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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 fires scores of missiles in one of its big-
gest attacks on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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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IV, Dec 16 (Reuters) - Russia fired more 
than 70 missiles at Ukraine on Friday in one 
of its biggest attack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knocking out power in the second-big-
gest city and forcing Kyiv to implement 
emergency blackouts nationwide, Ukrainian 
officials said.

Three people were killed when an apartment 
block was hit in central Kryvyi Rih and 
another died in shelling in Kherson in the 
south, they said. Russian-installed officials 
in occupied eastern Ukraine said 12 people 
had died by Ukrainian shelling.

Advertisement · Scroll to continue

Report an ad
In an evening video address,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said Russia 
still had enough missiles for several more 
massive strikes and he again urged western 
allies to supply Kyiv with more and better 
air defence systems.

Zelenskiy said Ukraine was strong enough 
to bounce back. “Whatever the rocket wor-
shippers from Moscow are counting on, it 
still won’t chang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is war,” he 
said.

Peru ministers resign after protest deaths as new govern-
ment wobbles
Elon Musk’s Twitter suspension of journalists draws global 
backlash
Chinese leaders vow to prop up COVID-battered economy 
as virus spreads
Huge Berlin aquarium bursts, spilling 1,500 fish onto road
Kyiv warned on Thursday that Moscow planned a new all-
out offensive early next year, around a year after its Feb. 
24 invasion, in which wide areas of Ukraine have been 
shattered by missiles and artillery but little of it taken by 
Russian forces.

Russia has rained missiles on Ukrainian energy infra-
structure almost weekly since early October after several 
battlefield defeats, but Friday’s attack seemed to inflict 
more damage than many others, with snow and ice now 
widespread.

After some repairs, Ukrainian grid operator Ukrenergo 
lifted a state of emergency that forced it to impose black-
outs. But Ukrenergo also warned that more time would be 
needed to repair equipment and restore electricity than in 
previous bombardments.

Russia flew warplanes near Ukraine to try to distract its air 
defences, Ukraine’s air force said. Its army chief said 60 of 
76 Russian missiles had been shot down but Energy Min-
ister German Galushchenko said at least nine power-gener-
ating facilities had beenMoscow says the attacks are aimed 

at disabling Ukraine’s military. Ukrainians call them a 
war crime.

“They want to destroy us, and make us slaves. But 
we will not surrender. We will endure,” said Lidiya 
Vasilieva, 53, as she headed for shelter at a railway 
station in the capital Kyiv.

Kyiv Mayor Vitali Klitschko said late on Friday that 
just a third of its residents had both heat and water and 
40% electricity. The metro system - a crucial transport 
artery - remained shut down, he added.

Zelenskiy urged Ukrainians to be patient and called on 
regional authorities to be more creative in arranging 
emergency supplies of energy.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Kharkiv, Ukraine’s second 
largest, was also badly hit, knocking out electricity, 
heating and running water. Interfax Ukraine news 
agency cited regional governor Oleh Synehubov as 
saying later on Friday that 55% of the city’s power was 
back up, and 85% in the surrounding region.

Liudmyla Kovylko, cooking at an emergency food 
distribution point, said life must go on. “We heard 
explosions, the power went out. People need to be fed. 
We’re cooking on a wood stove.”

UKRAINIAN SHELLING
Police officer stands next to a part of a Russian 
cruise missile shot down by the Ukrainian Air 
Defence Forces in Kyiv region

[1/14] A police officer stands next to a part of a 
Russian cruise missile shot down by the Ukrainian 
Air Defence Forces, amid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in Kyiv region, Ukraine December 16, 
2022. Head of the National Police of Kyiv region 
Andrii Nebytov via Telegram/Handout via REU-
TERS
 

Russian forces occupy around a fifth of Ukraine 
- in its south and east, and many soldiers have 
been reported killed and wounded on both sides 
in brutal fighting, although neither issues detailed 
reports of their own military casualties.

Russian-installed officials said the latest Ukrainian 
shelling had killed civilians in two places.

Eleven people were killed, 20 wounded and an-
other 20 were missing in the village of Lantrativka 
near the border with Russia in the Russian-held 
Luhansk region of eastern Ukraine, Russia’s TASS 
news agency said, citing emergency services.

The Russian-installed governor of the region, Leo-
nid Pasechnik, called the attack “barbaric”.

Reuters 
was un-
able to 
imme-
diately 
verify 
the 
latest 
battle-
field ac-
counts.

Ukraine 
had shot 
down 37 
out of 
40 mis-

siles fired at the Kyiv area, Kyiv military spokes-
person Mykhailo Shamanov said, calling Friday’s 
missile volley one of Russia’s heaviest.

“The goal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s for Ukrai-
nians to be constantly under pressure,” Economy 
Minister Yulia Svyrydenko wrote in a social media 
post.

PARTIAL REPAIRS TO GRID
The country has restored much of its power and 
water supply after previous attacks but that task 
has got harder each time.

Ukrainian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have imported about half a million power genera-
tors, but the country needs thousands more that are 
bigger and stronger to get through winter, P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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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shows the destroyed Antonivskyi bridge over the Dnipro 
river after Russia’s retreat from Kherson, in Kherson, Ukraine.  RE-
UTERS/Stringer

Police officers walk near the site of an explosion in Przewodow, a village in eastern Poland near 
the border with Ukraine. Jakub Orzechowski/Agencja Wyborcza.pl via REUTERSUkrai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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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A’s next-generation moon 
rocket, the Space Launch Sys-
tem (SLS) rocket with the Ori-
on crew capsule, lifts off from 
launch complex 39-B on the 
unmanned Artemis 1 mission to 
the moon, seen from Sebastian, 
Florida, November 16, 2022. 
REUTERS/Joe Rimkus Jr.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First Lady Jacqueline Ken-
nedy and Texas Governor 
John Connally ride in a 
limousine moments before 
Kennedy was assassinated, 
in Dallas, Texas Novem-
ber 22, 1963. Walt Cisco/
Dallas Morning News/
Handout/File Photo via 
REUTERS

Students raise their fists in front 
of a monument covered with 
carnations inside the Athens 
Polytechnic, to mark the 49th 
anniversary of a 1973 student up-
rising against the military junta 
that ruled the country at the time, 
in Athens, Greece. REUTERS/
Alkis Konstantinidis

It has been more than a few
decades since we moved to Texas.
In the early summer of the 1970’s,
we drove a German-made Opel
sedan from beautiful San Francisco,
through the endless desert and
wilderness. We traveled from west to
east on the Interstate 10 highway for
almost a week. We were in this
strange and vibrant land to take root
and thrive. Today, we have become
complete Texans.

For decades we have regarded
the hot summer heat as a part of life.
At that time, in the old Chinatown of
Houston, there were only two or
three restaurants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An Leung Association. It was the
home and spiritual place for many
Houston Chinese Americans back
then.

To be honest, the birth of
Southern Chinese News has injected
vitality in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I
once crossed the streets and alleys
and visited many merchants and
wrote many news articles. Among
them, Mr. Albert Gee, the elder of the
Gee family, made me the most

proud. His Gee’s
Restaurant was opened
on the first floor of the
most luxurious apartment
complex called the Lamar
Tower. His authentic
English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stream
society was convincing
and inspiring. One day I
need to be Mr Gee.

Years have now
passed. Walking in the
new Houston Chinatown
and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oday is a big contrast.
This area has now
become one of the
economic models of the
city and its brilliance is
mostly due to the elder
generation who planted
trees and opened the road
for us.

On this weekend we invited
many of our old friends to come to
our hom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these elders. We also hope to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virtue of

respecting the elderly. We should
also remi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at we need to respect the elderly,
especially the filial piety, our parents
and teachers. This is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1212//1515//20222022

Respecting The Elderly AndRespecting The Elderly And
Virtuous, Old Friends Get TogetherVirtuous, Old Friends Get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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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b technician holds a large circular disc silicon wafer that Taiwan 
Semiconductor will start producing in 2024 at their Arizona facility. 

(Image source: Getty Images.)

KEY POINTS
Taiwan Semiconductor will be investing $40 billion                                       

in the state of Arizona to boost world chip production.
The numbers are big, but the two new Arizona                                                 

facilities will be a drop in the global chip production bucket.

There’s plenty of worry out there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to the global economy if China ever made a 
more aggressive military push to take back the island 
of Taiwan. Amid this worry, many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pushing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SM -1.14%) -- far 
and away the largest chip foundry on the planet and a 
recent addition to Warren Buffett’s stock portfolio -- to 
diversify production into other countries.
But as things turned out, Taiwan Semi has just an-
nounced a second fab (a chip manufacturing facility) in 
the state of Arizona, over a year before its first facility 
there is complete. The total investment in the two fabs 
will be in the ballpark of $40 billion.  
This sounds like fantastic news for Taiwan Semi, as well 
as for chip designers Apple and Nvidia, which will be 
among the first customers of the new fabs down in the 
southwestern desert. But two lesser-known names could 
be the best way for investors to profit: Applied Materials 
and ASML Holding.
Lots of silicon, but a lot of equipment needed to fill 
a fab first
Taiwan Semi said its first fab will begin cranking out 
silicon wafers in 2024, using an enhanced version of its 
5-nanomete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he nanome-
ters referring to the size of the transistors within a chip, 
with smaller sizes representing more powerful chips). 
The second fab will start production in 2026 using 
3-nanometer tech. Together, the company said it could 
produce 600,000 silicon wafers a year at max capacity.  

For reference, Taiwan Semi’s 5-nm and 3-nm manu-
facturing processes create 300-millimeter wafers (just 
shy of 12 inches in diameter). Each wafer thus has 113 
square inches of surface area (high school geometry 
here: π x 6” radius squared), meaning Taiwan Semi 
could produce nearly 68 million square inches of sili-
con wafers every year. Sound like a lot? It is. But bear 
in mind some 14.7 billion square inches of wafers will 
be shipped in 2022 alone (according to industry asso-
ciation SEMI). That number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about a mid-single-digit percentag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At any rate, though Taiwan Semi’s $40 billion invest-
ment will add little to the total global chip production 
capacity, it’s still an incredibly high-value project. 
These days, the most advanced chips require incred-
ibly complex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to produce. 
That’s where Applied Materials and ASML come in. 
As Taiwan Semi constructs its two new fabs, it will 
be filling up those facilities with advanced machinery 
from its longtime partners Applied and ASML, with 

some pieces of equipment (specifically, ASML’s ex-
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machines) costing a cou-
ple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apiece.  

In other words, new fabs like the ones being built in 
the Grand Canyon State mean more growth for Ap-
plied Materials and ASML now while Taiwan Semi 
shareholders wait for that new output to go live.
Another boom in chip demand is coming
In 2022, global chip sales (the actual end product, 
not the wafers themselves) are expected to be around 
$600 billion. That’s up from just over $400 billion in 
2019 before the pandemic. The booming demand for 
silicon-based devices isn’t going away anytime soon, 
though. Analyst and industry estimates now point to-
ward global chip sales surpassing $1 trillion no later 
than 2030.
It won’t be a straight-uphill growth trend. For exam-
ple, the value of chips sold is expected to dip slightly 
in 2023. However, big-ticket consumer goods like au-
tomobiles and home appliances are joining the digital 
era and will look a lot more like your smartphone in 
the coming years. Something similar is happening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where equipment of all sorts is 
getting hooked up to a network connection. 5G net-
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ongoing, as are 
data center build-outs to suppor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high-end computing in the cloud. 

Besides supporting new fabs in Arizona, Applied 
Materials and ASML will also be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ther sites like Intel’s planned me-
ga-fab in Ohio. Dozens of other facilities, like the 
other 17 fabs that Taiwan Semi owns in Taiwan and 
China (and one small fab in Washington state), will 
also need upgrades. Fab equipment also gets old and 
needs replacing, which also means ongoing sales for 
Applied and ASML, not to mention ongoing service 
and software fees.  
Taiwan Semi, Intel, and others will get some govern-
ment assistance via legislation like the U.S. CHIPS 
Act during this boom in capital spending. However, 
it remains unknown how profitable these companies 
will be along the way -- or how profitable they’ll be 
once this boom is all said and done. 
Fab equipment sales, though, tout high margins 
and cost what they cost, regardless of consumer 
and business end-demand for chips (which impact 

manufacturer profit margins). As these machines 
get more complex, the price tag on them goes 
up too, which is boosting Applied’s and ASML’s 
margins. (Courtesy https://www.fool.com/invest-
ing/2022/12/09/taiwan-semiconductors-arizo-
na-fab-could-mean-big-w/)
Related
TSMC To Produce 3-Nanometer Chips At Its Ar-
izona Factory

(Image: Getty Images)
TSMC founder Morris Chang said today that the 
semiconductor giant and Apple supplier will build 
3-nanometer chips at its factory in Arizona, though 
final plans are not ready yet. The factory is currently 
under construction, with plans to begin production in 
2024.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in Taipei, Chang said 
“three-nanometer, TSMC right now has a plan, but it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finalized,” Reuters reports. 
“It has almost been finalized— in the same Arizona 
site, phase two. Five-nanometer is phase one, 3-nano-
meter is phase two.”
On its website, TSMC says its 3-nanometer tech, 
called N3, will be a full node stride from its 5-nano-
meter technology and will offer up to 70% logic den-
sity gain, up to 15% speed improvement at the same 
power, and up to 30% power reduction at the same 
speed when compared to its predecessor. It is targeting 
volume technolog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
The world’s largest foundry, TSMC makes al-
most half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chips. The 
dominance of Taiwan’s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TSMC’s peers include Foxconn) is one of its major 
advantages against China, which considers Taiwan a 
province, but as worldwide chip shortages stymie the 
production of electronics, it also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supply chain’s reliance.

