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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Justice Department appoints spe-
cial counsel for Trump pro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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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Nov 18 (Reuters) - U.S. Attorney General Mer-
rick Garland on Friday named Jack Smith, a war crimes prose-
cutor, to serve as special counsel to oversee Justice Department 
investigations tied to Donald Trump involving the former presi-
dent’s handling of sensitive documents and efforts to overtur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Garland’s announcement came three days after Trump, a Re-
publican, announced he would run for president again in 2024. 
Garland said Trump’s candidacy, as well as Democratic President 
Biden’s stated intention to run for re-election, made the appoint-
ment of a special counsel necessary.

Special counsels are sometimes appointed to investigate political-
ly sensitive cases and they do their jobs with a degree of indepen-
dence from the Justice Department leadership.

“The pace of the investigations will not pause or flag under my 
watch,” Smith said in a statement. “I will exercise independent 
judgment and will move the investigations forward expeditious-
ly and thoroughly to whatever outcome the facts and the law 
dictate.”

How the Biden White House scrambled after Poland missile blast
Republican firebrand Boebert wins House re-election after Dem-
ocrat concedes
Anti-abortion groups ask U.S. court to pull approval for abortion 
drugs
Republicans identify 42 Bide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they want 
to testify
Western New York eyes weekend deluge of lake-effect snow
Smith will oversee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rump’s handling of 
government documents after leaving the White House last year 
and the probe into attempts to interfere with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following the 2020 election, Garland said.

“Appointing a special counsel at this time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Garland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Trump, in a statement to Fox News, said he “won’t partake” in 
the special counsel’s investigations.

“For six years I have been going through this, and I am not going 
to go through it anymore,” Trump said.

Biden, who appointed Garland, did not respond to shouted ques-
tions from reporters about the special counsel during his only 
public appearance of the day. The White House was not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 to appoint Smith, an official said,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This marks the second time in the span of five years that the Jus-
tice Department has appointed a special counsel to probe Trump’s 
conduct. Former FBI director Robert Mueller, appointed as a 
special counsel in 2017, documented contacts between Trump’s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Russia, but found insufficient 
evidence to bring a charge of criminal conspiracy.

Smith’s appointment was made at a time when FBI agent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faced threat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law en-
forcement agency’s seizure of thousands of government records, 
some marked as highly classified, during a court-approved Aug. 8 
search of Trump’s Florida estate.

The search was part of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that 
Trump has called politically motivated witch hunt. 
Investigators also are examining Trump for possible 
obstruction of the probe.

Trump filed a civil lawsuit in an effort to delay the 
documents investigation and keep some records 
from investigators, claiming they are privileged.

The other investigation is a sprawling probe into a 
failed plot by Trump’s allies to overtur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by submitting batches of phony 
slates of electors to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trying to block Congress from certifying Biden’s 
election victory.

A grand jury is hearing evidence in that case, with 
prosecutors issuing subpoenas for testimony to top 
former White House attorneys and close advisers to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While Garland ultimately has authority over the 
special counsel, the appointment of an independent 
third party will allow Garland to create some po-
litical distance that could bolster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integrity of the two investigations. Career 
prosecutors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working on the 
two investigations alongside Smith.

Smith, a political independent, until recently served 
as the chief prosecutor for the special court in The 
Hague, tasked with prosecuting war crimes in Koso-
vo. He previously oversaw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public integrity section and worked as a federal and 
state prosecutor in New York.

Smith recently underwent surgery after injuring 
a knee in a biking accident. He did not attend the 

news conference.

The raft of criminal and civil state and feder-
al investigations against Trump also includes 
a civil lawsuit by New York state’s attorney 
general involving his business practices.

Smith is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third 
special counsel to be appointed since 2017 to 
handle a politically sensitive case.

Mueller in his investigation did not explic-
itly reach a conclusion on whether Trump 
obstructed justice, prompting then-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Barr to make his own deter-
mination that there was not a basis for such a 
charge.

In 2019, Barr appointed John Durham as 
special counsel to investigate the origins of 
the FBI’s probe into Trump’s 2016 campaign. 
Of the three criminal prosecutions Durham 
brought, two resulted in acquittals earlier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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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U.S. President Joe Biden meets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leaders’ summit in Bali, Indonesia, No-
vember 14.  REUTERS/Kevin Lamarque

A local resident hugs a Ukrainian serviceman after Russia’s retreat from Kherson, in central 
Kherson, Ukraine, November 13.  REUTERS/Valentyn OgirenkoUkrainian prisoners of war (POWs) pose for a picture after a swap, amid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in an unknown location, Ukraine.  Courtesy: Head of Ukraine’s Presidential Office 
Andriy Yermak via Telegram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nounces that he will 
once again run for U.S. presi-
dent in the 2024 election during 
an event at his Mar-a-Lago 
estate in Palm Beach, Florida, 
November 15. REUTERS/Jon-
athan Ernst

NASA’s next-generation 
moon rocket, the Space 
Launch System (SLS) 
rocket with the Orion crew 
capsule, lifts off from 
launch complex 39-B on 
the unmanned Artemis 1 
mission to the moon, seen 
from Sebastian, Florida, 
November 16. REUTERS/
Joe Rimkus Jr.

A “Last Generation” activist 
glues his hand to the wall of state 
lender Cassa Depositi e Prestiti 
(CDP) building after activists 
of the “Last Generation” group 
poured paint on the building to 
highlight the need to combat the 
climate crisis, in Rome,...MORE

Even with a small margin, the
Republicans will take over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January.

The Republicans plan to initiat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s a top priority,
including the chaotic pullout from the
Afghanistan border issue, the origins
of Covid-19, the FBI search of
Mar-a-Lago and business dealings
involving President Biden’s son
Hunter.

A longtime priority of the new
Speaker of the House Kevin

McCar-
thy is to
establish
a select
commit-
tee on China. The president can
exercise veto power over any
legislation, but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ill still be able to
use some messaging bills that
highlight their agenda. McCarthy also
left the door open on the issue of the
impeachment of President Biden.

On the issue of Ukraine, the new

speaker said that, “We won’t give
them a blank check.”

President Biden will face many
more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Many
bills in Congress may not pass as
both parties will be carrying their own
agendas, which will not help our
national interests.

1111//1818//20222022

Republicans Win The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MajorityHouse Maj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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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Key Point

The New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Amenities 
Include A Skate Park,   Health Center, and Library 

That Will Open Under One Innovative Roof 
A grove of 22 mature live oaks is about the only thing left 
from the old Alief Community Center in Houston. The 
building and the rest of the site were scrapped to make 
way for a new, multipurpose neighborhood center and 
park, but the value of old-growth shade in Texas is on 
display in the front yard of the two-story building that’s 
nearing completion after two years of construction. An 
entry drive swoops up and around the grove, in defer-
ence to the trees, and meets up with a first level that’s 
been elevated above the five-hundred-year flood mark. 
A soaring roof covers the massive entry patio. Jonas 
Risen, lead designer for the building’s architect, Page, 
calls it “the biggest front porch in Texas.” Sixteen-foot 
tall aluminum letters hang above that porch, spelling out 
“ALIEF” like a welcome sign to the surrounding neigh-
borhood, announcing the structure to Texas as the first 
multipurpose center of its kind.
The 70,000-square-foot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combines the functions of the sixty-year-old recreation 
hall it replaces, with the added bonuses of a public li-
brary, a senior center, and a women, infants, and chil-
dren (WIC) clinic run by the Houston Health Depart-
ment. The strikingly modern building—clad in glass, 
battleship-gray aluminum panels, and brick that’s a 
shade lighter than black—rises two stories above a 38-
acre park. A public pool, a skate park, soccer fields, and 
courts for tennis, pickleball, and basketball are arranged 
around a massive playground behind the building.                                   
 “We hope that this will be a model that will be replicated 
across the city,” said Richard Vella, assistant director of 
Houston’s General Services Department (GSD), who 
conceived of the massive project and is overseeing its 
completion.

The main entry at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features bleacher seating, expansive views of 
the park, and artwork from the Red Thread 

Collective.
It might seem obvious to combine so many services 
for neighborhood residents in one structure, but it’s a 
rarity for publicly funded buildings. The GSD man-
ages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facilities in the city, from fire stations 
to city parks, but every entity requests its own fund-
ing for its own buildings to be renovated or rebuilt as 
they reach the ends of their useful lives. It’s a process 
designed to be territorial rather than collaborative, 
and it isn’t unique to Houston. But in Alief, the GSD 
recognized that three public buildings in the neighbor-
hood were all due for replacement. Vella had studied 
the multipurpose MacBain Community Centre in 
Niagara Falls, Ontario, and he decided the time was 
right for a similar project in Houston—one in which 
the Alief WIC Center, the library, and the community 
center would join forces. “By combining those depart-
ments, we were able to be more efficient and provide 
more than we would have if it were three independent 
buildings,” said Dimitri Karavias. He’s the division 
manager of capital planning and operations for GSD, 
and he managed this project personally.
Of the three old buildings, it was the community 
center that had been ignored for far too long. “[Res-
idents] advocated for this project for over twenty 
years,” Karavias said. One of those locals was Tiffany 
Thomas. She grew up in the neighborhood, gradu-
ated from Alief Elsik High School, then went on to 
represent the next generation on the Alief ISD school 
board. In 2019 she won the city council seat for Alief. 
“One of my first votes was to authorize the fun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ilding,” Thomas said of her 
participation in the unanimous vote in January 2020. 
There was no federal or state help for the $59 million 
project, which was entirely supported by city funds. 
Thomas credits the Alief Super Neighborhood Coun-
cil for keeping the pressure on the city to provide the 
funding, and said it felt good for her vote to help give 
Alief a win like that.

Alief Swarm, a sculp-
ture by artist Bennie 
Flores Ansell, adds 
color to a two-story 
area at an intersection 
of parks, library, and 
health department 
spaces.
Each Houston city 
council district is denot-
ed with a letter. Alief is 
in District F. “The joke 

is that the ‘F’ stands for forgotten,” Thomas said. 
That’s due somewhat to Alief’s location outside the 
beltway, west of Sam Houston Parkway, but it’s also 
because Alief is a low-income neighborhood with a 
majority-minority population. It is home to first-gen-
eration immigrants from across the world and to 
refugee communities, including those from one state 
over.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struck New Orleans, 
Louisiana natives sought shelter here, many perma-
nently. Thomas’s neighbors when she was growing 
up were from Vietnam, Guatemala, Iraq, and Ghana. 
More than eighty languages and dialects are spoken in 
Alief ISD schools.
“We are the cultural currency of the city,” Thomas of-
ten says. It has become her tagline for the community 
she represents, and it’s meant to remind people that 
Alief is a big reason Houston enjoys its much-cele-
brated cultural diversity. Thanks to the forgotten dis-
trict, the city’s residents enjoy experiences like tradi-
tional Chinese lion dance ceremonies in a local park, 
specialty foods imported to Wazobia African Market, 
and immigrant artwork exhibited at Alief Art House. 
There’s also a diverse selection of restaurants, like the 
famed Crawfish & Noodles a block east of the neigh-
borhood center and the Chinese, Vietnamese, and 
Thai restaurants that surround the Hong Kong City 
Mall. James Beard Award finalist and Texas Monthly 
Top 50 BBQ restaurant Blood Bros. BBQ is too far 
down Bellaire to be in Alief proper, but it’s run by a 
trio of pitmasters proud of their Alief upbringings. 
Hell, Lizzo and Kelly Rowland both attended Elsik, 
the same high school as Thomas, and comedian Mo 
Amer attended Hastings, their rival high school in 
Alief. Still, she said, “no one has really championed 
us.”

The exterior children’s area at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In February 2014, Thomas decided it was time for 
the community to champion itself. She had just won 

the school board election, and she had some leftover 
campaign funds that she used for a robocall to neigh-
borhood residents. “I want to invite you on Saturday 
to the Alief Community Center,” she remembers 
recording. A hundred residents arrived, not knowing 
exactly why they’d been summoned, and she asked 
them for input on a new community center. It didn’t 
yet have funding or an architect, but Thomas wanted 
the neighborhood to envision its own future. “We get 
to create what we want it to look like,” she told them.
Thomas is a natural at this sort of organizing. She 
teaches courses on community planning and devel-
opment at Prairie View A&M University. That early 
meeting was the first of many, and they were even-
tually led by GSD and the architecture firm. “Their 
attitude was positive and enthusiastic,” Risen of Page 
said of the residents he and his team worked with. 
(Risen was a classmate of mine at Tulane’s architec-
ture school.) “There was some concern, as you might 
expect, that they wouldn’t be able to provide the ser-
vices they were used to providing in a shared space,” 
he said, but the design team was able to show how res-
idents would have access to more services, not fewer.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combines three City 
of Houston departments (Library, Parks, & Health) 
to create a civic center at the heart of the redeveloped 
37-acre urban park. Raised out of the floodplain, the 
building’s elevated ‘front porch’ frames a space for 
the diverse community to come together, share ideas, 
and express an identity unique to Alief. The Center is 
a model for resilient design in a post-hurricane Harvey 
environment – a ‘Lilly-pad’ for those seeking shelter 
from the storm.
Rethinking The Future Awards 2020
First Award | Public Building (Concept)
Project Nam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Studio Name: EYP Inc.
Design Team: John Smith, Jonas Risen, Peter Dreg-
horn, Robert Burrell, Yuliana Hernandez, Guillermo 
Andrade
Area: 70,000 GSF
Year: 2021
Location: Alief Neighborhood, Houston Tx
Consultants: MEP Engineer – Collaborative En-

gineering, Fire Protection -Addleman, IT/AV/Secu-
rity – 4b Technology, Landscape Architect – SWA, 
Cost Estimator – Project Cost Resources, Food Ser-
vices-Worrell Design Group, Aquatics-Counsilman 
Hunsaker, Structural Engineer-Dally, Skate Park De-
sign-Action Sports Design
He gave me a few examples as we walked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Parents waiting for WIC services 
downstairs could send their kids up to the library. Se-
niors could watch healthy cooking classes aimed at 
treating diabetes in the WIC demonstration kitchen. 
Children in after-school enrichment programs would 
have use of what’s called the TechLink space, which 
has a green screen and video equipment for making 
films, audio-recording and mixing equipment for mu-
sic, and a garment center with sewing and embroidery 
equipment for designing clothing and costumes. The 
hope is that by offering all these services in one place, 
the neighborhood center will be a home to residents of 
all ages. A dad who stops by for a pickup basketball 
game might return with his kids who want to record 
music, or a senior who comes to watch a grandkid 
play soccer might decide to take up pickleball. The 
building’s plan is meant to foster real community con-
nections between generations that would normally use 
separate facilities. The surrounding park’s design was 
just as important as that of the building. Architects de-
signed around the grove of oaks that shaded the front 
of the old building, which will remain a quiet outdoor 
space away from the sports facilities. The site was 
dead flat when design began, and the team searched 
for ways to create elevation. The building already had 
to be raised at least seven feet to meet new post-Har-
vey flood regulations, so the architects decided to put 
the parking lot underneath. (Athletes returning from 
the basketball court or the soccer fields to their shaded 
cars in summer will certainly applaud that decision.) 

