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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 more likely to reinfect than Delta, 
no mild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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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7 (Reuters) - The risk of rein-
fection with the Omicron coronavirus 
variant is more than five times higher 
and it has shown no sign of being 
milder than Delta, a study showed, as 
cases soar across Europe and threaten 
year-end festiviti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by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were based on UK 
Health Security Agency and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data on people who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in a 
PCR test in England between Nov. 29 
and Dec. 11.

“We find no evidence (for both risk 
of hospitalisation attendance and 
symptom status) of Omicron having 
different severity from Delta,” the 
study said, although it added that 
data on hospitalisations remains very 
limited.

“Controlling for vaccine status, age, 
sex, ethnicity, asymptomatic status, 
region and specimen date, Omicron 
was associated with a 5.4-fold higher 
risk of reinfection compared with Del-
ta,” the study, which was dated Dec. 
16, added.

Inside C2

The protection afforded by past infection 
against reinfection with Omicron may be 
as low as 19%, Imperial College (ICL) 
said in a statement, noting that the study 
had not yet been peer reviewed.

The researchers found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sk of developing a symptom-
atic Omicron case compared to Delta for 
those who were two or more weeks past 
their second vaccine dose, and two or 
more weeks past their booster dose.
The study involved AstraZeneca and 
Pfizer vaccines.

Depending on the estimates used for 
vaccine effectiveness against symptom-
atic infection from the Delta variant, this 
translates into vaccine effectiveness of 
between 0% and 20% after two doses, 
and between 55% and 80% after a boost-
er dose.

“This study provides further evidence 
of the very substantial extent to which 
Omicron can evade prior immunity given 
by both infection or vaccination,” study 
lead Professor Neil Ferguson said in 
ICL’s statement.

“This level of immune evasion means 
that Omicron poses a major, imminent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TOO EARLY?

But Dr Clive Dix, former 
Chair of the UK Vaccine 
Taskforce, said it was im-
portant not to overinterpret 
the data.

“The conclusions made are 
based on making assump-
tions about Omicron where 
we still don’t have sufficient 
data,” Dr Dix said. “For 
example, we have no data 
on the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 which is now prob-
ably driving effectiveness of 
vaccines.”

“This is a crucial missing assumption in 
the modelling.”

Some of the conclusions are different 
to the data emerging from South Africa, 
where vaccines are holding up well 
against severe disease and death at pres-
ent, he said.

“There is a huge amount of uncertainty 
in these modelled estimates and we can 

Test tubes labelled 
“COVID-19 Test 
Positive” are seen 
in front of displayed 
words “OMICRON 
SARS-COV-2” in 
this illustration taken 

only be confident about the impact of 
boosters against Omicron when we have 

another month of real-world data on hos-
pitalisation ICU numbers and deaths,” 
he said.

An earlier study by Britain’s SIREN 
looking at reinfection risk in health 
workers, which was carried out before 
Omicron emerged, found that a first 
coronavirus infection offered 85% pro-
tection from a second for the following 
six months.

The data analysed by Imperial College 
was based on 333,000 cases, including 

122,062 of 
Delta and 
1,846 which 
were con-
firmed as the 
Omicron coro-
navirus variant 
through 
genome se-
quencing.

Imperial 
College’s 
Professor 
Azra Ghani, 
who co-led 
the study, 
described it 
as “essential 

for modelling the likely future trajectory 
of the Omicron wave 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vaccination and other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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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student wearing a face mask sit in a class with plastic barriers as schools in 
the Philippines’ capital reopen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coronavirus pandem-
ic, in San Juan,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REUTERS/Eloisa Lopez

Iraqi security forces inspect the site of an explosion in Basra, Iraq. REUTERS/Mohammed AtyPope Francis stumbles as he boards his plane before departing from Athens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Athens, Greece. REUTERS/Alkis Konstantinidis

Christmas decoration is pic-
tured on a window as members 
of the medical staff in protec-
tive suits treat a patient suf-
f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at Havelhoehe Community 
Hospital in Berlin, Germany. 
REUTERS/Fabrizio Bensch

A passenger tries to find 
a flight as several airlines 
stopped flying out of 
South Africa, amidst the 
spread of the new corona-
virus variant Omicron, at 
O.R. Tambo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November 
28. REUTERS/ Sumaya 
Hisham

Actor Tessa Thompson attends 
the Fourth Annual Celebration 
of Black Cinema & Television 
presented by the Critics Choice 
Association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REUTERS/Aude 
Guerrucci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is is terrible news as
the U.S. has reached
800,000 Covid-19
deaths and public
health experts think
that it might reach one
million. In the winter
the Delta variant drives
up the numbers and
infections spik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Omicron variant is
spreading rapidly all
around the world.

Many experts still are
urging the wearing of

masks indoors and
even at large outdoor
events. Vaccinations
and booster shots and
Covid-19 testing for
the illness or exposure
may be the only hope
for avoiding the threat
of the flu along with the
variants.

We are urging all
people to get
vaccinated ASAP and
keep practicing social
distancing. Wear
masks, clean hands

and cover your mouth
and nose when you
cough. If you develop
symptoms or test
positive, self-isolate
until you recover.

Today the whole world
is facing the same
issue. We need to
work under the WHO
guidelines to help each
other.

2021 was the year of
tragedy. Many people
lost their loved ones.
We all hope the next
coming year will be a
much better year.

1212//1717//20212021

20212021 Worst Year InWorst Year In
History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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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 seasons are notoriously unpredict-
able, but there are already clues that the 
upcoming season may be especially dif-

Flu season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can be an indication of what’s to come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nd the recent 

just ended, arrived early and with a ven-

H3N2, dominated.
-

ready been reported in the U.S. — a 4 
year old in California who had underly-
ing health problems.

kills,” Dr. Cameron Kaiser, a public 
-

fornia, said in a news release announcing 
the death.

-
gests this year may be worse than usual,” 
Kaiser warned.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stimates that last year, there 

-
nesses in the U.S., and 36,400 to 61,200 

ran from Oct. 1, 2018, to May 4.

The 2019 Flu Season Has 
“Staying Power.”

No. Doctors say people should get the 

Thanksgiving.
“The concern with delaying it is that 
some people who might have the op-
portunity to get vaccinated now may 
not have that opportunity later,” said Dr. 
Robert Atmar, a professor of medicine 
and an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at Bay-
lor College of Medicine in Houst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for people 

the epidemic starts,” he said.
Most healthy people who get the shot in 
September can expect some protection 
through the spring. But older adults may 
want to schedule their vaccination for 
sometime in October.
“There is a concern that some older peo-
ple may have their immunity wane sim-
ply because their immune system is more 
frail, less robust,” Dr. William Schaffner, 
a professor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at Vanderbilt Univer-
sity Medical Center.
 Flu activity usually picks up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peaks around February, 
and can last well into the spring months. 
The CDC recommends everyone over 
age 6 months be vaccinated against the 

have complications similar to those over 
65. The shot offers protection for both 
the woman and her unborn baby.
It takes about two weeks to build immu-

partial protection. Last year, the vaccine 
didn’t work well: Its overall effective-
ness was 29 percent.
Doctors blamed the poor match on a sur-

late in the season.

if it doesn’t work well?
There is plenty of evidence that the vac-

you do get sick. Doctors say people who 

get the vaccine generally don’t feel as 

they’re less likely to develop complica-
tions of the virus, including pneumonia 
and death.
“Partial protection frequently gets over-
looked, and we shouldn’t forget that,” 
Schaffner said.                  
“Because it’s those complications that do 
you in.”
What’s more, research published last 
year found the risk for heart attack or 
stroke increases the month after a person 

-

stress in the body caused by the virus.

best for older adults. “For people over 
age 65,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high-
dose vaccine will provide greater than a 
standard dose vaccine,” Atmar said.

Fluzone and the standard dose shots 
available this year include protection 

-
ing H1N1 and H3N2.
FluMist, the nasal spray favored by kids 
and anyone else averse to needles, is also 
back this year. (Courtesy nbcnews.com)

Related
Australia Just Had a Bad Flu Season. 
That May Be a Warning for the U.S.

is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severe ever, 
sickening more than 272,000 and killing 
662:
•It also started in April, two months ear-
lier, and peaked in June and July com-
pared to the usual peak between August 
and September.

A human cell infected with the H3N2 

-
breaks. The same strain may dominate 
this year, too.Steve Gschmeissner/Sci-

ence Source 

deadliest in 20 years and was followed 
by the 2017-18 US season that killed 
nearly 80,000.
•In the US, there has already been one 
pediatric death recorded after a 4-year-

-
lated complications last year. (Courtesy 
https://www.dailymail.co.u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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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Still Are In The 2021 Flu Season --
The Public Is Encouraged To Get A Flu Shot

C4Tuesday, February 9, 2021

COMMUNITY

SIOUX FALLS, S.D. — Anyone ready 
for salmon? A new study finds higher 
omega-3 levels in the bloodstream may re-
duce one’s risk of dying from a COVID-19 
infection.
Conducted by the Fatty Acid Research In-
stitute in collaboration with 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s in Los Angeles and Or-
ange County, these findings are the first to 
uncover direct evidence linking omega-3 
fatty acids with improved coronavirus 
health outcomes. Numerous scientists had 
theorized that omega-3 fatty acids may be 
beneficial for COVID-19 patients, but all 
of that was ultimately conjecture at best.
The new study involved blood samples 
taken from 100 COVID-19 patients taken 
to a local hospital. After collecting infor-
mation on whether each patient eventual-
ly recovered or passed away, researchers 
analyzed those blood samples according 
to the Omega-3 Index. More specifically, 
the team measured O3I and red blood cell 
membrane EPA+DHA levels.
Fourteen of the COVID-19 patients in the 
study ended up passing away from their 
illness.
Omega-3 is keeping more COVID pa-
tients alive

Based off of those omega-3 readings, 
study authors separated all 100 pa-
tients into four groups based on their 
O3I levels. Each group accounted for 
25 percent of the total patient group. 
Only one person died within the highest 
O3I group (O3I>5.7%) while 13 passed 
away from the remaining three groups 
(O3I<5.7%).
After performing a series of age and 
sex-adjusted analyses, study authors 
discovered that patients with the high-
est levels of omega-3 (O3I >5.7%) had 
been 75 percent less likely to pass away 
in comparison to the other three groups. 
In simpler terms, the “relative risk” of 
death is four times greater for those 
with lower omega-3 levels.
“While not meeting standar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resholds, this pilot study 
– along with multiple lines of evidence 
regarding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EPA and DHA – strongly suggests 
that these nutritionally available marine 
fatty acids may help reduce risk for ad-
verse outcomes in COVID-19 patients. 
Larger studies are clearly needed to 
confirm these preliminary findings,” 
says lead study author Arash Asher, 

MD, in a media release.

“Asher et al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 
low Omega-3 Index might be a powerful 
predictor for death from COVID-19. Al-
though encouraging, their findings clear-
ly need to be replicated,” adds Clemens 
von Schacky, MD.
How do omega-3 fatty acids combat 
COVID-19?
Researchers find they will need to do 
more research to conclusively figure that 
out. However, Dr. James H. O’Keefe, Jr., 
an omega-3 expert at Saint Luke’s Mid 
America Heart Institute, has one theory.
“An excessive inflammatory response, 
referred to as a ‘cytokine storm,’ is a fun-
damental mediator of severe COVID-19 
illness. Omega-3 fatty acids (DHA and 
EPA) have potent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ies, and this pilot study provides 
suggestive evidence that these fatty ac-
ids may dampen COVID-19’s cytokine 
storm,” he concludes.
Dr. O’Keefe was not directly involved in 
this study.
The study is published in Prostaglandins, 
Leukotrienes and Essential Fatty Acids. 
(Courtesy https://www.studyfinds.org/)
Related

How To Improve Your Immune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Vaccine Shot? Expert Reveals

KEY POINTS
Maintain healthy habits before and 

after you get your vaccine shot.
A healthy diet can help build a healthy 

immune system
Do not let rumour mongering affect 

your decision making; call your doctor
A Russian government advisory on re-
fraining from alcohol consumption for 
45 days after the first vaccine jab has 
left many people confused and contem-
plating whether or not alcohol can cause 
any ill impact on the vaccine response. 
However, there is no mention of alcohol 
in the printed material available along 
with the two vaccines approved in India; 
this certainly adds to the confusion. Ac-
cording to experts from the UK, Russia 
and the US, alcohol is said to suppress 
immune functioning and render a person 
incapable of developing adequate immu-
nogenicity after receiving the vaccine 
dose. A research study on alcohol con-
sumption and vaccination highlighted 
that that alcohol can cause inflammation 
in the gut and can alter the makeup of 
the microbiome, potentially damaging 
the microorganisms that maintain im-
mune system health. Heavy alcohol use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a few other health 
problems, including an increased risk of 
Heart disease, cancer, and liver disease. 
All this and more indicate that it is best 
to maintain healthy habits before and af-
ter you get your vaccine shot.

Covid-19: Maintain healthy habits 
before and after you get your vaccine 
shot.
Here is what you can do to maintain 
a healthy lifestyle and improve your 
chances of a better immune response to 
the vaccine:
1. Stay Away From Alcohol And 
Smoking
Consumption of alcohol, smoking or 
indulging in other unhealthy practices 
should be avoided to get the maximum 
benefit of the vaccine. People who have 
taken the vaccine shot must ensure a 
healthy lifestyle and avoid binge drink-
ing around the time of the vaccination.
2. Get Enough Sleep

Another way to ensure your immune 
system is in perfect shape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COVID shot is to get plenty 
of sleep. A study, published in the Inter-
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says that those who did not get more than 
five hours of sleep per night leading up to 
their flu shot made the vaccine only half 
as effective as those who had adequate 
sleep. The same will apply to the COVID 
shot too.

Covid-19: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COVID shot is to get plenty of sleep.
3. Exercise Regularly
Staying active and exercising is another 
way to make sure your body is healthy. 
Staying physically fit and maintaining a 
healthy weight can help reduce your risk 
of chronic illness, which can make you 
more susceptible to any complications.
4. Eat Right, Eat Healthy
While no foods give you an immediate 
immunity boost, eating a healthy diet 
may help build a healthy immune sys-
tem. Specific foods, particularly probiot-
ic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keep-
ing you healthy. Be sure to have a lot of 
vegetables, fruits, whole grains, yogurt, 
and fermented foods to keep your body 
nourished.

