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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alks up ‘green’ Olympics but
prepares to fight smog
ZHANGJIAKOU, China, Dec 27 (Reuters) - China is using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to drive its efforts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but smog-prone capital Beijing is still preparing for the worst as the
opening ceremony looms.
Beijing has improved its air quality since
China won its bid to host the Games, but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has said winter smog risks remained
“severe”.
Ministry spokesman Liu Youbin told
reporters on Thursday that contingency
plans were in place.
“When the time comes, Beijing and Hebei
will be guided to adopt reasonab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he said.
Rumours that polluting heavy industries
in the area would be shuttered from Jan. 1
were “not true”, however, he said.
Critics warned in 2015 - when China won
its bid - that the Winter Olympics could
be overshadowed by hazardous smog in a
region dominated by heavy industr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ubsequently vowed to
run a “green” Games, and Hebei promised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its industrial
economy.

ber 21, 2021.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A staff member wearing a protective
suit follow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checks the health
information of passengers arriving at
Taizicheng railway station during a
government-organised media tour to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venues
in Zhangjiakou, Hebei province, China
December 20, 2021. REUTERS/Carlos
Since then, China has planted thousands of
hectares of trees in Beijing and surrounding Garcia Rawlins
In 2016, average conHebei province, built sprawling wind and
solar farms, and relocated hundreds of enter- centrations of PM2.5 in
the Beijing-Tianjin-Heprises.
bei region stood at 71
micrograms per cubic
In Zhangjiakou city, 200 km (125 miles)
metre and soared to
northwest of Beijing and host to skiing and
more than 500 microsnowboarding events, 26-year-old amateur
grams over winter. That
skier Deng Zhongping said he has already
compares to an average
felt the difference.
40 micrograms from
“When I came to Beijing a few years back I January to September
this year.
would suffer with rhinitis because of pollution, but the air quality in Beijing-TianThe reading in Beijing
jin-Hebei has improved a lot,” he said.
was 33 micrograms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meeting China’s
“I think the air quality at Zhangjiakou ski
35-microgram standard, although exresort is even better than some foreign ski
ceeding the recommended World Health
resorts.”
Organization level of 5 micrograms and
likely to rise much higher over winter.
Wind turbines stand on a slope behind visitors snowboarding at Genting Snow Park
“China will win many medals at the
during a government-organised media tour
to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venues in Winter Olympics, but the smog ... could
Zhangjiakou, Hebei province, China Decem- plunge the Games into difficulties,” the
Washington-based International Fund

for China’s Environment said earlier this
year.
GREENING THE GAMES
Officials said during a government-organised tour this week that all 26 Olympic venues in Beijing and Hebei province
would be 100% powered by renewable
energy. More than 700 hydrogen-fuelled
vehicles will also be deployed, despite
the government falling short of a hydrogen production target.

Wind turbines stand behind a
snow gun operating at Genting
Snow Park during a government-organised media tour to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venues in Zhangjiakou, Hebei
province, China December 21,
2021.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actually met.
Water scarcity is another concern,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creating artificial snow and ice.

Preparations have included a tree-planting programme that increased forest
coverage in Zhangjiakou to 70%-80%, up
from 56% previously.
China has also said it would make the
Games “carbon neutral” for the first
time. Environmental group Greenpeace,
though, said without more data it would
be hard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goal was

Organisers said the Games would
not put additional pressure on
local water supplies and rely
instead on cisterns that collected mountain runoff and rainfall
during the summer - in line with
China’s wider efforts to create
a “circular” economy in which
resources are fully utilised and
recycled.
“We are all self-sufficient and
ecologically circular,” said Wang
Jingxian, a member of the 2022
Games plann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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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ear’
Year’s Greeting
Dear readers and viewers of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

standing taller and stronger.
When I watch through my office window,
I still see the crowds in long lines of cars
in front of our office parking lot, there are
still bursts of hidden pains in my heart. Is
this the country we live in?

Today, on behalf of all my colleagues
who have been fighting for others in this
difficult year while holding down their
media positions, we would like to send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all of you.
Because of your support, we are still

In the past year since Biden became

president, the migration crisis at the
Mexican border has worsened, supply
chains have faltered, inflation has
jumped up the prices of most goods,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climate change has brought
disasters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As the wheel of time keeps moving
forward, we as a community, all of us,
still need to help each other and support
the lives of our neighbors and friends.

Wealee@scdaily.com

Even though the bad days are not over
yet, we do not have the right to be
pessimistic. The rising sun of the new
year has arrived. We hope that everyone
will have more courage in the new year
and that all will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many wonderful days ahead.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Editor’s Choice
ALGERIA: Demonstrators and
police officers confront each
other during a protest marking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in Algiers, Algeria, March
8, 2021. REUTERS/Ramzi
Boudina

ANDORRA: Staff inspect a VAR monitor that was burnt in a fire after training
by the English team for the UEFA World Cup Qualifier in Andorra La Vella,
Andorra, October 8, 2021. REUTERS/Carl Recine

AUSTRALIA: A lone bird walks past the quiet Circular Quay train station during a lockdown to
curb the spread of a coronavirus in Sydney, Australia, July 28, 2021. REUTERS/Loren Elliott

ARGENTINA: A woman walks past graffiti depicting a healthcare worker embracing a man in
Cordoba, Argentina, July 10, 2021. REUTERS/Agustin Marcarian

AUSTRIA: Glaciologist Andrea Fischer, from th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explores
a natural glacier cavity of the
Jamtalferner glacier near Galtuer,
Austria, October 15, 2021.
Giant ice caves have appeared in
glaciers, accelerating the melting
process faster than expected as
warmer air rushes through the
ice mass until it collapses. REUTERS/Lisi Niesner

AZERBAIJAN: Azeri
service members carry a
giant flag during a procession marking the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the 2020
military conflict over the
Nagorno-Karabakh breakaway region, involving
Azerbaijan’s troops against
ethnic Armenian forces, in
Baku, Azerbaijan, November 8, 2021. REUTERS/
Aziz Kari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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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OVID-19 Cases TRIPLE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With
A 964% Increase In Hawaii And A 238% Jump In New York

Omicron Continues
To Ravage The Nation

Key Point

*Covid cases have increased by over 200% - or three-fold -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in seven U.S. states as Omicron continues spread in the U.S.
*Hawaii has been the hardest struck, with cases increasing
nearly ten-fold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New York is experiencing the highest rate of positive cases in
the U.S., with 167 out of every 100,000 residents testing positive every day
*Cases are declining in states like Alaska and Michigan where the death rate
is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nation, signaling the recent surge may be ending

cases again after a technical glitch prevented
the state from doing so in recent weeks - has
seen cases increased by 370 percent.
In New Jersey, the number of new daily cases have
increased by 220 percent – more than tripling over
14 days. Other states among the nation’s leaders in
Covid case rates have all also seen infections jump
by 50 percent or more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Hawaii has suffered the largest growth in cases,
jumping almost ten-fold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The island state can usually control its Covid
spread better than many others, as its distance from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and geography as an island
makes it easier to control travel in and out - and
force quarantine restrictions.
This allowed Hawaii to keep cases low throughout much of fall, staying below ten cases per every
100,000 residents. Cases have skyrocketed in recent weeks, though, up to 96 out of every 100,000
residents testing positive every day.
Florida, which sporadically reports cases, has
logged a 818 percent increase in cases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 averaging 83 new cases a day out
of every 100,000 residents. These numbers could
be a result of delayed reporting, though, and could
significantly shrink in the coming weeks.
Georgia is quickly joining the states facing the
worst Covid surges in America as well, with cases
increasing 300 percent to 55 out of every 100,000
per day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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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S. is experiencing yet another winter Covid
surge, with the situation expected to only worsen
over in the weeks following the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holiday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he U.S. is averaging 181,948 Covid cases every
day, with that number set to increase in the coming
days due to reporting lags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Nearly three out of every four cases, or 73 percent,
are of the Omicron variant,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reports.
Deaths have slightly risen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up three percent to 1,328 over the last 14 days,
though not nearly at the rate of cases. This could
signal that the new strain is milder than many others
- which many officials believe is the case - or it that
a surge in deaths caused by the virus is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New York is the hardest struck state by the new
strain, with 167 out of every 100,000 residents testing positive for the virus every day, a 238 percent
increase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The Empire state
has the highest infection rate in the U.S.
Seven states, including New York, have more than
100 out of every 100,000 residents testing positive
for Covid daily. These include New Jersey (158 out
of every 100,000), Rhode Island (130), Delaware

(106), Maryland (104), Massachusetts (104) and
Ohio (104).
In the Empire State, the number of New Yorkers
hospitalized with COVID ballooned over Christmas, with more than 5,500 people spending their
holidays inside one of New York’s many hospital
facilities - the largest increase since February.
Around 17,000 New Yorkers were hospitalized
during the peak of the first wave in spring 2020,
with 7,000 receiving professional medical care as
2021 began.
Hospitalizations among children, though, have also
skyrocketed, more than doubling statewid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onth and has jumping fivefold in New York City. Across the state, 70 children
were hospitalized with COVID during the week of
December 5 to 11, but so from December 19 to 23,
that number jumped to 184. And in New York City,
there were 22 children in the hospitals for COVID
from December 5 to 11, but by December 19 to 23
there were 109 children hospitalized with the virus.
Some of these states
are experiencing intense case growth in
recent weeks as well.
In Maryland - which
has begun reporting

States in the west that were previously recording little change in cases, if not outright declines,
have seen cases jump as well.
California, the nation’s most populous state, has
witnessed a doubling of cases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Oregon, a 13 percent increase, and Washington, 54 percent, have jumped after experiencing
case declines in recent weeks as well.
Other states suffering massive case increases include Texas (151 percent), Illinois (125 percent),
Virginia (106 percent) and Mississippi (194 percent).
The national leaders in Covid deaths are all states
where cases are declining. This signals that the
virus may be burning out in the U.S. as well - as
deaths usually lag behind cases by around two
weeks.
In Alaska, 1.7 out of every 100,000 residents are
dying of Covid every day, the highest rate in America. New daily cases have dropped by 27 percent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though, meaning deaths
could soon decline as well.
Michigan was overwhelmed by a surge of Covid
patients only a few weeks ago. The state is still

among the leaders in death rate - with it 1.27 deaths
per every 100,000 residents being third in the
country - though cases are down nine percent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Cases in New Mexico are down 13 percent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while the state records 1.27
deaths per every 100,000 residents.

Many other states in the north and Midwest are
recording declining cases as well, as the early fall
surges called by cold weather are starting to recede.
Kansas leads the country in largest two week case
decline, with infections dropping by 33 percent in
14 days. Minnesota comes in second, with cases
down 30 percent during that time period.
Montana has the lowest rate of Covid infection in
America, with 15 out of every 100,000 residents
testing positive every day, a 25 percent decrease
over two weeks. Nearby Wyoming and Idaho are
also amount the states with the lowest Covid rates.
Idaho is recording 19 cases per every 100,000 residents every day - down 17 percent over two weeks.
In Wyoming, 19 out of every 100,000 people in the
state are testing positive daily, a 27 percent drop.
Other states in the region recording sharp declines
include Utah (down 20 percent over two weeks),
North Dakota (19 percent), South Dakota (19 percent), Nebraska (12 percent), Oklahoma (24 percent), Missouri (15 percent) and Iowa (10 percent).
Vermont, one of the nation’s Covid hotspots in
much of November and December, is finally in the
blue as well, with cases dropping one percent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 signaling the surge might be
over for the most vaccinated state in America.

New York COVID hospitalizations top 5,500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February, with child
admissions rising FIVE-FOLD as Gov Kathy
Hochul urges parents to vaccinate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5-11
The number of New Yorkers hospitalized with
COVID ballooned over Christmas, with more than

5,500 people spending their holidays inside one of
New York’s many hospital facilities - the largest
increase since February.
Gov. Kathy Hochul announced on Monday that
statewide hospitalizations stand at 5,526 - the highest total since February 23 and nearly a 190 percent
increase since November 1, according to NBC 4
New York.
‘You can see the hospitalizations are continuing to
spike upward, [but] you can get some comfort in
seeing that we’re not where we were in April 2020,
we’re not where we were in January of 2021,’ she
said. ‘But it is going upwards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are very cognizant of and were anticipating
and preparing for.’
Around 17,000 New Yorkers were hospitalized
during the peak of the first wave in spring 2020,
with 7,000 receiving professional medical care as
2021 began.
Hospitalizations among children, though, have
also skyrocketed, more than doubling statewid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onth and has jumping
five-fold in New York City.
Across the state, 70 children were hospitalized
with COVID during the week of December 5 to
11, but so from December 19 to 23, that number
jumped to 184.
And in New York City, there were 22 children in
the hospitals for COVID from December 5 to 11,
but by December 19 to 23 there were 109 children
hospitalized with the virus.
‘We are releasing this data because we want pediatricians to be alert to making the diagnosis of
COVID in children,’ said Dr. Mary Bassett, the
state’s acting health commissioner, adding that she
wants parents to be aware that their children can
catch the virus as well.

