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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FRANCISCO, June 3 (Reuters) - Tesla (TS-
LA.O) CEO Elon Musk has a “super bad feeling” 
about the economy and needs to cut about 10% of 
salaried staff at the electric carmaker, he said in 
emails seen by Reuters.

A message sent to executives on Thursday laid 
out his concerns and told them to “pause all hiring 
worldwide.” The dire outlook came two days after 
the billionaire told staff to return to the workplace 
or leave and adds to a growing chorus of warnings 
from business leaders about the risks of recession.

Tesla shares fell 9% in U.S. trade on Friday 
after the Reuters report. The tech-heavy Nasdaq 
(.IXIC) was down about 2%.

In another email to employees on Friday, Musk 
said Tesla will be reducing salaried headcount 
by 10%, as it has become “overstaffed in many 
areas.” But “hourly headcount will increase,” he 
said.

“Note, this does not apply to anyone actually 
building cars, battery packs or installing solar,” 
Musk wrote in the email seen by Reuters.

Almost 100,000 people were employed at Tesla 
and its subsidiaries at the end of 2021, its annual 
SEC filing showed. It did not break down num-
bers of salaried and hourly workers.

The Texas-based company was not immediately 
available for comment.

Musk has warned in recent weeks about the risks 
of recession, but his email ordering a hiring freeze 
and staff cuts was the most direct and high-profile 
message of its kind from the head of an automak-
er, with others describing sky high demand. read 
more

“Elon Musk has a uniquely informed insight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e believe that a message 
from him would carry high credibility,” Adam 
Jonas, an analyst Morgan Stanley, said in a report.

SHANGHAI LOCKDOWN
So far, demand for Tesla cars and other electric 
vehicles (EV) has remained strong and many 
traditional indicators of a downturn - including 
increasing dealer inventories and incent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 have not materialized.

But Tesla has struggled to restart production at 
its Shanghai factory after COVID-19 lockdowns 
forced costly outages.

“It is always better to introduce austerity mea-
sures in good times than in bad times. I see the 
statements as a forewarning and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said Hanover-based NordLB analyst 
Frank Schwope.

Musk’s gloomy outlook echoes recent comments 
from executives including JPMorgan Chase & Co 
CEO Jamie Dimon and Goldman Sachs President 

John Waldron.

Tesla Inc CEO Elon Musk walks next to a screen show-
ing an image of Tesla Model 3 car during an opening 
ceremony for Tesla China-made Model Y program in 
Shanghai
Tesla Inc CEO Elon Musk walks next to a screen show-
ing an image of Tesla Model 3 car during an opening 
ceremony for Tesla China-made Model Y program in 
Shanghai
Tesla hands over first cars produced at new plant in 
Gruenheide

Inf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hovering at 40-year highs 
and has caused a jump in the cost of living for Ameri-
cans, while the Federal Reserve faces the difficult task 
of dampening demand enough to curb inflation while not 
causing a recession.

It was also not immediately clear what implication, if 
any, Musk’s view would have for his $44 billion bid for 
Twitter (TWTR.N). U.S. antitrust regulators cleared the 
way for the deal on Friday, sending Twitter shares up 
2%. read more

Several analysts have cut price targets for Tesla recently, 
forecasting lost output at its Shanghai plant, a hub sup-
plying EVs to China and for export.

China accounted for just over a third of Tesla’s global 
deliveries in 2021, according to company disclosures and 
data released on sales there. On Thursday, Daiwa Capital 
Markets estimated Tesla had about 32,000 orders await-
ing delivery in China, compared to 600,000 vehicles for 

BYD (002594.SZ), its larger EV rival in that market

Before Musk’s warning, Tesla had about 5,000 job post-
ings on LinkedIn from sales in Tokyo and engineers at its 
new Berlin gigafactory to deep learning scientists in Palo 
Alto. It had scheduled an online hiring event for Shanghai 
on June 9 on its WeChat channel.

Musk’s demand that staff return to the office has already 
faced pushback in Germany. read more And his plan to 
cut jobs would face resistance in the Netherlands, where 
Tesla has its European headquarters, a union leader said.
“You can’t just fire Dutch workers,” said FNV union 
spokesperson Hans Walthie, adding Tesla would have to 
negotiate with a labor union on terms for any departures.

In a Tuesday email, Musk had said Tesla employees were 
required to be in the office for a minimum of 40 hours per 
week, closing the door on any remote work. “If you don’t 
show up, we will assume you have resigned,” he said.

Jason Stomel, founder of tech talent agency Cadre, said 
that the return-to-office memo could be a way to get peo-
ple to leave.

“(Musk) knows there’s a percentage of workers who are 
just not going to come back,” which he said would be 
cheaper for Tesla because no severance would be needed.

Musk has referred to the risk of a recession repeatedly in 
recent comments.
Remotely addressing a conference in mid-May in Miami 
Beach, he said: “I think we are probably in a recession 
and that recession will get w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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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Ruben Ostlund, Palme d’Or award winner for the film film “Triangle 
of Sadness”, reacts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75th Cannes Film Festival, 
May 28. REUTERS/Eric Gaillard

Miles K. Hubbert, a 4th grader from The Kent School in Baltimore, Maryland, ask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d he needs to spell during a preliminary round of the annual Scripps 
National Spelling Bee in National Harbor, Maryland, May 31. REUTERS/Evelyn Hockstein

A man sits on a domestic gas cylinder as he waits in line to buy gas on a main road, amid the 
country’s economic crisis in Colombo, Sri Lanka. REUTERS/Dinuka Liyanawatte

Protestors pull down metal 
barricades during a protest de-
manding that President Gotaba-
ya Rajapaksa steps down amid 
the country’s economic crisis, 
near the President’s House in 
Colombo, Sri Lanka, May 28. 
REUTERS/Dinuka Liyanawatte

Hindu devotees dance after 
applying paints on their 
bodies as they celebrate 
the Lal Kach festival in 
Munshiganj, Bangladesh. 
REUTERS/Mohammad 
Ponir Hossain

An evacuation convoy travels 
from Russian troop-occupied 
Kupiansk town, along a damaged 
road on the outskirts of Kharkiv, 
Ukraine May 30. REUTERS/
Ivan Alvarado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announced new
regulations that would
ban the sale and
purchase and
importation or transfer
of handguns. Prime
Minister Trudeau
introduced the new
legislation Monday that
covers most of what
Canada calls,
“military-style
weapons” that would
require citizens to turn
over their firearms to
the government in a
“buyback program”
which would tighten the
country’s already
stringent control of
firearms.

The handgun sales ban
and the proposed
assault weapons law
are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steps Prime
Minister Trudeau has
taken to restrict
firearms since 22
people were killed in
rural Nova Scotia by a
gunman in 2020. He
said as a government
and as a society,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act to prevent more
tragedies.

A survey conducted by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Switzerland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12.7 million legal
and illegal guns in
Canada, or 34.7

firearms per 100
people, bu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more than 300
million guns in
circulation, or 120
firearms per 100
people. In Canada,
handguns cause 60%
of the crimes. Also in
Canada, another
measure proposed
includes making it a
crime to modify a rifle
to increase its capacity.
Other measures

include more penalties
for gun smuggling and
giving police more
power to seize the
guns from people who
a judge determines to
be a risk of hurting
themselves or others.

As Canada’s
neighbor, whatever
steps they are taking
for more restrictions on
gun control will be part
of our problem.

Today in the U.S.
Congress we are
facing so much
difficulty when new
weapon control laws
are discussed because
of the many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lated to our
politicians with ties to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It is very clear that
unless we take more
dramatic measures to
control this gun control
issue, we are still going
to face more tragedies.

0606//0202//20222022

If Canada Can Do It, WhyIf Canada Can Do It, Why
CanCan’’t We ?t W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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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combines 
three City of Houston departments (Li-
brary, Parks, & Health) to create a civic 
center at the heart of the redeveloped 37-
acre urban park. Raised out of the flood-
plain, the building’s elevated ‘front porch’ 
frames a space for the diverse community 
to come together, share ideas, and express 
an identity unique to Alief. The Center is 
a model for resilient design in a post-hur-
ricane Harvey environment – a ‘Lilly-pad’ 
for those seeking shelter from the storm.                                                                                                                                        
BUILDING AWARDS-                                                                                                                
Rethinking The Future Awards 2020
First Award | Public Building (Concept)
The $52 million, 63,000-square-foot 
multi-purpose facility at 11903 Bellaire 
will combine a health clinic, commu-
nity center and library into one space. 
The structure, which will sit in 37-acre 
Alief Park, will consolidate the Hen-
nington-Alief Regional Library at 7979 
South Kirkwood and the park’s existing 
community center, both of which are ag-
ing. It also will replace the area’s Wom-
en, Infants and Children Center, which 
today leases space at 12660 Beechnut.                                                                                                                              
City council passed one item appropriat-
ing $4.8 million for contractor EYP Inc. to 
begin construction on the new center, and 
another item giving Manhattan Constric-
tion $100,000 for construction manage-
ment services. 
The 70,000sf 2-story new building is ele-
vated over a parking area providing con-
venient access to the building programs di-
rectly above. Health Department programs 
provided include W.I.C. (Special Supple-
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 DAWN (Diabetes 

Aw a r e n e s s 
N e t w o r k ) 
that pro-
vides sup-
port for a 
variety of 
chronic ill-
nesses, and 
a Senior 
Center. The 
Parks De-
p a r t m e n t 
p r o g r a m s 
include a 
f u l l - s i z e 
competition 
g y m n a s i -
um with a 
p e r i m e t e r 
e l e v a t e d 
w a l k i n g 
track above, 
a commu-
nity fitness 
center and 
spaces to 
support youth after-school and summer 
programs. 

The library, located on the second 
floor, and accessed through a grand 
‘stair-a-torium’ in the lobby contains 
light-filled stack-space and reading 

areas with expansive views both to the 
park to the south and to the existing 
grove of preserved trees on the north. 
Directly adjacent to the library, HPL’s 
technology-rich TechLINK youth mak-
er-doer program contains spaces for col-
laboration, the ‘Tiny Techs’ children’s 
area, music recording studio, virtual 
reality stations, photo/video lab, and a 
maker space. 

Site amenities include a competition 
soccer field, two full-size practice 
soccer fields, two futsal courts (fast-
paced soccer played on a hard-surfaced 
smaller court) baseball field, skate 
park, tennis courts, children’s play-
ground, outdoor swimming pool facil-
ity, community gardens, a marketplace 
venue, and outdoor event space areas.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is 

scheduled to open in early 2022.             

The Mission Of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To Foster A Culture Of Health          

To Create A Heart For Civic Engage-
ment

All In A Spirit of Share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Biggest Front Porch I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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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Represents Future Cultural Reality Of Area 

Sponsored by the ITC Com-
munity Empowerment Orga-
nizatio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SEONE Corporation, 
the Community Resource Cen-
ter opens its door on Tuesday, 
April 6, 2021,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building. 
The mission of the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is to serve as a 
“one stop-shop” for the under-
served minority population in 
the southwest area of Houston. 
The Center will provide mem-
bers of the community with 
information that will empower 
them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to also serve as a 
way for participants to access 
the rich pool of resources avail-

able to them.

Southern News Group, 
Houston, Texa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o have questions about any 
of the variety of issues the Cen-
ter will address are encouraged 
to schedule interviews with the 
Center. The Center will link the 
person with a professional who 
can best address their needs. 

The areas the Center will ad-
dress include disaster assis-
tance, loans and grants,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tax 
information, immigration, le-
gal issues, workforce, housing 
and renting, veterans issues, 
medical, healthcare service, 
educ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children and child welfare and 
city services.
The Center’s services will be 
led by senior educator, Dr. Tina 
Agosa and many other assis-
tants.

Related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Opens

Key Point
*European nations have confirmed dozens of 
cases in what’s become the largest outbreak 

of monkeypox ever on the Continent, 
according to the German military.                                                                                               

 *The U.S. has confirmed at least two cases 
and Canada has confirmed at least five so far. 
Belgium just introduced a mandatory 21-day 

quarantine for monkeypox patients.

An outbreak of the monkeypox viru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is primarily spreading through sex among men with 
about 200 confirmed and suspected cases across at least a doz-
en countri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officials said 
on Monday. The outbreak has quickly advanced across Eu-
rope and North America over the last week and is expected to 
be far more widespread as more doctors look for the signs and 
symptoms. Two confirmed and one suspected case of mon-
keypox in the U.K. were reported to the WHO just 10 days 
ago, the first cases this year outside of Africa where the virus 
has generally circulated at low levels over the last 40 years, the 
organization said.
“We’ve seen a few cases in Europe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just 
in travelers,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re seeing cases across 
many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in people who have not trav-
eled to the endemic regions in Africa,” Dr. Rosamund Lewis, 
who runs the WHO’s smallpox research, said in a Q&A lives-
treamed on the organization’s social media channels.

European nations have confirmed dozens 
of cases in what’s become the largest out-
break of monkeypox ever on the Conti-
nent, according to the German military. 

The U.S. and Canada each have at least five confirmed or pre-
sumed cases so far. Belgium just introduced a mandatory 21-
day quarantine for monkeypox patients. The WHO convened 
an emergency meeting this weekend via video conference to 
look at the virus, identify those most at risk and study its trans-
mission. The organization will hold a second global meeting 
on monkeypox next week to more thoroughly study the risks 
and treatments available to fight the virus. While the virus it-
self is not a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 which are generally 
spread through semen and vaginal fluids, the most recent surge 
in cases appears to have been spread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other men, WHO officials said, emphasizing that 
anyone can contract monkeypox.
“Many diseases can be spread through sexual contact. You 
could get a cough or a cold through sexual contact,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it’s a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said 
Andy Seale, who advises the WHO on HIV, hepatitis and oth-
er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The virus is spread through 

close contact with people, animals or material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It enters the body through broken skin, the respiratory 
tract, the eyes, nose and mouth. Though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is believed to occur through respiratory droplets 
as well, that method requires prolonged face-to-face contact 
because the droplets cannot travel more than a few feet, ac-
cording to the CDC.

