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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toll climbs to 16 in Kentucky 
floods, governor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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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9 (Reuters) - The death toll in eastern Ken-
tucky rose to 16 on Friday as floodwaters swept 
through homes, washed out roads and pushed wa-
terways over their banks, Governor Andy Beshear 
said, warning that more fatalities were expected.

The National Guard and the State Police used 
helicopters and boats to rescue dozens of people 
from homes and vehicles in Kentucky’s eastern 
coal-mining region. Video footage from local 
media showed floodwaters reaching the roofs of 
houses and turning roads into rivers.

“This isn’t over. While we’re doing search and 
rescue, there are still real dangers out there. The 
water hasn’t crested in some areas and won’t until 
tomorrow,” Beshear said during a morning news 
conference. “We get through this and we will get 
through this together.”

Climate change is making extreme rainfalls and 
inland flooding more likely in many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climatologists say. Warmer air tem-
peratures, driven in part of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earth’s atmosphere, has created more extreme 
weather patterns such as the system that has inun-
dated Kentucky this week, they say.

In Garrett, Kentucky, a coal-mining town about 
125 miles (201 km) east of Lexington, brown 
floodwaters swirled through a commercial street 
and backed up against storefronts, video clips 
showed. Rescue boats carried people wearing life 
jackets along the submerged street, past the tops 
of vehicles poking through the high water.

“Everything is gone,” Garrett resident Rachel 
Patton told WCHS-TV as she cried. “We had to 
swim out and it was cold. It was over my head. It 
was scary.”

At least 300 people in Kentucky have been re-
ported rescued by emergency crews, Beshear said. 
That number will likely climb, he said, consid-
ering that more than 100 people alone have been 
saved in National Guard airlifts.

Authorities went door-to-door on Thursday in a 
low-lying area in Jackson, Kentucky, a town of 
2,200 people, ordering them to evacuate after 
inspectors noticed a discharge from the nearby 
Panbowl Lake Dam.

“Late last night and early this morning, we 
thought that a real breach was imminent; we are 
hoping that’s not the case. We were actually a 
little bit more optimistic but still concerned,” 
Beshear said on Friday.

FLOOD WARNINGS

On Friday afternoon, some 22,000 homes and 
businesses in Kentucky and 2,200 in West Virginia 
were without power, according to Poweroutage.us.

Flood warnings and watches remained in effect 
throughout the day for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state, 
as well as northeastern Tennessee and western West 
Virginia, where more rainfall was expected to swell 
waterways already well above their flood stages,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said.

Rivers across the region were expected to crest on 
Friday and throughout the weekend, while a risk of 
more dangerous flash flooding remained possible 
again throughout the day, the weather service said.

As much as a foot of rain (30 cm) has fallen in 
parts of the region over the last week, according to 
the service, which forecast another half an inch (1.3 
cm) would fall on Friday.

President Joe Biden called Beshear on Thursday 
night to offer federal help, the governor said. On 
Friday, Biden declared a major disaster in Ken-
tucky, allowing federal funding to be allocated to 
the state.

Also on Thursday, West Virginia Governor Jim Jus-
tice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for six counties 
in his state, where heavy rains caused flooding that 

disrupted drinking water systems and blocked roads.

In the U.S. West, heavy rains battered Las Vegas, where 
floodwater washed over streets and rushed onto several 
casino floors and into parking garages along the famed Las 
Vegas Strip, video posted on local media and social media 
showed.

At Circa Casino, workers tried to sweep the water away 
from the flooded floor, while at Planet Hollywood, water 
rained down on a casino table from what appeared to be a 
hole in the ceiling.

James Jacobs signals to a National Guard helicopter flying 
overhead, following a day of heavy rain in in Garrett, Ken-
tucky, U.S. July 28, 2022. Pat McDonogh/USA TODAY 
NETWORK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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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The guard of honor stand in the rain during a celebration to mark the Thai 
King Maha Vajiralongkorn’s 70th birthday in Bangkok, Thailand. REUTERS/
Soe Zeya Tun

Activists protest in the Indiana Statehouse during a special session debating on banning abortion in 
Indianapolis, Indiana, July 25.  REUTERS/Cheney Orr

Asylum seeking migrant minors from Honduras are picked up by an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gent,, after crossing the Rio Grande river into the U.S. from 
Mexico, at Eagle Pass, Texas, July 25.  REUTERS/Go Nakamura

Pope Francis meets with First 
Nations, Metis and Inuit indig-
enous communities in Mask-
wacis, Alberta, Canada, July 
25. Pope Francis made good 
on a promise to apologize to 
Canada’s native people on their 
home land for the Church’s role 
in schools where indigenous 
children were abused, branding 
forced cultural assimilation 
“evil” and a “disastrous error”. 
REUTERS/Amber Bracken

Supporters of Iraqi Shi’ite 
cleric Moqtada al-Sadr climb 
the blast walls surrounding 
Baghdad’s highly fortified 
Green Zone during protest 
against corruption in Bagh-
dad, Iraq, July 27. REU-
TERS/Thaier Al-Sudani

A biker performs tricks at Ka-
vouri beach during a heatwave 
near Athens, Greece, July 24. 
REUTERS/Stelios Misinas

We just attended the
congratulation party for Dr. James
Dixon as Chairman of the Harris
County Sports and Convention
Corporation and NRG Park. Two
hundred guests including city and
count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religion leaders attended.