Gov. Kathy Hochul on Monday announced
that hospitalizations have increased over
Christmas
‘Many people thought - continue to think - that
children don’t become infected with COVID. This
is not true,’ she said. ‘Children become infected
and some will be hospitalized.’
Bassett urged parents to get their children vaccinated, with CDC data showing that just 27.3 percent
of five to 11 year olds in the state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dose, and only 16.4 percent are fully
vaccinated. COVID is only fatal in extremely rare
cases among under 18s, with fewer than 800 children in that age group being killed by the virus in
the U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COMMUNITY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Omicron Continues
To Ravage The Nati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Meanwhile, New York State saw 26,737 people ‘public-facing location’ at the place of employtest positive for the virus - though Hochul said ment.
on Monday she expects the number to rise up to
20,000 or more by the time Tuesday’s data comes
in, as more people will get tested follow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
The situation is more grim in New York City,
which is seeing a 10.7 percent positivity rate with
a 17,334 total cases reported over the past week.
There were also 208 hospitalizations over the past
week, according to New York City health data,
and 10 deaths as the Omicron variant continues
to spread. It now accounts for 73 percent of cases in the U.S. according to most recent data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New York State saw 26,737 people test positive for the virus - though Hochul said on
Monday she expects the number to rise up
to 20,000 or more by the time Tuesday’s data
comes in, as more people will get tested follow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
Fines for noncompliance start at $1,000 and
could rise with further infractions.
‘Today [is] a historic day in New York City.
We’re implementing the strongest vaccine mandate in the country, all private sector employees
As of Monday, there were 5,526 New Yorkers in today,’ de Blasio said on MSNBC’s Morning
the hospital - the first time the state has surpassed Joe on Monday morning.
more than 5,500 hospitalizations since late Febru-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everywhere,’ he
ary.
said. ‘Every mayor every governor, every CEO
Still, Mayor Bill de Blasio has vowed that the in America should do vaccine mandates now,
annual New Years Eve ball drop will continue, because 2022 has to e the year we leave COVID
even as Dr. Anthony Fauci announced that people behind.’
should cancel their New Years plans.
Also on Monday, the city’s vaccine mandate for
De Blasio announced last week that he will lim- children went into effect, with all New Yorkit the number of revelers in Times Square for ers 12 and older required to have received two
New Years Eve to 15,000, down from a planned doses of the COVID vaccine - unless they were
58,000, and attendees will need to wear masks injected with the one-shot Johnson and Johnson
and show proof of vaccination, as long lines form jab - to enter many indoor settings including
in the area for COVID tests.
restaurants, gyms, movie theaters and BroadMeanwhile, de Blasio’s vaccine mandate for pri- way shows.
vate sector employers went into effect on Mon- As of Monday, about 91.6 percent of New York
day, with all private-sector employees having to City adults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dose of
show proof that they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the COVID vaccine and 82.8 percent are fully
COVID vaccine shot.
vaccinated. Among children, however, just 41.3
The mandate applies to all businesses that employ percent are fully vaccinated, 12.5 percent are
more than one person and to the self-employed partially vaccinated and 46.3 percent are not yet
who interact with the public in the course of their vaccinated. (Courtesy https://www.dailymail.
business, according to SI Live.
co.uk/)
Any employee who submits proof of their vac- Related
cine will have 45 days to provide proof of their CDC: Omicron is now the dominant strain
second shots if they receive the Pfizer or Moderna of coronavirus in the U.S. and brings new
vaccines, and all businesses will nee to fill out a
challenges to the global COVID fight
form affirming their compliance and place it in a (CNN)The Omicron Covid-19 variant is now

the most dominant strain in the US, accounting
for over 73% of new coronavirus cases less than
three weeks after the first was reported, according to estimates posted Monday by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t’s been just 20 days since the US detected its
first case of Omicron.
For the week ending December 18, Omicron
accounted for 73.2% of cases, with Delta making up an additional 26.6%. The week prior,
ending December 11, Omicron was estimated
at just 12.6% of circulating virus, and in the first
week of December, Omicron accounted for
about 1% of new cases.

In this aerial view, cars line up at a Covid-19
testing site at Tropical Park in Miami, Florida on December 21, 2021. - Days out from
Christmas, Americans are facing long lines
to get tested for the coronavirus amid a new
surge driven by the Omicron variant and a
dire shortage of options for this vital screening measure. (Photo/CHANDAN KHANNA, AFP VIA GETTY IMAGES)
Omicron is even more prevalent in certain parts of
the country — making up over 95% of circulating
virus in parts of the Northwest and Southeast, the
data shows.
As of Monday, 48 US states have reported cases
of Omicron, according to public statements from
hospital systems and state officials, as well as Puerto Rico and Washington, DC. The only states that
have not reported cases of Omicron are Oklahoma
and South Dakota.
Dr. Anthony Fauci, the nation’s top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warned on CNN’s “State of the
Union” Sunday that Omicron was “going to take
over” soon due to its highly contagious natur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ys Omicron cases are
doubling every 1.5 to 3 days.
Meanwhile, the death of a Texas man is his 50s is
related to Omicron, Harris County Judge Lina Hidalgo announced Monday. This is the first known,
confirmed Omicron-related death in the US. According to a release from 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 the man “was unvaccinated and had been
infected with COVID-19 previously. The individual was at higher risk of severe complications from
COVID-19 due to his unvaccinated status and had
underlying health conditions.”

People wait in line to get tested for COVID-19
at a mobile testing site in Times Square on Friday, Dec. 17, 2021, in New York. (Photo/YUKI
IWAMURA, AP)
Scientists are still waiting on data on the severity of
Omicron in the US compared to other variants. But
it is expected to put added strain the health care
system and health care workers especially.
Michael Osterholm,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old CNN’s Kate
Bolduan on Monday that even if Omicron
proves to be less severe, “We are going to see
20%, 30% of health care workers getting infected, who will then be off of work in a health care
system right now that is already stretched to the
point of breaking.”
Experts discuss what’s next
Dr. Francis Collins, the outgoing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told CNN’s
Anderson Cooper on Friday that the Omicron
variant could result in as many as a million new
cases a day.
Collins suggested the impact of that level of
spread on an already stressed health care system
remains uncertain.
“The big question is, are those million cases
going to be sick enough to need health care
and especially hospitalization?” Collins said on
CBS’ “Face the Nation” on Sunday, his last day
as NIH director.

Flight crew from Air China arrive in hazmat
suits in the international terminal at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December
3, 2021, as Los Angeles County reported its
first case of the new Covid-19 variant, omicron. (Photo/FREDERIC J. BROWN, AFP
VIA GETTY IMAGES)
Covid-19 hospitalizations trended upward over
the past month as medical facilities 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have been inundated with
patients infected with the Delta variant. Now,
the presence of Omicron -- which scientists be-

lieve to be more contagious though most cases so far appear to be mild -- may push some
strained health care systems to the brink.
“It is quite likely that we are going to see in
some sections of the country, a significant stress
on the hospital system as well as on the health
care workers who are getting exhausted by all
of this,” Dr. Anthony Fauci told ABC’s “This
Week” on Sunday, noting that a more transmissible form of Covid-19, such as Omicron, will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tens of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have not been vaccinated.
Fauci,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has said traveling and gathering for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can be done safely among those who are inoculated, and getting booster shots into the arms
of vaccinated Americans remains paramount to
increase antibody response.
“If we’re going to deal with Omicron successfully, vaccinated people need to get boosted,”
Fauci told NBC on Sunday.
Recent data are demonstrating the potential
dangers of remaining unvaccinated, including
a 10-times greater risk of testing positive and
20-times greater risk of dying from Covid-19
than those vaccinated and boosted, according to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ata through October.

People walk by groups of people lined-up
to get tested for Covid-19 in Times Square
on Dec. 5, 2021 in New York City. With the
newly discovered omicron strain of Covid,
health officials are urging people to get a
vaccination or a booster and get tested for
Covid. (Photo/SPENCER PLATT, GETTY
IMAGES)
Omicron will lead to a spike in cases in the upcoming weeks, but those who are vaccinated
and unvaccinated will have a “stark difference”
in experience, US Surgeon General Dr. Vivek
Murthy told anchor Tony Dokoupil on “CBS
Mornings” Monday.
“In the coming weeks, Tony, we are going to
see a spike in cases. And that’s because Omicron is incredibly transmissible, and you know,
we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that,” Murthy said.
“But there will be a stark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ence of those who are vaccinated and
boosted versus those who are unvaccinated.”
People who have maximum protection from
vaccines and boosters either won’t get an infection, or if they do, it will most likely be mild,
said Murthy. (Courtesy c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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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中堅持送暖 2021 年休士頓食物發放溫馨的句點
撰文／林嵩然

慈

濟美國德州分會從2020年八月正式成為休士頓食物銀

過去一年多來，地區議員、學校和青少年團體陸續加入

行（Houston Food Bank）的長期合作夥伴，利用慈

慈濟志工行列，透過食物發放活動漸漸瞭解慈濟濟世救人的

濟位於休士頓中國城附近的靜思堂會所為據點，定期進行食

理念。因此，慈濟德州分會陸續吸引了許多不同種族與宗教

物、物資發放，幫助社區弱勢家庭降低生活壓力。經過一年

理念的新志工；藉著12月18日德州分會志工與新加入團隊的

多持續發放累積經驗，趕在美國重要年節的聖誕節前，志工

志工們，透過錄製拜年的影片，傳達著志工們堅定的信念，

於12月18日進行2021年度最後一次食物發放，更趁著當天相

期許眾人除了參與發放活動，更要在日常生活中一步一步投

聚機緣，錄製農曆新年要向證嚴法師拜年的影片。

入更多慈濟的行動，自我修行更廣播善種。
發放當天老天爺還用另一種方式考驗著志工。當日天氣
雖不冷，但一早就是陰暗的天色，氣象預測指出上午11點過
後可能會下雨，應對天候不佳的變化球，志工從容應對趕緊
打起帳篷，做好雨天發放的準備工作；果不期然，發放開始
沒多久便開始落雨，且雨勢越下越大，志工紛紛穿起雨衣進
行發放，絲毫不受氣候因素影響，只希望等候領取物資的民
眾，都能領到需要的食物返家好好過節。

慈濟德州分會2021年最後一場發放在大雨強風中進行，志工們
都不以為苦。攝影／吳育宗

◎ 認識慈濟的第一步
慈濟德州分會在疫情期間，增設食物發放新項目，利用
「得來速」發放模式避免人群接觸，在幫助鄰里之餘，更成為
社區良好的防疫示範，並保障志工與民眾的健康安全。美國以
基督教、天主教為主要信仰，要宣揚佛陀的教義與理念並不容
易，慈濟作為佛教團體與慈善組織，食物銀行的例行發放，成
為社區居民最直接與具體認識和參與慈濟的第一步。

◎ 大雨強風澆不熄的愛
這次發放不僅有雨水考驗，期間還一度刮起強風，現場

慈濟德州分會志工趁12月18日發放之前，錄製向證嚴法師拜年的
影片。攝影／吳育宗

在大風大雨中發放，儘管志工們不以為苦，但風雨依舊
完全濕透了每個人的志工服。負責其他勤務的志工在發放期
間也沒有閒下來，大家準備好大浴巾、薑茶，讓發放的志工
在結束後走進會所，立刻就能喝進一口充滿慈濟人文的溫暖
來暖暖身。
負責本次發放的志工劉本琦在結束後檢討表示：「儘管
天候因素不可抗拒，但雨天備案準備不足是需要加強的，感
恩並佩服志工們無論在什麼樣困難境界之下，都堅守崗位、
付出無所求。」

用來遮風避雨的發放帳篷給差點被吹走，志工們很快臨機反

參與發放的志工蔡文惠認為，在所有志工身上看到何謂

應，把一個個的帳篷相互綁起來固定好；亂流並沒有吹走志

「風雨中生信心」，風大雨大都澆不息志工們要將愛傳出去

工們的堅定，大夥依舊堅守崗位持續發放。

的熱情，雖然自己與大家一樣淋成了落湯雞，但仍發自內心

來領取物資的民眾看到志工在大雨和強風中持續發放，
領完物資的民眾在大雨滂沱中特地降下車窗，誠摯地向志工
表達感恩，一聲聲「謝謝你們」、「你們辛苦了」，溫暖了
志工因雨受凍的身心。

的感恩有把握此次因緣參與發放，能夠親眼親身見證慈濟的
慈悲行動。
2021年歲末年終的食物銀行發放，在充滿雨水與挑戰
的環境下畫了句點，但滿滿的溫暖與感動，已成為志工迎向
2022年的動力。

從農工家庭到社區弱勢 華森威爾的聖誕足跡
撰文／張今寶

兩

位西裔小朋友羞怯又興奮地走近聖誕老公公的身旁，

十分鐘後，伊麗莎一家再度開到現場，她搖下車窗，將一個

慈濟志工陪同在身後，一起面對著相機鏡頭，開心地

裝滿了銅板的慈濟竹筒交給志工。

張開雙手齊聲祝福：「聖誕快樂（Merry Christmas）！」十
二月聖誕佳節又一年來到北加州華森威爾市（Watsonville,
CA），歡樂鈴聲間盡是洋溢歡喜感恩的笑語。

