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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right Republican groups surge in swing 
state Mich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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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SDALE, Mich, Feb 17 (Reuters) - Jon Smith, a local 
leader in rural Michigan of America First, a far-right Re-
publican faction that denies the results of the 2020 election, 
wants to shift the entire party to the right - even if it means 
short-term losses at the ballot box. “We need to redefine 
what it means to be a Republican,”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In pursuit of that aim, Smith and other hardliners deployed 
armed guards to bar moderate delegates from a county 
meeting last August, threatening to bring criminal tres-
passing charges against them, according to an email to the 
moderates seen by Reuters.

Smith, who is running for party chair in his congressional 
district, also helped persuade state party officials to ex-
clude moderates from his county from a vote on Saturday 
to choose the leaders who will steer Michigan Republicans 
into the 2024 elections.

Far-right Republican groups are making inroads across 
the state, according to Reuters’ interviews with two dozen 
party leaders, grassroots members and political experts, 
sidelining moderate voices, risking relationships with 
major donors and complicating the state party’s efforts to 
rebuild after their worst election results since 1984.

Five former Memphis officers plead not guilty in beating 
death of Tyre Nichols
White House defends Ohio train derailment response
U.S. military completes recovery of Chinese balloon, now 
analyzing its ‘guts’
FBI investigates hack of its own computer network
Republican U.S. Senator Rick Scott drops plan to cut So-
cial Security, Medicare
America First Republicans now control local party leader-
ship in more than half of Michigan’s 83 counties, a senior 
party official estimated, paving the way for an important 
victory on Saturday when an election denier is expected to 
be elected to state party chair.

Critics say the Republican Party’s continued lurch to the 
right after midterm losses of candidates backed by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could imperil its chances in a state 
that will likely prove critical to control of the White House 
and Congress in 2024, with one of Michigan’s Senate seats 
in play.

The local skirmishes mirror Republican infighting in other 
swing states and in Congress, where Kevin McCarthy made 
important concessions to hardline lawmakers to win elec-
tion as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last month.

“What’s going on in Michigan is a microcosm of what 
is going on with the Republican Party nationally,” said 
Michael Traugott, a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for Politic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KE A COUP’
In Smith’s Hillsdale County, allegiance to Trump’s false 
claims that the 2020 election were stolen runs deep. Trump 
won more than 70% of the vote in 2020. In January 2021 
local congressman Tim Walberg voted against certifying 

Joe Biden’s victory.

Last July, the far-right faction adopted a resolution to 
“protect the party from a hostile takeover of actors with 
intent to dilute or destroy the values of the party,” voting 
to expel 70 moderates. The resolution, which Reuters 
has seen, claimed the party had been “infiltrated” in the 
1970s by members who practice socialism.

“To me, this is like a coup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said 
Penny Swan, who joined the moderates after seeing the 
armed guards at the August meeting. “It’s like the radical 
right is trying take over.”

For Smith, 44, who sells commercial restaurant and 
industrial equipment online, party leaders should adhere 
strictly to conservative principles of limited government, 
low taxes, and expansive gun rights. They should shun 
compromise with Democrats, he said.

In 2021, Smith helped charter buses to bring Hillsdale 
residents to Washington to take part in the Jan. 6 protests 
on the Mall, though he said he did not enter the Capitol.

He said he still questions the integrity of the 2020 elec-
tion and wants an audit of the state’s results.

While moderate Republicans in Hillsdale share the hard-
liners’ support for low taxes and limited government, 
they describe the far-right members as absolutists and 
accuse them of improperly seizing control.

In October, Hillsdale moderates sued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rightful leaders of the local party, and this month 
asked the judge to prevent the far-right faction from 
sending their slate of delegates to Saturday’s convention.
The judge declined to intervene, leaving it up to Mich-

igan Republican Party officials to set the rules on 
delegate selection. The moderates continue to pursue 
the case in court

Saturday’s meeting is expected to cement Michigan 
Republicans’ shift to the right.

The top two candidates for state party chair have both 
promoted conspiracy theories in support of Trump’s 
false claims about voter fraud. Nine other candidates 
are running, including Scott Greenlee, a political con-
sultant favored by moderates who is seen as having 
an outside chance.

Trump has endorsed Matthew DePerno, who lost his 
election for state attorney general in November and 
is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an alleged conspiracy to 
gain access to voting equipment, according to state 
authorities.

DePerno, who has denied wrongdoing and called the 
investigation politically motivated, declined to be 
interviewed for this story.

His main challenger Kristina Karamo lost her elec-
tion for secretary of state last November.

The selection of an election denier could discourage 
top donors from supporting the party directly, es-
pecially if the next chair backs extreme candidates, 
three major fundraisers said in interviews.

“If they continue to use that rhetoric to inspire the 
base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the future it will make 
it very difficult to raise funds from major donors,” 
said Robert Schostak, founder of the Templar Baker 
Group consulting firm and a former Republican state 
party chair.

Karamo 
said some 
traditional 
donors 
only 
wanted 
“minions” 
and that 
the party 
could 
find new 
donors 
among 
grassroots 

members and wealthy individuals who had never 
given before.

Smith, who will attend the state meeting as a dele-
gate, believes such tensions are natural as the party 
changes direction.

“There’s some people that are thinking this is the end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he said. “I think there i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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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arly as the summer of
1997 I was fortunate to be
admitted to a management
workshop at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I spent two
summers to complete my
studies and wrote the book, "An
Eye On The World From
Harvard" (on sale on Amazon
book store). Afte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it still benefited me a lot
in my business career.

Now we are back to the
banking business again. In the
book I wrote many chapters
about the banking industry,
including a chapter on Review
of Banking Reform in America
(on page 191) and covered the
topics including the impact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on
the banking business, the community
bank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a
successful bank, friendly efficiency
and service and the new direction of
banking.

During my time at Harvard, I
studied nearly 500 case studies on
banking. My conclusion was that

banking is the lifeblood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a most
important tool for driving growth.

Today we have entered the
banking busines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community bank is stil the
engine to help a community grow.

At the headquarters of Southern

News Group we have installed a
Media Center, Trade Center and
Financial Banking Center- all three in
one location. We are so grateful for
everyone’s support. We are also
very confident to sail this 'aircraft
carrier' to serve you and ou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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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o Harvard YearsReturn to Harvard Years
-Exploration Of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dustry-Exploration Of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dustry

Editor’s Choice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Nikki Haley takes 
pictures with her supporters as she announces her run for the 2024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at a campaign event in Charles-
ton, South Carolina, February 15. REUTERS/Jonathan Ernst

Rihanna performs during the halftime show of Super Bowl LVII in Glendale, Arizona, February 
12. Mark J. Rebilas-USA TODAY Sports

An explosion is seen as the Israeli army demolishes the house of a Palestinian man who 
carried out a shooting attack in the Jewish settlement of Kiryat Arba, in Hebron, in the Israe-
li-occupied West Bank, February 16. REUTERS/ Mussa Qawasma

A son of a Turkish woman Saa-
det Sendag reacts as his mother 
is rescued after 177 hours, at 
the site of a collapsed building 
in the aftermath of a deadly 
earthquake in Hatay, Turkey, 
February 13. REUTERS/Umit 
Bektas

A view of damage, in 
the aftermath of a deadly 
earthquake, in Kahraman-
maras, Turkey, February 
11. REUTERS/Stoyan 
Nenov

Indian Air Force (IAF) 
Suryakiran aerobatic team per-
forms during the Aero India 2023 
air show at Yelahanka air base in 
Bengaluru, India, February 13. 
REUTERS/Samuel Raj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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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
The bird flu outbreak is the deadliest in U.S. history. 
Here’s what we  know. The U.S. is enduring its worst 

poultry health disaster, with some  52.7 million birds dead. 
Unlike another recent outbreaks, this one  has lasted 
through the summer — and it’s still going strong.

The U.S. is enduring an unprecedented poultry health di-
saster, with a highly contagious bird flu virus triggering the 
deaths of some 52.7 million animals. The ongoing bird flu 
outbreak in the U.S. is now the longest and deadliest on 
record. More than 57 million birds have been killed by the 
virus or culled since a year ago, and the deadly disruption 
has helped propel skyrocketing egg prices and a spike in egg 
smuggling. The culprit is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or HPAI. It has ravaged farm flocks and chicken yards in 
46 states since February, when the first cases were reported 
in commercial flocks. It’s the worst toll on the poultry in-
dustry since 2014-2015, when more than 50 million birds 
died. That earlier outbreak also started in the winter — but 
while that ordeal was over by the following June, the current 
outbreak lasted through the summer and has surged anew.

Since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 A(H5N1) 
was first detected in US birds in January 2022, the price of a 
carton of a dozen eggs has shot up from an average of about 
$1.79 in December 2021 to $4.25 in December 2022, a 137 
percent increase,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lthough inflation and supply chain issues 
partly explain the rise, eggs saw the largest percentage in-
crease of any specific food, according to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And the steep pricing is leading some at the US-Mex-
ico border to try to smuggle in illegal cartons, which is pro-
hibited. A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spokesperson 
told NPR this week that people in El Paso, Texas, are buying 
eggs in Juárez, Mexico, because they are “significantly less 
expensive.” Meanwhile, a customs official in San Diego 
tweeted a reminder amid a rise in egg interceptions that fail-
ure to declare such agriculture items at a port of entry can 
result in penalties up to $10,000.

Foul effects
Still, America’s pain in grocery store dairy aisles likely 
pales compared to some of the devastation on poultry 
farms. HPAI A(H5N1) has been detected in wild birds in 
all 50 states, and 47 have reported outbreaks on poultry 
farms. So far, there have been 731 outbreaks across 371 
counties. At the end of last month, two outbreaks in Weak-
ley County, Tennessee, affected 62,600 chickens.

Some birds have died from the disease itself, but the 
vast majority are being culled through flock “depop-
ulation,” to try to stop the virus from spreading. That 
includes millions of chickens and turkeys in barns 
and backyards that had been raised to provide eggs 
or meat.
With the outbreak at the one-year mark, it is the longest 
bird flu outbreak on US record. And with 57 million birds 
dead across 47 states, it’s also the deadliest, surpassing the 
previous record set in 2015 of 50.5 million birds in 21 
states. Although the virus is highly contagious to birds—
and often fatal—the risk to humans is low.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otes that the avian 
influenza Type A viruses (aka bird flu viruses) generally 
don’t infect humans, though they occasionally can when 
people have close or lengthy unprotected contact with in-
fected birds. Once in a human, it’s even rarer for the virus 
to jump from human to human.
Flu fears
Although the current data is comforting, virologists and 
epidemiologists still fear the potential for flu viruses, such 
as bird flu, to mutate and recombine into a human-infect-
ing virus with pandemic potential. A repor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Eurosurveillance on January 19 highlighted 
the concern. Researchers in Spain documented an out-
break of avian flu among farmed mink on the northwest-
ern coast during October of last year. The mink were like-
ly infected via wild seabirds, which had a coinciding wave 
of infection with H5N1 viruses at the time. 

Experimental and field evidenc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minks are susceptible and permissive to both avian and 
human influenza A viruses, leading to the theory that this 

species could serve as a potential mixing vessel for the 
interspecies transmission among birds, mammals and 
humans..
As such, the authors sa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e of biosafety and biosecurity in this farming system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 hoc surveillance 
programs for influenza A viruses and other zoonotic 
pathogens at a global level.” None of the workers on the 
mink farm became infected with the H5N1 virus, the 
authors report. However, they note that using face masks 
was compulsory for all mink farm workers in Spain fol-
lowing concerns over the spread of SARS-CoV-2. (Cour-
tesy arstechnica.com)

Here’s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2022 
outbreak in the U.S.:
52,695,450 million birds have been wiped out
The losses stretch across the U.S., and they’re deepest 
in the country’s middle: More than 1 million birds have 
been killed in each of 11 states that stretch from Utah to the 
Midwest and on to Delaware, according to the U.S. De-
partment of Agriculture. In Iowa, two massive egg-laying 
operations had to cull more than 5 million birds in single 
incidents earlier this year. Unlike the 2014-15 outbreak, 
this one is being driven by wild birds, not by farm-to-farm 
transmission. For commercial and backyard flocks, many 
early infections centered along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Cen-
tral and Mississippi flyways of migratory wild birds. As 
those birds traveled, so did the virus.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it is about it, but it does 
seem just to be able to grow and transmit better in wild 

birds,” Webby, who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infectious dis-
eases department at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in Memphis, tells NPR.
“Wild birds are the perfect mechanism to spread a virus 
because they, of course, fly everywhere,” he adds.
A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virus “can cause dis-
ease that affects multiple internal organs with mortality up 
to 90% to 100% in chickens, often within 48 hours,” the 
CDC notes. “However, ducks can be infected without any 
signs of illness.”
It’s very rare for a human to be infected with the avian 
virus. The first U.S. case of a person infected with avian 
influenza A (H5N1) virus was reported in April in Colo-
rado. The patient recovered after experiencing a few days 
of fatigue. The virus does not pose a special risk in the na-
tion’s food supply, given proper handling. The CDC states 
that like any poultry or eggs, heating food to an internal 
temperature of 165̊ F kills any bacteria and viruses pres-
ent, including HPAI viruses.

