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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30 (Reuters) - Judges in Florida and Ken-
tucky on Thursday moved to block those states 
from enforcing bans or restrictions on abortion 
after the U.S. Supreme Court last week overturned 
the 1973 Roe v. Wade decision that had estab-
lished a nationwide right to it.

In Tallahassee, Florida, Circuit Court Judge 
John Cooper said he would grant a petition from 
abortion rights groups to temporarily put on hold 
a state law that would bar abortions after the 15th 
week of pregnancy.

In Kentucky, Jefferson County Circuit Judge 
Mitch Perry issued a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preventing the state from enforcing a ban passed 
in 2019 and triggered by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Also on Thursday, the high court threw out lower 
federal court rulings that had invalidated abortion 
limits in Arizona, Arkansas and Indiana based on 
Roe. read more

The Florida and Kentucky decisions came amid a 
flurry of litigation by abortion rights groups seek-
ing to preserve the ability of women to terminate 
pregnancies after Friday’s historic ruling by the 
conservative-majority Supreme Court.

That ruling gave states the authority to deny, limit 
or allow abortions. Bans and restrictions are now 
taking effect or are poised to do so in 22 states, in-
cluding 13 like Kentucky with so-called “trigger” 
laws designed to take effect if Roe v. Wade was 
overturned, according to the Guttmacher Institute, 
an abortion rights advocacy research group. read 
more

State courts in Texas, Louisiana and Utah have 
also temporarily blocked bans in those states since 
last week, and abortion providers are seeking sim-
ilar relief in states including Idaho, Ohio, Missis-
sippi and West Virginia.

The injunctions have bought clinics time to con-
tinue providing services.

“Delay is still saving lives,” said Seema Mohapa-
tra, a professor of health law at Southern Meth-
odist University in Dallas. “The longer safe and 
accessible abortion is available in those states, the 
more pregnant people seeking abortion care will 
be helped.”

In the long term, however, abortion rights support-
ers face tough odds. The highest courts in many 
of those states are dominated by conservative or 
Republican justices who may be more sympathet-

ic to restrictions on abortion access.

FLORIDA’S BAN TO BE PUT ON HOLD

Florida’s 15-week ban, which Republican Governor 
Ron DeSantis signed into law in April, had been set 
to take effect on Friday. The law mirrors the Mis-
sissippi law at the heart of the Supreme Court case 
that reversed Roe.

In siding with Planned Parenthood affiliates and 
other abortion providers in Florida, Cooper con-
cluded the law violates the state constitution’s pri-
vacy rights guarantees, which the state’s high court 
has said covers the right to abortion.

State law had previously restricted abortions after 
24 weeks.

Cooper said his decision would only take effect af-
ter he signs a written order, which is not likely until 
Tuesday or later.

A spokesperson for Florida Attorney General Ash-
ley Moody, a Republican, said the state will appeal. 
The case could eventually reach Florida’s high 
court, whose composition has changed and now 
includes all Republican-appointed justices.

Only about a fifth of state supreme courts have 
recognized a right to abortion independent of Roe 

v. Wade. The Iowa Supreme Court earlier this month re-
versed itself by finding that the state’s constitution does not 
include a “fundamental right” to abortion.

In Kentucky, Perry sided with two abortion clinics, includ-
ing a Planned Parenthood affiliate, which challenged a 
trigger ban as well as another law that bars abortions after 
six weeks of pregnancy, before some women know they 
are pregnant.

Abortion services had halted in the state since Friday, 
when the Supreme Court cleared the way for states to enact 
new bans. Kentucky’s ban permits abortion only to protect 
women from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We’re glad the court recognized the devastation happen-
ing in Kentucky and decided to block the commonwealth’s 
cruel abortion bans,” Planned Parenthood said in a state-
ment.

The decision is temporary, though, and a further hearing 
is scheduled on Wednesday on the clinics’ request for an 
injunction to block enforcement of the laws.

State Attorney General Daniel Cameron, a Republica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Perry had no basis under Ken-
tucky’s constitution to allow the clinics to resume perform-
ing abortions.

“We cannot let the same mistake that happened in Roe v. 
Wade, nearly 50 years ago, to be made again in Kentucky,” 
he said. “We will be seeking relief from this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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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Natalia, the wife of Ukrainian serviceman Volodymyr Kochetov, 46, who was 
killed in a fight during Russia’s invasion, reacts during his funeral in the village 
of Babyntsi, Ukraine. REUTERS/Gleb Garanich

An activist of Bajrang Dal, a Hindu hardline group, reacts after he was detained by police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the killing of a Hindu man in the city of Udaipur, a day after two Muslim men 
posted a video claiming responsibility for slaying him, in New Delhi, India. REUTERS/Amit Dave

An activist of Bajrang Dal, a Hindu hardline group, reacts after he was detained by 
police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the killing of a Hindu man in the city of Udaipur, a day 
after two Muslim men posted a video claiming responsibility for slaying him, in New 
Delhi, India. REUTERS/Amit Dave

A general view of a tattoo on 
the leg of Australia’s Nick 
Kyrgios during his second 
round match against Serbia’s 
Filip Krajinovic at Wimbledon. 
REUTERS/Toby Melville

Abortion rights demonstrators 
fill the courtyard of Denton 
City Hall as Denton’s city 
council meets to vote on a 
resolution seeking to make 
enforcing Texas’ trigger law 
on abortion a low priority for 
its police force, in Denton, 
Texas. REUTERS/Shelby 
Tauber

Police officers inspect journal-

ists’ bags at a media position 

outside the Hong Kong West 

Kowloon railway station, before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r-

mer British colony’s handover 

to Chinese rule, in Hong Kong, 

China. REUTERS/Paul Yeung

Former President
Trump is facing a legal
challenge.

After 10 months 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January 6 insurrection
is about half of the way
done. They are trying
to prove that former
President Trump
violated several federal
laws in the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
insurrection and its
aftermath.

The committee stated
that it has evidence to
show that Trump and
his campaign staff
carried out an illegal
and unconstitutional
attempt to obstruct
Congress’s election
process of certifying
Joe Biden’s victory
and engaged in a
criminal conspiracy to
defrau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mmittee does
not have the authority
to prosecute the former
president, but it can

make criminal
reference to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 build the
case against him. But
some legal specialists
said the former
president may have a
strong legal defense.

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also
indicated that Trump
violated other laws by
allegedly trying to
obstruct and influence
an official procee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Prosecutors could
make a case that he
broke this law by
pressuring his
then-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to stop
Congress’s election
certification process by
telling his followers that
the election was
“criminal” and to
march on the Capitol
where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was about to
start.

Since the January 6
insurrection, the
government has
apprehended more
than 800 individual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ttack on the Capitol.
More than 280 of them
have been charged
with corruptly
obstructing and
influencing an official
proceeding.

Former 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Barr
testified to the
committee that Trump
had become
“detached from reality,
” referring to Trump’

s belief that there was
voter fraud despite his
advisors telling him
there was no fraud.

This political drama
really is telling us how
politics work in
Washington, D.C.

Midterm elections are
coming up. The two
parties will be on the
stage again to fight for
victory. We claim to be
a democratic country
and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We need to
show the world how we
handle our own
elections.

0606//3030//20222022

Trump Might Be InTrump Might Be In
A Legal ChallengeA Legal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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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
cases in what’s become the largest 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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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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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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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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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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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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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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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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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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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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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Monkeypox Outbreak Is  

Primarily Spreading Throug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Director-Gen-
eral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attends a press 
conference organised by the Geneva Association of 
United Nations Correspondents (ACANU) amid the 
COVID-19 outbreak, caused by the novel coronavi-
rus, at the WHO headquarters in Geneva, on July 3, 
2020. (Fabrice Coffrini/AFP via Getty Image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has determined 
that the outbreak of monkeypox across multiple countries 
does not constitute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
tional Concern (PHEIC) “at present,” according to WHO 
Director-General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and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sponse (IHR) Emergency Com-
mittee.
In the meeting statement, released on June 25, the WHO 
determined that monkeypox is currently not at the extent 
that establishes a PHEIC, which is defined as an “extraor-
dinary event” that constitutes public health risks to other 
stat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requires a 
coordinated international response.
Some members of the WHO committee dissented, 
though the majority agreed with this decision.
Monkeypox cases have been decreasing or plateauing in 
countries that first experienced the outbreak. Since May, 
3,040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in 47 countries, with one 
death in an immunocompromised individual, according 
to the WHO’s report.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adquarters In 
Atlanta Georgis
So far, the vast majority of confirmed cases of monkey-
pox are male, and mostly among gay, bisexual, and other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often presenting with le-
sions localized at or around the genitals, as well as rashes 
across the body.
More investigation is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transmis-
sion of the virus, though the WHO suspected that the 
trends in case number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interna-

tional gatherings and LGBTQI+ Pride events that encour-
aged sexual encounters.
WHO Advise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Currently, the outbreak has involved mostly countries that 
had no previous reported history of the virus, with Euro-
pean countries seeming to be the most impacted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cases. Though a global plan is currently 
deemed to be unnecessary, the committee advised cases 
to be closely monitored and reviewed for a few weeks. 
Countries can reevaluate this advice if there are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once more information 
becomes available.
The committee concluded that there may be a reassess-
ment if there is strong evidence of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case numbers in the next 21 days, occurrence of cases in 
sex workers, and significant spread to other countries or 
countries already endemic to the disease.
It also advised checking for infection in vulnerable groups 
such as immunosuppressed people and children, as well 
as similar infections in animals or changes in virulence or 
behavior of the virus, which may all warrant a reassess-
ment of the situation.

This 2003 electron microscope image made avail-
able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shows mature, oval-shaped monkeypox 
virions, left, and spherical immature virions, right, 
obtained from a sample of human skin associated 
with the 2003 prairie dog outbreak. (CDC via AP/
Cynthia S. Goldsmith, Russell Regner)
The committee advised that countries should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WHO and follow the guidance of 
the WHO to assist other countries.
MONKEYPOX GUIDANCE SYMPTOMS
What is Monkeypox? Monkeypox is a zoonotic dis-
ease that can make you sick including a rash, which may 
look like pimples or blisters, often with an earlier flu-like 
illness. Zoonotic diseases are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are 
transmitted between species, from animals to humans (or 
from humans to animals and humans to humans).                                                                                 
Monkeypox can spread to anyone through close, per-
sonal, often skin-to-skin contact including: • Direct and/
or sexual contact with monkeypox rash, sores, or scabs 
from a person with monkeypox. • Contact with objects, 
fabrics (clothing, bedding, or towels), and surfaces that 
have been used by a person with monkeypox. • Contact 
with respiratory secretions, through kissing or prolonged 
face-to-face contact. 
What to do if you’ve been exposed Although the Cen-

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currently 
considers Monkeypox’s risk to the general public as low, 
cases across the world are continuing to rise. If you be-
lieve you have been exposed to someone with monkey-
pox, please take the following precautions: • Notify your 
healthcare provider immediately for consultation. • Avoid 
gatherings, especially if they involve close, personal, skin-
to-skin contact.                                           

• Think about the people you have had close, personal, or 
sexual contact within the last 21 days, including people 
you met through dating apps. You might be asked to share 
this information if you have received a monkeypox diag-
nosis, to help stop the spread. • Fever • Headache • Muscle 
aches and backache • Swollen lymph nodes • Chills or 
exhaustion OCEE 06/16/2022 H C P H T X. OR G For 
additional Monkeypox updates and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CDC’s website. Monkeypox symptoms usually 
start within two weeks of exposure to the virus, and within 
one to three days (sometimes longer)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fever, people will develop rashes or sores.    
Many recent monkeypox patients first developed rashes 
in the mouth or around the genitals or anus, which devi-
ates from past cases.
Related

CDC Issues New Guidance
On Monkeypox Symptoms 

Amid a rising number of reported monkeypox cases in 
the U.S.,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released new guidance Tuesday on how to identify the 
virus based on the symptoms doctors have observed in 
newly confirmed patients.
Some recent infections have presented differently than 
past cases in Africa, where monkeypox is endemic in 11 
countries. Traditionally, people with monkeypox have 
developed a fever, swollen lymph nodes, headaches and 
muscle aches, followed by a rash that starts on their face or 
in their mouth then spreads to other parts of their body — 
particularly the hands and feet.