The views from the higher floors across the site are 
stunning. A climbing wall rises from behind the play-
ground, with a skate park beyond. (Between the two is 
a crest that project leaders have dubbed Mount Alief, 
from which the full site can be surveyed. It’s where 
Karavias said he starts all of his site tours.) A local 
skate shop was so excited about the skate park that it 
shared a drone shot of the park on social media. Local 
skaters arrived, but they were asked to be patient and 
wait until it was no longer a construction zone before 
perfecting their kickflips. Thomas was excited to tell 
the skate park’s designer about the buzz he’d created, 
especially since he’s her neighbor.
More than seven years after that first meeting, Thom-
as will be there to help cut the ribbon when the doors 
open in late October. “Other districts are now saying, 
‘We want one of those,’ ” she said with a giddy laugh. 
She knows her neighborhood now has a jewel it’ll 
soon be able to enjoy, as well as an iconic building 
that will draw people in from around the region. Being 
the envy of the rest of Houston is a position Thomas 
feels plenty comfortable with, and she hopes it will 
help change the negative perception of her home. She 
said simply, “It’s what we deserve.”  (Courtesy Texa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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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enter Has A Goal Of Fostering
Intergenerational Connections

New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Is The New Model For What A 

Community Center Can Be

BUSINESS

COMMUNITY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combines 
three City of Houston departments (Li-
brary, Parks, & Health) to create a civic 
center at the heart of the redeveloped 37-
acre urban park. Raised out of the flood-
plain, the building’s elevated ‘front porch’ 
frames a space for the diverse community 
to come together, share ideas, and express 
an identity unique to Alief. The Center is 
a model for resilient design in a post-hur-
ricane Harvey environment – a ‘Lilly-pad’ 
for those seeking shelter from the storm.                                                                                                                                        
BUILDING AWARDS-                                                                                                                
Rethinking The Future Awards 2020
First Award | Public Building (Concept)
The $52 million, 63,000-square-foot 
multi-purpose facility at 11903 Bellaire 
will combine a health clinic, commu-
nity center and library into one space. 
The structure, which will sit in 37-acre 
Alief Park, will consolidate the Hen-
nington-Alief Regional Library at 7979 
South Kirkwood and the park’s existing 
community center, both of which are ag-
ing. It also will replace the area’s Wom-
en, Infants and Children Center, which 
today leases space at 12660 Beechnut.                                                                                                                              
City council passed one item appropriat-
ing $4.8 million for contractor EYP Inc. to 
begin construction on the new center, and 
another item giving Manhattan Constric-
tion $100,000 for construction manage-
ment services. 
The 70,000sf 2-story new building is ele-
vated over a parking area providing con-
venient access to the building programs di-
rectly above. Health Department programs 
provided include W.I.C. (Special Supple-
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 DAWN (Diabetes 

Aw a r e n e s s 
N e t w o r k ) 
that pro-
vides sup-
port for a 
variety of 
chronic ill-
nesses, and 
a Senior 
Center. The 
Parks De-
p a r t m e n t 
p r o g r a m s 
include a 
f u l l - s i z e 
competition 
g y m n a s i -
um with a 
p e r i m e t e r 
e l e v a t e d 
w a l k i n g 
track above, 
a commu-
nity fitness 
center and 
spaces to 
support youth after-school and summer 
programs. 

The library, located on the second 
floor, and accessed through a grand 
‘stair-a-torium’ in the lobby contains 
light-filled stack-space and reading 

areas with expansive views both to the 
park to the south and to the existing 
grove of preserved trees on the north. 
Directly adjacent to the library, HPL’s 
technology-rich TechLINK youth mak-
er-doer program contains spaces for col-
laboration, the ‘Tiny Techs’ children’s 
area, music recording studio, virtual 
reality stations, photo/video lab, and a 
maker space. 

Site amenities include a competition 
soccer field, two full-size practice 
soccer fields, two futsal courts (fast-
paced soccer played on a hard-surfaced 
smaller court) baseball field, skate 
park, tennis courts, children’s play-
ground, outdoor swimming pool facil-
ity, community gardens, a marketplace 
venue, and outdoor event space areas.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is 

scheduled to open in early 2022.             

The Mission Of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To Foster A Culture Of Health          

To Create A Heart For Civic Engage-
ment

All In A Spirit of Share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Biggest Front Porch I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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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Represents Future Cultural Reality Of Area 

Sponsored by the ITC Com-
munity Empowerment Orga-
nizatio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SEONE Corporation, 
the Community Resource Cen-
ter opens its door on Tuesday, 
April 6, 2021,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building. 
The mission of the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is to serve as a 
“one stop-shop” for the under-
served minority population in 
the southwest area of Houston. 
The Center will provide mem-
bers of the community with 
information that will empower 
them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to also serve as a 
way for participants to access 
the rich pool of resources avail-

able to them.

Southern News Group, 
Houston, Texa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o have questions about any 
of the variety of issues the Cen-
ter will address are encouraged 
to schedule interviews with the 
Center. The Center will link the 
person with a professional who 
can best address their needs. 

The areas the Center will ad-
dress include disaster assis-
tance, loans and grants,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tax 
information, immigration, le-
gal issues, workforce, housing 
and renting, veterans issues, 
medical, healthcare service, 
educ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children and child welfare and 
city services.
The Center’s services will be 
led by senior educator, Dr. Tina 
Agosa and many other assis-
tants.

Related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O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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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無門的單親媽媽莎拉，得到慈濟的救助，露出了開懷的
笑容。攝影／黄芳文

9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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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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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日，上午11點至下午1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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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慈濟不僅給予物資上的救助，還有精神上的膚慰，
讓我們感受到被尊重與溫暖的對待，感覺就好像是回到

了家一樣。   

亞內里斯 (Yaineris Valle) 和優尼爾 (Yunior llanes)

老天爺一定是聽到我的祈求，為我們帶來了慈濟。他們
的給予如同甘露，給了我希和溫暖。我知道重建之路遙

遠，我也將繼續替大家尋求更多幫助。   

受災居民  莎拉･珀斯皮

感謝慈濟所做的一切，我們愛您，感謝您的支持和來到

蘭蒂斯。   

蘭蒂斯小學三年級學生  米婭·卡多納 (Mia Cardona)

	 作者／張秀玲、黃芳文、陳宗坤

	作者／蔡文惠、蕭麗娟
	作者／林嵩然

慈濟伊恩颶風賑災自10月15日起啟動了6天7場的發放，
最後一場也是最大的一場，於11月5日在李縣邁爾斯堡

市（Fort	 Myers,	 Lee	 County）發放，共計援助受災戶820
戶，受惠人數共2,740人，總發放金額$681,800美元。至
此，急難救助階段正式結束。	
	 美國慈濟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一共啓動七場賑災發
放，動員全美志工達400人次，動用緊急救難基金約220餘
萬美元，援助受災戶超過2,500戶，受惠人數超過8,200人。
此外，伴隨探訪和發放活動，發出暖身暖心的慈濟環保毛毯
超過2,500件。
	 當天，來自慈濟美國總會、紐約分會的長島支會、華府
分會、北加分會的奧克蘭聯絡處，及德州分會的休士頓、邁
阿密、奧蘭多、亞特蘭大及奧斯汀志工團隊，還有李縣邁爾
斯堡市的志工約80人參與發放，幫助災民安頓身心，也讓他
們感受到全球慈濟人的感恩、尊重與愛。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志工體貼飽受疫情和通膨壓力下的低
收家庭學童，11月3日特地帶著大包小包，來到推動	

「幸福校園」（Happy Campus）計畫的蘭蒂斯小學
（Landis	 Elementary	 School），捐贈嶄新的冬衣給該校40
位學童，並和其中的16位學童進行互動，分享幸福時光。

慈濟伊恩颶風賑災  七場發放達220餘萬美元

幸福校園慈善關懷  休士頓志工送愛心冬衣 休士頓慈悲健走  溫暖佛州和美南

◎ 志工傾聽膚慰增力量

◎ 滿載愛與尊重的冬衣

◎ 愛的引導和心靈滋養
◎ 感恩慈濟的支持和到來

◎ 如家人的溫暖和援助

◎ 求助無門的身心煎熬

	 感恩的季節，匯聚人人心中的善念，幫助這個仍
需改進的世界，再完美一些。11月29日感恩節過後的第
一個星期二，是全球共善的大日子，邀您在特定的這一
天，大力捐款護持慈濟美國，並闔家共賞「慈善星期
二」2022慈濟美國雲端音樂會。
	 這天企業和慈善家將會發出共鳴，提供可達15萬美
元的「等額捐款」（matching	 fund）贊助，讓一元變
兩元、五元變十元⋯⋯愛的力道瞬間加倍！而這天獲得

的捐款，將持續挹注慈濟美國的下列三大慈善項目：

• 洪災和伊恩颶風（Hurricane Ian）急難救助
• 災後中長期重建
• 馳援烏克蘭難民

趕快記下11/29，先設定好捐款金額，慈善星期二那
天，跟著全球，凝聚慈悲行動力！

	 天災與病苦交相逼迫，發放現場是說不完的悲苦故事，
慈濟志工以感同身受的愛心，傾聽她們的敘述，並給予親切
和理解的膚慰。
	 受災戶林賽（Lindsay hunt）的丈夫失業，三個孩子都
還小，老大才八歲。目前，她的房子全毀，遭縣政府勒令拆
除，保險公司以此為由，無法依天災毀損來賠償，讓她非常
的沮喪。一年前，林賽因為健康問題提早退休；她的胃已被
切除，心臟開過刀，脊椎問題無法久站久坐，病痛令體重驟
減至不到90磅。她在在家園重建的壓力與病痛的雙重煎熬
下，已經自殺七次，就在數天前幾乎自殺成功。
	 孩子每天都問：「明天要去哪裡上學？」沒有住房，即
將來到的感恩節讓她不知到該如何面對孩子，只能偽裝成堅

	 德州分會志工從2009年開始，一年兩次到蘭蒂斯小學進
行發放；一次是在開學時，贈送制服、學習文具等物資，另一
次是在冬令時，贈送冬季保暖外套，讓孩子們在寒冬中也能夠
穿上合身的保暖冬衣，感受到社會的溫暖與關懷。這一天，志
工們為該校提供的學童需求名單，準備了40份冬令物資，並
在不打擾學生上課的前提下，16位學生出席捐贈活動。
	 在此之前，志工們為這次的冬令發放籌備已久。他們根
據蘭蒂斯小學提供的名單，採購所需要的冬令物品。之後，
大家又相約到慈濟會所，用心打包，務必要讓每位孩子在領
到物資時，能夠感受到愛的傳遞與尊重。

慈善星期二及音樂會詳情： 

西岸場  

7 PM PT
東岸場 
7 PM ET
tzuchi.us/zh/GivingTuesday

強。她感謝志工的傾聽與膚慰，讓她累積的情緒有了宣洩的
出口，又可以鼓起勇氣繼續未來。
	 災民霍莉（Holly Seckinger）是國中特教老師，才搬到
佛州七個月，不僅房子嚴重發霉，車子也被大水毀了；更令
她無法接受的是在數天前被診斷出大腸癌第三期，目前只能
以車為家，留職停薪，等待檢查及安排化療。

	 七十歲的湯米（Tommy Berryhill）獨居，大水淹到房
子的二樓，災後的五天都無處容身，兩天前更是陷入吃住困
境。他曾經歷過四個颶風，伊恩颶風是最嚴重的，由於兩天
前就沒有得到任何援助，以為自己無法倖免於難，結果，慈
濟志工來了，還提供現值卡的救急解難。
	 三個孩子得古巴移民亞內里斯（Yaineris	 Valle）和優尼
爾（Yunior llanes）在災後有三星期沒有水、電、瓦斯；只
能通過教堂、加油站等各界的幫助，經常排隊兩小時才能領
到物資。

	 85歲越戰退伍老兵約翰（John Olund）皮膚癌手術剛
痊癒，健康應該是沒有問題，但仍未從喪偶的傷痛中走出，
怎奈又因颶風屋毀、車毀，時時煩惱著未知的重建之路，以
致無數的夜晚常常失眠。「你是劫後餘生，不是罹難者，要
好好活著。」志工趙嘉萾安慰的話點醒了他，他當場表示今
後會堅強的面對未來；因為連不認識的慈濟志工都能從全美
各地來關懷、幫助他們，自己一定要站起來。

