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Prepare monthly income statement and balance sheet. 
2. Maintai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to document and analyze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nd make 
appropriate journal entries. 
3. Prepare and review account payable, account receivable, payroll, invoices, cash receipt and other 
accounting documents for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4. Do cash reconciliation between financial statement and bank account and resolve any discrepancy. 
5. Explain accounting policies to staff and clients.

12 months’ experience required.
Send resume to: lgomez@manuelsolis.com

Law Office of Manuel E. Solis P.C. seeks accoun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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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 claims capture of Ukraine’s Soledar, 
but Kyiv says still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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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IV, Jan 13 (Reuters) - Russia said on Friday that its 
forces had taken control of Soledar in eastern Ukraine, in 
what would be a rare success for Moscow after months 
of battlefield reverses, but Kyiv said its troops were still 
fighting in the town.

Reuters could not immediately verify the situation in 
Soledar, a small salt-mining town that has been the focus of 
relentless Russian assault for days.

Kyiv and the West have played down the town’s signifi-
cance, saying Moscow sacrificed wave upon wave of sol-
diers and mercenaries in a pointless fight for a bombed-out 
wasteland, unlikely to affect the wider war except insofar 
as the huge losses have sapped manpower on both sides.

But the capture of the town has taken on an outsized impor-
tance as it would, if confirmed, give Moscow a trophy for 
one of the bloodiest campaigns of the war following major 
battlefield setbacks throughout the second half of 2022.

“The capture of Soledar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constant 
bombardment of the enemy by assault and army aviation, 
missile forces and artillery of a grouping of Russian forc-
es,” Moscow’s defence ministry said.

Cardinal Pell lies in state, funeral plans overshadowed by 
memo revelation
German economy likely stagnated in Q4, escaping reces-
sion for now
Seizing the town would make it possible to cut off 
Ukrainian supply routes to the larger nearby city of 
Bakhmut and trap remaining Ukrainian forces there, it said. 
Moscow has been trying to seize Bakhmut for months.

But Serhiy Cherevatyi, spokesperson for Ukraine’s eastern 
military command, told Reuters by telephone Soledar had 
not been captured: “Our units are there, the town is not 
under Russian control.”

CNN said on its website that a reporting team just out-
side the town could hear mortar and rocket fire on Friday 
afternoon and saw Ukrainian forces ferrying troops in what 
appeared to be an organised pullback.

‘MEAT GRINDER’
A Ukrainian officer in the area also told Reuters by tele-
phone the Russians had not fully taken the town.

“Last night artillery fire was like from hell, both sides. 
From what I know, our boys have managed to exit some 
parts (of Soledar) in an orderly manner and now (assault) 
groups are counterattacking, but we still hold the town.”

Ukrainian officials said on Thursday that more than 500 ci-
vilians, including 15 children, were trapped inside Soledar.

After Ukrainian forces drove Russia into humiliating 
retreats for much of the second half of 2022, the front lines 

have barely budged for the past two months. Meanwhile, 
the battles around Bakhmut and Soledar became what 
both sides called a “meat grinder” - a brutal war of attri-
tion claiming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soldiers.

Ukrainian military operating German howitzer, Panzer-
haubitze 2000, near Soledar

Both Bakhmut and Soledar are in the Donetsk region, 
which Russia unilaterally claimed to have annexed in Sep-
tember despite only partly occupying it. The capture of the 
entire region is widely seen as a Kremlin war objective.

Kyiv’s Western allies, however, see it as a fight for mar-
ginal gains on a stretch of front where neither side can 
make a big breakthrough, a sideshow from battles further 
north and south, where Ukraine hopes to push through 
Russian lines.

“Even if both Bakhmut and Soledar fall to the Russians, 
it’s not going to have a strategic impact on the war itself,”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pokesman John Kirby 
told reporters at the White House, “and it certainly isn’t 
going to stop the Ukrainians or slow them down.”

Within Russia, victory in Soledar could boost ultra-nation-
alist mercenary leader Yevgeny Prigozhin, whose Wagner 
Group of fighters-for-hire, including convicts recruited 
from prison with promises of pardons, has focused on the 
fight in that area. He has griped as the regular military has 
taken credit for the Soledar battle without mentioning his 
fighters.

On Friday evening the defence ministry, which had not 
mentioned Wagner in its initial communication claiming 
to have captured Soledar, issued a second statement “to-

clarify” the situation.

“As for the direct storming of Soledar’s city quar-
ters occupied by the armed forces of Ukraine, this 
combat task was successfully accomplished by the 
courageous and selfless actions of volunteers from 
the Wagner assault detachments,” it said.

NEW WEAPONS
The new year has brought important pledges of extra 
Western weapons for Ukraine, which is seeking 
armour to mount mechanised battles against Russian 
tanks.

Major new announcements of weapons are likely 
next week, when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Austin hosts defence chiefs from other allies at a 
U.S. air base in Germany for a meeting of the con-
tact group set up to provide support for Ukraine.

Last week,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pledged to send armoured fighting vehicles. Discus-
sion this week has focused on supplying main battle 
tanks, a major potential upgrade for Kyiv.

On Friday, Finland joined Poland in saying it could 
send German-made Leopard tanks to Ukraine as part 
of a Western coalition apparently being put together 
to supply them.

That re-
quires the 
permission 
of Berlin, 
which has 
previously 
been hes-
itant but 
has lately 
signalled 
a willing-
ness to 
allow it. 
A German 

government spokesman said on Friday Berlin still 
had yet to receive any formal request for permission 
to re-export the tank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launched the 
invasion on Feb. 24, saying Kyiv’s ties with the West 
threatened Russia’s security, and Russia has since 
claimed to have annexed four Ukrainian provinces. 
Ukraine and its allies call it an unprovoked war to 
seize territory, and Kyiv says it will fight until it 
recaptures all its land.

 U.S. President Joe Biden speaks 
during a memorial service for 
former Defense Secretary Ash 
Carter at Washington National 
Cathedral in Washington, U.S. 
January 12, 2023. REUTERS/
Jonathan Er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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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Several people had to be rescued after two vehicles fell into a sinkhole in 
Chatsworth, California, January 10.  REUTERS/David Swanson

Ke Huy Quan poses with his award for Best Supporting Actor in a Motion Picture for “Ev-
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at the 80th Annual Golden Globe Awards in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January 10. REUTERS/Mario Anzuoni

Cesar, 34, a pilgrim from Mexico, walks on the San Antolin beach while continuing his pilgrim-
age in the “Camino de Santiago del Norte”, in Llanes, Spain September 24. REUTERS/Nacho 
Doce

Supporters of Brazil’s for-
mer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 
demonstrate against President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in 
Brasilia, Brazil, January 8. 
REUTERS/Antonio Cascio

Overdrive Racing’s Lucas 
Moraes and co-driver Timo 
Gottschalk in action during 
stage 11 of the Dakar Rally 
in Saudi Arabia, January 
12. REUTERS/Hamad I 
Mohammed

A woman wades through chest-
deep flood water after Super 
Typhoon Noru, in San Ildefonso, 
Bulacan province, Philippines, 
September 26, 2022. REUTERS/
Eloisa Lopez

Today we hoste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board
meeting at ITC. More than twenty
members from the business, culture,
academic and real estate industries
attended the meeting. After a few
hours of discussion, we decided to
fully make new plans and activities
for the coming year.

When we celebrated the ITC
20-year Anniversary Gala, former
the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Elaine Chao, Mayor Turner,

Congressman Al Green,
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
and 500 guests were in attendance.

Our Board also made a
resolution to sponsor monthly
luncheons, and the first event will be
on January 21.

Next week to celebrate the
Lunar New Year in front of our
building, many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food booths will be there on our
front lawn. We also plan to celebrate
July 4th, Mexico National Day,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our ethnic culture heritage.

In our plans we also are going to
publish a monthly newsletter and
make plans for trade mission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Mexico,
Vietnam and Africa.

We all are so very excited that
ITC will be fully recovered and we will
open the door to the world.

0101//1212//20232023

ITC Will Open The DoorITC Will Open The Door
To The World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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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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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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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後的冬晨，滿地落葉，慈濟佛瑞斯諾聯絡處志

工及社區志工已經到達距離市區半小時車程的卡拉瑟斯

（Caruthers）的聖母教堂（Our	Lady	of	the	Assumption）

，開始發放的前置作業。這一天，除了提供農工家庭民生物

資外，更為他們的健康把關，增設視力及牙科篩檢服務。

	 佛瑞斯諾（Fresno）住著大批的墨西哥裔農工及低收入

家庭，慈濟佛瑞斯諾在疫情之前持續舉辦冬令發放，2022

年歲末是暫停兩年後的首次發放。慈濟人醫會的牙科醫師林

立達應行動醫療團隊經理鍾明楒邀約，為農工們檢查牙齒；

志工楊應禮和莫德斯托（Modesto）也加入醫療團隊，提供

眼科篩檢。

	 義診負責人鍾明楒

表示，經過篩檢，醫療

辦公室會為需要進一步

治療的病人提供兩次眼

科義診，安排專業醫師

免費配鏡。牙科方面若

需治療，將會安排他們

回辦公室做治療和追蹤

等後續服務。

志工謝芬蘭（右）送上平安
吊飾結緣。攝影／陳宗坤

奧斯汀聯絡處負責人溫倉彬
（中）向參觀者分享中英	
《靜思語》。攝影／陳宗坤

9
265

	 作者／黃芳文

	作者／蔡長治

	作者／葉宗貞、高銘哲、張願鈴、劉倢筠、溫慧譞、真善美團隊

慈濟奧斯汀聯絡處應奧斯汀國際姊妹市協會（Austin	

Sister	 Cities	 International）的台灣台中市姊妹會邀

約，參加該會舉辦的世界護照節（Passport	 to	the	World）

活動，向與會者介紹慈濟。

	 世界護照節過去三年曾因疫情而停辦，2022年12月3日

再度啟動，當天下午1點至下午4點在位於奧斯汀市區的奧斯

汀中央圖書館（Austin	 Central	 Library）總館舉行，計有來

自14個姐妹城市參加，包括台灣台中市在內，分別擺設攤位

介紹各國文化。與會者透過欣賞各國的文化表演、遊戲、手

工藝品及點心品嘗等，體驗奧斯汀豐富多元的人文特色。	

	 慈濟志工透過結緣平安燈吊飾及幸運籤，分享《靜思

語》等，深受會眾喜愛。此外，並通過介紹大愛感恩科技回

收寶特瓶製作環保毛毯，並熱情地送上一杯溫暖的淨思烏龍

茶；天然有機的靜思茶，茶葉含著清香，與會者品嘗著色澤

黎明的微曦中，慈濟志工已經坐上大巴士前往位於中加

州貝克斯菲爾德（Bakersfield）小鎮的金山谷高中

（Golden	Valley	High	School）；已有病患披著薄毯在晨風

中等待看診。

世界護照節 奧斯汀志工展現慈濟文化

隧道盡頭的光亮

愛心膚慰病苦 義診送祝福

	 今天早上，靜靜回顧昨天做收件工作二，三事，一方面

讓自己勿忘身邊走過的故事和跟進的個案，一方面也是要和

邁阿密的志工分享自己參與發放的心得。

	 參加幾次的發放，一直擔任幕後的策劃工作，昨天是第

一次有機會坐在收件的位置，終於可以把之前反覆模擬的流

程，自己付諸行動，不再只是紙上談兵。

	 昨天接到的第二位受災戶是大腸癌第三期；被診斷出癌

症已經夠悲慘了，接著將是更多的檢查、化療及放療，但更

糟的是突如其來的颶風，	打亂了所有。她曾是老師，目前沒

有保險，面臨病痛和毀了的家，眼前是一團糟的財務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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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澈明亮的茶湯，入口甘醇滑潤，許多好茶者都大讚好茶，