◎ 愛心竹筒 聖誕禮物的善愛循環
2021年12月12日由華森威爾市政府與北加州矽谷慈濟志
工團隊共同舉辦的「播撒愛的種子 （Spread the Seeds of
Love）」聖誕發放活動，為當地社區捎來佳節祝福。矽谷慈
濟志工為低收農工家庭、家暴受虐婦幼以及弱勢孤依老人，
帶來了聖誕禮物和生活清潔物資袋，也送上冬末佳節前的溫
暖關懷。
這是慈濟連續十九年與華森威爾市合作年度關懷活動，
位於北加州灣區南方的華市為農業生產大縣，居民多數是西
裔農工家庭。每年歲末，華市會提供一份需要關懷的低收家
庭名單，矽谷慈濟志工則統籌冬季物資發放項目，為弱勢家
庭送上聖誕禮物與愛的祝福。
受疫情升高影響，2021年慈濟在華森威爾市的冬令發放活
動採「得來速（Drive Through）」模式進行，受邀家庭開車到
華市長者中心處，免下車即可領取慈濟人帶來的聖誕關懷。
伊麗莎 （Elisa）和先生開車帶著兩個孩子來參加活動，
聖誕老公公送上全家人的聖誕禮物，慈濟志工並為他們準備
了生活物資袋。志工向伊麗莎說明慈濟與送上慈濟竹筒時，
她驚呼著說：「去年聖誕發放領到的竹筒忘了帶過來！」二

撰文／王偉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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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拿到愛心竹筒後)，我跟我的孩子們說，每天要把多
餘的零錢存起來，(存滿) 之後要捐給每年都來送我們禮物
的這個機構 (慈濟)。
北加州華森威爾市居民 伊麗莎

◎ 孤弱長者 感受寒冬的溫暖關懷

矽谷慈濟志工為華森威爾市低收農工家庭、家暴受虐婦幼以及弱
勢孤依老人，捐贈聖誕禮物和生活清潔物資袋。攝影／蔣國安

休士頓慈濟蔬食發放活動

除了弱勢農工家庭外，慈濟人同樣關懷家暴受害婦女
與孤弱長者。「我們這些年長者真的非常感謝華森威爾市政
府，和慈濟志工們一起為我們帶來聖誕禮物，真的打從心底
衷心地感謝您們。」代表華市長者中心49位弱勢長者前來領
取物理和毛毯的兩位老太太，誠摯地說出了她們的心情。
之後志工轉往兩條街外的「君主服務中心（Monarch
Services）」，該中心工作人員亞力珊卓·林肯（Alexandra
Rincon）代表暫居於該處的受虐婦幼家庭，接受慈濟志工捎
來的聖誕禮物與生活物資袋。
每年慈濟與華森威爾市的聖誕發放活動，都是由矽谷
志工團隊聯合慈濟庫菩提諾人文學校的師生家長，共同策劃
準備；志工們不僅要準備送給這些家庭每一位成員的聖誕禮
物，還要準備生活物資袋，用心細緻的把愛的禮物包裝好，
在預定時間送到現場與居民們同歡。
在一次次互道聖誕快樂的祝福聲中，此次的發放活動圓
滿閉幕，志工們心底開始期待著下一年的歡聚，這是慈濟人
與華市弱勢家庭每年溫馨的聖誕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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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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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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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
8日與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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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2022年1月8日與2022年1月22日，上午11點開始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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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實會員卡

隆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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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獲得更多關於「素行動聯盟」
的訊息，請前往：
VeryVeggieMovement.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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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客任務：復活 首波影評、評價整理
「具有對《駭客任務》渴望的元素，但愛情故事才是最閃耀的地方」

《駭客任務：復活》由導演拉娜華卓斯基執
導，基努李維、凱莉安摩絲回歸主演，電影已於
12 月 22 日全台上映，科幻經典之作重啟回歸大
銀幕，讓不少影迷買票進電影院支持。隨著電影
在世界各地上映，外媒的影評也陸續出現，以下
幫大家整理了外媒與影評人觀影後的評價。
「儘管有無限愚蠢的問題，但《駭客任務：
復活》是《星際大戰：最後的絕地武士》後最大
膽、最生動的好萊塢續集。是一次愚蠢又真誠的

重啟，與自我挑戰重複的現代大片方式。」IndieWire 影評人 David Ehrlich.
「它出色重塑了系列，同時增加前三部電影
的重要性，又很感人、令人興奮和華麗。非常迷
幻與複雜，但我喜歡，迫不及待想再看一次。」
娛樂記者 Germain Lussier 評論。
《好萊塢報導》Brian Davids 說：「《駭客
任務：復活》是有史以來最引人省思的商業大片
之一，具有對《駭客任務》迷渴望的電影元素，

伊森霍克《危城行動》
挑戰一人分飾兩角

其中的愛情故事才是最閃耀的地方。」
影評人 katie walsh 表示：「《駭客任務：復
活》感覺像是拉娜華卓斯基重新混合所有現成材
料後，度過了一段快速、輕鬆、有趣的時光，儘
管這是關於尼歐與崔妮蒂的愛情故事，但仍是一
部毫不掩飾的酷兒大片。看到一部拍攝精美、光
線充足、充滿色彩的大型動作片真是令人興奮，
謝謝你的美感。」
影評人 Robert Daniels 則表示，基努李維在電

影中「展現了他最好的表演之一」，他補充「他
和凱莉安摩絲仍有那種神奇的化學反應，一部華
麗，充滿活力的電影，雖然有些粗糙，但會發現
葉海亞阿巴杜馬汀二世與潔西卡亨維克的精彩演
出。」
《People》 雜 誌 電 影 編 輯 Nigel Smith 說 ：
「比我想像中的續集更有趣，是的，像前兩集一
樣陷入困境，但新演員尼爾派屈克哈里斯和喬納
森葛洛夫是關鍵。高潮戲也很棒。」

《咒術迴戰 0》日本平安夜 0 時開演 「百鬼夜行」

超過 15000 人擠爆戲院

疫情期間開拍 「比親身上陣拍動作片還危險」

開春全新戰爭驚悚鉅片《危城行動》（英
文片名：Zeros and Ones）將於 1 月 7 日在
台上映，本片由《壞警官》、《紐約王》美國
暴力犯罪電影大師阿貝爾費拉拉（Abel Ferrara）執導、《超時空攔截》伊森霍克(Ethan
Hawke)主演，並在 2021 瑞士盧卡諾影展拿下
最佳導演獎，故事描述一名美國士兵前往羅馬
阻止針對梵諦岡的恐怖攻擊，在執行任務的同
時，他也想找到在當地因為政治因素受到監禁
的雙胞胎弟弟……。
談到《危城行動》的靈感來源，阿貝爾費
拉拉透露，他一直想拍一部跟間諜有關的電影
，但是都沒有進一步實踐，直到去年，旅居羅
馬的他遇上疫情爆發，在經歷封城等種種狀況
之後，他想到，也許可以把現在的景況跟他一
直想拍的間諜電影結合，於是決定在疫情期間
開拍這部片。關於在疫情期間拍片最具挑戰性
的地方，阿貝爾費拉拉表示是 「讓每個人活著
」 ，他說： 「我們經歷過真實演出動作場面的
年代，在電腦動畫出現之前，這是我們很長一

段時間的經歷，那是非常危險的，但是在疫情
中拍片更危險，要確保沒有人生病。」
最終，《危城行動》忠實呈現出疫情壟罩
下的世界，片中可以看到人們出入各個場所都
要先量體溫，就連參與作戰的士兵都戴著口罩
。阿貝爾費拉拉坦言，如果沒有疫情，他可能
就不會拍這部片。 「我希望疫情從未發生，如
果它沒有發生，我就會放棄這部電影，不過它
發生了，而且我們活在其中，現在仍然活在其
中。」
談到為什麼選擇伊森霍克擔任為本片的主
角，阿貝爾費拉拉表示： 「我喜歡關於他的一
切。我喜歡他拍的電影和他在片中的表演。我
喜歡他這個人。我們一直在找機會合作。這次
剛好可以成真。」 伊森霍克這次在片中挑戰一
人分飾兩角，分別飾演個性拘謹的美國士兵，
以及他充滿理想主義的革命家雙胞胎弟弟，他
認為這次打破他過去拍片時的二元對立思維，
「一個角色非常壓抑，一個角色無拘無束，這
對我而言十分有趣。」

人氣動畫：《咒術迴戰》的漫畫在全球累
計銷售超過 6000 萬冊，電視動畫更是獲得歷代
深夜收視第一名，因此萬眾期待的動畫劇場版
《咒術迴戰 0》在今天(12/24)凌晨於日本正式上
映，粉絲們配合劇中邪惡的特級咒術師：夏油
傑號召「百鬼夜行」的時間，湧進戲院正式揭
開序幕。
電影預售票從 12 月 17 日起在日本 7 大都
市的 14 家戲院展開，原本只預計在 28 廳開賣
，但一開賣即秒殺，為了滿足粉絲的需求，
電影公司再加開 58 廳，讓 15000 名粉絲能夠在
12 月 24 日 0 點正式開始響應「百鬼夜行」；
TOHO CINEMAS 新宿戲院在晚間 11:00 湧入超
過 2000 名觀眾將現場擠爆，觀眾紛紛表示：
「終於要看到了！」、「好不容易等到這一
天！」也有人激動地表示：「我應該會從第

一秒開始哭。」
《咒術迴戰 0》故事敘述乙骨憂太在一場
車禍中失去他的青梅竹馬祈本里香，他倆曾經
承諾長大後要結婚，但目睹里香死亡的憂太不
只看見她的怨靈，還被她的附身所苦，為此幾
度想自殺的憂太在咒術高專最強咒術導師五条
悟的引導下，進入咒術高專與同學相遇，並且
經過多次任務成長的過程。
這部作品除了壓倒性的作畫質量與高速動
作場面外，乙骨憂太與祈本里香的愛情，乙骨
憂太與禪院真希、熊貓與狗卷棘等同學間的友
情也令人動容，還有五条悟與夏油傑兩人羈絆
的深刻描述，除了 King Gnu 主唱的熱血主題曲
「一途」外，King Gnu 主唱的片尾曲「逆夢」
也在今天同步解禁，讓觀眾在感動中渡過一個
特別又難忘的聖誕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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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东关街，十里扬州路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
不如”
杜牧的诗，不禁让人油然想起一
千多年前唐代扬州的诗性飞扬与市廛
华美。现今扬州，只有东关街称得上
名至实归。
扬州有五百多条纵横交错的街巷
，最古老最繁华的也是东关街。东关
街位于古城扬州东北角，因为街道由
西向东直抵东关城门，或者说直抵东
关古渡，故名东关街。到此一游，你
会发觉东关街是一部耐人寻味的线装
书，浓缩了扬州的千年历史与万种风
情。
这里有鱼骨状街巷体系，有夹巷
、支巷、串巷，或长或短、或宽或窄
、或直或弯，回环反复，首尾相连，
内外相通；这里有唐宋城址，有明清
会馆，有古渡牌坊，有官府衙门，有
高官宅第，有富商家园，有英雄故居
，有才子逸事，有佳人芳踪，有市井
民俗，有百年商号，有祖传秘方……
这里曾是运河沿线最为活跃的商
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集聚地，保持和沿
袭了明清时代的传统风貌；是运河文
化与盐商文化的发祥地和展示窗口，
见证了扬州城市发展演变。2012 年 7 月
，东关街又翻开新页，“中国十大历
史文化名街”金字招牌挂上了东门城
楼，成为扬州古城旅游的热线。

逸圃
逸圃是清末民初惠余钱庄老板
李鹤生缔建的家园。抗日战争时期
，逸圃曾被颜秀武据为己有。《扬
州市志》几乎没有关于李鹤生的文
字记载，其生平像谜一样鲜为人知
。传说，李鹤生祖上就有逸圃，宋
代著名诗人曾丰曾经光临，并作
《逸圃》一诗，诗曰：
莫空劳晚景，宁小负清时。
天下复何事，汉阴殊不知。
桔槔时俯仰，畲插几盈亏。
吾策未为得，渠言得策谁？
还有一说，李鹤生见曾丰《逸
圃》一诗颇合其意，故将家园命名
为逸圃。
未进逸圃，远远就看见逸圃高
高的门楼，上面镶嵌着精美的砖雕
，砖雕分为春夏秋冬四块，图案十
分生动形象。走进逸圃，发现里面
的建筑雕梁画栋，峻宇彫墙，特别
引人注目的是正对大门的花园。扬
州的住宅园林，多为前宅后园，但
逸圃是西宅东园，别具一格。沿着
青石甬道进入逸圃，映入眼帘的首
先是八角形大门，上额镌刻隶书
“逸圃”二字。八角门后更是别有
洞天。湖石假山贴墙而筑，迤逦花
厅，壁岩森严，与花墙形成虚实对
比，山石间有花木点缀。逸圃虽小
，但是假山多，亭廊多，有假山上
建亭的，假山连接亭廊的，更有亭
廊“飘逸”在山巅半空中，如梦似
幻，又近在眼前。六进住宅与园平
行，开门见山，如此布局，实属罕
见。

