress, are likely to further cement Chi-
na-Russia alignment on this issue.

President Xi And 
Putin Review The 

Troops
On the other hand, 
in contrast to their 
unified stance on 
Taiwan, perhaps 
the most nota-

ble outcome of the meeting was to put clear water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regarding the war in 
Ukraine. Putin acknowledged the “balanced position” 
and “questions and concerns” of China on the Ukraine 
crisis and said he would “explain our position.” (Cour-
tesy https://www.scmp.com/)
Related

Putin Grants Russian Citizenship To Edward 
Snowden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granted Russian 
citizenship to former American security contractor 

Edward Snowden Monday, the Associated Press first 
reported.
Putin signed a decree Monday granting Snowden cit-
izenship nearly two years aft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NSA) whistleblower petitioned for it 
along with his wife, citing a fear of being separated 
from their son in “this era of pandemics and closed 
borders.” Snowden has not renounced his U.S. citi-
zenship, but remains wanted by American authorities 
on charges of theft of government property and viola-
tion of the Espionage Act.

Edward Snowden
Seung Min Kim
@seungminkim
·Follow
MOSCOW (AP) — Presi-
dent Vladimir Putin grants 
Russian citizenship to for-
mer US security contractor 

Edward Snowden.
11:05 AM · Sep 26, 2022
Snowden, who was granted permanent residency in 
Russia in 2020, was one of 75 foreign nationals grant-
ed citizenship Monday. He has lived in Russia since 
2013 while evading capture by U.S. law enforcement.
Snowden is wanted for allegedly leaking highly clas-
sified documents exposing several global surveillance 
operations involving the NSA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in 2013. He initially fled to Hong Kong in 
May of 2013 before reportedly passing the documents 
to journalists, including Glenn Greenwald in June, be-
fore making his way to Russia later that month after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voked his passport.

Putin initially described Snowden’s fleeing to Russia 
as an “unwanted Christmas present” in 2013 and said 
he should leave the country, but Russia has repeatedly 
refused to extradite him to the U.S. in the years since. 
Numerous American politicians and activists have pe-
titioned for Snowden to be pardoned, characterizing 
him as a freedom fighter who exposed government 
corruption and spying against its own citizens. Crit-
ics label him a traitor for leaking government secrets, 
including revealing sensitive information to China on 
American efforts to infiltrate CCP institutions. (Cour-
tesy https://dailycaller.com/)

About The Author*

Wang Huiyao is the founder of the Centre 
for China and Globalisation, a Beijing-based 

non-governmental think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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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inion
Can China End The Ukraine War?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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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 認識慈濟的第一步

◎ 愛心竹筒 聖誕禮物的善愛循環
◎ 孤弱長者 感受寒冬的溫暖關懷

◎ 大雨強風澆不熄的愛

	撰文／林嵩然

	撰文／張今寶

9
238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從2020年八月正式成為休士頓食物銀

行（Houston	 Food	 Bank）的長期合作夥伴，利用慈

濟位於休士頓中國城附近的靜思堂會所為據點，定期進行食

物、物資發放，幫助社區弱勢家庭降低生活壓力。經過一年

多持續發放累積經驗，趕在美國重要年節的聖誕節前，志工

於12月18日進行2021年度最後一次食物發放，更趁著當天相

聚機緣，錄製農曆新年要向證嚴法師拜年的影片。

兩位西裔小朋友羞怯又興奮地走近聖誕老公公的身旁，

慈濟志工陪同在身後，一起面對著相機鏡頭，開心地

張開雙手齊聲祝福：「聖誕快樂（Merry	Christmas）！」十

二月聖誕佳節又一年來到北加州華森威爾市（Watsonville,	

CA），歡樂鈴聲間盡是洋溢歡喜感恩的笑語。

(去年拿到愛心竹筒後)，我跟我的孩子們說，每天要把多
餘的零錢存起來，(存滿) 之後要捐給每年都來送我們禮物
的這個機構 (慈濟)。
                                 北加州華森威爾市居民　伊麗莎

風雨中堅持送暖風雨中堅持送暖 2021年休士頓食物發放溫馨的句點

從農工家庭到社區弱勢 華森威爾的聖誕足跡

	 慈濟德州分會在疫情期間，增設食物發放新項目，利用

「得來速」發放模式避免人群接觸，在幫助鄰里之餘，更成為

社區良好的防疫示範，並保障志工與民眾的健康安全。美國以

基督教、天主教為主要信仰，要宣揚佛陀的教義與理念並不容

易，慈濟作為佛教團體與慈善組織，食物銀行的例行發放，成

為社區居民最直接與具體認識和參與慈濟的第一步。

慈濟德州分會2021年最後一場發放在大雨強風中進行，志工們
都不以為苦。攝影／吳育宗

慈濟德州分會志工趁12月18日發放之前，錄製向證嚴法師拜年的
影片。攝影／吳育宗

矽谷慈濟志工為華森威爾市低收農工家庭、家暴受虐婦幼以及弱
勢孤依老人，捐贈聖誕禮物和生活清潔物資袋。攝影／蔣國安

新冠肺炎疫情與颶風重創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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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
8日與1月22日舉辦蔬果發放活
動，以行動支援受疫情影響的家
庭，幫助居民了解到他們並非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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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獲得更多關於「素行動聯盟」
的訊息，請前往：
VeryVeggieMovement.org/zh

	 當您發願加入「素行動」，您就會收到一張電
子忠實會員卡。未來將不定期收到美味食譜、蔬食指
南、實用資訊和有趣文章，到任何一間《素行動聯
盟》的實體店家消費，出示會員卡，會使用「素行
動」優惠搜尋地圖，找到該商店的優惠代碼，在網路
商店付款時輸入優惠代碼，就能享受特別優惠！

•	實體店或網購消費，都能使用
•	隨身攜帶又不佔空間
•	不砍一棵樹，環保愛地球	 	

	 「龍捲風像台失速列車橫衝直撞⋯⋯我有生之年沒看
過這樣的龍捲風⋯⋯」2021年12月10日到11日，美國中西
部、南部多州遭遇龍捲風侵襲，沿途造成嚴重破壞。國家
氣象局暴風預測中心（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Storm	
Prediction Center）表示，在冬天時出現這樣強大的龍
捲風史無前例：「罕見的濕度加上高溫，種種因素堆疊起
來，造成這場怪物級的天災（monster	system）！」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2022年1月8日與2022年1月22日，上午11點開始發放，
發完為止

網路捐款：donate.tzuchi.us/zh/cause/ 
                midwest-disaster-relief
社交平台捐款：facebook.com/TzuChiUSA
支票捐款：抬頭註明“Tzu Chi”，並將支票郵寄至
慈濟德州分會（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77036），或電713-270-9988洽問捐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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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實會員卡

隆重登場

	 肯塔基州的梅菲爾德市（Mayfield，Kentucky）災情最
慘重，初估至少上百人死亡，整個城鎮的全毀，住家、消防
局、教會、工廠、商家⋯⋯在時速150多英里的高速強風下像
是紙糊的，瞬間被撕裂成碎片，而這場龍捲風足足橫掃了兩
百多英里，災區廣闊、怵目驚心！		
	 無數家庭在此大災後，無法再重返破損的家園，日常生
活也馬上陷入困境、精神受到創傷，或許要花五年、十年、
甚至更久，他們的生活才能恢復到災前的模樣⋯⋯。
	 冬季龍捲風賑災項目獲得善心大德承諾一百萬美元的等
額捐款（matching funding），至明年三月底為止，您所捐
出的每一份愛，將加倍為他們灌注希望、給予力量，陪伴他
們修補破碎的生命和生活，振作精神再出發！

