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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ian troops met with joy in Kher-
son as Russia abandons biggest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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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HODATNE, Ukraine, Nov 11 (Reuters) - Jubilant residents 
welcomed Ukrainian troops arriving in the centre of Kherson on 
Friday after Russia abandoned the only regional capital it had 
captured since its invasion in February.

“Today is an historic day.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taking Kher-
son back,”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said in 
a video address. Other Ukrainian forces were stationed on the 
approaches to the southern city, he said.

Russia said it had withdrawn 30,000 troops across the Dnipro 
River without losing a single soldier. But Ukrainians painted a 
picture of a chaotic retreat, with Russian troops ditching their 
uniforms, dropping weapons and drowning while trying to flee.

The withdrawal marked the third major Russian retreat of the war 
and the first to involve yielding such a large occupied city in the 
face of a major Ukrainian counter-offensive that has retaken parts 
of the east and south.

Village near Kherson rejoices at Russian rout, recalls life under 
occupation
Germany allocates extra 1 bln euros to Ukraine cyber-defence, 

documenting war crimes
U.N., Russian officials meet to discuss Black 
Sea grains deal
War spurs Ukraine to ramp up defence indus-
try, including ‘army of drones’
UK economy shrinks at start of feared long 
recession
Video footage verified by Reuters showed doz-
ens of people cheering and chanting victory 
slogans in Kherson city’s central square, where 
the apparent first Ukrainian troops to arrive 
snapped selfies in the throng.

Two men hoisted a female soldier on their 
shoulders and tossed her into the air. Some res-
idents wrapped themselves in Ukrainian flags. 
One man was weeping with joy.

Ukraine’s defence intelligence agency said 
Kherson was being restored to Ukrainian con-
trol and ordered any remaining Russian troops 
to surrender to Kyiv’s forces entering the city.

Locals had placed Ukrainian flags in the 
square as news of the end of more than eight 
months of occupation filtered out.

“Glory to Ukraine! Glory to the Heroes! Glory 
to the Nation!” one man shouted in another 
video verified by Reuters.

TEARS OF RELIEF
As Ukrainian forces surged forward during 
one of the most humiliating Russian retreats of 
the war, villagers came out of hiding and, amid 
tears of relief and joy, described how Russian 
troops had killed residents and looted homes.

Reuters could not independently verify the 

accounts and Russia’s defence ministry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questions about 
allegations made by residents of the recap-
tured village of Blahodatne, 20 km (12 miles) 
north of Kherson.

Serhii Kalko, 43, one of roughly 60 people 
who stayed in Blahodatne out of a pre-war 
population of 1,000, was struck by how quiet 
the final Russian retreat had been. “They left 
silently. They didn’t even speak with each 
other,” he said.

Previously, “there was shooting all the time 
from three directions,” said a tearful but 
ecstatic Halyna, a diminutive 81-year-old 
woman standing beside her rusty bicycle. 
“But they left two nights ago. Now they need 
to leave Kherson.”

KHERSON RETURNS TO UKRAINIAN 
CONTROL
Serhiy Khlan, a member of Ukraine’s region-
al council for Kherson, said the regional capi-
tal was now almost fully under the control of 
Ukrainian forces.

A large number of Russian soldiers had 
drowned in the river trying to escape and 
others had changed into civilian clothing, 
he said, advising residents not to leave their 
homes while searches for remaining Russian 
troops took place.
Natalia Humeniuk, a spokesperson for the 
Ukrainian military’s southern command, said 
“saboteur operations cannot be ruled out” by 
Russian troops in civilian clothes.

Crowd cheer and chant as they surround a car 
with Ukrainian soldiers in Kherson Freedom 
Square

Ukrainian service members ride a previously 
captured Russian armoured personnel car-
ried in the village of Blahodatne in Kherson 
region
Ukrainian serviceman carries captured an-
ti-tank grenade launchers at a former position 
of Russian soldiers in the village of Blaho-
datne in Kherso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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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man reacts as rescuers work to remove the dead body of a woman from the 
debris at the Central House of Culture, after a military strike hit a building, 
as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continues, in Chuhuiv, in Kharkiv region, 
Ukraine. REUTERS/Nacho Doce

Israeli forces blow up the house of assailant Palestinian militant Yahya Mari, in Qarawat Bani 
Hassan in the Israeli-occupied West Bank. REUTERS/Mohamad Torokman

U.S. basketball player Brittney Griner, who was detained at Moscow’s Sheremetyevo airport 
and later charged with illegal possession of cannabis, is escorted before a court hearing in 
Khimki outside Moscow, Russia.  REUTERS/Evgenia Novozhenina/Pool

Pope Francis meets with First 
Nations, Metis and Inuit indig-
enous communities in Maskwa-
cis, Alberta, Canada. REU-
TERS/Guglielmo Mangiapane

The sails of the Sydney 
Opera House are illuminat-
ed with poppies at dawn 
to mark Remembrance 
Day, in Sydney, Australia. 
REUTERS/Jaimi Joy

Children surf in the Mediterra-
nean sea during a summer surf 
camp, at the city of Ashkelon. 
REUTERS/Amir Cohen

Tonight
at the Hilton
Ameri-
cas-Houston
Hotel we
welcomed
former U.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
tion Elaine
Chao,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three of our
congressmen, more than twenty
consuls general and nearly 600
guests and business leaders to
celebrate the twenty-year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Over the past 20 years we and a
group of founders have built this
center to bridge small businesses
and the world. We are so proud of
our record of promoting local
businesses to reach the global
market.

After twenty years, we will
continue our mission to build a new

business
model and
a
community
battleship
to
incorporate
media,
culture,
trad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to
serve more
businesses
in the near
future.

Once again, we thank all of our

friends who have supported our
mission for so many years.

1111//1111//20222022

2020th Anniversary Of The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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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Russia began its invasion of Ukraine on Feb. 
24, more than 10 million people in the country have 
been forcibly displaced — leading to the fastest 
growing refugee crisis in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More than 4 million refugees have fled into the 
surrounding region, while millions more are dis-
placed throughout Ukraine itself.
As bombs continue to fall on cities and neighbor-
hoods, more and more civilians are forced to flee 
their homes, adding to a crisis affecting an estimat-
ed 100 million forcibly displaced people world-
wide. Vital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are strug-
gling to provide much-needed aid and relief due to 
lack of funds and support. 
As part of the Stand Up for Ukraine campaign, 
Global Citizen and 77 organizations, businesses, 
and institutions published an open letter to world 
leaders on Friday, calling for governments, philan-
thropists, artists, and businesses to support human-
itarian relief efforts for refugees from Ukraine and 
conflicts around the world. 

UNHCR, the UN Refugee Agency, has reported 
a $10 billion funding gap of to address the global 
refugee crisis. Displacement caused by war, perse-
cutio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require immediate attention, but without the neces-
sary funding, emergency aid organizations are un-
able to deliver the food, health care, and protection 
that is so urgently needed. 
“That’s why we are calling on governments, 
philanthropists, artists, and businesses to join us and  
#StandUpForUkraine,” the letter states. “Billions of 
dollars must be committed in order to fund current 

refugee efforts in Ukraine and globally, and it is our 
hope that you will show your support by commit-
ting to the humanitarian agencies, organizations on 
the ground and to local authorities at the frontline 
that need it the most.”
What does the open letter hope to achieve?
More than 6.5 million people are displaced within 
Ukraine, while more than 4 million refugees have 
fled across border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UN-
HCR. An estimated 12 million people are currently 
in need of assistance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The open letter and Stand Up for Ukraine cam-
paign aim to mobilize billions of dollars for refugee 
relief and ensure the most vulnerable — such as 
women, children, the elderly, and people with dis-
abilities — are not overlooked or left behind. 
The letter not only addresses Ukraine’s refugee cri-
sis, but it also urg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ot 
to shirk its responsibilities for refugees worldwide. 
“We also must ensure that commitments made are 
new and additional to already existing spending, 
so as to not generate or exacerbate other crises in 
the process of re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Ukraine 
and its neighbors,” the letter says. “We must stand 
together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Ukraine 
and for all refugees and 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You can read the full letter here below.

Who has signed the letter so far?
Aable, aable Lending Services AG, Accelerate 
Global, LLC, Ac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 Arctic Basecamp, 
Association « Russie-Libertés », Athena Impact, 
Australians for Mental Health, Balaklava Blues, 
Ban Ki-moon Centre for Global Citizens, Ben-
evity, Blind Media Inc., Charlie Dent, CIVICUS, 
Co-founder AfterWEVote, DevryBV Sustainable 
Strategies, Direct Relief, Donor Tracker, Douglas 
Alexander, Senior Fellow,    Harvard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ê 2=equitable energy, 
EcoVision, Elijah Interfaith Institute, European 
Food Banks Federation, Focus 2030, Folk Songs 
of Ukraine, Foreign Policy Community of Indo-
nesia, Friends of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US, Global 
Citizens Youth Advo-
cate, Global Solidarity 
Fund, Globesight, Green 
Element Group, Had-

ley Impact Consulting, Heartland Initiative, Inc., I 
Support Ukrain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
merce,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rps, International 
STEM Council, IsraAID, Jara, KD Leadership 
Strategies, KM Strategies Group, Kulturehaus, 
Let’s Help, Lot 20 Coffee, Minderoo Foundation, 
Namati,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ettwerk Music Group, Nigeria Civil Society Co-
ali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e Global 
Democracy, ONU FEMMES FRANCE, Oshun 
Partnership, Pallottine Missionary Foundation, 
Salvatti.pl, PhilanthropyWorks, Public Movement 
Faith, Hope, Love, Ramesh Ferris Global Health, 
Advocate & Canadian Polio Survivor, Razom 
for Ukraine, Refugee Talent, Rotary International, 
SDG Advising LLC, Shule Foundation, Inc., So-
cial Projects Center of Future, Stand With Ukraine, 
The Africa 80 Foundation, The Caux Round Table 
for Moral Capitalism, THE GLOBAL KID: The 
World’s 1st VR/AR Political Comic Book, The 
Marigold Foundation - Malta, The National Alli-
ance for Rare Diseases Support- Malta, The ONE 
Campaign, Tonya McCusker AM, Tribeca Enter-
prise, U.S. Global Leadership Coalition, Ukrainian 
Red Cross Society, Zywiec Development Founda-
tion, and ФемРозмови.
What is Stand Up For Ukraine?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y began 
the call to Stand Up For Ukraine on March 26 in a 
video address, which implored politicians, business 
leaders, actors, musicians, and more to show their 
support for Ukraine. In response, European Com-
mission President Ursula von der Leyen and Cana-
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in partnership 
with Global Citizen, announced a pledging event 
on Saturday, April 9, in Warsaw, Poland. The event 
will be an opportunity for world leaders, philanthro-
pists, and corporations to close the funding gap and 
bring aid to refugees around the world.
“A Ukrainian child has become a refugee every 
secon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The world must 
stand up for them. The European Union is catering 
for the needs of the millions of refugees it hosts. 

And we will further step up,” von der Leyen said 
in a statement. “But so much is needed — and the 
brave people of Ukraine deserve solidarity from cit-
izens and governments around the globe. Together, 
we can give them a safe home and bring some light 
in their lives at this dark hour.” 

Ahead of the pledging 
event, a global social 
media rally is taking 
place on Friday, April 
8, amplifying the voic-
es of advocates and 

further calling on world leaders to pledge finan-
cial support on Saturday. Musicians, artists, actors, 
and activists are taking to Twitter, Instagram, and 
YouTube to show their support with the hashtag 
#StandUpForUkraine. 
Learn more about the social media rally and pledg-
ing event, and how you can get involved, by visit-
ing ForUkraine.com.  
Related

World Leaders Responded To The Calls Of Advocates To 
Support Refugees In Ukraine And Around The World.

Inspiring Quotes From World Leaders Show 
Their Support  For ‘Stand Up for Ukraine’

Leaders, advocates, and more met at the Stand 
Up for Ukraine pledging summit in Warsaw, Po-
land on Saturday, April 9 which saw $10.1 billion 
pledged in new grants and loans to support refu-
gees from Ukraine and around the world. (Photo: 
Getty Images)
It started with a call to action, grew into a movement, 
and now world leaders are making new commit-
ments and reaffirming pledges to deliver humanitar-
ian aid to support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ople from 
Ukraine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More than 40 world leaders from Germany to Qatar 
and Switzerland to Slovakia made and renewed their 
commitments to Ukraine and all global refugees on 
Saturday, April 9, as part of a pledging event in War-
saw, Poland for the Stand Up for Ukraine campaign.
The campaign, inspired by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
dymyr Zelenkyy’s call to action, and launched by Eu-
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Ursula von der Leyen 
and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in 
partnership with Global Citizen, brought together or-
ganizations, businesses, artists, actors, advocates, and 
Global Citizens, to call on world leaders to pledge hu-
manitarian aid to ̀ refugees from Ukraine and around 
the world — to help fill the UN Refugee Agency’s 
$10 billion funding gap. 
Since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began on Feb. 
24, thousands of lives have been taken while more 
than 10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forced to leave their 

homes and families behind. With an estimated 13 mil-
lion people in Ukraine in need of urgent assistance and 
at least 82 million refugees worldwide in need of aid, 
humanitarian efforts are struggling to reach all those 
who need help.