TSMC’s Arizona factory, along with a second one that 
is reportedly in the planning stages, is part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to bolster U.S. chipmaking. 
TSMC is also building a factory in Japan and is in 
talks with the German government to build another 
one in that country.
Other foundries working on 3-nanometer chips in-
clude Samsung Electronics, which started producing 
3-nanometer chips in June, ahead of TSMC. The 
South Korean tech giant is producing 3-nanometer 

chips at its Hwaseong and Pyeongtaek semiconduc-
tor facilities. Samsung said last year it would invest 
171 trillion KRW ($132 billion) in its logic chip and 
foundry business by 2030, and it is also building a 
semiconductor plant in Texas. (https://techcrunch.
com/2022/11/20/tsmc-3-nanometer-arizona/)
Related
Taiwan Semiconductor Plans to Build Second 
Factory at Its Phoenix Site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says it has 
started construction on a second semiconductor chip 
plant in Phoenix. Combined with another under-con-
struction plant nearby, the company says it will have 
invested $40 billion in the projects.
More than 10,000 construction workers would be in-
volved in building the plants, known as “fabs,” TSMC 
says. Work on the first plant is being led by a joint ven-
ture of Dallas-based Austin Commercial and Hous-
ton-based CTCI Americas Inc. Neither the contractors 
nor TSMC immediately responded to inquiries about 
the team for the second fab. 
The first fab is expected to begin production in 2024 
and feature 4-nanometer process technology, even 
more advanced than the 5-nm process that was orig-
inally planned. The second fab would feature 3-nm 
process technology and is slated to come online in 
2026. Once completed, the fabs would produce more 
than 600,000 wafers per year, TSMC says. 

TSMC’s Phoenix fabs would produce more than 
600,000 wafers per year once they begin produc-
tion, the company says. (Photo courtesy of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TSMC is also in planning stages to build an on-site 
industrial water reclamation plant, the company an-
nounced Dec. 6. The plant would allow the plants to 
achieve “near zero liquid discharge.” 
President Biden traveled to Phoenix Dec. 6 to speak 
about the TSMC projects and other manufacturing 
projects that have benefited from U.S. government 
spending packages like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which allocated $39 billion to boost semiconductor 
chip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to other 
incentives. Biden touted the projects as an example of 
manufacturing returning to the U.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ply chain. Other tech manufacturers are also in 
the midst of U.S. fab projects, including Micron with a 
plant outside Syracuse, N.Y. and Intel in central Ohio. 
Biden was joined at the event by executives from 
some of TSMC’s supplier and customer companies, 
including Apple CEO Tim Cook. 
“These are the most advanced semiconductor chips 
on the planet—chips that will power iPhones and 
MacBooks, as Tim Cook can attest,” Biden said. 
“Apple had to buy all the advanced chips overseas. 
Now they’re going to bring more of their supply 
chain here at home.” (Courtesy https://www.enr.com/
articles/55518-taiwan-semiconductor-plans-to-build-
second-fab-at-phoenix-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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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Semiconductor Is Investing 
$40 Billion In The State Of Arizona                                                                                         
To Boost World Chip Production

BUSINESS

COMMUNITY

The Future Of Farming Is Here -         
High-Tech Brings Agriculture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Robots, Drones And Sensor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Far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Last spring, farmer Brian Tischler was 
sitting in his tractor when he had an idea. 
What if his tractor was fully autonomous? 
Thanks to AgOpenGPS – a software he 
developed that tracks where crops are 
seeded – he’s had more time to think of 

Tischler began creating on the spot, envi-
sioning features for the autonomous trac-
tor like remote control via smartphone, the 
ability to sense obstacles, and geolocation 

Across the farming industry, tech inno-
vations like Tischler’s are revolutioniz-

ing the way agriculture is done. These 
applications come at a critical time.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swell to 
9.8 billion by 2050. Climate change and 
infectious disease are looming threats to 
livestock production and crop yield.
Tischler made the tractor program open 
source, sharing it online so farmers from 
across the globe can download and devel-
op additions. Tischler, who recently won 
the 2018 ASTech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views the software as a way of giving 
back to the farming community. A lot of 

leading-edge technology is not affordable 
for smaller operations.

“What inspires me is connecting with oth-
er people who share how they’re using 
[the software],” says Tischler.

Such innovations have made the $3 tril-

and productiv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varied applications of agriculture 
technology: crop-watering drones, soft-
ware that uses satellites to manage nut and 
citrus orchards, virtual trials of new farm-
ing techniques, genomics testing that can 
ward off food contamination, and more.
Recent innovations have made the $3 

resourceful and productive.
The DJI “Agricultural Wonder Drone” 
makes it possible for a single farmer to 
feed or spray pesticide on as much as 80 
acres of crops a day. By comparison, a 
worker on foot may cover less than one 
acre in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Using the 

by walking through it and the unit’s con-

In Canada, the R2B2 team of scientists are 
researching rural connectivity and preci-
sion agriculture. Their studies utilize dig-
ital devices, applications, and databases 
of geospatial techniques to analyze and 

R2B2 looks at how wireless optimization 
and tools like sensors and drones support 
sustainable farming practices. For exam-
ple, by using sensors to measure moisture 
and nutrients in the soil, farmers avoid 

and pesticides, saving money and protect-
ing the environment.

Using linked technologies, a connected 
farm can also employ solar wireless de-
vices like Ecorobotix, a solar-powered 
weeding robot. Dr. Helen Hambly, R2B2’s 
lead scientist explains, “In the next gener-
ation of farming, there is a lot of monitor-
ing done through connected and wireless 
devices. Wireless has changed things sub-
stantially.”
These innovations come at a critical time, 
as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swell and  climate change and infectious 

disease are looming threats to livestock 
production and crop yield.
Many farmers have adopted precision ag-
riculture practices. Christian Gastón Pal-
maz, CEO of Napa’s Palmaz Vineyards, 
created VIGOMany farmers have adopted 
precision agriculture practices. Christian 
Gastón Palmaz, CEO of Napa’s Palmaz 
Vineyards, created VIGOR (Vineyard 
Infrared Growth Optical Recognition), 
smart software that marries infrared im-
agery with soil moisture measurements. 
The algorithmic approach ensures that the 
vines grow at the same rate and that the 
exact amount of water needed is used–re-
ducing water use by an estimated 20 per-
cent.
Palmaz says, “Big data analytics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slight amounts of difference, 
which would otherwise propagate over 
time.”

Technology can also help manage live-
stock wellness and reproduction. Remote 
Insights developed ear tags that moni-
tor sows’ behavior, movements, eating 
and drinking. The data i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o check that the animal has a 
healthy appetite and normal mobility. 
Moocall created monitors to check when a 
female cow is in heat and a pregnant one is 
ready to give birth. Such forward-thinking 
equipment can save a farmer numerous 

There’s palpable excitement within the 

possibilities, strengthening old farming 
traditions, by using technology to answer 
existing needs. As Hambly says, “This 
is the farming of the future.” (Courtesy 
https://www.veri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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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西語的邀約志工正在幫助審核志工轉譯，雖然語言並不相
通，但大家相談甚歡。攝影／陳宗坤

9
263

雖然很累，但我寧可忙碌也不要輕鬆。慈濟的發放這麼
有意義，來到這裡當志工是心甘情願付出的選擇，我要

好好把握機會。累了休息一下再回到崗位就好。  

志願者  康妮･達奥斯
有一群不認識的志工，他們自掏腰包，來這裡給我們加
油打氣，那我們還有繼續悲傷的理由？這份愛，給了我

們繼續往前走的力量，我們會努力的。  
災民

或許我們填寫更多的家庭人數，能夠獲得您們更多的補

助，但我們願意將這一份多餘的救助金，分享給比我們

更需要的人，因為我們得到的已經很多了。  
災民

	 作者／張秀玲、黃芳文、陳宗坤、趙甫錡

	作者／林桂英

	作者／楊甦蘇

颶風伊恩急難救助最後一場也是最大一場發放，月前在
李縣男女孩社團	(Boys	&	Girls	Club	of	Lee	County	

)舉行。慈濟志工協手當地邀約志工一起挑戰成功820戶發
放。慈濟志工用誠與情溫暖了災民的心，讓災民們有了依
靠，不再無助。當災民們拿到現值卡的那一瞬間，無論是感
動痛哭，還是露出燦爛笑容，慈濟志工知道，他們的家園
重建之路不僅向前邁開了一大步，心中的愛與希望也被點	
燃了。
	 當天清晨，李縣男女孩社團再一次熱鬧起來，颶風伊恩
急難救助最後一場發放即將舉行。從美國各地趕來的藍衣白
褲志工們早已輕車熟路。除了慈濟志工，還有56位當地邀約
志工前來協助，一起協手挑戰颶風伊恩最大一場發放。

伊恩颶風讓無數家庭流離失所，瞬間淪為無家可歸的
人。感恩有緣參加伊恩颶風重災區麥爾斯堡市（Fort	

Myers）災難恢復中心的值班服務，以及慈濟的數場大型發
放，能夠與災民近距離的互動，聽著一個又一個受災戶感人
又無奈的故事，深深地感受到他們身心的苦痛。
	 當受災戶向我們陳述房子受到風災損毀時，他們的眼睛

愛撫伊恩災民傷痛 志工們的誠與情

有心就有願

成為愛的傳遞者

用大愛造福災民

◎ 眾人之愛  點滴心中

◎ 心中知足最大富

◎ 傳愛帶動善念與善行
◎ 一方有難十方援馳

	 從新聞報導中得知此次伊恩颶風在佛羅里達州出海後突
然迴轉登陸，其中以佛州的麥爾斯堡市（Fort	Myers，	FL）
和那不勒斯市（Naples，FL）等地區受災最為嚴重。由於出
乎預料的發展，沒有足夠的警惕，有的人還來不及遷離，甚
至來不及反應，水就如同湧泉般灌進許多人的家園。這一幕
幕的情景，只是從新聞中看到就令人非常不捨，感同身受的
使命感油然而生。
	 災後數日，隨著慈濟德州分會啟動到災區的關懷勘災之
行，心中有了更強烈的願力，誠心希望自己能有機會前往當
地為災區盡一點心力。最初，因爲家人的擔憂而無法成行，
心中難免有許多失落；當晚就合掌祈願，追隨證嚴法師的腳
步，心中默默祈禱，希望一切能有轉機。因緣真是不可思
議，隔天早上，家人就表示同意和支持，於是趕緊買機票圓
滿這個行善的機會。同時也更能領悟「有心就有願」，凡心
中有善念，自然會歡喜圓滿。

	 什麼是幸福？當我們與災民互動時，看到他們臉上重現
燦爛笑容，猶如希望的曙光穿過迷霧撥開烏雲，就是最大的
幸福，代表著一份能夠安定人心的力量。隨著關懷勘災和後
續長達一個月的急難救助發放中，我們有機會近距離地與災
民接觸和互動，得以傾聽和膚慰他們疲憊、困頓的心，期間
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生命體會及感受，無一不點滴心中。
	 雖然災民還有許多的困難需要克服，然而面對這一波的
無常，他們擦乾眼淚，以堅挺無比力量繼續向前走；沒有什
麼怨言，願意接受這突如其來的考驗。有些人在尋求無門的
當下，有因緣認識慈濟與全美慈濟人，從此結下這份善緣。
慈濟志工也感恩有機會可以親自展開雙手，給予災民最真誠
的擁抱與膚慰；這種感覺就如媽媽擁抱受到驚嚇的孩子，那
樣的動人與溫暖。雖然他們不認識我們，但經過這樣的機緣
和互動，慈濟和慈濟人在他們的心中結下一份善緣，種下一
顆善種子，希望未來能匯聚眾人之愛，邀約更多人來行善。

	 感恩有機會能與災民直接面對面互動，了解與感受他們
當時的心境，其中與一位災民對談的內容，讓我內心震撼，
感動不已！
	 這位男主人翁填寫的登記表格上，家庭人口數為兩人。
在交談中，才知道他們是四口之家，除了妻子	，還有兩個幼
小的孩子。伊恩颶風帶走了他們的一切，失去家的遮蔽，全

	 德州分會執行長
羅濟嶢向災民們呼籲
響應茹素護地球，減
少因地球氣候變遷帶
來的災害。颶風伊恩
造成的重大災難，就
是最切痛的警惕，邀
約大家一起用行動來
愛護地球。
	 羅濟嶢誠懇的表
示慈濟提供的救助，不求任何回報，只希望能夠將這份大愛
的精神，繼續傳揚出去，因此鼓勵災民響應「竹筒歲月」，
以「感恩尊重愛」的精神來幫助他人，一生無量愛綿延。

	 美國總會慈發處主任楊耀彰總是默默地幫大家把事情處
理好。為了讓發放順暢圓滿，他三進三出佛羅里達；搭乘紅
眼班機來回加州總會，準備發放所需物資，讓團隊無後顧之
憂，像大樹一般讓人依靠。
	 「你們是有領薪水的嗎？」當受災戶及本地志願者聽到
慈濟人是自掏腰包付旅費參與發放時，感到非常地驚訝，更
是感動與感恩。進而表示未來若有因緣，願意參與慈濟在當
地的社區服務。
	 災後的重建更是一條漫長之路，是災民們心中最煩惱
的事。雖然實質給予的有限，但從各州前來幫忙的慈濟志工
讓他們感受到了自己並不孤單。這樣的關懷安撫著他們的傷
痛，給他們力量堅強的面對未來。