	 颶風侵襲前，單親媽媽莎拉･珀斯皮（Sarah Pospy）
帶著三個孩子到工作的監獄避難，睡了三天地板。由於沒有
親朋好友收留，只能回到屋頂破洞、木板發霉的家。雖然他
們不是位於媒體大肆報導的海邊，但也是重災區，卻無人關
懷。心中忿忿不平的莎拉不斷寫信給總統、眾議員、州長，
希望能喚起社會對小鎮的關注，最終卻都石沉大海。

	 面對房屋修繕的帳單一筆筆進來，保險理賠也還不知多
少的情況下，莎拉對未來一籌莫展，更沮喪的是沒有一個組織
願意幫助他們；慈濟的援助讓急需重建家園的她感動不已。
	 急難救助完美畫上階段性的發放句點，從此之後是陪伴
佛州災民重建家園的新起點。每一位災民都有著他們的故事，
慈濟將始終伴隨他們左右，傾聽他們的聲音，給予關懷。

	 三年級的米婭·卡多納（Mia Cardona）在去年也拿到慈
濟贈與的物資，這一次特地畫了一張可愛的皮卡丘圖畫送給慈
濟。這位小女孩地媽媽在三年前因癌症往生，老師告訴志工，
孩子在想念媽媽時，經常抱著媽媽的衣物聞味道，聽了讓人鼻

	 慈濟志工林華音在贈與的幸福分享中，向16位學生們分
享「慈濟」兩個字的意涵，以及如何將「慈悲」與「濟世救
人」運用在生活中。林華音也分享「伊恩颶風」(Hurricane	
Ian)	重創佛羅里達州（Florida），慈濟人發揮愛心去幫助受創
災民重建家園的故事。
	 在互動中，孩子們也朗聲地回應了她們心中的想法，在
教室中，可以清晰的聽到稚嫩的童音說出讓人心動的話語：
「我也想要捐錢幫助我的爺爺、奶奶。」這是愛的引導在孩子

心田種下美善的種子；慈濟志工贈與的不只是物質上保暖的冬
衣，還有心靈的滋養。
	 校方贈與慈濟德州分會一盆盛開的蘭花，象徵慈濟和學
校高潔的友誼，齊心為教育而努力。同時也感恩慈濟對孩子們
的付出，感謝志工多年來持續關心該校的低收家庭學童，每年
都為孩子準備好精美的學習用品和冬令衣物，並關心他們的家
庭生活和學習情況。

酸。米婭也時常穿著慈濟贈與的衣服到校上課，是個讓人疼
惜且感動的孩子。
	 志工們為贈與活動安排了許多分享的節目，她們帶著學
生們學習「愛與關懷」的手語歌曲，孩子們開心的和志工們
一起比著手語。藉由「愛與關懷」歌詞的意涵，志工們再次
跟孩子分享，每一個人的心要常懷慈悲，並用實際行動濟世
救人。

	 德州分會在美國總會的支持下，11月12日圓滿舉辦	
「慈悲行動力，2022慈濟健走」，休士頓地區的慈濟人與
社區民眾一同將慈悲濟世的心，化作「行動力」，為打造更
好的世界向前行。
	 活動當天休士頓地氣溫陡降只有大約10度C左右，太陽
公公熱情不減，為活動人們灑下溫暖的陽光，象徵著此次慈
悲行動力活動的圓滿，以及慈濟人與社區民眾願以他們的慈
悲，溫暖佛羅里達州及美南飽受苦難人們心中的那份寒冷。
	 健走後的義賣活動豐富，有德州分會志工籌備將近一
個月的美味素食，也有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延續物命的「跳
蚤市場」；家長們帶小朋友來也不怕無聊，有充氣氣墊遊樂
區、有說故事攤位、有台灣古早童玩區，跳跳、玩玩、說好
話也能付出愛心。

志工恭敬的江贈與物品交到學生的手中。攝影／蕭麗娟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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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男星亨利卡維爾（Henry Cavill）因

飾演DC超級英雄「超人」一角，在全球聲名

大噪，他近來也以「超人」身份回歸DC擴展

宇宙，令影迷驚喜。亨利卡維爾近來接受外

媒訪問時，談到他出道以來的拍攝經驗，他

透露，在他演戲生涯中最難的不是扮演「超

人」，而是在拍攝2018年上映電影《不可能

的任務：全面瓦解》時其中驚險的一幕！

說到電影《不可能的任務》系列，大家

一定會想到「阿湯哥」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親自上陣的高難度動作特技，其實電

影系列的其他主演同樣也挑戰了不少驚險動

作戲，亨利卡維爾更大呼，《不可能的任務

：全面瓦解》裡的直昇機戲份是他拍過最艱

難的戲。亨利卡維爾說：「冬天的紐西蘭南

阿爾卑斯山脈實在是太冷了，而且直升機的

艙門永遠是打開的，冷風強烈的吹過我的臉

，拿著槍使用真的空包彈射擊，一遍又一遍

拍攝，（聲音大到）我完全聾了，聽不到任

何聲音，只能看工作人員的手勢來判斷拍攝

情況，所以我也不清楚開拍沒，就是一直將

頭伸出艙門外、持續不停演戲。」

亨利卡維爾也表示，直升機空中拍攝大

概會持續40分鐘，然後會落地讓他坐在小的

暖爐旁休息，但大概休息約半小時，又要重

新飛上天拍攝，每天重複這樣的拍攝日程持

續了兩到三週。雖然過程辛苦、又累又冷，

但亨利卡維爾仍說：「這過程很艱難，但我

非常喜歡那次的拍攝，也覺得非常值得，我

很願意再次體驗心跳加速的感覺。」

至於亨利卡維爾有沒有可能回歸《不可

能的任務》系列？由於亨利卡維爾飾演的角

色，在《不可能的任務：全面瓦解》裡，在

最後的激戰中，遭直升機的鐵鉤擊中，連人

帶機一起摔下山谷，暗示著角色已經死亡。

但先前一度有傳聞指出亨利卡維爾將會回歸

《不可能的任務》7、8集，該系列編劇克里

斯多夫麥奎瑞（Christopher McQuarrie）也曾

說，卡維爾在《不可能》系列中再次出現的

機率不是零，「電影中的角色沒有復不復活

，只有演員是否適任的問題」，或許觀眾還

是可以期待驚喜登場。

備受劇迷期待的《紙房子：韓國篇》第2部，重

磅回歸！帶著韓國傳統國寶「河回面具」的搶匪們，

即將展開世紀最高金額搶案的最後一戰，寫下華麗結

局。

Netflix獨家影集《紙房子：韓國篇》第1部，今年

6月上線時，締造上線3天在全球累積3,374萬小時的

觀看時數，立即空降Netflix Top10全球非英語影集排

行榜冠軍，也在台灣創下排行榜冠軍紀錄，成為全球

粉絲的年度熱門討論話題。

但是，究竟要如何將4兆韓元的紙鈔帶出造幣廠

，成為劇迷急欲知曉的答案，等了快半年，如今《紙

房子：韓國篇》第2部終於公開前導預告，讓劇迷先

睹為快。

冷靜的「教授」劉智泰放狠話，要讓全世界知道

真正的搶匪是什麼人之外，不同於原版《紙房子》的

全新角色「首爾」也曝光，究竟會如何展現韓國篇特

色，讓粉絲們好奇不已。《紙房子：韓國篇》第2部

12/9在Netflix全球獨家揭曉。

金額高達4兆韓元的紙鈔究竟如何帶出造幣廠？

劇中主角們的感情發展、首腦「教授」的身份是否會

曝光，甚至是韓國篇特有的南北韓人民對立等看點，

都是《紙房子：韓國篇》劇迷們最大的懸念之一。

Netflix在近日終於公開首波主海報以及正式前導

預告，在主海報中，可看到穿著搶匪服裝的人騎著摩

托車，拋開搶匪與人質並衝向武裝警察的震撼畫面。

而在正式前導預告中，百想影后全鍾瑞飾演的

「東京」霸氣宣布：「我們明天要離開這裡！」直接

為驚天動地的世紀劫案宣告第2部正式開始。向來冷

靜的「教授」劉智泰則放狠話：「要讓全世界知道真

正的搶匪是什麼人！」面對警方強力攻堅毫無畏懼。

此外，在《紙房子：韓國篇》第1部裡出現不同

於原版的河回面具，同樣具有諷刺意義和對權力層的

指責含意之外，第2部也確定將有韓國篇的獨家全新

角色「首爾」登場。

飾演「首爾」一角的是女演員林知衍 (林智妍)，

她曾演出電影《人間中毒》與宋承憲有段不倫揪心戀

，並在電影《姦臣：色誘天下》飾演為了復仇而在朱

智勛、金康宇之間有著感情糾葛的女子，讓台灣觀眾

印象深刻。不僅如此，她還將演出宋慧喬主演的Netf-

lix獨家影集《黑暗榮耀》。

林知衍這次飾演全新原創角色「首爾」，會有何

種精彩表現，備受粉絲們的期待。Netflix年度話題影

集《紙房子：韓國篇》第2部，將於12/9週五下午4點

全球獨家上映。

韓版《紙房子2》下月開搶

4兆韓元劫局如何？

演技派男星劉智泰飾演行動指揮者 「教授」 。

百想影后全鍾瑞飾演 「東京」 是個女漢子。

韓版《紙房子》全新角色 「首爾」 由林知衍飾演。

亨利卡維爾回顧從影以來最艱難拍攝

《不可能的任務：全面瓦解》的直升機戲份太辛苦

2022 年 DC 重啟超級英雄電影

《蝙蝠俠》好不好看？觀眾可能評

價兩極，不過全球票房衝破7.7億美

元，國外整體口碑亮眼，所以即使

華納經歷腥風血雨的砍劇潮，都沒

有動搖他們的決心，要繼續擴展導

演麥特李維斯（Matt Reeves）的

「蝙蝠俠宇宙」。

目前續集電影《蝙蝠俠2》正在

開發，觀眾會先等到衍生影集《企

鵝人》（暫譯，The Penguin）播出

，男星柯林法洛(Colin Farrell)回歸飾

演「企鵝人」奧斯華科波特（Os-

wald Cobblepot）成為主角，共 8集

，影集劇情將關乎續集電影發展，

HBO Max原創內容部主管莎拉奧布

瑞（Sarah Aubrey）接受《Variety》

訪問時透露更多線索。

莎拉奧布瑞表示《企鵝人》故

事緊接在電影《蝙蝠俠》結尾之後

，發生在電影續集《蝙蝠俠2》事件

之前，影集會成為兩部電影連結的

橋樑，開播時間會介於兩部電影之

間。

男主角柯林法洛日前接受《Ex-

traTV》訪問，明確指出《企鵝人》

第1集發生在電影《蝙蝠俠》事件的

隔一週，高譚市仍淹沒在水下，他

透露：「劇情從我（企鵝人） 在卡

麥法爾康尼的辦公室，鞋子濺起水

花開始。」他大讚編劇蘿倫勒弗朗

克（Lauren LeFranc）的功力。

《蝙蝠俠》電影結尾旁白「情

況在好轉前會變得更糟，有人會趁

火打劫，搶走一切」似乎暗示接下

來劇情，莎拉奧布瑞透露：「《企

鵝人》目標是呈現『奧斯華科波特

』生活的樣子，高譚市地下社會很

多人像他一樣試圖崛起和東山再起

，作為騙子與戰略家來實現自己的

野心，企鵝人是很好的例子，影集

以8集較長篇幅的時間，來講述角色

的心境發展，其中會有許多吊人胃

口的反轉、精彩轉折和新角色登場

，更聚焦在高譚市街頭。」

官方尚未宣布影集《企鵝人》

正式開播日期，推估時間點是2023

年末或2024年，續集電影《蝙蝠俠2

》目前正在開發劇本，可能於2025

年才會上映。

《蝙蝠俠》衍生影集《企鵝人》
故事發生在何時

奧斯卡獲獎電影《健聽女孩》

（CODA）的製片公司Vendôme影業

將把一個《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玩家的真實故事改編成電

影，導過電影《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的挪威導演莫騰· 泰

杜姆（Morten Tyldum）已經簽約執

導該片。

這部電影片名叫作《伊貝林》

（Ibelin），「伊貝林」是一名《魔

獸世界》挪威玩家的暱稱，他的真名

是馬茨· 斯汀（Mats Steen）。

馬茨四歲時被診斷患有「杜氏肌

營養不良症」，這是一種遺傳性的肌

肉萎縮症，患者多活不過20歲。

事實上，馬茨一直活到了2014年

，25歲時才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後十

年裡，他在遊戲《魔獸世界》裡找到

了歸屬。因為疾病的原因，馬茨很早

就不得不坐輪椅生活了，他不能像其

他孩子那樣踢球、玩耍，這一度讓他

消沉。但《魔獸世界》給他打開了新

世界的大門，在這個虛擬世界裡，沒

人知道他是輪椅上的病人，他可以掙

脫現實的桎梏、實現在現實世界裡達

不到的成就，活出一段全新人生。

在《魔獸世界》裡，馬茨結交了

一眾好友，還找到了愛情，他去世後

，很多人從世界各地飛到奧斯陸參加

他的葬禮。而在馬茨的墓碑上，也刻

下了他在《魔獸世界》裡的玩家暱稱

——「Ibelin」。

一個魔獸玩家的真實故事
《伊貝林》將被拍成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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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鎮廷 杜凱琹齊晉亞洲盃8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乒乓球亞洲
盃賽17日在泰國曼谷揭開戰幔，港隊“一哥”黃
鎮廷與“一姐”杜凱琹，齊齊以4：2挫中國台北
球手林昀儒及鄭怡靜，旗開得勝。黃鎮廷將於男
單8強賽迎戰日本球手宇田幸矢，杜凱琹則於女
單8強賽硬拚日本名將早田希娜。