The world-reknown Houston
Lakewood Church pastor Joel
Osteen prayed for all the people. He
called for our society to live in peace
love and help each other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Mayor Turner recalled their
childhood remembering that he and
Dr. Dixon have known each for other
many decades. The mayor said that

Dr. Dixon is
not just an
outstanding
pastor,
social
philanthro-
pist and
social
activists,
he will also
lead our
community
to the next
step
including
the World
Cup in
2026.

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 and other state-elected
officials all came to congratulate
Chairman Dr. Dixon. Mayor
Turner also announced July 16,
2022, as Dr. Dixon Day.
Dr. Dixon in his speech tried to
remember the hard days in his
early life whenmany black people
didn’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et an education. Due to the

racial policy most of them joine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until the civil
rights bill was signed

He recalled in his childhood that
his parents were too poor to buy a
ticket for him to go to ball games. But
today, he has become the chairman
of the NRG Center. How life has
changed for him is such a touching
story.

0707//2828//20222022

Congratulations To Dr.Congratulations To Dr.
James W.E. DixonJames W.E. Dix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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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 in transportation, 
exploration, energy, construction or hospitali-
ty - are all looking upwards for the next growth 
opportunity. Space is quickly becoming a place 
where the industries that power our global econ-
omy will conduct business. What do we call an 
economic area like this, that is not limited to a 
single planet, and no longer has physical bound-
aries? We can’t call it an industry, when private 

not only from the Earth but from near-Earth aster-
oids (NEAs), the Moon and Mars and beyond. It 
is simply a medium in which humanity conducts 
commerce. 
Following are the industry sectors that will be the 

growth.
                                   Energy
Valued at over $8.4 trillion and growing at a 
4.1%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energy is 

energy consumers, and soon there will be more 
humans in space.
Jeff Bezos, Founder and CEO of Amazon, antic-
ipates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and working in 
space” in the coming decades. Bezos is so con-

than $1 billion per year into his space transporta-

this magnitude will require enormous amounts of 
energy to live, work, and transit. 

This energy will come 
from solar power, 
which is more effec-
tive when gathered in 

and chemical rockets, which will be the pri-
mary transportation mechanism for the fore-
seeable future.

-
lants are composed of cryogenic liquid oxy-
gen combined with liquid hydrogen or meth-
ane. Initially, the propellant needed to fuel 
the space economy will be launched from 
Earth, as both the United Launch Alliance (a 
joint-venture of Lockheed Martin and Boeing) 
and SpaceX have proposed to do in the near 
future. However, there is a much more attrac-
tive way to source the propellants needed to 
support a sustained human presence in space: 
mining it.

Mining
The global mining industry has tumbled in re-
cent years from a market value of more than 
$1.6 trillion in 2010, to $714 billion in 2016, 
but this may change quickly once the “glob-

emerging space resource industry.
Space resources can be extracted from ce-
lestial bodies, most notably asteroids and 
the Moon. Goldman Sachs released a report 
earlier this year that declared asteroid mining 
is more realistic than perceived, with costs 
“comparable to traditional mines”. The Gold-
man report also noted that “while the psycho-
logical barrier to mining asteroids is high, the 

far lower.”
The Government of Luxembourg believes so 
strongly in this emerging industry it recently 
created the $227 million Space Resoruces ini-

tiative to establish Luxembourg as a European 
hub for space resources. 

Its aim is to contrib-
ute to the peaceful 
exploration and sus-
tainable utilization of 

Space mining activities will initially focus on 
water and water-derived propellants to enable 
in-space infrastructure. Once this propellant is 
readily available, companies will begin sourc-
ing structural metals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eventually precious metals needed for in-
space manufacturing or possibly for return to 
Earth.

Transport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 that will be mined 
in space is water.
Water is critical for all life-support functions in 
space: sustenance, hygiene, and food produc-
tion. Water can serve as an effective shield from 
the dangerous radiation present in space. Water 
is also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feedstock for 

propellants for sale to transportation providers.
Making propellants available beyond Earth’s 

-

series of fuel depots placed in strategic loca-
tions throughout the solar system. Imagine the 
growth potential of the energy, mining, and re-

constraints of an economy that is limited only 
to Earth. The in-space transportation and lo-

are already well established and are headed by 
titans of industry: 

Jeff Bezos (Blue 
Origin), Elon Musk 
(SpaceX), Richard 
Branson (Virgin 

Galactic), and Tory Bruno (United Launch 
Alliance). The door is now open to in-space 

by industrial giant Bechtel and the Government 
of Luxembourg) to capture th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market by providing water and wa-
ter-based propellants to the spac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Construction
Today, the glob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m-
petes with the energy industry for the title of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y, and this rivalry will 

systems will be deploy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decade. These robotic spacecraft will be capa-
ble of assembling large structures in orbit and 
repairing or refueling existing satellites. When 
combined with zero-gravity additive manufac-
turing techniques, this enables construction sys-
tems which can “print” and assemble massive 
structures in the medium of space.