The virus is like a kid in a candy store
“The bird populations haven’t seen viruses like this be-
fore,” Webby says, “so in terms of their immune response, 
they’re all immunologically naïve to this” influenza virus.
“Right now, it’s like a kid in a candy store racing around,” 
infecting bird populations, he says.
U.S. experts had been bracing for an outbreak, watching 
successful strains of the H5N1 influenza virus proliferate 
in Europe and elsewhere. Now that the virus is here, it 
shows no sign of going away. A key part of the challenge, 
Webby says, is that like the SARS-CoV-2 virus, the avi-
an flu virus has spun off several variants of concern. And 
right now, a specific version of the virus — known as 
clade 2.3.4.4b — is ruling the roost.
“You can think of that like an omicron variant” because of 
its wide prevalence, Webby says.
Viruses are notoriously quick to mutate. And since its 
arrival in North America, the avian influenza virus has 
continued to change.

Comparing the current U.S. virus to the one in Europe, 
Webby says, “From the outside looking in, they look very 
similar. But when you actually go on the inside and take 
a look, the viruses we have here are quite different now 
from what was in Europe.” It’s possible that wild bird 
populations will build up an immunity to the virus — 
but Webby warns that it will take months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at is happening at a meaningful level.
The outbreak hasn’t raised all poultry costs
If you like to eat chicken, you’re in luck. This version of 
the influenza virus doesn’t affect “broilers” — chickens 
raised for meat — as badly it does “layers” — table-egg 
laying hens — and turkeys.

“For whatever reason, turkeys and layer birds tend to be 
more susceptible” to the virus, says Amy Hagerman,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who 
specializ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The chicken that most people think of, their chicken ten-
ders, their chicken sandwiches, all of those things haven’t 
tended to have the same kinds of impact,” she adds.
Hagerman warns that in a time of inflationary pressure 

and supply-chain snags, it can be hard to directly link a 
price hike to the virus. But she notes that U.S. egg prices 
can be affected if just a few farms have to dispose of their 
flocks.                                                        
“Generally speaking, these complexes are over a million 
birds, easily,” Hagerman says. “It takes fewer egg-laying 
operations being affected by HPAI to drive up the price 
of eggs and egg products,” she adds, especially since the 
majority of U.S. production goes to the domestic market.                                                                                                                                          
The virus has hit many turkey farms — but because those 
operations tend to be smaller and the cases have been 
spread out over time and space, producers have mostly 
been able to absorb the losses, building up stocks of frozen 
turkey ahead of the end-of-year holidays.

Egg prices have risen this year, as aggressive measures 
against avian influenza disrupted the U.S. industry. 
Here, eggs sit on a supermarket shelf in San Mateo 
County, Calif.
Liu Guangua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So, yes, we certainly saw an increase in turkey prices in 
this holiday season,” Hagerman says, “but not as much 
as we might have anticipated given the extent of this out-
break.”
What about vaccines?
The presence of the virus in the commercial food chain 
raises a number of possible trade headaches — but so 
would using a vaccine to fight it.
“A lot of countries don’t use vaccines for this virus in their 
poultry,” Webby says.
“One of the big complications is timing on a vaccine,” Ha-
german says. “Generally you need two doses of a vaccine 
and then a length of time to achieve full effectiveness.”
“If you have a bird that has a very short feeding window 
before it’s ready for harvest, that can be a lot more chal-
lenging because you also need to allow the withdrawal 
period after the vaccine before the bird is harvested,” she 
adds.

 Another central issue is the difficulty of surveillance — of 
knowing whether a bird is infected with a deadly influ-
enza virus but isn’t showing symptoms because they’ve 
been vaccinated. But the calculations might change if the 
virus is determined to be endemic in wild birds or in a 
geographic area.
That “certainly seems to be the case in Europe and Afri-
ca,” Webby says, adding, “my gut feeling is we’re headed 
that way in the Americas as well.”
“These are actually discussions that are going on now,” 
Webby says, describing ideas such as what kind of 
post-vaccination surveillance would be needed to “make 
sure your trading partners are happy that the virus is not 
circulating silently.”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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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e Know About The Deadliest                        
U.S. Bird Flu Outbreak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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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outbreak didn’t survive the summer. This one did.
Experts say poultry farms should be credited with limiting the 
virus as much as they have, hailing the success of surveillance 
and biosecurity programs. But nearly 11 months after the first 
known wild case in the current outbreak, the deadly influenza 
virus is still here.
“Generally, when the weather gets hot, influenza goes away for 
the most part,” Hagerman says.

 A biosecurity sign is seen 
at the Powers Farm, 
which raises turkeys 
in Townsend, Del. The 
poultry industry has 
been credited with sur-
veillance and prevention 
of avian influenza — but 

the virus remains a threat. (Photo/Nathan Howard/Getty 
Images)
That was the case in the 2014-2015 outbreak — which came 
when Hagerman worked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
ture’s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 or APHIS.
“Bright sunshine and heat kills the virus in the environment,” 
Hagerman says, describing how summer weather helped end 
the earlier outbreak.
“This time we didn’t see that virus circulation going down to 
zero in our wild bird population” over the summer, Hagerman 
says. Instead, the virus sort of simmered through the summer 
months, she adds, “and then we get into the cooler, wetter 
months of the fall and we see a resurgence.”
The long outbreak is discouraging, Hagerman says: “If we look 
at Europe, we can see that they are on two years of HPAI out-
breaks.” (Courtesy https://www.npr.org/)
Related

Avian flu is infecting U.S. poultry flocks.                                             
It could affect the price of chicken, too.

A truck drives out of a Wisconsin farm on Thursday where 
avian flu was detected, forcing the commercial egg produc-
er to destroy more than 2.7 million chickens.
Scott Olson/Getty Images
Ready for more bad infectious diseases news? There’s an out-

break of bird flu making its way into U.S. poultry flocks. If the 
virus continues to spread, it could affect poultry prices — al-
ready higher amid widespread inflation. The price of chicken 
breasts this week averaged $3.63 per pound at U.S. supermar-
kets — up from $3.01 a week earlier and $2.42 at this time last 
year, the Agriculture Department says.
This week an outbreak was confirmed at a commercial 
flock in Nebraska, causing 570,000 broiler chickens to be 
destroyed. In Delaware and Maryland, more than two mil-
lion birds at commercial poultry flocks have been affected. 
In South Dakota, an outbreak last week led to the killing of 
85,000 birds. An outbreak confirmed March 14 at a com-
mercial operation in Wisconsin meant more than 2.7 million 
egg-laying chickens were killed.

The latest data from 
the USDA show 59 
confirmed sites of 
avian flu across com-
mercial and backyard 
flocks in 17 state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year. That figure includes chickens, turkey and other poul-
try. The USDA identified a case of avian flu in a wild bird in 
mid-January, the first detection of the virus in wild birds in the 
U.S. since 2016. Wild birds can spread the virus to commer-
cial and backyard flocks. By Feb. 9, the virus had been identi-
fied in a commercial flock in Indiana. There have since been 
hundreds of confirmed cases of wild birds infected with avian 
flu. The last major avian flu outbreak in the U.S. was from 
December 2014 to June 2015, when more than 50 million 
chickens and turkeys either died from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 or were destroyed to stop its spread. During 
that outbreak, chicken breast prices increased 17%, according 
to agriculture data company Gro Intellige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prices for cuts of chicken geared toward the export mar-
ket actually dropped due to bans on importing U.S. poultry in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South Korea, Cuba and Mexico. 
So the cost of leg quarters, for instance, dropped 18%, accord-
ing to the data. Poultry prices — especially for eggs and turkey 
— were affected for years, the company reports

The impact on prices this time depends on how 
widespread the flu becomes
Whether the 2022 avian flu will affect the price of eggs and 
poultry depends on how widespread it becomes, says Ron 
Kean, a poultry science expert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
sin-Madison Department of Animal and Dairy Sciences.
“In 2015, we did see quite an increase in egg prices,” Kean 
told Wisconsin Public Radio. “The chicken meat wasn’t se-
verely affected at that time. We did see quite a loss in turkeys, 
so turkey prices went up. So, we’ll see. If a lot of farms con-
tract this, then we could see some real increases in price.”

What’s the risk to humans from this bird flu? Not much so 
far, says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ccording to the CDC’s most recent update on March 7, the 
H5N1 bird flu poses a low risk to the public, and is currently 
“primarily an animal health issue.” The CDC notes that some 
people may have job-related or recreational exposures to birds 
that put them at higher risk of infection.
You can’t get avian flu from eating poultry or eating eggs that 
are properly prepared and cooked, the USDA explains. The 
chance of infected poultry entering the food chain is extremely 
low, the agency says, because of its food inspection program 
and avian flu response plan.

“All poultry products for public consumption are inspect-
ed for signs of disease both before and after slaughter,” the 
USDA notes, and avian flu causes a rapid onset of symptoms 
in poultry.
For producers who suspect their flock may be affected by avi-
an flu, the USDA has a guide to the warning signs, including 
a sudden increase in bird deaths, lack of energy and appetite, 
and a decrease in egg production. If a flock is found to be 
infected by bird flu, the USDA moves quickly — within 24 
hours — to assist producers to destroy the flock and prevent 
the virus from spreading. (Courtesy npr.org)
Related

Zoos across North America are moving                                         
birds indoors to protect them from avian flu

Magellan penguins stand in their enclosure at the Blank 
Park Zoo on Tuesday in Des Moines, Iowa. Zoos across 
North America are moving their birds indoors and away 
from people and wildlife as they try to protect them from 
the highly contagious and potentially deadly avian influ-
enza. (Charlie Neibergall/AP)
OMAHA, Neb. — Zoos across North America are moving 
their birds indoors and away from people and wildlife as they 
try to protect them from the highly contagious and potentially 
deadly avian influenza. Penguins may be the only birds visi-
tors to many zoos can see right now, because they already are 
kept inside and usually protected behind glass in their exhib-
its, making it harder for the bird flu to reach them. Nearly 23 
million chickens and turkeys have already been killed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o limi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nd zoos are 
working hard to prevent any of their birds from meeting the 
same fate. It would be especially upsetting for zoos to have to 
kill any of the endangered or threatened species in their care.
“It would be extremely devastating,” said Maria Franke, who 
is the manager of welfare science at Toronto Zoo, which has 
less than two dozen Loggerhead Shrike songbirds that it’s 
breeding with the hope of reintroducing them into the wild. 
“We take amazing care and the welfare and well being of our 
animals is the utmost importance. There’s a lot of staff that has 
close connections with the animals that they care for here at 

the zoo.”
Toronto Zoo work-
ers are adding roofs 
to some outdoor 
bird exhibits and 
double-checking 
the mesh surround-
ing enclosures to 
ensure it will keep 

wild birds out. Birds shed the virus through their droppings 
and nasal discharge. Experts say it can be spread through con-
taminated equipment, clothing, boots and vehicles carrying 
supplie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small birds that squeeze 
into zoo exhibits or buildings can also spread the flu, and that 
mice can even track it inside. So far, no outbreaks have been 
reported at zoos, but there have been wild birds found dead 
that had the flu. For example, a wild duck that died in a behind-
the-scenes area of the Blank Park Zoo in Des Moines, Iowa, 
after tornadoes last month tested positive, zoo spokesman 
Ryan Bickel said.
Most of the steps zoos are taking are designed to prevent 
contact between wild birds and zoo animals. In some places, 
officials are requiring employees to change into clean boots 
and don protective gear before entering bird areas.

When bird flu cases are found in poultry, officials order the 
entire flock to be killed because the virus is so contagious. 
However,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as indicated 
that zoos might be able to avoid that by isolating infected 
birds and possibly euthanizing a small number of them. Sar-
ah Woodhouse, director of animal health at Omaha’s Henry 
Doorly Zoo and Aquarium, said she is optimistic after talking 
with state and federal regulators.
“They all agree that ordering us to depopulate a large part 
of our collection would be the absolute last-ditch effort. So 
they’re really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us to see what we 
can do to make sure that we’re not going to spread the disease 
while also being able to take care of our birds and not have to 
euthanize,” Woodhouse said.
Among the precautions zoos are taking is to keep birds in 
smaller groups so that if a case is found, only a few would be 
affected. The USDA and state veterinarians would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about which birds had to be killed.

“Euthanasia is really the only way to keep it from spreading,” 
said Luis Padilla, who is vice president of animal collections 
at the Saint Louis Zoo. “That’s why we have so many of these 
very proactive measures in place.”
The National Aviary in Pittsburgh — the nation’s largest —- is 
providing individual health checks for each of its roughly 500 

birds. Many already live in large glass enclosures or outdoor 
habitats where they don’t have direct exposure to wildlife, said 
Dr. Pilar Fish, the aviary’s senior director of veterinary med-
icine and zoological advancement. Kansas City Zoo CEO 
Sean Putney said he’s heard a few complaints from visitors, 
but most people seem OK with not getting to see some birds. 
“I think our guests understand that we have what’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animals in mind when we make these deci-
sions even though they can’t get to see them,” Putney said.

