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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ays it shot down object over A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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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Feb 10 
(Reuters) - A U.S. fighter jet 
on Friday shot down over 
Alaska a high-altitude object 
that was the size of a small 
car, on the order of President 
Joe Biden, the White House 
said on Friday.

White House spokesperson 
John Kirby told reporters 
many details were unknown 
about the object but the Unit-
ed States expected to recover 
the object after it landed in 
U.S. territorial waters.

It was unclear where the 
object came from, Kirby said. 
“We don’t know who owns 
this object,” he said.

He said the object, which had 
been flying at about 40,000 
feet (12,190 meters), went 
down on the far northeast-
ern part of Alaska near the 
Canadian border. He said 
the American pilot’s assess-
ment was that no human was 
aboard.

The United States on Feb. 
4 shot down off the coast of 
South Carolina a Chinese 
high-altitude surveillance 
balloon that transited the 
United States. U.S. officials 
have been recovering the 
debris from the 200-foot-tall 
(60-meter-high) balloon and 
its undercarriage of electronic 
gadgetry.

FBI searches and finds one 
additional classified record in 
Pence’s home
Analysis: Abortion pill law-
suit faces Texas judge who 
often rules for conservatives
DeSantis seeks wins on guns, 
abortion before facing Trump 
in 2024
John Kirby, NSC Coordinator 
for Strategic Communica-
tions, speaks during the daily 
press briefing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John Kirby, National Secu-
rity Council Coordinator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answers questions during the 

daily press briefing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January 25, 2023. RE-
UTERS/Evelyn Hockstein
Kirby was careful not to 
classify the new object as a 
balloon.

He said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object and its track first 
came to U.S. attention on 
Thursday night. He said that, 
unlike the Chinese balloon, 
this object did not appear to 
be maneuverable and was at 
the mercy of the wind.

Biden ordered it shot down 
earlier on Friday, Kirby said.

Fighter aircraft assigned to 
the U.S. Northern Command 
took down the object, an 
American official said. The 
official said the territorial 
waters where the object went 
down are frozen.

Advertisement · Scrol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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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an ad
“The unidentified object 
was flying at an altitude 
of 40,000 feet and posed a 
reasonable threat to safety of 
civilian flight,” the official 
said.

There had been no indica-
tions of a military threat to 
people on the ground and 
whether it carried surveil-
lance equipment was not im-
mediately clear, the official 
said

Belarus calls Poland's closing of 
border crossing point 'catastrophic'
Feb 10 (Reuters) - Belarus on 
Friday condemned as "cata-
strophic" a decision by Poland to 
close a border checkpoint be-
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aying it 
could lead to a collapse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Poland said on Thursday, citing 
security concerns, it would close 
a key border crossing into Be-
larus at Bobrowniki, starting at 
12 p.m. (1100 GMT) on Friday, 
driving already hostil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a 
new low.
Poland has been a key refuge for 
opponents of Belarus President 
Alexander Lukashenko and War-
saw has become one of Kyiv's 
staunchest supporters since Be-
larus' main ally Russia invaded 
Ukraine in February 2022.

The Belarus government crit-
icised the border decision on 
Thursday, but went further in a 
statement on Friday, calling the 
move irrational and dangerous.

"The actions of the Polish au-
thorities could lead to a collapse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the 
country's border committee said 
in a statement shared on social 
media.

Moldovan government quits amid 
economic turmoil, Russia ten-
sions
Italy's Meloni says France 
risks undermining EU unity on 
Ukraine
Belgium detains two more EU 
lawmaker in graft investigation
Biden to travel to Poland to 
mark first anniversary of Ukraine 
invasion
After the closure comes into 
force, only two of six major land 
crossing points along the two 
countries' 400-km (250- mile) 
border will be open, the border 
force said.
"With the closure of another Pol-
ish checkpoint, the situation will 
become catastrophic," it added, 
pointing to existing long lines at 
border crossings. "The load on 
the remaining two checkpoints 
will critically increase."

Minsk also said it believed the 
decision was purposefully de-
signed to "further aggravate the 
situation at the border and limit 
citizens' travel".

Polish Prime Minister Mateusz 
Morawiecki said that Poland 
might close further border cross-
ings.
"We are not excluding closing 
other border crossings with Be-
larus," he told a news conference 
in Brussel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re are growing tensions 
with Belarus and they are being 
instrumentalised by the Russians 
and the Kremlin."
Relations were further strained 
on Wednesday when a Belaru-
sian court sentenced a journalist 
of Polish origin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in a trial Warsaw said was 
politically motivated.
Thousands of people of Polish 
origin live in Belarus given that 
the west of the country was 
Polish territory until borders were 
redrawn after World War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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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Demonstrators wear costumes as they take part in the Fridays for 
Future climate strike, ahead of the upcoming state elections, in Ber-
lin, Germany. REUTERS/Fabrizio Bensch

Survivors rest while a woman reacts at a hospital in the aftermath of an earthquake, in Kahra-
manmaras, Turkey. REUTERS/Suhaib Salem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Ursula von der Leyen and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attend a news conference during the European leaders summit in Brussels, Bel-
gium. REUTERS/Yves Herman

A view of the damage as the 
search for survivors continues, 
in the aftermath of a deadly 
earthquake  in Kahramanmaras, 
Turkey. REUTERS/Stoyan 
Nenov

The facilities of a fisher-
men’s club are seen on the 
coast of the Rio de la Plata 
river, which is affected 
by blue-green algae, also 
known as cyanobacteria, in 
Quilmes, on the outskirts 
of Buenos Aires, Argen-
tina. REUTERS/Matias 
Baglietto

Arda Oktay is carried to an 
ambulance after being rescued 
alive from rubble in the after-
math of a deadly earthquake in 
Iskenderun, Turkey. REUTERS/
Yagiz Karahan

Our dear friend
Congressman Al Green will
call a town hall meeting at
the STV Global Studio next
Monday mainly to listen to
the opinions from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leaders.

Over the recent
decade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Americans have poured
into major cities of Texas,
including Houston and
Dallas. Most of them are
intellectuals who stay here
for employment and
business. Later, after their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of their
relatives also immigrate
here.

To be honest, all of us
are full of gratitude and
confidence in this land.
Thanks to everyone’s
joint efforts and diligence,

we can stand
tall as a group
of very
successful
ethnic Asian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continuous
deterioration of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Chinese
Americans
have suffered
a lot of
discrimination,
including a
current bill in
the Texas
Senate that tries to ban
Chinese from buying real
estate in Texas.

We want to point out
that this is very obviously
an extension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ary Act

from the past. This is a
great shame for our
powerful democracy.

Today we urge all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remain united and act
together against this bill
which not only violates the

spirit of the founding of our
country, but is also an
example of how to not treat
our Chinese Americans.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our brother Al Green who
is always standing with us.
He is our true friend

0202//0909//20232023

The Voice Of The ChineseThe Voice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America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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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Peace A Chance”

Ukraine 2022

COMMUNITY

President Joe Biden signs his first executive order in the Oval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on 
Jan. 20, 2021, in Washington, DC. | President Joe Biden signs his first executive order in the 
Oval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on Jan. 20, 2021, in Washington, DC. | Photo/Evan Vucci/AP.

Key Points
Many health organizations over the world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effort to contain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United Nations calls on all countries to 

collaborate in matters of public health. 
President Joe Biden reversed his predecessor’s attempt to 
withdraw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on 
Wednesday, a course correction that signals the new admin-
istration’s commitment to protecting global health.
Returning to the WHO mea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w participate in and help fund the COVID-19 Vaccine 
Global Access Facility, known as COVAX, which is the 
primary global framework for vaccinating people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gainst COVID-19. COVAX 
aims to secure 2.1 billion doses of COVID-19 vaccines 
by the end of 2021, but has been unable to secure enough 
funding. 
Under Biden’s leadership, the US could become a lead-
ing donor to COVAX and accelerate the program’s ef-
forts.  The US will also join the Access to COVID-19 
Tools (ACT) Accelerator, which aims to ensure all 
countries have access to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for 
COVID-19, thus ensuring nobody is left behind.                                                                                                                                          
The WHO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ntain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organization has helped to track 
the virus, develop treatments, train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expand health care infrastructure, advise governments on 
best practices, and facilitate global cooperation. 
What Is COVAX?

COVID-19 Vac-
cines Global Ac-
cess, abbreviated 
as COVAX, is a 
worldwide initia-
tive aimed at equi-

table access to COVID-19 vaccines directed by the GAVI 
vaccine alliance, the 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longside 
key delivery partner UNICEF. Wikipedia
Founded: April 2020

Founder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the WHO’s direc-
tor-general, celebrated the return of the US in remarks 
at the WHO’s 148th Session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n 
Thursday.
“Since WHO’s founding in 1948, the United States ha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global health, and the American peo-
ple have made enorm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health of the 
world’s people,” Dr. Tedros said.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is partnership, as I 
know all member states do,” he said. “We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and lessons to learn, to end the pandemic and 
to meet the long list of global health challenges we face — 
but the world will be better able to meet them with you.”
The US has historically been the largest donor to the 
WHO, supplying roughly a fifth of the organization’s 
operating budget between 2018 and 2019. These funds 
went toward areas far beyond pandemic preparedness, 
including the eradication of polio; family,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and HIV and hepatitis research.                                                                                                                                        
The US’ renewed partnership with the WHO will be 
overseen by Dr. Anthony Fauci, the head of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H), who became an esteemed medical figure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In remarks to the 148th executive session, Fauci outlined 
how the US will support the WHO.
“We will commit to building global health security capac-
ity, expanding pandemic preparedness, and supporting 
efforts to strengthen health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and 

to adva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e said.                                                                                                                                            
He said that the US will help improve funding pathways 
for global health, expand global research capacity, and for-
tify pandemic supply chains, while working with partners 
to be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next pandemic.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ready to work in partnership 
and solidarity to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 COVID-19 re-
sponse, mitigate its impact on the world, strengthen our 
institutions, advance epidemic preparedness for the fu-
ture, and improve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ll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he concluded. 
Related
How Are Vaccines Actually Developed And        How 

Long Will One Against COVID-19 Take?
Vaccine development is complex. But efforts to                                  

produce one for COVID-19 are making progress.

A laboratory scientist cultures coronavirus to prepare 
for testing at 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
opment Command at Fort Detrick, March 19, 2020, 
where scientists are working to help develop solutions 
to prevent, detect and treat the coronavirus. | Photo/
Andrew Harnik/AP
Vaccine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ols in combat-
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developing one that is safe, 
affordable, and widely available is crucial to changing the 
cours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 effective vaccine would increase immunity to the 
virus, because a vaccine is a type of medicine that trains 
the body’s immune system to fight off a disease it has not 
encountered before, a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s Vaccine 
Knowledge Project explains.
That means leaders and health experts are keen to acceler-
ate progress towards a solution that could save thousands 
of lives and enabl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return to 
their everyday lives.
But vaccines are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make and must go 
through rigorous safety procedures before they can be-
come widely-available.
A 2013 paper from the University of Rotterdam found 
that, on average, it takes 10.7 years to develop a vac-
cine. Although the record is four years, for a vaccine 
against mumps in the 1960s, scientists are hopeful that 
a COVID-19 vaccine can be developed in just 12-18 
months. 

Photo/ThisisEngineering RAEng/Unsplash | 
How are vaccines made and how long does it take?
There are typically years of clinical trials needed to pro-
duce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with researchers testing 
multiple vaccine candidates, as failure rates are generally 
high.
For example,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only approved a vaccine for Ebola last year, 43 years 

after the discovery of the disease.
Vaccine science is “fiendishly complex” says Mouser. 
Because vaccines are given to healthy people to prevent 
illness, the rigour to which safety and testing are held is 
higher than for treatments given to people who are already 
ill, Mouser says.
“They have to be safer than safe,” she says, “and they 
really are.” To get a vaccine from start to finish there are 
multiple steps.
“You’ve got scientific barriers first,” she continues.“Then 
you’ve got lots of regulatory barriers. You need to get ap-
provals for each clinical trial, including ethical approvals, 
and then approvals for each part of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n you need a green light from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who are going to be distributing it,” she adds.

