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afnb.com

HOUSTON AREA:
MAIN CORPORATE OFFICE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596-2888

HARWIN BRANCH
7038 Harwin Dr,
Houston , TX 77036
TEL: 713-273-1888

FIRST COLONY BRANCH
4915 Hwy 6 S
Missouri City , TX 77459
TEL: 713-596-2588

SPRING BRANCH
1318 Blalock Rd.
Houston , TX 77055
TEL: 713-273-1838

KATY BRANCH
1231 South Mason Rd.
Katy , TX 77450
TEL: 281-762-6688

SUGAR LAND BRANCH
3412 Highway 6,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TEL: 281-762-6699

DALLAS AREA:

L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TEL: 972-348-3488

HARRY HINES BRANCH
TEL: 972-348-3433

LEGACY BRANCH
TEL: 972-348-3466

CARROLLTON BRANCH
TEL: 972-428-5088

PLANO EAST BRANCH
TEL: 469-429-2422

ARLINGTON BRANCH
TEL: 817-261-5585

GARLAND BRANCH
TEL: 972-272-3375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TEL: 702-777-9988

PAHRUMP BRANCH
TEL: 775-751-1773

AMARGOSA VALLEY BRANCH
TEL: 775-372-1100

HENDERSON BRANCH
TEL: 702-216-5500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TEL: 626-667-3988

ALHAMBRA BRANCH
TEL: 626-863-1980

ARCADIA BRANCH
TEL: 626-321-4455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APY assumes principal and interest will remain on deposit until maturity. 
Minimum balance to obtain APY is $25,000. Penalty imposed for early withdrawals. Fees may reduce earning. 
Not available for public funds or brokered funds. APY is accurate as of the publication date and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Minimum opening balance to receive gift is $25,000 to $99,999for Gold Ingot or amount $100,000 and over for 
Gold Kumquat. The gift will be provided at the time of account opening. The gift is limited to a maximum of one 
per account opened and is available on a first come basis. Multiple accounts opened under the same name will 
be considered one account opening and is limited to only one gift.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substitute a gift of 
similar value. Gifts are considered interest and may be reported on IRS Form 1099-INT or 1099-MISC (or Form 
1042-S, if applicable). Available on 1/9/2023 thru 1/31/2023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ates and terms, please contact AFNB at 1-877-473-1888.

2

1

Since 1998 th

A N N I V E R S A R Y

A
m

er

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Saturday , January 07  2023|

Republican McCarthy gains momentum but 
fails to clinch U.S. House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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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Jan 6 (Reuters) - Republican Kevin 
McCarthy on Friday picked up support from right-wing 
hardliners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ho had 
blocked his speakership bid, but it was not enough to end 
the deepest congressional dysfunction in more than 150 
years.

In a 12th round of voting in four days, 14 Republicans who 
previously opposed McCarthy voted for him in a sign that 
his prospects may be improving after he offered the hold-
outs a range of concessions that would limit his clout if he 
succeeds in becoming speaker of the House.

But seven fellow Republicans still voted against him, 
leaving him three votes short of the majority needed to win 
the speaker’s gavel and prompting his supporters to put his 
nomination forward for a 13th vote.

McCarthy earlier had predicted progress.

“Watch here and you’ll see some people who have been 
voting against me voting for me,” McCarthy, 57, said be-
fore Friday’s vote.

Republicans’ weaker-than-expected performance in No-
vember midterm elections left them with a narrow 222-212 
majority and gives outsized power to the right-wing hard-
liners who oppose McCarthy’s leadership.

U.S. House brawl over McCarthy raises worries about 
Republican governance
Storm in California leaves thousands without power, more 
rough weather ahead
Biden awards medals to Jan. 6 heroes who ‘did not flinch’
Analysis: Biden’s new border plan undercuts campaign 
vow to restore asylum access
They have railed against McCarthy, accusing him of being 
soft and too open to compromise with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his Democrats, who also control the U.S. Senate.

McCarthy already has agreed to limit his clout and make 
him vulnerable to new leadership challenges. Some of the 
hardliners say they want a leader who will be ready to force 
government shutdowns to cut spending.

That raises the possibility the two parties would fail to 
reach a deal wh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mes up against 
its $31.4 trillion debt limit this year. Lack of agreement or 
even a long standoff risks a default that would shake the 
global economy.

Some who changed their votes said they were persuaded 
to drop their opposition by McCarthy’s willingness to give 
their faction greater clout in the chamber.

“We’re at a turning point,” Representative Scott Perry, who 
backed McCarthy after opposing him in 11 previous votes, 
said on Twitter. “The framework for an agreement is in 
place.”

But it was unclear what - if anything - McCarthy could do 

to win over the remaining holdouts.

The larger body of mainline Republicans who support Mc-
Carthy fear the hardliners’ stunts - such as nominating lit-
tle-known members and even Republican Donald Trump 
for the role - portrays them as unable to govern.

Of the 20 Republicans who this week have cast votes 
opposing McCarthy, 14 received campaign contributions 
totaling $120,000 ahead of the midterms from the McCa-
rthy-controlled Majority Committee fundraising group, 
federal disclosures show.

‘STRANGLEHOLD’
The House remained leaderless and unable to begin its 
business on Friday, the two-year anniversary of a Jan. 
6, 2021, attack on the U.S. Capitol when a violent mob 
stormed Congress in an attempt to overturn then-President 
Trump’s election loss.

Several House Democrats said they saw a connection.

“Two years ago, a violent mob – fueled by hate and a ty-
rannical president – stormed the Capitol and attacked our 
democracy,” said No. 2 House Democrat Katherine Clark 
in a statement on Friday.

“Tragically, the same extremist forces continue to have a 
stranglehold on House Republicans. They cannot elect a 
leader because their Conference is held hostage by Mem-
bers who peddle misinformation and want to dismantle 
democracy.”

This week’s 12 failed votes mark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ballots for the speakership since 1859. But McCarthy 
rejected a suggestion it meant he would be a weak leader 
if he succeeded.

McCarthy’s last bid for speaker, in 2015, crum-
bled in the face of right-wing opposition. The two 
previous Republican speakers, John Boehner and 
Paul Ryan, left the job after conflict with right-wing 
colleagues.

Wielding the speaker’s gavel would give McCarthy 
the authority to block Biden’s legislative agenda, 
force votes for Republican priorities on the economy, 
energy and immigration, and move forward with 
investigations of Biden, his administration and his 
family.

But McCarthy offered to allow a single member to 
call for a vote to remove the speaker, according to a 
source involved in the talks. That would give hard-
liners extraordinary leverage by allowing them to 
challenge McCarthy’s authority at any time.

McCarthy also proposed a vote on a U.S. consti-
tutional amendment to impose congressional term 
limits, said Brian Fitzpatrick, a Republican moderate 
involved in the talks. That is unlikely to become 
law as it would require two-thirds majorities in both 
chambers and approval by 38 state legisl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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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SENSITIVE MATERIAL. THIS IMAGE MAY OFFEND OR DISTURB 
The body of former Pope Benedict lies in state in St. Peter’s Basilica, at the 
Vatican January 4, 2023. REUTERS/Kai Pfaffenbach TPX IMAGES OF THE 
DAY

Jan 2, 2023; Cincinnati, Ohio, USA; The Buffalo Bills gather as an ambulance parks on the 
field while CPR is administered to Buffalo Bills safety Damar Hamlin (3) after a pla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NFL Week 17 game between the Cincinnati Bengals and the Buffalo Bills at Pay-
cor Stadium in Downtown Cincinnati. The game was suspended in the first quarter after Buffalo 
Bills safety Damar Hamlin (3) was taken away in an ambulance following a play. Mandatory 

A boy jumps from a tank at an exhibition of destroyed Russian military vehicles and weapons, 
dedicated to the upcoming country’s Independence Day in the center of Kyiv, Ukraine, August 
21. REUTERS / Valentyn Ogirenko

Fireworks explode over Sydney 
Harbour during the New Year’s 
Eve celebrations in Sydney, 
Australia, January 1, 2023. 
REUTERS/Jaimi Joy TPX 
IMAGES OF THE DAY

U.S. Rep. Jim Jordan 
(R-OH) listens to House 
Republican Leader Kevin 
McCarthy (R-CA) during 
a fourth round of voting 
for a new Speaker of the 
House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118th Congress at 
the U.S. Capitol in Wash-
ington, U.S., January 4, 
2023 REUTERS/Jonathan 
Ernst

People stand outside the entrance 
to an ice cave covered with 
blankets to protect the ice against 
melting, at the Rhone Glacier 
near the Furka mountain pass 
road in Obergoms, Switzerland, 
August 23. REUTERS/Arnd 
Wiegmann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century during the election
for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the tally failed to
reach 218 votes, even
though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s now
changed hands to the
Republican Party.

Kevin McCarthy, the
leader of the Republicans,
suffered a setback in the
first round of the election
on Wednesday receiving
just 203 votes. House
Minority leader Hakeem
Jeffries received 212
votes. Although the
Republicans hold the
majority of 222 seats in
the House, McCarthy is
not fully supported by
Republican conservatives
and lacks key Trump supporters.

President Biden later said that
the deadlock was an embarrassment.
He was worried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o fully
begin their work.

The situation not only explains
the major contradiction within the
Republican Party, but also show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n overall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Here again,
President Biden must show how he
can improve the economy and
handle the war in Ukraine.
Otherwise, it will be very hard for him
to run again.

0101//0505//20232023

We DonWe Don’’t Have At Have A
Speaker Of The HouseSpeaker Of Th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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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Xavier 
Becerra answers questions during a Senate Health, 
Education, Labor, and Pensions Committee hearing 
to discuss reopening school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t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30, 2021. (Photo Greg Nash | Pool 
| Reuters)

Key Points
HHS did not alert states of any intent to lift the public 

which means it will remain place at least through mid 
January.

-
ary 2020 and renewed every 90 days since, has had a 

vast impact on the U.S. health-care system.
The declaration has dramatically expanded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through Medicaid and the Chil-

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The U.S. Covid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will remain in 
place past Jan. 11 aft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did not 
notify states or health-care provides on Friday of any 
intent to lift the declaration.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cretary Secretary Xavi-
er Becerra has promised to give stakeholders 60 days 
notice before lifting the emergency declaration so they 
can prepare for a return to normal operations. In Octo-
ber, HHS extended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until 
Jan. 11.
HHS did not provide a 60-day notice on Friday, which 
was the deadline to alert states and health-care providers 
i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lanned to lift the declaration 
on Jan. 11, according to a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he emergency will remain in place for at least another 
60 days until mid January.

this winter as people gather more indoors where the vi-
rus spreads easier. The future also remains uncertain as 
more immune evasive omicron subvariants become 
dominant in the U.S.

How the U.S. fares against 
Covid this fall and winter will 
help determine whether the 
emergency needs to be re-

newed again moving forward, Becerra told reporters 
in October.

-
ary 2020 and renewed every 90 days since, has had a 
vast impact on the U.S. health-care system. The dec-
laration has dramatically expanded public health in-
surance through Medicaid and the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Enrollment in these programs in-
creased 26% during the pandemic to a record of more 
than 89 million people as of June.
HHS has estimated that as many as 15 million people 
could lose Medicaid or CHIP once the programs re-
turn to normal operations.
The emergency declaration has also given hospitals 

how they operate. (Courtesy https://www.cnbc.com/)
Related

to deploy troops and ventilators if necessary

The U.S. has “crossed the epidemic threshold” 

Friday, as they outlined plans to deploy troops 
and FEMA personnel, and supplies like ventila-
tors, if needed, in response to a nationwide surge 
of respiratory illnesses that also includes RSV and 
COVID.

-
trol and Prevention said on a press call. The country 
is seeing a resurgence of non-COVID respiratory ill-

background levels of COVID, according to Dr. José 
Romero,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
zatio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

throughout the U.S. and are “standing by to deploy 
additional personnel and supplies as needed,” Dawn 
O’Connell,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for Stra-
tegic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said on the call. 

If a state or jurisdiction exceeds its ability to care for 
patients, a team from the National Disaster Medi-
cal System may be deployed, she said, adding that 
response might also include personnel from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or FEMA. If extra supplies like 
ventilators or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re need-
ed, they’re available upon request from the 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 she added. No states had request-
ed this level of support as of Friday.
Flu causing more severe illness in the young, elderly

areas of the country, with other areas seeing peaks of 
RSV, or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infection. Cases of 

they said.