“This is a virus that is super stable out-
side the human host, so it can live on 
objects like blankets and things like 
that,” Dr. Scott Gottlieb told CNBC in 

a separate interview Monday on “Squawk Box.” “And so 
you can see situations where people become reluctant to try on 
clothing, things like that, where it could become disruptive in 
areas where this is spreading, like New York City.”
He said to expect more confirmed cases in the U.S. in the 
coming weeks as doctors an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reevalu-
ate patients who have presented with symptoms and the virus 
continues to spread. Monkeypox is a disease caused by a virus 
in the same family as smallpox but is not as severe,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owever, 
monkeypox can kill as many as 1 in 10 people who contract 
the disease, based on observations in Africa, according to the 
CDC. The vaccine used to prevent smallpox appears to be 
about 85% effective in guarding against monkeypox in obser-
vational research in Africa, WHO officials said. But the vac-
cines aren’t widely available so it’s important to reserve them 
for populations that are most at risk, said Maria Van Kerkhove, 
the WHO’s leading epidemiologist on zoonotic diseases. She 
said the WHO will be teaming up with vaccine makers to see 
if they can ramp up production.

Early symptoms of monkeypox in-
clude a fever, headache, back pain, 
muscle aches and low energy, WHO 
officials said. That then progresses to a 

rash on the face, hands, feet, eyes, mouth or genitals that turns 
into raised bumps, or papules, that then become blisters that 
often resemble chicken pox. Those can then fill with a white 
fluid, becoming a pustule, that breaks and scabs over. Gottli-
eb described it as a disabling disease that can last two to four 
months and has a lengthy 21-day incubation period.
“I don’t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uncontrolled spread in the same 
way that we tolerated the Covid-19 epidemic,” Gottlieb said. 
“But there is a possibility now this has gotten into the commu-
nity if in fact it’s more pervasive than what we’re measuring 
right now, that becomes hard to snuff out.” (Courtesy cnbc.
com)
 

Related
Monkeypox Is Not like           

COVID-19 — That Is Good

Spallanzani infectious disease hospital Director Francesco 
Vaia talks to reporters at the end of a news conference Fri-
day in Rome. (Photo/Andrew Medichini/AP)
The recent headlines about a sudden emergence of an unusual 
disease, spreading case by case across countries and continents 
may, for some, evoke memories of early 2020. But monkey-
pox is not like COVID-19 — and in a good way. Health offi-
cials worldwide have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a new outbreak 
of monkeypox, a virus normally found in central and west 
Africa that has appeared across Europe and the U.S. in recent 
weeks — even in people who have not traveled to Africa at all.                                                                                                            
But experts say that, while it’s important for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to be on the lookout for monkeypox, the virus is ex-
tremely unlikely to spin out into an uncontrolled worldwide 
pandemic in the same way that COVID-19 did.                        
“Let’s just say right off the top that monkeypox and COVID 
are not the same disease,” said Dr. Rosamund Lewis, head of 
Smallpox Secretariat 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t a 
public Q&A session on Monday.                                                      
For starters, monkeypox spreads much less easily than 
COVID-19. Scientists have been studying monkeypox since 
it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humans more than 50 years ago. And 
its similarities to smallpox mean it can be combated in many of 
the same ways. As a result, scientists a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how monkeypox spreads, how it presents, and how to treat 
and contain it — giving health authorities a much bigger head 
start on containing it.

Scientists already know 
how it spreads, and it’s 
different than COVID
Monkeypox typically requires 
very close contact to spread — 

most often skin-to-skin contact, or prolonged physical contact 
with clothes or bedding that was used by an infected person. 
By contrast, COVID-19 spreads quickly and easily. Coro-
navirus can spread simply by talking with another person, or 
sharing a room, or in rare cases, being inside a room that an 
infected person had previously been in.
“Transmission is really happening from close physical contact, 
skin-to-skin contact. It’s quite different from COVID in that 
sense,” said Dr. Maria Van Kerkhove, an infectious disease 
epidemiologist with the WHO. The classic symptom of mon-
keypox is a rash that often begins on the face, then spreads to a 
person’s limbs or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The incubation from time of exposure to appearance of le-
sions is anywhere between five days to about 21 days, so can 
be quite long,” said Dr. Boghuma Kabisen Titanji, an infec-
tious disease physician and virologist at Emory University in 
Atlanta. The current outbreak has seen some different patterns, 
experts say — particularly, that the rash begins in the genital 
area first, and may not spread across the body. Either way, ex-
perts say, it is typically through physical contact of that rash that 
the virus spreads. 

“It’s not a situation where if 
you’re passing someone in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going to 
be at risk for monkeypox,” 
said Dr. Jennifer McQuiston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 a briefing 
Monday.                                      
The people most likely to be at risk are close personal contacts 
of an infected person, such as household members or health 
care workers who may have treated them, she said. With this 
version of virus, people generally recover in two to four weeks, 
scientists find, and the death rate is less than 1%.
Monkeypox is less contagious than COVID-19
One factor that helped COVID-19 spread rapidly across the 
globe was the fact that it is very contagious. That’s even more 
true of the variants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past year. Epidemi-
ologists point to a disease’s R0 value — the average number 
of people you’d expect an infected person to pass the disease 
along to. For a disease outbreak to grow, the R0 must be high-
er than 1. For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COVID-19, the number 
was somewhere between 2 and 3. For the omicron variant, that 
number is about 8, a recent study found.                            
Although the recent spread of monkeypox cases is alarming, 
the virus is far less contagious than COVID-19, according to 
Jo Walker, an epidemiologist at 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Most estimates from earlier 
outbreaks have had an R0 of 
less than one. With that, you 
can have clusters of cases, even 
outbreaks, but they will even-
tually die out on their own,” 

they said. “It could spread between humans, but not very ef-
ficiently in a way that could sustain itself onward without con-
stantly being reintroduced from animal populations.”
That’s a big reason that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including the 
WHO, are expressing confidence that cases of monkeypox 
will not suddenly skyrocket. “This is a containable situation,” 
Van Kerkhove said Monday at the public session.
Because monkeypox is closely related to smallpox, 
there are already vaccines
Monkeypox and smallpox are both members of the Orthopox 
family of viruses. Smallpox, which once killed millions of peo-
ple every year, was eradicated in 1980 by a successful world-
wide campaign of vaccines. The smallpox vaccine is about 
85% effective against monkeypox, the WHO says, although 
that effectiveness wanes over time.                                                           
“These virus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now we 
have the benefit of all those years of research and diagnostics 
and treatments and in vaccines that will be brought to bear 
upon the situation now,” said Lewis of the WHO.                                 
Some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have held smallpox 
vaccines in strategic reserve in case the virus ever reemerged. 
Now, those can be used to contain a monkeypox outbreak.                                                                                                           

The FDA has two vaccines already approved for use against 
smallpox.
One, a two-dose vaccine called Jynneos, is also approved for 
use against monkeypox. About a thousand doses are available 
in the 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 the CDC says, and the 
company will provide more in the coming months.                                                                                                                                     
“We have already worked to secure sufficient supply of effec-
tive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to prevent those exposed from 
contracting monkeypox and treating people who’ve been 
affected,” said Dr. Raj Panjabi of the White House pandemic 
office, in an interview with NPR.

Related
Monkeypox likely isn’t much of a threat 
to the public, a White House official says

This 2003 electron microscope image made available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hows 
mature, oval-shaped monkeypox virus particles, left, and 
spherical immature particles, right.
Cynthia S. Goldsmith, Russell Regner/CDC via AP
The risk posed to the U.S. general public from ongoing out-
breaks of monkeypox cases reported in Europe, the U.K. and 
Canada is low, a White House official told Morning Edition on 
Monday.  Dr. Raj Panjabi, Senior Director for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nd Biodefense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ays 
the fewer than 10 cases see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far have not 
been severe — “flu-like symptoms and a rash which can be 
painful but resolves in two to four weeks” — and aren’t likely 
to get much worse                                                                                                
“Historically in countries with weaker health care systems less 
than 1% of patients have died from this milder strain,” Panjabi 
said. “We have access to vaccines and even treatments here in 
the U.S., and so the risk we believe is substantially lower.”
In dozens of cases from other U.S. outbreak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all patients fully recovered, he said.
So far in the U.S., one case of monkeypox has been 
confirmed in Massachusetts. A few more are suspect-
ed in New York, Florida and Utah,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cases 
all involve people who have recently travelled abroad.                                                                                                                                          
“We’r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is response,” said Capt. Jennifer 
McQuisto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DC’s division of high 
consequence pathogens and pathology, at a briefing. “It’s likely 
that there are going to be additional cases repor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virus usually spreads from person to person through 
sustained, skin-to-skin contact with someone with rashes or 
lesion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is close contact. It’s not a sit-
uation where if you’re passing someone in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going to be at risk for monkeypox,” McQuiston said.
And while anyone can contract or spread the virus, health offi-
cials say many of the people affected identify as gay or bisexual 
men.
“Monkeypox appears to be circulating globally in parts of the 
gay community,” says Dr. John Brooks, medical epidemiolo-
gist with the CDC’s division of HIV prevention.
In the recent cases, Brooks says the rash “is showing up in dif-
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than we’d typically expect to see it,” in 
some cases in the genital area. He wants health care providers 
to be aware that people coming in for a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evaluation may need to be checked for monkeypox, if 
there’s been an exposure. (Courtesy np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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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Monkeypox Outbreak Is  

Primarily Spreading Through 
 Sex, WHO Officials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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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汀特教學校茶道課 茶香中感受慈濟人文氛圍

慈濟亞特蘭大支會新會所 首辦人文學校結業典禮

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5月15日舉行結業典禮。攝影／鐘博盈

	 為協助有需要的休士頓家庭，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與
休士頓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合作，擬於6
月11日與6月25日舉辦蔬果發放活動，以行動支援有需
要的鄰里鄉親，幫助生活艱困的民眾了解到他們並非孤
單無助。
	 食物發放採得來速（drive	thru）模式進行，同時接
受民眾步行前來領取，參與食物發放的民眾需全程戴上
口罩。預計發放350份蔬食，數量有限，先到先領，發
完為止。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6月11日與6月25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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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慈濟創辦人證嚴上人不忍苦難，殷殷叮囑人人能發揮愛
心，凝聚善念消弭災難；慈濟基金會積極尋求管道，已
著手籌集物資，將在烏克蘭難民湧入的波蘭提供急難救
助發放物資，援助難民安身、安心。

捐款方式
•  網路捐款：
 donate.tzuchi.us/zh/ukraine 
•  手機應用程式 「一指積善」
	 	 	 													
					tzuchi.us/zh/app 
•  支票捐款：抬頭註明“Tzu Chi”，
	 並郵寄至慈濟德州分會會所，地址：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尤其是面對身体多重障礙與疾病的學生，他們的生命隨時
面臨無常，因此，更要即時讓他們感受到愛，給予有趣及

融入的學習環境。     

            蘿思黛婀多重障礙特殊教育學校老師                                         

瑞秋·加布里埃爾

	 這一堂課獲得了該校教職員的好評，一杯茶溫暖了人

心，也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除了品味茶香，慈濟的介紹

和志工慈心的展現，也讓這堂「不尋常」的課充滿了人文香

與德香，也讓志工們在茶道教學的互動中，獲得了更多的啟

發與鼓勵。

慈濟奧斯汀聯絡處的志工5月18日在「蘿思黛婀多重障礙特殊教
育學校」舉辦茶道課。攝影／黃芳文

	撰文／黃芳文

	作者／吳采榮

經歷漫長的兩年疫情期間，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Atlanta）終於再次舉辦一年

一度的現場結業典禮，5月15日該校邀請百餘位親師生來到

慈濟亞特蘭大支會的新會所，熱鬧歡聚見證孩子們的學習成

果。

	 家長們就座後，老師帶領學生們依序入場，結業典禮

在輕柔的歌曲中開始。典禮司儀由林涵楓老師擔綱，搭配

她的先生同時也是志工家長的布萊恩·斯科丁斯基（Brian	

Scordinsky）共同擔任。

	 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校長陽屏玉首先致詞說，這次能

在感恩堂舉辦結業典禮，要感恩志工們的付出：「已上了二

年線上課程，現在恢復實體上課，能再看到孩子們真的很高

興；也感恩家長們能帶孩子來慈濟人文學校，認同並支持慈

濟的精神理念，讓孩子能在做中學，學中覺，多修福慧。」

	 慈濟亞特蘭大支會負責人孫嘉蒞致詞時感謝家長的信

任，他說：「感恩家長很相信我們，把孩子帶到慈濟人文學

校，孩子們都進步很多，要繼續努力，也很感恩人文學校志

工們這學期努力的付出。」

	 典禮上還向表現優異的孩子頒發了各類獎狀及獎品，期

許新學年大家能再接再厲，好好學習。今年的特殊成就獎由

在人文學校讀了十三年的艾爾格獲得。

	 艾爾格今年即將成為大學新生，在分享感言時他說：	

「今年是我第十三年在人文學校上課，為什麼會繼續待在這

裡？因為每一位老師都很熱情，認真有耐心地教導中文及中國

文化。在我所有學習項目中，中文是最難的一門課，所以我要

挑戰自己。慈濟人文學校有很多的文化才藝課，因此我學會了

古箏、象棋、美術，同時我也學會了如何安排時間。」

在疫情停滯兩年的校園志工服務後，慈濟奧斯汀聯絡處

的志工們於今年春季重返「蘿思黛婀多重障礙特殊教

育學校」(Rosedale	School)，協助老師教學並陪伴特殊學童

們。5月18日志工們為該校師生進行了一堂特別的靜思茶道

課，讓師生們在茶香四溢的慈濟人文氛圍中舒緩身心靈。

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5月15日
舉辦結業典禮中，知足班同學進
行唐詩背誦表演。攝影／鐘博盈