个园
个者，竹叶也。园主是清朝两
淮盐总黄至筠（1770—1838）。
“筠”是竹子的雅称之一，从
他的名字可知他的情趣。他在
园内广植秀竹，暗合了袁枚
“月映竹成千个字”（《随园
诗话》）诗意，就连园名也取
“竹”字的半边，可见园主的
心智。
一进大门，闯进视野的就是大
片檀栾的竹林，路屈其中，竹
影筛阴。这里植有各种各样的
竹子，有斑竹、紫竹、苦竹、
晏竹、龟鳖竹、罗汉竹……整
个园子以宜雨轩为中心，别具
匠心地构筑了四季可观的山色
——在竹丛中，设置石绿斑驳
的石笋，状出“雨后春笋”之
意。花坛为太湖石，形态各异
，造型别致，俨然十二生肖。
这幅别开生面的“竹石图”，
极其巧妙地点破“春山”主题
，同时昭示游人：春景虽好易
流逝。
夏山亦由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叠
成。竹木交荫，附根石窍，葱
蒨醲郁。山前有水池，上有曲
桥，桥立有形似鱼骨化石的巨
石，石身还有三大漏孔，展示
了太湖石固有的造型特色——
漏、透、皱、瘦。走过曲桥，
钻进洞屋，可见由石隙透入的
缕缕阳光，夏季有阵阵清风，
令人遍体凉爽。
园东秋山，皆由黄石叠成，山
石峥嵘，气势雄伟。夕阳斜照
，一片金黄，是为秋色。全山
立体交通组织极妙，磴道多置
洞中，山路崎岖，时洞时天，
时壁时崖，引人入胜。山下植
红枫数株，枫叶似片片晚霞。
整个秋山处在黄石与枫叶的氛
围中。
园南用白色宣石(即石英石或雪
石)堆起的冬山，给人以积雪尚
未融化之感。宣石堆成一群
“雪狮”，生动别致，花坛植
腊梅数株，地铺白色冰裂纹版石，
“雪山”靠墙，墙面上开三排二十
四个尺许大的圆洞，为风音洞。每
当北风呼啸的时候，此洞必然发出
哨音，增添了冬季的意境。冬山西
墙开有两个圆形漏窗，可引隔墙春
景入院。冬、春二景截然不同又巧
妙延续，寓意“冬去春来”。
胡仲涵故居
东关街三百零六号是民国年间
银行家胡仲涵故居，东靠武当行宫
，西接个园，北靠原富春花局，南
对街南书屋，其占地面积一千多平
方米，为民国早期建筑，保存尚好
。胡仲涵是一个神出鬼没的金融家
先在扬州东关街办钱庄，后到南通
开设泰龙钱庄，继而挺进上海滩，
加盟中南银行，担任经理。二十世
纪四十年代末，胡仲涵回东关街老
家养病，不知所终。
胡仲涵宅第非同寻常人家。扬
州豪宅多为两纵房屋中间设置火巷
，而胡仲涵宅第的火巷却建设在最
东边，房连房、房套房，使得两纵
建筑之间关系十分紧密。天井有青
石板铺地，前后间距宽敞，采光充
足。东厢置耳门通火巷，正房堂屋
和前厅堂地面为方砖铺地，卧室为
架空木地板。除了天花板外，墙壁
加之墙板，暗藏许多机关，有暗橱
、暗壁、暗门、暗房和地下室，西
套房西板壁还暗连两间暗房，一般
人是很难发现的，暗房西壁有暗门
通联东关街三百一十二号。胡宅的
玄妙设计与其身份相称，也符合大
户人家的心理，并暗合当时不稳的

局势。
扬州从汉代至民国一直都是铸
钱之地，并产生过许多极有影响的
收藏家。扬州钱币博物馆就设在胡
仲涵故居，展品时间跨度上下三千
年，从商周海贝到清末制钱，充分
展示扬州钱币铸造业发展的历程和
中国钱币文化的内涵。
武当行宫
武当行宫坐落在东关街西段的
北侧三百号，原名真武庙。明宣德
三年（1428）由知府陈贞重建，嘉
靖四十三年（1564），安徽人耿氏
在真武庙立“武当行宫”碣，用以
祈福。咸丰三年（1853），武当行
宫几乎毁于兵燹，只有大殿巍然屹
立。光绪年间，海州分司徐绍恒重
修。据王轨《真武庙碑记》记载：
“周为壁垣，中为殿，前为献殿，
外为门；门内左为纸炉，右为碑亭
；殿之旁为廊庑，后为斗阁，阁左
右为厢，庖井俱焉。材木孔良，制
度惟坚，塑像金彩，楹丹壁埡，焕
然夺目。”可见当年真武庙规模和
气派。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武当
行宫办起了“仪董学堂”。如今，
武当行宫布置了“道教陈列”。山
门殿内以图文展示了中国道教的信
仰、礼仪、神仙、人物、经典、组
织、文学和艺术，并介绍了中国道
教四大名山（武当山、龙虎山、青
城山、齐云山）。中殿檐下悬“真
武殿”横匾，殿中供奉真武大帝像
，两壁布置有介绍扬州道教符箓神
图说，大殿檐下悬有“武当行宫”
横匾，内供神像。
李长乐故居
逸圃对面是光绪年间直隶提督
李长乐故居，现为五福巷四十一号
。如今，李长乐故居已经与逸圃、
华氏园“三点”连成一片，打造成
具有扬州特色的民居式精品文化主
题酒店——长乐客栈。
李长乐，字汉春，江苏盱眙人
。因作战骁勇，三次被授予“巴图
鲁”（勇士）称号，历任湖北、湖
南、直隶提督。光绪十五年（1889
）卒于任上，被封为“勤勇大将军
”，归葬于扬州三道山。他一生富
有传奇色彩，其住宅建筑风格也与
众不同。整个建筑分为三条轴线，
房屋七十余间。大门坐西朝东，为
八字形砖砌门楼，门楼上面是精美
的砖雕。从大门进入，可以看到一
个宽敞的大院，进入院内，远眺西南
方向，便可以看到一个小开口，走进
去，内里豁然开朗，满眼春色，这里
便是李长乐故居的小花园。
扬州豪宅，花园一般都在最后面
，有“后花园”之说，但李长乐故居
的花园却在最南边，虽然面积不大，
但很精致，尤其假山布局很有韵味，
鹅卵石小道，盛开的鲜花和葱绿的树
木，给花园增添了生机。李长乐故居
院内还设有二道门，二道门向北是火
巷，穿过火巷就到了后面的院子；从
二道门进入，则是一个天井，天井南
侧是花厅，北侧是一组平房。李长乐
故居的东墙是扬州少有的波浪形的
“观音斗”，颇有特色。
山陕会馆
明代中叶，大批晋商、秦商、
徽商纷至沓来扬州业盐，以至“秦
腔歙语满街巷”，也就是说，当时
扬州盐商大多来自山西、陕西和徽
州。可以说，山陕会馆是扬州盐运
史的里程碑。会馆占地面积约三千
平方米，是晋商、秦商在扬州业盐
时设立的会馆，也是扬州最早盐商
会馆之一。
在剪刀巷北墙上，目前尚能清
晰地看到刻有“山陕会馆”字样的
西墙界碑石，偌大的深宅大院，高

高的围墙，让人顿觉浮华如梦。站
在这座扬州最早的盐商会馆门楼前
，目前所看到的全部内容，似乎就
是斑驳和衰败。从旁边腮墙古朴、
简洁、盈尺方砖嵌斜角锦形制看，
此会馆属清早期建筑，具有明显的
山西门墙风格。盐业发展的重要标
志就是会馆的设立，初始为联络同
乡感情，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
同乡利益、与官府打交道的组织。
明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
淇变法，改开中法为折色制，遂将
本色(粮食)中盐改为折色(银两)中盐
，为徽商经营盐业带来了方便，徽
商经营盐业的人也愈来愈多。由于
两淮盐场在当时产盐最多，盐利最
大，因而徽商近水楼台先得月。尽
管晋商、秦商财大气粗，不愿服输
，但是他们远离故土，难免心有余
而力不足，其地位也只能屈居于徽
商之下了。从此，晋商、秦商之所
以在扬州败下阵来秦商走了，晋商
也走了！携带着白花花的银子，他
们灰溜溜地回家了，却把黑黢黢的
背影留在了扬州，不可避免地成为
历史的陈迹……
馥园
清康熙南巡扬州时，扬州香粉
被随从带进皇宫，大受后妃的欢迎
。嘉庆道光年间，扬州香粉作为贡
品畅销京都。道光十年（1830），
后起之秀谢馥春香粉店兴起，吸收
了扬州香粉业前辈戴、薛两家之秘
方特长，成为百年来扬州香粉业的
佼佼者。创始人谢宏业取“谢馥春
”为店名，“谢”为姓，汉语中有
凋零衰败之意，故加“馥春”二字
，“馥”字意为馥郁芬芳，并与
“复”字谐音，与“春”字相连，
既寓回春之意青春永驻。民国四年
（1915）荣获巴拿马万博会大奖。
传统产品鸭蛋粉、冰麝油及香件(誉
称东方固体香水)，通称谢馥春“三
绝”。谢馥春传统产品分香、粉、
油三大类，鸭蛋粉最具代表性，有
“天下香粉莫如扬州”的美誉。
馥园是一处住宅、园林、作坊
三合一的建筑群，现已对外开放。
馥园有东西两个院落，房间不大但
简洁明亮，体现了当年主人勤俭治
家的风范。馥园东北为园林的主体
建筑粉黛楼，一楼为“谢馥春馆”
，展示了源远流长的扬州粉黛史和
“香、粉、油”三绝及获巴拿马万
博会殊荣等，二楼展览“千秋粉黛
”，以十二位扬州美女为线索，展
现了扬州从古到今的美妆文化。如
今的谢馥春在保持名牌传统特色的
前提下改革落后工艺，讲究科学方
法，运用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生
产出一批批颇受广大女性喜爱的化
妆品，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蹀躞东关街，走几步就会看到
一个古迹，走几步就会听到一些故
事，时时能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氛围
。固然，东关街有茶馆，有饭店，
有商行，有工厂，有戏园，有旅社
，有澡堂，但她所拥有的不仅仅是
这些东西。今日东关街仍是扬州商
业重地，汇集了当地传统色彩浓厚
的手工艺、特色小吃和商业老字号
。据不完全统计，全街共有个体工
商户二百三十多家。
如今，街巷内有碍观瞻的建筑均
被拆除，屋面恢复了传统的小瓦，路
面恢复了原来的青石板，商家铝合金
卷帘门又换成了木门，并且统一安装
了仿古街灯，沉寂多年的景点已经陆
续修复开放……东关街没有高楼大厦
，没有车水马龙，到处洋溢着古色古
香、古风古韵，与其说是一条繁华的
商业街，不如说是一条丰厚的文化街
。东关街是一本打开的书，我们从中
可以看到她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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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熱映的現實主義喜劇動畫電影《雄獅少年》口碑熱度持續飙
升。電影今日發布“天台舞獅”正片片段，這也是衆多影迷心中最喜愛
的電影片段之一。家庭遭遇變故的阿娟獨自一人去到城市後，白天拼命
打工幹活，只有在夜晚才能將一切抛開，在城市高樓大廈中不起眼的破
舊天台上獨自起舞，舉著心愛的獅頭，舞到黎明。
自上映以來，電影憑借貼近現實的故事、真摯的情感、精美的畫面
等收獲了大批觀衆的喜愛，並于近日榮登豆瓣 2021 年度電影榜單華語電
影評分 TOP1。目前，電影已連續實現票房逆跌，持續火熱上映中。
少年天台獨自起舞 沐浴朝陽迎接希望
電影《雄獅少年》的講述了嶺南村鎮的留守少年阿娟，在因緣際會
下與好友開始舞獅訓練，最後成長爲“雄獅”的故事。影片後半部分，
少年因家庭變故外出打工，飛速成長。今日發布的正片片段就是阿娟在
城市中經曆了送貨、工地搬磚、送快遞、送外賣等辛苦的打工生活後，
獨自一人去到居住宿舍天台後的場景。
在寂靜無聲的午夜，阿娟舉著心愛的獅頭，在堆滿破舊的家具的雜
亂天台上，開始了一天的舞動。渺小的身影，堅定的步伐，每一個奮起
的跳躍都像他對現實的“不認”。水泥牆壁上“翻滾動作”“蛙跳”
“跑步”“紮馬步”，寫著日常訓練的要點，一個個紅色對號顯示出阿
娟在這裏經過了日複一日的訓練。當陽光從樓宇的縫隙灑入，阿娟張開
雙臂，迎接出生的太陽，仿佛一頭沈睡已久覺醒的獅子，找回了心中的
鼓點。
片段發布後，引起了不少影迷的熱議。“這是我今年最喜歡的電影
片段”“這段當時在影院看得就雞皮疙瘩起了一身，太震撼了”“這段
出來的時候眼淚根本止不住，真的敬佩阿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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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雄獅少年》發布正片片段