杜凱琹與鄭怡靜實力旗鼓相當，二人最近一
次交手是10月的WTT冠軍賽，當時鄭怡靜3：1
獲勝，但優勢不大。

當日比賽開始後，杜凱琹不斷從鄭怡靜的反

手位突破，以11：9先下一局。第二局鄭怡靜開
局佔優，但隨後接發球連連失誤，很快7：11再
失一局。第三局雙方都有意打直線球來牽制對方
的正手，鄭怡靜10：8領先拿到局點，但隨後打
得比較保守，結果被杜凱琹連得4分、以12：10
翻盤。第四局鄭怡靜背水一戰，經驗老到的她逐
漸找回狀態，正手進攻非常犀利，失誤率也相對
減少，連贏兩局11：5、11：8，將大比分追到
2：3。但第六局，鄭怡靜原本一直佔優，但隨後
杜凱琹把握對手狀態下滑的良機反擊得手，最終

以11：9險勝鎖定勝利，大比分4：2淘汰鄭怡
靜，成功奪得8強賽的門票。

賽後，杜凱琹認為，此役基本發揮水平，惟
自信心有改善，期待下一場有更好發揮。

國乒方面，由於排名世界前3的孫穎莎、陳
夢、王曼昱休戰，王藝迪便成為亞洲盃女單頭號
種子選手。結果她不負眾望，以4：0橫掃哈薩克
選手阿卡捨娃，取得開門紅。男單方面，國乒選
手王楚欽同樣未逢敵手，以4：1速勝哈薩克球
手，躋身8強。

重奪終極格鬥冠軍賽金腰帶

張偉張偉麗麗：：苦練基苦練基礎礎 見證成長見證成長

◆◆杜凱琹將在杜凱琹將在88強賽硬拚日本名將早田希娜強賽硬拚日本名將早田希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郭清（左）獲得跆拳道世錦賽女子49
公斤級亞軍。 法新社

2022年跆拳道世錦賽當地時間16日
在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決出女子49公斤級
和男子68公斤級冠軍，來自墨西哥和韓
國的選手分別摘金。中國選手郭清獲女
子49公斤級亞軍，為中國隊再添一銀。
另外，在前一日比賽，中國隊小將孟明
寬摘得男子87公斤級比賽銀牌。

首次參加世錦賽的小將郭清在準決
賽開局就以一記強勁凌厲的高位擊頭，
將來自沙特阿拉伯的對手KO（擊倒獲
勝），強勢進入決賽。在金牌爭奪戰
中，郭清對陣目前該級別世界排名第三
的東道主選手達妮埃拉．索薩，前兩局
雙方以高位技術各勝一局，在關鍵勝負
局，坐擁主場優勢的索薩連連得分，以
8：2贏下該局，最終大比分2：1收穫冠
軍。

另外，在前一日進行的男子87公斤
級比賽中，同樣首次參加世錦賽的孟明
寬一路過關斬將，以黑馬之勢闖入決
賽。惟冠軍戰因體力下降，以0：2不敵
對手，成為該級別亞軍。這樣連同當地
時間14日駱宗詩拿下的女子57公斤級金
牌，中國隊已奪1金2銀。 ◆新華社

張偉麗張偉麗
出生日期：1989年9月30日
出生地：中國河北省邯鄲市峰峰礦

區
身高：1.63米
體重：52公斤
級別：草量級
臂展：160 cm
武術背景：散打、摔
跤、巴西柔術
戰隊：北京黑虎
搏擊俱樂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時隔一年半，張偉麗在紐

約麥迪遜花園廣場舉行的UFC（終極格鬥冠軍賽）281中，裸絞終結

女子草量級現任冠軍卡拉·埃斯帕扎，重奪金腰帶，向世界證明了

自己的實力。北京時間16日中午，已經從紐約返回拉斯維加斯的

她與媒體視頻連線分享了她的成長與喜悅。“這一年半，我讓

自己沉靜下來，心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她說，“金腰帶只

是努力之後的附屬品，以前我會把金腰帶定為終極目標，但

拿了之後迷茫了。現在，我通過努力再拿回金腰帶，是想告訴

自己，成長了才是最重要的。”

“卡拉肯定沒想到我
會鎖她，她低估

了我的摔柔實力。”為了這場
比賽，張偉麗和她的團隊在五個
月內制定了多套方案，用張偉麗的
話說，無論對手想進行何種技術較
量，她都做好了準備。不過，在一切的
技術和戰術面前，基礎才是根本。“今
年我練得最多的就是基礎，基礎好了，能
夠極好地掌控拳腿了，戰術都好說。”張偉
麗直言，“練基礎特別枯燥，每天打很多拳，
踢很多腿，怎樣銜接、節奏怎樣變化。雖然很辛
苦，但很快樂。”

特意在訓練時加入噓聲
時間回到UFC281這場比賽結束的當晚，重返回紐約麥

迪遜花園廣場，張偉麗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跟羅斯
的兩次比賽，我被噓得都聽不到教練說什麼。可這一次，我聽
到的是很大的歡呼聲，倒是卡拉被噓，我很吃驚。”張偉麗坦
言，在與羅斯二番戰後，她特意在訓練時加入了這個“噓聲”，她
會聽着噓聲冥想、跑步、訓練。
奪冠後，張偉麗一晚上沒睡。午夜時分比賽結束後，張偉麗進行了

例行的尿檢、身體檢查、新聞發布會。採訪過後，她和團隊原本要去朋友
介紹的一家當地的中餐廳慶祝，但回到酒店已是凌晨5點多了。可令張偉麗
感動的是，即便如此，原本晚間11點就要關門的餐廳一直在等她。這讓她感

受到了海外華人間的那
種團結的力量。

其實從2019年奪得金腰
帶以來，張偉麗就希望能夠把
UFC數字賽帶回國。“UFC如
果能在中國辦一場數字賽，那真是
太好了。現在中國粉絲越來越多，如
果能在現場看到自己的冠軍衛冕腰帶，
會是非常好的體驗。”

期待中國主辦UFC數字賽
當前，草量級重奪金腰帶的女子選手，包括

張偉麗在內只有三人。這無疑證明了她在這個量級
的實力。雖然下一場衛冕戰的對手、時間和地點都還
未定，但張偉麗卻顯得很平靜。她細數道，“安德拉德
暫時應該回不來，我們經常見面，她現在很結實，不知道
明年是否還能回到草量級；羅斯最近在推廣她的紀錄片，不
知道什麼時候打；閆曉楠想跟羅斯打一場，可能是明年吧；巴
西的阿曼達技術也挺好的。”

當問及是否考慮挑戰其他級別時，張偉麗回應香港文匯報稱，
具體還是看UFC方面的安排，“我也考慮升級別去跟瓦倫蒂娜打一
場，也挺好的，就看什麼時間最合適。”

而目前，張偉麗最期待的就是盡早回國，陪伴父母，吃上一頓媽媽
包的餃子，一起過個年。不出意外，張偉麗和團隊將於11月24日回到國
內。

冠軍與成就冠軍與成就
2015年起 在搏擊賽事崑崙決奪女子草量級冠軍、蠅量級以及韓國TOP FC
女子草量級冠軍三條金腰帶
2019年8月31日 奪終極格鬥冠軍賽草量級冠軍
2020年3月8日 終極格鬥冠軍賽成功衛冕
2021年4月24日 在UFC 261輸給羅斯·娜瑪尤納斯，輸掉草量級冠軍
2022年11月13日 在UFC 281擊敗卡拉·埃斯帕扎，重奪草量級金腰帶

◆張偉麗成
功 奪 回 金 腰
帶。

新華社

◆張偉麗
成功將對手壓
在身下。

路透社

◆◆張偉麗透過視頻連線接受採張偉麗透過視頻連線接受採
訪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攝

◆◆黃鎮廷在男單比賽旗開得勝黃鎮廷在男單比賽旗開得勝。。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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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電影《您好，北京》終極預告曝光

三段奮鬥歷程講述中國故事

今日，由導演曹茜茜執導並監制的

電影《您好，北京》隆重發布終極預告

，影片將於11月18日全國公映，目前已

開啟預售。在終極預告中，影片的三位

主人公——創業者、北漂歌手、快遞小

哥在追夢路上遭遇重重阻礙，卻仍不忘

初心，逆風飛翔。有觀眾看完後激動地

表示，在寒冬中能有這樣壹部影片為大

家加油打氣，是壹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勵誌佳作有笑有淚，還原真實奮鬥
人生

電影《您好，北京》講述了三個不

同職業奮鬥者的故事：創業公司老板李

明啟（安澤豪 飾）在項目即將成功時遇

到瓶頸，求助無門；年輕氣盛的歌手閆

男（劉犇 飾）只身背著吉他來北京追夢

，卻不被家人理解，矛盾重重；勤懇善

良的快遞員劉順（李斐然 飾）與女友壹

同來北京打拼，卻在準備買房結婚之際

遭遇兩難抉擇……

奮鬥的人生總不會壹帆風順，但

只要有著壹顆永不言棄的心，生活就

壹定會給予妳光明與希望。預告中三

位主人公沒有知難而退，反而在自己

的堅持，家人、朋友的支持下重新振

作起來，逆著風，毅然前進在追求夢

想的路上。

不少觀眾在看完預告後倍受感動，

激動地在社交平臺上留言表示 “太需要

這樣為大家加油打氣的影片了”、“可

能是冬天裏最溫暖的壹部電影”、“讓

我想到了自己剛來北京的生活”。正如

預告中的文案所說，“即使夢想遙不可

及，我也願全力以赴”，這也是影片

《您好，北京》想要傳達給全國奮鬥者

最真摯的祝福。

貼近角色的細致創作，現實主義題
材必看佳作

影片中，追夢歌手閆男對著父親吶

喊：“我喜歡音樂，我喜歡北京，我喜

歡這樣的生活”，引起了無數年輕網友

共鳴。誠然，離家奮鬥最大的難題不是

工作不順、生活艱難，而是家人的誤解

與不支持。壹個人曲折的奮鬥故事固然

精彩，但與家人、愛人間關系的成長也

是電影《您好，北京》在“奮鬥”議題

之外的生動表達。無論是李明啟和妻子

的相互扶持、閆男和父親的矛盾與和解

，還是劉順和母親的親情傳遞、和女友

間的相互包容，都生動地將“愛”這個

主題展現得淋漓盡致，讓觀眾看到了小

人物們成長過程中的弧光。

如此飽含情感的人物塑造，不僅源

於導演曹茜茜對生活的感悟，還在於她

對每壹位角色的用心打磨，為其註入情

感和靈魂，才最終將《您好，北京》這

部優秀的作品呈現給全國觀眾，引發大

眾的深刻共情。

此外，深厚的臺前幕後陣容，更是

為影片的高品質奠定了基礎——不僅有

安澤豪、劉犇、李斐然、海壹天、果靖

霖、張晞臨、王茜華、白永成、沈曉海

、孫遜、傅程鵬、李晟澤、江平主演，

徐崢特別出演，影片還邀請到金像獎最

佳剪輯鄺誌良擔任剪輯指導、金像獎最

佳音效廖家文擔任聲音指導，金牌調色

師黃浩燊擔任視覺指導，引發觀眾強烈

期待紛紛盼望著11月18日上映這壹天早

日到來。

電影《您好，北京》由曹茜茜擔任

總導演、監制，北京影之影視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出品、中茵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聯合出品。距影片11月18日全國上映還

有4天，目前正火熱購票中，如此溫情

勵誌的現實題材佳作值得妳和家人朋友

壹起前去影院觀看。

《個十百千萬》首映延續《長津湖》的感動

11月18日上映為行業加油

紀錄片《個十百千萬》近日在

金雞獎舉辦首映活動，放映現場贏

得觀眾壹片好評。紀錄片今日發布

壹支預告，眾多珍貴的花絮畫面首

度公開，也得以窺見拍攝現場笑與

淚共存、嚴寒與火花同在的日常。

同時發布的海報中，熟悉的七連六

位戰士壹展笑顏，那份記憶中的感

動再度湧上心間。影片《長津湖》

所刻畫的抗美援朝戰爭之慘烈、艱

苦令每壹位影片觀眾都難以忘懷，

而這部從籌備、拍攝到上映歷時數

年的恢弘史詩巨制，對於每壹位參

與《長津湖》的電影人而言，同樣

是漫長而艱苦的壹場“戰鬥”。在

第35屆金雞電影節中，電影《長津

湖》榮獲最佳導演、最佳故事片兩

項重量級大獎。對於影片全體工作

人員而言，這份票房口碑雙豐收的

佳績就是對他們辛苦付出最好的回

饋。

《個十百千萬》致敬電影人
於冬：帶給觀眾面對創傷的力量
電影《長津湖》不僅在票房成

績上打破了中國多項影史記錄，影

片的籌備時長、劇組規模也是破記

錄的，兩部影片的片尾字幕加起來

的滾動時長甚至有十五分鐘，凝聚

了超過1.2萬工作人員的心血。片名

《個十百千萬》不僅包含著千裏萬

裏兩人的名字，也代表著背後無數

的工作人員，同時也是向全國支持

中國電影的觀眾表達感謝。在本屆

金雞獎的頒獎現場，與陳凱歌、林

超賢壹同拿到最佳導演獎的徐克，

也向觀眾傳遞了這份電影人的力量

，他在獲獎感言中表示：“感謝幕

前幕後前期後期的電影人，當時的

英雄人物的勇氣和力量讓我們龐大

的劇組感受到，我們也付出了力量

和熱血完成這部電影，相信擁有力

量的我們會把電影拍得更好。”