志工把握機會推廣環保理念。

	 當天慈濟攤位人潮駱繹不絕，人們讚歎、感動慈濟在

全球各地的善足跡，還有對愛護地球付出的心力。有人在聽

完志工的分享之後，感動的詢問要如何捐款。根據過去的經

	 貝克斯菲爾小鎮距離洛杉磯市區車程大約2個小時，是

加州的農業大區：「這裡有很多低收入的農工，平時收入菲

薄，近來在高通膨之下，生活更是辛苦；由於地廣，需要幫

助的人也就更多了。」

	 安娜·馬里斯卡爾（Ana	 Mariscal）今天是來看牙科醫

生，她在2017	 年第一次來到慈濟義診，當時是因為坐骨神

經痛，希望得到針炙醫師的幫助。安娜得到杜和益醫師治

療，她把當時治療的錄影展示給志工看，感恩的表示：「困

擾我的坐骨神經痛，就沒有再發作了。謝謝！」她已經開始

期待兩個月後，慈濟還會再過來。

	 呂玉蓉醫生是一位復健治療師，她是第一次來參加慈

濟的義診行列。他看到病人的頸、背、肩或是腿部疼痛，非

常的不忍。在診療過程中，有一位病人對她表示感謝：「您

讓我們的疼痛減輕了，感覺真的不一樣，您改變了我們的生

活，不必再忍受疼痛，真是太好了。」呂醫生聽了很窩心，

也很高興，她表示：「如果有機會，很願意再來為他們服

務。」

	 這次義診有中醫、西醫、牙醫等，大約出動了逾50位志

工，其中包括慈濟的素食料理團隊，他們在幾天前就開始為

義診活動準備餐點。擅長料理的志工們不辭辛勞，清晨就為

所有參與義診的全體人員準備了豐富的早餐，午間又提供午

驗，志工事先製作的慈濟簡介看板上有慈濟網站的二維碼，

可以馬上用手機掃描，進入完成捐款。

	 參與活動的志工都很高興在疫情開放之後，能夠在這樣

大型活動的場合向大眾介紹慈濟。

參與活動的志工都很高興在疫情開放之後，能夠在這樣
大型活動的場合向大眾介紹慈濟。攝影／陳宗坤

志工們志工們不懼寒冷，展現熱情為農工家庭提供物資發放服
務。攝影／溫慧譞

◎ 送愛中加州貝城  義診助貧農
◎ 送愛佛瑞斯諾  解貧病之苦

◎ 種下善種子  收穫美的果實

很感謝所有從很遠的地方過來，花很多的時間來這做這
些義務的服務。  

病患  安娜·馬里斯卡爾

這就是我們過去努力的成果，當初種下的因，如今結成
美好的果。  

高中老師  蔡麗莉

	 為協助有需要的休士頓家庭，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與
休士頓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合作，擬於1
月14日與1月28日舉辦蔬果發放活動，以行動支援有需
要的鄰里鄉親，幫助生活艱困的民眾了解到他們並非孤
單無助。
	 食物發放採得來速（drive	thru）模式進行，同時接
受民眾步行前來領取，參與食物發放的民眾需全程戴上
口罩。預計發放350份蔬食，數量有限，先到先領，發
完為止。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1月14日與1月28日，上午11點至下午1點，發完為止。

食物發放地點：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齋、水果和點心，讓大家有充足的體力為病患看診。

	 義診結束之後，大家井然有序的收拾場地，回到洛杉磯

時已是燈火闌珊。志工們還要將所有器械歸回原位，才得以

結束全天的工作；當大家揮手告別時，辛苦收穫的快樂綻放

在臉上。

	 志工蔡麗莉在高中任教，此行帶領十位同學參與發放活

動；她在克洛維斯統一學區（Clovis	 Unified）服務超過30

	 佛瑞斯諾州立大學（Fresno	State	University）慈濟大專

青年聯誼社（簡稱：慈青社）學員司徒凱倫（Kaylen	 Situ）

是華裔第二代：「高中時，蔡老師帶領我們在慈濟中秋節園

遊會中當志工，因此認識慈濟，並更進一步知道慈濟持續為

社會低收入農工服務，大學時就決定加入慈青社，也為這社

會盡一份心力。」

她那悲傷絕望的眼神，我似乎從未見過，因此一直在腦海裡

揮之不去。

	 發放近尾聲時，現場已不再等待受災戶，志工們正忙

著善後整理的工作。這時有位女士匆匆趕到，我也快快地

迎上去接待。入座後，她談到災情和屋毀物失，乃至流離

失所，只能和兩位家人以車為家；訴說中哽咽難言到我必須

打斷她，讓她了解我們要把握時間才能避免錯過發放時間，

對她造成第二次或第三次的傷害。在我把現值卡交到她的手

中時，她當下就伏在桌上不停的抽噎啜泣，我只能握住她的

手，膚慰和等待她的平覆。她抬起頭告訴我，今天差點趕不

來，而且真是四處求救無門，沒想到素昧平生的慈濟，能在

這麼簡短的談話後就給她這麼一筆大超出預料的急時雨。

	 因為是我的最後一位訪談對象，穿梭在忙碌收尾工作的

志工間，我陪伴她走向出口，並安慰她，一切的悲傷都會過

去。她也答應我會勇敢地走下去。

	 心裡真的很感恩證嚴法師的慈悲，讓這麼多的災民能夠

絕處逢生，看到隧道盡頭的光亮，勇敢的迎向未來；也很感

恩負責審核的志工在最後關頭收下這個個案，更要感恩這位

女士在許許多多的失敗後，沒有放棄這一次的機會，成就了

我們的法會因緣。

年，帶領學生參與佛瑞斯諾慈濟活動已超過20年：「慈濟能

夠包容不一樣的文化和宗教，舉辦的活動都很有意義，好多

學生都喜歡參加。」他希望慈濟未來能夠持續辦理大型募款

活動，幫助更多的人。	

新春祝福日期／時間：
2月12日，上午10點至中午12點。
新春祝福地點：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在此歲末迎新之際，
慈濟德州分會衷心感
恩各位鄉親對伊恩𩗗
風災民的援助，也誠
摯邀請您參與新春祝
福，共同領受證嚴上
人的祝福，也為天下
祈求平安。

休士頓慈濟 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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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愛人
一件由拍電影引發的迷案

本片男主人公沙基卜是一個貧窮的普

通人，他曾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和

孩子。他沒有固定的工作，每日依靠打零

工賺取微薄的工資來維生。當他作為一個

普通的工人進入一個電影劇組時，他肯定

不會想到，自己的人生會發生怎樣巨大的

變化。

一開始，沙基卜就在劇組中干雜活打

雜工，甚至還會被要求做群演。這個劇組

正在拍攝一部伊朗版的關於納粹屠殺猶太

人的電影。沙基卜這樣的工人就常常換上

囚服去扮演毒氣室里的受害者。當然，沙

基卜和他的工友們並不在意這部電影到底

在拍什麼，他們甚至還會暗中嘲笑一下這

部影片的做作和虛假。

但在一次拍攝中，飾演希特勒的男演

員突發疾病，直接退出了拍攝。這意味着

劇組必須要臨時選一位演員來代替。不過

劇組的導演並沒有選擇職業演員，而是在

群演中一眼看中了沙基卜，指定讓他來飾

演希特勒。

使用素人演員來飾演希特勒，這是一

個大膽的選擇。但當時劇組的導演也不會

想到，他這一舉動並沒有成就一段電影藝

術的佳話，反而導致了自己乃至整個劇組

的悲劇。

沙基卜在成為劇組的重要成員之後，

地位和待遇也直線上升。不僅不用再看管

漏水的場地，還可以和劇組一起吃飯，也

住進了劇組用來拍戲的小樓里。而且，沙

基卜也通過網絡與一位聾啞女性拉丹逐漸

擦出了愛的火花。當沙基卜以為自己的生

活逐漸有所起色時，他卻不知道災難已經

悄悄靠近了他。

某一天，這位和沙基卜產生曖昧的女

子拉丹造訪了他的拍攝場地。原來，她在

躲避別人的追捕。她是一位性工作者，在

忍受不了自己「老闆」的壓榨之後選擇來

投奔他。沙基卜一時慌了手腳，他自己雖

然目前處境有所改善，但根本不可能有住

處收留這位女子。

沒多久，拉丹的「老闆」找到他們，

最終要求沙基卜交出一筆巨款「贖」走拉

丹。為了籌錢，沙基卜不斷想辦法，最終

靠向劇組撒謊來借到了部分贖金，勉強將

自己的情人暫時留在了身邊。

為了不讓劇組其他人發現，沙基卜讓

拉丹藏在了地板下面。但這也埋下了悲劇

的禍根。沙基卜去給「老闆」交錢，回來

時，他崩潰地發現劇組為了拍戲已經將整

個場景炸掉了，自己的情人也不知所終。

這位消失的女子再也沒有在影片中出

現過。由於拉丹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沙基

卜無法向其他人證明真的存在這樣一個人

，劇組的製片人認為沙基卜想以此來要挾

自己。百口莫辯的沙基卜無法向任何人取

得幫助，他嚴重懷疑是製片人和導演聯合

抹掉了所有的證據。

唯一能夠同情他的，是劇組中一位女

性副導演。但她也無法給予沙基卜足夠的

幫助。在所有的希望都破滅之後，走投無

路的沙基卜決定向整個歧視和不信任他的

劇組進行報復，他向劇組投下致命的毒藥

，最終導致了一場駭人的悲劇。

悲劇的誕生
人為何會變成惡魔

毋庸置疑，在《片場風雲》中，沙基

卜是影片戲劇衝突的核心，他前後境遇的

變化和人生的大起大落都令人唏噓。影片

在沙基卜身上探討了一個核心的問題，那

就是「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

本片英文名是World War III，直譯就

是「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會在一開始讓人

感到困惑，那就是本片並非一部幻想性質的

戰爭片，怎麼會有這樣的名字。其實仔細想

想，這恰恰暗中呼應了本片的主題。

影片在開始引用了馬可· 吐溫的名言

：「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有驚人的相似。

」世界戰爭總是由人類之間的仇恨和不信

任而引起，這正是沙基卜和劇組矛盾的根

源，這也使得沙基卜扮演希特勒這一情節

安排變得合理和充滿隱喻意味。

那麼沙基卜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本片導演在訪談中明確給出了他的看法，

在導演看來，沙基卜正是因為獲得了希望

又被奪去的才做出了這樣的行為。在妻子

和孩子死去後，沙基卜每天渾渾噩噩，已

經接受了自己悲慘的命運，處在一種能活

一天是一天的心態之中。

但拉丹的出現讓他看到了自己生活走

向正軌的希望，所以他才會用盡所有的辦

法想將這名女子留在自己身邊。但無論真

相如何，拉丹又從他的生命中徹底的消失

了，他無法接受上天給自己開的這樣一個

玩笑。所以他將所有的怨恨和憤怒投射到

了劇組的所有成員身上。

影片中有一處情節非常巧妙，當時沙

基卜在一次表演槍決犯人時不夠真實，導

演試圖讓他代入有人殺害他的妻兒的感受

，然後沙基卜就帶着憤怒貢獻了一場非常

果決和完美的演出。這處情節已經暗示了

沙基卜在被人搶走希望後所做出的極端報

復。

同時，劇組的成員的態度也是導致悲

劇發生的重要原因。儘管他們選擇了沙基

卜作為男主角去飾演希特勒，但除了少數

幾位成員外，他們從未真正給予沙基卜以

信任和平等的待遇。沙基卜依然要看管拍

攝場地，他所得到的待遇的提高很大程度

上是一種施捨。

在女子消失後，劇組的導演還以居高

臨下的口氣教導沙基卜要好好拍戲，不要

去找妓女當老婆。正因如此，當沙基卜和

劇組出現分歧時，矛盾才會迅速激化到無

法挽救的地步。

影片在整個故事的設定和人物構建上

都別具一格，和影迷印象中的伊朗電影並

不一樣。

導演塞耶迪也在採訪時明確指出，伊

朗的電影大師們喜歡以非常現實的手段和

風格去拍攝影片，但自己的電影更加戲劇

性，有更多的衝突和隱喻，希望《片場風

雲》能向全世界展示令人耳目一新的伊朗

電影。

同時，導演試圖讓整部影片具有更普

世的反思意義，《片場風雲》刻畫的不僅

是一個伊朗故事，它揭示的是整個人類之

間所隱含的危險因素。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將

本片視為新一代伊朗電影進一步發展的代

表。相信這樣一部優秀的佳作肯定可以收

穫更多影迷的喜愛，我們也由衷希望《片

場風雲》可以在國內獲得更多的關注和曝

光。

伊朗再出神作年度十佳必須有它
伊朗電影向來以產出精品佳作

而聞名於世，每年的世界各大電影
節，也都少不了伊朗電影的身影。

在2022年的海南島國際電影
節 「金椰獎」 入圍片單中，伊朗電
影《片場風雲》 （World War III
） 可謂是備受影迷們關注的一部
作品。

在登陸三亞之前，這部作品的
質量早已獲得認可。本片此前入圍
2022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地平線
單元，並斬獲最佳影片和最佳男演
員兩項大獎，之後又獲得東京國際
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大獎，
並代表伊朗參選2023年奧斯卡國
際影片。