The future of con-
struction in space 
will look nothing 
like it does on Earth, 

but it will be equally valuable because the tech-
niques and service offerings will apply across 
the entire in-space value chain. A propellant 

mines can be repaired autonomously. Solar 
power plants can be massively scaled and up-
grad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lmost any 
project.

Hospitality and real estate
Humans can only live, work and play in space 
if they have shelter from the harsh environment 
of space. Today,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SS) has had a sustained human presence for 
over 10 years, but this too will soon change.
Numerous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 com-
panies, including one created by billionaire 
hotel-chain-founder Robert Bigelow, are com-
peting for lucrative contracts that range from 
supporting sovereign astronauts and high-net-
worth tourists, to leasing space-in-space for 
orbital manufacturing and research and devel-
opment programs. This new industry is antici-
pated to generate $37 billion in the next decade 
alone.
Space habitats will be launched from Earth 
initially, but as the resource supply chain ex-
pands and metals from asteroids and the Moon 
become available, this sector will also come to 
rely on resources sourced from space. 

combine high-quality 
metallic feedstocks with 
robotic orbital assembly 

ability to create orbital megastructures: hotels, 
factories, and permanent settlements that are no 

will become possible as markets for real-estate 
on orbit emerge. Space will become affordable 

Our global economy is limited by its very 
name. When we realize that Earth’s economy 
is only the beginning, our concept of growth 

who have the foresight to view space not as a 
stand-alone industry but as the next medium to 
conduct their business, the sky is not the limit. 
The only limitations are the ones we put on our-
selves. (Courtesy https://www.weforum.org) 

Space Coverage Gets Serious Attention  
While public sentiment 
on whether billionaires 
should be leading the way 
in space may be mixed, 
public interest around the 

race between Branson and Bezos has exploded. 
Why it matters: The billionaire space race is 

could ultimately translate into future customers 
for their companies.
By the numbers: Not even halfway through 
July, mentions of the term “space race” in U.S. 
articles have ballooned, according to new data 
from Signal AI provided to Axios — more than 
tripling the amount of mentions last July.
•When it comes to name recognition, Bezos’ 
Blue Origin has received a lot more attention 
this year than its rival — Branson’s Virgin Ga-
lactic.
•Since July 2020, Virgin Galactic has received 
about a third of the number of total social 
media interactions (325,663) as Blue Origin 
(1,085,377), per NewsWhip.
•Elon Musk’s SpaceX clobbers both, with near-
ly 3.5 million total social media interactions for 
the year.

The big picture: 
Space coverage 
has historically 
been mostly in a 
niche — some-

thing that typically only broke through to the 
mainstream with big launches, accidents or an-
niversaries.
But today, many news companies have hired 
designated space reporters, as private space-

spokesperson tells the media that Seeker has 
seen twice the amount of views and minutes 
watched on its video content compared to the 
six months prior.  (Courtesy axios.com)

The New Face Of The Final Frontier 
The Business Of Space 

The Five Industries That Will Be                                                             
First To Do Business I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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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Richard Branson’s achievement nothwith-
standing, today there is reason to think that 
we may finally be reaching the first stages 
of a true space-for-space economy. SpaceX’s 
recent achievements (in cooperation with 
NASA), as well as upcoming efforts by Boe-
ing, Blue Origin, and Virgin Galactic to put 
people in space sustainably and at scale, mark 
the opening of a new chapter of spaceflight 
led by private firms. These firms have both 
the intention and capability to bring private 
citizens to space as passengers, tourists, and 
— eventually — settlers, opening the door for 
businesses to start meeting the demand those 
people create over the next several decades 
with an array of space-for-space goods and 
services. 
Welcome to the (Commercial) Space Age
In contrast to governments, the private sec-
tor is eager to put people in space to pursue 
their own personal interests, not the state’s 
— and then supply the demand they create. 
This is the vision driving SpaceX, which in 
its first twenty years has entirely upended the 

rocket launch industry, securing 60% of 
the global commercial launch market and 
building ever-larger spacecraft designed to 
ferry passengers not just to the Internation-
al Space Station (ISS), but also to its own 
promised settlement on Mars.
Today, the space-for-space market is limit-
ed to supplying the people who are already 
in space: that is, the handful of astronauts 
employed by NASA and other government 
programs. While SpaceX has grand visions 
of supporting large numbers of private 
space travelers, their current space-for-
space activities have all been in response to 
demand from government customers (i.e., 
NASA). 