Artists, actors, creators, 
musicians, and Global 
Citizens banded togeth-
er on Friday, April 8th 
to amplify advocates’ 

voices on Twitter, Instagram, Facebook, YouTube, 
and TikTok in a social media rally piling pressure on 
world leaders ahead of  Saturday’s pledging event. 
With the call to action ignited across the world, Stand 
Up for Ukraine saw $10.1 billion (9.1 billion euros) 
pledged in new grants and loans to support those who 
have had to flee their homes in Ukraine and around 
the world. 
Alth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so many around the 
world showed the powerful strength of un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d what we can achieve when we 
raise our voices together, there’s still more that world 
leaders can do to continue their support for people 
facing forced displacement, whether due to conflict, 
climate chang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more. 
Before Russian aggression exacerbated the global ref-
ugee crisis, people from Afghanistan, Yemen, South 
Sudan, and many more regions were already being 
forced to flee their homes and these displaced people 
deserve global support too. Take action in support of 
all refugees globally here, and take this action today to 
urge world leaders to act now to prevent a global food 
crisis being triggered by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Musicians, actors, athletes, entertainers, and advocates 
have showed a powerful display of unity as part of a 
global social media rally joining forces under the call 
to Stand Up For Ukraine and for all the world’s ref-
ugees and displaced people. From heartfelt tweets to 
impassioned video messages, they’ve helped amplify 
the calls of advocates urging world leaders, business-
es, governments, and institutions to mobilize funding 
for refugees from Ukraine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social media rally was held before the Stand Up 
For Ukraine pledging event on Saturday in Warsaw, 
Poland, hosted by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Ursula von der Leyen and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in partnership with Global Citizen. 
The event aims to secure billions of dollars in funding 
to relieve the urgent refugee crisis worldwide. 
Zelenskyy first implor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
nity to Stand Up For Ukraine in a March 26 video 
message call to action. “I’m inviting everybody: mu-
sicians, actors, athletes, businessmen, politicians, ev-
erybody,” said Zelenskyy in his address. “Everyone 
who wants to join this movement and Stand Up For 
Ukraine.”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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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More Than 70 Organizations Have Signed, Calling 
To Fund Refugee Efforts In Ukraine And Globally

“Stand Up For Ukraine” - An Open 
Letter Calls On World Leaders To  
Take Urgent Action for Refugees

Inspiring Quotes From World Leaders Show          
Their Support For ‘Stand Up For Ukraine’

Here below are quotes and pledges from some of the dozens 
of world leaders that answered the call to action to Stand Up 
for Ukraine and for all refugees globally.

1.Scott Morrison,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We 
might be separated by half an earth but Australia stands 
with Ukraine,” said Morrison. Morrison announced no new 
pledges but reiterated Australia’s commitment to support 
Ukrainian efforts. He also mentioned that along with prior-
itizing Ukrainian visa applications, Australia has provided 
$65 million toward refugee relief efforts and is working 
with the UN and UK to provide addition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2. Alexander Schallenberg, Minister of For-
eign Affairs of Austria “In these dark hours, Austria stands 
with Ukraine. What the Ukrainian people desperately need 
and what they deserve is peace,” Schallenberg said. “So 
my message to President Putin is simple: Silence the gun, 
pull back your troops, and end this war.” 3. Mustafa Al-
sayed,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Royal Humanitarian 
Foundation, Kingdom of Bahrain “We wish the people 
of Ukraine a safe and quick end to their suffering, and we 
support all the initiatives taken to provide support and b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to this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 
Alsayed said. 4. Alexander de Croo, Prime Minister of 
Belgium “We’re all brokenhearted by what is happening. 
Everyday we’re shocked by the sheer inhumanity,” de Croo 
said. “Homes and hospitals being destroyed. Families torn 
apart. Grandparents not knowing if their grandchildren are 
still alive. From the first hour, the first day, people in Belgium 
have opened their hearts and their homes for families on the 
run. At this very moment, Belgian trucks are on the road to 
Ukraine with medical assistance and food. We’ll continue 
our efforts as long as needed,” he pledged. “Belgium will 
not leave anyone behind.” 5. Kalina Konstantinova, Dep-
uty Prime Minister of Bulgaria “We have full confidence 
that we are capable and prepared to welcome and take care 
of more people in need,” said Konstantinova “Bulgaria is 
a small country with a big heart. Bulgaria stands for peace. 
Bulgaria stands with Ukraine.  6. Andrej Plenković, Prime 
Minister of Croatia “Croatia pledges another 100 million 
euros in assisting Ukrainian refugees that we shall be receiv-
ing in our country in these dire times for the Ukrainian peo-
ple,” Plenković announced.  “We will continue our support, 

our solidarity, and our help in these moments when we are 
standing by Ukraine and the Ukrainians.”

7. Carlo Monticelli, Governor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Development Bank
“The Council of Europe Devel-

opment Bank stands passionately behind Ukraine and 
their people,” said Monticelli. “We are proud to be part of 
the Stand Up for Ukraine campaign and join forces with 
others to stand up against this war and to contribute for 
peace in Europe.”
On behalf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Development Bank, 
Monticelli announced a 1 billion euro loan to member 
states to support long term needs of refugees and the 
areas they have evacuated to.  8. Nicos Anastasiades, 
President of Cyprus “In addition to our commitments so 
far, which are exceeding 2 million euros, I would like to 
announce a fresh and symbolic financial commitment of 
100,000 euros to support the humanitarian work undertak-
en in Ukraine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by the relevant 
ent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gencies.”  9. Petr Fiala, 
Prime Minister of Czech Republic
Fiala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more assistance for the 
300,000 Ukrainian refugees who have arrived in Czech 
Republic, most of whom are women and children, and 
announced that 200 million euros would be released in 
support of those refugees. “We will also continue to help 
directly in Ukraine,” he said. “You can count on that. 
The Czech Republic stands behind Ukraine.” 10. Mette 
Frederiksen, Prime Minister of Denmark “Our world 
changed six weeks ago. A brutal aggressor invaded a 
peaceful and democratic country. We have all seen the 
horrible pictures from the war. The total lack of humanity. 
It is heartbreaking,” Frederiksen said.  “Denmark stands 
in full solidarity with Ukraine. We support your fight for 
freedom and peace. And we open our hearts and homes to 
Ukrainians fleeing the war.” Frederiksen added that Den-
mark has donated $53 million toward support in Ukraine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along with $22 million to the 
World Bank’s budget support package for Ukraine. She 
also stated that her country is “ready to do more.”

11. Odile Renaud-Basso,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in-
vasion and war is a tragedy 
for the country and its peo-

ple, and we are determined that we should stand up for 
Ukraine alongside our many friends and partners,” said 
Renaud-Basso.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been displaced 
either within Ukraine or forced to live as refugees, and 
alleviating the impact on them is one of our main priori-
ties.”Renaud-Basso and the EBRD announced a pledge 
of 1 billion euros to support Ukrainian refugees as part of 
a larger resilience package that will also benefit surround-
ing countries taking in refugees. The plan also includes 
investments in municipal infrastructures such as funding 
companies so that refugees can find work. “I congratulate 
you on organizing this initiative, and I’m sure that together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Renaud-Basso told Global 
Citizen.

12. Werner Hoyer,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Invest-
ment Bank Hoyer announced that the European Invest-
ment bank plans to mobilize 4 billion euros toward in-
vestments and refugee assistance by the end of 2023. “As 
millions of Ukrainians flee their homes seeking safety, we 
cannot be paralyzed by horror,” he said. “We must live up 
to the exemplary bravery and resilience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We have to support them and those who are host-
ing them in Poland and elsewhere.”

13. Sanna Marin, Prime Min-
ister of Finland “Finland is 
ready to assume its responsibil-
ity in this common effort. There 
is no time to waste,” Marin said, 

describing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Finland and the EU. 
“Our entire society is with the Ukrainian people,” she said. 
“We [will] do our best to help Ukraine and those fleeing 
from the atrocities of the war.” 14. Olaf Scholz, Chancel-
lor of Germany “Only a few hundred meters from here, 
at Berlin Central Station, trains with Ukrainian refugees 
are pulling in by the hour. I met with some refugees a 
few days ago. Their stories are heart wrenching,” Scholz 
said. “I told them that they are welcome here and that in 
a joint effor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ur lender, and our 
local communities are doing all we can to provide shelter, 
health care, schools, and a safe future.” Scholz added that 
Germany has pledged 425 million euros to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for Ukraine and its neighbors plus 70 million 
euros for medical supplies through the European Civil 
Protection Mechanism. He said: “Germany stands with 
Ukraine and side by side with all of you.”15. Kyriakos 
Mitsotakis, Prime Minister of Greece “When the war 
is over, we should rebuild what was destroyed and make 
it better for the heroic people of Ukraine,” said Mitsotakis. 
“That is why Greece commits to rebuild Mariupol Ma-
ternity Hospital as we stand up for Ukraine and lift our 
sights for the future. What better way to do so than by 
securing the best conditions for welcoming new life?” 16. 
Ignacio Galán, Chairman and CEO of Iberdrola “I 
can announce today a further donation of 1 million euros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berdrola is and will remain 
committed to help,” Galán said, adding that Iberdrola and 
its employees have also provided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humanitarian supplies to Ukraine. 
17.  Micheál Martin Irish Taoiseach “We pledge from 
within our national resources and in line with the Tem-
porary Protection Directive to provide our state support 
to them, including social welfare, accommodation and 
housing support,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as we have 
said to the many thousands of Ukrainians who have fled 
to Ireland,” said Ireland’s Taoiseach Micheál Martin. “Our 
home is your home.”

Martin announced a com-
mitment of over 50 million 
euros for humanitarian aid 
and pledged ongoing support 
including 20 million euros to 
support people in Ukraine and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18. Mario Draghi, Prime Minister of Italy “Italians 
have thrown open the doors of their homes and of their 
schools. We will not look the other way,” said Draghi, 
alluding to new governmental funding for Ukraine that 
would come in addition to the 500 million euros that has 
gone toward assisting refugees in Italy and 110 million 
euros for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19. Katrín Ja-
kobsdóttir, Prime Minister of Iceland “Iceland stands 
in full solidarity with Ukraine in the face of Russia’s brutal 
military aggression,” Jakobsdóttir said. Jakobsdóttir also 
added that Iceland has welcomed 600 Ukrainian refugees, 
contributed roughly half a billion Icelandic króna (US$3.8 
million) to humanitarian efforts in Ukraine, and has al-
located funds to the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CHA), the UN Refugee Agency 
(UNHCR), the UN Population Fund (UNFPA), the UN 

Children’s Fund (UNICE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the Icelandic Red Cross, and 
the World Bank’s Reconstruction Fund. “I thank the or-
ganizers of the Stand Up for Ukraine campaign,” she said. 
“Iceland is ready to do more and the people of Iceland 
stand with the people of Ukraine.” 20. Fumio Kishida,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Japan stands with the people 
of Ukraine who are facing a national crisis,” said Japan’s 
Prime Minister Fumio Kishida. He announced that Japan 
will provide a total of $300 million — including $200 
million in emergency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NGOs, for example of 
health and medical care, food assistance, and protection 
of displaced people, and $100 million in loads to support 
Ukraine’s economy.  “Japan will continue to implement 
assistance in solidarity with the Ukrainian people,” he 
continued. “Stand up for Ukraine!” 
For additional statements of support, please go to the fol-
lowing link: https://www.globalcitizen.org.                     
Related

“We Can Give Them A Safe Home And Bring                                                                      
Some Light Into Their Lives At This Dark Hour”
“Stand Up For Ukraine” Campaign Aims To                               
Drive Billions In Aid For Refugees Worldwide

As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caused by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continues to grow in urgency, European Com-
mission President Ursula von der Leyen and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announced the success 
of the “Stand Up for Ukraine” pledging event, that took 
place on Saturday, April 9, in Warsaw, Poland. The event 
aimed to mobilize significant funding to help vulnerable 
civilians impacted by the conflict and to support refugees 
everywhere. Ahead of the event, a global social media 
rally supported by Global Citizen took place on Friday, 
April 8, in response to a new video from Ukrainian Pres-
ident Volodymyr Zelenskyy in which he call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help people affected by the 
invasion. The rally encouraged citizens to call on gov-
ernments, institutions, 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s to 
donate to humanitarian efforts for Ukraine and refugees 
from conflicts worldwide, such as Yemen, South Sudan, 
and Afghanistan. 
Together, the Stand Up for Ukraine pledging event and 
rally seek to raise billions of dollars to bolster the United 
Nations’ flash funding appeal to assist the more than 3.7 
million refugees who have fled Ukraine, the 6.5 million 
people displaced within the country, and other global hu-
manitarian priorities. 
“A Ukrainian child has become a refugee almost every 
single secon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von der Leyen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world must stand up for them. 
The European Union is catering for the needs of the mil-
lions of refugees it hosts. And we will further step up. But 
so much is needed still — and the brave people of Ukraine 
deserve solidarity from citizens and governments around 
the globe,” she added. “Together, we can give them a safe 
home and bring some light in their lives at this dark hour.”  

More than 12 million 
people are currently in 
need of emergency aid 
— food, water, shelter, 
health care, and more 
— as a result of the 
war. Russia’s relentless 

bombing campaign has killed more than 1,900 civilians 
and made entire cities unlivable through the destruction 
of apartment blocks, key infrastructure, and health care 
facilities.
“Today, our message to the Ukrainian people is this: We 
are standing with you,” Trudeau said. “Whether you need 
food, water, shelter, or medical aid — we are rallying the 
world to continue to have your backs and provide critical 
assistance where it is needed most. When we all work 
together, we can achieve the best outcomes for those 
displaced by Putin’s illegal and unjustifiable invasion of 
Ukraine.”
The consequences will only worsen as the conflict drags 
on and the Russian army seeks to overwhelm additional 
parts of Ukraine. In his video message, Zelenskyy further 
described the impact of the war. “Millions of Ukrainians 
had their own home, had their own dreams, had their own 
quiet place, had their own world they could close from 
others or open it to everyone,” he said. “They had their 
own home until Russian missiles, bombs, shells came in. 
Until the invaders have come, and have destroyed and 
burned down absolutely everything. City after city, village 
after village, thousands of houses ruined, thousands of 
destroyed apartments,” he added. “Hundreds of cities and 
towns are annihilated, some are erased to ashes, burned 
down completely.”
The UN is leading efforts for a ceasefire, and Zelenskyy 
has been urging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to ne-
gotiate an end to the conflict — but litt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so far. 
Zelenskyy urge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support the 
pledging event and social media rally.