RSV is a common virus that hospitalizes thousand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each year, though it can 
also pose a risk to the elderly. Symptoms can range 
from mild cold-like ailments like sneezing, sore throat, 
fever, and stuffy nose to pneumonia, which can prove 
fatal. Patients can quickly take a turn for the worst.

A, which appears to be more severe in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In the Mid-Atlantic and Midwest regions, 

those age groups, according to Romero. The second 

recently reported, he added.

comes to respiratory illnesses, nor is COVID. Eight 
out of 10 regions of the country are seeing levels of 

sore throat, are also high for the time of year, Romero 
added.

An alert to health care providers throughout the U.S. 
will soon be issued, detailing best practices regarding 
testing and treatment for, and prevention of, the vari-
ety of respiratory illnesses being seen en masse so ear-
ly this season, he said. He advised parents of children 
who have trouble breathing, who appear to be blue, 
who are experiencing chest or muscle pain, who are 
dehydrated (no urine for eight hours is one sign), and/
or who are not alert or interactive when awake to seek 
immediate medical attention.
O’Connell encouraged all Americans to cover their 
coughs. And she encouraged those at high risk for ill-
ness—like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hose 65 and 
older, pregnant individuals, and those with certain 
chronic health conditions—to stay away from people 
who are sick and wash their hands frequently, or use 
alcohol-based hand sanitizer.

added precaution,” she added. She also plugged anti-

though she emphasized that they must be taken short-
ly after symptom onset if they’re going to blunt the 
impact of an infection.

California’s Orange County is overwhelmed—
and it’s not alone

Earlier this week California’s Orange County de-
clared a health emergency due to an overwhelming 
surge in respiratory illness that’s pushing pediatric 
hospitals to their limits.
Sky-high numbers of young patients are seeking 
emergency-room care in area children’s hospitals for 

COVID, the OC Health Care Agency said Monday. 
The emergency declaration allows the county to re-
ceive help from the state and federal governments, 
and to seek aid from nearby counties.

Children’s Hospital of Orange County is seeing up-
wards of 400 children in its emergency department 
daily—a record high—and is using all available space 
to meet demands. It has activated a command center 
within the hospital to manage the high patient load, 
a spokesperson told Fortune in a Tuesday statement.

Southern California is far from alone, with pediatric 
hospitals all across North America experiencing sim-
ilar struggles—and some even considering outdoor 
tents to house patients and calling in the National 
Guard for help. The vast majority—around 75% —of 
U.S. children’s hospital beds are currently full, ac-
cording to NBC News. To the north, Canada is seeing 
similar issues, with some pediatric hospitals canceling 
surgeries,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Children’s Hos-
pital of Eastern Ontario, a pediatric hospital in Otta-
wa, was at 130% capacity for intensive care beds and 
134% capacity for inpatient beds, respectively, last 
week, a Canadian TV outlet reported.

Fortune has repeatedly reached out to HHS over the 
past week and a half, inquiring as to the number of pe-
diatric hospital beds occupied in the U.S., but has not 

ring of truth, Dr. Anita Patel, a critical care doctor at 
Children’s National hospital in Washington, D.C., told 
Fortune on Tuesday. Patel is in contact with other East 
Coast pediatric hospitals, “and almost every single 
major one” is nearly full, she said.
Children’s National has been operating close to capac-
ity for over a month. It’s formed an additional team of 
high-level ICU doctors to care for children who need 
ICU admission, but who must stay in the emergency 
room until a bed opens up, according to Patel.
The surge in pediatric patients was initially fueled 
by the common cold, but RSV quickly surpassed it. 

is really on a rapid rise in our region,” she said, add-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COVID or other coronavirus-
es that can cause respiratory illness.

“I can honestly say that, unfortunately, with both RSV 
-

bated or have breathing tubes to help get through viral 
illness,” she said.
“I’ve been a practicing ICU doctor for a decade now, 
and I think I can safely say this is one of the worst 
surges I’ve ever seen.”

-

concern that the virus will strike early and hit children 
particularly hard, as it did in Australia this spring. 
While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were nothing un-

among young people ages 0–14, according to an Oct. 
9 report from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Courtesy 
https://fortu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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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And Flu Outbreak Attack The Nation

U.S. Will Keep Covid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 Place                
Until At Least Mid January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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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edicare fee-for-service 
(FFS) data showed an increase in Medi-
care primary care visits from 0.1% of 
all primary care in February to 43.5% in 
April, representing an increase from about 
2,000 to 1.28 million telehealth visits per 
week.
Meanwhile, there was a “precipitous” 
drop in in-person visits for primary care 
in mid-March as COVID-19 took hold 
in the U.S., then a rise from mid-April 
through May,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from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Use of telehealth 
in primary care “declined somewhat but 
appears to have leveled off at a persistent 

June,” the report noted. It still accounted 

primary care visits as of June 3rd.
Overall, weekly primary care visit rates 
have not yet returned to pre-pandemic 
levels.
“Based on early experience with Medicare 
primary care telehealth at the start of the 
COVID-19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there 
is evidence that Medicare’s new telehealth 

-
ing to maintain access to primary health 

and providers were concerned with trans-

mission of COVID-19,” the authors noted.  

“The stable and sustained use of telehealth 
after in-person primary care visits started to 
resume in mid-April suggests there may be 
continued demand for telehealth in Medi-
care, even after the pandemic ends.”

healthcare provider databases suggesting 

visits, partially offset by telehealth visits, 
with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Drug market 

physician surveys that about 9% of patient 
interactions were via telehealth prior to the 
pandemic but 51% during the shutdown, 
with expectation of a 21% rate after the 
pandemic, the HHS report noted. There 
have been calls for Medicare to make the 
loosened rules around telemedicine perma-
nent, and some legislative movement in that 
direction, but private insurers have signaled 
the opposite.
Fred Pelzman, MD, an internal medicine 
physician at Weill Cornell Medicine in New 
York City (and MedPage Today columnist), 

said an informal survey of his patients indi-
cated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do up to 50% 
of their care via video tools.
“We went from a handful of video visits in 
our practice to several thousan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months,” he said. “It’s a great 
way to take care of people, kept a lot of peo-
ple safe, we think.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as we started to open our practice back up 

have opened and patients are declining video 
visits.”

Those patients opting for in-person visits 
tend to be older, braving what feels like a 
quiet time in the pandemic for the state to 
take care of necessary visits, he noted. “I 
think ultimately that we’ll plateau. It will 
probably come down a little more.” The 
study included Medicare FFS Part B claims 
from January through May 2020 for primary 
care services along with preliminary Medi-
care Part B primary care claims data up to 
June 3. Primary care services included eval-
uation and management, preventive services, 
and advance care planning.
Telehealth usage increased most in urban 
counties early in the pandemic and saw 
smaller declines in May compared with 
rural counties across the country. Among 
cities, Boston had the greatest proportion of 
primary care visits by telehealth (73.1%) and 
Phoenix the lowest (37%).
Notably, the rate “was not strongly associ-
ated with differences in COVID-19 severity 
across cities as measured by rate of hospi-
talizations per thousand Medicare FFS ben-

https://www.medpagetoday.com/)
Related

Telehealth up 53%, growing fast-
er than any other place of care
A striking indicator of telehealth’s building 
momentum suggests that now is the time for 
physicians to understand how care delivered 

practices.

alternative settings of care found telehealth 
rocketed up 53% from 2016 to 2017. That 
growth greatly outpaced other places stud-
ied—14% at urgent care centers, 7% at retail 
clinics, and 6% at ambulatory surgical centers 
(ASCs). In a telling sign of the shift in the 
delivery of care, emergency departments were 
the one setting reported on that experienced 
a decline—it was 2%. The data—drawn from 
claim lines, the separate procedures listed 
within a claim—and analysis comes from a 
white paper, “FH Healthcare Indicators and 
FH Medical Price Index 2019: An Annual 
View of Place of Service Trends and Medical 
Pricing.” The paper was issued by Fair 

a vast database of commercial and Medicare 
claims.

Telehealth is rapidly growing in terms of 
claims, and advancing its signature combi-
n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and telecom-
munications. It can encompass consultations 
such as video-conferencing with patients 
and fellow physicians—though generally 
not simply phone calls, emails or texts—as 
well the collection of health data and images 
that can be shared in real time or stored and 
transmitted.
Related Coverage
Which Medical Specialties Use Tele-

medicine The Most?
The No. 1 diagnostic category for telehealth 
was mental health in 2016, but that dropped 
to No. 5 in this most recent Fair Health report, 
accounting for 7% of the claim lines in 2017 
compared with 31% in 2016. Other catego-
ries of telehealth grew in 2017, with 13% of 
telehealth diagnoses being related to injuries 

or digestive system issues.
Increasingly, the focus is on mobile devices—
referred to as mHealth—allowing for ease 
and continuity of tracking patient data, and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ealth care 
team as well as researchers. For example, 
blood-pressure data can be collected at home, 
sent to a patient’s mobile phone and then be 
transmitted through an app.
Even with all those developments, tele-
health is still a tiny share of care provided. It 
accounts for 0.11% of the Fair Health claims 
lines data for 2017. That compares with 2.6% 
at emergency departments, 1.2% at urgent 
care centers, 0.91% at ASCs and 0.033% 
percent at retail clinics.
Payment catches up with telehealth
The AMA advocated for—and the 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has accept-

-
ogy (CPT®) codes for 2019 that will allow 
physicians to be paid for their delivery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using virtual technologies 
including remote patient monitoring (RPM) 
and e-consults. These include three CPT 
codes for RPM and two for e-consults with 
anothe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
In the Fair Health white paper, telehealth 

CPT 99441—telephone evaluation and man-
agement service provided by a physician to an 

such as GQ.
Follow the AMA Playbook for digital 
success
The objective of the AMA’s 100-page Play-
book is to provide “key steps, best practices 
and resources” for physicians who want 
to start and move forward in a quick and 
informed manner.

The authoritative guide discusses implemen-
tation, evaluating vendors and scaling up 
telehealth as a practice’s competencies and 

date CPT coding information, checklists and 
worksheets and other resources.  (Courtesy 
https://www.ama-ass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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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demic Spike in Telehealth Levels Off

Telehealth’s early bonanza during the pandemic has given way to persistently elevated                                 
use in primary care, a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 report 
sh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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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在蘿思黛婀學校為師
生們準備豐盛的素食餐
點。攝影／黃芳文

慈濟志工準備的素食受到學校
師生的喜愛，有的人一次拿兩
盤，再好好享用。攝影／黃芳文

志工謙恭地送聖誕禮物給婦女們，讓她們感受到被尊重。攝影／
蕭麗娟

9
264

	 作者／許維真、劉本琦

	作者／黃芳文

	作者／林明哲

	作者／蘇素珍

12月8日，在充滿聖誕佳節氣氛的日子裡，德州分會的志工們帶著聖誕禮物來到休士頓市的「溫泉村家暴婦女安置中
心」（Wellsprings	 Village，簡稱「溫泉村」），和受其庇
護的婦女們一起歡度聖誕節。
	 志工首先與婦女們互動，熱情帶領她們玩遊戲，學習手
語和歌唱，閱讀和分享《靜思語》，讓現場充滿了歡樂又柔
和的氣氛。志工拿出準備好了的靜思語籤，請婦女們抽籤，
再請她們與大家分享自己抽到的《靜思語》；這個一直受到
「溫泉村」婦女歡迎的《靜思語》課程，讓婦女們從句子中
感悟或反思自己的遭遇，有力量重新開始迎向未來。她們表
達的話語或許簡短，但每一句靜思語都可能成為打開心門的
金句。

每年聖誕節前夕，美國德州奧斯汀聯絡處志工都會前
往「蘿思黛婀多重障礙特殊教育學校」（Rosedale	

Schoo l），向學校師生提供豐盛又溫馨的聖誕早餐會
（Breakfast	 with	 Santa）。這個活動已經是學校多年來的
傳統，藉此慰問老師教學辛勞，並陪伴特殊學童們為即將來
到的聖誕節暖身。
	 當天，志工們為學校師生準備了豐盛美味的素食，還有
多種令人食指大動的甜點，多種令人食指大動的甜點可口的
飲料及水果的。現場已經有了聖誕節的氣氛，有的有幾位老
師和學生特別在衣著上添加聖誕的色彩，讓大家都覺得聖誕
節的腳步近了。	
	 「蘿思黛婀多重障礙特殊教育學校」的老師、學生和家
長，都非常享受這場溫馨的聚餐，也很珍惜難得換口味，可
以吃到中國式的素食餐點。