《片場風雲》於12月20日在
三亞進行中國內地首映，在映前，
海影節藝術總監馬可·穆勒通過線
上的方式為觀眾介紹了導演哈曼·
塞耶迪和本片的相關情況。 「幕味
兒」 特派員幸運地搶到了本片的首
映場，放映結束後掌聲雷動。那麼
，就讓我們詳細說說，這片到底好
在哪。

1月10日，《星球大戰》最新番外篇《星球大戰：骷

髏組》宣布將於3月殺青。

自從2022年 5月底曝光裘德· 洛加盟的消息以來，

《星球大戰：骷髏組》始終處於低調的拍攝工作中，僅

在同年9月發布了一張裘德· 洛在片場的照片。

《安多》第一季的高口碑讓不少星戰迷關注起了番

外劇集。從已知消息來看，《星球大戰：骷髏組》延續

了群像視角，講述一群來自小星球的孩子們在廣闊無垠

的銀河系中迷失了方向，最終想盡辦法找到回家之路的

故事。目前，劇集具體上線時間暫未公布。

《星球大戰：骷髏組》
將於3月殺青

漫威新片《蚁

人与黄蜂女：量

子狂潮》，日前

曝光了影片的片

长。据悉，该片

时长为125分钟，

两小时零五分钟

。为《蚁人》系

列中最长的电影

。前面两部《蚁

人》电影，时长

分别是117分钟和

118分钟，均不及

2小时。

此外，该片还

曝光了全新的海

报。在海报上，

蚁人全家和影片

中的大反派相继曝光，他们全副武装，构成了海报的主

体。而量子世界在其中也有所展示。小小的超级英雄，

却有巨大的能量。从海报的表现来看，蚁人的家庭事务

，似乎是拯救世界的关键所在。已经拍摄到了第三部的

《蚁人》是漫威的重点影片，在影片里，蚁人的变大变

小的量子科技，得到了升级。保罗· 路德、伊万杰琳· 莉

莉、迈克尔· 道格拉斯、寇瑞· 斯托尔、朱迪· 格雷尔、迈

克尔· 佩纳、艾比· 莱德· 弗特森等人悉数回归。

蚁人是美国漫威漫画旗下多位角色使用的代号，初

次登场于《惊异故事》第27期（1962年1月），由编剧

斯坦· 李以及画家杰克· 科比联合创造，共有三代。其中

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初代蚁人亨利· 乔纳森· 皮姆，他是

复仇者联盟的创始人之一。现任蚁人是二代斯科特· 朗。

按照计划，本片将会在2月17日上映。

《蟻人3》曝光新海報
「蟻人全家」 與反派登場

近日，由AMC+打造的科幻動畫劇集《萬神殿》被取

消，將不再續訂第二季。原因則是因為AMC目前陷入資

金困境，正在節目內容上做大幅度的成本削減。該劇第

二季已經製作完成，至於後期會被哪個平台買走播出尚

不確定。

據悉，《萬神殿》改編自雨果獎得主、華裔作家劉

宇昆的數篇短篇小說，主要劇情架構建立在《末日三部

曲》的故事基礎上：某日，深受校園霸凌困擾的中學生

麥迪，在互聯網上遇到了一位幫助安慰她的「神秘人」

，隨後，她發現，「神秘人」竟是她幾年前病逝的父親

。原來父親並沒有「死」，而是被上載了意識，成為互

聯網上的一抹幽魂，一種新的生命形式。那之後，像父

親這樣的上載意識生命體不斷被發現，他們遊走在互聯

網世界中，似乎將主宰人類文明未來的走向。

科幻動畫劇《萬神殿》
第二季被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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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3年1月13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何佩珊

水慶霞奪金帥獎呼聲高水慶霞奪金帥獎呼聲高

之前幾年的中國金球獎評選，武磊憑藉在國
家隊和海外聯賽的出眾表現3次問鼎。隨着

他留洋生涯結束後返回中國，歐洲五大聯賽再無
中國男子選手，2022中國金球獎得主的重點考量
依據將是國內聯賽和盃賽的表現。

武磊張玉寧爭逐金球獎
在15人候選名單中，新科中超冠軍武漢三

鎮有劉殿座、鄧涵文和謝鵬飛3人入選，其中謝
鵬飛在聯賽中8球9助攻的數據尤其亮眼。進入
中超前四名的山東泰山與上海海港各有兩人入
圍，鄭錚、武磊和蔣光太都曾入選2021中國金
球獎候選，分別名列第9、第1和第8位。

25歲的陳蒲是山東泰山本季的一大“發
現”，9個入球、兩次獲得中超單輪最佳的表現
讓他力壓隊友金敬道和劉洋等人，首次進入中國
金球獎候選名單。另一個擁有兩個候選人的球會
是北京國安：本土最佳射手、上屆中國金球獎第
3名張玉寧的入圍沒有任何懸念，他也被看作是

2022中國金球獎得主的熱門候選；張稀哲在
2022賽季的狀態明顯回升，中超的關鍵傳球數據
上名列第一。

女足亞洲盃功臣全入選
2022年，中國女足時隔16年再次在亞洲稱

后，年初印度亞洲盃上表現出色的球員都入選了
2022中國女子金球獎的候選名單，其中包括賽事
最佳球員王珊珊，賽事最佳門將朱鈺，4場比賽
攻入5球的王霜，以及決賽中射入關鍵入球的唐
佳麗、張琳艷和肖裕儀。

此外，全年表現穩定的張睿和王曉雪得到了
評委會專家的認可，雙雙入圍候選。而作為近年
女足留洋軍團中表現最穩定的球員，上屆中國女
子金球獎評選第3名沈夢雨再度入圍候選名單。入
圍10人候選序列的還有在東亞盃一鳴驚人，並榮
膺賽事最佳後衛的00後小將汪琳琳。

中國金帥獎授予年度表現最佳的中國籍教練
員。在2022的候選名單中，出現了3位上海教

練，佔據了候選者的“半壁江山”：水慶霞年初
率領中國女足奪得亞洲盃冠軍，人氣飛漲；吳金
貴在接手上海申花後，主動扛下困難和責任，用
豐富的經驗幫助球隊渡過難關，並在聯賽中給予
年輕隊員很多的鍛煉機會；謝暉職業生涯首次以
主教練的身份征戰中超聯賽，在率領大連人完成
保級任務的同時，以一股清流般的足球理念和獨
特氣質征服了廣大球迷。

雖然男足國家隊和頂級聯賽遭遇了困境，但
這並沒有阻礙新人的湧現。為了讓球迷更多關注
新人的表現，中國金球獎組評委會決定恢復中國
金童獎U17和U21兩個年齡組的評選。入選2022
中國金童獎U17候選的球員共有8人，入選U21
年齡組候選的共有10人。

中國金球獎所有獎項的評選對象為擁有中國
國籍的的足球人，評選發起方體壇傳媒將聯合國
內及國際超百家權威媒體評委和特邀評委共同投
票，投票截止日期為1月18日。2022中國金球獎
頒獎典禮預計將於今年3月舉行。 ◆中新網

據中國金球獎

評委會消息，2022

中國金球獎各獎項

候選人已經確定。

中國金球獎得主的

重點考量依據將是

國內聯賽和盃賽的

表現，中國女子金

球獎方面，年初女

足亞洲盃上表現出

色的球員都入選了

候選名單。而中國

金帥獎候選名單

中，包含了中國女

足水慶霞、名帥吳

金貴等。100 多位

權威體育媒體的代

表和特邀評委，將

為中國金球獎、中

國女子金球獎、中

國金帥獎和中國金

童獎等獎項投出專

業選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港超聯勁旅傑志
於12日宣布，與明加索夫續約至2025年，並期望
這位土庫曼國腳繼續有傑出表現。

現年31歲的明加索夫於2022年3月加盟傑
志，並立即成為球隊晉級亞冠盃16強的功臣，至
今為球隊上陣18場，攻入13球。明加索夫在談
到成功續約時表示：“很高興與傑志簽下新合

約，我在傑志過得很愉快，我和我的家人都很樂
意留下。雖然我只在香港生活約半年，但感覺好
像已經五六年一樣，我在香港有很多很好的回
憶，希望在未來兩年會製造更多美好回憶，特別
要為球隊和球迷贏取冠軍。”

深水埗簽入4將
另一港超聯球會深水埗日前則宣布，正式簽入

香港年輕中場球員歐健希，韓國籍中場權宰憼，沈
云燮，以及西班牙籍後衛捷西斯，合共4名球員。
深水埗12日透露，2001年出生，來自甲組沙田的
年輕中場球員歐健希擁有高大身形，於甲組聯賽表
現出色協助沙田於甲組擁有不俗的排名，是次首度
挑戰港超聯必會拼盡全力去比賽。至於來自韓國的
權宰憼年僅20歲，據報擅長盤扭，踢法充滿創造
性，深水埗認為權宰憼將可以出色表現，令球迷均
能記得其名字。

明加索夫續約傑志至2025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2022中國足
協盃於日前上演兩場準決賽，最終山東泰山與
浙江隊分別獲勝，將會師本月15日舉行的決
賽。

山東泰山是足協盃史上奪冠次數最多球
隊，於日前比賽他們以2：0擊敗上海申花，連

續第5年殺入足協盃決賽。落敗的申花主教練
吳金貴賽後表示：“首先祝賀山東泰山進入決
賽，整體實力上我們和對手確有距離，但我的
隊員在比賽中展現出敢於拼搶的精神，表現讓
我感到欣慰。”

至於晉級的山東泰山，是役有主力外援克
里辛因報復而被逐，肯定無緣決賽，據報這位
巴西前鋒賽後主動找教練組道歉，主教練郝偉
賽後直言克里辛實在太過衝動，教練組會和他
再作溝通，球隊上下現時將全力為決賽作準
備。

同日另一場準決賽，上海海港和浙江隊90
分鐘互交白卷，12碼大戰中海港有呂文君“宴
客”，5射全中的浙江隊得以殺入決賽。浙江
隊主帥佐迪賽後表示：“這場比賽打到平局算
是正常的結果，12碼是我們運氣好些。現在球
員們要好好休息準備接下來決賽。”