	撰文／王偉齡

	 過去一年多來，地區議員、學校和青少年團體陸續加入

慈濟志工行列，透過食物發放活動漸漸瞭解慈濟濟世救人的

理念。因此，慈濟德州分會陸續吸引了許多不同種族與宗教

理念的新志工；藉著12月18日德州分會志工與新加入團隊的

志工們，透過錄製拜年的影片，傳達著志工們堅定的信念，

期許眾人除了參與發放活動，更要在日常生活中一步一步投

入更多慈濟的行動，自我修行更廣播善種。

	 發放當天老天爺還用另一種方式考驗著志工。當日天氣

雖不冷，但一早就是陰暗的天色，氣象預測指出上午11點過

後可能會下雨，應對天候不佳的變化球，志工從容應對趕緊

打起帳篷，做好雨天發放的準備工作；果不期然，發放開始

沒多久便開始落雨，且雨勢越下越大，志工紛紛穿起雨衣進

行發放，絲毫不受氣候因素影響，只希望等候領取物資的民

眾，都能領到需要的食物返家好好過節。

	 這次發放不僅有雨水考驗，期間還一度刮起強風，現場

用來遮風避雨的發放帳篷給差點被吹走，志工們很快臨機反

應，把一個個的帳篷相互綁起來固定好；亂流並沒有吹走志

工們的堅定，大夥依舊堅守崗位持續發放。

	 來領取物資的民眾看到志工在大雨和強風中持續發放，

領完物資的民眾在大雨滂沱中特地降下車窗，誠摯地向志工

表達感恩，一聲聲「謝謝你們」、「你們辛苦了」，溫暖了

志工因雨受凍的身心。

	 2021年12月12日由華森威爾市政府與北加州矽谷慈濟志

工團隊共同舉辦的「播撒愛的種子	（Spread	 the	 Seeds	 of	

Love）」聖誕發放活動，為當地社區捎來佳節祝福。矽谷慈

濟志工為低收農工家庭、家暴受虐婦幼以及弱勢孤依老人，

帶來了聖誕禮物和生活清潔物資袋，也送上冬末佳節前的溫

暖關懷。

	 這是慈濟連續十九年與華森威爾市合作年度關懷活動，

位於北加州灣區南方的華市為農業生產大縣，居民多數是西

裔農工家庭。每年歲末，華市會提供一份需要關懷的低收家

庭名單，矽谷慈濟志工則統籌冬季物資發放項目，為弱勢家

庭送上聖誕禮物與愛的祝福。

	 受疫情升高影響，2021年慈濟在華森威爾市的冬令發放活

動採「得來速（Drive	Through）」模式進行，受邀家庭開車到

華市長者中心處，免下車即可領取慈濟人帶來的聖誕關懷。

	 伊麗莎	（Elisa）和先生開車帶著兩個孩子來參加活動，

聖誕老公公送上全家人的聖誕禮物，慈濟志工並為他們準備

了生活物資袋。志工向伊麗莎說明慈濟與送上慈濟竹筒時，

她驚呼著說：「去年聖誕發放領到的竹筒忘了帶過來！」二

	 除了弱勢農工家庭外，慈濟人同樣關懷家暴受害婦女

與孤弱長者。「我們這些年長者真的非常感謝華森威爾市政

府，和慈濟志工們一起為我們帶來聖誕禮物，真的打從心底

衷心地感謝您們。」代表華市長者中心49位弱勢長者前來領

取物理和毛毯的兩位老太太，誠摯地說出了她們的心情。

	 之後志工轉往兩條街外的「君主服務中心（Monarch	

Services）」，該中心工作人員亞力珊卓·林肯（Alexandra	

Rincon）代表暫居於該處的受虐婦幼家庭，接受慈濟志工捎

來的聖誕禮物與生活物資袋。

	 每年慈濟與華森威爾市的聖誕發放活動，都是由矽谷

志工團隊聯合慈濟庫菩提諾人文學校的師生家長，共同策劃

準備；志工們不僅要準備送給這些家庭每一位成員的聖誕禮

物，還要準備生活物資袋，用心細緻的把愛的禮物包裝好，

在預定時間送到現場與居民們同歡。

	 在一次次互道聖誕快樂的祝福聲中，此次的發放活動圓

滿閉幕，志工們心底開始期待著下一年的歡聚，這是慈濟人

與華市弱勢家庭每年溫馨的聖誕約會。

	 在大風大雨中發放，儘管志工們不以為苦，但風雨依舊

完全濕透了每個人的志工服。負責其他勤務的志工在發放期

間也沒有閒下來，大家準備好大浴巾、薑茶，讓發放的志工

在結束後走進會所，立刻就能喝進一口充滿慈濟人文的溫暖

來暖暖身。

	 負責本次發放的志工劉本琦在結束後檢討表示：「儘管

天候因素不可抗拒，但雨天備案準備不足是需要加強的，感

恩並佩服志工們無論在什麼樣困難境界之下，都堅守崗位、

付出無所求。」

	 參與發放的志工蔡文惠認為，在所有志工身上看到何謂

「風雨中生信心」，風大雨大都澆不息志工們要將愛傳出去

的熱情，雖然自己與大家一樣淋成了落湯雞，但仍發自內心

的感恩有把握此次因緣參與發放，能夠親眼親身見證慈濟的

慈悲行動。

	 2021年歲末年終的食物銀行發放，在充滿雨水與挑戰

的環境下畫了句點，但滿滿的溫暖與感動，已成為志工迎向

2022年的動力。

十分鐘後，伊麗莎一家再度開到現場，她搖下車窗，將一個

裝滿了銅板的慈濟竹筒交給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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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重啟方式拍攝的《月光光新慌

慌》（Halloween），劇情上直接承接1978年

原版的《月光光心慌慌》，但又接力發展為

3部曲，在去年《月光光新慌慌：萬聖殺》

（Halloween Kills）之後，今年以《月光光新

慌慌：萬聖結》（Halloween Ends）劃下句點

。負責打造這 3部曲的導演大衛高登格林

（David Gordon Green），分享如何超過 40

年的系列題材，再度注入活力。

首先觀眾一定想知道，《月光光新慌慌

：萬聖殺》結尾讓人摸不著頭緒，原本身中

多刀、好像快掛了的凶手麥克邁爾斯，卻能

瞬間站起來把包圍他人一一幹掉，讓人懷疑

他是不是變成超自然的力量，可是電影卻沒

有提出解釋。不曉得導演自己怎麼說呢？

「我不想讓電影變成回答觀眾的QA大

會、充斥那樣的互動，相反地，我希望觀

眾會一直揣測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在

《月光光新慌慌：萬聖殺》的結局，讓觀

眾不斷揣測麥可邁爾斯到底以如何起死回

生，無論是因為超自然的力量，或者他憑

藉凡夫俗子的肉身做最後的反擊，都沒有

一定的答案。」他這樣做的理由，是因為

到了《月光光新慌慌：萬聖結》開場後，

觀眾就會發現相關的線索，解釋麥可邁爾

斯的行為，「是比較偏向於凡人的解釋，

不管大家對他的觀感是什麼，討厭還是喜

歡，他都回到了讓人不寒而慄的那個狀態

，再次充滿活力。」

在電影類型上，儘管《月光光新慌慌：

萬聖結》還是所謂的砍殺類型，卻遠比其他

作品討論更多嚴肅的主題，也跟現實有更多

的連結。導演大衛高登格林認為，把砍殺類

型的電影當作純粹的恐怖片來拍，就他個人

來說會很有趣，「但我對於原版的《月光光

心慌慌》也非常有共鳴，不管是主角洛莉史

特羅德、還是片中的哈登菲爾德小鎮，對我

來說都非常熟悉，所以當下我就決定不管電

影劇情核心會怎麼發展，或者血腥片段要怎

麼，在這部片，我們都在情感上跟劇中人緊

密連結。」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電影安排了新的角

色出場，原本是暴力的受害者，卻漸漸地被

推向了邪惡的深淵，甚至成為加害者，尋求

以暴制暴，這樣的安排別說在恐怖片，甚至

大多數電影都不常見。「這部片主題之一，

就是所謂的暴力與邪惡是會有傳染性的，所

以那些受到打擊、因而受到創傷的人，他們

要不是找到可以幫助自己走出來的方法，不

然就是被陰暗所引誘。在這部片呈現這樣的

劇情，是想告訴觀眾，這樣治療創傷的方式

是不健康的。」

此外電影劇情也出現了許多凶手麥

克邁爾斯的倖存者、被他殺害的受害者

家屬，他們都不約而同承受他殺戮帶來

的創傷，幾乎是過去這類題材沒有碰過

的，甚至在這系列電影也不會交代的。

「對我來說，我們每天在頭條新聞上讀

到的新聞都是充斥暴力行為，那些都是

別人的故事。」大衛說故意把《月光光

新慌慌：萬聖結》的時空，設定在上一

集發生的殺戮事件之後的 4 年，目的就

是要凸顯，被創傷症候群折磨的不光只

有那些僥倖逃過一劫的受害者，「也不

光只有受害者的家屬，而是整個社區。

這部片一開始，觀眾會發現小鎮居民經

歷了上一次的殺戮事件後，人心已經紛

紛腐蝕、潰散。」

「暴力與邪惡會傳染」 《月光光新慌慌》3部曲

導演大衛高登格林談恐怖片法則

奧斯卡影后珍妮佛勞倫斯（當地時間）8日在

BFI倫敦電影節出席她自製自演新片《女兵之路》

（暫名）的首映，美國娛媒TMZ網站，影視媒體

「綜藝報」（Variety）、DEADLINE等不約而同報

導：她在記者會上公開宣布不再拍系列電影。

32歲的珍妮佛說：「在《飢餓遊戲》（2012

年）推出後（不過早在2011年她已開始演《X戰

警：第一戰》，我有失控的感覺，每個決定都是

大大團體去決定，我好像變成商品；我認為超級

英雄電影很有趣，但我可能不會再拍，因為我太

老又太倔了。」

《女兵之路》是繼去年她和李奧納多合演

《千萬別抬頭》之後的新作，敘述阿富汗戰場女

兵腦部與身體受傷後返回故鄉，克服「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PTSD），讓自己恢復正常，再過普