凱拉·米勒（Kerra Miller）身懷六甲，十二月即將臨
盆，到處上網尋找救助資源，卻不得其門而入。朋友

介紹她上網向慈濟登記申請緊急救助金，她回覆朋友說，這
一定是騙人的，不可能有人可以給現金的；經過友人再三保
證自己已經收到補助了，她才姑且一試。其實剛開始志工並
看不出她即將生產，因為現代人的體型大都超重。當我把現
值卡呈送給她，她眼眶含淚地訴説終於有錢可以買嬰兒用品
了。我安慰她，這是一個幸運的Baby	,	不要媽咪再擔心，可
以安心待產了！	
	 另外，審核一家三口的申請表。夫妻倆人平易近人，大
概30歲左右，先生提著搖籃內有個三個月大的小女嬰。他們
原本住在人人稱羨的邁爾斯堡（Fort	 Myers）海邊，過著快
樂幸福的曰子。原先氣象預告「颶風登陸點是在北邊的天柏

陪伴「溫泉村」姊妹度聖誕 膚慰受創心靈

陪伴多重障礙孩子  蘿思黛婀學校聖誕節早餐會

驚喜就在轉角處  一個都不會被漏掉

誠與情  溫暖災民破碎的心

用大愛造福災民

	 從10月2日進入災區勘災開始，到今天（11月5日）最後
一場的圓滿發放，我問自己，感受最多的是什麼呢？在發放
現場為慈濟把關，確認名單，去除重複的申請，婉拒來不及
申請的災民，回絕沒準時來接受發放的災民，各種各樣的情
況，不僅是作業上的最大挑戰，也是對於個人成長的磨礪，
特別是在今天，太多太多的驚喜在我眼前發生，讓我與災民
相互擁抱，互相感恩……
	 由於發放的規模龐大，必須一板一眼的根據發放規則
和程序進行，因此當有人不在我們發放的名單裡而被婉拒，
看著他們失望的表情，只能請他們去佛羅里達州與美國聯
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設置的災難恢復中心（Dis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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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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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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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劉本琦向婦女們介紹慈濟的竹筒歲月，讓她們了解
「小錢行大善」和小小的竹筒卻是可以集合眾人的小善行大
善，救濟受苦受災的人。	
	 現場有幾位姊妹立即認領竹筒，因為她們明白「行善不
是有錢人的專利，而是有心人的付出。」也有人當場將手中
的零錢投入竹筒，響應做一個「行手心向下的人」。
	 志工在節目的最後，謙恭的向每一位出席婦女送上精心
準備的聖誕禮物，希望婦女們在一年一度的佳節中，也能感
受到志工帶給她們的溫暖；讓她們知道，社會並沒有忘記她
們。最後，大家一起祈禱，祈願每一天都平平安安，生活也
會越來越好。
	 德州分會自2013年12月起，每月都會前往「溫泉村」關

懐遭受家暴的婦女。每個月的相聚和關懷，許多姊妹們已經
和志工熟悉了，不那麼靦腆或淡漠，她們在志工離開時，顯
得依依不捨，紛紛地與志工們互相擁抱。德州分會志工的探
訪和關懷是物質的支援，更是心靈傷痛的膚慰，幫助她們重
建健康的心態和人生觀，有信心走出過去的陰霾。

	 過去兩年，活動因疫情暫停，隨著奧斯汀聯絡處重新啟
動校園志工服務，志工們決定在聖誕節前夕，12月14日上午
到學校與師生同樂，一起迎接即將到來的佳節。尤其有意義
的是此次重啟，也是學校遷移到新校區後的第一次聖誕節活
動，無論是學校師生，還是慈濟志工，都非常的興奮。
	 慈濟志工關懷蘿思黛婀學校已有28個年頭，除了每週例
行到學校陪伴學生和協助老師上課教學外，還會舉辦年度特
別活動，包括聖誕節前夕的素食早午餐活動，或是協助該校
的單車募款活動等。該校是美國德州奧斯汀學區內唯一的一
所公立特殊教育學校，專收在醫療、行為、智力等方面需要
特殊及密切照護需求的孩子，年齡是3歲到22歲。
	 這裡的孩子們有著不同的狀況，有些孩子有著多重障礙
與疾病，他們的生命隨時面臨無常，因此志工們需要特別設
想到對於他們最好、最適合的互動，不僅更要讓他們感受到

愛，也要讓他們享有一般孩子們有的樂趣和學習。許多位志
工在這個校園服務多年，已然與該校師生建立起深厚的情
誼，更從彼此的生命中學習成長。
	 蘿思黛婀學校感謝慈濟志工的關懷，盛讚志工們親手準
備的豐盛餐點，暖心又暖胃，幫助他們為即將到來的佳節，
增添了更多的喜悅；奧斯汀聯絡處的志工們已經成為校方和
孩子們的好朋友，老師和孩子們每個星期都期待著慈愛的藍
天白雲（慈濟志工的制服）來到。	

Recovery	 Center,	 DRC)，到慈濟的攤位上網填表；雖然心
裡明白填表申請的人眾多，能夠在短時間通過審核，再被邀
約來接受發放的機會相對渺茫，仍默默地為他們祝福。也有
人是通過審核被邀請了，發放當天卻不能過來；其中一位災
民是因為住院開刀，等到下一埸發放時才出現，甚至帶來了
住院證明，也明知道他是需要幫忙的災民，但不在當天邀約
的名册上，只能無奈地婉拒。因為知道他很需要我們的幫
忙，就和分會的志工電話聯絡，幫助他溝通，希望他能在最
後一場發放時再度受到邀約。
	 伊恩颶風（Hurricane	 Ian）造成的破壞太大了，因為
受災的人那麼多，申請幫助的人也就更多，能夠讓所有需要
的人都得到幫助嗎？我為他們打氣祝福。有人在最後一刻才
出現，但發放作業已經結束，無法逾越流程作業發給他現值
卡，只好請他回去，心裡是多麼期望，他下一次會再被邀約
呀！
	 11月5日，最後一場發放終於到來，令人驚喜的是發生
了，許多似曾相識的面孔出現在眼前，那些因故無法來領取
現值卡的人，一個一個又出現了，好一個不可思議的因緣！

我為他們再度受道邀約而歡呼，我們相互擁抱，互相感恩，
特別是那些當時被自己婉拒的災民，終究在最後一場發放得
到了幫助！
	 災民流淚，我跟著落淚，大家一起哭；災民抱我，我抱
災民，大家抱在一起。擁抱無証的西語裔農工，傳統白人老
先生、老太太，旁邊帮忙維持秩序的警察也感傷的一起擁抱
彼此！造物無情，人間有愛……
	 的確是太震撼了！回想最近幾個星期在佛州西岸的麥爾
斯堡（Fort	 Myers）附近災區進進出出，忙著勘災、收集受
災名單、安排發放和週末的大型賑災活動；安排志工乘座大
巴士到災區發放現值卡和相關的急難救助物資。雖然最後一
場發放在今天結束，估計還得忙碌兩個星期。
	 回程的大巴上，志工們都累翻了；財務組告訴我們，共
陪伴了425户家庭，大家一天下來，為慈濟花掉了38萬餘美
元！
	 11月29日是美國一年一度的「慈善星期二，等額捐款
日！」（Giving	Tuesday,	Double	matching	day!	）當天的
捐款，將獲得企業與慈善家的「等額捐款」，讓愛的能量瞬
間加倍。我勸募一向很害羞，想想我們都是有福氣的人，能
有因緣與不那麼幸運的人（less	fortunate）的人分享我們的
福報，也是有意義的事！

市（Tampa）」，所以他們並沒有撤離的準備，而是留在海
邊自己的一層平房中。結果，伊恩登陸，海水倒灌，整個家
都被淹沒了。所幸隔壁鄰居是三層樓房，他們全家躲到鄰居
家的三樓去避難。夫妻倆人目前正在失業中，一家三口就在
親戚朋友家來來去去地暫住中。他們透過網路申請救助金，
從沒有想到可以收到這麼多的現金，這下真的可以為小嬰兒
買很多的牛奶了。因為小嬰兒帶給他們希望力量，讓他們儘
量保持樂觀，非常感恩一家三口平平安安的在一起！
	 迎面來了一位穿戴整齊的老太太，陪著兒子來領救助
金；申請表上只有兒子唐（Don），一個人的名字。他把位
子讓給老母親坐，自己禮貌的站在後方，兒子的房子受到颶
風破壞，但尚可居住，倒是老母親原本獨居在薩尼貝爾島
（Sanibel	 Island	 ），因為颶風失去了一切，前來投靠兒子

相依為命。他們老實的在申請表上只填了兒子一人，幸好一
人或二人皆是同樣金額，慈濟可以給二人最高金額。當向他
們表達證嚴法師對災民的關懷之意，老太太眼眶含淚，非感
謝證嚴法師悲天憫人的胸襟。
	 素昧平生的志工，用誠與情溫暖了災民破碎的心，讓災
民有依靠，知道人間有愛，他們並不孤單，看見希望，期待
一個更好的明天！
	 與災民分享竹筒歲月，小錢行大善，造就了今日的慈
濟。鼓勵災民也加入竹筒歲月行列，存錢幫助身邊有緣的
人。祝福他們有朝一日可以從手心向上的受助者，成為手
心向下的志工；也向災民分享可以上網捐善款於慈濟電子竹
筒，加入行善的行列，給我們更多的力量去助人，這是對我
們最大的回饋！感恩證嚴法師創造了慈濟世界，教導慈濟人
勇於承擔，克服重重困難，用感恩的心、尊重災民，並用愛
膚慰苦難衆生，身體力行菩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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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稿玩家》製片團隊耗資20億台幣打造的非比尋