紀錄片《個十百千萬》中包含

了大量專業機器拍攝的珍貴畫面，

由於《長津湖》片長的限制，許多

不得不刪減的鏡頭也放在了紀錄片

中壹壹呈現。無論是花絮中演員們

在片場溫馨有趣的互動，還是導演

們精益求精雕琢成片的努力，都在

紀錄片中有著更生動而全面的呈現

。在紀錄片見面會上，於冬表示：

“我們努力創作就是為了給觀

眾呈現好作品，希望通過《個

十百千萬》，給疫情下的廣大

觀 眾 ， 帶 來勇敢面對內心的創

傷的力量！”

“長津湖效應”仍在延續
向著中國電影更好的明天努力
紀錄片《個十百千萬》在金雞

電影節進行首映後，深深觸動了現

場觀眾。作為影視行業工作者，大

家對於參與這部恢弘史詩巨制的每

壹位電影人都可謂感同身受：“很

難得通過壹部紀錄片了解如此大規

模劇組的運轉、拍攝日常，希望越

來越多的觀眾能了解電影人的努力

和堅守，無論在何種困境下，我們

都在盡己所能產出更優秀的電影作

品，相信《長津湖》劇組的精神定

能感染到更多人，中國電影的明天

壹定會越來越好。”

看過紀錄片的觀眾也再度想起

了《長津湖》帶來的感動：“再看

到七連戰士們熟悉的身影，又感受

到了他們的可敬可愛。無論在什麼

樣的時代，我們都應該對那些挺身

而出的人抱有敬意，今天的我們也

更應懂得珍惜和平的生活。”還有

觀眾了解過電影背後震撼的工業技

術後感慨到：“我們也可以拍出好

萊塢大片壹樣的優秀戰爭片，希望

未來觀眾能看到越來越多的好作

品。”相信這份對誌願軍戰士的

敬意，將永遠留在每壹位觀眾的心

中，中國電影人也將帶著這份無懼

困難、勇攀高峰的精神，邁向更好

的明天！紀錄片《個十百千萬》已

定檔11月18日，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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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臺上，壹位“盲人”在光影

中摸索，而扮演這位盲人的是壹位

聾啞人……日前，中國殘疾人藝術

團跨界融合作品《夢的守望》在順

義大劇院首演，演繹了殘疾人朋友

不畏艱險實現自我的故事。

《夢的守望》講述了壹名意外

失明的少年，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出

恐懼和迷茫，在學習薩克斯的過程

中實現自我的故事。這壹故事的原

型就是中國殘疾人藝術團薩克斯演

奏家王琦，他曾在2022年北京冬殘

奧會開、閉幕式舞臺上登臺表演。

《夢的守望》以舞蹈表演為主，融

合了音樂、戲劇等多種表現形式。

故事就從“小王琦”意外失明後

講起。大幕拉開後，舞臺昏暗，錯落

地擺開十數把椅子，“小王琦”在椅

子間摸索、前行，被絆倒，憤懣地推

開身邊的椅子。淩亂的椅子和零星的

鋼琴音效，彰顯著“小王琦”內心的

掙紮。據了解，為了突出慌亂的心境

，鋼琴在演奏前還特意調得不準，和

舞步的設計相互呼應。

《夢的守望》著意描繪王琦成長

過程中重要的心理瞬間，意象化地呈

現為舞者的肢體語言。該劇舞臺設計

簡潔而抽象，在演繹“小王琦”過馬

路的場景時，燈光在舞臺上打出斑馬

線，“小王琦”拄著盲杖慢慢挪動，

伴隨著呼嘯而過的車聲，其他舞者在

他身邊來回穿梭。忽然，“小王琦”

跌倒在臺前，觀眾不禁失聲驚呼，顯

然已深深沈浸在劇目中。

該劇的原型和主角是盲人，但舞

者都是聾啞人，讓聾啞人演繹盲人，

最大的難點在於，聾啞人不知道盲人

的生活是什麼狀態，他們聽不到，就

更難從別人的描述中了解盲人。好在

，飾演劇中“大王琦”的舞蹈演員梁

源鋼曾經是王琦在藝術團多年的室友

，他們互為彼此的眼睛和耳朵。為了

演好這個角色，他還特意向王琦借墨

鏡，體驗灰暗的世界。飾演“小王

琦”的舞蹈演員汪佳偉也花了大量時

間學習盲人的行走姿態，對著鏡子不

斷練習手勢和動作。

在不斷學習薩克斯的過程中，劇

中的“大王琦”逐漸收獲自信，實現

自我，而劇目中的薩克斯音樂就由王

琦錄制，他也在全劇結尾時正式亮

相。尾聲，舞臺深處的薄幕逐漸升上

去，王琦戴著墨鏡，吹奏著金燦燦的

薩克斯，進入觀眾的視線，觀眾們報

以熱烈的掌聲，將全劇推向高潮。王

琦透露，這個作品以舞蹈表演為主，

音樂也是原創，在演奏音樂前，王琦

聽主創團隊仔細描述了每壹場的內容

，想象當時的場景以及舞者肢體表現

的情緒變化，再對應到演奏中。

在王琦看來，《夢的守望》不光

是講他的故事，也不光是講盲人的故

事。“如果這個作品能讓觀眾想到自

己的心路歷程，或者能讓他們在面對

困難時有壹點點啟示，那就是我們所

有演職人員最欣慰的事。”

在演出正式開始前，王琦才向

藝術團的朋友們透露，這壹天剛好

也是他的農歷生日。登臺前，舞蹈

演員們隊形整齊地站在舞臺上，用

手語和掌聲向王琦祝賀生日快樂。

據悉，本劇也是國家藝術基金

2022年度大型舞臺劇和作品創作資

助項目，未來計劃組織全國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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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天團五月天展開睽違3年的巡迴演唱會，近日
在賭城拉斯維加斯開唱，兩天內吸引2萬2千名歌迷，當中更有人遠從
溫哥華前往拉斯維加斯赴約。五月天帶着百人黃金團隊，透過好好好
演唱會經典的概念舞台呈現，與歌迷“五”距離，一開場五月天帶領
滿場歌迷“離開地球表面”，從極具爆發力的《盛夏光年》、《派對
動物》、《瘋狂世界》等歌，到《知足》、《倔強》的大合唱，聽到
熟悉的大合唱，成員怪獸感動地說：“這麼久沒來美國演出，你會覺
得是新的觀眾或比較不認識五月天的人，但剛唱到《知足》的時候，
我聽到大家合唱的聲音，那個聲音跟我們在台北聽到的聲音一樣大
聲，我知道大家沒有忘記五月天、沒有忘記五月天的歌。”

瑪莎說以往習慣的事物都變得陌生，“這次上飛機忽然很緊張，
安全帶該怎麼扣，耳機該怎插，這些全都忘記了，落地之後要調時
差，今晚上台前原本還有些緊張，太久沒有見到大家，尤其是我們第
一次在拉斯維加斯開演唱會，很開心！”

五月天賭城開巡唱
逾萬北美歌迷大合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林盛
斌（Bob）、劉佩玥及戴祖儀16日晚
參與《唔玩唔知有獎攞》
遊戲節目直
播，Bob
日 前 在

社交網發文，提醒網友有騙徒冒充他
與品牌合作從中圖利，呼籲大家不要
上當。戴祖儀也表示曾有人冒充她
在網上與粉絲聊天，結果粉絲再找
她真人時就弄得她一頭霧水。

Bob坦言騙徒手法多年來層
出不窮，記得讀書時期做暑期
工，曾有南亞裔男子拿神像
對他說有神力，可以讓他
中六合彩，他說：“對方
叫我給他100港元，當時
唔知點解又會給他，當然
我最後也沒有中獎，現在
想起都覺得肉痛。”

問到Bob可有教子女
不要被壞人騙到？他說：
“他們這個年代已經很醒
目，大女有時都收到網民

難聽的說話，但她都回應得好
得體，因為明白不是每個人都
喜歡爸爸。”

祖儀就稱讀書時經常收到
收郵包的電話，要拿她很多個
人資料，幸好當時她未有信用
卡才沒有受騙。

對於Bob常被網友攻擊，
曾受過校園欺凌的祖儀，笑言
未出道前已被網友惡言相向，
幸她早已練到一副高EQ，已
經將負面批評不當是一回
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詩·民歌演唱會》將於12
月15、16日假香港理工大學舉行，17日區瑞強與林志美出
席記者會，區瑞強表示首次辦詩歌與民歌的演唱會，第一個
即想到林志美，因對方是唱民歌出身資歷夠深，且她唱的詩
歌《愛是不保留》更是廣受歡迎，因此是最適合人選。林志
美亦表示詩歌和民歌的音樂風格都很返璞歸真，感覺好清
新，令人聽得好舒服，做到以歌會知音。區瑞強也認同這類
音樂都很“斯文”，能令人感動和治癒，帶出正能量，所以
選擇較小型的場地亦很適合，加上優質音響，氣氛定會相當
好。

區瑞強這10多年來每年都有舉辦不同類型的演唱會，
之前他開演唱會每晚站足3個多小時，身體累積了疲勞也不

知，直到他完騷只睡了幾小時，翌日去打高爾夫球便出事拉
傷了腰，但之後又隨黎瑞恩及蘇志威等人到泰國繼續打高爾
夫球比賽，他要戴上腰封吃住止痛藥出賽，不過最後仍能奪
冠凱旋歸來，他17日坐着彈結他時坐姿也要就住免再弄
傷，但他亦要去打波，但他承諾自己12月開騷前一定會治
好傷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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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永亮是香港殿堂級的音樂大師，創作過
無數金曲，還奪得過男歌手獎，曲、

編、監、唱瓣瓣精，堪稱是創作歌手的始祖。
曾在紅館開個唱的他亦為許多演唱會擔任音樂
總監及樂隊領班，踏足過紅館無數次，今次卻
選擇在戲曲中心舉行演唱會，他說：“因疫情
關係，現在跟觀眾握手也不可以，場地不太
大，至少能拉近與觀眾的距離，感覺更溫
馨。”

演唱會的定名，也是倫永亮為了與觀眾作
交流，“過往經常為了在演唱會上與觀眾有什
麼互動和話題而傷腦筋，突然想到用‘音樂
人’這個身份作分享就最能發揮，第一，音樂
人給人的印象總是很古怪、古峭，甚至表兄弟
姊妹也問過我是否只會匿在房內創作音樂不見
人，還會披頭散髮似足莫扎特，搞到要向他們
澄清我都是平凡人，過的是平凡生活，但確實
作曲時總是自己一個人，父母和兄弟姊妹叫我
出房食飯又會說等陣先，結果到我食飯，他們
已睡着，因此許多時候都幾寂寞；加上這幾年
大家飽受疫境煎熬，我亦工作量大減，曾感到
混亂和失落，因此希望透過這個演唱會令大家

開心，並發放正能量，令大家對身邊的人與事
更珍惜和感恩。”

科技幫助作曲更容易
畢竟是音樂人，演唱會最重視的始終是音

樂，倫永亮透露個唱中除了經典和滄海遺珠的
歌曲兼備，還設有向歌手致敬的環節，並且會
把一些作品重新編曲，認為一首歌原汁原味固
然有人喜歡，但不斷沿用舊譜舊歌亦沒意思，
稍作改動配合時下曲風，就不會有過時的感
覺，“我都很佩服現在玩音樂的人，用一個琴
加上電子音樂就能變化出不同的音樂，還有電
腦的幫助，作曲較以前容易得多，若然對樂理
有一定的知識及了解，創作的旋律就更加順理
成章，不會有‘夾硬’的感覺。”倫永亮有此
言論，全因早幾年聽到一些歌曲旋律會令人感
奇怪和跳動，但他補充指，近年有許多歌在編
曲和旋律都明顯有進步，令人大感驚喜，更點
名稱讚林家謙、馮允謙和張天賦，還有年紀輕
輕就唱功了得的炎明熹、姚焯菲，以及XiX。
他高興指很開心有這麼多新人湧現，喜見香港
樂壇有傳承希望。

找“林醫師”聊養生交流
可是如此熱愛音樂的倫永亮說要學習放下

了，“人到了某一個年紀，就明白不應太過執
着，現在的我希望花多些時間陪伴家人，特別
是今年有幾位家人離開了，所以不會像以前一
樣只顧埋首做音樂而不理會外面的世界，應該
與世界接軌，為有需要的人給予幫助。此外，
保持健康也很重要，正如我跟林憶蓮、呂方和
陳潔靈這幾個最好朋友，現在的話題都離不開
養生，我還封林憶蓮做‘林醫師’，因為她有
最多醫生可以介紹，哈哈。而這些話題，都會
在演唱會中與大家分享。”

如果有人問倫永亮是不是音樂人，應該會被當成笑

話，經歷過香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人，怎會不知道倫永

亮是誰，那個年代的當紅歌手如梅艷芳、林憶蓮、羅

文、許冠傑、劉德華、郭富城、黎明、張學友、鄭秀

文、許志安、杜德偉等，有誰沒與倫永亮合作過，可是

他於本月26日及27日在香港西九戲曲中心舉行的

演唱會卻以“我是音樂人？”定名，玩自我質疑！

時至今日，倫永亮對音樂的熱誠未減，除了喜見近

年新人湧現，更計劃分享自己的音樂知識，為香港

樂壇傳承作貢獻。 ◆採：香港文匯報記者林子棠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林盛斌提醒網友慎防騙徒
戴祖儀被人冒充與粉絲聊天