少年深夜獨自舞獅引觀眾飆淚

現實故事引共情 熱度口碑雙發酵
隨著電影的熱映，口碑熱度也在持續發酵中。將普通人的情感注入
現實故事，是影片最大的特點之一，也是最打動觀衆地方。阿娟在生活
的重擔和內心熱愛之間的選擇，讓很多影迷記挂。“很多人遇到困難可
能就會放棄，但阿娟在這麽繁重的生活壓力下，還能爲心中的熱愛留有
一番淨土，真的很不容易。換作是我，可能根本做不到像他這樣。”有
影迷如是說到。
電影自上映周末後，憑借超高的口碑和情感內核，自首周末結束後
，票房已實現連續逆跌。無論是離家在外，還是爲生活努力拼搏、心中
執著有夢的人，去影院感受這個冬日由《雄獅少年》帶來的慰藉吧！

《王牌部隊》定檔江蘇衛視

肖戰黃景瑜主演，軍旅劇，當代版亮劍
電視劇《王牌部隊》突然官宣定檔，1 江蘇
衛視正式開啓首播模式。這種當日下午官宣檔期
，當日晚間便開啓首播的電視劇播出模式，在上
星衛視平台方面，倒是並不稀奇。該劇由肖戰、
黃景瑜、鍾楚曦等青年演員主演，李幼斌、何政
軍等中年演員聯合主演，因爲是軍旅題材，又有
《亮劍》兩位實力派主演參與主演，所以，這部
《王牌部隊》被劇迷們給予厚望，被認爲是當代
版《亮劍》。
電視劇《王牌部隊》講的是中國當代一支勁
旅，跨越幾十年的故事內容：
劇集通過四十年的時代跨度，描述了一支
王牌軍隊的成長曆程，通過對個體的刻畫，塑
造了一群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
新一代軍人，以小見大見證國之重器的蛻變之
路，濃墨重彩描繪軍事國防的希望與未來，爲
強軍變革的大背景下，一曲我軍新時期軍魂的
激情贊歌。
在已經放出的定檔預告片內容當中，《王
牌部隊》有不少的戰鬥戲份，在拍攝場面上，
已經對當年的《亮劍》氣質進行了更大的升級
。顯然，從《亮劍》到《王牌部隊》，是一次
中國軍旅題材影視劇的拍攝升級之旅。這部
《王牌部隊》在李幼斌、何政軍等老一代軍旅
題材電視劇演員的參與之下，實現真正的當下
接棒。
而接棒的青年演員們，則分別是肖戰、
黃景瑜、鍾楚曦等人。值得注意的是，鍾楚
曦早前在馮小剛導演的《芳華》當中，便已
經參與過同一題材的拍攝工作，這次在《王
牌部隊》當中，可謂是輕車熟路。而該劇雙
男主的模式，也和當年的《亮劍》何其相
似 。當年，在《亮劍》當中，我軍的戰鬥裝
備還是相對落後的，希望這次，在《王牌部
隊》當中，我軍的戰鬥裝備能夠實現真正的
揚眉吐氣。

現代軍旅題材的電視劇，素來備受期待。
而江蘇衛視方面，也是軍旅題材的電視劇播出
效果最好的。這家一線衛視，曾播出過多部軍
旅大劇，早已經形成了既定的劇迷期待值。從
老編個人看上星衛視的角度講，軍旅大劇，看
江蘇台，科技感十足的綜藝內容，也是江蘇衛
視當仁不讓。顯然，《王牌部隊》這部軍旅氣
質的大劇，上江蘇衛視首播，算是真正找到了
自己的特定觀衆。
在《王牌部隊》官宣之前，江蘇衛視的晚
間黃金檔期，正在播出電視劇則是《一起深
呼吸》，已經播出至第 12 集。因爲《王牌部
隊》的臨時調播，所以電視劇《一起深呼吸》
調後播出。《一起深呼吸》官方已經正式發
布通知：
因編排調整，電視劇《一起深呼吸》將于明
年 1 月 18 日起繼續播出，不見不散。
可能有劇迷會有遲疑，明明《一起深呼吸》
播出的很好，爲何突然就調檔給了電視劇《王牌
部隊》了呢？關于這一點，劇迷們其實大可不必
詫異，因爲兩部電視劇的出品方，都是愛奇藝方
面。對于兩部電視劇的共同出品方而言，如何實

現效益的最大化，顯然是最先考慮的事情。
讓《王牌部隊》先行播出，然後讓《一起深
呼吸》繼續播出，顯然也能滿足劇迷們的追
劇期待值。
同檔期方面來看，一線衛視上目前沒有軍旅
題材的電視劇作品。浙江衛視、江蘇衛視正在聯
合播出《輸贏》，這是典型的都市大劇，職場內
容爲 主 。 而 東 方 衛 視 正 在 獨 播 《 三 生 有 幸 遇
上 你 》，這是典型的都市喜劇。而湖南衛視方
面正在播出的《小敏家》，則是現代都市情感生
活劇。在一線衛視清一色都市劇的時刻，江蘇衛
視突然拿出《王牌部隊》這樣的硬漢式軍旅大劇
，顯然能夠形成較爲強大的市場競爭力了。
基于《王牌部隊》的題材內容，和同檔期播
出情況來看，這部電視劇目前應該不會遇到同題
材上的競爭對手，衛視方面，收視率成績一定會
非常不錯。值得注意的是，央視一套開年之後很
可能有電視劇《人世間》接棒，這也是一部非常
值得期待的茅盾文學獎作品改編的劇作。很
可 能 ，懂行的劇迷們，會在央視一套和江蘇衛
視方面，來回選擇，來回觀看了。這麽一來，確
實有些過年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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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我的人生，
除了张兆和是甜的，剩下都很苦
细细梳理沈从文的一生，你会发
现他的人生处处是拐点，一个不小
心就行差踏错万劫不复。
他有太多的理由烂在故乡，死在
军队，他也有太多的理由堕落，但
最终都没有，反而成长为一位世界
级作家。
为什么？
因为对于沈从文来说，人间值得
。
沈从文去当兵的理由很平庸，主
要是凤凰尚武风气很强，外加在军
队可以随便野。
这个著名作家是“野”大的。
别人上学他逃课，别人背之乎者
也他带头捉迷藏，夫子都快把他掌
心打出茧了，第二天还翘，跑到街
上看热闹，乡亲杀猪宰羊，手艺人
做棺材雕佛像，男人决斗，男女唱
情歌，都比书好看。
在沱江里游水捉蛇，与小混混打
架斗殴也是少不了的，被他叔叔都
快揍皮实了。
乡里各派武装械斗，河里尽是死
尸，脸被野狗啃了半边，他混不在
意，捡根木枝戳戳那剩下烂了的半
边。
沈从文在凤凰无拘无束地晃荡到
了十四岁，终于背上小小包袱，顺
着小河，决计去闯一闯。恰逢部队
招人，他和家里都觉得这是个不错
的选择。
他这支部队是湘西的军阀武装，
沈从文随之流连沅水上下，跟士兵
在船舱里打牌，听老兵瞎扯淡，给
死刑犯写罪状，拿手活儿是炖狗肉
。
刚开始他满口“老子”，一位姓
文的秘书惋惜地劝他，“小师爷，
你还这样小，不要张口闭口老子老
子的。”
沈从文摇头晃脑，“老子不管，
这是老子的自由！”
他那时的状态近乎于小兽，无拘
无束，天真野蛮。
文秘书看着他微笑，“你聪明，
应该学好，世上有许多好事情可学
。”
哦？什么东西比这种野来野去的
日子还好？沈从文倒要看看。
于是便开始订《申报》，看《辞
源》，后来又想尽办法看《新潮》
《改造》，五四精神从千里之外的
北平上海浸润着这个尚处在蒙昧、
原始、野蛮山地里的少年。
他虽仍是在部队里无所事事，不
是看士兵上操，妇女浣衣，就是跑
到山洞里吹吹凉风，但意识中，已

有许多他年少时尚辨不明白的东西
在渐渐发芽
世界愈来愈广阔了，除了湘川黔
的大山与那一条长长的沅水，他还
有了北平、有了上海，有了轰轰烈
烈的正在变化的新时代。
沈从文心想，去他的，凭什么？
我病死淹死或饿死，有什么不同？
不如出去看看！
他做出一个孩子气又孤注一掷的
豪赌：去北漂！我倒要看看，我自
己支配自己，比命运处置是更好还
是糟糕？要是赌输了，那就饿瘪瘪
倒在空房下阴沟边算了！
这一年，沈从文 20 岁。
刚下火车，沈从文站在北平前门
广场上，川流的都市映照着惶惶然
孤 伶 伶 的 他 ， 他 几 乎 吓 坏 了 ——
“北平好大！”
身上只有几块钱。
那也得咬牙活下去！
沈从文在酉西会馆的半年是很孤
独的，没有朋友也没有交际，每天
就是扎进京师图书馆里自学，什么
旧体文新体诗、史传笔记都被他就
着两口馒头一点热水消化进去。
无人可应，无人可说，年轻人在
冰凉凉一隅天地里，沉默地燃烧着
。
半年之后，同在北京的表弟十分
担心，“这可不行！”他生怕沈从
文憋出个抑郁症或者反社会人格，
于是介绍他搬到了银匣胡同公寓。
这公寓也不怎么样，沈从文叫它
“窄而霉小斋”。不过这里条件虽
差，却连同着周围几爿一起，热热
闹闹地挤满了来北平求学的学子们
。
正值蔡元培主持北大之际，学气
斐然，毫无限制，旁听生比注册生
多上几倍，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年
轻的热切。
沈从文比较苦，小学文化，根基
浅，时新的标点符号也得从头学。
旁听了许久，仍没考上。
他写了几篇稿子去投稿，好一点
的石沉大海，不好的被主编扔进垃
圾桶公然嘲讽：“看看，这就是时
下的新一代作家！”
沈从文又想了，凭什么？我还写
不出来了？
他的经济来源完全断绝，住处没
有火炉，只两条棉被，一件单衣。
日子多苦？几天吃一顿，饿着蜷在
被子里，一边流鼻血一边写，把上
门探望的朋友妻吓得晕倒。
这乡下蛮子还记得自己来北平要
找的是怎样的生活，要做的是怎样

的事业，片刻未感忘怀。如此潦倒
痛苦的日子，竟坚持了两年半之久
。
后来他终于获得了徐志摩的欣赏
，文章刊登在他主编的《晨报副刊
》上，并专门为此写了一段“志摩
的欣赏”，美得像诗：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
，在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
又 处 处 不 留 痕 迹 ； …… 给 这 类 的 作
者，奖励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
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
的奖励的。
沈从文说这赞语简直让他“背膊
发麻”。
他一边觉得徐志摩的欣赏让他起
鸡皮疙瘩，一边又很坚定地相信自
己的天赋，给张兆和的信里动不动
就自夸：
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
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
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
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
没有办法拒绝。我不骄傲。
这是沈从文式的自负。“行将超
越一切而上”这几个字，天真，矜
持，肃穆，让人无法发笑，反而由
衷相信，并为这个年轻人热切企盼
。
从学标点符号到站在现代文学之
巅 ， 沈 从 文 只 堪 堪 用 了 10 年 ， 这 充
沛 的 创 作 力 又 延 续 了 10 年 ， 产 出 惊
人，篇篇经典。
汪曾祺对老师推崇备至，“除了
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高呢
？”在法国、瑞典、美国，沈从文
的文字也捕获了大批的追随者，并
两提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太阳升到最高处，就离沉没
不远了，不久后，沈从文就要开始
经历人生中漫长的黑夜。
但在旁人看来是黑透了的境遇，
于他而言，却是迸发才华的催化剂
。
沈 从 文 47 岁 时 ， 绝 望 自 杀 。 他
用剃刀划破脖颈和两腕动脉，又喝
下煤油。他是怀着必死的决心自杀
的，但被救出。
死过一次后的沈从文不再进行正
式的文学创作，因为找不到源头。
书店也写信给他，说你过时了，以
前印刷好未发行的存货我们已代为
烧毁。
一 个 写 了 近 20 年 、 站 在 文 坛 巅
峰的天才型作家突然跌落，这比
“50 岁 了 突 然 被 公 司 裁 员 ” 严 重 得
多，写作不仅是他安身立命之所，
更是他生命价值的维系。