	 水療之家基金會還邀請了青年海軍陸戰隊（Young	
Marines）青少年志願者團體前來參與慈濟的發放。他們一
直在努力，希望能以身帶動年輕人為社會付出，培養他們的
自信心，學習關心社區的人事物。這與慈濟的理念不謀而
合，所以大家有了共識，要一起攜手帶動更多年輕人心懷善
念，常施善行。
	 為了疼惜災民也為了藉機學習，從北加州奧克蘭來的慈
濟志工團隊一行七人，有四位超過60歲。在為期九天的賑災
發放中，長時間投入是對年紀偏大的志工的挑戰，身體虛弱
的志工為了讓自己精神和體力都能飽滿地參與發放，隨身帶
著一堆中藥。儘管如此，大家卻異口同聲的說：「對於不知
的未來，把握當下做就對了。在有限的生命裡，把握因緣，
努力付出。」
	 志工蔡麗君分享自己的感動，雖然聽不懂西語志工們
說什麼，但可以真切感受到他們向災民介紹慈濟及「竹筒歲
月」時的熱情；他們讓災民帶竹筒回家，傳遞善念給災民

	 水療之家基金會（Freedom	Waters	 Foundation）的志
工康妮･達奧斯特（Connie	Daoust）再度前來參與發放。她
承擔傳遞工作，需要不停在收件與發卡之間來回，遞送表格
與現值卡。此外還需隨時遞補缺少的竹筒、毛毯及期刊。75
歲的她笑著說這是個挑戰，才站兩個小時，卻感覺自己像懷
孕了，渾身不舒服。

們。這些志工的慈濟精神令人感動，見苦知福，也提醒每一
個人，人生沒有需要計較的，時時保持一顆感恩的心面對挑
戰，去行動就對了。

伊恩颶風」（Hurricane	Ian）重創佛羅里達州
後，慈濟德州分會志工隨即組成勘災團，深

入重災區進行勘災，隨後又參與慈濟基金會6天7場
的急難救助發放；他們每一位都深受感動，並將所
見所聞與大家分享。

「

家只好以車為家，需要盥洗和沐浴時，只能使用紅十字會臨
時搭建的設施。在與我們的互動中，他總是面帶笑容，不僅
沒有滿面愁容，同時還讓人感受到他滿滿的正能量。他向我
們分享與妻子看到救援物資從四面八方湧入，心中充滿著無
限的感恩與知足。

	 這一刻，我的心被這份無私的愛感動到無法言語，原來
這就是「心中知足最大富」的真理。人難免都有私心，如何
在困境當中不貪多，且能夠心存感恩，又願意幫助其他人，
其實是多麼的難能可貴。他沒有因為自己遭逢困境而改變原
本的清淨心，並積極尋求打零工賺錢的機會，盡力守護他的
家庭，全心都是如何憑一己之力，早日重建家園。
	 我要感恩他給了我人生中最直接的課程，能夠想到自己
實在是太幸福了，進而重新盤點自己的生命價值，提醒自己
更要用心過好每一天，把握因緣付出。因爲，這種快樂是很
幸福的！
	 如今發放已告段落，在這感恩節的時刻，腦海中仍然揮
之不去災民所經歷的一切。難過的是，或許還有許多人無家
可歸，也掛念他們是否有去處團圓過節，並期待有因緣再次
續緣。

裡充滿了無助和痛苦，讓聽者跟著他們一起難過。當他們領
取到慈濟發放的急難救助現值卡時，刹那間從内心反映出的
感激與感恩，隨著笑逐顏開，滿溢而出，又讓人跟著他們一
起高興。彷彿撥雲見日，又是一片陽光燦爛。
	 讓我感動的是在他們知道手中的現值卡賑濟基金都是來
自全球慈濟人的捐獻，聽到慈濟竹筒的故事，了解到把心中
的愛，每天儲存到竹筒中，一樣可以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他
們都非常願意成為一位愛的傳遞者，願意將竹筒拿回去，等
竹筒滿了，也把自己的愛心傳遞出去。	
	 一位傷心的單身婦女告訴我，她已經一無所有了，而佛
羅里達州與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的補助還需要

	 美國歷史上最強颶風之一的「伊恩」(Hurricane	 Ian），
所到之處一片狼藉，造成了嚴重損失。許多人面臨著重建生
活的殘酷現實，另一些人則同時為失去親人而傷悲。恢復與
重建需要數年之久。慈濟志工以慈悲為本，以行動來賑濟災
民，也邀約您一起用大愛造福災民。

時間處理，前途茫茫。當我們把現值卡交到她的手中時，她
驚訝的不敢相信是真的，激動的眼淚婆娑滾落。我緊握著她
的雙手，希望能舒解她内心的苦，同時鼓勵她要站起來往前
看。她不斷的感謝慈濟，也答應未來會做一位愛的傳遞者。
	 11月5日的最後一場大型發放，援助820個受災戶，非
常感恩全美各地的慈濟家人前來支援協助，大家同心協力，
在不到七個小時内完成所有的發放工作，實在是很大挑戰。
每位慈濟志工和來自其他組織的志工都在盡心盡力的付出，
大家只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圓滿這場看似不可能的任
務（Mission	 impossible）有願就有力，最後圓滿的幫助了
2,740人，充份顯現出慈濟人的合和互協。

	 慈濟基金會自10月15日起啟動了6天7場的發放，迄
今為止，動員全美志工達400餘人次，動用緊急救難基金
發放現值卡2518張，總金額2,227,400美元，援助受災戶
2,518戶，受惠人數超過8,235人。	
	 無論定期捐款金額大小，都能
把心中柔軟的善念轉化為堅定的支
持力量，與慈濟一起為有需要的人
提供最實際的援助。

www.donate.tzuchi.us/zh/cause/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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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中部時間2022年12月10日，第35屆歐

洲電影獎在冰島雷克雅未克舉行頒獎典禮。最終

，魯本· 奧斯特倫德所執導的影片《悲情三角》

斬獲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及最佳男演員和最佳

編劇四項大獎，成為最大的贏家。而最佳女演員

則被《束胸》中扮演了茜茜公主的薇姬· 克里普

斯獲得。此外，《貝爾法斯特》、《西線無戰事

》也均有所斬獲。

《悲情三角》講述了一對模特情侶的遊艇之

旅。他們參加由超級富豪組織的海上休閒派對。

不料海上風雲突變，遊輪沉沒後他們和一群億萬

富翁和清潔女工困在小島上。在生存的鬥爭中，

舊的等級制度被顛覆了，因為只有清潔女工會釣

魚。男模特慢慢意識到，他可以憑藉自己的美貌

要到更多的魚。

本片在今年的戛納電影節獲得了金棕櫚獎，

而這也是在《方形》之後，魯本· 奧斯特倫德第

二次拿下金棕櫚和歐洲電影獎。

歐洲電影獎由歐洲電影協會（European Cin-

ema Society）在瑞典電影大師伯格曼倡議下設立

創辦，創辦於1988年，由總部設在柏林的歐洲

電影學會主辦，有歐洲奧斯卡之稱。設立該獎項

的目的是要提倡歐洲的電影藝術精神，喚醒全球

觀眾對歐洲藝術人文電影的信心及支持。

完整獲獎名單

最佳劇情片：《悲情三角》
最佳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悲情三角》
最佳女演員：薇姬.克里普斯《束胸》
最佳男演員：扎特科.巴瑞克《悲情三角》
最佳編劇：魯本·奧斯特倫德《悲情三角》
最佳喜劇片：《好老闆》
歐洲發現獎/費比西獎：《小屍體》
最佳紀錄片：《馬里烏波爾 - Ⅱ》
最佳動畫片：《關於我家的一切》
最佳短片：《說好的性福呢》
最佳攝影：《夏日細語》
最佳剪輯：《旱之時》
最佳藝術指導：《貝爾法斯特》
最佳服裝設計：《貝爾法斯特》
最佳化妝髮型：《西線無戰事》
最佳原創配樂：《驢叫》
最佳聲音效果：《洞》
最佳視覺效果：《西線無戰事》

第35屆歐洲電影獎曝獲獎名單 《悲情三角》成贏家

瑞典導演魯本· 奧斯特倫德的作品《悲

情三角》成為第35屆歐洲電影獎的最大贏

家一年一度的歐洲電影獎由歐洲電影學院

（EFA）主辦，

獎項結果由學院

的4400位成員投

票決定，舉辦地

點則是在德國柏

林和其它歐洲城

市之間輪換。

2020年的第33屆

原定於在雷克雅

未克舉辦，但受

到新冠疫情的影

響，改為線上頒

獎；2021年的第

34屆原定於在柏

林舉辦，結果又

因為當時德國的

防疫形勢不樂觀

，在距離揭幕前

一周臨時決定還

是改為線上頒獎

。到了今年，歐

洲的各項電影活

動已基本恢復到

疫情前，歐洲電

影獎也得以重回

線下。《悲情三

角》由瑞典、法

國、英國、德國

的電影公司及機

構聯合製片，演

員更是來自歐洲

多地，比如拿下

最佳男演員獎的

扎特科· 巴瑞克

來自克羅地亞。

影片依然保持着

奧斯特倫德作品

一貫的反諷，講

述一艘雲集了各路富豪、俊男靚女模特網

紅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工作人員的豪華遊輪

，因為暴風雨而擱淺，於是一群人流落荒

島，原本尊卑有別的社會階層被徹底打破

重構，金錢的購買力也被顛覆與取代。在

今年5月舉辦的戛納電影節上，該片一舉拿

下金棕櫚大獎。

《悲情三角》海報魯本· 奧斯特倫德

當晚首度上台領取的是最佳導演獎，他

表示要把它獻給片中的南非女演員查爾

比· 迪恩· 科里克。後者因病於今年 8 月

離世，年僅 32歲。在隨後的媒體採訪環

節中，奧斯特倫德被問到是否有意讓

《悲傷三角》去競逐奧斯卡。他表示，

在美國爭取奧斯卡獎就「好像是總統選

舉」，「一切都取決於你去了多少影院

站台，或者你跟多少人握了手。還是歐

洲電影獎來得更公平。我們這裡還沒有

開始搞那些瘋狂的競標活動。對此我感

到很高興。」這已經不是奧斯特倫德第

一次在歐洲電影獎上大獲全勝。2017 年

，他的作品《方塊》也是先拿下金棕櫚

，隨後獲得了六項歐洲電影獎。

《束胸》海報來自盧森堡的薇姬· 克里

普斯憑藉在《束胸》中出演茜茜公主一角

，獲得最佳女演員獎。未能來到頒獎現場

的她，通過遠程連線表示，「我想將這個

獎獻給世界上所有的女性。她們需要被看

見和聽見，她們需要解放自我，需要從我

們代代承襲的那種深深的傷痛中走出來。

為了男人和女人能重新走到一起，我們需

要獲得治癒。」已故立陶宛導演曼塔斯· 克

維達拉維丘斯的《馬里烏波爾—Ⅱ》獲得

最佳紀錄片獎。今年4月，他在烏克蘭馬里

烏波爾喪生，年僅45歲。他的女兒上台領

取了獎座。向身在戰火中的烏克蘭電影人

表達支持，也是當晚頒獎禮的主題。

本屆歐洲電影獎的終身成就獎由曾執

導《德國姊妹》《羅莎· 盧森堡》《漢娜·

阿倫特》等作品的德國電影人瑪格麗特·

馮· 特羅塔獲得。她在領獎時特意提到，在

歐洲電影獎的歷史上僅有三位女性導演有

幸獲此殊榮，「但是我們已經上路了，相

信屬於女性的時代才剛剛開始」。

近日，電影《女生規則》發布定

檔海報，正式宣布2023年1月6日上映

。影片聚焦現代女性困境，講述了三

位女生在聚會上受到侵犯，其中一位

女孩用酒瓶砸傷了男生，事後卻反被

男生以「故意傷害罪」起訴，一位金

牌律師決定挺身而出，引入「女生規

則」為其辯護的熱血故事。影片通過

案件深刻揭露印度社會女性安全的痼

疾，用抽絲剝繭式的法庭辯論顛覆人

們的刻板印象。

現實主義力作大膽發聲
聚焦女性切身安全議題

電影《女生規則》定檔海報中，

「女生規則」四個大字破損裂開，

喻示着傳統社會要求女生必須遵守

的規則需要被打破！海報上，三位

女生相伴站在原告席，原本是受害

者的女孩卻反被誣告成勾引男生、

實施暴力的罪犯。面對無處不在的

指責，她們眼神無辜卻依舊堅定。

而佇立在她們背後的則是一名頂尖

律師，當一條條咄咄逼人的「規則

」宣告着女孩們的「不清白」，他

將用一場極致法庭辯論撕破印度社

會黑暗面，挑戰束縛現代女性的傳

統偏見，為女孩們震撼發聲。觀念

交鋒，一觸即發！

與以往國內上映過的反映女性勵志

理想的《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

或聚焦男女平等的《廁所英雄》《印度

合伙人》等影片不同的是，電影《女生

規則》更關注現代女性最為切身的安全

議題，打破在印度乃至全世界根深蒂固

的舊有觀念——「女孩絕不能單獨跟男

孩去任何地方」、「女孩不能和男生一

起喝酒」、「女孩不應該穿着暴露

」……女性不應被條條框框的規則所束

縛，需要改變的是犯罪者和戴着有色眼

鏡的偏見者。這樣一部發人深省的實力

佳作，令人期待十足！

電影教父貢獻老辣演技
揭露真實黑暗面深受網友力薦

影片由印度電影教父阿米達普· 巴

強主演，他不僅在印度本土擁有超高票

房號召力，更是阿米爾· 汗的偶像。阿

米達普· 巴強極具爆發性的演技，將為

影片貢獻出教科書級表演，鏗鏘有力的

台詞功底引發無數觀眾共鳴，被稱讚道

「氣場強大」、「有力的反擊，讓我感

受到表演的魅力。」

電影《女生規則》在印度本土斬

獲驚人票房成績，也收穫IMDb8.1分、

爛番茄新鮮度100%的不俗口碑，被媒

體讚嘆「沉靜有力的對話，推動了影

片的緊張氣氛，讓觀眾想要一探究竟

」、「不僅僅是一部重要的影片，更

是一部精彩絕倫的電影，絕對是年度

最佳電影」。

《女生規則》發布新海報
定檔2023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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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何佩珊