山東浙江會師足協盃決賽

2022 中國金球獎各組候選人敲定

◆◆水慶霞成金帥獎熱門水慶霞成金帥獎熱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22中國女子金球獎候選人
沈夢雨（些路迪女足）、唐佳麗（熱刺/馬德
里CFF女足）、汪琳琳（上海農商銀行女
足）、王珊珊（北京女足）、王霜（路易斯
維爾競技女足）、王曉雪（武漢車谷江大女
足）、肖裕儀（上海農商銀行/阿德萊德聯女
足）、張琳艷（武漢車谷江大/草蜢女足）、
張睿（山東體綵女足）、朱鈺（上海農商銀
行女足）

2022中國金帥獎候選人
常衛魏（武漢車谷江大女足）、郝偉（山
東泰山）、李瑋鋒（廣州城）、水慶霞
（女，中國女足）、吳金貴（上海申
花）、謝暉（大連人）

2022中國金童獎候選人
U21：艾菲爾丁‧艾斯卡爾（廣州隊）、阿
布力克木‧阿布都沙拉木（浙江隊）、拜合
拉木‧阿卜杜外力（山東泰山/濟南興
洲）、高天語（浙江隊）、胡荷韜（成都蓉
城）、劉國寶（山東泰山）、劉祝潤（上海
海港）、邵子欽（女，江蘇無錫女足）、謝
文能（青島海牛）、閆雨（北京國安）

U17：黃嘉欣（女，上海足協）、黎明
（上海海港）、劉晨（女，山東足協）、
寧方澤（浙江隊）、喬睿琪（女，江蘇足
協）、王定坤（湖北青年星）、王鈺棟
（浙江足協）、葉道鑫（浙江隊）

2022中國五人制金球獎候選人
陳智恒（深圳南嶺鐵狼）、丁順傑（上海
嘉定交發工程大）、顧海濤（寧波慈溪觀
海衛）、紀聖琺（寧波慈溪觀海衛）、沈
思明（杭州錢唐湖大）、張彬（河北石家
莊福美）

2022中國金球獎候選人
陳蒲（山東泰山）、程進（浙江隊）、鄧
涵文（武漢三鎮）、蔣光太（廣州隊/上海
海港）、蔣聖龍（上海申花）、林良銘
（大連人）、劉殿座（武漢三鎮）、劉濤
（成都蓉城）、譚龍（長春亞泰）、王上
源（河南嵩山龍門）、武磊（愛斯賓奴/上
海海港）、謝鵬飛（武漢三鎮）、張稀哲
（北京國安）、張玉寧（北京國安）、鄭
錚（山東泰山）

◆◆明加索夫與傑志續約明加索夫與傑志續約。。 傑志傑志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山東泰山球員宋龍山東泰山球員宋龍（（左左））慶祝入球慶祝入球。。
新華社新華社

▶武磊有力競逐中國金
球獎。 資料圖片

◆◆張玉寧亦是本張玉寧亦是本
屆中國金球獎熱屆中國金球獎熱
門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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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楊瀾變身大廚？單霽翔成大師關門弟子？
《新生萬物》讓非遺煥新貌！

由夢之藍手工班獨家冠名，江蘇衛視與

陽光媒體集團共同出品的大型非遺煥新紀實

節目《新生萬物》將在江蘇衛視進行首播。

為了讓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更好地被年輕人

所了解，在發起人楊瀾的帶領下，節目探訪了

11個非遺項目，以多維視角挖掘非遺“新”魅

力。第壹期節目中，楊瀾邀請文化老友、中國

文物學會會長單霽翔來到揚州，分別與兩位

新銳設計——新中式點心“於小菓”創始人

於進江及亞面創始人胡傳建組隊，共同體驗

非遺項目之壹富春茶點的制作技藝。

楊瀾單霽翔抵揚州品淮揚菜，在線猜菜
謎實力打牙祭

作為《新生萬物》的開篇站，揚州堪稱

名不虛傳。憑借色香味俱佳的淮揚菜，揚州

在2019年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

美食之都”。而楊瀾和單霽翔碰頭的地點

——富春茶社，也大有來頭。這個始創於

1885年的老字號，被公認為淮揚菜點的正宗

代表。面對壹桌子的茶點，

楊瀾說：“乾隆曾經六下江

南，到揚州都是要吃點好吃

的。”見到對茶點躍躍欲試

的楊瀾和單霽翔，富春集團

總經理徐穎宏卻開始設置難

題。他擺出八位文人的名句

，楊瀾和單霽翔需要猜出對

應的菜品才能品嘗。“天

下沒有白吃的早餐！”楊

瀾打趣道。林清玄所說的

“名雅味醇，去膩生津”

指的是什麼？汪曾祺又曾

作出怎樣的點評？究竟楊

瀾和單霽翔是否如願以

“嘗”？《新生萬物》首

期揭曉答案。

直擊富春茶點後廚制作區，楊瀾組隊拜
師學藝大秀刀工

楊瀾和單霽翔與兩位新銳設計師組隊後

，壹同走進富春茶社的後廚白案區，向國家

級非遺傳承人徐永珍、富春茶點制作技藝傳

承人葉千金拜師，學習三丁包和翡翠燒麥的

制作。當被問及是第幾代徒弟時，徐永珍笑

稱單霽翔是自己的“關門徒弟”。面對同樣

初為學徒的楊瀾，有過炊事員經驗的單霽翔

是否能技高壹籌？讓我們拭目以待。

而在後廚紅案區，淮揚菜烹飪大師居長龍

和富春茶社總經理王洪波向壹行人介紹了淮揚

名菜燙幹絲的玄妙之處。淮揚菜的壹大特色，

在於將並不名貴的食材做出精致的感覺，這就

要求廚師必須有極其精湛的刀工。燙幹絲的綿

軟口感，正是依仗於此。面對這樣的考驗，楊

瀾竟也用自己略顯生澀的刀工完成了這項高難

度工作，收到了居長龍的“點贊”。

節目中，觀眾不僅可以跟隨楊瀾等人以

體驗者的視角了解非遺，同時通過小劇場沈

浸式讀取非遺背後的歷史故事。本期小劇場

以花匠家孩子為切入口，講述了三壹先生在

富春茶社留下“花開富貴滿堂春”手書的神

秘傳說，也演繹了年輕時的徐永珍如何帶富

春茶社遠渡重洋入駐日本西武百貨的故事。

楊瀾送外賣聆聽揚州食客故事，全新文
創設計讓非遺煥新貌

完成學藝之後，楊瀾和單霽翔兩隊分頭行

動，各自領取了送外賣和晾包子的任務。楊瀾

送外賣到食客範女士家中時，壹家人正在做蝦

餅，談到過世的母親，範女士也提起與富春茶

社的種種回憶，家人的生日、婚禮、孩子的滿

月酒都在這裏慶祝。而另壹邊晾包子的單霽翔

也迎來了不少買包子的食客，有人打包六籠包

子只為帶去給遠在海外的外孫，讓他感受到家

鄉的味道，慰籍遊子思鄉之情。

基於壹路收集的靈感，曾壹手打造了

新中式點心品牌“於小菓”的於進江從收

藏的上萬塊模具裏挑選出壹塊名叫“福祿

壽喜財”的模具，融入了揚州的風景與名

物，制作成便於攜帶富春茶點的器具，可

謂獨具巧思。有“網紅制造機”之稱的胡

傳建帶來的則是壹套仿真陶瓷文創產品，

他將富春茶點做成了陶瓷的形狀，人們可

以用這些陶瓷用來裝調料，也可以配上特

制的包裝作為挎包攜帶。

擇壹業，忠壹生，不為繁華易匠心。正

如節目中非遺傳承人所說，即使食客註意不

到三丁包的32道褶，制作者仍然會以這個標

準要求自己。這用匠心打造的壹器壹物，也

讓我們洞文明，見天地。正是如此，讓壹代

又壹代的年輕人愛上非遺文化，使之更顯重

要。1月6日，共同關註《新生萬物》，攜手

開啟非遺煥新的旅途，壹切偉大皆由雙手創

造。

《
破
曉
東
方
》
央
視
熱
播

重大革命題材電視劇《破曉東方》正在央視壹套、

東方衛視、浙江衛視及騰訊視頻、愛奇藝等平臺熱播中

。該劇自開播以來，跌宕起伏的劇情和動人心魄的大場

面，以及演員們精湛的表演，讓這部主旋律題材大劇備

受好評。特別是劇情中融合的諜戰元素，緊緊抓住觀眾

。隨著劇情的展開，敵後隱秘戰爭羅網緩緩鋪開。

作為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慶祝黨的二十大——我們

的新時代”展播重點項目，《破曉東方》可謂陣容強

大。該劇由導演高希希攜手編劇龍平平、秦溱打造，

張嘉益、劉濤、李澤鋒、喬振宇領銜主演。其中，作

為總編劇的龍平平無疑是該劇播出前最吸引觀眾追劇

的元素之壹。

龍平平曾憑借《覺醒年代》獲得第27屆上海電視節

白玉蘭獎最佳原創編劇獎以及第31屆中國電視金鷹獎最

佳電視劇編劇獎。《覺醒年代》作為現象級作品，曾引

發年輕人追劇狂潮，這也讓龍平平對紅色題材創作產生

思考：“不是年輕人不喜歡紅色題材劇，要怪就怪我們

沒寫好。”