如果一个人在不知道沈从文结局
的前提下，重生穿越到了他身上，
家徒四壁、妻儿四散，事业颓败且
永不可重返巅峰，他可能会想，那
我还不如死了。
但是沈从文选择了重新开始。
不过是重新开始嘛。他从乡下小
子去当兵，从一个小土蛮子去当作
家，哪个不是重新开始？虽跌跌撞
撞，但仍有可为。
沈从文很喜欢古代物质文化研究
，而且是公认的有天赋。宋明旧纸
，川蜀刺绣，吴地青瓷，云南漆器
，他都很专精。
他先是申请进入历史博物馆做文
书，贴贴标签，当当讲解员，后来
被赶去扫厕所。副馆长说他“终日
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
不知道干些什么事”。
从神坛跌落的他，谁都能来踩一
脚。
当年他曾帮助范曾解决在历史博
物馆的工作，但好心没好报，屡次
遭 暗 算 ， 被 当 面 奚 落: “ 你 过 了 时 ，
早没有发言权了”。
杀人诛心。沈从文气得发抖，几
乎哭了。
沈 从 文 67 岁 时 ， 境 况 更 差 了 ，
服饰史的研究史料被当作垃圾论斤
卖掉，手稿被焚毁或者神秘消失，
人也被赶到了湖北双溪。
双溪属云梦泽区域，整天云遮雾
绕，雨水蒸腾，而且几乎与世隔绝
，又无书可读，除了看菜园子就看
猪牛打架。
沈从文想的是什么？
这儿荷花真好。
他给黄永玉写信，“这儿荷花真
好，你若来……”
黄永玉被表叔馋死了，虽然知道
情况一定没这么好，但也忍不住羡
慕：
“天晓得！我虽然也在另一个倒
霉的地方，倒真想找个机会到他那
儿去看一场荷花……”
沈从文在这种绝境里干了两件事
：
一、他仅凭记忆就完成了中国服
饰史数十万字的补充材料；
二、为黄永玉的家族变迁写了近
两万字的“楔子”。黄永玉的两个
孩子可爱读了，称之为“爷爷写的
红楼梦”。
双溪的荷花再怎么美也挡不住日
子苦，沈从文终于病入膏肓。死不
大可怕，就是想起来工作做了一半
很糟心。
临病死前他打报告，说与其如一

废物坐以待毙，不如回去将一些需
待亲手重抄的工作整理出来，上交
机构。
报告没批复，他倒是从鬼门关遛
了一圈又回来了。
春去夏来，曙光得失几重，《中
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付梓出版。
这本书什么地位？它被称为“中国
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日本官方
重金求版权未果，出版后一度当作
国礼赠与尼克松、日本天皇及英国
女王。
谁都没想到这事情能被他搞出来
。谁又都觉得，这事情被他沈从文
搞出来，真是再合理不过了。
不了解沈从文的人总被他苍白的
外表欺骗，加上他的文字清丽简峭
，便总以为他真的很文弱。
实际上呢？
钱钟书说，“从文这个人，你不
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尔雅，骨子里很
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
这种硬，正是生命意志的不屈。
他面若蒲苇，却志如磐石。
众生在世，贤愚不等，取舍异趣
，兰桂未必齐芳，林木未必同秀。
公平的是，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
巨兽匍匐，也都有两把刀剑。凡人
入渊升天，或由巨兽拉扯沉沦，或
凭刀剑斩妖伏魔，便是生命庄严与
否的转折。
这斩妖剑、除魔刀，一是意志，
二是选择。
“在可能的范围内，人终能凭意
志和理性去实践自己选择的道路，
到达理想的彼岸。”
70 多年前，沈从文在《潜渊》中
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而往前推算
， 从 1922 年 离 开 行 伍 前 往 北 京 的 那
一刻起，他对自己的意志，就片刻
未敢忘怀。
这意志蔓延了沈从文的一生。年
少时，这意志是“凭什么”的大声
疾呼，鞭策着他；
低谷时，他默默无言，似乎燃尽
了篝火。
而实际上，泉水伏在地底流动，
炉火闷在灰里燃烧，这意志给他的
生命托了底，这才有了触底反弹，
至暗回光，重返生命巅峰。
屠魔不论少年，古稀亦可再来。
当纷杂的八卦褪去，浅薄的趣谈
沉底，沈从文的人生，最值得我们
学习的，也正是这一点不屈的意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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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政策层出不穷！美国移民申请提速
因为疫情和之前川普时代移民签证限制，大
量积压等待消解，美国的移民申请正在满血复活
、不断加速。
移民局在官网发布最新通知：
临时调整了对移民申请提交 I-693 体检报告的
时间限制。
原本规定要求体检医生的签名日期，不能超
过申请人提交 I-485 身份转换等需要移民体检类申
请的 60 天。
（在美国境内的绿卡申请人，一般是在提交
I-485 阶段需要完成移民体检流程。）
最新规定：从即日起移民局将暂时取消这个
60 天的时间限制。
这项临时豁免的执行期为 2021 年 12 月 9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 适 用 于 所 有 与 尚 未 裁 定 的 与
I-693 表格相关的申请。
移民局这次做出调整，是为了解决新冠疫情
之后与 I-693 体检报告相关申请的处理积压、滞后
问题。
移民局希望可以通过放宽时间限制进一步加
快申请处理速度。
其实，特别是今年以来，疫情有所缓解。
移民局一直根据疫情变化，适时调整政策，
出台不少临时措施，不断为移民申请提速。
加急服务得到恢复
美国更新了《移民局政策指导手册》，明确
了满足加速审理的标准。如果你的移民申请符合
标准，便有机会申请加急，会得到优先处理。
工作许可延长
针对已经提交 I-485 申请调整绿卡身份的申请

人，将工卡的有效期从一年增加至两年。此举
有助于减少移民局积压的处理时间，消除合法
移民到美国的障碍。
类似这样的临时措施和利好政策层出不穷
，美国移民局的努力也收到很好成效！
美国劳工部出台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的
职业移民数据在 2021 年有一定提升。
PERM（项目电子档案管理，Program Electronic Review Management）是申请美国职业移
民的关键步骤之一，相当于劳工认证。
从申请数据上来看，2021 年美国劳工部一
共收到 12 万份 PERM 申请。
通过率约在 83.3%左右，较之前有所提升；
只有约 3.4%的申请人被拒绝；
另外有约 2.96%的申请人被退回。
专为吸引人才而设置的 EB-1A 美国杰出人
才移民，作为职业移民的第一优先类别，更是
不需要美国雇主，不需要 PERM 环节。
一人申请，全家一步到位获得永久绿卡的
优质项目。
经历此次疫情后，美国经济亟待催动，
EB-1A 项目将更受青睐，审理速度并未停滞，
审理标准也相对放宽。
从 2021 年 4 月开始重回无排期状态，EB-1A
项目已经成为所有职业移民申请中最快速拿绿
卡的类别。
利好政策层出不穷！美国移民申请提速
得美国永久绿卡
年左右下绿卡
EB-1A 政策优势
3. 花费少，无需投资，无投资风险
6. 无语言要求，无学历及年龄等条件限制
1. 一步到位获得永久绿卡
4. 无需找美国雇主，可由申请人提出申请
不过，EB-1A 项目需要申请人最好具有某一个
2. 一人申请，配偶及 21 周岁以下子女同时获
5. 无需排期，无名额限制，审理周期短，一 行业的杰出成就。

美国爆发史上最大“离职潮”
每月 400 万人辞职，1000 万职位空缺

新冠疫情蔓延之下，美国人经历了
生生死死之后，掀起了一股史上最大的
“离职潮”，辞职人数破 2000 年有统计
以来的最高记录。
从今年 4 月开始，美国每个月就有
400 万以上的人主动辞职，8 月份的辞职
人数突破 427 万，11 月份则上升到 440 万
。
据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9 月
份有 1040 万个职位空缺，报告称，记录
的职位空缺数量已连续四个月超过 1000
万。
这意味着，美国人一边在疯狂辞职
，而另一边，又是雇主海量的劳动力需
求。
按理说，疫情之下人们应该更珍惜
工作机会才对，为什么美国人却比以往
更密集而疯狂地选择了离职呢？
据专家分析，原因大概有三点。
一是对比疫情前，一些美国人的亲
朋好友在疫情中死去，让他们开始重新
思考人生这个命题，工作还是享受？他

们或许对生活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
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联储
大量印钞应对疫情危机，总统大手一挥
就开始给民众发钱。疫情补助+社会补助
，拿到的钱可能比上班拿到的还多，去
上班工资还要纳税，于是很多人干脆放
弃工作了。
美国一家法国餐厅老板说，自己已
经很久没休息了，因为根本招不到人。
哪怕收到简历也不会有人来上班，因为
他们不过是装作在投简历找工作，以保
持失业状态继续领政府的救济金，但他
们并不是真的想开始工作。
第三点是，美国人享受惯了低廉的
物价水平，而美联储的大量印钞导致通
货膨胀不断加剧，美国的物价也开始上
涨，连十多年不涨的房子都涨了近 20%
，工人自然要抗议，离职也是他们对社
会不满的一种表现。
其实美国人的薪资并不低，比如装
配线工人，一个员工的年薪通常就在 6
万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就是 40 万左右

，这在国内，可以说是
非常高的水平了。
照理来说，中国人的
收入要比美国人低，那
中国的物价应该比美国
更便宜才对，但事实上
恰好相反。像是在中国
水果中的“贵族”，需
要大几十块钱一斤的草
莓和樱桃，在美国分别
只要一点多，两点多美
元，并且重量不止一斤
。
有人做过统计，美国
和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相差10倍。
就这样美国人还不满
足，在我们看来可以说
是非常矫情了。
也许是因为有政府的
救济金托底，所有人都
想赚更多的薪水，也总有人提供更高的
薪酬，于是工人们不断离职，雇主们的
用工成本也越来越高，像是一个无法打
破的囚徒困境。
社会的运转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
美国大量离职潮，导致了劳动力的大量
短缺；而大量劳动力的短缺又直接导致
了美国的供应链危机；供应链危机又直
接影响到美国的物价和经济，这一系列
的反应，最后会直接作用到美国民众的
生活上。
比如今年下半年以来，在缺少卡车
司机和能源短缺的情况下，美国港口船
只堆积集装箱拥堵，大大拉长了货物交
易周期，造成了海运费创下 10 年以来最
高水平，美国物价自然就更高。
就像一个死循环，美国政府需要尽
快找到有效的方案，来解决由离职潮引
发的这一系列社会问题。
无论在哪个国家，想要经济有起色
，想要刺激经济，工人必须动起来。
但就像美国，对本土工人的要求越

来越高，离职的人越来越多，该如何保
证社会的正常运转？这是美国政府该考
虑的问题，也是让每一位雇主头疼的问
题。
除了这次疫情的离职潮之外，以美
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实还面临着非常
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年轻一代又对
从事劳动投入的技术型工作的意愿不高
。
所以相比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工人
，雇主们更难填补的其实是蓝领岗位的
空缺。
这也迫使了很多像美国这种原本已
经开放延揽外国专业人才的国家，开始
积极去引进外国中低阶技术力量，甚至
以未来可以申请永久居留为诱因。
可以看到，目前许多国家的移民政
策开始随着国内外形势改变灵活调整，
而不是墨守成规。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
技术力量，以支持本国经济的发展。
在劳动力的紧缺之下，其实美国政
府就和当地雇主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国
外，美国 EB3 雇主担保移民项目也就应
运而生。
在美国众多的移民项目中，美国
EB3 非技术移民，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大
量成功案例的。
在办理移民之前，先在美国找到合
适的雇主，再由该雇主协助担保你成功
拿到绿卡，而你只需要在拿到绿卡后为
这个雇主工作一年。
美国EB3雇主担保移民
作为职业移民第三优先类中的一种
，美国 EB3 雇主担保移民的优势是无风
险、费用低、性价比高，是目前最受欢
迎的移民美国途径。
即使您没有巨额的家产、丰富的管
理经验、高学历和流利的英语，也可以
合法地移民美国。成功移民美国后，需
要申请者为美国雇主工作一年。
综合来说，美国 EB3 为国人移民美
国提供了一条超高性价比的移民之路。
· 申请条件·

1. 年龄18以上
2. 对申请人无学历、经验、性别、
语言要求
3. 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史
· 政策优势 ·
1. 无学历、无英语、无资金要求
2. 真实、实力强大的雇主为您担保
，凭雇主资格申请
3. 申请人提交的资料非常简单
4. 一步到位拿永久绿卡，再工作，
无风险
5. 一人申请全家移民，签证成功率
极高
6.办理流程透明化，可通过移民局
官网随时跟踪查询
· 申请流程 ·
1、在美国获得一个美国雇主的雇佣
2、向美国劳工部申请劳工证
3、向移民部门进行美国EB3移民申请
4、办理相关的签证，或者是在本国
进行身份的调整。
· 选择雇主担保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
1、要合法，有经营资质的雇主，这
样对你的利益才有所保障。
2、要看是否有人已经成功地进行移
民。
3、要看申请递交的时间。
4、建议还是找专业机构协助办理。
对于申请过程和程序、时间来讲，
美国 EB-3 移民是比较容易的。因此，申
请此类移民的人也相对比较多，成功率
也很高。
整个过程下来也就五六年的时间，
对于移民群体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上个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绿卡排期
中，这个项目 A 表前进了 2 年，B 表前
进了 5 年时间，可见美国正在加速推进
EB3 雇主担保移民项目。
就目前的美国每月高达 1000 万的职
位缺口而言，美国 EB3 雇主担保移民未
来将会变得越来越热门，需要办理的可
以抓紧了。