學生湯瑪士（Tomas）和
瑪雅列夫（Maya Lev）帶
來墨西哥舞蹈表演。攝影／
鐘博盈

	 慈濟教育志業以教導「慈悲喜捨、見苦知福」為
目標，融合證嚴法師《靜思語》教學的獨有品格教育，
教導學童除了學習知識、生活常識外，更要培養孝順
父母、友愛兄妹、尊師重道的良好品德，讓「感恩、尊
重、愛」成為陪伴孩子終身的行事準則。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招收兩歲六個月（已學會
自行獨立上洗手間）到五歲九個月學前班的孩童，本校
採中英文雙語沉浸式教學，讓孩子快樂的學習自然、科
學、數學、語言等學科，輔以花道課、茶道課的人文薰
陶，讓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啟蒙階段，培養循規蹈矩充
滿愛與慈悲的自信與獨立心性。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培養充滿愛與慈悲的新生代

立刻聯繫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電話：713-395-0303，
進一步了解慈濟獨特的全人教育。

◎ 重返蘿思黛婀特教學校

◎ 從靜思茶道認識慈濟
	 李淑錦首先向師生介紹台灣與茶產區，以及慈濟與靜思

茶道的發源地。她詳細說明茶葉種類、泡茶的溫度及時間，

還有奉茶禮儀、茶席佈置等相關的茶道知識。當她示範靜思

茶道的泡茶流儀時，志工劉鏡鏘則在一旁說明每一個環節動

作的意義及注意事項。	

	 當老師們飲茶時，也不忘讓將茶湯端給學生們品嚐。有

些孩子因身體狀況不允許飲茶，老師就將茶杯端到他們的鼻

子前聞茶香，或是讓學生聞嗅已經泡過的不同種類茶葉，了

解不同茶葉的香氣。

	 「愛要濃淡合宜，像清茶淡香；若是太濃，則苦得喝不

下。」志工劉鏡鏘藉機在課程中分享《靜思語》，讓老師從

茶湯體會智慧之語。慈濟人特別準備了福慧紅包分送給每一

位參與者，志工羅文江仔細解說福慧紅包的意義，並請老師

們唸出紅包上的《靜思語》。

	 「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事，切莫等待，等待常會落

空。」瑞秋老師唸完這句話後，馬上說這是在提醒她，不要

等待完美的時刻過後才去行動。她向志工表示很喜歡學習茶

道，茶道令她感受到安靜、放鬆與專注，也對人生有更深刻

的體悟。

	 「蘿思黛婀特教學校」是美國德州奧斯汀學區內，唯一

一所公立特殊教育學校，專收三歲到二十二歲需要特殊照護

和教育的孩子。慈濟志工關懷該校已有28年，除了每週例行

到學校陪伴師生，還會舉辦聖誕節前夕的素食早午餐，或是

協助該校單車募款等特別活動。	

	 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因校園關閉

志工暫停入校關懷行動。今年初疫情趨緩，志工們3月7日應

邀參加該校新校區開幕典禮，同時也議定重新啟動每周三的

校園志工項目。

	 在瑞秋·加布里埃爾（Rachel Gabriel）老師班上協助

的志工李淑錦，本身是靜思茶道的老師，得知學生正在學習

各國文化時，主動表示可提供茶道課程。5月11日李淑錦先

在瑞秋的班級示範泡茶，由於瑞秋老師非常喜歡這堂特別的

課，便詢問是否可邀約其他三個班級的教職員與學生一起來

學習。

	 李淑錦是經驗老道的茶道老師，雖從未指導過特殊學

童，但她歡喜承擔這個任務並用心準備課。她以「感恩、尊

重與愛」的理念，融合四季作為茶席佈置主題，讓與會者感

受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考慮學生需無障礙入席，特別

在人文課程中，我學習到如何尊敬長輩、老師，也學到可
以用什麼方式愛護地球，這是在其他學校學不到，未來我

會把慈濟理念帶到學校。     

               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畢業生  艾爾格

	 結業典禮上，每班的學生還帶來了不同的表演節目。知

足班帶來唐詩背誦表演；感恩班演唱《孝順不能等》，每位

孩子也向父母表達感恩的話；善解班表演手語《知足》；包

容班演唱《祈禱》；誠正班學生林彥文唸頌王之渙《登鸛雀

樓》和《回鄉偶書》的兩首唐詩；弟子規班學生背誦《弟子

規》。由於場地關係，古箏班和扯鈴班用影帶方式呈現，最

後還有同學表演熱鬧的墨西哥舞蹈，在歡樂氣氛中結束了這

學期的結業典禮。

	 包容班學生尹興宏的爸爸尹賽門（Somrit	 Yin，音譯）

分享說：「我很高興能參加這次的結業典禮，孩子已上四、

五年的中文課，學校課程中最喜歡的是人文課程，人文課對

孩子非常重要。每位老師都教得很好，很高興有慈濟，讓孩

子能很安心地來學校唸書，學習到做人的道理。」

	 今年也是第一次在新會所中舉辦結業典禮，嶄新的環

境，充滿人文氣息的會場，讓參與的家長們都很歡喜。典禮

結束後，眾人互道珍重，期待八月份開學時再次相見。

加大茶桌間的空間，並注意茶席桌巾不垂地，以免輪椅拉扯

造成意外，細節中顯示了她對特殊學童的疼惜與體貼的心。

	 五位志工們以興奮的心情在5月18日重返該校，時間

一到，老師們準時推著輪椅帶學生來上課。當天有25位學

生、15位教職員，一同沐浴在茶香之中，感受慈濟的人文	

之美。

老師讓學生品味茶葉的香氣。攝影／黃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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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2022坎城影展「導演雙週」單元，由《人造