Now, patients are first experiencing a rash in the mouth 
or around the genitals or anus. And instead of widespread 
rashes, some patients are seeing patches of lesion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ace, hands or feet. What’s more, the lesions 
usually start flat and progress to fluid-blisters. But in recent 
cases, lesions are appearing at different stages within the 
same area of the body.

In some cases, flu-like symptoms developed after the rash, 
but other people didn’t have those symptoms at all. Other 
reported symptoms include pain in or around the anus and 
rectum, rectal bleeding, proctitis (painful inflammation of 
the rectum lining) or the feeling of needing a bowel move-
ment even though the bowels are empty.
As of Thursday, the CDC has confirmed 100 monkey-
pox cases in 20 states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with 
California (21), New York (17) and Illinois(13) see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cases. (Courtesy https://www.nbc-
newyork.com/)

First Cases Of Monkeypox Seen
In Houston, Harris County

HOUSTON – Officials from the Houston Health Depart-
ment confirmed the first case of monkeypox is now in the 
Houston area.
The city’s health department announced the case on Sat-
urday, saying the person who lives in Houston started to 
develop symptoms after traveling internationally.
Health officials say they did not need to be hospitalized 
and are now isolated at home. The Houston Health De-
partment says the threat remains low to those in the area.
Additionally, officials with the 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 later announced that an out-of-state resident was 
also diagnosed with the virus. That person has reportedly 
since left the county and has returned to their home state.  

Epidemiologists will be reaching out to those who had 
close contact with the individuals. 
“Monkeypox is transmitted through close contact with an 
infected person or animal. It can also be transmitt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by inhaling large respiratory droplets or 
through close contact with body fluids and lesions, as well 
as bedding and other contaminated materials,”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
Monkeypox typically begins as a flu-like illness with in-
dividuals having a fever, rash, or swollen lymph nodes.
As of June 18, 2022,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has 
confirmed three cases in Texas and 114 in the nation. 
(Courtesy https://www.click2houston.com/)
Related

Dr. Scott Gottlieb Says
Rising Monkeypox Cases Show

Its Spread Is ‘Pretty Wide’
KEY POINTS

The rising number of monkeypox cases in the U.S. and 
Europe  suggests the virus has already spread widely 
across  communities, Dr. Scott Gottlieb told CNBC on 

Friday.
Gottlieb’s remarks come two days after U.S. health                                                    

officials confirmed a case of the virus in a man from                                                         
Massachusetts who recently traveled to Canada.
The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said 

Thursday  it’s investigating a possible case in a man 
who’s being                                            

treated at NYC Health + Hospitals Bellevue.

The rising number of monkeypox cases in the U.S. and 
Europe suggest the virus has already spread widely across 
communities, but it won’t likely cause a major epidemic 
like Covid, Pfizer board member and former FDA Com-
missioner Dr. Scott Gottlieb told CNBC on Friday. 

Former FDA Commissioner Dr. Scott Gottlieb 
On “Squawk Box.”
“Now that there’s been community spread, it may be hard 
to fully snub this o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become 
a major epidemic because this is a virus that’s difficult to 
spread,” Gottlieb said on “Squawk Box.”
Monkeypox is a rare viral illness that begins with flu-like 
symptoms and the swelling of lymph nodes, eventually 
progressing to a rash on the body and face. Monkeypox 
spreads through open contact with the sores of a person 
infected, and has a long incubation period of 21 days or 
more, according to Gottlieb. He said this means many 
people may be incubating the virus since patients infected 
were likely undiagnosed or misdiagnosed. 
Gottlieb’s remarks come two days after U.S. health offi-
cials confirmed a case of the virus in a man from Massa-
chusetts who recently traveled to Canada. The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said Thursday it’s investigat-
ing a possible case in a man who’s being treated at NYC 
Health + Hospitals/Bellevue. 

Monkeypox, which reemerged in Nigeria in 2017, has 
been spreading in several countries in the last few weeks, 
leaving health officials scrambling to warn clinicians and 
the public about the virus.  Gottlieb added that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disconnected cases, indicating that the 
spread in the community is “pretty wide.” He said there 
might be a lot more infection than what health officials 
have found since it has such a long incubation period and 
doctors don’t know to look for it yet.
But he said the U.S. could just see a low level of spread 
that “just becomes hard to stop” since it may be difficult to 
deploy public health measures, such as mass immuniza-
tion using the Vaccinia virus vaccine.  
He noted that the virus is endemic in some countries, with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reporting any-
where from five to 10,000 cases a year. (Courtesy https://
www.cn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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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Determines Monkeypox          
Is Not An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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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證嚴法師當選
美國國家發明家院士

	 作者／錢美臻

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法師獲選為「美國國家發明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Inventors，簡稱NAI）的發明家院士。該院於6月15日在鳳凰

城，為2021年當選的164位院士舉辦第11屆院士認證典禮，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曾

慈慧代表證嚴法師出席，領取該院頒發的院士認證獎牌。

曾慈慧表示，證嚴法師以「慈濟科技大學」（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領導人身分，因慈濟在引領全球草藥醫學（Herbal	Medicine）

的研究開發，獲「美國國家發明家科學院」以其「醫學和醫藥、科技相關研發領

域的多項成就，產生卓越的貢獻與巨大影響力」而頒發院士認證。

院士認證儀式中對證嚴法師的簡介。攝影／賴濟騰

「美國國家發明家科學院」院士認證狀
與獎牌。攝影／賴濟騰

證嚴法師所代表的慈濟，也是本屆唯一的佛教科研
單位。

「美國國家發明家科學院」的院士認證，為美國授予學

術創新科研專家的最高榮譽之一；每位新認證的院士，至少

需要三名院士推薦，超過20名評估委員會的院士投票通過。

其中有165	 位為大學或研究機構的校長和高層領導；642名

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院和醫學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院士；45名入

選國家發明家名人堂（National	 Inventors	 Hall	 of	 Fame）

；63名美國國家技術與創新獎章和美國國家科學獎章獲獎者

（U.S.	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U.S.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和	45	位諾貝爾獎得主

（Nobel	Laureates），以及其他獎項和榮譽的得獎人。

截至2021年，該院在全球認證1,567名院士，全體院士

共擁有超過53,000項已授權的美國專利，這些專利已發出

13,000多項許可技術，並創建3,200家公司提供超過100萬個

工作機會，其營收超過3兆美元。2021年認證的院士來自全

球116	 所研究單位，共同擁有超過4,800	 項已授		權的美國專

利。其中有33名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院和醫學院院士、三

位諾貝爾獎獲獎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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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在賭城第十三場牙科義診　服務低收社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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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與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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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9日與7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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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岑慧意、黄健良、彼得·西蒙斯（Peter	Simmons）／拉斯維加斯報導；作者／李成林

慈濟美國總會醫療志工團隊（美國慈濟人醫會）於
2022年5月1日，到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市（Las 
Vegas, Nevada）舉辦第十三次牙科義診。儘管有350
人踴躍報名，礙於嚴謹的防疫規範影響和人力影響，當
日由140位志工組成的團隊，共為151位病患完成診療。

◎愛的幫助與關懷

拉斯維加斯是美國著名的「賭城」，北區居民幾乎全都是

低收入，或依靠政府福利過生活的人；很多該區居民都沒有

牙科保險，也沒有錢去牙科看病。慈濟得到市政府的支持，

免費提供「西維卡特許學校」（CIVICA	Nevada	Career	and	

Collegiate	 Academy）作為義診場地，市政府更希望慈濟能

多做一些食物發放和義診，來幫助當地社區的居民。	

慈濟美國總會的義診團隊用來回八個多小時的車程，載著

牙科器材、發電機、壓縮機、電線、電腦等器材，前往拉斯

維加斯加入當地的醫生和志工行列，一同為病患提供服務。

清晨六點，己有居民在門口等待看診，由於志工在前一天

就到現埸做好前置工作，所以核對身分和登記資料的工作進

行得很順利。慈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醫療組長高翠玲表示：

「礙於我們人力有限，這次只能為部分病患服務。希望下一

次義診，會有更多志工參加，服務更多的病人。」

拉斯維加斯慈濟人醫會（Tzu	 Chi	 Inter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TIMA）的牙科醫師阮帆（Phan Nguyen）表

示：「今天的牙科義診活動真的太棒了！我們的志工花了一

個半月籌劃，要給低收病患最專業的服務，包括洗牙、拔

牙、補牙！」

	 慈濟人文學校基於慈濟教育理念「慈悲喜捨、見
苦知福」，融合證嚴法師《靜思語》教學的獨有品格教
育，潛移默化教導學童除了學科知識外，孝順、友愛、
尊師重道、關懷社會與世界的良好品德，培養孩子「感
恩、尊重、愛」的行事準則。
	 慈濟休士頓人文學校的2022-2023學年，即將在8
月21日開學。本校提供注音符號發音系統的中文班，及
漢語拼音發音系統的漢語班，兩種中文學習課程，招收
4歲以上至12年級的學童，並依照其年齡或程度分班。

慈濟休士頓人文學校
實體教學

有意讓孩子學習中文及人文的家庭，歡迎致電慈濟德
州分會：713-270-9988，進一步了解上課時間與報
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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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人醫會醫師阮帆正在看病人的病歷。攝影／彼得·西蒙斯

慈濟休士頓人文學校的學生在結業典禮中表演。攝影／林書賢

招
生
中

疫情還未完全消退，看診的病患除了要量體溫，還要做新

冠病毒檢測，才可以進入場內，醫師們也都穿上防護衣。看

診之前，病患需要做血糖檢驗和量血壓，慈濟義診的防疫措

施雖然繁瑣，但都是必要的嚴格把關動作。

◎感謝你們的幫助

居民喬納森·克魯茲（Jonathan Cruz）和母親安娜·克魯

茲（Ana Cruz）一同前來看診，他說：「我是第一次來參

加，你們幫我洗牙，感覺太好了；我的母親也接受了拔牙，

解除了長時間的牙痛之苦。」喬納森還帶著吉他到現場彈

奏，並和母親一起了解慈濟的竹筒精神。

慈濟的竹筒精神真得很感動人，我也領了一個回家；
我會把錢放到裡面，也會邀請朋友和家人一起捐錢，
幫助有需要的人。

病患　喬納森·克魯茲

病患雅雪莉·馬丁內斯（Ashley	 Martinez）說：「我是來補

牙的，醫生很快就把我的牙齒補好了。感謝你們來這裡幫助我

們，還有醫生很友善，照X光片也非常快就得到結果，一切都

太棒了！」

「這次義診辦得很成功！雖是牙科義診，但我們與當地機

構合作，有西醫在旁邊協助，更有教授帶著學生過來幫忙。」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執行長鄧博仁醫師表示：「我在義診中看

到了志工們與合作夥伴的團隊精神。」結合社區善的能量，慈

濟人將更深更廣的服務有需要的人。

(中文)	tzuchi.us/zh/RememberingHan

(English)	tzuchi.us/RememberingHan

慈濟美國總會副執行長暨前任執行長黃漢魁，
於6月18日驟然離世。

所有與他相識的人，都感到震驚不捨……
我們將舉辦追思會，緬懷漢魁師兄生前的溫暖，

並承接起他笑容中的堅毅和無私，
繼續用行動，實踐大愛。

誠摯邀請所有認識漢魁師兄的朋友們，
一同出席線上直播的追思會，為他獻上遠行的祝福！

美東 8:15pm｜美中 7:15pm｜美西 5:15pm
夏威夷 2:15pm｜台灣7月3日（日）8:15am

2022年7月2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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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期待的韓版《紙鈔屋》終於上