憑人才儲備與攻防效率制勝 決賽火拚阿根廷

法國氣走摩洛法國氣走摩洛哥哥挑戰衛冕魔咒挑戰衛冕魔咒

面對本屆世界盃異軍突起的非洲“黑馬”摩洛哥隊，法國隊員在控球率處下風的逆境中，嚴格執

行了教練迪甘斯部署，一場2：0的4強勝仗終結摩隊神奇之旅。“高盧雄雞”贏的是人才儲備及攻防

效率更勝一籌。法軍近七屆世盃第四度打入決賽，將與要幫“球王”美斯圓夢的阿根廷隊爭捧大力神

盃，挑戰延續60年的世盃“衛冕魔咒”。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法國隊在控球時
間較少的情況下贏
球，迪奧靴南迪斯
(中)早早打開勝局
至關重要。

美聯社

在15日凌晨世盃準決賽，人腳不整的法國派
出尤索夫科芬拿頂替拉比奧特出任正選中

場，但摩洛哥傷情影響更大，正是近兩場臨危受
命的中堅艾耶美克衝前搶球失敗鑄成大錯，讓基
沙文有機會突入禁區，麥巴比接應右路傳中射門
被擋，左閘迪奧靴南迪斯“窩利”勁射入網。開
賽5分鐘的大意失球，正是兩軍經驗和板凳球員
質量分野的體現。

高效足球 延續世盃低控球全勝
摩洛哥之前5仗只失1球，且還是烏龍球，

卻能於控球率低於對手下過關斬將，豈料是役唯
一一次過五成(61％)的控球率卻飲恨告終。事實
上，摩隊雖在21分鐘有後防主將路曼沙斯傷出再
受打擊，主帥列格古被迫放棄三中堅部署踢回
433陣式，但球隊仍保持其團隊凝聚力，由岩拉
伯特和奧拿希兩中場作由守轉攻據點，再通過邊
路球星如阿舒拉夫、薛耶治和保法爾，踢出令法
軍拚力退守的銳利攻勢。

迪甘斯賽前明言應對摩隊的速度和側擊，他
不在乎控球，果然今仗示範了高效足球的教材。

摩隊門前數次良機不是被法將及時瓦解，就是未
能轉化為射門。或許是球員有傷或體力不繼，列
格古下半場相繼換走馬沙拉奧、保法爾和高中鋒
安尼斯利，摩隊從66分鐘打後便威脅大減，亦予
人無人可換之感。

法軍則盡顯人才底蘊，麥巴比幾次突破盡展
“新球王”功架，耗費對手大量精力，2：0一球
便是來自其“省”到對手改變方向的傳送。法軍
本來已有賓施馬、簡迪、普巴等主力因傷缺席，
烏柏美卡奴、京士利高文和拉比奧特是役又感冒
避戰，球隊依然不乏可用之人，輪換擔正的中堅
干拿迪、後備登場的馬古斯杜林，還有入替不足
1分鐘便近門收穫幸運入球的24歲世盃新人高路
梅安尼，足見這支法國隊人才儲備之豐。

近60年無連冠 迪甘斯嚴防美斯
迪甘斯保持控球不足45％但結果全勝的世盃

佳績（見表），難怪法國總統馬克龍賽後也開腔
挽留這位於將帥時代都捧起過大力神盃的法國名
宿。迪甘斯點評今仗指出：“這不是輕鬆的勝
利，我們必須把質量、經驗和團隊精神結合，在

艱難時全力衝過去，球員亦做到了，我由衷為他
們而自豪。”

法軍周日將與阿根廷爭標，挑戰1962年巴
西隊至今無球隊成功衛冕的魔咒。談到上屆16強
險勝阿根廷，迪甘斯指今屆的美斯將更難應付，
“美斯今屆世盃狀態很好，無疑是世上最好的球
員之一。4年前他頂在中鋒位置，現在阿根廷打
雙前鋒，美斯不是其中之一，就是出現在影子中
鋒位置。我們會努力找到對抗他的方法，就像對
手會極力阻止我們球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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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沙文把握住對方失誤
作出一次關鍵傳球造就先開
紀錄機會，而比賽中這位老
將不知疲倦的積極回防更是
一次次瓦解了對手不懈的進
攻。

基沙文踢滿90分鐘，貢獻4次關鍵傳球，4
次傳中3次到位，創造2次得分機會；防守上，
他貢獻了2次解圍，2次搶斷，2次鏟球和1次封
堵射門。在之前5場比賽，他4場正選，合計送
出3次助攻，並創造了21次機會，力壓美斯排名
第一。今屆世盃雖仍無入球，但基沙文勤奮跑動
的身影和對比賽的閱讀掌控能力，成了法國隊贏
球的最強後盾。身體素質並不出色的基沙文憑靈
敏的門前嗅覺和高超的腳下技術少年成名。早在
2014年，作為耀眼新星的他就跟隨法國隊征戰世

界盃；2016年歐洲國家盃，日漸成熟的他以7場
6球的表現幫助球隊晉級決賽，那一年，他是法
國足球先生，是歐洲“金球獎”的第三名；2018
年世界盃，如日中天的他作為主力進攻中場幫助

法足登上世界之巔。
本屆世盃，31歲的基沙文外形上滄桑了許

多，但場上表現得更沉穩務實，其位置也離龍門
更遠。儘管身邊少了普巴、簡迪等優質搭檔，然
而其中場出色的指揮，以及在防守端的巨大貢
獻，證明了自己作為新一代“中場大師”的強大
能力。

由於種種原因，効力馬德里體育會的基沙文
本賽季球會表現欠佳，曾遭韶華已逝的質疑，但
他在世盃賽場再次證明了自己。“現在的基沙文
是施丹和柏天尼的結合體，”法足名宿杜加里如
此評價。“現在的我更專注，也更腳踏實地
了”，基沙文此言或許是他在不斷沉澱中愈發強
大的最佳註腳。再次面對世盃決賽，基沙文心無
旁騖，“我必須集中精力，好好恢復，開始為周
日的比賽作好準備。” ◆中新社

基沙文瞻前顧後 蛻變大翻身

世
盃
世
盃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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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
淦） 法國淘汰摩洛哥一仗，不僅
國際足協主席恩芬天奴是座上客，
法國總統馬克龍亦有親身到場支持
國家隊。他賽後更走到兩隊更衣室
鼓勵球員，又大讚對手中場蘇夫恩
岩拉伯特為今屆賽事最佳中場。

世界盃為全球矚目盛事，比賽
期間就連各國領導人都會化身成球
迷。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法國16強
對波蘭之戰，賽前已預測法國會贏
3：1，最神奇的是他連入球球員都
估中。當時這位法國總統這樣說：
“我認為法國會贏3：1，羅拔利雲
度夫斯基會入1球，像基利安麥巴
比或基奧特一樣，他們都想創造歷
史。法國還會攻入第3球，入球者
將會是‘王牌球員’。”結果不僅
比數命中，上述名字在這一仗全都
有入球。

根據意大利著名記者羅馬諾
（Fabrizio Romano）透露，馬克
龍在法、摩大戰賽後，亦親自進入
了兩隊更衣室，為雙方球員打氣。
他對比賽中一度飛身將麥巴比截停
的蘇夫恩岩拉伯特推崇備至，更對
他說：“你是今屆世界盃最好的中
場球員！”馬克龍在法國隊更衣室
內更一邊拍手，一邊與球員慶祝。

摩洛哥雖敗猶榮
球員搶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摩洛
哥雖然4強止步，但成了首支打入世界盃
4強的非洲球隊，已是了不起的創舉，隊
中一些名氣不大的球員，憑出色的表現相
信會成為豪門爭相羅致的搶手貨。

摩隊陣中球星級球員本來只有阿舒拉
夫和薛耶治，在車路士鬱鬱不得志的後者
憑藉今次爭氣球隨時可望“重生”。至於
効力昂熱的奧拿希和保法爾，該法甲球會
亦已有心理準備難以留住他們，其中奧拿
希更年僅22歲，其在中場展現的潛質，
相信可望於大球會發光發熱。

至於在16強互射12碼救出兩球將西
班牙淘汰出局、8強救出葡萄牙3次險球
的耶辛尼保奴，據《每日郵報》稱這位効
力西維爾的31歲門將亦受到拜仁慕尼黑
的垂青。德國“轉會市場”上月數據，此
子身價為1,500萬歐元，經過本屆世盃相
信其轉會費勢高於此。

9月臨危受命重新團結摩隊球員的教
練列格古亦居功至偉，這位在法國出生的
主帥賽後表示，球員已傾盡全力奮戰至最
後一刻，唯一遺憾是讓對手過早領先，而
且亦受傷兵打擊。雖然最終只能參加季軍
戰，但他認為能向世界展示摩洛哥的足球水
平，也已是相當理想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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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路梅安尼(左)
成為迪甘斯的幸運
福將。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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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甘斯時代法軍低控球世盃戰績
年份 控球率 賽果
2014 41％ 贏瑞士5：2
2018 43％ 贏秘魯1：0
2018 39％ 贏阿根廷4：3
2018 36％ 贏比利時1：0
2018 34％ 贏克羅地亞4：2
2022 43％ 贏英格蘭2：1
2022 39％ 贏摩洛哥2：0

註：只列控球低於45％比賽。

◆基沙文(左)回後防守保法爾。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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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邱禮濤執導災難動作片《絕地追擊》首發預告

歐豪谷嘉誠俞灝明黃堯領銜主演

今日，由邱禮濤執導並監制，歐豪、

谷嘉誠、俞灝明、黃堯領銜主演的國產首

部剿毒題材災難動作大片《絕地追擊》發

布“絕命任務”版先導預告與海報。本片

是繼《拆彈專家 2》、《掃毒 2天地對

決》兩部叫好又叫座的電影作品之後，

“商業片聖手”邱禮濤導演再出手，

生涯首次挑戰災難動作類型大片，無

論在影迷群體還是商業片觀眾心中，均

堪稱重磅新聞，“年度必看華語片”片單

再添壹員“猛將”。據悉，影片將首次展

現90年代邊境剿毒秘聞，就題材而言亦

可稱為國內首次。

迎驚天山洪剿亡命毒販
8077武警戰士勇闖龍潭虎穴
此次曝光的先導海報極具視覺沖擊力

，畫面定格在驚天洪災爆發的瞬間。山洪

泥石流從天而降傾瀉而下，滾滾的洪水裹

挾著殘垣斷壁像野獸壹般在山澗中嘶吼。

兇險奪命的洪災幾乎要將壹支正在執行緝

毒任務的武警邊防小隊無情吞沒。與此同

時，英勇的武警戰士們正在與壹群窮兇極

惡的亡命毒販展開殊死交鋒。震撼又寫實

的災難場景，驚心動魄的緝毒之戰，極致

兇險的龍潭虎穴預示著《絕地追擊》將給

觀眾帶來壹場超硬核的視聽盛宴。

隨之壹同釋出的先導預告壹開場就高

燃炸裂尺度拉滿。悍匪驅車硬闖邊關哨卡

、毒販黑吃黑炸死派出所門口的自首叛徒

，兩場戲碼接踵而至，將上個世紀九十年

代我國西南邊境毒品犯罪猖獗至極壹壹呈

現在觀眾面前。為了壹舉擊潰毒販的囂張

氣焰，武警邊防“8077”部隊收到上級下

達的“死命令”集結出擊，以硬碰硬驍勇

無懼。

“4個小時之內，必須完成任務！”

既體現了戰士們對毒販追擊到底絕不姑息

的決心，又彰顯了戰士們使命必達運籌帷

幄的英武霸氣。但是，伴隨著巖龍水庫即

將泄洪的通知，災情進壹步升級，更大的

危機即將來臨。戰士們壹方面與毒販兵戎

相見，壹方面要在滂沱的暴雨中時刻警惕

泥石流、滑坡、沼澤等自然災害。

邱禮濤生涯全新商業挑戰
歐豪谷嘉誠俞灝明把制服“焊”在身上
電影《絕地追擊》的故事發生在上世

紀九十年代的西南邊境，講述了武警邊防

“8077”特戰隊在壹次剿毒任務中，先後

遭遇山洪災難和毒販的算計，死傷慘重。

為了犧牲的兄弟，“8077”幸存戰士誓死

展開絕地追擊。為了真實地展現武警邊防

戰士在任務中所面對的惡劣環境，整個劇

組紮根西南邊陲的熱帶雨林深處實景考察

與拍攝。攝制組精益求精，甚至在山地灌

叢中特別制作了模擬“洪水”的裝置，以

求達到年度災難動作巨制的精誠品質。導

演邱禮濤感慨：“這部戲的拍攝過程處處

有挑戰，無論是技術還是心理（層面），

我也是第壹次經歷這樣極限的操作。”