意識》、《滅絕》英國鬼才編導艾力克斯嘉蘭（Alex

Garland）與《媽的多重宇宙》金獎發行品牌「A24」

影業，攜手《猜火車》《28天毀滅倒數》王牌製片傾

力打造的最新科幻恐怖力作《們》（英文片名: Men

）將於本週四(6/2)端午連假在台上映。故事描述一位

女子到英國鄉間排解喪夫之痛，卻遇到一大堆奇怪的

男人「們」……。《們》日前於北美上映後，獲得多

數外媒和影評高度好評，盛讚《們》：「成功結合懸

疑和血腥的傑作，向大衛柯能堡致敬之作」、「潔西

伯克利的演出非常出色，羅利金尼爾可說是本片的

MVP」、「觀賞《們》時需要有顆強壯的胃，這是部

極具挑戰性、令人不舒服的電影」、「《們》是一部

瘋狂的電影，從頭到尾經過深思熟慮建構而成，觀影

過程不斷帶來更多的噩夢、更多的恐怖和更多的震撼

。」。影評史蒂芬金銀銅鐵席格亦大讚《們》「有多

美就有多嚇人，有多嚇人就有多詭異，有多詭異就有

多挑釁，有多挑釁就有多離奇，有多離奇就有多諷刺

，有多諷刺就有多獵奇，有多獵奇就有多哀傷，有多

哀傷就有多無奈，有多無奈就有多憤怒，有多憤怒就

有多美。」。而《們》因為內容涉及恐怖、血腥、暴

力，且情節畫面表現方式強烈，在台灣遭列限制級，

也讓《們》成為這個端午連假最具話題的電影之一。

在《們》的預告片裡，愛爾蘭女星潔西伯克利

(Jessie Buckley)飾演的女主角「哈珀」被各式各樣的

男人騷擾，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驚鴻一

瞥的跟蹤狂裸男。如果你是動畫迷，裸男的造型可能

會讓你聯想到動畫《進擊的巨人》，事實上，《們》

確實有受到《進擊的巨人》影響。編導艾力克斯嘉蘭

透露，《進擊的巨人》是他女兒推薦他看的，他在看

完後大受震撼，尤其是裡面「巨人」的造型。「它遊

走在荒謬和真正可怕的東西之間，我真的對此感到印

象深刻。」。《進擊的巨人》也刺激他重新思考《們

》的內容，「事實是，每當你看到真正好的東西時，

它都會激勵你更加努力去思考，設法把創作做得更好

。」。不過，艾力克斯嘉蘭也希望大家不要誇大《進

擊的巨人》對這部片的影響，「因為對我而言，電影

是一種流動的東西，它在發展過程中會從各種地方汲

取各種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人。」。

《們》以女性受到男性壓迫為題材，發展出各種

恐怖畫面和詭異橋段。艾力克斯嘉蘭受訪時亦被問到

，身為男性，是否懷疑過自己適不適合處理這個題材

？艾力克斯嘉蘭坦言，這個問題預設了這部片的主題

，「如果要我說，從我的角度來看，這部電影是一部

恐怖片，只不過它是從男性視角衍生出來的恐怖片，

那有什麼理由不能寫呢？」。《們》故事描述丈夫過

世之後，哈珀（潔西伯克利 飾）來到一處美麗的英

國鄉村療傷，然而，這裡的樹林中似乎有某人或某物

在跟蹤她，這些潛藏在她心中隱約的恐懼，隨著時間

逐漸轉變成具體的惡夢……。

《們》跟蹤狂裸男引網友熱議！
導演坦言 「受《進擊的巨人》影響」

《壯志凌雲2：獨行俠》取得了自

疫情時代以來的非超級英雄片最高北

美首周末票房！

首周末1.24億美金！

沒記錯應該就是除漫威電影和DC

《新蝙蝠俠》之外，唯一能夠開畫破

億的存在。

這直接就助飛「阿湯哥」湯姆· 克

魯斯刷新個人生涯開畫最佳紀錄；

就連製片人傑瑞· 布魯克海默，也

就是打造出《加勒比海盜》系列那位

，都差點打破他製片作品最高開畫

《加勒比海盜2》1.35億美元；

製片廠派拉蒙則是創下了自2014

年《變形金剛4》以來的開畫新高。

能夠有如此勁爆的表現，首先當

然是因為口碑。

最早的媒體口碑就是標準的零差

評，到前陣子的戛納首映，口碑一直

保持強勢，再到正式上映，爛番茄新

鮮度仍在96%的高位。

觀眾分數 99%，CinemaScore 觀眾

評價A+！

如果說《瞬息全宇宙》是上半年

的好萊塢最佳藝術片，那麼《壯志凌

雲2》必須就是最佳商業大片。

派拉蒙對本片的品質是相當自信

，上映前就放肆地給媒體播放全片，

這有利於口碑的廣泛傳播。

叫好不叫座的片子多得去了。

所以優異的口碑之上，還有市場

的因素。

市場的因素包括很多，影片類型

流行度，檔期，宣傳等等。

《壯志凌雲2》的致勝因素是檔期

。

不只是作為暑期檔的開局，而且

剛好選在了美國陣亡將士日假期。

這是一部具有主旋律氣質的電影

，你可以理解為《長津湖》在有假期

的八一節上映，這樣的片子往往很容

易取得爆發。

如果算上假期4天票房，那麼《壯

志凌雲2》就已經有着1.51億的累計票

房。

直接去到了北美年度票房第五位

。

《壯志凌雲2》同時在全球62個市

場上映，共收穫超過1億美金。

那麼全球票房就達到了2.6億，毫

無疑問會超越1986年前作的3.57億美

元。

票房形勢一片大好，最高興的肯

定是阿湯哥了。

據悉，按照這樣的形勢，他的最

終片酬會超過1個億之多。

之前Netflix給丹尼爾· 克雷格兩部

電影一個億（一部五千萬）號稱好萊

塢頂薪，都不夠阿湯一部電影多了。

甚至都要比羅伯特· 唐尼《復聯4》賺1

個億都要多。

阿湯哥用實力證明，傳統的電影

模式依舊慣用，問題只在於你拍得夠

不夠賣力，品質夠不夠好。

整個傳統電影行業都會因此振奮

，因為不僅證明，巨星的票房分成模

式依舊是更賺錢的，這才是演員們優

先考慮的模式，而不是簽約流媒體的

保底薪酬；

而且，這還證明了實景拍攝的震

撼感是持久的，不會輸於綠幕特效。

以阿湯哥和諾蘭為首的實拍狂魔

派，將會擁有更加樂觀美好的前景。

《壯志凌雲2》的一枝獨秀令到同

期北美票房榜的其他電影都黯然失色。

《緋紅女巫：旺達尋親記》周末

只有1640萬美元排在亞軍，不過北美

累計票房3.75億，全球8.73億，依然穩

居年度冠軍。

口碑不錯的《開心漢堡店》以

1260萬，首周末奪得季軍。

次周末的《唐頓莊園2》跌得有點

厲害，只剩590萬進賬，累計僅3000萬

，要追趕前作超9000萬難度極高。

《壯志凌雲2》將會霸榜兩個周末

，然後北美市場將會迎來《侏羅紀世

界3》，暑期檔繼續保持火熱；

中國市場將同步！

到時候我們這邊的暑期檔，也應

該要正式拉開大幕，了吧？

阿湯哥有望豪取過億片酬
《壯志凌雲2》為何能大賣？

談到相隔三十六年之後再跟湯姆克魯斯在《捍衛戰士

：獨行俠》中重聚一堂，方基墨也不禁感性了起來。

「獨行俠」湯姆克魯斯和「冰人」方基墨曾在1986年

電影《捍衛戰士》中飾演一對處處較勁的飛行員，不打不

相識的兩人到了片尾才好不容易化敵為友。當年兩人都還

不到三十歲，也正準備在好萊塢展翅起飛。

匆匆三十六年過去了，湯姆克魯斯如今已成為好萊塢

最後一位巨星，方基墨卻因病魔纏身而不得不淡出影壇。

目前年紀都在六十歲上下的兩人，終於在苦等已久的《捍

衛戰士：獨行俠》中再次聚首。冰人在片中已晉升為四星

上將，獨行俠則仍然駕駛戰鬥機翱翔天際，戲裡戲外都讓

人十分感慨。

談到這次片中再聚首，方基墨也向今日美國感嘆道：

「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場戲時，我實在非常感動。快四十年

的時間，就重聚來說真的等太久了。我們笑了一整天。湯

姆實在很棒，也意外地很搞笑！」

方基墨也透露，當續集電影籌拍的消息一公佈之後，

他就很期待能跟阿湯哥重聚一堂。「我立刻打給了自己的

經紀人。沒錯，作為一部續集電影，《捍衛戰士：獨行俠

》具備了所有完美元素。」

《捍衛戰士：獨行俠》導演喬瑟夫柯辛斯基解釋道，

片中之所以會安排冰人作為軍階較高的心靈導師，其實是

出自方基墨自己的建議。方基墨表示：「能看到冰人在自

己心愛的事業中一路高升實在很棒。這是個極其出色的故

事線，而能跟湯姆再次攜手共事也很令人興奮。」

導演喬瑟夫柯辛斯基表示：「這是份很長久的友誼。

在首集《捍衛戰士》時，兩人都還處於生涯的起點，我相

信就像片中角色一樣，彼此之間都有點瑜亮情結。但他們

都能回鍋演出這部續集電影，真是很特別的一刻，實在充

滿了喜悅。」

方基墨則透露，片中對手戲「每天綵排時都在變，但

他們最終作了正確的決定」，而兩人最終的擁抱則是「發

自內心。我熱愛湯姆，我們一直處得很好。」但方基墨也

不忘提醒，在首集電影中最終拔得頭籌的還是冰人。

方基墨談重逢阿湯哥：近40年實在等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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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霞丁霞（（1616號號））在第四局在第四局
臨危受命臨危受命。。 FIVBFIVB圖片圖片

◆◆王媛媛王媛媛（（左左））在在比比
賽中扣殺賽中扣殺。。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排新任中國女排新任
主帥蔡斌主帥蔡斌。。

FIVBFIVB圖片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籃球總會副主
席兼高級體育發展主任陳振飛2日與傳媒午宴時透露，
考慮到防疫問題，已決定在一些較具吸引力的比賽場次
增設網上售票，由於成本增加，票價也自然會相對提
升。

對參賽亞盃外表樂觀
籃總4月份因為未有諮詢球員意見

便決定退出亞洲盃籃球賽外圍賽（亞
盃外），引發教練與球員不滿，就連
體育專員楊德強也開聲批評管治失
當。陳振飛2日回應說：“一年前我
們很多球員因為有正職在身都拒絕參
戰，結果我們要派另一批生力軍出
外，考慮到一旦報名後才退出會面臨
巨額罰款，所以總會才有此決定。”他
承認引發今次風波是源自溝通不足，總會
已作出檢討，避免同類事情再發生。

籃總及後已向國際籃協申請重新參加亞盃
外，暫仍未獲回應，不過陳振飛對此感到樂
觀：“其實如果拒絕的話，只要一聲便可以
了，但他們一直表示會研究，證明有轉圜餘

地。”身為籃總副主席的他，希望上任後能
改善總會形象，並已向有關方面爭取撥
款，開設新職位負責社交平台發放資
訊。

對於一直為人詬病的排隊售票方
式，他揚言會慢慢解決：“考慮到排隊
聚集人群會牽涉到防疫等問題，我們會
在一些較具吸引力場次增設網上售票，
相信可以迎合到一些球迷，至於會否因
應不懂上網的年長球迷而繼續設立先到
先得的排隊方式，我們則會再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
淦）香港足球代表隊出戰亞洲盃外
圍賽前最後一場熱身賽，作客以0：
2不敵由前任主帥金判坤帶領的馬來
西亞隊。新任主教練安達臣賽後承認
對主隊表現感到意外，又表示會以正面
心態接受落敗的戰果。
今場友賽是安達臣年初履新之後的首

場國際賽，之前在泰國3場閉門友賽，港隊
獲得1勝2和成績，外間都引頸以待，期望
見到港隊集訓一個月的成效。然而比賽中
卻只見防線錯漏百出，助傑志歷史性出線
亞冠淘汰賽的保羅，首次為港隊披甲更大
出洋相，防中、中堅及
左後防位置不時露出
破綻。幸好主隊埋門
把握不濟，全場只
能靠12碼及罰球機
會攻入兩球。港
隊埋門機會不
多，全場更是
“零中框”，
最終以 0：2
見負。

安 達

臣賽後承認，港隊未能完全發揮出
心目中的戰術，他說：“這只是場
友賽，我會正面接受賽果，也希望
球員能累積到一些經驗。”這位挪
威籍的主帥又承認對大馬表現感到
驚訝：“之前我帶領朝鮮對大馬，
很容易便勝出了，主隊今仗的表現
完全超出了我預期。”

至於贏出這場“倒戈戰”的金
判坤，賽後則滿意大馬演出：“我
們狀態仍未十足，但希望表現可以
滿足球迷，只要持續進步，我深信
球隊可以贏得更多比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當地時間6月1日，中國女排在世界
女排聯賽土耳其分站比賽以3：1逆
襲荷蘭奪下開門紅。賽後，女排新
任隊長袁心玥和主力接應龔翔宇在
接受央視訪問時表示，老將起了重
要作用，帶動全隊共同拚搏。

“就算是場上遇到了困難，但
我們不斷在尋找解決它的辦法。我
們老隊員起到了作用，上場後帶着
隊伍，所有人擰成一團拿下這場比
賽。”袁心玥說。

而接應龔翔宇在接受央訪問時
也展現出老隊員應有的擔當：“這
場比賽希望能在精氣神方面展現出
我們新陣容的精神面貌。我自己這
邊，進入國家隊也有幾年了。希望
自己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站出來多承
擔一點，在場上能多招呼一下大
家。”

中國女排在擊退荷蘭隊之後，
目前世界排名積分上漲至353分，位
列第3位。奧運冠軍美國隊以385分
高踞榜首，巴西隊367分位列第2。

2022年世界女排聯賽是中國女排自去年東京奧運會後、時隔約10
個月後再次參加的國際賽事，也是以新組
建的女排國手陣容參加的首個國際大賽。
新任主教練蔡斌拔擢多位“新面孔”進入
國家隊。本場比賽他排出了主攻李盈瑩和
金燁、副攻袁心玥和王媛媛、接應龔翔
宇、二傳刁琳宇、自由人王唯漪的首發陣
容。朱婷和張常寧則因傷病缺席。

第一局，面對身材高大、球風簡潔硬
朗的荷蘭隊，久未經歷國際大賽的中國眾
將顯得有些跟不上節奏，無論是一傳還是
亂球的處理上都不太穩定，同時李盈瑩的
火力點被對手牢牢封死。由於荷蘭隊追發
金燁頻頻得手，蔡斌做出人員調整換上王
雲蕗，使得一傳方面有所起色，但仍以

16：25落敗。
第二局和第三

局，蔡斌沿用了李
盈瑩和王雲蕗搭
檔主攻線，對手
對於李盈瑩的
攔防仍十分嚴
密，王雲蕗
雖較好頂住

了一傳但攻勢不足。強攻受阻，中國隊展
現了戰術靈活和移動迅速的特點，依靠王
媛媛和龔翔宇的進攻打開局面，在攔網端
也頻頻得分。李盈瑩在第三局後段亦逐漸
被激活。這兩局的比分分別為25：22、
25：23。

蔡斌：鍛煉隊伍 目標8強
荷蘭隊在第四局開局階段攻攔強勢，

中國隊隨後以老將丁霞換下刁琳宇，從二
傳着手調整節奏。中國女排將比分追至
12：12後，比賽進入膠着階段直至22平。
李盈瑩強攻得手，龔翔宇隨後發球直接得
分為中國隊取得賽點。關鍵時刻袁心玥一
錘定音，將決勝局比分定格在25：23。

在本場比賽漫長的比分拉鋸中，王媛
媛可謂“奇兵”，以副攻的位置斬獲全隊
最高的21分，龔翔宇收穫20分。荷蘭隊的
普拉克得到該隊最高的24分。

賽後，主教練蔡斌表示，鍛煉隊伍是
參加世界女排聯賽的主要任務之一。考慮
到本屆世聯賽戰績及相應積分與巴黎奧運
會資格掛鈎，蔡斌指出，中國女排目標是
力爭打進8強，進軍總決賽，同時更關鍵的
是要打出精氣神。 ◆新華社、中新社

頂住先失一局的壓

力，中國女排當地時間

1 日在土耳其舉行的

2022年世界女排聯賽

分站賽中以3：1擊敗

荷蘭女排，贏得在巴黎奧運會周期的首

場國際比賽勝利。

袁心玥 龔翔宇：老將帶頭共同拚搏

港足低水準演出
兩蛋負大馬

逆轉荷蘭“奇兵”王媛媛獨取21分

◆◆陳肇陳肇鈞鈞（（右右））
射門高出射門高出。。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袁心袁心玥玥（（左二左二））慶祝得分慶祝得分。。 FIVBFIVB圖片圖片

籃總擬網上售票 或成本增票價升

◆籃總副主席陳振飛。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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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電影《鸚鵡殺》首曝海報
周冬雨章宇張宥浩演繹

“甜蜜的危險”
由麻贏心編居並執導，雙雪

濤任藝術總監，周冬雨、章宇、

張宥浩領銜主演的愛情懸疑電影

《鸚鵡殺》4 月初官宣開機，影片

拍攝順利即將殺青，片方發布了影

片的首張海報，壹場酒局裏三位主

演狀態各異，呈現出這部“殺豬

盤 ” 女性復仇電影“甜蜜而危

險”的氛圍。

三大主演造型突破
人物關系微妙懸疑
在片方發布的首張海報中，三

位領銜主演的角色造型被曝光，相

較於他們之前的形象都有不小突破

。周冬雨飾演的周冉，留起了披肩

波浪中長發，襯衣搭配抹胸背心，

首次演繹知性輕熟女性。剛在《狙

擊手》中詮釋硬漢形象的章宇，則

為了林致光這個角色戴上眼鏡，留

起胡茬，呈現深藏不露的迷人氣質

；而出演許照的張宥浩則走了硬朗

風，依舊俊朗卻多了股桀驁不馴的

野氣。三位演員較之前的銀幕形象

都有不小突破，讓人對他們之間會

產生怎洋新的火花充滿期待。

電影《鸚鵡殺》以真實的“殺

豬盤”新聞為靈感，講述了經歷

“殺豬盤”騙局的周冉（周冬雨

飾）到福建小鎮尋人，通過壹只鸚

鵡，意外認識了林致光（章宇 飾）

和許照（張宥浩飾），卻漸漸發現

他們與她過去遭遇詐騙的經歷有關

。在曝光的這張海報中，搖曳的燈

光明暗不定，周冬雨、章宇、張宥

浩三人微醺閉目，倚靠在沙發前，

桌前空空的酒瓶似是剛結束壹場聚

會。居於畫面中心的周冬雨面帶別

有深意的微笑，本是“殺豬盤”受

害者的周冉，似乎成為了這場酒局

的做局者，三人之間到底會有什麼

洋復雜而微妙的情感關系，正是這

部電影要去逐步揭開的懸念。

殺豬盤熱門題材做出新意
愛情懸疑撬動期待
電影《鸚鵡殺》是導演麻贏心

編居並執導，她曾談論到本片的創

作 初 衷 “ 我 很 關 心 這 些 被 稱 為

‘豬’的女性，如何面對巨大的謊

言和傷害”。因此本片的故事從這

裏出發，女主角周冉受騙後仍執念

於往事真假的問題，她來到“戀

人”的家鄉，在找尋昔日被騙真

相的同時，與兩個神秘男人進行了

壹場情感的較量。在“殺豬盤”題

材的電影中，《鸚鵡殺》獨樹壹幟

從女性的復仇心理出發，混搭了愛

情和懸疑的類型元素，會讓觀眾對

“真相”充滿了恐懼和好奇。

“目前國家壹直在致力於打擊

網酪詐騙犯罪，作為行業內的頭部

企業，我們認為這部電影不僅是單

純的商業項目，同時也希望可以通

過這部電影對觀眾起到警世的作

用。”影片出品人朱瑋傑表示在社

會熱點話題上承擔價值輸出，是投

資這部電影的初衷，同時也對《鸚

鵡殺》的市場充滿信心，“愛情懸

疑類型的電影壹直有比較好的市場

表現，這種危險又甜蜜的愛情復

仇，相信幾位演員會帶來精彩的呈

現，所以無論從商業方面還是社會

意義來看，這都是壹部非常有價值

的作品。”