線，由Netflix出品的新作，一下子就放

出了全劇6集。

根據同名西班牙神劇改編，韓版

《紙鈔屋》早就備受期待，演員集結了

劉智泰、金允珍、朴海秀、全鍾瑞、李

元宗、金智勛、張允柱等，陣容強大。

最期待的便是劉智泰和全鍾瑞的表

演，劉智泰是一個實力派演員，他在

《老男孩》中的炸裂演技表演，至今想

來都印象深刻。

而全鍾瑞作為一名新演員，更是令

人期待，她在《燃燒》、《電話》兩部

電影中，都奉上了精彩的表演，是一個

潛力無限的90後女演員。

劉智泰出演教授，而全鍾瑞則出演

東京，這兩個角色就是原版《紙鈔屋》

中最經典的兩個角色。

西班牙版《紙鈔屋》已播完，在豆

瓣平台，《紙鈔屋》第五季的評分高達

9.4分，而在IMDB平台，《紙鈔屋》也

有着出色的口碑，從第一季到第五季，

被45萬人打出了8.2的均分。

但遺憾的是，韓版《紙鈔屋》的口

碑卻崩了，在IMDB平台，最新評分僅為

5.1分，而在豆瓣平台，該劇的評分目前

還未開分。

韓版《紙鈔屋》一上線就爭議聲極

大，評價兩極分化嚴重，罵得最凶的便

是原版《紙鈔屋》的忠實影迷，改編力

度大的韓版《紙鈔屋》和原版的差距較

大。

故事基於朝鮮半島共同經濟區的設

定而展開，題材大膽，形成了韓劇的獨

特政治背景特色，但遺憾的是，故事並

沒有被講好，尤其是在人物形象方面，

趕工導致人物形象不夠飽滿。

這本應成為周星馳的首部好萊塢主演作品。

眾所周知，他是李小龍的鐵杆粉絲，而飾演

一個李小龍的經典角色，他自然是有意願演的。

那時，《功夫》受到了好萊塢的關注，恰好

索尼影業有意拍攝一版全新的《青蜂俠》，為了

延續李小龍的東方形象，星爺也就接受到了邀請

。

本來，星爺是要自導自演的。但是，他去到

好萊塢畢竟還是個新人，全權掌控電影的要求，

註定和以製片人中心制為主的好萊塢過不去。最

終，周杰倫得到了機會，接演了李小龍曾經的加

藤一角。

可惜，2011年上映的新版《青蜂俠》慘敗。

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好萊塢A級製作，成本

高達1.2億美金。也不難怪，周星馳沒辦法得到

完全的自由創作權，最終因為創作分歧而退出。

全球票房只有2.28億，一般需要成本三倍左

右才能回本，去掉零頭至少都得3億才夠。然後

，也就沒有了然後。

整整過了10年。

超級英雄題材已經成為了全球影市的絕對霸

主。

眼看着迪士尼靠着漫威制霸天下，索尼有着

蜘蛛俠一個IP就風生水起，華納的DC再怎麼讓

人揪心也有三根釘，剩下環球和派拉蒙怎麼能坐

得住呢？

派拉蒙還好，作為老牌影業，還是走自己的

路不要落入俗套的好，依靠阿湯哥這位王牌巨星

，暫時是把勢頭扭轉了過來，後面還有兩部《碟

中諜》等着安排；

環球的招牌IP《速度與激情》走到了末路，

《侏羅紀世界3》肯定賺了，但也拍到了系列終

章，重新開發新系列，恐龍宇宙什麼的，又得需

要時間；

沒錯，這家大廠手上一時間是沒什麼牌好打

了。即便他們家的動畫IP還行，也不能只靠動畫

吃飯。

所以環球之前是很努力要開發出全新的IP系列。

然而。

極具潛力的《魔獸》，吃力不討好；

和傳奇合作的《環太平洋：雷霆再起》，直

接毀掉這個IP的希望；

《諜影重重5》之後開發衍生劇《絆腳石》

，首季被砍；

暗黑宇宙《新木乃伊》，慘敗……

接下來，就要輪到《青蜂俠》了。

製片公司Amasia Entertainment在去年年初宣

布拿下了這個IP的版權，那自然就要開發新作。

凱文· 史密斯已經確認要搞一部動畫，故事

聚焦青蜂俠的兒子與加藤的女兒；

真人電影方面，則是開發IP屢戰屢敗的環球

。

環球在大片IP的開發不順心，不過一些小成

本卻反響不錯。

2017年《忌日快樂》成為黑馬，很快開拍續

集；

同年《逃出絕命鎮》大爆，捧出了喬丹· 皮

爾這位黑人導演；

《五十度》系列，口碑再爛都能成三部曲。

2020年《隱形人》，其實就是暗黑宇宙失敗

後，後續作品被改成小成本的項目，誰知這樣居

然成了。成本只有700萬……

導演雷· 沃納爾因此受到環球青睞，新版

《青蜂俠》，目前就正在和他洽談合作。

一般這種洽談消息傳出，很大概率就會成的

了。

雷· 沃納爾對於中國觀眾來說其實不算陌生

，因為他曾是華裔導演溫子仁的搭檔。

兩人合作的《電鋸驚魂》，他就是主演之一

，扮演和醫生一起被困的倒霉蛋。

編劇已經確認由大衛· 凱普執筆，他曾經負

責《碟中諜》，《侏羅紀公園》，《蜘蛛俠》這

些好萊塢經典大片。

似乎，新版《青蜂俠》也將會是一部A級製

作。

不過大衛· 凱普近年是比較少有作品，而雷·

沃納爾擅長小成本致勝，到底是什麼規模的製作

還有待跟蹤觀察。

畢竟前面索尼的慘虧，一定程度上證明這個

IP可能人氣有限，成本太高會過於冒險。

新版電影片名有可能是《青蜂俠與加藤》。

那麼加藤這個角色就更加不可忽略了。

有趣的是，這個角色本來是日本名字，卻因

為李小龍而變成了華人專屬。在周杰倫之後，環

球也應該會找一位華人來演出。

那麼目前來說，誰最有希望呢？

直接說吧。

吳彥祖。

環球的《魔獸》吳彥祖就擔當大反派，然後他

還出演了《全球風暴》、《古墓麗影：源起之戰》

這樣的A級製作，在好萊塢是有點履歷的了。

最新的劇集《西部世界》第四季他確認演出

，證明了他之前在好萊塢不是白混的。

另外，吳彥祖在當演員之前有練武術，是有

功夫底子的。

如果環球確認新任加藤還必須是華人，在好

萊塢處於上升期的吳彥祖，就算不是首選，也必

須進入候選是重要人選之一。

吳彥祖接班李小龍周杰倫？
新《青蜂俠》確認，溫子仁搭檔有望執導

Netflix新劇韓版《紙鈔屋》上線
IMDB評分跌到5.1分

由新人導演帕克· 芬恩自編自導的

恐怖片 《奪命微笑》曝光中字預告，

這部高概念恐怖片講述這樣的故事：女

主角看到病人露出奇怪的笑容後，就有

各種死亡事件發生。影片將於今年9月

30日北美上映。

目睹一名病人詭異的創傷經驗之

後，蘿絲· 卡特醫師（索茜· 貝肯 飾

）開始經歷一些她無法解釋的恐怖

事件。當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可怕

力量開始占據她的生活，蘿絲就必

須面對她令人不安的陰暗過去，才

能夠存活並逃離她充滿恐懼的全新

現實。

笑出驚叫！恐怖片
《奪命微笑》曝中字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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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6月18日（星期六）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李鴻培

此役中國隊排出和上仗完全一樣的正選陣容：主攻
李盈瑩、金燁，副攻袁心玥、王媛媛，接應龔翔

宇，二傳手丁霞，自由人王唯漪。本場比賽擔任場外指
導的依然是球隊助理教練袁志。主帥蔡斌因病連續兩場
比賽缺席。

首局開局加拿大發球連續得分領先4：1，接下來
李盈瑩在自己的發球輪次直接得分，助中國隊以8：6
反超。中局階段雙方分差被進一步拉大，最終袁心玥
快攻得手，中國隊25：16先拔頭籌。

第二局比賽雙方戰至7平，此後加拿大連續得
分，中國隊用王雲蕗換下金燁。在王雲蕗發球出界
後，加拿大12：9領先進入技術暫停。暫停回來中國
隊一度逼近比分，但很快又被對手將優勢奪回。最終
馬里奧重扣得手，加拿大25：18將局分扳平。

第三局比賽中國隊開局迅速打開局面，王雲蕗攔網
得手後姑娘們9：4領先對手，接下來袁心玥的攔網直
接打停對手。暫停後雙方互有攻守，中國隊12：6領先
來到技術暫停。中局階段姑娘們再接再厲，雙方分差被
擴大到10分以上。最終王媛媛快球得手，中國隊25：
12贏下關鍵一局。

第四局中國隊開局即6：0大幅領先，在王雲蕗攻
球得手後，中國隊以12：7的領先優勢進入技術暫停，
暫停後中國隊再度將分差擴大到10分以上。尾局時中
國隊換上楊涵玉，最終李盈瑩後排一擊命中，姑娘們
25：18鎖定勝局。本場比賽李盈瑩拿下20分，其中扣
球17分、發球3分，冠絕全場；龔翔宇拿到15分、王
媛媛12分、袁心玥8分、王雲蕗7分。

在結束17日的比賽後，中國女排在世聯賽中6戰
5勝，暫居日本之後名列次席。稍後時間，中國女排將
迎戰本站第三個對手美國隊。

李盈瑩獨攬20分榮膺得分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國女
排17日以3：1力挫加拿大，在世界聯賽菲
律賓站贏下兩連捷。接下來兩日，姑娘們將
面對強敵美國隊和日本隊，前者貴為東京奧
運會冠軍，後者則到目前為止保持全勝戰
績。該兩場比賽，無疑是對中國女排此前備
戰成果的最好檢驗。
今年5月底，結束了在漳州的集訓後，

中國女排時隔10個月，再次登上奔赴國際賽
場的航班，正式開啟巴黎奧運周期的征程。
這支全新的中國女排，有不少陌生的面孔。
朱婷、張常寧因傷無緣集訓名單，老將顏妮
和劉曉彤在東京奧運會後相繼退役，在此次
中國女排隊伍中，年輕隊員佔比並不算少。

而令球迷們欣慰的是，截至目前，新人
們的表現可圈可點。主攻線上，金燁和王雲
蕗先後登場與李盈瑩搭檔，在兩大主攻缺陣
的情況下，她們多次臨危受命，在場上展現
出強烈的求勝慾。自由人王唯漪和倪非凡也
很快適應了各自的角色，正在歷練中不斷成
長。
此外，隊內的中堅力量依舊是球隊的定

海神針。袁心玥接過隊長重擔，龔翔宇成為
穩定的得分點，李盈瑩更是火力全開。巴黎
奧運周期，她們依舊是中國女排不可或缺的
存在。新秀正在崛起，老將未曾遠離。接下
來的兩場比賽，中國女排或將迎來2022年
的第一個嚴峻考驗。 ◆中新網

◆◆中國隊選手林超攀中國隊選手林超攀、、侍聰侍聰、、楊家興楊家興、、尹德行和蘭星宇尹德行和蘭星宇（（從左至右從左至右））
在頒獎儀式上展示金牌在頒獎儀式上展示金牌。。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隊選手唐茜靖中國女隊選手唐茜靖（（左起左起））、、韋筱圓韋筱圓、、吳然吳然、、孫欣怡和章瑾展示金孫欣怡和章瑾展示金
牌牌。。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體操隊當地時間16日在卡塔爾多哈舉
行的體操亞錦賽橫掃4金，順利取得今年世錦
賽男子團體和女子團體參賽資格。
中國體操隊在亞錦賽第二個比賽日裏，一