Officials emphasize that bird flu doesn’t jeopardize the safety 
of meat or eggs or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risk to human health. 
No infected birds are allowed into the food supply, and prop-
erly cooking poultry and eggs kills bacteria and viruses. No 
human cases have been found in the U.S.,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ourtesy npr.
org and AP)
Related

Bald eagles around the U.S.
are contracting the bird flu

This Jan. 5, 2020, photo shows a bald eagle in 
Philadelphia. (Photo/Chris Szagola/AP)
As the avian flu rips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bird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contracting the fatal disease, including bald eagles.
At least three bald eagles that contracted bird flu are dead, 
Georgia’s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said Thursday. 
The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as been detected in 
more than 25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U.S. Agriculture Depart-
ment.
In Georgia, 11 wild birds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bird flu, in-
cluding the bald eagles. Meanwhile, bald eagles in other states 
have also contracted the flu.

Last week, avian flu was detected in bald eagles in Maine and 
Vermont. Bald eagles in Ohio and South Dakota — among 
other states — have also contracted the flu. More than 20 
million birds have been wiped out in the worst outbreak since 
2015, which left more than 50 million birds dead.
Some of the birds have died from the disease, but the vast ma-
jority are being culled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e deadly disease. 
More than 13 million birds have been culled in Iowa alone. 
(Courtesy https://www.npr.org)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COMMUNITY
What We Know About The Deadliest                          
U.S. Bird Flu Outbreak In Histor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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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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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O 原創戲劇影集《最後生還者》

（THE LAST OF US）釋出官方角色海報，

其第一季共9集，將在2023年1月16日（一）

於HBO GO上線。

《最後生還者》劇情描述當代文明被摧

毀殆盡的20 年後，堅強的倖存者Joel受雇要

在隔離區外護送 14 歲的女孩Ellie。起初一樁

看似輕鬆的差事，就在兩人踏上橫跨美國之

旅時，竟演變成一場殘暴又令人心碎的旅程

，因為如今的他們必須仰賴彼此，才能得以

生存。

卡司陣容包括飾演Joel的佩德羅帕斯卡、

飾演Ellie的貝拉拉姆齊、飾演Tommy的Gabri-

el Luna、飾演Tess的Anna Torv、飾演Sarah的

Nico Parker、飾演Frank的Murray Bartlett、飾

演 Bill 的 Nick Offerman、飾演 Riley 的 Storm

Reid、飾演 Marlene 的 Merle Dandridge、飾演

Perry 的 Jefferey Pierce、飾演 Henry 的 Lamar

Johnson、飾演Sam的Keivonn Woodard、飾演

Marlon 的 Graham Greene、 飾 演 Florence 的

Elaine Miles。Ashley Johnson 和 Troy Baker 也

將會參與演出。

《最後生還者》是改編自遊戲開發商頑

皮狗（Naughty Dog）為 PlayStation 平台所開

發的全球同名暢銷電玩遊戲，由Craig Mazin

與Neil Druckmann負責編劇與監製。《最後生

還者》是與Sony Picture Television聯合出品的

作品，監製陣容包括 Carolyn Strauss、Evan

Wells、 Asad Qizilbash、 Carter Swan， 以 及

Rose Lam。 並 由 PlayStation Productions、

Word Games、The Mighty Mint，以及頑皮狗

製作。

HBO原創戲劇類影集《最後生還者》釋出角色海報

影迷心中的不敗史詩神劇《浴血戰士》要

拍續集了！原主創人史蒂芬S迪奈特（Steven

S. DeKnight）宣布回歸製作新續集，為Starz電

視台擴展他們最標誌性的影集《浴血戰士》

（或譯《斯巴達克斯》，Spartacus）系列，該劇

目前正在開發中，尚未定名。

《浴血戰士》（或譯《斯巴達克斯》，

Spartacus）系列共有三季，聚焦角鬥士男主角

「斯巴達克斯」帶領奴隸起義，對抗羅馬共和

國的傳奇歷史改編故事，第一季《浴血戰士：

血與沙》2010年開播，以突破性大尺度與超寫

實的野蠻暴力聞名，創造了高收視率與亮眼口

碑的記錄，成為不少影迷心中的經典。

男星安迪懷特

菲 爾 德 （Andy

Whitfield）主演第

一季，出色發揮獲

得好評，但拍攝結

束後，被診斷患有

淋巴癌，非何杰金

氏淋巴瘤第四期，

電視台在他治療期

間延後了第二季製

作，改拍前傳《斯

巴達克斯：競技場

之 神 》 （Sparta-

cus: Gods of the

Arena），等他康

復後，電視台重啟

第二季製作，但3

個月後不幸癌症復

發，安迪懷特菲爾

德於2011年病逝，

《浴血戰士》改由

澳洲演員利亞姆麥肯泰爾（Liam McIntyre）接

演第二季《浴血戰士：復仇之路》（Spartacus:

Vengeance）與第三季《浴血戰士：詛咒之戰》

（Spartacus: War of the Damned）男主角。

新劇將由原主創人史蒂芬S迪奈特回歸製作

，聚焦原劇標誌性角色的未知領域與全新旅程

，延續《斯巴達克斯：詛咒之戰》第三季結尾

，斯巴達克斯以及他的反抗軍戰敗的後續，新

續集將在羅馬不祥的陰影下，展開一個關於背

叛、欺騙與血腥的新故事。

《浴血戰士》台灣由CINEMAX播出，Netf-

lix上架（已下架），目前官方尚未公開新劇的

確切主角、卡司陣容與播出日期。

美劇史詩神作《浴血戰士》
宣布開發新續集

Amazon點頭了！《邊緣世界》成功獲得第

二季續訂，故事確定進展到下一個章節。

「超殺女」克蘿伊摩蕾茲（Chloë Grace

Moretz）主演動作影集《邊緣世界》去年10月

於全球 Prime Video 開播，腦動大開的科幻世

界觀設定，結合娛樂性動作元素，吸引不少

影迷入坑燒腦，收穫不少好評，IMDb網站7.7

顆星。

改編自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筆下

同名小說，《西方極樂園》主創人夫妻檔 強納

森諾蘭（Jonathan Nolan）與麗莎喬伊（Lisa Joy

）主導製作，《絕地計劃》奧斯卡提名編劇史

考特史密斯（Scott Smith）擔任主創。

《邊緣世界》聚焦克蘿伊摩蕾茲飾演的女

主角「芙琳費雪」努力扛起家計，為了母親的

醫藥費

，她決

定幫忙

試玩一

款神祕

的虛擬

實境遊

戲，闖

關任務

上演各

種激烈打鬥與槍林彈雨，但她慢慢發現自己經

歷的一切，有可能都是真實的。

第一季結尾埋了重大伏筆，讓不少影迷希

望《邊緣世界》故事能繼續進展，如今官方已

確認續拍第二季，尚未宣布回歸時間。

燒腦科幻動作劇《邊緣世界》續拍第二季

漫威電影宇宙（MCU）總動員！影視媒體

「綜藝報」（Variety）報導，大老闆凱文費吉

接受Entertainment Weekly專訪，罕見親自透露

哈里遜福特在《美國隊長4》中的角色，將從原

本由已故男星威廉赫特演的「雷霆」羅斯將軍

，躍登美國總統。

據「綜藝報」報導凱文費吉受訪透露的五

大事件：

1，《蜘蛛人4》已開始寫劇本。（但未透露

何時開拍、上映、及三代蜘蛛人是否再同堂）

2，哈里遜福特將在《美國隊長4》中演美

國總統（但沒透露他和新黑寡婦佛蘿倫絲普伊

合演另部新片《雷霆特攻隊》的細節）

3，（兩度贏得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獎的）馬

赫夏拉阿里主演新版《刀鋒戰士》成局，新任

導演亞恩迪曼奇已抵達亞特蘭大片場展開前置

，預定10週左右即將開拍。

4，《驚奇隊長2》將是第一部「類復仇者

聯盟」（Akin Avengers）的電影。（但沒透露

韓國天王朴敘俊片中的角色）

5，《死侍3》將是MCU第一部R級的超級

英雄電影。

剛和花邊教主妻子布蕾克萊芙莉喜迎四寶

（但尚未公布寶寶性別）的《死侍3》男主角萊

恩雷諾斯，則在個人社群平台宣布《死侍3》女

主角是曾以《王冠》影集第四季飾演黛安娜王

妃贏得2021年金球獎視后，更公開宣布自己是

「非二元性別」的艾瑪科林。

消息一出引發粉絲網友熱議，影視媒體

The Direct預測盤點艾瑪科林在《死侍3》可能

演出的角色：

1，危境。（從X教授設計的人工智慧機器

人突變成活體人）

2，死亡女。（金鋼狼的死對頭，2003年

《X戰警2》曾由華裔混血女星胡凱莉演過）

3，女死侍。（平行多重宇宙中死侍的女分

身）

至截稿前，漫威工作室與萊恩雷諾斯當然

都沒有公布艾瑪科林的角色；《死侍3》預定明

年11月8日在美上映。

哈里遜福特演美國總統！漫威大老闆親自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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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北京時間16日上午結束的2023年威爾士桌球
公開賽正賽第3日賽事中，兩名中國“00後”小將
袁思俊和龐俊旭挺進16強。另一名中國選手田鵬
飛也在64進32的比賽中順利過關，使得晉級本次
賽事32強的中國選手增至4人。

本次威爾士公開賽當日一日雙賽。在率先進
行的64進32的比賽中，“80後”老將田鵬飛和
“00後”小將吳宜澤相繼出戰，1勝1負——田鵬
飛以4：2戰勝年過六旬的英國傳奇老將韋特，成
為繼袁思俊、曹宇鵬、龐俊旭之後，本次賽事中
第4位晉級32強的選手。吳宜澤以3：4被英格蘭
球員安迪．希克斯絕殺，遺憾止步。在隨後進行
的1/16決賽中，前一日奉獻了以弱勝強經典戰例
的中國小將袁思俊和龐俊旭再次上演驚艷表現，
兩人分別以4：1戰勝戴爾與威爾遜，雙雙挺進16
強。 ◆中新社

◆龐俊旭晉級16強。 WST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16日，在杭州亞運會即將迎來倒計時200天之
際，“亞運走十城吉利伴你行”文化推廣活動
來到粵港澳大灣區，圍繞“跑向大灣區共迎亞
運會”主題，廣州主會場與珠海、南沙分會場
聯動，以“一場演出、兩場宣講、三場跑
步”，面向大灣區市民推廣亞運文化。當天，
三個分會場共1,500多名跑步愛好者同時參加杭
州亞運會趣味跑，體驗亞運文化和運動健身的
樂趣。

上午10點，珠海站的“亞運Talk”在北京
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舉行，
杭州亞組委、中國美術學院、澳門設計師協
會、珠海創意產業協會、“冰墩墩”設計團隊
等相關負責人圍繞亞運競賽項目、智能亞運、

亞運美學文化與現場師生進行互動。
杭州亞組委宣傳部部長許德清表示，本屆

亞運會最大的新看點之一是“科技之新”，
2010年廣州亞運會，觀眾只能通過電視屏幕看
比賽，而今屆亞運會可以通過手機、電視等，
360度無死角觀看比賽，AR、VR技術的助力更
可以讓觀眾有全新的體驗。

杭州亞運會將於9月23日至10月8日舉
行。許德清透露，選擇這個時間段有三個重要
考量，一是該時間段正好與其他國際大型賽事
特別是單項比賽沒有衝突；二是9月下旬至10
月上旬，是歷史上杭州在下半年發生颱風災害
最少的時間段，天氣對比賽影響小；三是這個
時間正好有中秋、國慶假期，觀眾可以一邊享
受假期一邊觀看精彩比賽。

大灣區逾1500人趣味跑迎亞運

◆◆11,,500500多名跑步愛好者參加亞運趣味跑多名跑步愛好者參加亞運趣味跑。。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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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日前在浙江溫嶺進行了軍訓匯報，
隊員和教練員們在為期11天的軍訓中，學

習了隊列、步操、內務整理、軍體拳等訓練內
容，其中袁心玥、高意、仲慧、倪非凡、教練員
袁靈犀和鮑春雨獲得了本次軍訓的標兵，袁心玥
表示這對她是一個很大的激勵：“這次軍訓無論
是我個人還是隊伍都有很大收穫，我們的教官以
身作則、身體力行地教給我們很多東西。我們要向
軍人學習，學習他們的血性，在賽場上充分展現出
我們的拚搏精神。”

中國女排今次以軍訓作為整個冬訓首課一度引
起外界爭議，主教練蔡斌解釋主要目的是想磨練球
員的心智，希望能讓整個團隊變得更加團結和更有
默契，結束軍訓後的中國女排將馬不停蹄的趕回寧
波北侖基地繼續進行封閉訓練。之後再到漳州展開
第二階段集訓。“前半段以體能訓練和個人能力提
升為主，技術上要求更全面，如果有明顯短板，在
國際賽場上會比較吃虧；後半段會針對對手特點進
行技戰術配合方面的訓練。”蔡斌說。