Covid 19: Eating a healthy diet may 
help build a healthy immune system.
Bottom Line: 
COVID-19 vaccine shot is extreme-
ly important to fight this pandemic and 
improve immunity among people. Stay 
healthy and be wise. Do not let rumor 
mongering affect your decision making; 
call your doctor when in doubt. (Courte-
sy https://food.nd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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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zine - stock.adobe.com)

Higher Omega-3 Levels May Reduce
Risk Of Death From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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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賑災發放

◎ 團結的希望之光

	採訪／馬樂；撰文／錢美臻、王偉齡

	撰文／常宏文

9
237

2021年12月10日、11日短短兩日之間，美國中西部、南部八州遭遇超過50個罕見地強烈冬季龍捲風侵襲，龍捲風

行進沿途的社區遭到嚴重破壞。美國慈濟志工在龍捲風平息

後，馬上啟動急難救助機制在12月12日深入密蘇里州迪菲安

斯區（Defiance,	Missouri）重災區勘災，確認災民的需求，

並於12月15日前往肯塔基州重災區提前布局，規劃在即將到

來的聖誕節前，完成一千戶的大規模賑災發放。

每年十月份華盛頓州開始進入雨季，每天的天氣都是灰

冷陰濕的雨天。但2021年十一月初連日豪雨不斷，

許多地區降雨量逼近歷史最高紀錄，華州北部斯卡吉特河

（Skagit	River）水位暴漲，臨河城市維農山（Mt	Vernon）

遭遇近30年來最嚴重的水患，部分地區淹到四、五呎高，氣

閥小艇全部出動，在又冷又溼又臭又髒的水面上前進，或是

操作著工程用大型機具，救出驚險受困的民眾和動物⋯⋯住

在河邊的街友眼見大水撲來，只能轉身逃命。

這是個非常需要幫助的時刻，我們身為美國人應團結合
作、互相幫助，感謝你們遠道來此所做的一切。
                          當地居民／媒體工作者　傑克·凱恩

我以前也曾無家可歸，所以我希望藉此機會盡一己之力，
幫助我們的社區以及鄰居們⋯⋯

對我們來說真的是很有意義的經驗，因為我們也曾經接受
過別人的幫助。很感恩今天自己有了能力，可以換我們去
提供協助及關懷。
                                                      社區居民 凱特

佇立在猶如戰區的梅菲爾德市合十祈禱

寒凍華州降暴雨 馳援維農山街友

	 慈濟美國聖路易聯絡處的志工完成迪菲安斯區勘災工作

後，看到災區破碎的景況，更加緊了賑災籌備的腳步。12月

13日便與密蘇里州急難管理局（Missouri	 State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進行賑災協商會議，敲定在12月17

日於迪菲安斯區，針對95戶受災家庭，舉辦第一場賑災發放

活動的各項細節。

	 車上掛著慈濟的平安吊飾，後車廂塞滿要先發放給災

民的環保毛毯和環保圍巾，儀錶板處有著證嚴法師的法相相

伴，12月15日負責本次冬季系列龍捲風賑災工作的慈濟美國

芝加哥分會執行長謝濟介，率領芝加哥分會的志工，開車

單程六個多小時南下去災情最嚴重的肯塔基州梅菲爾德市

（Mayfield,	Kentucky）勘災。

	 志工們在傍晚時風塵僕僕抵達梅菲爾德重災區。放眼望

去幾乎所有建築都被夷為平地，少數沒垮的建築物是地區法

梅菲爾德市重災區幾乎沒有完好的建築物。攝影／馬樂 志工在哀悼花束處為死傷者與其家屬祈禱。攝影／馬樂

華盛頓州十一月降雨量驚人，寒凍中，志工緊急為洪災中頓失所
有的街友送暖。攝影／常宏文

	 「經過大家的努力，短短一週內竟然就能完成物資發

放！」負責發放聯繫工作的史蒂文歡快地說：「我很榮幸能

和慈濟合作，社區有你們真的是天大的福氣，我非常感恩，

也好珍惜慈濟帶來的每一項幫助！」

	 慈濟暖洋洋的關懷不只吸引了凱特，發放當日還有四位

當地民眾主動來幫忙，其中一位居民看到慈濟無私地付出，

特別帶咖啡及甜甜圈過來。一些街友穿著淋濕的外套，腳包

覆在濕答答的襪子和球鞋中來領物資，志工趕緊捧上熱可

可、咖啡、甜甜圈、三明治，溫暖被凍壞的街友身心。

	 儘管無常的天災衝擊，但慈濟人的愛心祝福，讓無家可

歸的街友也感受了如家人般的關懷，度過充滿溫馨地年節。

	 「有約四十多位街友住在河邊，他們的家當全都

被大水捲走，急需幫忙。」當地居民史蒂文·西蒙斯

（Steven Simmons）因「協助更生人重返社會聯盟組織」

（Community	Partnership	 for	Transition	Solutions）而結

識了慈濟，和慈濟西雅圖支會有數年的合作關係；居住在河

岸處的街友雖逃過洪水，但帳篷、睡袋及隨身衣物都沖走，

史蒂文為他們聯繫慈濟，尋求協助。

	 志工先在11月21日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至災區勘災，了

解到當地教會和居民都曾零星救濟街友，但仍遠遠不夠。「

所以我們準備了帳篷、睡袋、衛生用品，還有保暖的全新外

套、帽子、手套、襪子、慈濟毛毯、圍巾、雨傘、口罩⋯⋯

等，一起送過來！」慈濟志工彭淑珠負責這次的發放計畫，

與西雅圖支會志工動員在一週內備齊物資，12位志工於11月

28日感恩節長週末犧牲假期，冒著大雨展開馳援。

	 志工身著雨衣，在華氏近42度（攝氏約六度）的嚴

峻寒冬中，於維農山學區的華盛頓小學（Washington	

Elementary	 School）側門，凍著手吹出白色寒氣，撐起發

	 新冠肺炎疫情與颶風重創德
州家庭，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與休
士頓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合作，擬於2021年12月
18日與2022年1月8日舉辦蔬果
發放活動，以行動支援受疫情影
響的家庭，幫助居民了解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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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獲得更多關於「素行動聯盟」
的訊息，請前往：
VeryVeggieMovement.org/zh

	 當您發願加入「素行動」，您就會收到一張電
子忠實會員卡。未來將不定期收到美味食譜、蔬食指
南、實用資訊和有趣文章，到任何一間《素行動聯
盟》的實體店家消費，出示會員卡，會使用「素行
動」優惠搜尋地圖，找到該商店的優惠代碼，在網路
商店付款時輸入優惠代碼，就能享受特別優惠！

•	實體店或網購消費，都能使用
•	隨身攜帶又不佔空間
•	不砍一棵樹，環保愛地球	 	

	 「龍捲風像台失速列車橫衝直撞⋯⋯我有生之年沒看
過這樣的龍捲風⋯⋯」2021年12月10日到11日，美國中西
部、南部多州遭遇龍捲風侵襲，沿途造成嚴重破壞。國家
氣象局暴風預測中心（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Storm	
Prediction Center）表示，在冬天時出現這樣強大的龍
捲風史無前例：「罕見的濕度加上高溫，種種因素堆疊起
來，造成這場怪物級的天災（monster	system）！」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2021年12月18日與2022年1月8日，上午11點開始發放， 
發完為止

網路捐款：donate.tzuchi.us/zh/cause/ 
                midwest-disaster-relief
社交平台捐款：facebook.com/TzuChiUSA
支票捐款：抬頭註明“Tzu Chi”，並將支票郵寄至
慈濟德州分會（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77036），或電713-270-9988洽問捐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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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實會員卡

隆重登場

	 肯塔基州的梅菲爾德市（Mayfield，Kentucky）災情最
慘重，初估至少上百人死亡，整個城鎮的全毀，住家、消防
局、教會、工廠、商家⋯⋯在時速150多英里的高速強風下像
是紙糊的，瞬間被撕裂成碎片，而這場龍捲風足足橫掃了兩
百多英里，災區廣闊、怵目驚心！		
	 無數家庭在此大災後，無法再重返破損的家園，日常生
活也馬上陷入困境、精神受到創傷，或許要花五年、十年、
甚至更久，他們的生活才能恢復到災前的模樣⋯⋯。
	 冬季龍捲風賑災項目獲得善心大德承諾一百萬美元的等
額捐款（matching funding），至明年三月底為止，您所捐
出的每一份愛，將加倍為他們灌注希望、給予力量，陪伴他
們修補破碎的生命和生活，振作精神再出發！

	撰文／王偉齡

院，但是三層樓高的古蹟磚房已被掀翻了屋頂，小城各處的

殘骸堆前，都有倖存者為罹難親人擺置的哀悼花束。勘災團

隊在溢滿著哀傷氣氛的法院圍欄前靜默，雙手合十，虔心為

往生者祈禱。

	 梅菲爾德居民迪斯敦·荷姆斯（Dystain Homess）用	

「瘋狂」來形容災難當下和災後的處境：「這裡的人失去了

家、失去了工作的地方、甚至失去了生命⋯⋯我從來沒想過

這會發生在我居住的地方，這個小城從過去累積到現在的樣

貌和歷史，瞬間崩塌，什麼都沒剩下⋯⋯」

	 這是一個充滿傷痛的歲末年節，但慈濟人正以堅定的行

動勇往直前，把溫暖送到災民手中，也讓悲痛迷惘的受災家

庭接收希望的力量。

	 正在災區內工作的當地電視台記者傑克·凱恩（Jack	

Kane），是第一批進駐梅菲爾德的媒體工作者，他向慈濟

勘災團隊描述自己的感想：「我能夠描述它的最好方式是，

它看起來就像個戰區。這裡看起來就像電影裡的畫面，真的

從來沒有想到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距離我們南邊20分鐘車

程的社區。」

	 「災民他們沒有保暖的襪子可穿，也缺少貼身衣物，甚

至食物和水都是災民很寶貴的生活必需品，遇到這種大災，

許多人都失去了所有財產。」傑克對自己鄰里鄉親的不幸遭

遇非常不捨：「這是他們（災民）生命中最糟糕的時刻，而

至少我可以做的是，出現在他們面前與他們交談，試圖了解

我可以做什麼來幫助他們。」

放帳篷、擺放好物資。考量到發放物資品項大又多，街友拿

不了，志工特意準備大型塑膠袋讓街友使用，也確保物資能

保持乾燥。「慈濟準備了許多的物資，提供給我們那些遭遇

不幸的鄰居們。」凱特·托雷斯（Kate	 Torres）帶著兒子羅

根·克魯尼（Logan	Croney）來協助慈濟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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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67歲的卡梅隆笑稱：「這個過程聽起來

有點瘋狂。」「我的意思是，如果《阿凡達》沒

有賺那麽多錢，我們也許就不會這麽做——因為

這確實有點瘋狂。」

「有點瘋狂」只是一種輕描淡寫的說法。卡

梅隆自2012年開始策劃續集，2013年組織了編劇

團隊開始撰寫後續故事，這些故事將延伸到潘多

拉星球的不同地理位置，延續第一部人類對抗自

然的主題。

2017年《阿凡達2》開始拍攝，故事時間線

在第一部的14年後，傑克薩利(薩姆· 沃辛頓飾)