舉奪得男子團體、女子團體、男子全能和女子
全能當日所有4項冠軍。本次亞錦賽也是今年
世界體操錦標賽資格賽，根據規則，男子團體
前五名、女子團體前四名將獲得世錦賽團體參
賽資格，由此中國隊也成功鎖定世錦賽團體滿
額參賽門票。

憑藉單雙槓的出色發揮，侍聰和楊家興在
男子全能項目上收穫一金一銅。雖然經歷自由
體操項目比賽期間音樂突然中斷的意外，但章
瑾仍然與隊友唐茜靖攜手奪得女子全能項目冠
亞軍。
“練體操出去比賽，教練就一直告訴我

們，音樂停了也要繼續做下去。當時音樂突然
停的時候也有點影響，但我也沒有想過停下，
不管音樂有沒有，就算‘空’着也要做下
去。”章瑾說。

本次亞錦賽是進入巴黎奧運會周期後中國
體操隊參加的第一場國際賽事。據中國體操協
會此前消息，中國隊此次參賽目標是要通過參
賽檢驗對新規則的理解和應用，鍛煉和提升運
動員的比賽掌控能力，力爭取得優異成績，為
巴黎周期開個好頭。
第九屆亞洲體操錦標賽暨2022年（亞洲

區）世界體操錦標賽資格賽於6月15日至18日
舉行，在兩天的男女團體決賽、全能決賽和單
項預賽後將繼續舉辦單項決賽。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黎永
淦）繼日本、韓
國、澳洲及卡塔
爾後，近日又傳
出印度也有意競
逐明年亞洲盃決

賽周主辦權，若消息屬實，對香港球
員來說肯定是一場惡夢。
在中國足協放棄主辦權之後，明

年亞洲盃決賽周主辦國仍懸而未決。
“ASEAN FOOTBALL” Fb 專 頁
指，卡塔爾、日本、韓國及澳洲都有
興趣主辦。其中若卡塔爾中選的話，
明年賽期便會改到2024年1月舉行。
但印度國家隊隊長齊達利近日對印度
媒體表示，希望2023亞洲盃可以在自
己地方舉辦。在對香港之戰射入一
球，成為印度足球史上入球王的齊達
利說：“我們十分渴望能在家門口比
賽，這是印度首次連續兩屆打入亞洲
盃，想像一下有大量球迷入場支持我
們比賽，感覺肯定十分完美。”
印度今年年初已承辦了女足亞洲

盃，10月還會主辦U17女足世界盃，
今次亞洲盃外圍賽D組也是該國自疫情
爆發以來首次在主場作戰。不過由於防
疫工作馬虎，港足抵印後共有17名職
球員確診染疫，多位港將返港後表示，
除了比賽以外，再也不想到當地。如果
今次印度成功中選主辦決賽周，對一眾
港腳肯定不是好消息。

印
度
或
競
逐
亞
洲
盃
主
辦
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

中國女排在2022年世界女排聯賽

菲律賓站的第2場比賽，以3：1

力克加拿大隊取得該站的二連

勝，4局比分為25：16、18 ： 25、25： 12和

25：18。此役中國隊在主動得分和自身控制上都

優於對手，主攻李盈瑩更獨攬 20分榮膺得分

王，稍後會乘勇大戰美國隊。

中國女排老將新兵將迎大考驗

中國體操隊中國體操隊攬亞錦賽團體全能攬亞錦賽團體全能44金金

◆◆中國女排挫加拿大中國女排挫加拿大，，贏得世聯賽菲律賓站二連勝贏得世聯賽菲律賓站二連勝。。 FIVBFIVB圖片圖片

◆◆中國隊主中國隊主
攻李盈瑩攻李盈瑩（（上上））
獨攬獨攬2020分分。。

FIVBFIVB圖片圖片

◆龔翔宇（6號）已成為中國女排的得分保障。
FIVB圖片

◆◆中國女排新秀正中國女排新秀正
在崛起在崛起。。FIVBFIVB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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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獅子山下的故事》：從市井煙火感受港人的家國深情
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紀念日前夕，由黃

覺、胡杏兒、李治廷等主演的《獅子山下的

故事》在央視綜合頻道播出。茶餐廳、叉燒

飯、粵語歌……仿佛是壹個久別重逢的老友

，壹開播就把許多觀眾拉回到了那個熟悉的

年代氛圍。而隨著劇情向前推進，觀眾更驚

喜地發現，這不只是港味的回味，更見證的

是人心的回歸。通過這部劇，觀眾看到的是

吃苦耐勞、守望相助的香港普通勞動者的奮

鬥人生，並透過香港普通市民的命運看到了

香港社會的底色和本色。

電視劇《獅子山下的故事》寫壹個茶餐廳

裏裏外外的故事，以兩代人的人生境遇為脈

絡，折射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回

歸祖國、亞洲金融風暴、北京成功申奧、萬

眾壹心抗擊非典疫情等重大歷史事件對香港的

影響，書寫了時代變遷下香港普通民眾的命運浮

沈，詮釋了小家與國家風雨同舟、香港與內地命

運與共的家國情懷。

《獅子山下的故事》從1984年簽署《中英聯

合聲明》寫起，以粵港澳大灣區的蓬勃發展收尾

，在這近40年裏，香港社會發生了巨大轉變。茶

餐廳作為香港飲食文化的獨特標識，早已深深嵌

入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參與著他們的喜怒哀樂

，見證著他們的奮鬥歷程。《獅子山下的故事》

以茶餐廳作為主體場景，很接地氣，無論對於香

港觀眾還是內地觀眾來說，都貼切而自然。

經典場景離不開典型人物形象。在“喜歡

妳”茶餐廳這方寸之間，濃縮了不同背景、不同

個性的香港市民群像。土生土長的香港市民李高

山心地純良、待人寬厚；來自廣東佛山的梁歡，

逆境自強、堅韌執著；“老叉燒”勞金雖早年好

賭成性，但為人仗義、胸懷坦蕩，最終洗心革面

，步入正途；西餐廚師羅壹同為人風趣、

樂天知命，與外剛內柔的“港式靚太”甄

茜美是壹對歡喜冤家；還有外表囂張，實

則重情重義的“大富貴”……每個角色都

個性鮮明，他們各自性格特點顯而易見、

追求各有不同，但又相容共存、彼此扶持。

這部劇的可貴之處在於，不回避人性

的弱點。從個別香港人對新移居者的偏見

到面對利益時的種種猜忌；從炒房投機成

風到貧富差距帶來的階層分化——《獅子

山下的故事》傳遞的是通過壹種包容的、

溫情的、積極的力量來直面困難、樹立希

望、消弭隔閡、攜手前行——這正是香港

活力的源泉。正如劇中背景音樂所唱的，

“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壹起去追，同

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

壹個城市的精神，不是擺設的裝飾品

，它總是體現在生活的細節當中，體現在

社會的底色中。《獅子山下的故事》通過

呈現普通香港市民親身經歷的真實生活，

不僅生動刻畫出刻苦耐勞、勤奮拼搏、開

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息的精神，更

以壹個“情”字道破了中國人的親情、愛

情、友情、家國情。充溢在整部電視劇中濃濃的

人情味，讓觀眾們看到了香港的人生百態，也領

會到了香港與內地的人心相通。

隨著茶餐廳新壹代年輕人步入成年，故事情

節的走向開始變得更加開闊。從小形影不離的

“Give Me Six”走出西營盤，成長為優秀的教師

、記者、警察、工程師、投資顧問、白衣天使。

他們延續著上壹代人拼搏進取的優秀品質，同時

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具備了更廣的視野，代表了

推動香港繁榮發展的中堅力量。通過李友好、羅

梓康等年輕人的“第壹視角”，觀眾們再次回顧

了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不平凡的發展歷程。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非典肆虐、2008年國際

金融危機……每壹次面對困難和挑戰，祖國內地

總是在關鍵時刻義不容辭地出手相助，幫助香港

轉危為機、渡過難關，有力保障了香港的長期繁

榮穩定。

正是在香港和內地關系愈加緊密、交流不斷

深化的過程中，新壹代年輕人逐步建立起國家觀

念、身份認同，開始認識到祖國內地的快速發展

給香港帶來的重要機遇，並主動融入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和國家發展大局。劇中羅梓康、羅梓良、

勞永安等幾個年輕人先後北上創業追夢，“喜

歡妳”茶餐廳也在佛山、珠海、中山等地開了

分店。正如梁歡在故事的最後所說：“回歸祖

國，令香港更強大。”背靠祖國這個堅強後盾，

香港民眾擁有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更堅實的幸

福生活。

《獅子山下的故事》讓觀眾們再次看到，香

港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緊密相連，任何風雨都會

過去，人間煙火才是最恒久、最有味道的生活。

這部劇為平凡人物立傳，讓觀眾從市井煙火中感

受到港人的家國深情，這就是香港社會的底色和

本色。

《外太空的莫紮特》發布
“霸道老爸”黃渤特輯
由陳思誠導演、編居的奇幻合

家歡電影《外太空的莫紮特》發布

“霸道老爸”黃渤特輯，領銜主演

黃渤、榮梓杉在片中搭檔父子，望

子成龍的老爸任大望（黃渤 飾）壹

心想讓喜歡天文的兒子任小天（榮

梓杉 飾）成為鋼琴家，為了逼兒子

練琴他無所不用其極，父子兩“壹

追壹躲”的練琴日常真實又歡樂，黃

渤對這位霸道父親的傳神演繹也令諸

多網友表示有“同款老爸”。據悉，

影片將於7月15日全國上映。

黃渤演“霸道老爸”讓人又愛又恨
“望子成龍”將音樂夢轉嫁給

榮梓杉
黃渤飾演的任大望曾是位意氣風

發的搖滾歌手，年少輝煌的他中年被

現實打敗，手中的吉他變為掃把，戰

場也從舞臺轉移到櫥房。他將戛然而

止的音樂夢想寄托在兒子身上，壹心

想培養出第二個“郎朗”。為了逼兒

子練琴，任大望各種稀奇的“招數”

都用上了，無孔不入的監視，開窗破

門的突擊檢查，甚至還拿出“棍棒底

下出孝子”信條專治各種“不服”。

特輯中這對父子冤家的“練琴混戰”真

實得讓網友打趣“仿佛在我家安了攝像

頭”，黃渤自帶的喜居色彩更讓人對這

位霸道老爸“又愛又恨”。

年輕時，熱愛搖滾的任大望被範

偉飾演的父親逼著學習正規民族唱法

，人到中年，任大望轉而要求熱愛天

文的兒子任小天練琴……片中兩代父

親都幹預了下壹代的夢想和人生，如

黃渤所說現實生活中也有很多“任大望

式”的家長，他們往往以“為妳好”之

名控制孩子。

對此，陳思誠導演表示：“電影

中的父子關系具有壹定的代表性，但

每壹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都有屬於

自己的人生軌跡、成長軌跡。”外星

夥伴“莫紮特”的出現讓任小天更堅

定地做自己，電影也告訴所有心懷熱

愛的人，沒有人可以定義妳的人生，

除了妳自己。

黃渤稱“夢想沒有標準答案”
看到黃渤飾演的任大望，很多網友

表示“我也有壹個這洋的爸爸”。這份

認同不僅因為黃渤的演技精湛，更來源

於他對生活的觀察與沈澱。有壹場戲任

大望督促兒子練琴說“我希望聽到悅耳

的琴聲”，但黃渤演繹時反復琢磨，認

為監督孩子練琴的家長應該很清楚孩子

的進度，於是他現場打電話給音樂指導

胡小鷗求證，最後將臺詞調整成“我希

望聽到《土耳其進行曲》響起”。這個

細節也引起很多網友共鳴，“好演員都

是細節取勝，我就剛跟兒子說過這句話

”。除了打磨臺詞，黃渤對每壹個表演

細節都精益求精。有壹場戲開拍前黃渤

向工作人員要了壹張紙巾，開始大家都

不理解，開拍後當黃渤從口袋中掏出錢

時，帶出了壹張皺巴巴的餐巾紙，小小

壹個細節便將落魄中年人的生活窘態展

露無疑。

黃渤本人的經歷與年輕時的任大望

也有相似之處。從小就立誌成為歌手的

他也曾遭到家人的反對，但他沒有接受

父母安排的人生，為了夢想他走南闖北

，駐唱、組樂隊，成名前足足漂泊打拼

了二十多年。如今黃渤依然懷揣追夢初

心，在各種場合不放過開嗓的機會。特

輯中，黃渤也有感而發：“夢想沒有標

準答案，喜歡它，就有無限可能。”影

片希望帶給觀眾壹點勇敢追夢的力量，

永遠心懷熱愛，奔赴屬於自己的星辰大

海。

為了更好地呈現出夢幻的設定和充

滿想象力的視效，《外太空的莫紮特》

全片由IMAX特制拍攝，將登六全國超

750家IMAX影院。IMAX版本將全程呈

現多26%的專屬畫面內容，助力觀眾走

進奇幻綺麗的世界。另外，本片還擁有

杜比視界和杜比全景聲版本，將在全國

杜比影院與大家見面。通過獨特的杜比

視界畫面和杜比全景聲系統，在視聽層

面實現驚人的豐富度和層次感，帶觀眾

深深沈浸到電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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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幸李幸倪倪教教《《聲夢聲夢22》》學員學員
教 到 飆 汗