朱婷 李盈瑩未參與軍訓
2023年中國女排的任務相當重，先是5月30日

開始展開世界女排聯賽三個分站賽的比賽，若能順
利出線，將到美國參加總決賽，此後還有亞運會和
奧運會資格賽。預計中國隊將派出不同的陣容出戰
這三項比賽。

球隊主力之一的李盈瑩未有隨隊參與今次軍
訓，原來她要以家鄉天津市優秀青年代表身份參加
會議，她希望以運動員的知識和經驗，為家鄉的體
育建設提出更好的建議。

另外，中國女排核心球員朱婷目前正在意大利
角逐當地甲級聯賽。蔡斌透露，曾與朱婷進行了溝
通，表達了國家隊大門始終向她敞開的態度，朱婷
也表達了為國征戰的意願。不過朱婷何時歸隊、參
加國家隊的比賽仍未有定論。

增
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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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兩年中國女排將迎來杭州亞運及巴黎奧運兩

大挑戰，這支國家隊獎牌希望今年以別開生面的形式展

開冬訓，以為期11天的軍訓作為冬訓第一課，袁心玥、

高意、仲慧和倪非凡、教練員袁靈犀及鮑春雨更獲選為

本次軍訓的標兵，隊長袁心玥認為軍訓和中國女排的

拚搏精神相通，希望通過今次軍訓讓大家更加團

結，之後更加努力為國爭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亞排聯宣布中國主辦世俱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吸血魔”李景亮將於北京時間4月9日在邁
阿密舉行的UFC287中進行自己今年的首場比
賽，對手是前“終極鬥士”優勝者邁克爾．基
耶薩。同晚，新疆選手沙依蘭．努爾丹別克將
出戰美國人史蒂夫．加西亞。

基耶薩目前戰績為18勝6負，其中11次降服
獲勝。作為一位纏鬥技術精湛的地面選手，基耶
薩已經在八角籠內7次通過降服獲勝。不過基耶
薩在過去的兩場比賽中全部告負，官方排名下滑
至第12位。休戰了整個2022賽季後，這場比賽
將是基耶薩17個月來的首次登場。

李景亮目前戰績為19勝 8負，其中10次
KO，4次降服獲勝。2016年至2019年是李景亮生
涯的巔峰時刻，官方排名一度接近於前十位。而在

過去幾年的5場比賽中，李景亮勝負交替地打出了
2勝3負的戰績。去年9月，李景亮在UFC279中
對陣丹尼爾．羅德里格茲，以頗具爭議的點數分
歧判定敗北，官方排名次中量級第15位。

作為近幾年來簽約UFC的中國少數民族選
手之一，沙依蘭．努爾丹別克目前戰績為39勝
10負，其中19次KO，10次降服獲勝。在2021
年5月進行的UFC首秀中，沙依蘭從輕量級降
重回羽量級，但他並未能贏下那場比賽，被喬舒
亞．庫利寶一致判定擊敗。

加西亞目前戰績為13勝 5負，其中10次
KO對手獲勝。加西亞在去年6月時對陣了另一
位中國選手哈伊薩爾．馬哈沙特，結果在首回合
1分14秒時即被擊敗，是他職業生涯中首次遭到
KO。

李景亮今年首仗迎戰“終極鬥士”

◆李景亮（右）將於北京時間4月9日對陣基耶薩。
UFC圖片

◆女排世俱盃曾於2019年在浙江舉行。
FIVB圖片

◆◆中國女排結束為期中國女排結束為期1111天的軍訓天的軍訓。。 中國排協圖片中國排協圖片

▲女排姑娘學習軍體拳，颯爽英姿。
中國排協圖片

▶中國女排軍訓期間學習隊列、步操。
中國排協圖片

頂線

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3年2月17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近日，
亞洲排球聯會宣布2023年女排世俱盃將會在
中國舉行，具體的比賽日期以及舉辦的城市
將於稍後公布。這是女排世俱盃第3次來到

中國，此前的兩次分別於2018年和 2019
年，地點均在浙江紹興。

女排世俱盃是國際排聯舉辦的一年一度
的俱樂部賽事，只有各大洲俱樂部錦標賽的
冠軍才可直接獲得參賽資格。天津渤海銀行
女排於2012年和2019年兩次參賽，是首支
參加這項大賽的中國球隊，廣東隊也曾在
2013年和2019年兩次參賽，而浙江隊則在
2018年以東道主身份參加過一次。其中廣東
隊兩次參賽均奪季軍，是中國球隊於是項盃
賽的最佳成績。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世
俱盃被迫取消。2021年和2022年復辦，兩
屆均在土耳其舉行。

如今時隔4年，女排世俱盃再次落戶中
國。

威爾士桌球賽
袁思俊 龐俊旭晉16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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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夏花》首播，走心又走腎
徐若晗演技擔當，言承旭是把雙刃劍

