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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House panel approves bill giving Biden 
power to ban TikTok

  
If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
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
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281-965-6390
Jun Gai          281-498-4310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Inside C2

WASHINGTON, (Reuters) 
- The U.S.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voted 
on Wednesday along party 
lines to give President Joe 
Biden the power to ban Chi-
nese-owned TikTok, in what 
would be the most far-reach-
ing U.S. restriction on any 
social media app.

Lawmakers voted 24 to 16 
to approve the measure to 
grant the administration new 
powers to ban the ByteD-
ance-owned app - which is 
used by over 100 million 
Americans - as well as other 
apps considered security 
risks.

“TikTok i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 It is time to act,” 
said Representative Michael 
McCaul, the Republican chair 
of the committee who spon-
sored the bill.

“Anyone with TikTok down-
loaded on their device has 
given the CCP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 backdoor to 
all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It’s a spy balloon into their 
phone.”

Democrats opposed the bill, 
saying it was rushed and re-
quired due diligence through 
debate and consultation with 
experts. The bill does not 
precisely specify how the ban 
would work, but gives Biden 
power to ban any transactions 
with TikTok, which in turn 
could prevent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ccessing 
or downloading the app on 
their phones.
Elon Musk hints at two future 
Tesla vehicles in Investor 
Day event
Alphabet’s Waymo cuts 
more than 100 jobs in second 
round of layoffs
EV startups from Lucid to 
Rivian see demand fade, sup-
ply chain issues linger
EU regulators extend dead-
line for Microsoft, Activision 
deal to April 25
The bill would also require 

Biden to impose a ban on 
any entity that “may” trans-
fer sensitive personal data 
to an entity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China.

TikTok has come under in-
creasing fire in recent weeks 
over fears that user data 
could end up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
dermining Western security 
interests.

The White House this week 
gave government agen-
cies 30 days to ensure that 
TikTok is not on any federal 
devices and systems. More 
than 30 U.S. states, Canada 
and European Union policy 
institutions have also banned 
TikTok from being loaded 
onto state-owned devices.

The fate of the latest mea-
sure is still uncertain and 
faces significant hurdles be-
fore it can become law. The 
bill would need to be passed 
by the full House and U.S. 
Senate, which is controlled 
by Democrats, before it can 
go to Biden.

“A U.S. ban on TikTok is a 
ban on the export of Amer-
ican culture and values to 
the billion people who use 
our service worldwide,” a 
TikTok spokeswoman said 
after the vot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did not say whether it was in 
favor of moving ahead with 
the bill or not, saying only 
that it has previously raised 
concerns about apps like 
TikTok.

“We’ll continue to look at 
other actions that we can 
take, and include -- that 
includes how to work with 
Congress on this issue 
further,” said White House 
spokeswoman Olivia Dalton.

‘INSTINCT TO BAN’
Representative Gregory 
Meeks, the top Democrat on 

the committee, said he strongly 
opposed the legislation but under-
stands concerns about TikTok.

“The Republican instinct to ban 
things it fears, from books to 
speech, appears uninhibited,” 
Meeks said, adding the bill 
would require the administration 
to sanction TikTok and other 
subsidiaries of TikTok’s parent 
company.

The U.S. government’s Commit-
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 a pow-
erful national security body, in 
2020 unanimously recommended 
ByteDance divest TikTok because 
of fears that user data could be 
passed on to China’s government.

TikTok and CFIUS have been ne-
gotiating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on data security requirements. 
TikTok said it has spent more 
than $1.5 billion on rigorous data 
security efforts and rejects spying 
allegations. Meeks wants the 
talks to continue.

Meeks said the bill is “danger-
ously” broad and would require 
U.S. sanctions on Korean and 
Taiwanese companies that supply 
Chinese companies with semi-
conductor chips and other equip-
ment because of its broad restric-

tions on data transfers to China.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called on lawmakers to op-
pose the bill, calling it “a serious 
violation of our First Amendment 
rights.”

McCaul told Reuters after the 
vote that he expects the bill 
would be voted on by the House 
this month.

TikTok Chief Executive Shou 
Zi Chew is due to appear before 
the U.S.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 on March 23 after 
meeting with lawmakers last 
month on Capitol Hill.

TikTok app logo is seen in this 
illustration taken, August 22, 
2022. REUTERS/Dado Ruvic/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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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People comfort each other outside the Sacred Heart Catholic Church after at-
tending the funeral service of Amerie Jo Garza, one of the victims of the Robb 
Elementary school mass shooting that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19 children and 
two teachers, in Uvalde, Texas.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A family reunification takes place when a woman carrying a baby reacts after evacuating from 
Russian troop-occupied Kupiansk town in a bus convoy, amid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on the 
outskirts of Kharkiv, Ukraine. REUTERS/Ivan Alvarado

Workers in protective suits stand on a truck as the city prepares to end the lockdown 
placed to curb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Shanghai, China. REUTERS/Aly Song

Members of the K-Pop band 
BTS (not in order) Kim 
Taehyung, Kim Seokjin, Jeon 
Jeongguk, Kim Namjoon, Park 
Jimin, Jung Hoseok and Min 
Yoon-gi makes statements 
against anti-Asian hate crimes 
and for inclusion and represen-
tation during the daily briefing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
ton. REUTERS/Leah Millis

Children run holding flags 
during a candlelight vigil on 
Canada’s first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
tion at Chiefswood Park in 
Ohsweken, Ontario, Canada 
REUTERS/Carlos Osorio

An evacuation convoy travels 

from Russian troop-occupied 

Kupiansk town, along a dam-

aged road, amid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on the outskirts of 

Kharkiv, Ukraine. REUTERS/

Ivan Alvarado

Since the
covid-19 swept the
world more than
three years ago the
world situation has
taken major tur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ave suffered
unprecedented pain
which also led to the
ris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United States.
Specially with
Chinese Asian
decent.

Today the bill in
Texas Senate try to
ban the Chinese to
buy land in Texas no
matter how they
amend it has always
had an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with us.

Fortunately we
have many politicians community leaders Have came
forward to fight for our Chinese comunity.

We decided to hold a rally on coming saturday 11:00
at Stanford center the rally will led by our congress Al

Green Congresswoman Sylvia Garcia Congresswoman
Judy Chu and State Senator Joh Whitmire and leaders
from Afirican Latino comunity.

0303//0909//20232023

We all have to stand upWe all have to stand up
Rally on coming SaturdayRally on coming 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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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porizhzhia, Ukraine

Street artist Denys Antiukov and his assistant 
Hanna work on a mural inspired by the Russian 
Warship, Go F... Yourself! postage stamp in the 
Khortytskyi district of Zaporizhzhia, southeastern 
Ukraine. (Photo/Albert Koshelev | Future Publish-
ing | Getty Images)

Key Point
Sinc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on Feb. 24, artis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created poignant murals 
to support Ukraine. We share here how artists 
have depicted the war across the globe.

Belgrade, Serbia

A person walks next to a mural of Russian Presi-
dent Vladimir  Putin, which has been vandalised 
with red spray paint and the  word “War” written 
instead of the original text reading: “Brother”, fol-
lowing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 Belgrade,                                                            
Serbia, April 29, 2022. Marko Djurica | Reuters

Paris

Fresco murals by French street artists Kelu Abstract 
and Jeff   Aerosol are displayed on the wall of a Pa-
risian building on  March 14, 2022 in Paris, France. 
Chesnot | Getty Images

A fresco mural by French street artist Julien Malland 

aka Seth  Globepainter is displayed on the wall of a 
Parisian building on  March 14, 2022 in Paris, France. 
Chesnot | Getty Images

A man takes a picture of a fresco mural by French 
street artist Sara Chelou displayed on “The walls of 
peace” on March 28, 2022  in Paris France. Chesnot 
| Getty Image

A man takes a picture of a fresco mural by French 
street artist  Eric Ze King aka EZK displayed on “The 
walls of peace” on  March 28, 2022 in Paris France. 
Chesnot | Getty Images

French street artist and painter Christian Guemy (R) 
known as C215 poses in front of his fresco depicting 
a Ukrainian young girl with a quote attributed to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ir Zelensky: “I really 
don’t want my photos in your offices, because I am 
neither a god nor an icon, but rather a servant of the 
Nation.”    Joel Saget | AFP | Getty Images

A man takes a picture of a fresco murals displayed 
on “The walls  of peace” on March 28, 2022 in Paris 
France. Chesnot | Getty Images

Borovsk, Russia

A child walks past by a graffiti made by the artist 
Vladimir Ovchinnikov in Borovsk, some 100kms 
south-west of Moscow, on April 14, 2022. Retired 
engineer Vladimir Ovchinnikov has spent decades 
painting murals on buildings in and around his                                                                 
small town south of Moscow. But since the outbreak 
of Russia’s conflict with Ukraine, the 84-year-old has 
found that some of  his art is not welcome. | Afp | Getty 
Images

Rome

Rome, the new mural by the artist Maupal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by Russia depicting two Ma-
tryoshkas. Francesco Fotia Universal Images Group 
| Getty Images

Anti-Ukraine war mural by Italian street artist 
known by the name of ‘Laika’ depicting a hug 
between two women, one dressed in the Russian, 
the other in the Ukrainian national colors, respec-
tively, above the word MIR (Peace) In the Ostiense                                                                  
district on March 09, 2022 in Rome, Italy. Andrea 
Ronchini | Nurphoto | Getty Images

Peace. The new mural by street artist Laika dedicated 
to the crisis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Marilla Sicil-
ia | Mondadori  Portfolio | Getty Images

A mural depicting a Ukrainian child under the SOS 
writing, created by the street artist known as ‘Harry 
Greb’, is seen next to the Coliseum metro station on 
March 17, 2022 in Rome, Italy. Andrea Ronchini | 
Nurphoto | Getty Images

A resident walks past mural painting by Bulgarian 
artist Stanislav Belovski depicting Russian Presi-
dent Vladimir Putin holding his own body in Sofia, 
on March 15, 2022. Nikolay Doychinov | AFP |                                                                 
Getty Images

Amsterdam, Netherlands

Murals of two young Ukrainian victims portrayed 
on the wall. On  the left, Vitaliy Skakun Volody-
myrovych (1996-2022) who is seen as a hero by the 
Ukrainian army for his heroic action during the ex-
plosion of a bridge to stop the Russian army, on the 
right, 10-year-  old Ukrainian Polina, murdered by 
Russian soldiers when she and her family tried to flee 
Kyiv by car. Ana Fernandez | Sopa Images |                                                                                          
Getty Images

Buenos Aires, Argentina

A woman walks pass the mural “No to war” by 
muralist Maximiliano Bagnasco in Buenos Aires 
on March 5, 2022. Juan Mabromata | AFP |                                                            
Getty Images

Barcelona, Spain

A passer-by is seen observing the graphic representa-
tion of Ukraine’s president Zelensky calling for an end 
to the Russian invasion is seen  in Plaza de Sant Jaume. 
Paco Freire | Lightrocket | Getty Images

A passer-by is seen taking photos of artist TvBoy’s new 
collage for peace in Ukraine. TvBoy, the Italian artist 
living in Barcelona, installs a new  collage on the war 
in Ukraine in Plaza de Sant Jaume, representing three 
children installing a flag of peace on a Russian tank. 
Paco Freire | Lightrocket | Getty Images

A woman looks at a new work by Italian street artist 
TvBoy that depict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
tin in prison, in Barcelona on March 31, 2022. Josep 
Lago | AFP | Getty Images

A newsagent picks up magazines next to a mural 
by Italian urban artist Salvatore Benintende aka 
“TV BOY” depicting a girl painting a peace symbol 
on an Ukraine’s flag, reading “Hope” in Barcelona                                                                         
on April 30, 2022. Pau Barrena | AFP | Getty Images

Gdansk, Poland

A mural of Putin, Hitler, and Stalin with a slogan ” 
No More Time”  is seen on the wall next to the PKM 
Gdansk Jasien train station. Mateusz Slodkowski | 
Lightrocket | Getty Images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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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Make Art, Not War!”