半夜拍片錄製語音作教材

粵劇名伶任冰兒設靈
阮兆輝難忘獲對方支持提攜

◆李幸倪示
範 唱 《 玉 蝴
蝶》時極度用
心。

除了兩位總監郭偉亮（Eric Kwok）及陳奐仁進行點
評外，現場還有25名來自樂壇不同界別的代表擔

任專業評審，包括有陳潔靈、舒文、張佳添、伍仲衡、
伍樂城、瑪姬及MR.結他手Ronny等，六位學員之中獲
得最少綠燈者將會被淘汰。

姚焯菲欣賞13歲師妹唱功
Jasmine外貌被指是游嘉欣和姚焯菲(Chantel)混合

體，今集穿黑色長裙上陣大展長腿，3歲開始學唱歌劇
的她被看高一線，但Gin Lee卻不認同，直指對方擺脫
不掉古典唱法，更稱對方忙於應付考試，沒時間與她分
享唱《玉蝴蝶》的心得。擔心學員表現的Gin Lee只好
在半夜自拍短片及錄製語音作教材，讓Jasmine有空時
跟着練習。從短片所見滿頭大汗的Gin Lee示範唱《玉
蝴蝶》時極度用心、七情上面兼聲線有感染力，令人期
待Jasmine的表現。

年僅13歲的Sabrina唱功驚人，導師Phil和師姐Ch-
antel都聽得極之陶醉，Chantel更稱聽到起雞皮，想不
到13歲能唱到這種成績，並鼓勵對方指知道Sabrina本
人是很害羞的，但站在台上卻能煥然一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聲夢傳奇2》六位導師Gin Lee（李幸倪）、JW

（王灝兒）、泳兒（Vincy）、布志綸（Alan）、林二汶（Eman）及林奕匡

（Phil）在第三集中分別派出一名學員獻唱，包括由Jasmine演繹的《玉蝴蝶》、

Pamela的《愛的根源》、Crystal的《I Wish》、Angel的《發熱發亮》、金仔的

《早班火車》和Sabrina的《說散就散》。Gin Lee為了學員着想，更半夜拍片分

享唱歌心得，出心出力弄到滿頭大汗也在所不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郭富城、張曼玉（Maggie）、謝霆鋒
與林嘉欣日前出席品牌活動，Maggie驚喜現身，更化身DJ於晚會上負
責打碟，她手舞足蹈表現興奮。而城城、嘉欣及霆鋒出席完晚會後，
不約而同齊齊於社交平台分享了多張4人合照，嘉欣和Maggie坐於前
排展露燦爛笑容，城城跟霆鋒兩大星爸型男於後排各自各鬥Cho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粵劇
名伶任冰兒（細女姐）上月於家中安
詳離世，享年91歲。任冰兒為已故粵劇
名伶任劍輝的堂妹，一生於粵劇藝壇超過
半世紀，更參與過197部電影的演出。任
冰兒喪禮25日舉行，於世界殯儀館設
靈，以佛教儀式及粵劇界最高榮譽進行，
25日前來致祭的粵劇伶人包括阮兆輝、
龍貫天、謝雪心、尹飛燕與兒子阮德鏘一
家三口、羅家英、汪明荃、蓋鳴暉及陳鴻
進。今早公祭後靈柩運往歌連臣角火葬場
火化。

細女姐喪禮由家人及粵劇界一同籌辦，靈堂內以
金黃色調布置，細女姐滿臉笑容的遺照由黃色白合花
環繞着，靈堂中央有兒子及兩孫仔一孫女的心形花圈
供奉，另外梨園界致送的花圈包括有白雪仙、陳寶
珠、羅艷卿、羅家英、汪明荃、梅雪詩、文千歲、李
龍、龍劍笙及謝雪心等，前來弔唁的親友獲派寫上
“永遠懷念任冰兒女士”的紀念冊，內裏有細女姐從
1931年出生，到最後於2017年參演任白慈善基金的
《蝶影紅梨記》等生平大事回顧，以作向細女姐緬懷
和致敬。
據照顧細女姐至離開的契女李小姐透露，細女姐

是上月21日於家中安詳離世，而其晚年精神狀態仍很
好，思路清晰，只是早前曾經跌倒，之後行動不太方
便，不過間中仍然有出街四處去。

細女姐做到安分守己
任冰兒治喪委員會主任阮兆輝大讚細女姐值得大

家敬重，她一生支持過不少後輩，包括比他還早一輩
的已經在支持：“就算我做到正印，她是二幫花旦，
好多人也看不到她的功勞非常之大，細女姐人又好，
所以喪禮也以行中最高級別來送別她！”談到與細女
姐最難忘的事情，輝哥表示過去合作太多了，她不單
支持着他的成長，也是支持了很多人的成長：“我做
戲的方式，也是學她的，而細女姐永遠不會搶戲，會
做你的基石令你一步步的上，她的功勞是沒有其他人
可以做到，因為演員好難安分守己，她就一生都做得
到！”

分享跟張曼玉的分享跟張曼玉的44人合照人合照
城城與霆鋒鬥城城與霆鋒鬥ChokChok

◆◆阮兆輝表示他做戲的方式是學習阮兆輝表示他做戲的方式是學習
細女姐細女姐。。

◆◆郭富城郭富城、、謝霆鋒謝霆鋒、、張曼玉與張曼玉與
林嘉欣合照留念林嘉欣合照留念。。

◆◆任冰兒的遺照由黃色白合花環繞任冰兒的遺照由黃色白合花環繞。。

◆◆尹飛燕與兒子阮德鏘一家三口前來致祭尹飛燕與兒子阮德鏘一家三口前來致祭。。

◆◆羅家英和汪明荃一起致哀羅家英和汪明荃一起致哀。。

◆◆ ChantelChantel稱聽稱聽SabrinaSabrina唱歌聽到起雞皮唱歌聽到起雞皮。。

◆◆學員學員JasmineJasmine的演繹為她帶來的演繹為她帶來1919盞綠燈盞綠燈，，成成
功過關功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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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我们提供移民法、家庭法、房地产法、税法

、商法、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等主要法律领域的

法律服务。

移民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移民项目有很

多种。有些人直接获得绿卡，根本不需要居住。

有些人每年需要生活一段时间才能获得绿卡，有

些人则直接获得身份。每个项目对应不同的移民

需求。在选择移民项目时，大多数申请人会咨询

绿卡、永久居留权和护照之间的区别。区分这些

之后，我们再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移民项目将会是

事半功倍。

01“绿卡”的定义是享有永久居留权

绿卡是外国公民的永久居留许可。持有绿卡

意味着持卡人拥有在签发国的永久居留权。同时

，持有绿卡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免除入境签证。

“绿卡”一词起源于美国，因为美国最早

的永久居留许可证是绿卡。我们还习惯性地将

所有国家的永久居留权称为“绿卡”。在获得

“绿卡”之前的移民过程中，许多国家通常先

颁发“居留卡”或“临时绿卡”。在满足某些

条件后，居住卡持有人可以升级为绿卡国籍的

“永久居住卡”。

永久居留权（绿卡）不同于公民。他们只能

享受该国的部分福利待遇，并且只有在符合该国

居住要求的情况下才能续签永久居留签证。

02“永居”和绿卡很相似，但不是入籍

申请人仍然可以保持原籍国的国籍，但申请

人可以在永久居留卡的签发国永久居住。然而，

与绿卡不同的是，永久居留卡不需要再次续签，

也没有期限。在欧洲，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

国都开设了购房移民项目。最初的移民获得长期

签证，然后改为永久居留。他们可以在符合某些

入籍条件的情况下申请公民身份。

03“护照”对应的身份是“国籍”