已經成為納美族族長，並和妮特麗(佐伊· 索爾達

娜飾)結婚生子。然而，平靜的生活再次被人類

的RDA資源開發管理公司打亂，他們被迫搬到臨

海礁石群生活。

「說到底，續作是一個關於家庭的故事，以

及父母為了家人的安全所付出的艱辛。」製片人

喬恩· 蘭道表示。「我認為卡梅隆的電影都有一

種普世的主題，沒有比家庭更普世的了。」

《阿凡達2》和《阿凡達3》的故事背景都是

在海洋周圍，圍繞著居住在臨海礁石的新納威族

展開。如果說第一部電影講述的是熱帶雨林，以

及關於森林砍伐的警示故事，那麽後兩部續集則

是卡梅隆寫給大海的一封情書。

卡梅隆長期以來倡導海洋保護，並在2012年

進行了破紀錄式的馬裏亞納海溝底部之行。他說

：「我不拍電影的時候，就是做與海洋相關的事

情。所以，如果能把我的兩大愛好——海洋探險

和電影製作結合起來，何樂而不為呢？」

然而，在海平面之下拍電影將會有諸多挑戰

，卡梅隆和他的團隊必須設計一套方法，來清晰

捕捉演員在水下最微小的動作和表情。其中，大

部分的拍攝都是在一個90萬加侖的水箱中進行的

（專門為續集設計的），這個水箱可以模擬海洋

的漩渦和洶湧的海浪。

不過，演員們都要為水下表演做足準備，每

個演員都要接受專業訓練，直到他們能夠自由潛

水，一次屏住呼吸幾分鐘。卡梅隆說，現年72歲

的西格妮· 韋弗飾演的角色在第一部中去世後，

將會以一個新的角色回歸。她可以輕松屏住呼吸

6分半鐘，而新加盟的凱特· 溫斯萊特「做了7分

半鐘的屏住呼吸，讓所有人都震驚了」。

當年，《阿凡達》第一部電影的拍攝絕非易

事，卡梅隆第一次想到這個點子後，花了10多年

時間才把它搬上銀幕。如今，卡梅隆和製片人蘭

道對於續集的目標，瞄準得更高、潛得更深。

《阿凡達3》的主要拍攝工作已經完成（預

計2024年上映），維塔已經開始一些場景的後期

製作，第4部和第5部目前設定在2026年和2028

年上映。「從故事和世界的角度來看，我們現在

所做的是一個更大的規模，」蘭道說，「這既令

人興奮，又具有挑戰性。

不過，盡管這部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的電影要

拍出一系列大製作續集似乎是板上釘釘的事，但

卡梅隆指出，自第一部《阿凡達》上映以來，影

院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09年，Netflix的流

媒體剛剛開始流行起來，百視達還沒有宣布破產

，而《阿凡達》的原創工作室20世紀福克斯距離

被迪士尼收購還有好幾年時間。

如今，在一個超級英雄和視頻直播的新時代

，卡梅隆希望13年後的觀眾仍然會被他關於遙遠

星球和冒險的願景所吸引。畢竟，2019年《復仇

者聯盟4》超過《阿凡達》成為史上最賣座的電

影，但《阿凡達》於2021年初在中國重映後又奪

回了它的桂冠，以28.47億美元的全球票房創下

了新的紀錄（比《復聯4》多出近5000萬美元）

。

「最大的問題是：我們能賺到錢嗎？」卡梅

隆談到。「高成本的大片，必須要贏得更多的票

房。如今，我們正處於一個疫情後的新世界，一

個流媒體興盛的新時代，也許此前那樣的高票房

數字不會出現了，但誰知道呢？這完全像是擲骰

子。不過，如果你想濺起大的水花，就不能害怕

把腳弄濕。」

詹姆斯·卡梅隆談《阿凡達》續集

這次可能不會有高票房了
科幻史詩大片 《阿凡達2》今日曝光全新概念劇照、片場照，影片目前定於

2022年12月16日北美上映，包括第二部在內，《阿凡達》共有4部續集的計劃。
2009年，憑借 《阿凡達》奪得全球票房冠軍後，導演 詹姆斯·卡梅隆就決定

要帶著4部續集回歸，而不是一部。
《阿凡達》是一部關於藍皮膚外星人與自然共處的熱帶傳奇，而續集《阿凡達

2》則主要設置在水下世界。這需要多年的技術研究和多個月的訓練，才能讓演員屏
住呼吸的時間長到連海豹突擊隊都佩服。

如今，卡梅隆終於準備好歡迎觀眾回到潘多拉星球，他已經為這部雄心勃勃的
海洋奇跡之作籌備了10年。

社群網站推特（Twitter）公佈今年用戶推

文數據，在電影類方面，由導演查克史奈德

（Zack Snyder）重新剪輯2017年DC超級英雄電

影《正義聯盟》的《查克史奈德之正義聯盟》

（Zack Snyder's Justice League），獲選 2021 年

推特上推文最多的電影，成為今年度影迷討論

度最高的電影，超越今年度上映的漫威超級英

雄電影《蜘蛛人：無家日》、《永恆族》、

《黑寡婦》。

2017年推出的《正義聯盟》在後製時期，原

導演查克史奈德因為家庭因素，不得已退出電影

後製階段，改由喬斯溫登（Joss Whedon）代替

他的職務，撰寫和執導史奈德原本計劃的額外補

拍，但成品在當年上映後，觀眾評價差強人意，

可謂負評連連。事後更爆出導演喬斯溫登在片場

霸凌演員，包括主角「鋼骨」雷費雪（Ray Fish-

er）及「神力女超人」蓋兒加朵（Gal Gadot）等

人，都曾發聲在片場遭導演言詞羞辱，讓該片更

添爭議。

該片後來在經歷3年多粉絲、演職人員等多

方人士努力奔走後，最終由電影公司拍板定案，

找回原導演查克史奈德主導並重新製作，在今年

初推出粉絲期待已久的《查克史奈德之正義聯盟

》，片長多達4小時，影評普遍認劇情更合邏輯

、人物刻劃更平衡，反轉2017年版本的眾多負評

，也在網路上掀起討論熱潮，成為2021年推特上

最多話題度的電影。

此外，在《查克史奈德之正義聯盟》之後，今

年電影推文數第二到第十名，排名依序是《蜘蛛人

：無家日》、《永恆族》、《黑豹》、《黑寡婦》

、《自殺突擊隊：集結》、《沙丘》、《哥吉拉大

戰金剛》、《史瑞克》和《蝙蝠俠》。

話題度超越《蜘蛛人：無家日》！

2021推文最多的電影是這部！

漫威將出現第一位天后製片嗎？影視媒體

「The Direct」報導：黑寡婦思嘉莉約翰森接受

「Collider」專訪證實想當漫威的製片。

思嘉莉說：「在漫威工作就像大家庭，漫威

有最棒科技可以讓夢想變得無限大，甚至在藍幕

（做後製特效）前都可以預見未來爆發驚喜，就

像大大的創意遊樂園，我有許多計畫想和曾共事

的團隊們共度下一個十年。」

童星起家的思嘉莉大聲說：「我在好萊塢

30年了，但我認為我只了解製片的運作，我還

必須學習如何製片，製片和所有創作領域一樣

，但特別要與數百人團隊合作創造，我非常期

待和家人般的團隊，為許多觀眾創造更多的作

品。」

今年七月思嘉莉自製自演《黑寡婦》在戲院

與串流平台Disney+同步推出，曾讓她火大怒告

迪士尼：違約！一度讓她、迪士尼、漫威三方

「關係」緊張，幸好後來大和解。

不久前思嘉莉得美國「藝術影院」終身成就

獎時，漫威大老闆凱文費吉就曾說會和思嘉莉繼

續合作，但沒說細節，被外媒形容為「最高機密

」。

如今思嘉莉自爆想在漫威工作室當製片，但

也沒說細節，讓粉絲加倍期待這位曾是「漫威一

姐」的女星，未來將製造出什麼吸睛+吸金的超

級英雄電影。

黑寡婦掀 「最高機密」 ！
思嘉莉約翰森想當漫威女製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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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中 國 經 濟 2021年12月17日（星期五）3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中國經濟面臨新的下行壓力，一些地方債務規

模和增長速度超出還款能力，地方債務風險備受矚

目。中國財政部副部長許宏才16日表示，將堅決遏制

隱性債務增量，嚴堵違法違規舉債融資的“後門”，

嚴禁違規為地方政府變相舉債，決不允許新增隱性債

務上新項目、鋪新攤子。同時，穩妥化解隱性債務存

量，堅持中央不救助原則，做到“誰家的孩子誰

抱”。至於會否用中央債務置換地方債務，許宏才稱

“目前沒有這樣的安排”。

●●許宏才許宏才（（中中））表示表示，，將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將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嚴堵違法違規舉債融資的嚴堵違法違規舉債融資的““後後
門門”。”。 中新社中新社

財政部：地方債務中央不救助

許宏才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國務院政策
例行吹風會上表示，防範化解地方政府隱性

債務風險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決策部
署，財政部高度重視，會同有關部門研究提出了
“一攬子”政策措施，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
穩妥化解隱性債務存量。各級黨委政府堅決貫徹
落實，在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
積極採取措施防範化解隱性債務風險，堅決打好
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總的來看，近年來隱
性債務風險穩步緩釋，風險總體可控。債務相關
指標的水平總體不高，但是局部地區的風險不容
忽視，還存在隱性債務問題。

出台終身問責倒查責任制
下一步，財政部將會同有關部門健全依法從

嚴遏制新增隱性債務、穩妥化解存量隱性債務的

體制機制，有效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堅決不留後
患，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許宏才還提到，要對地方隱性債務健全監督
問責機制，推動出台終身問責、倒查責任制度辦
法，堅決查處問責違法違規行為。督促省級政府
健全責任追究機制，對繼續違法違規舉債違規行
為，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問責一起，做到終身
問責、倒查責任。

提前下達新增專項債務限額
當被問及會否拿中央債務來置換地方債務

時，許宏才表示，“這個問題要審慎研究，不是
一個簡單的事。我知道有些國家做過這樣的事
情，效果並不好，我們目前沒有這樣的安排，就
是要把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堅決防範好、化解
掉。”

另外，為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政策發力
適度靠前”的要求，許宏才透露，近期財政部已
向各地提前下達了2022年新增專項債務限額1.46
萬億元人民幣，推動提前下達額度盡快形成實物
工作量。許宏才強調，提前下達專項債額度要重
點向債務風險較低的地區傾斜。
財政部預算司負責人兼政府債務研究和評估

中心主任宋其超在會上表示，2022年專項債券支
持的重點方向，一是聚焦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領
域；二是重點用於交通基礎設施、能源、農林水
利、生態環保、社會事業、城鄉冷鏈等物流基礎
設施、市政和產業園區基礎設施、國家重大戰略
項目和保障性安居工程9個大的方向；三是聚焦
重點項目，優先支持納入國家“十四五”規劃綱
要、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的重點項目，加大對
水利、城市管網建設等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香港文匯報訊 再有內房企的評級被下調。
標普全球評級16日表示，已將富力地產及其子公
司富力香港的長期主體信用評級從“B-”下調至
“CC”，並表示，視該公司近期擬要約回購和同
意徵求為折讓重組，或在交易完成後評估其等同
於違約。

標普評級對富力地產作出負面的評級展望，
認為公司的未到期債務非常有可能發生違約。稱
富力在顯著改善疲弱的流動性方面仍面臨很大挑

戰，在償付7月和12月到期的美元優先債券方面
仍面臨高度不確定性。

穆迪降綠地評級展望
另一評級機構穆迪將綠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

企業家族評級從Ba2下調至Ba3，評級展望從評估中
調整為負面。穆迪還將綠地香港的企業家族評級從
Ba3下調至B1。穆迪高級副總裁Kaven Tsang表示
評級下調反映了該行的預期，即由於經營和融資環

境艱難，綠地控股和綠地香港未來6至12個月地產
銷售將會下滑。

華夏幸福委託理財服務方失聯
另外，正處在債務危機中的華夏幸福，周三晚在

上海證交所公告稱，其與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的中
科創資本失去了聯繫。
華夏幸福境外子公司曾於2018年與Wingsken-

go Limited簽署有效期到2022年底的理財委託協
議，委託理財資金用於購買固定收益類理財產品，預
期殖利率為每年7%至10%，並向Wingskengo指定
主體中科創資本支付了理財資金合計3.13億美元。

債務或違約 標普下調富力評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
海報道）建信信託與胡潤研究院聯合
發布的2021中國家族財富可持續發展
報告指出，家族信託所擁有的財富定
向傳承、風險隔離等功能正逐漸為大
眾所理解與接受。
隨着居民財富不斷積累，富裕人

群在資產增值等方面需求越發凸顯，
亟需金融機構的專業服務。報告稱，
截至2021年9月末，家族信託存續規
模約為3,100億元人民幣，連續6個季
度上升；存續家族信託個數約為1.5萬
個；68家信託公司中有59家開展了家
族信託業務。

金融投資需求不斷釋放
報告指出，中國富裕人群財富規

模擴大的同時，金融投資的需求也在
不斷釋放。目前房產回歸居住屬性，
投資屬性逐漸淡化；加之教育“雙
減”等宏觀政策的直接影響，富裕家
庭有了更多的資金用於財富管理。他
們對於財富管理的熱衷程度已達
94%，體現為投資意識更積極，信心指
數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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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貝恩公司與凱度消費者指數 16日在滬發布
《2021年中國購物者報告，系列二》，報告據
統計指出，多年來中國快消品市場以約5%的增
速平穩增長。

去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影響下中國快速消
費品支出一度急劇下降，下半年迎來強勢反
彈，這股回升勢頭延續至今年第一季度，但第
三季度總體增速較去年同期下跌0.8%。

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快消品的銷量和銷售
額分別增長3.3%和3.6%，實現溫和復甦，同
時，平均售價小幅上升0.3%，意味着市場基本
面依然穩健。

貝恩公司全球合夥人、大中華區消費品業務
主席鄧旻表示，新冠疫情顯著改變了中國消費者
的購物方式。

一方面，直播成為電商平台重要的銷售和
營銷渠道，頭部達人直播對線上交易金額的集
聚效應加劇，但也有越來越多的品牌開始直播
帶貨；另一方面，社區團購在新冠疫情期間呈現
井噴式發展，而從今年第三季度起這一模式進入
整合期，迎來退潮。

調查：中國快消品市場增速放緩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12月17日（星期五）5

港羽3混雙組合晉世錦賽16強

德甲豪門拜仁慕尼黑北京時間16日宣布，球
隊正式簽下18歲的中國年輕門將劉邵子洋，合約
至2025年6月30日。武漢三鎮足球俱樂部表示，
劉邵子洋是拜仁俱樂部引進的首位中國球員。

劉邵子洋出自武漢三鎮青訓，曾入選國足
U14、U15、U16等年齡段集訓隊。劉邵子洋表
示，他將為拜仁青年隊効力。

武漢三鎮足球俱樂部也在同一時間確認了這
則消息，並透露，作為兩家俱樂部共同培養的第
一位年輕球員，劉邵子洋已在慕尼黑拜仁青訓基
地訓練生活了11個月。

以下為劉邵子洋簡歷：

2014年，劉邵子洋進入武漢三鎮青訓梯
隊；

2016年，作為武漢三鎮足球俱樂部海外培
星計劃成員之一，劉邵子洋赴西班牙巴塞羅那留
學並接受海外足球訓練；

2017年，劉邵子洋首次入選U14中國國家集
訓隊，此後先後入選2018年U15中國國家隊集訓
大名單和2019年中國足球A隊(U16)集訓大名
單；

2019年，劉邵子洋代表U16國少隊參加
“華山盃”國際青年足球錦標賽及第八屆中俄青
少年運動會，同年在西班牙集訓時受邀前往德國

試訓；
2020年，劉邵子洋開始跟隨武

漢三鎮足球隊一線隊訓練；
2021年初，拜仁慕尼黑與武漢三

鎮達成合作協議，共同致力於中國青少
年球員的培養工作，劉邵子洋成為兩家俱
樂部共同培養的第一位球員，並赴德國慕尼黑拜
仁青訓基地接受訓練，之後在拜仁青年隊比賽中
登場亮相。

2021年12月16日，拜仁慕尼黑足球俱樂部
正式與劉邵子洋簽約，劉邵子洋也成為該俱樂部
引進的第一位中國男足球員。 ●中新網

戰勝傷患 兼顧訓練與學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距離

2022北京冬季奧運會尚有一個多月，

港隊參戰名單亦逐漸確定，年僅21

歲的朱定文憑藉今屆短道速滑世

界盃較佳的總成績，被選為北

京冬奧短道速滑男子500米

項目的港隊代表，成功彌

補因傷錯過上屆冬奧

的遺憾，首度登上

夢寐以求的冬奧

舞台。

進軍冬奧進軍冬奧進軍冬奧

●朱定文終
如願獲選參加
冬奧會。

IG圖片

● 朱 定 文
（右二）於2017
年出戰在札幌舉行
的亞冬會。

資料圖片

● 朱 定 文
（左）多年來一
直為圓奧運夢努力
不懈。
facebook圖片

●三年前因
嚴重受傷，令朱
定文奧運夢碎。
facebook圖片

●●劉邵子洋劉邵子洋（（左左））與拜仁簽下為期與拜仁簽下為期33年半的合約年半的合約。。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在北京
冬奧會開幕倒計時

50天之際，中國冰雪健
兒進入備戰衝刺期。“備戰任

務還在繼續。調整自我，總結經
驗，向着目標出發！中國隊敢於接受挑

戰，中國隊加油！”短道速滑冬奧冠軍武
大靖日前通過
社交媒體表達
了 信 心 與 決
心。
作為中國

體育健兒在本
屆冬奧會的領
軍人物、上屆
冬奧會唯一的
金牌得主，武
大靖近四年來
一直是冰雪賽場最受關注的中國運動員之
一。2022年，27歲的武大靖將在主場迎來
第三次冬奧之旅，他也為北京冬奧會留下
三大懸念：
男子500米，能否衛冕？其他單項，

能否突破？開幕式上，能否成為中國代表
團旗手？

雖然平昌奪冠，但從過去四年整
體走勢而言，受狀態和傷病等影

響，武大靖在500米賽道

的 統
治力有所下
降。今年10月至
11月進行的世界盃分
站賽，武大靖在北京站決賽
中搶跑出局，在日本站未能晉級
準決賽，在匈牙利站決賽中被碰倒僅

獲第四，直至荷蘭
收官站才奪得本賽
季個人首冠。
“我不相信

我一直努力我的狀
態還回不來，我們
的目標是奧運會，
我也會把每一個時
期做好。”面對輿
論的質疑與期待，
武大靖在匈牙利站

結束後通過社交媒體表示，自己從無名小
卒成為奧運冠軍，從不太穩定到500米七
連冠，再到現在的狀態不佳，每一階段他
都克服了很多困難。“期待最好的自己回
到賽場！”他表示。
“練！”“就是練！”12月以