對於《破曉東方》的創作，他抓住重大革命題材電

視劇領域裏少有涉及的環節做文章，表現中國共產黨在

新中國成立後如何接管政權、鞏固政權，管理好壹座中

心城市。融合諜戰元素的劇情扣人心弦，《永不消逝的

電波》中李白裘蘭芬這對上海觀眾已經無比熟悉的革命

伉儷，在劇集開篇的時間線便已上演為傳遞重要消息不

惜暴露和犧牲自己的悲壯結局，也為該劇加上了跌宕起

伏的歷史註腳。

《破曉東方》采取多線並行敘事，在劇中有著明顯的明暗色調

區分。在正面戰場上，我軍身著土黃色軍服，光線也較為明亮；而

在隱秘戰線中，人物多著深色服飾，色調也較為晦暗，似乎暗示著

他們背負著更大的鬥爭壓力。

中國共產黨進駐上海前，由喬振宇飾演的中共上海地下黨情報組

組長田國立，同時也有著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行動隊隊長的臥底身

份，串聯起上海暗流湧動的緊張時局。田國立壹上來便喬裝打扮，和

李白夫婦打了照面，“這些年我壹直和妳們壹起在黑暗中點燃亮光，

現在總算要盼到天亮

了”，隱喻這是黎明

前最後的黑暗。之後

田國立與潘漢年、劉

曉的“麻將局”秘密

接頭會議，引出了張

瀾、黃炎培等愛國民

主人士的現狀，壹張

敵後錯綜復雜的隱秘

戰爭羅網緩緩鋪開。

《夏日不宜入愛河》開播
男女主雙雙穿越，只為拯救對方的人生

奇幻穿越題材網絡微短劇《夏

日不宜入愛河》開播。女主時宜

（白昕怡 飾）自殺的時間是

2022 年 6 月，跳海後她穿越到了

14 年 前 ， 既 2008 年 6 月 7 日

（高考日）。她穿越前的人生

可以用灰暗來形容。只有時爸爸

（李軍 飾）疼愛她。爸爸被廠

長欺騙導致下肢癱瘓，還背了車

間爆炸事件的黑鍋，從此家裏經濟

狀況急轉直下。

時媽媽（李晴 飾）眼裏只

有兒子時建，不僅吃穿用度都可

著他，還對他欺負女兒的事情不

管不顧。時建（竇新豪 飾）學

習不好經常闖禍，只會窩裏橫欺

負時宜。在時宜高考這天欺負還

要她，不僅讓她受涼感冒還誤吃

了過期感冒藥，導致時宜在考場

上睡著，高考失利後的時宜不僅

失去上大學的機會，還失去愛人

和朋友。

男主夏禾（王鈞浩 飾）穿越

前的人生可以用出糗來概述。雖然

他學習成績不錯，還長著壹米八幾

的大個子，卻是實打實的體育差生

。跳遠不超過壹米，短跑從未及格

，連最基本的仰臥起坐都不達標。

每次上體育課，他都會成為大家嘲

笑的對象，也經常被體育老師當作

反面教材當眾批評。他喜歡時宜，

卻奈何幫不到她。

穿越後的時宜，直接把時建的

錯誤抖落出來，讓時爸爸狠狠地批

評了他，還讓時媽媽徹底暴露出自

己對女兒不管不顧的原形。避開了

吃過期藥品，全力以赴參加高考。

不僅及時出手攔下了爸爸，避免爸

爸被炸傷和背黑鍋。還順手幫同學

高杉杉（姚安妮 飾）躲過了花花

公子楊鑫（郭康敏 飾）的欺騙，

避免情感被PUA。

穿越後的夏禾，他回到了更

早的時間，距離高考還有壹百天

。在他體育不達標被眾人嘲笑的

時候是時宜第壹時間站出來幫助

他，不僅幫他將所有的體育測試

都達標還發掘了他的跳遠天賦，

差點被選拔為體育特招生。時宜

雖然學習成績不錯，但理科比較

薄弱，夏禾及時幫時宜補課。此

時的他們，不知道對方也是穿越

者。

在帶著未來14年記憶的前提下

，時宜和夏禾的人生走上了開掛的

高速路。兩個人互相幫忙，讓彼此

變得越來越好。時宜還救回了好閨

蜜陳小雨（周蓉倩 飾）的生命，

躲開了未來嫁給楊鑫的命運。修復

了幾個家庭中父母跟兒女的不良關

系。夏禾也通過努力讓跟自己在壹

起的時宜每天都感到快樂和收獲驚

喜。沒白穿越啊！

當時宜和夏禾知曉彼此穿越的

身份後，更加珍視和愛慕對方，我

稱呼他們為“時夏”CP。但沒過多

久，時宜未來的渣老公楊鑫，夏禾

未來的出軌老婆高杉杉也穿越來了

，這下子知曉未來走向的人，從兩

個變成了四個。時宜和夏禾拼命要

守護彼此，以及保證他們未來在壹

起的走向，楊鑫和高杉杉拼命給

“時夏”CP使絆子。

為愛也好為恨也罷，帶著目的

穿越而來的四個人。希望“時夏”

CP壹直幸福下去，也希望渣男楊鑫

和茶女高杉杉能放過未來的另壹半

，其實我覺得他們組成的羊（楊）

羔（高）CP很般配，他們就在壹起

吧，這樣四個人都能過上平靜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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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聰心願添兔女
雙陳慶祝登“視帝”

陳展鵬坦言對陳山聰和Moon得獎最開心，他說：“與Moon在《城寨英雄》時
已經合作，山聰就遠到在《張保仔》，今次3個人再合作真的好開心，這餐

飯由誰來請客都沒所謂。”Moon就感恩遇到展鵬這種好演員，大讚對方是一個很
用心去幫她的人。自問不是人緣好的Moon，能夠得到其他愛惜她的同事，笑言是
前世修來的福分。展鵬聞言就笑言可能真的是前世欠了對方，又稱之前一直不公開
視帝心水，是怕自己做“明燈”，他說：“過往貼過的心水例如馬國明、袁偉豪都
輸了，所以今次希望山聰得獎的心願一直放在心中，隻字不提，改由女兒拍片打
氣，高興看到山聰順利稱帝。”

Moon獲獎壓力變動力
展鵬雖然贏得馬來西亞視帝，但被太太單文柔取笑他演技一般，似乎做老公

和爸爸的角色尚未達標，展鵬笑道：“沒辦法，我都在學習中，加上家中現在連工
人姐姐，全部都是女性，我本身陽剛味重，不開聲時會‘黑口黑面’，現在返家都
要笑臉迎人。”展鵬坦言想追生個囝囝平衡一下，但也擔心再追多一個女，加劇陰
盛陽衰，他說：“都是隨緣，只想屋企多些人，老人家講得很好，生完就好想再
生。”Moon就稱近期要忙拍新劇，笑言朋友相約的慶祝活動都有拖無欠，她亦會
將得獎的壓力變成動力，繼續努力演出不會辜負獎項。

視帝陳山聰表示已收拾得獎心情，重新引投入工作，他說：“讓自己開心了
一晚，之後心情已經平復，太太都讚我態度正確，得獎後更加要努力工作。”問到
兒子知否他得獎，山聰說：“太太有拍下囝囝看我得獎的片段，他讚爸爸叻叻，回
家後又給我手指公，我
已經冧爆，已經擁有幸
福的家庭，得獎只是錦
上添花。”笑問山聰會
否像展鵬一樣想再做爸
爸，他說：“真的想追
多個，仔女都沒所謂，
最好當然湊成個好字，
得到這個獎後，太太應
該沒有藉口，用獎換另
一個獎，希望兔年有好
消息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張敬軒（軒仔）與王菀
之（Ivana）主演的電影《超神經械劫案下》定於今年賀
歲檔上畫，亦是軒仔首次擔正做賀歲片男主角，他笑言原
以為賀歲片會開心搞氣氛為主，但戲中更多了不少黑色幽
默，而且加上錢家班設計大型動作戲，開真槍、爆破、耍
棍、格鬥及吊威吔包羅萬有。由於兩人演出時要真人格鬥
不用替身，軒仔笑對Ivana說：“我用骨撼妳的肉！”
Ivana也笑答：“你真的為我解開了謎團，拍攝時大家都
‘懶’專業不想戴護身怕會好臃腫，以為‘食’幾下不會
怕，但第二日我瘀晒，他就無事。”軒仔苦笑：“我內傷
蝕到入面的骨，你只是外傷！”

戲中有多場吊威吔戲，其中一場軒仔和Ivana充滿愛
意被吊到七米高的戲，可惜被導演刪剪了，Ivana投訴有
幾場愛意戲都被刪，只剩火藥味和重口味，希望片後的彩
蛋可看到，軒仔在看過試片後，大讚Ivana可以做最佳動
作女演員：“拍攝時我成個腦都是楊紫瓊和甄子丹，結果
出來的是‘牛池灣楊紫瓊’和‘彩虹甄子丹’。”Ivana
亦笑說：“我剩係想到湯藥費和醫藥費，要去報工傷！”
而軒仔坦言有受傷，不過有時是自己“八卦”和不小心引
致，慶幸在現場有齊醫療隊跟足全程。

新晉演員騷肌派福利
電影中亦有Jeffrey（魏浚笙）、楊天宇及洪嘉豪等新

晉演員，連場動作以外，也大派福利騷肌肉。Ivana笑指
一班男演員都好搏，上身操到好fit，光天化日下仍着得好
少布。軒仔則表示各有各fit，也真的與Ivana相識多年，
從未試過在她面前穿得那麼少布：“不過不止我少布，還
有Jeffrey，他對王菀之來說好味啦！”軒仔劇透指原來
他們三個猛男要在封了的兩畝田間裸跑：“我這些為藝術
犧牲博攞獎，想在影壇方面有所斬獲。”笑問是否三點盡
露？軒仔搞笑說：“膝頭哥都兩點啦，總之應有盡有，是
驚喜定驚嚇就要睇年齡層，對於無見過世面的，應該是驚

喜多些，但睇韓劇多就驚嚇多些，人哋一部戲入面有驚嚇
又有喜劇，我哋一個鏡頭入面就有晒。”

Ivana演嚴肅村長，她要一改變平日的雞仔聲，講對
白要盡量降Key和不同的語氣演出，她又指在炎夏暴曬演
出的確很辛苦，但也答謝軒仔經常“萬歲”令全組人都好
開心：“他直頭是請食自助餐，又有茶檔的雞蛋仔，令我
們瞬間忘記了辛苦。”軒仔表示今次拍戲的經驗，令他獲
益良多，感覺一班“傻人”充滿熱誠有夢想地去把電影拍
好，加上自己又嘗試到不同的動作場面，一次過滿足了多
個願望，煞科時仍依依不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奇霖）第六
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將於1月14日至19日
在平遙古城舉辦。本屆電影展將延續原
有節目架構，繼續圍繞展映、產業、教
育、學術四個板塊舉辦相關放映和活
動。

電影展11日率先公布產業板塊入圍
及推薦項目，16個劇本項目、12個製作
中的電影項目以及18部具有影視改編潛
力的文學作品分別入圍“平遙創投”、
“發展中電影計劃”和“遷徙計劃．從
文學到影視”三個產業單元。

同時，學者、電影監製、編劇杜慶
春，電影出品人、監製、策劃陳潔，導
演、編劇唐曉白將出任“平遙創投榮
譽”評審；編劇、作家阿美，電影策
劃、陌陌影業副總裁曾理，電影策劃、
影評人、陌陌影業策劃總監衛西諦，陌
陌影業製片人劉小昭共同組成陌陌青雲
劇本獎獨立評審團；製片人、導演餘偉
國，電影發行人劉歌，策展人、選片人
王慶鏘將擔任“發展中電影計劃”單元
評審。

本屆電影展產業板塊常設單元“平
遙創投”於去年6月開始公開項目徵
集，入圍項目中不乏諸多行業經驗豐富
的電影人共同合作的優質項目，如導
演、藝術家雎安奇的最新項目《花兒，
花兒》，導演袁媛與編劇陳麒凌合作的
溫情故事《親愛的美英》，以及田壯壯
監製、蒲巴編劇的《尋牛》，王紅衛監
製、彭澤凌編劇的刑偵故事《刺骨》，
呂樂監製、劉星與段婷婷編劇的大灣區
女性題材作品《馬交城的陌生人》，薛
曉路監製、薛宸與夏凡編劇的家庭愛情
喜劇《菠蘿菠蘿蜜》。

產業板塊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新
設單元“遷徙計劃．從文學到影視”。
本單元由第六屆平遙國際電影展與中國
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合作
設立，由王安憶、劉亮程、田耳、林
棹、葉彌、笛安、羅日新等作家創作的
18部文學作品最終獲得推薦。

第六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產業單元
“發展中電影計劃”繼續精選12個各具
風格、尚處於發展之中的優秀電影項
目，面向產業界人士、電影節展策劃人
進行30分鐘至60分鐘的放映。

入圍項目包括由關錦鵬監製，蔡杰
執導的講述父女親情、人生宿命的影片
《人海同遊》；萬瑪才旦監製，曾建貴
導演的聚焦文化融合下詩意苦難的長片
《河州》；由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最
佳影片《東北虎》導演耿軍監製，卓楷
羅執導的喜劇《遼河的士》；由紀錄片
《鐵路沿線》導演杜海濱監製，趙昶通
執導的影片《一歲一枯榮》；根據班宇
同名小說改編，由梁鳴執導、李雪琴主
演的影片《逍遙遊》等。