開騷融合詩歌與民歌開騷融合詩歌與民歌
區瑞強區瑞強即邀即邀林志美林志美合作合作

喜見新人湧現
港樂傳承有希望

◆◆五月天首度在拉五月天首度在拉
斯維加斯開唱斯維加斯開唱。。

◆◆台下萬名歌迷齊齊大合唱感動五月天台下萬名歌迷齊齊大合唱感動五月天。。

◆◆林盛斌與戴祖儀林盛斌與戴祖儀
都曾遇上騙徒都曾遇上騙徒，，當當
上了一課上了一課。。

◆◆區瑞強聯同林志美區瑞強聯同林志美
出席記者會出席記者會。。

◆◆倫永亮認為近年港樂倫永亮認為近年港樂
有許多歌在編曲和旋律有許多歌在編曲和旋律
方面有明顯進步方面有明顯進步。。

◆◆倫永亮點名稱讚幾位年輕歌手倫永亮點名稱讚幾位年輕歌手。。

◆◆林憶蓮被倫永亮封做林憶蓮被倫永亮封做
““林醫師林醫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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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美国杰出人才 EB1A

很多移民美国的移民申请者准备移民的时

候经常会听到一个词，那就是美国杰出人才移

民EB1A，其无排期，没有职业和语言的限制

吸引了大多数人申请美国杰出人才移民。

但是当移民申请人去搜寻美国杰出人才移

民EB1A的时候，会搜到美国杰出人才移民

EB1A的劝退贴，EB1A1真的很难吗？并不，

一招让你快速了解EB1A。

EB1A即美国杰出人才绿卡（EB-1A green

card）是美国为吸引优秀专业人才移民美国的

捷径之一，也是留美移民们争相申请的热门绿

卡，申请人必须满足十项标准的其中三项或以

上条件。

同时需要在科学、艺术、教育、商业、或

体育领域里具有特殊能力，得到广泛认可，取

得很高成就，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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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人被认为是该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

申请人在获得杰出人才绿卡后，将在美国继续

从事其领域内的工作；并且，申请人的工作将

会对美国社会的相关发展，带来极大利益。

EB1A的配额问题

美国职业移民配额正常为每年14万，但美

国移民法律规定：上一个财年未用尽的亲属移

民绿卡名额可以让渡给下一年度的职业移民。

2022财年，由于承接了上一财年大量的剩

余配额，美国职业移民配额达到28万，可谓历

史新高，比正常年份的两倍还多。美国国务院

目前估计，2023财年可以用于职业移民绿卡的

配额为200,000张，比正常年份的14万配额多

出6万张。

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国杰出人才EB1A只需要

满足十条条件的三条或以上即可，但仅仅是这样

吗，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赴美计划书』

的撰写所谓的赴美计划书，就是阐述你将会在到

达美国之后，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相关领域

的发展，为美国带来现实的利益贡献。

当然，在以前，这个计划书只需要基于移

民申请去撰写就好。围绕自己的工作领域简单

阐述就可以，但是随着近几年的移民数量激增

，EB1A排期短，没有年龄和职业的限制等优

点被人们熟知之后，EB1A的竞争也多了起来

，赴美计划书也不能像自己单纯靠自己去DIY

了，如何佐证申请人的能力和在将来能为美国

带来的贡献，不如教一下经手过很多成功案例

的资深文案，更能事半功倍。

而加急服务是对特定申请 (I-129和 I-140)

，可以交纳额外费用缩短案件审批的时间。加

急服务是在原有案件上额外添加的申请，申请

同时需要递交申请表格以及其他材料。

大家可以理解为对原有申请的一个“升级

”。特别是对于身份即将到期而需要提交I-485

的申请人来说，在提交I-485申请前知道I-140

申请结果可以避免浪费大量的律师费和申请费

（特别是在附属申请人多的情况下）。这样做

能够为申请人提供一个清晰明确的方向，并有

助于申请人规划未来。

在申请EB1A之前，申请人必须保证自己

没有传染性疾病以及接种美国移民局规定的十

几项疫苗，目前美国认可使用的疫苗包括中国

国药、中国科兴、辉瑞、强生、莫德纳、阿斯

利康、印度Covishield，申请者需要提供接种纸

质或电子版凭证。

当申请人的移民申请获批后，申请人必须

通过体检测试，参加移民签证面试的申请人需

要在广领馆指定的四个体检中心（广州，北京

，上海，或福建）进行体检，体检中心需要提

前进行预约，拿到预约号才能前往体检中心进

行体检，近期各个体检中心预约非常满，建议

申请人尽早预约并且提前与体检中心核对需要

携带的文件。

美国移民最新消息

2023年配额新增6万余，再创历史新高！

很多移民美国出国的申请人移民到美国

成功后，刚感受完成功移民的喜悦，就会去

想自己到美国后第一步要干什么，是买房，

买车，还是去旅行，其实啊，到达美国最先

做的，那就是先买保险。

并不是美国治安或者是其他方面怎么样

，而是保险贯穿于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保险种类繁多，该买哪一个呢，那跟着

小寰去看吧。

房屋住宅保险是与美国新移民生活最密

切的保险，住宅保险与一般人最有切身关系

的是HomeOwnerInsurance，如果有房子出租，

则要投保TenantInsurance(FirePolicy)。

HomeOwnerPolicy 这种保险的赔偿范围相

当广，除了包含房屋本身的综合保险外，这

种保险还包括个人因生活而引起事故的赔偿

责任。因此，不仅是有屋人家需要投保这种

险，一般租公寓而居的人家，亦可以加入买

保的行列。

保险

在美国看医生、住院的费用相对较高

，若没有保险，一旦生病，可能终生的积

蓄就此泡汤。一般的美国公司，均设有健

康保险的福利，因为以公司账号团体投保

，保费很低。有些公司负担全部保费，员

工不必出钱。

不过，由于各保险公司的保险内容不尽

相同，要注意公司投保，是否包括生小孩及

治疗牙齿的费用，没有公司保险者，应设法

买一般的家庭健康保险。

尤其是小孩子多的家庭，上医院的机会

更大，不买保险，就等于跟自己辛苦赚来的

钞票过不去。美国的健康保险，按其保险内

容又细分成——医疗保险、牙齿保险与收入

补偿保险这三个种类。

定期保险

这种保险即一般所谓的短期保险，按保

险期限的长短，通常分作一年期、五年期与

十年期三种。

投保人在一定的期限内缴纳一定的保

费，如投保人在期限内死亡，保险 公司

按保额赔偿给受益人。期满后即自动失效

，同时没有任何利息、红利或存入现值可

以领回。这种保险的保费比较便宜，但保

费逐期增加。

一般而言，美国的雇主或公司都有为

员工购买团体人寿保险的福利。但基于税

法，雇主可以为每一员工买五万元的保，

其保费可以减税。超过五万元时，如雇主

将全部保费 用于减税，超额的保费可用

来奖励员工。

保额视服务年资而定，服务愈久，保额

愈高。通常是五千或一万不等。这种数目实

际上并不十分有保障,你务必要弄清楚公 司

的保险制度，然后视情况计划买额外的保。

至于该买多少保，这很难说，通常是买一个

人财产的三分之一或者年收入的三～五倍。

尤其是子女年幼的情况下更要仔细安排。

美国移民登陆后
如何选择保险 ？

随着经济的发展，移民概念越来

越被大家接受，美国作为世界发达国

家之一，其良好的经济、福利、环境

得到了移民们的青睐，但是大多数人

对移民美国生活费用都不甚了解。

一、移民美国生活费用：四级城市花

费水平

移民美国生活费用是多少呢？不

同州不同城市，生活水平也不同，下

面以生活费用高低把美国分为四级，

一起来看看吧！

第 1 级：指美国特大城市，如旧金

山、纽约、费城、洛杉矶、波士顿、

迈阿密、夏威夷、芝加哥、华盛顿首

府 等 ， 其 生 活 费 为 USD1,000——2,000/

月，这是不包括买车、外出旅行、电

话和娱乐等额外消费(以下类同)。

第 2 级：指美国大城市，如匹兹

堡、西雅图、拉达斯、亚特兰大、奥

斯 汀 、 底 特 律 等 ， 其 生 活 费 为

USD800——1,000/月。

第 3 级：指美国南部、中西部、

东南部一些州，如德州、威斯康星州

，依利诺州、密歇根州、犹他州、科

罗拉多州、乔治亚州、弗吉尼亚州、

北 卡 罗 来 纳 州 等 ， 其 生 活 费 为

USD600——800/月。

第 4 级：俄克拉荷马州、密苏里

州、路易斯安纳州、南卡罗来纳州等

，其生活费为 USD450——600/月。

二、移民美国生活费用：生活成本最

低的州排名

移民美国的生活费用在哪些州更

低呢？排名告诉你:

10.阿肯色州根据 zillow 的调查，阿

肯色州平均房价在 11.08 万元，比全美

房屋均价要低 6.5 万美元。而该地的生

活用品、交通费、公共事业费甚至健

保费用都低于全美平均水平。

9. 爱荷华州房屋均价在 14 万美元

，如果贷款，则每月平均要支付 900

美元，地税在全美也算中等水平。水

、垃圾服务以及电在得梅因应成本只

有 110 美元左右。你和一位朋友吃饭

、看电影的费用大概在 50 美元。

8.阿拉巴马房屋均价大约在 12.3 万

美元。在市区，你甚至能买到不到 10

万元的房子，而租金也相当便宜，平

均租金 850 美元。

7.内布拉斯加州平均租金 900 美元

， 如 果 你 想 买 套 房 子 ， 均 价 大 概 在

13.2 万美元。

6. 堪萨斯堪萨斯的牛奶和面包、

鸡蛋价格都低于全美均价。住房价格

大约在 11.5 万美元。

5. 印第安纳平均房价在 11 万美元

，平均租金是 825 美元。生活用品和

水电、垃圾清理费都相对便宜。

4.俄克拉荷马月平均租金 950 美元

，平均房价 10.9 万美元。

3.肯塔基平均月租 850 美元，防具

均价 12.6 万美元。

2.田纳西平均房价 12 万美元。

1.密西西比平均房租 875 美元，平

均房价则在 11.2 万美元。

三、移民美国生活费用：物价房价

移民美国的生活费用主要体现在

物价房价方面，柴米油盐有可能决定

了你的大部分花费，大家可能都知道

美国衣服价格要比国内便宜很多，实

比如在国内买条 Levis 牛仔裤 400 元，

美 国 只 需 20 美 元 左 右 ， 9.9 美 元 的

Crocs 鞋， 39.9 美元的 Levis 牛仔裤，30

美元的 TommyHilfiger 牌 T 恤衫。这些东

西在国内的价格分别是 499 元、799 元

和 799 元。当然以上消费是参考中产

阶级的消费水平来对比的，但是可以

看出移民美国日常的生活费用并不高

昂：

食品价格美国的农产品也远比中

国便宜，橙子才 4 角 9 分钱一磅(约 0.9

斤 )。猪肉牛肉的价格也比中国内地的

价格便宜，比如最好的猪肉，也不过

三、四元一斤，上好的牛肉才 4 元多

一斤。更让人惊叹的是，牛奶 3 美元/

桶，难怪美国民众喝牛奶就像不要钱

似的。

美国不同地区房价相差悬殊，同

样一个位于安静街道的两居两卫，面

积在 1500 平方尺的房子在一个城市可

能价值 10 万美元，在另一个城市则可

能价值 50 万美元。根据 Zillow 的调查

，位于田纳西约翰逊城的一个三居，

2.5 个卫生间，面积在 1500 平方尺的房

子价值 12.6 万美元，而同样面积的联

排别墅在圣地亚哥则可能价值 49.9 万

美元，其悬殊令人咋舌。

可以看出移民美国生活费用由于

种种因素而大不相同，具体选择哪里

安家，还要结合自身实际!