常婚禮動作電影《劫婚大作戰》（英文片名：Shotgun

Wedding）由珍妮佛羅培茲（Jennifer Lopez）與《變形金

剛系列》喬許杜哈莫（Josh Duhamel）主演，故事描述

一對新婚夫妻即將在小島舉行豪華婚禮，這時突然冒出

一群歹徒劫持了雙方親友，兩人因此面臨生命和感情的

雙重考驗……《劫婚大作戰》廣獲首波觀眾好評「意想

不到的精彩刺激！後面還有轉折爆點！」、「珍妮佛羅

培茲超辣！」、「我怎麼看愛情動作片看到（眼眶）濕

了」，有笑有淚還有動作，娛樂性十足，絕對是一帖補

班補課憂鬱的良藥！

珍妮佛羅培茲外貌體態保養得宜，體能方面也不輸年

輕女星。這次她在《劫婚大作戰》裡，不只要和喬許哈奈

特演出火辣床戲，動作戲更是毫不馬虎，戲外，她的感情

世界也高潮迭起，本片在2021年4月殺青，5月珍妮佛羅

培茲就被拍到與前男友班艾佛列克（Ben Affleck）約會，

7月兩人就公開戀情，並於去年結婚修成正果。而距離她

上一次演出動作片，已經是十年前的《偷天派克》了。或

許是要補足這些年的空白，珍妮佛羅培茲使出渾身解數，

定型液、假髮、高跟鞋，手邊的任何東西都可以拿起來當

武器，比周星馳電影裡的民間七大武器之首「好折凳」還

厲害！

《劫婚大作戰》的故事靈感源自於製片亞歷山大楊

（Alexander Young）的親身經驗，數年前，他前往熱帶地

區參加小島婚禮，「環顧四周，我開始思考：『這裡是絕

佳的拍片場景，但是你該如何把它變成一部電影呢？』」

亞歷山大楊說：「《終極警探》是我這輩子最喜歡的電影

之一，這激發了我的靈感：『你能在小島婚禮會場上演

《終極警探》嗎？』」

《劫婚大作戰》由《歌喉讚》導演傑森摩爾（Jason

Moore）執導，他表示，婚禮是件讓人壓力很大的事情，

「這通常都跟各種安排有關，插花、音樂、誰該坐在誰

旁邊……這些決定有時會讓人不知所措，你可能會迷失

自我。這就是發生在片中這對夫妻身上的事情，而《劫

婚大作戰》就是要把這些（外在因素）都去除。」談到

接演這部片的原因，珍妮佛羅培茲表示：「我就是喜歡

這個劇本。湯姆和黛西來來回回的鬥嘴充滿機智又寫實

。我對於能夠拍一部愛情動作喜劇感到很興奮，這是我

以前從未做過的事。」

《劫婚大作戰》故事描述黛西（珍妮佛羅培茲 飾

）和湯姆（喬許杜哈莫 飾）即將在小島上舉行豪華婚

禮，雙方皆有大批親友前來祝賀，但他們在彼此身上

其實已經找不到熱情。這時，一幫神祕歹徒突然現身

婚禮現場，劫持了所有賓客。為了拯救親友，黛西和

湯姆合力與歹徒展開火拼，過程中，他們漸漸找回當

初相愛的理由……

珍妮佛羅培茲主演《劫婚大作戰》
打造婚禮版《終極警探》

《陰屍路》去年全劇終，結

束了長達十多年的播出，但喪屍

宇宙的故事還沒完，未來預計推

出3部續作衍生影集，「瑪姬」

與「尼根」移師紐約當主角的

《陰屍路：死亡之城》、聚焦

「戴瑞」背景搬到歐洲的《陰屍

路：戴瑞迪克森》以及目前觀眾

等待最久，尚未定名的「瑞奇」

與「米瓊恩」主演影集。

這部未定名影集其實已經

籌備很久，2018 年 AMC原本打

算把「瑞奇」離開母劇之後的

故事拍成三部曲電影版，隔年

甚至公開前導預告，但碰上疫

情就被擱置，去年才在聖地牙

哥國際漫畫展上，重新宣布改

以6集迷你影集模式為「瑞奇」

故事收尾，「瑞奇」安德魯林

肯（Andrew Lincoln）與「米瓊

恩」戴娜葛里拉（Danai Gurira

）回歸主演。

女星戴娜葛里拉元旦於Insta-

gram分享最新幕後合照，「瑞奇

」和「米瓊恩」終於合體了，他

們雖然都有客串《陰屍路》劇終

集，但在螢幕上始終沒有相見，

與兩人一起入鏡的人是AMC《陰

屍路》宇宙內容長史考特金普

（Scott Gimple），該貼文也證實

衍生劇進入前期製作階段。

目前劇名尚未公開，女星戴

娜葛里拉在貼文中以「#米瓊恩

衍生劇」稱呼該劇，去年10月接

受《Self》專訪，她透露自己與

史考特金普合作，共同撰寫劇本

，直接擔任該劇主創人之一，她

預告會是一個「史詩般瘋狂的愛

情故事」，預計2023年1月開拍

。若一切順利，觀眾有望於2023

下半年看到衍生劇開播。

衍生劇將接續母劇大結局彩

蛋：「瑞奇」身穿印有神秘組織

「公民共和軍」（Civic Republic

Military）「三環」符號的夾克過

著逃亡生活，但他沒遇到「米瓊

恩」就被組織的直升機抓回去，

直升機的人稱他為「葛里斯受託

人」（Consignee Grimes）並說

「活著的人無處可逃」，「瑞奇

」留下紙條與隨身裝備，之後被

「米瓊恩」找到，讓她確信心愛

的男人還活著，踏上尋找他的遠

征冒險。

《陰屍路》全11季已於Dis-

ney+上架。衍生劇《驚嚇陰屍路

》前6季於Prime Video上架（第

7 季未在台灣上架）。衍生劇

《陰屍路：劫後餘生》全2季已

於Prime Video上架。

續作衍生劇《陰屍路：死亡

之城》、《陰屍路：戴瑞迪克森

》與「瑞奇」與「米瓊恩」衍生

影集預計2023年於AMC播出，

台灣暫沒有跟播消息，請鎖定後

續消息。

「瑞奇」 終於和
「米瓊恩」 合體了
《陰屍路》衍生劇本月開拍

宮崎駿（Hayao Miyazaki）又要和吉卜力

（Studio Ghibli）拍動畫電影了，這部名為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How Do You Live

）的影片今天定檔，將於2023年7月14日在

日本院線上映。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改編自吉野源

三郎（Genzaburo Yoshino）於1937年給孩子們

寫的一本小說，這本書後被入選日本教科書

。

小說通過一個少年成長過程中經歷的困

惑，探討了生而為人真正重要的東西。宮崎

駿坦言自己深受該書影響，直到現在還清楚

地記得初次翻開《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時

的感受。

但是這部電影不是直接改編小說，而是

加入了許多宮崎駿自己的創造。

宮崎駿因為年事已高，早在2013年《起

風了》上映後就宣布退休的消息，但是他後

來還是回來，要完成這部《你想活出怎樣的

人生》，因為他想把這部影片獻給自己的孫

子。

手繪動畫是很費時間和精力的，《你想

活出怎樣的人生》僅僅前36分鐘就花了三年

時間製作。所以，大家且看且珍惜吧。

宮崎駿動畫新片《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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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3年1月6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凌晨曦

美斯回歸PSG 隊友列隊歡迎

短說
長話

熱刺大勝水晶宮 爭四仍不容樂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美斯協助阿根
廷奪得世界盃冠軍後休假近大半個月，這位巨星4
日終於歸隊並獲得巴黎聖日耳門（PSG）列隊歡
迎，雖然決賽對手兼隊友麥巴比未有現身，不過美
斯凱旋歸來的心情卻未受影響，強調會全情投入為
球隊爭取各大錦標。

世界盃奪冠後經過大半個月的休假，阿根廷球

星美斯終於回歸巴黎聖日耳門，獲得隊友們列隊鼓
掌歡迎他的回歸，不過當中卻未見在世界盃決賽大
演帽子戲法的麥巴比，原來這位法國前鋒在上仗爆
冷不敵朗斯後獲球隊特准休假，與另一隊友夏基美
一起前往美國欣賞NBA賽事，不過同為巴黎聖日
耳門球員的麥巴比弟弟伊登則有出席歡迎儀式，而
他略帶幽怨的眼神更成為網民討論的焦點。

AIPS評選2022年度最佳媒體設施

為媒體提供所需的工作環境和服
務，確保他們及時、充分地報道

賽事，是衡量一屆賽事籌辦水平的關鍵因素之
一。大型體育賽事的媒體設施一般主要包括主新聞

中心、場館新聞中心、媒體看台、混合採訪區以及網
絡設施等。
在本次年度評選中，國際體育記協將體育賽事分為綜合

性運動會和單項賽事，其中綜合性運動會得票數位居前三的順
序為北京冬奧會，包含田徑、體操、單車、乒乓球等9個項目的
慕尼黑“綜合型”歐錦賽，以及伯明翰英聯邦運動會。

卡塔爾世界盃居單項賽事之首
AIPS在官網上表示：“我們不得不承認，各項賽事的新聞中心都

達到了標準。而引領這一高標準設施的正是2022年初舉辦的北京冬奧
會。為了避免所有與會人士新冠感染，賽事在‘閉環管理’的形式下舉
行，但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仍為媒體提供了一個頂級的主新聞中心，這

是冬奧會前所未有的，更難能可貴的
是主新聞中心運轉高效、服務一流。”
在單項賽事媒體設施評選方面，位列前三

的順序為卡塔爾足球世界盃、布達佩斯游泳世錦
賽，以及在英國舉行的女足歐錦賽。
AIPS在新聞發布中寫道：“卡塔爾世界盃主新聞中

心的規模、設施和服務效率同樣令人驚嘆，同時體育場內的
新聞看台和新聞中心也極具水準。我們認為這是對由一個國家
主辦世界盃的一次盛大告別派對，因為未來的世界盃將由不同國
家聯合舉辦，例如2026年在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舉行的世界
盃。布達佩斯游泳世界錦標賽和英格蘭女足歐錦賽為媒體提供的工
作條件也受到高度讚賞。我們感謝這些賽事的組織者，讓我們的同
業在幾近完美的條件下工作。”
AIPS還稱，未來將繼續以綜合運動會與單項賽事兩個類別進行評

選，並在每個類別中選出前三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賽前連續兩
場失分的熱刺終於止跌回升，憑藉哈利卡尼梅開
二度作客以4：0大破水晶宮，不過球隊上半場表
現強差人意，未有落後略帶幸運成分，今季爭四
形勢仍然未許樂觀。

世界盃後熱刺遭遇兩連不勝，今場作客水晶
宮上半場亦處於下風，被對手壓着狂攻，幸好門
將洛里斯屢救險球才不致失球。直至換邊後熱刺
的演出終於有所改善，哈利卡尼於5分鐘內一頭一
腳梅開二度，累積198個英超入球，成為英超上陣
300場入球最多的球員；加上杜靴迪及孫興民亦各
有一球進賬，助熱刺以4：0大勝穩守第五位。

賽後熱刺主帥干地大讚哈利卡尼是世界頂級
射手，有力打破所有入球紀錄。不過哈利卡尼出

色表現卻難掩球隊整體狀態平平的事實，上半場
與水晶宮的中場對抗全面位處下風，三人防線亦
漏洞處處，經常被打穿，今仗能夠大勝更多是依
靠當家球星的個人能力。目前熱刺打多一場下仍
落後第4位的曼聯2分，如整體狀態未能及早改
善，爭四前景未許樂觀。

足總盃曼聯硬撼愛華頓
“快車期”過後英格蘭將迎來足總盃賽

程，曼聯將在北京時間星期五深夜的獨腳戲主
場硬撼愛華頓，“紅魔鬼”近期狀態大勇表現
愈趨穩定，面對需要分心護級的愛華頓晉級機
會高唱入雲，近況不俗的小將加拿祖可望獲得
重用，以球隊的進攻核心姿態出現。

國際體育記者協會（AIPS）日前公布了

由全球體育記者投票選出的2022年度最佳體

育賽事媒體設施，其中北京冬奧會在綜合

性運動會評選方面獨佔鰲頭；卡塔爾足

球世界盃則位居單項賽事之首。

AIPS 在新聞發布中寫道：

“2022年見證了體育已走

出新冠陰霾，並展現出強

大的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北京冬奧北京冬奧北京冬奧會會會獨佔鰲頭獨佔鰲頭獨佔鰲頭

◆北京冬奧
會主新聞中心設
施先進、服務一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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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
莉）世界極限運動會中國區
（X-GAMES CHINA）2022
滑雪巡迴賽日前在吉林北
大湖結束各項決賽爭奪。
在北京冬奧會分別奪得
單板滑雪大跳台金牌及
坡面障礙技巧銀牌的
蘇翊鳴，憑借在首輪
比賽中跳出的“空
中轉體 1620” 動
作，獲得 96.67 分
的高分，奪得單板
滑雪冠軍。

據人民網報
道，世界極限運動
會中國區比賽吸引
了眾多高手參賽，
18歲的蘇翊鳴在預
賽第一滑拿到 88
分；第二滑，他完成
“空中轉體 1440
度”動作，獲得96
分，刷新了賽會最高
分，晉級決賽。
在決賽中，蘇翊鳴

憑借超高難度動作，以
高分奪冠，並刷新了該項
目男子選手的中國紀錄。

◆◆ 美斯結束休美斯結束休
假假，，回歸巴黎聖回歸巴黎聖
日耳門日耳門。。FbFb圖片圖片

◆◆ 哈利卡尼哈利卡尼（（左左））梅開二度梅開二度，，助熱刺大勝水晶助熱刺大勝水晶
宮宮。。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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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冬奧
會的新聞工作人
員在舒適的環境下
工作。

資料圖片

曹星如今主場出戰終極激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除夕過

後，香港拳擊總會將於今晚7時在灣仔修頓場
館舉辦大型的國際賽事──“終極激鬥─香港
站2023”。屆時香港拳王曹星如將率領其他港
隊代表譚駿軒、潘啟情及一眾2022年香港冠
軍級精英選手，迎戰北馬其頓、蒙古及柬埔寨
之歐亞精英，爭奪冠軍殊榮。這是自2018年
後曹星如再度主場出擊，今晚將迎戰柬埔寨代
表選手VannaLiheang。為提升狀態，他曾赴
蒙古集訓。賽事門票現正於Cityline公開發
售。

首屆聯合盃網球賽決出四強
首屆聯合盃網球賽小組階段的比賽4日晚

在布里斯班結束，希臘、波蘭（下圖）、美國
和意大利隊脫穎而出晉級準決賽。聯合盃是由
男子職業網球選手協會（ATP）、女子網球協
會（WTA）和澳洲網球協會合作舉辦的全新
團體賽事。首屆比賽共有18支隊伍參賽，分
為6個小組。小組階段採取循環賽制，從準決
賽開始實行淘
汰賽制。準決
賽將由美國隊
對陣波蘭隊，
希臘隊對陣意
大利隊。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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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十月天文化傳媒又壹力作《關索嶺》亮相
張丹峰演繹熱血英雄，獲洪欣現場表白