“I ask you to support 
Ukraine, to support Ukrai-
nians with the ‘Stand Up 
for Ukraine’ motto,” he said.  
“I’m inviting everybody: 
musicians, actors, athletes, 

businessmen, politicians, everybody. Everyone who 
wants to join this movement and ‘Stand Up for Ukraine.’”
The surge of refugees from Ukraine adds to a larger crisis 
worldwide. Globally, 82.4 million people are displaced, 
and there’s a $10 billion gap in funding for their support. 
Stand Up for Ukraine aims to mobilize funds to assist 
with this funding gap to ensure all refugees, everywhere, 
receive the aid they need. 
“History has shown us that conflict and poverty are close-
ly interconnected, resulting in the weakening of the rule of 
law, a collaps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ften cata-
strophic humanitarian situations,” said Hugh Evans, CEO 
of Global Citize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has led to a humanitarian crisis — members of 

Global Citizen saw this ourselves at the Ukrainian-Pol-
ish border. More than 3 million refugees have fled their 
homes, with millions more likely on their way,” he said. 
“Global Citizen has a history of responding rapidly to 
humanitarian crises, and this is no different. We’re calling 
for an immediate end to this crisis, and the provision of 
immediate financing to support refugee relief efforts not 
just in Ukraine but around the world.”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and Up for Ukraine 
pledging event and social media rally, you can visit 
ForUkraine.com. (Courtesy globalcitiz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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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Stand Up For Ukraine: An Open 
Letter Calls On World Leaders To                            
Take Urgent Action for Refug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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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捐款1,000萬美元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烏克蘭兒童

邁阿密慈少主導 疫情後重啟校際運動會

德州農工大學慈青畢業歡送會

地球日邁阿密志工淨灘活動

慈濟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簽署合作備忘錄，由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執行長顏博文（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辦事處執行長麥
可‧尼恩惠斯（右）代表簽訂。圖片來源／慈濟基金會

同儕間的團隊合作和共度的美好時光，自然地成為了友誼的基
石。圖片來源／慈濟邁阿密聯絡處

		*	本次活動將以中英雙語進行；所有台灣本會的直播都將提供英文字幕或現	
	 場即席口譯。
**	活動將遵守當地防疫規範，座位有限，請及早預約您的席位。

	 2022年5月7日星期六，慈濟德州分會將加入全球慈
濟人行列，與慈濟台灣花蓮本會同步進行佛誕日活動。
我們歡迎不同宗教信仰和背景的所有民眾參與，透過莊嚴
的浴佛儀式，自我省思；並在祈禱祝福的儀式中，感念與
世間萬物生靈共生息的重要性，體悟齋戒護生弭災疫的
真諦。期待您能加入我們的行列，匯聚慈悲心念為世界	
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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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4日與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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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4日與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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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分會浴佛節活動預告

活動名稱：慈濟全美浴佛暨跨宗教祈福
活動日期：2022年5月7日，星期六
活動時間：入場：下午5:00。浴佛典禮：下午5:30。
地點：慈濟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報名連結：www.tzuchi.us/zh/events/buddha 
-day-2022-houston (報名截止日期：4月27日)

慈濟創辦人證嚴上人不忍苦難，殷殷叮囑人人能發揮愛
心，凝聚善念消弭災難；慈濟基金會積極尋求管道，已
著手籌集物資，將在烏克蘭難民湧入的波蘭提供急難救
助發放物資，援助難民安身、安心。

捐款方式
•  網路捐款：
 donate.tzuchi.us/zh/ukraine 
•  手機應用程式 「一指積善」
	 	 	 													
					tzuchi.us/zh/app 
•  支票捐款：抬頭註明“Tzu Chi”，
	 並郵寄至慈濟德州分會會所，地址：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隨着人道局勢持續惡化，慈濟的捐助將使我們能夠幫助更

多處境危急的兒童和家庭。     
                卡拉·哈達德·馬爾迪尼

佛教慈濟基金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為受

到俄烏戰事影響的孩童們及其家庭提供急需的保護和

服務，於4月22日透過視訊簽署合作備忘錄，由慈濟慈善事

業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辦事處執行

長麥可‧尼恩惠斯（Michael Nyenhuis）代表簽訂，慈濟響

應捐款1,000萬美元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急難救助項目，

盼為戰火下的難民提供急需的人道關懷。	

	 迄今為止，已有近470萬烏克蘭人因躲避戰火進入周邊

鄰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其中有超過200萬人是兒

童，其中許多兒童與家人失散，或無人陪伴。慈濟的捐助將

幫助提供重要的難民保護和服務，包括尋找無人陪伴的孤身

兒童、進行心理輔導以及防止性剝削和性虐待等。

	 除支持聯合國援助項目外，慈濟還在波蘭三個城市，

為留滯當地的烏克蘭人提供購物卡、急難救助物資發放以及

心理關懷。慈濟計劃在六月底前，擴大援助在波蘭的難民至

15,000多人。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表示：「自俄烏戰事後，慈濟

創辦人證嚴法師時時刻刻關注著，慈濟對烏克蘭及周邊國家

的人道主義危機深表關切。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是不分宗教、

種族和文化的服務精神，慈濟致力於在這個關鍵時刻，以持

續的行動關懷兒童和難民的健康和福祉。」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私營部門募款及公共夥伴關係司司長

卡拉·哈達德·馬爾迪尼（Carla Haddad Mardini）指出：	

「受到戰爭影響的孩童們急需安全穩定的環境，以及保護、

醫療及教育等服務。正因為有佛教慈濟基金會等組織援助，

我們的工作會繼續幫助到更多的兒童。」

慈濟志工4月2日到波蘭盧布林醫學大學模擬醫學中心進行購物卡
發放，青年志工以氣球逗笑烏克蘭兒童。圖片來源／張淑兒

	作者／錢美臻

每年春天，邁阿密慈濟人文學校（Tzu Chi Academy	

Miami）都會邀請當地的中文學校，共同在韋斯頓地

區公園（Weston	Regional	 Park）舉辦年度運動會。過去兩

年，因全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運動會不得

不暫停舉辦；3月13日，因疫情趨緩，睽違兩年的運動會終

於恢復了。	

	 邁阿密慈濟青少年志工（簡稱：慈少）承擔籌辦工作，

從場地規劃到各項比賽、節目的運作，全由慈少主導。他們

在過程中表現出優秀的組織能力，無論是安全考量、時間安

排、串場銜接、氣氛帶動，甚至現場特殊狀況的應對處裡，

都做到了面面俱到。

	 慈少規劃了接力賽、湯匙傳球、袋鼠跳、兩人三腳、

海綿接水、躲避球以及壓軸的拔河比賽。拔河的設計是讓家

長、志工和孩子們都能夠玩到一起，讓每個人都有參與感，

也讓孩子們學習到團隊合作和競賽精神。

	 慈少舉辦大型活動的能力，贏得了大家的喝采，讓人們

留下深刻地印象。

	 這項活動的幕後功臣是慈濟邁阿密聯絡處的志工，他們

給了慈少最溫馨的支持與協助，也藉此培養慈少獨立承擔大

型活動的組織力和領導力。

	 歡喜閉幕的跨校運動會，讓經過了兩年避疫生活，許久

未見的人們，再度聚在一起，玩在一起，每個人都在當天留

下了美好的記憶。

五月，又到畢業的季節，5月1日德州農工大學的慈濟大

專青年聯誼社（簡稱：慈青）在校內舉行畢業歡送

會。因疫情關係，已有兩年無法在學校舉辦畢業典禮，眾人

都特別期待這次的歡送會。	

	 主持人由自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畢業的慈青

學長田益風及在校慈青林詠法擔當。節目從證嚴法師對慈青

們的期許開示展開，大家一起回顧在繁重課業外，共同參與

活動的點點滴滴。為認養的街道掃街、到老人院關懷爺爺奶

奶、去食物銀行協助打包等項目，慈青們在過去一年的社區

服務中，展現出青年們滿滿的活力與愛心。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振雄勉勵即將畢業的慈青們，勇

敢追逐自己的夢想，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他一一為即

將畢業的慈青披上畢業綬帶，並致贈證嚴法師的英文《靜思

語》，期勉他們未來遇到困境時，要善用《靜思語》的智慧

面對人生挑戰，認真地活在當下，發揮本性的真善美。

邁阿密慈濟志工4月23日響應世界地球日，號召社區民眾

一起加入環保淨灘的行列。

	 當天上午報名參加活動的民眾，戴上帽子、手套與水

壺，擦好防曬油，到奧萊塔河州立公園（Oleta	 River	 State	

Park）會合，一起彎腰幫助拜扎納海灘（Bayzana	 beach）

恢復清潔面貌。淨灘活動後，大家徜徉在美麗的公園中，游

泳，划船，騎腳踏車，共度美好的週末；能夠為大地盡一份

力，留給孩子一個乾淨的地球，讓參與活動的人都感到格外

得有意義。	
慈濟邁阿密聯絡處4月23日舉辦地球日淨灘活動。攝影／蔡長治

慈濟德州分會
執行長羅振雄
（左）替慈青
披上畢業綬
帶。攝影／
許維真

畢業的慈青
們與慈濟德
州分會志工
合影。攝影／
許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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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鼻子情聖」傑哈德巴狄厄(Gérard Depardieu)、《小淘氣尼古拉