比中国便宜？

移民美国生活费用到底要多少

今年美國的中期選舉，民主共和兩黨的參戰認真激烈
幾乎是史無前例。想不到在十一月七日的投票前夕，美國前

總統特朗普選在中期選舉前的最後一天的造勢活動大會上公開宣
稱，他將於下週的同一天週二，十一月十五日，在佛羅里達州其
私人住宅海湖莊園上，宣佈一項“非常重大的消息”。此言一公
開，美國媒體均已猜測到，特朗普屆時可能將宣佈自己將參加下
屆二○二四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了。

特朗普在十一月七日晚在俄亥俄州的集會上說：“下周二，
十一月十五日，我將在海湖莊園作出一項重大宣佈。”特朗普說
：“我不想干擾明天（選舉）的重要性。”

近期，對於自己是否將再次競選總統，特朗普的意圖越來越
明顯。他日前表示，他“非常，非常，非常可能”再次競選，預
計“很快”就會正式公佈。

特朗普盛傳將於十五日宣佈競逐二○二四總統大選，希望重
奪白宮寶座，不過他在共和黨內的影響力，似乎已“難復當年勇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最新的民調顯示，約六成二的共和黨人，
自認他們是該黨的支持者，但卻非特朗普的支持者；自認支持特
朗普而勝過支持共和黨的人，則為三成，比前者少卻一半，至於
宣稱對兩者皆支持的人，僅僅為百分之四。

又根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民調，特朗普過去兩年在黨內的
支持度己逐步下降。二○二一年八月的數據顯示，有四成共和黨
人自認支持特朗普勝過支共和黨，約五成則相反。換言之，特朗

普在最新民調中的黨內支持度己下跌了十個百分點。
特朗普於二○二一年一月卸任總統時，兩者支持度均約四成

六；二○一九年一月仍在位時，其支持者更高達五成一，挺黨勝
過挺特朗普只佔三成八。

畢竟目前特朗普仍是共和黨內的大熱門的總統參戰人選，但
是具有份量的潛在挑戰者，為數也不少，他們正亦步亦趨，這當
中包括佛州州長德桑蒂斯。而共和黨的大金主格里芬早前接受媒
體訪問時亦這樣說，“眼前是時候讓共和黨轉往下一個世代”。
即暗示特朗普理應推位讓賢了！

值得關注的是，四十四歲的德桑蒂斯在十一月八日的中期選
舉中，以近六成得票的優勢來連任。回看佛州於最近幾次的中期
選舉中，都幾乎有從搖擺州轉變為“紅州”的傾向。今次德桑蒂
斯的連任成功，將強化他在共和黨內的地位，他有可能乘勢出戰
下屆總統。惟是預計大有機會再戰江湖的特朗普則己出言警告，
若果德桑蒂斯破壞他來參選，“他將會把自己傷得很重，對共和
黨大局亦無好處”；為此，特朗普又向外界暗示，若果德桑蒂斯
真的宣告參選，特朗普一定會向各地記者，透露對方一些“不太
討人喜歡”的事，即表示或會曝光對方的醜聞。

德桑蒂斯在今次勝選結束時，曾經迴避記者問及他本人有關
會否參選下屆總統的問題，但也有報紙雑誌報道指出，德桑蒂斯
正考慮等待二○二八年時，即再下一屆，才出來參選，屆時美國
憲法將會禁止特朗普再次出來參選的。

由於共和黨在剛
結束的中期選舉中表
現出不算突出、據報
一些長期盟友現在建
議特朗普推遲原定在
十一月十五日發佈的
“重大聲明”。特朗
普也承認對中期選舉
結果“有些失望”。
不過特朗普希望重返
白宮的意慾十分明顯
，只是現今似乎前路
陰霾密佈，包括其一
手創立的商業王國特
朗普集團，被指以不
正常手法來經營，正
面臨法律訴訟；他亦
捲入去年一月六日國
會山莊暴亂的事件中
，正被眾議院專責委
員會傳召作供。看來
特朗普想要重返白宮的算盤，可能打不響了。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特朗普再入白宮夢難成特朗普再入白宮夢難成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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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登場的新導演論壇，邀請《海鷗來過的房間

》導演孔慶輝、《花路阿朱媽》導演何書銘、《黑的

教育》導演柯震東、《查無此心》導演曾英庭、《白

日青春》導演劉國瑞齊聚一堂，暢聊首部電影長片的

拍攝甘苦。

來自澳門的孔慶輝最早接觸的是舞台劇表演，電

影中也援引了俄國劇作家契訶夫的《海鷗》，他自承

並非影視科班出生，對於電影導演夢非常淡然，更透

露這兩年還為了生計去考計程車駕照，沒想到考到之

後，電影就入圍了金馬獎。在《海鷗來過的房間》，

他找來許多劇場導演參演，許多橋段是集體創作而成

，也邀請很多房仲、作家、租客加入，透過演員的本

色演出來結合劇情。

影視科班出生的新加坡導演何書銘表示，他2012

年就讀美國電影學院時就開始籌備《花路阿珠媽》，

還參加為期五天的新加坡大媽遊韓旅行團為電影取材

，進而將劇本完成。他說，前往南韓取景拍攝，語言

自然是過程中最困難的部分，然而也因此感受到韓國

劇組對於故事細節、演技與美術的深刻講究。

演而優則導的柯震東透露，早在七八年前九把刀

就寫了《黑的教育》故事大綱，直到自己開了公司才

繼續發展這個作品，原先他想另找導演來拍，後來發

現這個故事中有很多事情是他想表達的，也可以投射

部分的自己，才毅然投入執導。對他而言，首部長片

最困難的，就是如何割捨和聽取別人的意見，因為過

去擔任演員，只要把演員本分做好，如今身為導演就

必須作出抉擇。

作品曾獲金鐘獎與金穗獎肯定的曾英庭，首先

「告解」二十多年前曾經寫信寄作品給現場主持人聞

天祥，收到回信很大的鼓勵，堅定了他的創作之路。

曾英庭坦言並沒有想過《查無此心》會是他的第一部

劇情長片，但陰錯陽差在另外一個案子沒有進展的情

況下，便讓手邊既有的劇本完整成片。提到如何與既

是本片監製也是前輩演員的張鈞甯合作，曾英庭笑稱

第一次見面就跟她說「我是來折磨你的」，張鈞甯爽

快回覆「來吧」，雙方隨之破冰，關係就變得像一般

的同事和朋友。

來自馬來西亞前往香港求學發展的劉國瑞，從過

去參加的紀錄片課程中引發了拍片熱誠，進而投入廣

告、電視與短片等影像工作，起初他的作品主要呈現

華人故事、探討身分認同。而《白日青春》之所以聚

焦巴基斯坦難民，是因為他發現伊斯蘭教徒在香港遇

到的宗教與生活困境，讓他較能感同身受。而片中大

量的外景與夜景，以及小孩、動物演員以及動作戲，

都是製作過程中最具挑戰的部分。

接力登場的電影音樂論壇，集結入圍本屆金馬獎

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的《我心我行》李哲藝、《咒》李

銘杰、《窄路微塵》黃衍仁，以及去年獎項得主《瀑

布》盧律銘和前年的入圍者《孤味》柯智豪，交流彼

此的電影音樂創作心法。

盧律銘笑稱從事電影配樂至今，遇到的大魔王有

鍾孟宏和陳玉勳兩位導演，因為他們對於音樂的喜好

明顯，品味亦佳，因此合作起來別具挑戰，不只是挑

戰他們，也挑戰自己。他說，鍾孟宏導演會在劇本的

特定段落加入特定的音樂，因此要突破導演心中的想

像創作配樂便格外棘手。而當導演放手讓配樂發揮、

限制解除時，要如何表達自己，要往哪個方向去，都

是亟需思考和琢磨的部分。

資深作曲家李哲藝坦言《我心我行》是其從事配

樂工作以來相當特殊的經驗，當初林強邀請他一起加

入工作，希望他在林強原有的設計上，一起將影片表

達得更完整。因為片中元素相當複雜，有不同情境、

場景和舞蹈，因此李哲藝先採取弦樂的基礎和聲響來

鋪底，再來針對不同的元素與需求將聲響增添上去。

他特別提到本片弦樂的錄音是在去年疫情三級警戒時

進行，每個樂手都是分別進錄音室錄音，最後才混成

整個樂團的聲響，質感正巧更接近林強的電音。

來自香港的黃衍仁，去年以《濁水漂流》首次入

圍金馬，作品橫跨劇場、電影和獨立音樂的他，透露

自己與今年入圍的《窄路微塵》導演林森已合作超過

廿年，由於對彼此過於瞭解，因此從事本片配樂創作

時，最大的苦惱反而是缺乏碰撞和火花，有時候他做

出一段音樂，林森說「OK」，卻讓黃衍仁思考是否有

其他的可能。他強調自己在香港被認為是作品比較抽

象的創作者，但《窄路微塵》就像一個給觀眾的溫暖

擁抱，比較貼近人，也具有溫度。

操刀《咒》電影配樂和音效的李銘杰，從《紅衣

小女孩》就開始參與恐怖片的音效製作，他指出類型

片的音樂和音效可容錯性比較高，可以把電影院當成

實驗場域，透過許多方法讓觀眾買票進來「體感」恐

怖。李銘杰指出，《咒》中佛母的聲音被定調成「地

獄來的聲音」，因此他蒐集了俄烏戰爭、孕婦生產的

尖叫聲來呈現。他更建議有志於從事電影配樂的人要

海量閱讀電影預告、習慣電影的聲響，再耳濡目染地

去仿作，將其內建在自己的創作中。

柯智豪則表示，《孤味》配樂的創作過程像是在

摸索，由於「台灣的音樂」是什麼很難說清楚，因此

僅能依靠想像來支持，例如「台南的海」、「家庭的

日常感」等等要如何轉換成音樂符號，他是透過和聲

的配置與模仿波光粼粼的弦樂來處理。而最需要拿捏

的，則是音樂傳達的情感不能過於濃烈，否則一不小

心就會讓《孤味》變成婆媽戲。

第59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暨星光大道將於11月19日

下午5點30分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觀眾可親至星

光大道現場為喜愛的影人及入圍影片加油。敬請鎖定

台視頻道同步收看直播，網路直播則由MyVideo影音

獨家播出，LINE TODAY共同轉播，海外除了新加坡

（Hub都會台）馬來西亞（Astro）各有當地電視台直

播外，其餘地區皆可透過金馬與台視YouTube同步觀

賞，更多資訊請見官網典禮資訊。

第59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周末登場
金馬電影論壇聚焦新導演及電影音樂 入圍得獎創作者齊聚深度對談

金馬執委會與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共同主辦、富邦金控合辦、和碩聯合科技贊助的 「金馬電影論壇」 ，16日下午在臺

北文創大樓14樓文創會所登場， 「新導演論壇」 由金馬影展執行長聞天祥主持，邀請提名本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五位創作者進行

深度對談； 「電影音樂論壇」 由知名樂評人馬世芳主持，集結今年、去年與前年的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入圍者及得獎者，共同分

享電影配樂工作心得，一同為即將於本周六（11/19）舉行的第59屆金馬獎頒獎典禮預熱。兩場精彩論壇也將於11/17在金馬影展官

方YouTube與11/18在LINE TODAY頻道，完整播出，敬請鎖定。

即將迎接大結局的台北女子圖鑑，來到了倒數

第二集，本集林怡姍（桂綸鎂 飾）在異國新加坡

的舞台上，奮力一搏，為了證明自己能夠憑一己之

力打造心中想像的生活，在克服了「適應」之後，

還要面對許多隱而未發的「抉擇」難題，不斷考驗

著她的信念。林怡姍自問：「這樣值得嗎？」

星級主廚歐文（周厚安 飾）突如其來的求婚

舉動，林怡姍既驚又喜，第二次被求婚的她，面對

對方的誠懇與對方給予的承諾怦然心動，這次她接

受了。但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排山倒海的「抉擇」

。家鄉在英國的歐文，到新加坡開展事業，家在哪

裡都可以；但對台北而來的林怡姍，新加坡是一個

挑戰，有沒有要在此成家立業，並非如此肯定。加

上離家越久，對於家人的掛心，卻是越發強烈，而

歐文為怡姍所描繪只屬於彼此的美好未來，又將會

如何片片瓦解？從小立志北上的林怡姍，骨子裡是

不安於室，心想著自己有著更大的可能，在台北十

幾年，卻未曾滿足她心中的空缺，來到新加坡，更

是讓她直視自己的「心魔」，林怡姍許給自己的承

諾是什麼？又想對自己證明什麼？感情、事業、生

活，她都一一做到別人眼中「達標」的樣貌，但她

自己心中想要的，卻很模糊，好不容易論及婚嫁的

林怡姍，加上異國伴侶帶來的文化衝擊，使她再次

陷入矛盾難解的漩渦之中。

「家」的主題，不斷圍繞林怡姍遊牧般的成長

旅程，而定義「家」也是異鄉遊子常見的課題，孤

身一人的闖蕩，總會疲累，總有需要慰藉的時刻，

而那座隨時等待她停泊的港口，雖然一直都在，卻

也有可能不再存在。林怡姍遠在異鄉，面臨婚事與

疫情的雙重難題，再加上母親身體狀況的未爆彈，

戲劇中安插滿滿寫實的關鍵情節，呼應許多人會在

現實身活中真正面臨的情況，而她也將在本集做下

「不讓自己後悔的」驚人抉擇。

《台北女子圖鑑》的圖鑑女除了台南幫的「挑

戰型女子」桂綸鎂、「求好心切型女子夏于喬和

「自在型女子」林思宇，其他類型「圖鑑女」有：

「都會型女子」天心、「踏實型女子」連俞涵、

「果決型女子」陸明君、「操控型女子」張景嵐、

「隨緣型女子」姚以緹、「奉獻型女子」楊謹華、

「直率席女子」李霈瑜、「前衛型女子」曾愷玹。

至於「圖鑑男」，除了有「守候系男友」王柏

傑一路扶持，還有「暖心系男友」巫建和、「肉食

系男友」禾浩辰、「療傷系男友」宋柏緯、「霸道

總裁系男友」鳳小岳、「感覺系男友」石頭、「追

夢系男友」林柏宏、「獨身系男友」張孝全、「鮮

肉系男友」范少勳、「異國系男友」周厚安，在女

主角的生命中留下印記。

《台北女子圖鑑》是以單元劇的方式敘事，以

對應不同的圖鑑男女方式，讓觀眾看見每個人的選

擇，而選擇的權利始終掌握在自己身上。所以林怡

姍有許多心碎的時刻，無論是簡訊分手、路邊大哭

或是與下屬起了衝突，發現原來台北只是她以前想

像的烏托邦，實際上是充滿挑戰的修羅場，也反應

許多當代議題，如不婚主義與速食愛情，沒有對錯

，只是你想過著什麼樣的生活而已。

全明星陣容的《台北女子圖鑑》全劇共11集，

每集長度45至50分鐘，每週三下午3點播出1集。

Disney+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

尼同步上線，並將於下週迎來精彩大結局。

《台北女子圖鑑》
桂綸鎂事業愛情皆觸礁

全因疫情來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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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这些古城、古镇，有的安静