第九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舉辦新

片發布會，著名演員張丹峰攜新作《關

索嶺》亮相，與出品人袁熙伯、項目總

負責人孫米拉、主演莫靜瑜等共同出席

發布會現場，向眾多業內同行、媒體記

者等進行了分享與推介。

據悉，《關索嶺》講述了抗日戰爭

期間，大後方貴州山林的壹段保家衛

國的熱血故事。丁虎（張丹峰飾）和

沈嘯飛（張傲月飾）是八百年前明軍

的後裔，並先後愛上了采茶女金兒

（陳都靈飾），他們祖上累世生活在

平靜的田園中，但因為世代居住的屯

堡位居交通要塞而成為日軍攻占的目

標。在民族大義面前，兩人摒棄前嫌，

以關索嶺為中心將壹股攜帶機密測繪地

圖的敵人全殲，用自己的犧牲展示了明

軍後裔的鐵血激情。

袁熙伯曾出品制作的《日照好人》

《近距離擊殺》等，曾榮獲華表獎、

“五個壹”工程獎，而對於《關索嶺》

，他更有著濃厚的情節，表示影片以八

百年前入貴州的明軍後裔為主角，融合

了地戲等傳統文化元素民族，希望能夠

打造壹部史詩般的、民族的愛國影片。

影片還匯集了強大的制作班底，孫

米拉表示，導演余偉國曾擔任《瘋狂的

石頭》《無人區》的制片人，導演作品

《再說壹次我愛妳》在市場創下良好口

碑與票房；聯合導演、編輯鄧力奇曾獲

香港金像獎最佳編劇；攝影指導何山曾

掌鏡《暴裂無聲》《走出塵埃》；動作

指導陳釗是中國香港資深電影人，同時

是"袁家班"(袁和平)主要成員之壹，曾

指導過《黑客帝國》《臥虎藏龍》《太

極張三豐》等影片。

發布會現場，影片還首度曝光了預

告片，豪華班底加持下的大片氣質壹覽

無遺，抗戰劇情熱血高漲、槍戰戲分酣

暢淋漓、傳統地戲震撼人心，而精心設

計的馬戰、叢林冷熱兵器之戰，更給觀

眾帶來視覺上的強烈震撼和沖擊。張丹

峰、張傲月、陳都靈三人之間的情感戲

份，也盡顯柔情和糾葛，寫盡亂世裏的

兒女情長，

首度看到正式片花的張丹峰激動不

已，直言“完成了壹個使命”，劇中，

張丹峰飾演屯堡第壹射手丁虎，獨門絕

技“弧道箭”更是讓人防不勝防。“最

讓我感動的是，在民族大義之前，在國

家危難之際，淳樸的民眾心甘情願與日

寇奮戰到最後壹刻，相信每壹個觀眾看

完都會熱血沸騰”。演員莫靜瑜表示，

作為自己參演的首部電影，《關索嶺》

讓自己體會到了貴州淳樸的屯堡文化，

而戰爭年代的村民的勇敢大無畏精神也

讓自己印象深刻。

值得壹提的是，發布會現場，洪欣

也驚喜亮相，助力影片，表示“今天主

要是支持我老公的”，“以前大多都是

在偶像劇中看到他，每壹次都是很帥氣

儒雅的樣子，因此更想看到他不壹樣的

、更硬漢的形象”。此外，洪欣還現場

透露，自己平時就喜歡看抗戰戲，當知

道張丹峰要拍《關索嶺》這種展現民族

大義，又很硬朗熱血的戲時，甚至比他

本人更加興奮。今天第壹次看到片花，

洪欣更是難以掩蓋激動之情，直言“又

被帥到”，現場大飆粵語“迫不及待”

想早日在影院跟影片見面，並預祝《關

索嶺》票房大賣。

對於洪欣的賣力推薦，張丹峰也甜

蜜回應，表示現在的階段需要去接觸更

多的有質感的、可以散發內在魅力的角

色，更需要“聽取洪老師的意見，在洪

老師的把關下，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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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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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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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鐘澍佳執導，唐嫣、竇驍、

楊爍、呂壹、藍盈瑩、周奇奇等主演的

都市情感劇《時間都知道》正在東南衛

視熱播中。該劇改編自隨侯珠的同名小

說，講述了壹次意外讓31歲的時簡長睡

不醒，夢境中的時簡回到了大學時代，

尋找愛人葉珈成的故事。為了讓時間上

的差異和錯位不影響觀眾的觀感，導演

鐘澍佳和編劇始終保持溝通，不斷推敲

和豐富劇本；開拍前召集所有主要演

員壹起圍讀劇本，拍攝現場中也壹直

和演員討論、交流，希望不僅通過布

景，演員的演繹也能讓觀眾感受到時

間的差異。劇中，唐嫣表現時簡的十

年前和十年後與以往有非常大的不同。

此外，劇中每壹個演員都用真心去演繹

角色，他們流的每壹滴淚都是發自內心

的，“真實”的情感能夠打動每壹位觀

眾。

該劇並非是壹部單純的講述壹個女

子人生重來後尋找自己丈夫的故事，而

是更多的強調她在這個重來的人生中面

臨重重選擇與困難時候的勇氣與力量。

時簡壹回到過去，就發現她的丈夫在十

年前已經有了別的女友，而母親竟然還

活著。這兩個壹喜壹悲的設定為時簡下

壹步的人生路做了重要的鋪墊，使得她

必須按照心底的那個未來堅強的走下

去。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劇中的時

簡在壹步步艱難卻又堅定的向著自己

的目標邁進，而所有不可預知的關於

事業、親情、友情和愛情的磨難都在

等著她……可以說，《時間都知道》

這部劇雖然為我們設定了壹個看似美

好的開始和壹個可以預料的結局，但

是該劇重點展現的是過程——壹個女

子憑借著堅定的信念在重來的人生裏

進行奮鬥的過程。

該劇主創團隊聚焦情緒細節與真摯

情感，力圖打造精品劇集，通過展現快

節奏的都市生活表達人生哲思。時簡在

經歷了數次的無措失落後，逐漸在得到

與失去中重新領悟了“愛與成長”的真

正意義。劇集將人物夢回十年前以後，

真實的人生困境完整地呈現出來，以角

色細膩的情緒體現人物內心的掙紮和變

化，表現人們生活中都可能經歷過的傷

痛和無法挽回的遺憾，以期走進觀眾的

內心，引發他們對生活真諦和人生價值

的思考。

該劇用人物的經歷告訴我們，其實

能不能回到過去或是重來並不重要，重

要的是要珍惜當下，把握每壹刻。只有

讓自己像劇中的時簡壹樣，在經歷中不

斷成長，坦然

接受生活給予

的磨難，就壹

定會在在經歷

中越發強大。

這部制作精良

的暖甜治愈都

市愛情劇將會

帶給人們壹些

心靈慰藉，讓

人們在繁忙的

生活外產生共

鳴的同時，獲

得壹絲治愈。

《夜城賦》曝終極預告今日開播
“愛恨情仇” 曠世演繹

由搜狐視頻出品，霍爾

果斯視外誼海傳媒有限公司

承制，羅誌剛執導，任增

超編劇，演員袁昊、嘉澤

、李哲豪、彭雅琦、孫熹

之、書亞信、徐百慧、張

彤等主演的愛情輕喜古裝

劇《夜城賦》今日發布終

極預告，以“壹部關於愛恨

情仇的曠世巨制”為引子，

內容緊張刺激又兼具反差幽

默，引起了觀眾的強烈好奇

。該劇將於2023年1月5日搜

狐視頻獨家首播，也是2023

開年第壹部自制劇，引發粉

絲期待。

終極預告全員登場陷愛
恨情仇

《夜城賦》講述了大楚

第壹世家的女世子舒城為保

護家族平安故作紈絝，卻意

外與當世花魁沈夜產生感情

。兩人幾經周折後，舒城卻

發現沈夜似乎有著多重身份

，敵友難辨。而立場相悖使

得二人又不得不成為最親密

的敵人，最終兩人攜手度過

重重難關。

在今日發布的終極預告

片中，全員以輕喜劇的氛圍

登場，卻暗藏身世與情仇的

勾心鬥角，在女強向的世界

觀下，從“愛恨情仇”四種

情感來剖析人物之間的關系

，壹場跌宕大戲徐徐展開，

袁昊扮演的鳳樓老板沈夜表

面上愛財如命膽小如鼠，但

實則有勇有謀，同時他也身

兼多重身份，他背後到底有

怎樣的秘密？嘉澤詮釋的大

楚第壹世家舒家唯壹的世子

，表面紈絝的她背負女帝、

朝廷多重恩怨，又將如何鬥

智鬥勇？未知的謎團等待逐

壹破解。

雙CP演繹歡喜冤家

青春養眼圈粉預定
值得壹提的是，《夜城

賦》也將有雙CP坐陣，圈粉

預定。沈夜與舒城的相愛相

殺頗有“史密斯夫婦”既視

感，各自都有身份的偽裝，

卻同有壹顆正義善良的心，

兩人鬥智鬥勇，打開心門，

又相互依靠，彼此保護，緣

分命定天生壹對。而色藝雙

全的禁欲系少年佳人沈從與

大大咧咧的世家三小姐慕容

婉清也有著看似不尋常的恩

怨糾葛，從小就活在仇恨中

的沈從遇見了真實跳脫的慕

容婉清，兩人在家族與仇恨

的裹挾中尋求著救贖和叛逆

的勇氣，他們歷經坎坷情路

能否終成眷屬也備受期待。

據悉，《夜城賦》2023

年 1月 5日 19:00搜狐視頻獨

家上線首播，搜狐視頻會員

可以搶先看3集，壹口氣看6

集，非會員觀看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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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將於1月

22日大年初一播出的《遇兔呈祥大灣區——廣東衛視春

節晚會》近日正在如火如荼的錄製中。鍾鎮濤、林峯、

周柏豪、炎明熹、麥長青等香港藝人的參與，也讓大灣

區的開年文化盛宴再添濃郁港味。此番，“膽粗粗”的

鍾鎮濤以嘉賓主持身份勇挑春晚主持大樑。他也自爆雖

然自己的普通話還過得去，但要登台用一些比較正式的

表達去主控、串詞，帶動現場的氣氛，還是需要花費自

己不少功夫。而柏豪北上工作大半年，在內地知名度大

增，讓他深感過去的努力工作很值得！

◆鍾鎮濤坦言主持春
晚壓力大但也是新嘗
試。 胡若璋攝

◆林峯積極拍戲，有三部電
影待上映。 胡若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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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內地工作了9個月的周柏豪，此番參加廣東衛
視春晚錄製，是他到內地工作後首次到廣州工作。

周柏豪笑說，從機場出來的時候，聽到身邊的工作人員
和接車的司機大哥用粵語講話時，自己還是處於一種恍
惚的狀態中，他解釋稱因為自己還在習慣用普通話的思
維頻道來聽，結果一時接收不到他們交流的信息。而他
與另一個司機的交流，也令周柏豪感觸多多，柏豪說：
“我昨天綵排結束後搭車去吃飯，一上車開車師傅就問
‘你是不是周柏豪？’”當時的他戴着口罩、帽子，只
露出一雙眼睛，所以他驚訝回說：“這樣你都認得？”
司機一句“肯定認得”之後，又接着稱讚周柏豪在《聲
生不息》節目上唱的那首《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司
機說他一直都有聽這首歌曲。周柏豪稱，和司機師傅們
的交流，也會讓自己心生滿足，“雖然他喜歡的歌不是
我專輯發布的歌，但是能夠有一首我表演過的歌曲是他
一直喜歡聽的，能陪伴他開車的一些時候，也都會覺得
過去的努力工作很值得，很有滿足感。”

炎明熹心儀灣區大學想讀設計
今次和周柏豪搭檔合唱《紫荊花盛開》的炎明熹

（Gigi），第一次參與內地春晚的錄製。在傳媒群訪環
節，Gigi穿上一襲粉紗露肩長裙與大家見面，當天妝容
也都走小公主的bling bling範式。已是中六學生的Gigi
被大家追問，是否已經有心儀的大學和專業，會不會考
慮到廣州讀大學？她坦言有想過到大灣區繼續升學，想
要讀服裝設計或者音樂。她詳說，接觸演戲、拍攝MV
的經驗令她覺得，如果能夠有能力為自己設計一些舞台
演出服裝，想一想都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當然，考慮
讀音樂專業，也是覺得雖然現在自己是歌手，但都還沒
有專業、系統去學習很多樂理知識，所以也是一個心水
選項。至於到底心儀哪一所大灣區大學，Gigi則以炎式
鬼馬腔調拋出懸念說：“大家猜不猜得到呢？”