電視劇《夏花》在騰訊視頻3集上

線，開啟了首播模式。這部電視劇由徐

若晗、言承旭主演，講的是單純少女和

落魄大叔之間的愛情故事。基於目前的

3集內容來講，這部電視劇面向既定的

青年女性群體，屬於走心又走腎的愛情

劇，女主角演技不錯，男主角算是壹把

雙刃劍。

先說劇作面向群體。《夏花》劇

情和拍攝，都非常唯美，在壹個相對

架空的環境當中，讓男女主角談戀愛

。這種相對的架空感，就是給青年女

性觀眾準備的。現實主義題材上的愛

情內容，容易沈重，這批既定的女性

觀眾接受不了。所以，架空起來，只

給她們看唯美，就容易帶來壹種視覺

和心靈上的享受。

基於此，對於電視劇《夏花》的評

價，就需要“放緩”。我們當然可以批

評它胡編亂造，不接地氣，沒啥意思

等等。但是，同時也不得不看到另壹

面，這部電視劇從創作源頭上，就追

求這種架空感，唯美感，浪漫感，不

真實感。它是故意的，也只有這樣，

它的既定青年女性觀眾才會喜歡。因此

，我們就不宜拿“胡編亂造”這樣的詞

匯否定它了。

再說走心和走腎。這部電視劇當中

，走心的內容很多。比如，女主角給

男主角撐傘。女主角想要逃開保姆去

找男主角等等。這些，都是愛情劇當

中必備的走心要素。《夏花》的既定

青年女性觀眾們，也需要看到這種唯

美的、浪漫的、女性大膽追求愛情的

故事。該劇當中，這種走心場景，可

謂是到處都是。

走腎的壹面，則也不必幫助這部電

視劇避諱，畢竟，這類電視劇的觀眾，

都是新時代的青年女性，不是滿清的小

腳女人了。《夏花》當中，有不少的走

腎內容。比如，男主角作為理發店技

師，給女主角洗頭發，還洗到了耳朵那

裏，還發現女主角耳朵熱了。這個洗頭

發的內容，其實就是典型的走腎，撩撥

青年女性觀眾的。像老編這種歲數的老

男人們，其實都知道，不能隨便摸女性

的頭發，更不能碰女性的耳朵。

包括第3集的收尾部分，女主角突

然壓倒男主，說想要跟男主角談戀愛，

繼而，便是初吻，倆人還就是不是初吻

有幾句臺詞。這類內容，都是幫著既定

的女性觀眾們走腎的。青年女性觀眾們

看愛情劇，不僅僅看女主角如何愛男主

角，男主角又如何愛女主角，同時也希

望看到，他們有為愛親密互動的內容。

當然，洗個頭，接個吻，對於既定的女

性觀眾群體而言，就已經走腎了。對於

男觀眾，這壹招，就不行。

徐若晗的表演，在《夏花》當中是

非常不錯的。首先，是這位青年女演員

的自身條件，就非常適合角色氣質。單

純、可愛，像真空寶寶壹樣，這個角色

設定，遇到徐若晗在劇作當中的這些裝

扮，確實實現了“天作之合”。同時，

徐若晗確實會演戲，很多細節處理地都

非常到位，尤其是表演壹個少女氣質的

角色這壹面上。當然，青年女演員去表

演青年女性角色，似乎也沒啥難度。

言承旭是壹把雙刃劍。好的壹面是

，這位大叔型演員，身材保持的好，也

有棱角，加上濾鏡之後，看著還是非常

年輕帥氣的。這麼壹來，他就是符合人

設的。《夏花》已經播出的劇情內容當

中，專門拍攝了男主角幹木工活、喝瓶

裝水等內容。這些，都是耍帥的作用。

而這些畫面，能夠滿足既定的青年女性

觀眾的審美需求。

壞的壹面則是，言承旭是二十年前

的偶像明星了，熟悉他的那批觀眾，都

已經人到中年了。因此，只要觀眾早就

認識言承旭，就必然在這部《夏花》當

中出戲。他太老了。他和女主角的年齡

差距，簡直就是父親和閨女之間的。這

種年齡差之下，硬要在劇作當中談戀愛

，甚至於出現吻戲等等，認識言承旭的

觀眾就不適應了。

綜合來講，電視劇《夏花》是壹部

較為有趣的愛情劇，它在架空的唯美當

中為青年女性觀眾們展示走心和走腎的

愛情內容。這部電視劇，放在情人節期

間觀看，最為合適。

《風雨送春歸》
生死戰友變情敵對手
走上不同人生道路

都市現實/懸疑反腐題材電視

劇《風雨送春歸》。該劇原名《紀

委書記》，我個人覺得這個劇名更

霸氣，更能凸顯反腐題材。劇中身

為對手的兩位男主，趙達聲（王誌

文 飾）和余仲君（於震 飾）之間

的關系，是戰友，是情敵，是同

事，是對手……非常復雜。雖然

該劇是反腐題材，但我更關註劇

中人物間友情、愛情、親情間的

變化。以及兩位男主最後如何走

上不同人生道路的經歷。

先說他們的戰友情。在對越自

衛反擊戰中，面對殘酷的戰爭，在

生死離別之際，當年任偵察連連長

的趙達聲，拜托余仲君，倘若自己

犧牲了，而他幸存，請他壹定要幫

自己照顧妻子王玉蘭和兒子趙小軍

（郭冬冬 飾）。之後，趙達聲失蹤

，生死不明。余仲君遵守承諾娶了

王玉蘭，成為趙小軍的繼父。其實

趙達聲沒有死，而是被兄弟部隊

所救，只不過暫時失去了記憶。

故事到這裏，兩位男主都沒錯。

當恢復記憶的趙達聲回到家

鄉，發現王玉蘭和趙小軍成為了

余仲君的家人。他不能怪任何人

，因為當初是他拜托戰友的，王

玉蘭也是在以為他犧牲的情況下

才改嫁。趙達聲決定放下過去重

新生活。娶了許盈（俞飛鴻 飾）

為妻，有了女兒趙小燕（王若雪

飾）。兩個家庭雖然擡頭不見低

頭見，甚至會有些尷尬，但只要

彼此不介入對方的生活也會相安

無事。故事到這裏，兩位男主和

各自的妻子都沒錯。

再說他們的同事情。余仲君

比趙達聲先轉業回來，趕上了機

遇，腦子也靈活，廣結人脈，現

在已經是東江市的市長了。趙達

聲現在任職市紀委書記，是余仲

君的下屬。本來出於曾經生死之

交的戰友情，加上都在家鄉生活

和工作，更何況還有王玉蘭和趙

小軍這層關系。趙達聲和余仲君

這兩個人，可以在工作上給予對

方最大力度的幫助。可惜，余仲

君迷失在金錢權力之中，趙達聲

眼裏則容不下沙子。

這裏帶壹筆情敵的事情。雖然

趙達聲跟許盈感情很好，許盈也在

背後默默支持趙達聲的工作。但隨

著余仲君三觀的迷失，他不僅收/

賄/受/賄，徇/私/舞/弊，還包養情人

林妙雪（王力可 飾）。這令正直

的趙達聲不能容忍和接受，此時的

他，已經拿余仲君當作不負責任的

渣男，他看不得余仲君對不起王玉

蘭和趙小軍。這不就是情敵關系嗎

？或者是出於幫朋友的打抱不平。

故事到這裏，余仲君犯錯了。

陽浦港危化品爆炸案只是壹

個切入口。暴露了大麥集團董事

長麥思源（魯諾 飾），在企業在

日常生產中的很多問題，為了經

濟效益罔顧職工安全。也引出了

他叔叔是省委書記的這層關系。

所以趙達聲在率領聯合調查組進

行取證時，壹再遇到麻煩的事情

，就可以說得通了。包括之後的

市環保系統腐敗案，市重大工程

腐敗案等壹系列案件的勘察。趙

達聲剛有點線索，余仲君就來人

、來電施壓。

以趙達聲為代表的紀檢幹部抗

住了考驗。以余仲君為首的腐敗分

子露出了馬腳。昔日的生死戰友，

還曾是情敵的關系，如今變成對

手，用正邪勢不兩立形容也不為過。在

當下如火如荼的反腐形勢下、守本心

、愛民心、鞠躬盡瘁、砥礪前行的

趙達聲等人註定勝利。忘初心、丟

官心、迷失名利場的余仲君等人註

定失敗。這是趙達聲和余仲君，

各自最終選擇的信仰不同，而走

上不同的人生道路的原因。

星落凝成糖定檔
陳星旭解鎖四重身份奔赴“星”光之旅

由陳星旭主演的神話愛情

古裝劇《星落凝成糖》在江蘇

衛視、浙江衛視及優酷視頻全

網獨家播出。該劇由完美世界

影視、幸福藍海出品，阿裏巴

巴影業集團、娛樂寶、浩瀚星

盤、風寰傳媒聯合呈現，劉寧

工作室承制，劉寧擔任總制片

人，朱銳斌執導。本劇是根據

作家壹度君華的同名小說改編

而來。整個故事背景跨越多個

維度，竟比“三界”還多壹界

，橫跨天界、人界、沈淵界、

獸界等“四界”之中。

演員陳星旭在劇中所扮演

的是天帝長子，原名少典有琴

。他從小心懷天下蒼生，憑借

超絕的天資威懾四界，身為天

界儲君的他多年來斬斷情欲潛

心修煉，以四界太平為己任，

故而被封為玄商君。陳星旭在

劇中的事業線是壹路打怪升級

，感情線上那也是上天入地無

出其二，與人族公主夜曇（李

蘭迪飾）跨越界限，上演錯路

姻緣遇見命定之人的愛情故事

。看看這“先婚後愛”的反常

規操作，真是抓足了觀眾的眼

球，家人們，誰懂啊？玄商君

的壹生簡直就是，君愛天下，

便願為天下粉身碎骨，君愛壹

人，便願為壹人綻放煙火。咱

就是準備好壹起磕糖吧！

“星”降之夜，三片神識旅
歸墟異動，四界動蕩，玄

商君（陳星旭飾）為救四界

安危在修補歸墟的過程中元

氣大傷灰飛煙滅，神識破碎掉

落下界。

整個人物設定中，陳星旭

所飾演的玄商君本是天上星，

神識墜落後也依然星光不滅。

他的三神識分別化作火妖辣目、

俠客沒有情、風流才子聞人。這

三個分裂出來的人物雖都來自玄

商君，但每個人物卻擁有完整獨

立的人物性格，彼此大相徑庭。

要不是看了劇透，真是想象不

到這三塊碎片和我們高冷英俊

的玄商君能有啥關系？

陳星旭在此次的表演中也

是挑戰了自我，不僅要壹人詮

釋四個人物，因玄商君有前後

的性格情感變化，還演繹出了

五種人物性格。陳星旭本人都

在采訪中打趣道，角色能湊齊

壹桌麻將。也是不敢想，有壹

天同時看到四個陳星旭壹起打

麻將得是種什麼體驗？首先，

火妖辣目，心性純良，就算被

全世界看作是災“星”，卻壹

心想要拯救飽受災難與痛苦的

村民；神識之二俠客沒有情，

手握財富無數，愛財不愛美人

；神識之三才子聞人，“星”

光異彩，才氣無雙，愛才也愛

美人。

四人四面，五種性格，連

本尊陳星旭在分享創作過程的

時候都說自己“精分”啦。畢

竟火妖辣目脾氣火爆；俠客沒

有情愛財如命；才子聞人風流

多情；而玄商君又需要從高冷

轉化為深情。為了讓觀眾能夠

準確的分辨出誰是誰，陳星旭

在表演中也是沈下心來研讀劇

本，耐心地去揣摩每個角色。

在深度挖掘每個人物內核後

，陳星旭為每個人物分別設

計了不同的表演方法，包括

臺詞節奏，人物體態，眼神

情緒等。家人們，劇集還沒

開播，單看這些人物簡介，

期待值就已經拉滿，畢竟哪

個女生能夠拒絕帥哥切換不

同角色來愛我？

五角“星”光，有妳才完整
神話愛情劇怎麼能沒有愛

情。畢竟星星五角，玄商君集

齊所有碎片也才四角，得集齊

我們夜曇公主的那壹瓣才算完

整。神君與公主的緣分起自家

族聯姻，與人族公主聯姻是玄

商君的使命，但人族有兩位公

主，公主青葵從小就被按照天

妃的標準培養，為的就是有壹

天可以嫁作天妃，而另壹位公

主夜曇其實早早就被安排好要

嫁到沈淵界。都說事在人為，

可是這緣分天定啊，就在成親

當日，玄商君陰差陽錯地娶了

原本應該嫁到沈淵界的夜曇，

愛情它這不就來了嗎，二人誤

打誤撞上演了壹段“先婚後愛”

的愛情故事。

“冒牌”天妃誤闖天界，

“高冷”神君冰山消融，二人

在婚後生活中，在磨難與碰撞

中漸生情愫，在星降之夜互訴

情意，許下“星辰”之約相伴

壹生。然而，命途多舛，世事

總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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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劉穎鏇（Tiffany） 16日應

邀為珠寶展擔任模特兒，穿上黃色吊帶

長裙配襯總值1,500萬港元緬甸翡翠的她可

謂一步一驚心。Tiffany有份主演的劇集《隱

形戰隊》下月播映，她指劇中打鬥與槍戰

戲，可說是拍戲以來最多的一次，而近日正

拍攝的新劇《奪命提示》同樣不乏打鬥場

面，眾所周知拍打鬥戲很辛苦，但難得

Tiffany樂在其中，即使周身傷亦在

所不計。

戴價值一千五百萬珠寶步步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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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穎鏇樂做打女 美腿瘀傷沒有怕

◆ 劉穎鏇以
往都拍了不
少動作戲。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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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佩戴上價值不菲珠寶的戴上價值不菲珠寶的TiffanyTiffany笑言要步步為笑言要步步為
營營，，她說她說：“：“我真的好怕我真的好怕，，因為戴着整層樓因為戴着整層樓

在身上在身上，，萬一不小心摔了真不知道怎麼辦萬一不小心摔了真不知道怎麼辦，，所所
以要步步為營以要步步為營。”。”問到她可有收藏珠寶首問到她可有收藏珠寶首
飾飾？？TiffanyTiffany稱還是首次佩戴如此貴重的珠稱還是首次佩戴如此貴重的珠
寶寶，，都希望有一日可以擁有多件珠寶都希望有一日可以擁有多件珠寶，，
但暫時還未有經濟能力去收藏一些貴重但暫時還未有經濟能力去收藏一些貴重
的珠寶首飾的珠寶首飾。。那她又可曾收過異性送贈那她又可曾收過異性送贈
的首飾的首飾？？她直言從未收過她直言從未收過，，可能本身年可能本身年
紀太小紀太小，，暫時未去到收首飾的階段暫時未去到收首飾的階段，，
將來年紀大一點的時候擁有鑽飾可能將來年紀大一點的時候擁有鑽飾可能
會更開心會更開心。。

預告再有性感打扮登場預告再有性感打扮登場
提到Tiffany有份主演的劇集《隱形

戰隊》將於下月初播映，她指劇中打鬥與槍戰戲，可
說是拍戲以來最多的一次，為此她要不停做gym，拍
攝期間亦是人生最健美的階段。Tiffany又透露今次的
角色跟上套劇《超能使者》相反，一個狂野、一個文
靜。問到她在新劇中可再有性感打扮？Tiffany劇透
說：“都會有，但性感程度就要拭目以待。”

另外，Tiffany近日正忙於拍攝另一套新劇《奪命
提示》，劇中同樣不乏打鬥場面，笑說：“雖然拍攝
打鬥戲相當辛苦，但我好喜歡，打到手腳瘀傷亦在所
不計，好開心今日穿長裙，可以遮住腳的瘀傷，攝影
師幫我拍照的時候都笑我腳上面的瘀傷好像‘千島
湖’一樣。”同劇的張振朗早前因為拍攝該劇弄傷左
額要入院縫針。Tiffany指振朗重新就位拍攝後，心理
狀況相當好，不但沒有後遺症，反而對拍攝武打場面
仍然好有幹勁，相信他早已克服心理關口。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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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由黃宗澤、
吳卓羲、王浩信、譚俊彥、胡定欣、蔡思貝、
林夏薇、黃智雯領銜主演的《廉政狙擊》，將
於下周一晚播映，劇集早前已於內地播映，定

欣在劇中飾演為求報仇耍盡心機兼不擇手段的
屠敏，表面上是昭強集團大老闆，身邊圍着一
群忠心能幹下屬。由於屠敏角色相當立體兼別
具層次，不但有着慘痛的成長經歷及過去，為
人有心計之餘亦有情有義，令定欣成功在內地
播映期間贏盡好評，定欣受訪時坦言屠敏角色
相當有難度：“這個角色好多時都很需要忍
耐，因為這樣才可以達到她的終極目的，就是
討回公道。而這個角色最難亦係忍耐，因為過
程裏面她會遇到好多刺激，例如要忍住一些壞
人忍到最後一刻，面對失散多年的至親，明明
見到他們都不能相認，這種感覺是很辛苦的，
加上角色的過去都好沉重，自己作為觀眾去看
（這個故事）都感受到好多傷痛。”

定欣與身邊的蔡潔、陳庭欣、莊思明及古
天祥五人組成的“五星戰隊”亦相當有看頭，
四名得力助手中，以飾演屠敏得力助手、集團
執行總監的蔡潔與胡定欣最多互動；蔡潔與定

欣更是首度同劇合作，但原來早於蔡潔入行
前，二人已經“合作”過：“那時我在澳洲選
完美之後去了一間華人雜誌社度寫專欄，在我
入職不知第一還是第二個月，定欣就去了澳
洲，我就採訪了她，那篇專欄是我寫的，亦算
是我在那間雜誌社寫的第一篇藝人訪問，所以
都很有緣，我一直都覺得她好專業好靚。”

定欣曾幫蔡潔挑選台慶戰衣
蔡潔笑言與定欣合作獲益良多：“我算是

在VIP位置去看定欣表演，我覺得她真是好游
刃有餘。有一陣我有點心事，我好open同她分
享，她又給了我好多意見，我都好surprise，她
是很好的聆聽者。”蔡潔更感激定欣於去年台
慶幫忙挑選戰衣：“我穿了條黑色裙子，好多
人讚，其實那條裙子定欣有幫忙選，所以好開
心認識到她的這位朋友，希望以後再多一點合
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
京味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情滿九道彎》，於
17日晚8時半起，在中央電視台電視劇頻道黃
金時間連續播出。演員韓東君、熱依扎聯袂演
繹北京胡同年輕人的成長故事。據悉，該劇由
導演劉家成、編劇王之理繼《情滿四合院》後
再度攜手的新作，再次講述老北京的“裏兒”
和“面兒”。記者了解到，該劇作為《情滿四
合院》的姊妹篇，是“情滿”系列原班人馬創
作的又一部京味劇集，開篇一口濃濃的京腔京
韻和生活流的胡同煙火氣，帶領觀眾穿越時間
長廊，彷彿回到那個熱血沸騰、澎湃激昂的黃
金時代，喚醒一代人的專屬記憶。該劇以東城
區北新橋九道灣胡同為創作原型，以現實主義
的創作手法為基礎，外有原汁原味的京腔京
韻，內有隱忍質樸的京味情。胡同中小人物的
喜怒哀樂，將生生不息的奮鬥激情、質樸純真
的鄰里情、相濡以沫的愛情展現得淋漓盡致，
這不僅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更是對人與人之間
亙古不變的“情”字的精雕細琢。

胡同是北京的城市脈絡，胡同文化是北
京傳統文化中最具魅力的部分。一條胡同，彎
彎曲曲的九道彎，胡同裏土生土長的一群年輕
人，恰恰也經歷了人生情感複雜坎坷的九道
彎。在九道灣胡同裏一起長大的楊樹茂（韓東
君飾）、葉菲（熱依扎飾）、史小娜（陳瑤
飾）以及趙亞靜（種丹妮 飾）等幾個年輕
人，經歷人生的溝溝坎坎，愛情的兜兜轉轉，
事業的起起伏伏，共同奮鬥與成長。該劇延續
“京味人文”情懷，在演繹北京市民階層生活
百態的過程中，也呈現了這座城市的發展變
遷。通過講述老北京胡同裏的普通人、普通
事，淋漓盡致刻畫了生活在胡同裏形形色色的
人物，展現大時代背景下百姓的生活變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英皇電影《陰目
偵信》開鏡禮16日舉行開鏡拜神儀式，老闆楊受成
博士、導演梁國輝、周家怡、譚旻萱（Mandy）、
郭思、梁業（肥仔）等亦有出席。周家怡表示戲中
與Mandy及郭思飾演鄰居，不過感情戲方面就同現
實中一樣Dry。她又大爆肥仔經常對她油腔滑調：
“他整天都花言巧語說好喜歡我，又說我好可愛，
（有沒有被溶化？）習慣啦，因為之前合作拍《反
起跑線聯盟》他都整天這樣整蠱我。”

已第二次拍戲的Mandy，表示今次因為是喜
劇，感覺很好玩。穿上超短裙的郭思則表示角色造
型大部分都老要露腰秀腿，故拍攝時也不敢吃太
多，但面對粉絲的應援食物真的忍不住，拍了不久
肚腩都走了出來，幸好她有做運動的習慣。

香港文匯報訊 港姐向海嵐、王愛倫是慧
妍雅集的骨幹，她們一向關心老人服務，16
日獲酒店服務式的退休社區“曦蕓居”創辦人
李黃倩儂邀出席《曦蕓廚房．名廚雲集》活
動，現場播放曦蕓居特別邀來城中六大名廚與
主持陳圖安一齊拍攝共32集的煮食節目《曦
蕓廚房》，六國酒店中菜行政總廚馬榮德、嘉
閣行政總廚李文基、百樂潮州酒家行政總廚許
美德、電視烹調節目常客三姐(蕭秀香)、少年
刀神雷啟裕和資深烹飪導師丘桂玲分享設計菜
式的心得。歌手Joe junior更即場獻唱《獅子
山下》及經典英文歌，現場人士聽出耳油。向
海嵐和王愛倫透露慧妍雅集目前忙於籌備搞慈
善舞會。