影片由北京無限自在文化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幕影業發展

有限公司、上海突燃影業有限公

司、阿那亞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出

品，北京鵬同創影文化傳媒有限

公司、福建白楊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聯合出品，由上海突燃影業承

制。北京無限自在文化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主控宣發，該公司是電

影制、宣、發壹體化全產業鏈整

合服務頂尖團隊，曾出品多部口

碑票房雙贏的電影。

《黑土無言》官宣陣容
陳建斌胡軍鄧家佳實力演繹東北系懸疑

社會懸疑刑偵居《黑土無言》

今日官宣陣容，並發布概念海報和主

演居照。《黑土無言》由企鵝影視、

傳遞娛樂、厚海文化聯合出品，李爾

雲監制，黃星、趙文竹任總制片人，

臧溪川（A.L.U）執導，王小泉任總

編居，楊國良、楊紫佳、朱子鑒任編

居，陳建斌、胡軍、鄧家佳領銜主演

。該居主打社會派現實主義懸疑刑偵

探案，於時代洪流中，聚焦社會眾

生，關註人物命運的變化。本居融

合了濃厚的東北風物人情，以真實

托底，以共情動人，用“慢推理”

的層次豐富度，打破社會懸疑刑偵

居的創作壁壘，致力於為觀眾帶來

極致的沈浸感和慘與感。

陳建斌胡軍鄧家佳傾力合作
鮮活群像展現人物真實感

《黑土無言》此次聚齊陳建斌

胡軍鄧家佳擔綱主演看點十足，史

策、路宏、陳靖可、於洋、馮秦川

、趙健、王廣源、林瀟、邢佳棟、

姜宏波、楊雨潼等實力演員聯合加

盟，可謂陣容豪華，賺足期待。居

照中，陳建斌眉頭緊瑣神思凝重，

身為刑警隊長的他目光逼視鏡頭直

抵人心似已瑣定嫌疑人，讓畫外的

觀眾也不由得為之壹振；胡軍眉眼

間難掩淒惶，蹙眉的洋子更給人

“不間單”之感，半臉猙獰傷疤訴

說著他的過往，讓人忍不住想壹探

究竟；鄧家佳面色波瀾不驚，沈穩

的氣場中流露出壹股不可侵犯的從

容與抉然。不管是人物造型角色人

設的高契合度，還是壹眾主演呈現

的不同人物狀態，都為觀眾勾勒出

壹幅鮮活的眾生群像。真正的好居

，每壹個演員都不是道具。

真正的群像戲，聚焦時代浪

潮下，社會眾生面對命運的

選擇與抗爭。而這，也正是

居集陣容點燃觀眾好奇與期

待的重要因素。

壹同曝光的概念海報更

是耐人尋味，壹整片蒼茫的

灰白雪地為影片打下肅殺、

神秘的主基調；底部影影綽

綽幾個大煙囪頹然聳立，廢

氣與雪地混噸成壹團，東北

老工業城市深處暗流勇動；

蜿蜒駛過的車轍與半隱在畫外的紅色

轎車打破寧靜，雪面上的冰窟窿更將

懸疑氣氛拉滿，那無盡的深黑似在吞

噬些什麼，令整個故事走向更加撲朔

迷離。

此外，《黑土無言》幕後制作

班底大咖雲集，實力雄厚。導演臧

溪川（A.L.U）履歷豐富，其執導

的懸疑類作品好評不斷，備受關註

。更有多位演技派演員傾情加盟，

金牌制作班底大力加持，不管是居

集質量水準還是演員表現都可堪信

賴，相信該居會以嶄新面貌交出壹

份高分答卷。

聚焦社會眾生揭露人性真相
引領精品化短居集探索之路

《黑土無言》圍繞著東北瀾河壹

起惡性犯罪案件展開，三條人命驟

然離世，死因卻各不相同。瀾河刑

警隊大隊長關宇（陳建斌飾）迅速

展開調查，嫌疑人壹壹現身，有剛

出獄兩個月的服刑人員楊四（胡軍

飾），與兩名死者深陷情感漩渦的

楊四繼子楊雪松，嚴紅橋的前妻王

萍（鄧家佳飾），甚至還有已在檔案

上死亡多年的神秘男人......錯綜復雜

的人物關系，給整部居集增添了幾分

懸疑色彩。案情重重反轉暗藏胸勇，

幕後的黑手，東北下崗潮悲居，多年

前的懸案，串聯起瀾河的過去與未來

，關宇將帶領著新壹代的正義衛士們

，破解真相，守護瀾河的希望。居集

透視人性探尋共情共鳴，聚焦社會眾

生，落地現實抉擇與情感博弈，可以

預見到將是壹部引發全民深思的好作

品。

該居自開機以來，整個主創團

隊遠赴東北雪城牡丹江進行多地實景

拍攝,力求打造壹部電影級質感的高

品質居集，從美術、攝影到服化道等

各方面精益求精，展現社會派現實主

義刑偵居的獨特魅力。該居著重呈現

案件背後地道的東北風土人情，原汁

原味的東北話，去臉譜化的人物角色

設置，大量生活元素的鋪陳與細節描

述等，十足接地氣代入感強。視聽的

畫風創新讓東北風貌有了全新展現

，完成了壹次東北美學升級的同時

，也在精品化短居集類型的探索之

路上邁出嶄新壹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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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躍文化重磅發布《長安十二時辰》

第二季首款“沙海迷城”版概念海報，這

預示著《長安十二時辰》IP宇宙即將開

啟新的篇章。

此次公布的概念海報元素豐富，懸

念重重。雄渾斑駁的海報風格，透出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般的蒼茫

之感。色調鮮明的巖彩壁畫和映入眼簾

的漫天黃沙，呈現出神秘的西域風格。

旖旎壁畫上隱約可見的神像虛影，仿佛

在隱藏新的迷局。流沙從有如掌控命運

的幕後之手中傾瀉而下，張小敬手執武

器，張開雙臂，剪影清晰可辨。目光所

及之處，烈陽映襯而出的神秘都城如沙

盤般被速落而下的流沙漸漸埋沒。孤勇

者嚴陣以待，迎著狂沙烈風，前路猶未

可知，新的旅程即將開始……

自2019年推出居集《長安十二時辰》

開始，娛躍文化壹直致力於踐行“影視

IP+在地文化研究挖掘+商業化整合街區變

現+金融服務”的文商旅融合理念，以IP

運營為核心、以商業管理為手段、以內容

場景化輸出為特色，通過多文本開發、多

商業模式變現，將文化IP賦能消費升級，

與優質的“體驗型”文商旅產品相結合，

開辟IP賦能文商旅融合的多元化場景模

式。其中，多文本開發方面，娛躍文化聯

合金牌監制黃建新，著名編居

郭俊立早已開始《長安十二時

辰》電影居本的創作工作。同

時，同名動畫居集也在如火如

荼地制作當中。多商業模式變

現方面，由娛躍文化聯合陜文

投集團、永興坊共同打造的

【長安十二時辰】全唐市井文

化生活體驗地已於今年五壹期

間在西安開業，並已迅速火遍

全網，遊客如織，好評如潮。



CC88香港娛樂
星期六       2022年6月4日       Saturday, June 4, 2022

連詩雅師妹成大熱
林俊賢女兒搭“尾班車”

港姐首輪面試 混血兒標青

除了林卓錡、邢慧敏（Sharon）受注目
外，同樣是27歲的Janice捲土重來再參

選，她表示19歲曾參加過港姐，今年趁最後
一次機會希望能圓夢。身穿白色花裙亮相的
林卓錡表現得體，她表示經朋友推薦決定參
選，爸爸林俊賢也很支持她。而外貌標致、
身材出眾的混血兒Cecca透露今年25歲，從
事金融業的她專程由紐約回港參選。

實習醫生法律系碩士參賽
面試者年紀最小的Pansy只有17歲半，

相反27歲的面試者有9位。高學歷的則有25
歲的Bianca是港大中文系碩士，22歲的Kahki
正修讀碩士傳理系、22歲的Ashley也修讀法
律系碩士，而25歲的Chloe正在屯門醫院當
實習醫生。

往年不乏質素平平的面試者來碰運氣，
今年也不例外，如身穿火紅色低胸裙的
Atlia，嘴唇上的“銷魂墨”成為獨特標記，
亦有爆炸頭髮型、體形肥胖直認要努力減肥
的面試者。

曾志偉與樂易玲面試完佳麗後一起會見傳媒，志偉大讚
今年佳麗質素平均比去年更優勝，樂小姐就稱有廿多位海外
佳麗要透過視像面試，如條件合適會希望她們能抵港見真
身。

對於林俊賢的女兒林卓錡前來參選，志偉表示本身不認
識對方，2日是首次見面，知道對方27歲趕搭尾班車參選，
並說：“今年多了26、27歲的女仔把握最後機會，香港和北
方佳麗都有，不過很多女仔都在香港生活了一段時間，廣東
話也不錯。”

提到邢慧敏現時仍有模特兒公司合約在身，會否影響入圍
港姐機會，志偉說：“我們不介意她有沒有合約在身，最重要
是選到佳麗去代表和推介香港，不會因有其他合約就不行，以
往都試過與其他經理人公司共同擁有一個藝人。”

另外，日前TVB向林作發出律師信，要求對方就誹謗港
姐言論道歉，志偉稱事件已進入法律程序，不便評論。而林
作2日也有帶女友裕美到地鐵站外守候面試者，表示
仍未決定如何應對TVB的律師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 “2022香港小姐

競選”2日於電視城進行首輪面試，82位面試者

悉心打扮以自選服裝面見曾志偉、樂易玲等

高層，今年面試者質素平均，當中有高

學歷亦有實習醫生，而林俊賢女兒林

卓錡也把握最後機會，在27歲之

齡來參選，另外連詩雅師妹

邢慧敏（Sharon）也有

來面試，身材高挑的

她頓成為熱門

人選。

◆連詩雅師
妹邢慧敏外形
氣質出眾。 ◆ Tiffany 是

參選的混血兒之
一，同樣標

青。

◆林俊賢女兒
林卓錡在27歲
之齡來參選。

▲有佳麗捲土重來再參選。 ▲25歲的Bian-
ca是港大中文系
碩士。

▲樣貌清純的
Naomi只有
22歲。

▲Atlia嘴唇上
的“銷魂墨”

成為獨特
標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慶祝“香
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紀念”獻禮
主題歌曲《前》於日前首播，歌曲寄意展
現國家為香港帶來新機遇，鼓勵年輕人把
握機會，同心創建，讓香港在保持長期繁
榮穩定的路上，邁步向前。

主題曲由著名音樂人陳少琪作詞、音
樂人張家誠作曲，邀得28位香港及內地歌
手參與演唱，包括譚詠麟、張學友、劉德
華、鍾鎮濤、陳慧嫻、草蜢、李克勤、容
祖兒、楊千嬅、雷有輝、呂方、張杰、張
靚穎、伍珂玥、梁漢文、林峯、衛蘭、李
幸倪、江海迦、菊梓喬、吳若希、胡鴻
鈞、林曉峰、蕭凱恩、炎明熹和曾比特。

發放無限正能量的香港回歸25周年
主題曲《前》播出後，也獲得各界正面
回響，網絡上不少人也寄語年輕人應珍
惜香港這個“大寶藏”，而無論香港或
內地的年輕人，都應該要懂得把握機會
向前。

有份主唱的校長譚詠麟，也寄語香
港年輕新一代：“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慶典主題曲粵語一個單字‘前’，擺明很

多機會就在（前海）；年輕人看看你們能
否把握這種玄機融入大灣區了！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5周年第一波打響啦！”

千嬅克勤展望同心向未來
楊千嬅亦表示很榮幸能參與香港回歸

25周年主題曲的演唱：“共唱未來，同心
向前。”李克勤也很開心參與今次演唱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主題曲《前》，他都
希望跟香港人一起：“同心向未來，共
創美好！”胡鴻鈞榮幸能參與其中！祝
福祖國繁榮昌盛，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

最近參與《聲生不息》表現備受關
注的曾比特表示，很有幸參與演唱這首
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主題曲《前》：“好開心跟大家一
起見證這個時刻，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我們一起帶着夢想，同心衝線奔
向更美好的明天！”

林曉峰也希望大家能一起來感受時
代港星大合唱的氛圍感，一起來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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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友、劉德華、譚詠麟、鍾鎮濤、李克勤等率
領一眾男歌手合唱。

◆容祖兒、楊千嬅和張靚穎等香港及內地歌手攜手
獻聲。

獻唱慶回歸主題曲《前》譚詠麟寄語港青把握好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王梓軒日前獲邀拍攝網絡宣傳

短片，廣告中梓軒化身環保大使，教大家減碳。梓
軒也是環保分子：“我好環保，平時做運動連風扇
都唔開，焗一身汗，屋企好多傢具同音樂器材都好
耐歷史，唔係成日買新嘅，床係用阿爸阿媽以前
嘅，桌椅都係再改裝用。我最近check返啲單，我
用緊支咪stand，都係大學時代用到現在，條電線
仲耐，所以我都屬於一個低碳嘅人，但係都要多啲
講呢啲訊息，許多人覺得低碳係再用紙，平時唔用
咁多飯盒、口罩都可以環保，我用嗰啲係可以洗嘅
口罩，大家多啲喺唔同方面去保護我哋嘅地球
啦！”

第五波疫情，梓軒坦言工作亦深受影響：“雖
然有啲現場表演、音樂會同音樂節都延期或取消，
不過好消息係之前其中一個延期嘅show《音樂劇的
奇幻旅程》終於都度到期8月尾喺會展舉行，仲會
同新加盟的演員歌手首次合作，包括之前憑《淪落
人》勇奪第38屆香港金像獎最佳新演員及提名最佳
女主角Crisel Consunji 以及歌手胡渭康。”