Artists Around The World Leave 
Their Mark In Support Of Ukraine

Yellow heart pierced by bullets on a blue back-
ground with inscription in Ukrainian and Pol-
ish - “Ukraine is fighting” - is seen in Gdansk,                                                         
Poland on 6 March 2022 The mural was created 
to support Ukrainian people during the Russian 
war against Ukraine. Michal Fludra | Nurphoto 
Getty Images

Poznan, Poland

A mural by graffiti artist KAWU depicting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as 
Harry Potter with Z on his forehead (instead                                                           
of lightning bolt) symbolising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s seen in  Poznan, Poland March 9, 2022. 
Piotr Skornicki | Reuters

Kyiv, Ukraine

Kyiv, a mural against Putin in the city cen-
ter, the inscription reads: Ukraine 5: Putin 
0. Nicola Marfisi | Universal Images Group |                                                              
Getty Images

Young people ride their e-scooters past a ‘stop 

the war’ poster in central Kyiv on May 19, 
2022 in Kyiv, Ukraine. Christopher Furlong |                                                         
Getty Images

Ukrainian soldiers take pictures of a mural titled 
‘Saint Javelin’ dedicated to the British porta-
ble surface-to-air missile has been unveiled on 
the side of a Kyiv apartment block on May 25, 
2022  in Kyiv, Ukraine. The artwork by illustra-
tor and artist Chris Shaw is in reference to the 
Javelin missile donated to Ukrainian troops to                                                                            
battle against the Russian invasion. Christopher 
Furlong | Getty Images

People take pictures of a sculpture depicting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Vladimir Putin called 
“Shoot yourself” in the centre of Kyiv. Sergei                                                 
Chuzavkov | Lightrocket | Getty Images

Lviv, Ukraine

A woman sits in front of a graffiti tribute to the 
Ukrainian Military and their ongoing war with 
Russia. Joe M O’Brien | Lightrocket |  Getty Images

Berlin, Germany

A cyclist passes by a part of the Berlin Wall dec-

orated with a graffiti of a Ukrainian flag colored 
Peace symbol, expressing solidarity with Ukraine 
at Potsdamer Platz on May 4, 2022 in Berlin, Ger-
many. Omer Messinger | Getty Images

Vilnius, Lithuania

VILNIUS, LITHUANIA - APRIL 26: Street 
art paintings which supports Ukraine on April 
26, 2022 in Vilnius, Lithuania. Russia  invaded 
neighbouring Ukraine on February 24, 2022, 
and has been met with worldwide condemnation 
in the form of rallies, protests and peace march-
es taking place in cities across the globe. Paulius                                                                
Peleckis | \Getty Images

Dublin, Ireland

People pass a mural of President of Ukraine Volo-
dymyr Zelenskyy, by the artist Aches, in central 
Dublin. Picture date: Monday April 4, 2022. Niall                                                
Carson | Pa Images | Getty Images

Edinburgh, Scotland

New street art which has appeared in Leith, Edin-
burgh, in response to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The mural features a Nightingale, the official na-
tional bird of Ukraine, against the country’s flag. 
Picture date: Tuesday April 5, 2022. Jane Barlow | 
Pa Images | Getty Images

Bristol, U.K.

Artwork of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
enskyy being portrayed  as Superman is seen on a 

wall of a shop, on May 15, 2022 in Bristol, England.                                                        
Matt Cardy | Getty Images

Cardiff, Wales

A resident looks at new street art mural has 
appeared in Cardiff depicting Ukraine’s capital 
Kyiv under siege on March 01, 2022  in Cardiff, 
Wales. Huw Fairclough | Getty Images

London

A drawing describing the Russia-Ukraine war 
on the floor at  Trafalgar Square. Demonstra-
tions in support of Ukraine have been ongo-
ing on an everyday basis in London since the 
Russia- Ukraine War started on 24th February 
2022. Hesther Ng | Lightrocket Getty Images

Stop the War and the pro Russian ‘Z’ with a 
cross through it, solidarity  with Ukraine graf-
fiti in Shoreditch, London. Matthew Chattle | 
Future Publishing | Getty Images

Krakow, Poland
A mural depicting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
myr Zelenskyy and ‘Glory to Ukraine’ slogan 
written in Polish is seen in Krakow, Poland                                                                   
on 22 March, 2022. Beata Zawrzel | Nurphoto 
| Getty Images

Nairobi, Kenya

An artist showing a protest symbol power 
sign by a street mural created by a group of 
Artists from Maasai Mbili depicting Kibera’s                                                                            
love for Ukraine a midst the war. Donwilson 
Odhiambo | Sopa Images |  Getty Images

A girl poses by a street mural created by a 
group of Artists from Maasai Mbili depicting 
a sign of love from Kibera to Ukraine a midst 
the war. Donwilson Odhiambo | Lightrocket 
| Getty Images

Los Angeles

A street stencil by artist 1GoodHombre depicts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y 
gripping submachine guns as a person walks                                                                       
past on Melrose Avenue on March 30, 2022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Mario Tama | Getty 
Images

A woman walks past the ‘To Ukraine With 
Love’ mural by artists Corie Mattie and Ju-
liano Trindade depicting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on March 14, 2022 in Los An-
geles, California. Mario Tama | Getty Images
(Courtesy https://www.cnbc.com/202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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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Make Art, Not War!”
Artists Around The World Leave 

Their Mark In Support Of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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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嵩然

	作者／吳采榮、馮冰

	作者／趙甫錡	、

			泰瑞仆卡

	作者／蔡長治、蘇素珍

重建緩慢 伊恩風災中長期關懐

點亮福慧燈  
亞特蘭大新春祈福

百人同心祈福  
義賣手工糕點賑災

跳蚤市場中的玩具受到孩子們的喜愛，收益相當興隆。
攝影／林嵩然

慈濟志工在屋頂和窗戶破損的移動屋做家訪評估工作。
攝影／蘇素珍

◎ 拿不到政府和機構補助

◎ 愛人之心可以積福

◎ 竹筒匯集愛的力量

◎ 無力搬遷，只好將就度日

◎ 培養本地的慈濟種子

◎ 善心不分大小遠近

◎ 2.5小時募得800多美元
個人的力量有限，如果把這一份發心擴大，邀請其他有
心一起投入，力量就變大了。  

愛心媽媽  林育亭

善心不分大小遠近  愛心盈溢德州分會

	 由於孩子們生長在休士頓，一個沒有地震的地區，老

師要將土耳其大地震和見苦知福落實到教學中，的確需要有

一些方法。陳俐樺校長和教師團隊首先帶領孩子們了解土耳

其這個遙遠的國度在哪裡，大地震是在什麼時間、地點發生

的……？通過影片與照片分享，引導著孩子們思考，以及距

離遙遠是否就無能為力？還是也可以為災民們做些什麼？

	 小小愛心，可以匯集成為救苦救難的大愛。個人的力量

	 「愛心家長」是人文學校一股令人感動的力量，家長發

起的跳蚤市場義賣，短短的兩個半小時就募得800多美元。

愛心媽媽林育亭看到遠在台灣的鄉親都開始募心募愛，決定

在休士頓也要做點什麼，立即號召學校的愛心家長啟動愛心

義賣。

	 跳蚤市場的物品來自學生、家長和志工們家中用不到的

東西，自行標價後送來義賣，所得全數捐到災區。這個活動

獲得家長們的支持，不僅捐出自己不需要東西，也把需要的

物品買回家，一舉數得，兩全其美。

	 愛心媽媽的黃詩詒是學校的攝影高手，經常為大家留下

很多美好的畫面：「這兩個週末，整個德州分會只能用『滿

滿的愛』來形容，每每看著要按下快門的畫面，都是無比的

感動；大家都是無私地投入，我們生活的幸福美滿，希望真

的可以為土耳其、敘利亞的災民盡一份力。

慈濟德州分會和慈濟休士頓人文學校在2月19日和2月26

日連續的兩個週日，教學團隊、行政人員、愛心家長

和志工們融為一體，讓人文教學不只是一堂課程，更是在大

家通力合作下，通過跳蚤市場義賣和竹筒回娘家，一起為土

耳其地震賑災募集到1,400多美元的愛心。

		 這個學期，慈濟休士頓人文學校的人文教育主題之一

是「仁愛」，以「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壞事不能多我一

人」；「每天做好事，每天都快樂。」兩句靜思語，啟發

孩子心中最純潔的那份愛心。由於土耳其發生強烈地震，老

師隨即調整課程，將大地震為土耳其、敘利亞人民帶來的苦

難，以及全球慈濟人投入人道關懷的賑災行動，都加入課程

規劃中；藉此啟發孩子們的愛心，以及人人都可以投入募款

募愛的行列中。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濟嶢、志工白淑宜、奥蘭多及

邁阿密志工，經過幾次開會討論後，決定在3月4日

前往伊恩颶風（Hurricane Ian）的重災區，安排一次災後

中長期關懷行，前往松島（Pine Island）的一個移動屋社

區（The	 Palms	 at	 Pine	 Island）家訪和評估，並在奇奎塔

（Chiquita）圖書館舉辦祈福和愛灑的社區茶會。

		 風災之後，幾近半年之久，慈濟德州分會志工再次來到

當時的重災區松島，沿途所見，依舊是斷垣殘壁，可知復原

工作進度緩慢，居民苦不堪言。來自休士頓、奧蘭多和邁阿

密的慈濟志工，還有那不勒斯慈善組織水療之家（Freedom	

Waters）的三位好朋友們，十三位志工與流動屋的三位居民

志工，兵分二路，展開逐戶敲門的家訪。

慈濟亞特蘭大支會獲社區肯定，民眾和慈濟亞特蘭大人

文學校的學生們都帶著竹筒回娘家，把平日積攢的小

錢匯集在一起，讓慈濟人在美國和全球各地行大善。

		 2023年2月26日，慈濟亞特蘭大支會在桃樹角市

（Peachtree	 Corners	 City）的會所舉辦新春祈福會。會眾和

2月17日，美國佛羅里達州（Florida）慈濟奧蘭多聯絡處借用貝爾達老人中心（Beardall	 Senior	 Center）舉行新

春祈福會。這是三年多來首次對外舉辦的大型活動，疫情雖

已減緩，志工們還是貼心的戴上口罩，用歡喜的心和莊嚴的

心迎接社區民眾。	

	 大家首先享用志工們精心準備的美味素齋、甜點、水

果，讓許多遠道而來的人們可以先填飽肚子，休息一下，再

整裝進入祈福會。奧蘭多聯絡處負責人林智代表感謝大家多

年來的支持，司儀張維光引導大家開始當晚的祈福活動。	

《愛與關懷》手語帶動，讓大家融成了一片，每個人都用心

	 為協助有需要的休士頓家庭，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與休士頓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合作，擬於	
3月11日與3月25日舉辦蔬果發放活動，以行動支援有需
要的鄰里鄉親，幫助生活艱困的民眾了解到他們並非孤
單無助。
	 食物發放採得來速（drive	thru）模式進行，同時接
受民眾步行前來領取，參與食物發放的民眾需全程戴上
口罩。預計發放350份蔬食，數量有限，先到先領，發
完為止。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3月11日與3月25日，上午11點至下午1點，發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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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亞特蘭大僑教中心歐宏偉主任、僑務諮詢委員何智達、

黃美美，僑務委員陸復泰應邀與會，慈濟志工、慈濟大專青

年志工、慈濟少年團、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學生、教師團

隊、家長和社區民眾等共同為土耳其地震災民祈福。	

	 支會負責人孫嘉蒞代表歡迎大家，並介紹會所在2023

年2月份開始免費報稅服務(VITA)，為社區中低收入家庭服

務，他也邀請社區民眾加入志工行列，服務社區。

	 人文學校學生手語表演《地球是我們的家》，家長們看

	 根據當地志工描述，約有半數受難居民已經搬離，剩

餘無力搬遷的災民，大多是胼手胝足的艱難生活，一點點修

繕自己的家園；復原工作幾乎都是和家人一同打拼，放眼看

去，只有很少的專業工程。

	 志工們有緣訪問了幾位居民，他們大多是西裔移民，低

收入，英語很難溝通，但樸實簡單。他們中間有些住房的水

電還未完全復原，房東仍按月催繳房租，甚至有居民說，房

租還漲了10%。

微薄，但匯集小愛，就是滿滿的大愛。休士頓人文學校的開學

典禮上，每個孩子都會得到一個慈濟竹筒，只要每天、每週投

進一些硬幣，錢不必多，卻可以讓慈濟人到災區救助災民。

	 一週之後的上學日，孩子們在老師與家長的引導下，手

拿愛心募款箱、靜思語、賑災標語等，在校門口向每一位進

入的人們募款：「送愛心到土耳其」、「一元不嫌少、一百

元不嫌多」等，大人紛紛解囊，共襄盛舉。

	 一位愛心家長表示：「孩子答應上課前要在校門口募

款，作息都變得積極了，平常要提醒起床、出門上學等，這

兩天卻主動早起，不再賴床，而且提早出門，已經懂得要為

募款盡一分力。」

	 很多學生將平日存錢的竹筒帶回學校，向土耳其和敘

利亞的地震災民伸出援手，連爸爸媽媽和慈濟志工們都被感

動了；人文課程讓孩子們學會慷慨解囊、愛心不落人後。學

生姚予晴每天會從父母那裡得到幾個銅板的零用錢，並存入

竹筒中。當她知道要幫助受苦的災民，就把所有的零用錢拿

來，讓慈濟人去到土耳其和敘利亞救助災民。

	 志工在災區也聽說許多家庭因各種不能理解的原因，拿

不到佛羅里達州與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簡稱：FEMA）

、紅十字會（Red	Cross）或其他機構的補助。有些居民拿出

房租、水電帳單和FEMA的拒絕信，請志工幫忙。的確，以他

們的能力，是無法和房東或FEMA週旋的。

	 西語裔的雙胞胎姊妹，帶著邁阿密志工和水療之家的辛

蒂（Cindy	 Schuetz）、奧黛莉	 (Audrey	 Booher)、克里斯	

(Chris	Chase)一起做家訪。居民向志工們分享災後重建之路

的遙不可及，其中馬蒂娜（Martina）是個新手媽媽，襁褓

中的小男嬰餘元旦才出生，剛滿兩個月。雖然男友每週工作

七天，但園丁工作所得微薄，無法負擔屋頂及𥦬戶的修復；

目前是佛州的乾季，不必擔心漏水發黴的問題，但五月雨季

來臨，就只能聽天由命了！

	 受災居民中，以餐廳打工的人受創最是嚴重，他們不僅

失去工作，也因身份問題無法獲得政府救濟。這些無力遷出

的弱勢居民，只能繼續生活在黑暗的角落，當他們知道慈濟

真誠的關懷後，才逐漸打開心門，傾訴他們的困境。

	 帶著德州分會及多方的期許，希望能夠在佛羅里達州

（Florida）西岸接引有緣人，培養出慈濟種子！去年十月在

那不勒斯（Naples）發放時，就得到水療之家志工的支援，

因而發掘了富有愛心的辛蒂、奧黛莉、克里斯和吉吉（Gigi	

Felicetta）等四位本土志工。

	 當急難發放結束後，邁阿密志工把握因緣，幾乎每個月

都安排一次互動：參加水療之家茶會、紅十字收容所個案關

懷及新年向證嚴法師拜年錄影等，藉著互動與陪伴，讓他們

更了解慈濟，希望愛的種子能早日萌芽茁壯，讓慈濟的精神

在地扎根。

	 下午，受訪的居民來到奇奎塔圖書館參加慈濟舉辦的社

區茶會，他們都期待慈濟能酌力給予一些生活上、維修上的

幫助，志工們也希望他們都能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著孩子上台表演，歡喜都寫在臉上，孩子們生動的演出也讓