( 為食書生
為食書生）
）聖誕節食客擠滿金冠 楊楚楓
聖誕節前夕，文友王國釗兄寫有 「香港耶
穌誕節曰偶成」七言句，向我道出近期港九市
面概況
憶昔金山耶誕節，街頭巷尾聖花栽。
狂歡達旦歌聲響，豪飲呼鄰捧酒來。
隨俗華人參派對，放歌鬼佬醉階臺。
瘟神摧夢情難託，萬里重關何日開。
我雖然是移居美國 47 年，但是每天每日，
仍然是關注自己的出生地香港的生活狀況。從
衛星電視中見到，聖誕節的到來。不少港人家
庭走出市面，歡度佳節，是以吾友才有上述畫
面可來形容。
回頭再看花旗。 新冠肺炎變種病毒 Omicron 疫情四起，白宮首席防疫專家佛奇(Anthony Fauci)警告全美確診率和住院率都有機會創新
高，呼籲符合資格的民眾應盡快接種新冠疫苗
及補強針；即將退休的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院
長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則不諱言的預測，未來
美國單日確診有機會達到 100 萬例…
就在聖誕節前夕，美國出現了第一起因
Omicron 新冠變種病毒死亡案例，死者是一名未
接種新冠疫苗的德州男子；（注意： 死者是未

接疫苗，）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20 日表示
，過去一周以來，全美定序病例中，Omicron 變
種病毒已占 73%，超過 Delta 成為主要病毒株…
幸好專家也格外指出： 新病毒碼沒有之前 Delta
之厲害、殺傷力度較弱；即使一旦中招，不會
致人於死命，可以得救。而經己注射了 2、3 次
藥苗的市民，若是帶上口罩外出，自衞力量亦
會作出自我保障來。
在新冠疫情肆虐之下，居住在美國的大多
數唐人及亞裔人仕，一向都是聽從政府指示，
留守在家中工作，鮮有外出作社交活動。然而
像這樣的生活方式，轉眼己有近兩年光景。坦
白來說，大家真的是有種苦悶的感覺，因而近
期己有部份華人社團、各類不同的宗教教會及
娛樂塲地，作有限度的開放，讓大家可以小聚
三兩小時，暢談彼此年來變幻及對前景的看法
。
來到今年的聖旦假期的一週，任職於不同
工種行業的市民，多會提取自己公司中的有薪
假期出來，跟家人來個 7 天或 10 的假日歡聚。
假如沒有到外地去探親訪友的話，留在休市，
飲茶食飯，無疑是一大首選。
早在 2000 多年前，我國的古聖先賢，高瞻
遠矚，早已教導我等凡夫俗子國民，為人子女

者，應該履行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然則假期 「醫肚」何處好？一於飲茶食飯上金
冠！
就在聖誕節假期的一週，我夫婦二人約上
大姨夫婦，在 12 月 21 號週二中午，來到金冠酒
家。踏入大堂，放眼一看，全場滿座，十多位
男女侍應，固然游走在塲中四方八面，招待人
客。連老細馮先生，亦穿上運動衣服，協助墨
記員工，來收拾及清潔剛結悵離去的人客枱座
盤碗，以給新客可以盡快坐下.點菜候食。
不消多久，我們亦有位安坐。老襟.點上慣
例的普洱茶水後，我們便拿上餐牌，叫上自己
心愛的咸甜點心以及 3 味菜式來進食。我點來
的“鮑魚酥”，在點心手法造出極薄的酥皮，
精巧得令人不忍心一口咬下去。真材實料，，
肉汁豐盈，味道調校得宜；雖然是炸物，卻毫
無膩滯之感。當日還試了幾款常見的中式點心
，都有不少驚喜。小籠包口感清新。大大隻的
粉果上檯，果皮透薄，新鮮食材的肉汁裹着爽
脆的餡料粒粒，簡直大愛。爽口彈牙的蝦餃和
金針雲耳蒸雞同樣不容錯過，，簡直係兩種食
味。
好一個聖誕節，金冠酒家向各方食客高呼
： 「歡迎你來晚餐、午饍、飲茶！大家樂享節

曰歡聚的大好時光，不約上親朋好友一起來金
冠一聚，簡直是浪費人生！飲茶？金冠主廚巧
手設計粵式點心、午市特價餐，將傳統東方風
格融合現代元素，以多款精美點心搭配系列茗
茶，呈現在食客面前。風味獨具、一縷茗茶香
、一口點心酥、一張張節日笑臉，形成當日金
冠酒家高朋滿座、近悅遠來，造就一段愜意的
節日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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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死的阿修羅》潘綱大從戲中畫到戲外

畫中有話陪粉絲過聖誕

第 58 屆金馬獎入圍最佳原著劇本、最
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員三項大獎並拿下最
佳女配角獎的電影《該死的阿修羅》，是
樓一安導演睽違五年再推出的全新力作，
而昨（25 日）聖誕節，樓一安導演以及本
片演員潘綱大、賴澔哲也特別錄製特別企
劃影片與粉絲互動。潘綱大在《該死的阿
修羅》中飾演犯下隨機殺人案兇手的好朋
友，他在劇中與飾演兇手的黃聖球兩人一
同創作連載漫畫，潘綱大透露自己在確定
接演本片前對畫畫一竅不通，為了更貼近
角色，演出前常常練習畫畫，除了希望觀
眾在看電影時，不要光看拿筆的樣子就知
道他是外行人外，也是讓自己投入於角色
之中，透過畫畫去理解角色之間的情感，
而他也因此漸漸培養出畫畫的興趣，即便
演出結束，到現在偶爾也還是會提筆畫畫
。而本次聖誕節企劃就以此為出發，與樓
一安導演進行一場畫畫大對決，過程中擔
任主持人的賴澔哲會以快問快答來干擾雙
方，輸家將進行懲罰。
比賽共有五回合，題目包含近兩年上映
之國片、與兩人有關的影視作品、電影《該
死的阿修羅》中出現的元素以及人物，潘綱
大第一回合就抽到魔王題《詭扯》，但因抓

到作畫之訣竅，順利讓樓導猜中得分，但之
後《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一題他在一個愛心
上寫上樓一安的名字，讓導演誤以為是他有
演出的電影而未猜中，而第三回合潘綱大的
題目抽到現正熱映中的《一杯熱奶茶的等待
》，在片中他的專情感動無數觀眾，樓導也
在無數提示下成功答題，究竟誰是最後的贏
家？誰接受處罰？
潘綱大在快問快答中回憶起對樓一安
導演的第一印象，表示當初自己試鏡前看
完劇本，覺得這劇本實在太厲害了，很期
待見到導演本人，沒想到試鏡時，樓導一
直騙他說他不是導演，指旁邊的工作人員
才是導演，讓他想說這個混亂的場面到底
在幹嘛？而樓導也透露潘綱大這個角色是
在選角指導的推薦下，來試鏡隨機殺人案
中兇手「詹文」一角，當時因為曾經看過
潘綱大在短片《拉格朗日什麼辦法》中的
演出，對他留有深刻的印象，「但因為印
象中他的樣子很『野』，我本來覺得他一
定不會適合，但在選角指導強力推薦下，
勉為其難的想說好啦就見一下。」沒想到
綱大試鏡時的表現讓他覺得驚艷，覺得綱
大真的是戲很好的演員，於是開始思考要
把它放在哪個角色裡，「後來決定讓他演

徐若瑄戲分不剪！《華燈 4》進度曝

出詹文的好朋友『阿興
』，所以我們在角色設
定上也因為潘綱大這個
演員做了一些調整。」
而潘綱大果然也沒讓導
演失望，一舉榮獲第 58
屆金馬獎最佳新演員，
「相信他將會是新一代
演員中的明日之星。」
《該死的阿修羅》將於 2022 年 3 月 11
日在台上映，而年輕的潘綱大將於 1 月中
旬去服兵役，《該死的阿修羅》上映時他
還在當兵，他也特別向粉絲喊話：「自己
看完《該死的阿修羅》也很喜歡這部片，
希望真的可以被很多人看到，喜歡我的粉
絲也可以進戲院看看其他很棒的演員，認
識一下樓導，希望大家一定要到戲院支持
！」
《該死的阿修羅》由數位奇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岸上影像有限公司、內容物
數位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出品，故事以一宗
夜市殺人案為開端，六個人的人生而出現
轉折，詹文（黃聖球 飾）在成年那天做
了一個決定：讓子彈在夜市裡飛。唯一死
者是遊戲直播主小盛（賴澔哲 飾）；Vita

（黃姵嘉 飾）接到未婚夫死訊，社畜人
生戛然而止；網路盜圖冒名詐騙的太妹琳
琳（王渝萱 飾），與記者黴菌（莫子儀
飾）在夜市約訪，讓他意外成了制伏兇手
的目擊證人；阿興（潘綱大 飾）深信摯
友不是故意殺人，在兩人創作的漫畫世界
裡，只要有把梵天劍，就能斬斷時空，在
奈何橋相見。六人命運在夜市交錯，被迫
面對各自生命的缺陷與困境。此生莫向修
羅墜，鬼畜地獄苦輪迴，但什麼是罪？誰
沒有罪？六個角色如同六道輪迴眾生，沉
淪也好，絕望也罷，善惡有時只不過是偶
然，當阿修羅被黑暗吞噬，人又怎樣才算
完整？不過，若一開始詹文沒有犯案，這
一切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電影更多資訊
請參考《該死的阿修羅》粉絲團：www.
facebook.com/GODDAMNED.ASURA。

《噩兆》首日票房破 160 萬！
超越《薩滿》登頂年度恐怖片全台首日票房冠軍

世新大學斥資 2 億、面積 470 坪、同
步好萊塢最新技術的「LED 智能攝製基地
」今（25）日啟用，Netflix《華燈初上》
總監製李志緯、「小女警」謝雨芝（Dora
）、中視八點檔《台灣 X 檔案》製作人李
信邦、演員王上菲、林芷芸、楊晴一同到
場考察，李志緯透露《華燈初上》前三季
本想在世新拍，像中山分局場景的戲就很
適合，但是當時硬體還在安裝，如果拍
《華燈 4》倒是可以促成合作機會，「世
新提供一個這麼好的環境，如果願意讓我
們用，很多地方都想用這裡。」
談到《華燈 4》的動向，李志緯表示
初步開會討論過方向，肯定會延續故事 IP
，所以原班人馬的檔期也是一大問題，
「前傳、後傳、外傳都好，總是要看演員
檔期，大家先安排好時間，急著拍沒用，
故事弄好再說。」而在《華燈 2》客串一
角的徐若瑄，近期捲入王力宏婚變，會不
會影響戲分？李志緯表示一刀不剪：「不
會，都準備好了，等大家收看。」
定名為「LVS」（LED Virtual Studio）
的智能攝製基地，由P2.6等級的2256塊LED

面板組合成 270 度環形背景，在這個直徑 15
米、高 6 米的環型巨幕上方，還配有一塊 10
米乘 10 米的正方形 LED 天幕，搭配即時影
像追蹤攝影設備，徹底突破了以往綠幕虛擬
棚，一切都要依賴後製的製作模式，演員在
體驗沉浸式表演的同時，環境擬真光源、色
彩、影像反射等元素，可以即時完成，大幅
縮短了影視製作的流程與時間，也給導演和
演員更直觀的即時展現。
世新大學董事長周成虎兩年前到美國
考察，看到《曼達洛人》採用的這項技術
，當下判斷將是未來影視內容產業的新興
主流，因此決定引進。世新大學校長吳永
乾表示，讓學生提前認識並掌握市場趨勢
，藉教學設施與環境的體驗，啟發學生創
造性的思考。
在智能攝製基地正式啟用之後，引起
了影視產業極大的關注，許多影視公司、
導演已經排定於近期陸續到世新考察，像
是《粽邪》系列電影監製鄒介中、《第九
分局》影集版導演王鼎霖等，世新大學也
將從下學期起，開設 11 門相關課程，以培
養更多具國際競爭力的學生。

啟發自駭人真實事件的年度壓軸台灣
恐怖片《噩兆》，昨日（24 日）上映後，
吸引許多觀眾第一時間入場觀看今年最神
秘國片，首日票房更創下 160 萬佳績，超
越今年台灣年度最賣座恐怖電影《薩滿》
首日票房紀錄（114 萬新台幣），更空降
全台年度恐怖電影首日票房冠軍！
除了電影情節令人毛骨悚然之外，飾
演女主角林美善的新銳演員關何，更為了
電影不計形象犧牲演出，在片中不僅滿頭
鮮血大嗑生肉、失控暴走猙獰邪惡的表情
和不符合人體工學的扭曲肢體嚇壞不少觀
眾外，更在鏡頭前演出失神「漏尿」的橋
段，敬業演出令現場工作人員相當佩服，
也堪稱是近年國片中的「最慘女主角」。
事實上，為了拍攝片中多場驅邪儀式，關
何常常需要每天花費數小時進行特殊化妝
，並一整天帶著逼真的特殊化妝在拍攝間
隙休息用餐，也會滿嘴黑血戴著眼鏡吃雞
排，有時恐怖造型還會嚇到現場的臨演。
同樣演出《噩兆》的另一位新銳演員
張寧則在片中飾演不相信怪力亂神的女記