But as decreasing launch costs enable com-
panies like SpaceX to leverag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put more people into space, 
growing private sector demand (that is, 
tourists and settlers, rather than government 
employees) could turn these proof-of-con-
cept initiatives into a sustainable, large-scale 
industry. 
This model — of selling to NASA with the 
hopes of eventually creating and expanding 
into a larger private market — is exempli-
fied by SpaceX, but the company is by no 
means the only player taking this approach. 
For instance, while SpaceX is focused on 
space-for-space transportation, another key 
component of this burgeoning industry will 
be manufacturing.
Made In Space, Inc. has been at the fore-
front of manufacturing “in space, for space” 
since 2014, when it 3D-printed a wrench 
onboard the ISS. Today, the company is ex-
ploring other products, such as high-quality 
fiber-optic cable, that terrestrial customers 
may be willing to pay to have manufac-
tured in zero-gravity. But the company also 
recently received a $74 million contract to 
3D-print large metal beams in space for 
use on NASA spacecraft, and future private 
sector spacecraft will certainly have similar 
manufacturing needs which Made In Space 
hopes to be well-positioned to fulfill. Just 
as SpaceX has begun by supplying NASA 
but hopes to eventually serve a much larger, 
private-sector market, Made In Space’s cur-
rent work with NASA could be the first step 
along a path towards supporting a variety of 
private-sector manufacturing applications 
for which the costs of manufacturing on 
earth and transporting into space would be 
prohibitive. 
Another major area of space-for-space in-
vestment is in building and operating space 
infrastructure such as habitats, laboratories, 
and factories. Axiom Space, a current leader 
in this field,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be flying the “first fully private commercial 
mission to space” in 2022 onboard SpaceX’s 
Crew Dragon Capsule. Axiom was also 
awarded a contract for exclusive access to 
a module of the ISS, facilitating its plans to 
develop modules for commercial activity on 
the station (and eventually, beyond it).

This infrastruc-
ture is likely to 
spur investment 
in a wide array 
of complemen-
tary services to 

supply the demand of the people living and 
working within it. For example, in February 
2020, Maxar Technologies was awarded a 
$142 million contract from NASA to de-
velop a robotic construction tool that would 
be assembled in space for use on low-Earth 

orbit spacecraft. Private sector spacecraft or 
settlements will no doubt have need for a va-
riety of similar construction and repair tools.
And of course, the private sector isn’t just 
about industrial products. Creature comforts 
also promise to be an area of rapid growth, 
as companies endeavor to support the hu-
man side of life in the harsh environment of 
space. In 2015, for example, Argotec and La-
vazza collaborated to build an espresso ma-
chine that could function in the zero-gravity 
environment of the ISS, delivering a bit of 
everyday luxury to the crew. 
Visions of a space-for-space economy have 
been around since the dawn of the Space 
Age in the 1960s. Thus far, those hopes have 
gone largely unmet — but this moment is 
differe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e 
private sector’s capital, risk tolerance, and 
profit motive are being channeled into put-
ting people in space. If we seize this oppor-
tunity, we will look back on 2020 as the year 
when we started the truly transformational 
project of building an economy and a soci-
ety in space, for space. 
(Courtesy https://hbr.org)
Related

It Could Could Happen By 2023
Space Miners Want To Blow Up The                        
Moon’s Surface To Harvest Water

A rover descending from a Masten lunar 
lander. 
We already use rockets to reach the moon, 
but soon we may use them to mine it for 
water. Three companies, including Lunar 
Outpost, Honeybee Robotics, and Mas-
ten Space Systems, are developing a novel 
system aimed at mining water ice from the 
moon with rockets, according to a blog post 
shared on Masten’s official website.
And it could happen in the year 2023.
A water ice-mining system could cover 12 
moon craters per day
The moon’s polar regions are thought to con-
tain the most abundant deposits of water ice, 
especially in the shadowy bottom of larger 
craters. If future astronauts can harvest this 
precious material, we might have a shot at 
building a permanent human settlement on 
the moon, according to NASA authorities 
and space travel enthusiasts. More than keep 
astronauts alive, mining water ice from the 
lunar surface will enable us to break it down 
into hydrogen and oxygen, which are the 
primary ingredients for rocket fuel. In other 

words, water ice on the moon could also fuel 
spacecraft on their way into deep space like 
a cosmic pit stop.