护照是一国签发的法律文件，用以证明其公

民在入境或出境以及在国外旅行或停留时的国籍

和身份。

护照实际上代表一个人的国籍和身份。

例如，中国人有中国护照，美国人有美国护

照。护照可用于证明自然人的国籍和身份，以进

行出入境活动。拥有护照意味着拥有护照所在国

的国籍，并享受该国的公民身份和公民福利。

04“入籍”代表的是国籍和身份

外国人或无国籍人经一国申请和批准获得该

国国籍；或因婚姻、收养等原因取得某一国家的

国籍。

入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拿护照。一个国家

的护照是该国的人。一些国家允许多国籍，但在

中国是不允许的。

05移民监

“移民监狱”是一个比喻。例如，如果你

想移民，你就不能长时间离开你想移民的国家

（你可以短时间离开），因为如果你离开很长

时间，你就不能申请入籍，否则你将失去你的

移民身份。

如果美国想要保持绿卡的有效性，单次出发

的时间不能超过183天。根据这一点，事实上，

一年两次入境是可以的。

如果你不能两次进入美国，你也可以申请

“返美卡”，两年进入美国一次就可以。

06临居

临居的意思就是临时居留签证。一般持有

临时居留签证的居民不能享受这个国家的任何

福利。

只要临时居民签证持有人符合政府规定的要

求，如创业、居住、工作年限、投资等，他们一

般都有机会成为永久居民。

一般临时居留签证有效期为2-6年。在此期

间，如果您符合要求，就可以改为永久居留。如

果你不符合要求，就会被收回签证。

07移民的利弊都有什么？

☆ 利 ☆

1、子女教育以及医疗

许多中国人移民的原因是他们的孩子可以获

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以及个人和家庭可以享受

高质量的医疗资源。

2、差旅更便捷

随着国内业务的扩大，许多中国商人将业务

拓展到海外，因此他们需要经常出国出差。移民

海外并获得海外身份后，出国出行将更加方便，

无需办理冗长繁琐的手续，也更有利于海外业务

的发展。退休后，还可以享受移民国家的退休和

养老金福利。

3、海外房产投资

中国人对于房产的投资热情多年来只增不减

，所以很多有经济条件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海外

房地产投资市场。他们可能为子女出国留学做好

准备，也可能为家庭移民或资产配置等做好准备

。

☆ 弊 ☆

1、如果加入外国国籍，改回中国籍不便。

成功移民海外并成为移民国公民后，您将成

为移民国公民。在享受公民待遇的同时，你还必

须履行你的公民义务。因此，您的中国国籍将丢

失。如果您想返回中国，此时，由于您的国籍已

被取消，移民需要以外国公民身份重新申请中国

国籍，并且还必须符合中国移民的条件。

2、文化、语言、宗教信仰、风俗民情的不

同。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信仰

、习俗和人民的感情。如果你不学习，就很难融

入其中，并且会被孤立，造成心理阴影。

3、环境的不适应。

不管你的移民计划有多好，你仍然会面临许

多问题。此外，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学习新的语

言、找到新的工作、结交新朋友并不容易。

移民项目多种多样，

绿卡、永居、护照、怎么选？

我们提供移民法、家庭法、房地产法、税法

、商法、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等主要法律领域的

法律服务。

目前，在美国学习并获得H-1B工作签证后

，进一步申请美国专业移民绿卡已成为许多小伙

伴们习以为常的计划安排。

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为大家普及了EB3的

申请要求及要点，和 EB-1A

及NIW不同的是，EB2/EB3申

请中，离不开雇主的支持。

雇主支持申请的EB2/EB3分为

三 个 阶 段 ： 劳 工 证 申 请

（PERM）、I-140申请、I-485

申请。第一步先由雇主向劳

工部递交劳工证（PERM）申

请，准备时间一般在6个月左

右，审理时间6-12个月，总

共耗时一年到一年半。劳工

证批准后，雇主可以向移民

局递交I-140申请，审理时间

是4-6个月。I-140批准后，一

般EB2/EB3都会需要等排期。

排期排到后，雇员可以向移

民局递交I-485申请。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越

早执行申请过程并锁定优先

权日期，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今天，小编要和大家谈谈

申请劳工证PERM的问题，这

在专业移民的绿卡申请中非

常重要，也是整个申请过程

的初始阶段。

什么是PERM？

劳工证，全名LaborCertification，是由美国劳

工部审批的一份保障国内劳动力不会受到外国劳

工证书（全称：laborcertificate）是美国劳工部批

准的证书，以确保国内劳动力不会受到外国劳动

力的影响。目的是证明这份工作给了这位外国人

，但不会影响美国当地雇员的利益。

该过程类似于H-1B申请的第一步，即向劳

工部申请LCA。第一步是获得劳工部的证实，确

认外国雇员获得的工作不会损害美国公民和绿卡

持有人的工作利益，移民局将在获得该证明后才

会进行后续审理。

如果雇主想为外籍工人申请劳工证，就需要

经过投放广告、招聘流程检测工作市场，只有在

这个环节确认招聘岗位无法找到合格的美国工人

，才能雇佣外籍工人，当然，外籍工人也不能损

害其他美国工人的工资和办公环境。

在职业移民EB-1/2/3三种类别中，只有EB-2

和EB-3需要PERM，EB-2中的国家利益豁免NIW

也不用申请办理PERM。

PERM申请重要步骤

整个PERM申请办理又可分为以下重要步骤

，主要包括：

· 首先，结合外籍员工和雇主的实际情况，

确定这张绿卡的岗位；

· 向劳工部申请办理该岗位的现行标准工资

(PrevailingWage)，前两步和申请办理H-1B有些相

似；

· 发布广告，启动招聘流程，并在招聘活动

结束后进行总结；

· 只有在确认上述招聘环节中没有合格的美

国申请人时，才能提交PERM申请进行处理。

雇主在向劳工部申请办理PERM时应满足以

下要求：

· 雇主需要在美国提供一份永久的全职工作

，不允许做兼职工作；

· 关于工作岗位的规定需要是美国工人可以

申请的正常工作，而不是专门规定的特殊要求，

以拒绝美国申请人。如果工作需要特殊规定，如

外语能力，则有需要向劳工部提供充分证据，证

明特殊规定源于工作需要；

· 提供的工资应符合现行标准工资，雇主愿

意支付不低于从事类似工作的其他美国雇员的工

资，且不得危及其他美国雇员的标准工资；

· 该职位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以及外国雇员的

雇佣不会危及美国雇员；

· 应开展必要的招聘活动，以证明没有符合

该职位要求的合格美国员工或候选人。

遇到被审计Audit的情况怎么办

PERM申请技术含量很高，是一个复杂且麻

烦的申请流程，它要求移民律师对外籍员工的相

关资质、拟招聘职位、工作职责等有严格而清晰

的了解，并在广告和招聘方面有较强的组织策划

能力。如果所有这些链接都做得不好，可能会导

致将来提交申请时出现遗漏。因此，在申请时有

必要与律师沟通。

此外，提交PERM之后还可能会碰到被审

计Audit 的情况，如果一旦被Audit 雇主就要在

接收通知的 30天内提交所有证明文件，否则

申请将被拒绝，并且在六个月内不能再次提

交申请。

真实可靠的申请遭遇Audit无需怕，它只需

要在指定的时间内提供信息，讨厌的是Audit会

延长绿卡的申请时间，但是好在Audit不会危害

绿卡的PD优先日。

PERM获批后的180天之内，雇主必须向移

民局提交I-140职业移民资格申请，否则批准的

劳工证书将无效。

需要注意的是，劳工证的申请费和律师费应

由雇主支付，而不是由作为受益人的外籍员工支

付。

计划申请美国职业移民绿卡
PERM申请注意事项你都知道了吗？

6 月25 號的上個週六，我為美南日報
專欄撰寫了
（為食書生）父親節金冠爆棚的文章。

跟我相交多年的澳門文友秋葉，不約而同也
寫有(特別的澳門父親節)一文，刊登在當地
一份報章上，也特別以電郵送來給我指導。
為讓休市讀者也可以體會一下今年澳門的父
親節究竟是怎樣一會事，我就作文抄公，供
大家欣賞：
「今年的父親節，注定會成為很多澳門

人一生中最難忘的父親節。
近年來，父親節比以往越發受到更多的

關注和重視了。大家不僅僅會隆重地過母親
節，母親節當天請母親外出用餐，給母親奉
上鮮花和禮物，感恩母愛，孝順的子女們跟
對待母親節一樣，也認真地過父親節，也早
早訂餐，計劃父親節當天一家人外出享用美
食，給父親奉上鮮花、蛋糕或禮物。
可是，這個父親節的早上，一覺醒來，

風雲突變，澳門又一夜之間變成了疫區！早
上八點多，我首先看到了手機微信群裏的
「所有教育階段停課」消息，一時間我以

為昨晚又有狂風暴雨才導致停課了，再看手
機，才知道昨晚後半夜澳門突發疫情，一下
子驗出十二個新冠陽性病例！疫情突襲，再
次打亂了澳門的平靜和安逸，疫情也徹底破
壞了父親節的祥和。早上九點，政府新聞
發布會通報了疫情，也發布了儘量取消堂食
，呼籲市民儘量留守家中，宣布中午十二點
開啟全民核檢。很快，網上就開始了關於調
侃父親節的段子了：一幅畫上半部分是茶樓
的熱鬧景象，下半部分是各種罐頭，題字是
「母親節上茶樓，父親節食罐頭」；另一則
冷笑話說：「母親節，陰性；父親節，陽性
」──倒是佩服這些個創作者，不僅才思敏
捷，而且還真有閒心啊！
面對這次疫情，澳門政府反應迅速，政

府和民眾上下齊心，各方面迅速聯動和行動
，很多人來不及哀歎疫情可能帶來的損失，
就馬上投入了工作。當中，無數的父親是警
察，是醫務工作者，是消防員，是全民核檢
工作人員，是送貨員……他們原本豐盛的父
親節慶祝餐變成了簡單的工作餐盒飯；還有
無數為人子女者，他們被迫取消了父親節的

餐飲預定。
關於要進行全民核檢，大家都有心理預

期，因為這是找出潛在病例必須的手段；疫
情來勢洶洶，幾乎每天都有新的封控區、管
控區出現，甚至因有確診者是教師而牽連者
眾，形勢不容樂觀。但是，因為經歷過幾波
疫情，大家很快冷靜下來，都知道該如何應
對。目前最大的疑問倒是：這該死的疫情沒
完沒了，源頭未明太奇怪啊！
有一位確診病例是一位澳門居民，三十

多歲男士，職業是獄警，他的流調行程不是
去上班，就是接送女兒上學，或者到岳父母
家接妻女，天天如是，他被大家稱為「愛家
好男人」。好友說，澳門這樣的男士很多啊
，比如我們的男同事們，都是這樣的呀！的
確如此。
澳門，我們愛澳門，我們對自己有信心

。期待澳門早日走出疫情，恢復平靜和安逸
！期待下一個父親節，疫情消失，歲月靜好
，這些愛工作愛家的父親們能與家人熱鬧地
在餐廳聚餐，在郊外遊玩，在海邊嬉戲----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特別的特別的 澳門父親節澳門父親節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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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台北電影節頒獎典禮將於7月