通生活的過程。

該片是珍妮佛成立Excellent Cadaver製片公司

與非好萊塢主流大片商的A24製片公司合作首部

獨立製片，她幽默形容：「成立製片公司好像請

西西里黑手黨來幫助重要名人」，而且她特別感

謝合演《派特的幸福劇本》的勞勃狄尼洛給她的

鼓勵與指導。

最重要的是曾以獨立製片《冰封之心》入圍

2001年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珍妮佛，成立製片公

司拍獨立電影，有了重新找到「根」的感覺，所

以她表示自己把整個人投入《女兵之路》，每天

拍片都像在寫自己人生的日記，紀錄了最私密與

真實的情感。

有外媒影評早就直指《女兵之路》很可能讓以

《派特的幸福劇本》贏得2013年奧斯卡影后的珍妮

佛再度角逐金像獎，但她客氣又謙虛地說：「何時

會再中獎（封后）？我不認為可能再發生。」

很多人都知道珍妮佛走過一條艱辛的演藝之

路，沒成名前她曾住在充滿老鼠的廉價小公寓中

等待試鏡的機會；如今名成利就（演《千萬別抬

頭》片酬兩千五百萬美元再度成為好萊塢片酬最

高女星），她鼓勵好萊塢年輕演員們說：「把握

機會，堅持韌性與信心，才可能翻轉出幸福的命

運羅盤。」

「我太老又太倔了」
珍妮佛勞倫斯

宣布不再拍系列片

60歲湯姆克魯斯的「太空拍片夢」仍存在！

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好萊塢大

片商環球電影公司女高層東娜藍雷（Donna Lang-

ley）接受BBC訪問證實：「我們公司有送湯姆克

魯斯上太空拍片的大計畫。」

據報導，尚未公布片名的阿湯哥太空電影，

劇情大綱將是：他發現自己是唯一可以拯救地球

的人；而全片最大焦點將是：阿湯哥在不用替身

的情況下走出「國際太空站」成為史上首位漫步

在太空的好萊塢巨星。

2020年，「美國太空總署」（NASA）宣布將

與世界首富伊隆馬斯克的航太企業Space X與湯姆

克魯斯合作上太空拍片，導演是曾和湯姆克魯斯

合作《明日邊界》的道格李曼，當時被影視媒體

DEADLINE形容是：湯姆克魯斯從影以來最大的

野心與熱情。

不料去年10月被俄羅斯電影《挑戰》（直譯暫

名）搶了「頭香」，在「國際太空站」（ISS）拍了

十二天的戲，成為史上第一部上太空拍攝的電影。

不過湯姆克魯斯上太空拍片將在太空漫步，

如果成真，仍將是「史上第一（明星）」；但至

截稿前，「每日郵報」報導中尚未見「美國太空

總署」，人在英國拍《不可能的任務7致命清算》

的阿湯哥，及導演道格李曼對將上太空拍阿湯哥

漫步在太空電影的相關回應。

湯姆克魯斯仍想成為
首位上太空拍電影的好萊塢巨星

後疫情時代好萊塢新片檔期仍大風吹！影

視媒體「綜藝報」（Variety）報導，發行漫威

電影的迪士尼閃電將五部漫威新片延期上映

；反而是昨天剛曝光由功夫皇后楊紫瓊和格

雷男傑米道南合演的謀殺懸疑片《威尼斯謀

殺案》（暫名）預定搶先於明年9月15日在美

國上片。

據報導，迪士尼延期上映的漫威電影包括

：

1，還沒找到導演、由馬赫夏拉阿里演的新

版《刀鋒戰士》，從原定明年11月3日延後到

2024年9月6日。

2，萊恩雷諾斯和休傑克曼賣力在個人社群

平台大放送將合作的《死侍3》，從原定2024年

9月6日延到同年11月8日。

3，新版《驚奇4超人》從2024年11月8日

延到2025年2月14日。

4，未定名的新片由2025年2月14日延到同

年11月7日。

5，《復仇者聯盟6秘密之戰》從2025年11

月7日延到2026年5月1日。

另一部未定名、原定2026年5月1日上映的

漫威電影，則從迪士尼上片片單「除名」。

演出漫威電影大反派康的強納森梅爾斯，

自爆拍動作戲不靠替身全部親身上陣，他挑大

樑演的《復仇者聯盟5康之王朝》目前上片日期

暫時不變，仍在2025年5月2日。

據說這次檔期大變動原因之一，是片商不

希望《復仇者聯盟》5、6集同年上片；另有說

法是演員陣容「改朝換代」的漫威，希望將前

置工作準備得更充足再拍再上片。

影視媒體The Direct大爆料，瘋傳湯姆霍蘭

德和辛蒂亞合演的漫威+SONY電影《蜘蛛人4

》預定明年7月12日在美國上映，但至截稿前

報導中未見任何證實，而且看起來進度就太趕

，「瞎爆」成分居多。

《蜘蛛人4》映期曝光！？迪士尼延後五部漫威新片檔期

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在揭曉，由呼聲

極高的法國作家安妮艾諾（Annie Ernaux）拿下

文學界的最高榮譽。瑞典學院稱讚安妮艾諾的

作品「憑藉著巨大的勇氣和敏銳的觀察力，揭

示了不同階級所經歷的痛苦，描述了羞恥、羞

辱、嫉妒以及無法看清自己的困境。她的作品

毫不妥協，用平實的語言將一切講得清清楚楚

。」而改編自安妮艾諾半自傳小說《記憶無非

徹底看透的一切》的電影《正發生》，去年在

威尼斯影展拿下最佳影片金獅獎。

《正發生》敘述了在墮胎尚違法的法國60

年代，意外懷孕的女大生想盡辦法私密地進行墮

胎，導演奧黛麗迪萬（Audrey Diwan）用平實而

直白的敘事手法，呈現女性面對體制時的巨大無

力感。安妮艾諾在看完電影後深受感動，對導演

說：「妳拍了一部真實的電影。」

而今年六月美國最高法院推翻於

1973 年通過的「羅訴韋德案」

（Roe v. Wade），全美女性將不再

享有憲法所保障的合法墮胎權，從

60年代穿越對照2022年的強烈既視

感，讓《正發生》更能深刻引領觀

眾思考身體自主及墮胎權議題。

電影《正發生》的故事發生在

60年代的法國，法律嚴令禁止女性

墮胎。一名就讀文學系、天資聰穎

的單身女大學生安，發現自己意外

懷孕，而面臨中斷學業的危機。不甘受困歧異

的框架，更不願就此葬送未來的夢想，即便受

守舊醫生百般阻撓、人們異樣眼光看待，甚至

可能遭逢牢獄之災，她仍決定鋌而走險，也要

不惜一切代價尋求解脫。英國衛報更激賞「緊

張驚悚、極度誘人！」絕對精彩不容錯過！

安妮艾諾勇奪諾貝爾文學獎
深受感動大讚《正發生》超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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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10月14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凌晨曦

中國中國UU1717女足世界女足世界盃盃開門紅開門紅

女足門將因滑雪 發現最愛足球

◆◆楊秋霞在女子楊秋霞在女子7171公斤級的比賽公斤級的比賽
一枝獨秀一枝獨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世界第一的樊振東獲得世界盃決賽參賽資格。 法新社

本屆U17女足世界盃於10月11日至10月30日在
印度舉行，共有16支球隊參賽。中國隊與西班

牙、哥倫比亞及墨西哥隊被編在C組。首輪，中國隊
迎戰墨西哥隊。作為上屆大賽亞軍的墨西哥隊本場率
先獲得進球良機：第31分鐘，中國隊黃嘉欣在禁區
內手球，主裁判回看VAR後判罰12碼，但墨西哥隊
弗洛雷斯主罰中橫樑彈出。

下半場剛開始兩分鐘，中國隊前場左路開出任意
球，此前手球被罰12碼的黃嘉欣在禁區內被對方後衛
鏟倒，主裁判果斷判罰12碼，隊長喬睿琪主罰一蹴而
就，中國隊以1：0領先。第90分鐘，替補登場不久的
兩名中國隊員踢出精妙配合，葛鈺送出妙傳，余星悅突
入禁區後推射將比分改寫為2：0。

補時階段，墨西哥隊發起猛攻，並在第92分鐘
扳回一球。中國隊守門員劉晨在比賽最後時刻立功，
撲出對方禁區前沿一腳勢大力沉的凌空抽射，為球隊
守住勝利。

賽後，中國U17女足主教練王安治承認隊員們在
開場初段表現緊張、後來才漸入狀態。他說：“這是
隊伍第一次參加世界大賽，出現緊張是很正常的。在
平時的訓練和比賽中，我時常提醒球員要做好無球跑
動，丟球後立即反搶，溝通，相互鼓勵等，這些平時
訓練比賽養成的習慣可以幫助她們挺過困難時刻。”

首次參加世界大賽難免緊張
被問到球隊在技術層面的表現時，王安治說：

“我們拚勁很足，精神面貌很好，發揚繼承了鏗鏘玫
瑰精神。但是在技戰術方面的發揮並沒有達到預期，
我們會總結，更好地備戰後面的比賽。”

隊長喬睿琪則認為墨西哥隊的綜合能力比較強，
要總結並學習她們的傳控球和心態。

而墨西哥隊教練安娜則對中國隊的體能大為驚
嘆：“中國隊的體力訓練令人驚訝，事實上我認為他
們是頂級球員，她們可以不停地跑動90分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國隊在U17女足世界盃首戰以2：1戰勝上屆
亞軍墨西哥隊，取得開門紅。其中，墨西哥隊在比賽最後時刻為中國隊製造巨大的
壓力，但憑借門將劉晨的高接抵擋，中國隊最終守住勝利。

賽後被問到對自己的表現是否滿意時，劉晨回答道：“經過這麼長時間訓練，
我覺得這都是我們應該做的。這個比賽本身就是有壓力的，運氣好，我們沒
有先丟球。”

對於記者問到的身高是否有所幫助，劉晨表示：“首先感謝爸媽賜
予了我這麼好的身高（1.79米），會最大程度地去利用好。”

在採訪中，劉晨還談到了早年的經歷：“12歲時開始練守門
員，練了將近一年時間，之後被選去了滑雪隊練了不到一年，後來
發現自己還是熱愛足球，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熱愛的道路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港田徑總
會13日宣布：第25屆渣打香港馬拉松（渣馬）
正式獲批准於明年2月12日（星期日）舉辦，參
賽名額暫定為25,000。大會將於11月初公布報名
詳情，並分階段接受各個組別的報名。

今屆賽事一如以往包括馬拉松、半馬拉松和
10公里三個距離組別，並將邀請海外精英跑手參
加。賽事沿用傳統路段，馬拉松及半馬拉松由尖
沙咀彌敦道出發，10公里項目則以東區走廊作起
點。所有組別均以維多利亞公園作為終點。

田總在聲明中感謝各方全力支持和積極協
調，在社會復常之路上，讓公眾、跑手及工作人
員能夠在平衡公共衞生及安全的情況下參加這項
國際盛事。

受香港防疫措施影響，渣打香港馬拉松2022
原定下月20日舉行，但因田總未收到政府批准，
一度宣布取消。

另外，“Red Bull Takeover ”隊際虛擬跑
步定向比賽10月8日圓滿結束。歌手兼瑜伽高手

林德信率領的紅隊，以平均每人9,108分贏得賽
事錦標，至於香港跳高紀錄保持者楊文蔚率領的
藍隊則以平均每人8,786分落敗。個人成績方
面，AlanWan及CarolineJennings分別以28,490
分（25.17公里）及23,610分（20.05公里）榮
膺男、女子冠軍。

2022年巴林舉重亞錦賽於北京時間12日晚展開第五個比賽
日的爭奪，中國選手楊秋霞包攬女子71公斤級抓舉、挺舉、總成
績三枚金牌，路德林獲得男子81公斤級抓舉和總成績兩枚金牌。

楊秋霞在抓舉比賽中三把100、103、106公斤全部成功，順利拿
下金牌。挺舉比賽中，楊秋霞開把120公斤成功，第二把成功舉起122
公斤，提前鎖定挺舉和總成績金牌，第三把挑戰130公斤失敗。土庫曼斯
坦選手卡蒂洛娃和蒙古國選手甘佐利格分獲總成績第二、三位。

路德林在抓舉比賽前兩把舉起161、165公斤，儘管第三把挑戰170公斤
沒能成功，但依然斬獲金牌。挺舉比賽中，路德林三把179、183、188公斤
全部成功，印尼選手埃爾文舉起198公斤獲得挺舉金牌，但路德林憑藉抓舉
比賽的巨大優勢以353公斤拿下總成績金牌。 ◆新華社

WTT 世
界乒乓球職業
大聯盟12日公布
了世界盃決賽部分
參賽名單。截至目
前，已有19名球員獲
得了參賽資格，其中，
國乒有8人獲得資格。本
屆賽事男單和女單各有16個
參賽席位。
WTT世界盃決賽將於 10

月 27日至30日在中國河南新
鄉舉行，賽事總獎金100萬
美元。衛冕冠軍樊振東和
孫穎莎目前排名男、女單
世界第一，將參與本屆
世界盃決賽爭奪，其他球員也憑藉足够的
世界排名積分，獲得了這屆賽事的參賽
門票。

國乒方面，除了樊振東、孫穎莎
外，男隊還有馬龍、梁靖崑、王楚
欽入圍，女隊方面則有陳夢、王
曼昱、王藝迪在名單之列。前
不久在成都世乒賽團體賽
上，中國隊奪得了男團和女
團冠軍。

在本屆賽事已確定

名單中，其他協會選手也均實力不俗，比
如在成都世乒賽上表現優異的日本選手張
本智和、伊藤美誠，瑞典選手莫雷加德均
將參賽，德國選手奧恰洛夫、巴西選手卡
爾德拉諾等世界乒壇名將也入圍名單。

目前，男單參賽名額還剩5個，女單
還有8個名額。本月19日至23日還將在
澳門舉行WTT冠軍賽，其餘球員將在澳
門站賽事上爭取更多世界排名積分，以獲
得世界盃決賽參賽門票。

◆中新社

在北京時間12日

晚結束的U17女足世界

盃小組賽首輪比賽中，中國

隊憑隊長喬睿琪的12碼以及余

星悅的單刀破門，以2：1戰勝

墨西哥，取得開門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擊敗上屆亞軍墨西哥擊敗上屆亞軍墨西哥

楊秋霞舉重亞錦賽攬三金

樊振東 馬龍
入圍WTT世界盃決賽名單

◀◀第第 2525 屆渣屆渣
打香港馬拉松打香港馬拉松
將於明年將於明年22月月
1212日舉行日舉行。。

渣馬明年2·12舉行
下月分階段報名

◆◆門將劉晨門將劉晨
（（黃衫黃衫））為中為中
國隊守住勝國隊守住勝
利利。。美聯社美聯社

▶余星悅
（左）為中國
隊射入奠勝的
一球。 美聯社

◆◆黃嘉黃嘉欣欣（（左左））意圖意圖
大力抽射大力抽射。。 美聯社美聯社

◆◆中國隊隊長喬睿琪中國隊隊長喬睿琪（（右三右三））
主罰主罰1212碼命中碼命中。。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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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藏地奇兵》定檔，秦嵐擔任出品人
早前也曾出品《射雕英雄傳》