不僅創作班底在塑造災難場面上做足

了功課，演員們同樣高度敬業。歐豪、谷

嘉誠、俞灝明等主演提前很早就進組展開

武警標準的體能訓練和戰術學習，最大程

度貼近武警戰士真實的執勤狀態。拍攝期

間，演員們的戲服“幾個月沒幹過”，只

為讓這部災難動作大片真實、有質感。

電影《絕地追擊》由愛奇藝影業（蘇

州）有限公司、愛奇藝影業（上海）有限

公司出品，廈門恒業影業有限公司聯合出

品，敬請期待。

“第壹科幻IP”影視化口碑有褒有貶

近日，根據“國內科幻第壹IP”《三體》改編

的動畫劇集開播。科幻小說《三體》被認為是“單

槍匹馬將中國科幻提升到了世界高度”的作品，這

兩年《三體》影視化的壹舉壹動，也是書迷關註的

焦點。作為《三體》第壹部影視化改編作品，動畫

版開播後熱度很高，劇迷、書迷集體“審視”這部

動畫也成為壹時風景。目前來看，該劇口碑兩極分

化、有褒有貶。

過去近十年的時間裏，《三體》影視化過程非

常混亂，《三體》動畫能夠順利制作出來已是個不

小的奇跡。《三體》動畫上線後，前兩話的播放量

迅速過億，拉動平臺股票大漲。依賴於原著的強大

IP效應，這部動畫劇集的熱度不容小覷。據平臺宣稱

，《三體》動畫版制作打磨時間長達五年，無論是資

金、時間還是制作，都是最大量級的項目，且被當作

壹個長線IP進行開發。同時，隨著近些年來國產動

畫技術的不斷進步，出現了不少高票房動畫影片、高

品質動畫劇集，觀眾很想見識壹下《三體》這部花費

大量時間和資金打磨出來的作品究竟如何。

從播出劇情來看，《三體》動畫以原著第壹部

結尾的“古箏行動”為開篇畫面，馬上進入原著第

二部《三體II:黑暗森林》的內容，原著主要人物

也迅速出場。觀眾對該作品議論最多的還是對原著

的改編。比如，原著對“古箏行動”做足了鋪墊，

這個行動本身也充滿想象力，讓人大開眼界。但動

畫劇集中的“古箏行動”從場面到細節，都沒有拍

出震撼效果，因為沒有前情鋪墊，也就沒有緊張感

。巴拿馬運河也確實如觀眾吐槽，做得像“村頭小

河溝”。“古箏行動”的目標是打擊降臨派，截獲

他們和三體世界交流

的信息，展開地球文

明與三體文明之間的

交鋒。這個行動很重

要，所以動畫劇集沒

有省略。雖然動畫用

黑屏白字簡單做了前

因後果的介紹，但沒

頭沒尾地從“古箏行

動”開始講故事，對

於很多非書迷來說很

不友好，很難順利進入劇情。

制作方介紹，之所以從原著第二部開始制作，

是因為原著第二部中充滿各種沖突，節奏相對較快

，更適合影視化。但通過動畫的前兩話可以看出，

此次影視化改編加入了很多好萊塢大片元素，比如

第壹話大篇幅的太空實驗、第二話羅輯和史強被追

殺的戲份等。羅輯被追殺的戲，滿是車禍、飆車、

火車脫軌等大片動作元素，這段戲還算比較流暢、

好看，但是否應該朝這個方向改編，劇迷也吵得不

可開交，有人認為這種橋段化風格的改編太過套路

和爛俗，有人認為這樣改編可以體現動畫的優勢。

但可以理解的是，《三體》動畫做的是更大眾化的

產品，開篇用來吸睛的戲份肯定是更通俗的動作、

科幻橋段。

觀眾對《三體》動畫爭議比較大的還有畫面審

美，不少網友吐槽動畫的建模粗糙，“像回到20

年前”。確實，作為高投資作品，《三體》動畫的

人物、畫風都不太精致，可以用粗糙來形容。作品

中的人物大多沒有面部紋路，每個人都頂著壹張面

無表情的臉，人物“醜”又不夠生動，很影響觀感

。這部動畫中的人物表情、材質精細度不夠，但大

場面做得還不錯。也有懂動畫制作的觀眾科普稱，

這是每集超過30分鐘的動畫劇集，不能與壹個半

小時的動畫電影做對比。對於第壹季15集體量的

《三體》動畫來說，頂級投資做成這個樣子也已經

不易，是很用心的作品。

《三體》動畫有如此高的討論度，完全是因為

觀眾對“國內科幻第壹IP”期待值太高。據了解，

制作方修改了很多版本，權衡書迷、劇迷、普通觀

眾的需求後，最終又遵從原著主線制作了這壹版。

對於像《三體》這樣的硬核科幻來說，影視化其實

是摸著石頭過河，怎麼改編沒有定法。《三體》小

說擁有龐大的書迷，這本身其實也是壹把雙刃劍。

書迷對影視化的期待，與真正的影視化很難目標壹

致，所以書迷的不認可也會形成對影視作品的口碑

反噬。但無論是書迷、劇迷，還是路人粉，他們需

要的可能是拍壹部獨特的《三體》，而非元素混搭

、風格不夠獨特的作品。近日，根據“國內科幻第

壹IP”《三體》改編的動畫劇集開播。科幻小說

《三體》被認為是“單槍匹馬將中國科幻提升到了

世界高度”的作品，這兩年《三體》影視化的壹舉

壹動，也是書迷關註的焦點。作為《三體》第壹部

影視化改編作品，動畫版開播後熱度很高，劇迷、

書迷集體“審視”這部動畫也成為壹時風景。目前

來看，該劇口碑兩極分化、有褒有貶。

過去近十年的時間裏，《三體》影視化過程非

常混亂，《三體》動畫能夠順利制作出來已是個不小

的奇跡。《三體》動畫上線後，前兩話的播放量迅速

過億，拉動平臺股票大漲。依賴於原著的強大IP效

應，這部動畫劇集的熱度不容小覷。據平臺宣稱，

《三體》動畫版制作打磨時間長達五年，無論是資金

、時間還是制作，都是最大量級的項目，且被當作壹

個長線IP進行開發。同時，隨著近些年來國產動畫

技術的不斷進步，出現了不少高票房動畫影片、高品

質動畫劇集，觀眾很想見識壹下《三體》這部花費大

量時間和資金打磨出來的作品究竟如何。

從播出劇情來看，《三體》動畫以原著第壹部

結尾的“古箏行動”為開篇畫面，馬上進入原著第

二部《三體II:黑暗森林》的內容，原著主要人物

也迅速出場。觀眾對該作品議論最多的還是對原著

的改編。比如，原著對“古箏行動”做足了鋪墊，

這個行動本身也充滿想象力，讓人大開眼界。但動

畫劇集中的“古箏行動”從場面到細節，都沒有拍

出震撼效果，因為沒有前情鋪墊，也就沒有緊張感

。巴拿馬運河也確實如觀眾吐槽，做得像“村頭小

河溝”。“古箏行動”的目標是打擊降臨派，截獲

他們和三體世界交流的信息，展開地球文明與三體

文明之間的交鋒。這個行動很重要，所以動畫劇集

沒有省略。雖然動畫用黑屏白字簡單做了前因後果

的介紹，但沒頭沒尾地從“古箏行動”開始講故事

，對於很多非書迷來說很不友好，很難順利進入劇

情。

制作方介紹，之所以從原著第二部開始制作，

是因為原著第二部中充滿各種沖突，節奏相對較快

，更適合影視化。但通過動畫的前兩話可以看出，

此次影視化改編加入了很多好萊塢大片元素，比如

第壹話大篇幅的太空實驗、第二話羅輯和史強被追

殺的戲份等。羅輯被追殺的戲，滿是車禍、飆車、

火車脫軌等大片動作元素，這段戲還算比較流暢、

好看，但是否應該朝這個方向改編，劇迷也吵得不

可開交，有人認為這種橋段化風格的改編太過套路

和爛俗，有人認為這樣改編可以體現動畫的優勢。

但可以理解的是，《三體》動畫做的是更大眾化的

產品，開篇用來吸睛的戲份肯定是更通俗的動作、

科幻橋段。

觀眾對《三體》動畫爭議比較大的還有畫面審

美，不少網友吐槽動畫的建模粗糙，“像回到20

年前”。確實，作為高投資作品，《三體》動畫的

人物、畫風都不太精致，可以用粗糙來形容。作品

中的人物大多沒有面部紋路，每個人都頂著壹張面

無表情的臉，人物“醜”又不夠生動，很影響觀感

。這部動畫中的人物表情、材質精細度不夠，但大

場面做得還不錯。也有懂動畫制作的觀眾科普稱，

這是每集超過30分鐘的動畫劇集，不能與壹個半

小時的動畫電影做對比。對於第壹季15集體量的

《三體》動畫來說，頂級投資做成這個樣子也已經

不易，是很用心的作品。

《三體》動畫有如此高的討論度，完全是因為

觀眾對“國內科幻第壹IP”期待值太高。據了解，

制作方修改了很多版本，權衡書迷、劇迷、普通觀

眾的需求後，最終又遵從原著主線制作了這壹版。

對於像《三體》這樣的硬核科幻來說，影視化其實

是摸著石頭過河，怎麼改編沒有定法。《三體》小

說擁有龐大的書迷，這本身其實也是壹把雙刃劍。

書迷對影視化的期待，與真正的影視化很難目標壹

致，所以書迷的不認可也會形成對影視作品的口碑

反噬。但無論是書迷、劇迷，還是路人粉，他們需

要的可能是拍壹部獨特的《三體》，而非元素混搭

、風格不夠獨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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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陳奕迅（Eason）14日晚舉

行的第五場演唱會，獲觀眾開電話燈滿

天星海為他打氣，令Eason感動得紅着淚

眼，要走回台底冷靜情緒才能繼續演唱。Ea-

son又主動走上舞台最高位跟山頂朋友打招

呼，但“落山”時險發生意外，而到了安

哥環節，全場七千人一齊大合唱《K歌

之王》，Eason唱了幾句已想流

淚。

陳奕迅為同“山頂”粉絲互動
結伴紅館捧場結伴紅館捧場 陳煒期待炎明熹開唱陳煒期待炎明熹開唱

險差錯腳當晚觀眾反應熱烈萬分，一度已
令Eason差點忘記歌詞唱不下

去，為答謝大家，不斷爬上舞台最高
位跟山頂朋友打招呼，他說：“我聽
到你哋話想望真啲，我都想望真啲大
家！”唱到《七百年後》Eason在
“落山”時，差點於高樓梯差錯腳，
幸好及時找回平衡，笑住同觀眾講，
“你哋真係太勁，搞到我都亂晒呀！
真係！哈！哈！哈！”

在與觀眾交談的互動環節中，
Eason得知大家會每晚上網搜尋演唱
會的資料時，又笑謂，“唔怪之你個

樣咁攰啦你。哈哈哈……其實最緊要
係咩？最緊要係家！Now！咁早知
幾冇癮……況且2D、3D唔同嘛！”

全場齊唱《K歌之王》
安哥環節，Eason選唱了《K歌

之王》，全場七千人一齊大合唱，
Eason唱幾句已經明顯滿眼通紅，一
直強忍淚水，要求自己好好唱完整首
歌。而自從Eason每晚的安哥歌單不
同，歌迷及網民已經掀起“估E神安
哥唱咩歌遊戲”，不斷留言給他是否
唱這首歌？亦有聰明的歌迷已經猜

到，而Eason安哥歌單是由他出道的
年份開始選歌。

此外，“聲夢人氣王”炎明熹
（Gigi）近日亦有去捧Eason場，她
在社交網上載多張相，見她十足小粉
絲般表現興奮，同行的還有在劇集
《青春本我》中飾演其母的陳煒，
“兩母女”齊做座上客，Gigi看畢演
唱會後滿足留言：“很開心，嘿嘿，
很精彩，哈！哈！”而陳煒亦留言給
Gigi 表 示 ： “ 期 待 妳 的 紅 館
show！”，相當看好Gigi日後同樣能
夠踏上紅館舞台開唱。

◆ 陳奕迅
獻 唱 金
曲，歌迷
紛 紛 和
應。

◆◆ 陳奕迅表現興陳奕迅表現興
奮奮，，唱到扎扎跳唱到扎扎跳。。

◆◆ 陳奕迅在每陳奕迅在每
晚的安哥環節會晚的安哥環節會
唱什麼歌引起歌唱什麼歌引起歌
迷猜想迷猜想。。

◆◆炎明熹炎明熹（（左左））跟陳煒齊來捧陳奕迅場跟陳煒齊來捧陳奕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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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資深
藝人劉少君15日以主理人身份舉行新聞
發布會，並邀請了麥翠嫻、歐靄玲、蔡
美蘭、鄧宇超以及多位街頭表演者等出
席，宣布本月27日在同一場地舉行《菜
街夜宴》活動，重拾昔日街頭多元化表
演的熱鬧景況。

劉少君表示，活動原定今年1月舉
行，受疫情影響延至年底，租場連製作費
投資了十多萬元，現已收到逾十個表演單
位報名，他都會表演唱歌，並希望藉是次
活動能得到政府給予街頭藝人有表演的地
方，也能令香港有多些景點和娛樂。