現場氣氛活潑熱鬧。

	 大家最歡喜的時刻來到，支會負責人孫嘉蒞和副負責

人梁慧文發送滿載著祝福的「福慧紅包」和「福慧袋」，	

「福慧紅包」也是愛的傳家寶。祈福會的最後，大家點起福

慧燈，一起唱出心中的祈禱，一起感恩過去一年的平安，也

為土耳其的地震災民祈福；一齊發好心、立好願，共同祈願

新的一年是人人平安吉祥的福慧年。

慈濟亞特蘭大人文學校的學生們帶著竹筒回娘家，幫助土耳其

和敘利亞的地震災民，也提醒自己時時起善念、行善行。

的比畫，比畫出對於受災受難、不幸人們的無限關懷。

	 匯集好願和大愛的慈濟竹筒，終於在當晚回娘家了。很

多的竹筒是儲存了多年，裝滿了個人的愛心，終於在這一天

被帶回慈濟，與其他人的愛心一起匯成愛的海洋；結合眾人

的愛心，可以照亮世界上每一個黑暗的角落，也為世間減少

很多的苦難。

	 精於烘培糕點，有著專業手藝的志工鄭佩芬在聽到土耳

其地震造成重大傷亡後，剛好是奧蘭多聯絡處舉辦新春祈福

會，便用三天時間做了55袋小酥餅，有鳳梨酥、芋頭酥、菠

蘿紅豆酥，每袋義賣10美元，所得全數捐給土耳其賑災。民

眾踴躍請購，瞬銷售一空。義賣桌上還有菠蘿麵包和志工們

手製的紅豆粿，也都得到大家的熱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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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天崩地陷”来形容2021年的韩国电

影产业，那么2022年的数据则给了市场巨大的信

心。2022年韩国电影产业主要部门 （影院、影院

外、海外出口） 的卖出额共计1兆7064亿韩元，

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66.7%。只是，新冠疫情给韩

国电影行业带来的影响，却没有那么快终结。

2022年4月，随着韩国政府宣布放宽防疫措施

的举措，电影市场也逐渐迎来生机。 5月份《犯罪

都市2》一经上映，便迅速成为疫情三年以来第一

部“千万电影” 。

这部电影的上映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除

了防疫措施放宽，爆米花重归影厅，影片中戏份颇

重的反派角色扮演者孙锡久也刚刚通过一个月前开

播的人气剧集《我的解放日志》而收获了超高人气

。再加上前作《犯罪都市》留下的好口碑，精彩爽

快的动作戏，以及备受喜爱的实力演员马东锡助力

，这部电影成为了2022年韩国电影市场第一部、

也是唯一一部千万电影。

《犯罪都市2》上映之后，《奇异博士：疯狂

多元宇宙》 （588.4万观影人次） 、《壮志凌云2

》 （817.7万观影人次） 、《闲山：龙的出现》

（726.4万观影人次） 、《共助2：国际》 （698.2

万观影人次） 、《阿凡达：水之道》 （731.3万

观影人次，2022年内票房） 等话题之作在韩国接

连上映，均收获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为市场注入一

针强心剂。

有了人气影片的助力，韩国影院逐渐摆脱低迷

。2022年全年韩国电影产业 （影院） 总观影人次

为1亿1281万人次，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86.4%；

共计收入1兆1602亿韩元，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

98.5%。这是韩国新冠以来第一次年总观影人次超

过1亿，也是三年来第一次韩国影院年收入超过1

兆韩元。

并且，2022年韩国营业中的影院有561个，比

前一年增加了19个 （3.5%） ，银幕数3322块，

也比前一年增加了68块 （2.1%） ——这是近五

年来首次韩国影院数量增长。

从数据看起来，疫情后的韩国电影市场貌似一

片向好。然而，以上数据均为与“前一年”，也就

是2021年的对比。

回顾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韩国电影市场的

发展可谓是达到了巅峰。

2019年1月《极限职业》上映，这部电影观影

人次突破1600万，至今仍保持着韩国影史票房

（卖出额） 第一的宝座；同年4月，引起全球热潮

的《复仇者联盟》系列迎来终章，《复仇者联盟：

终局之战》在韩国一经上映观影人次迅速突破千万

，各种线下周边活动不断；5月，从戛纳载誉归来

、记入韩国乃至亚洲影史的《寄生虫》上映，商业

片的本质外加国际重量级奖项的加持，这部电影在

韩国上映后累计收获了1008.5万观影人次；迪士尼

在韩国持续发力，《阿拉丁》《冰雪奇缘2》在韩

上映后也成为了千万电影。

2019年一年，韩国就有五部千万电影出世，

除此之外，《极限逃生》《蜘蛛侠：英雄远征》

《白头山》《惊奇队长》《小丑》也在韩国年度票

房前十中榜上有名，且观影人次均超过了500万。

综上，2019年全年影院卖出额为1兆9140亿韩

元，总观影人次为2亿2668万。而2022年的千万电

影仅有一部，观影人次超过500万的也只有五部。也

就是说，2022年的影院年收入不过是2019年的五分

之三 （60.6%） ，年总观影人次也不过是2019年的

二分之一 （49.8%） 。由此看来，韩国电影市场要

想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仍是前路漫漫。

不仅如此，疫情对电影市场的影响远远不仅眼

下所见，疫情期间电影的制作拍摄同样收到了不小

的冲击，而其结果在2022年初现，预计仍会持续

到2023年甚至更久。

疫情期间完成拍摄或后期制作的许多韩国本土

商业大片在2022年接连上映，只是，不知道是观

众和媒体对这些影片的期待过高，还是疫情改变了

人们的观影取向，许多被给予厚望、被看作是“救

世之作”影片却并没有达到预期。

风光无两的“朴戛纳”凭借《分手的决心》，

不仅在韩国将中国演员汤唯捧上“神坛”，还再度

出击戛纳，并斩获最佳导演奖项。

虽然有戛纳奖项和铺天盖地的宣发助力，但

本以为能重现《寄生虫》风光的《分手的决心》6

月底在韩国本土上映的成绩却并不算亮眼，只收

获了189万观影人次，将将超过损益点。如果说

朴赞郁的影片一向较为小众，票房不高是常态，

能收回成本已是万幸，那么下面这几部电影却是

另一番情形。

“千万电影导演”、《夺宝联盟》《暗杀》导

演崔东勋时隔七年推出新作《外星+人》，还有柳

俊烈、金泰梨、金宇彬、苏志燮等人气实力兼备的

知名演员加盟，是继《胜利号》《徐福》之后的又

一备受期待的韩国科幻电影。

只是，由于情节拖沓，且整体剧情是在为第

二部铺垫，因此即使影片中怪力乱神与科幻等元

素混搭新颖，也没能在口碑或票房上达到预期。

这部纯制作费高达330亿韩元的商业片损益点高

达730万观影人次，而实际上映后观影人次却只

有153.9万。

目前，《外星+人2》预计将于2023年上映，

不知道有了第一部的世界观铺垫后，第二部的剧情

是否会更加紧凑，是否能够收回损失的票房，创造

新纪录。

《观相》《王者》导演韩在林执导的电影

《非常宣言》也于2022年8月在韩国上映。这部

影片集结了韩国的戛纳影后和戛纳影帝——全度

妍与宋康昊，还有李秉宪、金南佶、任时完等实

力演员出演。

该片曾于2021年7月在戛纳首映，之后由于疫

情等影响本土上映一直推迟。而2022年8月在本土

上映后，这部“千万电影”阵容的影片票房却并不

如预期，观影人次仅为205.8万，而该片损益点则

为500万人次。

如果说前几年疫情期间商业片的谨慎上映给了

独立· 艺术影片机会，那么在防疫措施放宽、商业

影片纷纷上映的2022年，韩国独立· 艺术电影市场

发展便便受到了些许限制。

在韩国，2022年独立· 艺术电影共计上映357

部，与前一年相比减少了20.7%。独立·艺术电影的

总观影人次仅为382万，与前一年相比减少了9.6%

，在2022年总观影人次中仅占3.4%，是2015年以

来最低的比重；独立·艺术电影卖出额为353亿韩元

，与前一年相比小幅减少1.7%，在2022年影院总

卖出额中仅占3.0%。

与此同时，影院外市场 （TV VOD、网络

VOD、DVD· 蓝光等） 卖出额共计4539亿韩元，

与前一年对比增长了18.3%，占2022年韩国电影

产业主要部门 （影院、影院外、海外） 卖出额

的 26.6%，与前一年 37.5%的比重相比减少了

10.9%p。

有了《寄生虫》《鱿鱼游戏》《分手的决心》

等韩国影视作品的开山辟路，以及全球OTT平台的

影响力，全世界向韩国的内容产业投来目光。而疫

情期间仅在线上开放的电影市场也终于在2022年

回归线下，助推市场重新打开出口途径，使交易往

来更加方便密切。

2022年韩国电影的海外出口不仅有所恢复，

还有所增长。海外出口总额为71,465,380美元

（923亿韩元） ，与2021年相比增加了47.0%。其

中，除技术服务之外，韩国已完成影片的出口额共

计71,400,380美元，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增加了

66.0%，是韩国电影出口最高记录 （2005年7599

万韩元） 之后的最高记录。

如今，2023年已过去两个月，韩国电影市场

仍在缓步前行中。1月初《灌篮高手》在韩国上映

，截止目前观影人次已突破370万；《阿凡达：水

之道》持续发力，2023年观影人次已突破340万，

总观影人次突破1000万。

韩国电影方面，库存许久、终于在2022年年

底上映的音乐剧电影《英雄》至今只收获176.9万

观影人次；玄彬、黄晸玟强强联手的《交涉》仅获

得172.0万观影人次；备受期待、改编自麦家小说

《风声》的《幽灵》自1月18日上映以来观影人次

仅有66.3万，口碑也不甚理想……

即便如此，我们都知道新冠疫情对韩国电影行

业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恢复的。

2023年之后仍有许多值得期待的电影等待着

观众和市场的检验，比如柳昇完导演新作《走私》

《老手2》、郭景泽导演新作《消防员》、姜炯哲

导演新作《Hi.5》、金知云导演新作《蜘蛛窝》、

禹民镐导演新作《哈尔滨》，金容华导演新作《月

球》，以及金泰勇导演新作《梦境》等。

只要市场持续向好稳步发展，只要观众还对电

影有信心，相信吸引了全球目光的韩国电影会更加

瞩目。

這一年，韓國電影究竟發生了什麼？

Gkids影業買下法國動畫片《艾特

熊和賽娜鼠2》的北美院線發行權，

並將在2023年把該片的法語版與英文

版同時搬上北美大銀幕。影片由法國

動畫片製作公司Folivari聯手Studioca-

nal拍攝。

2012 年推出的熱門法國動畫片

《艾特熊和賽娜鼠》改編自童書，講

述了從小生活在孤兒院的小老鼠賽娜

從地下鼠國逃出後遇見大熊艾特，兩

人經歷各種風波後成為共患難好朋友

的故事。該片曾獲2013年第38屆法國

凱撒獎最佳動畫片獎，2014年第68屆

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動畫長片提名、第

41屆安妮獎最佳動畫電影等。

續集《艾特熊和賽娜鼠2：吉波

利塔之旅》於2022年12月14日法國上

映，故事中，賽娜鼠不小心弄壞了艾

特熊的小提琴，他們將一同前往艾特

的家鄉修復小提琴，展開一場拯救音

樂的冒險。

畫風溫暖治癒
《艾特熊和賽娜鼠2》

將登北美院線

日前，好萊塢打造的真人版電

影《聖鬥士星矢》發布海報，同時

官宣主題曲確定為P!NK的《Courage

》。海報中，新田真劍佑飾演的星

矢身穿銀色鎧甲聖衣側顏出鏡。

《聖鬥士星矢》由東映映畫和索尼影

業共同打造，由托默克· 巴金斯基執導

，新田真劍佑飾演的天馬座聖鬥士星

矢、麥迪森· 伊瑟曼飾演的Sienna(雅典

娜式角色)、Diego Tinoco飾演的鳳凰

座聖鬥士一輝，演員肖恩· 賓、法米

克· 詹森等也加盟了該片。

影片講述一個由車田正美的經典

日漫引申出的新原創故事：街頭孤兒

星矢身上的神秘力量「Cosmo」覺醒

，他穿上古希臘的天馬座盔甲，為了

掙扎於控制自身神之力量的少女Sien-

na的命運，加入了一場超自然戰爭。

電影《聖鬥士星矢》將於2023年

4月28日在日本上映。

《聖鬥士星矢》
真人版曝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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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足世界盃的獎盃從2月起開始在晉級決賽階段的32支球隊
所在的國家和地區舉行巡展，9日來到中國上海，前中國女
足隊員馬曉旭出席巡展活動。 新華社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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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盃 巡 展