來，武大靖在社交媒體寫兩條簡
短的留言。

●新華社

●●武大靖在世界盃多武大靖在世界盃多
德雷赫特站奪男子德雷赫特站奪男子
500500米冠軍米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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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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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隋鑫11月世界盃荷蘭站獲得第12名的成績，除
創下港隊於世界盃男子項目的最佳成績外，亦為港

隊爭得北京冬奧首張入場券。香港滑冰聯盟隨即根據程
序展開遴選，最終朱定文憑藉今屆短道速滑世界盃四站
賽事中較佳的總成績獲遴選委員會確立正選資格，代表
港隊出戰2022北京冬奧短道速滑男子500米項目賽事，
而郭子峰則被選為後備，有關提名將在稍後正式提交至
港協暨奧委會審核及通過。

香港滑冰聯盟強調遴選委員會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則
制定透明的標準並開放予合資格的運動員報名，而為港
隊取得冬奧入場券的隋鑫將會繼續支持朱定文和郭子峰
努力備戰，另外亦正與體院積極合作備戰，希望港隊能
以最佳狀態亮相冬奧賽場。

平昌冬奧會前小腿骨斷裂
21歲的朱定文加入港隊6年，5度成為香港速滑錦標賽冠軍，早已視冬

奧為目標的他卻因一次意外嚴重受傷未能圓夢奧運，右小腿三條骨全部斷裂
的他雖然一直堅持練習，不過最終在醫生建議下決定暫時放下參加冬奧會的
夢想：“當時很失望，但我知道自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知道只要我
能重新振作，將來任何困難和挫折都能克服，我對參加冬奧還是充
滿信心。”

三年間過着兼顧訓練與學業的忙碌生活，直到今天
朱定文的努力終於修成正果，他直言自己的目標不是單
單當個參與者，而是會朝着頒獎台邁進：“很感恩有機
會代表香港出戰2022北京冬奧，我仍不覺得自己
100％值得這資格，但我一定會在餘下一個多月努力訓

練，我所希望的是能夠踏上頒獎台奪得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繼東
京奧運獨攬兩銀後，女飛魚何詩蓓再次
為香港體壇創造歷史，於阿聯酋舉行的
游泳短池世錦賽女子200米自由泳項目勇
奪金牌，不僅是香港首位世界冠軍泳
手，更以1分50秒31打破世界紀錄，成
為香港泳壇史上首位世界紀錄保持者，
在一年之間三級跳成為世界第一。

何詩蓓早前出戰國際游泳聯賽
（ISL）200米自由泳項目未嘗一敗，更
多次刷新亞洲紀錄。到世錦賽舞台，她

在初賽1分52秒 86輕鬆以首名晉身決
賽。決賽排在第五線的何詩蓓起步反應
時間在8人中排第二，經過首50米後已
經領先，到進入最後50米時更與第二名
拉開超過1秒的優勢，最終游出1分50秒
31的成績率先觸池，勇奪第一，更以
0.12秒之差打破瑞典泳手絲祖唐1分50秒
43的舊世界紀錄，成為香港泳壇史上首
位世界冠軍兼世界紀錄保持者。

何詩蓓賽後接受訪問時表示能夠成
為香港游泳史上“第一人”的興奮非言

語可以形容：“我不知怎樣說，真的很
開心，沒有什麼言語可以形容此刻的感
覺，之前一直和世界紀錄很接近，我很
興奮終於成為香港首個世界冠軍以及打
破世界紀錄。”接下來，何詩蓓還會出
戰100米及400米自由泳項目。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6日在
facebook上發帖，祝賀何詩蓓再為香港泳
壇寫下光輝一頁，令全港市民都感到振
奮。特區政府定會繼續全力支持香港運
動員，推動體育全方位發展。

香港第一人！女飛魚何詩蓓破世界紀錄
●女飛魚何詩
蓓（中）於世
錦賽女子200
米自由泳奪
金，並打破世
界紀錄。
香港游泳總會

圖片

中國中國1818歲門將劉邵子洋歲門將劉邵子洋加盟拜仁加盟拜仁

朱定文修成正果朱定文修成正果朱定文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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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一江春水》發布定檔預告
女性犯罪電影引熱議

由導演高啓盛執導，李妍錫、祝康

笠主演的電影《一江春水》定檔1月7

日。這部2022開年第一部女性犯罪題材

電影物料一出，便引起廣大媒體和網友

的熱烈討論。故事以一位名叫“蓉姐”

的女人的瑣碎生活展開，然而隱忍之下

，原來隱藏著波濤暗湧的秘密。

2022年首部女性犯罪題材電影亮相
近年最為深刻的女性電影
在此次發布的定檔海報中，女主人

公蓉姐微微仰頭微笑，同時又流下一滴

眼淚，反觀蓉姐的弟弟小東在景深處影

影綽綽。兩人仿佛被水光籠罩，契合了

電影片名“一江春水”。電影宣傳語

“想開了”和“爲了活命所以不要命地

活”也爲影片懸念感更添了一把火。雖

然選用了女性犯罪題材，卻難掩溫暖治

愈的一面，電影圍繞“蓉姐”的瑣碎生

活展開，年過三十的蓉姐一直沒有成婚

，獨自撫養著遊手好閑的弟弟。身爲洗

腳城按摩工的蓉姐就這樣和弟弟過著平

凡而瑣碎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弟弟小

東告訴蓉姐，他的女朋友阿靜懷孕了。

平靜如水的生活掀起漣漪，而蓉姐隱藏

多年的秘密也逐漸浮出水面……

與之一同發布的定檔預告更爲直接

地向觀衆傳達了一種“用力地活著”的

態度，在面對生活瑣碎時，“爲了活命

，所以不要命地活”。女主人公蓉姐盡

管身處生活的困境與波折之中，在充滿

著人性懸疑的底層社會掙紮，卻依然

“用力地活著”，展現出一種真實、獨

立、果敢的女性力量。影片已在多個電

影節展進行過展映，以不凡的品質在4

個影節中斬獲大獎，有媒體評價其爲

“近年來最爲深刻的女性電影”也印證

了影片的不俗品質。蓉姐身上背負的秘

密究竟是什麽，只待電影上映觀衆去影

院一探究竟。

生活如同一江春水
看似平靜實則暗流湧動

電影中的“蓉姐”是一位敦厚、隱忍而

善良的角色，她在自己最黃金的20年

歲月中每天與各色各樣的人打著交道

——心懷鬼胎的洗腳城老板、遊手好

閑的弟弟小東、看似貼心實則另有所

圖的客人奶奶……令人好奇的是，到

底是什麽樣的秘密能讓她甘之如饴？

而這無疑也成爲了電影最亟待解釋的

懸念。網友紛紛表示“女性犯罪電影

不好奇是假的”，其中更是不乏感性

發言“到底怎樣被生活磨砺，才會連

哭泣都沒有聲音”。

近年來，女性題材的電影作品在

市場上已經不再罕見，《一江春水》

不同于以往的同類型電影——沒有口

號式地宣稱女性覺醒，沒有大肆宣揚

逆境之下的女性力量。恰恰相反，導

演高啓盛僅通過極具煙火氣的平凡生

活，便刻畫出了四位截然不同的女性

角色。三代人，各有各的苦難。影片

中掩藏的感情、隱秘的傷痛和面對生

活的堅韌，都如同一江春水，潤物無

聲、治愈心靈。

《曾經相愛的我們》曝海報 陳柏霖郭采潔神情哀傷

由張小磊執導，陳柏霖、郭采潔領銜主演

的電影《曾經相愛的我們》發主題曲MV以及

人物海報。馮提莫深情演唱主題曲《何必留下

遺憾》，道出了情侶間相處不易，分開後又不

舍放棄彼此的艱難愛情抉擇，讓人爲之感傷。

而人物海報中的各位主演也神情哀傷，流露出

一絲在大城市裏的無奈和落寞。

馮提莫獻唱主題曲MV再敘愛情故事
人物海報深度映射當下青年困境
全新發布的主題曲MV由主角Allen和夢婕

一句“好久不見”拉開序幕，隨著馮提莫婉轉

動情的歌聲漸起，曾經愛過的回憶也逐漸湧上

兩人心頭。可愛情在現實面前總是不堪一擊，

即便雙方再次相遇，對曾經的懷念也仍在大城

市的生活中敗下陣來，兩人矛盾和衝突也逐漸

到達頂點。在MV中，讓兩人從相愛到相厭的

正是大城市生活的壓力，在人物海報中這一點

也被完美呈現。海報中幾位主演被旖旎的不同

顔色霓虹燈包圍，在大城市夜幕之下爲自己的

生活傷神，而鋼筋水泥叢林縮影則位于海報上

方，一種無形的壓迫感襲來，讓不少觀衆隔著

屏幕都感受到大城市生存壓力之大。

這樣的真實刻畫讓不少觀衆在影片中找到

了自己的情感投射，也因此斬獲了觀衆的一致

好評，目前該片票房已突破2500萬。除此以

外，影片更在上映當日獲得了上座率及場均人

次第一的不俗成績，這也在另一層面佐證了影

片質量。一名觀衆在某平台留言：“電影非常

真實，同樣在大城市打工的我仿佛在電影中看

到自己，一定會推薦給朋友去看。”

影片熱映治愈觀衆
都市青年影院療傷
爲凸顯大城市生活的真實影像，影片主要

描繪了三對青年在大城市摸爬滾打，爲了愛情

和夢想賭上了自己一切的故事。有因生活不易

而分手的漂泊戀人，有爲男友放棄家鄉、放棄

父母癡情女孩，還有爲兄弟實現選秀成功而自

己放棄夢想的暖心大哥。無論是哪一層面，影

片所刻畫的青年群像都讓觀衆能夠在其中找到

共鳴，在高度的感同身受下，影片收獲了觀衆

的一致好評。

雖然影片主要講述小人物的生活軌迹，但

卻沒有販賣焦慮，反而通過剖析青年的情感生

活、現實與理想等問題，用充滿希望的故事走向

鼓勵觀衆。“自我和解”、“看完就釋懷了”、

“更有勇氣”成了觀衆走出影院後的多數評價。

“在影片中仿佛看到了自己，已經低沈了很久，

感謝這部電影給了我繼續在大城市奮鬥下去的

勇氣。”一名觀衆在觀影結束後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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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黑風暴》已經播出一段時間了，

曾一度引起了觀劇熱潮，剛開播便拿下了

驚人的成績，連續數天蟬聯電視劇熱度榜

第一，豆瓣評分高達 8.0，貓眼評分 8.1 的

佳績，引得好評不斷。該劇根據中共中央

政法委篩選的真實案例改編，講述了中央

掃黑除惡督導組進駐中江省綠藤市，發生

了一系列事件後"前刑警"李成陽、年輕刑

警林浩在督導組的指導下，和專案組組長

何勇共同協作將黑惡勢力及保護傘成功抓

獲的故事。

該劇有許多我們熟悉的知名演員，如孫

紅雷、劉奕君、劉之冰等等，這部劇裏還有

三位演員其實是歌手出身的。

首先，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張藝興，在劇

中飾演年輕刑警“林浩”，熱血無畏，一心

爲公，他在劇中突破以前的“小綿羊”形象

，成爲了“狼”的存在。

2000 年張藝興參加《音樂不斷》林

志穎歌友會並演唱歌曲，首次接觸電視

熒屏。2008 年，張藝興通過 S.M. Casting

System 在中國的選拔成爲韓國 SM 公司旗

下練習生。2012 年 4 月，張藝興以 EXO

團體和其子隊 EXO-M 成員身份正式出道

。雖然身份是 EXO 組合中的主舞，但張

藝興的多才多藝也一直受到關注。他曾

經在多個節目和活動中分別展示過自己

的鋼琴、吉他、創作甚至智力答題和做

菜的實力，主持也是後來挖掘的“新技

能”，可謂“藝多不壓身”。2015 年獲

得了“亞洲影響力東方盛典最具影響力

全能藝人”的榮譽。

在帥氣的外表下，張藝興還擁有同齡人

難得的從容、沈穩、努力和堅持，而認真和

謙遜則更是讓他不斷受到媒體行業工作者稱

贊的優秀品質，也都成爲張藝興受到網絡春

晚青睐的重要原因。

劇中還有一位知名歌手，就是飾演“石

門區山南路派出所所長胡笑偉”的孫浩。

大家對孫浩這個名字可能不太熟悉，但

是一提《中華民謠》這首歌，大家就很熟悉

了吧，這首歌的原唱就是孫浩。1994年他參

加了第六屆“通業杯”青年歌手大獎賽獲得

通俗唱法專業組銅獎，一首《中華民謠》讓

他紅遍祖國的大江南北。2001年，出演個人

首部古裝劇《大漢天子》，從此走上了演藝

之路。

另外還有一位歌手，飾演“陳建波”

的周曉鷗，原零點樂隊主唱。1994年，周

曉鷗25歲的時候，成立了零點樂隊。他的

成名曲《愛不愛我》至今依然很火。2008

年，在其自己的博客中宣布退出零點樂隊

。2003年，周曉鷗客串孫紅雷、江珊主演

的黑幫電視劇《征服》，飾演了“黑老大

吳天 ”。2007年，客串了馬伊琍、文章主

演的青春勵志劇《奮鬥》，飾演了“華子

的朋友豬頭”。2012 年，主演了電視劇

《門第》，飾演“哥哥何秋生”，他的表

演自然天成，不假不做作，讓人感覺到何

秋生就是我們生活中一個特別不起眼的大

哥形象，周曉鷗憑此角色獲得“國劇盛典

最具突破精神演員獎”。

十一年來，周

曉鷗在表演上不停

地探索，不停地追

求。雖然他從來沒

演過所謂的男一號，

但他參與的每一部

戲，無論是電視劇

還是電影，我們都

看到周曉鷗的表演

，越來越純熟，越

來越自然，影視圈

媒體給了周曉鷗一

個新的名頭 “金

牌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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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中國經濟面臨新的下行壓力，一些地方債務規

模和增長速度超出還款能力，地方債務風險備受矚

目。中國財政部副部長許宏才16日表示，將堅決遏制

隱性債務增量，嚴堵違法違規舉債融資的“後門”，

嚴禁違規為地方政府變相舉債，決不允許新增隱性債

務上新項目、鋪新攤子。同時，穩妥化解隱性債務存

量，堅持中央不救助原則，做到“誰家的孩子誰

抱”。至於會否用中央債務置換地方債務，許宏才稱

“目前沒有這樣的安排”。

●●許宏才許宏才（（中中））表示表示，，將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將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嚴堵違法違規舉債融資的嚴堵違法違規舉債融資的““後後
門門”。”。 中新社中新社

財政部：地方債務中央不救助

許宏才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國務院政策
例行吹風會上表示，防範化解地方政府隱性