Laurie Kuypers, a registered nurse, reaches into a car to 
take a nasopharyngeal swab  from a patient at a drive-
through COVID-19 coronavirus testing station fo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edicine patients, March 17, 
2020, in Seattle. | Photo/Elaine Thompson/AP  
After all of that, Mouser explains, there’s something 
known as a “cold supply chain” which is a process of 
getting vaccines out while being kept at the cold tem-
perature that the medicine requires to stay effective.                                                                                                                                       
For particularly hard-to-reach places, that process can 
involve things like vaccines being transported in so-
lar-powered fridges to rural areas.
The science phase platforms
First it takes two to five years to do early re-
search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for vaccines 
against a particular disease, looking at what can 
induce an immune response at a molecular level.                                                                                                                                           
Then, once potential options have been identified, a 
pre-clinical stage begins, meaning it’s being developed for 
possible clinical use but isn’t ready yet. That can take two 
years and involves testing on animals and in test tubes in 
labs for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The trials phase
Next a small-scale clinical trial begins, with only between 
10 and 50 people taking the potential vaccine to test it’s 
response in humans and the safety of it. 

Then if it passes that 
stage, a further two to 
three years is spent un-
derstanding the immune 
response, the effective-
ness against the disease, 

and side effects, during which hundreds of people take part 
in trials.                                                                                                                                          Fi-
nally there is an assessment of whether the potential vac-
cine protects against the disease in “real life”, by studying 
the effects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of disease occurring. 
That process can take between five and 10 years, and in-
volves thousands of people taking part. 
Production
If it passes all of those phases, the product needs to be ap-
proved by regulators and produced. Manufacturing takes 
place in specialist facilities and the cost overall can be be-
tween $200 million and $500 million to do so.
“Vaccine factories are not like normal factories,” explains 

Mouser. “They can take three to five years to set up — it’s 
not like a car factory or an Amazon warehouse — and dif-
ferent factories are needed for different vaccines.” 
“Safety is paramount, I think something like half the staff 
at a vaccine factory are simply doing quality assurance,” 
she adds.
Related

World Leaders Sign Petition Calling  
For Free Coronavirus Vaccine For All

The petition says that any COVID-19 vaccines should 
be distributed fairly. 
More than 140 past and present world leaders 
signed a letter on Thursday, urging governments 
and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to rally be-
hind “a people’s vaccine” for COVID-19 that will 
be made available for everyone across the globe.                                                                                                                                           
Coordinated by the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UNAIDS) and Oxfam, the letter requests 
that any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be patent-free, free of 
charge, and distributed equally and fairly to all. 
The letter comes a day after the French pharmaceutical 
company Sanofi promised that if it successfully develops 
the COVID-19 coronavirus vaccine, the US would be the 
first country to receive it.
Sanofi later rescinded the statement, following the publi-
cation of the letter.
The letter also warns that any future vaccines and treat-
ments for COVID-19 must be distributed to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to save lives, noting that the world is 
only as healthy as its most vulnerable citizens. 

Global Leaders Pledge Landmark $8 Billion  
To Support Coronavirus Global Response

Almost 40 countries and donors took part in an online 
summit hosted by the EU. Leaders from across the EU 
and many others, including Saudi Arabia, Japan, the UK, 
and Australia, pledged a landmark total of  $8 billion 
during the event, raising funds towards the Coronavirus 
Global Response to support the 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 (CEPI); GAVI, the Vaccine Al-
liance;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

Laboratory technician Jeremie Omari puts on his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before entering a 
ward for those who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new 
coronavirus, at the infectious disease unit of Kenyatta 
National Hospital in Nairobi, Kenya, May 1, 2020. | 
Brian Inganga/AP
The funding aimed to ensure the collaborative de-
velopment and universal deployment of diagnostics,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More will be needed — today is only the start of a global 
pledging marathon to bring under the same roof all global 
health organisations to fight the pandemic,” said Ursula 
von der Leyen, event host and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Courtesy globalcitiz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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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S. Historically Is The Largest Donor To The WHO

U.S. Rejoins WHO And COVAX, A Huge 
Boost To Global COVID-19 Vaccine Efforts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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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獵人角遊民  
舊金山志工送暖

9
267

	 作者／	錢美臻

	作者／林嵩然、許維真、吳育宗、李樂罡

	作者／
	 林育貞		
			岑慧意

土耳其當地時間2023年2月6日凌晨4點17分，該國東南
部「卡赫拉曼省」（Kahramanmaraş）靠近敘利亞邊

境處，發生芮氏規模7.8的淺層地震。強震重創土國南部與
敘利亞北部地區，數百公里外的以色列、黎巴嫩也清晰感受
到地震發生。因建築物坍塌與嚴重受損和冬季嚴寒的情況，
增加救援工作的難度，死亡人數仍在持續攀升中。

慈濟德州分會於2023年2月4日在靠近龍捲風災區的貝
克里普利非營利組織（BakerRipley）帕薩迪納社區活

動中心（BakerRipley	 Pasadena	 Campus）進行急難救助
現值卡和物資發放。當天有42戶，123人受惠，發放金額達
24,100美元，62個環保毛毯。

入冬以來，舊金山連下大雨，氣溫驟降，街頭，公園和
避難所出現了越來越多遊民。根據舊金山市政府發布

的數據顯示，2022年共有7,774位遊民，達到20年來的第二
高峰。他們沒有足夠衣物、毛毯，抵禦突如其來的寒流，只
能瑟縮在街角，讓見者揪心。	
	 2022年12月3日，舊金山慈濟一行25人來到灣區獵人角
社區（Bayview	 Hunter’s	 Point）的布朗母親餐廳庇護中心	
（Mother	Brown	Dining	Room	Homeless	Shelter）和94號
碼頭（Pier	 94）的拖曳房車園區，冒雨為當地400多位街友
進行發放，並帶來聖誕佳節的歡樂。

凜冬強震  慈濟美國啟動馳援土耳其

救助龍捲風災民  德州分會發放24,100美元

台灣慈濟志工把環保毛毯和生活物資打包準備空運去土耳其。
圖片來源／慈濟基金會 慈濟志工在台灣趕製環保毛毯。圖片來源／慈濟基金會

◎ 攜手國際組織合力賑災

◎ 突如其來的龍捲風

◎ 不懼風雨的關懷

◎ 感謝最溫暖的協助

◎ 高達百萬美元「等額捐款」

新春祈福日期／時間：
2月12日，上午9點45分入場，10點開始。
新春祈福地點：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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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祈福，共同領受證嚴
證嚴法師的祝福，也為天
下祈求平安。

2023年新春祈福
慈濟德州分會

	 佛教慈濟基金會在地震發生後，立即啟動國際人道援
助機制，透過土耳其當地慈濟志工及結合「世界醫生組織」
（MDM）丶「空運連結賑災物流基金會」（Airlink）等國際
非政府組織，展開賑災物資調度與後續救援工作。慈濟創辦
人證嚴法師心繫災民，在2月7日開示提及，人類哪裡有災，
就要有愛的能量快速地會合，人力物力要馬上啟動。不論空
運費用多少，要儘快空運物資到災區，讓災民在寒凍的時刻
收到毛毯，就感到有一絲絲的溫暖。
	 「慈濟美國已響應台灣本會行動，針對土耳其地震展
開募心募愛行動。加州也位於地震帶上，碰到這麼大的考驗
眾人都感同身受；此時此刻大家更應心手相連，以愛互相扶
持，在個人能力範圍內可做到的地方，有錢出錢、有力出
力，以大愛共善的行動來照顧災民。」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
曾慈慧指出：「藉此因緣，慈濟將把眾人的愛帶到土耳其災
區，除了備妥環保毛毯，土耳其志工團隊也已動起來，採購
可在當地連鎖通路購物的物資卡和必要的生活物資。災後復
健的路是很長遠的，需要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再次感恩鄉
親護持慈濟的行動，讓我們在社區把美善行動擴展出去，共
同虔誠祈求天下無災。」

	 此次土耳其強震已造成嚴重死傷及逾8,000座建築物坍
塌，且傷亡數字不斷攀升。根據慈濟土耳其志工初步評估
回報，由於當地氣溫嚴寒且持續降雪，失去家園的災民急
需禦寒的衣物、電器、糧食、衛生用品與民生必需品等物
資。位於土耳其的「慈濟滿納海國際學校」（El	 Menahil	
International	 School）的師生、畢業生與家長，已發起報名
進駐災區服務，由於當地醫院急需血液供應，該校也響應當
地「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FRC）啟動的捐血
行動。
	 全球慈濟志工密切關注土耳其強震的動態，持續為災
區人民祈禱，更動起來展開全面的援助行動，請您加入慈濟
美國援助土耳其募心募愛行動，與我們一起凝聚點滴的關懷
與善念，送愛到土耳其，陪伴倖存者度過人生中最寒冷的	
冬季。

	 2023年1月24日，休士頓地區出現了鮮少的龍捲風警
報，前後約持續半天。德州分會群組關懷當地志工和會眾是
否受災，所幸大家都是有福之人，並未受到劇烈天候影響。
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媒體陸續披露的災情，讓志工們開始擔心
社區民眾的受災情形，並決定前往災區了解災情。
	 1月28日和29日，德州分會志工組成的勘災團隊前往位
於休士頓東南地區的帕薩迪納（Pasadena）和鹿園（Deer	
Park	 ）兩市聯合災難援助恢復中心（The	 Joint	 Disaster	
Assistance	Recovery	Center）接受災民登記，敲定於2月
4日進行發放行動。
	 2月4日清晨，氣溫大約只有攝氏4度，志工們已經到分
會集合，並將前一天準備好的賑災毛毯和佈置場地的設施搬
上車，啟程前往發放地點。雖是寒冬，志工們希望能給前來
的災民最溫暖的場地。大家根據線上會議討論的細節，有默
契、高效率地完成最後的場地佈置，並將證嚴法師的祝福信
放入信封，希望受災戶能夠深深感受到全球慈濟人的祝福。
	 發放的時間還沒有到，已經有好多的受災戶在門口等
待，志工按規劃流程，確認受災戶的資料，並請大家逐一就
座。志工林華音向感恩戶分享慈濟的竹筒故事，以及用以協

志工們專心聆聽災
民敘述龍捲風來襲
時的狀況，並安撫
他們的情緒。	
攝影／林嵩然

	 即日起至2月28日，每一筆挹注慈濟美國【凜冬強震．
馳援土耳其】募心募愛行動的善款，將在高達100萬美元的	
「等額捐款」（matching	fund）贊助下，加速讓愛心一元變
兩元、五元變十元⋯⋯愛的能量加倍！加入慈濟美國援助土
耳其募心募愛行動，陪伴倖存者度過人生中最寒冷的冬季。

馳援土耳其捐款網頁： 
www.donate.tzuchi.us/zh/turkey-earthquake-relief
關注慈濟美國：www.tzuchi.us/zh/houston 
支票與現金捐款：支票抬頭註明“Tzu Chi”，郵寄或直接
捐款至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捐款網頁