伍家朗 李卓耀 德國賽報捷

國際排球聯合會8日宣布，中國和其他三個國
家將在今年9月舉辦巴黎奧運會排球資格賽。

中國、日本和波蘭將在9月16至24日舉辦女排
奧運資格賽，中國、日本和巴西將在9月30日至10
月8日舉辦男排奧運資格賽。

資格賽分組將於本月17日在瑞士洛桑的抽籤大
會上決定，國際排聯將全球直播這次抽籤儀式。

根據國際排聯的規則，男排和女排各自世界排
名前24位的隊伍可以參加奧運會資格賽。他們將各

分三個小組，每組前兩名直接得到巴黎奧運會門
票。

因此，這次資格賽男排和女排各自將產生6個
巴黎奧運會參賽名額。

巴黎奧運會排球比賽男女各有12支球隊參賽。
除去東道主法國已經獲得的一個名額，剩下的

男、女各5個名額將依據2024年世界排球聯賽分站
賽之後的世界排名分配。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
莉）U20女足亞洲盃預選賽第一階
段賽事，當地時間8日在萬象展開
首輪較量。中國香港隊憑陳芷珊及
陸愷晴的入球，以2：2賽和東道
主老撾，而中國國家隊則以6：0
大炒菲律賓隊。稍後進行的第2輪
比賽，中國香港隊迎戰國家隊。

本屆U20女足亞洲盃預選賽第
一階段共分為8個小組，中國國家
隊與菲律賓、中國香港隊和老撾同
分在A組，每個小組的頭名將晉

級。當日，中國香港隊首輪迎戰主
隊，開賽僅4分鐘便失守，被老撾
以1：0領先。但10分鐘後，陸愷
晴左路主射罰球中楣，陳芷珊在無
人看管下頭槌頂入追和。換邊後34
分鐘，後備入替的區芷綽搏到12
碼，並由陸愷晴操刀射入。完場前
3分鐘，老撾再射入一球，致使兩
隊以2：2賽和。

至於中國國家隊，面對弱旅菲
律賓，上下半場各進三球，以6：0
大勝。

當地時間8日，ATP1000印第安韋爾斯大師賽首輪
比賽繼續進行，持外卡參賽的中國選手吳易昺在先輸一盤
的情況下，連贏兩盤逆轉穆納爾晉級第二輪。三盤比分
為：6：7（6）、6：0、7：6（3）。這也是中國內地男子
網球選手在海外大師賽單打正賽的首勝，創下歷史紀錄。

“之前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處在受傷的狀態下，沒有
辦法出來打比賽。現在有更好的機會，然後也接觸到了更
好的球員，打得了水平更高的比賽，我的自信心也越來越
強，希望可以繼續保持自己的心態，打出更好的網球。”
吳易昺在賽後採訪中說道。

“其實今天第一盤自己的狀態並不是很好，主要問
題出在發球上面，我知道自己的發球還有很大進步的空
間，明天可能會重在發球上面下一些功夫，今晚可能會
更多注意一些賽後恢復。

很多人來這邊為我加油，不管是我們的國內的同胞
還是外國的球迷，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也繼續支持
我們中國網球，我們一定會為大家帶來更多驚喜。”下一
輪，吳易昺將對陣達維多維奇。另外，當日上午進行的資
格賽決勝輪上演中國德比，經過3局較量，張之臻以6
（10）：7、6：3、7：6（5）戰勝商竣程，獲得本次大師
賽的正賽席位。賽後張之臻肯定自己的表現：“我會給自
己打個高分，總體不錯。雖然比賽過程一波三折，但扛下
來了。” ◆中新網

水慶霞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女足之所
以被譽為“鏗鏘玫瑰”，正是因為大家始終

傳承在關鍵時候團結協作、勇於拚搏、永不言
棄、永不放棄的“女足精神”。

近日，中國女足結束歐洲拉練的“熱身賽之
旅”，回到內地進行短暫休整，其間進行的4場比
賽取得了2勝1平1負的成績。水慶霞點評了近期
中國女足的表現，“我們中國隊也有我們自己的
特點，我們很有靈活性，關鍵是要有自信心。”
水慶霞坦言，面對強隊，隊員的表現欲還不夠。
“不管怎麼樣，你有這個水平，你就得把它充分
地發揮出來。”水慶霞說。

心裏放鬆 思想才能更活躍
“有信心，心裏放鬆下來，思想才能更活

躍，行動才能更迅速。”歐洲強隊在身體對抗上
具有不小的優勢，面對難題，水慶霞沒有退縮。
“攻防轉換的速度、力量訓練，都是我們今後訓
練需要重去解決的。困難肯定是有的，但是我
有信心。”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中國女足勇奪亞
軍。作為其中的一員，水慶霞回憶起自己的運動
員生涯仍感慨萬分，她說：“比賽過程當中你會
碰到困難，某些瞬間你可能會有點洩氣，但是慢
慢去堅持下來，會走出困難。雖然苦一點，但隊
友們在一塊，大家你追我趕的那種感覺，真的很
美好。”

2023年，作為主教練的水慶霞日程表被排得
滿滿當當。集訓、赴海外拉練，備戰女足世界
盃、杭州亞運會和巴黎奧運會亞洲區預選賽。
“大家對女足的期盼更高了，我們希望把每天的
訓練工作、準備工作做得更好，比賽當中盡自己
全力，認真去對待每場比賽，希望有好的結
果。”水慶霞說。

希望得到球迷更多的支持
水慶霞曾表示中國隊在本屆女足世界盃的目

標是要努力爭取進入8強。目標背後，水慶霞也希

望得到球迷們的支持。她說：“無論發生什麼樣
的情況，希望廣大球迷朋友能夠繼續為我們加
油，希望他們給我們更多的支持和關心。”

訪問當天，正值“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
水慶霞希望廣大婦女朋友們能夠開心愉快地生
活，“女生有女生的優勢，要相信自己能在不同
的領域把自己的優勢做到極致。”

水慶霞也表達了對大家節日的祝福：“有時
間多鍛煉身體，身體是幹任何事業的基本保證，
祝大家‘三八’婦女節快樂，一切都順利。”

◆新華社

港U20女足亞預賽戰和老撾

吳易昺海外大師賽首勝 創紀錄

◆◆張之臻贏中國德比晉正賽張之臻贏中國德比晉正賽。。 路透社路透社

中國主辦巴黎奧運排球資格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BWF超級300德
國羽毛球公開賽當地時間8日展開首輪賽事。港將伍
家朗、李卓耀齊齊晉級男單次輪比賽。不過，在一場
焦點戰中，國羽好手石宇奇不敵日本名將桃田賢斗，
一輪遊。

是項賽事，港隊先有鄧俊文/謝影雪、李晉熙/吳
芷柔兩對組合在日前的混雙首輪比賽旗開得勝，8日
港羽兩名男單選手伍家朗與李卓耀披甲上陣。前者面
對3號種子、日本球手奈良岡功大，首局以21：23失

守，其後以21：14扳回一城，惟第3局在11：5領先
之際，奈良岡功大突因傷退賽，令伍家朗獲勝晉級。
而李卓耀對陣丹麥球手Victor Svendsen，則以21：
14、21：19順利勝出。國羽方面，石宇奇首輪面對桃
田賢斗，狀態一般，多次出現失誤，最終以16：21
和15：21不敵老對手。不過其餘球手李詩灃、陸光
祖、趙俊鵬順利晉級男單次輪；女單也有4名國羽球
手晉級。雙打方面，男雙實力組合梁偉鏗/王昶、劉
雨辰/歐烜屹意外遭遇滑鐵盧。

◆中國香港隊女子U20足球隊迎戰國家隊。 足總圖片

專訪專訪中國女足主教練水慶霞中國女足主教練水慶霞

輕而易舉
不叫奮鬥不叫奮鬥

◆◆中國女足主帥水慶霞在人大中國女足主帥水慶霞在人大““代表通道代表通道””接受傳媒訪問接受傳媒訪問。。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國家女子足球隊

主教練水慶霞日前在接受

新華社專訪時表達了自己

心中的“女足精神”：

“輕而易舉就能夠獲得你

想要的，那就不叫奮鬥。

正因為要克服困難，所以

我 們 要 更 加 努 力 去 做

好。”

◆◆水慶霞水慶霞（（黑衫黑衫））在訓練在訓練
中指導球員中指導球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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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王家衛監制電影《壹杯上路》海報預告雙發

臨終告別之旅彌補年少遺憾

由王家衛監制，泰國導演納塔

吾· 彭皮裏亞（代表作《天才槍手》）

執導的電影《壹杯上路》將於 4月 1

日全國上映。納塔吾與王家衛兩位

導演首次合作。今日，影片同時發

布了“再回首”版海報及預告，

“再回首”版海報以影片中重要道

具“車”為主體，主角悉數亮相神

色各異，暗暗透露著各個主角在這

場旅途中的不同心境；與此同時，

壹同曝光的預告則揭露了更多人物

關系與細節，並透露了這場公路之

旅的起因與意義。

臨終告別彌補年少遺憾
公路回首再度追憶往事
電影《壹杯上路》以親情、友

情、愛情為題，講述壹對好兄弟跨越

14萬公裏，進行壹場笑淚齊飛的另類

告別之旅。身患絕癥的阿德（納塔拉·

諾帕盧塔亞朋 飾）在人生盡頭決定與

舊時好友博（朋抔· 裏拉塔納卡鄒 飾

）開展壹場告別之旅，兩人在倒計時

的追逐下，橫跨整個泰國，與阿德青

春裏錯過的愛情和留有愧疚的女孩壹

壹和解。在旅途尾聲，阿德卻道出了

壹個深藏多年的秘密，也喚起了博耿

耿於懷的心事……

在此次曝光的“再回首”版海報

中，男主角博與阿德坐於車中，相比

博的輕松隨意，阿德則顯得神情凝重

，同壹段旅途，截然不同的心境，或

許這便是告別背後所承載的沈重。與

此同時，後視鏡中映出四位女主角的

形象，暗示著這便是兩人此次旅途中

所要重逢的故人，以及他們要各自回

首的往事與羈絆。14萬公裏看似漫長

，但相比人生，卻顯得格外短暫。人

生路途中我們和壹個又壹個不同的人

遇見、相識、告別，重復著這般循環

，但每壹段故事卻不盡相同。相遇終

有離別，但每壹段相遇帶給我們的回

憶與體會卻將終身銘刻在我們的記憶

裏，恰如海報中“每個人心裏都有段

過去，從未過去”的字眼。

《天才槍手》導演攜手王家衛突
破自我

浪漫底色暗藏人生感悟
壹同曝光的“再回首”版預告更

是將關於追憶過去、釋懷和解的主題

展現更深。經歷過與父親離別痛苦的

阿德深知壹場好好道別的意義，在得

知自己身患癌癥後邀請好友博協助，

完成這個臨終心願，只為對自己年少

時留下的遺憾做出彌補。午夜的電臺

伴隨著兩人的公路之旅，也意外撕開

的博心中隱藏的故事與過往。面對遺

憾，面對錯過，是選擇沈湎於懷念痛

苦，還是勇敢回首，直面過往，博也

面對著自己的人生選擇與告別。親情

、友情、愛情，涵蓋了世間大多數感

情的形式，主角們的經歷何嘗不是銀

幕外的觀眾也在同樣面臨的課題。

《壹杯上路》以公路、愛情、美

酒為載體，將各種情感下暗藏的酸甜

苦澀蘊含其中，道出了人生與告別的

意義。影片與導演為觀眾熟知的前作

《天才槍手》視聽風格有著些許不同

，除卻導演本人的敘事風格，更揉雜

了浪漫與氤氳氛圍，這不僅得益於王

家衛導演作為監制參與創作，也源於

導演的自我突破，導演曾表示：“與

這位傳奇人物（王家衛）合作是壹趟

難忘的旅程，他總是要我從舒適區走

出來。”