《藏地奇兵》不僅有曠遠遼闊的

川藏風光、讓人腎上腺素飆升的動作

元素，還有大家喜聞樂見的探秘情節

。極限海拔之下實景拍攝，團隊克服

了各種困難，希望這份用心在屏幕前

的妳可以感受到。

壹時間，秦嵐成為影視劇出品人的

消息被大家熱議，在影視劇觀眾心目當

中，秦嵐是有多部影視代表作的女演員

，而成為出品人，似乎還是壹件很新鮮

的事情。影視劇演員轉行做影視劇出品

人，真的可以嗎？其實，這壹點，並不

難辦到。在《藏地奇兵》當中，秦嵐不

僅是出品人，而且是藝術總監。

在影視劇的制作流程當中，出品人

和藝術總監，都需要擔任什麼工作內容

呢？出品人更類似咱們職場當中的經理

人，屬於對這部影視劇項目出錢的資方

派出的對該項目的資金監管方，同時也

要負責這個項目的拍攝進度、後期制作

和上線運作等內容。當然，出品人壹般

只負責大的內容，具體工作細節，需要

交給其他工作人員。

藝術總監則屬於影視劇創作當中較

為重要的工種。這個工種壹般在劇本完

成、項目進入到拍攝階段之後介入，屬

於對影視劇作品進行藝術把控的崗位。藝

術總監的工作細化其實是多方面，不僅包

括劇本方面的藝術介入，同時也包括拍攝

階段的服化道、燈光、美術和導演分鏡、

演員表演指導等多方面的內容，與此同

時，作品後期的制作環節，藝術總監依

舊需要介入，並且提供工作支持。

秦嵐擔任電影《藏地奇兵》的出

品人和藝術總監，其實並不奇怪，她

早前已經出品過電影《射雕英雄傳之

九陰白骨爪》。這部影片在正版視頻

平臺上線之後，網友們的口碑還是相

對不錯的。其網絡票房收益，也較為

不錯。這壹次，秦嵐再次擔任《藏地

奇兵》的出品人，目前影片的賣相很

好，秦嵐方面應該不會賠錢。

《藏地奇兵》由魏千翔和屈菁菁

主演，講的則是壹個探秘和冒險的故

事內容，我們也可以把它當作類似

“鬼吹燈”的電影內容。不妨先來看

這部電影的故事梗概：

六年前，考古研究員林國華為證明

格薩爾王的存在，於藏地神秘失蹤。女兒林

西（屈菁菁 飾）長大後繼承父業，在達

叔（邢瀚卿 飾）的幫助下繼續揭秘撲朔

迷離的格薩爾王之謎。在高原機場外偶遇

了特種兵退役戰士的馬強（魏千翔 飾）

成了他們的司機向導，三人壹起開始了壹

場跌宕起伏、驚險刺激的探險。

生死時刻藏族女孩卓瑪（吳靜怡

飾）出手相助，四人結成藏地奇兵小

隊繼續探求真相。與此同時，蓄謀已

久的黑惡勢力秦忠（呂頌賢 飾）派手

下森哥（陳劍 飾）等人意圖奪寶，壹

場正義護寶的殊死之戰即將展開。

基於《藏地奇兵》的定檔預告片

來看，這部電影主打的確實是“腎上

腺激素”看點，武打動作內容，難度

很高，作為網絡電影來講，它的質量

，應該可以屬於中等靠上的了，遠比

壹般的網絡電影要強太多。這樣的影

片，放在壹個火爆的檔期當中的話，

網絡票房分賬應該會3000萬元起步。

其實，演員轉行進入到影視劇制作環

節的其它工種當中，並非多大的跨界。很

多演員從小便從事影視劇表演工作，對於

影視行業當中表演之外的工種，也已經非

常熟悉了，成為出品人、藝術總監等等，

也並不令人意外。尤其是藝術總監這個崗

位，已經有不少成名的演員可以兼任。

當然，在影視行業當中，從業技術

難度最高的工種，其實是編劇、導演和

攝像。目前，已經有不少的演員，在表

演層面上取得壹些成績之後，跨界當導

演了。當然，部分演員跨界當導演，並

非他真的有導演能力，而只是坐在監視

器來，充壹把大拿，導演這個職務真正

應該幹的活兒，他都交給副導演幹了。

也有演員成功之後，跨界當編劇

的，但是不多。因為編劇這個工種其

實是最為辛苦的，屬於從0到1的孕育

工種。不少演員可吃不得這個苦，更

沒有能力搞創作。不過，也有部分演

員自不量力，自己不從事編劇工作，

但總是想要指揮編劇創作，最後還自

己署名第壹編劇。這樣的電視劇，大

多很爛。某部被下線的男性群像劇，

便是某知名男星自己署名當編劇。

至於攝像這個工種，那是真刀真槍

的，至今，我沒看到有壹個演員敢站出

來說，我攝像是大拿。因為要是真敢嚷

嚷自己是大拿，就真得去設計分鏡，並

且現場掌機了，沒法找人代勞。

網曝《愛的二八定律》定檔，楊冪許凱主演，編劇導演水平讓人放心

電視劇《愛的二八定律》編劇朱歷發文稱

，“快了”。此消息壹出，期待《愛的二八定

律》的劇迷們紛紛留言，將這條編劇動態推上

了部分平臺的熱度搜索榜單。同時，部分媒體

平臺也曝光該劇的檔期，“暫定下周騰訊視頻

播出”。這意味著，該劇最快將於10月 10日前

後和觀眾見面。

不過，截至目前，電視劇《愛的二八定律》

尚未正式官宣，最終的檔期時間，應該以官宣時

間為準。編劇的“快了”，和部分媒體平臺的

“下周”，顯然已經讓很多劇迷期待起來。這部

電視劇講的是壹個先婚後愛的故事，較為符合當

下年輕人的婚戀主題需

求，楊冪和許凱兩位演

員，在劇迷群體當中，

也有不錯的口碑和知名

度。

不妨先來看這部電
視劇的兩款劇情梗概。
第壹款如下：

秦施（楊冪 飾）是

壹名女律師，壹心撲在

工作上的她非常想要得

到頂級律所誠與慧給予

的工作機會，可是她所

應聘的崗位對求職者有

壹個硬性的條件，那就

是要求已婚。秦施的哥

哥在妹妹不知情的情況

下將她的感情狀況改成

了已婚，就這樣，秦施

得到了這份夢寐以求的

工作。

工作能力極強的秦

施很快就得到了老板的

賞識，老板決定推薦秦

施出任女企業家協會的

法律顧問壹職，直到此

時，秦施才反應過來，

原來自己如今所獲得的壹切，都是建立在謊言之上

的。秦施想要向老板澄清這個誤會，可在這個節骨

眼上，壹個名為陽華（許凱 飾）的男人出現在了

秦施的生命裏。

第二款劇情梗概，則也是大同小異的：
單身女律師秦施壹心追求事業，被父母猛烈

逼婚。頂級律所誠與慧公開招聘家庭部律師，要

求已婚，秦施二哥秦文宇是個不靠譜的獵頭，未

經允許擅自將秦施婚姻狀況改成“已婚”，替她

虛構了壹個不存在的丈夫，不知情的秦施得以入

職。

秦施表現出色深獲創始人老金賞識，與合作方

的聚會上，老金推薦符合條件的秦施出任女企業家

協會法律顧問，秦施這才得知自己竟然“已婚”，

她決定撥亂反正，向老金澄清事實，此時“丈夫”

陽華突然現身，他奉母之命前來與秦施競爭對手相

親。陽華氣憤自己“被結婚”，可面對母親強硬逼

婚，他不得不找上秦施，於是兩個不願結婚的人壹

拍即合，直奔民政局領證結婚，就此成為合法夫妻

。要命的是，雙方父母察覺二人不對勁，秦施前男

友也在此時入職律所，重重危機之下秦施和陽華情

愫漸生，意外獲得真愛，攜手奔向更加美好的幸福

生活。

兩款劇情梗概的故事內容，大同小異，男女主

角因為工作或者家庭需要，率先進入到了結婚模式

當中，而在這個模式之下，男女主角有恩愛，也有

摩擦，最終在日常的生活當中，建立了真正的愛情

關系。這似乎也便是咱們老百姓經常說的“日久生

情”的原理。當下很多電視劇作品當中的“先婚後

愛”，其實沒什麼高大上的，就是咱們老百姓的老

話，日久生情。

老編作為過來人，很認可這種日久生情的

模式。咱們以往的戀愛劇當中，總是在戀愛的

過程當中十分挑剔，而忽略了愛情最大的保鮮

空間是在婚姻狀態當中。最近幾年來的電視劇

作品，開始在婚姻的狀態之下探討愛情的真諦

問題，這反倒是壹次很大的進步。讓更多的青

年觀眾在愛情的感召之下進入婚姻狀態，並且

在婚姻關系當中繼續找尋愛情，這是善莫大焉

的。

咱們好多青年觀眾總是抱怨，壹結婚，就

沒愛情了，就柴米油鹽了。這其實是因人而異

的。柴米油鹽的煙火生活當中，照樣可以找出

點滴的愛情內容來。像《愛的二八定律》這部

電視劇，老編對它的期待值便是，在男女主角

的婚姻生活當中，找出真正的愛情內容來，從

而告訴青年觀眾們，如何在婚姻關系當中繼續

維系愛情內容。壹句中老年觀眾的感慨：現在

的年輕人，呵護婚姻關系，真的需要有人教他

們才行。

電視劇《愛的二八定律》編劇朱歷，前邊

已經說了。這位編劇是有質量保障的。朱歷

1996 年考入上海師範大學影視戲劇文學專業，

已經從事編劇工作二十多年。她編劇的離我們

最近的作品，則是電視劇《女心理師》。其實

，略微上點歲數的女編劇，創作先婚後愛主題

的電視劇，更喜歡站在媽媽的視角上，來完善

閨女們的愛情故事。這樣的視角，也是婚姻穩

定的基石。

該劇的導演則是林妍和滕華濤。他們合作

的電視劇作品很多，已經是非常知名的影視劇

導演。《愛的二八定律》當中，林妍的導演署

名，排在了第壹位。顯然，這是壹部女性視角

之下的電視劇，林妍導演的女性導演功底，能

夠為該劇加分不少。整體來講，講婚姻穩定關

系的電視劇，對於當下而言，都是有正向促進

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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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家旻預告
陳瀅認難演繹純真 對批評照單全收

黑化“阿寶”超搶戲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外電報道，美
國歌唱選秀節目《美國偶像》
（American Idol）第19季亞軍Wil-
lie Spence12日在田納西州發生車禍
身亡，得年23歲。外媒引述田納西
州公路警察報告報道，Spence在24
號州際公路往東靠近查塔努加路段，

撞到一輛停在路肩的重型貨車後部身
亡。美聯社報道，車禍報告提到，兩
名司機當時都有繫安全帶，貨車司機
沒有受傷。來自喬治亞州的Spence在
去年第19季《美國偶像》中得到亞
軍。《美國偶像》在社交媒體發表聲
明表示Spence的去世，讓他們深感震