展展鵬鵬求添丁求添丁 增強家中陽氣增強家中陽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陳

展鵬、劉佩玥（Moon）、陳山聰、

劉穎鏇等人11日晚與《超能使者》台

前幕後吃飯慶功，慶祝山聰榮登“視

帝”、展鵬與Moon就做了馬來西亞

“視帝”、“視后”，開香檳和切乳

豬形蛋糕，希望大家今年再創佳績!兔

年將至，陳山聰和陳展鵬兩位視帝不

約而同希望新一年能增添家庭成員，

山聰最想生女，而展鵬就想生仔。

讚王菀之可做最佳動作演員
張敬軒劇透田間裸跑博拿獎

第六屆平遙國際電影展

明日開幕

◆◆ 軒仔和軒仔和IvanaIvana演出時要演出時要
真人格鬥不用替身真人格鬥不用替身。。

◆◆ 陳展鵬陳展鵬、、劉佩玥劉佩玥、、陳山聰對劇陳山聰對劇
集成績甚滿意集成績甚滿意。。◆◆陳展鵬笑言家中陰盛陽衰陳展鵬笑言家中陰盛陽衰。。

◆◆《《超能使者超能使者》》台前幕後吃飯慶功表現極興奮台前幕後吃飯慶功表現極興奮。。

◆◆陳山聰慶幸擁有幸福家庭陳山聰慶幸擁有幸福家庭。。

◆◆今屆電影展繼續圍繞展映今屆電影展繼續圍繞展映、、產業產業、、教教
育育、、學術四個板塊舉辦放映活動學術四個板塊舉辦放映活動。。



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在获得国会

两院批准之后，由总统拜登正式签署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有一条移民新政

也搭乘法案的便车获得了通过。

该新政生效后，很多移民者和在美留学

生的移民之路将不得不重新规划，甚至有可

能被迫终结。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移民新政？移民者

又为何如此深受打击呢？

当前，想要移民美国只有亲属移民和职

业移民两条路可选。

亲属移民是指通过有美国护照或者拥有

绿卡的直系亲属来移民的方式。

职业移民目前主流移民方式有：EB-1A人

才移民、EB-NIW国家利益豁免移民、EB-3雇

主担保、EB-5投资移民。

EB-1A人才移民对申请人的要求略高

，需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而且

2023年1月排期表出来后，EB-1类别

将恢复移民排期，当前排期在十个月

左右。

不过即使EB-1出现排期，也是所有

职业移民类别中第一优先审核项目，

并且排期也是最短的。

而EB-2高学历人才移民和EB-3雇主

担保需要申请劳工证的项目类别则要

3到9年不等的移民排期，想要申请这

类移民项目，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目前只有EB-5投资移民对申请人没

有任何条件，但是申请门槛是 90W

＄起步，移民排期10年起步。

因此EB-1A依旧是美国最快的移民方

式。

不过很多有移民者和在美留学生苦

于没有绿卡，又想长期留在美国工作

或者生活，但移民排期太久，又不符

合人才移民的条件，又没有充足的资

金来申请EB-5，于是只能选择E2签证

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来移民美国。

E2签证是一种非移民签证，签证持

有者可以通过在美国创办或投资企业

来移居美国。

该签证没有配额限制，也不存在排期，

子女也可以在美国免费上学。

事实上，E2签证也并非任何人都能申请

，只有与美国有相关协约的国家的申请人才

有资格。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在名单中，于

是很多中国申请人都会先取得一个E2协约国

家的护照，再用该护照申请美国的E2签证。

但拜登刚刚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将E2这

条曲线留美之路画上了句号。

因为法案中明确规定，通过投资方式获

得E2签证的协约国国籍的外国人，必须在该

国连续居住三年才能申请E2。

要知道几乎没有人会选择在协约国如土

耳其或者格林纳达长期居住。

因此对于不少想要移民美国的申请者来

说，又少了一个便利的留美通道。

EB-1A人才移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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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无资产要求、无投资要求

4.无需雇主、无需劳工卡

5.没有年龄、学历、语言要求

6.各行业均可申请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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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移民新政策 移民之路将有可能被迫终结？

12月23日，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在

获得国会两院批准后，由总统拜登正式签署生

效。值得注意的是，一条移民新政也搭该法案

的便车而获得通过。该新政生效后，很多移民

者和在美留学生的移民之路，将不得不重新规

划甚至被迫终结。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移民新政

？移民者又为何深受打击呢？

当前想要移民美国只有亲属移民和职业移

民两条路可选。亲属移民是指通过有美国护照

或永久绿卡的直系亲属来移民的方式。职业移

民则包括人才移民、雇主担保和投资移民。因

此大部分人要获得美国绿卡都只能通过职业移

民方式。

具体来讲职业移民又分为EB-1到EB-5五大

类。EB-1人才类对申请人的要求极高，大部分

移民者满足不了条件，而且自2023年1月1日起

，EB-1类别将恢复移民排期，当前排期10个月

左右。而EB-2高学历人才和EB-3劳工类，或要

有美国雇主或要申请人自身条件优秀，而且也

有3-9年不等的移民排期。EB-4则只针对美国政

府的海外雇员和宗教类人士。所以目前只有

EB-5投资移民对申请人没有任何条件，每年还

有数千免排期名额，因而成为美国最快的移民

方式。

但移民者和在美留学生，或无法接受漫

长的移民排期，或不符合人才移民条件，或

没有充足资金申请 EB-5，于是只能选择曲线

救国的方式来移民美国，而E2签证则是最常

用的路径。

美国E2签证是一种非移民签证，签证持有

者可以通过在美国创办或投资企业来移居美国

。E2签证没有配额限制，因此不存在排期，子

女可在美国免费上学，配偶可在美国工作。因

此E2签证非常适合想快速获得美国居留权的外

国人。

事实上 E2 签证并非任何人都能申请，

只有与美国有相关协约国家的申请人才有

资格。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在名单中。于

是很多中国申请人都会先取得一个 E2 协约

国家护照，再用该护照申请 E2 签证。目前

能快速获得护照的 E2 协约国家主要是土耳

其和格林纳达。

但拜登刚刚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几乎为

E2这条曲线获得美国居留权之路画上句号。因

为法案中明确规定：“通过投资方式获得E2协

约国国籍的外国人，必须在该国连续居住3年才

能申请E2”。而几乎没有人会选择在土耳其或

格林纳达长期居住，但其它E2协约国家入籍所

需的时间又远超这两个国家。

那么E2之路是否已就此关闭？还不能妄下

定论。例如拜登新政中对“投资”和“居住”

的概念并未给出明确释义。一般来讲“投资”

应该是创造收益的行为，那么类似格林纳达通

过捐款方式获得国籍的行为又是否属于“投资

”呢？另外“连续居住3年”该如何定义？是否

应该有明确天数要求？这些细节暂时还没有答

案，需要持续关注美国政府是否会发布审案手

册或政策指导。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变政首次把葡萄牙纳

入E2协约国之中。葡萄牙作为欧盟和申根成

员国，经济发达教育出色，从长期居住角度看

是土耳其和格林纳达无法比拟的。入籍速度虽

不如两国，但相比其它E2成员国仍极具优势

。近期葡萄牙国会又否决了终结黄金签证的提

案，因此对于移民者来说，又至少获得了一年

的时间窗口。所以先获得欧盟国身份，未来再

以其为跳板获得美国身份，不失为一举多得的

选择。

拜登签新政，再断一条美国移民路

本文刊登之日，是2023 年 1 月
14日星期六。這是一個天大的好日子
。因為2023 年 的1 月。中國話、廣
東話中的23、23，就是易生、易生。
所謂易生，當然是指容易生活、易於
生存，大家聞之，寧不大笑開懷！

既然今天是好日子，就由筆者向
大眾報導兩件開心的新聞，引發大家
有隨時發財的心理凖備。

聖誕節前夕，美國1名七旬女賭
客，在平安夜到美國東北部的新澤西
州大西洋城賭場玩耍。她不是豪客，
只 是在假日求財得財，所謂「小賭怡
情、大賭失性」她牢牢地抓住聖人的
告誡，只用上5美元來作賭注，但真
的是天降橫財，給她贏得了169萬美
元的獎金，成為這間賭場的「最高獎
金紀錄」者，頓時驁動了整個賭場；
不消一小時，哄動了整個大西洋城的
多個賭場。更大的驁奇出現在事後。
這位幸運女仕，豪爽地向現場的荷官
及賭客大派貼士，大家有沒有想到，
這位婦人會拿出多少現金來送出聖誕

節禮物呢？竟然是兩個幸逢數字，不
是777 美元、亦不是7777 美元，而
是77777 美元！給現場多名荷官、客
人。就連賭場經理亦坦言：從未見過
如此疏爽的賭客。

新聞記者立刻趕到這座大西洋城
Harrah's Resort的賭場內，瞭解幸運
女客如何發達。原來她在一場獎金累
進式的啤牌賭局中，先落注5美元，
詎料她接連過關斬將，最後竟贏得
169萬美元獎金。這個獎金金額，打
破了該賭場的最高獎金紀錄。該名鴻
運當頭的婦人隨即前往櫃台領取獎金
，但她相當大方地將部分獎金派給在
場的荷官和現場賭客作為貼士。據指
有至少25名賭客，取得百元美鈔。

事後多名荷官，及Harrah's Re-
sort賭場經理Michael Zippel表示，
「多數人贏錢後都會給貼士，但如此
巨大貼士、這樣子的金額，的確讓人
瞠目結舌。她是這樣地付我們的荷官
說：「你們一整年都在這裡努力工作
，今次的貼士，是你們應得的。」根

據荷官的估計： 這位幸運婦人大概已
經至少派出了7 萬7 千美元貼士。

再向大家報告一件「富貴逼人｜
來的真實新聞。一間公司的員工在聖
誕節時大家交換禮物，想不到有一位
員工獲得了兩張彩票，在測看之下，
這位婦女員工，天降橫財，輕輕鬆鬆
之下，竟然中上過萬元橫財！

每年聖誕將至，不少人對公司派
對交換禮物都感到又愛又恨，最怕自
己花盡心思來送出禮物，但卻會換來
毫無誠意的禮物。且說今年12 月，
美國1名女子在公司交換聖誕節禮物
時，就獲得2張彩票，她當時在想：2
張彩票雖然不至於是垃圾禮物之類，
但是就像「大海撈針」一樣，怎麼會
中獎呢？因此她無感到興奮，因為自
覺自己是沒有運行的人。詎料對照之
下，她中得有17.5萬美元大獎，立即
轟動全間公司。

那是發生在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
威爾市之中。該名幸運女子名叫Lori
Janes。12 月13日，她參加公司交換

禮物活動時，發現她最想要、她認
為最實際的是25美元禮物卡卻被
人抽走，相反自己卻換來2張各自
價值10美元的刮刮樂，頓時令她
大失所望。她對彩票不抱有期望，
所以原本打算將它收起，直至到不
知何年何月有心情時才去處理，不
過在場的同事都興奮地催促她即場
刮開，她為滿足大家的意願才去刮
票，那知一刮之下，第一張彩票時
就中了50美元，她的心情當然立
即好過來，但沒想到，當刮開第二
張彩票時，竟然中得17.5萬美元
大獎。頓時目定口呆！作為她的同
事的Lori Janes形容當時她開心得
幾乎瘋掉。同事再幫忙她來確認兩
張彩票，是真品、珍品，非惡作劇
也。

Lori Janes形容當時事主開心
得幾乎瘋掉，全公司同事都同樣瘋
狂歡呼，同事接著向她借來彩票再次
核對，以確保它並非一個惡作劇。她
隨即致電丈夫和子女分享這個喜訊，

並計劃把獎金幫子女還清升學貸款和
買車。至於售出中獎刮刮樂彩票的商
店 Fisherville Sunrise Market 也將獲
得 1,750 美元的獎金呀！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幸運末時擋不住幸運末時擋不住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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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金馬奇幻影展將於4月7日至