入行前已曾“合作”蔡潔向胡定欣講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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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怡拍戲被肥仔撩 慧妍雅集將辦慈善舞會向海嵐王愛倫忙於籌備

◆◆ 李黃倩儂李黃倩儂((左二左二))感謝向海嵐感謝向海嵐、、王愛倫王愛倫、、
Joe juniorJoe junior的支持的支持。。

◆◆ 《《情滿九道情滿九道
彎彎》》海報海報

◆蔡潔（左）與胡定欣關係友好。

◆◆ 劉穎鏇為劉穎鏇為
珠寶展擔任珠寶展擔任
模特兒模特兒。。

6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3年2月1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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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近日，美国移民局连续公布了2022财年多个

类别移民申请总数据。通过对EB-1、EB-2、EB-3

这几个类别移民数据的整理总计，我们可以看出

在过去一个财年中，美国职业移民申请与审批的

最直观的数据变化。

I-140申请整体趋势

EB-1、EB-2、EB-3这三个职业移民类别，都需

要递交I-140绿卡资格申请表及辅助材料，来评估外

籍绿卡申请人是否具备成为美国永久居民的资格。

2022财年，美国移民局一共收到了165,299

份I-140移民申请，获批140,157份，4,029份被拒

，20,968份待审批。虽然I-140整体数据没能超过

2021 财年的 178,810 份申请数量史高记录，但

I-140申请数量依然处于历史高位。回顾过去十个

财年的申请数据，从2015年 I-140申请数量开始

突破10万份，一直到2020财年整体申请数量都

没有突破15万份。

这两年的申请数量激增主要还是因为拜登政

府在努力创造积极宽松的移民环境，实施各种政

策提高审理效率，来发放更多绿卡，吸引外籍人

才进入美国。可以说，2022财年是美国绿卡申请

的一个非常友好的时期。

●EB-1申请趋势●

2022财年，EB-1共收到25,950份移民申请，

获批17,836份，被拒2,065份，待审理6,049份。

美国EB1移民类别作为美国职业移民第一类

，主要有EB1A、EB1B、EB1C三种移民方式，

其中最名声在外的EB1A针对于杰出的人才，又

称“杰出人才”移民，是美国政府“招才纳贤”

，积极吸引招纳世界各国优秀人才这一精神在移

民政策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专门为在艺术、科学

、教育、商业和运动等领域拥有杰出才能的外籍

人士提供的移民途经。

过去几年，随着美国移民局审理效率的提升

，EB1类别移民保持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无排期窗

口期，但是随着申请人数的增加，中国和印度也

再次出现排期。

●EB-2申请趋势●

2022财年，EB-2共收到84,425份移民申请，

获批71,031份，被拒1,023份，待审理12,371份。

美国EB2移民是美国移民法中

的第二类优先移民，主要适合持

有高等学位（一般是指硕士及以

上学位）或者专业人员或者申请

人是有申请人拥有特殊能力的申

请人。EB2类移民主要分为需要

美国雇主发起移民申请的常规移

民方式，以及可以豁免劳工证的

NIW国家利益豁免移民。

EB2类的移民申请数量从2015

财年之后就呈现急速增长，在

2019财年达到史高之后开始回落

，2021 财年重回 7万+份申请，

2022财年内，移民局收到了史高

级别的84,425份申请。

●EB-3申请趋势●

2022财年，EB-3共收到54,779

份移民申请，获批51,290份，被

拒941份，待审理2,548份。

EB3即美国职业移民第三优先类别，适合具

有本科及以上学位或者专业技能工作人员或者申

请人是美国本土需要的主要非技术劳动力的申请

人。这一优先类别的所有I-140申请都需要通过

美国雇主发起。

在2021财年首月移民局表B大幅前进且开放使

用后，EB3的申请从2020财年的4万份暴增至2021财

年的8.5万份。不过，随着EB-3排期的倒退，2022财

年EB-3的申请量恢复到54,779份的正常水平。

中国人申请数据

在2022财年，在EB-1、EB-2、EB-3这三类

I-140申请中，中国申请人的总数和获批量仅次于

印度，但是具体到各个移民项目上，中国申请人

在EB-1A、EB-1B和EB-2项下的NIW申请数量上

均超越印度。

· EB1A：中国3,422份；印度2,321份。

· EB1B：中国1,701份；印度1,518份。

· NIW：中国2,858份；印度1,185份。

2022财年，中国的EB1A移民申请数量全球

第一。在整个财年，EB1类移民一直处于无排期

状态，很多国人就抓住这个移民窗口期递交了

EB1A移民申请。还有就是在在EB-2类别中，来

自中国的NIW申请人一直表现不俗，在2022财

年中，NIW获批数量最高的排名国家分别是巴西

、中国、伊朗、韩国和印度。

EB1A移民为何备受国人青睐？

EB1A最大的优势是无排期，通过率高， 并

且有专属加急审理通道，14天即可获批。该项目

对申请人没有语言、学历、年龄以及行业等方面

的条件限制，不需要雇主担保以及劳工证的申请

，只要符合10项评选标准的中任意3项就可以一

步到位获得美国永久绿卡。

（1）获得国家奖或国际性奖项；

（2）专业协会会员；

（3）媒体对申请人所取得成就的报道；

（4）拥有评审经历；

（5）在所在专业领域内作出重大贡献；

（6）发表过专业学术论文；

（7）作品在艺术展或者其他展览会上展出；

（8）在重要组织发挥领导或者关键作用；

（9）薪资、报酬远远高于其他人；

（10）在表演艺术中取得商业成功。

适宜人群：

1. 在各领域有突出成绩的人士：EB1A对申

请人所从事的行业不限， 在商业、IT、工程、

艺术、生产制造，体育，医疗等各领域中有突出

成绩的人才均可申请；

2. 有美宝或者在EB5排期中的家庭：EB1A

是美国审理优先级最高的移民项目，无排期，可

申请加急，快至14天内获批，实现全家快速登

陆美国；

3. 低成本快速移民美国：EB1A无需投资创

业，无需雇主担保，只要满足10项条件中的3项

，加急审理14天获批；

4.想让子女享有与美国本地人同等教育资源

：美国在高精尖领域对留学生有44个工科专业

学习受限， 如：数学，IT，物理，生物，医学

等。只有获得美国移民身份，子女才可随意选择

专业。

2022财年，中国的EB1A移民申请数量全球第一

1834年，美国迎来了第一位中国人。

在报纸上，她被称为“朱莉娅.福姬.清昌公

主”，满洲镶黄旗人。但这不过是美国商人的包

装，她的真实身份，是在广州被买来的年轻女子

，来到美国后，被当成一个展品被人付费参观，

花25美分，可以看她表演用筷子吃饭和泡茶，

最让美国人惊奇的，还是她用“三寸金莲”表演

走路。

这就是美国华人历史的开端。这个时候的中

美两国之间，还没有真正打过交道，双方都对彼

此充满了猎奇和新鲜。

180多年来，美国华人的数量达到了550万

，他们移民美国的姿势，就是中美两国关系最直

接的体现。

第一阶段：淘金时代

《让子弹飞》里黄老爷说，我们鹅城有两大

家族，都是把人卖到美国修铁路。最早的移民潮

主力正是那些被半哄半骗到美国的华工。美国那

时到处挖金矿，不仅需要大量的矿工，还需要大

批工人修铁路。

华工刚来的时候，因为廉价勤劳成为了“抢

手的人才”。美国政府还和当时的清朝政府签订

了《蒲安臣条约》，规定华工们如果愿意常住美

国或入籍，都不得阻止，为的就是招募更多华工

来美国工作。

不过十几年之后，美国又出台了《排华法案

》，禁止华工们入境，如此反复无常，主要是因

为金子越挖越少，不再需要那么多华工了。而且

廉价的华工抢占了其他工人的工作，美国社会不

断发生排华事件，美国人于是就过河拆桥了。

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基本上就是美国说啥

是啥，清政府根本没有讨价的余地，也没有心思

去维护海外华人的利益。所以美国华人是招之即

来，挥之则去。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姿势，是卑微

和屈辱的。

《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入境美国，一直到

50年代才被终止。在此之后，迎来了另一个中国

人移民美国的高峰。

移民浪潮，各显神通

中国人移民美国的第二次高峰，是50年代

到7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大量前往美国留

学、务工。1965年美国解除了移民限制，给了中

国每年2万个移民名额，绝大多数都给了台湾地

区。

这个时候的中美关系，是敌对的。双方刚刚

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又因为冷战时期的两大阵

营对垒而走到了对立面。那时候的中国人，除了

港台地区可以自由移民美国之外，大陆境内的居

民连去美国旅游都是极为困难的。

除了台湾地区，由于那个年代的印尼、菲律

宾和马来西亚时常发生排华事件，部分华人出逃

， 其中一大批华人去了美国。

1975年越南排华，数以千计的越南、老挝和

柬埔寨难民移居美 国，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具

有中国血统；还有就是美洲地区的牙买加、古巴

、巴西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的那些华人，为寻

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也纷纷移民美国

。

这个时期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姿势，已经有了

质的变化。从过去的卑微屈辱转变为光明正大，

并且受到主流社会的欢迎。

由于美国当时正处于对“种族主义”的批判

浪潮之中，所以对于少数族裔有着高度的宽容，

媒体宣传上也以正面为主。那时常常听到的故事

，是一个中国移民如何通过努力，从一无所有变

成了有家有业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典型的“美国

梦”故事。

随之而来的是华人数量的快速增长。1960年

，美国华人数量为 237292 人，1970 年增长到

435062人，1980年飞速增长到812178人。

但是，这还远不是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最高峰

时期。80年代之后，真正的大规模移民潮来临，

这一次的主力，是刚刚打开国门，急于走向世界

的中国大陆居民。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政府另外给中国

大陆2万名配额。因此，给中国人的配额每年总

共4万多名。此外，美国公民在中国的父母、子

女的名额另算，大概在4000-8000名。

由于大陆居民移民美国的数量足够庞大，导

致了移民的姿势出现了多元化。

除了每年4万多名可以通过正规移民签证进

入美国的，还有数量可能更多的，并不符合美国

移民条件的中国人，通过各种渠道来美，也就是

“偷渡”。

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偷渡群体，来自于福建沿

海的福清、长乐地区。

现在很难有确切的数据统计到那段时期有多

少中国人偷渡到了美国，但你从福清、长乐地区

在十几年盖起的洋楼可以看出大致的趋势，那边

的村落，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青壮劳力在国外打工

。就像数百年前广东台山的华工寄回的外汇，建

设起了家乡一样，历史似乎又在轮回。

广东和福建地区，都有着强大的宗族势力，

宗族势力在他们出外谋生之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个人如果没有钱付给蛇头，那他可以在宗族中

募款，到了美国之后，还可以经由宗族介绍找到

工作，但这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很多人一辈子

就困在唐人街，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的身

上。

说起福清、长乐地区的偷渡移美潮，就不得

不说起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悲剧——金色冒险号事

件。

1993年6月6日，一艘名叫“金色冒险号”

的货轮，载着286名中国大陆旅客，不幸在美国

海滩搁浅。在此之前，这艘船已经在公海上徘徊

了两周时间，食物、淡水消耗殆尽，拥挤的船舱

一片哀嚎，终于在6月6日这天凌晨，大家决定

放手一搏，不等接应的人来，直接登陆。船搁浅

之后，趁着还没被发现，蛇头让大家游泳上岸，

因为海水寒冷和一些人不熟水性，导致10人溺

亡，幸好移民局的船及时赶到，

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姿势又变了

大量的中国移民来到美国，填补了美国劳动

力市场的缺口，不仅给中国老家带来了外汇，也

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时光飞逝，“八仙过海”移民美国的时代已

经过去了。到最近十几年，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姿

势，又变了。

美国开始迎来大量的中国投资移民，他们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加州”，美国人也开始逐