助他們的愛心和基金都是源於小小的竹筒；當天就有43個竹
筒被災民和其他組織的志工帶回家了。

	 證嚴法師的祝福信是希望受災戶知道，雖然受災，但並
不孤單，因為慈濟人匯聚了眾人的愛與力量來幫助他們。志
工們並帶動場內等待作業的人們一起唱手語歌《一家人》，
把溫暖的愛傳到每一個人的心裡，慈濟人會像家人一樣的，
成為寒冷冬天裡最溫暖的太陽。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濟嶢：「慈濟就是『慈悲、濟
世』，慈濟人結合眾人的愛心，來幫助遭受苦難的人，也帶
領所有的受災戶和我們一起，發一份善念、虔誠唱頌祈禱，
一同祈求人心淨化、社會祥合、天下無災難。」

	 	 獵人角社區是全舊金山第
二高遊民人數的地區，共有
1,115位遊民；布朗母親餐廳
則是該社區最大的遊民庇護中
心。自2020年疫情爆發後，
遊民從250位激增至430位。
每天傍晚5點30分，中心開始
為街友提供免費晚餐，並開始

登記當日入住一晚的遊民。每位遊民可領取一張椅子過夜，
並在隔天早上7點前離開。其中有170位遊民因確診新冠和有
健康問題，被安置和隔離在94號碼頭的拖曳房車園區。

	 災民埃爾南德斯（Hernadez）感謝慈濟給予龍捲風受
災民眾的協助：「慈濟的安排與支持，待我們如家人，如此

即時啟動急難救助的力量，是一個人做不來的，需要集
合眾人的力量一起來完成。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  羅濟嶢

真的真的很感激！慈濟發自內心地關懷街友們，給他們
提供最需要的睡袋、背包和襪子。外面下著大雨，慈濟
志工忙前忙後，衣物濕了也毫不在意，我看見真的很感
動，謝謝慈濟！  

社區工作人員 德偉恩·蓋爾（Dwayne Gaimr）

一個人力量太渺小，不能完成所有的事，需要集合眾人
的力量，才能一同完成，就像慈濟這樣的組織，竹筒歲
月這樣的精神，是每一個一點點的投入，匯聚起來就是
很大的力量。  

受災戶  布萊恩（Bryan Fought）

的緊密，感謝慈濟所做的一切。」她願意在未來投入志工的	
行列。
	 受災戶霍金斯（Hawkins）想起龍捲風席捲而過的可怕
景象，仍然餘悸猶存。她正在煮飯，劇烈的狂風瞬間襲來，
突然家中燈火熄滅，意識到是風災時，趕緊關上大門、帶著
小孩躲進房間。一陣狂風過後，她看到家中的玻璃破的破、
物品倒的倒、壞的壞，陽台更是一片混亂。雖然如此，她感
謝上帝看照家人，使得平安度過龍捲風災，還有社區和人們
那份互助的愛：「相信有了大家給予的一切，我們可以很快
的度過這次風災，重新站起來。」

	 受災戶布萊恩（Bryan	Fought）從這次的經歷中學到了
慈濟的精神：「與慈濟人在一起，也感恩到那份光榮感，而
且深深地感謝慈濟給予的協助。雖然重建的路漫長且緩慢，
一邊打掃、復原，一邊有人可以開始去上學、去上班，相信
這過程是一個很巨大的任務與工程，但一定可以恢復正常的
生活。因為有政府、像慈濟這樣的組織和團體的協助，集合
大家的力量，會讓大家盡快恢復。同時，也藉著這樣一個災
難的示現，讓我們去想，每個人的價值，每個人未來能為這
世界、社會付出什麼？像我也是一個樂於付出、幫助的人，
幫助鄰居、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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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冤人》系列由安东尼· 福奎阿导演、奥斯卡影帝丹泽尔· 华盛

顿主演，两人此前曾合作过口碑好片《训练日》。

系列前两部依次在2014和2018年上映，以单部平均不到6000万

美元的成本，斩获1.9亿美元全球票房。

第一部经典的30秒团灭黑帮戏

虽未大赚，但考虑到这一IP强烈的风格辨识度而吸引的一批相

对稳定的动作片/犯罪片粉丝群体，出品方索尼影业还是决定为第

三部开绿灯。

《伸冤人》改编自1985年开始季播的美剧《私家侦探》 （英文

名同为《The Equalizer》，共推出四季） ，讲述男主罗伯特 （丹泽

尔· 华盛顿 饰） 为美国底层民众伸张正义的故事。

罗伯特是一名退役的黑色行动突击队 （专为美国政府干脏活的特

工组织） 队员，他身藏绝技，却为人低调，平时的身份是一名不起眼

的百货员工。

同经典的《这个杀手不太冷》以及韩影《大叔》类似，《伸冤人

》沿用了俗套但讨喜的设定——“大叔+萝莉”以及“以暴制暴”的爽

片式设计，罗伯特为保护被欺负的援交少女爱琳娜而团灭了与俄罗斯

黑手党勾结的当地帮派组织。

在这过程中，罗伯特的挚友苏珊为他提供了不少情报支持，并为

续集延伸出了新故事线。

到了《伸冤人2》，苏珊在调查一起谋杀案时遇害，影片主体叙

事也由前作的救失足少女，转向为老友复仇。

两部之间，除了叙事线转变，还有动作设计的转变。

《伸冤人1》中，罗伯特没有真正使用枪支，而是充分利用刺丝

、射钉枪、割草镰刀等具有杀伤力的生活用品，结尾大战也发生在五

金店，因此被影迷戏称为“五金侠”。

打斗工具上的有意控制，使罗伯特具有了“大隐隐于市”的侠客

形象和东方武侠意味。

到了制作成本有所增加的《伸冤人2》，影片更靠近常规意义上

的好莱坞特工电影。

有飙车有暗杀，罗伯特将枪也纳入了作战工具中，结尾决战还融

入了苍茫的西部片元素。

尽管两部电影有诸多差异，导演安东尼· 福奎阿还是统一了《伸冤

人》系列的风格，即优雅的冷色调动作片。

不同于《疾速追杀》中频繁的打斗，《伸冤人》中的打斗精简、

凝练，往往一击致命。

作为《训练日》之后的二次合作，其实《伸冤人》项目之初也是

经历不少波折后才交到他们手中。

2005年，韦恩斯坦兄弟影业刚刚成立 （没错，就是Metoo运动中

的韦恩斯坦） ，便计划请导演保罗· 麦圭根 （《神探夏洛克》系列

） 拍摄《伸冤人》，但后来搁浅。

5年后，项目版权被出售给另一家公司，《撞车》 （曾击败《断

背山》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导演保罗· 哈吉斯接手，并为罗素· 克

劳量身定制了一版剧本，但因罗素· 克劳片约冲突，最终也不了了之。

这个剧本被丹泽尔· 华盛顿看到后，深深地吸引了他，因为“主角

不只是一个动作英雄”。

主演定了，导演人选却又再起波澜。

导演先后定过尼古拉斯· 温丁· 雷弗恩 （《亡命驾驶》） 、鲁伯

特· 瓦耶特 （《猩球崛起》） ，两人分别因合同分歧和档期冲突退出

，最后，福奎阿接下了这部电影。

从先后涉足项目的五位导演的风格来看，《伸冤人》注定是一部

个人印记清晰的类型之作。

除了导演标签，该系列的演员组合也是重要看点。

2014年，接演《伸冤人》的丹泽尔· 华盛顿已经60岁，他知道自

己不能再简单的套用硬汉形象去表演。

在原剧本之外，他还为主角罗伯特设计了强迫症的人物特征。为

诠释这一特征，他还采访了不少强迫症患者以获得灵感。

罗伯特在第一部中折叠包裹茶包的白纸，在第二部中折叠土耳其

式的白色清真帽，就是丹泽尔· 华盛顿诠释强迫症的两个细节。

在第一部中与他搭戏的“超杀女”科洛· 莫瑞兹 （《海扁王》）

，为演好援交少女爱琳娜，同样做足了功课。

剧本中，爱琳娜的年龄设定是24岁，但科洛的试戏征服了导演，

爱琳娜角色的年龄也被改为与当时的科洛同龄的十六七岁。

为吃透角色，科洛竟还潜入了一个名为“夜幕下的孩子”的援交

组织，组织中一个女孩认为科洛太瘦，无法吸引男人，科洛为此增肥

，于是演绎出了片中被黑帮控制的雏妓形象。

今年北美将映的《伸冤人3》中，丹泽尔· 华盛顿将搭档另一位美

少女达科塔· 范宁。

这也是两人继《怒火救援》 （2004） 后时隔近20年的再度合作

，构成一次惊喜联动。

结合两部前作及最新路透新鲜，《伸冤人3》展现出三种可能的

故事走向。

其一，继续死嗑俄罗斯黑帮。

第一部结尾，罗伯特前往莫斯科猎杀的普希金，只是勾结俄罗斯黑

帮的角头，《伸冤人3》可能会在此基础上，牵出真正的俄罗斯黑帮。

其二，打造《伸冤人》前传。

前两集中，有一个长居在罗伯特回忆中的名字——薇薇安，她是

罗伯特的亡妻。

罗伯特曾坦言，自己过往的人生中曾做过一些坏事。这些坏事，

是否导致了薇薇安的死亡，罗伯特又是否曾有邪恶的一面，都是影迷

关心并值得深挖的面向。

其三，打造全新的正义故事。

从角色配置来看，《伸冤人3》或会让年纪相差40岁的丹泽尔· 华

盛顿和达科塔·范宁，再度上演一个类似《怒火救援》的故事。

据悉，《伸冤人3》为丹泽尔· 华盛顿开出了2000万美元的片酬，

已经快70岁的他也为满足动作戏要求再次进行格斗训练，并调侃道

“我又要揍人了”。

除此，《伸冤人3》是否会延续前两部中的固有趣味和彩蛋，也

令人期待。

比如致敬演员在过往影剧中的经典场面。

《伸冤人2》中，罗伯特戳瞎堕落特工戴夫的左眼，这无疑致敬

了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红毒蛇”被“魔山”戳眼的惨烈场景，并

且戴夫的饰演者正是“红毒蛇”佩德罗· 帕斯卡。

又如书单推荐。

罗伯特继承亡妻遗志，列出了人生必读的100本书，这使《伸

冤人》成为一个安利好书的动作片系列。

目前已知的书目有《老人与海》《堂吉诃德》《隐形人》《在

世界与我之间》等。

最新的《伸冤人3》在酷酷的暴力动作戏和演员魅力之外，又

会埋藏哪些彩蛋呢？ 唯有等电影上映后再揭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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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酷的硬汉动作片，终于等来续集

拳擊題材影片《奎迪》已經拍攝到第三部。

隨着《奎迪3》上映時間的臨近，更多關於《奎迪

》後續的計劃，也漸漸浮出水面。在最近的一次

採訪中，影片的主演和導演邁克爾· B· 喬丹透露，

該系列將會繼續拓展。

邁克爾· B· 喬丹說：「故事還會繼續，續集當

然會發生。而且圍繞着奎迪，有希望能打造一個

宇宙。」從邁克爾· B· 喬丹的說辭來看，《奎迪》

儼然已經成為了一個重要的IP。後續影片或許還

將會繼續聯動《洛奇》中的故事和人物。《奎迪

》本身是一套外傳電影，脫胎於史泰龍名下的

《洛奇》，講述的是一位黑人拳擊運動員的拼搏

與生命故事。為《奎迪3》執筆劇本的則是《國王

理查德》的劇本的編劇扎克· 貝林，他因為《國王

理查德》一片得到了奧斯卡的提名。

本片是主演邁克爾· B· 喬丹的導演處女作，對

於喬丹來說，能夠得到導演《奎迪3》的機會，算

是順理成章，畢竟這位年輕的黑人演員已經在多

部影片中展現了自己過硬的綜合實力。甚至有媒

體認為，他將會成為下一位丹澤爾· 華盛頓。而這

一次他執導《奎迪3》，也會鞏固其在好萊塢的地

位。按照計劃，本片將會在3月3日上映。

《奎迪3》將於3月公映

導演：有望打造成奎迪宇宙

改 編 自

真實事件的

犯罪動作片

《 教 團 》

(The Order)