債務風險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決策部
署，財政部高度重視，會同有關部門研究提出了
“一攬子”政策措施，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
穩妥化解隱性債務存量。各級黨委政府堅決貫徹
落實，在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
積極採取措施防範化解隱性債務風險，堅決打好
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總的來看，近年來隱
性債務風險穩步緩釋，風險總體可控。債務相關
指標的水平總體不高，但是局部地區的風險不容
忽視，還存在隱性債務問題。

出台終身問責倒查責任制
下一步，財政部將會同有關部門健全依法從

嚴遏制新增隱性債務、穩妥化解存量隱性債務的

體制機制，有效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堅決不留後
患，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許宏才還提到，要對地方隱性債務健全監督
問責機制，推動出台終身問責、倒查責任制度辦
法，堅決查處問責違法違規行為。督促省級政府
健全責任追究機制，對繼續違法違規舉債違規行
為，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問責一起，做到終身
問責、倒查責任。

提前下達新增專項債務限額
當被問及會否拿中央債務來置換地方債務

時，許宏才表示，“這個問題要審慎研究，不是
一個簡單的事。我知道有些國家做過這樣的事
情，效果並不好，我們目前沒有這樣的安排，就
是要把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堅決防範好、化解
掉。”

另外，為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政策發力
適度靠前”的要求，許宏才透露，近期財政部已
向各地提前下達了2022年新增專項債務限額1.46
萬億元人民幣，推動提前下達額度盡快形成實物
工作量。許宏才強調，提前下達專項債額度要重
點向債務風險較低的地區傾斜。
財政部預算司負責人兼政府債務研究和評估

中心主任宋其超在會上表示，2022年專項債券支
持的重點方向，一是聚焦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領
域；二是重點用於交通基礎設施、能源、農林水
利、生態環保、社會事業、城鄉冷鏈等物流基礎
設施、市政和產業園區基礎設施、國家重大戰略
項目和保障性安居工程9個大的方向；三是聚焦
重點項目，優先支持納入國家“十四五”規劃綱
要、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的重點項目，加大對
水利、城市管網建設等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香港文匯報訊 再有內房企的評級被下調。
標普全球評級16日表示，已將富力地產及其子公
司富力香港的長期主體信用評級從“B-”下調至
“CC”，並表示，視該公司近期擬要約回購和同
意徵求為折讓重組，或在交易完成後評估其等同
於違約。

標普評級對富力地產作出負面的評級展望，
認為公司的未到期債務非常有可能發生違約。稱
富力在顯著改善疲弱的流動性方面仍面臨很大挑

戰，在償付7月和12月到期的美元優先債券方面
仍面臨高度不確定性。

穆迪降綠地評級展望
另一評級機構穆迪將綠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

企業家族評級從Ba2下調至Ba3，評級展望從評估中
調整為負面。穆迪還將綠地香港的企業家族評級從
Ba3下調至B1。穆迪高級副總裁Kaven Tsang表示
評級下調反映了該行的預期，即由於經營和融資環

境艱難，綠地控股和綠地香港未來6至12個月地產
銷售將會下滑。

華夏幸福委託理財服務方失聯
另外，正處在債務危機中的華夏幸福，周三晚在

上海證交所公告稱，其與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的中
科創資本失去了聯繫。
華夏幸福境外子公司曾於2018年與Wingsken-

go Limited簽署有效期到2022年底的理財委託協
議，委託理財資金用於購買固定收益類理財產品，預
期殖利率為每年7%至10%，並向Wingskengo指定
主體中科創資本支付了理財資金合計3.13億美元。

債務或違約 標普下調富力評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
海報道）建信信託與胡潤研究院聯合
發布的2021中國家族財富可持續發展
報告指出，家族信託所擁有的財富定
向傳承、風險隔離等功能正逐漸為大
眾所理解與接受。
隨着居民財富不斷積累，富裕人

群在資產增值等方面需求越發凸顯，
亟需金融機構的專業服務。報告稱，
截至2021年9月末，家族信託存續規
模約為3,100億元人民幣，連續6個季
度上升；存續家族信託個數約為1.5萬
個；68家信託公司中有59家開展了家
族信託業務。

金融投資需求不斷釋放
報告指出，中國富裕人群財富規

模擴大的同時，金融投資的需求也在
不斷釋放。目前房產回歸居住屬性，
投資屬性逐漸淡化；加之教育“雙
減”等宏觀政策的直接影響，富裕家
庭有了更多的資金用於財富管理。他
們對於財富管理的熱衷程度已達
94%，體現為投資意識更積極，信心指
數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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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貝恩公司與凱度消費者指數 16日在滬發布
《2021年中國購物者報告，系列二》，報告據
統計指出，多年來中國快消品市場以約5%的增
速平穩增長。

去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影響下中國快速消
費品支出一度急劇下降，下半年迎來強勢反
彈，這股回升勢頭延續至今年第一季度，但第
三季度總體增速較去年同期下跌0.8%。

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快消品的銷量和銷售
額分別增長3.3%和3.6%，實現溫和復甦，同
時，平均售價小幅上升0.3%，意味着市場基本
面依然穩健。

貝恩公司全球合夥人、大中華區消費品業務
主席鄧旻表示，新冠疫情顯著改變了中國消費者
的購物方式。

一方面，直播成為電商平台重要的銷售和
營銷渠道，頭部達人直播對線上交易金額的集
聚效應加劇，但也有越來越多的品牌開始直播
帶貨；另一方面，社區團購在新冠疫情期間呈現
井噴式發展，而從今年第三季度起這一模式進入
整合期，迎來退潮。

調查：中國快消品市場增速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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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楊茜堯（前名楊怡）與老公羅子溢（前名羅仲
謙）結婚5年，二人去年4月迎來愛女“小珍珠”，二人再接再
厲，成功兩年抱倆，楊茜堯15日再誕下一子，湊成一個“好”字！

15日晚楊茜堯誕子，母子平安，惟她與羅子溢一直保
密喜訊，給大家驚喜！羅子溢16日下午在社交平台報喜，

上載B仔的腳板相，背後也見他們夫婦靠在一
起，羅子溢留言：“多謝大家關心！母子平安，
辛苦太太！”陳自瑤、何雁詩等人都有留言祝福。
楊茜堯去年底產後復出，將囡囡交託給楊媽

媽照顧後，便與老公齊齊北上拍攝由金牌監製梁
家樹製作的劇集《家族榮耀》，想不到夫妻檔拍
住上賺奶粉錢之餘，朝夕相對更有意外收穫，幫
“小珍珠”添個弟弟。而楊茜堯懷上二胎後，未有
再接工作，在港一直深居簡出，外界以為她專心相
夫教女，原來是秘密養胎，就連她在社交平台上載
的照片，也完美遮肚，認真厲害。今年8月，楊茜堯

慶祝42歲生日，與羅子溢一起去主題公園慶生，女兒也有同
行，當時楊茜堯已有孕在身，但她和丈夫的合照都是半身出
鏡，成功隱藏孕肚。中秋佳節，楊茜堯去野餐玩燈籠，見她貼
出的照片也是以鬆身tee加貼圖公仔遮肚。據知，羅子溢早前
為了照顧孕妻而停工，再為人父，讓他開心不已。

兩年抱倆 湊成好字 楊茜堯秘密誕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張崇基及張崇
德兄弟將會舉行跨年騷，也是他們最後一次返回伊
館這個發跡場地開騷，所以別具意義會分外珍惜。

崇基和崇德接受主播許文軒訪問，說到年底的
演唱會命名《最後的基會難德演唱會》，言下之意
是最後一次開騷，崇德解釋：“一來阿哥已經移居
加拿大，未必有機會返香港搞騷，疫情之後有好多
變化更加難作估計，而且今次係第十次開演唱會，
第十次好似好圓滿！”

他們續說：“最唔捨得係粉絲，我哋一步一步
行到呢度，有好多粉絲第一日已經支持我哋，但佢
哋好慘，以前話畀人知鍾意我哋便會俾人笑，我聽
到嘅時候好心噏，點解我做歌手，做到鍾意我哋嘅
人會被人笑。”

音樂路上遭潑冷水
兩人所走的音樂路絕對不容易，中間遇過不少

難聽說話，說到他們做歌手曾經備受質疑，崇德坦
言：“唔係質疑，係直頭話我哋唔得，我哋明白做
到演唱會嘅歌手係邊種，要拿過獎，有Hit歌同人
氣，但我哋完全冇，記得2002年，大約20年前我
哋做幕後居多，分別同唔同嘅娛樂公司傾，佢哋真
係有問我哋有乜Hit歌？有冇劇出？有冇歌上榜？
我哋乜都冇，就話咁仲搞咩啫！當時我哋心裏面有
啲唔忿氣，因為之前推出發燒碟，喺冇宣傳情況下
賣過二萬幾隻，既然有人聽即係有人會睇啦！所以
決定自己搞，當知道全場爆滿，我哋真係好感動！
所以今次最後一次去返伊館，呢個發跡地開騷，真
係好有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由麥浩邦
執導、譚耀文、張繼聰、栢天男主演以香港
監獄為題材的電影 《逃獄兄弟》於本年初
上映時反應理想，口碑載道，早前更入圍第
20屆紐約亞洲電影節（NYAFF），投資方
火速揼本 7 位數字（港元）重新搭建監
獄、開拍續集《逃獄兄弟 2》，除了原班人
馬幾位逃獄兄弟及獄長黃德斌外，續集加入
吳卓羲（Ron）令監獄再起風雲，影片將於
明年1月中上映。

於最新預告片中，Ron 原是青年才俊卻淪
為階下囚，向來高高在上的他於獄中繼續意氣
風發地說：“這個世界有兩種人，跟規矩和定
規矩的人，我就是不會跟人規矩的那種人！”
Ron 隨即輪流挑機，除與獄中老大“滾筒”譚
耀文在飯堂抗衡外，還與獄中另一股勢力硬碰
硬，展開多場埋身激鬥，Ron在廚房被鐵煲重
擊，張繼聰則被Ron抱起猛撞天花板，肉搏連
場！

今次的反派角色令Ron過足戲癮：“不

知為何找我演的大多是正派角色，可能我個
樣太正氣，但其實我鍾意演一些比較陰謀的
角色。”對於戲中連場打鬥，Ron直言只有
拍戲才有一打四的機會，好玩又值得。

另外，電影公司重金百萬港元搭建監獄
開拍第二集，演員自然演得投入興奮，譚哥
與栢天男異口同聲：“今次個監獄及場景，
按照劇情提升，監倉、飯堂、圖書館、廚房
等，設計細緻了、空間變大了，演員自然會
更投入、觀眾感覺更真實。”

演反派一打四 吳卓羲過足戲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由何廣沛、陳曉華（Hera）及吳業坤等人演出的新劇《異搜店》

下周首播，16日劇中演員到派對房間大玩尋寶遊戲。首次擔正做女主角的Hera坦言，心情有

少許緊張，希望在講對白咬字方面有明顯進步。對於曾在拍攝時與Hera

傳出緋聞，何廣沛不擔心緋聞被舊事重提，因他倆

行得正、企得正。

陳曉華主動
重拍咬字不

清片段何廣沛不擔
心緋聞被重

提

之前Hera常被指咬字不清，她希望
繼《七公主》後讓觀眾覺得她有

進步，說：“拍攝時只要自己覺得說
不清楚，都會要求重拍一次，希望做
到最佳效果。”Hera日前也開設網上
個人頻道，短片由拍攝到剪輯都親自落
手落腳去做，她否認有意向網紅發展，
只想將日常工作和生活點滴拍下來做記
錄，到有作品推出時可配合做宣傳。何
廣沛與Hera拍攝《異》劇時曾傳緋聞，
廣沛強調他們行得正、企得正，不擔心
緋聞會被舊事重提，希望觀眾將注意力
放在劇集上，他說：“劇集只有20集，
主要由我和Hera去串聯整個故事，劇情
比較輕鬆和有追看性，之前的緋聞都是假
的。”稍後，何廣沛為新劇開工兼要
學手語，他高興在手語考試上有不錯
成績，也不擔心別人將他與張智
霖、胡鴻鈞做比較。

吳業坤演醫生最難講對白
吳業坤難得收起喜感，在劇中

扮演醫生，與Hera和何廣沛有一
段三角戀，他說：“演醫生最難是
講對白，有不少專業名詞，而且說
話節奏跟自己平時的不一樣，所

以在劇本上要下苦功。”坤哥笑稱高興
與Hera有感情線，而且還有親熱戲，
說：“她錫了我一吓，雖然運用了蒙太
奇的拍攝手法，但總算有一些甜頭。”
日前在社交平台上投訴宣傳片沒有自己
出現的坤哥，高興宣傳海報上有他的蹤
影。不過在台慶頒獎禮10強名單中，
他與周奕瑋一起主持的《#好掛住日
本》雖然打入“最佳資訊及專題節目”
10強，但只有周奕瑋入圍“最佳男主
持”，他說：“原本諗住兩兄弟可攜手角
逐最佳男主持，但10強名單上只有周奕
瑋。（呼籲粉絲積極投票收復失地？）隨
緣吧，我會投周奕瑋一票，送他一程。”

張崇基 張崇德 重返發跡地開騷別具意義

▲今年8月，已有孕的楊茜堯
與老公、女兒慶生。

▶羅子溢上載B仔的腳板相。
●去年年底，羅子溢夫妻檔北上拍劇。 網上圖片 ●楊茜堯刻意遮孕肚。

▲新劇《異搜店》演員16日
到派對房間大玩尋寶遊戲。

▶現實中的坤哥(右)與
劇中的內斂角色大相
逕庭。

▶何廣沛強調與陳曉華行
得正、企得正，不擔心緋
聞被舊事重提。

▲首次擔正做女主角的陳曉華(左)落力
谷劇。

●張氏兄弟接受主播許文軒訪問。 ●●《《逃獄兄弟逃獄兄弟 22》》加入吳卓羲令監獄再起風雲加入吳卓羲令監獄再起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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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如果问起你的家乡，你会觉得这是个

复杂的，一言难尽的问题吗？

为了改变命运，很多人会背井离乡，

主动选择流动。但也有很多人，他们被迫

卷入流动的浪潮，卷入一段无法回头的旅

程。

在中国的移民潮中，就有这样一批孩

子 —— Ta 们出生在中国，但却在少年时

期被带离了祖国。他们被称作 1.5 代移民

。相比于主动选择出国的一代移民，或者

一开始就出生在海外的二代移民，1.5 代移

民们往往有着更加强烈、复杂的乡愁。

失落的家和国，骤然变幻的人生轨道

，逐渐远去的山河故人，这些甚至需要

1.5 代移民们用一生去适应，去理解。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有一个没能融入异国文

化的少年，有他纠葛的家庭，和他回不去

的故乡。

我叫 Charlie ，今年26岁，就读于墨

尔本大学法律系，我是在 12 岁不到的时

候移民到澳洲的。

Charlie 的父母都出身于一个江苏小县

城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海军，转业后

当上了公务员。而母亲是县城医院的药剂

师。Charlie 的父亲享受着这样安逸，稳定

的生活。但母亲却不满足于这样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日子。她觉得这个小县城里的一