To drive mining 
technology for-
ward, NASA is-
sued the “Break 
the Ice Lunar 
Challenge,” which 
aims to provide 

$500,000 to the most enticing resource-har-
vesting concepts amid the first phase, which 
will end soon, the winners of which will 
be announced August 13. One of the first 
prize-hopefuls is the Masten-Lunar Out-
post-Honeybee Robotics group, pushing 
forward its Rocket Mining System to use a 
rocket engine equipped on a 1,800-lb (818-
kg) rover. Once the rover moves to an area 
rich in water ice, the engine will activate, 
firing lunar gravel and dirt into a low-pres-
sure device capable of sifting the ice from 
the moon rocks. “This system is projected 
to mine up to 12 craters per day and produce 
100 kg (220 lbs) of ice per crater,” said rep-
resentatives of Masten in the blog post. 
Multiple nations aim to settle the moon

All water ice retrieved from the moon can 
also fuel rocket engines, enabling the system 
to function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If this 
concept surpasses all competitors, the rocket 
mining system will probably get there via a 
Masten lunar lander. Masten’s first mission 
to the moon’s surface  will employ its XL-1 
lander, and is slated to launch in 2023 atop 
SpaceX’s Falcon 9 rocket. If all goes well, 
this launch will also lift NASA experiments, 
in addition to several commercial payloads, 
to the south polar region of the moon.
Lunar Outpost would design and build the 
rover for the Rocket Mining System, with 
Honeybee Robotics employing its Plan-
etVac technology to extract and move the 
lunar ice. 

Water mining 
on the moon.
In short, these 
are very inter-
esting time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space. In 

addition to NASA and related commercial 
projects, China and Russia plan to jointly 
build a permanent settlement on the moon, 
with the former also recently unveiling long-
term plans to do the same on Mars. But we 
wouldn’t call this a space race, not necessar-
ily. There’s more to be learned from a spirit 
of friendly collaboration and mutual support 
than ever before, in the coming decades. 
(Courtesy https://interestingengineering.
com/)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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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or’s Note: When Virgin CEO Richard Branson and his crew on the 
Virgin Galactica space airplane reached space last week 50 miles above earth, 
the achievement, while technologically monumental, was significant in her-

alding the inescapable commercialization of space and all that means and will 
become. Branson was upfront about his trip being a personal adventur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one by which he wanted to tell the public that now is the time 
to join him in space. But the even larger story is that Branson’s ride into space 

marked the moment at which the dream became reality for an independent 
business owner, not by the hand of any government, to fly off into space and 
in just over two hours’ time land safely back on earth. Branson’s trip opened 
the door and now commercialization of space has begun./John T. Robbins)

The New Face Of The Final Frontier

The Business Of Space



CC44星期六       2022年7月30日       Saturday, July 30, 2022

佛教

9
253

一根燭火釀災禍  絕望中傳遞堅強

為滯留異鄉的烏克蘭人  準備急救醫療包與夏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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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7日與9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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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7日與9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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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一名學生，無法提供心中想要給出的幫助。為烏克蘭
人打包衣物的活動，讓我能夠站出來幫助被戰爭傷害的人