日前確定主

演人選，裘

德· 洛和尼古

拉斯· 霍爾特

將主演這部

影片。

該 片 根

據凱文· 弗林

與加里· 格哈

特所著書籍

《沉默兄弟

會》改編，

講述了一段

發生在 1983

年的塵封往事。在當時，一系列銀行搶劫、偽造

假幣和運鈔車搶劫案讓整個太平洋西北地區的社

區陷入恐懼，執法人員爭先恐後尋找答案，一名

駐紮在愛達荷州寧靜、風景如畫的小鎮科達倫的

聯邦調查局特工（裘德· 洛），開始相信這些罪行

不是以金錢為動機的犯罪分子干的，而是一群危

險的恐怖分子所為，他們受到一個激進的領導人

（霍爾特）的鼓舞，策劃了一場針對美國聯邦政

府的毀滅性戰爭。

從影片的情節來看，這將會是一部典型的警

匪片。幕後人員方面，賈斯汀· 庫澤爾(《刺客信

條》《麥克白》)執導，扎克· 貝林(《國王理查德

》)編劇。本片將於今年5月開拍。

犯罪動作片

《教團》確定主演

裘德·洛搭配霍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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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澤林單雙打連下兩城

今次賽事於上周五（3日）揭開戰幔，黃澤林在
首日的單打率先報捷，隨後登場的王康傑則

不敵對手失分，港隊與委內瑞拉大分打成1：1平
手。翌日（4日）雙打賽事，黃澤林與王康傑合
作，硬撼Ricardo Rodriguez/Perez Brandon。港隊
第一盤兩度打破對手發球局，先贏一盤6：1；第2
盤領先1：0後，賽事受天雨影響延期一日（5日）
續戰。黃澤林/王康傑再以7：6（7：3）奠定勝
局，為港隊再次領先2：1。

成功保住世界二組席位
到了第4場單打，港隊只要再下一城便獲勝。

黃澤林再次上陣，再與主隊首席球手Ricardo Ro-
driguez對陣。第一盤黃澤林先以2：6失利，但其
後立即回敬一盤6：1，決勝盤再贏6：3反敗為
勝，為港隊拿下決定性一分，以總分3：1打敗委
內瑞拉，成功保住世界二組席位。港隊今年9月將
與世界一組附加賽負方對壘，爭奪2024年世界一
組附加賽資格。

賽後一眾港將接受香港傳媒越洋訪問，比賽
中幾乎“嗌到失聲”的黃澤林坦言最關鍵是贏出雙

打：“能夠勝出真的很開心，其中雙打是關鍵一
仗。第4場單打的對手是一位很有經驗的選手，幸
好隊友不停為我打氣，令我信心大增反敗為勝。”

今次港隊作客到南美洲，要乘坐超過30小時航
班，加上失去地利及人和，比賽難度提升不少。另一
位功臣王康傑對於克服種種不利因素喜出望外。隊長
劉進鑑也滿意今次作客成果：“我們試過落後，又遇
上落雨等等不利因素，這些都是很寶貴的經驗，相信
今次為我們備戰9月的亞運會有一定幫助。”

黃澤林王康傑合作戰亞運
黃澤林又透露，杭州亞運將與王康傑合作出

戰雙打：“今次累積到很多經驗，與Jack（王康
傑）的默契亦加強了不少，相信今次戰果能令我
們提升信心。”完成今次台維斯盃使命後，黃澤
林將返回西班牙繼續訓練。

香港網球總會會長莫君逸亦大讚港將表現：
“很高興港隊以總場數3：1擊敗委內瑞拉！此勝
仗充分展示出港隊的團隊合作精神，尤其Cole-
man 及 Jack 兩人於雙打賽事中產生良好化學作
用，奠定重要的一場勝仗。並於短短兩天克服場
地、天氣等等因素，可見此團隊已愈趨成熟穩
定，希望港隊能承接勢頭，繼續提升技術，再接
再厲為港爭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楊浩然）兩
位中國網球好手均
於日前取得好成
績，其中朱琳在
WTA 華欣站女單
決賽，以2：0擊敗烏
克蘭選手特蘇倫科，取
得個人職業生涯首個WTA巡迴賽女單冠
軍。至於吳易昺則於ATP挑戰賽美國克利
夫蘭站男單決賽，以1：2不敵本土選手科
瓦塞維奇，無緣個人第五個挑戰賽冠軍。

據新華社報道，在準決賽擊敗另一中
國選手王欣瑜的朱琳，是職業生涯首次躋
身WTA巡迴賽單打決賽。決賽中，朱琳
首盤以6：4拿下，到次盤朱琳於領先5：3
時，卻未能把握住冠軍點被對手破發，幸
而朱琳最終仍以6：4勝出。

現年 29歲的朱琳在頒獎儀式上表
示：“感謝我的團隊一直以來的支持，這
個冠軍是獻給你們的，因為沒有你們的幫
助，我不可能站在這裏。”

另一方面，男子球手吳易昺在當地時
間5日，出戰對科瓦塞維奇的ATP挑戰賽
美國克利夫蘭站決賽，結果吳易昺在先贏
6：3下，連輸5：7和6：7，未能取得個
人第五個挑戰賽冠軍。吳易昺在最新公布
的男單世界排名上升至97位，成為繼張之
臻後第2位殺入前100位中國球員。至於
奪冠的朱琳則上升至第41位。

香港網球新星、兩項青年大滿貫雙

打冠軍得主黃澤林（Coleman），在

單、雙打連下兩城，帶領港隊於台維斯

盃世界二組附加賽作客以3：1打敗委內

瑞拉，成功護級保住二組席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香
港
男
女
子
代
表
隊
首
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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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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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道速滑世界盃奪兩金
林孝峻強勢回歸

在北京時間5日晚結束的短道速滑世界盃德累
斯頓站男子500米A組決賽中，林孝峻以41秒329
率先撞線奪得冠軍。在隨後進行的男子5,000米接
力決賽中，由李文龍、林孝峻、劉冠逸、鍾宇晨組
成的中國隊以6分51秒106獲得冠軍。男子500米
比賽奪冠後，林孝峻情緒很激動，他與場邊的中國
隊教練組擊掌慶祝，然後趴在防撞板上，落下眼
淚。對於林孝峻來說，這塊金牌他等待了太久。

平昌冬奧會上，代表韓國隊出戰的林孝峻一
鳴驚人，獲得了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冠軍。但此
後不久，他運動生涯的關鍵詞卻變成了“等
待”。

林孝峻上次在短道速滑世界盃分站賽奪冠，
要追溯到1,400多天以前，當時他代表韓國隊參
賽。而後經歷一系列風波，林孝峻加入中國短道速
滑隊。由於種種原因，他迎來的並不是在賽場證明
自己的機會，而是3年多無緣國際賽場的煎熬。

長時間沒有世界大賽的磨練，對於高水平選
手來說無疑是痛苦的，但或許正是“初心”讓他堅
持了下來。去年10月，短道速滑世界盃蒙特利爾
站的比賽打響，在男子1,500米比賽中，林孝峻首
次代表中國隊亮相國際賽場。受困於傷病，林孝峻
在復出後的表現有所起伏，並數次退賽，他肩頭承

擔的壓力越來越大。
男子500米A組決賽中，林孝峻、鍾宇晨並肩

出戰。林孝峻在取得領先後逐漸離開距離，最終以
41秒329的成績輕鬆撞線奪冠，鍾宇晨獲得亞軍。

在隨後的男子5,000米接力決賽，林孝峻和隊
友們齊心協力奪得冠軍。林孝峻也在社交媒體表達
了對這支隊伍的自豪之情：“我們是中國隊！感
謝！未來我們會更加努力！給我們這支年輕的短道
速滑隊更多的鼓勵！” ◆中新網

朱
琳
奪
WTA
巡
迴
賽
女
單
首
冠

◆朱琳

◆林孝峻在
比賽中。

新華社

▲香港男、女子代表隊均會出戰。
香港欖球總會圖片

◆港隊擊敗委內瑞拉。 香港網球總會圖片

◆港隊戰將慶祝勝利。 香港網球總會圖片

◆◆港隊於台維斯盃港隊於台維斯盃
成功護級成功護級。。
香港網球總會圖片香港網球總會圖片

港港隊隊台台維斯維斯盃盃
挫委內瑞拉

◆中國隊在頒獎儀式上。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永淦）“香港國際七人欖球
賽”已落實於3月31日至4月
2日在香港大球場舉行，今屆
賽事將易名為“國泰/滙豐香
港國際七人欖球賽”，香港
男、女子代表隊將首次同時在
“滙豐世界七人欖球系列賽”
中爭標。

今屆賽事以“Play On!
勢不可擋！”為主題，將迎來
史上首次加入的一眾女子精英
七人欖球隊。經歷了疫情的嚴
峻考驗後，香港已準備好重拾
多姿多彩和繁忙的國際形象。
香港欖球總會（欖總）主席蒲
敬思（Chris Brooke）歡迎
“七欖”回到傳統檔期舉行：
“去年11月的‘七欖’經歷
了疫情的考驗，以香港和本地
社區為焦點。能夠在香港成功
舉辦並開創大型活動安全復辦
的先例，我們都感到十分自
豪。”

全球15支頂尖男子隊將
與東道主中國香港隊一決高
下。東道主香港女子七人欖球
隊亦會於“七欖周末”破天荒
亮相大球場，與另外11支世
界頂級女子國家隊一較高下。
港女隊雙隊長之一的李念殷
說：“這機會對我們的重要性
非言語所能形容。我們很興奮
能與當今頂尖球手切磋，並且
期待透過與世界級勁旅交手來
考驗自身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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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黃渤再壹次用演技征服觀眾：
笑對生活，就是生活正確的打開方式

不同以往，今年春節檔黃渤帶來的不

是賀歲電影，而是江蘇衛視熱播輕喜劇《打

開生活的正確方式》，聚焦中年人的日常生

活，徐徐展開其所遇到的工作、家庭、代際

相處等問題，道出“人到中年，重新出發”

的百般滋味。

這壹次，黃渤找到了打開生活劇的正確

方式，在《打開生活的正確方式》中貢獻出絕

佳演技。其實在黃渤扮演的眾多經典角色中，

大多數都有著和邊亮壹樣的煩惱，但他早已經

通過自己的表演告訴觀眾：笑對生活。

升職之路遇到阻礙，人到中年依舊
微笑面對

《人再囧途之泰囧》中，黃渤飾演高博

，因事業難題前往泰國並展開壹段奇妙冒險

之旅。《瘋狂的外星人》中，黃渤飾演的耿

浩也遇到事業危機：自己每天賣力表演“耍

猴”這項技藝，遊客們卻對此興趣不大。

到了《打開生活的正確方式》中，黃

渤飾演的邊亮也遇到事業瓶頸期。與上述兩

部影片壹樣，黃渤依舊用詼諧的方式表現失

意。當升職之路遇到阻礙時，邊亮回到了自

己的辦公室，此時下屬前來安慰。邊亮將心

中的委屈、郁悶壓下來，反而與下屬貧起

嘴來：“妳這頭上什麼味？”“我

就是那個老醋配老姜，生發的。”

“老醋老姜，妳沒加點老抽啊。”