渐接受中国富裕群体的崛起，接受中国国力增强

的事实。

这一次，美国人开始感到不安和威胁。

美国的主流媒体，不再喜欢讲述那些老套的

“中国移民实现美国梦”的故事了，取而代之的

，是针对中国移民的负面报道。

这些年来，美国的很多媒体都在向美国人讲

述这么一个故事：在中国的动员和号召下，中国

移民开始“蚂蚁搬家”一般把美国的技术、经验

运回中国。

在这样的煽动下，美国社会又开始有了一股

排斥华人的风气。

这种“怀疑每个中国移民都是间谍”的风气

，早在1999年就开始大行其道了。当时，华裔

科学家李文和，被控窃取美国核武器机密，面临

了59项罪名的指控。

以华裔作家张纯如为代表的华人团体“百人

会”立即召开会议，认为这一事件严重影响了美

国华裔的形象，必须出面给予李文和帮助，还他

清白，不能让人给华裔泼脏水。于是大家联名签

署了一封信，寄给了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要求

他以“公开的方式”对华人肆无忌惮地攻击给予

批评。

在百人会的积极奔走下，最终李文和59项

罪名的58项被撤销，只有“非法下载文件”这

一项被承认，而李文和说：“实验室中其他科学

家也在做同样的事，自己之所以成为调查目标，

大概是因为身为华人。美国政府应该向自己道歉

”。

张纯如在她2003年出版的《美国华人史》中

，也提到了这件事，当时她就担心，随着中国国

力的逐渐强大，这样的事情恐怕今后还会发生。

张纯如的担心果然应验了，这样的风气到了

今天的美国，似乎愈演愈烈。

这其中的逻辑，我们回看美国华人这180多

年的历史，似乎能够找到答案。如果遇到美国经

济大发展的机遇，华人就会成为被敞开怀抱欢迎

的对象，而只要经济下行或遇到危机，华人就会

被拖出来背锅或转移视线。

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姿势，在变化，也在轮回。

从1到550万，中国人都是怎样移民到美国的？

上個週末，美國空軍終於得到總
統拜訪登的命令，出動戰鬥機，將一
個由中國放出，進入美國領空超過一
周的無人飛艇擊落。事件發生後，引
發中美關係緊張，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宣佈推遲原定於二月五至六日訪華的
行程，中國外交部則指美國以戰鬥機
擊落飛艇的行動反應過度。

這架引起軒然大波的無人飛艇，
簡單地來說，就是一個熱氣球吊著一
儀器艙，儀器艙兩邊各伸出一片太陽
能板，為儀器供電。若作為一個飛行
器而言，利用熱氣球飛行的技術，人
民類已經被發明了兩百多年，這是人
類最先發明的飛行器，但卻沒有像飛
機一樣在歷史上大放異彩。明白的是
；熱氣球的缺點非常明顯：速度慢、
難以控制、脆弱。我們偉大祖國今日
有飛機、有衛星，有火箭裝備，犯得
著用這種古老得掉牙的東西去偵察美

國的基地嗎？大國博弈從來是兵不厭
詐，很多旁人以為笨的方法，都會被
提出來，甚至作實際嘗試。反過來看
，熱氣球就有它的優點：它怎麼看都
不可能是一件威脅到美國的武器吧？
而且由於技術門檻很低，就算被其他
國家捕獲，也沒有甚麼損失。因此，
當中國認為美國用最先進的F22戰鬥
機把飛艇擊落是小題大造，不是完全
沒有道理的。

美國在一月二十八日就偵測到飛
艇進入了美國領空，直到二月二日，
傳媒公開一張當地居民拍到飛艇的照
片，美國政府才公開宣佈他們發現了
飛艇。中間那幾天發生了甚麼事呢？
筆者推測，一、搞清這個是甚麼東西
？好的，是中國的飛艇；二、詢問中
國政府，到底為甚麼它會出現在美國
？華府似乎沒有得到一個確切而又可
以向國民交代的答案；三、採取行動

？暫且不要，直到飛艇被美國的普通
人發現，或者拍到那張照片的，根本
不是一個「普通人」。

讀者們可以細心看看，拜登政府
接下來是怎樣「炒」這個議題。要不
要立刻把中國飛艇打下來？軍方認為
先不要，掉下來有危險。會傷害到地
面上的居住及房屋設施。不過事實上
，美國中部的人口密度實在是非常低
，而美國是地球上軍力最強的國家，
立刻打下來的風險真有那麼高嗎？其
實沒有。不過急急把飛艇打下來，話
題不就完了嗎？這才是拜登的真正意
圖。當飛艇在美國飄啊飄啊，讓越來
越多美國人親眼看見，那種中國在威
脅美國的說法，就越真實。對於這種
看似是中國侵門踏戶的行為，很容易
引起美國人的憤怒。這種感受，會在
美國社會中導出一個結論：拜登政府
對中國的強硬立場，是正確的！

事件還在與另一件歷史事件形成對
比。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政
府深知戰局越趨不利，但又苦於沒
有任何武器可以攻擊到美國本土，
因此研發出一種氣球炸彈，利用北
太平洋的噴射氣流，將帶著炸彈的
氣球吹到美國本土。直到日本投降
，日軍發出了九千個氣球炸彈，卻
只炸死了六個美國平民。作為一種
武器，氣球炸彈的效率低到極點，
行動也成為史上，唯一敵國策動並
成功轟炸美國本土的空襲…故事說
到這裡，不難明白華府其實想借事
件影射中國，就如二戰時的日本一
樣危險。

最後，當然就是在氣球飄出美
國領空之前，把它打下來。然後，
就是把殘骸撈起來，一件一件零件去
研究，三天兩日就把資料發給傳媒，
把議題再燃燒下去，將這個氣球的剩

餘價值用到盡。至於中國當初到底是
不是故意為之？中國一定說不是，美
國一定說是，完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小飛艇牽動中美外交風波小飛艇牽動中美外交風波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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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部將AV女優與女子摔角做結

合的性喜劇電影《女優，摔吧！》在上映

之際即以超大尺度的演出以及超爆笑的角

色互動引爆話題討論，並於今日正式宣布

將於2月17日於Disney+ 正式上線。

爆笑喜劇電影《女優，摔吧！》講述

前往日本當AV女優的麗絲愛愛（夏于喬

飾）和小紅莓（吳映潔 飾）不幸遇到AV

界的寒冬，被迫回到台灣求生，沒有任何

技能在身的兩人偶然被解放女子摔角俱樂

部的負責人順姨（曹蘭 飾）相中，邀請

一同加入摔角俱樂部演出。此外，《女優

，摔吧！》更邀請到重量級客串嘉賓林依

晨和男神林柏宏參與演出，讓網友直呼

「這不只是神仙打架！這是妖精打架！」

，而在瘋狂爆笑的背後，每個角色私下的

無奈與苦衷、受盡冷眼的小人物所需面對

的挫折與辛酸、以及眾人攜手面對困難後

破繭而出的感動與激情也讓觀眾紛紛表示

「意外熱血又勵志」、 「這是我今年看

過最好看的國片電影！」

夏于喬和吳映潔在《女優，摔吧！》

中為詮釋AV女優突破以往尺度，不只一

開場就有多人混戰戲碼，夏于喬還為了拍

攝電影中的A片素材，挑戰護士、水手服

、皮鞭、手銬等裝扮， 夏于喬也坦言自

己的母親在作品上映前一直很擔心，但為

了支持女兒依然決定包場支持，看完電影

後媽媽的心情也從原本的緊張變成了感動

，「她看到我們演員在戲裡真摔真打很心

疼，也為我們的熱血而感動」；夏于喬也

加碼分享先生的觀後感，表示先生看完電

影後覺得自己真的放得很開！除了在拍攝

期間被摔得很辛苦之外，也很替角色抱屈

和心疼。

此外，由吳映潔飾演的小紅莓一角

個性天真可愛，也讓不少網友直呼根本

是吳映潔「本色演出」，對此吳映潔也

大方分享小紅莓當然會有一些自己的影

子在角色中，但其實私底下和螢幕上的

自己還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因此依然

花了很多時間揣摩、詮釋小紅莓這個角

色，也希望觀眾能在《女優，摔吧！》

登陸Disney+ 後細細品味小紅莓可愛又無

俚頭、同時對一切困難挑戰都天不怕地

不怕的角色魅力。

《女優，摔吧！》是台灣首部結合女

子摔角與 AV 女優的性喜劇電影，由周

美豫執導、操刀《她和她的她》的溫郁芳

擔任編劇，以及夏于喬、吳映潔、黃心娣

等人領銜主演，並由滿滿額娛樂股份有限

公司、上作娛樂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女

優，摔吧！》將於2月17日於Disney+ 正

式上線。

《女優，摔吧！》夏于喬、吳映潔
挑戰從影以來最大尺度

即將於2月16日週四晚間22:00公共

電視頻道播出、公視+同步上架的公視紀

實《勳章》、《獨弦之歌》兩部作品，分

別記錄女性癌友勇於面對疾病的過程，以

及南管音樂家王心心突破自我的挑戰，展

現女性過人的堅強與韌性。

《勳章》導演齊怡因長期擔任「癌症

希望基金會」志工，提供影像紀錄的服務

，這次歷時將近十個月，透過攝影計畫敘

述女性癌友直視生命傷口的故事，重新定

義「勇敢」，她坦言：「我們拍的是個有

血有肉有溫度的「人」，而不是「抗癌鬥

士」。她們告訴我，真正的勇敢不是不怕

，而是害怕卻依然面對。」

齊怡更進一步說明，癌友的身體康復

了，留下疤痕，成為獨一無二的勳章，她

希望藉由拍攝，讓主角們和自已對話，慢

慢療癒內心的傷口，「生死折磨讓她們的

心房像蜂巢，一格格儲存的不是蜜，是苦

楚酸辛的沉積物，希望能透過這部影片拍

攝讓她們毫無保留得全部倒出來。」齊怡

感性的說。

《勳章》共紀錄四位癌友故事，其中

，在孕期確診卵巢癌一期的何如瑄，毅然

決定產後再治療，但病情也因此惡化成三

期，並陸續轉移脾臟和直腸，過程中她沒

有任何放棄的念頭，她說：「就算再讓我

選一次，我還是會把寶寶生下來，那一聲

哭聲讓我更有勇氣面對一切。」

而最年輕的李宜錡在17歲罹患急性白

血病後，經歷骨髓、肺臟移植後又再度復

發，雖然治療過程曾感到氣餒，為了家人

仍堅持面對，她樂觀表示：「不知道自己

可以活幾年，活著的每一年都感覺賺到了

。」而在後製階段得知年僅26歲的李宜錡

離世的消息，也讓製作團隊感到不捨，齊

怡坦言：「手機裡

還留有她最後給我

鼓勵的訊息，我會

記得她，這將成為

永遠鼓舞與支持我

的力量，謝謝宜錡

。」

《獨弦之歌》則是

敘述南管音樂家王心

心的藝術生活，她曾

突破南管的合奏傳統

，以琵琶獨奏開啟一

個人的劇場。2021年

，為了演出由編舞家

林懷民擔任藝術總監的《長恨歌》，必須徹

底拋開既有的南管技法與曲牌，導演張皓然

表示：「對於從小生活在南管世界的王心心

老師而言，這是她挑筋斷骨的考驗，也是她

脫離舒適圈的關鍵時期，很幸運能將這個重

大轉折記錄下來。」

王心心於1992年離開家鄉泉州隻身婚

嫁來台，2003年成立心心南管樂坊，《獨

弦之歌》描寫她脫胎換骨的生命歷程，如

何將傳統發展出全新的演出方式，過程充

滿孤獨與挑戰，特別擔任《長恨歌》音樂

指導、作曲家賴德和表示：「林懷民老師

曾笑稱，王心心燒成灰都是南管。希望她

能運用母語南管，將潛在本能激發出來。

」面對林懷民的要求與堅持，王心心陷入

沮喪之際，遇上疫情中斷了演出計畫，因

此獲得返鄉充電的機會，和家人、搖籃曲

重逢的珍貴時光，也讓她的焦慮得以緩解

，如同灌入活水，注入一劑強心劑。

導演張皓然希望透過《獨弦之歌》，

讓觀眾了解南管不同以往的呈現方式，更

期盼藉由王心心淬鍊的演出過程，獲得前

進的力量，他說：「無論面對多麼艱難的

任務，王心心追尋心中完美音樂的初衷不

會改變，堅持透過南管不斷鍛鍊自己，成

為更理想的生命。」

迎向2023，公視紀實系列紀錄片呈現

台灣在各種層面上的真實，以及各類觀點

上的透視，透過四部短片、一部長片紀實

新作，涵蓋人文刻劃、生命哲思、角色認

同、原民文化等多元議題，勇於突破既有

框架，引領更寬廣的思考。《勳章》、

《獨弦之歌》將於2月16日，週四晚間22:

00公共電視頻道首播、公視+同步上架，

敬邀大家一起來點亮公視紀實無需包裝的

獨特動能，品味新作帶來的啟發和感動。

公視紀實《勳章》、《獨弦之歌》週四播出

記錄女性面對
生命挑戰的勇敢與堅韌

金鐘導演麥覺明執導生態紀錄片《山

椒魚來了》上映至今全台票房近200萬，

引起眾多登山與關注生態環境的觀眾熱烈

討論，更有網友於「靠北登山大小事」社

團搞笑留言「看紀錄電影看到（眼眶）都

濕了！原來這麼催淚！」還呼籲大家進場

要記得帶衛生紙。麥覺明導演為答謝觀眾

支持，全台跑透透跑映後，累到趴在戲院

辦公桌上睡著。

除了眾多企業包場，還有很多中、小

學的師生、家長發動進戲院，其中位於新

竹的光明國小謝文惠老師，帶領學生與家

長共230人，花了來回一個多小時徒步到

影城看《山椒魚來了》。謝老師對同學說

：「等大家看完《山椒魚來了》，看到研

究學者在山上的付出，就會覺得走這一小

時很輕鬆。」

麥覺明導演透露《山椒魚來了》片頭

有暗藏恐龍叫聲的玄機，因為電影中記錄

山椒魚的3D微電腦斷層骨骼造影牙齒很

多非常像恐龍，被小朋友發現這樣的創意

感到很開心。

金鐘導演拍台灣特有種 「被靠北」
宣傳累趴在戲院睡著

70年代當紅的超級巨星劉文正，在90

年代淡出演藝圈後移居美國，消失30年後，

在今（15）日傳出離世，震撼華人娛樂圈，

而劉文正當年隱退原因又再度被人討論。

劉文正在39歲那年告別演藝圈，消失

30多年，許多粉絲都非常懷念一代巨星的身

影，但只能靠著過往的影像與歌曲懷念他。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劉文正的前經紀人

兼好友夏玉順證實，劉文正在去年11月12

日生日前過世，享壽70歲。

劉文正以帥氣的外表，風靡當年無數少

女的心，還創下許多代表作，《諾言》、

《小雨打在我身上》、《閃亮的日子》、

《遲到》、《卻上心頭》等膾炙人口的作品

，在只有老三台的年代，1977年在華視的

《劉文正時間》創下了82%的收視率，開創

了電視綜藝節目的新里程碑。

劉文正除了歌曲作品之外，1975年至

1982年間共演出了22部愛情文藝片，1984

年結束唱片合約之後淡出歌壇，退居幕後製

作人，1986年找了方文琳、裘海正與伊能靜

3人合組少女團體「飛鷹三姝」，在當時引

起不小的迴響，霍正奇、巫啟賢等藝人也由

他一手栽培。劉文正1989年在新春特別節目

《歌聲歡樂》後告別螢幕，從此消失在演藝

圈，並定居美國。

事實上，劉文正當年沒有真正的宣布

隱退，夏玉順表示，劉文正是怕他還會想

再回歸演藝圈，才會選擇漸漸淡出，沒有

斷了後路；夏玉順曾透露，劉文正問他

「如何成為永遠的巨星」，夏玉順向他說

「只有在觀眾還沒有拋棄你以前，你先放

棄觀眾，才有可能成為永遠的巨星」，劉

文正果真在1983年3度榮獲金鐘獎最佳男歌

星獎的隔年，1984年與唱片公司結束合約

並淡出歌壇。

巨星劉文正 「死訊藏4個月」
消失30年原因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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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挤”字，成了今年春节游的最大共

识。特别是两大热门省份，简直让人怀疑至少

一半中国人都在云南昆明喂鸽子，而另一半则

在海南三亚“下饺子”。

然而，当人们都在争论云南/海南两位“南

”大哥谁能稳坐热门目的地“头把交椅”时，

另一个省份迅速蹿了上来，说：不好意思，这

个位置是我的。

这个省份，就是四川。

据《第一财经》消息，1月27日，中国旅游

研究院专项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假期四

川旅游接待人数居全国第一位。春节期间全省

共接待游客5387.59万人次，旅游收入242.16亿

元，分别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9.73%、84.75%

，重回巅峰指日可待。

游客们对四川的狂热也毫不掩饰，光是乐

山大佛的门票就连续5天售罄，并创造了24小时

接待游客破10万人次的历史性纪录。阆中古城

、峨眉山等景区的接待人数和门票收入均超

2019年同期水平。

四川，到底凭什么？

兼具雪山和平原的省份

要解答这个问题，得从四川的地貌开始。

从高空中俯瞰四川，任谁都会惊叹造物主那等

同鬼斧的手艺：

地处我国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过渡带，

直接从青藏高原跨到了四川盆地，最高的贡嘎

雪山和最低的成都平原直接相差了7000米以上

，这也让四川一次性集齐了高原、山地、平原

、丘陵、盆地5种地貌，成为我国地形最复杂的

省份。

打卡四川，就相当于打卡了一个“微缩版

的中国”。川西和川东看起来像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地方，一个高耸入云，另一个低如坦途。

当你以为四川就是成都及其周边20个市县的1.43

万平方公里时，川西高原会告诉你，它相当于

23个成都，处处布满了高原和山地。对，四川

地貌起伏之剧烈，让它轻松拥有了全国任何一

个省区在数量上都无法比拟的自然景观，让人

惊叹“天下山水在于蜀”。

川西的绝活是雪山。横断山脉霸道地从中

隆起，让后来许多知名的雪山出现在这片土地

上：岷山、邛崃山、大雪山、沙鲁里山……其

中，贡嘎雪山（7556米）、格聂雪山（6204米

）、四姑娘山（6250米）耸立其间，让后来的

峨眉山（3099米）显得像个“小弟”。

丰富的降水让川西的极高山上发育出大量

冰川，海螺沟冰川、达古冰川共同塑造出巍峨

的四川。同一时间，无数的河流也从雪山高原

上出发，奔腾着向那中国两大母亲河长江、黄

河流去。

对了，四川也是非著名“千河之省”，拥

有1400条河流，也是长江、黄河同时流经的省

份，既有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也有九曲

黄河第一湾。无数只在历史课本中出现的河流

，都在四川化作了具象：岷江、金沙江、雅砻

江、大渡河、沱江、涪江、嘉陵江奔流不息，

曾经在这些河流中上演的波澜壮阔的故事也变

作一颗颗历史尘埃，投入江中。

而地处川西、川东过渡带的景象，则让四

川的地貌更显诡谲难测。先从北部的钙华现象

说起，在旷日持久的地壳、冰川、岩溶、地震

等多种地质作用下，黄龙景区被塑造成型。从

高空中俯瞰，长达1300米的天然钙华滩，像极

了东方神话里的“金色长龙”。5000个大大小

小的钙化池藏于高山深谷中，显然，这是世界

级的钙华景观。

黄龙再向北100公里，便是闻名天下的九寨

沟。和黄龙景区一样，地处过渡带的九寨沟受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影响，形成了瑰丽无比、举

世无双的高山自然景观。去过九寨沟，谁不得

高低说一句：“我刚从神仙住的地方回来。”

过渡带中部的青龙山和峨眉山，不得不放

缓发育的脚步，向平原靠拢。相对较低的海拔

也让它们接上了人气，成为了兼具自然和人文

的景区。

欸，在四川过渡地带的西南部，千万别遗

留了“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稻城

亚丁。这里保存着第四纪冰川运动的古冰体遗

迹，三大神山和无数海子构成了藏人心目中的

“神山圣水”。

在巍巍四川，竟有5处世界遗产、21个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和255个A级旅游景区。行走在四

川，真的一不小心就跌入风景里。

古蜀文化，璀璨万年

有人被四川的巍峨雪山吸引，就有人被四

川古老的精神内核所折服。

很奇怪，四川像一本翻不完的深邃古籍，

又像耀眼得难以靠近的巨大的灼热球体，让人

百看不厌又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

长江与黄河之间，同纬度的还有位于西亚“两

河流域”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同样的土

壤肥沃、雨水充足就决定了这里必然发生着什

么，巴蜀也走向了既定的轨道。

约莫5000年前，一群从青藏高原上迁徙下

来的古羌人定居在川西一带，史称“蜀山氏”

。后来他们垒起石堆、修建广场，建造了古蜀

王国，第一代国王便是蚕丛。《华阳国志》记

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著名

的三星堆文化就是古蜀国早期的文化，在夏商

周时期，古蜀国已经发展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

明，确实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闭塞的山脉给古蜀文化更添一层神秘感。

大巴山、巫山、大凉山、小相岭、龙门山把四

川盆地团团围住，让李白感叹：“尔来四万八

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但偏偏四川的地理

位置非常重要，接壤重庆、贵州、云南、西藏

、青海、甘肃、陕西7省（自治区、直辖市），

是沟通东与西、南与北的重要交通走廊。这就

决定了，蜀人在蜀道开辟上的积极进取。

于是，你会发现巴蜀文化既有农业文明不

可避免的封闭性，又有努力向外拓展、突破群

山封锁的开放性。

确实，川西一带的高原雪山，就像一个天

然的隔绝屏障，能把几个世纪以来的风土人情

、民俗文化很好地保存下来。这里的生活古朴

真挚、充满原始野性，在大都市中更显难得，

丁真的故乡理塘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川本就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彝、藏、羌

、苗、回、蒙古、傈僳、满、纳西、土家、白

、布依、傣、壮14个少数民族聚居在川西的高

原山地和南部的边缘山地，具有浓郁的民族风

情，丹巴碉楼和甲居藏寨依旧远离人烟，为人

所称颂。

但这并不妨碍蜀人向外拓取的野心。除了

让李冰修建都江堰工程，让成都平原成为“不

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外，自春秋战国以来，无

数蜀人前赴后继，致力于修筑通往外界的通道

：光是从长安入蜀的通道就有翻越秦岭的陈仓

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和翻越大巴山的

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自成都向西，有

连接西藏直通西域的茶马古道；成都以南，又

有连通云南的五尺道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通向

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

就这样，无数四通八达的蜀道连通了中原

、西域和南亚，让成都自西汉以来便成了“西

南大都会”。唐朝，便有“扬一益二”的说法

；宋朝，在成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货币“交

子”，无数的蜀布、麻纸、茶叶销往中原和南

亚。频密的中西文化交流让当时的四川成了全

国的文化、佛教和艺术中心。

走进四川，依旧能轻松遇见当时文化交流

留下的痕迹：峨眉山、文殊院、青羊宫、乐山

大佛、杜甫草堂等，还有因各种古道、地域而

兴起的古城镇，比如阆中古城、平乐古镇、黄

龙溪古镇等。

川味，让中国人上瘾的味

抛开瑰丽无比的自然景观和神秘璀璨的巴

蜀文化，无数人仍肯为味蕾入川。

川菜，绝对算得上是中国菜系中的顶流。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仿佛都无人能拒绝这一场

“舌尖上的高潮”：用油作为底料，辅以盐、

姜、蒜、腌辣椒和豆瓣酱（川菜之魂）调味，

最重要的是来点花椒，它们像小爆竹一样在舌

头爆炸、又像电流击穿了身体，赋予了川菜最

大的招牌特色——麻和辣。

但在麻辣之外，川菜还有其他丰富的味型。

川菜讲究“三椒三香三料、七滋八味九杂”，在

“麻、 辣、咸、甜、酸、苦、香”7种味道的自

由排列组合下，又变幻出麻辣味、红油味、椒麻

味、鱼香味、荔枝味等24种复合味型，“中国菜

传教士”扶霞就点出了川菜的最大精髓：“一顿

地道的川菜大餐就像是过山车——有辣，有酸甜

，有麻，也有柔和的口感。”

或许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特色

，正好满足了中国人挑剔的味蕾。

其实，川菜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口感，离

不开这片土地千百年来的滋养。川菜的发展大

抵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辣椒传入前，一个是

辣椒传入后。川菜发源于巴蜀，在没有辣椒以

前，蜀人已经“尚滋味，好辛香”，懂得用卤

水、岩盐和花椒调味，来抵御雾天和湿气了。

在辣椒的缺位时期，也没人阻挡得了物阜民丰

的天府之国向美食进攻的脚步。

早在西晋，《蜀都赋》中就已有“金罍中

坐，肴烟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这种关

于蜀人围炉吃火锅的描述。到了唐宋，随着蜀

地经济发展的腾飞，美食也跟着跃升了一个层

次：在川生活近20年的李白为唐太宗献上一道

以陈年花雕酿成的“太白鸭”；吃货苏轼发明

了甜口的“东坡肉”；长期在川为官的陆游写

了50多首关于四川饮食的诗，他称“东门买彘

骨，醯酱点橙薤。蒸鸡最知名，美不数鱼蟹。

”可想而知当时蜀地美食之丰盛，直至北宋，

川菜终于冲出蜀地走向全国，川式饭馆开遍了

汴梁。

我们如今吃到以辣味为主的川菜，大概是

在清末定型的。当时辣椒已传入中国，又迸发

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他们所带来的辣

味饮食很快便被生活在雾重、潮湿之地的四川

人所接纳，才演化出今天海纳百川、无所不包

的川菜。

在吃货眼中，四川就是一张美食地图。他

们会去成都吃夫妻肺片；去眉山吃东坡肘子；

去乐山吃甜皮鸭和跷脚牛肉；去绵阳吃米粉；

去德阳吃兔头；去广元吃豆腐、凉面；去凉山

吃坨坨牛肉……

真正的旅行大省，在闷声发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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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台灣北美旅館總會第七屆北美總會長職務的許文忠董事長七十大壽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伉儷偕相關同仁應邀出席由僑界眾多親朋好友為他共同慶生的

晚宴，羅處長特別還在晚宴中致贈許董事長生日禮物，祝福他身體健康，事業再創新高。
慶生活動是在許董事長經營的Hilton Gardrn Inn 旅館內舉行，許董事長夫人黎淑瑛女士，目前

擔任僑務諮詢委員，同時也是聲譽卓著，全球知名的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的名譽總會長，許
董事長及黎名譽總會長在晚宴當中致詞時，均特別感謝羅處長夫婦出席，以及感謝羅處長自2020年
7月到任以來對休士頓僑界的努力貢獻及辛勤付出，休士頓僑界及各社團對羅處長愛僑護僑的工作成
績，均一致表示高度肯定與支持，也代表休士頓所有台僑，表達大家對台灣的堅定支持及熱愛台灣
與共同守護家園的堅定決心及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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