們，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也特別地有意義。     

            慈少  賴偉博

慈濟可以給他們一些幫助與關懐，他們也很願意分享慈濟
的精神，那種慈悲，或是願意幫助人的精神，他們也能夠

深深感受到。     
            志工 單麗君

我們沒有經歷過他們（烏克蘭人）的境遇，不能體會他們

面對戰爭和流離失所的感受，但可以想像他們的艱難。     

            民眾　陳美君

	 整棟公寓中有近四十戶被燒得面目全非，住戶幾乎失去

一切，急需找新的安身之處。志工單麗君進一步了解災民情

況後說：「很多的住戶因火災，失去家裡的家具、衣物、個

人私有的物品，以及一生心愛的、收集的藝術品。」

	 然而在這樣絕望的時刻，住戶們仍然保持著積極正向的

態度，其中一對年輕夫婦懷著孩子，盼著能夠重新打造家園

迎接新的小生命，他們興奮熱情地與慈濟志工分享寶寶的成

長以及超音波照片，充滿希望與期待。在發放前後的等候時

間，住戶們更是友善地互相打招呼、關心彼此，共同的慘痛

經驗卻也點燃了社區住民之間的溫暖，互相支持給彼此在重

建之路上加油打氣。

	 志工邁克·吳（Michael Ng，音譯）對此深受感動：	

「今天我對四位受災居民進行發放，雖然感覺得到他們正在

經歷難關，但整體而言他們並沒有表現出難過及低靡的情

緒，而是很有精神，願意坦然面對處境並向前看，我覺得這

是很好的事。」

	 紅十字會與慈濟組織間的合作能擴大影響力，更有效及

順利地將資源給需要的人。活動當日，共有36戶住戶來領取

現值卡及物資。此次發放有21名慈濟志工參與，其中有八人

是首次參與急難救助發放，更有五位是新參與的志工。一週

	採訪／李健群、蔡紅黎、駱淑麗、李律慈、高銘哲、夏濟奐／洛杉磯報導；作者／駱淑麗

	採訪／鄭心謙、吳麗卿、高明善／西雅圖報導；作者／鄭心謙

考量到滯留異鄉的烏克蘭人多數在冬末春初離開家鄉，

缺乏夏季替換衣物，且因戰爭因素另他們極度缺乏醫

藥用品；慈濟美國總會在六月規劃，援助烏克蘭人夏季衣著

和醫療包援的項目。志工們趁著六、七月的假日，匯聚於南

加州聖諦瑪斯（San	 Dimas）總會園區，為幫助烏克蘭人來

整理打包二手衣和醫療包。

一剎那的疏忽，就有可能造成難以預測的後果。2022

年6月12日晚間，位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的麥迪遜

公寓（The	Madison	Apartment	Homesin	Seattle,	WA）發

生大火，一個傾倒的蠟燭點燃家具，加上大樓年久失修，灑

水器及滅火器都未能運作而導致慘痛悲劇的發生。大火蔓延

65戶，一共75名住戶受到影響，一人不幸喪生火場、一人傷

重不治、更有數人在火災中受傷。西雅圖慈濟志工在6月25

日到紅十字會的急難救助中心進行災民登記，一週後於7月3

日在「加爾非社區中心」（Garfield	Community	Center）進

行現值卡及急難救助物資發放撫慰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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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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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五月，我們到波蘭（Poland）、羅馬尼亞

（Romania）和摩爾多瓦（Moldova），實際與援助烏克蘭

人的第一線工作人員接觸交流。」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曾慈

慧說：「我們了解到當地醫院非常需要急救醫療包，同時他

們也需要夏季的替換衣物。」

	 因此慈濟準備的醫療包是偏向急診使用的，內裝有三

角巾、繃帶、OK绷、酒精棉球、抗生素、藥膏、牙刷、牙

膏、剪刀、手套和口罩等醫療與生活用品，這些都是烏克蘭

難民、當地醫院和社區居民最迫切需要的緊急物資。慈濟美

國總會徵集新衣和二手衣的呼籲，也獲得志工、當地居民、

寺廟、華人團體的熱烈響應，從六月初起，一箱箱、一袋袋

的新衣、二手衣送入了總會園區的「惜福屋」。

	 要整理分類和打包堆積如山的衣物，需要花費大量的人

力。從六月起每個週末，志工、慈濟少年團（簡稱：慈少）

的中學生及慈少家長們，都會來到「惜福屋」由富有經驗的

志工帶領，幫忙進行衣物分類、摺疊、打包的工作，所有衣

物依照男女老幼分類裝箱準備送到有需要的地區。

	 在7月2日、3日的美國國慶長週末期間，許多社區民眾

全家總動員來幫忙組裝醫療包，兩天內就完成了一千份醫療

包的配裝工作。小小的醫療包要裝入十多樣的醫療與生活用

品，大家依照志工規劃的裝配設置，把十多樣物品依照樣本

按流水線組裝，很快就抓到配裝訣竅。

	 曾睿安去年從慈少結業，他跟媽媽陳蘭馨一起來幫忙

打包；母子倆合作無間分裝手套，把十個一組的手套卷緊裝

袋，完美配合。七歲王鈞石即將進入核桃慈濟小學就讀，他

與爸媽一起幫忙，只見他手腳俐落地將空置的紙盒交給父親

折疊整齊，並擔任小跑腿幫忙運送紙箱。

	 俞琪甯跟著爸爸、媽媽和姊姊一起來到園區，加入打

包的行列。姊弟倆都是好幫手，眼明手快，一會兒幫忙裝口

罩，一會兒幫忙裝擦手巾，隨機調整工作。來自馬來西亞的

陳美君和女兒是第一次來總會園區做志工，她笑著說：「我

們只是少少出一點力，幫忙打包醫療用品。」

	 慈濟敞開大愛之門，讓心中充滿愛的民眾一起搭上慈濟

大愛列車，無論走入慈濟的機緣為何，在投入不同的志工服

務中，志工們學會了惜福和珍惜幸福，體察到付出的意義，

這些小小地感動都是一股潛移默化的動力，激勵人們為推動

世界更美好做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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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緊急需求的物資

◎ 年輕夫婦笑對困境

◎ 協助重啟新生活

◎ 全家動員配裝溫暖

每一個長桌上都是滿滿的醫療用品，志工一一清點和整理裝袋。
攝影／駱淑麗

西雅圖慈濟志工進行麥迪遜公寓火災賑災發
放的場景。攝影／鄭心謙

	 有別於傳統「吉祥月」法會，慈濟德州分會志工
們以嶄新思維，規劃在8月7日舉辦2022年「七月吉祥
月」活動。這將是一場寓教於樂的互動式活動，來賓
們可愜意徜徉在「與佛對話祈福區」、「救援烏克蘭
竹筒回娘家」、「素食推廣」等不同展區。
	 全家人可在不同展區的活動中，以另一種方式
感受佛法的奧妙真意；在《火宅喻》玩密室大逃脫，	
《藥草喻》猶如在森林迷宮中，探索人生的正確道
路，來《窮子喻》親自表達孝親與感恩的心。另外，
在素食推廣的終站可領取免費的素食餐盒，同時學習
開啟茹素護生的健康飲食模式。

日期：	2022年8月7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10點至中午12點，活動時間內均可自由入場，		
				 				參與各項互動展示。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活動網頁：	tzuchi.us/zh/events/houston-july-	 				 	
										 auspicious-lunar-month-2022	