他續指今次只是初步計劃，其後預

算以過百萬元籌辦《菜街往事》音樂
劇，繼而再搵投資者合拍電影，並會預
埋多年好友麥翠嫻參與演出。

麥翠嫻亦對有關計劃大感興趣，認
為“菜街”有很多故事值得發掘。談到
工作，她稱待澳門逐步通關後，預計4
月會到當地登台，及正洽商劇集演出。

劉少君投資逾十萬 重現《菜街夜宴》盛況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藝人林志穎於7月22
日，駕駛自己的Tesla電動車在桃園發生嚴重交
通意外，導致右手骨折、還有顱內出血及輕微腦
震盪等情況，他大難不死之後，仍需要長時間進
行康復治療。

林志穎近日於社交平台甫出他在健身室做
Gym的照片，並留言表示：“全力復健。”他
還分享了一張X光片，寫到：“我的鈦合金右
手，說不痛是騙人的。”相片看來實在有點嚇
人，有網民表示：“真是看到都覺得好痛”，
不少粉絲和網民都紛紛留言為他打氣加油，祝
他早日康復。

其經理人公司亦透露了林志穎的復健近
況，志穎有持續依照醫生建議進行復健，開始
一些重量的訓練，目前平舉可以抬到90度了，
但還是繼續努力，健身教練說可能需要半年的
時間才能完全恢復，而且近日天氣變冷，恢復
速度也會變慢，若右手太久沒動會僵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2022卡塔爾世界盃
就像放煙花一樣，精彩紛呈，但轉眼間已進入尾
聲。不少香港球迷要熬夜睇波，而內地藝人黃曉明
也不例外，他還把脖子都扭痛了！

黃曉明前日在微博發了一張阿根廷球王美斯的
照片，並發文：“這幾天看球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
希望那邊進球，頭就會往進攻的球門方向一偏一偏
的，一場球下來脖子都扭痛了，這是什麼毛病啊，
求藥方。”

最後，黃曉明也不忘向自己支持的球隊隔空打
氣，“恭喜阿根廷進決賽！梅西（美斯）加油！”足
見他十分關注今屆世界盃。阿根廷對法國的世界盃決
賽將於香港時間18日晚11時舉行。

黃曉明關注世界盃為美斯打氣

姚
子
羚
被
批
北
上
利
姻
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
里）胡定欣與姚子羚15日拍
攝新春節目《新春開運王》
外景，二人獲師傅贈言明年
事業不錯，姚子羚更獲批北
方有利她的姻緣運，稍後再
北上工作的她，希望能找到
真命天子。

定欣與子羚兩位好姊妹
在節目中，會用寫字和揀食
物來測來年運程，定欣說：
“師傅話我事業幾好，計劃
的工作都可以實現，做事謹
慎細緻但很挑剔，跟揀另一
半一樣。”子羚就高興地表
示明年事業和姻緣運都不
錯，她說：“我寫了‘心存
善念’4個字，師傅讚我頭尾
都有個心字，而且北方有利
於我，之後我都要再北上工
作，希望承師傅貴言。”之
前有一段時間在內地工作的
子羚，笑言未找到合適的另
一半，她說：“他們太年輕
了，搞到姐姐太害羞，其實
都是交個朋友，他們只有20
多歲。”至於有合適對象時
會否抗拒異地戀，子羚說：
“北方定義好大的，俄羅斯
都算是北方，如果是在香港
的北京人都得啩？”

單身多時的定欣就期待
好姊妹的喜訊，至於她自己
的姻緣運，定欣笑道：“大
家拭目以待，我不會理什麼
定位的。”提到定欣早前投
訴“金牌媒人”林盛斌
（Bob）辦事不力，她笑道：
“他有看報道，他跟我說會
畀心機，我都不會再提他太
多，不想他的見報率比我
高，（可以拆他招牌？）Bob
的招牌不易拆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輕．功》14日晚
劇情講到朱敏瀚因女友懷孕關係決心努力賺錢，甚
至連裸模都去做，被初戀女友朱晨麗發現後，更對
全裸的他豎起拇指手勢，場面搞
笑。

朱敏瀚表示拍攝該場戲時脫
得相當徹底：“只穿了一條底
褲，外面再加一條肉色底褲，因
為近年都習慣拍除衫戲，所以都
不覺得尷尬。”朱敏瀚反而不滿

意拍攝時自己的身形，因為當時正值疫情嚴
重時，所有健身室都關門，他只可以在家做簡單
的操練，與他理想的狀態都一段距離。

另一場戲，鄭子誠醉酒當面直斥
蔣祖曼、黎耀祥、龔慈恩等人亦十分
精彩。子誠相信有一定人生閱歷的
人，看過劇集會有很大的感受。

朱敏瀚化身裸模 着兩條內褲打底◀ 林志穎已加強
復康訓練。

▶ 從X光片可見，林志
穎的右手被支架支撐
着，內藏多支鋼釘。

◀ 朱敏瀚這場戲剝得徹底，大晒肌
肉。

◆黃曉明透露睇波睇到頸痛。

◆◆劉少君的大計獲好友麥翠劉少君的大計獲好友麥翠
嫻大力支持嫻大力支持。。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後，香港的局勢變得動盪，很多港
人、特別是年輕人陸續移居加拿大，人數成爆炸式增長，急需協
助。除了當地政府機構之外，更多久居加國的香港移民便主動成
立了不同的組織，為新來的同胞提供協助。 “溫哥華街坊會”
就是其中的一個。

在香港出生的Marco Cheng是一個地產經紀，移民溫哥華
快十年了。他表示：“都是移民，知道新移民的辛苦，所以加入
街坊會，就是想去認識一下新來的香港朋友，幫助他們盡快融入
這個新的地方。”

他介紹自己是今年初參加溫哥華街坊會的，是一個比較活躍
的義工，大部分的事情都有幫忙，也是街坊會的核心成員。

據Marco介紹，溫哥華街坊會（Vancouver Kaifong Asso-
ciation）（簡稱：街坊會）於2020年11月成立，目的就是希望
建立鄰里間的互助關係，承傳香港文化，幫助從香港新移民、新
過來的人，特別是年輕香港人融入加拿大這個新環境、新生活，
大家團結一起在這個新的國家裡成長。

街坊會成立以來，通過舉辦講座、社區活動的形式，幫助新
來的香港人結識新朋友，更多地了解這個地方，更快地融入當地
社區。比如，辦過一些見工的講座，幫助準備簡歷；還辦過勞工
權益講座，幫助了解這裡的工作情況；也有安排稅務講座等。街
坊會還組織過爬山等活動。現在街坊會約有2千街坊。香港移民
選擇定居溫哥華，第一可能是氣候原因。和加拿大其它的省份比

較起來，溫哥華沒有那麼冷。溫哥華還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宜居城
市。

另外，溫哥華的生活和香港是很接近的，而且要飛到亞洲國
家也會近一些，是挺方便的。還有，住在這里香港人也比較多，
如果在這裡建立家庭之後，小朋友的生活也會比較容易適應，這
邊的教育也比較好。所以Marco覺得這種趨勢會持續下去，後續
很多香港人還是喜歡來溫哥華的。

Marco認為，首先加拿大是一個靠移民的國家，加拿大的人
口逐漸開始老化，所以不光是香港移民，其它國家的移民，都會
幫助加拿大的經濟盡一分力。新移民會帶來很多新的知識，有助
於城市的發展。

Marco表示，來街坊會尋求幫助的香港人，，很多人都只是
拿暫時居留證，工作簽證、學生簽證，或者說是臨時簽證，年齡
層可能是剛剛大學畢業，總體上看是大學畢業生比較多。大部分
過來不到一年，還沒有身份。而有些人很快就可以申請楓葉卡了
。

街坊會會盡量為他們提供找工作輔導，比如模擬面試，告訴
他們究竟該如何回答（問題）。街坊會之前還辦過英文班，幫助
一些英文水平不夠高的人提升英文水平。

Marco覺得，政府提供的資源和幫助還是不足夠的。特別是
他們中有些人之前參加過社會運動，看到或者親身經歷過某些情
節，會有PTSD（創傷後壓力症），街坊會也有與社工合作，一

起開相關講座。
Marco表示，新

移民離開自己住了幾
十年的地方——香港
移民過來，開始是艱
難的，所以想給他們
一些支持。 “我們街
坊會的口號是‘全程
接納與共融’。由我
們這些移民來這裡比
較長時間的香港人，
分享這裡的資訊給新
移民，讓他們盡快地
適應這個地方。”
“因為不斷有新移民
陸續過來，我們都會
繼續幫助他們，比如
找工作，幫助他們適
應這個新環境生活。
”

Marco還提到即將到來的聖誕節，街坊會將組織大型聚餐活
動，希望新老街坊能共聚一堂。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加國香港老移民樂助新港人加國香港老移民樂助新港人 楊楚楓楊楚楓

最近，关于万国置地总裁史锐雪在美国

因被控电汇欺诈获刑20年的消息再次引起人

们对EB-5投资移民安全性的关注和担忧。那

么什么是EB-5投资移民?办理EB-5需要注意

哪些问题?EB-5如何有效避免或降低风险?让

我们听听业内人士、美国EB-5移民专家----中

国政法大学移民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宇先生

的解读。

一、什么是EB-5（Employment-Based Immigra-

tion: Fifth Preference EB-5）？

美国EB-5 签证，基于就业的第五优先类

别或EB-5 移民投资者签证计划，于 1990 年

根据1990 年移民法创建，为符合条件的移民

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成为合法永久居民的方法

。

----维基百科

由USCIS 管理 EB-5 计划。根据该计划

，投资者(及其配偶和未满 21 岁的未婚子女)

有资格申请绿卡(永久居留)，如果他们：

1) 对美国的商业企业进行必要的投资

2) 计划为合格的美国工人创造或保留

10 个永久性全职工作岗位。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

二、EB-5投资应注意哪些问题？

美国EB-5移民类别由于对投资人的年龄

、语言能力、教育背景、学术研究、工作资

历、专业技能等均不做要求且一人申请全家

绿卡，受到中国投资人的青睐。但由于其高

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加上地域和语言限制

，使得投资人的投资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极少数不良商人利用这一点欺诈中国的投

资人，导致投资人绿卡和投资款的安全受到

威胁，甚至造成钱卡两失及时间成本等巨大

损失。

美国贝特曼集团创始人刘宇先生指出：

“EB-5 做为一个结合了移民法律法规和资

本投融资两大专业领域的跨国商业项目，涉

及到了中美两地政府监管、美国移民法与签

证法规、海外投资人合规招募、区域中心合

规与运营、房地产项目投融资、房地产项目

开发与运营、证券基金发行与管理等方方面

面，只有将法律服务和投资管理同时纳入这

一业务的经营管理才有可能将风险降至最低

。”