2022年6月3日（星期五）娛 樂 新 聞6 ◆責任編輯：樓軒閣

◆◆王梓軒分享其低碳生活王梓軒分享其低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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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疫情下，美国移民的热搜在百度指数榜

上名列前茅。

2022年，美国移民确实迎来了新的机遇

，申请速度更快，条件放得更宽，多个项目

能够加急申请。

世界移民报告再次刷新美国移民高度很

多人选择移民美国，不仅是为了寻找生活的

地方，更是为了子女教育和海外资产配置。

为了探寻世界各地移民的流动趋势，联

合国移民署（IOM）会定期发布《世界移民报

告》，旨在增强决策者、研究者、大众群体

对移民问题的了解。

近日，新一版的《世界移民报告2022》

出炉。

据《世界移民报告2022》显示，从国家

来看，美国仍是移民的主要目的国，从1970

年开始，截止到2020年，有5100万移民。

德国是全球第二大的移民流入国，有将

近1600万人。加拿大在榜单中位列第八名，

略高于澳大利亚。

2021财年近5万国人移民美国根据日前美

国国土安全部（DHS）发布的2021财年关于

美国合法移民和身份调整的相关报告，2021

财年里：

◆ 总计有738,199名申请人成功获得美国

永久居民身份；

◆ 其中，总计有512,310名申请人在美国

境内调整身份，合法成为美国永久居民；

◆ 从新移民登陆数据来看，2021年整个

财年总计有225,889位新移民登陆美国。

移民来源国数据来看，墨西哥、印度、

中国为美国移民的主要来源国。其中中国以

49,657名排在第三，占整个人数的6.7%。

从移民类别来看，亲属移民整个财年总

计有449,424名申请人获得PR身份，占总人数

的60.9%。职业移民193,287名，占总人数的

26%。

美国国土安全部（DHS）最新发布2022

财年第一季度合法移民和身份调整报告，

移民统计局(OIS)通过按调整类型、入境类

型和详细类别以及国籍国，对报告期间的

数据进行分解，可以看出近期美国移民的

总体情况。

总体来看，2022财年第一季度(Q1)约有

228,000名非公民获得合法永久居民身份。

其中，近112,000名非公民作为新移民进

入美国，同比2021财年Q1增加了379%；超过

116,000名非公民在美国境内调整了身份，同

比2021财年Q1增加了7%。

从移民类别来看，2022财年第一季度，

通过职业移民获得合法永久居民的数量为45,

018名。

从移民来源国来看，2022财年第一季度

，美国新移民来自前五大国籍国:墨西哥、印

度、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萨尔瓦多。

移民美国速度更快，条件更宽更多项目可加

急

2022年，美国人才类移民配额翻倍，预

计将会迎来黄金审批期。

根据小编的多年美国工作经验，美国对

人才特别重视，特别重视申请人能否在移民

成功后给美国带来利益。

目前，美国对多个移民

项目放开加急申请，更从侧

面验证了美国对杰出人才的

关注和重视。

EB-1A移民政策更新，

个别申请标准更宽松

“媒体报道”审核标准调整

在新的规定中，移民局明确提到了材料

无需为“刊印出来的文章”，可以为“多种

形式的证据”，包括“视频或电话专访的文

字稿”。

有了这一新规定，在以后提交相关论证

材料时，申请人与移民文案的团队就有了更

大的选择余地。

“在重要的组织中担任领导或关键职务

”适用范围扩大

在 EB-1A 申请中，由于很多申请人都

是自己所在的团队的核心人物，因此也

会选择递交这一条来证明自己的杰出人

才身份。

但在实际审案过程中，移民官往往会对

申请人所在的团队产生质疑，认为申请人对

于整个公司来说并不重要，对此，移民局给

出了新的规定：

只需证明申请人对于自己的“部门”具

有领导或关键角色即可，无需将团队扩大至

整个“企业或组织”。

NIW和EB-1C杰出人才移民可申请加急

日前，美国移民局“扩大加急审理服务

范围”提案得到通过，移民局正式发出公告

，宣布扩展加急申请(Premium Processing)的适

用范围和审理时间、费用调整，并且公布了

他们最新的一个“缩短案件审理积压、缩短

审理周期的工作目标”。

早前，美国移民局于2021年4月开始宣布

取消EB-1A排期，截止至2022年 3月，EB-1

类2022年财年仍然无排期。

三条通道可加急提速

EB-1C跨国公司高管移民

原审理时间约2年，法案生效后45日内

完成审理，节省约2年的时间。审批获得通过

后，因为EB-1C签证目前无排期，所以能够

快速取得绿卡。

EB-2、NIW国家利益豁免移民

原审理时间约1年，法案生效后45日内

完成审理，节省约10.5个月。

而EB2在2022财年配额异常的多，因为

上一财年未使用的亲属移民名额都归入了职

业移民，使得EB2的配额直接翻倍。

如果排期清零将更快取得绿卡。

EB-1A杰出人才移民

EB-1A杰出人才移民，依然可以选择加

急审理，15天内出审理结果，并且保持无排

期。

这是继今年2月份移民局官宣的EB-1和

EB-2（包括以上三条绿卡通道）配额翻倍后

的又一重大利好，无疑为广大申请美国绿卡

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美国移民速度加快条件更宽松
更多项目可加急

美国一直以来十分注重人才引进，利

用灵活多样的移民政策、教育政策、人

才政策等从世界各地吸纳优秀人才，其

中的 EB-1A 项目就是人才政策的具体体现

。

EB-1A 从 2021 年 4 月开始宣布进入无排

期时代，至今一直处于无排期状态，由

此成为所有职业移民申请中最快拿到绿

卡的类别。

这意味着申请人无需经历排期等待即

可进入面签环节，使得拿到绿卡的时间

大大缩减，也就是说通过 EB-1A 最快半年

即可获美国绿卡。

和其他移民类别相比，EB-1A 具有明

显的优势：无排期、名额多、无需美国

雇主支持、审核时间快、无语言和年龄

限制、也不需要投资等。

此外，申请人的配偶及 21 岁以下未婚

子女可以同时获得绿卡。

申请 EB-1A 有什么具体要求？

申请人如果获得过一项或一项以上重

大国际知名奖励，如诺贝尔奖、奥斯卡

奖、奥林匹克奖或国际重大发明创造等

，即可申请 EB-1A。

如果不符合上述情况，申请人也可以

通过满足以下 10 条标准中的任意 3 项及以

上，来证明在某一专业领域内的杰出能

力与成就，即“10 选 3”标准：

1、在业内获得过国家级别或国际性

奖项

2、因个人杰出资质而成为专业协会

会员

3、被专业或主流媒体报道

4、评审同行的作品

5、在业内做出重大原创贡献

6、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7、举办个人作品展览、展示

8、在知名机构担任领导或关键角色

9、获得远超同行的高薪

10、在艺术相关活动中获得商业成功

除此之外，移民局还有一些额外的要

求，例如，申请人获批赴美后要继续

在其所在领域为美国做贡献。

成功申请 EB-1A 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1、准备完整、详尽的证明文件

证明申请人在其专业领域的杰出能力

需要大量的证据。申请材料的数量是

其次，文件的质量和深度才是移民局

考虑的重点。

例如，仅仅递交申请人所获得的国家

级奖项的奖状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

的是获奖标准、奖项的影响和意义以

及颁奖单位。

同时，还需要提供关于该奖项的媒体

报道，以证明奖项

的重要性。

如 果 申 请 人 没 有

递交充分的证据，移

民局会发出补件信。

2、准确定义专业

领域

EB-1A 申请中一个

非常重要但常被忽略

的要素，是如何对申

请人的专业领域进行

定义。

通 常 的 做 法 是 缩

小申请人的专业领域

，从而更加突出申请

人在该领域中的影响

和地位。

例如，将申请人的专业定义成“歌剧

演唱家”比宽泛的“音乐家”领域更加

突出申请人该领域中的地位。

3、证明申请人的杰出能力对美国有

益

美国移民法明确要求 EB-1A 申请人证

明其拿到绿卡以后会在美国继续从事专

业领域的工作，造福美国。根据最近的

审案趋势，仅仅递交一份申请人签字的

意向声明是达不到移民局要求的。

移民局要求有实质证据显示申请人已

经在美国做出一些工作安排。

4、审案人员主观的全面资质评估

申请人达到 10 项标准中的 3 项以上，

仅仅是完成了第一步，并不代表申请就

一定会被批准。

第二步判断是完全基于移民官的全面

资质评估(Final Merits Analysis)。

审案人员会基于自己的主观印象来判

断申请人是否在其领域达到顶尖水平和

地位，这也是造成 EB1A 申请结果难以预

估的原因。

你可能不知道，你已经满足移民美国的杰出人才标准！

執筆之時，是今年五月份最後的第一個
週日，29 號。明天是五月卅日，乃是五月份
最後的一個禮拜一。是美國聯邦政府指定的
紀念日，是美國的國殤日( Memorial Day )，
也被稱作是美國軍人將士陣亡的紀念日。

這個紀念日原本是用作紀念在南北戰爭
中陣亡的美國士兵，後來擴大到紀念所有為
美國犧牲的士兵。到了50 年前的1971年時
，美國聯邦政府將 Memorial Day 定為國家
的一個重大節日，日期為每年五月份的最後
一個星期一。

前面提到的南北戰爭( Civil War )開始於
1861年4月，並於1865年的春天結束。為期
4 年。當時因為以北方為首的美利堅合眾國(
loyal to the Union )跟南方為首的美利堅聯盟
國( that had seceded from the Union and
formed the Confederacy)兩方為了各自利益
而展開戰斗。

其實最初 期的Memorial Day ，是稱作
Decoration Day ，是源於1860年代末期，美

國部分城鎮跟城市開始在春末的時候，舉行
弔念活動，向這些因南北戰爭死亡的人致敬
，在紀念活動中，民眾用花朵來「裝飾」公
墓或是齊聚默哀禱告。

到了1890年，北方政府開始承認這一天
作為紀念陣亡將士的日子，多數州將其定為
該州的假日；但是南方有些州並不認同這一
天，他們選擇在其他日期來紀念死去的士兵
。

後來在1966年聯邦政府宣布紐約的滑鐵
盧村是Memorial Day的起源地，並於1971
年，聯邦政府將這一天定為國家節日。在紀
念日當天上午降半旗，午後再升旗到桿頂，
直至日落降旗。和所有陣亡將士的葬禮一樣
，軍方的紀念儀式要奏響《熄燈號》（Taps
），這首曲子總共24個音符。在每一個陣亡
將士墓前擺放鮮花，並插上一支小國旗。
2000年12月28日，美國總統克林頓（ Bill
Clinton ）簽署（全國追思時刻法案 Nation-
al Moment of Remembrance)，把「陣亡將
士紀念日」當天的下午3點定為全國追思時

間，倡議全美民眾在這個時刻靜立1分鐘，
為陣亡將士默哀。

紀念日這天，人們會在胸前佩戴一朵紅
色虞美人花（Poppies）。讓虞美人花成為追
思犧牲軍人的象徵的，這個構想，是來自加
拿大軍醫約翰. 麥克雷中校（Lt. Col. John
McCrae）寫於1915年的一首詩《在弗蘭德
斯戰場》（In Flanders Fields）。詩的開頭
寫道，「在弗蘭德斯的原野上，虞美人花隨
風蕩漾。」最後則寫道：「如果你們對我們
這些死者背信棄義 / 我們將不會安息 / 儘管虞
美人花依然生長 / 在弗蘭德斯的原野上。」

許多美國家庭在這個時候，也因為夏天
季節的開始，會安排去海邊或是戶外遊玩。

教會也會乘這個長假期，舉行退修會或
短宣等事工。不過到了今時今日 的美國國殤
日，懷念紀念陣亡戰士的意義，隨着天下太
平的日子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己幾乎隨風
而逝。代之而起的，是濃厚的商業氣息貫穿
整個3 天假期： 民眾駕車坐機到外地旅遊，

坐上大型郵輪，遨遊在碧波萬頃的海洋上，
領取精神充電的難得機會，為假日後上班工
作，提供出源源不絕的無窮無盡的能源力能
！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且看美國國殤日且看美國國殤日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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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電影委員會自2011年起即辦理「金片