》丹尼爾普列沃斯(Daniel Prévost)、傳奇女星梅琳狄夢嬌(Mylène Demon-

geot)和《找我經紀人》莉莉安羅佛等法國資深演員主演的電影《抓狂養老

院》，是當紅諧星凱夫· 亞當斯自編自製，作為最年輕的主角與眾多資深

前輩同台飆戲也毫不遜色，劇中他與「大鼻子情聖」的對手戲從相殺到相

愛是絕對不可錯過的爆笑好戲！

凱夫· 亞當斯透露，劇本選擇以沒有家人的孤獨老人作為養老院的居

民，是取自十多年前的真實新聞事件，他試圖以喜劇的角度講述了高齡化

社會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巧合的是在電影上映前，一本在法國出版的新書

《掘墓者》（The Gravediggers，暫譯）揭露了法國最大護理公司的養老院

如地獄般的慘況，雖然這樣的安排並非製作團隊的本意，但是這個巧合確

實讓養老院的管理成為大眾與政府都不得不重視的社會議題。

凱夫· 亞當斯想透過電影向所有的長者們致意，因為他們擁有著豐富

的生命經驗可以傳授，卻在80歲過後逐漸被社會邊緣化。《抓狂養老院》

在法國吸引了200萬人次進戲院觀看，得益於這群讓人印象深刻的資深演

員，似乎證明了他在採訪中說過的「我們的老人值得更好的！」

電影講述一位年輕的小混混米蘭諾被法院判處社區服務，讓對老人恐

懼的他不得不在養老院工作。但米蘭諾沒想到的是，他竟然逐漸與這群老

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誼，並發現這間養老院利用舉目無親的老人正在做的骯

髒事！他決定帶這群老人逃離養老院，但這個瘋狂的計畫會成功嗎？

《美國恐怖故事集》知名製作人萊恩墨菲（Ryan

Murphy）近期以兩部改編真實事件的驚悚影集《食人魔達

默》與《窺視者》霸榜Netflix！話題不斷，收視成績破新

紀錄，今日（8）官方宣布兩部影集都獲新一季續訂，《食

人魔達默》更是直接續兩季，目前確定會拍到第三季。

－《食人魔達默》直接續訂兩季，聚焦不同社會禽獸

男星伊凡彼得斯(Evan Peters)主演影集《食人魔達默

》改編自真實事件，講述連續殺人狂「傑佛瑞達墨」駭

人聽聞的暴行以及聚焦受害者與失能體制，開播後直接

稱霸Netflix全球收視榜單，連續進榜六週，連續三週封

王，第一個月觀看時數超過13.5億小時，目前只輸給了

《怪奇物語》成為Netflix史上最受歡迎英語影集第二名

，官方今日形容該劇是「破紀錄的成功影集」罕見宣布

續訂第2季和第3季，後續兩季會類似《美國犯罪故事》

不再關注「傑佛瑞達墨」暴行，而是聚焦其他影響社會

的可怕禽獸。

《食人魔達默》雖然爆紅，但引起不少爭議，有些

人質疑製作單位美化殺人魔，可能助長更多暴行，多位

受害者家屬公開譴責影集重現場景，給他們帶來新的巨

大創傷，剝削痛苦來獲利，Netflix此次續訂也引起部分輿

論撻伐。

－《窺視者》續訂第二季

驚悚懸疑劇《窺視者》同樣由製作人萊恩墨菲打造

，女星娜歐蜜華茲(Naomi Watts)主演，故事改編自美雜

《紐約》旗下網站The Cut一篇真實事件報導，講述一家

人搬到郊區的夢幻房子展開新生活，卻遭神秘人「窺視

者」來信騷擾、監視和恐嚇。10月初開播後，觀看時數

不敵《食人魔達默》但首兩週衝上排行榜第一名，以收

視成績來說已算相當亮眼。

官方今日正式宣布續訂第二季，由於戲外真實事件

，私家偵探與警方經過多年調查都沒有查出「窺視者」

的真實身份，也讓影迷好奇第二季會如何發展？Netflix現

階段僅公開續拍消息，並未說明第二季是否會延續第一

季劇情或改聚焦其他案件。

真實驚悚霸榜影集
《食人魔達默》《窺視者》都獲Netflix續訂第二季

亨利卡維爾（HenryCavill）除了是「超人」，作為

Netflix奇幻影集《獵魔士》中的主角「傑洛特」也備受喜

愛，遺憾的是，他近日突然宣佈退出該影集，將不會續

演第四季。

就如大家所知，身為好萊塢最帥的宅男，亨利卡維

爾相當喜愛《獵魔士》原作電玩《巫師》，能有機會扮

演「傑洛特」可以說是夢想成真，他曾於2019年的採訪

中說：「我真的很喜歡在業餘時間玩這類游戲和閱讀這

類書籍我不認為這是一份工作。對我來說，這更像是一

個不可思議的機會，可以讓我的幻想成真。」

其實長期以來，一直有消息暗示亨利卡維爾對於影

集《獵魔士》有所不滿，關鍵在於，他是原作《巫師》

電玩與書籍的鐵粉，他顯然希望影集能忠實於原著。然

而，Netflix影集《獵魔士》的編劇團隊，並不那麼尊重原

著設定，影集的故事情節似乎也越來越偏離遠著軌道。

亨利卡維爾曾相當致力於《獵魔士》七季的計畫，但

也曾在採訪中明確表示：「只要我們能繼續講述偉大的故事

，以彰顯安傑薩普科夫斯基（Andrzej Sapkowski）的原著作

品。」當他被問到未來幾季中，「傑洛特」是否會更多的與

其他巫師合作，他則回應：「這完全取決於，故事允許多少

我是這些書的忠實粉絲，忠於它們，得先確保故事不會有太

多的改變，或是冒出太多事情使它變得混亂。」

然而，很明顯，《獵魔士》編劇團隊並沒有持有同

樣的態度。《獵魔士》第2季的結局，與安傑薩普科夫斯

基的小說完全不同，出現了ㄧ個重要反派「不死之母」

，但這在小說中根本不存在。

曾參與《獵魔士》的編劇博德梅悠（Beau DeMayo）

曾透露，他離開《獵魔士》的部分原因，是因為其他編

劇對於遊戲和小說的態度，他們非常不喜歡原著，甚至

嘲笑原著，因此，不難想像為何亨利卡維爾這樣的鐵粉

會不滿意這份工作。

眾所周知，巨石強森（Dwayne Johnson）全力促成亨

利卡維爾的「超人」客串黑亞當，這也代表亨利卡維爾

將會回歸演出超人。另外，亨利卡維爾也與蓋瑞奇

（Guy Ritchie）再度合作，拍攝二戰諜報片《不紳士戰爭

部》（The Ministry Of Ungentlemanly Warfare），該片故

事為圍繞著「007之父」伊恩· 佛萊明 (Ian Fleming)的秘

密諜報組織，而蓋瑞奇計畫將這部電影變成一個系列。

這一切都讓亨利卡維爾離《獵魔士》越來越遠，尤

其《獵魔士》的編劇與他抱持不同的理念，當他遇到非

常有吸引力的機會時，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離開。

《獵魔士》從第四季起，「利維亞的傑洛特」將由

《飢餓遊戲》連恩漢斯沃（Liam Hemsworth）接演，這對

許多《獵魔士》粉絲來說是個難過的消息，也使得這個

系列的未來充滿了疑問，但這對亨利卡維爾來說，是個

完全可以理解的決定。

不是因為回歸超人？
亨利·卡維爾離開《獵魔士》的真正原因

「大鼻子情聖」 法國諧星亞當斯

《抓狂養老院》相殺相愛

Disney+ 於今日正式公開盧卡斯影業打造的《星際大戰》全新外傳影

集《The Acolyte》的卡司陣容，包括阿曼德拉．斯坦伯格（曾飾出電影

《致所有逝去的聲音》）、榮獲艾美獎最佳男主角的《魷魚遊戲》男星魷

魚遊戲、曼尼．賈辛托（曾出演驚悚影集《九位完美陌生人》）、達芙妮

．金（曾出演奇幻冒險影集《黑暗元素》）、茱蒂．透納-史密斯（曾出演

電影《皇后與瘦子》）、蕾貝卡．韓德森（曾出演《創造安娜》）、查

理· 巴奈特（曾出演黑色喜劇《俄羅斯娃娃：派對迴旋》）、迪恩－查爾

斯・查普曼（曾出演戰爭片《1917》）、以及凱莉-安・摩絲（曾出演《駭

客任務》）。

《The Acolyte》將會是一部懸疑驚悚影集，帶領觀眾進入在高等共和

國時代末期，銀河系中新興的暗黑神秘力量崛起的過程。故事中，一名絕

地武士與他的學徒睽違多年再次聚首，攜手調查一系列的犯罪事件，但兩

人萬萬想不到，他們所面對的力量遠比他們想像中的更加險惡。

《The Acolyte》已在英國由各個創作團隊、監製和總製片萊絲麗．海

德蘭（曾製作《俄羅斯娃娃：派對迴旋》）開始籌備拍攝。參與《The Ac-

olyte》的製作人還包括凱斯琳．甘迺迪（Kathleen Kennedy）、西蒙．伊曼

紐（Simon Emanuel）、傑夫．金（Jeff F. King ）和 傑森．米卡列夫（Ja-

son Micallef），蕾恩．羅伯特（ Rayne Roberts）和達米安．安德森（Da-

mian Anderson）也正在參與製作。

星戰最新外傳影集已在英國正式開拍

星光熠熠卡司陣容超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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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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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肖裕儀加盟阿德萊德聯六天後，中國女足又有
一位國腳吳澄舒登陸澳洲女足頂級聯賽（也被稱為澳
女超聯賽）。10日，澳女超堪培拉聯隊發布聲明說，
吳澄舒已加盟該俱樂部，將參加本月揭幕的
2022-2023賽季聯賽。

堪培拉聯隊主教練波波維奇表示，吳澄舒的技
術特點和國際大賽經驗是球隊所需要的。“我們非
常開心簽下吳澄舒。我期待着與她共事。”波波維
奇說，“她在技術上有天賦，閱讀比賽能力強，而
且有一種進球的慾望。”

26歲的吳澄舒是中國女足國家隊主力球員，
擅打翼衛或更靠前的邊鋒位置。在今年亞洲盃上，
吳澄舒在準決賽對陣日本隊的比賽中射進關鍵一
球，最終幫助中國女足獲得冠軍。

此前，多名中國女足球員已加盟海外俱樂部，
包括王霜（美國路易斯維爾）、唐佳麗（西班牙馬
德里CFF）、李夢雯和楊莉娜（法國巴黎聖日耳
門）、張琳艷（瑞士草蜢）、肖裕儀（澳洲阿德萊
德聯）、沈夢雨和沈夢露（蘇超些路迪）、趙瑜潔
（丹麥克厄）等。 ◆新華社◆唐凱（左）在進博會現場展示綜合格鬥技術。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黃澤林對主場與世黃澤林對主場與世
界級球手同場較量十界級球手同場較量十
分期待分期待。。 網總圖片網總圖片

◆ONE冠軍賽中國區總裁李穎。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前來參賽的世界級球星及亞
洲網壇新秀包括：世界排

名第9的費斯（Taylor Fritz）、
世界排名第11的靴卡斯（Hu-
bert Hurkacz）以及2022年美國
網球公開賽四強選手泰科爾
（Frances Tiafoe）；而本地新
星、兩項青年大滿貫雙打冠軍得
主黃澤林，國家隊名將吳易昺以
及一位將於稍後公布的球手亦將
加入戰團。對於主場與世界級球
手同場較量，黃澤林表示非常期
待：“我十分高興能夠參加‘交
通銀行香港國際網球挑戰賽’，
可以於主場與國際級球手對賽，
有家人朋友和球迷在現場為我打
氣，可說是我翹首以盼的難忘經
歷。這個比賽能讓我一試自己的
實力及為接下來的賽季累積實戰
經驗。我希望數星期後能夠在維

園網球主場搏盡無悔，在球迷面
前展現最好的自己。”

而香港網球總會會長莫君逸
則表示：“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25周年，我們很高興能
邀得如此強勁的球員陣容上演表
演賽，將頂尖男子網球賽再度帶
回香港。對球迷而言，看到冉冉
升起的新星與世界級球員比賽將
是一種非凡享受，這將推動香港
重回國際賽事舞台，並能在本地
進一步推廣網球運動。”

對於香港的防疫政策，莫君
逸預計屆時不會有太大改變，海
外觀眾及球手仍需接受“0+3”
檢疫。不過他同時透露，賽會正
向政府申請，允許海外參賽球手
及其團隊在來港首3日可以到維
園練習及比賽，他有信心當局會
提供豁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作為首個
亮相進博會的搏擊賽事，ONE冠軍賽日前隨新加坡展
團首次來到進博大舞台。展會期間，今年8月剛剛勇
奪中國首個男子MMA（綜合格鬥）世界冠軍的中國
選手唐凱現身與觀眾交流，並帶來了綜合格鬥技術的
演示。

受疫情影響，此前發力中國市場的ONE冠軍賽，
上一次的內地線下賽事還要追溯到2019年。

然而今年8月，在“ONE”羽量級世界冠軍賽
中，26歲小將唐凱勇奪中國首個男子MMA世界冠軍，
讓搏擊運動在內地再掀高潮後，ONE冠軍賽有些“坐
不住”了。巨大的市場市場潛力，吸引着“ONE”克
服萬難，在本屆進博會上，隨新加坡企業團前來參展。

“這次參展對我們來說增長了眼界，希望明年可

以藉着國家繼續對外開放的政策，在疫情管控之下，把
ONE冠軍賽這項國際高水平賽事帶回上海。”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專訪時，ONE冠軍賽中國區總裁李穎表
示。

而9日上午，結束了進博會的工作安排後，唐凱開
始趁機逛展。談及收穫“中國首個男子MMA世界冠
軍”頭銜，唐凱謙遜地說道，其實練習之初他從沒想過
自己能夠成為冠軍，但是隨着自己的水平提升，慢慢有
了自信。“當我拿到冠軍挑戰權的時候我就有預感了，
應該會拿到冠軍。”

對唐凱來說，ONE冠軍賽參展進博會，讓他愈發
期待自己能夠在家鄉人的喝彩聲中比賽，“2019年在
北京比賽獲勝後就再沒有本土比賽過了，希望有機會再
在中國比賽。”

桌球全英賽當地時間9日
在謝菲爾德結束了資格賽第4
輪前8場比賽的爭奪，中國選
手5人出戰，3人晉級正賽。
因位居世界排名前16的趙心童
和顏丙濤已作為種子選手進入
正賽，因此，躋身本次全英賽
正賽的中國球員已有5人。

在當日的一場“中國德
比”中，24歲的徐思雖然兩次
衝擊147分未果，但仍以6：4
戰勝“80後”老將田鵬飛。此外，呂昊天以6：1輕
取英格蘭選手希克斯，周躍龍以6：3淘汰威爾士球
員鐘斯。

除田鵬飛外，當日告負的
另一名中國選手是19歲小將吳
宜澤。在與威爾士選手斯蒂文
斯的較量中，吳宜澤在大比分
0：4落後的逆境下連贏5局，卻
最終錯失賽點，以5：6惜敗出
局。

桌球英國錦標賽是世界職
業桌球領域歷史最悠久的賽事
之一，與世錦賽、大師賽並稱
桌球三大賽。本次資格賽進行4

輪，共128人參賽，最終決出的16名球員將於11
月12日揭幕的正賽期間與16位種子選手直接對
話。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由世界排名曾高達第

8位的頂尖國際男子網球手及另外兩名世界排名前20的

新銳領銜參賽，“交通銀行香港國際網球挑戰賽2022”

將於下月23至25日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舉行，這是

睽違廿年來首度再有世界級網球表演賽在本地上演。

世界冠軍唐凱現身進博 與觀眾互動

25歲的靴卡斯在2021年
邁阿密公開賽奪得個人首
個ATP1000 巡迴賽單打
冠軍，藉此躋身世界前
列。這位波蘭球手其後於
溫布頓網球錦標賽擊敗2
號種子選手麥維迪夫，並
在和費達拿的最後一場職
業單打對戰中贏得勝利，
首次打進大滿貫4強。今
年他還奪哈雷公開賽冠
軍，並兩度打入ATP1000
巡迴賽蒙特利爾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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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卡斯
（Hubert Hurkacz）

現年24歲的費斯早前以
終結拿度的22連勝之姿
贏得今季 ATP1000 巡
迴賽印第安韋爾斯公開
賽冠軍而聲名大噪，一
舉躋身世界前十，並於
10月錄得職業生涯最高
世界排名第8位。這位
美國“一哥”還先後於
英國伊斯特本國際網球
公開賽及日本網球公開
賽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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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斯
（Taylor Fritz）

球 手 簡 介球 手 簡 介

來自美國的泰科爾在
美國網球公開賽殺入
單打準決賽，並擊敗
拿度、魯布列夫等世
界前十球手。這位24
歲的球手曾於東京及
埃什托里爾（葡萄
牙）的賽事打入決
賽，被視為美國網壇
的明日之星。泰科爾
目前位列世界排名第
1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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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科爾
（Frances Tiafoe）

先後於美國網球公開賽少年
組及澳洲網球公開賽少年組
贏得雙打冠軍，成為首位贏
得兩項大滿貫冠軍的香港球
手，創造香港網壇新歷史。
這位18歲的年輕球手在單
打比賽亦有過人表現，先後
於溫布頓網球錦標賽以及美
國網球公開賽的少年組晉級
8強及4強。正向職業賽場
邁進的他今年贏得兩項國際
網聯巡迴賽雙打冠軍，亦兩
度打入單打4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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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澤林

內地新星吳易昺於今年9
月透過外圍賽一路晉級
至美國網球公開賽第三
輪，是自1946年以來首
位躋身大滿貫賽事第三
輪的中國男球手。23歲
的他今年迎來突破，贏
得美國奧蘭多、印第安
納波利斯以及羅馬（美
國）三項ATP挑戰賽冠
軍，極有機會成為公開
賽時代第一位躋身世界
頂峰的中國男球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吳易昺

3中國球手晉桌球全英賽正賽

吳澄舒加盟澳洲女足頂級聯賽

◆周躍龍以6：3淘汰威爾士球員鐘斯，
躋身正賽。 資料圖片

◆◆賽會賽會1010日公日公布布
““香港國際網球挑香港國際網球挑
戰賽戰賽20222022””將於下將於下
月舉行月舉行。。網總圖片網總圖片

世界級網球賽世界級網球賽重臨香江重臨香江
黃澤林黃澤林期待與頂尖球手同場較量期待與頂尖球手同場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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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塵封十三載》殺青！”隨著