簡短幾句對話，就將壹個笑對人生

的形象立起來了。

該劇不過分著墨制造沈重的

中年危機場景，而是以詼諧幽默

的方式重新定義生活的“打開方

式”，這也與黃渤本身的氣質高

度契合。在表演中，黃渤也通過

點滴細節，賦予角色更多的幽默

質感。邊亮因堵車耽誤了時間，

導致上班有些遲到。在進入領導辦公室

前，他先整理了下儀容，甩了甩頭發，

生怕被人看出自己的狼狽。

這樣的壹個甩頭動作，也出現在《瘋

狂的石頭》中，當時的黃渤飾演笨賊黑皮，

總是習慣性甩甩頭，整理壹下額前的碎發。

雖角色形象有很大不同，但同樣的甩頭動作

，讓觀眾立馬將二者聯想在壹起。

婚姻危機四伏，黃渤總能用高情商
化解

壹道神奇的光籠罩地球，將相愛的

人統統抓走，黃渤飾演的武文學卻與妻

子留了下來。這是否寓意著，這對中年

夫妻之間已不再相愛？這成為電影《被

光抓走的人》的壹大熱議點。

到了《打開生活的正確方式》中，

邊亮也在中年時期遇到壹系列感情糾葛

：初戀女友霸氣歸來，拉著自己逛街、

拍婚紗照，種種舉措讓邊亮手足無措。

之後，邊亮與妻子付心童（梅婷 飾）的

婚姻關系也亮起紅燈，公司下屬文草草

（鄒元清 飾）也表明心意，多重情感糾

葛給了他壹個措手不及。

《被光抓走的人》中，武文學為了

證明自己與妻子間的愛，不惜采用PS照

片、辦假火車票等方式，盡力挽回自己

的婚姻。《打開生活的正確方式》中，

付心童被中介騙走半生積蓄，作為“壹

家之主”，邊亮冷靜分析情況，並將責

任攬到自己身上以安撫妻子，更是抽空

還吃了根黃瓜壓壓驚；邊亮的父親與付

心童的母親矛盾重重，老人間的爭執也

給夫妻間的感情帶來影響，但邊亮始終

以笑應對，在老人之間做好溝通，讓大

家和平相處，家庭也慢慢走上正軌。

與榮梓杉二搭父子，“妳爸爸還是
妳爸爸”

“我是妳爸爸，我能害妳嗎？”

“我壹切都是為了妳好！”這是《外太

空的莫紮特》中由黃渤飾演的父親任大

望塑造的“好爸爸形象”。

這次合作是黃渤與榮梓杉首次飾演父

子。任大望將自己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兒子

身上，壹心想把兒子培養成鋼琴演奏家，為

此父子爭吵不斷。最終在莫紮特的影響和父

子的共同努力下，父子關系得以和好。

到了電視劇《打開生活的正確方

式》中，再次飾演父子的兩人依舊矛

盾不斷。兒子邊小方沈浸於遊戲，邊亮很

是惱火，但他沒有搬出自己父親的角色去

說強行說教，而是帶小方做了個“壹局

定輸贏”的競賽——20分鐘跑4000米，

贏了，遊戲機留，輸了，和遊戲機說再

見。最終，邊亮跑贏了兒子，也達到了以

身作則的教育目標。

總體來看，這兩部作品雖然都涉及

育兒難題，但《打開生活的正確方式》

中的父親更加溫和，會聽取孩子的真實

訴求，也會尊重孩子的個人愛好。如何

與叛逆期的孩子有效溝通？《打開生活

的正確方式》壹步步給出最優答案。

好的生活劇，應當是“源於生活，

又高於生活”。黃渤的這出生活劇究竟如

何？江蘇衛視《打開生活的正確方式》好

戲剛剛開始，壹起持續期待！

電影《滿江紅》曝正片片段
沈騰易烊千璽動情詮釋小人物的家國抱負

今日，由張藝謀執導的電影《滿江

紅》首次發布正片片段，張大（沈騰

飾）、孫均（易烊千璽 飾）陷身囹圄

面對生死抉擇，“舅甥”二人第壹次開

誠布公坦陳心誌，張大跪求孫均為家國

大義舍命壹搏，孫均將如何抉擇？電影

《滿江紅》正在熱映。

聲淚俱下傳承忠義之誌
沈騰易烊千璽細膩演技觸動人心
電影《滿江紅》是沈騰、易烊千璽

的首次銀幕合作，今日發布的“忠義有

繼”正片片段中，兩人演技細膩，傳遞

出各自角色及電影的更多信息。電影中

的這壹片段場景發生在破曉之時，是電

影中重要的情節與時間轉折點，經過壹

個時辰的暗夜較量，沈騰飾演的張大的

身份之謎終於揭曉，片段中的他全無之

前的狡黠圓滑，神情堅定、言辭懇切地

請求孫均為傳承忠義壹搏，而易烊千璽

飾演的孫均也褪去了殺伐冷漠的偽裝，

流露出壓抑內心多年的煎熬，忍辱負重

背負多年罵名的他能否重拾熱血初心？

天光大亮，終局之戰即將到來。

片段中，張大與孫均並排而坐，

窗外已見微曦，畫面場景看似平靜，

實則是兩人的生死訣別時刻，而人物

臺詞及演員細膩演技也傳遞出極為豐富

的信息量。張大緩緩講述過往回憶，語

氣之中飽含熱忱，字字真摯，透露出張

大雖為無名小卒但仍不忘傳承忠義的赤

子之心，孫均全程沈默不語，沒有說壹

句話，而難以掩飾的落淚讓人破防，更

凸顯了他身為血性軍人卻無法投身沙場

的不甘與掙紮。張大看出孫均與何立等

人不同，是迫於時局才難以實現心中的

抱負，壹語道破他的心裏還有熱，動之

以情，跪求其重拾初心成全大義，孫均

神情微動呈現出人物的復雜性。整個片

段揭開張大、孫均兩人之間親情羈絆的

同時，也表現了兩人都懷抱山河理想，

傳遞的情緒極具感染力，張力十足，讓

觀眾感受到了人物為傳承忠義的赤誠之

心，親情、人性、家國等多重情感交織

，將觀眾情緒推至高點，直戳人心，惹

人動容。

小人物群像塑造有血有肉
家國情懷引爆觀影熱潮

電影《滿江紅》中出場人物眾多，

角色呈現豐富飽滿，特別是小人物的群

像塑造更是深入人心。除了張大，瑤琴

兩人不顧生死的雙向奔赴與情義交織的

悲切，還有丁三旺、劉喜、柳燕、青梅

等壹眾人物不惜以命赴局，無懼生死前

赴後繼，每個人物都塑造得鮮活立體，

共同編織了壹曲可歌可泣的動人悲歌。

編劇陳宇此前表示，曾花費很長時間構

建電影中的角色，讓他們真正“活”起

來是創作的目標。

電影《滿江紅》自上映以來收獲了

超高關註和不俗口碑，故事以小人物為

切口，通過層層謎局中人心與人心的交

鋒，生死悲歡的種種演繹，展現底層人

民對於家國大義的堅守與忠誠，有血有

肉的人物群像和熱忱澎湃的情緒傳遞讓

人印象深刻，特別是電影最後的全軍復

誦場面讓人熱血沸騰，勾起了觀眾內心

的強烈共鳴，引發觀影熱潮。

影片由張藝謀執導，陳宇、張藝謀

編劇，沈騰、易烊千璽擔當雙男主，

張譯、雷佳音、嶽雲鵬、王佳怡領銜

主演，潘斌龍、余皚磊主演，郭京飛

、歐豪友情出演，魏翔、張弛、黃炎特

別出演，許靜雅、蔣鵬宇、林博洋、飛

凡、任思諾、陳永勝出演。由北京歡喜

首映文化有限公司、歡喜傳媒集團有限

公司、藝榭（青島）影業有限公司、北

京歡十喜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黎楓

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天津貓眼微影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光線影業有限公

司、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開

心麻花影業有限公司、北京羊躑躅文

化傳媒有限公司、麥塔維藝術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出品，天津貓眼微

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中國電影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主控宣發，正在全國院線

感動熱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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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日前在北京舉辦首映禮，導演翁子光與監制李錦文出

席現場，郭富城、梁朝偉通過線上連線，分享影片臺前幕後趣

事，還有電影人嘉賓前來觀影助陣，互動現場氣氛熱烈。

首映禮“世紀同框”！
梁朝偉鼓勵郭富城“掌摑”自己不留情
活動現場，導演翁子光、監制李錦文與現場觀眾率先分

享電影為何取名為“風再起時”，導演表示，“《風再起時

》名字來自張國榮的歌曲，而且梁朝偉和郭富城聽到這個片

名時，他們有‘異動’，我覺得對了，希望這個片名帶來對

香港元素的情懷和情感”。

郭富城與梁朝偉兩位作為影片的領銜主演，也通過線上連線

的方式，在首映禮上實現“世紀同框”。當被主持人問到首次在

大銀幕合作的感受時，郭富城直言：“跟梁朝偉合作是壹種享受

，他是非常優秀的演員，到現場我們進入（《風再起時》）這個

世界的時候，我們穿越那個年代，壹起去享受這個過程，我覺得

跟偉仔合作，壹起分享這次旅程很難忘。”梁朝偉也表示“整個

團隊都很享受這個過程，因為大家不單是我，大家都是非常專業

的電影工作者，大家都很努力把電影做好”。

電影放映到“郭富城掌摑梁朝偉”的片段時，兩人之間劍拔

弩張的氛圍感，讓不少觀眾都緊張得屏住呼吸。映後互動時梁朝

偉分享在拍攝時的狀態——“我就鼓勵郭富城打下來吧！不用管

啦！就是給大家壹些信任，（為了影片的效果好）應該要這樣，不用留情”。

眾電影人出席映後
贊演技“神仙打架”，編劇直稱尊敬
首映禮現場，影片主演驚喜現身，更有張天愛、、《滿江紅》編劇等

眾多電影人前來觀影支持。當被問到看

完《風再起時》後的感受時，張天愛表

示：“影片裏所有的演員都表演非常精

湛，導演把整個故事的內容連接得非常

優美，我看影片中很多演員演戲的感受

，對我來說就像是‘神仙打架’，他們

太厲害了！”

正在熱映的《滿江紅》編劇陳宇對

《風再起時》的喜愛更是溢於言表——

“我現在此刻的心情，不是喜愛是尊敬。

我來的時候，之前了解片子的情況不是太

多，我聽說有雷洛，我腦子裏想到的是警

匪片和動作片，但是我沒有想到我看到這

樣壹部影片，讓我心中充滿尊敬。我看到

了像《教父》，像前輩致敬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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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一年北上一年 我看見了我看見了
周柏豪：

國之大國之大

“時間走到了 2023，我的很多情緒還習慣在

2022。”周柏豪說，新年第一周，經歷了50度的溫差，

從零下30度的黑龍江到北京，稍作停留便飛去長沙，之

後又飛廣州參加廣東衛視兔年春晚錄製。從冰天雪地到

溫暖如春，是一天之內的事情；從舞台上的豪情萬丈到

生活裏的體貼入微，也是一瞬間的切換自如。旁人追問

舊年收成如何？周柏豪自認圓滿，“北上第一年，我看

見了國之大。”沉浸式北上奮鬥了一年，《聲生不息》

《披荊斬棘》《大灣仔的夜》等接連不

斷的大舞台，好似圓夢年少理想：背起

行囊去走山川河流，見識更廣闊的新鮮

事物。偶爾，三歲女兒也會主動打來視

訊，把一天的“奇遇”碎碎念，也會好

奇爸爸去哪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錄節目結交兄弟
三句話不離湊仔

《披荊斬棘》後，周柏豪和
林峯又共同出現在廣東衛視春晚
的舞台。形容和林峯再同台的感

覺，周柏豪笑言“好飽”。原來，聽
聞彼此都到廣州錄製節目，兩人立即

微信語音約飯。林峯此前在深圳生活兩年
多時間，前段時間，林峯太太和友人亦有投資餐
廳，對美食有追求的林峯自然作為“東道主”，

帶着周柏豪尋味“美食之都”羊城。
和林峯認識超過15年的周柏豪回憶道，2007年自

己入行當歌手，林峯剛剛做演員發新片，新人時期，大
家在港一起去參加一些頒獎典禮或者新人訓練，雖常見
但不太熟悉。未料到十幾年後，在內地參加真人秀節
目，一起上《披荊斬棘》，一起唱《袖手旁觀》《半獸
人》，集中且持續的相處亦培養出了感情。