《壹杯上路》由納塔吾· 彭皮裏亞

執導，王家衛監制，朋抔· 裏拉塔納卡

鄒、納塔拉· 諾帕盧塔亞朋、茱蒂蒙·

瓊查容蘇因、瓦爾蕾特· 瓦帖兒主演，

即將在中國大陸上映。4月1日上映。

《無間》定檔，靳東王麗坤主演
眾多戲骨加持，諜戰劇，收視爆款

電視劇《無間》在豆瓣更新出首播時

間，3月12日正式開播。據悉，這部電視

劇是江蘇衛視、東方衛視聯合上星播出，

騰訊視頻則是視頻播出平臺。《無間》由

靳東、王麗坤主演，王誌文、張誌堅等多

位戲骨級別的演員加持，講的則是諜戰故

事。

諜戰劇在衛視平臺上，素來收視率強

悍。對於觀眾而言，諜戰劇意味著故事性

和戰鬥性。必須要有壹個非常燒腦的故事

，才能形成真正的諜戰鏈條。而又必須要

主角們投入到生死的真正戰鬥當中，才是

諜戰。基於這兩點，上星播出的諜戰劇，

基本上沒有收視率差的。

我們不妨先來看這部電視劇的劇情梗

概，從故事的主線內容當中，推測壹下電

視劇《無間》的質量成色問題：

抗日戰爭中汪偽政權時期，自幼在孤

兒院長大的陸風（靳東飾演）奉命進入76

號臥底待命，卻因為生性多疑的沈嘯險些

暴露身份，最終憑借高超的智慧成功臥底

進入76號，成為最高級別的特工成員，卻

不想與曾經喜愛過的陳惜為敵，兩個彼此

相愛的人經歷種種誤會最終確定彼此身份

，在幾次秘 密活動中相互配合，完成壹

系列秘密任務。

陸風在行動之中逐漸認識到軍統內部

的黑暗和對權力利益的紛爭，在經歷恩師

背叛和親人被殺之後，棄暗投明加入中國

共產黨，成為中共地下黨在軍統內部的臥

底。他與組織緊密配合，與敵人展開智慧

與勇氣的較量，布置壹個個精巧的圈套和

陷阱，經歷愛情、親情和友情的洗禮，為

抗戰的最終勝利贏得轉機。

這出諜戰劇，頗有壹些春節檔電影

《無名》的味道感。當然，從電視劇《無

間》已經放出的預告片內容來看，這部電

視劇沒有走艱澀文藝的路線，而是走的爽

快敘事風格。爽快而簡單，對於客廳觀眾

而言，是更為友好的，也能夠調動更多的

觀眾進入到追劇狀態當中。基於《無間》

的預告片內容來看，這部電視劇槍戰不斷

，打鬥不少，諜戰氛圍濃郁，自帶著“硬

看點”。

所以我說，諜戰劇只要不是太差，自

身的“硬看點”就足以支撐起壹部電視劇

的收視率成績來。而如果這部電

視劇是眾多知名演員加持的話，

那收視率可能就要處於起飛的狀

態上了。電視劇《無間》，由靳

東和王麗坤主演。靳東這位演員，

善於呈現硬朗的角色特征，有著

較為不錯的客廳女性觀眾基礎。

而王麗坤這邊，也是幹練非常，

善於駕馭冷峻的女性角色，男性

觀眾緣很高。

所以，在主角搭配方面，

《無間》能夠讓客廳的男女觀眾

們獲得巧妙的共融——夫妻都喜歡看。尤

其值得註意的是，靳東和王麗坤的既定

觀眾群體，都是成年觀眾，尤其是有婚

姻家庭的群體。這個群體的電視劇審美

起點相對較高，掌控互聯網話語權的能

力很強，壹旦劇作在他們當中形成了口

碑效應，那網絡話題度和劇作收視率，壹

定會非常高。

電視劇《無間》的多位戲骨級演員的

加持，也讓這部作品自帶佳作氣息。尤其

是王誌文和張誌堅的出演，讓《無間》頓

時帶上了優秀劇作的初步氣象。可以說，

這兩位實力派演員往那裏壹戰，就意味著

，這部劇作至少不少差等作品。王誌文、

張誌堅的演技，讓《無間》必然充滿著看

點。此外，曹磊、海壹天等知名演員，均

在該劇當中出演角色。他們也是該劇當中

重要的硬朗風之壹。

該劇的編劇導演是奇道，他在《無間》

當中也出演了壹個角色。奇道以往被影迷

們熟悉，應該是在電影《可可西裏》當中

，這是壹位較為不錯的實力派演員。他曾

在多部知名的電視劇作品當中擔任配角。

這壹次，《無間》屬於奇道自編自導自客

串的諜戰劇作品。奇道以往的劇作風格均

是硬朗非常，看點明確的，這種特征，應

該會延續到《無間》當中。

諜戰劇上星播出，收視率高，是常態。

但是，壹部諜戰劇要形成1%、2%的收視

率成績，最終依靠的依舊是故事性。如果

《無間》可以提供給觀眾們壹個強故事屬

性的作品，那它會隨著劇作的逐漸播出，

而讓更多的觀眾“入坑”。正常情況下，

這部諜戰劇的收視率是滾雪球式的，到大

結局的時候，會形成很高的觀看浪潮。

近日，電視劇《繁花》的出品方之壹，上

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王健

兒在壹個采訪中透露，劇版《繁花》在大年初

四開始補拍，目前已經到了收官的時候，預計

9月播出。

《繁花》由王家衛導演，胡歌、馬伊琍、唐

嫣、辛芷蕾等人主演。該劇改編自金宇澄同名

長篇小說，講述了20世紀90年代初，商人阿寶(

胡歌飾)與幾位女性之間的壹段上海故事。該劇

自2017年開始籌備拍攝，2020年1月正式備案，

同年9月低調開機。王健兒在采訪中還提到，上

影集團花 5億元買下壹個影視基地供王家衛拍

《繁花》。

電影《繁花》主要是穿插了20世紀 60年代

和 90年代兩個時空，記錄了上海兩個年代的不

同，王家衛導演對這部電影要求特別高，裏面

的場景跟道具還原力求盡善盡美，和電影不同

的是，劇版《繁花》主要講述電影中留白的部

分，即阿寶創業打拼的過程。

王家衛首次跨界拍電視劇，《繁花》自官

宣以來就備受關註。如果《繁花》能夠按時在

9月播出，對拍壹部電影尚且可以“拖延”四

五年的王家衛而言，用 3年時間拍出壹部 30集

劇集，的確已算“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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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冠傑回母校為師弟送上《學生哥》
香港文匯報訊許冠傑（Sam）將於4月舉

行7場《許冠傑此時此處演唱會2023》，Sam
屆時將於紅館舞台上一首接一首的獻唱經典
廣東歌，為大家打氣，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在現場和大家一起萬人大合唱！

疫情肆虐3年多後，Sam趁着近日生活終
於開始復常，特意以大師兄身份回母校英華
書院探望校友，也順道為即將應考DSE文憑
試的師弟打氣。

當接近500位師弟見到Sam出現時，旋即
引來熱烈的歡呼聲！Sam拿着結他即場獻唱
《學生哥》一曲，這些只有十多歲的師弟也在
他身旁跟着一起和唱，場面愉快又溫馨。

難得大師兄回校，眾師弟要求安哥，Sam
也非常享受與師弟們的交流，安哥唱了《鐵
塔凌雲》。《鐵塔凌雲》被譽為第一首廣東
歌，雖然是50年前的作品，但歌詞、樂曲旋
律仍然百聽不厭。Sam一邊唱，全場一邊陶醉

地跟着拍手，可見《鐵塔凌雲》的魅力。部
分師弟更待Sam表演後即時遞上紙筆索取簽
名，Sam亦來者不拒，十分熱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應屆港姐林鈺洧、許子萱、梁超

怡、邢慧敏，以及無綫藝員余思霆、黃婧靈、黃碧蓮、蔡菀庭、史穎

喬及麥詩晴，9日到維多利亞公園出席2023年香港花卉展覽“繡麗綻

放、幸福滿載”攝影比賽，各人以不同造型為數百名攝影愛好者擔任

模特兒。林鈺洧是愛花之人，即使現在是單身，也會每個星期自

己買花給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莊鍶敏的拿
督父親莊寶上月離世，享年83歲，喪禮9日於
世界殯儀館舉行，遺體將於11日送往馬來西
亞下葬。莊鍶敏與弟弟莊順勝、兩位妹妹莊思
明、莊思華9日午到靈堂打點，靈堂以簡約布
置為主，莊父遺照上橫匾寫有福壽全歸，中央
擺放莊媽媽與4名子女及莊思明男友楊明的花
牌，莊寶生前廣結好友，不少圈中人均有送上
花牌致意，計有周星馳、薛家燕、張慧儀、吳
若希、陳法蓉、歐陽震華、苗僑偉與戚美珍、
胡杏兒及劉偉強等，而楊受成、關寶慧、陳庭

欣等有抽空到來致祭，莊鍶敏前夫楊秉逸亦有
前來慰問。

莊鍶敏與莊思明換上孝服後接受簡短訪
問，二人每談到亡父都激動落淚，難掩哀傷。
莊鍶敏表示喪禮尊重爸爸意願以道教儀式進
行，希望好好送別爸爸，雖然媽媽心情近日已
平伏不少，但這段時間都會抽多點時間陪伴。
由於莊父遺體要移送馬來西亞下葬，莊鍶敏感
謝各方好友的幫忙，她會跟亡父一起返大馬，
舉行喪禮後跟從亡父心願，將遺體安葬在爺
爺、嫲嫲旁邊。莊鍶敏說：“爸爸都是因為老

人病走，走的時候所有家人都在身邊。爸爸希
望我們可以過得好好的，要堅強一些。”問到
有什麼話想跟爸爸說，莊鍶敏與思明都希望爸
爸不要太擔心她們，要在另一個世界過得好
好。

莊思明男友楊明9日也在靈堂幫手打點，
又在社交平台上發文悼念莊父，莊思明透露男
友也很傷心，說：“因為爸爸都很錫他，當他
是兒子一樣。”至於思明與楊明的婚事會否延
期，莊思明稱首要辦好爸爸的身後事，相信今
年內不會舉行。

◆◆許冠傑唱名曲許冠傑唱名曲，，吸吸
引大班小師弟圍觀引大班小師弟圍觀。。

香港
文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炎明
熹（Gigi）、任暟晴
（Jasmine）及曾比特等，
9日於香港將軍澳電視城
為節目《博愛歡樂傳萬家》表演項目
進行排練。近日有傳因另一歌唱選秀節目
《中年好聲音》氣勢強勁，而《聲夢傳奇2》
幾位得獎者發展一般，無綫有意放棄搞《聲
夢3》。身為第一屆夢聲冠軍得主的Gigi表示
不知道傳聞：“相信《聲夢》呢個名會繼續
喺度，（覺得可惜？）天下有不散之筵
席……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自暴其
短。”

提到《中年好聲音》，Gigi指其姑丈也
是節目的忠實粉絲。如舉辦第二屆會否提名
姑丈參加？Gigi說：“其實第一屆姑丈都想
參加，(冇參加係唔係唔想同你爭飯碗？）呢
個係佢自由，不過我都對佢有信心。”旁邊
的姑丈就笑說：“我有信心，不過贏咗獎無
人照顧你，我紅咗邊個照顧你呀？”

Gigi又表示近兩個月開始要閉關準備應
付DSE考試，問到可擔心不夠時間溫習？Gi-
gi有信心地說：“相信溫得切，溫書係要持之
以恒。”她透露學校於6月會舉行畢業禮，日
前最後一日返學，令她十分不捨，有想喊的衝
動。問到Gigi有何升學計劃，會否選擇唱歌暫
時放棄學業？Gigi強調不會：“都希望再努
力多睇書，吸收更多知識，我覺得讀書好重
要，都要有知識、內涵喺手，至可做到個好
人，我幾享受唱歌、學業一齊進行。”

莊鍶敏莊思明拿督父設靈
準女婿楊明戴孝哀傷送別

◆◆左起左起：：炎明熹炎明熹、、曾比特及任暟晴為曾比特及任暟晴為《《博博
愛歡樂傳萬家愛歡樂傳萬家》》排練排練。。

◆◆莊鍶敏莊鍶敏((右右))與莊思明與莊思明((中中))換上孝服換上孝服，，莊思明莊思明
男友楊明也有戴孝出席男友楊明也有戴孝出席。。

余思霆自爆
增磅着衫脹

爆

單身林鈺洧
愛花就自己

買
單身林鈺洧

愛花就自己
買

港姐冠軍林鈺洧（Denice）9日以鮮艷花仙子造型亮相，首次出席花卉展的
Denice表示心情很興奮，因本身都好鍾意鮮花，除了百合花，任何花她都鍾

意， 每個星期都會買花給自己， 她又笑說：“ 以前有男朋友送玫瑰花，現在冇拍
拖，所以要自己買花。”

對於9日要讓600名攝影愛好者圍住影相，Denice 稱做過幾年模特兒不會太緊
張，自覺三七面是最上鏡，不過都有點驚：“始終好耐冇咁大型嘅活動，又有咁多
人，自信面對鏡頭都OK ，我驚感冒多啲，（事前有何準備？）我一向有食開sup-
plement（補充品），注重保養內臟。”

黃婧靈穿樽領遮身材
已是第二次參加花卉展覽攝影比賽的余思霆以一身古裝打扮現身，她自爆

出席活動前才試衫，更因肥了搞到爆線，都怕被影到雙下巴，她笑說：“我同
金剛去了台灣拍飲食節目，因為每日要食5餐以上，飽到嘔，但金剛話一定
要吞落肚，才可以表達個感受畀觀眾，所以肥了不少，今朝試衫
都拉唔到拉鏈，因為件古裝比較細，不過之後都要減肥。”

黃婧靈（波波）化身錦鯉，表示還是第一次
參加花卉展攝影比賽，感覺幾新鮮。 問到可
擔心“龍友”的焦點集中在她的身材上？
波波笑言服裝同事特登搵一件樽領設計
的服裝給她，怕“龍友”聚焦在她
衣服上的魚鱗，自己亦貼了好多
膠紙，不怕走光。