子」短片徵選活動，期間逐步擴大競賽規模，歷

經多年耕耘，現已成為本市最具影響力的短片競

賽，並挖掘出許多在「金片子大賽」嶄露頭角的

新世代影人，如最年輕的金鐘女主角温貞菱、

《天橋上的魔術師》編劇吳季恩、參與《四樓的

天堂》、《該死的阿修羅》演員賴澔哲等，皆陸

續在其他競賽及影視圈大放異彩。除吸引新秀挑

戰，影視圈重量級影人也紛紛投入參賽，去年包

括金馬影帝李康生帶著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有

風的日子，有雲》角逐獎項、金鐘戲王陳慕義也

參與獲獎作品《賴桑の黑色喜劇》演出，顯見本

活動已於國內具知名度及代表性。

《有風的日子，有雲》去年一口氣入圍金片

子大賽包括微電影、導演、男演員、攝影、音效、

劇本等6獎項，並勇奪最佳男演員和劇本2獎，目

前正在日本四國德島縣拍攝台北市影委會投資電影

《黑之牛》的李康生，也不忘呼籲對影像創作有興

趣的朋友們都能踴躍參加比賽：「一年一度的金片

子大賽又來臨，希望大家拍的精彩短片都能來報名

！」他大方分享自己的經驗，謙稱創作沒有竅訣，

建議想要嘗試拍片的朋友從自己周遭最熟悉、最喜

歡的人事物著手，「比如拍攝家人和親人這方面的

題材，要先感動自己才能感動別人」。

李康生和金片子大賽早在2015年擔任代言人

就結下不解之緣，被問到未來希望再以什麼樣的

角色參與金片子大賽，他笑說應該只剩頒獎人這

個角色，但無奈今年工作行程滿檔，除了在日本

的《黑之牛》拍攝，還有美國、日本和蔡明亮導

演的回顧展，以及11月在法國巴黎的《行者》系

列展演，李康生幽默喊話：「所以金片子大賽一

定要一年一年辦下去，這樣我才有機會頒獎！等

我！」

在疫情影響之下，生活產生許多變化，影像

拍攝也受到諸多限制，卻也是創作者突破框架、

脫穎而出的好時機，本屆金片子大賽秉持「想像

自由×創意遨遊」之精神，以15分鐘內的影像創

意為號召，不受劇情、實驗、動畫、紀錄片等限

制，凡具中華民國國籍或具備居留身分證明之著

作人皆可以線上報名參賽，共同角逐「金片子首

獎」（獎金新台幣 60 萬元）、「評審團大獎」

（獎金新台幣 20 萬元）、「評審團特別獎」

（獎金新台幣 10 萬元）等大獎，以及多項鼓勵

電影人才專業表現之個人獎、特別獎，總獎金高

達百萬！評審團隊將邀請影視產業界的專業人士

，挖掘深具潛力的創作新血，鼓勵創作者在後疫

情時代，打破框架，發揮想像力構築出無限可能

，期待各方創作好手加入競賽行列大顯身手，讓

優秀作品被更多人看見。入圍作品將舉辦入圍影

展線上播映，歡迎各位屆時準時上線欣賞這些精

采作品，相關活動資訊請鎖定「金片子大賽」粉

絲專頁查詢。

本屆金片子大賽的主視覺由曾獲多項設計大

獎的周昀叡與盧定宏聯手打造，海報設計以「打

破」為核心概念，運用影像剪裁拼貼的手法，將

多樣元素重組堆疊在一起，為視覺增添奔放的想

像。同時畫面意味著數位影音創作者透過創意，

打破疫情當下的沈悶與框架的限制，重組虛擬與

真實的複數片段，再創嶄新的樣貌，展現2022金

片子大賽「想像自由，創意遨遊」之精神。

「2022金片子大賽」 徵件開跑！

總獎金上看百萬
由臺北市政府指導，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及台北市電影

委員會主辦之 「金片子大賽」 即日起正式開

跑！邁入第十二屆的金片子大賽向來是國內

重要的影視競賽，參賽件數節節高升，亦培

育許多影視創作人才。本屆首獎獎金新台

幣 60 萬元，總獎金高達新台幣100萬元，

自6月1日至8月21日正式向全球公開徵求

15分鐘內短片，鼓勵影視創作者發揮創意，

共同角逐百萬獎金！

台北電影節自2019年推出「非常新人」企畫，每

年引薦外型和表演皆優，並擁有明星特質的新秀，透

過影展平台介紹給觀眾和影視產業。歷屆「學長姐」

包括孫可芳、陳姸霏、曾敬驊、李霈瑜、李沐等人。

今年備受矚目的10位非常新人今（1）日正式曝

光，特邀去年以《怪胎》獲得第23屆台北電影獎最

佳造型設計的董彥秀，為這10人打造專屬造型，展

現台灣新秀的多樣魅力。

今年選出的「2022 非常新人」包括：以影集

《華燈初上》少女版蘇慶儀、電影《我吃了那男孩一

整年的早餐》校花方琦然掀起話題的何思靜；因演出

影集《天橋上的魔術師》暖男哥哥Nori爆紅的初孟軒

；手握2座金穗獎影后，去年以《致親愛的孤獨者_

凱涵》入圍金鐘獎的個性派女星李雪；曾演出女同短

片《雨水直接打進眼睛》的氣質新秀林廷憶；林依晨

同門師弟、演出同志短片《聽不見的距離》人氣飆升

的牧森；過往客串不少影視作品，以影集《茶金》家

僕「阿榮」一角廣為人知的洪毓璟（咚咚）；在短片

《龔囝》表現極具野性爆發力的胡智強；參與多部戲

劇演出的森林系女孩項婕如，她的最新劇集《歡迎光

臨 二代咖啡》也將於台北電影節世界首映；15歲就

被大導易智言相中主演電影《行動代號：孫中山》的

詹懷雲，以及在恐怖片《哭悲》挑樑女主角一鳴驚人

的雷嘉汭。

「非常新人」今年邁入第4屆，自1月開始籌備

，共收到120件報名，本屆評選委員包括製作人柴智

屏、導演葉天倫、導演李芸嬋、監製曾瀚賢、演員黃

健瑋、選角指導許時豪以及藝人經紀黃薏庭7位業界

專業人士，在經歷3小時熱烈討論後，從主演電影劇

情長片未超過3部的演員中，選出10位非常新人。

這些演員們，除了在影展期間擔任電影引言人，

向觀眾介紹電影、訓練台風，亦將出席各式活動，深

入業界爭取曝光。去年台北電影節首度開設「演員工

作坊」培訓課程，優先讓非常新人報名，提供表演、

聲音、動作等基礎訓練。2022年為讓課程完整，將

工作坊擴大成2部分，除了原本「演員工作坊I」基

礎課程，加碼推出「演員工作坊II」進階課程，內容

深化「表演」訓練，包含表演課程、讀本、排練與呈

現，由台北電影節影展主席易智言導演親自授課，以

上過「演員工作坊I」的非常新人，及有相當表演經

驗的演員為主，希望幫助演員們持續精進。2022第

24屆台北電影節6月23日至7月9日舉行。

《華燈》少女版蘇慶儀也入選
北影 「非常新人」 10新星名單曝光

[周刊王CTWANT] 台馬跨國合作劇情電影《富都青年》

由金鐘視帝吳慷仁、影帝歌手陳澤耀以及2017年國際中華小

姐亞軍林宣妤主演，金馬影后李心潔擔任監製。劇組1日在馬

來西亞吉隆坡開鏡，二度到馬來西亞拍戲的吳慷仁，為了角

色瘋狂瘦身和曬黑，減重超過8公斤以上，自虧就像「煮熟的

蝦子」，陳澤耀則幸災樂禍表示：「原本想盡地主之誼，帶

慷仁哥好好品嘗美食，可是他要瘦身就沒辦法啦！」

《富都青年》描述無法拿到身分證的兄弟，在混雜各國

外勞的富都巴剎中苟延殘喘的生存長大。吳慷仁飾演的啞巴

哥哥，甘於接受命運的安排，而陳澤耀則飾演不願向現實低

頭的弟弟，因為一場命案牽連而陷入水深火熱的命運捉弄。

吳慷仁5月初就到馬來西亞Long stay準備，不到半個月就

曬到全身發紅，自嘲自己像蝦子，直呼皮膚好痛，有粉絲打趣

說：「這下慷仁變蝦仁」，也有不少粉絲對吳慷仁每次拍戲都

為角色「虐待自己」，感到十分心疼。吳慷仁表示很喜歡馬來

西亞，只可惜他為了角色瘦身，沒辦法好好品嚐大馬美食，這

次他與陳澤耀演兄弟，兩人靠吃飯、打工來培養感情，吳慷仁

直讚陳澤耀是個善良的大孩子：「陳澤耀在與他同年齡層的藝

人身上，讓我看到很少見的生活感。我覺得這趟來，我是演這

裡（大馬人）的角色，反而像是我在模仿他、跟他學習。」

陳澤耀曾以電影《分貝人生》獲得第20屆上海國際電影

節亞洲新人獎最佳男演員獎，對於能與吳慷仁合作，他直喊

「太爽了！慷仁哥的表演非常自然、很有魅力，連眼神都能

震懾人心，完全融入角色之中，而且在劇本討論和上手語課

時，他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為角色賦予真正的生命，他真

的是一個很值得學習的對象。」在籌備過程當中，陳澤耀與

吳慷仁到巴剎去實地考察，觀察當地居民的生活，陳澤耀說

：「我還兼當慷仁哥的翻譯呢，整個過程很有趣。」然而哥

哥吳慷仁瘦身，飾演弟弟的陳澤耀則被導演指示要他增重7公

斤，讓他放肆狂吃，甜食、澱粉等以前忌口的，現在全部放

開吃，以達到角色要求。

導演王禮霖從監製電影《分貝人生》、《樂園》，及擔任

《迷失安狄》製片人，這次首次擔任《富都青年》電影導演並

撰寫劇本，他表示在2020年金馬創投得獎後，這兩年來不斷調

整、完善劇本，並把不少真實的案例放進電影《富都青年》裡

，他笑說：「當導演真的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氣的事。」

李心潔一直對電影幕後工作深感興趣，這次從演員身份轉

型到當監製，坦言充滿挑戰，「我必須站在比當演員時，更冷

靜、理智去思考的角度，才能做出當下最好的決定，同時也要

應付台前幕後整個團隊的整合和調整，真的很不容易。」她也

特別點名導演老公彭順：「他給我很多鼓勵，以及實際經驗分

享，這些意見真的幫了我不少。」而林宣妤之前曾在《夕霧花

園》中演出李心潔的妹妹，這次獲得首次當監製的李心潔推薦

，演出社工的角色，特地從香港飛回大馬開工。

吳慷仁狂瘦8公斤全身發紅

拍《富都青年》無緣
大馬美食自嘲變蝦仁

蟬聯日本票房雙週冠軍，日本賣座超過26億的《哆啦A

夢》劇場版系列最新作品《電影哆啦A夢：大雄的宇宙小戰

爭2021》將於今年7月15日在台同步上映日語原音版與中文

配音版本，陪大小朋友們一起歡樂過暑假！車庫娛樂也於今

日公布中文海報及電影預告，從預告中可得知《電影哆啦A

夢：大雄的宇宙小戰爭2021》以宇宙為故事舞台，描述大雄

意外認識了來自畢利卡星，體型小巧的外星人巴比，並在哆

啦A夢的幫助下穿越宇宙展開守護畢利卡星的冒險。《電影

哆啦A夢：大雄的宇宙小戰爭2021》找來在《電影哆啦A夢

：大雄的月球探測記》中負責演出一職的山口晉擔任導演，

並與以《交響詩篇艾蕾卡7》聞名的編劇佐藤大聯手打造全新

的故事劇本，並和日本頂尖CG製作公司「白組」合作，利用

現代3DCG技術創造出「超越動畫的演出」的觀影體驗，讓這

部改編自1985年同名劇場版的《電影哆啦A夢：大雄的宇宙

小戰爭2021》更加進化！此外，《電影哆啦A夢：大雄的宇

宙小戰爭2021》更找來近期演唱《SPY×FAMILY 間諜家家酒

》片頭主題曲的日本超人氣樂團「Official髭男dism」獻唱主

題曲「Universe」，對此，《Official髭男dism》主唱藤原聰也

興奮地表示：「哆啦A夢是我從小就很熟悉的動畫，對於這

次能扛下演唱主題曲的責任，我感到非常榮幸。」。

電影哆啦A夢
《大雄的宇宙小戰爭2021》

登台歡樂過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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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风景