被女兒土味情話感動落淚
周柏豪感恩，一邊工作，一邊結交到的兄弟朋友。

節目裏，很多“大灣仔”哥哥們已為人父，大家落座
後，也都三句話不離湊仔。其他哥哥們的太太、小孩一
起跟隨左右，而周柏豪隻身到內地，因此時常成為被安
慰的對象。“他們會說，小孩三歲以前都是吃吃睡睡玩
玩，爸爸不在身邊影響不會特別大；三歲以後，要有一
些教養的工作，需要一些行為習慣的養成，爸爸在場則
比較重要。”

“周柏豪特別愛家人。”節目裏新結識的好友蘇有朋
亦給出“蓋章認證”。一次，女兒和周柏豪說：“爸爸，
你回來之後我再長大吧。”把周柏豪聽哭的同時也驚訝到
蘇有朋：“現在的小孩不得了，土味情話很會拿捏。”

錄製完廣東衛視的春晚，周柏豪又匆匆啟程赴京，
錄製完另一台春晚後就可回港過春節。從小到大，周柏
豪會幫媽媽包利是。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後，周柏豪仍舊
保留這一傳統節目。爸媽之間的好感情，讓周柏豪也成
了戀家之人。做了爸爸之後，周柏豪平日和太太都會注
意家人之間講話的語氣、用詞，他相信這樣做可以令小
朋友更好地成長。至於和太太的相處之道，周柏豪不覺
有“老夫老妻”的感覺。“我在家裏是一個很幽默、很
頑皮的人，也樂意做一些讓她發笑的事情，這樣可以給
太太比較多新鮮感。”

對於新年佳節後何時會到內地工作？周柏豪則希望
先有時間帶家人去遊玩。“錄製《大灣仔的夜》時，我
們跟着節目組深度遊玩了長沙、廈門、杭州、青島、牡
丹江等城市。”青島是周柏豪最喜歡的城市，景美、食
物也好吃。錄節目時，就想着要帶家人再去那裏逛一
逛；很冷的黑龍江也很適合帶着孩子去感受冰雪的快
樂。零下30度的牡丹江，是周柏豪至今感受過的最冷
的城市。他希望自家的南方小孩能早早有這種冰天凍地
的體驗。

陪伴家人之外，新的一年工作也會繼續加碼。周柏
豪說，綜藝和演唱會巡演都在計劃中。

歌曲創作遇挑戰 調整心態再出發

一些人着急告別的2022年，對於周柏豪
來說，除了初為人父及居家生活之外，

難忘的還有能接連登上內地真人秀的“天花
板”舞台。在他看來，這些都是值得珍藏在
心中的重要時刻。粉絲亦不禁感慨：“他終
於在內地火起來了。”

“2022年就是圓滿。”周柏豪從離家前
的一些情緒聊起來。開工是一種久違的喜
悅，去年春天有機會重返舞台，周柏豪積極
準備。健身、練歌同步進行，調試到一種積
極的“營業狀態”。一天晚上，他在家照鏡
子，突然發覺皮膚變好，“就是那種容光煥
發的感覺。”

到內地拍綜藝節目，周柏豪感覺像是進
修學習，特別是在與人溝通、認識自己方
面。“綜藝節目全方位地記錄拍攝，也給了
自己一個可以回顧、細看自己做過什麼的機
會。”周柏豪看到自己吃飯的樣子，會有點
“原來我吃飯是這樣子”的新鮮感；看自己

認認真真講港普的樣子，也會笑出聲。“原
來我一開始講港普錯得這麼離譜。”突然之
間到廣州工作，他還停留在普通話的思維
中，聽大家講粵語，反應會慢半拍。

苦練廚藝 不做“千金小姐”
另外，周柏豪自認廚藝漸長。《大灣仔

的夜》今年走出大灣區去到內地其他城市，
“大灣仔”用廚藝和內地市民上演了一場偶遇
與交流。相比《披荊斬棘》的棚內錄製，“大
灣仔”走四方，沒有一刻可以停下歇氣：首先
要去菜場買菜，回來到廚房研究菜式，還要洗
菜、切菜、做菜以及開會討論營業方案。這樣
的節目編排，更像是一種深度遊玩，不再像以
前工作般“城市酒店、活動現場一日遊”。

在一次節目錄製中，前來探班的粉絲們
現場叫他“千金小姐”，周柏豪忍不住“扶
額”一番，問及花名緣由。粉絲解釋說，
“千金小姐”都不太下廚的。“以前在家，

每一次想下廚，太太和媽媽就會嚴令禁止，
發出此人勿進的警告。”被當作“廚房危險
分子”的他一直無緣進廚房，結果到了30幾
歲都沒有機會學做菜。

為了在節目錄製時可以得心應手，周柏
豪會在住所的廚房，跟着網絡上的做菜達人
學做菜。經歷過“眼睛看會了，一做還是不
會”的迷茫期，周柏豪後來發現，這和學講
普通話的情況一樣，講多錯多，就繼續講，
直到能把“框框”和“寬寬”讀準。因此他
的炒飯、炒麵也在多次的失敗中總結出了一
套經驗，最終做出了一盤不錯的炒飯，甩掉
了“廚房小白”的帽子，在節目裏也敢隨時
抄起鍋鏟露兩手。

自評廚藝時，他說，以前是0分，現在
至少有5分，“學到了一些基本菜式後，一
條公式可以套解出很多花樣。”周柏
豪的心願是做菜給家人吃，
比如蔥油拌麵、用白酒做青

口、豬頸肉撈出前一丁麵，當然還有比較拿
得出手的糯米飯。廚藝傍身讓周柏豪去酒樓
或者餐廳更加好奇，“如果經過人家的廚
房，我會想去看看他們的設備怎麼樣，然後
有一種很熟悉流程的感覺。聽到後廚忙碌的
聲音，感覺自己就要去上班。人嘛，觸覺打
開是一件快樂的事情，要真的多去體驗不同
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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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柏豪在《披荊斬棘》收穫很多友誼。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周柏豪錄製周柏豪錄製
《《 大 灣 仔 的大 灣 仔 的
夜夜》，》，走了內走了內
地很多城市地很多城市。。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廣州傳真廣州傳真

◆◆周柏豪參加廣東衛視兔年周柏豪參加廣東衛視兔年

春晚錄製春晚錄製。。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周柏豪不斷登上綜藝表周柏豪不斷登上綜藝表
演舞台演舞台。。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掃碼睇片

日前，周柏豪發布兩首新歌《敬老爸》和《小
船大愛》。歌曲是送給爸爸去年十月70歲的生日禮
物，並已在爸爸生日時唱給他聽。正式發布版本近
日上線後，周柏豪也在微博和粉絲直播互動，並邀
請了蘇有朋作為特別嘉賓。蘇有朋是周柏豪在《披
荊斬棘》節目裏收穫的友誼。聽過周柏豪新歌的蘇
有朋大讚周柏豪和爸爸的父子感情。

2023年演唱會巡演已經在籌劃中，周柏豪所有
社交平台的認證身份是“香港創作歌手”。當下，
做歌手的壓力較大，也面臨諸多挑戰。在內地工作
時，周柏豪都不時在一些社交平台和粉絲互動。

“現在技術手段太發達了，大家看過很多東
西，好難再有新鮮感。”周柏豪想起以前的歌曲創
作、新歌發布，都會讓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有時候做一些創作，然後有人會反饋你這
個東西，我一年前已經在網絡上看過類似的

了。”周柏豪會直呼冤枉，“這真的是自己的創
作。”在歌曲的原創製作中時常會遇到這
樣的挑戰，但他後來也慢慢調整心
態：音樂或者一些創作，從很久之
前到現在都是在不斷地重複
中成長、發展。就好像潮流
是個圈，人的喜好
和心情，來來回回
就差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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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柏豪此前安心周柏豪此前安心
在家湊女陪伴家在家湊女陪伴家
人人。。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廣州傳真廣州傳真