驚，向他的親人表達哀悼。聲明中並
形容Spence“是有真材實料的人才，
不管到哪裏都能讓人感到愉悅”。而
在節目中擔任評審的歌手Luke Bryan
亦在社交網發文說，“Spence開口唱
歌時，就能馬上轉換氣氛。大家真的
會非常懷念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
疫情下電影業界受嚴重打擊，香港
電影工作者總會（電影總會）會長
古天樂去年上任後，即親自集資推
出“總會拍電影”計劃，公開招募
劇本並由總會投資開拍，鼓勵新一
代電影人積極創作，一同探索港產
片的新路向，於電影業界艱難時刻
為同業創造工作機會。

首季“總會拍電影”計劃反
應熱烈，由 4 位資深編劇及導
演，包括莊文強、許月珍、戚家
基及陳淑賢組成的獨立劇本評審
團評分後，古天樂與莊文強親領
導演陳詠燊及資深電影監製與各
劇本主創進行面試，最終選出兩
部創意及執行力皆優的劇本成為
首季勝出作品，分別是《惡人當
道》和《不赦之罪》。古天樂表
示第一季收到的劇本片種有溫情、
勵志、懸疑、動作、恐怖，探討兩
性關係的片種也有，喜見各主創團
隊中有非常年輕的團隊，看到他們
充滿自信及想法，對香港電影仍然
充滿熱情及夢想。而獲投資的兩部
作品，一部細膩貼地，另一部則大
膽地探索人性，其中《惡人當道》
已率先開拍。《惡人當道》導演及
編劇關文軒多謝總會的垂青，電影
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他會盡力把電
影拍好，期待跟不同崗位的前輩合
作，也期待跟觀眾分享拍攝成果。

《不赦之罪》導演林善表示收
到面試通知時，完全不知道面試評
審是誰，見到古天樂及其他知名導
演和監製，當刻感到受寵若驚，感
覺奇妙並獲益良多，感激評審支持
非主流的題材有機會被拍成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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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陳瀅、蔣家旻、劉佩玥、陳曉

華、方力申、林盛斌等人13日出席台慶劇《美麗戰場》宣傳活

動。陳瀅在劇中飾演女主角“阿寶”，但被批只會瞪大眼做

戲，反觀蔣家旻演“反骨琪”的表現獲觀眾大讚，風頭蓋過

陳瀅，蔣家旻喜獲觀眾讚賞，但也不忘為陳瀅說好話，稱

對方演繹的“阿寶”有好深層次，之後的發揮會更厲害。

眾人分組玩遊
戲選出“香

港小姐”，陳瀅借
機向蔣家旻還了劇
中被對方摑的一巴
掌，又笑稱無論是
揀老公、男朋友或
一夜情都會選方力
申，方力申聞言也
忍不住拍手讚她用情
專一。最終陳瀅順利
勝出遊戲，並由劇中
的“死對頭”蔣家旻
幫她加冕，場面惹笑。
早前因到法國出席

時裝周要缺席劇集宣傳的
陳瀅，她笑稱其實逗留長一
點時間，但可惜監製葉念琛
不批准，她記得劇集首播當晚
也有看直播和留意觀眾反應，對
於好或不好的批評，她都會照單

全收，說：“好的意見會多謝對方，
不好的就會留意有沒有改善地方。”對

於有網民批評陳瀅演技只有一個瞪眼表情，令
人看完發惡夢，她說：“很多朋友都有傳截圖
給我，覺得好可愛。不過如果因為我睜大眼令
到人發惡夢，不要因為我就不看，劇中還有很
多靚仔靚女。”陳瀅表示不會為自己的演技平
反，因為演戲是一門表演藝術，始終有人會喜
歡、有人會不喜歡，不可能令所有人都滿意，
也不會影響她演戲的想法。”陳瀅透露劇中角
色有3個不同的階段，要她演年輕時純真的一
面的確是有難度，但隨劇情去到30歲的階段，
相信觀眾會看得舒服一些。

劉佩玥重視聲線細節
有指陳瀅今年憑《美麗戰場》及《痞子

殿下》率先跑出成為視后大熱，她坦言從沒
想過要爭視后，因為她不喜歡跟人競爭，她
只是喜歡演戲，不會以獎項為終極目標。至
於演反派的蔣家旻似搶去她不少風頭，陳瀅
說：“沒有這個感覺，劇集有好多個女主
角，每個人都有她的爆發點，見到她成功我
都好開心。”提到好姊妹劉佩玥讚她的喊樣
很靚，陳瀅笑道：“我沒有特別練習過，而
且有很好的前輩做對手，令我很容易投入到

感情，所有喊戲都不需要用眼藥水幫助。”
蔣家旻演的“反骨琪”成為新“世紀賤

精”，她歸功於葉念琛將角色寫的很盡，有
觀眾稱讚她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她並透露陳
瀅之後的發揮會更厲害，說：“初期陳瀅像
是個弱者，好像我很搶戲，但大家要給耐性
去看，她演的‘阿寶’有好深層次，之後黑
化的時候會比我更衰。”

劉佩玥演繹年輕和成熟版時層次分明也備
受讚賞，她表示角色由2006年演到2022年是
有難度，所以在演細個的時候沒有刻意扮聲，
只在動作方面着手。而到了演40歲時就壓低聲
線，舉止放慢一點，就會令大家有驚喜。對於
劇情講她與林盛斌一對疑似影射現實富豪的情
節，劉佩玥說：“拍的時候大家都沒有這個想
法，都開心大家看得很投入，會代入現實中的
人物，不過都是那一句：劇情如有雷同，實屬
巧合。”至於有觀眾見劉佩玥成長後的角色性
格反差很大，懷疑她也是反派之一，她笑道：
“似奸是好事，劇中我們三姊妹都會有變化，
正如我和陳曉華絕交後如同陌路人，但重遇時
其實不應該有仇視的眼光，當中的細節就要留
給觀眾去注意。”

◆陳瀅和蔣家旻重演劇中情節。

◆◆蔣家旻蔣家旻
((右右))在劇在劇
中的演繹中的演繹
表現被指表現被指
力壓女主力壓女主
角陳瀅角陳瀅。。

◆由丁子朗飾演的渣男“程裕進”被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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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e Spence憑參加《美國偶像》
成名。 美聯社

去年奪去年奪《《美國偶像美國偶像》》亞軍亞軍
23歲Willie Spence車禍身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雲浩
影（Cloud）、梁釗峰、林奕匡及黃妍四
位歌手，13日到黃大仙出席活動，宣揚
鼓勵女性戒煙的無煙信息。

樂壇女新人Cloud透露近日都忙於廣
告、電台宣傳及灌錄今年第4首單曲，新
歌將於11月推出。除了做歌外，Cloud又
透露早前曾去參與一些戲劇試鏡，感覺演
戲真的很難：“雖然我對演戲都感興趣，
但目前想先做
好音樂，始終
我係歌手，而
且認識一班監
製後，發現音
樂 世 界 太
大。”她又自
爆近月偷偷地
去學跳舞，想
給大家驚喜。

◆◆雲浩影下月雲浩影下月
將推出新歌將推出新歌。。

霹靂舞精英B-Boy Think
再代表香港出戰國際舞台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有不少霹靂舞精英，90
後的B-Boy Think（曾子驊）正是備受矚目的霹
靂舞運動員，他連續兩年（2021及2022）於香
港奧運選拔賽其中兩站均勇奪第一，有機會爭
奪奧運入場券為港爭光。B-Boy Think亦即將出
發 前 往 韓 國 首 爾 2022
WDSF 世界 Breaking 錦標
賽，他一直努力不懈地鍛
煉、積極裝備自己，有望為
港隊取得佳績。

B-Boy Think 𢹂 同隊友
B-Girl Lady Little （ 陳 嘉
怡）日前現身在希慎廣場舉

行的打氣大會，二人更即席展示霹靂舞的訓練
成果，分享正處於積極備戰的階段之中，希望
以最佳狀態出戰首爾，於積分賽中爭奪最佳成
績，為接下來的大賽做好準備，爭取2024年巴
黎奧運的入場券。而B-Boy Think更公開表示最

感謝父親生前的的支持，到現
在仍然是他最強大的後盾。

B-Boy Think明日將再度
現身希慎廣場，同時將會是他
出戰首爾比賽前的最後一次街
頭Flash Mob公開演出，支持
香港運動員及街舞的朋友，萬
勿錯過！

◆◆B-Boy ThinkB-Boy Think
日前亮相打氣大日前亮相打氣大
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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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国内的“鸡娃”内卷现象愈演愈烈，竞争的