最後壹幕拍攝完成，由愛奇藝、九野

時代聯合出品，白玉蘭最佳導演劉海

波執導，婁霄鵬編劇，陳曉、陳建斌

領銜主演的現實主義刑偵懸疑劇《塵

封十三載》結束了跨越冬夏的拍攝，

於日前在重慶正式殺青。殺青儀式上

氣氛十分熱烈，現場百余位劇組工作

人員共同見證《塵封十三載》拍攝的

圓滿結束。

迷霧重重上演追兇紀實錄
現實立意還原人生百態圖
《塵封十三載》由白玉蘭最佳導演

劉海波執導，講述壹對刑警師徒跨越十

三年聯袂追兇的故事。十三年前的陸行

知（陳曉飾）年輕稚嫩但理論至上，

衛崢嶸（陳建斌飾）中年暴躁但技能

爆表，十三年後兩人性格對調各自成

長，警察師徒聯手探案，環環相扣的

線索、步步緊逼的兇手，證據反轉懸

念疊起，在並行的雙時空中巧妙的交

叉重合。最終二人撥開重重迷霧令真相

逐漸浮現，殊途同歸完成兩代人之間警

察精神的傳承。

對於本劇的寫實風格，導演有獨特

的創作理念：“我們重點考慮如何去展

現，時代氛圍和巨大變遷，壹目望去，

我們就生活在其中，能夠對故事更加感

同身受。現實主義美學的觀感是深層滲

透，不止步於感官愉悅。”總制片人殷

曉野對該劇創作大力支持，致力於為

觀眾帶來壹場視聽盛宴，同時展現時

代洪流巨變下不變的警心傳承。該劇

在創作中不追求以奇詭懸案來獵奇人

心，而是力求還原市井煙火氣息：八

十年代的老式縫紉機、白綠相間墻壁

的警察局、快言快語的街坊大媽，真

實再現了警察辦案過程中所見所識的

人間百態，社會各階層的角色形象、

貼地而行的人物故事、真實細膩的感

情糾葛，皆彰顯出現實題材作品深厚

的人文關懷和懲惡揚善、堅守正義的

價值底色。

冬夏開機臻於品質
謹懷匠心其藝必工
本劇作為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敘事

結構不同於過往設定，而是雙線並行，

將1997年與2010年兩個時空的案件重

疊穿插講述，懸疑加倍，質感滿滿。

主創團隊為還原兩個年代的雙時空設

定，貼合實景實情，特地選擇在冬夏

兩季分別拍攝97年與10年的戲份，項

目拍攝周期跨度延長至9個月，在力求

藝術效果的同時，其拍攝的難度與成本

、協調與統籌的壓力亦是接踵而至同倍

增加的。

在采訪中，陳曉用“精益求精”、

“效率高”、“專業”三個詞形容了對

劇組的評價。該片在細節上確實做到了

精益求精，為突出跨越13年的層次感做

出了許多嘗試：陳曉主動要求將發際線

和鬢角剔去增加滄桑感，老演員牛飄為

展現角色差異在幾個月內減重20斤；造

型指導深入重慶街頭觀察當地人物形象，

為每壹位演員設計既有山城氣質又符合

角色性格特征的妝造，劇中劉敏濤十三

年前壹頭小卷突顯潑辣性格和年代感，

十三年後發型柔和，體現逐漸溫柔寬和

的人物特點。據悉，陳建斌為完成冬夏

兩季的拍攝推掉了多部作品的邀約，只

為呈現精品之作。不僅如此，他對待表

演有獨特的表達技巧，為了激發對手戲

演員表演時的怒氣，在對方沒有防備的

情況下突然撞進門中，讓演員把被打斷

的憤怒，瞬間轉化給角色，戲中的情緒

就變得非常真實。陳曉的演技也十分精

湛，在飾演97年戲份時總是手拿筆記本

，眼神清澈，將初出茅廬的學生氣刻畫

得活靈活現，而在飾演10年的戲份時褪

去青澀，眼神更加堅定剛毅，再加上演

員深厚的臺詞功底，資深刑警正義凜然

的氣質和雷厲風行的辦事風格就呼之欲

出了。細節之處方能彰顯品質，期待各

位演員的精彩表現！

目前，該劇拍攝工作全部結束，

正式進入制作期，預計於2023年登錄

愛奇藝平臺。《塵封十三載》的主創

團隊以及演技精湛的演員都是行業翹

楚，自拍攝以來劇目備受關註，相信

在優秀主創團隊的保駕護航下，其誠

意滿滿會讓這場“罪與美、正與邪、

善與惡”的視聽盛宴更加精彩，期待

能早日壹同開啟塵封案件，共同探尋

“人間百態”的謎底真相。

京
味
話
劇
《
椅
子
》

魅
力
不
止
於
京
味

由著名編劇劉恒、鄒靜之、萬方創建

的專業戲劇創作機構龍馬社，自從上演過話

劇《斷金》之後，讓幾位主演都對話劇產生

了濃厚興趣，並且演而優則導，相繼以導演

身份參與到了話劇創作中。繼張國立導演了

《我愛桃花》《窩頭會館》之後，張鐵林近

日也獻上了自己的原創話劇《椅子》，而且

還是自編自導並擔當主演。

張鐵林以往在《還珠格格》《鐵齒銅

牙紀曉嵐》中扮演的“皇阿瑪”形象給大

眾留下了深刻印象。沒想到，他在這部黑

色幽默話劇《椅子》中，竟然完全改變風

格，塑造了壹個老北京四合院裏的小人物

，從壹個幹了壹輩子校對工作、剛剛從出

版社退休的葉老爺子角度出發，看過世間

百態，感悟人情世故。當張鐵林駝著背、

背著手、瞇著眼壹登場，到位的表演從形

象就有了可信度。

老葉壹生默默無聞，但卻因為退休時

搬回了壹把舊椅子，而讓所有人都對他改

變了看法，也產生了壹系列令人啼笑皆非

的故事。當“椅子”在眾說紛紜中，已經

被異化得不再是壹把“椅子”，而是成了

“椅子精”；老葉壹會兒被派出所當成

“嫌疑犯”，壹會兒又被偽媒體、偽專家

、偽教授、混社會的等各色閑雜人等糾纏

不休；就連多年的老鄰居也變得陌生，這

讓平平淡淡活了快壹輩子的他，在周遭各

種眼光和看法當中覺

得無奈和迷茫。整個

劇情和人物也從傳統

的現實主義，逐漸轉

向更具現代意義的荒

誕風格，讓人在哈哈

大笑之余又感悟到酸

辣苦澀的復雜人生況

味。

在劇中演員也都

是滿口地道京腔京韻的

京城“戲骨”，無論

是劉金山、李勤勤

、秦焰、蕭岱青等

資深藝術家，還是

特邀出演的當紅脫

口秀演員小北以及

張博、孫曉鵬、賈

峰權、安柏伊等眾

多優秀演員，都以

極為松弛幽默的表演，凸顯京味話劇魅力。

更為難得的是，作品雖然充滿了家長

裏短的生動日常細節，但並沒有停留在現

實主義風格表面，而是以壹種充滿哲思和

智慧的態度，深入到對社會的剖析；但又

不過分犀利批判，而是飽含著壹種延續老

舍作品風韻的自嘲風範和悲憫情懷，又帶

著壹種基於厚重生活底蘊和精神思考的荒

誕與思辨。劇中很多情節和臺詞貌似日常

，但細細品來都頗有深意，映射了時代躁

動之下普通人的不適與迷失，也在探索著

自我與外界的和解之道，只有足夠的生活

閱歷和人生感悟，才能寫得出來，看得明

白。這也為時下流行但也往往容易陷入

“套路”的話劇開拓了思路：別只停留

在對現實簡單刻畫的層面，戲劇的價值

和魅力，遠不止於此。

《好事成雙》開機接好“柿”
張小斐黃曉明解鎖都市女性題材新思路

由西嘻影業出品並承制，滕華濤擔

任總監制，楊曉培擔任藝術總監及總制

片人，滕華濤擔任總導演，滕華濤、王

為共同執導，李黎明擔任總制片人，祝

凱、金日善擔任制片人的都市女性勵誌

情感劇《好事成雙》今日正式開機。同

時在騰訊v視界大會通過“眼神”版單

人海報首度亮相官宣陣容。該劇由張小

斐、黃曉明、張嘉倪、李澤鋒領銜主演

，趙昕等出演，將視角聚焦在都市女性

如何在家庭、事業、愛情中如何找尋

自我的現實問題。

該劇在都市生活背景下，講述

了全職太太林雙（張小斐 飾）在步

入婚姻多年後生活突逢變故回歸職

場，面對穩重善良的故友顧許（黃

曉明 飾），性格迥異、亦敵亦友的

江喜（張嘉倪 飾），以及昔日愛人

衛明（李澤鋒 飾），決定“重啟人

生”的林雙如何鏗鏘前行迎來事業

與生活“好事成雙”的故事。

張小斐黃曉明實力搭檔
“眼神”版海報演繹成年人克

制美學
《好事成雙》本次亮相騰訊v視

界大會釋出的“眼神”版單人海報

整體呈現出向陽而生的溫暖質感，

無壹不在彰顯主角們站在人生路口

，心境沈穩的克制美學。

其中張小斐眼神溫暖且堅定，

體現出林雙面對家庭和職場帶來的

巨大變故毫無畏懼；黃曉明飾演的

顧許用眼神流露出底氣與自信；能

從張嘉倪飾演的江喜眼神中感受到

藏在視線下的精明與面對人生困境

的無奈，也能從李澤鋒飾演的衛明的

眼神中感受到角色的復雜與正邪難辨

。幾位實力派演員合作產生的超強戲

劇張力著實令人期待。

捕捉都市女性痛點
實力團隊題材全新探索
近年國內外影視創作的趨勢中，

女性題材已經成為壹大熱門，以往的

多部劇集都掀起了關於不同年齡的女

性情感和生活的討論。觀眾對於女性

題材的觀看需求也越來越多，在表達

上也要求主創團隊尋求新突破。《好

事成雙》由擅長現實主義題材並有

《心居》等話題作品的滕華濤擔任總

監制兼總導演，親自帶領禦用班底王

為等人，力求捕捉當代都市生活中女

性人生觀、戀愛觀的微妙變化和多元

化的發展趨勢，描繪女性所處的真實

世界和她們的的奮鬥故事。從《好事

成雙》的劇名也能看出，主創團隊想

要塑造的女性角色並不是單獨的女人

或母親形象，而是能在工作和家庭的

取舍中找出最優解的新獨立女性。

不止劇名有“好事”，開機儀式上

眾主創手舉“好柿”，寄托並傳遞“好事

成雙”的美妙寓意，令網友贊許劇組“有

點梗在身上”。相信《好事成雙》能在近

年來層出不窮的女性現實主義題材賽道勇

辟新途，為觀眾呈現壹個強話題、超寫實

又不乏溫暖底色的動人故事。

《塵封十三載》圓滿殺青
陳曉陳建斌刑警師徒聯袂追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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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歷史
傳奇劇《天下長河》11日登錄湖南衛視和芒果TV
雙平台。該劇以康熙年間的黃河治理工程為線索，
講述為治癒黃河水患，陳潢、靳輔兩位治河能臣經
歷數十載風雨，欲護黃河安瀾、還百姓平安的故
事。

該片總導演、編劇張挺通過社交平台接受記者
採訪，分享這部“S+”電視劇創作背後的故事。張
挺透露，為還原當時的施工方法，學習參考了大量
史料，多次請教水利專家、歷史學者，盡可能真實
地還原了清代治理水患的真實場景。

一部中國的治河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自強不
息的奮鬥史。為了還原黃河治水的一些場景，該劇
一直堅持實景拍攝。在橫店挖了一條佔據幾十畝地
的“黃河”，給予主創人員更多場景氛圍感，也赴
內蒙古實景拍攝，呈現黃河局部的真實景象。

中國影視劇的製作越來越精良，為了克服實拍的
困難，劇組人員也是拿出做實驗的精神不斷試煉出效

果。張挺告訴記者，為了表現黃河發大水的洪峰，做
了很多實驗。比如，找來四台鉤機，每台鉤機差不多
有半噸水，通過一個人工大滑梯，把水從空中飛濺出
來打到演員身上，一次用水量差不多是兩噸水。主演
黃志忠、陳潢他們經常會被水沖到半空之中。“他們
基本是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形態裏，但是沒辦法，拍
水只能這麼拍。”作為導演，張挺每次也都提心吊
膽，為了真實表達古人跟水做鬥爭的一個真實狀態，
確實試過很多辦法，最終都只能迎難而上選取靠近真
實的一個狀態去呈現。

選擇演員羅晉來出演康熙這個角色，引起一些
網友質疑，張挺卻力挺羅晉說，不管從氣質、形態
還是表演能力，他都覺得十分成功，“去看康熙原
來的畫像，羅晉僅從外形的貼近方面也做了特別長
時間的準備。”從拍攝到剪輯，目前的效果都讓張
挺覺得，當初的選角眼光到位。他認為羅晉比較有
文氣且眼神乾淨，同時他的形象又高度男性化，擁
有力量感。

▲導演張挺
分享《天下
長河》創作
背 後 的 故
事。

◀羅晉挑大
樑演康熙。

Bosco劇中扮演不愛與人交際的法證人員，笑言
私底下常作弄拍檔王敏奕，王敏奕就
解釋劇情講她是主動一方要女追男，
可惜對方“吊高來賣”。Bosco說：
“因為劇情去到最後我們才一起，所
以沒有任何激情戲，連拉手都沒有，
家嫂保護機制達到國防級，只是有少
少嘴對嘴，不是談情說愛那種親熱程
度。”

問到王敏奕是否真的有“家嫂
保護機制”，她說：“其實是保護
我，我不想Bosco的粉絲會不喜歡
我，因為我們的故事挺好看。”二
人自合作過《飛虎》系列後，Bosco
大讚王敏奕進步不少，說：“她拍
劇不再驚青，以前她會不出聲，我
要不斷提她放鬆些，更叫她一起去
做運動，等大家熟絡一點。”王敏
奕就解釋本身是個容易緊張的人，
在前輩面前更不敢胡亂開聲。

半天吊扮游水怕傷腰
至於劇集要接棒高收視的《下流

上車族》，Bosco稱沒有收視壓力，
因為兩劇屬不同劇種無法比較，壓力
只來自《法證》系列這個招牌。問到
最難忘的一幕，Bosco稱開場要他模
擬在水底演戲，說：“我要吊足一日
在半空扮游水，最怕傷到條腰，幸好
現在仍是好腰、好腎、好男人。”王

敏奕聞言就笑到面紅耳熱，表示很替
拍檔能保住條腰感到開心。

蔡潔不擔心被比較
飾演法醫的蔡潔笑言今次是她

有最多男對手的一部劇，雖然有6條
感情線但都沒有親熱戲份。難得與
Bosco和袁偉豪兩位前輩合作，蔡潔
做足事前工夫，購買很多解剖書和
人體模型作參考。問到有沒有擔心
觀眾拿她來跟張可頤、李施嬅等，
以前演過法醫的角色做比較，蔡潔
表示不擔心，因為前輩們都演得十
分好，她會盡努力演好角色和加入
一些個人風格。

蔡思貝飾演一位思想前衛的
“斜槓族”（擁有多重職業），相
比其他法證鐵三角演員，她不用牢
記大量專業名詞，角色相對輕鬆又
過足戲癮，她說：“因為我的角色
做過很多職業，有做公關、打鼓老
師和服裝指導等，最開心是公司幫
我交學費去學打鼓。”思貝劇中與
袁偉豪有浪漫感情線，她表示二人
會在貨櫃上看月亮，又會在墳場野
餐，是平時不會做但又是一個不錯
的體驗。對於早前思貝上載不少性
感照，她笑稱難得可以穿戲服以外
的靚衫，所以就拍一輯靚相留念，
更表示只是一條較貼身的連身裙，
並非像網友所想的內衣外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黃宗澤（Bosco）、蔡思貝、

王敏奕、袁偉豪、洪永城、蔡潔等人10日宣傳新劇《法證先鋒

V》，眾人台上分享拍攝感受時，劇中與王敏奕有感情線的

Bosco，笑指對方身為總經理曾志偉的媳婦，在公司內有天然

“家嫂保護機制”，所以他們一場親熱戲份也沒有，甚至連手

也沒拖過。

黃
宗
澤
笑
稱

演
情
侶
連
王
敏
奕
手
也
沒
拖
過

啟啟
動動﹁﹁家
嫂
保
護
機

家
嫂
保
護
機
制制﹂﹂

《天下長河》主打實景拍攝 導演張挺力挺羅晉演康熙

◆◆林敏驄林敏驄((中中))享齊人之福享齊人之福??