切都一眼望得到头，而小县城中的人们对

于一个女人的期待，也仅仅是做一个好妻

子，一个好母亲。她确信这绝不是自己想

要的生活。于是，她下定决心，不管付出

怎样的代价，都要离开这里，去国外的广

阔天地中自由闯荡一番。

母亲的离开

我妈妈是在我一年级上半学期的时候

出国的。我们学校午睡的时候，我妈妈出

现在窗外，叫我出去，跟我说她要走。我

虽然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意思，但是也没

有觉得特别伤心，更多的是不理解吧。完

全不知道我妈妈要去哪里，或者去多久，

为什么去，以及这一切对于我的生活会造

成什么样的改变。我只知道妈妈要去一个

特别特别远的地方，暂时也不会回来。

我外公外婆那个时候经常问我：“你

知道你妈妈去哪了吗？”。我家里有一张

世界地图，我就在地图上找，找到了墨尔

本，指着说，妈妈去那儿了。

我是龙的传人

在父亲和外公外婆的细心照顾下，

Charlie 并没有因为母亲的离开感到忧愁。

但是他并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想离开中

国。因为父亲是军人，Charlie 从小是在部

队大院长大的。大院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

家庭，早上广播里放着起床号和军歌。战

友们的关系特别亲近，以至于孩子们管所

有的阿姨都叫“妈妈”。虽然当时的小

Charlie 并不太理解民族，祖国之类的概念

，心中却充满了一种对于自己作为中国人

的自豪之情。

部队大院里面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但是大家都说是普通话。小孩子的父母都

是战友，同样年纪的孩子成天骑着自行车

一起在大院里面呼啸，然后成群结队地去

各家蹭饭吃。互相串门的时候，大家一起

看的 DV 都是船坚炮利的军事题材，对于

金戈铁马的生活有一种非常浪漫的想象。

我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长大，可能使得

我对于民族认同的观念是相对来说比较早

熟的。

我二年级的时候就第一次到过澳大利

亚，在一个语言学校待了两个礼拜。语言

学校有很多移民的小孩、黑人孩子、亚裔

的孩子。那时候可能也是我第一次有了非

常明确的，我是一个中国人的概念。我记

得很清楚，班上有我和一个台湾来的孩子

。我在觉得孤单的时候，就会跟台湾孩子

说我们是“龙的子孙”。

自那次从澳洲回国以后，我就进入了

一个非常正常的升学道路。周围的人可能

会偶尔跟我透露出就是有朝一日我可能会

出国生活和学习，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一天

什么时候会到来。

我知道要走的时候是 2007 年 1 月份

的时候，我刚刚六年级上半学期考完试。

那次我考得特别好，全班数学就我一个人

考满分。然后我记得我回家中午吃饭的时

候跟我妈打了个电话说：“妈我特别开心

，成绩考得很好”，然后我妈说：“那很

棒啊，你想不想来澳大利亚读书？”。我

不记得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当时并不白

明白这个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

到澳洲的那一天，接机的是一个伯伯

。一个快要 60 岁的马来西亚华人。我们

一起来到了一个漂亮的公寓，那个伯伯就

留下来住了。我一个人睡，我妈妈和伯伯

在另外一个房间一起睡。

在 12 岁的年纪，其实对于男女之间

各种各样的事务并不是特别了解，只是隐

隐约约地觉得这是有什么不对，但是具体

是哪里不对，我似乎也说不上来。

寄宿学校的生活

Charlie 的妈妈刚开了一个自己的针灸

诊所。她的事业刚起步，工作特别繁忙，

没有时间照顾 Charlie 的起居。所以还来

不及等 Charlie 搞清心中这股不对劲的感

觉是什么，他就被送去了一所寄宿学校里

。

Charlie 是年级里唯一的中国人。他不

会说英语，无法和人交流。

入学第一天，Charlie 只敢坐在自己的

房间里，甚至因为找不到厕所，只能尿在

宿舍衣柜里。

一切熟悉的日常生活技能都失效了，

Charlie 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前半年我什么都不懂。听不懂别人说

话，和老师同学都没有交流。基本就是处

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中。

课后我就一个人去图书馆里面，里面

有很多中文的藏书，我就一本一本地看。

那个时候，我极其想念在国内的同班

同学和朋友们。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在纸

上一遍一遍地默写我们班的学号，和同学

的名字。我们班上有 55 个人，所以我从

1 到 55 默写。然后中间总会出现漏的或

者不记得的，我回家的时候会跟同学们去

问。

我们那个时候有戏剧课。大家一起排

练剧本，互相扮演角色。我特别讨厌那个

课，因为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

演什么。

戏剧课是一个在学校的剧场里上的。

前面有个舞台，下面是观众席，没有表演

的时候就堆着一些可折迭的椅子。在墙和

椅子中间有一条细缝，我就一个人躲在细

缝最深的角落里面，所有的椅子都排在我

前面。后来老师在这个角落里面找到我，

看见我在哭。他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想说

，也不会说。

Charlie 也想把心里话说给懂得人听。

在学校走廊里就有一台电话。但 Charlie

不会用。这通电话最终没能拨出去。没有

人听到 Charlie 的心声。

周五的时候，Charlie 的妈妈会把他接

回家过周末。但让 Charlie 感到陌生、压

抑的，不只有新国家、新学校，还有新家

和新家人。

这个伯伯有一种传统中国家长式的作

风，像巴金小说里面写的那种要极力树立

自己权威的独裁作风。

发生矛盾时，他会对我进行一些我那

个时候觉得无法忍受的、屈辱式的惩罚。

不管是罚跪，还是出门反思。记得有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在开车的途中，我们发生了

口角。他开到半路就说“你下来自己走回

去吧”，所以我就真的下来了，自己在荒

郊野岭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样的生活使我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

变得碰到很多事情，或者困难，都习惯自

己消化掉，不会再在外面去说。

但是那个伯伯对我妈妈生活和生意上

都给予了非常多的帮助。伯伯负责诊所的

经营以及前面的各项的事务，我妈妈就负

责做针灸师，这个生意一直经营到现在。

-4-逃离学校，我在自己的房间遨游故乡

随着时间的推移，Charlie 英语的听说

读写逐渐进步了。但是和周围同学的隔阂

已经形成，很难再改变。虽然没有什么剧

烈矛盾，但是 Charlie 的生活和本地同学

的生活就像两条永远也不会相交的平行线

。这让 Charlie 感觉越发的格格不入。

排斥的逻辑是双向的，当一个人被主

流社会排斥时，他也会排斥主流的意义参

照系。

Charlie 开始不写作业，不上课。遇到

讨厌的课，他就去厕所里躲上几个小时再

出来。

这样孤独，迷茫的寄宿生活一直持续

到了 Charlie 初一的时候。他的妈妈搬到

了学校所在的小镇上，租了一套房子。本

以为这样能帮助到 Charlie 的学业，没想

到这却成了他逃学的开端。

初次逃学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非常忐

忑的。出了校门以后基本就是一路狂奔回

家，在家里还担心妈妈会不会回来。但是

之后发现完全没有任何的后果，学校里面

的老师也没有说什么，我妈妈也没有提前

回来。我回家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

王的这么一个状态。

后来这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常态。出门

以后我就躲在公寓的楼梯间里面，然后等

我妈妈他们去上班，然后在他们上班以后

就回家。

两个礼拜以后，学校终于意识到这个

问题，告诉了我妈。我妈知道了以后也拿

我没有什么办法，她上班非常地忙，不可

能一直在家守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确保

我早上出了门。

Charlie 的妈妈认为儿子逃学的罪魁祸

首是网络游戏，所以她没收了 Charlie 的电

脑，断了家里的网络，希望这样能让儿子重

回正轨。但她不知道的是，Charlie之所以把

自己封闭在房间里，之所以沉迷于游戏，是

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故乡。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武侠游戏，叫剑侠

情缘三。场景里面有小桥流水时的江南水

乡，有长安洛阳这样的辉煌都城，还有一

望无垠的大漠黄沙。当时我特别沉迷于金

庸的武侠小说，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武侠的

梦想。然后这一切的场景，配合上非常悠

扬的民族音乐，让我对武侠的想象具象化

了。

我特别喜欢待在华山之巅的论剑峰，

旁边有几只游荡的仙鹤，背景音乐里面播

的寒江残雪，那是一首笛子曲，我也会吹

。那是我当时觉得特别美好的一种境界。

游戏使得我能够暂时地忘记现实生活

的痛苦，但也加深了我的在现实生活中的

孤僻，因为我既然能够在游戏和虚拟世界

中得到慰藉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在现实生

活中做出任何改变的努力了。

-5-国籍

但是每当关上游戏，走出房门的时候

，好不容易找回的故乡就都烟消云散了，

而现实里的一切却还在继续。

Charlie 觉得自己在澳洲就像一个漂流

的浮萍，和一切都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

的未来。他渴望回到中国上学，重续记忆

中快乐的，被家人和朋友环绕的生活。但

这条路，被 Charlie 的母亲永远堵死了。

我 12 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直接帮我

把国籍给转了。她之前完全没有跟我提过

这件事。我是在回国要办签证的时候才意

识到的。

为此我跟妈妈爆发过非常多的争吵。她

甚至去问过她的律师朋友，作为一个妈妈有

没有权利给孩子转国籍？我觉得她可能很长

一段时间里面都不明白，这不是一个有关权

利的事，而是有关尊重个人意愿。

这在当时是我很记恨我妈妈的一点。

我觉得她就是压在我头顶的一座大山，我

在国内生活得非常的愉快，你为什么要把

我带到这个环境里来受此折磨？

我就一直跟她闹，说我要回国，我不

想待在澳大利亚，并且鼓动我的亲戚家人

去劝说我妈妈，闹得家里是人尽皆知。

-6-父亲

这是 1.5 代移民共同的无奈——当第

一代长辈孤注一掷，漂洋过海时，被赌上

的也有孩子们的人生。

到现在为止，Charlie 都不知道为什么

母亲那么果断，那么迅速地让他在制度上

彻彻底底地成为了一个澳洲人。而就像当

年默许母亲出国的选择一样，父亲再一次

保持了沉默。在孤立无援中，Charlie 觉得

父亲如果能长久的在澳洲生活，自己至少

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 Charlie 却发

现父亲和自己一样，不想离开故土。

就这样，小小的一个家庭，碎落在地

球的两端。

我不上学以后，我爸爸来过澳大利亚

两次。我记得是 2010 年年初的时候，我

爸爸第一次到澳大利亚。当时他们已经 8

年没有生活在一起了，经常爆发争吵。

我爸爸各方面都不适应澳大利亚的环

境。首先是语言不通，工作也没有着落。

他大多数的白天时间跟我妈妈待在一起，

在诊所里面，做整理房间，打扫卫生这种

很初级的工作。

我爸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回国

了。

我爸爸第二次过来的时候，我妈妈已

经不想让他回国了，并且为此做了一系列

的努力，甚至把爸爸的护照给藏起来了。

最后还是爸爸自己找了一个华人的旅行社

订了机票，翻箱倒柜把他的护照给找出来

，自己坐出租车走的。

记得我爸爸跟我说，他已经很努力地

想待在这边，但实在是无法忍受。

他那次回国的时候，我是特别绝望的

。因为我之前把很多希望寄托于他的身上

，觉得如果他能够过来的话事情会变得好

一些。但是他走了以后就真的有一种被抛

弃的感觉。

我爸爸回国以后，可能因为是在澳洲

这一次的经历，使他感到这段婚姻已经无

法持续下去，所以后来有传闻传到我妈耳

中，我妈就告诉我我爸爸在老家又有了一

个新阿姨，两人同居在一起。

爸爸走后，我就觉得可能只能靠我自

己去和我妈进行斗争。那个时候已经不是

青少年的叛逆的那种状态，对于我妈妈一

系列选择的不满情绪集中爆发了。

于是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在家里，连续

两三个月不下楼。白天妈妈去上班的时候

，我就在家里自由活动，然后等她回来了

以后，我就桌子顶着我的房门。这样的日

子可能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多。

在这一场和母亲的战役中，离开这个

母亲强迫要求自己留下的国家，成了 Char-

lie 脑海中唯一的念头。

终于，Charlie 决定再一次尝试说服母

亲。在一次晚饭后，他做了十足的准备，走

在母亲的面前，说出了自己多年来的想法。

我很郑重地对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地说，“妈妈谢谢你照顾我那么多年。但

是我这个年纪了，你应该让我做自己的决

定。我一定要回国，希望你能够支持我的

选择。回国以后不管有多么艰苦的情况，

哪怕是要降级，但是总比在澳洲这样干耗

来的好”。

然后我妈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她就

坐在那静静地看着我，铁青着脸，不做答

复。

我首先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挫败感。

我费尽喉舌，但你还是油盐不进。其次是

对未来生活的无望。我有这样的一个妈妈

，我的爸爸也支持不了我，我没有同学，

我的学业也无从谈起。

内心所有的愤恨，在那一瞬间就完全

无法控制了。脑海一片空白了，我先把桌

子给掀了，然后对我妈拳脚相加。我妈似

乎也没有什么反抗，她没有躲闪。

我记得我妈去一个朋友家住了两三周

，在那三周里，我每天烧一顿饭，打游戏

打到困得不行了就睡。进入了一种放任自

流，万念俱灰的状态。而我妈妈可能也不

想看到我这一副颓废的模样，所以尽可能

的把自己沉浸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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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的希望渐渐渺茫，家也在拉扯中