起跑线已经被拉到了学前教育，家长们在教育上

的支出占比逐年高升。

如果移民日本，有什么育儿政策，有什么教

育优势呢？一起来看看吧。

育儿福利——国家帮你养孩子

日本属于社会福利体系较为健全的国家，为

了缓解少子化的趋势，日本政府从上世纪九十年

代开始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支援育儿

的福利政策：

01. 一次性的生育补助

日本妈妈确诊怀孕四个月以上，无论小孩是

否平安出生，都可以领到42万日元的补助。从怀

孕开始到育儿都有一系列的补贴，孕期可以凭孕

检券免费参加14次产检。

另外，只要你有日本的长期签证，在日本合

法纳税生活，这时如果你选择回中国生孩子，也

能拿到日本政府的补贴，如果你国内还交了生育

保险，那国内的补贴也能拿到。

02. 产假补贴

在日本，产假可以休98天。产假期间，怀孕

者的用人单位需要每月支付怀孕者三分之二的工

资。

但是如果公司不出这笔钱或少于每天8000日

元的，政府便会提供补助（每天8000日元）。

日本在产假后，还有育儿假，就是在产假结

束后的第一天开始，到孩子1岁期间（最长1岁

半）。

育儿假期间拿到的工资，前180天按育儿假

开始前6个月的平均工资67%（2/3）计算，之后

则按50%计算。

03. 抵税政策

对于日本女性来说，生孩子所需要的产检费

用和分娩费用，从用药到住院的所有花销，都可

以用来直接抵消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部分。

举例来说，这个月本应该交税五百块，但太

太生孩子花了六千块，那你一整年都不需要缴纳

任何个人所得税，因为住院的花销已经提前缴纳

了你12个月的税收。

04. 长期的育儿津贴

此外，小孩从出生到15岁，都可以领取一笔

叫做「儿童津贴」的补贴。且不限国籍，只要是

父母持中长期签证、小孩和抚养人同时在日本生

活，就可以领取！

不同年龄段，补贴金额不同：

🌈 0~3岁：一律每人15000日元；

🌈 3岁~小学毕业：第一胎或第二胎10000日

元，第三胎或更多每人15000日元；

🌈 小学毕业~15岁：一律10000日元，家里

的孩子越多津贴也越多。

对于单亲家庭的儿童也有补助，在孩子18岁

之前，一胎二胎三胎都有不同程度的补助，4

万-6万日元不等。

医疗福利——孩子看病免费

生活在日本，只要父母加入健康保险，学龄

前儿童看病只需自负20%的医药费。

不过健康保险只是国家级的保障政策，日本

各地政府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了“乳幼儿医疗费助

成制度”：

只是对于这个儿童医疗费助成制度，日本各

县规定会有细微

的差别，并不是

所有在日本的孩

子都能 15 岁前

看病全免费，还

分治病和入院，

是否有家庭收入

限制等等。

比如东京补

贴至直到中学毕

业；福冈补贴到

12 岁，大阪补

贴到 18 岁等等

。

*关于“乳幼儿医疗费助成制度”的具体资

助额度可查询当地的官网。

很多地方也要看家庭年收，如果家庭收入很

高，就享受不到这种补助了。

无论如何，对所有的父母来说，在初期养育

孩子的过程中，有一段不需要负担高额医疗费的

时期是值得庆幸的。

在没有医疗费负担的期间，可以将这笔钱作

为孩子的教育费来储蓄起来，未来也能够更好地

根据孩子的升学希望来制定教育计划。

教育福利——日本这样培养人才

日本教育是全球公认的质量高、师资力量雄

厚、教育资源丰富，在教育方面可谓福利满满，

不计成本。

日本国际化的教育模式，使其成为全球最为

公平的教育体系之一。

01. 教师轮岗制

由于教师在日本属于公务员序列，必须服从

国家的调配，全国教师都强制实行轮岗制度。教

师每3-7年换一次学校，校长每5年跨区换一次学

校。这种强制的行政制度，让全国学生都受益，

特别是对偏僻地区薄弱学校状况的改善，作用更

为显著。

02. 上学无户籍限制

在日本，上学没有户籍限制。你只要住在学

校附近，就可以在该学校上学。并且这里的“住

”，仅仅就是住，不需要买房，也不需要资产。

不论是借住，短租，还是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住，都可以在附近的学校上学。

03. 全国教学统一

日本的教育行政属于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系

统，实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分权制。

日本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文部省可以调

剂各地的教育经费，制定整个教育的大政方针，

决定教学内容，颁布教学大纲。每所学校的教学

活动都以此为基准，使全国的基础教育基本上能

保持一个较齐整的水平。

04. 教育资源丰富

日本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有着丰富的教

育资源，有众多学校排进了QS、Times等世界排

行榜的TOP100，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

大学，都是世界一流的学府。

日本教育注重开发学生能力，培养学生素质

，使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与社会经济相结合。

随着少子化的日益严重，为了鼓励生育减轻

家长负担，日本政府将消费税由8%调高至10%，

增加的税收部分全部用于教育投资，以全面实现

“免费教育”。

🌈 幼儿：3-5岁的保育园、幼儿园教育无偿

化；

🌈 青年：符合条件的在日生活的外国人子女

就读公立中小学学费全免（学杂费除外）；

🌈 成人：针对就读于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等

的低收入家庭，日本政府对其减免学费和入学费

，发放无需返还的补贴型奖学金；其中，国立大

学最多可减免学费54万日元，私立大学最多能减

免70万日元。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保育园、幼儿园教育

无偿化”是指政府会根据孩子所处的年龄和上学

设施的种类（公立、私立、政府认可、认可外等

），发放补助金额。（有上限）。

这项教育福利不只面对日本人家庭，同样也适

用于拥有长期在留资格的外国人家庭。所以，移民

日本的话，对孩子的教育来说也是一大优势。

另外在日本，对于外国儿童的语言学习上有

专门的支援方案。

比如，日本的文科省曾经出过一本“接收外

国人儿童、学生指南”，指南中提到，日本会有

专门与外国学生打交道并主要负责其日语教学的

教师，被称为“日语教师”。

有利于跟随父母初到日本的孩子，较快融入

当地环境。

移民日本

对养育下一代
有什么天然优势？

当地时间7月8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22

年8月的绿卡移民排期。职业移民EB-1继续保持

无排期状态，EB-5表A和表B均未动。

当前EB-5乡村地区、高失业率项目、政府基

建项目都能够享受专属签证配额，处于无排期状

态。亲属移民表B有小幅前进。

目前美国移民的三大热门类途径——

🌈家庭移民

🌈雇主担保移民

🌈和其他移民途径

家庭亲属移民这类的前提是直系亲属已经是

美国公民或持有绿卡，一般有亲属的也不会问移

民美国多少钱了，因此这类我们不讨论了！

目前，除了亲属移民，最常见的移民方式是雇

主担保移民。和我们关系最大的，是EB1、EB2、

EB3、EB5这几个类别。我们这就来逐一介绍下。

🌈 EB1杰出人才：有全国范围甚至国际影响力

的行业翘楚人物可以办理，或者跨国公司高管。

也可以办理，最快一两年就能拿到绿卡，这个是

目前非常快速，成本也很低的合法移民方式。

🌈 EB2优秀人才：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或者高

级技能，并且有美国雇主愿意雇佣，再并且雇主

提供的岗位在本地找不到本地人来做——这类一

般是美国留学生的移民路径。

EB2中的NIW：国家利益豁免，可以理解成

要求略为降低的EB1杰出人才，EB1条件不符合

，又确实在行业里很优秀的朋友们可以考虑，这

类不需要找雇主，可以直接申请移民，但是同样

要遵守排期，大概3-5年。

EB3技术移民：普通人也可以做的雇主担保

移民EB3，EB3可以分为有技术的和没技术的。

比如厨师、花匠、护工等需要一定技术的，如果

有合适的雇主招人，可以申请EB3技术类雇主担

保移民。如果什么技能也没有，英语也不行，也

没多少钱，还可以申请EB3非技术类雇主担保移

民，常年招人的雇主比如有鸡肉加工厂、劳务外

包公司、快餐店、农场等。

大家最熟悉的EB5移民：EB5移民就是大家

最熟悉的投资移民。一般投资额度需要80万美金

以上。由于近年来申请人太多了，因此排期目前

据说已经需要十多年以上了。

EB-1（杰出人才）无需排期，有名额；

EB-2（高等学位专业人才）原地踏步；

EB-3（技术类专业劳工）前进32天；非技术

劳工原地踏步；

EB-4（特殊人员）无需排期，有名额；

EB-5（区域中心）原地踏步；

EB-5（非区域中心）原地踏步；

EB-5（乡村项目）无需排期，有名额；

EB-5（高失业率项目）无需排期，有名额；

EB-5（基建项目）无需排期，有名额。

2亲属移民：

F1类(公民的成年未婚子女)原地踏步；

F2A类(永久居民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无需

排期，有名额；

F2B类(永久居民的成年未婚子女(21岁及以

上)原地踏步；

F3类(公民已婚子女)原地踏步；

F4类(成年公民的兄弟姐妹)原地踏步。

F1类(公民的成年未婚子女)前进38天；

F2A类(永久居民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无需

排期，有名额；

F2B类(永久居民的成年未婚子女<21岁及以

上>)前进92天；

F3类(公民已婚子女)前进48天；

F4类(成年公民的兄弟姐妹)前进38天。

美国移民局立2022财年flag

由于去年造成的浪费导致今年移民局收到了

上级机构的特别指示：在财政年度结束前发放所

有可用的签证配额！

本财年可用的职业移民绿卡数量属于创纪录

级别的，共有28万张绿卡配额，比正常年份整整

多出一倍，堪称是前所未见的爆量。

6月中旬移民局发言人透露过，当前移民局

每周签发的绿卡批准是以往的两倍，本财年使用

的绿卡数量比去年同期要多得多。

虽然移民局没有明确给出截止到目前为止本

财年共发出的绿卡总数。但是移民局表示会在9

月30日之前，将所有的名额处理完毕。

美国劳动力短缺急需解决

现在，移民局肩负的使命不单是许多移民的

盼望；国内劳动力吃紧，更已成为通胀及潜在经

济衰退的威胁，广开外国工作者是其中一条缓解

之道。

彭博社（Bloomberg）的报告称，创纪录的工

作绿卡数量可能会“注入新的流动工人，以帮助

美国解决持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与H1B签证和L1签证等临时工作签证不同

，绿卡使外国工人能够在雇主之间自由切换，而

不会失去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

绿卡盈余可能意味着数千名中国和印度移民

更快地得到解决，这些移民多年来因美国对每个

国家的签证上限而陷入困境。

说到最后，EB-1从去年宣布取消排期，表A

已经连续一年多处于无排期状态，成为所有职业

移民申请中最快拿到绿卡的类别。

EB-1仍无排期，美国移民签证公告最新出炉！

“月色徐徐滿，殘蟬曳晚鳴。節雖臨露白，世盡
盼河清 。

魑魅猙獰笑，蒹葭蕭瑟生。*涼風何日起，一掃
火雲平。”

⋯ 深秋有感 而作⋯
過了歡樂無限的中秋佳節，很快又迎來了今年壬

寅年
的白露時令。「桃眉化春煙 韶華似飛箭。」2022 的
時間列車，在不經不意之間，又來到今年最後的一個
季節，深秋的10 月。每年的10 月，對於休斯頓市廣
大的一群65 歲的長者來說，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日子
，因為每年美國政府屬下 那個關於長者的醫療機關
，Medicare Health Insurance, 多會選擇10 月秋色將
逝的時刻，對過去 有些規例會進行修正或補充，以
便從新的一年起，更妥善地、更全面地造福美國晚晴
一族。

一向精於此道的李元 鐘保險公司，在過去多年
的每年10 月期間，定會在休斯頓中國城內一處辦公
大樓之中，舉辦醫學講座，向休市長者詳細介紹各間

醫療服務中心的優勢及長處，再結合各位不同長者的
實際不同要求；而供大家理性地作出選擇。這樣，長
輩就可以滿足到「各花入各眼」及「各有所好」的異
樣需要了。

歲月如梭，不經不覺之間，儒生享受美國政府的
長者福利也有10 光景。自問自己，一生之中，都是
為美國及香港澳門地區之報刊雜誌及網路撰寫政論、
文化、歷史文章，有長達五十年時間，這樣研究起來
，自信自己也算是一位略有學識之仕。不過說真的，
叫我要徹底地瞭解一間Medicare 公司的真正運作，
如何擇其善者來為自己服務，真的不簡單、也真的不
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因為既有些醫療保險公司不需
要你每月繳交任何費用，你都可以得到醫療服務。但
也有一些公司，即使你加入它的行列、每月己付上一
定數目的金額，然而當你一旦有需要入醫院動手術時
，你還是需要另外再繳交一些費用，這樣才能得到完
善的服務。

對於這樣巧妙的出現，我沒有閒情逸緻來比較，
我都是依懶李元鐘先生的保險公司，為我度身訂造，

挑選到適合我自己的情況的醫療機構來為我服務。因
此在過去每一年10 月李元鐘先生舉辦Medicar 講座
時，我都是不甘後人，欣然赴會，聽取李先生的真知
灼見。

在休斯頓成立己有多年歷史的李元鐘保險公司，
是保險界中的出類拔萃的公司。他們經營著各式各樣
的不同保險，例如人壽、房屋、商業、汽車、醫療、
老人保險等多方面的保險業務。對於長者每年10 月
可以進行替換的老人醫療保險，李元鐘先生可以說是
駕輕就熟，輕而易舉。我的工作對像，使有着廣大的
媒體讀者群，他們當中，屬於長者系列的也有不少。
在此我鄭重地向他們介紹，不要錯過李元鐘先生即將
舉辦的10 月之美國醫療講座。對保險行業有着資深
經驗的李元鐘 先生及其服務週到、和藹可親的謝經
理，一定能把多間.美國着名的Medicare 醫學公司的
重點，不分繁複、逐一向在塲長者詳細介紹，以便聽
眾有所定奪。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深秋又遇李元鐘深秋又遇李元鐘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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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締造4.05億票房佳績的《當男人戀愛時》原班