◆◆BoscoBosco與志偉媳婦王敏與志偉媳婦王敏
奕在新劇中有感情戲奕在新劇中有感情戲。。

◆《法證先鋒V》下周首播。

◀蔡思貝(右)今次比蔡潔演得較輕鬆。

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娛 樂 新 聞6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子棠）林敏驄、江美
儀、黃嘉雯、林穎彤、丁子朗、朱凱婷、黃建東等演
出的電視劇《下流上車族》 11日晚迎來大結局，9日
一眾台前幕後一起吃飯慶祝劇集在上周跨平台直播收
視最高27.3點，幕後人員更戲稱劇集成功全靠阿聰的
不殺之恩、還帶領所有人向阿驄鞠躬，場面搞笑。眾
人還起哄建議劇集若有30點收視，阿驄就着T-Back
唱主題曲報捷，阿驄立即拉與他合唱主題曲的文凱婷
落水，豈料文凱婷竟秒速答允，令阿聰罕有的不敢多
言；其後再腦筋急轉彎拖曾志偉落水，回復招積道：
“痴線！要裸跑那位都未找數。”

當阿聰與美儀一同受訪時，阿聰有信心收視能
達30點，若連同跨平台，超過也不出奇。問到可想
添食拍續集？阿聰即說：“應該見好就收，很開心
劇集帶紅了一眾演員，連隻狗都紅了，他們現已獨
當一面，不應阻礙他們出外發圍。”那麼美儀又是
否願意再與阿聰做拍檔？美儀笑指做人應該要有進
步，如果有機會再合作，希望阿聰會多給她幾分薄
面；阿聰即向美儀反駁道：“我對你算係咁喇（都
不錯了）！”笑問美儀再跟阿聰合作會否要求酬勞
“雙計”？美儀笑謂：“我會跟幕後計數，最少都
要多份保姆費。但如果真的開拍續集，更希望是原
班人馬再合作。（會否要求續集輪到自己有‘小
三’？）我希望故事的第一集就是老公死了，又或
者叫姜皓文回來演，哈哈。”

黃嘉雯看中可愛“弟弟”
黃嘉雯被指在劇中介入阿驄和美儀的婚姻，她

即強調沒有搶或勾引人夫，並且與阿聰也沒有真吻
戲，只是險些碰到，而熒幕初吻亦早已獻出了。黃
嘉雯希望未來能主持和演戲一起發展，更希望有機
會參與綜藝節目，自薦成為真人秀《CP訓練營》的
其中一個參賽者，因節目多靚仔，並透露當中的李
爾晨（Kyle）是她
的中學師兄、亦是
認識多年的青梅竹
馬；不過看中的
是“酒窩男”馮
建晞（Argus），
大讚對方可愛，
但未知對方會否
接受大過自己的
姐姐，而她就不
介意與“弟弟”
發展姐弟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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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蔣煌基廈門報道）
今年是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30周年。2022年
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暨第35屆中國電影金雞
獎開幕式儀式，10日下午在福建廈門舉行。
開幕式雲集了寧浩、吳京、黃建新、李雪
健、杜江、周冬雨、曹保平、段奕宏等數十
位明星。杜江、周冬雨是今年的點亮金雞嘉
賓，周冬雨以長髮披肩配上黑色套裝造型亮
相。本屆電影節將評選出包括最佳男女主角
在內的20個獎項，據知包括劉德華、任達
華、王俊凱、易烊千璽、朱一龍等一百多個
明星將陸續抵達廈門。而為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5周年，電影節設置了經典港片展，包括
《英雄本色》在內的8部經典港片在廈門、
深圳等地巡展。

開幕式以主題論壇為主體形式、搭配文

藝演出舉行，分時代人物、青年力量，邀請
了電影人同台探討。中國影協駐會副主席張
宏表示，廣大電影工作者深入學習宣傳貫徹
黨的二十大精神，深入人民、潛心藝術、傾
心創作，踔厲抒寫電影事業絢麗華章。

本屆電影節重映了 4K修復的《阮玲
玉》、《英雄本色》，以及《倩女幽魂》
《秋天的童話》《胭脂扣》《男人四十》
《忘不了》《鬼馬狂想曲》等經典港片。

“香港影展創辦於1992年，是首個邀請
香港地區電影人攜新作來內地交流的電影節
展，在中國電影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中國
影協秘書長閆少非指，2022年適逢香港回歸
祖國25周年，同時也是影展舉辦30周年，本
屆電影節選取了8部香港經典影片開展“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經典影片展”，片單