鍾鎮濤爆溫拿整裝待發巡演
鍾鎮濤所到之處，都會被大家誇讚保養有道。進入

七字頭的歲月，鍾鎮濤也都透露，還是要不斷自我增
值。唱歌、演戲、當綜藝飛行嘉賓，2022年的鍾鎮濤也
都忙碌在內地不同平台的節目和舞台上。“港風”重捲
內地的風潮，港樂和香港演藝明星成為香餑餑。作為老
牌歌手、藝人，鍾鎮濤表示，不管潮流怎麼潮起潮落，
廣東歌始終是經得起考驗的，是有味道的。他也透露，
近期正在準備一些新歌，粵語跟普通話的歌曲都有。前
陣子，鍾鎮濤和譚詠麟相聚見面較多。大家關心和期待
的“溫拿五虎”也正在整裝待發，他透露：“2023年我
們也會有一些動作的，例如巡演之類的活動。”對於是
否會在大灣區城市首發，鍾鎮濤則先賣起了一個關子。

林峯深圳探尋投資機遇
現身媒體採訪間的林峯，一出現就被不少人追問保

養秘訣。林峯卻自我拆台說，現在胖了，沒有特別做運
動，但現在女兒長大變重了，日常湊女抱她、陪她玩也
都算是一種運動量不小的運動。疫情3年，林峯沒有暫
停自己的演戲工作。近兩年拍戲積攢了3部待播電影，
他期望接下來陸續能夠順利上映，另還有一部劇集要去
海外拍攝。時隔多年再演電影版本的《尋秦記》，林峯
也十分期待成片。他亦補充說，年歲不一樣，戲裏也會
有相應的劇情設置，不會有違和感。去年12月，林峯太
太和友人在深圳共同投資開設餐廳，引發不少粉絲前往
打卡用餐，此前林峯一家都在深圳生活了兩年，林峯的
小孩也在深圳出生。在日常生活中，林峯說，也常常驚
訝深圳的發展速度，也看到許多科技行業的跨國公司落
地深圳，“我覺得深圳好像3個月就有一個小轉變，一
年就有一個很大的轉變。”林峯笑稱，深圳的發展好到
他簡直想在那裏置業。

◆炎明熹這個妝型少女感強
獲好評。 胡若璋攝

◆◆周柏豪和炎明熹一起在春晚舞台合唱周柏豪和炎明熹一起在春晚舞台合唱《《紫荊花盛開紫荊花盛開》。》。 胡若璋胡若璋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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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帥 北京報道）香港文匯報從中
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獲悉，
2023年春晚日前已完成第二次
綵排，各類節目經進一步打磨
逐漸成熟，銜接更加流暢。整
台節目堅持“歡樂吉祥、喜氣
洋洋”總基調，突顯開心信
心、奮進拚搏的主旨，力求在
生機勃勃、溫暖關愛、充滿希
望的氛圍中，表達對新的一年
祖國繁榮昌盛、國泰民安的美
好祝願。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透露，

2023年春晚舞美設計體現“滿
庭芳”的理念，取意自中國古
典文學詞牌名，通過演播大廳
多個方位的設計，共同營造祈
願圓“滿”的中華大家“庭”
盡展“芳”華的主題氣象。
其中，由四瓣花結構演化

重構而成的演播廳頂部藝術裝
置，既是根植於中華文明的美
學創造，又是綻放着現代設計
理念的創新呈現。創意取材自
距今6,000年至4,800年前的廟
底溝彩陶標誌性的“花瓣
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曾
提出：花卉圖案彩陶，可能就
是“華族”（即華夏民族）得
名的由來。
日前，2023年春晚還發布了

吉祥物“兔圓圓”，其創意來自
“安徽模鼠兔”，是迄今發現的
世界最早的兔形動物，生存時代
為距今6,200萬年的早古新世。
香港文匯報了解到，在1

月21日除夕夜正式亮相前，兔年春晚還
將進行多次綵排。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表
示，在接下來的綵排中，春晚劇組將不
斷優化方案，持續深度融合各類藝術元
素，確保精彩紛呈綜合呈現效果，全力
以赴推出引人入勝的精品力作，為除夕
夜奉獻上一份充分展現“欣欣向榮的新
時代中國、日新月異的更美好生活”的
“文化大餐”打下堅實基礎。

◆2023 年央視春晚吉祥物是“兔圓
圓”。 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提供

◆演播廳頂部藝術裝置由四瓣花結構演
化重構而成。

◆◆廣東衛視兔年春晚港味濃廣東衛視兔年春晚港味濃。。



移民入籍美国人数在经历新冠疫情初期骤降

后，2022年财政年度迅速反弹至十多年来最高点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根据今

年前三季度公布的政府数据分析估计，2022财年

约有94万名移民成为美国公民，这一年度总数

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三高，也是自2008年以来入

籍人数最多的一年，当年有超100万人入籍。

自2020年春季以来，入籍人数的反弹与其

他合法移民措施的增加保持一致，当时流行病相

关的限制、边境关闭很普遍。根据政府数据显示

，与疫情初期相比较，获得绿卡的新合法永久居

民移民人数增加，外国学生、游客和其他合法临

时移民入境人数也出现部分反弹。

在2020年4月至6月期间，也就是美国疫情

暴发的头几个月。季度入籍人数降至8.1万人，

在连续两个季度低于平均每季度19万人水平后

，2021年1月至3月季度达到20万人，高于前8

年同期人数。2021和2022财政年度入籍水平超

过疫情前的大多数年份，预估2022财年入籍者

约94万人，高于2008财年来的任何一年。2008

年有104.7万名移民入籍，创历史新高，2008财

年是过去半个世纪中前三个入籍的高峰之一。

过去十年中，平均每季度约有20万人申请

入籍美国。自2012年以来，入籍申请的季度数

量普遍在16万至25万左右。在大流行之前，申

请入籍有两个显著上升，一个是在2016年总统

大选前不久（2016年4月至6月），另一个是在

总统大选后不久（2017年1月至3月）。疫情开

始后不久的2020年 4月至 6月季度申请量降至

15.4万人，但下一季度（7月至9月）反弹至33

万人。

回溯到1980年，申请入籍在1997财年达到

顶峰，反映出根据1986年通过的立法而获得合

法身份，并因此在五年等待期后有资格入籍的前

非法移民入籍人数激增。还有在宣布增加申请费

之前，2007财年的申请又出现了一个高峰。

截至2022年6月底，约有67.3万份入籍申请

未决案。虽然比起2020年12月约100万件申请未

决案数量来得少，但仍远高于2012年至2016年

期间。有几个因素会影响未决案数量。例如，在

新冠肺炎疫情的早期阶段，移民局海外办事处关

闭，待处理申请的数量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急剧上

升。随后入籍申请案中位处理时间从2020财年

的9.1个月增加到2022财年的10.5个月。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入籍率都在疫情期

间大幅下降，但此后有所反弹，较疫情前平均水

平高出20%。唯独来自中国的移民例外，中国是

入籍总体排名前10位国家之一，但中国公民入

籍率比疫情前的平均水平降低约20%。

中国人办理移民主要原因还是考虑孩子的教

育，还有部分人在中国也是优秀的人才，一直因

为移民涉及财务规划问题比较犹豫，一直没启动

移民办理，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提上议

程了。目前主要移民渠道通过EB-1特殊人才和

EB-1C的企业高管两种，相比于EB-5投资移民这

两种现在都没有排期。

EB-1类别属于行业内的杰出人才，往往是行

业内的顶尖人物，在行业内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

大的影响力。需要下工夫搜集自己事业、业务上

的成功证据。比如，过去获得的奖励、发表过的

文章，是否有媒体采访，或是否担任过行业协会

领袖，是否帮助过很多人在事业上获得成长等。

美国政府会看你的过去，也会看你的将来，

看你接下来会做什么，会给美国社会做多大的贡

献等等。你的影响、你的能力、你能够给美国社

会带来的贡献，这个非常重要。证据必须非常丰

富，因为美国政府不认识你，它不会做研究的，

你必须有一个好看的履历给美国政府研究，据此

对你做一个合理的判断。

但证据本身也要符合可信度的标准，另外专

业人士的推荐信也是重要的证据。推荐信也不是

一定越多越好，关键是看信件内容。即使上面提

供的证据都符合要求，甚至你过去的工作非常出

色，最后还可能失败。比如有的人年纪可能接近

退休年龄，美国政府会想这个人快退休了，他真

的还会继续做事吗？他会不会一到美国就退休呢

？总之，要让美国政府看到，你在积极做事，不

是一到美国就退休。

墨西哥是过去25年来每年入籍人数最多的

国家，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相比仅增长了8%，

大多数其他主要国家的涨幅也差不多。从地区来

看，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相比，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北非增长了15%至

26%。

与此同时，美国归化公民人口继续快速增长

。根据最新估计，1995年至2019年间，美国入

籍公民总数从760万增加到2210万，总数几乎增

长了两倍。相比之下，合法永久居民数量，即可

能有资格入籍但尚未入籍的移民，在此期间变化

相对较小，保持在1120万至1240万之间。入籍

的合法移民比例从1995年的38%稳步增长到2019

年的65%。

归化美国公民的合法移民比例最小的国家是

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日本和墨西哥

，来自这些国家的合法移民中只有不到一半是入

籍公民。相比之下，入籍合法移民比例最高的国

家包括柬埔寨、圭亚那、伊朗、老挝、波兰、葡

萄牙、罗马尼亚和越南，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中

至少有80%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

移民通常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前提是年满18

岁并在美国连续居住至少五年的合法永久居民，

或与美国公民结婚且居住三年者。如果移民的英

语说得很好、与美国有牢固的联系并且在美国生

活了很长时间，就更有可能入籍。

许多人为了移民国外各显神通，用尽了各种

方法、各种渠道。可谓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

富豪与白领、知识阶层、普通百姓等，移民形式

有所不同。

在美国其实加不加入美国籍，对很多绿卡持

有者来说并没有太大差别。一样可以自由找工作

，读书，交税，和美国公民基本无二样。所不同

的只是不能参与投票，也不能参选和能当政府的

官员，可能还有一两种大学的奖学金， 会没有

资格申请。所以对在美国没有参政兴趣的新移民

来说，其实拿不拿到美国国籍，对生活几乎没有

影响。

但目前中国移民还未像早些年一样形成风

潮，移民不是买张机票就可以的事，涉及很多

方面，目前还未感受到移民大军的大幅度涌入

美国。

今年全球94万移民成功入籍美国 华人入籍率不升反降

今天我们就来重点聊一下厨师移民美国这事

。

厨师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职业，生活中离不

开吃饭，也就离不开厨师，厨师的受教育程度普

遍不需要太高，申请门槛相对来说也就不高。

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认为够移民美

国的都是优秀人才、高级科研人才，普通的工种

比方说装修工、水电工、厨师等等是完全没可能

移民美国的。

其实不是的，在美国的移民法案里，厨师和

高科技科研人员的地位是差不多的。

甚至说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厨师比高科技科

研人员还会更加有优势。

因为在美国，厨师属于短缺的人才，特别是

很多中餐馆都非常的缺人手，毕竟从零开始培养

一个中餐厨师，不如招一个现成的来的省时省力

。

但是您总不能请一个洋人厨师来做佛跳墙吧

，所以自然而然的招聘一些海外的有中餐经验的

厨师就成了一项稳定的需求。

通常情况下，想要以厨师身份移民美国有两

种路径，第一个途径叫做EB-1A人才移民。

EB-1A这类项目的要求非常高，属于非常优

秀的厨师才能够申请的。

比如有国家认证的特级厨师证书，国宴的主

厨，或者参加过全国性厨师比赛并获得了金奖这

种主厨等等。

第二个途径叫做EB-3技术移民，它就是适

用于有一定经验但不用很拔尖的厨师。

那么普通的厨师如何移民美国呢？

一、厨师的个人条件

必须要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需要提供材

料证明，比如说社保缴纳记录，工资单等等。

或者您有两年烹饪学校的学历认证或者有厨

师证，通过几率更高，最好是中级厨师证。

二、美国本地雇主担保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美国那边必须得有餐馆

愿意雇佣我们，并且替我们做担保，去拿这张绿

卡。

雇主这一块如果自己有熟人或者有能力可以

自己去尝试，比如亲戚熟人，他们有在美国开餐

馆，愿意雇佣也可以。

在美国做厨师还是挺吃香的，时薪达到了22

美金，可能有些地方还要高很多，一个月将近能

拿两万多人民币。

三、劳工证申请

申请劳工证是雇主担保移民中不可或缺的步

骤。

第一，雇主向劳工部递交岗位的工资标准审

批申请。

第二，雇主在本地的报纸或者公共区域要刊

登招聘的广告。

第三，雇主提交劳工证的申请，劳工部会随

机抽查申请是否和招聘的广告相匹配。

第四，申请移民，需要把劳工卡、雇主信息

，以及家人的相关信息提供给移民局，然后等待

审批，审批通过了之后进入排期的阶段。

第五，排期到了之后到广州的美国领事馆进

行面试了，一旦面试通过，那大概半年左右就能

够入境，两个月左右就能够拿到绿卡。

以上就是普通厨师移民美国的一种方式，具

体所耗费的时间长短，根据申请人的出生地来决

定。

由于每年申请的人数非常多，所以排期是很

长的。

EB-3雇主担保移民:

项目介绍：

EB-3是一种雇佣关系移民，需提交劳工证，

由雇主为雇员申请居住身份。

总体来说EB-3雇主担保移民是目前最适合

一般申请人的最受欢迎的美国移民移民方式之一

。

项目优势：

1.申请群体包括：专业人士、技术工人和非

技术工人

2.成本低、门槛低

3.无投资、无风险

申请条件：

EB-3A.专业人士申请要求：

1.拥有美国学士以上学位或同等外国学位；

2.身体健康；

3.无犯罪记录；

4.美国雇主提供长期全职工作劳工证。

EB-3B.技术工人申请要求：

1.2年或以上的工作或培训经验；

2.身体健康；

3.无犯罪记录；

4.美国雇主提供全职劳工证明。

EB-3C.非技术工人申请要求：

1.两年以上相关工作或培训经验；

2.身体健康；

3.无犯罪记录；

4.美国雇主提供劳工证；

5.申请人必须年满18周岁。

美国移民方式有哪些？厨师适合移民美国吗？

來到二零二二年的尾聲，世界球
壇上傳來壞消息。一代球王比利因病
逝世，終年八十二歲。巴西全國哀悼
三日，可見比利在巴西國民中的崇高
地位。

比利十六歲於巴西山度士出道，
十七歲便大爆發，一年之內射入四十
一球，及後在一九五八年首次征戰世
界盃時，隨即為巴西奪得足球隊史上
的首次冠軍，聲振球壇，為巴西奠下
足球王國的地位，也叫比利成為一代
天才，橫空出世。隨即巴西在一九六
二年再次衛冕。到了一九七○年，在
電視上首次以彩色轉播的世界盃中，
比利又以兩傳一射的看家本領，再帶
領巴西贏得世界盃。總的來說，最終
比利在一生生涯中，為國家巴西三奪
世界盃，至今仍是歷史上唯一一人。

此外，很多進階的足球技術，第
一次都是由比利做出，包括至今仍讓
世界各地球迷津津樂道的“倒掛金鈎
”等，乃由比利獨創出來！雖然片段

中看到的這個球技如果放到現代或許
並不特別，然而比利在當年較簡陋的
訓練環境、足球戰術未發展的時代中
來完成，毫無疑問成為現代足球其中
一個重要的開發者。而他最後生涯共
射入一千二百八十多球，縱有爭議，
但仍然是職業足球入球紀錄的保持者
。比利在退役後持續為體育界作貢獻
，包括曾出任巴西體育部長等職位。
近年在足球的預測亦相當出名，他對
每屆世界盃的預測基本上都不中，被
稱為「烏鴉口」相當富娛樂性。總結
比利一生以傳奇開始，及後再沒有負
面新聞完成後半生，作為足球界傳奇
中的傳奇，實在是當之無愧，其名聲
將會流傳千古

巴西球王比利離世，令全球球迷
哀悼。一眾球星尼馬、美斯及C朗等
均發文哀悼及致敬。

早年巴西在世界盃期間曾將勝利
獻給比利，目前穿着比利在巴西曾穿
過的“10”號球衣的尼馬讚揚比利的

偉大：“在比利之前，‘10’只是個
數字。我會說在比利之前，足球只是
一項運動。比利改變一切，將足球變
成藝術，變成娛樂。他讓窮人及黑人
能發聲，提升巴西知名度。因為球王
，足球和巴西的地位都得到提升。他
走了，但他的魔法及魅力會長存。”

協助巴西第四次贏得世界盃的名
宿羅馬里奧留言：“比利讓世界為他
的才華鞠躬，並將巴西足球帶到眾神
的祭壇。比利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運
動員，值得我們致敬。”“肥哨”朗
拿度則指：“比利是獨一無二、才華
出眾、富創造力及完美的球員。我的
朋友，非常榮幸能追隨你。你的遺產
超越幾代人，這就是你繼續活着的方
式。”

五奪金球獎的C朗曾兩度獲比利
頒獎，貼上兩人的黑白合照：“一句
再見不足以表達失去比利的傷痛，他
啟發數百萬人，不論是過去、現在及
未來，他都是我們的榜樣。他的成就

與回憶永遠不會被忘記，安息吧，
球王比利。”

剛奪世界盃的美斯以西班牙文
寫上“安息”，簡短而有力。其聖
日門隊友麥巴比則貼上兩人的合照
寫道：“球王雖然離世，但他的傳
奇永遠不會被遺忘。

地位崇高的比利之死訊傳出後
，來自全球的政要和體育界名人相
繼發文悼念他，巴西總統博索納羅
說：「是比利令到巴西的名字與足
球掛上等號，他令足球變成藝術和
娛樂。」美國總統拜登便寫上：
「能夠透過運動連繫整個世界，除
比利外沒有他人。」現役巴西主將
尼馬說：「比利出現之前足球只是
一項普通運動，十號亦只是平凡的
號碼，是比利改變了一切。他將足
球變成藝術和娛樂，他雖然走了，
但其魔法是永恆！」阿根廷新球王
美斯上載與比利合照寫道：「安息吧
，比利。」C朗拿度則發文：「我向

整個巴西和比利的家人致深切慰問。
比利是很多人的靈感來源，是永遠的
標杆。」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千古留名話球王千古留名話球王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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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光漢在新片《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

的那件事》扮演鋼鐵直男刑警，以黝黑、

剃平頭造型示人，瘋狂健身瘦5公斤升級

「精壯版許光漢」，並接受專業武術訓練

，幾堂課就把迴旋踢、過肩摔做得超到位

，動作指導洪昰顥給予高度評價讚他是

「練武奇才」。

許光漢首度挑戰喜劇片，意外與林柏

宏飾演「死掉的Gay」毛毛冥婚，為查出

毛毛死因，一人一鬼誤入重大刑案現場，

鬧出不少笑話。片中只有他能看見「鬼老

公」林柏宏，常要憑想像對空氣表演，壓

力極大表示：「喜劇真的很困難。」這也

是許光漢第一次演警察直呼「很過癮」，

當穿上警察制服、拿起槍時，他忍不住興

奮喊：「哇～原來當警察是這種感覺啊！

」劇組也安排他前往偵查隊貼身觀察警察

日常，他表示：「發現很多警察會自主做

武術訓練，我猜想明瀚可能也是這樣的人

。」因此從拍攝籌備期到殺青，他更加瘋

狂健身、飲食控制，整整瘦了5公斤升級
成「精壯版許光漢」。

除了投入動作訓練，許光漢在角色塑

造過程也將自己完全交給導演程偉豪，抹

掉以往白淨斯文樣貌，特意曬黑且剃了個

有稜有角的方形頭，導演回憶：「我還記

得光漢在開拍前兩天去剃頭，當他帶著黝

黑皮膚跟方形頭走出來，我就知道明翰誕

生了，不一樣的光漢來了！」

許光漢透過多次排戲及討論劇本，打

磨出一個前所未見的他，聊到這次表演最

具挑戰的一點，他笑說：「應該是跟空氣

演戲吧，蠻多場戲都要拍兩到三個版本，

也算一種樂趣。」因片中只有他看得到

「鬼老公」林柏宏，為了分鏡效果，常要

拍看得到鬼跟看不到鬼的各種版本，但他

每次都如複製貼上一樣精準，導演程偉豪

讚說：「光漢真的是個好演員，願意嘗試

自己的極限，才讓明翰這個角色，有了現

在的樣貌。」並稱讚許光漢喜劇節奏很好

，穩定度超高，保證帶給觀眾一個前所未

見的許光漢。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將

於2月10日情人節檔期上映，片商也搶先

推出「吳毛府家宴特別場」，詳情請見電

影粉專。

許光漢穿制服狂瘦5公斤
升級 「精壯版」 硬漢成練武奇才

農曆春節就要來了，今年的賀歲電影

一檔接一檔，其中一部電影《詐團圓》找

來不少大咖對戲，包含國民阿嬤陳淑芳、

邰智源、隋棠、陳昊森等人，今(4)日他們

出席宣傳活動 ，陳淑芳和謝瓊煖為戲苦

練客語， 另外隋棠和陳昊森也接受華視

新聞專訪，兩人也先向大家祝新年快樂。

搶先祝福觀眾新年快樂，好久不見的

隋棠搭檔小16歲的陳昊森，在2023賀歲

片中，飾演一對高顏值詐騙母子檔，靠著

詐騙維持生活開銷，這也是隋棠婚後首次

出演電影，她坦言聽到演媽媽最在意這件

事，導演葉天倫VS演員隋棠說：「她就

問我說，演我兒子是誰，我說是陳昊森，

她說很帥可以，(我覺得昊森就是一個長

得很帥)，(很棒的演員)。」

不僅女神、男神合作，國民阿嬤陳淑

芳、邰智源、謝瓊煖等，豪華卡司一起陪

大家過年，這回陳淑芳化身嫁給客家人的

女企業家，要練一口流利客語，演員陳淑

芳VS謝瓊煖說：「那是一定困難的，我

學到我的舌頭都咬破了，真的很困難，(

客語其實對我來說)，(有時候就是太久沒

有使用)，(所以還是有客語老師指導)。」

演員不斷挑戰自我，也要在賀歲電影中帶

給大家滿滿歡笑！

婚後首度演電影! 隋棠 陳昊森賀歲片演出母子檔

全亞洲第一位橫跨世界南北兩極點

楊力州導演最新力作《無邊》，記錄

2018台灣第一支南極長征隊隊員由橘子

關懷基金會創辦人劉柏園、探險主持人

宥勝、超馬選手陳彥博及兩位大學生林

語萱和吳昇儒，五人所組成，歷經48天

旅程，以徒步15天350公里的挑戰旅程

。楊導的《無邊》記錄著南極長征途中

隊員和自己的心靈及景況，創作二十多

年來，這是一部楊力州導演最深沉的自

我省思與反芻的作品。

今天（1月5日）導演楊力州在《無

邊》首映會親自帶領觀眾一起前往內心

的南極探險，電影音樂創作侯志堅、南

極探險員林語萱、橘子關懷基金會夥伴

們也現身力挺外，特別感謝肯邦國際和

肯園國際的大力支持，還有好友吳寶春

師傅提供楊導在南極最想吃的紅豆麵包

共襄盛舉。

楊導在首映會的映前導聆和映後

分享歷時4年《無邊》的誕生，現場的

觀眾們熱烈討論，電影中鬼魂的絮語

到底是哪國語言？「我不斷翻閱這300

多頁的英國探險隊員親手日誌文獻，

失敗的他們好像沒有打算要活著回去

。」楊導認為這支探險隊最後全軍覆

沒，鬼魂可能從未離開南極，希望透

過特殊聲音傳達未曾離去的鬼魂。

「我邀請許多朋友用不同語言都無法

詮釋心中那鬼魂聲感，最後自己用中

文親口錄下日誌旁白後，將音軌倒轉

，出現了如今大家聽到的鬼魅語言。

」楊導說到，「只有觀眾親臨戲院現

場，才能感受到南極的浩瀚及神秘鬼

魂的絮語。

獲獎無數、以往都是拍攝紀錄著

別人的故事及生命歷程的楊力州導演

，在經歷只有3、4天沒有暴風雪，平

均溫度零下30度以下的南極，感受著

南極的暴戾、南極的寬容、在南極的

召喚下，第一次正視自己的人生，歷

經4年與自己內心南極直球對決的紀錄

片，坦誠地呈現在眾人面前。他明白

這只是一個示範，希望透過《無邊》

鼓勵與他面臨相同境況朋友們，傳達

「去做你害怕的事！勇敢的面對自己

心中的那個南極！」《無邊》2023年 1

月6日全台上映。

《無邊》首映解謎鬼魂絮語南極的暴戾寬容
體悟陪伴家人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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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不会给人一种攥紧拳头、时刻准备战斗的紧张感受，而是