因此，从投资人角度，最核心的要求是

投资人的资金来源合法、路径清晰，所提供

的所有的资料真实有效。从居间方的角度，

除了专业、诚信的基本要求外，是否具备金

融及地产项目风控能力、专业移民法律服务

能力、突发及风险状况处置能力、代表投资

人话语权能力也至关重要。 从项目方的角度

，最关键的是如何确保移民法所要求的就业

人数以及投资款返还，这就涉及到项目的基

本面、项目资金的使用、项目合法合规、项

目过程管理等综合性的考察和监督。

三、贝特曼集团在保障投资人资金和绿卡安

全方面有哪些措施？

“全力保护投资人的利益”是贝特曼集

团奉为圭皋的经营理念---刘宇。贝特曼集团

利用美国本土优势结合20余年移民行业经验

，在2022年推出了针对EB-5旨在保护投资人

绿卡安全和资金安全的“守护者计划”。其

重要组成部分如下：

1) 不成功不收费

对于贝特曼客户，在I-526E申请阶段如果

出现非投资人个人原因导致的I-526E被拒，则

贝特曼集团将百分百全额退还投资人如下款

项：

1、投资本金; 2、资金管理费;3、移民律

师费;4、咨询服务费。

这一举措业内绝无仅有，可以说将投资

人在申请I-526E阶段的风险和损失控制到最低

水平。

2) 全程免费律师咨询

EB-5申请，一个基本特点是要求由在美

国本土注册的专业移民律师代理申请。因此

投资人与移民律师的直接沟通和专属服务就

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美国专业人士如律师、

会计师等都是按小时收费的，一般来讲收费

标准在500～1000美元/小时，而EB-5从申请

期到获得绿卡及回款可能长达数年，普通居

间机构和个人很难长期承受这样的成本。但

贝特曼集团承诺：

所有贝特曼客户在EB-5整个申请阶段均

可不限次数免费与贝特曼法律集团的专业移

民律师沟通，仅需预约。

3) 资金安全守护

贝特曼法务集团将本着“三严原则”最

大限度降低投资人的投资风险，“三严原则

”分别指：

1、 严选项目：贝特曼代表为客户争取

最好可能的项目条件。进行投资前的严格项

目审核，包括对项目的尽职调查、投资人权

益谈判等。

2、 严管投资：贝特曼将为客户进行专

业有效的投资监督。免费承担投资后的项目

监督，包括对项目进展的监督、报告、问题

处理等。

3、 严格守护：贝特曼为客户免费提供

专业严肃的法务支持。在认为有采取法律措

施必要时，将代表客户开展包括诉讼在内的

法律维权行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三严原则”针对投资人地域、语言、

专业性不便的情况，重点把控投资项目的风

险评估、合法合规及风险处置，贯穿了申请

的全过程，就又是一项业内创新且独有的服

务，由在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贝特曼法律

集团全程专业支持。

4) 亿元律师执业险

为进一步确保贝特曼客户移民事务的安

全性，贝特曼法律集团投保了1500万美元。(

超亿元人民币)美国律师执业险，成为全球首

个千万美元(亿元人民币)级别移民律师执业险

的律师事务所。

美国律师执业险保障范围：

1、保险期内，保单覆盖律所所有法律服

务，保单承保总额及单笔理赔上限1500万美

元。

2、由移民律师的失误或不当行为造成客

户损失，可申请承保的美国保险公司进行理

赔。

3、客户签约前可获得保单副本复印件，

正式签约时可获得正式保单副本，无需单独

购买。

综上所述，刘宇先生及其领导的贝特曼

集团，在保护投资人利益上面不搞表面那一

套，而是真金白银的投入，竭尽所能在整个

业务链条上严防死守降低风险。但刘宇先生

也同时指出，没有绝对零风险的投资，但贝

特曼愿意以专业诚信的团队、多年的从业经

验、先进的业务模型和广大投资人一道改善

投资体验和行业生态。

EB-5美国移民之路，谁来守护？

近期很多私信问道，是不是只要我要拿到

绿卡了，我就是美国人了？

当然不是，您拿了绿卡以后，还是中国人

，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只不过是拿到绿卡的，在身份上多了一种

选择。

如果是您有孩子的话，您可以选择让孩子

接受美国的教育或者中国的教育？

如果选择美国的教育，是可以享受到与美

国本地公民同等的教育福利，例如优惠的学费

，名校优先选择等等。

如果你是单身话，那么跟您结婚的人，不

管是哪个国家人，他都会成为美国人。

这个也算是移民美国弯道超车最好的办法了。

美国绿卡和美国国籍有一些什么区别呢？

绝大多数移民美国的申请人拿到的都是绿

卡，持有绿卡身份可以在美国长期的定居，也

可以无限制地参加工作，享受各项的社会福利

，像免费的医疗、教育等等。

其实绿卡持有者和美国公民没有什么太多

区别，但是在回国方面，持有中国护照的绿卡

持有人可以随时回国，且不需要办理签证。

无论您在哪里购买机票以及过海关的时候

，都要使用中国护照。

那如果您已经是美国公民了，拿到了美国

的护照依旧也可以回国，只不过这个时候，因

为您的身份发生了变化，需要申请中国签证进

入中国，办理签证也会产生一点费用。

那如何才能成为美国人呢？

您需要在五年的时间内，每年居住六个月

以上，就可以申请美国籍了。

当然，申请美国籍的条件是先得有一张绿

卡，那么2022-2023可以实现快速移民的项目是

什么呢？

一、项目介绍

EB-1A：

适合的群体广泛，每年拥有超多签证配额

，拥有15天加急审理通道，想要快速移民，

EB-1A是首选。

项目优势：

1.一人申请，全家永久绿卡

2.审批快、周期短、无需排期

3.无资产要求、无投资要求

4.无需雇主、无需劳工卡

5.各行业均可申请

6.加急15天获批，6个月拿绿卡

申请条件：

1. 获得过国际或国内的权威性的奖项；

2. 加入过专业协会组织；

3. 被权威性媒体刊物记载或报道过；

4. 担任过评判委员；

5.相关领域有重大贡献

6. 发表过学术论文；

7. 举办过大型个人作品展；

8. 在专业机构担任决定性角色；

9. 行业内高薪；

10. 艺术领域做出过大量商业收入成绩。

注：以上十条参考中只需满足至少三项即

可申请。

NIW国家利益豁免移民：

EB-2中的特殊类别，基于美国对国家利益

层面考虑，对外籍申请者可豁免劳工证申请、

豁免雇佣关系，直接申请移民，一步到位拿永

久绿卡。

相比于EB-1A杰出人才移民的诸多条件限

制，EB-2 NIW门槛相对较低。

项目优势：

1.申请过程简单，可加急申请

2.没有学历、语言、行业和年龄上的限制；

3.全程围绕个人背景做移民，成功率高；

4.无需海外投资，风险低；

5.无需换汇，免除外汇管制

的痛苦；

6.无需雇主邀请，无需赴美

工作；

7.一人申请，配偶及子女可

同时获批；

8.一步到

位拿到永久绿

卡。

申请条件

：

拥有高等

学位或特殊技

能的人才，二

者只具备其中

一项即可。

1、 高等学位

硕士及以上学位或者国外同等学历。

2、 特殊技能

在科学、商业、艺术领域，拥有特殊技能

者，需满足下列6条件的至少3条：

1.曾获得学院或其他机构颁发的官方学术证

明；

2.有10年以上的全职工作经验；

3.有相关领域的专业从业执照或证书；

4.高薪资或高报酬的证明；

5.申请人是某权威协会会员；并做出重要贡

献；

6.获得同行、政府机构、专业人士的认可。

人才移民之路 只要要拿到绿卡 就是美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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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夯台劇《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金獎班

底回娘家，原班人馬笑鬧大銀幕！2023兔年最強

賀歲首選電影《我的婆婆怎麼把OO搞丟了》由

陳慧玲、吳明憲共同監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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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回歸，打造今年最台、最鬧的爆笑

喜劇，電影在2023年1月13日全台上映。今（14

）日舉辦正式預告發布會，監製陳慧玲、監製吳

明憲率主要演員鍾欣凌、許傑輝、黃姵嘉、張書

偉出席，並首次揭曉片中的「神祕OO」由炎亞

綸飾演！正式預告可見許傑輝飾演的「火寮一哥

」豪華求婚婆婆鍾欣凌，卻遇到又高又帥的「超

強情敵」；金鐘視后鍾欣凌這回變身「追星婆婆

」，少女心大噴發，追星追到把人搞丟，尋人過

程笑鬧不斷，春節闔家觀賞笑嗨嗨！

今發布的正式預告曝光「火寮一哥」許傑輝

與「婆婆彩香」鍾欣凌的戀情新發展，火寮一哥

始終專情於「彩香」，為求真愛使出渾身解數，

不惜動用熱氣球、城堡等豪華求婚招式，其中一

場熱氣球求婚戲，特別將熱氣球從台東調到台南

，拍攝條件也相當嚴苛，不僅要早上六點到，考

慮地表的濕氣、溫度與風向，必須在兩小時之內

拍攝完畢，讓熱氣球膨脹到最漂亮的模樣，克服

熱氣球的脾氣跟任性，甚至出動起重機拉到9樓

高度，讓獨自演出的許傑輝直呼恐怖：「9樓的

高度是人類視覺最恐怖的高度，整個竹籃子裡只

有我一個沒有別人，我又要演得很激動，真的很

怕自己太過激動會跳下來。」這次在電影版中感

情遇到勁敵，許傑輝活動上笑稱對自己中南部市

場有信心，並開玩笑地表示：「濁水溪以南都靠

我！」最後也更不忘呼籲觀眾，「大家都有吃團

圓飯的習慣，這部電影除夕夜也會上映，歡迎大

家進戲院來個不一樣的團圓飯。」

炎亞綸這次在電影版中演出大明星「OO」

，被飾演婆婆瘋狂示愛，在一場慶功宴後神秘失

蹤，而最大嫌疑人竟然是婆婆鍾欣凌，超展開的

劇情令人相當驚喜！炎亞綸在活動上稱自己誤闖

電影圈、也誤闖他們的感情，兩人大銀幕首度合

作，鍾欣凌大讚炎亞綸「自帶光芒」，是個「活

潑大男孩」，很適合這個角色，在劇組裡也沒有

違和感，而且在拍攝現場還會主動開口化解尷尬

，沒包袱也沒明星架式，很快就可跟他在一個頻

率上面。」而炎亞綸也坦言本來就很想跟鍾欣凌

合作，更大方形容鍾欣凌是個「可甜可鹹」的人

，「她可以演一個非常幽默的人、可愛的人、很

鬧的人，但她也可以同時把人瞬間帶到一個很感

動的氛圍，跟她對戲讓我感覺很幸福！」鍾欣凌

受訪時透露自己在拍攝電影版期間體重達到人生

高峰，並解釋因為劇組感情太好，每天都有人請

客，簡直「過太爽」！此外，鍾欣凌這次電影版

中周旋於兩「男」之間，尤其和又高又帥的炎亞

綸有不少親密對手戲，讓她不好意思地說：「大

家看完電影一定會懷疑我是不是有偷塞紅包給監

製！」最後也提及不管幾歲都會有少女心、少男

心，「歡迎帶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全家進戲院看

賀歲片過個好年。」

１月１３日 原班人馬陪你 起笑過新年！

蘇家婆婆彩香（鍾欣凌飾）粉紅少女心大發

，追星不成竟弄丟大明星OO（炎亞綸飾）引來

警方關切，蘇家噗嚨共子女紛紛傻眼，兒子秉仁

（楊銘威飾）不負責落跑、女兒秉愛（蘇晏霈飾

）揮刀找線索、秉忠秉孝（邱凱偉／王少偉飾）

不孝提議報警。為幫婆婆找回ＯＯ，小鷗（黃姵

嘉飾）與發貴（張書偉飾）感情陷危機，還與閨

密大美（林筳諭飾）一同被上銬進警局！最愛婆

婆的一哥（許傑輝飾）又將如何迎戰情敵，贏回

彩香的心？電影將在2023年1月13日全台熱鬧上

映，更多資訊請上官方粉絲團查詢：https://www.

facebook.com/UMotherBaker

炎亞綸演大明星遭婆婆瘋狂示愛
大讚鍾欣凌: 「可甜可鹹，對戲好幸福！」

《屁屁偵探》與日本動畫《角落生物

》《鬼滅之刃》被封為「小學生三大天王

」，持續推出新作，全新劇場版第四彈

《屁屁偵探：天才惡人屁屁亞蒂》即將搶

攻明年春節檔，其中最臭屁反派「屁屁亞

蒂」日本請到福山雅治，台灣則請到修杰

楷獻聲，讓他興奮表示：「女兒們用崇拜

眼神看著我。」

《屁屁偵探》11 年前問世，源自

iPad的App，2012年推出繪本後，2015年

以《屁屁偵探FILE》兒童讀物系列攻進

小學生市場，累積熱銷900萬冊。4年前

電視卡通版登場後，更上屁屁偵探成為

兒童們的超級偶像，除相關周邊大賣外

，也曾來台舉辦展覽，都吸引父母帶小

孩一起朝聖。

屁屁偵探智商高達1104，頭戴貝雷帽

紳士的打扮，和英國人一樣喜歡品嘗紅茶

跟甜點，跟助手布朗辦案的互動宛如福爾

摩斯跟華生的搭配，這次電影劇情安排的

大反派屁屁亞蒂，是為了致敬福爾摩斯的

大對手──莫里亞蒂教授。

日版的屁屁亞蒂由不老男神福山雅治配

音，過去鮮少扮演反派的他，第一次嘗試如

此暗黑的角色，他引用片中台詞說：「抱歉

請容我全力『無禮』了，才不會對不起屁屁

偵探史上最強反派的封號。」他也自曝是屁

屁偵探粉絲，對於這次接到邀約，「能夠成

為《屁屁偵探》世界中的一人，真的是又驚

又喜，我也超級期待的。」

中文配音則請到從未替動畫配音的修

杰楷擔綱，他坦言接到邀約時壓力超大，

還沒當爸前就因哥哥和朋友的孩子們認識

了《屁屁偵探》這部作品，其後女兒也跟

著看，家裡還有珍藏版套書，當孩子得知

爸爸要幫《屁屁偵探》的大反派配音時都

相當興奮，迫不及待想去戲院看。

《屁屁偵探：天才惡人屁屁亞蒂》描

繪無時無刻都能冷靜沉著、噗噗兩下就破

案的屁屁偵探，這次碰上超狂超強的敵人

「屁屁亞蒂」，不僅事件難以破解，汪汪

警察還遭設陷阱，屁屁偵探遇到走投無路

的困境；同場加映《夢想的巨無霸地瓜派

園遊會》，屁屁偵探首次擔任「幸運貓咪

」咖啡廳的一日店長，他要挑戰為鎮民們

做出超大尺寸的巨型地瓜甜派。《屁屁偵

探：天才惡人屁屁亞蒂》2023年1月20日

全台上映。

修杰楷為《屁屁偵探》獻配音處女秀

化身最強反派變女兒偶像

國片海外再綻光芒！第42屆夏威夷國際影展昨天公布入選名單

，台灣導演陳潔瑤執導的溫馨家庭喜劇《哈勇家》喜上加喜、一舉

入選兩大單元，除了「台灣電影焦點」（Spotlight on Taiwan），更

獲選該影展獨有的「原民鏡像」（Indigenous Lens）單元。導演陳潔

瑤聽到好消息十分興奮，原本期待趁疫情趨緩、赴夏威夷宣傳，卻

因為《哈勇家》下月即將上映，馬不停蹄的活動讓她只得作罷，但

她表示「我以後一定會再去」。夏威夷國際影展藝術總監Anderson

LE盛讚《哈勇家》是一部「溫暖有愛的電影」，並以「楊德昌遇上

李安」風格讚譽導演陳潔瑤，認為該片完美呈現了台灣傳統與現今

社會的衝突。《哈勇家》日前也入圍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

最佳新演員、最佳女配角等六項大獎，將於11月11日在台上映。

陳潔瑤昨天是在前往《哈勇家》拍攝地宜蘭南山部落途中，得

知新作入選夏威夷國際影展的好消息，開心表示是獻給該部落最棒

的伴手禮。由於夏威夷與台灣同屬南島語族，讓擁有泰雅族身分的

她格外嚮往。夏威夷國際影展藝術總監兼策展人Anderson LE對

《哈勇家》讚譽有加，推崇該片將台灣原住民社會的獨特文化、全

都濃縮在「哈勇家」一家人裡，是一部溫暖有愛的電影。片中呈現

出典型傳統和現今社會的衝突，就好像「楊德昌遇上李安」，並深

具陳潔瑤導演的獨特風格。

林詹珍妹獻唱泰雅聖歌淚崩《哈勇家》入圍金馬獎最佳女配角

這部「溫暖有愛」的電影《哈勇家》，日前也入圍第59屆金馬獎

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著劇本、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員及最