包括《英雄本色》《秋天的童話》《忘不
了》《男人四十》等，於11月10日至27日
在廈門、泉州、深圳、汕頭等四地巡展。

金雞百花電影節廈門開幕 設經典港片展慶回歸

◆◆吳京吳京((左左))和段奕宏在金雞電影節論壇和段奕宏在金雞電影節論壇
上對話上對話。。



有些美国杰出人才EB1A的申请人在申请移

民的时候，通常都不清楚在申请中为什么会被美

国移民局给拒绝，拒绝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

作为从事移民工作多年的工作来说，一般的都会

把美国杰出人才EB1A的申请被拒的原因总结为

三点，材料原因，自身原因，以及媒体报道。

第一种是资料不专业，无翻案机会，这种属

于是原则性问题，一般EB1A，申请都包含一堆

专业论文，审理你的申请的移民官并没有时间和

精力去仔细阅读你的每篇专业论文，同时负责审

理EB1A申请的移民官都是进行随机分配的，那

么移民官的评判标准就是该方面的专利数量，使

用范围，是否被行业内多数人进行引用，同时所

投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以及这行业内的地位，如果

是你所递交的材料无法满足移民官对于这些材料

评判的标准，不好意思，移民官会以不符合杰出

人才的定义对你进行拒签。

第二种是虚假资料，同样也属于原则性问题

，一些申请人为了能够快速通过EB1A的审批，

会进行虚构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行业影响力，但

是，我们说提供的材料会要求我们提供证据佐证

的，如果说在你虚构的这段经历中没有证据能够

证明你所获得的荣誉以及在行业的影响力，被移

民官审查到，轻则被驳回移民申请，重则涉嫌违

法犯罪。

第三种是引用的资料不属于你所从事的行业

范围，有些申请人可能在学校中学业比较精湛，拿

到的证书和荣誉比较多，但是所从事的行业是其他

行业，又或者是自己的业余爱好方面发展的比较优

秀，所以在提供证据佐证的会将不属于自己行业的

作为辅证来提供提供率，这种行为其实是大忌。如

果你是医生，那你所有的证据必须围绕医药行业进

行阐述，如果你递交了其他行业的证据，那么很有

可能给移民官留下专业不精的印象。

第四是证据或材料缺失，这种情况一般是很

好解决的，一般发生在你所递交的证据和材料已

经证明了你在该行业的具有影响力，符合美国杰

出人才移民EB1A的移民政策，但是在移民官想

要去看你在行业内的分量以及贡献程度的时候，

是没有相应的证据能够佐证的，这个时候，移民

官并不会去进行为难你，会给你补交材料的机会

，但是多次补交不通过的话，移民官虽然认为你

在行业内具有影响力，但对你移民到美国之后能

否带来实际行的利益表示怀疑，所以会导致移民

申请被拒。

其次就是自身原因

第一种就是体检，一般的，在申请EB1A一

般会有疫苗接种和防范传染病的要求，根据美国

《移民和国籍法》(INA) 第 212(a)(1)(A)(ii) 节，

任何一个在国外申请移民签证或在美国进行身份

调整的申请人都需要接种疫苗，根据美国移民局

官网公告，移民申请人需要接种如下疫苗类型以

预防以下疾病：

● DT－白喉、破伤风混合疫苗

● Hepatitis A and B－A型及B型肝炎疫苗

● Influenza（Flu Shot）－流感疫苗

● Influenza type b（Hib）－B型流感疫苗

● Measles－麻疹疫苗

● Meningococcal－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苗

● Mumps－腮腺炎疫苗

● Pneumococcal－肺炎菌疫苗

● Pertussis－百日咳疫苗

● Polio－小儿麻痹疫苗

● Rotavirus－轮状病毒疫苗

● Rubella－德国麻疹疫苗

● Tetanus and Diphtheria Toxoids（TD）－

破伤风类毒素疫苗

● Varicella／Chickenpox－水痘疫苗

以上并不是所有种类的疫苗都需要接种，体

检时医生会根据检查结果做安排。注意，现在进

入美国需要完全接种新冠疫苗。

移民体检和例行健康检查不同，一般例行健

康检查报告并不具法律认可效益，不能拿来作为

移民体检之用。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中国大陆

有北京，上海，广州以及福州四个城市可以进行

移民体检，所以在移民美国之前，一定要先排查

自己是否有传染病史，同时前往指定的医院进行

体检，

第二就是犯罪记录，在申请美国移民时，在

NVC阶段和面签阶段都会要求移民申请人提交

“警方证明”，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无犯罪证明

”——用于证明移民申请人在国籍所在国或居住

所在国有无犯罪记录。

不管申请人提供的警方证明有无犯罪记录，

一定要如实告知自己的真实情况，再由移民局定

夺。如果瞒报，后面又被发现，那么申请人肯定

会被拒签。

第三个就是经济实力和非法入境，在进行移

民申请的时候，美国移民局会对于你资产申报的

真实性进行审查，因为美国接纳移民就是为了能

得到能够给美国带来实际行利益的人，而不是给

自己带来经济负担，同时呢如果申请人在旅美的

同时出现过签证问题，或者是之前的移民材料造

假，协助别人进行非法入境等行为，也是会在申

请中被拒的。

最后就是媒体报道，媒体报道必须是针对申

请人本人及其专业领域内的工作，而不是介绍他

的所在工作机构或跟他相关的其它社会组织。媒

体报道的对象必须是申请人，主题内容也应该围

绕申请人展开。

如果报道的对象是申请人的雇主或者工作机

构，只是在报道中稍稍提及申请人的名字，或简

单的引用申请人观点，这样的报道是不会被移民

局认可的。报导的内容必须和申请者的研究成就

直接相关，同时内容必须是申请人对行业的贡献

或成就。而并非是销售或推广申请人的产品或服

务，更不是关于申请人的娱乐新闻，如果不满足

这些条件，那么在申请中也可能会移民官拒。

美国投资移民EB-5方案是美国移民法中针

对海外投资移民者所设立的移民签证类别，简称

“EB-5” (Employment Based Fifth Preference)是

美国基于就业的移民类别第五类。

此类签证从1991 年起实行，美国政府并于

1993 年在 EB-5 移民法规中特别增设了一种

“区域中心”移民方案(Regional Center Pilot Pro-

gram), 将移民申请条件中对“须直接创造十个就

业机会”的规定放宽为“直接或间接创造十个就

业机会”。使EB-5 成为美国所有美国移民类别

中，申请核准时间最短、资格条件限制最少的一

条便捷通道

EB5最早可以追溯源到1990年，当时美国为

了应对滞胀危机，美国国会于1990年设立eb5签

证项目，规定每年会有1万个单独给eb5的签证

，且投资人需在美国移民局要求的目标就业区，

投资50/100万美金到某个项目中，直接创造10个

人就业要求（不包括投资人和家属），投资期限

为5年，符合条件后即可获得美国绿卡。

而这个时候，中国加入了WTO，也正式融

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凭借着低廉的人力和物力成

本，中国商品迅速的占据了世界市场，同时，国

家的补贴和改革的春风也加速了先富起来的那批

人的原始资本积累。

而美国一直打造的世界灯塔的形象和EB5宽

松的条件，加进一步冲击着人们的内心，于是乎

，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是人们走出国门

最多的时候，同时也是EB5最疯狂的时候，

经过了十几年的蛮荒生长，美国移民局和联

邦政府发现，作为吸引外资的EB5开设后的并没

有达到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预期，相反却多出来

了许多虚假项目和影子公司，这严重的影响了地

方财政和联邦政府资金的来源。

同时对于资金的合法性的监管不到位，也造

就了洗钱行为和地下钱庄的狂欢，于是，在2018

年开始，美国移民局提高了EB5的申请条件，

TEA地区（目标就业区）——投资额由50万美元

涨到80万美元。非TEA地区——投资额由100万

美元涨到105万美元。这个政策变化不涉及到老

申请人，但是对于新申请：涨价不仅仅意味着需

要占用的资金更多，还使得资料准备和操作变得

更加困难。

从投资款的合法来源来讲，投资款的上涨导

致需要解释更多的合法收入来源，新法还明确了

资金来源不能是贷款，这类来源往往是之前大部

分申请人所用到的，不光如此，EB5漫长的等待

期限和近些年来爆发的投资丑闻，也使得大多数

人选择放弃EB5，把目光转向了EB1A。

EB1A 的历史相对久远一些，1952 年麦卡

伦－沃尔特法：正式确定了技术移民法案，提出

了杰出人才移民的概念，移民法使技术移民的优

先权在移民限额体制之下实施。

但是受到各国移民限额的限制，亚洲技术移民能

够利用优先权入境的人数很少。为了更多地吸收

那些具有技术专长和突出才能的移民，美国移民

法历经多次修改，最终形成了我们普遍了解的

1990年美国移民法。

完善后的EB1A形成了相应的规范和申请条

件，同时对于EB1A的申请设置了相适应的申请

条件：申请人需要在科学、艺术、教育、商业、

或体育领域里具有特殊能力，并且得到广泛认可

。

同时享有国家级或国际性的声誉与成就，其成就

和贡献在该领域达到顶峰。就被会认为是该领域

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同时需要申请人在获得

杰出人才绿卡后，能够在美国继续从事其领域内

的工作。

那为什么很多EB5的申请人会把目光投向

EB1A呢？因为二十一世纪是人才的竞争，美国

对于人才的渴望是相当大的，相较于eb5漫长的

等待期来说，EB-1A审批速度快，排期时间短。

EB-1A从递交申请到获得批复，走常规流程的话

只需要3 -6个月。而EB-5仅递交I-526从申请到

获得批复就需要13-15个月，更不要说后续还有

其他的批复流程，并且EB-1A还可以选择加急程

序。

其次从名额上来看，美国移民局给予EB-5

的名额只有一万个，而给予EB-1A的名额是四万

个，也就是说，只要你符合条件，就拥有更多机

会。而正因为名额限制， EB-5排期普遍在15年

左右。漫长的排期令很多人望而却步。而通过

EB-1A进行移民，历年来几乎没有排期现象，15

天就可以得分晓，这大大大降低了申请人的沉没

成本。

最后，同时也是最主要的是，虽然21周岁以

下的未婚子女获得永久绿卡两种申请条件都适用

，但是这其中牵扯到一个点，子女是否超龄，判

断一个孩子是否超龄，不是以孩子的实际年龄来

算，而且根据CSPA法例规定的公式来计算移民

同行子女的CSPA年龄，CSPA年龄超过21岁，

才为之超龄，否则就可以被定义为儿童，满足一

定的条件，就可以和父母一起移民，而EB5等待

时间长，所需要的证明CSPA材料繁多，并且很

容易超龄，如果超过，孩子需要多等6到7年，

，反而得不偿失。

很多申请人都会将两者进行对比来比较利益

得失，但是事实上两者并没有可比性，EB1A拥

有近百年的历史，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更多

的优秀人才进行移民，经过几十年的制度完善和

申请规范，已经在各个申请方面是一个成熟的移

民类别，但是EB5只是当时为了解决危机推出的

移民类别，在制度和规范上面仍有着漏洞，所以

以从事移民行业多年的专业角度来看。EB1A不

失为移民的最佳选择。

为什么EB1A将取代EB5成为最好的移民方式？

美国杰出人才EB1A申请被拒的原因有哪些？

香港最近接連有盛事舉行，特首李家超更揚
言香港已重返國際舞台中心。說的比唱的還好聽
，但單憑舉辦一、兩場盛事，是否等於香港一切
復常？事實上，目前仍有許多防疫措施限制活動
自由，例如密切接觸者必須隔離等，但醫管局最
新指示規定，只要快測沒有確診，被列為密接者
的員工即日也可以上班，與港府防疫政策背道而
馳。

根據醫管局向員工發出最新的《防疫快訊》
，列明11 月9日起，將調整被列為密切接觸者的
職員返工安排，若快測顯示不帶病毒，最快可於
被列為密接者翌日上班。當局強調，有鑑於香港
即將進入流感季節及疫情的最新發展，在考慮醫
護人手需求及平衡感染控制風險後，決定修訂有
關工作安排。

目前香港不僅規定確診者必須接受隔離，密
切接觸者一樣需要，已接種至少兩劑疫苗的密接
者，可於家居檢疫的第6日或第7日進行快測，陰
性方可離開家居；若未接種或只接種一劑疫苗更
需隔離14天。如今醫管局容許快測陰性的員工不

用隔離如常上班，這除了反映香港醫院人手不足
，更意味港府現行的防疫政策根本上是多餘，快
測陰性的密接者並沒有播毒風險。既然連專業的
醫療機構也有此決定，港府卻硬性規定密接者需
要家居隔離，到底還有甚麼意義？

更令人質疑的是，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外
訪後入境香港作核酸檢時，屬於陽性，即確診為
新冠，理應獲發紅碼，回家必須隔離最少7日才可
以外出及上班。但衞生署又以其病毒量不高為理
由，將之列為康復個案，讓他如常出席翌日在港
舉行的國際金融峰會，還在會上發表演說。如果
連本應紅碼的人也被判斷為不具播毒風險，那麼
，沒有確診的密接者，為何還必須隔離？這不是
港府的自相矛盾是甚麼？

眾所周知，國際七人欖球賽正在香港舉行，
傳媒報道有多名從南非遠道而來的外國球迷，因
為不知黃碼防疫規定而被拒進球場，既失望又不
滿。誠然，香港明文規定有防疫要求，不准黃碼
旅客入場無可厚非，但法律不外乎人情，人家山
長水遠來港，如果本身並非確診，是否可以通融

？正如陳茂波的個案，核酸陽性也不用獲發紅碼
，偏偏持黃碼者卻路路不通，當中根本沒有邏輯
可言，也不公平，何不直接取消黃碼限制？

香港是否復常，是否能吸引四方人客，不是
靠高官自吹自擂，而是必須要有事實配合。現在
的事實是，香港防疫限制既多又不合理，既擾民
又趕客，不遠千里而來的旅客被拒諸門外，回國
後是說好香港故事，還是唱衰香港故事，不言自
明。更遑論港府口口聲聲要搶人才，國際人才到
底是流向沒有防疫限制的新加坡，還是動輒隔離
撩鼻驗核酸的香港，這還用問嗎？

必須指出，香港旅遊業已是奄奄一息，不僅
星晨和康泰兩大旅行社先後執笠，仍在苦撐的也
不大好過，即使經營出境團的旅行社，生意也只
能回復疫情前的一成，整個業界抗疫3年已損失一
萬億元生意，哀求港府放寬入境檢疫安排。奈何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港府連「團進團出」都不
予考慮，依然堅持「0+3」方案，經濟則不斷尋底
，寧不悲乎！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香港復常應快手香港復常應快手 擾民措施應撤走擾民措施應撤走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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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1分鐘的預告，鐘欣凌飾演的「全民婆

婆」彩香大搞烏龍，因弄丟神秘「OO」進而上

演超展開的尋找OO大作戰，電影版卡司、笑料

、感動全面升級，讓大批影迷期待不已。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是2020年度台灣

戲劇節目收視冠軍，不僅結局刷新公視22年來開

台紀錄，創下全台5.55高收視率，鍾欣凌、邱凱

偉更分別抱回金鐘視后和男配角獎，全新賀歲電

影《我的婆婆怎麼把OO搞丟了》將笑中帶淚、

感動百萬人的故事再升級，延續劇中瘋狂無厘頭

的喜劇元素，除了深獲喜愛的婆媳問題、兒女鬥

爭笑料橋段，還加入全新驚喜情節，期待讓觀眾

笑到岔氣！

前導預告中，蘇家婆婆彩香因搞丟神秘

「OO」被警察圍捕，遭媳婦吐槽：「她只是個

又老又醜的歐巴桑。」4位子女反應也讓人噴飯

，兒子秉仁不負責落跑、女兒秉愛揮刀逼問、秉

忠不孝提議報警，最後竟連小鷗、大美都一起上

銬送警局，讓人好奇蘇家婆婆究竟捅出什麼婁子

，這家人又會搞出什麼名堂！

《我的婆婆怎麼把OO搞丟了》一度因疫情

停拍，終於在今（2022）年6月發布殺青消息，

如今宣布上映日，影迷興奮直呼：「我們全家人

一定去看」、「好期待時間快點到！」對於《我

的婆婆》從小螢幕走向大銀幕，鍾欣凌表示十分

開心回到劇組，彼此就像一家人重新團圓，「希

望在疫情有點嚴重的這幾年，讓大家笑一笑歡喜

過好年！」

導演鄧安寧也對演員的表演很有信心：「這

些人太精彩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樣子，又整合

在一個風格裡，一種跳過標準線的喜劇，我覺得

他們都掌握得很好。」監製陳慧玲拍攝期天天到

場坐鎮，鏡頭外總是笑得最大聲的那位，保證就

算沒看過電視劇的觀眾也能輕鬆入手：「看過電

視版的觀眾，一進來會覺得很親切又很討厭；沒

有看過的觀眾也可以很容易進入，我們用很短的

篇幅建立了他們一家人的關係，我想家庭的共同

的情感是很容易進入的，沒有問題！」

《我的婆婆》電影版要來了
驚見鍾欣凌 「手銬上警局」 還被媳婦酸：又老又醜的歐巴桑

兔年最強賀歲電影《我的婆婆怎麼把OO搞丟了》由陳慧玲、吳明憲

共同監製，導演鄧安寧執導，金鐘視后鍾欣凌攜手黃姵嘉、許傑輝、張書

偉、邱凱偉（Darren）、王少偉、楊銘威、蘇晏霈、林筳諭（勇兔）等原

班人馬重磅回歸，打造最台味十足的爆笑喜劇，官方8日宣布電影定檔明

（2023）年1月13日上映，並發布前導海報與前導預告。

入圍金馬 59共 14 項大獎的

《智齒》在金馬影展登場！片中演

員李淳並以此片入圍最佳男配角獎

項，人在台灣的他作為《智齒》代

表，在金馬影展星光首映會現身。

回想當初拍《智齒》時壓力大，李

淳還記得自己當時拍電越拍越瘦、

大概瘦了三到五公斤：「電影的要

求高，加上對手演員很優秀，我有

感覺到導演很用心想拍好這電影、

感覺到導演的壓力，那段期間完全

沒有時間作好玩的事，三個月都在

這部電影上面。」拍完戲後還病了

一週。

李淳對於《智齒》裡包括他

與男女主角的角色自有見解：

「電影全靠這個三角形、三個人

在表達。每個角色都需要強烈的

主見，像是我飾演的阿凱代表著

道德跟理想、心裡雖然善良，但

要在毒販跟老警察這些油條之中

，想要改變環境卻沒辦法。我跟

林家棟飾演的角色有強烈對比，

也是女主角王桃遭遇的旁觀者，

他們需要靠她去辦案、又實在看

不下去，因為實在太犯法了。我

要把這些心態做出來。」

因為角色造型服裝的關係，李

淳也提到要駕馭《智齒》裡的樣子

，是需要作體能訓練的。而他解釋

《智齒》之所以是自己演過的戲裡

需要最多體力、而不是《目擊者》

的原因：「《智齒》也可以說是恐

怖片，雖然我演過《目擊者》，但

那時我是嚇人那個人，這次演被嚇

的人，體力需求上很不一樣。加上

我是在實景拍，又是扁皮族，穿著

皮鞋跑步很累！」

至於提到這次與鄭保瑞導演

合作與《目擊者》的不同之處，

來自於在拍《目擊者》時很早就

知道自己的狀態要怎樣，程偉豪

導演在拍戲過程中也不太會打擾

、讓李淳專心沈浸在自己的世界

裡。不過《智齒》需要整個團隊

很積極合作、討論，感覺很不同

。至於對於不同導演對於演員會

有不同的需求，李淳坦然表示：

「演員對導演都蠻敏感的！」顯

然跟導演都有保持良好溝通。

提到拍攝《智齒》甘苦部分

，李淳說片中一場他被打掉智齒

的戲，是拍片過程中唯一一場戲

讓他有擔心自己有生命危險的部

分！「兇手那時要用鐵板水泥攻

擊我，導演事前解釋得很簡單，

也說道具是假的，但是東西放上

來的時候，我覺得蠻真的、會有

壓迫感，蠻可怕的！」而被問到

是否會想與日本演員池內博之交

換角色演演看？李淳表示已經演

過《目擊者》，所以不會。

李淳拍《智齒》
擔心自己有生命危險

槓龜最多／張作驥／6次

60歲的名導張作驥，累計入圍最佳導演6次，

卻不幸全數落空，不過如果以入圍機率觀之，實

則當中最強，生涯執導共計11部長片，就有超過

一半被提名最佳導演，如《黑暗之光》、《當愛

來的時候》、《醉· 生夢死》...等片，此外，他同

時是繼大導侯孝賢、王童後，第三位榮獲「國家

文藝獎」的電影導演，也曾在柏林及釜山等國際

影展獲獎。今年以《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第6度

爭導演獎。

入圍最多／侯孝賢、杜琪峯、蔡明亮／8次

國際級名導侯孝賢、杜琪峯、蔡明亮均累計

８次最佳導演入圍，像侯孝賢的《童年往事》、

《悲情城市》；杜琪峯的《黑社會》、《三人行

》；蔡明亮《日子》、《臉》，其中侯孝賢所執

導的電影影響了許多導演，包含今年會來參加金

馬獎的日本名導是枝裕和也受其作品啟發，侯孝

賢更在2020年榮獲金馬獎「終身成就獎」。

獲獎最多／侯孝賢、杜琪峯、許鞍華、李行／3次

4位大導侯孝賢、杜琪峯、許鞍華、李行坐穩

榜首，首位攻頂的已故「台灣電影教父」李行，

時隔44年依舊無人打破紀錄，頂多並駕齊驅，執

導實力相當雄厚，最有趣的是，名單中唯一一位

女港籍導演許鞍華，以《千言萬語》、《桃姐》

、《黃金時代》獲獎，在金馬是紀錄，亦是香港

金像獎「獲獎最多」導演，可謂女性導演之光。

槓龜最多次導演是他
「唯一女導演」 獲影史最多

第59屆金馬獎將於19日頒獎，對於今年幾位最佳導演的入圍者可說是新
鮮感十足，不過，對於再次入圍的名導張作驥可不是，過去在金馬獎上運氣不
佳的他，無奈成為金馬影史 「入圍最多次都槓龜」 的導演，但他的入圍次數僅
與大導侯孝賢、杜琪峰與蔡明亮差2次，有望追平紀錄。《TVBS新聞網》統整
導演項目獲獎最多、入圍最多、槓龜最多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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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期浙江余姚· 河姆渡文化遗址群