接手这么多案件以来，婚姻移民类的案件占

比是很大的，也因此我们内部形成高要求高质量

的处理标准。

在这么多已圆满完结的案件中，部分远嫁美

国成为永久居民的申请人因为是独生子女，放心

不下远在中国的父母，所以也有想申请父母移民

去美国而咨询办理的。

但是，美国绿卡身份的子女可以申请父母移

民吗？答案是不能！

01USCIS官方条例说明

在USCIS移民局官网发布的亲属移民类别中

有写明：只有年满21周岁或以上的美国公民才能

申请父母移民。

所以对于刚拿到绿卡的申请人来说，显然无

法为父母递交移民申请。要么申请人回国探望父

母，要么由父母尝试申请B2旅游探亲签证；或

待子女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后，方可为父母递交

IR5移民申请。

要提醒下各位申请人：

一、当在美子女是美国绿卡身份的情况下，

父母申请B2签证成功率会有所降低；

二、当子女是美国公民身份时，为父母递交

移民申请还要符合特定条件：

1） 若是为亲生父母递交申请，子女必须已

满21周岁或以上；

2）若是为继父或继母递交申请，双方登记结

婚必须是发生在子女满18周岁时之前；这一点在

I-130移民申请表的填写指引中有明确说明：

02美国绿卡身份可为谁递交移民申请

看到这里，美国绿卡身份的申请人是不是都

怀疑“路走窄了？”美国亲属移民类别中，合法

永久居民身份的美国申请人究竟可以为其哪些亲

属递交移民申请呢

一、配偶

如果是线上登记结婚的，双方必须在登记结

婚时或登记结婚后有过见面；

如果美国申请人是通过之前的婚姻获得合法

永久居民身份，则需要满足某一特定条件才能为

现任配偶递交申请，即美国申请人：

1）现在是美国公民；

2）或成为合法永久居民至少五年了；

3）或持有明确证据证明你之前的婚姻不是

为了逃避任何美国移民法而缔结的；

4）或你之前获得移民身份的婚姻是因你前

配偶的死亡而终止的。

二、未满21周岁的未婚孩子

三、已满21周岁或以上的未婚孩子

和以上提及的为继父母递交移民申请的条件相

似，如果是为继子女递交申请，美国申请人和配偶

登记结婚必须是发生在子女满18周岁时之前。

四、此外，符合以上1、2、3条件的中国申

请人的未满21周岁的未婚孩子也可以随行移民

美国婚姻移民拿到绿卡后可为父母申请移民吗？

2023年1月12日当地时间，美国移民局US-

CIS公布：扩展EB-1和EB-2移民类别I-140申请

加急处理的最后阶段。

与之前的扩展阶段不同，此阶段适用于首次

递交的I-140申请，以及所有已递交但未被最终

裁决的I-140申请。

因此， 从2023年1月30日开始， 所有I-140

申请都有资格获得USCIS的加急审理：

所有已递交但未获得最终裁决的EB-1C跨国

高管申请；

所有已递交但未获得最终裁决的NIW国家利

益豁免申请；

所有首次递交的EB-1C跨国高管申请；

所有首次递交的NIW国家利益豁免申请。

希望获得加急处理的申请人必须向USCIS提

交I-907表格，并支付加急审理服务费$2,500，移

民局会在45天之内给出审理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45天后拿到的不一定是最终结

果，申请人收到的可能是批准、拒绝、要求提交

补充材料RFE、否决意向通知NOID、进行签证

欺诈或提供不实材料/陈述的调查(investigation

for fraud or misrepresentation)等。如申请者收到

了RFE或否决意向通知，在移民局收到申请人的

回应后，还有额外的45天去处理申请。

加急申请并不是必须在递案初期就递交，申

请人也可以选择先普通递案，几个月后再根据自

己的意愿补充递交加急申请。

回顾

去年3月，以“减少案件审理积压、缩短审

理周期”为目标，美国移民局公布名为Emergen-

cy Stopgap USCIS Stabilization Act的最终法案，

宣布扩大加急审理的范围。这给相关类别申请人

带来了快速获批的希望。

2022年5月24日移民局公布了第一轮可以申

请PP加急的具体安排，新增EB-1C和NIW加急

通道。

相隔一个半月之后，2022年7月15日，移民

局公布了第二轮针对EB-1C和EB-2类别中NIW的

I-140申请加急服务的适用范围。

2022年9月15日起，移民局开始了第三轮针

对EB-1C、NIW的PP加急服务申请。

如今，EB-1C和 NIW申请可全面加急，对

于着急知道申请结果的绿卡申请人来说，这是

一个好消息，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准备起来

了！

移民局恢复处理L-2与L-1的打包申请

近日，出现一条对于L-2申请人来说非常利

好的喜讯，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与一项诉讼原告

达成了和解协议：移民局将恢复处理同一家庭的

L-2与L-1的打包申请，只要在提交L-1时也递交

了L-2的相关申请，移民局会同时处理，这一举

措将会加快L-2的I-539身份转换申请。

对于L-2签证持有人：取消对L-2就业需先申

请EAD工卡的规定，L-2身份将自动获得合法工

作身份，无需单独申请EAD工卡。

此项利好已经在2022年上半年生效执行了，

移民局还从去年5月起，将L-2工卡的自动延期

期限延长到了540天。

L-2作为L-1的家属，包括配偶和21岁以下

的未婚子女可以跟随来美国。现行规定中，L-1

签证的家属可以在美国申请工卡、不受限制地合

法工作。

相信之后提交的L-2申请人都能从这份和解

协议中受益，搭上L-2申请的快车道！

美国移民局发布利好新规
申请人搭乘“快车道”的机会来啦

美国探亲签证是B2签证的一种，主要颁发

给赴美从事探亲、访友及医疗治病活动的申请

人的一种签证类别，是美国每年签发最多的非

移民签证。B2签证能否成功办理由美国领事馆

直接决定，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所以很容易

被认为有“移民倾向”而拒签。

申请这一签证时最大的原则就是，一定要

证明你在国内生活非常不错，没有移民倾向和

任何不轨的意图，列举自己与祖国在经济或社

会等方面的联系，以确保自己在短期赴美后会

如期返回祖国。

美国探亲签证基本资料

1、护照（有效期至少还有9个月有效）；

2、一张51*51mm近半年白底彩照及照片的

电子版。

3、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申请人所在户口

整本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如已婚）；

4、近半年银行流水账记录原件；

5、其他经济资料：房产证，车辆产权，股

票，基金等有价证券复印件等；

6、美方亲戚的邀请函；

7、美国邀请方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如护照

，绿卡等）；

8、美国邀请方的经济证明文件如税单，雇

主信，工资单，存款证明，房契或其他财产证

明；

9、与邀请方亲属关系证明，如：户口本、

结婚证、出生证、亲属关系公证书和合照等。

美国探亲签证申请流程

第1步：在线完成签证电子申请表(DS-160)

的填写。

第2步：缴纳签证申请费，预约面谈。要预

约面谈，需提供以下三条信息：

- 护照号码。

- 签证申请缴费收据上的编号。

- DS-160确认页上的十(10)位条形码编号。

第3步：请按照约定的时间到美国大使馆或

总领事馆进行面谈。

B2美国探亲签证的有效期可以是一年或者

十年，指的是在这个有效期内，你可以多次往

返入境，而并不代表你可以长期待在美国。B2

类签证每次最多不能停留超过6个月，具体每次

入境能停留多久，取决于入境官员的判断和许

可。

如果持有的是十年探亲签证，需要先登记

EVUS方能前往美国。EVUS登记的有效期通常

为两年，或者有效至你的签证或护照过期，以

两者中先过期者为准。持10年签证的旅行者必

须每两年完成EVUS登记才能入境美国 。

关于美国团聚移民

美国移民法允许与美国公民或美国永久居

民有亲属关系的外国公民移民到美国，这就是

美国亲属团聚移民。

美国移民法将亲属分为直系亲属(Immediate

Relatives)和优先亲属(Preference Relatives)。

直系亲属(Immediate Relatives)，没有配额限

制，递交完整申请材料后很快就能获得批准并

得到绿卡，指的是：美国公民的的配偶、21岁

以下的未婚子女以及公民的父母。

优先亲属(Preference Relatives)受名额限制，

有排期的问题：

第一优先：美国公民21岁以上的未婚子女

；

第二优先：绿卡持有人的配偶和未婚子女

；

第三优先：美国公民的已婚子女；

第四优先：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美国团聚移民申请材料

（1） 申请表格

I-130申请表格可以直接在美国移民局官网

（USCIS）下载，如果选择在线递交，则可在线

填写I-130表格。申请配偶移民，配偶需要填写

I-130A表格。

（2） 申请费用

目前，递交I-130亲属移民申请的官方申请

费用550-560美金，申请人可以通过支票、汇票

或者信用卡的方式支付申请费用。该费用可能

会随移民局调整而改变，具体金额以移民局官

网最新公告为准。

（3） 美国申请人和移民受益人的文件准

备

递交亲属团聚移民申请的材料，基本都要

求做成公证书，以用于证明美国申请人有资格

为移民受益人递交移民申请的相关文件。不同

的亲属移民类别，递交移民申请时，所需要的

公证书会不一样。一般会用到出生公证书、结

婚公证书、离婚公证书等等。

（4） 美国申请人和移民受益人的关系证

据讲解

这些文件大部分都是美国申请人和移民受

益人的生活类证据。虽然这类文件不是必须要

提交的，但是我们都建议申请人准备，用以证

明二人的关系是真实可靠，可以让移民官更加

清楚美国申请人和移民受益人的关系，消除移

民官的疑虑。

美国团聚移民申请流程

1. 向指定移民局递交I-130申请，移民局审

理时间约5-6个月。

2. 收到I-797批准通知

3. 移民局将案子转到国家签证中心(NVC)

4. NVC受理案件，寄出账单

5. 付款NVC后，NVC寄出包裹三，受益人

或代理人完成包裹三，寄回NVC

6. NVC完成预审，将案件转到海外领事馆

，海外领事馆对受益人进行背景调查

7. 面谈前一个月左右领事馆寄出包裹，通

知体检和面谈

8. 移民体检

9. 领事馆面谈

10. 面谈通过，获得移民签证，6个月内赴

美。

特别注意：

1）绿卡持有人不能为已婚子女申请绿卡，

也不能为父母申请，只能等成为公民后再申请。

2）子女已婚还是未婚对其移民的影响很大

。如果子女在递交移民申请时未婚，等待绿卡

期间结婚，则申请就会作废。如果美国公民的

子女在递交申请时未婚，等待期间结婚，将从

第一优先降为第三优先，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

移民美国。

探亲签证与团聚移民有什么区别，具体如何办理？

日前宣佈退休的香港全國人大常
委譚耀宗，近日在接受中外媒體採訪
時，點評香港歷任特首，道出不少香
港人的心聲。

查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香港
從政四十年，曾與回歸至今的5任.香
港特首，皆有合作。他在接受《星島
》及東方兩報專訪時表示，在歷任香
港特首當中，以跟梁振英合作最多，
而剛卸任半年的林鄭月娥，強項是對
公共政策很熟悉，但有時發表的公開
言論，未必太顧及到他人及市民的感
受。

譚耀宗去年為現任特首李家超助
選時，擔任競選辦主任，他說過往已
多次表達對對方的看法，不再重複太
多。隨後他按認識的順序，講起與歷
任前特首的淵源：他認識得最久的是
梁振英，與梁振英識於微時，合作亦
最多：「大家本身都很熟悉了，由上

世紀（八十年代）《基本法》起草時
己開始。當時我是香港草委，他是諮
委會秘書長，我們也多次去過澳門介
紹《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至於首任特首董建華，他認為董
先生做事有承擔；譚耀宗是在回歸前
後才跟對方認識，因為他在第一屆政
府中擔任行政會議成員，與董建華當
時的合作不少，「他（董建華）對我
很好的，他做事很有承擔。」至於後
來的曾蔭權，民建聯亦相當支持對方
，而曾蔭權本人亦十分熟悉政府架構
，可惜其後他因為一些個人行為，導
致官司纏身，這或多或少影響了公眾
對他的印象。

談到林鄭月娥，譚耀宗說是在自
己當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對方當社
會福利署署長時己認識。他形容林鄭
月娥是很聰明的人，熟悉公共政策，
面對任何問題的回應均是回應很快、

針對性很強，是一個能幹之人，「可
惜因為2019年（指修例風波），之
後又有疫情，兩件事都是從來未出現
過的，對她來說有點可惜，在應對上
有些地方是值得改善的，修例時的一
些言論，可能沒有考慮別人感受，多
了一些個人的感情流露。」

譚耀宗認為，林鄭雖說是熟悉香
港政策，但惟有一缺點林鄭月娥在疫
情高峰期間，每日主持抗疫記者會的
做法，純是沒有必要。因為她的下屬
，就有不少人可以代其位置。

譚耀宗也提出個人心目中對特首
的期望，「重大的事情你不能逃避，
好像2003年時，董先生他避開了、
沒有回應一些發生了的事，這是不理
想的。可是有些事情，講得太多又不
好，好像林鄭在（第五波）疫情期間
，日日自己出來主持新聞發佈會，我
自己就覺得沒有需要，用這種方法去

展示自己的承擔，未必是最好的。
特首是最高負責人，可是團隊之間
都有分工，各有負責的範疇吧？」

他認為政府要做到的是踏實、
實事求是，讓人覺得政府對全局瞭
然於胸，有駕馭能力，不要讓人覺
得進退失據。一些政策措施未準備
好時，不要說得太多，在關鍵的時
間穩定人心、一錘定音就足夠，循
此慢慢建立民眾的信任。

譚耀宗在香港愛國陣營中江湖
地位甚高，曾是香港特首的黑馬人
選，那麼多年以來，他有否想過參
選？譚耀宗笑道：「我個人比較知
所進退，覺得做的事情足夠了，就
可以滿足，我從來沒有想過做特首
，當然我也明白自己的不足，學歷
偏低，年紀也偏大，我甘於以一個輔
政者的身份，貢獻我的力量。」

譚耀宗說，他從來不會強求什麼

成就，他亦明白到特首作為「一國兩
制」的代表，既要代表中央亦要代表
特區，角色的拿捏非常不易，因此對
特首的工作也有多一份諒解。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譚耀宗點評譚耀宗點評 香港歷任特首香港歷任特首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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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西北部爆炸襲擊死亡人數升至巴基斯坦西北部爆炸襲擊死亡人數升至100100人人

巴基斯坦當地醫院確認巴基斯坦當地醫院確認，，該國西北部開伯爾該國西北部開伯爾--普什圖省首府白沙瓦普什圖省首府白沙瓦
市市3030日發生的清真寺爆炸襲擊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數升至日發生的清真寺爆炸襲擊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數升至100100人人，，另有另有
200200人受傷人受傷。。

國家級非遺項目喬林煙花火龍國家級非遺項目喬林煙花火龍
在廣東揭陽上演在廣東揭陽上演

喬林煙花火龍在廣東省揭陽市磐東街道喬南喬林煙花火龍在廣東省揭陽市磐東街道喬南、、喬東喬東、、喬西各村上演喬西各村上演
，，祥龍祥龍、、彩鳳彩鳳、、鯉魚輪番登場鯉魚輪番登場，，吸引民眾前來觀看吸引民眾前來觀看。。