支离破碎。更糟糕的是，在接下来的两年

里，已经没有学校愿意接受 Charlie 了。

他再一次面临着命运的选择 —— 是

继续和澳洲社会彻底脱轨，还是试图融入

这块已经无法离开的异国土地？母亲虽然

和 Charlie 没有什么交流，却费劲心思寻

找愿意接受儿子的学校。在遭到无数的拒

绝之后，这所学校终于出现了。这所高中

开出条件，只要 Charlie 完成必要的考试

，就给予了他”适度逃学“的自由。这让

Charlie 有了一点去学校的动力。

当时其实也没有很明确地决定要洗心

革面，重新做人，好好上学。更多的是一

种试试看的心态。那个学校对我非常宽容

。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一个每周三去礼堂

集会的传统，是所有学生必须要去的。但

是我并不喜欢那种非常群体性的活动，所

以我在那个时候被特许去见学校的心理医

生与他洽谈，而不是去参加学校的活动。

你可以说这是特殊待遇，但是我觉得给我

了一些温暖的感觉。

我在课堂上发言并不多，但是在课后

和老师一对一地交流，我还是比较放松的

。有比较喜欢的科目像政治、英语经济这

些，在课后和老师的关系处的还都可以，

然后他们也对我青眼相加。

在 Charlie 的学习逐渐步入了正轨后

，他和母亲也不再剑拔弩张。母亲有的时

候会给 Charlie 做做针灸，两人也会一起

去海边散散步。在他们关系缓和的同时，

Charlie 的母亲也试图挽回自己的婚姻。

我妈对于这段婚姻其实是非常执着的

。她决定一个人回国，劝说我爸爸辞去国

内的工作，永久定居到澳洲来。我妈妈成

功了，两周之后她和我爸爸一起回来了。

这是在我高二临近学年末的时候。

我爸那次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裸辞了

国内的工作。我爸爸显然是把自己的后路

也断了，他不存在回国这个选项了。

从一个很奇怪的角度来说，对于我来

说，其实可以说是吞下了一颗定心丸。我

和我妈都是澳大利亚国民，我爸也不可能

回国去做他本来公务员的工作了，所以这

种没有退路的强制性的稳定，可以说是给

这个家庭稳住了阵脚。

与此同时我非常清楚，那次我爸过来

抛下了国内的一切，其实也是为了我。我

肯定是我妈妈很大的砝码。这在给我很大

压力的同时，也给我了一定的激励。

-8-玫瑰色的故乡

就这样，Charlie 依旧时常逃学，但总

归是完成了所有必要的考试，进入了大学

。虽然这个时候 Charlie 已经成年了，但

是他的家庭才刚刚在澳大利亚稳定下来，

再加上他尚未经济独立，此时如果想孤身

一人回国，实现当年的愿望，他觉得并不

现实。但与此同时，他对于故土的怀念却

强烈依旧。所以大二的时候，他作为国际

生来到北京大学交换。这也是他人生中第

一次，对自己想象中的那片美好故土有了

真实的接触。

在北大我其实只从 9 月开学待到了

11 月，我基本就是一直在全国各地到处游

玩的一个状态。

在中国，我就觉得我一刻都不能停在

原地，我一定要去不同的地方都看一看。

看不同的山水，领略不同的人文风情。

我记得 10 月份的时候，金秋的大兴

安岭，上百公里的旅程上，黄杉树和青松

林。我记得 10 月份在中蒙边境的额尔古

纳河上的晨雾，我记得丙中洛的雪，和怒

江的波涛。我记得在老村长家喝酒，很难

喝，但是我一个人把它喝完，然后喝醉了

；我记得在黄山等待日出，看到金光洒满

整个山野。

不管到哪个地方，我觉得我跟当地人

都能够很轻松很自如地交流，建立出人与

人之间的联系。即使是大家互不相识，但

依然能够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种

东西是我在澳洲最缺乏、之前完全没有感

受到的。

这一路上的经历我对中国的理解，不

是在游戏中很模糊的、相对抽象的理解。

对中国的理解，由一种抽象的民族认同感

，变成了更加具体的人，更加具体的实物

，更加具体的山川河流，而这种归属感是

很难磨灭以及改变的。

这种国籍和自我认同之间的断层曾经

是困扰我很久的一个心结。现在回头看时

，因为换澳洲国籍所造成的矛盾，或许很

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国籍本身，而是源自我

在澳大利亚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以及我对

我妈妈私自替我决定国籍的恨意。

当那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开始能够

相对平静地审视国籍的问题。我认为虽然

国籍和护照是穿越国境线时不可或缺的帽

子，但这也是我在生活中扮演各种各样不

同的角色所戴的帽子中的其中一个，它远

远不能定义为我作为一个个体的全部。

最近我在吹一首曲子叫做《秋江夜泊

》，这是一首萧的曲子。这首曲子是由

《枫桥夜泊》那首诗的诗意所传达出来的

。那种吹奏时的情绪使我有一种超脱的感

觉——融入诗中的那种感觉。

1.5 代移民：融不进的异国，回不去的故乡

自踏入20 世紀以來，人類運用眼睛來工作
生活的時間及機會，已大大地增加。 在不懂得
愛惜目力及眼球休息的 情形下，世界各地的
「四眼仔女」人數，多如過江之鯽。

不幸的是2020 年天降橫禍，世上猛然爆發
出新冠疫情來，殺人如麻、雞犬不寧。因為疫
情持續蔓延關係，世人只有久困在家，動彈不
得。在疫情長時間困擾之下，疫情期間市民在
家上課及工作的時間增多，同樣觀看電腦手機
屏幕 的時間也不少，因而患上乾眼症的病人數
目，驚人地增加。

最 近 一 份 刊 登 在 國 際 期 刊 《The Ocular
Surface》的研究報告顯示，專家統計出疫情期
間大部分受訪者使用電腦或手機屏幕的閱讀時
間大增一倍，患乾眼症的病人數目因此相應增
加。眼科醫生指出，不同程度乾眼症的患者，
均覺得病情會對工作效率帶來影響，若是處理
失當，有機會出現發炎、角膜表面磨損、角膜
潰瘍，甚至還有視力大受損害，普世為人父母
、為人師表者，絕對不容掉以輕心，漠然忽視
；否則國家與社會，出現太多 「四眼仔女」及
太多眼模病人時，對整體社會利益而言，都會
帶負面的影響。

筆者雖然也是 「.四眼佬」一名，不過本人

早已走過 「登陸之年」，毋需太 過緊張眼部狀
況。但我仍然要提醒大家，若市民長時間有眼
睛不適，甚至開始出現視力模糊、或感到痛楚
時，就應該立即覓醫求治。

我有認識一位劉女士。愛長時間使用手機
玩遊戲，兩年前出現眨眼刺痛及視力模糊的症
狀， 「起初以為睡眠不足所致，但後來刺痛程
度愈來愈嚴重，看東西的時候，總覺得被煙熏
似的，閤上雙眼時則似有東西在眼皮內，造成
不適，當時恐怕是眼癌，因此向眼科專科醫生
求醫，幸好最終確診為乾眼症。」

香港眼科周年學術會議籌委會主席暨香港
眼科學會副會長李琬微醫生表示，醫學期刊
《The Ocular Surface》的研究指出，去年6月30
日至7月21日期間，在388名年齡介乎44至64
歲的受訪者中，54%有嚴重乾眼症，21%為中度
，另有 25%為輕度乾眼症；嚴重、中度及輕度
乾眼症患者中，分別有39%、51%及38%的患者
認為乾眼症狀影響工作效率。

香港眼科醫學院院長譚智勇教授指出，每
逢冬天天氣乾燥，乾眼症病人數量均會上升，
亦察覺到疫情期間，受乾眼症困擾的市民顯著
增多。基本上，輕微的乾眼症可以靠使用人工
淚水來紓緩問題，但嚴重的情況就要用特效藥

水。因此市民平日用電腦或手機屏幕，緊記每
使用30分鐘要讓眼睛休息3至5分鐘，天氣乾燥
時也可以考慮使用放濕機，提升室內濕度，有
助預防患上乾眼症。

眼科醫生施愷迪亦講到，
乾眼症猶如皮膚爆拆，在乾燥
天氣下特別常見，患者會經常
感到眼睛乾澀、痕癢等。同時
，疫情下市民大多留在室內，
長時間開冷氣會令室內濕度減
低，更易引起乾眼症。

除了採用人工淚水和特效
藥水，堵塞淚點也是可行的治
療方法。香港眼科學會會長王
逸軒醫生表示，由於不少乾眼
症患者淚水不足，故此會考慮
使用膠原蛋白製成的塞子，置
放在淚點上；劉女士正是以此
方法改善病情。

堵塞淚點還可分為短暫性
及永久性兩種，前者每隔兩星
期、兩個月、三個月或半年換
一次塞子，後者則以電燒方式
永久堵塞淚點，視乎病人情況

而決定採用哪種方式。不過李醫生提醒，乾眼
症或不能完全根治，即使治療後情況有改善，
病人仍需按醫生建議定期滴眼藥水作長期管理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常用眼目常用眼目 應惜目如金應惜目如金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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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影一製作所與美國 Ace