优雅，有的热闹繁华。比起丽江古城、

大理古城，它们更值得你去看看！

沧凤庆诗礼乡古墨村因多有文墨之

人而得名，清朝年间考取进士的有7人

，现仍存有进士牌匾。古墨之美，美在

绿色宜居。

从进村到户的林荫小道是石块铺整

而成，墙体是石头垒积而砌，屋顶是石

板搭建，院子内的桌子和凳子是石头制

成，就连三四个世纪以前已被弃用的石

磨，也在这里保存完好……这就是真实

存在于凤庆县诗礼乡的古墨村。

在滇西高原与滇西横断山脉相交的

云南省祥云县是云南之源，被称为“古

云南”和“小云南”。境内的云南驿，

至今仍保存着云南省中“云南”的原称

。祥云是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桥头堡，

也称古云南，境内有一颗镶嵌在西南古

丝绸之路上的耀眼的明珠———云南驿

。“云南”二字正是源于此。

云南驿站至今仍然保存了不少作为

驿站时期的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由民

居、商铺、旅店、马厩等组成的古朴城

镇风貌，古代丝绸茶马驿道的道路遗迹

，抗战时期美国飞虎队旧地及遗物等等

。

碧溪古镇位于云南墨江县联珠镇北

部，古镇城区占地面积10.37公顷，现

有居民246户，人口890人，为汉族、

哈尼族、彝族、拉祜族、傣族杂居其中

，正中海拔1400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古镇始建于明代，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

重要驿站，秀美、古朴、富庶，形制完

整，保存完好，是古代墨江县城所在地

，位列云南60个旅游小镇之一.地处昆

明、玉溪滇中旅游片区与西双版纳滇南

旅游片区之间的必经之路上，元磨高速

公路、省道楚江公路穿越镇区。

叶枝古镇

距云南迪庆州维西县县城约86公里

处，读着叶枝，会让人联想到爱尔兰伟

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叶芝。本以为是一个

柔情似水的它却坐落在一个雄伟的地方

，其境内最高海拔为4880米，旁边就奔

腾着澜沧江，在这里仰头可见落在那山

头上似云一般的雪，低下头来却又见自

己处在炎热的河谷里面。

鲁史古镇

鲁史古镇是茶马古道的咽喉重镇。

位于云南临沧凤庆县东北部，保存良好

的古建筑和民俗。鲁史是个小镇，东西

长800米，南北宽538米，总面积仅有

42万平方米。但由于七所处地理位置特

殊的缘故，曾一度成为滇缅茶马古道的

咽喉重镇，号称“茶马古道第一镇”

娜姑古镇

娜姑镇位于会泽县西部，金沙江东

岸，以礼河西岸，属乌蒙山区腹地，距

会泽县城32公里。娜姑镇之名，原为彝

语“纳姑”，“纳”为黑，“姑”即原

野或土地，意为“黑色的土地”或“黑

色的坝子”。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005

年，娜姑镇白雾村获得“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村”称号。

娜允古镇

迄今为止娜允古镇已有700多年的

历史，这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傣族古镇。

“娜允”是傣语京城的意思，即“内京

”之意。允由“三城两镇”组成，从上

到下是按照登记顺序布局的，内地和边

疆的交流在这里形成了傣汉两个民族的

不同风格合璧的建筑群。

豆沙关古镇

豆沙关古称石门关，位于云南省盐

津县城西南22公里，是古时由蜀入滇的

第一道险关。现在的豆沙古镇，是在

2006年“7· 22”地震之后重新修建的，

虽是重建，却不失古韵。维新而不篡改

，使得这个崭新的千年古镇，依旧弥漫

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豆沙关有著名

的“五尺道”遗迹、唐袁滋摩岩、“僰

人悬棺”等著名的景点，一些也被列入

了国家级重点文物。

黑井古镇

黑井古镇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

州的“恐龙之乡”——禄丰县，自古以

来是个产贡盐的地方。它依山傍江，是

一个久封于龙川江河谷中已经差不多一

个世纪的小镇，是云南四大古镇之一。

白沙古镇

位于玉龙雪山下的白沙古镇，是丽

江城北约12公里的一座古老的小镇，和

大研古镇、束河古镇并称为“丽江三大

古镇”。作为纳西族在丽江坝子的最初

聚居地，白沙古镇是丽江第一大家族、

丽江土司“木氏家族”的发祥地，是纳

西族最早的政治中心。

独克宗古城

独克宗古城位于云南省迪庆州香格

里拉市内。“独克宗”古城藏语意为白

色石头城，寓意月光城。传说当时的建

城理念是缘于有活佛在古城对面山头遥

望古城，发现大龟山犹如莲花生大师坐

在莲花上一般，故古城建设布局形似八

瓣莲花，形成因自然变化的空间。在古

城的兴建中，建筑材料大都就地取材。

工匠们发现当地出产的一种白色粘土可

用作房屋外墙的涂料，于是古城民居外

墙皆涂成白色，这种风格一直沿用至今

。月夜，银色的月光把白色的古城打扮

得分外妖娆。

迤萨古镇

迤萨古镇位于云南红河县城。有人

说：“迤萨古镇诠释的是一段云南人写

就的行走和生存的历史”。在古镇拥挤

而狭窄的老街上，坡坡坎坎的街道上铺

着石头，走在巷子里就像进入迷宫一样

，看不见头……迤萨古镇的建筑可是中

西合璧的哦~

束河古镇

束河，纳西语称“绍坞”，因村后

聚宝山形如堆垒之高峰，以山名村，流

传变异而成，意为“高峰之下的村寨”

，是纳西先民在丽江坝子中最早的聚居

地之一，是茶马古道上保存完好的重要

集镇，也是纳西先民从农耕文明向商业

文明过渡的活标本。没有大研古镇的繁

华与喧闹，但多一分丽江的悠闲与清净

。

和顺古镇

和顺古镇位于云南省腾冲县城西南

3公里处，古名阳温暾，因境内有一条

小河绕村而过，更名“河顺”，后取

“士和民顺”之意，雅化为和顺乡，现

有人口6千余人。这里曾是马帮重镇、

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各种

外来文化在此交融，也是著名的侨民之

乡。但除去这些光环，和顺仍然保持着

其古朴的风格不曾改变。同其他古镇相

比，腾冲和顺古镇多了些大气，少了些

商业气息；多了些文化古韵，少了些喧

嚣热闹，这里的美和静。所以来到腾冲

和顺古镇，除了参观景点、观赏建筑，

多少也要模仿一些和顺人闲适、安然得

生活态度，卸下压力，惬意的小住几日

。

可渡古镇

云南宣威市杨柳乡乡政府，可渡意

思就是可以渡河之地。自古以来，征服

云南，必先占领可渡，所以这里的古道

有别于其他，每一块石板都沾染过鲜血

。数千年的风霜雨雪，可渡老街的路面

已经变得坑坑洼洼，杂草丛生，坚硬的

石板上留下了众多人踩马踏的印迹。

石羊古镇

云南楚雄大姚县，白草岭重叠的山

峰下有一座云南历史文化名镇——石羊,

又名“白井”。 石羊有古老的宝塔、

整洁的街市与纯朴墩厚的民俗。而镇上

辉煌的孔庙建筑群和庙内端坐了数百年

的孔子铜像则让人们沉思惊叹。

石鼓古镇

石鼓镇位于丽江古城西部，东邻九

河乡镇、龙蟠乡，南接石头乡，西、北部

接黎明乡，是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因镇上有一面汉白玉雕刻的鼓状石碑而得

名，石碑直径15米，厚0.7米，是目前丽

江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碑之一。

喜洲古镇

大理喜洲镇位于云南省西北大理白

族自治州大理市的北部，距大理下关34

公里，东临洱海，西枕苍山，地势西高

东低，214国道、大丽公路（大理-丽江

）、新环海西路（环洱海）从喜洲镇西

面、中部、东部南北贯通。喜洲是历史

名城，又是白族典型的商业集镇，是白

族民族资本主义的发萌地之一，云南著

名的侨乡之一。也是电影“五朵金花”

的故乡。

沙溪古镇

沙溪古镇位于太仓市沙溪镇，在金

仓湖国家级风景区以北6公里处，是仅

次于金仓湖国家级风景区的太仓第二景

点，游客数量在全市排名第二，是座典

型的江南古镇。游人少，狗不咬，吴语

浓，民风淳。经典传承，江南风格，小

桥流水，枕水人家。千种亭台楼阁，万

般门扉檐壁。巿井文化保护良好。小岸

码头，入水台阶；长廊通道，雨季克星

；转角货栈，门板门面；剃头幌子，过

街楼宇；小娘楼台，苏州评弹；文化兴

隆，商业低调。2014年评为国家4A级

旅游景点。

诺邓古镇

位于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的诺邓是

一个隐没在群山中的千年古镇，唐人樊

绰公元863年在《蛮书》中写道：“剑

川有细诺邓井”而“细”在白族话里就

是“新”的意思，由此推断，诺邓村名

至少存在约1200年了。

建水古镇

位于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她深藏

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民族风情，至

今尚保留完好的古建筑、古文物、古遗

风等，一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

直到1994年建水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和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之后，人们

才意识到在滇南这片苍茫而翠绿的红土

高原上，镶嵌着一颗美轮美奂的明珠

——建水古城。这颗明珠所闪射出的是

中原文化和边地文化融合的光辉，两者

如此厚重，如此和谐，如此完美，如此

独特，令人叹为观止。

章郎古寨

位于西双版纳州勐海县西定乡南的

千年古寨，章郎古寨，至今还传承着古

老的布朗族文化和生活习俗，这里的人

信仰上座部佛教，到寨中的缅寺出家是

每个男孩的必经阶段，有些人甚至一生

出家。拥有千年历史的章朗古佛寺屹立

于寨中，古朴美丽;几百年的普洱古茶园

中遮天蔽日的古茶树显出勃勃生机。依

山而建的黑挂瓦木板房层层叠叠，精致

独特，还有幽深浩淼的龙山森林，大象

井、古驿道、景桑古城遗址等，都很值

得游览。

金鸡古镇

金鸡古镇，在保山市东北约10公里

。相传为秦相吕不韦后裔永晶郡守吕凯

的故里，有吕凯故里石表。地处博南古

道越澜沧江后进入保山的咽喉地带，有

新石器遗址和东汉遗址、金鸡温泉、吕

公祠、金鸡寺、卧牛寺、古戏台等胜迹

。为滇西著名历史古镇。

彝人古镇

彝人古镇位于素有“省垣门户，迤

西咽喉”“昆明后花园”之称的云南省

楚雄市内。以彝族古典高档名居为原型

，以彝族古典民居为主题风格，博采大

理古城、丽江古城、江南水乡等园林景

观精华，展现彝族和汉、白、傣、纳西

等民族的建筑文化，是全省30个文化产

业建设重点项目之一。古镇内设有彝人部

落村、土司府、雕楼、风雨亭、城门楼、

大小牌坊、梅葛广场、德慧寺、庙会广场

等多个重要景点，把历史文化和现代气息

相结合，将彝族原生态的建筑文化、村落

文化、集镇文化展示出来，并从彝族聚居

地迁出彝族村民，使游客能够感受到彝族

原生态的生产、生活场景。虽然人为气息

略重，但胜在文化活动丰富。

官渡古镇

历史悠久的官渡镇位于昆明东南郊

，是昆明地区著名的历史文化古镇之一

。官渡古镇大门(大牌坊)位于昆明东南

郊 8 公里处， 官渡古镇文化古迹众多

， 人文景观丰富， 在不到 1.5 平方公

里的面积内就有唐、宋、元、明、清时

期的五山、六寺、七阁、八庙等多处景

观。官渡古镇因其历史文化深厚而 远

近闻名，历史文化古迹虽有损毁，但重

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得以保留下来。古镇

中那些 用螺蛳壳和着粘土舂夯而成的

院墙，依然在风雨中兀立。

「茶马古道的咽喉重镇」
云南 有你看不见的优雅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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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感恩節將近，為感謝休士頓地區越棉寮僑胞對中華民國臺灣政府的支持與貢獻，駐處處長羅復
文偕夫人特於New Palace餐廳席開3桌，宴請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及德州潮州會館本頭
公廟會長與理監事，駐處副處長王韋龍伉儷、政治組副組長韋天翔伉儷、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及副
主任黃依莉陪同出席，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會長翁作華及理事長周滿洪、潮州會館會長馬克通及榮譽
會長劉義安，以及僑務委員劉秀美伉儷皆出席與會。

羅復文首先感謝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及潮州會館本頭公廟所有成員撥冗參加今年駐處舉
辦的國慶酒會，以及休士頓僑界雙十國慶籌備會舉辦的國慶晚宴，尤其是潮州會館在國慶晚宴上的
舞獅表演，精彩演出讓觀眾拍手叫好，除了為111年雙十國慶畫下圓滿句點外，同時也向主流社會
展現中華文化。他也謝謝越棉寮團體長久以來堅定支持中華民國臺灣，共同為自由、民主與人權努
力。

翁作華及周滿洪分別表示自75年興建天后廟時就獲僑委會贈與琉璃瓦，並常為越棉寮僑社津
津樂道，甚為感謝，近年為滿足信徒參拜需要，決定進行天后廟擴建工程，以永續服務亞裔移民，
期盼能持續獲得贊助以完成擴建。馬克通則說，潮州會館與臺灣政府駐外單位長期友好，其醒獅團
近年均參與雙十國慶活動，未來如有需要定當竭盡所能。

餐會後，羅復文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頒發僑務諮詢委員聘書給周滿洪，感謝其對僑務
及臺灣政府的貢獻，並期許繼續秉持服務熱誠，共同為僑社及國家服務。歷時近3小時的餐會氣氛
輕鬆愉悅，場面溫馨熱鬧。

休士頓駐處舉辦感恩餐會 感謝越棉寮僑胞長期支持臺灣

德州潮州會館本頭公廟會長馬克通德州潮州會館本頭公廟會長馬克通 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

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會長翁作華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會長翁作華 羅復文羅復文((右右))頒發僑務榮譽職聘書給周滿洪頒發僑務榮譽職聘書給周滿洪((左左))

感恩餐會合照感恩餐會合照

感恩餐會大合照感恩餐會大合照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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