佳電影主題曲等六項大獎。該片舉辦試片佳評連連，不少觀眾對片中

飾演「阿嬤」的林詹珍妹最感驚艷。其實這是林詹珍妹第一次演戲，

導演陳潔瑤為邀請她演出《哈勇家》，還特地開車4個多小時到她所

居住環山部落，並拜託她的子女們幫忙遊說。原本擔心阿嬤會婉拒，

卻不料竟爽快答應，原來她的孫子之前就演過陳潔瑤獲獎前作《只要

我長大》，全家人決定繼續力挺她的新片《哈勇家》。

林詹珍妹在電影《哈勇家》飾演這家的女主人，在家族面對傳

統與現代的衝擊下，睿智又溫暖地帶領著家人向前走，格局與氣度

都讓人敬愛不已。有趣的是，林詹珍妹在答應演出《哈勇家》後，

信守承諾下山出席試鏡，由於表演突出加上能歌善舞，還意外驚嚇

到一堆藝人與工作人員，紛紛打聽她的來歷。林詹珍妹在《哈勇家

》演技俐落極具氣場，魅力獨具讓人難以忽視。片尾一場她以泰雅

語唱出聖歌《求聖靈澆灌》時，動人歌聲更感動全場，讓現場演及

工作人員都聽得潸然淚下，她也以這個台灣電影史上從未出現過的

角色，一舉入圍本屆金馬獎最佳女配角。而這部有她「溫暖有愛」

演出、剛獲選夏威夷國際影展的電影《哈勇家》，將於11月11日

在台上映。

夏威夷影展爆雙喜

《哈勇家》林詹珍妹全家力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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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常州，大约90%的游客会说到“恐龙

园”。但再接着问下去，很大概率会一问三不

知。

这里似乎有些过于“平常”，以至于问在

当地生活的人们，“常州有什么特色美食”时

，得到的答案都是以“没什么特色”居多。

在地理上，常州，处在上海和南京两个超

级都会之间，是“苏锡常”都市圈的一部分。

但要论经济体量，常州和苏州、无锡比起来，

还是低调许多。苏州长期位列全国GDP前十

，无锡去年挤进了全国前十五，而常州去年刚

好排到第25名。

别小看常州的第25名，要知道在GDP未达

万亿元的城市中，常州可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个

。若论人均GDP，常州去年排到了全国第9。

如此可见，常州，真的不平常，而是一座

低调的宝藏城市，这种宝藏首先体现在美食上

。

常州没有特色美食？别开玩笑了

在坊间，常州素有“吊州”之称。

据小鸡词典解释，由于铁路常州站和常州

北站的站名灯牌中，“常”字灯牌的宝盖头一

度损坏，无法正常发光，导致“常州”“常州

北站”字样的夜间效果分别变成“吊州”“吊

州北站”。后来，“吊州”就成了常州的非正

式别称。

吊州梗后来还被广泛演绎，尤其“我出不

了吊州，你带一包萝卜干走吧”这一句，成为

网友之间流传的名句。

这里所说的萝卜干，是一种常州特色小吃

，以咸中微甜、纤细脆嫩的口感著称。据考证

，常州萝卜干的制作技艺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

，2020年还被评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

能把非遗融入到网梗里，而且这梗很多常

州当地人也在玩味，足以见得常州的包容性了

。

当然，常州的美食，可不止萝卜干一个。

虽说常州菜也属于苏菜一系，但在具体菜式上

还是颇有特色。众多菜式中，必须首推“天目

湖砂锅鱼头”。

天目湖位于常州下辖的溧阳市，离安徽和

浙江都不远，其前身是沙河水库。这里盛产鳙

鱼，也就是“胖头鱼”。改革开放前，水库管

理方在迎接客人时经常将这种鱼红烧作为下酒

菜，由于鱼头肉不多，往往会被扔掉。水库领

导觉得可惜，就建议用鱼头烧汤。

但鱼头汤要想做得好喝，还真不容易。

1975年，从部队转业来到水库食堂当炊事员的

朱顺才经过反复摸索，终于将鱼头汤的口味烹

制得汤浓如乳，香气扑鼻。

据《溧阳日报》报道，1982年，75国驻华

使节偕夫人来到沙河水库，品尝过砂锅鱼头后

，纷纷赞不绝口，从这之后，这道菜肴便名声

大噪、驰名中外。

如今，天目湖砂锅鱼头不仅成了常州菜的

一张名片，更入选江苏菜十大菜肴之一，到天

目湖喝鱼头汤已经成了到常州旅游的“必打卡

”项目。

“寨桥老鹅”也是常州名菜之一。寨桥是

常州市武进区的一个镇，这里紧邻西太湖，对

于养鹅来说条件得天独厚。寨桥老鹅经焖制而

成，它最大的特色在于鹅肉“老”，鹅肉越老

越鲜、越老越香，吃到嘴里富有韧性，甘腴耐

嚼。

还有“芙蓉螺蛳”，也堪称一绝。你可能

会说，螺蛳能有什么特色的，很多地方都有啊

！确实，很多地方都有炒螺蛳这道菜，但芙蓉

螺蛳却只有常州才有。“芙蓉”指的是位于常

州市武进区的芙蓉镇，这里的鲜螺要不定期以

豆浆喂养，如此一来便长得壳薄、肉厚。烹饪

方法也很多样，有红烧螺蛳、爆炒螺蛳、鸡汤

螺蛳等，每一种都有不同口感。

常州的特色菜肴当然不止这三道，还有香

糟扣肉、清炒白芹、红汤百叶等，都各具特色

。不过这些菜肴，一般要大一些的餐馆才有，

适合亲朋好友结伴品尝。若是一个人说走就走

，则可以选择一些小吃。

主食可以选择笃烂面，这是常州本地特色

面食。做法非常简单，一把细面，几棵青菜，

再加点肉丝打个鸡蛋，淋两滴香油。关键是面

要煮到烂，越烂越有口感。一碗笃烂面，再配

上虾饼、蟹壳黄、素火腿，幸福感别提有多高

了。

这里的蟹壳黄可不是蟹壳里的黄，而是一

种糕点，其馅心有荠菜、葱油、白糖、明油豆

沙等4种，只不过形似蟹壳，色呈金黄，方才

得名蟹壳黄。而素火腿是一种豆制品，其历史

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虽不是火腿肉却有火

腿肉的口感，连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都爱不释

口。

常州美食，不光美味，其中更浸透着历史

的余韵，让这片土地更吸引人了。

龙城的“龙”，恐龙园的“龙”

常州被称为“龙城”。在中国，拥有这一

称号的地级城市还有山西太原、甘肃天水、黑

龙江齐齐哈尔、辽宁朝阳和广西柳州。

之所以有这个名号，有很多种说法。最早

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其中齐、梁两

代15位皇帝出自常州。还有个说法跟神话传

说有关，相传九条天龙相争于东海之滨，结果

龙宫九太子大胜，剩下八龙中有六条去了常州

，当地百姓无不雀跃，纷纷迎接真龙降临。后

来，常州就有了“六龙城”的叫法。

南宋抗金名将李纲在“七律”《送梁仲谟

尹武进》写道：“悬想公余留逸兴，六龙城邑

郁嵯峨。”这是关于“六龙城”最早的记载。

到了明代隆庆年间，常州知府施观民建了“龙

城书院”；后来，清朝乾隆皇帝在常州天宁寺

题写了“龙城象教”的匾额，六龙城之外，常

州又有了“龙城”的称谓。

龙城称谓的流变史，足以看出常州源远流

长的历史文化魅力。而如今我们提起常州，多

数游客言必称“环球恐龙园”。2018年，美国

咨询机构艾奕康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常州恐

龙园当年在亚太地区所有主题乐园中游客增速

最快，一度比广州长隆和上海迪士尼的人气还

高。

事实上，恐龙园的“龙”和龙城的“龙”

之间还真有联系。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常州

计划以“龙”为主题建设主题乐园，盘活旅游

资源，刚好在1996年等来了机会。在北京召

开的第四届世界地质大会上，许多国家向中国

地质部门赠送了珍贵化石，其中就有恐龙化石

。

当时，地质部门考虑告别简单的橱窗陈列

模式，结合旅游、文教、互动娱乐等需求综合

保护这些化石，几经周折，常州争取到了项目

落地的机会。1997年9月，常州恐龙园项目奠

基。3年后，恐龙园正式对外开放。

如今，恐龙园已经成了到常州旅游的首选

。以恐龙园引流，盘活龙

城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这

条路径常州走通了。

如果顺着历史脉络来

走，到常州的第一站必得

是春秋淹城。常言道：

“明清看北京，汉唐看西

安，春秋看淹城。”这里

是中国目前春秋时期至今

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地

面城池遗址。整座城池从

里向外，由三城三河相间

环绕而成，是现今城池遗

存中独一无二的建筑形制

。

到了隋朝，京杭运河从常州穿城而过，从

此，运河成了常州的历史印迹之一。其中，常

州河段西起篦箕巷，东到东坡公园。篦箕指的

是木梳，江南有谚云：“扬州胭脂苏州花，常

州梳篦第一家。”自晋代始，篦箕就逐渐成为

常州手工业的代表，元代还曾随海上丝绸之路

传到海外。如今，篦箕巷里，依旧有不少匠人

在传承这项技艺。

而东坡公园，是为了纪念“苏东坡”苏轼

。苏轼曾经11次来到常州，最终病逝也是在

常州。如今的公园，便是苏轼最后一次弃舟登

岸入城之地。到了南宋，有人在此地建舣舟亭

以示怀念。历代又以舣舟亭为中心建设，渐成

今日园林之景。

运河两岸，历史绵延至今。常州与水的渊

源，却不止于运河。

没去过西太湖，别说你到过常州

九行上次去常州，缘起是“西太湖国际音

乐节”。当时以为西太湖就是太湖西部，终于

可以一览太湖之美。去了才发现，西太湖和太

湖完全无关，是不同的湖泊，只不过西太湖位

于太湖以西，这一点倒是诚不欺我。

西太湖，古称滆湖。关于滆湖形成的时间

，史学界尚有争议，但成因方面却有共识——

地震陷落，积水成湖。湖泊面积放到整个中国

排不上号，但在苏南地区却是仅次于太湖的第

二大湖泊。

明朝时期，常州武进籍诗人陆范曾写下

《滆湖》一诗，描写其落日之下的湖光之美：

野水稽天路欲迷，楼船冲浪滆湖西。

轻桡不及鱼郎隐，深卧芦花落日低。

清代常州籍著名学者赵翼也曾咏叹：“扁

舟夜泛滆湖东，一片清秋月满空。”

滆湖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不止于诗词。常州

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葛金华表示：“隋唐时期运

河兴起，使得常州成为运河转运的中心城市，

由扁担河、孟津河、西蠡河等与京杭大运河共

同构筑的南北多元水上通道，造就了滆湖东、

西区域水上中轴交通枢纽地位，并对周边产生

巨大影响。”

到了如今，常州西太湖不仅变得更美，而

且游玩活动也更加丰富了。当地建设了亲水台

，方便游客游览，揽月湾广场还设置了音乐喷

泉，到了晚上格外热闹。

西太湖畔还经常主办各类活动。2013年，

常州西太湖畔举办了热气球公开赛；西太湖音

乐节也举办了三届，今年不少常州本地的知名

歌手参加了演出，尤其SipSu小口酥的《滚烫

》和Subs张毅成的《画》燃爆了现场。

西太湖对常州的意义不言而喻，太湖也同

样重要。

有趣的是，太湖周边虽然有苏州、无锡、

常州、湖州四座城市，但由于太湖水域全部归

江苏管辖，位于浙江的湖州只能远望。更有趣

的是，苏锡常三地中，苏州管辖着太湖约70%

的面积，无锡占29%，到常州只有1%。

别小看这1%，常州却规划出了太湖湾旅

游度假区，并在度假区内设置了环球动漫嬉戏

谷这样的高人气项目。而且每年，常州还会在

太湖湾举办马拉松、音乐节——千万注意，这

跟西太湖不是同一个音乐节，许多游客打车去

错了地方。

常州，一座旅游宝地，一座历史名城，一

座美食之都。去一次无法阅尽它的美味，期待

下次再见。

江苏最猛的IP，不在苏州和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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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台商會2022秋季烤肉Eldridge公園舉行
台商會2022秋季烤肉Eldridge公園舉行，當天秋高氣爽，天氣非常好,非常感謝

周政賢伉儷準備的肉，還要切剪，醃製，冷藏。雞腿先煮熟，這些工作非常繁重，烤
肉當天有史丹佛市的副市長譚秋琴，經文處副處長王韋龍，僑教中心副主任黃依莉，
還有經文處張家華,韋天翔,魯開平一起參加。大家一起吃吃喝喝，享受一下闔家歡樂
的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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