Entertainment Films 集團旗下的

Loveboat Taipei Productions 共同

合作的《台北愛之船》（Love-

boat, Taipei）日前在台灣展開拍

攝，今（15）日劇組於電影主場

景滬尾藝文休閒園區的滬尾之星

舉辦開鏡儀式及媒體探班，影一

製作所總經理張承中與導演陳駿

霖，以及主要演員李淳、Janet謝

怡芬、小說原作者邢立美（Abi-

gail Hing Wen）均出席受訪，暢

談近期拍攝心得，張承中表示，

本片為台灣首家電影公司與好萊

塢大型片商合作拍片，也是公司

走向國際化的第一步，期待之後

為國際合拍創造更多可能。

《台北愛之船》改編自美籍

華裔作家邢立美的同名作品，創

作靈感則來自改編自身學生時期

來台灣參與學習中文的活動；故

事主角從小在美國長大，被父母

期待成為醫生的她．卻有著熱愛

舞蹈的夢想，她被送到台灣學習

中文，卻在台灣認識一群和她有

相同成長背景的華裔年輕人，在

拋開父母嚴厲管教來到台灣之後

，展開一段多采多姿，糾結在愛

情與友情的青春冒險之旅。

擔任本片原作及監製之一的

邢立美說，她曾於2018年來台為

寫作進行田野調查，但當時的她

從未想過，如今會有超過上百人

聚集在此，將她創作的作品拍攝

成電影，並且在故事舞台台灣進

行拍攝；她並指出，在美國以華

裔為主角的電影非常少，《台北

愛之船》片中所提及成長過程中

碰到的愛情難題，是所有族群都

會經歷的普世性遭遇，希望透過

這部電影，能滿足好萊塢日益增

長以華裔為主角的電影需求。

參與本片的加拿大籍製片馬

提亞斯梅林豪斯（Matthias Mel-

linghaus）指出，這次能夠來到台

灣拍攝，他要特別感謝「滬尾藝

文休閒園區」及「將捷金鬱金香

酒店」提供全面協助，提供了非

常大的空間進行拍攝；梅林豪斯

也 說 ， 因 為 美 國 演 員 工 會

（Screen Actors Guild）的要求，

劇組所有的成員都必須一周進行

三次PCR核酸檢測；但幸運的是

台灣政府的防疫措施做得非常好

，讓他們能夠在安全的環境下進

行拍攝；他也提到這次拍攝《台

北愛之船》的團隊來自世界各地

，「雖然他們來自台灣和美國等

不同文化圈，但彼此都合作無間

創作出最棒的內容，我非常感謝

他們的付出。」

導演陳駿霖擁有美國出生成

長的背景，但已拍攝多部劇情長

片的他，是首度與好萊塢劇組合

作，被問到是否會有合作上的不

適應？他則笑說，自己的成長過

程中也經歷過兩個不同的文化，

就像是這部美國電影在台灣拍攝

一樣，「跟美國團隊合作，文化

經驗不同，但拍片時不管什麼語

言，講的電影語言是一樣的，電

影是國際的共同語言。」

影一製作所總經理張承中指

出，《台北愛之船》是好萊塢與

台灣在電影拍攝上的全面合作，

有別於過往《少年Pi的奇幻漂流

》和《沈默》的拍攝情況，《台

北愛之船》不光有20多位台灣演

員和超過130名幕後工作人員參

與拍攝，故事是直接設定發生在

台灣本地，原本好萊塢劇組因台

灣嚴格的隔離政策而打算前往韓

國進行拍攝，但在影一與政府的

積極協調下，成功將拍攝案留在

台灣執行，張承中指出，期待藉

由本次《台北愛之船》的拍攝，

為日後台灣與好萊塢的合作奠定

良好基礎，為國際合拍創造更多

可能性。

Janet的戲份要等到之後才正

式開始，她特別提前來到劇組和

大家見面，有別於上次在老公主

演的電影僅短短客串，這次在

《台北愛之船》中有好幾天的拍

攝，她興奮表示自己的姊姊當年

曾來台灣參加「愛之船」的活動

，早已看過原著小說的她知道電

影即將開拍時便積極參與試鏡，

無奈自己無法試鏡年輕學生角色

而只能演「阿姨」，但她興奮表

示這次的角色和以往不同，是演

一位「機歪的貴婦」。她樂見好

萊塢對華裔演員提供越來越多機

會，「過去華裔演員只能拍功夫

片，或是演妓女或壞人。」但她

現在感受到自己能有機會嘗試不

同角色，「期待更多人願意寫、

願意拍出這樣的故事，讓未來能

啟動更多不同的合作。」

李淳繼《比利．林恩的中場

戰事》後，再度參與好萊塢電影

演出，與新生代美國影星廖艾莉

（Ashley Liao）、羅斯巴特勒

（Ross Butler）等人一同對戲，相

較於先前在《陪你很久很久》裡

演出無怨無悔付出的純情男孩，

這次他在《台北愛之船》轉換形

象飾演一位又會讀書、又愛玩的

學生領袖，帶領大家體驗台灣的

夜生活，他表示最開心的就是

「能夠參演好萊塢電影，但又不用

離開台灣。」但被問到是否和片中

角色一樣常體驗夜生活，他則說自

己念大學時是個宅男，並不像電影

中那樣熟悉夜店文化，「我只能靠

演技來讓自己看起來很像個『把同

學帶壞』的領袖。」他並透露劇組

將打造一整條街的夜市場景，也期

待之後的拍攝。

《台北愛之船》現正於台灣

各大景點陸續展開拍攝中，預計

將於明年過年前殺青。

影一製作所合作好萊塢在台拍攝
《台北愛之船》淡水開鏡

台灣電影公司車庫娛樂於今

日舉辦「2022 Q1新片發表會」

，發表會中公布了今年年底到明

年第一季即將上映的13部重點電

影，並以今年聖誕夜12月 24日

即將上映的台灣新型態恐怖片

《噩兆》打頭陣。《噩兆》是啟

發自駭人真實事件的台灣恐怖電

影，不論演員還是幕後團隊都大

膽起用具有潛力的新血，而劇本

獨特的創新性更獲得韓國國發基

金的青睞，大膽挹注資金投資支

持台灣新生代的創作者及創新的

說故事手法。

這不是韓國國發基金第一次

投資台灣的國片，事實上，今年

由陳柏霖、劉冠廷等人主演獲金

馬８項提名並拿下金馬最佳男配

角的動作喜劇《詭扯》，以及獲

金馬三項大獎並由柯震東、宋芸

樺、王淨主演，目前已賣破1.6

億台幣的《月老》，都是韓國國

發基金曾投資的國片，而《噩兆

》便是韓國國發基金所選擇投資

的第三部國片，令人期待它上映

後的表現。

除了國片《噩兆》外，車庫

娛樂也公布了一系列令人期待的

娛樂大片，包含由「黃金搭檔」

導演蓋瑞奇與傑森史塔森五度合

作的動作鉅片《五眼聯盟》；潔

西卡雀絲坦、賽巴斯汀史坦、潘

妮洛普克魯茲、范冰冰等實力派

影星同台飆戲的諜報動作片

《355：諜影特攻》；奧斯卡金

獎製片群攜手金獎影帝柯林佛斯

的二戰諜報片《死間行動》；

《最後大法師》導演最新的驅魔

鉅作《驅魔學院》（暫譯）。

好萊塢電影外，發表會中公

布的日韓電影也是星光熠熠陣容

強大，首先將由12月 30日即將

上映的《緣來大飯店》展開序幕

，集結韓志旼、李棟旭、林潤娥

、李光洙、姜河那等大咖明星同

台飆戲，陪伴大家迎接2022年。

緊接著《寄生上流》宋康昊、崔

宇植、朴素談三位主演全都獻上

新作，包含由朴素談挑大樑主演

的飆車動作片《極速快遞》；影

帝宋康昊、李炳憲主演，坎城影

展正式入選，斥資275億韓元打

造的韓國年度災難鉅作《緊急迫

降》；趙震雄、崔宇植主演的犯

罪動作電影《無間對決》。除此

之外最強大叔《永恆族》馬東石

也將在明年回歸，帶來令人血脈

賁張的《犯罪都市2》；影帝宋

康昊將攜手朴正民主演超熱血電

影《真的好想贏一場》。2022年

第一季的日片也相當令人期待，

包含日本賣破12億、觀眾滿意度

99.3%的《電影版 昨日的美食》

，以及改編自台灣知名遊戲公司

「雷亞遊戲」旗下、累積下載次

數超過2800萬的台灣熱門遊戲，

《劇場版 DEEMO》。

除了明年第一季即將上映的

重點電影外，車庫娛樂也公布了

接下來的國片製作計畫。車庫娛

樂於2019年受「韓國國家發展基

金 」 （Korea Government Fund

of Funds）邀請，共同參與以整

個亞洲電影市場為投資標的「泛

亞太內容基金」，作為首期總金

額350億韓幣的內容基金中的主

要成員，也是韓國基金唯一的海

外合作夥伴，車庫娛樂在2021年

投資製作了包含《詭扯》、《月

老》及《噩兆》在內的三部國片

，明年也將持續進行國片的投資

和製作，預計2022年將製作6部

國片，包含共同製作3部國片，

及原創製作3部國片。於會中也

透露了下一部原創製作的最新國

片計畫《西寧國宅》，預計將於

2022年與台灣觀眾見面。而車庫

娛樂本身另一部參與製作的電影

則是令粉絲期待已久、現正籌備

中的《想見你》電影版。

台灣恐怖片《噩兆》受韓國國發基金青睞
繼《月老》《詭扯》後投資第三部台片

緣來大飯店急速快遞噩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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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美的冰川在哪里？

每一条冰川都有着它独特的美，或婀娜多姿

，或形态万千。但最美的在哪里？不是某一条冰

川，而是某个地方，中国最美的冰川在哪个地方

？

中国最美的冰川我想应该在横断山。如果说

青藏高原、天山地区的冰川是冰雪女神，那么横

断山的冰川就是冰雪精灵。不似高山之巅的高贵

冷艳、高不可攀、不食人间烟火，横断山的冰川

深入林间，灵动活泼，与万物“嬉戏”……

横断山冰雪之美，从遥望开始

有一段时间，有关在成都遥望雪山的话题突

然火了起来。在成都平原的西侧，横断山区的东

端，分布着一系列海拔6000—7000米的高大雪山

群，四姑娘山、贡嘎山等雪山由北向南展布，绵

延不绝，像一座座冰雪之塔，高高耸立在云巅。

当晴空万里、没有云雾遮挡的时候，这些晶莹剔

透的银色山峦，以刺破苍穹之势，给居住在平原

上的人们带来了极大震撼。似乎这时，我们也亲

自感受到了，千年前唐代大诗人杜甫推开窗看到

的景象——“窗含西岭千秋雪”。

说起遥望，有一个人也曾分别在云南的丽江

、大理鸡足山“遥望”过横断山区一座著名的雪

山——玉龙雪山（海拔5596米），并广为后人传

颂，这个人就是徐霞客。

徐霞客22岁开始外出旅行，历经30多年，

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

来到了云南，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东归，他

在云南游历长达1年9个月，行程3000余公里。

在登上鸡足山最高峰天柱峰（海拔3240米）

后，徐霞客还写了《鸡山十景十七首》，里面有

《绝顶四观》，即日观、雪观、海观、云观这四

首绝句，其中《雪观》写的就是玉龙雪山：“北

辰咫尺玉龙眠，粉碎虚空雪万年。华表不惊辽海

鹤，崆峒只对藐姑仙。”

遗憾的是，徐霞客到云南，最北端只到了丽

江，未能再向北行，去亲临玉龙雪山或其他更多

的极高山。后来，徐霞客在鸡足山大病一场，归

家后就去世了。临终之际，徐霞客留下遗嘱，要

家人将他的坟墓面朝西南方，那里有横断山区

“荡漾众壑”的雪山。

横断山冰川之美，在于其活跃的性格

据施雅风和谢自楚等冰川学家研究结果，中

国冰川可分为海洋性冰川、亚大陆性冰川和极大

陆性冰川三种类型。

中国最美的冰川在哪里？

第一类极大陆性冰川，分布在中西昆仑山、

唐古拉山西部、祁连山西部等地。这里深处大陆

内部，大陆性气候非常严酷，气候干燥，降水很

少，年降水量在200—500毫米，甚至还不如广东

某些地区暴雨季节一天的降雨量。在这样的气候

条件下发育的冰川积累慢、消融慢、运动速度也

极慢，平均每年仅移动数米到数十米。它们是冰

川家族中超稳定的一支，数万年风雪堆积、冻结

不化。

第二类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

东部、念青唐古拉山中东段和横断山区，由于这

里距离印度洋比较近，深受海洋性气候和季风的

影响，气候湿润，降水丰富，年降水量达1000—

3000毫米。由于降水丰富，这类冰川消融快，补

给也快，十分活跃。

第三类亚大陆性冰川，位于海洋性和极大陆

冰川之间。这里的气候条件介于大陆性气候和海

洋性气候之间的过渡地带，在这里发育的冰川也

属于上述两者间的过渡类型，其积累与消融速度

、运动速度也都居于两者之间。

横断山区发育的冰川正是属于海洋性冰川，

来自印度洋、孟加拉湾的暖湿西南季风，受到高

大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挡，在横断山区降下了丰富

的雨水，再加上横断山南北向的岭谷地形，使得

横断山区冰川运动的活跃性普遍大于我国其他地

区的海洋性冰川，更大于青藏高原腹地的大陆性

冰川。

以海螺沟为例。活跃的海螺沟冰川，在冰川

活动剧烈的春夏季，一天可能发生几百次冰崩，

最多时能垮塌上百万立方米的冰体。这里好似是

消融和补给的竞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塑造了

仪态万千的冰川绝景。也正是这样的活跃，让海

螺沟冰瀑布从贡嘎山上奔流而下，成为全球落差

最大的冰川之一，落差高达1100米左右，比黄果

树瀑布高出20倍。

而且海洋性冰川流动速度快，对山谷的切割

和侵蚀速度也很快。由于切得很深，山谷两壁的

风化物——石头、砂砾不停地掉到冰川上，如果

你去海螺沟看冰川，可能看到冰川表面脏兮兮、

灰头土脸的，远不是人们想象的洁白的样子。

不洁白就不美吗？了解了这里冰川的运动，

看着那些灰扑扑的冰川，好似看到了冰川推动着

泥沙扑面奔来，这是自然最灵动的姿态，也是最

美的姿态。

横断山冰川之美，在于与森林的交融

海洋性冰川流动速度快，对山谷的切割和侵

蚀速度也很快，因此海洋性冰川往往住在深谷里

。而横断山区由于山体高大，地形陡峻，山谷冰

川冰储量最大，有的山谷冰川还伸入到森林中，

形成冰冻圈与生物圈互融的奇特景象。

横断山的雪山冰川景观，曾受到黄秉维、陈

尔寿等老一辈地理学家的赞誉：“这一峡谷地

……植被类型复杂，垂直分布明显，低山郁郁葱

葱的森林，可与邻近的冰川、雪山构成在同一画

面上的瑰丽图景。”

伯舒拉岭是横断山区现代冰川分布最多的一

个区域。这里是印度洋暖湿气流向青藏高原输送

水汽的主要通道，因此这里降水十分丰富，横断

山区面积最大、海拔最低、最长的冰川，都出现

在这里。其中的阿扎冰川，主冰川长约27公里，

冰川末端海拔只有2470米，是横断山区中海拔最

低的冰川，前沿深入原始森林长数公里，犹如一

条银色巨龙穿行于“绿色海洋”之中，从冰川末

端到山顶海拔高差超过4000多米。

梅里雪山发育了48条现代冰川，属于横断山

区较大的冰川作用中心。在这里，十几条大中型

山谷冰川“奔腾而下”，扑入茂盛的原始森林。

梅里雪山东坡的明永冰川长11.5公里，末端冰舌

直抵居民村庄附近的农田，仿佛是一条“流淌”

在村头的白色冰河，与人类的田园构成了一幅共

生共荣的奇妙图景。

贡嘎山冰川的冰舌可以下伸至海拔2800—

3600米的森林中，形成冰川与森林相互交错的景

观。同时，冰川退缩前缘地带的植被演替很快，

已成为研究森林生态系统原生演替的天然实验室

。

横断山冰川之美，在于其造就的生
物多样性

横断山是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一系列

南北向山脉。这里曾经是冰期来临时生物的避难

所与诺亚方舟。在第三、第四纪冰期时，寒冷的

气候从两极向赤道逼近，冰川从高海拔的山脉向

低海拔推进。这个时期，北方的动植物被迫向南

方迁徙，那些东西方向横亘的庞大山脉，比如阿

尔泰山、天山、祁连山、秦岭等，挡住了动植物

向南迁徙的步伐，大量的动植物因为无法逃生而

死去。

相比之下，幸运地生存在横断山区的动植物

可以顺着南北向的山脉河谷向南迁徙。加之横断

山区在历史上仅有小规模的山麓冰川，没有被大

规模的冰盖覆盖，使物种逃脱了灭绝的命运。

这些幸运的动植物被称为孑遗物种。横断山

区一些明星动物就属于这些幸运儿，如大熊猫、

羚牛、小熊猫、金丝猴；还有一些植物，如攀枝

花苏铁、马先蒿、喜马拉雅红豆杉等。最终使横

断山成为我国孑遗生物保留较多的地区之一。

今天的横断山区，这里的基带为亚热带，而

高山上的那片冰雪世界，组成的一个个冰冻圈，

相当于寒带。再加上因为特殊气候在山谷之间形

成的干热河谷，气候堪比热带。随着海拔的升高

，横断山区几乎囊括了从热带到寒带所有的自然

带。

不同的自然带是天然的界线，深切的河谷难

以逾越，高耸的山峰像基因库的孤岛，让生存在

横断山区的物种得以保持“个性”不被磨灭，同

时也为种群分化和新物种的形成提供了便利。再

加上横断山的高山冰雪融水，给这里的动植物生

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比如十字花科的丛菔属植物，横断山区拥有

30余种丛菔属植物，这些丛菔属植物的祖先原本

生长在中亚及喜马拉雅地区，但那里环境相对单

一，成员种类也较少。它们扩散到横断山区后，

遇到了这里复杂的生活环境，不同种群逐渐隔离

、孤立，慢慢演化出了独具特质的新物种。横断

山区因此成为丛菔属植物的多样性中心，有接近

一半的成员为横断山独有。

不仅是丛菔，横断山区同样是杜鹃花、报春

花、龙胆花、百合花、绿绒蒿等明星植物的多样

性中心。全球近千种杜鹃中的一半分布于我国，

而我国一半以上的种类都分布于横断山；全球1/

5的报春花、1/4的龙胆和近2/3的马先蒿种类，

也都分布于横断山，它们令横断山成为名副其实

的天然花园。

如果冰川消融了，你还会为横断山

所迷吗？
在极大陆性、亚大陆性、海洋性这三种类型

冰川中，海洋性冰川的退缩速率最快。根据秦大

河等多位冰川专家研究预测，到2050年，至少有

一半的海洋性冰川将消失。

而横断山区的海洋性冰川，研究发现，它们

整体都处于退缩状态，而且从东到西加速退缩的

趋势非常明显：贡嘎山冰川面积，由1974年的

254.91km²减少到2010年的222.45km²，面积退缩

比例为11.95%；梅里雪山冰川面积，由1974年的

172.3km²减少到2013年的141.42km²，面积退缩比

例为17.92%；岗日嘎布冰川面积，由1976年的

664.22km²减少到2013年的386.65km²，面积退缩

比例为41.97%。

1976—2013年，横断山区共有15条冰川消失

，39条冰川裂解。而且近10年来，横断山地区

冰川进入了加速退缩的时期。

紧邻 317国道的雀儿山，可能是横断山区

“冰川家族”中，人们最易接近的。雀儿山主峰

海拔6168米，是横断山区的第四高峰，近年已成

为登山的乐园。在雀儿山，有很多古冰川活动的

遗迹，冰川漂砾布满山坡河床；冰川湖泊——新

路海犹如明镜镶嵌在冰川前沿；冰川终碛垄横卧

于新路海的北岸；高大的冰川侧碛土埂从冰川两

侧伸展，上面已生长着粗壮的云杉。

今天，这里的冰川末端已退缩到海拔4200米

的高度。随着气候的变化，像雀儿山这样海拔低

于6000米的残存冰川，很可能“经不住考验”，

完全消融殆尽。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雀儿山可

能就变成了光秃秃的灰白色峰丛。

如果有一天，冰雪融化殆尽，你还会对横断

山区如此痴迷、疯狂吗？

我国是一个冰川大国，有着超过4万多条冰川，北起阿尔泰山，南至云南玉龙雪山，西

自帕米尔高原，东到蜀山之王贡嘎山，这片59425平方公里的“冰川世界”，或曲折蜿蜒，或

磅礴奔腾，在天与地之间肆意倾泻。

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在中国万千冰川中角逐出了六条最美的：珠峰北

侧的绒布冰川宏伟壮观；天山之巅的托木尔冰川风情万种；海螺沟的冰瀑布一泻千里；林芝

米堆冰川末端的诗意田园；特拉木坎力冰川千姿百态；透明梦柯冰川神奇玄妙。



CC1212廣 告
星期六       2021年12月18日       Saturday, December 18, 2021

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GMCC萬通貸款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6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兩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

★ 奧斯丁即將開業！

GMCC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www.gmccloan.com

IS EXPANDING

Arkansas
California
Colorado
Connecticut
Washington 
DC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Maine
Maryland
Missouri
Montana
New 
Hampshire
New York

Ohio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xas
Virginia
Washington
Wisconsin
Wyoming

• N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eded
• No tax return information
• Only rental cash flow (can be negative). 1-4 units, 

5+ possible by exception
• Purchase, Cash-out, Refinance

Rental Cash Flow Mortgage 
Programs (DSCR)  covered in 26 
State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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