製作團隊操刀打造喜劇電影《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

那件事》，由《當男人戀愛時》監製金百倫、《孤味

》監製吳明憲聯合監製、《緝魂》導演程偉豪執導，

集結亞洲人氣男神許光漢、金馬得主林柏宏、台北電

影獎影后王淨攜手合作，許光漢在電影中飾演一位衝

動辦案的直男警察，在蒐證過程中將地上紅包當證物

撿起，意外撿起和林柏宏飾演的同志男鬼的姻緣，互

看不爽的一人一鬼被迫合作擺脫窘境；王淨則是飾演

想擺脫花瓶標籤的女警，三人在戲中有不少特殊的車

戲，精彩可期。電影正式定檔明年2月10日情人節檔

期上映，搶先於今年金馬影展閉幕片全球首映。

過去擅長操作靈異、懸疑偵探類型電影的導演

程偉豪，首次將靈異、偵探元素融合至喜劇電影，

對於喜劇的掌握，他自信表示：「其實我一直都很

想嘗試喜劇，並且持續探索類型！這次在電影中，

觀眾將看到台灣喜劇結合飛車動作特效的嶄新技法

，也會看見最赤裸的許光漢、恥度全開的柏宏、俗

水的王淨，與最幽默的程偉豪」。首次和程偉豪合

作，許光漢回想起就是掉入了導演的圈套裡，並笑

稱「我在電影裡是演一個很衰的鋼鐵直男，其實第

一次看到劇本就覺得是很新鮮的喜劇，但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難的角色，雖然拍攝的每天都在後悔接戲

與成就達成的情緒來回，但還是很想突破跟挑戰看

看自己的底線在哪裡」。

以《六弄咖啡館》拿下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的林柏

宏，這次在《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演出一

位同志男鬼，在捨不得他還沒有結婚就驟然離世的阿

嬤，某天腦洞大開的安排下，他被迫和許光漢冥婚，

展開一場跨界冒險。林柏宏笑稱這是自己演過最恥度

最開卻又孤單的角色，「因為在電影中只有許光漢看

得到我，其他演員都只能對我視而不見，像這是我第

一次和王淨合作，我和她有很多場重要的車戲，但拍

攝時，王淨是整個無視我的狀態，我們好像有對戲又

好像沒有合作到。」；王淨笑著回應：「因為設定不

能和柏宏有眼神交流不能看到他，所以柏宏明明一直

在我身邊晃來晃去，我還是要假裝看不到，回想起來

也蠻幽默。」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由許光漢、林

柏宏、王淨、蔡振南、王滿嬌、庹宗華、馬念先聯合

演出，劇情描述恐同男警吳明翰，誤撿地上紅包，沒

想到紅包裡的對象是男的，被迫男男冥婚的明翰，一

路衰到底，不但甩不掉冥婚對象，就連警花林子晴埋

線以久的緝毒案，都被他搞砸，為了挽救危機，恐同

又怕鬼的明翰，別無選擇，決定要和鬼老公毛毛攜手

跨界追兇，一場荒謬絕倫、笑中帶淚的旅程就此展開

。電影由伯樂影業、金盞花大影業、東森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香港眾合千澄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中環國際娛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良人行影業有限公

司、宏將影業有限公司、聚星文創娛樂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滿滿額娛樂股份有限公司、瀚草影視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英雄旅程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由

導演程偉豪、編劇吳瑾蓉耗時三年齊心打磨劇本，期

待為台灣喜劇類型電影帶來新篇章。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強大卡司許光漢林柏宏王淨同框尬戲

由林君昵、黃邦銓兩位導演共同執導，與臺灣首

位藝術家黃土水雕刻作品之同名紀錄片《甘露水》，

入選2022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將在Luminous

單元進行國際首映。

本片以16mm膠卷拍攝，財團法人福祿文化基金會

贊助，曾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北師美術館，由林曼麗

總策劃的「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展覽中放

映，藉由1921年入選帝展的《甘露水》，與張氏家族

保護該作品的過往回憶，映照出臺灣經歷殖民與威權

時代的百年歲月，11月將於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紀錄片

影展，首次與國際觀眾見面。

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nternational Docu-

mentary Film Festival Amsterdam 簡稱 IDFA）成立於

1988年，每年超過兩千部影片投件，不只是全球紀錄

片工作者競爭激烈的殿堂，也是照亮世界議題之燈塔

，影展也以創新與前衛為指標，匯集以「紀錄」為藝

術形式的作品，呈現給成千上萬的國際觀眾；2018年

黃邦銓導演的紀錄作品《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也曾

入圍該影展的國際競賽。

《甘露水》紀錄片在北師美術館展出以來受大廣

大的迴響，黃邦銓、林君昵導演也獲文化部補助，正

在籌備將其發展成電影長片，更深入黃土水的日本求

學經歷，以及白色恐怖時期之相關議題，期待日後和

大家在戲院再次相見。

黃邦銓、林君昵
導演作品《甘露水》
入選2022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

「小鎂」桂綸鎂主演的《台北女子圖

鑑》迎來超大牌客串男星！搖滾天團五月

天吉他手石頭在第五集裡與小鎂談起開放

式戀情，兩人超大尺度的情慾戲讓人看得

臉紅心跳，小鎂還爆料拍攝現場被一股費

洛蒙籠罩著，石頭的魅力使其圈粉無數。

隨著劇情推進，桂綸鎂飾演的林怡姍已

經當上外商保養品代理商的副總監，經常出

入仁愛路商圈。斷開鳳小岳後，小鎂在健身

房邂逅了石頭飾演的金融投資家健寰，天雷

勾動地火爆出濃烈的情感，即便對方表明與

老婆是開放式關係，林怡姍為了愛情寧願當

小三也不肯退出這場多人遊戲。

曾經有感情潔癖的林怡姍，為什麼這

回暈船？桂綸鎂說：「她原本在不知情的

情況下，甚至知情了也想要嘗試進入這個

遊戲，最後發現自己不行。」會覺得林怡

姍自不量力嗎？小鎂笑著說：「在愛情裡

面你不會這麼想，你會覺得『我可以試試

看』，或許我可以戰勝。」透露林怡姍的

個性帶有好強的一面，「尤其對方很開放

、覺得可以（行得通），他也沒有不愛妳

，只是我願不願意玩這個遊戲、玩不玩得

起，到最後才發現這不是人人玩得起，誰

會在愛情裡不傷心、不嫉妒呢？」

說到與石頭合作的感想，「他對表演

很有熱忱，非常gentleman，很溫柔，拍情

慾戲很尊重對手的感受，對自己的角色有

很多想法，在拍攝現場與導演討論。」桂

綸鎂說以前對石頭的印象是五月天的樂團

整體印象，沒想到本人是一個這麼紳士的

人，「溫文儒雅、講話很慢、非常英式禮

貌的人。」事實上，劇組許多輕熟女說石

頭是「行走的費洛蒙」，桂綸鎂表示自己

也觀察到這點，「尤其是定裝時那一群人

被他折服，在拍攝現場則是被一股費洛蒙

籠罩著，圈粉無數。」小鎂說石頭給人的

感覺是慢慢、悠悠地娓娓道來，不是張揚

的，像河流般。

聊到第一次與桂綸鎂合作的感覺，石

頭說：「我本來以為小鎂是一個很安靜的

人，但是在整個合作過程中，我覺得很活

潑自然。」相處過後，石頭甚至以玉石形

容小鎂，「放在那邊很亮眼，感覺好像有

點冰涼，但握在手心的時候就慢慢變溫暖

，而且越來越溫暖跟你的體溫一樣，然後

你會想把它握住放在你身邊，放在你的口

袋裡。」

石頭說他的角色是「感覺系男友」，

讓人感覺溫暖、相處起來很輕鬆，不過已

婚的他無法完全理解「開放式關係」，他

覺得維繫婚姻的秘訣就是不要去想著維持

，婚姻好像不應該是一個可以被經營的東

西，應該是一個互相理解的過程。

《台北女子圖鑑》桂綸鎂、石頭激情床戲

「鎂石不倫戀」 尺度刷新三觀

女星陳亞蘭在今年以《嘉慶君遊台灣》入圍第

57 屆金鐘獎戲劇節目男主角獎，她接受《TVBS 新

聞網》專訪時，聊到這次入圍金鐘獎的感受，她

坦言之前入圍是單元劇最佳女主角，但因為自己

本來就是女人，所以入圍女主角沒有像這次入圍

男主角這樣訝異，此次入圍金鐘影帝是一個史無

前例的榮耀。

陳亞蘭坦言，這次得不得獎其實並不太在意，但

以女性的角色入圍男主角，我覺得評審對我的肯定之

外，有很多大家以前覺得不可能的，被傳統制約的事

情，在現代都開放了，也都有可能了。陳亞蘭語重心

長地直說：「只要你夠努力，走正道，認定目標勇往

直前，總有一天會讓人看到。」

另外，陳亞蘭提到，自己在男主角的角色上已

經經營多年，多期待被看到，這是真的感謝金鐘獎

與評審們看到了我們的努力，「因為女性要詮釋男

生，必須要比一般人努力，所以這次很開心，尤其

是透過這個獎項，讓大家看到歌仔戲，這是我最開

心的」。

至於各界關心的金鐘紅毯戰袍，陳亞蘭笑說：

「都是被你們問到讓我很徬徨！不知道要扮男生

還是女生，有點不知所措。」她表示，過去參加

金鐘獎只要穿得美美的出席就好，或是只要穿

「古裝」就能夠吸眼球，不過她也透露，由於自

己的古裝扮相都已公開過，所以這次還是希望大

家認得她是陳亞蘭就好：「我不會把扮的很詭異

，還是會精心打扮，請大家拭目以待，因為我真

的還沒想好要穿什麼。」

陳亞蘭入圍
影帝史無前例
對紅毯戰袍 「超徬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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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的“佛系基因”，藏在名字里