如需進一步了解活動詳情，請電慈濟德州分會：
713-981-8966。

七月吉祥月活動
心 正 氣 盛 ． 心 開 運 通

慈濟德州分會

後的7月10日，

慈濟志工回到麥

迪遜公寓的社區

中心進行剩餘五

戶受災戶的發

放，以及對災民

進行後續關懷。

	 發放現場有紅十字會的專員協助慈濟志工核對住戶身

份，辦理災民新住處的申請，以及聯絡西雅圖政府及住宅安

置的相關單位，為災民盡力尋找新住所。對於失去家園，需

要重啟新生活的住戶，找到新的住所是重中之重，紅十字會

急難救助專員艾希莉·朱絲（Ashley	 Joos）表示：「大部分

在緊急庇護所的受災住戶，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盡快幫他們找

到新的住處，讓他們能夠移出庇護所。」

	 除了物資發放，志工更重要是提供陪伴、傾聽與分

享，給予災民溫暖與關懷。紅十字會人員珍·布朗（Jane	

Brown）表示，她已從事急難救助多年，很少有組織或機構

能像慈濟人這樣，能讓受助者留下如此正面的印象，也讓他

們知道重建生活雖然困難，但坎坷路上並不孤單。

	 得益於當地政府、紅十字會以及社區機構無間的配合，

慈濟順利取得所需物資及支援，向災民傳遞愛與希望，宣揚

相互支持、廣結善緣的精神，累積愛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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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 屆威尼斯影展在 26 日揭曉入圍名單，休傑克曼

（Hugh Jackman）主演的新片《The Son》，入圍本屆主競賽單

元，將有機會角逐威尼斯影帝。另外曾入圍奧斯卡影帝的提摩

西夏勒梅（Timothee Chalamet），主演的新片《Bones And All》

也入選，兩人將搶影帝寶座。奧斯卡影后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主演的新片《TÁR》也入圍主競賽單元，將與「龐德

女郎」安娜德哈瑪斯（Ana de Armas）爭奪影后寶座，安娜德

哈瑪斯主演瑪麗蓮夢露的傳記電影《Blonde》（金髮夢露）入圍

主競賽；另外妻夫木聰主演的新片《某個男人》則入圍地平線

單元。

休傑克曼主演的新片《The Son》，由《父親》編劇克里斯多

福漢普頓（Christopher Hampton）譜寫劇本，內容描述一名青少年

在經歷父母離婚後所面臨到的困境，該片除了休傑克曼外，其他演

員包括金獎得主蘿拉鄧恩（Laura Dern）、凡妮莎寇比（Vanessa

Kirby）以及奧斯卡影帝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

「甜茶」提摩西夏勒梅主演的新片《Bones & All》改編自

卡蜜拉迪安潔利斯（Camille DeAngelis）的同名小說，故事描述

一名女子四處旅行，除了找尋從未見過的父親外，她也想了解

為什麼自己會渴望將愛的人殺害並吃下肚。這是義大利導演盧

卡格達戈尼諾（Luca Guadagnino）在《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Call Me by Your Name）後，再度與提摩西夏勒梅合作。