◆◆拍完飲食節目的余思霆胖了
拍完飲食節目的余思霆胖了不少不少。。

◆◆一班應屆港姐及無綫藝員以亮麗造型現身花卉展一班應屆港姐及無綫藝員以亮麗造型現身花卉展。。

▲多名攝影愛好者到場捕捉倩影。

◀◀黃婧靈化身黃婧靈化身
錦鯉亮相錦鯉亮相。。

▶林鈺洧首次出席
花卉展，心情

很興奮。



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22财年移民

签证发放数据。

数据显示，在职业移民签证类别中，中国大

陆申请人获得最多的是EB5投资签证和EB1签证。

众所周知，EB5投资移民的费用比较高，适

合有钱人申请；EB1的申请门槛较高，适合能力

出众的人申请。

由此可知，在2022年，移民美国的中国人

里，有钱的和有能力的是最多的。

为什么这两类人，会这么喜欢移民美国呢？

下面跟着小美一起来了解看看。

有钱人为什么喜欢移民美国？

在国内，钱并不是万能的，但是在美国，有

钱可以任性，美国被称为“富人的天堂”不是没

有原因的。

美国幅员辽阔，横跨多个气候带，有着多样

宜人的气候，有钱人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

无论你是渴望拥抱大海，还是喜欢灯红酒绿

的大都市，美国都可以满

足你。

有人担心美国乱，不

安全，对于有钱人来说，

这根本不成问题，富人一

般都是居住在高档小区，

安全有保障。

如果生病，或者不舒

服了，美国还有顶级的医

疗资源，方便富人接受治

疗。

在美国，有钱人也不

用担心自己的孩子上不了

名校，一方面是因为美国

名校资源多。

另一方面则是，美国

大学生招考不是唯分数论

，学生提供的申请材料非

常重要，比如参加过什么活动，拿过什么荣誉。

学生的推荐信，学校也很关注，在美国有钱

人可以轻易结识到社会地位高的人。

找个学者、议员或者知名人士帮忙给自家孩

子写推荐信，不成难题。

还有更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直接给学校捐赠

，总之，富人的孩子在美国可以很轻松地迈进名

校的大门。

另外，越是有钱的人，越不想看到自己手中

的财富渐渐流失。

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私有财产的国家，在金

钱至上的美国，富人不仅可以享受财富带来的自

由和特权，还可以保住自己的财产。

美国EB5投资移民

这是美国职业移民类别中的第五类，对申请

人的要求非常宽松，预算充足就可以办理，是有

钱人移民美国的最佳途径。

以前的旧法案，排期久，周期长，劝退了不

少人，去年新政出来，吸引了很多人，美国的

EB5乡村投资项目无排期，拿绿卡的时间大大缩

短。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I-485可以和I-526同

时递，申请人可以获得一张combo卡。

combo卡相当于“准绿卡”，持有它在美国

学习、工作、经商都不会受限。

对于那些无法留在美国的留学生，还有想在

美国长期待着的申请人来说，极具吸引力。

申请条件：投资80万美元（TEA地区）或

105万美元（非TEA地区）；直接或者间接创造

不少于10个全职就业；投资资金来源合法。

精英人士为什么移民美国？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对于精英人士来

说，哪里更适合发展和生活，他们就到哪里生活

。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物质基础

强大，管理体制先进，高端行业领先全球，非常

适合人才发展。

不仅国内的优秀人才会想移民美国，其他国

家的顶尖人士也想移民美国。

对于这些精英人士来说，美国最大的魅力在

于，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如果想创业，美国有源源不断的优质人才，

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为了鼓励创业，美国政府也

会给企业各种优惠政策。

如果想专心搞科研，美国名校林立，可以在

学校里做实验，而且美国财大气粗，研究经费充

裕，还没有其他复杂的事情。

也有一些人移民美国，是为了方便开拓海外

业务，方便经商。

美国没有严格的移民监，每半年登陆一次美国

即可，不少移民人士就是看中这一点办理的绿卡。

他们可以继续保留中国国籍，在国内工作和

生活，无需放弃原有的一切，手持美国绿卡，享

受美国福利，自由往返中美。

总之，一张绿卡对于精英人士来说，意味着

给自己和家人更多的机会和保障。

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

这是美国为了吸引全球人才开设的移民项目

，是美国移民项目中的第一优先类别，也是快速

移民美国的方式。

这个项目对申请人没有语言学历年龄等要求

，无需劳工卡，也不用雇主担保，一人申请，全

家尊享移民福利。

如果说你在科学、艺术、商业、教育或体育

等领域，有高超的专业技能，这个项目就很适合

你。

申请条件有两种，一种是拿过像诺贝尔，奥

林匹克等国际大奖，基本只要递交了，就能申请

成功。

但是这样顶尖的人才毕竟是凤毛麟角，符合

条件的人非常少。

于是美国移民局就规定了其他申请条件，只

要满足十个要求中的至少三项即可。

简单概括即：省级以上奖项；专业协会会员

；主流媒体报道；评委；原创性贡献；专业作品；

作品展览；重要职务；薪酬高于同行；商业成功。

当下国际形势不明朗，有太多不确定性因素

，有钱人和精英人士办理一张美国绿卡，无非是

想给自己和家人提供多一个备选之路。

一个强大的海外身份，是一种保障，可以帮

助你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

移民是一件大事，需要提前规划，做材料，

办理成功是需要时间和流程的，不是像买张机票

那么简单。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申请人尽早启动移民

计划的原因，未雨绸缪，早点拿到一个海外身份

，才能以备不时之需。

2022美国移民数据公开
这两类中国人正在大量移民美国

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的移民人数逐渐有所

增加，他们帮助扩充了美国劳动力，此前美国劳动

力下降始于特朗普政府实施的移民限制措施，并因

新冠病毒造成的全球大流行而加剧。

拜登政府一直在加快签证处理速度，这些努

力推动了外来人口的反弹。这对美联储来说是个好

消息，因为美联储一直担心人力的持续短缺可能会

推高工资，并导致通货膨胀变得根深蒂固。

人力短缺让美国的制造业、供应链、服务业

等无法顺利运行，造成成本提高。人力的竞标战也

是迫使生产商不断提高价格、产生螺旋式通膨效应

的一个重要因素。美联储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继

续加息，让企业更难借到钱，进而迫使企业裁员，

其连锁反应使美国员工及家人不得不减低购买，而

不会导致供不应求。

1月份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就业岗位大

幅增加51.7万个，证实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劳动力

。然而，工资增长放缓表明有足够多的人力到来，

以控制成本。根据一项统计，尽管外国的劳动力重

新出现，但其中大约五分之四是合法允许在美国工

作的人。合法移民仍低于特朗普上任前的水平，成

千上万的人等待与美国领事官员面谈以获得移民签

证。

多年来，美国移民政策的不稳定状态一直是

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移民政策的变化将对美国

劳动力供应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本地人的出生子女

数量减少，劳动力供应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慢。美国

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042年净移民将成为美

国人口增长的唯一来源。

从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开始，移民人数由

于各种原因开始下降。2020年，允许进入美国的

难民人数上限降至1.5万人，为数十年来的最低水

平。还有禁止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等措施，即便

这条措施法院最终推翻了它，但也试图阻止了人们

前来。

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通过要求提供更多证

据和面谈来放慢签证的审理速度。即使疫情封锁解

除有所缓解，美国移民局也很难快速恢复工作，因

为没有手续费，它没有资金重新雇佣离职的员工，

在其他国家进行签证面试的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也减少了。

拜登上台后，他们重新制定了一些旨在减缓

这一进程的政策，然后集中精力重建后备劳动力。

到2022年，游客、临时工人和永久移民的签证数

量从前一年的310万增至730万，但仍低于特朗普

上任前三年每年发放的约1000万份签证。拜登还

向来自乌克兰和阿富汗等多个国家的移民授予人道

主义假释和临时保护身份，让数十万人有机会留在

美国，并有机会在美国工作。

2022年，美国新公民人数创下15年来的新高

。难民上限提高到12.5万人，尽管政府只处理了约

2.5万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去年这些

措施使净移民增加到约100万人，这是自2017年以

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外国劳动力的增长速

度远快于美国本地出生劳动力，78%的外国劳动力

拥有合法工作身份。

移民的增长有助于推动休闲、酒店业以及建

筑业的就业复苏，移民在这些领域的就业比例更高

，工资和职位空缺的增幅更大。

美国人对美国移民水平的满意度在过去一年

下降了6个百分点，从2022年1月的34%下降到如

今的28%，这是十年来的最低数值。美国公众对移

民的满意度在2007年和2008年最低，分别为23%

和24%，而在2017年和2018年最高时达到40%~

41%。

虽然近年来希望减少移民的独立人士和民主

党人的比例飙升，但自911之后的几年以来，独立

人士和民主党人的观点普遍呈下降趋势，超过一半

的民主党人仍然对移民水平感到满意或希望增加移

民水平。对于希望减少移民的共和党人比例从

2021的40%上升到2022年的69%，目前仍保持在

71%左右。

由于美国政党的变化，55岁及以上的美国老

年人对移民的不满情绪激增，从2021的21%上升

到今天的55%。在同一时期，在35至54岁的中年

人中，这一比例也大幅增加，从23%上升到40%，

而在年轻人中几乎没有变化。

随着最近墨西哥边境移民激增以及由此引发

的人道主义和政治问题的消息传出，近年来，各个

政治派别的美国人对美国移民水平越来越不满意。

尽管如此，这一问题仍然具有高度的党派性，绝大

多数共和党人担心移民太多，而独立人士和民主党

人的比例相对较小。

除了各政党对移民持有的观点不同，移民也引发了

美国老年人的担忧，他们更多地希望遏制移民，而

年轻人的观点是稳定的，很少有人支持这一点。

前段时间，美国移民局宣布，美国NIW国家

利益豁免移民的申请者，可以付2000美元加速审

核过程，原本排期1-2年的移民过程，最快可以缩

短到45天。

NIW是EB-2中的一个特殊类别，美国移民法对于

这一项目形容比较笼统，基本上就是移民局认为申

请者的能力能够为美国带来利益，就有可能批准。

NIW需要满足EB2的一切条件，但是不需要固定的

雇主，一旦申请成功，可以随意切换工作。

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就业率，美国政府每年

针对世界各国的EB2开放量是有限的，所以有一定

的排期。现在，美国政府推出的加速申请，只需

2000美金就可以快速完成申请，短时间内实现全

家移民，这对于很多国人来说是一个超级好消息。

美国NIW国家利益豁免项目

美国国家利益豁免（NIW）移民，也叫做高技

术移民，属于EB2中的一个特殊类别，因为不需要

提供劳工证、不需要雇主担保，申请成功率高且申

请条件远低于EB1-A，并且是全家一步到位拿永久

绿卡而备受欢迎。

国家利益豁免是指申请人的工作、资历和成

就符合美国的某项国家利益，因而可以直接向移民

局提出移民申请，符合要求的申请，可以免去等待

劳工部审批的漫长过程。NIW学历要求低，不受

行业、英文水平、语言、年龄和学历的限制，各行

各业皆可申请，被称为大众化美国绿卡申请途径。

项目优势：

申请方便：无需美国雇主提供永久性工作承

诺，无需申请劳工证，无需美国雇主为申请人提出

移民申请；

一步到位，拿10年永久绿卡；

适用人群广泛：部分优秀的赴美留学生、学

者、研究人员、博士生、博士后及其他科学技术人

员也可申请；

获批率高。

申请条件：

申请人需要符合【高等学位】或者【特殊技

能】其中一个条件。

高等学位：申请人必须拥有美国大学硕士或

以上学位或者国外其他大学的同等学历，并且在需

要在学士学位以上的工作领域内工作，或者是在传

统的专业领域内工作，比如律师、医生、建筑师、

工程师或教师。仅有学士学位的申请人另加五年专

业领域的工作经验也算满足高等学位的要求。

特殊技能：在科学、艺术或商业领域拥有的

特殊技能，满足下述条件中的至少三项：

⑥在其专业领域内曾经获得过学院、大学或

其它教育培训机构颁发的官方学术证明；

⑥在其专业领域内有十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一般需由前任及现任雇主提供证明；

⑥有在相关领域的专业从业执照；

⑥申请人由于自己的“特殊技能”所获得薪

水或其它报酬资助，包括资助研究项目的奖励经费

等等；

⑥申请人是专业协会的会员，会员资格的取

得需基于个人能力；

⑥在所在的领域内获得认可，并做出重要的

贡献。

从申请人过去的成就可以看出，未来在美国

的工作可以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有益的影响。

之前苦于长达几年的排期，短期内无法实现

快速移民，而现在可以加速办理，让很多想要去美

国的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将会吸引更多专业知识

过硬的优秀人才移民美国。

美国的大环境还是比较舒适的，没有来自各

方面的内卷压力，能够更好的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

衡。如果是有了孩子，美国的教育环境也决定了孩

子可以有一个相对轻松的童年。无论是资产、技能

还是语言，移民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如果

认为自己确实适合国外，也想过上别样的、更优质

的生活，那么就大胆地踏出这一步吧。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种一棵树最好的时

机是十年以前其次是现在。NIW的申请条件相比

EB-1A的确更为宽松，如果说EB-1A是为那些在自

己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人才提供了一条申请绿卡的捷

径，那么NIW则为那些在自己领域中刚刚开始崭

露头角的可造之才打开了方便之门。

移民美国越来越难？这个一步到位绿卡类别成为国人新宠

上月，美台高層結束在美會晤之
後，美國媒體立即爆料，透露美國計
劃在未來幾個月之內，將向台灣增派
一百至二百名美軍。此一消息若屬實
，那將是美國自上世紀一九七九年以
來在台灣最大的兵力部署。受訪學者
直言，美國透過對台派兵和售武，只
會進一步破壞中美戰略互信和雙方關
係的政治基礎，加劇中美之間的緊張
態勢，最終或導致擦槍走火甚至大規
模衝突的風險。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
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日前在受訪時指
出幾種可能性：其一，美國對華及對
台問題上的鷹派，或試圖抓住當下中
美關係緊張的形勢，做一些動作；其
二，美方或透過增兵的方式，向國內
尤其是國會內共和黨人傳達，台灣對
美國至關重要，美國對台態度堅定；
其三，美方或是對中方釋放信號，為
平衡所謂的“中國大陸在台灣問題上