9日晚間7點盛大登場，由東風衛視現

場直播，並於台北電影節、東風衛視

、MINT TV之YouTube及LINE TODAY

線上直播。今（27）日公布首波頒獎

人，力邀歷屆影帝后莫子儀、邱澤、

許瑋甯、王淨、李亦捷、曾任影展大

使的林依晨，以及陳淑芳、劉品言、

李李仁、傅孟柏、姚以緹、邵雨薇、

范少勳、莊凱勛與今年評審團主席葉

如芬等出席頒獎，眾星齊聚閃耀「台

灣電影的主場」。

去年以《當男人戀愛時》二度勇

奪北影影帝的邱澤，將搭配今年台北

電影獎評審團主席葉如芬，共同揭曉

壓軸大獎百萬首獎。今年受邀擔任國

際新導演競賽決選評審的影后許瑋甯

，將攜手今年以《該死的阿修羅》角

逐最佳男配角的莫子儀一起頒發最佳

劇情長片。在今年影展形象廣告驚喜

亮相的陳淑芳，將搭檔2019年同台演

出《野雀之詩》奪北影影后的李亦捷

合頒最佳男主角。而最佳導演則由曾

任影展大使、去年擔任國際新導演競

賽決選評審的零負評女神林依晨負責

頒發。

北影影后王淨今年將搭檔以《不想

一個人》角逐本屆影帝的范少勳揭曉最

佳新演員，也是兩人繼《比悲傷更悲傷

的故事》影集版後再續前緣。今年藉

《美國女孩》動人演出入圍最佳男配角

的莊凱勛，將與曾合作《樓下的房客》

、《緝魔》等片的邵雨薇一起揭曉最佳

剪輯。2020年最佳女配角得主姚以緹則

搭檔金鐘視帝傅孟柏宣布最佳視覺效果

與最佳動畫片得主；在夯劇《華燈初上

》互為仇敵的李李仁和劉品言將在頒獎

台上狹路相逢，共同揭曉最佳聲音設計

與最佳配樂。

2022第 24屆台北電影節現正於臺

北市中山堂、信義威秀影城、光點華

山電影館盛大舉行中，影展票券可在

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或現場服務

台購買，頒獎典禮將於 7月 9日舉辦

，由東風衛視現場直播，並於台北電

影節、東風衛視、MINT TV 之 You-

Tube 及 LINE TODAY線上直播。精彩

活動陸續公布，詳情請密切注意台北

電影節官方網站（https://taipeiff.taipei

） 、 Instagram （https://instagr.am/taipeiff

） 、 facebook （https://fb.com/TaipeiFilm-

Festival）。

2022台北電影節頒獎典禮首波頒獎人
歷屆帝后星光齊聚

第24屆台北電影節今（25日）舉辦

國際新導演競賽入圍台灣電影《小藍》的

世界首映會，許乃涵與王渝萱在片中飾演

「母女檔」，「四帥」周詠軒、葉廷麒

、張洛偍、李彥承與導演李怡芳皆出席！

導演李怡芳讚女主角王渝萱有著「怪物少

女等級的演出」，《小藍》全片圍繞在她

與母親許乃涵飾演的少婦情慾探索與解放

故事點滴，題材生猛，放映場次果然在台

北電影節一開賣就秒殺、現場吸引600名

觀眾爭相搶看！

《小藍》描述王渝萱所飾演的懵懂少

女小藍，和校草發生第一次、友達以上。

一次因私密照外流，在校園引起風波！而

小藍的媽媽許乃涵是影視雙棲演員，她顛

覆了單口相聲「涵冷娜」搞笑人設，詮釋

少見的非典型地方媽媽熟女，也是王牌房

地產業務員，風姿綽約不但讓客戶忍不住

外遇，就連小藍的男同學們也對這位年輕

阿姨想入非非！

許乃涵現年 37 歲，卻已經演過金馬

獎得主演員王渝萱與金鐘獎得主李沐的媽

媽，許乃涵謙笑「自傲自己是個金雞母」

，被問和王渝萱年紀相差 15 歲卻演母女

的感覺如何？女演員解釋現在很多母女看

起來都像是姐妹，媽媽也是少女長大過來

的，也會有七情六慾，而她就是飾演這樣

子的媽媽。

既然是情慾探索與女性自我認同電影

題材，演出《小藍》的女演員必然需要面

對各種大尺度的裸露以及親密戲的演出，

導演李怡芳強調一開始就有跟演員詳細做

溝通，包括如何穿無痕褲和借位，並且每

一場戲也都有告知演員鏡位如何、會拍到

怎樣的程度？

許乃涵和性格男星周詠軒有多場激情

戲，導演讓兩人事先各自泡澡「暖身」，

許乃涵笑說：「我第一次拍戲在現場泡澡

，很奇妙，但因為拍之前內心有很多設定

，的確有把理智線泡掉，變得比較鬆。」

許乃涵爆料自己泡了20分鐘，在裡面還吃

了泡麵，出來發現周詠軒竟然還在泡。

在《小藍》中為展現少婦的情慾面向

，許乃涵在片中有不少大尺度激情演出，

甚至為了讓一場背部全裸的戲的畫面看來

更能呈現中年女性落寞的背影，原本穿丁

字褲上場的許乃涵自告奮勇脫掉脫掉丁字

褲演出，讓導演讚其專業！許乃涵解釋

「還是要貼重點部位！」但敬業演出絕對

能讓觀眾眼睛一亮！許乃涵曾在《十七歲

的天空》陳映蓉導演所執導的MV（天堂

的懸崖）中挑戰過激情愛情動作戲演出，

這次在《小藍》中尺度更大，但女演員表

示：「尺度對我來說已經不是挑戰，挑戰

的是角色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做出裸露？

裸露的心態與程度對我來說比較重要。」

許乃涵並幽默大方提到每次要裸露都得要

節制飲食，還笑說「萬一拍出來有巨大的

屁股就糟糕了！」

王渝萱以《該死的阿修羅》成為金馬

獎最佳女配角得主，今年也以同片入圍台

北電影獎最佳女配角。但在《小藍》中，

王渝萱又另展新鮮面貌，在電影中從大素

顏到大濃妝的轉變令人印象深刻，導演李

怡芳解釋「小藍」在故事裡有四個階段的

成長與變化，而電影也讓觀眾能透過王渝

萱的四個面貌進化的過程中更容易閱讀小

藍的情慾旅程。

談起印象深刻 的戲，王渝萱笑說：

「有一場拔腋毛的戲，因為我本身有除毛

，沒有毛可以拔，美術組不知道從哪裡來

的一碗腋毛給我，蠻好笑的。」

影視圈新秀鮮肉葉廷麒、張洛偍、李

彥承今齊聚亮相比帥，身高185公分的 葉

廷麒飾演校草「五秒」，導演表示因為王

渝萱有168公分，和她對戲不能太矮，兩

人有場在海邊的激情戲， 葉廷麒表示：

「因為有沙子和石頭，又是第一次拍床戲

，緊張到好幾次喊卡後忘記把褲子拉起來

，而且海邊沒什麼安全感。」

演出小藍炮友的張洛偍，因為看起來

「很純淨」被相中演出，張洛偍形容自己

角色：「他是普通上班族，他的出現對小

藍應該是蠻重要的事情，謝謝導演願意拍

出青少年的故事，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

」李彥承片中飾演「兔子」，默默暗戀小

藍，李彥承害羞表示：「兔子是一個在學

校被霸凌的高中生，遇到小藍後，有些不

同的轉變。」 2022第24屆台北電影節在

臺北市中山堂、信義威秀影城、光點華山

電影館盛大舉行中，欲購買票券可前往影

展現場或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影

展期間除了145部影片輪番映演，亦有許

多精彩活動，詳情請密切注意台北電影節

官方網站、Instagram、FACEBOOK粉絲專

頁。

《小藍》許乃涵、王渝萱演母女
少女與少婦情慾全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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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

每年入夏，笼罩在酷暑中的人，总是最

馋那一款酸甜丰盈的“果汁炸弹”——杨梅

。从浙东北的慈溪，一路到浙南的温州、丽

水，都有不同的杨梅名种，为夏日带来一缕

缕酸爽清凉。而其中最著名的杨梅产地，非

台州仙居莫属。这里的东魁杨梅个头硕大，

味浓多汁，也是给此时前往浙东的旅人最甜

美的彩蛋。

仙居何止有杨梅，所谓人杰地灵用于形

容这里并非夸张，神仙居被认证为李白笔下

的天姥山，朱熹送子来仙居求学，此地古时

曾极尽繁华。

今天的仙居，青山绿水不只是金山银山

，还可以成为一条112公里长的绿道背景，沿

永安溪而筑的仙居绿道几乎就是跑友和骑行

爱好者的梦想公路。

神仙居太白梦中的美景

神仙的居所很美，峭立挺拔的山峰与郁

郁葱葱的山谷相得益彰。出发前把李白的

《梦游天姥吟留别》背熟了，可以为你免去

一张门票哦！

神仙居距离仙居约23公里，不是一座独立

的山峰，而是数座山峰的组合，山体是典型的火

山流纹岩地貌。各座山峰间以人造的铁索桥、吊

桥、景观桥等相连。北海索道附近的如意桥，桥

如其名，三条交错起伏的波浪线构成如意状的桥

面，是目前整个景区人气最高的打卡点。

景区内还建了一些观景台，如莲花台、

太极台、八卦台，可近赏奇峰，俯瞰山谷。

山峰本身很有特色，抛开被附会的“开天辟

地”“神雕侠侣”“如来神掌”“七仙女”

“一帆风顺”等名字，专心惊叹于这些地质

奇观吧。

景区有南门、北门两个入口，分别对应

南天索道和北海索道。山顶游览是一条环线

，最佳方式是同一条索道上下，如此可不走

回头路一一游览所有观景点，一圈玩下来约3

小时。如果你上下坐的是不同的索道，南北

门之间有接驳车。

永安溪漂流途径杨梅采摘地

永安溪漂流是平缓的竹筏漂，时长约一

个多小时。漂流全程无遮掩，所以要注意防

晒。6月杨梅季可以顺带在漂流东端的赵岙村

采摘杨梅。漂流点距县城5公里，可从仙居客

运站坐 101路公交（6:20～18:00 每小时一班）

前往。

高迁古民居传统江南村落

高迁村是江南望族吴氏的聚居地，历史

上出过北宋大学士、南宋丞相、元朝将军和

明清 60多位进士。高迁古村内保留了明末至

清末的 27座古宅院和古街、古井、古河渠池

塘等。高迁村过去是个收费景点，如今恢复

为初始状态，村民们就在这“美化”过的村

子里过着最日常的生活。几栋传统古建有着

高高的马头墙，内部多已荒草丛生。八份头

、旗杆里是保存较好的建筑。

仙居与神仙居之间的乡村公交经过高迁

古民居，你可以结束神仙居后顺道一游。

天台山

天台是“唐诗之路”的终点，是《徐霞

客游记》中大篇幅书写的地方，古人流连的

风水宝地至今未被工业染指，保持着清新脱

俗的气质，如今你在这里依然能与古诗中产

生共鸣。

国清寺

幽溪古木、天台山下的国清寺符合你对

古刹的一切想象，它始建于隋开皇十八年(598

年）。国清寺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寺院之

一，这里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也是韩国

、日本天台宗的祖庭。

寺院有两个山门，弥勒殿和雨花殿。弥

勒殿曾是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的取

景处，殿门口的石狮是重建时搬来的汉白玉

石狮。大雄宝殿非常古朴，两侧的古柏树、

门前的扫地僧都有戏剧与隐逸的色彩。

远离尘嚣的华顶景区是天台山的主峰。5

月云锦杜鹃满山遍坡，在云霞衬托下美不胜

收。这里是智者大师最早开设道场的地方，

还是茶的故乡。相传三国时期的葛玄在此植

茶，是日本、韩国茶叶的原种地，也是杭州

龙井茶的引种之地。

天台山大瀑布江南第一高瀑

天台山大瀑布自古就有，“三井瀑布”