韶关，古称韶州，其中的“韶”字来自北部的韶石山，“韶

州”的称谓自隋朝开始，偶有短暂变动，大体一直沿袭到清末。

韶关多山，位于南岭南麓，分布其间的平原台地仅占总面积的

20%左右，境内最高峰石坑崆也是广东省内的第一峰。

诗句“五岭逶迤腾细浪”描绘的就是南岭的风貌，南岭实际

上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这五大山组成，

只因为走向相同，距离也相近，被统称为南岭。

较之北秦岭，南岭在海拔和长度上都难以相提并论，因此并

未构成自然分界线，不过相对于一马平川的珠三角平原，它仍然

是一道天险，将中原文明与岭南文明分隔开来。

韶关因其得天独厚的位置，承担起了珠三角北大门的重任，

守护着岭南的宁静。中原人民第一次主动迁徙到岭南地区可以追

溯到两晋时期的永嘉之乱，此后每逢乱世，那些躲避中原战乱的

北方流民就会重走这条经典线路。韶关，是北方人踏上“靓仔靓

女”之路的第一站。

群山排闼并没有让韶关变得与世隔绝，南岭群山间的缝隙为

韶关与外界往来留下了草蛇灰线。

“关”字代表的不是封闭，而恰恰是交通。古时候想要长江

流域沟通岭南，要么走海路，要么就得通过连接湘江、漓江的灵

渠取道广西，再顺西江东进。除此之外，想要更快地进入岭南腹

地，韶关就成了一道绕不开的关隘。因此韶关地区的道路基础建

设在秦朝就提上了日程。

韶关东部，就形成了包括梅关古道、乌迳古道、南亩古道、

百顺古道在内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韶关西部，则有着始建于东

汉年间的西京古道。西京古道连接着韶关与岭北湖南宜章，进而

可以沿潇湘古道通达长安，四舍五入就是古时候的京广线了。

没有这条古道，长安城里的妃子怕是只能哭着苦等岭南出产

的荔枝了。因为商贸往来频繁，韶州城内一度东西南三面都设了

水陆税关，“韶关”一名开始在走南闯北的商贾间流传，也慢慢

取代了旧称“韶州”。

多山的地区文化总体上相对保守排外，然而扼岭南与中原交

通咽喉的韶关却成了那个例外。群山为那些逃避战乱和灾祸的南

迁者提供庇护，地理位置和古道又促成了繁荣的商贸，吸引八方

来客聚集于此。

韶关因此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地方文化，三教九流在韶关都能

分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度被中原文化排斥的佛教，也在这里

生根发芽，并对韶关产生深远影响。

韶关市内单是历史超过千年的古寺就有曲江区马坝镇曹溪之

畔的南华禅寺，以及位于韶关闹市区的大鉴禅寺、位于乳源瑶族

自治县慈雪峰下的云门山大觉禅寺，位于丹霞长老峰景区的别传

寺，且至今香火连绵繁盛。

其中以有“禅宗祖庭”之名的南华禅寺最为著名，其始建于南

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 ，至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

现有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寺内珍藏着大批珍贵历史文物，

如六祖惠能真身、南汉大宝七年（公元964年）所铸千斤铜钟、元

朝千人锅、清代千佛铁塔，以及历代皇帝所赐诏书（圣旨）、金

绣千佛袈裟、金书《大藏经典》等。

韶关的“佛”，是真的佛

韶关和佛教的缘分，由来已久。早在晋代，就有来自天竺的

梵僧求那跋摩在始兴郡（今韶关曲江区）虎市山建寺。南北朝时

期，梁元帝天临元年（公元502年），天竺僧智药三藏带着徒弟去

山西五台山礼拜文书菩萨，经过韶州曹溪口时，促成当地官府建

寺，历时3年建成，因此地“宛如西天宝林山”，得名宝林寺。

民间传说，智药三藏对徒弟说，170年后，将有肉身菩萨于此

地弘法。公元677年，继承弘忍衣钵的惠能回到其出生地岭南弘法

，恰好170余年。

六祖惠能对于中国佛教发展的意义堪比欧洲马丁· 路德、加尔

文等神学家掀起的针对天主教的宗教改革。史学家陈寅恪曾评价

惠能“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烦琐章句之学

，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

在惠能之前，佛家讲求静坐修心，诵经参禅。而在惠能的佛

学思想更强调顿悟成佛。所谓顿悟，是指不以专门的修行作为参

禅的途径，而是在起卧行居中都可以体会到禅意。

人人有佛性，只要觉悟到自己的佛性，那就是成佛的时刻。

惠能的改革实现了禅宗的本土化，让人们不至于因为参禅而放弃

耕作和日常生活，南禅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而韶关也被视

为南禅佛教的发祥地。

惠能圆寂后，宝林寺改名为南华禅寺，禅宗在海内外开枝散

叶，韶关更是佛寺林立。早在清朝，韶州七县 就有佛寺 290 多

座，仅城区（包括曲江）就有63座。除了保存有六祖真身像的南

华寺，还有苏东坡亲笔题诗的月华寺、丹霞山上的别传寺、云门

宗的道场云门寺，它们都是声名远播的古刹。

对禅宗文化感兴趣的旅客到韶关一般都直奔名气最大的南华

寺，不过在老艺术家看来，位于丹霞山的别传寺完全可以和南华

寺相媲美。

别传寺的名字就不落俗套，取自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义理，点明了禅宗的核心思想，即不

借助语言、文字的外在辅助，通过心心相印的方式顿悟。

即使是没听说过别传寺的游人，也能顺着丹霞山拾级而上，

在中层就可以看到一座山门矗立，上书“丹霞山别传寺”六个大

字。山门的两侧都是悬崖绝壁，右边的绝壁上有“红尘不到”的

石刻。门下是数十级宽阔的石级，站在石级上仰望山门，山下的

茫茫人世都已模糊成过眼烟云。

惠能针对禅宗的改革，让佛学从一门封闭在寺门内的学问，

变成了普罗大众都可以接触到的思想。即使是此前并不了解禅宗

思想的年轻人，其实也越来越多地在无意中践行着某种禅宗思想

的当代变奏，对于佛系生活的追求，是惠能的诵经声跨越千年的

回响。

在韶关，吃素也能长胖

那些以干饭为第一出游动力的老饕们，千万别因为韶关深受

禅宗文化影响，就觉得韶关的饮食肯定寡淡无味。那老艺术家只

能为你错过了韶关美食深表遗憾。

在这片被广府菜、潮州菜、客家菜三大菜系割据的粤菜大本

营里，韶关美食以它多元的风味独树一帜。

作为禅宗圣地，韶关的斋饭自然要优先推荐。因为禅宗农禅

并重的传统，各大寺庙里供应的斋饭原料都来自僧侣们自己种植

的天然食材，又因为韶关特殊的地形，古刹都选在依山傍水的洞

天福地，种出来的菜也格外可口。

不过在寺庙吃斋饭的规矩是不能讲话，对于喜欢边吃边聊的

人来说，韶关市内也有大把素食馆子等你挑。

韶关的素食餐厅各种档次都有，从日常就餐到高端宴请，总

有一家适合你。讲求性价比的老艺术家最心水的还是还是十几二

十块就可以随便吃的素食自助。既不用像其他自助餐那样吃不下

了还得算计能不能吃回本，也不用担心因为吃多了而让减肥大业

中道崩殂。

别看人均不贵，这类素食自助的菜式可是相当丰富。各类菌

菇、竹笋、豆制品和蔬菜炒制的家常菜组成了主菜，广式的甜品

和糕点是少不了的，蛋挞、萝卜糕、烧卖、南瓜糕、马蹄糕、红

豆糕，能在早茶店找到的点心，素食店里也样样不少。

吃饱了还能再来一碗广式靓汤溜溜缝，最后再用一杯罗汉果

茶或者竹蔗水清清口，保证能让肉食主义者也产生可以从此不沾

荤腥的幻觉。

除了佛系的素食，韶关的农家菜也是鲜香爽口。如果说没有

一只鸭能活着走出南京，那么号称家禽中最强战力的村口大鹅见

到韶关人就一眼望见了自己的命运。韶关用鹅做的硬菜里，最有

名的当属韶关新丰县的鹅醋钵和南雄县的梅岭鹅王。

鹅醋钵先将土鹅慢火清蒸至熟，上菜时，再将切好的鹅肉块

蘸着用鹅血和酸醋制成的酱料吃，恰到好处的酸味将鹅肉的肥美

完全激发出来。

另一道菜梅岭鹅王，听起来像是粤菜中的烧鹅，实际上也是以

当地农家鹅为主料，佐以当地特制的酸笋、葱姜、八角、花椒和辣

粉，经煸炒焖制而成。味道鲜辣爽口，完全看不出粤菜的痕迹。

除此之外，老艺术家个人还很喜欢韶关的一道小菜——酸笋

田螺煲。

把酸笋、辣椒、生姜、蒜洗净后，然后切成片，再把吐干净

杂质的田螺钳好后将所有材料一起放进砂锅里，加入适量清水、

食盐和油煲20分钟，吃起来那叫一个酸爽，那些抱怨在螺蛳粉里

吃不到螺蛳的人，韶关的大田螺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多民族聚居的韶关，除了汉族以外还有瑶、壮、回、满、苗

、白、侗、土家等30多个少数民族，从古至今对于大量移民的接

纳也使得韶关菜融合了各地的风味。

在见辣色变的广东，连辣椒都能在韶关大受欢迎，可见这座

佛系的城市，从不会亏待每一个流连至此的异乡人。

而韶关这座城，“佛”只是一种境界，可不是我们简单理解

的“躺平”，它早已站在时代的风口，无所畏惧，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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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就像一脚急刹车，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何为良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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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佛系城市”成了各城市争相竞争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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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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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关必定是当仁不让的，地处粤北之境的它，早已从DNA上就种下了这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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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界國慶升旗
祥獅獻瑞慶雙十

由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負責升旗儀式由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負責升旗儀式。。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右 ））介紹新到任的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介紹新到任的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
（（左左 ）。）。

休士頓中華公所代表隊進場休士頓中華公所代表隊進場。。

升旗儀式由國慶籌備會主委江麗君升旗儀式由國慶籌備會主委江麗君（（左左
四四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處長羅復文夫婦處長羅復文夫婦
（（左三左三、、左二左二），），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右四右四
），），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右三右三）、）、僑僑
務委員張世勳務委員張世勳（（右二右二）、）、劉秀美劉秀美（（左一左一
）、）、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右一右一））共同共同
主持主持。。

典禮在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儀隊前導下典禮在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儀隊前導下
開啟儀式開啟儀式。。

護旗的休士頓榮光聯誼會進場護旗的休士頓榮光聯誼會進場。。

出席升旗典禮的貴賓及僑務榮譽職人員合出席升旗典禮的貴賓及僑務榮譽職人員合
影影。。

「「休台姊妹會休台姊妹會 」」 成員與處長成員與處長、、主任主任、、僑務榮譽職僑務榮譽職
人員及州議員吳元之合影人員及州議員吳元之合影。。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校旗隊進埸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校旗隊進埸。。
由由FASCAFASCA舞龍隊老師林陽帶領舞龍隊老師林陽帶領FASCAFASCA學員表演的學員表演的
「「祥龍獻瑞祥龍獻瑞 」」 。。

「「休士頓國慶籌備會休士頓國慶籌備會」」 主任委員江麗君首先在升主任委員江麗君首先在升
旗典禮上致詞旗典禮上致詞。。

休士頓僑界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僑界慶祝中華民國111111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1010月月88日日（（上周六上周六））上午在僑教中上午在僑教中
心前廣場舉行心前廣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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