喬林煙花火龍分為喬林煙花火龍分為““遊龍遊龍”“”“舞龍舞龍”“”“燒龍燒龍””三種形式三種形式，，正月初壹正月初壹
到初五開始遊龍到初五開始遊龍、、舞龍活動舞龍活動，，正月初十晚的正月初十晚的““燒龍燒龍””表演則迎來活動最表演則迎來活動最
高潮高潮。。20082008年年，，喬林煙花火龍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喬林煙花火龍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圖為圖為
舞龍隊托舉祥龍巡遊舞龍隊托舉祥龍巡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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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是过年的标志。

每到这个时候，南北方都要来一场大battle

。这不，挂在热搜上的＃山西太有过年氛围感了

＃属实让南方小伙伴们直呼酷炫。

但其实，南方的年味丝毫不逊色于北方，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潮汕地区。每逢过年，他

们营老爷、放鞭炮、跳英歌舞……而集戏剧、舞

蹈、武术于一体的英歌舞，更是在今年火出了圈

。

英歌舞，真的不只是一种舞蹈。

正月初一、初二，广东揭阳，普宁富美青年

英歌队总教练李俊浩连续两天只睡了4小时，他

要和70多名队员筹备三年未举办的英歌舞巡游

表演。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

春节，英歌舞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登上热搜

，播放量上亿。

在许多人感到春节年味变淡的当下，潮汕一

座小城的英歌舞，正顽强地展现出传统文化的另

一种生命力。

为什么是广东潮汕？

从普宁市明华体育馆到普宁二中门前广场只

有2公里，李俊浩却走了一个半小时。

他和他的队员，跳起英歌舞，边走边演，一

路巡游，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

“这是三年来当地首次开启的英歌舞巡游，

”李俊浩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

他说，鼎盛时期，普宁有100多支表演英歌

舞的队伍。这样的表演，春节期间，几乎每天都

在上演。

英歌舞是潮汕及闽南地区的一种民俗，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资

料显示，这一艺术形式成形于1850年左右，主

要取材于地方戏曲的武生招式、南派武术以及田

间地头的务农动作，结合潮绣绣成的戏剧服装、

潮州大锣鼓的音乐，演变成潮汕地区的传统舞蹈

。

英歌舞融合戏曲、舞蹈、武术元素与一炉，

这与李俊浩的经历颇为契合。

李俊浩出生于1990年，5岁习武，生性好动

，9岁时接触英歌舞后被吸引，被前辈收为学徒

。从业至今，已有24年，他也成为普宁英歌的

市级非遗传承人。

2009年，他与其他人一起，成立了普宁富美

青年英歌队。这是一支业余队伍，从一开始的30

余人，发展到如今的70多人，一年外出表演40

余场。

“队员既有学生，也有电商、医药行业、开

店做生意的，平常一起训练、一起表演，”李俊

浩说。

从正月初一开始，李俊浩和队员每天都会各

处表演，一演就是4小时，加上化妆准备，每天

的表演时间至少有8小时。

特定步伐配合“咚咚喳、咚咚喳”的锣鼓节

奏，手里的舞棍上下翻飞、对敲而舞，鼓声、吼

声交织，铿锵有力、气势如虹，为过年增添了不

少喜庆氛围。

这与北方的秧歌有相似之处，而两者也有或

多或少的亲缘关系。

星海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副教授、舞蹈学系主

任黄斯曾撰文指出，有观点认为，英歌舞源于山

东鼓子秧歌，由中原地区南下的移民带来，与当

地文化充分融合后形成，两者都具有阳刚洒脱的

气质。

但实际上，与秧歌不同，英歌舞更为突出的特点

是掺杂了水浒情节，体现了英雄崇拜和“忠义”

的道德观念。

英歌舞开场，时迁是整个英歌队的先导，下

山耍蛇打探，之后便是领舞的演员，称为头槌。

接着依次上场的有二槌、三槌、四槌，四位演员

代表李逵、关胜、鲁智深、武松，摆出猛虎下山

的动作。此后，梁山好汉依次出场亮相，变换出

攻城战阵的各种队形，如双龙出海、四虎并驱、

粉蝶采花等。四至五段情节，展现了水浒故事中

梁山英雄攻打大名府的过程。

这也让英歌舞的表演更具故事性与传奇色彩。

李俊浩介绍，20位表演者代表了20位不同

的梁山好汉，有各自的单独服装，其余队员则统

一着装，仅以脸谱区分角色。根据规模，表演人

数可多可少，少则四五十人，多则可达一百余人

。

“又老又潮”的英歌舞

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是，英歌舞开场，总是时

迁耍蛇引路。

有观点认为，蛇是古傩礼中祭祀者所持的茅

苇长鞭，用途是鸣鞭驱鬼，这也是英歌舞受到古

代傩舞影响的直接例证。

傩舞是一种流传在民间、以驱邪逐疫为目的

的宗教祭祀舞蹈。汕头大学教授隗芾曾撰文指出

，英歌意为英雄的赞歌，在英歌舞中有大量傩舞

元素的遗存。

这也让英歌舞披上了民间信仰的色彩，也是

英歌舞作为一种传统民俗，多重文化相互叠加的

体现。

事实上，中国人讲究的过年，正是发源于古

代岁尾年头的祭神祭祖活动，贴春联、放鞭炮、

守岁等等习俗，具备祈福攘灾、期盼来年美好生

活的精神内核，也体现着中华民族天地人和、报

本思源的人文精神。

不过，这些年节民俗，在当下正逐渐演变为

一种单纯的娱乐性活动。

黄斯也指出，原本那些因为信仰而产生的形

式逐渐变为一种传统习惯，已经成为一种单纯的

传统文化符号。“信仰的色彩在逐渐淡化，娱乐

性逐渐加强。”

英歌舞，已经成为年节时一种更具观赏性的

民俗形式，这也是在如今“年味”消退的当下，

英歌舞自身的“年味”。

资深媒体人苏先生是一名长期在珠三角工作的潮

汕人。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如今英歌舞的爆火

出圈，除了网络传播跨越地域本身的特征之外，

更多体现出一种社会心理，是中国人年节期间寻

求民族性表达的一种结果。

因此，在英歌舞短视频下方，有网友评论，

这才是中国传统节日该有的样子，体现了中华文

化的传承。

从另一个角度讲，英歌舞走红有其本身的特

征。来自潮汕的郭先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英

歌舞是一种“又老又潮”的舞蹈，有现代街舞的

元素，传统扮相加上阳刚热血的舞蹈，配合呐喊

与锣鼓，符合时下大众的审美，能够让人“燃”

起来。

事实上，英歌舞在时代发展变迁中也不断被

改良，逐渐向专业的舞台表演迈进。

资料显示，近几年，《英歌燕舞》《风扬》

《海》等以英歌舞为题材创作的舞蹈作品开始在

舞台上亮相。这些作品在保持传统风格的基础上

，对民间舞蹈的传统语汇和构图进行了大胆的加

工和改造。

“又老又潮”，或许是英歌舞走红的密码。

潮汕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过年去广东看英歌舞”“希望英歌舞上春

晚”，英歌舞的走红，也让潮汕地区成为不少网

友口中，中国最有年味的地方。

这凸显出潮汕的独特性。对此，来自汕头南

澳的小玉（化名）印象深刻。

她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正月初一，当地举

行了迎春渔灯赛会巡游活动，巡游中上演的南澳

车鼓舞，同样取材于水浒故事。这一舞蹈，展现

了梁山好汉乔装为卖艺人，通过杂耍、舞蹈、技

艺、推车表演，混入大名府，里应外合营救卢俊

义的故事。

当地的新年巡游活动更为热闹。从正月初六

开始，一直持续至正月十九，镇上民众将抬着神

像在街上巡游，配合锣鼓、舞蹈等等艺术形式，

为各地祈福。除了镇上，各村也会举办单独的巡

游活动。

“相比大城市，汕头南澳是一个海岛县，娱

乐活动少很多。因此，每年的巡游活动是大家很

期待的娱乐活动。巡游队伍所到之处，家家户户

都放鞭炮，整个镇上很热闹，”小玉说。

苏先生也认为，潮汕年节民俗大部分得以保留并

相对稳定，其根源是社会结构变化相对缓慢，

“虽然各地的传统民俗都有消失的倾向，但潮汕

地区传统民俗消失得更慢，相较而言生命力更强

，也让大家觉得更加新奇有趣。”

这和潮汕地区的地理环境也密切相关。

潮汕地区背山面海，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

单元。北面、西面、东面被莲花山脉、大南山、

凤凰山阻隔，仅有韩江、榕江等河流冲刷出的平

原，山地面积占据7成，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低

，并且台风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多发。

因此，有观点认为，在生产力无法与自然相

抗衡的情况下，“忠义”等道德观念以及民间信

仰带着一种极强的历史穿透力，深深影响着潮汕

人的世俗生活，并一直延续至今。

不过，苏先生也提到，近年来，潮汕地区的

年俗有不少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部分

民俗活动会更加隆重；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礼节

正在逐步简化。

“无论是传统民俗的没落，亦或是回归，都

是时代变化的缩影，”苏先生更愿意从乡土中国

的角度理解这一问题：潮汕，作为中国的一隅，

只是在以自己的独特性为这一问题作出注脚。

更加需要思考的是，对现代中国的“普遍性”而

言，传统民俗有怎样的价值？

潮汕人最出圈的过年仪式，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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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專校聯會周日下午舉行美南大專校聯會周日下午舉行
「「20232023年新春團拜聯歡活動年新春團拜聯歡活動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致詞羅復文處長致詞。。

虞定邦虞定邦、、張翠英夫婦張翠英夫婦（（左一左一、、左二左二））將結婚禮金將結婚禮金70007000元元，，全數捐做校聯會獎學金全數捐做校聯會獎學金，，由校聯會由校聯會
獎學金理事長劉美玲獎學金理事長劉美玲（（右三右三））代表接受代表接受。。陳以信立委陳以信立委（（右三右三））來到現場來到現場，，與與（（右右

起起）） 「「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主席李迎霞主席李迎霞、、僑教中僑教中
心王盈蓉主任心王盈蓉主任、、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羅復文
處長處長、、僑務諮詢委員葉宏志僑務諮詢委員葉宏志、、僑務委員僑務委員
劉秀美在大會上劉秀美在大會上。。

「「美南大專校聯會美南大專校聯會」」 會長何怡中致詞會長何怡中致詞，，並介紹並介紹
感謝與會嘉賓感謝與會嘉賓。。

訪休的陳以信立委致詞訪休的陳以信立委致詞。。

FASCAFASCA舞龍隊學生們舞龍隊學生們，，帶來帶來 「「祥龍獻瑞祥龍獻瑞、、兔年兔年
吉祥吉祥」」 精彩的舞龍表演精彩的舞龍表演。。

（（左起左起））僑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僑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 「「老人服務協老人服務協
會會」」 趙婉兒會長趙婉兒會長、、羅處長夫人羅處長夫人。。

著名小提琴家林昭亮著名小提琴家林昭亮、、何瑞燕夫婦何瑞燕夫婦（（中中））突然出突然出
現現場現現場。。與貴賓陳以信立委與貴賓陳以信立委（（左左 ））交談交談。（。（右一右一
））為校聯會會長何怡中為校聯會會長何怡中。。

現場的觀眾十分踴躍現場的觀眾十分踴躍，，大家熱情的欣賞節目大家熱情的欣賞節目。。

立委陳以信立委陳以信（（右右 ））及羅復文處長及羅復文處長（（左左））為舞為舞
獅獻上紅包及美好祝福獅獻上紅包及美好祝福。。

台下的觀眾專注觀賞節目台下的觀眾專注觀賞節目。。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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