- 崇左 德天瀑布 -

一提到广西边境，任何人都会想到这

座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跨国瀑布。

早在2005年第10期《中国国家地理》公布

的排行榜中，德天瀑布就以绝对优势占据

了“中国最美瀑布”第二的位置。这也不

难理解，为何它被摄制团队搬运到了神奇

动物的荧屏之前。

的确，把“大瀑布”和“跨国”这两

个词放在一起，永远都是引人注目的亮点

。每到夏秋水量充沛的季节，当德天瀑布

与旁边的越南板约瀑布连成一片时，千股

激流从山崖上跌宕而下，如万马奔腾，颇

有排山倒海之势。

沿着观光大道往前就是著名的大清国

53号界碑，碑上刻有“中国广西界”几个

字，立于1896年，如今只有标志意义。旁

边的835号界碑才是真正的国界象征，界碑

那边就是越南领土。

寄情于山水之间拉满美景进度条

| 明仕田园

发源于越南的明仕河游弋于一座座俏丽

的山峰间，勾勒出翠竹绕岸、农舍点缀、独

木桥横、稻穗摇曳、农夫荷锄、牧童戏水的

南国田园风光。

这里的氛围类似阳朔遇龙河沿岸，游客

却要少得多。配套的酒店和餐饮服务水平正

在稳步提升，让更多旅行者选择在这诗意栖

居之地短暂停留。

| 黑水河

如果想在德天周边徒步，就去黑水河吧

。精华路段的风景堪比阳朔，春夏季节更是

驴友的热门之选。两岸翠峰夹列、古木参天

，碧绿的河水因山峰倒影，相映成黛，所以

得名“黑水河”。徒步大部分都是沿公路行

进，自由灵活，路上游人罕见。

| 绿岛行云

归春界河上的一处精致小景，河水流经

此地，水势渐缓，形成多个浅滩，滩中有小

岛，夏季绿草如茵，黑褐色的岩石点缀其间

，偶尔有牧童在岛上放牛。景点位于硕龙去

德天瀑布的必经之地，距硕龙4公里、德天

瀑布8公里，有时间不妨沿着风光旖旎的沿

边公路徒步而行。

- 桂林山水甲天下 -

唐宋以来，桂林就是文人、官宦、藩王

、画家、爱国将领们共同写就的咏叹调，这

种超高人气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你是一

位人文旅行爱好者，分散在各大公园里的桂

林石刻，以及郊外尧山脚下的靖江王陵更真

实、更冷僻，也更容易令人感到惊喜。

“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

桂林是中国摩崖石刻最密集的地区，在

市区内的35处名山之上，保留了隋唐以来的

题刻、摩崖、造像共计两千余件，石刻内容

以山水诗、游记为主，是这座旅游城市早早

成名的重要见证。

| 最 古 老

七星公园七星岩洞口的“栖霞洞”题榜

，刻于隋开皇九年（ 590年），今已不存。

藏不住了！这里竟然让神奇动物的魔法

世界黯然失色…

| 最 壮 观

“壁无完石”的龙隐岩是桂林石刻最密

集之处。

| 最 知 名

独秀峰保存着宋人王正功的“桂林山水

甲天下”。

藏不住了！这里竟然让神奇动物的魔法

世界黯然失色…

| 最 神 圣

西山公园内拥有大量的唐代佛教造像。

藏不住了！这里竟然让神奇动物的魔法

世界黯然失色…

| 最 艺 术

伏波山内有传世唯一的米芾自画像，江

水与佛像的组合也孕育出很多摄影大片。

靖江王陵喀斯特山水间的时光穿梭机

尧山脚下的靖江王陵是明代藩王们的专

用陵园。明永乐六年（ 1408年），靖江王

二世朱赞仪首葬于悼僖王陵，开启了这片王

陵区长达两百余年的营建史。明代14位靖江

王中有11位埋葬于此，周边环绕着超过300

座附属墓葬，形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明代藩

王墓群。

庄简王陵是唯一一座正式开放的靖江王

陵，保存有完整的神道、石像生、享殿和圆

丘形的墓冢，是典型的明代藩王墓葬规制。

这片陵区内共保存了334尊神道石刻，其

雕刻年限几乎与明王朝的历史相始终，连缀为

一部完整的明代石刻艺术史。王陵内还出土了

大量的青花梅瓶，如今陈列在桂林博物馆。

- 阳朔山水甲桂林 -

阳朔是一个诗情画意与繁华商业并存的

小城。温柔秀丽的漓江从桂林缓缓而来，抵

达阳朔之后，向东北拐出了一个大弯。在漓

江的西畔，几座山峰点缀出阳朔老城的轮廓

，在老城中心，西街用终年不断的喧嚣宣告

着自己的存在。

如果只是游览小小的阳朔县城，你很容

易对同质化的旅游业感到失望。“阳朔山水

甲桂林”的真正奥义都隐藏在周边的区域中

。这是一片臻于完美的中国式山水，值得你

用徒步、骑行、漂流的各种排列组合反复欣

赏。

十里画廊骑行在中国山水画中

从县城南面的石马圆盘沿抗战路向南约

1.2公里，途经凤鸣游客咨询中心后，即可

见“十里画廊”的门楼。从这里往南直到月

亮山之间有约6公里的宽阔公路，两侧是高

耸的喀斯特山峰，簇拥着优美的田园风光。

骑行+徒步的游览方式非常轻松，半天时间

即可往返。

你关于桂林山水的大多数美好想象，都出

自漓江畔的这个古镇。漓江慷慨地将自己最秀

美的河湾馈赠于此，无数旅行者来到兴坪，都

是为了举着20元人民币拍摄一张实景照片。

旅行者追求的安静美好，则需要通过徒

步或骑行向更深的山水寻觅了。从兴坪逆流

而上前往杨堤的徒步是漓江徒步中最成熟的

线路之一，沿途风景如画，可以欣赏到几处

经典的漓江景观。后半段全家洲—浪石、浪

石—杨堤的两段跨江轮渡被严令禁止，虽然

家家户户都有竹筏，但私自摆渡游客会使村

民面临不菲的罚款。即便如此，这条不完整

版本的徒步线路仍充满了穿山越水的野趣，

在不少路段都可以亲近漓江。

从兴坪古镇的万年戏台出发，在朝板山

码头附近，你会看到至少3处冠以“20元背

景”之名的观景台，对岸即是漓江山水的标

志景观——元宝山。再往前走，可看到对岸

的黄布滩。群峰倒映江中，“黄布倒影”是

漓江的经典景观。

继续向前到达九马画山。要看九马画山

，得从九马画山渡口渡江到对岸冷水村。之

后回到大路，继续向上游走，到达老村头附

近一个不太起眼的岔路口。从这里开始，基

本贴着漓江沿石板路步行，不少路段因为游

人罕至而植被茂盛。穿过接龙桥，途经几乎

荒废的下龙村和大片柚子林，即到达终点全

家洲。

钦州是曾经的“钦廉四属”之首，是千

年以来北部湾地区的中心城市。这是一座中

国传统型的临海城市，临海而不滨海。因此

市区没有海景，也就少了像北海、防城港那

样的林立高楼和外来人口。

广西京岛的万鹤山湿地位于巫头南部的

海边，滩涂上生长了大片的红树林；岸边有

个沙丘，周围树林茂密，是白鹭的栖息地。

如今这里栖息的白鹭已近5万只，每年5月

至10月是观白鹭的最佳时间。它们一般早出

晚归，白天在红树林及滩涂觅食，傍晚纷纷

归巢，站在枝头展示傲人身姿。

无论观剧体验如何，《神奇动物在哪里3：邓布利多之谜》的上映总算是

为粉丝的翘首以盼画上句号。在哈迷的n+1个疑问中，其中一个灵魂之问是：

神奇动物到底在哪里？在美轮美奂的布景下，充气鸟、麒麟等神奇动物似乎

都成了陪衬。

让魔法世界黯然失色的取景地之一，便是广西山水。团队前往德天瀑布、

漓江取景，经后期特效加持后，一幅壮美的阳朔风光画卷在荧屏上铺展开。

“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是孩子们都耳熟能详的事实。今天，我们一同

打卡广西的小众玩法，找寻神奇动物和奇妙风景吧！

这里竟然让神奇动物的魔法世界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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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相信對醫美有
關註的妹子們多少都聽說過童顏針，好
幾年前網絡上就盛傳過王菲花500萬新
臺幣找臺灣醫師前後打了三次童顏針，
讓她年衰瘦削的面龐，重新年輕豐盈起
來。王菲打童顏針的效果自不必我多說
，大家都在電視和網絡上看得到她的逆
齡生長。好吧，這能把青春找回來的童
顏針，到底是什麽？

童顏針的歷史----
首先，童顏針是一種用於面部填充

的物質，跟玻尿酸的作用看似相近但其
實又很不一樣。大家千萬不要覺得童顏
針是啥新科技，其實它幾乎跟玻尿酸同
時問世，到現在也十幾年了。美國的
Sculptra也早在十多年前前就拿到了FDA
的認證，安全性比玻尿酸更高（不需要
任何的過敏測試）。

童顏針的原理-----
童顏針主要成份為聚左乳酸 ，一種

與生物相容(不會引起體內排斥)及能被
100%降解(體內自行分解代謝)的物質，
這個物質已經被醫學界使用超過30年。

聚左乳酸在降解的時候會刺激皮膚本身
產生大量的膠原蛋白和透明酸質（這個
其實跟我們平時鍛煉會產生乳酸然後會
刺激肌肉生產的原理有點相像）當皮膚
有大量的新的膠原和自身玻尿酸產生的
時候，不管是緊致度，飽滿度，光澤度
，細膩度自然就會越來越好，而且這種
的狀態是由內向外的，整個人呈現出童
顏的狀態，所以取名為童顏針。

童顏針的適應癥-----
童顏針適用於全面部的填充，除特

別需要塑形的部位（如鼻子，下巴）不
建議以外，面頰，太陽穴，額頭，蘋果
肌，法令紋等等都是童顏針的強項。而
且這種填充跟玻尿酸和自體脂肪相比後
期平滑度往往更好，更自然。

童顏針的弊端------
很多妹子知道童顏針已經很久很久

了，但卻從來沒有打過，為什麽呢？因
為童顏針這個東西本身雖然非常好，但
是施打起來難度卻格外大！沒經驗的醫
生打出來會出現蘋果肌過度飽滿的情況
，效果不盡人意。這也是很多醫美診所

甚至都不提供童顏針項目，因為怕弄巧
成拙。為什麽童顏針難打呢？原因就在
於它不是單純的物理性填充（填多少是
多少），而是它後期會刺激自身組織生
長（當然不是生長因子那種亂長），而
這個生長的位置和多少，就大大取決於
醫生在施打時候的方法和用量，這個主
要取決於經驗，也就是說打的人越多，
醫生的手法就會越好。市場上擁有童顏
針施打資格的醫生本來就少，真正打得
好的就少之又少。而且童顏針不像玻尿
酸打多了還可以有分解酶融掉，糾錯成
本高，所以在找到可以100%可以信任的
醫生之前，很多妹子都不敢嘗試。奧斯
丁NeoSoma專業醫美是美國政府註冊的
專業醫美，註射師是在美國正規持牌醫
生（M.D.）或正規持牌護士（R.N.），
藥品都是FDA認證安全有效的針劑，安
全和資質有保證。尤其是註射師王老師
從事醫療工作多年，並且積累了豐富的
亞洲客人臨床經驗，熟悉亞洲客人的審
美喜好，對劑量把控嚴格精準。她技術
嫻熟，對於童顏針的施打已達爐火純青
的水平，做過的客人都贊不絕口。
相信看到這裏，很多妹子心裏已經蹭蹭
地種草了。對於童顏針，王老師說很多
人都有共同的疑問。

#1童顏針的價格-------
總體來說單次填充會比玻尿酸貴一

點。但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玻尿酸沒了
就沒了，而童顏針最後會慢慢變成自己
的。所以至於這個性價比還是比較好的
。

#2 目前市面批準有幾種童顏針？
目前美國藥監局批準的童顏針只有

Sculptra一種。原理是通過刺激自身膠
原蛋白增生達到面容年輕化的效果，適
用於因老化造成的細紋及凹陷，從深層
改善皮膚的狀態。

#3童顏針和玻尿酸的區別？
雖然玻尿酸和童顏針在功能上都是

填充，但他們的原理大不相同。玻尿酸
是物理填充物填補凹陷；效果立竿見影
，但維持的時間短，需要9-12個月需補
充註射一次。童顏針是刺激自身皮膚深
層膠原蛋白產生，同時激發細胞活力。
註射後6周膠原開始增加，註射後2個
月左右肉眼效果漸漸體現，皮膚外觀將

在接下來6個月中持續得到改善，並達
到最佳效果。相比物理填充，童顏針外
觀看更真實，效果更持久，可維持2-3
年。同時，童顏針可以從深層改善皮膚
的狀態，實現肌膚飽滿緊實。

#4 童顏針和肉毒素的區別？
兩者都有除皺的療效。從原理上說

，肉毒素則是通過阻斷神經對肌肉的傳
導達到除皺的效果，適用於動態表情紋
，如擡頭紋、魚尾紋、川字紋等。
而童顏針是通過刺激自身膠原蛋白增生
，達到填平褶皺凹陷的功能，適用於光
老化造成的皺紋及凹陷。

#5 童顏針和自體脂肪哪個好？
童顏針可以作為脂肪移植的替代品

，用於改善深度褶皺松弛的皮膚。脂肪
填充需要手術獲取脂肪，術後需要三個
月的穩定恢復期。術後腫脹明顯，且效
果依賴脂肪存活率。註射童顏針後無需
恢復期，效果更自然。因此從求美者的
角度來說，註射童顏針更易接受。不過
大面積的填充，請咨詢自己的專業醫師
。

#6 童顏針一次見效嗎？
要達到最佳的效果，註射需要會分

為2~3次，每次之間相隔4~6星期，給
肌膚充分的時間重新增生膠原蛋白。面
部註射最終效果可維持25個月以上。由
於每個人對童顏針的反應可能會不同，
需要的註射次數也會不同。童顏針是乳
酸的聚合物，很天然，有生物相容性。

我們自身就有乳酸，所以完全適應它的
存在。它的原理是刺激人體自身膠原蛋
白生成，能夠自然地填平褶皺，飽滿肌
膚。同時它具有可降解性，一定時間後
在體內可自行分解代謝為二氧化碳和水
。

#7 童顏針會使我面部僵硬嗎？
不會。童顏針是乳酸的聚合物，很

天然，有生物相容性。我們自身就有乳
酸，所以完全適應它的存在。它的原理
是刺激人體自身膠原蛋白生成，能夠自
然地填平褶皺，飽滿肌膚。同時它具有
可降解性，一定時間後在體內可自行分
解代謝為二氧化碳和水。

#8 童顏針術後註意事項
1、註射後24小時內敷冰袋，減輕

腫脹和淤青，避免冰和水直接接觸皮膚
；2、註射後5天內、每天5次、每次5
分鐘的按摩，能輔助Sculptra均勻分布
，使治療效果更自然理想；3、一周內
避免陽光和紫外線直射治療區域；3、
一周內避免使用刺激性及去角質產品；
4、註射後若針口出現部紅腫現象、瘀
血、輕微腫脹，是正常現象，一周左右
可復原。

奧斯丁NeoSoma專業醫美
地址：13091 Pond Springs Rd, suite 240,
Austin,TX78729
王老師手機：469-210-1113

王菲同款童顏針王菲同款童顏針 把你的青春還給你把你的青春還給你
奧斯丁奧斯丁NeoSomaNeoSoma專業醫美讓你神奇變年輕專業醫美讓你神奇變年輕！！

 
 

 

 

 

 

 

 

 

 

 

 

 

 

 

 

 

 

 

 

 

 

朱琦線上會議朱琦線上會議：：「「關於印度和印度人的五個為什麼關於印度和印度人的五個為什麼」」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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