軍事力量優勢不斷增長的趨勢”，美
國將更多採取實質性的軍事行動；其
四，美方在給蔡英文當局及“台獨”
勢力打氣，試圖消除島內“疑美論”
，為二○二四年台灣地區選舉展開佈
局。

事實上，美軍駐台消息由來已久
。二○一九年，美國在台協會（AIT
）台北辦事處透過發言人證實，辦事
處二○○五年起，就有涵蓋陸、海、
空、陸戰隊等軍種的美國現役軍人派
駐。美軍第一特種部隊二○一九年也
曾公開與台軍在台聯合演訓的畫面。
二○二一年，五角大樓一份定期更新
的文件顯示，至該年六月三十日止，
有三十名美軍軍人“常態”派駐台灣
。同年十月，蔡英文在接受美媒採訪
時，首度證實台灣島上確實有美國軍
事人員。

對此，王勇直言，美國在台駐軍
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內容存在明顯衝

突，中美建交的前提之一，便是美方
要從台灣撤軍。但其後美台始終保持
軍事合作，包括軍售及訓練，重新派
駐美軍，已使美國的承諾大打折扣。
現在，美國在過去基礎上更進一步，
大張旗鼓增派駐軍，若台美之間再正
式簽訂所謂的“安保條約”，實際上
已使當年中美建交的基礎逐步瓦解。

“美國提出的所謂美國版一中政
策，實際上與原始版本立場差距愈來
愈大，使得一中政策空心化，且目前
更出現一種趨勢，美國或連口頭上的
一中政策也逐步拋棄，甚至可能公開
支持『台獨』，真正把台灣打造成為
遏制中國發展的基地。”王勇說。美
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二月九日曾表示
，美國將持續深化與台灣的非官方關
係，並協助台灣維持足够的自衛能力
。這樣看起來，美國會否繼續對台灣
增兵？

王勇分析認為，美方不斷刺激大

陸反應，試圖把台灣變為“第二個
烏克蘭”，接下來不排除會繼續增
兵，不斷增加出售武器。

中國大陸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非
大校廿三日公開警告指，大陸願以
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
一前景，但如果民進黨當局執迷不
悟，勾連外部勢力不斷進行“謀獨
”挑釁，解放軍將以行動說話，採
取必要措施堅決挫敗任何“台獨”
分裂行徑和外部勢力干涉。

王勇表示，美國透過對台派兵
和售武，試圖把台灣打造成“豪豬
”，不顧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和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的建交基礎，不斷干
預中國內政，只會進一步破壞中美
戰略互信和雙方關係的政治基礎，
令美國所希望的溝通對話，及在全
球性議題上與中國合作變得愈來愈
困難，加劇中美之間的緊張態勢，最
終或導致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完全喪失

，有擦槍走火甚至大規模衝突的風險
。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美增兵台灣美增兵台灣 加劇兩岸緊張加劇兩岸緊張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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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導演的第一部作品通常都是自

傳電影，出道12年的柯震東演而優則導

，端出《黑的教育》這個由九把刀執筆

的黑色故事，乍看荒誕幽默，實則是個

細思極恐的寓言故事。

柯震東是看過地獄的男人，20歲那

年以《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

出道，一出道就拿下金馬最佳新人。歷

經起落及多年蟄伏，之後也以《再見瓦

城》、《金錢男孩》等片二度提名金馬

男主角，再以《月老》拿下台北電影獎

最佳男主角。首次由演員身份跨足導演

，拍的是台灣少見的黑色電影類型。

《黑的教育》一口氣入圍金馬獎最佳新

導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剪輯及最佳視

覺特效四項大獎，最後由飾演校霸，表

現亮眼的朱軒洋抱回人生首座金馬最佳

男配角。

《黑的教育》找來蔡凡熙、朱軒洋

以及宋柏緯飾演高中生。三個男孩在高

中畢業當天晚上縱情狂歡，先是暗黑版

的真心話大冒險，再一路演變成不知天

高地厚的真冒險。原本惡整同學的交換

秘密白爛遊戲，沒想到認真就輸了，一

個衝動之下，蔡凡熙飾演的王鴻全把黑

道的頭打破，屁孩的惡作劇就此失控，

直接開啟漫長夜晚的末路追殺，遇上了

奇怪的人，以及看不到頭的人性殘酷遊

戲。做錯事情，惹到錯的人，真實世界

的RPG無法按下暫停鍵，而且，是要付

出代價的。

「你覺得，這個世界上有多少比例

的好人，又有多少比例的壞人？」電影

開場扔出的就是這句話。真正的善與真

正的惡，本來就佔了極少數，大多數的

人沒有對錯，都只是機會主義者罷了。

警察不是警察，而黑道真的是黑道。在

後果面前，你曾經以為堅若磐石的兄弟

之情、血濃於水，不過都是嘴上說說，

中二病男孩的熱血口號。刀子架在眼前

的那瞬間，才是真正的歃血為盟。刀光

劍影，鋒利的生魚片刀切斷的不只是肉

身，還有薄如蟬翼的友情，兄弟一場，

一回頭，終究還是三個人三條路。

作為導演處女作，77分鐘的《黑的

教育》以快節奏處理了這個發生在一個

夜晚的故事。胡鬧、犯錯、逃亡、逃亡

失敗被抓，然後上了一堂血淋淋的人性

課外課。所有的轉折都俐落爽快，不拖

泥帶水，從三個主角，到包括戴立忍、

黃信堯、張甯等亮眼的配角們各有鋒芒

，看得出柯震東演員出身，對調教演員

的導演功力。

風格化的攝影與音樂，搭配畫面的節

奏掌握度極好，主題曲〈Levia〉在片尾時

緩緩出現，邀來台灣金獎獨立樂團落日飛

車搭配鳳小岳共同創作及演唱，神秘危險

的氣氛，與片尾意象強烈呼應。作為導演

生涯的初試啼聲，《黑的教育》充分展現

他在好演員之外，身為影像創作者的企圖

心和才華，品味與風格兼具，也令人開始

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

由心高氣傲的男孩長成了如今樣貌，

柯震東走過的路，其中種種不足為外人道

。可以將《黑的教育》當成他對自身經歷

的詮釋，也或許可以濃縮為這10年的感想

。所謂「黑的」教育，或許就是要走過最

黑的那段路，才能學到的課。看到最後才

恍然大悟，把課堂風景拍出來給我們看，

領著觀眾走過他的黑色時期，《黑的教育

》就是他的自傳電影。

分道揚鑣的那一晚，走過城市最深

的黑夜，看盡自己曾是同路人的慾望和

脆弱。但黑夜來了，白天還會遠嗎？當

天空漸漸亮起，在近郊漁港海面冉冉升

起的魚肚白中，男孩們走出地獄般的海

產店，從此走往不同的方向。是結尾，

也是開頭，成長痛從來都不會等你準備

好，下刀的那瞬間，社會才真正在眼前

展開。

金馬四項入圍！柯震東初執導演筒
以《黑的教育》講個一夜長大的青春末路輓歌

剪的是人情，留的是思念！今年最溫

柔暖心的親情電影《本日公休》，由吳念

真、吳明憲監製、導演傅天余自編自導，

找來金馬影后陸小芬攜手傅孟柏 、 陳庭

妮、施名帥、方志友主演，在3月3日正式

上映後，佳評如潮，主創團隊上映首周

「不公休」勤跑戲院與影迷互動，電影上

映5天，全台票房累計至昨（7）日近550

萬，不僅有粉絲七刷力挺！更有許多影迷

分享自身家人就是理髮師的生命經驗與剪

髮回憶，現場真情流露淚灑戲院！今（8

）日適逢三八婦女節，銀幕母女檔陸小芬

與方志友，延續電影裡的溫情、一同關懷

長輩，同樣飾演理髮師的兩人，實際執起

理髮刀，親自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的長

者義剪，讓長輩有乾淨清爽的面容。

活動現場母女倆陸小芬、方志友自信大

顯身手，連技術支援的彩登禾林造型設計美

髮師都大讚「給滿分十分！」兩位被演員親

自剪髮的伯伯也滿意讚嘆「技術很好！」為

了如實呈現理髮職人的精隨，兩人在開拍前

一起「共患難」經歷兩個月的美髮特訓。方

志友飾演連鎖髮廊髮型師的小女兒阿玲，分

享一開始受訓時老師很嚴格，不被看好可以

短時間學好，「剛開始練時一直掉剪刀，但

最後被老師說兩個人都很有天分！誇獎我們

『終於知道演員為什麼當演員了。』」私下

會幫小孩剪頭髮的方志友，提及經過特訓後

也幫老公楊銘威的奶奶剪頭髮，獲得「一家

四代」的讚賞，並很高興藉由角色學會技術

，開完笑說：「老公如果哪天惹我，我就幫

他剃光頭！」

擔綱本片靈魂理髮阿姨的陸小芬，則

是演出經營四十年的台式家庭理髮廳的阿

蕊，為電影學起兩套技術，不但跟女兒紮

穩基礎，更跟著老師傅學起男子理髮的傳

統技藝，披毛巾、熱敷、刮鬍子、梳油頭

、電剪剃髮樣樣來，不同形式的操刀方式

，讓她一度練到手快抽筋、剪到手見血，

談及剃鬍子最困難，需要用自己的膝蓋來

練習，掌握下刀力道，「刀子很利！很怕

一刀下去就一層皮下來！」表示十分敬佩

所有理髮職人，「在他們身上看到這種技

術真的是不可以失傳的藝術。」

本次義剪活動於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松山社區服務中心舉行，電影在疫情後上

映，導演傅天余特別期望可以藉由電影裡

的「惜情」，傳達人與人之間的溫度。陸

小芬也提及從自身角色看到生命力，「阿

蕊象徵著台灣婦女的傳統女性的韌性、堅

強、勇敢。」在片中為了老客人出遠門，

不畏懼他人的反對，剪出自己的生命價值

觀。與《本日公休》一同實行愛心義剪、

傳遞電影溫情的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同

樣看見獨居弱勢長輩心中的需求，從宜蘭

到屏東常年關懷服務一萬多名長輩，提供

獨居、弱勢、失能長輩們關懷訪視、居家

服務、送物資、長者餐食服務、陪伴就醫

、居家修繕、健康促進等等服務，鼓勵長

者走出家門，增加社會參與機會。

此外，電影上映後口碑滿載，包括影后

楊貴媚在社群大推：「演員太厲害了！導演

編劇太厲害了！歌也好聽！」修杰楷感動推

薦：「看完會想跟媽媽多說兩句話的電影。

」連電影主題曲《同款》歌手洪佩瑜看完淚

光閃閃，直呼：「等一下就傳訊息給我媽！

」梁正群也帶著爸爸梁修身一起看片：「我

們兩個男人就在那邊各自默默地啜泣，但是

又不想給對方看到。」導演瞿友寧更是力挺

電影：「愛上電影《本日公休》不用太多的

理由。」透過理髮阿姨的故事，串起滿滿

的情感共鳴與人情味，金馬影后陸小芬攜

手傅孟柏、陳庭妮、施名帥、方志友勤跑

戲院，不僅有學生映後時哭倒在陸小芬肩

膀，肩膀都濕了的陸小芬感性直言：「捨

不得洗衣服，太感動了！」更有忠實影迷

帶著收藏30多年、保存良好的電影海報與

DVD，親自給息影多年的陸小芬簽名；片

中飾演傅孟柏與方志友兒子的安安，也來

映後現場認親「阿蕊阿嬤」祖孫一家人開

心合影；還有不少觀眾看完紛紛感動推薦

：「看到淚流滿面啊！」「真的好暖，暖

到眼淚忍不住流下來。」

陸小芬、方志友《本日公休》婦女節母女聯手義剪

電影《夢遊樂園》去年在台北電影獎

備受矚目，片中未成年女兒面對父母各自

在外有新的感情對象，一心想擺脫破碎而

脆弱的家庭，企圖尋找自由，因此開拓出

一座如夢似幻的「樂園」。該片主演曾珮

瑜、程希緹、宸頤、劉韋辰及導演賴國安

在8日於哈拉影城出席首映記者會，曾珮

瑜提到一場甩男友巴掌的戲，她不好意思

地說：「我大概真呼了10個巴掌有吧！」

還有一掌意外的紮實打在對方臉上，「聲

音特別響亮，當下我內心默默傻眼。」

曾珮瑜此次飾演沈迷於婚外情的母親，

和温昇豪在孩子面前演假面夫妻，背地裡忙

著和男友約會偷情，如何揣摩角色？她認為

：「每個人都擁有許多的面貌，就像是女人

跟男人一樣擁有很多慾望。」無論是真實或

想像，「演員最幸福的地方就是有舞台可以

把我們的幻想發揮得淋漓盡致。」

她在片中被男友的客戶吃豆腐，男友

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她氣得賞男友一

巴掌，她在拍攝後對對手戲演員Rock道歉

，「他說好像因為有喝酒，所以不覺得痛

。」她還透露這場應酬戲的客人們都是導

演朋友，為擺脫緊張情緒全都喝真的威士

忌，現場氣氛相當熱鬧，她首次玩骰盅和

吹牛，「我說我不會玩，結果現學現賣一

直贏！」

飾演女兒「美樂」的程希緹在片中因

父母感情失和，成為緊閉心房的叛逆少女

，她首登大銀幕就擔任主演，坦言非常緊

張，接演前做了很多心理準備，告訴自己

不能輕易放棄這個機會，「除了前置期的

各種訓練，我覺得要探索角色內心世界是

很基本，同時也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因

此不她不只寫自己的日記，「也寫美樂

（主角名）的日記，這些都是非常寶貴又

有趣的體驗。」

一幕目睹母親曾珮瑜與男友車震的畫

面，程希緹表示：「當下應該是嚇到了、

生氣、莫名其妙的感覺。雖然那一幕看起

來有一點點滑稽逗趣，但其實角色是不知

道怎麼反應，非常難過。」她成功表現出

故作不在乎，卻隱約透露懷疑及鄙棄的眼

神，表情細緻而令人心疼。

曾珮瑜《夢遊樂園》陪應酬慘遭鹹豬手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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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网红之路