在7000年前，一条叫姚江的河流催生出了灿

烂的河姆渡文化。从1973年开始，经过多次发掘

，人们至今已在宁绍平原和舟山群岛发现河姆渡

文化遗址50余处，其中以姚江两岸最为密集。当

时的河姆渡先民已经脱离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

他们种植水稻、捕鱼、狩猎、驯养家畜，还开发

出了芦苇和麻制品。

位于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由遗址现场保

护区和陈列厅两部分组成。遗址现场是复原的考

古保护区，会看到密密麻麻的木建筑构件。而在

重建的河姆渡干栏式房屋上，可以了解中国最早

的榫卯技术，一组群雕还原了河姆渡先民的生产

生活场景。陈列厅内通过图文、模型、出土文物

详细介绍了河姆渡文化。

同属博物馆管理的田螺山遗址现场馆距河姆

渡遗址以北约7公里，是河姆渡文化中地面、地

下遗存都保存相对完整的一处史前村落遗址，这

里发掘出土了干栏式建筑和独木桥等。同样分发

掘现场和文物陈列厅两部分，遗址部分仍在发掘

中，可以很好地感受考古氛围。

一句话假装河姆渡专家 河姆渡遗址位于北

纬29°58’，几乎在北纬30°线上。北纬30°线是一

个神秘的地带，金字塔、百慕大群岛、玛雅文明

遗址等著名的自然之谜和人类文明之谜都贯穿在

这条纬线上。

夏商时期四川广汉· 三星堆遗址

1929年，农人燕道诚的锄头敲出了玉石碎片，

也敲出了人们对三星堆的兴趣。1986年两个祭祀坑

出土，确认了它古蜀都邑的地位。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从2020年开始，再次启动考古发掘工作。目

前，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发掘工作都已完成或进

入收尾阶段。而这两次跨越近40年的浩大挖掘，也

不过只占了整个遗址面积的千分之一。

三星堆因其遗址所在地内三个起伏相连的黄

土堆而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美名。其发掘在

中国考古史上掀起滔天巨浪，它们揭开了蜀地远

古文明的神秘面纱，将长江流域文明上推至与黄

河流域文明相等的五千年，也让“不与秦塞通人

烟”的传说成为过去时。

三星堆博物馆有综合馆和青铜馆两大展馆。

前者主要展示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等

，通过文物描绘了古蜀文明的样貌与三星堆的历

史脉络；后者则是博物馆精华所在，独特的祭祀

文物几乎都在这。今年3月开工建设的新馆预计

将于2023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

若时间有限，就从综合馆第六展厅开始参观

，这儿的青铜神树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

，被认为是古代神树“扶桑”的化身，象征古蜀

对太阳的崇拜。青铜馆全馆皆精彩，但第一展厅

的青铜纵目面具、第四展厅的青铜大立人及第五

展厅的金杖是精品中的精品。若对三星堆背景故

事有兴趣，记得去三楼看关于挖掘过程与背后

“千古谜团”的展示。

一句话假装三星堆专家 汉代四川学者扬雄

曾说：“蜀”就是“独”，“独”就是“不与外

方同”。甲骨文的“蜀”字确像纵目之形，这与

今天三星堆、金沙地区所出土的许多面具有一脉

相通之处：凸出支棱的眼睛、诡异古怪的面具、

夸张恣意的神态。

两周时期湖北随州· 曾侯墓群

将凤凰作为图腾的楚国，其文化充满了浪漫

主义的色彩，楚人飞扬跋扈的想象力尤其出名。

曾国位于随州市一带，是周人所封拱卫南方的诸

侯国，文化源流本属北方，随着时间推移深受楚

文化影响，从震惊世界的曾侯乙编钟的纹饰上可

见一斑。

虽然编钟如今收藏于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

但在曾侯故都随州的这个市级博物馆，仍然收罗

了曾国墓葬的一些精品。一楼的曾侯乙墓出土文

物展和二楼的擂鼓墩二号墓出土文物展能看到陪

葬的青铜器、金玉器和漆器等，其中二号墓编钟

共36件，因其音色、间律均与曾侯乙编钟相通而

被称为“姊妹钟”。

另一件“镇馆之宝”是菱形勾连云纹铜敦，

被称为中国最精美的铜敦之一。不要错过的还有

安居羊子山4号墓的出土文物，扉棱提梁铜卣和

西周噩矦方彝都是青铜器中的精品，它们的来历

和扑朔迷离的古老鄂国有关。

从随州博物馆出西门按照路标指示，步行10

分钟即可到达曾侯乙墓原址，文物早已移到博物

馆收藏，原址只剩下阴森森的墓室和文物复制品

。除了编钟，曾侯乙编磬、青铜尊盘、鹿角立鹤

等一级文物也出土于此。

一句话假装楚国专家 尚钟之风，于楚为烈

。有周一代，因礼乐文明的昌盛，中原各国形成

以鼎簋礼器为核心的青铜文化，而南方的楚文化

却铸造了大量镈、钟等乐器，反映了当地浓厚的

巫风文化。

秦汉时期 广东广州· 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

在海运成为与世界沟通的高速通路之前，偏

安岭南的广东是一处被汪洋大海锁住的边疆。不

过这里远非化外之地，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独

特的文化区域，并出现了与中原权力若即若离的

南越王国。

公元前203年，赵佗趁着中原楚汉之争，自

立为南越武王，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辖今广

东、广西）。南越国仅传了5任国君，建国不足

百年，于公元前 111年被汉武帝所灭。南越国遗

址如今多在广州闹市区。这些遗址可以解答你

“广州从何而来”的疑问。

这里是西汉初年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眜的陵

墓。出土时，墓主赵眜一人一棺身穿丝缕玉衣，

贴身随葬龙钮“文帝行玺”金印、“赵眜”玉印

等9枚印玺，还有大量珍贵的随葬物品，以及包

括赵眜4位夫人在内的15位殉葬者。

进馆后直接上3楼，先去参观左手边的赵眜

墓。这是一座彩绘石室墓，一条墓道通往7间狭

小的墓室，每间墙上都有对所葬人物和出土文物

的介绍。然后去右侧的出土文物陈列楼详细了解

南越国的历史。南越国虽小，文物出土颇丰：

“文帝行玺”金印是迄今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枚汉

代金印；犀牛角玉杯为国宝级文物。

一些农具、乐器等则反映了古代岭南地区的

文化、艺术生活。听一下讲解非常有必要，你才

会发现这个历史课本上一笔带过的王国也非常有

趣。

南越王宫博物馆 上面是南越王的陵墓，这

里则是南越国宫殿的遗址，整座博物馆占地规模

很大。首先进入南越国宫苑遗址区，这片区域主

要由一座大型的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即园林水

景）组成。沿着步道一路进去会经过14处考古遗

迹点，跟着长长的曲流石渠走到底，可以看到非

常完整的出水闸口和排水木暗槽。

宫苑遗址保存得非常完整，甚至还留有一段

与现代园林无异的步石，漫步遗址区，详看指示

牌上的解说，你应能大致描摹出一幅2000年前南

越王闲庭信步的场景。

南越时期的步石和平桥;©古海岸遗址, CC

BY-SA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2楼户外露台的花坛下是南越、南汉国宫殿的遗

址，旁边还有一片已回填保护的秦代造船场遗址

，以及一处秦汉-明清砖瓦陶瓷陈列墙。北端陈

列展示厅是关于南越国和南汉国的历史主题，以

及遗址挖掘的介绍和文物陈列，值得一看。

一句话假装南越国专家 在广州“三朝古都

”的三个篇章中，南汉暴虐，南明短命，唯南越

国称得上有贡献。

魏晋隋唐时期陕西宝鸡· 法门寺遗址

在漫长的历史坐标轴上，陕西是中华文明在

10世纪前的绝对主角。一件件藏在博物馆中的历

史文物，更为参观者打开了通达古今的窗口。

公元前3世纪中叶，印度阿育王为弘佛法，

将佛祖荼毗后的舍利分送世界各地，其中19 份

传入中国。法门寺因得其指骨舍利，而成为中国

古代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在四月初八佛诞的那一

天，这里也会引来无数信众膜拜祈福。

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末年，有“关中塔庙始祖

”之称，现在的寺院建筑是近年在遗址上重建的

，包括大雄宝殿、钟鼓楼等仿唐建筑，在喧嚣的

景区里也算是难得的清静之地。院中真身宝塔是

在1981年倒塌的明塔上原地原样重建的。可以走

进地宫，透过玻璃一睹唐代地宫的真容，近距离

瞻观三枚影骨。

法门寺博物馆 1987 年于唐代地宫出土的

2499件珍宝包括40件国宝级文物和148件一级文

物，可谓“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东

展厅大唐珍宝展出佛教法器和供养器，以及皇家

供佛的茶具、食器、服饰和珠宝等世俗物品。

其中珍藏着一枚影骨的八重宝函。除第一重

檀香木宝函破损外，其余七重都以金银珠宝造就

，工艺精湛；旁边的秘龛五重宝函发掘时已经散

架，佛指舍利的真身就曾供放于此。

合十舍利塔 宽阔的佛光大道两侧共立着十尊

金光闪闪的巨大菩萨塑像，虽称为塔，这却是个

标新立异的当代建筑，修建后引起了巨大争议。

舍利塔内部宏大空旷，流光溢彩。正厅供奉着7米

高的鎏金佛像，观瞻日时，佛指骨舍利会从佛像

前的莲花台中升起，但你只能在数米之外眺望。

一句话假装法门寺专家 1939年，爱国志士

朱子桥主持了法门寺自晚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维修，其间曾发现地宫，但时值抗日战争，朱先

生与知情人士共守秘密护卫国宝。

唐辽宋金元时期贵州遵义· 海龙屯城址及播州杨

氏土司墓群

遵义成为国人知晓率居高的城市大多因为“遵

义会议”，但让这片土地自豪的还有一段“播州土

司”历史。唐贞观年间，播州杨氏土司政权，以捍

卫故土、为朝廷屡屡戍边御敌并立于不败之地的强

大势力名震朝野，它对播州的统治历经唐宋元明四

大王朝，世袭七百余年，直到明朝于万历二十八年

（1600年）收回对该地区的统治权。

随着海龙屯于201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播州杨氏土司世袭统治七百年的功过兴衰有了依

附和见证。这座位于桀骜孤峰之上，被《明史》

称为“飞鸟腾猿不能逾者”的堡垒，是杨氏土司

经营遵义700多年的杰作。可惜它坚固的城墙还

是未能抵挡住明朝军队的猛烈攻击，最终成为一

片废墟。直到1999年被重新发现后，遗址才逐渐

被发掘、修复和保护起来。

作为进入海龙屯的咽喉要地，东部军事区关

卡重重，地势十分险要，也是最难攀爬的一段。

前往飞龙关的三十六步俗称“天梯”，每级高

0.5～0.8 米，攀爬时必须手脚并用。朝天关和飞

凤关都离飞龙关不远，你可以选择一个制高点，

拍出三关巍峨并立的照片。

由多道城墙和关隘拱卫的新王宫遗址是中部

主体区最主要的遗存。这里曾是播州土司集行政

办公、军事指挥和休闲生活于一体的衙署区。唯

一保留下来的建筑是平播战争结束后，为超度战

死者亡灵而修建的海潮寺，寺庙几经破坏与修复

，现存建筑是1929年重修的。

西部瓮城区面积很小，高大的城墙庇护着以

万安关为首的三道雄关。当年，经历114 天的殊

死抵抗后，这座象征“土司政权”的军事城堡最

终从万安关被攻破。

一句话假装海龙屯专家 在距离遵义市区东

南12公里的坪桥村，当地人习惯说自己村里有皇

坟。历史上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遵义真有皇坟吗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这座坟墓是南宋播州

第十三代土司杨粲及其妻子的合葬墓，因其统治

遵义的几十年是杨氏家族最繁盛的时期，因此被

当地人敬为“皇帝”。

明清时期

定陵属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明十三

陵，是中国唯一被官方开掘的帝陵。这里是明神

宗朱翊钧和两位皇后的陵墓。60多年前那次震惊

世界也颇有争议的考古发掘打开了神秘的地宫，

万历皇帝、皇后的棺椁，以及随葬的无数奇珍异

宝一下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定陵为明帝陵规制的前方后圆三进式格局。

你的参观路线大体上也是顺时针一周。你可以沿

宽阔的甬道穿过外城，抵达地宫所在的圆形“宝

城”，左右两侧的展览室不容错过，这里陈列着

定陵出土的金冠凤冠、金银玉器、绫罗锦缎等珍

贵文物，遗憾的是由于当年保护措施不足，大多

数纺织品出土后迅速碳化，在这里看到的龙袍衮

服基本都是复制品。

接下来就要进入地宫了，蜿蜒的楼梯来来回

回，直抵27米的地下。地宫仿皇宫内廷 “九重

法宫”格局建造，顶部为高大的拱券结构，天花

板和四壁皆覆有青白石，其工程精细度不亚于任

何现代建筑。经过只有一口金井和棺床的左配殿

，便是放置棺椁的后殿了。“文革”期间，皇帝

和两位皇后的尸骨连同3口金丝楠木棺材一起被

红卫兵捣毁，如今看到的红漆棺材均为仿品。

行至前殿出口处，别忘了看看金刚墙后两扇

整石制成的汉白玉墓门，这里才是定陵地宫名副

其实的入口。

一句话假装定陵专家 1957年进行考古挖掘

时，第一个进入地宫的不是考古工作者，而是用

来试探毒气机关的大公鸡。

历史并不如烟，这七大考古遗址藏着上下五千年

1928年10月13日，河南安阳殷墟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开启此后近

百年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不少考古学家提议将这一天设立为“全国考古日”。

去年10月18日，国家文物局宣布“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最终入选名单。在这样

一座文明古国能够挤进TOP100的考古遗址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今天，LP按照年

代梳理了其中7处既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好玩好逛的考古遗址，文博迷们快拿上放

大镜和小本本，一起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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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美 南 銀 行 執 行 長美 南 銀 行 執 行 長
Joanne KimJoanne Kim 與 董 事與 董 事
丁召信丁召信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 Al GreenAl Green
帶來賀狀由美南銀帶來賀狀由美南銀
行 執 行 長行 執 行 長 JoanneJoanne
KimKim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兩位前後任美南銀行董事長頒發兩位前後任美南銀行董事長頒發
最資深員工獎金最資深員工獎金

董事長李昭寬夫婦與股東董事長李昭寬夫婦與股東Bem HoBem Ho

美南銀行董事長美南銀行董事長Jody LeeJody Lee頒發資深員工獎金頒發資深員工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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