者張靖，在追查美善失蹤案件時，發現失
蹤案的真相遠比他們想像的還要駭人，而
在追查的過程中她的身上也發生許多無可
挽回的變化。為了逼真呈現記者張靖身上
莫名長出的詭異膿瘡，張寧也需花 2 小時
以上讓特化人員為她在手臂、肚子等處化
上恐怖膿包。
事實上，《噩兆》的拍攝現場也真
的「鬧鬼」，劇組在貢寮的深山中拍攝
期間，曾碰上數起令人毛骨悚然的靈異
事件，不僅在拍攝中看到詭異的影子，
現場多名工作人員的手機更同時莫名關
機，其中在拍攝女主角美善居住的房子
時，劇組人員至拍攝處的樓上借用廁所
時，被屋主告知剛剛已有一名「長髮女
子」進去使用，以為同樣是劇組工作人
員，結果大家在廁所外等了許久，卻始
終沒見到有人走出來，一打開門竟然發
現裡面什麼人都沒有，一連串詭異事件
，讓片場人員雞皮疙瘩掉滿地，直說
「阿飄」也來現場探班。年度壓軸台灣
恐怖片《噩兆》現正熱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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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粤古道上，细数千年的繁华印记
一千多年前，"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当年一款奢侈贡品
——荔枝，就是从这条古道，千里加
急，驰运送到长安的宫廷。湘粤古道
，最早源于秦始皇远征南越的 15 万雄
师硬踩出来的，两千年来，湘粤古道
承载着丰富的政治军事、文化传播、
商贸往来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连接中
原与岭南的交通要道。
路，是踩出来的
秦征服岭南后设郡县直接管辖，
《史记索隐》：“秦所通越道。”秦
末南越武帝赵佗割据岭南，“佗即移
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
至，急绝道聚兵自守”，湘粤古道在
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
西汉时期，南越国与汉朝长期对
峙，赵佗在要道的险要位置修筑了不
少城堡和关隘。元鼎五年，汉武帝派
五路大军进攻南越，从连江直下广州
，平灭南越后，南岭南北已无人为障
碍，湘粤古道恢复畅通。那时候海上
丝绸之路已初成型，把中国与东南亚
、南亚甚至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地区联
系起来，大量海外珍奇异物、地方土
产源源不断地经过南岭走廊各通道进
入中原。
东汉时期，桂阳郡（今湖南郴州
）太守卫飒，花了很大力气改造湘粤
古道，“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
，设邮驿”。当时老百姓都住在深山
、溪谷中，只能带着货物走在崎岖的
道路上，风餐
露宿，非常艰苦，
于是卫飒在道上增修亭馆，供往来行
人食宿，还建立了邮驿，方便官书传
递。熹平年间，太守周憬“开武溪，
商船至今称便”，对武水上游河道进
行整治，使北来的商船直达郴州乌石
矶，通过骡马托运到武江直达广东，
水陆两路彻底打通后，挑夫和骡马在
湘粤古道上日夜运货穿梭，当地经济
和民族融合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唐朝时期，万国朝拜，数不清的
贡品，便从这条古道送往长安。到了
清朝，《郴州直隶州乡土志》载“郴
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
拨运之所。道、咸之世，海舶未通，
南货运北，北货往南，悉由此经过。
故沿河一带，大店栈坊数十家。客货
至，为拨夫，为雇骡，为卸船只，络
绎不绝，诚南楚一大冲要也。”湘粤
古道的繁华盛况空前。
鸦片战争结束后，五口通商开放
，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国内最大的对外
贸易港口，新式火轮运力优势明显，
可通过长江黄金水道直达全国各地，
《郴州直隶州乡土志》载：“及东南
氛靖（指太平天国失败），海运既通
，百货遂徙而之他，加以陆运濡迟，
夫骡偷损，富商大贾悉视郴道为畏途
。”从此湘粤古道风光不再，逐渐回
归宁静。
石板路上，来往的是众生，留下
的是故事
如今湘粤古道，北起湖南省郴州
市郴州裕后街，南至广东省韶关市乐
昌市坪石镇水牛湾。其中湖南段的历
史建筑古迹，现已被湖南省政府列为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漫步古
道，穿越千年百年，感受沧海桑田，
探寻历史岁月留下的印记。
走在湘粤古道上，每一块青石板
，每一个脚印，恍如穿越时光千年，
无数的商旅运货骡马和独轮手推车从
这里经过，他们大汗淋漓，脚踩坚硬
的青石板，日积月累，终留下深深的
印记，从裕后街到宜章县南关街三星
桥，青石板路上遍布了数不清的骡印
，又称“九十里大道”或“骡马古道

”。
往昔繁华之时，不少赶路的途人
，会来到裕后街的一口神奇的井边，
喝一口水，稍作休息，以解一天的劳
累。这口井像大犀牛沉在水底嬉戏，
因此叫犀牛井，水清澈见底、冬暖夏
凉，甘甜解渴，从古至今当地人喜欢
用井水做豆腐、酿酒。
绕过后街来到龙门池村，一座清
代建筑的李家大屋坐落在这里，三进
两厅两天井，小青瓦，硬山顶，是国
共合作抗日谈判旧址，那时英雄齐聚
，号召民族团结，共同抵御外敌，各
展其能，吹响时代的号角。如今此处
为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整体建
筑结构保存得比较好，可供游览参观
，回忆抗日故事。
出城后，顺着山岭南行，约四里
路，看到有泉水从石壁圆孔中流出，
在地面汇成一个圆形水潭。以前这里
的泉水一边暖一边冷，冷处极清绿，
暖处白且浊。唐代“茶神”陆羽和李
季卿在品评天下水抟时，给它起了个
威武的名字叫天下十八泉。
远望过去，看到万岁桥。遥想千年
前的秦时，艳阳高照，一个个汗流浃背
的粗汉子，用人力搬运一块又一块的大
石头，堆砌建桥。经历悠悠岁月，历朝
历代又派人继续修缮，清道光年间，桥
变为石拱桥，更加牢固，承重更好，这
里是骡马货运必经之路。日复日，年复
年，形成的骡迹脚印有两三公分深。如
今已不见货运，只有稀疏的路人走过，
但它仍是湖南最早的桥梁，是湘粤古道
的标志性建筑。
大约再走十里路，便是良田镇。
北有文昌宫戏台，中间有水星楼，再
往下走能看见德福楼。作为湘粤古道
上的重镇，古时是来往的驿站，粮铺
、米铺、盐铺、客舍、货栈、茶馆、
酒肆、饭馆等，错落林立，良田人曾
经很富裕，家家户户都有商铺。歌谣
里流传着“郴州的豆腐，宜章的酒，
良田的店铺家家有”的繁华景象，如
今良田已是重要的商品加工地，各地
商户来投资办厂，然后通过湘粤古道
外销到各地。在中街路口，还能找到
几家卖铁器的摊子，依然传承着古老
的工艺。
出良田镇，古道在田野间曲折迂回
，田间风光鸟语花香，一望无际的金黄
与翠绿，让人心旷神怡。来到枧石塘有
一口古井，井台宽阔，井口分为两格，
靠近泉眼的一格多用来饮用，另一格用
来饮马或洗漱。曾经很多途人来此饮水
解渴，如今井水多用来浇灌田园。拐入
清静的老街，依稀还可以看到昔日商铺
、驿站留下的踪迹。
向古朴的亭子方向走，会感受到一
阵阵山间凉风，那就是迎风亭。因为地
处风口，所以特别多人在这里驻足。迎
风亭是由厚重的长条青石垒砌而成，木
石结构，小青瓦盖顶。类似于高速公路
上的 " 服务区 "。南方气候夏季闷热
多雨，冬天阴冷潮湿，沿途这些凉亭，
为途人遮风避雨、予其歇息方便。歌谣
传唱：“两里三里一拱桥，五里十里一
亭阁”以及“香花井旁凉亭坐，来往骡
子老数错”。回望那些年，很多人为了
生计翻山越岭，靠苦力挑担负重，风餐
露宿，住不起旅馆，沿途的凉亭就是他
们最佳的落脚地。五里、十里就有一座
凉亭，他们可能互不相识，却偶遇在同
一凉亭下。迎风而息，仰望蓝天白云、
明月星河，喝一口茶，干粮充饥，谈论
城里的义士能人，感叹生计琐事，然后
又继续踏上日夜往复的路。幸有地方官
勤政爱民，关怀穷苦百姓，修缮凉亭，
改善道路，为他们减轻几分辛劳。
过迎风亭，下腊园里，就是折岭
头。“三十折岭高万丈”，此段行走
非常艰辛，无平路可走，只能翻越山

岭，有些骡马体力不济，便会累倒在
此。山崖上钢钎的凿痕历历在目。这
里以前是粤汉铁路，但现在已经荒废
成遗迹。百年前，前方巨大的隧道还
有蒸汽机车隆隆驶过。
继续南行，沿途见有珍贵的艮岩石
刻、蒙岩石刻、野石铺石刻等真迹。书
法行云流水，石刻铿锵有力，从古至今
就吸引了很多文人墨客慕名前来围观、
鉴赏、临摹。那时的墨客一盏茶，一只
笔，茗香四溢，舞文弄墨，高谈阔论，
谈笑风生，硬是在这条满是粗汗味的道
路上辟出了一个书香角，一方透出山河
风光的书画小天地。
来到宜章南门口，和南关街连为
一体的是三星桥。数百年来，风风雨
雨见证了这里的繁华与发展。明嘉靖
四十年山洪暴发，原有的桥被冲毁，
给两岸居民带来诸多不便。当地官员
带头捐钱修桥，百姓纷纷支持，当时
虽逢雨季，但直到桥拱落成，才有大
雨降临，如有天助，合天时地利，因
此又叫“三合桥”。那时站在桥上，
还能看到琳琅满目的商铺，人流如织
，任岁月变迁，历春夏秋冬，看花开
花落。
三星桥下是玉溪河，河水穿宜章
县城而过，货物便转为水路运输。玉
溪河已属珠江水系，去往广东，走向
广阔的海洋。
这一路，坐地抱天，有酒有茶
随着时代的发展，公路、铁路的
开通，交通运输工具发生变迁，人们
选择更好走、更快捷的新道路。湘粤
古道没有了繁华喧哗，自然生态休养
生息。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在古道周边村庄落地生根的村民以农
耕和养殖为主，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
生活。
湘粤古道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
气候区，地势自东南向西北方向倾斜
，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山”字
箕形，地势相对较平缓。周边群山环
绕，降雨量充沛，依山傍水，水资源
丰富。地势平坦的土地可作农田，而
缓坡上则可开垦梯田。起伏多变的山
地地形，使地势较高处的河流分叉为
多条溪流，为当地居民的生活耕作用
水带来便利。
人们常说，有藏风聚气之势的山
环水抱之地是风水宝地。村落负阴抱
阳、背山面水，地处山地阳坡前，吸
收充足的阳光照射。三面有山环抱，
阻挡冬季西北寒风，夏季南风经过山
体，带来降雨，利于植物生长和农业
生产，保持水土肥沃。

这里有丰富的矿物资源。郴州是
全球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截止
2017 年）发现各类矿产 112 种，其中
钨、铋储量全球分列第一和第二，钼
储量全国第一，石墨储量全国第一，
白银产量占全国 1/3。这里中、高档石
材品种繁多、花色齐全，花岗石、大
理石储量近 40 亿立方米。
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空气
负氧离子含量高，适合茶树的生长。
其中，“生在高山上，长在去雾中”
的玲珑茶，索紧细卷曲，头状若环钩
匀整，香气高纯持久，汤色杏绿明亮
，滋味醇原鲜爽。这里充沛的降雨量
使柑橘种植出来色泽鲜艳、酸甜可口
。五盖山因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等
地理优势，种植出来的红薯香甜酥软
、色泽诱人。
东江渔翁撒网是郴州的标签，好
水产好鱼！东江江水清澈，是天然的
矿泉水。水温常年在 8 至 12 摄氏度左
右，鱼在冷水环境中生长较缓，富含
丰富的氨基酸和蛋白质。鱼在水质优
越的条件下生长，味道尤其鲜美。特
别是东江小鱼仔，加工成各种口味的
鱼制品，味道以香辣鲜美著称，是当

地的一道名产。
这里曾是“兵家必争之地”。
赵子龙当年计取桂阳郡，驻守期间
治军抚民有方，军不扰民，深受老
百姓拥戴。百姓用猪肉皮和五花肉
放入方园五爪辣椒酱坛子里，用民
间传统工艺腌制数月后，赠送给子
龙将军下酒送饭。其味道又香又辣
，回味悠长，子龙将军不舍独享便
赠予主公刘备享用，刘备用后食欲
大开，赞口不绝，随即赐名“子龙
郡坛子肉”，又于明朝被选为宫廷
贡品而名扬天下。
古时郴州就有为朝廷酿制贡酒的
悠久历史，流传至今。每年白露节一
到，家家酿酒，待客接人。家酿五谷
酒属谷香型白酒，由稻谷、小麦、玉
米、高粱、小米五谷调和，加上天然
山泉水酿制而成。酒温中含热，口味
细腻，略带甜，酒体丰满醇厚，回味
悠长，谷香不绝。倒缸酒属甜型黄酒
类，现代科学测定，倒缸酒中含有丰
富的氨基酸，种类大达 18 种以上，含
量是啤酒的 5 倍，除此以外，还含有
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等
营养成分，能滋补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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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www.gmccloa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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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EXP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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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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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系電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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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982-0868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GMCC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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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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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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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8.2 2 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