16日熱鬧展開，今日（1/11）搶先公布

本屆影展主視覺，邀請以《夜車》榮

獲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的謝文明導演

操刀設計，以充滿動感、風格強烈的

奇想創作出〈舌吻〉，透過一系列分

鏡組合的影像概念，發展出一段沙漠

巨獸和金髮男子的愛恨情仇，引領觀

眾走進天馬行空的奇幻世界。謝文明

表示：「身為一位動畫導演，希望這

次影展主視覺能有故事、有角色、有

時序，還要有動感。我喜歡金馬奇幻

影展自由奔放的態度，所以盡情發揮

瘋狂想像來表現。」

謝文明導演擅以手繪動畫探索人性

陰暗面，驚悚異色的風格讓他成為台灣

首位於日舞影展獲獎導演，並在克萊蒙

費宏影展、安妮獎都引起廣大注目。這

次謝文明為金馬奇幻影展設計的主視覺

〈舌吻〉，講述在月亮與日蝕交會之際

，沙漠裡的白色巨獸會現身，一名愛吃

甜食的金髮男子打算利用愛情騙取牠的

吻，再趁機剪下牠的舌頭變賣致富。除

了完整的主視覺，影展也同步曝光這段

故事的分鏡組圖。謝文明表示，為了傳

達鏡頭感，因而把〈舌吻〉的故事過程

以分鏡漫畫風格呈現，最後的主視覺正

是故事結局。

在釋出的分鏡組圖中，可見日蝕天

空叼著玫瑰的蜂鳥，月光下親熱的金色

海馬，前來湊熱鬧的水母群，金髮男子

正賣力對著巨獸唱情歌、說情話，在充

滿戀愛氣息的沙漠中，身形似馬的白色

巨獸踏著綠洲池水緩緩走向金髮男子，

意亂情迷地吐出舌頭親吻他，殊不知男

子試圖用背後的金色剪刀要將舌頭剪下

，因巨獸舌頭能變成價格不斐的美麗毒

蛇。引人入勝的異色綺想和細膩畫風，

非常吸睛。

在動感十足的主視覺裡，手握剪刀

的金髮男子，胸前的蜜蜂胸針突然飛

起，驚動了巨獸的吻，也讓牠察覺了

圈套。巨獸的鬃毛開始鮮明變色，舌

頭將男子捲起狠狠地拋向天空，男子

口袋裡的甜食四散滿地，蜜蜂嗡嗡作

響和尖叫聲隱隱傳來。充滿細節的圖

像故事，彷彿也召喚著觀眾走進驚奇

萬分的電影世界。

此款主視覺設計也將延伸至奇幻影

展備受好評的周邊商品，讓影迷購買

收藏，也歡迎各大品牌一起加入合作

，共創獨特的奇幻影展之旅。詳情請

來 信 至 marketing@goldenhorse.org.tw 或

event@goldenhorse.org.tw信箱洽詢。

2023年金馬奇幻影展將於4月7日

至 16日展開，選片指南將在3月 24日

於臺北文創大樓14樓文創會所舉辦，

並於 3月 26日正式開賣。更多精彩片

單與周邊活動訊息將陸續公佈，請鎖

定金馬官網、臉書粉絲專頁、Insta-

gram，或下載金馬 APP，掌握第一手

消息。

金馬動畫導演謝文明發揮異色奇想
打造2023金馬奇幻影展主視覺

愛奇藝原創華劇《第9節課》由許瑋

甯 、 陳昊森 、 薛仕凌 、尹馨、張景

嵐及新生代演員王渝屏、各務孝太、林玉

書、楊誠主演，導演王麗文執導，已在愛

奇藝國際版及東森戲劇台播出10集，下週

即將迎來精彩大結局，愛奇藝VIP已更新

至第12集全集播畢，上週播出的最終回謎

底和師生戀結局一一揭曉、也迎來意想不

到的翻轉，讓《第9節課》衝上愛奇藝排

行榜第2名。昨（9日）在劇中不斷被誤會

、栽贓是幕後兇手的苦主代表尹馨、王渝

屏，和在劇中什麼

都想知道卻什麼都

最後一個才知道，

被編劇形容是男版

傻白甜擔當的陳昊

森，在愛奇藝 VIP

大結局播出後上線

參與直播，跟網友

大聊追劇激動心情

、角色們的後續發

展，還因直播網路

太卡，引發戲外戲

不斷要找出誰是害

網路很卡的兇手，

整場直播爆笑不斷。

愛奇藝VIP搶先看本週更新精彩最終

回，劇中陳孟筠（許瑋甯 飾）在張一翔

（陳昊森 飾）發生車禍之後，拋下身份

、年齡，甚至是親姊弟的束縛，終於說出

無論如何都要和張一翔在一起的深情告白

，卻也在醫院檢查的過程中，發現兩人根

本沒有血緣關係，在醫院儲藏室隨即上演

一段刺激又甜蜜的親密戲，讓網友直呼

「甜死人」。

除了親姊弟疑雲，南一校園黑函事件

、各角色間藏有的不同

面向也在最後兩集一一

被揭開，原是陽光暖男

形象的學校主任（薛仕

凌 飾）突現恐怖情人

徵兆，在眾人面前公開

宣佈自己和陳孟筠準備

要結婚，口口聲聲說這

麼做都是為了陳孟筠好

，讓她不再被流言蜚語

騷擾，卻讓主任想獨佔

陳孟筠，不太正常的心

理狀態一步步被揭開，

到最後竟發現南一校園

風波發生的一切，跟蹤

、偷拍、爆料黑函的幕

後主使大魔王都是看似

沒有任何嫌疑的李大為

主任，讓網友一陣驚呼

：「最後 20分鐘看到

驚呆了，被李主任嚇傻

，實在太精彩！」、

「好喜歡這樣的故事鋪

陳，每個角色都有各種面向循序漸進地被

揭開，演員們演技爆棚！」

《第 9節課》最終回除完整交代疑

點，也完整觀眾們對於陳孟筠、張一

翔這對歷經種種考驗的師生虐戀最後

到底如何發展的想像，將時間線拉到

他們相愛的六年後，相視而笑的絕美

畫面讓網友大讚「我們孟筠老師和一

翔同學終於可以好好相愛！感動」、

「兩人露出幸福笑容的畫面太美」、

「編劇好會寫，劇情九彎十八拐不斷

翻轉，但在愛情和懸疑都給了最圓滿

的結局」。映後直播中網友紛紛哀嚎

看完結局太捨不得，還想看更多孟筠

和一翔的後續發展，也提問：「陳孟

筠和張一翔最後到底有沒有結婚？」

，在劇中飾演相愛相殺母子檔的尹馨和

陳昊森都覺得有，但對於網友敲碗第二

季想看陳老師和張一翔生小孩後的婚後

生活，尹馨則逗趣回應：「我可不要演

奶奶啊。」和劇中家長會長氣場強勢的

角色太反差萌，讓網直言被尹馨圈粉。

且愛情之外，劇中的親情關係也是一大

亮點，一場謝淑芬（尹馨 飾）被丈夫

、兒子相繼責怪、誤會的崩潰戲碼，讓

尹馨直言演那場戲好傷心，眼淚都還沒

擦乾又被下一個人打擊，但一翔和一翔

的爸爸（藍鈞天 飾）其實比觀眾能看

見的還愛淑芬。

《第9節課》在愛情、親情、友情的

課題下，還帶有女性議題，在9日釋出的

三個女人篇花絮，首次探討劇中不同年齡

層的三位女性陳孟筠（許瑋甯 飾）、謝

淑芬（尹馨 飾）、夏語心（王渝屏 飾）

雖然在劇中看似針鋒相對，卻都帶有女性

堅毅又柔軟的相似特質，其中夏語心更被

形容是「小謝淑芬」。談及為什麼淑芬會

選擇語心監視兒子一翔，尹馨笑說：「因

為五人幫的其他人看起來都太不靠譜了啊

，但其實也帶有一個女性的原因，是淑芬

覺得看見了一個小時候的自己，雖然表面

上淑芬看起來是在用錢脅迫語心幫她做事

，但其實她也同時想幫助這個即使家境不

好也很努力在往上的女孩。」王渝屏也補

充：「夏語心為什麼會選擇當間諜這件事

，其實她當下真的沒辦法想太多，只能先

看見眼前家庭對於金錢的需要，雖然夏語

心本人當下可能沒發現，但其實在她做很

多選擇的過程中，她看著淑芬會長就像是

看著一面鏡子，不知不覺，她長大後也很

有可能會成為像謝淑芬一樣不服輸、爭取

自己所想的女人。」

愛奇藝原創華劇《第9節課》國文老

師陳孟筠（許瑋甯 飾）進入南一高中教

學後，被愛惹事的校霸資優生張一翔

（陳昊森 飾）盯上頻頻刁難。孟筠為讓

一翔改邪歸正要求留下他上輔導性質的

「第九節課」，沒想到兩人竟在相處過

程中萌生曖昧情愫、彼此吸引。走過年

齡、身份差距、備受流言蜚語議論，和

差點成為親姊弟的重重考驗，終於在張

一翔發生車禍，在醫院檢查的過程中，

發現兩人根本沒有血緣關係，修成正果

。但在孟筠和一翔愛的熱烈的同時，南

一高中的腥風血雨持續進行，在一場校

慶活動中，李主任（薛仕凌 飾）竟公開

宣佈自己和孟筠即將結婚，更被發現跟

蹤、偷拍、爆料黑函的幕後主使，居然

都是主任《第 9節課》於愛奇藝國際版

、東森戲劇台40頻道播出，下週日即將

播出精彩完結篇。

《第9節課》跟蹤、偷拍、黑函爆料的幕後主使都是同一人

結局最後20分鐘讓網友驚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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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取景于冰雪天地之间的电影《雪国

列车》，让人们在一节节狭长的车厢的探索

里发现了新的世界，也让观众对画面里车外

漫天飘雪的美景产生了不少的憧憬。如今，

这样的电影画面，早已现实开始上演。

沈阳铁路开行的「雪国列车」系列，从沈

阳一路开向松江河，直达滑雪胜地长白山。从

车体打造、舒适度、观光体验上都和普通客车

有非常大的区别，不仅沿途可以赏雪观景，畅

游在林海雪原之间，车上还设有包房、独立卫

生间等特别设施，还将棋牌室、点歌机、儿童

娱乐室等等搬进车厢，“东北式服务”让你还

没到达长白山就提前进入度假模式。

无论是单板还是双板，滑雪都只能算作

「雪中作乐」的一种方式。为充满童心的客

人和孩子们而准备的「 哇酷戏雪乐园 」则

集赏雪、戏雪、斗雪为一体，是一个真正可

以尽情释放自己的冰雪乐园。

驾驶 UTV 越野车穿越雪丘，在白桦林中

穿梭，飘逸感；乘坐雪圈从 180米长的雪道冲

刺滑下，感受风和速度带来的刺激；还有雪

地摩托、雪地挖掘机等乐园项目，绝对可以

让你充分感受到和雪花亲密接触的快乐。

泡温泉，是滑雪之外的又一冬日限定节

目。仰望着白雪皑皑的山峰，让身体慢慢浸

入水气氤氲的汤池中，是治愈身心的上好良

方。位于长白山国际度假区的汉拿山温泉，

是备受游人青睐的下脚之处。

汉拿山温泉泉水蕴含多种微量元素，有

实打实的医疗价值。白天穿梭于林海雪原中

释放激情，夜晚在热气缭绕的温泉中仰望满

天繁星——在滑雪看雪之余，与亚健康状态

长期搏斗的职场人士怎能错过一泡长白山

“神仙水”的大好机会？

北方的萧瑟冬天过久了，自然会想念夏

日里的热血青春气息。无需飞到南半球回味

夏日，长白山度假区内就有一个 365天都温暖

营业的室内水乐园。

面积达两万平米的水乐园，室温、水温全

年恒温，不受季节、天气变化影响，游人随时

随地都能加入这里的泳装大军，一头扎进戏水

区的冲浪池，体验热带大海般的澎湃。

为了满足更多寻求刺激的水上项目爱好

者，水乐园引进世界最先进的 11 条高空水道

，其中包含多种组合项目：高速滑道组合、

竞速滑道等；一点也不能低估这座室内水乐

园带来的真实刺激体验。

和朝鲜“比邻而居”的长白山自然有很

多地道的朝鲜和韩式风味美食。

比如用一碗酸辣可口的朝鲜冷面开胃，

再去尝一尝用贡米做成的石锅拌饭，让每一

粒米饭都包裹上秘制的酱料和溏心蛋液，最

后把大麦茶倒入石锅，锅底的那一层锅巴才

是整锅拌饭的精髓；还有地道的韩式烤肉，

配上泡菜让你瞬间有一种置身韩国的错觉。

在长白山万达威斯汀度假酒店里的 Maru

韩餐厅里，也能品尝一顿这样地地道道的韩

餐。在炭火上烤得滋滋作响的韩式烤肉、香

甜软糯的年糕、酥脆可口的炸鸡和热气腾腾

的滋补参鸡汤，驱赶走一身的寒意，暖心又

暖胃。

来到东北，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感受热情

的东北味道。上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菜，

是东北人的待客之道。鲜美的食材是长白山

的馈赠，无论是山中的野生蘑菇炖小鸡还是

铁锅炖鱼，哪怕只是炖一锅蔬菜，都能让冬

日的灵魂得到慰藉。

长白山万达喜来登度假酒店里新推出的

地道东北风味美食，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长白山特色小火锅，中式口味让一家老小都