哈尔滨在网络上的出圈，其实早有苗头。

2022年夏天，盒饭以一种接地气的方式迅

速走红。短视频平台上，许多博主用镜头记录

下哈尔滨街边小店的盒饭：各种荤菜、素菜一

字排开，只需十多块钱，就可以无限量免费续

，惹得评论区很多人纷纷声称，必须要来哈尔

滨感受一次这碳水与脂肪的碰撞。

在这股风潮下，不少苦料理包已久的年轻

人来到哈尔滨寻找人间烟火气，体验热闹的市

井生活。

“去年夏天，因为在抖音上看到一家盒饭

特别吸引人，一时兴起就去哈尔滨玩了，”00

后内蒙古女孩小璇回忆起2022年的暑期旅行时

说，盒饭确实很好吃，而且这种接地气的饮食

文化也很吸引，“因为它可以让人慢下来，找

回旅行的真谛”。

在小璇看来，比起人山人海的“热门游”

，年轻人更喜欢的是选一座不是那么喧闹的城

市，吃吃逛逛，把脑袋放空，得到真正的休憩

，而哈尔滨的慢节奏恰好符合他们的需求。

除了美食多、节奏慢，建筑美和能“出片

”也是哈尔滨今年出圈的重要原因。

2022年末，社交媒体上，一位男子在法国

参观卢浮宫时感叹“卢浮宫修得像哈药六厂”

的视频爆火，引起了不少人对“哈尔滨版卢浮

宫”的好奇。

哈药六厂主楼建于2004年，为欧式风格，

一共六层，外墙遍布精美的巴洛克风格浮雕，

结构严谨，气质恢弘。随着短视频的传播，哈

药六厂已经变成网红打卡地。

“我和朋友是2月初去的哈尔滨，因为看到

了网上的攻略，就专门抽出一天下午到哈药六

厂参观。真的特别壮观，有一种置身欧洲的感

觉，特别适合拍照，为了能取到最好的角度，

我还排队了半个小时。”广东女孩欣欣告诉时

代周报记者。

与欣欣相同，90后摄影博主路宇今年元旦

到哈尔滨旅游的主要目的也是拍照。

“以前不玩摄影的时候，我去一个城市的

目的是寻找美食，现在则是为了‘出片’。我

就是因为之前看到网上很多人拍的哈尔滨的建

筑和冰雕的照片所以才决定来旅行的。”

在路宇看来，能否拍到好看的照片已经成

为目前年轻人选择旅行地的重要原因。

“现在很多人去一个城市的起因就是看到

一张心动的照片，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一张。哈

尔滨今年能够出圈就是因为一些旅行者把在这

里拍到的美丽的照片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吸引

了身边朋友以及陌生网友的关注，最终形成了

嵌套式的传播，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下

一轮打卡拍照中。”

火爆还在持续

在网络传播下，哈尔滨旅游实实在在的火

了一把。

1月2日，同程旅行发布的《2023年元旦假

期旅行消费数据报告》显示，哈尔滨市上榜元

旦热门目的地榜单前十，酒店预定量同比上涨

超过10倍。

春节假期，哈尔滨再现了“人从众”的景象。

据哈尔滨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数据，春节期

间，哈尔滨全市出行人数486.8万人次，按可比

口径，同比去年春节上涨29.7%，恢复至2019年

同期水平的94.3%，旅游收入42.84亿元，其中

接待外地游客236.6万人，旅游收入37.47亿元，

与近年同期相比，外地游客量大幅攀升、占全

市总游客量近半壁江山，外地游客量和消费额

均创历史新高。

冰雪大世界、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等著

名景点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我是初五（1月

26日）和朋友一起去的中央大街，大家都肩并

着肩，被人流推着走，听周围人说话的口音，

很多都是外地游客，松花江边的防洪纪念塔人

也特别的多。”哈尔滨本地人小玉告诉时代周

报记者。

除了这些著名景点，哈尔滨的新晋打卡地

，哈药六厂和音乐长廊雪人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到访。“我就住在哈尔滨音乐长廊对面的小区

，过年那几天每天都能看到很多人在雪人旁边

拍照，有一天我路过的时候，还发现很多人在

最佳拍照点处排队。”另一位哈尔滨本地人对

时代周报记者说。

春节过后，哈尔滨的旅游热度仍未衰减。

2月4日（立春）晚上9点多的中央大街，

依旧人潮如织。尽管当天气温接近零下20度，

但仍有不少游客在马迭尔宾馆门口排队买冰棍

儿。

中央大街一直是哈尔滨客流量最大的地标

之一。但是春节之后仍然每天有这么多游客到

访，让付军非常的意外。

付军是中央大街旁辅街一家烧烤店的老板

，从大年初二开始，就一直在店里忙着接待顾

客。“春节之后的这几天，一到晚上六点多，

我的店里就开始上人（意指陆续有顾客进店）

，每天晚上都能接待一百多桌，几乎有一半都

是游客，基本每天都要忙到半夜。”

中国国际旅行社的职员小丽同样感受到了

哈尔滨的火爆。“从春节前开始，每天大约都

有五六十个游客来咨询，春节之后人虽然少了

一点，但仍然有很多人过来咨询，真的已经很

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了。”

2月5日元宵节当天，哈尔滨地铁2号线中央

大街站进出站乘客更是多达12万余人次，创下哈

尔滨地铁单日单站客流新纪录。这个数据，说哈

尔滨成为了今年冬天的顶流，一点都不为过。

“哈尔滨文旅开窍儿了”

今年哈尔滨旅游的全面爆发，离不开文旅

部门的发力。

哈尔滨文化广电与旅游局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时代周报记者，哈尔滨文旅局每天都会在各

大社交媒体上收集网友的反馈和建议，再做成

台账及时跟相关部门反馈。

而这份真诚，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好感。

在小红书上，以“哈尔滨旅游”为关键词进

行搜索，不少笔记都大力表扬了哈尔滨文旅局，

称“今年哈尔滨文旅开窍儿了”“哈尔滨文旅真

听劝”“哈尔滨文旅局今年赢麻了”等。

“我来之前，看了很多攻略，发现哈尔滨

文旅特别重视游客的反馈，比如今年冰雪大世

界那个雪兔帽子的颜色。最开始，那个兔子的

帽子是灰色的，很多人反馈说灰色不好

看，应该换成红色。结果没出三天，冰

雪大世界就把帽子换成红色了。”路宇

说。

从去年冬季开始，哈尔滨推出了3

大冰雪主题公园，12个冰雪体验产品，

并通过网络积极宣传音乐长廊雪人、淘

学企鹅等经典IP。

“像今年哈尔滨极地馆的经典IP淘

学企鹅在网络爆红，能明显感受到哈尔

滨文旅开始关注年轻人喜欢什么。就像

之前的西安、长沙、重庆一样，每个城

市爆火都是有原因的，如果一个城市想

要持续的吸引游客，并且得到好的口碑

，就是一句话：用真心。”路宇说。

其实，哈尔滨是一座比较有知名度的旅游

城市。但是在过去，哈尔滨旅游的策划和宣传

一直过于沉稳。

从去年开始，哈尔滨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例如支持和配合综艺节目《快乐再出发》进行

节目录制，在索菲亚教堂、中央大街、斯大林

公园等景点放置网红路牌，方便游客打卡拍照

，联合哈尔滨极地馆策划“淘学企鹅”等经典

IP，并通过网络传播，提升关注度。

更重要的是，哈尔滨也想借助旅游业为经

济打造新的增长点。

文化和旅游产业是哈尔滨市的优势产业，

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也是提升人民生

活品质的幸福产业。站在新的节点上，哈尔滨

正加速转型升级，持续推进高质量产业发展。

根据哈尔滨“十四五”规划，新时代的哈尔

滨将继续发展特色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入挖掘冰

雪风光、音乐名城、欧陆文化、金源文化等资源

优势，以全域旅游为抓手，推动文化旅游与体育

、时尚、赛事、创意、科技等深度融合。

同时，哈尔滨正持续创新冰雪、避暑、文

化特色产品体系，发挥哈尔滨冰雪节、音乐节

等节庆展会品牌带动作用，巩固中国冰雪旅游

目的地领先地位，打造世界冰雪文化旅游体育

名城。

到2025年，全市力争接待境内外游客突破

1.3亿人次，年旅游总收入达2500亿元。

这座阿成笔下美丽而宽容的城市，如今正

以一种新的姿态，期待着人们发掘它的灵魂与

内涵。

这届年轻人，
为啥都爱哈尔滨？

2月的哈尔滨依旧是一片冰封的景

象。

大雪落下，江河封冻，哈尔滨就

变成了冰的王国、雪的世界。地面、

树上、屋顶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美

得动人心魄。

对于很多人来说，哈尔滨代表着

远方，也代表冬日，集合了他们对于

“寒冷”的种种想象。

随着东北盒饭、早市、洗浴中心

在社交媒体上的走红，哈尔滨又变成

了很多年轻人的“诗和远方”。

他们希望能在这座城市中慢下来

，逛逛早市、搓个大澡、撸顿小串，

找到一些松弛感。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冰雪

游热度持续走高。作为冰雪旅游的热门

目的地，哈尔滨游客数迅猛增长。

与此同时，哈尔滨在网络上的热

度一直居高不下。“哈尔滨的冰雕太

雄伟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夜景有

多梦幻”等词条轮番登上热搜榜。

微笑雪人、哈药六厂、极地馆等

打卡地的持续出圈，更是让哈尔滨逐

渐走上了网红之路，吸引了众多年轻

人到访。

沉寂了三年的哈尔滨旅游业，终

于迎来了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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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2020週年慶募款音樂會週年慶募款音樂會

孫詠薇女高音演唱孫詠薇女高音演唱（（右右））陳奕伶鋼琴演奏陳奕伶鋼琴演奏（（中中 ））
吳薇大提琴演奏吳薇大提琴演奏（（左左 ）） 「「主人主人，，請聽我說請聽我說」」 （（選選
自普契尼歌劇自普契尼歌劇《《杜蘭朵公主杜蘭朵公主》）。》）。

由小提琴家林昭亮由小提琴家林昭亮（（左一左一））及低音提琴家提姆西及低音提琴家提姆西
匹茲匹茲（（中中））及另三位小提琴家演奏泰勒曼的及另三位小提琴家演奏泰勒曼的 「「DD
大調四小提琴協奏曲大調四小提琴協奏曲」」 後合影後合影。。

（（左起左起 ））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市長市長 CecilCecil
Willis,Willis,小提琴家林昭亮小提琴家林昭亮,,及及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許勝弘院許勝弘院
長在音樂會演後現場長在音樂會演後現場。。

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林昭亮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林昭亮（（前排左四前排左四））與合唱團與合唱團
指揮張廖莉娜指揮張廖莉娜（（前排中前排中））與與 「「休士頓台聲合唱團休士頓台聲合唱團
」」 團員合影團員合影。。

當晚著名節目主持人林富桂律師當晚著名節目主持人林富桂律師（（右右 ））與世界知與世界知
名小提琴家林昭亮名小提琴家林昭亮（（左左 ））在謝幕現場合影在謝幕現場合影。。

由張廖莉娜由張廖莉娜（（右一右一））指揮指揮 「「休士頓台聲合唱團休士頓台聲合唱團」」
演唱演唱 「「噗仔聲加催落噗仔聲加催落」」 （（台語台語）。）。

世界知名小提琴演奏家林昭亮世界知名小提琴演奏家林昭亮（（左左 ））指指
揮演奏現場揮演奏現場。。

溫雅如長笛溫雅如長笛（（左左 ）、）、陳奕玲鋼琴陳奕玲鋼琴（（右右））
演奏伯恩的演奏伯恩的 「「大波蘭舞曲大波蘭舞曲」」 。。

圖為圖為（（左起左起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伉儷羅復文處長伉儷、、斯斯
坦福市市長坦福市市長Cecil WillisCecil Willis 伉儷伉儷、、及及AliceAlice蕭老師在音樂蕭老師在音樂
會現場會現場。。

((左起左起 ））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院長許勝弘院長許勝弘、、斯坦福市市長斯坦福市市長Cecil Willis,Cecil Willis, 「「松松
年學院年學院」」 張淑貞老師張淑貞老師、、及世界知名小提琴家林昭亮博士在謝幕後及世界知名小提琴家林昭亮博士在謝幕後
合影合影。。 圖為所有演出人員與出席貴賓在謝幕後登台合影圖為所有演出人員與出席貴賓在謝幕後登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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