是它的旧名。大瀑布共九级，总落差325米，

最高一级的落差达110米，最大宽度90米，这

些数据为它拿下江南第一高瀑的荣誉。

攀至山顶，眼前是连绵的天台群峰与沃

野千里，天台县就镶嵌在这层层叠叠的山水

美景中。山顶不是终点，你还要沿着依山崖

所凿的凌云栈道走上 2.5公里。这一程的风光

同样不俗。

根据个人体力不同，全程游览需 2～3小

时。夏季最好避开最热的午后来爬山。大瀑

布距离天台市区很近，坐公交省钱又方便。8

路公交直接到景区。

石梁景区星野度假村进驻

大瀑布和琼台仙谷都有人造的成分，石

梁峡谷则参天古木、奇石飞瀑都浑然天成。

孟浩然诗里所写“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

”，便指石梁。这是一座7米长的花岗岩“天

生桥”，一条气势如虹的瀑布历经三折穿过

桥底，冲入40米下的深潭。

峡谷总长1.8公里，全程游览约需1.5小时

。2021 年，星野集团中国大陆首家酒店选址

石梁，这是目前整个台州最奢华的酒店。

临海

台州之名始于唐代（621年），取名自天

台山，州城设于临海。历史上的台州指的是

台州府所在地，即临海，它做了 1400 多年的

台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临海古城背靠北固山，面朝灵江。古城

内古街古风依旧，台门、马头墙、马鞍墙随

处可见，紫阳街、西门街和回浦路是最古老

、繁华的商业街，它们所呈现的烟火气和商

业气息看起来千年未变。

紫阳街唐宋坊市的千年遗存

这是临海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全长1080

米。这条街的独特之处是有5堵明清时的坊墙

横亘街心，墙下开拱门，这是唐宋坊市制度

的遗留，过去以坊墙区隔街区。

紫阳街本无名，直到上世纪末才以道教

南宗始祖的张伯端（别称紫阳真人）的名字

命名——1000 年前张伯端就住在街北侧的樱

珠巷内。

沿街商铺林立，药铺、布庄、染坊、茶

馆、酒楼、理发店等鳞次栉比，繁华不减当

年。许多古建、遗址就藏在这些市井气十足

的商铺间。

据统计，古城内如今还有300多口井，有

兴趣的话不妨穿街走巷去找找，在紫阳街附近

的三抚基、永安路、九曲巷中就能有收获。

江南长城北方明长城的蓝本

将古城包裹住的城墙被称为江南长城，

它一半沿北固山蜿蜒，一半沿着灵江。台州

府城墙始建于东晋末，扩建于唐，北宋毁于

洪水，重建时为夯土墙包砌砖石。明朝时因

倭患严重，戚继光在此建了 13座空心敌台。

后来戚继光将空心敌台广泛运用到北方长城

，台州府长城也因此被视为北方明长城的

“蓝本”。

在 1956 年前，城墙还是完整的一圈，总

长 6286 米。后来，东城墙被拆，现存 4730 米

，原7座城门保留下来朝天门、靖越门、镇宁

门、兴善门四座。四座城门外都有瓮城，最

特别的是，城门城台中间开了一个天窗，关

于它的具体作用，有说是为击敌，也有说是

为防洪。

长城景区完整走下来需 2～3小时。沿北

固山山势而建的北段景观最好，也就是从揽

胜门至朝天门段。这一段分布着8座敌台，又

以3号和 2号敌台间（烟霞阁至梅园段）的线

条最好看，城墙如打开的卷轴在起伏的山势

和郁郁葱葱中逶迤而行。

龙兴寺唐风犹存，古塔依旧

始建于唐代的龙兴寺与鉴真渊源颇深。

744年，鉴真第四次东渡日本前曾在此驻锡，

追随鉴真东渡的弟子中有一位是龙兴寺的高

僧思托，他在日本制作了一尊鉴真干漆夹苎

坐像，被日本佛教界奉为圣物。804年，日本

僧人最澄在这里授戒，他回国后创立了日本

天台宗。

寺内最古老的建筑是始于唐代、重建于

元代（1299 年）的千佛塔。塔高 28.91 米，六

面七层，初为砖木混合式楼阁塔，不过外围

的木结构在咸丰年间被太平军烧毁，如今独

存砖结构的塔身。它最大的特点是塔身外壁

贴满了模压佛像砖，共 1003 尊，也是千佛塔

名字的由来。

东湖公园古城中的湖山天地

东湖公园始于北宋，由台州郡守钱暄在

东侧城墙外疏浚而成。20 世纪东城墙被拆，

令东湖与古城无缝对接。尽管江南最不乏园

林，东湖依然可圈可点。后湖的樵云阁是整

个东湖最大的建筑，除了亭台楼阁，也有江

南园林常见的假山，不同于苏杭园林，东湖

的假山材料采用的是临海当地的海礁石。

欣赏东湖最美的角度是攀上揽胜门俯瞰

，湖南端也是一处理想的摄影点，可以拍到

东湖和通往揽胜门的长长的台阶同框。

临海美食大隐隐于市，街头也有好滋味

即使在美食遍地的浙东，临海也是独树

一帜，就连常年蝉联京沪米其林三星榜的新

荣记，元祖店也开在此地。

紫阳街上 1952 年营业至今的国营老字号

，白塔和石桥早已不在了，它依然生意红火

。点菜方式还延续着手写、算盘结帐的老一

套。蛋清羊尾、白水洋豆腐、炒肉片必点。

米其林三星的总舵便在临海。餐厅位于灵

湖边，环境依然壕，价格比北京、上海分舵便

宜了 1/3。我们很难给你推荐具体的菜，想挑

出一道不好吃的菜太难了，专挑便宜的菜点也

不会遭服务员白眼。沙蒜豆面、白水洋豆腐、

麦饼等本地传统菜都在你能接受的价格范围内

，收着来点人均200元也不是没可能。临海市

博物馆也在附近，吃完可顺道去参观。

若论6月最火的应季佳果，非杨梅莫属。如果你还不知道哪里的杨梅最

好，某宝和某团的搜索结果会直接告诉你答案——台州仙居。

曾经仙居杨梅只是霸屏江浙同学的朋友圈，如今拜物流进步所赐，全

国人民都能尝鲜了。但最美好的滋味，还是在产地。

台州山水绝佳，除了“神仙也宜居”的仙居，天台山与临海古城，都

是清静优美的夏日好去处。目前浙江全省低风险，跨省游也有序恢复。今

天LP就带你去浙东，噙着杨梅游山玩水~

江南的夏日滋味，这座小城给的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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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區1—— 空調性能不良時才清洗
空調。

空調濾清器要定期更換，否則會
產生霉味，因此最好每年的春季過後

更換一次。另外，冷凝器也要定時清
洗，而且要將水箱拆下來，清洗才能
徹底。

誤區2 ——空調出風口方向隨意

調。
有的車主在使用空調時，不注意

調整空調吹風的方向，這不利於發揮
空調的最佳效果。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開冷氣時將出風口向上，開暖氣時
將出風口向下。

誤區3 ——整個冬天都不開空調
一些地區的冬季比較暖和，有的車主
整個冬天都不使用空調。長時間不用
空調會導致其橡膠圈老化，空調內部
各部件上的潤滑油也會變乾，定期啟
動空調能讓各部件接受潤滑油的潤滑
，維持良好狀態，因此在冬季空調也
最好每週啟動一次。

誤區4—— 長時間開著空調
有的車主常常在上車後就一直開著空
調，長時間使用空調會使冷凝器壓力
過大，這會對製冷系統壓縮機造成損
耗，如果車內溫度已經達到舒適的溫

度，就可以把空調關掉，隔一會兒再
開。

誤區5 ——夏季進車立即開內循
環

在炎熱的夏天，很多車主習慣一
進車內就打開空調的內循環，認為這
樣可以讓車廂內溫度下降得快一點。
因為車內的溫度比車外溫度高，所以
這樣反而效果不好。剛進入車內的時
候，應該先開窗通風，並開啟外循環
，把熱氣都排出去。等車廂內溫度下
降之後，再換成內循環。

誤區6——長時間開內循環
應該開一會兒內循環，再開一會

兒外循環，讓新鮮空氣進入車廂。不
能開著內循環在車內睡覺，也是這個
道理。

誤區7—— 先熄火再關空調
有的車主常常在熄火之後才想起

關閉空調，這對發動機是有害的，因
為這樣在車輛下次啟動時，發動機會
帶著空調的負荷啟動，這樣的高負荷
會損傷發動機。因此每次停車後應先
關閉空調再熄火，而且也應該在車輛
啟動兩三分鐘後才打開空調。

誤區8—— 從不使用大風量
有的車主因為不喜歡空調開到高

擋時發出的噪音，因此很少或從不將
空調開到大風量。空調使用時會吸進
很多灰塵，定期開大風能將空調風道
內表面的浮塵吹出來，這是保持空調
清潔的一種簡單的方法。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3333
空調使用誤區空調使用誤區

記賬是商業活動資金流動方面的
記錄及總結。自從人類有了政府及商
業行為，記賬方式及記賬工具就產生
了。

根據考古學家的發現會計起源可
以追溯到公元前3300年，美索不達米
亞文明時期。那個時期是遠古文明發
展的鼎盛時期，發明了太陰歷，以月
亮的陰晴圓缺作為計時標準，把一年
劃分為12個月，共354天，並發明閏
月，放置與太陽歷相差的11天。把一
小時分成60分，以7天為一星期。還
會分數、加減乘除四則運算和解一元
二次方程，發明了10進位法。正是由
於這些記錄方法的產生以及物物交換
商業行為的記錄需求產生了簿記-會計
的雛形。單式簿記的崛起10世紀至11
世紀，隨著中世紀西歐工商業中心的
城市興起並很快得到發展。

一般認為近代會計始於復式薄記
形成前後。1458年，Benedetto Cotrugli
發明了復式會計系統。1494年，意大

利數學家 Luca Bartolomes Pacioli 在威
尼斯出版了一本數學教科書《概述：
算術、幾何、比例和比率》（Summa
de arithmetica, geometria, proportioni
et proportionalità），在此書中他首次
詳盡闡述了復式記賬系統，Luca Bar-
tolomes Pacioli也因此被尊為“會計學
之父”。

復式記賬，在會計，是一個系統
記賬，每一個進入到一個帳戶需要相
應的和相對的進入到不同的帳戶。復
式系統有兩個相等且對應的一方，稱
為借方和貸方。復式記賬中的交易總
是至少影響兩個賬戶，總是至少包括
一個借方和一個貸方，並且總借方和
總貸方總是相等的。例如，如果一家
企業以 10,000 美元的價格獲得銀行貸
款，記錄交易將需要向名為“現金”
的資產賬戶借記 10,000 美元，以及向
名為“銀行貸款”的負債賬戶貸記 10,
000 美元。

復式記賬是以平衡會計等式為基

礎的。會計等式用作錯誤檢測工具；
如果在任何時候所有帳戶的借方總和
不等於所有帳戶的相應貸方總和，則
發生錯誤。這就是為什麼會有Balance
Sheet，資產負債表和Income statemen
， 損益表。資產是借方（Debit）負債
是貸方（Credit），凈資產是貸方。資
產=負債+凈資產。成本和費用是貸方
，收入是借方。資產負債表是公司從
成立的第一天到目前的資產及債務累
計。損益表是一段時期內，通常是一
年內商業活動的統計及總結。收入大
於成本及費用說明公司在這個階段是
盈利的。成本及費用大於收入說明這
個階段公司是虧損的。其凈盈利或凈
虧損會累積到資產負債表的凈資產部
分。

首批會計師專業組織於1854年在
蘇格蘭成立，首先是愛丁堡會計師協
會和格拉斯哥會計師和精算師協會。
這些組織分別獲得了皇家憲章。隨著
公司的激增，對可靠會計的需求激增

，該行業迅速成為商業和金融體系的
組成部分。 會計師組織現已在全球各
地成立。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AAPA，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Accoun-
tants成立於1887年。在1916年更名為
Institute of Public Accountants並延續到
1957年。在1957年美國註冊會計師協
會最終更名為現在的AICPA,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

現代社會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
手工記賬已成為歷史，電子記賬應運
而生。記賬軟件系統更是數不勝數。
下一期專欄我們將會介紹一些適用於
小型企業的會計記賬軟件系統。

本專欄信息不能替代專業會計、
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咨詢者提供的
咨詢意見。謹誠會計不對任何信息出
現差錯或遺漏，以及因使用該信息而
獲得的結果承擔法律責任。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專欄專欄1010
記賬起源及發展歷史記賬起源及發展歷史

馮啟豐馮啟豐、、鍾依君夫婦慶祝結婚鍾依君夫婦慶祝結婚3030週年週年（（珍珠婚珍珠婚））
及其大兒子及其大兒子Peter,Peter,媳婦媳婦WendyWendy註冊結婚晚宴註冊結婚晚宴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右起右起 ））休士頓休士頓 「「台聯會台聯會」 「」 「客家會客家會」」 會長馮會長馮
啟豐與當晚的貴賓啟豐與當晚的貴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王韋龍副處王韋龍副處

長夫婦及張家華組長在筵席上長夫婦及張家華組長在筵席上。。

（（右起右起））馮啟豐馮啟豐、、鍾依君夫婦與鍾依君夫婦與
長子長子PeterPeter媳婦媳婦WendyWendy 合影合影。。

（（左起左起））馮啟豐馮啟豐、、鍾依君夫婦與鍾依君夫婦與 「「瀚崴文瀚崴文
理才藝學校理才藝學校」」 陳校長陳校長、、梁董事長夫婦梁董事長夫婦，，

「「聯禾地產集團聯禾地產集團」」 總裁林承靜夫婦總裁林承靜夫婦。。

休市進出口界著名殷商李錦星先生休市進出口界著名殷商李錦星先生（（中中 ））
將他新出版的自傳將他新出版的自傳 「「逆風高飛逆風高飛」」 送給送給 「「台北台北

經文處經文處」」 王韋龍副處長王韋龍副處長（（左左）。）。

李錦星先生李錦星先生（（中中 ））贈送新出版的自傳贈送新出版的自傳 「「逆風高逆風高
飛飛」」 給給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張家華組長張家華組長（（左左））李錦李錦

星先生曾為馮啟豐星先生曾為馮啟豐（（右右 ））的老闆的老闆。。

李錦星先生李錦星先生（（左二左二））贈送近作贈送近作 「「逆風高飛逆風高飛」」
給給 「「瀚崴文理才藝學校瀚崴文理才藝學校」」 陳校長陳校長（（左一左一））梁梁

董事長董事長（（右一右一））夫婦夫婦。。

（（右起右起 ））馮啟豐馮啟豐、、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王韋龍王韋龍
副處長副處長、、張家華組長在宴席上張家華組長在宴席上。。

（（右起右起 ））馮啟豐馮啟豐、、鍾依君夫婦鍾依君夫婦、、 「「台北經台北經
文處文處」」 王韋龍副處長夫婦王韋龍副處長夫婦、、張家華組長張家華組長、、劉劉

嘉芳夫婦在宴席上嘉芳夫婦在宴席上。。

全體出席宴席的客人合影全體出席宴席的客人合影。。

全體出席宴席的客人合影全體出席宴席的客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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