能吃的舒心。

天池是大自然在长白山留下的最具盛名

的艺术创造——休眠的火山口积水成湖，形

成了这块长白山上晶莹剔透的“天然水晶”

。

天池海拔 2100 余米，被 16 座山峰簇拥环

绕，是中国最大的火山湖， 也是世界上最深

的高山湖。要欣赏到这块天然瑰宝，还得靠

老天赏脸，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才能一窥它

的真容。夏季时湖水湛蓝得容不下一点尘埃

，冬季时纯洁无暇的冰面平整如镜；即使没

有映画里做梦穿越的技能，也像身临东北版

的「系守湖」。

长白山西坡与北坡均可观赏天池。其中

，于西坡观赏可拥有更广阔的全景观赏视角

；而选择于北坡观赏，则能偶遇更多的沿途

景观。

露水河狩猎场植被丰富密集，保有适于

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自然森林环境，平日只

见「石灰森林」的城市人口在这里就能享受

到大自然为你准备的心灵疗愈套餐。

文明游玩，比起狩猎，赏树、垂钓、划

船才是了解这片世外仙境的上选；或者扛上

相机的镜头，远距离了解野生动物群的日常

活动，不打扰是你我的温柔。

滑雪酒店是长白山滑雪旅程中必不可缺

的一环。在一整天的滑雪运动之后，也需要

一个舒适而温暖的放松之地。

作为度假区内少有的可以滑着进出的酒

店，长白山万达威斯汀度假酒店和长白山万

达喜来登度假酒店都位于度假区内的长白山

西坡处，拥有专属穿梭巴士往返酒店与雪场

之间，省时便利，两家酒店通过室内别致廊

桥巧妙连接，客人可以同时享受两个品牌的

精彩礼遇，感受独一无二的专属度假体验。

长白山威斯汀度假酒店将长白山的白桦

林元素带进客房，原木的设计风格散发着自

然的气息，纯朴自然的木质结构和周围的自

然环境融为一体。在酒店内，白天可以欣赏

秀丽壮美的长白山山脉，晚上则能看到星光

之下，被灯火照亮的小镇风光，亦可将滑雪

场全貌尽收眼底。

酒店还拥有专属的滑雪屋以供住店客人

省去麻烦就近办理滑雪卡服务，随时寄存滑

雪器材。经典的威斯汀天梦之床和白茶味道

让你可以在雪场上释放体力后放松休息，恢

复精力。

长白山万达喜来登度假酒店与长白山万达

威斯汀度假酒店相邻，同样有着可以欣赏长白

山风景的视角。专属的喜来登特色的睡眠体验

，也格外受到度假区客人们的青睐。特意准备

的双垫层床垫、柔软羽绒被和鹅绒毯，让每位

住客都能享受到绝佳的休息睡眠体验。

酒店还为家庭客人准备了“猪猪侠”和

“超级飞侠”系列亲子主题房，从床旗、抱

枕到儿童帐篷、毛巾浴巾等处都有色彩鲜明

的猪猪侠和超级飞侠图案点缀，为孩子们打

造了一个充满童趣的乐园。

在喜来登酒店户外区域“喜鹿园”，还

可以与蠢萌的“傻狍子”和温顺梅花鹿合影

、嬉戏，喂食。双“蛋”节日将至，还有可

爱属性满点的柴犬加盟，和客人们亲密互动

。

滑雪这儿最好：吃得香，摔不疼

长白山，是普通人眼

里林海、雪原和雾凇的代

名词；而对于滑雪爱好者

来说，没有时差，不用长

途跋涉，没有语言障碍，

优质的雪场，近几年愈发

成熟的周边与配套，长白

山逐渐成为继日本和瑞士

后的新滑雪去处。

北纬41°的黄金粉雪带

，让长白山拥有了可以和

瑞士阿尔卑斯山相媲美的

优质粉雪。超长雪期和三

面环山的地形，更让长白

山国际滑雪度假区拥有了

「港湾式滑雪场」的美誉

，也使长白山成为国内滑

雪出行的最优解之一。

藏在白桦林里的度假

区一共拥有43条雪道，经

验丰富的老手可以体验从

高级道上飞驰而下的快感

，而初学的「菜鸟」也能

在魔毯练习区找到属于自

己的乐园。夜晚来临，灯

光夜滑雪道分分钟让你拥

有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

当然，在这里度假的

方式不止滑雪一种，冬季

玩转长白山，还有这么多

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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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僑委會2022年正式辦理 「臺
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設置計畫」，
現有43所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在
歐美地區發芽茁壯。2023年新、
續設立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計
有 66 所，包含美國 54 所、歐洲
12所。為鼓勵辦學績優之學習中
心並作為典範標竿，2022 年計有
10所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獲評鑑
績優，其中最優者為華府臺灣學
校、新海中文學校、矽谷中文學
校、華夏中文學校；優良者為匈
牙利玉山中文學校、Tizzy 的中
文樂教室、維華中文學校、爾灣
中文學校、 聖瑪利諾中文學校及
書硯藝術文化學校。

為掌握歐美地區海外華語文
市場擴展契機，僑委會2021年以
僑校（團）為基礎，試辦推動設
立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招
收當地社區之主流人士，使其成
為推廣具臺灣特色華語文教學之
據 點 ； 2021 年 設 立 18 所 ， 至
2022 年持續增加為 43 所。2023
年新、續設立達 66 所，分布於
美國 54 所；英國、法國及德國
各2所，以及奧地利、愛爾蘭、
匈牙利、瑞典、比利時及捷克各
1 所。為促進各臺灣華語文學習
中心負責人及教師間橫向交流聯
繫，透過相互觀摩分享，共同提
升教學效益，僑委會於2022年11
月至12月間於美國洛杉磯、華府
及英國倫敦辦理 「臺灣華語文學
習中心教學研討會」美西組、美
東組及歐洲組，透過一系列專題
演講、經營與教學實務交流及綜
合座談，讓學習中心彼此間分享
教學方式、招生策略及經營模式
等，參與人員皆表示收穫豐碩。

經僑委會於 12 月 14 日召開
2022年評鑑會議，評選出華府臺
灣學校、新海中文學校、矽谷中
文學校及華夏中文學校等4所臺
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為 「最優」。
該4所學習中心皆發展各自經營
特色，具備優勢足為典範；例如
， 「華府臺灣學校」文化課程深
具臺灣味，辦理中秋節土地公和

鄭成功博餅活動、臺灣原住民日
、臺灣冬至做湯圓等，另招生行
銷通路多元，透過大學社團、社
區圖書館、與日本語言學習學院
建立策略聯盟，以及與當地電視
臺合作拍攝宣傳短片等深入主流
宣傳； 「新海中文學校」行銷推
廣策略多元，所辦各式大型宣傳
活動均邀請主流政要出席，發布
中英文新聞稿及邀請英文報記者
採訪，達致良好宣傳成效； 「矽
谷中文學校」於 FUHSD 公立高
中學區成人學校開課，提供示範
教學及教材展示，並有效結合僑
委會教學資源擴大教學成效；
「華夏中文學校」積極參與並協

辦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研討會及
相關活動分享經驗，招生活動亦
結合主流社會，並與當地圖書館
合作辦理。

另評選 「優良」之臺灣華語
文學習中心包括匈牙利玉山中文
學校、Tizzy 的中文樂教室、維
華中文學校、爾灣中文學校、聖
瑪利諾中文學校及書硯藝術文化
學校等6所，各中心在營運和教
學方面皆表現良好，極具發展潛
力；餘 33 所獲評鑑為 「良好」
。

為獎勵績優學習中心，僑委
會將核給 「最優」者績優補助 5
千美元、 「優良」者3千美元；
未來將邀請績優臺灣華語文學習
中心於研討會或相關活動中分享
並傳承經驗給新設置之臺灣華語
文學習中心。

僑委會於歐美地區推動設立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具有民主
、自由、多元、開放等優勢與特
色，與歐美社會基本價值相符，
且各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亦由營
運之僑校（團）針對學生需求設
計符合當地社會人士所需之語文
及文化課程，已陸續吸引當地政
府官員、學區主管、教授、工程
師報讀，相關成果獲得美國在臺
協會（AIT）的肯定與支持。

在美南地區，艾華中文學校
2022年辦理成效良好，成果豐碩

，來年將持續辦理相關業務。而
在2023年也將會增加奧斯汀好消
息華語學苑、聖安東尼聖城中文
學校兩個生力軍，共為美南地區
華語文教學注入新的活力，其他
地區也正積極洽談設立中。

僑委會期盼透過臺灣華語文
學習中心將臺灣華語文之美推廣
至海外各地，深入歐美主流社區
分享臺灣華語文教育，不僅提供
主流社會成年人士學習具臺灣特
色華語文的機會，並邀請學華語
之歐美青年到臺灣參加青年營隊
、語文班、觀摩團與英語服務營
，更直接體驗臺灣的文化與生活
，藉此推動雙向文化交流和語言
學習。

2022年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評鑑結果出爐
4 所學習中心獲評最優各具教學及經營優勢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艾華中文學校寓教於樂艾華中文學校寓教於樂，，從介紹節從介紹節
慶活動中帶領大家認識臺灣文化及學習華語文慶活動中帶領大家認識臺灣文化及學習華語文。。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華府臺灣學校舉辦華府臺灣學校舉辦 「「臺灣臺灣 Taiwan FunTaiwan Fun」」
活動活動，，向社區及主流社會行銷臺灣向社區及主流社會行銷臺灣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新海中文學校舉辦盛大的招生活動新海中文學校舉辦盛大的招生活動，，教教
師帶領貴賓和觀衆們一起跳師帶領貴賓和觀衆們一起跳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舞蹈舞蹈。。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矽谷中文學校文化課程結合三太子矽谷中文學校文化課程結合三太子
與學員一同歡慶新年與學員一同歡慶新年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華夏中文學校辦理華夏中文學校辦理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教學研討會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教學研討會--歐洲組歐洲組」」 ，，
邀集各學習中心一同分享交流邀集各學習中心一同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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