恰到好处地融合了市井气息和浪漫氛围。

马赛克乐队主唱夏颖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市白马镇，当地有一家

火力发电厂 ，他的父母都在工厂里上班。儿时，夏颖读书和生活

全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片区，几乎所有同学的家长都是工友，彼此

认识。“我算是厂矿子弟，去成都之前，生活圈子挺封闭的，很多

童年伙伴一直玩到初中毕业才各奔东西。”

夏颖在白马镇生活到初一，之后因为想学踢足球，离开家去了

成都，后来升入高中，他再次回到家乡。读到高二，他又爱上了摇

滚乐，想找人组建乐队，于是再次跑去成都，陆续结识乐队成员后

，他便一直生活在此地。

夏颖的微信名字特别有意思，既饱含对往昔生活的回忆，又散

发出浓重的“中二”气息，名曰“白马镇王子夏颖”。夏颖喜欢成

都，在他看来，这是一座轻松愉快且极富包容精神的城市，每个人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成年之后，夏颖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成都，很少离开，即便为

了工作不得不出行，最长也不会超过三个月。成都的一切让夏颖感

到亲切和放松，硬要挑毛病的话，就是过于安逸了—— “这里太

舒服了，待久了人容易变懒。”

听起来，这似乎更像一句撒娇似的嗔怪。“我在北京有很多搞

乐队的朋友，每次去北京找他们，停留的时间越久，感受就越明显

。节奏实在太快了，这种快是肉眼可见的，每个人走路都特别快，

完全跟不上趟，本来我个子就不高，每次都要小跑才能勉强跟上他

们。”夏颖说。

夏颖拿出在成都行走的速度，追不上北京的哥们儿，可转过头

来到大理，又能把大理的朋友甩得老远。“大理的

朋友走起路来要更慢一些，我经常说着说着话，一

回头，发现对方被落下好远，我成了走路最快的。

这么看来，成都节奏也没有那么慢，哈哈，反正速

度很适合我。”

一个chill的乌托邦

马赛克乐队由主唱夏颖、吉他手卓越、贝斯手林

玉峰、鼓手高欣四人组成。常有网友调侃夏颖在乐

队里的分工，除担任主唱外，主要负责保持天性，

追求自由和快乐。夏颖很瘦，喜欢穿高饱和度颜色

的服装，戴各种各样的帽子，特别是水手帽，已然

成为他的招牌配饰。

舞台上的夏颖，披散一头长卷发唱着复古disco，

身体不由自主跟随节奏摇来晃去。很多人将马赛克

乐队的风格称为暧昧摇滚，夏颖的演绎方式，无疑

将暧昧的感觉发挥得淋漓尽致。组建一个乐队并不

轻松，遇到马赛克乐队的小伙伴之前，夏颖刚从上

一个乐队离开，他坦言自己是“被开除的”。

夏颖说：“那时候在成都，很多年轻人都在玩乐

队。这件事听起来挺酷的，但真正组建起来并不轻

松，有时好不容易组建成功，没过多久，对方又离

开去其他城市了。”这一切，正如《莫里森与杂货

铺》中所唱——“这夏天结束，我们就告别，你离

开成都，我依然在乐队，年轻人都无所谓。”

很多乐迷喜欢调侃夏颖为“夏公主”，尤其是他

哭起来的时候。这就不得不提到马赛克乐队纪录片

《无码派对》中，夏颖跟贝斯手林玉峰吵架并和好

的经典桥段——夏颖委屈地对着卓越哭喊“他打我

”，之后林玉峰向夏颖道歉，二人迅速和好，夏颖

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对林玉峰说，“我爱你，我咋

阔楞（成都口音）打你”。

人们总是在成长过程中，学着收敛天性、磨平棱

角，但夏颖似乎从未学会这些，身上仍保持着极度

天真和纯粹的一面，有时甚至会看起来有点没心没

肺。新裤子乐队彭磊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夏颖

总是挺开心的，一天到晚总这样。”

这其中，有巴蜀人骨子里特有的乐观，更有家人

和朋友对他天性的保护。谈及团队成员的变化，林

玉峰说：“卓越变化很大，以前的暴脾气和不爱说

话的性格全都不见了，但夏颖变化很小，他一直用

自己最习惯的状态过生活。”

某次乐队外出演出，夏颖喝醉之后迷了路，上了

社会新闻，被描述为“某乐队主唱，深夜衣冠不整

，找不到酒店”。新闻结尾处，还补充了一句“他

联系了三位好友，但对方并没有出现”。

后来在一档节目中，林玉峰对此作出解释：“他

给警察报的是我们三个人的手机尾号，怎么可能打

得通？”夏颖曾在成都玉林街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租住在一栋

老房子的顶楼，一推门就是卧室，门外有可以做饭的厨房和一片郁

郁葱葱的露天阳台，里面种了很多植物。

夏颖将此地称为“空中花园”，那是一处令人感到无比chill

（放松），类似于乌托邦的存在。玉林算是成都比较老的生活片区

，有很多老式建筑和临街小店，小酒馆、咖啡厅、唱片店和好吃的

小吃店铺，逛上一天也不会觉得无聊。

“玉林还保留着几十年前我刚来成都的模样，节奏很慢，生活

成本也低，在这里生活很难感受到压力。”夏颖说。从夏颖的住处

步行去小酒馆，大概只需要几分钟的路程。小酒馆每个周末都会举

办特惠活动，对音乐人还有五折优惠，5块钱就能喝上满满一大杯

啤酒。

每当夜幕降临，小酒馆便开始热闹起来，人们喝着酒，看着乐

队live演出，脸上洋溢着快乐。夏颖和高欣就是在小酒馆相识的，

彼时的他们，正各自玩着自己的乐队。后来，夏颖与林玉峰和卓越

相识，加入了对方组建的乐队，在2012年发行乐队第一张专辑后，

高欣成为乐队的第二任鼓手，之后乐队更名为“马赛克”。

那段时间，乐队成员都租住在玉林位于顶楼的出租屋，冬冷夏

热，好在租金便宜。他们彼此的住处，相隔不超过一个街口，过个

马路，就能来到对方家中。搞乐队初期，每个人手头都很拮据，没

条件下馆子解馋，就在家中开伙做饭。

林玉峰就是在这个阶段，练就了绝佳的厨艺。成都是一座充满

烟火气的城市，这一点，通过菜市场的密度可见一斑，闲来无事逛

菜市场，早已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重要日程。夏颖偶尔会和林玉峰

一起逛菜市场，看对方如何熟练地操办一桌菜。

“林玉峰挑肉很有经验，看两眼、闻几下，就知道肉够不够新

鲜，他经常去的摊铺，老板已经对他很熟悉了，知道他喜欢用哪种

肉。”那是一段闪着光的日子，邻居大都是玩乐队、画画、搞艺术

的年轻人，一群有趣的人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就成了朋友，就像

《老友记》中的生活一样，推开门就能见到朋友。

一群人在天台花园上，摆一张桌子，喝点小酒、嗑点瓜子，满

怀憧憬地谈论未来。天气好的时候，甚至一句话都不用讲，懒洋洋

地晒一下午太阳。有时，明明在外面已经玩到很晚，彼此仍觉不尽

兴，回到住处，还要继续在天台喝酒、聊天、看电影，看着看着电

影，天就亮了。

“那时我总觉得房间里人来人往的，特别热闹。一周之内，我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醉醺醺的。我属于那种又菜又爱喝的类

型，见到朋友一高兴就开始喝，屋子里堆了一面墙的绿色啤酒瓶子

，啤酒瓶能换钱，攒够一批，就拎下楼去杂货铺换钱，回头接着买

酒喝。”夏颖说。

在这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什么都不做也可以

无论前一天睡得多晚，夏颖都能坚持早起，为的就是吃顿早饭

。“吃份油条豆浆，或者稀饭咸菜，感觉特别享受，之后再四处转

街，溜达溜达。成都很多街道的名称特别好听，譬如泡桐树街、神

仙树街、芳华街、彩云街，就跟小说中的名字一样。”

除了喜欢散步，夏颖还喜欢玩滑板、骑摩托，当他用不同的方

式丈量成都，总会触碰到城市不同的肌理，收获不同的体验。快乐

总是相似的，每当穿梭在城市当中，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总能令

他感到无比自由。经过沿街店铺，看到有意思的招牌，夏颖总会停

下来，走进去逛一逛。

“城市发展太快了，一段时间不去某条街道，就会感觉到陌生

，因此我会用酒吧、咖啡馆、餐厅当作锚定城市的一个又一个小坐

标，通过这些有意思的店铺，帮助记忆一条街道。”乘坐出租车时

，夏颖喜欢跟司机师傅们聊天，向他们打听那些隐匿在城市街角的

地道餐馆。

“他们推荐的店铺，几乎每一家都性价比超高，之前一个师傅

推荐的小店，我现在经常光顾，素菜10块，荤菜20块，就连凉拌

肥肠这样的硬菜，也才卖25块钱。每次去之前，我都要提醒自己，

不要吃太撑，结果每次都吃两三碗。”

成都有很多公园，闲来无事，夏颖喜欢去不同的公园遛弯，他

调侃自己好像一个退休的老大爷。除了逛公园，他还喜欢去不同的

桥上看风景，站在桥边，听远处传来船的汽笛声，或者什么都不做

，只是单纯站在桥上发呆，盯着河水流向远方，“人处在这样的环

境当中，身体会觉得特别舒服”。

夏颖最早接触摇滚乐，喜欢的是哥特摇滚和黑金属。“其实那

时候我也听不太懂，只觉得听起来很厉害，青春期都讲究特立独行

嘛，我每天耳朵里塞个耳机，觉得自己可独特了，几乎每张唱片都

听过上百遍。”

“其实每个人对于自身的存在都存在不同大小的疑惑，这些疑

惑，就像马赛克一样盘踞在每个人心里，需要一点点去解码，去掉

马赛克之后，人们才开始了解自己，而我们要做的，或者说正在做

的，就是用音乐解开这个码。”夏颖说。

夏颖也曾叛逆过，不过叛逆期很短，没办法，父母太宽容了。

开明的父母几乎支持他所有的选择，初中时，夏颖提出想学足球，

就送他去学足球；到了高二，他想组乐队，父母也完全支持，甚至

允许他休学一年。夏颖跟父母的关系一直很融洽，做乐队之后，每

当新歌出demo，他都会让父母先听一下。

“刚开始做也做过那种发泄式的摇滚歌曲，做完发给他们，他

们确实有点听不明白，就说：‘感觉有点沮丧啊，是不是情绪绷得

有点太紧了？’后来，乐队开始尝试做旋律轻快的音乐，再发给他

们，就变得容易接受多了。”

夏颖的父母还很喜欢在家中播放儿子上电视的片段，夏颖说：

“我这个人本来脸皮挺厚的，可有时回家，看见我爸妈正在跟一群

亲戚观看我演出的内容，脸上还是有点挂不住，只想赶紧往自己房

间里钻。他们偶尔也会来现场看我演出，但我不太想让他们来，他

们一来，我就容易紧张，一紧张，就表演不好。”

对夏颖而言，唱歌是他与世界交流的重要方式，他愿意一直做

下去，从不会感到无聊。团队的伙伴们，也早已成为家人般的存在

，经常聚在一起玩、一起讨论音乐，他说：“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

事情，也许到老了我们都还在一块。”

艺术创作与生活环境同样息息相关，成都这样一座充满松弛感

的城市，无疑能很好地激发灵感、滋养创作。夏颖说：“成都不会

给人一种攥紧拳头、时刻准备战斗的紧张感受，而是恰到好处地融

合了市井气息和浪漫氛围。在这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什么都不

做也可以，怎么舒服怎么来。”

全国最chill的城市，遍地都是摇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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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舊迎新好氣象，休士頓辦事處
羅復文處長偕僑教中心王盈榕主任，為
休士頓僑界及台灣祈福，期待新的一年
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感謝劉秀美, 張世勳僑務委員、僑
務顧問趙婉兒，以及天后廟翁作華會長
,週滿洪理事長,楊贊榮,黎國威,楊桂松,
陳作堅,賴文海等僑領與幹部的熱情招
待。

羅處長感謝媽祖對休士頓僑胞及社
團的保祐，也提醒大家做好防疫工作，
預祝信眾朋友們農曆新年快樂。

羅復文處長偕僑教中心王盈榕主任前往 天后廟 參加 歲末酬神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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