凱特布蘭琪主演的新片《TAR》由美國導演陶德菲爾德

（Todd Field）親自執筆劇本，故事背景設定在德國柏林，但劇

情方面尚未有太多資訊，這是陶德菲爾德睽違15年後的首部執

導電影；而本屆同樣有爭后資格的「龐德女郎」安娜德哈瑪斯

，主演的新片《Blonde》由安德魯多明尼克（Andrew Dominik）

執導、編劇，故事改編自喬伊斯卡洛奧茲（Joyce Carol Oates）

所著的同名傳記小說，以仿效瑪麗蓮夢露的口吻來述說她的生

平故事，其他卡司有金獎影帝安卓亞布洛迪（Adrien Brody）、

巴比坎納維爾（Bobby Cannavale）、茱莉安尼克遜（Julianne

Nicholson）。

日本男星妻夫木聰主演的新片《某個男人》，由石川慶執

導，入圍本屆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劇情描述律師城戶

章良（妻夫木聰飾），他收到來自谷口裡枝女士（安藤櫻 飾）

的委託，她的丈夫谷口大祐（窪田正孝 飾）在伐木現場遭遇意

外喪命。但常年疏於聯繫的大祐哥哥在看到遺像後，卻表示不

是死者本人，因此展開了一連串的調查。該片卡司還有日本金

像獎影后安藤櫻、窪田正孝、清野菜名及真島秀和。

另外，日本名導深田晃司以新片《LOVE LIFE》獲選競賽

片。深田晃司之前曾以《臨淵而慄》勇奪得坎城影展「一種注

目」評審團獎，前年他將自己的電視劇處女作《虛情真意》重

新剪輯成四小時的電影版，再度入選坎城影展。本次新作

《LOVE LIFE》是深田首度入選威尼斯影展。該片劇情描述妙

子（木村文乃飾）與丈夫二郎（永山絢斗飾）、兒子敬太，原

本過著幸福平靜的生活。然而一場悲劇發生後，敬太的生父突

然現身，妙子和前夫重逢後，開始盡力幫助這位失聰、無家可

歸的男人重新振作，卻也打亂了她的家庭與人生。《LOVE

LIFE》預計最快年底在台上映。

而已故韓國名導金基德遺作《Call of God》，也入圍本屆

非競賽展映單元。金基德在兩年前去世，10年前曾憑《聖殤》

獲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的金獅獎；另外，台灣已故名導楊德昌

的經典影片《獨立時代》入選本屆威尼斯影展的「經典單元」

，將由台灣團隊完成4K修復後，在8月31日到9月10日於威尼

斯影展舉辦世界首映。

左 起 安
娜德哈瑪斯
、休傑克曼
、凱特布蘭
琪、提摩西
夏勒梅

威尼斯影展 休傑克曼搶影帝
龐德女郎戰凱特布蘭琪爭后

《白噪音》White Noise（開幕片）／諾亞鮑姆巴赫Noah Baumbach／美國、英國／主演：亞當崔佛、葛莉塔潔薇
《兒子》The Son／弗洛里安澤勒Florian Zeller／英國、美國／主演：休傑克曼、蘿拉鄧、凡妮莎柯比、安東尼霍普金斯
《塔爾》TÁR／陶德菲爾德Todd Field／美國、德國／主演：凱特布蘭琪、諾耶米梅蘭特、馬克史壯
《金髮夢露》Blonde／安德魯多米尼克Andrew Dominik／美國／主演：安娜德哈瑪斯、安德魯布洛迪
《永恆的女兒》The Eternal Daughter／喬安娜霍格Joanna Hogg／美國、英國／主演：蒂妲史雲頓
《詩人》Bardo, False Chronicle Of A Handful Of Truths／阿利安卓崗札雷伊納利圖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墨西哥
《伊尼捨林的女妖》The Banshees Of Inisherin／馬丁麥多納Martin McDonagh／美國、英國、愛爾蘭／主演：柯林法洛、貝瑞柯根
、凱莉康頓、布蘭登葛里森
《骨與所有》Bones And All／盧卡·瓜達尼諾Luca Guadagnino／美國、英國／主演：泰勒羅素、提摩西夏勒梅、馬克勞倫斯
《LOVE LIFE》／深田晃司／日本／主演：木村文乃、永山絢斗
《聖奧梅爾》Saint Omer／愛麗絲迪歐普Alice Diop／法國
《蟻王》Il Signore Delle Formiche／吉安尼阿梅利奧Gianni Amelio／義大利
《鯨魚》The Whale／戴倫艾洛諾夫斯基Darren Aronofsky／美國／主演：布蘭登費雪、莎蒂辛克、薩曼莎莫頓
《巨大》L’Immensita／艾曼紐爾·克里亞勒斯Emanuele Crialese／義大利、法國／主演：潘妮洛普克魯茲
《雅典娜》Athena／羅曼葛弗雷斯Romain Gavras／法國
《牆外》Beyond The Wall／瓦希加里凡Vahid Jalilvand／愛爾蘭
《阿根廷，1995》Argentina, 1985／聖地亞哥米特雷Santiago Mitre／阿根廷、美國
《基亞拉》Chiara／蘇珊娜·尼基亞雷利Susanna Nicchiarelli／義大利
《莫妮卡》Monica／安德烈帕勞洛Andrea Pallaoro／美國、義大利／主演：艾蜜莉布朗寧、派翠西亞克拉克森
《No Bears》No Bears／賈法帕納西Jafar Panahi／伊朗
《所有的美麗與流血》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紀錄片）／蘿拉伯翠絲Laura Poitras／美國
《A Couple》佛雷德里克·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美國
《Our Ties》／洛契迪森姆Roschdy Zem／法國
《別人的孩子》Other People’s Children／蕾貝卡斯洛托維斯基Rebecca Zlotowski／法國

第79屆威尼斯影展主競賽影片入圍名單

影集版「夜訪吸血鬼」製片馬克強森堅稱，本劇

將比電影版來得更忠於原著。

有別於由湯姆克魯斯和布萊德彼特主演的1994年

經典電影《夜訪吸血鬼》，同樣改編自安萊絲筆下小

說的影集版，則請到了山姆雷德和「灰蟲子」雅各布

安德森攜手合作，好從十八世紀起上演一段橫跨兩百

年的淒美戀曲。

儘管農園主人路易一角從布萊德彼特，換成非裔

男星雅各布安德森飾演，而且電影版還是由原作者安

萊絲親自執筆，不過影集製片馬克強森仍然認為本劇

將比電影版來得更忠於原著。

馬克強森向娛樂周刊解釋道：「我們試著盡量忠

於小說的原汁原味，但這也是一種現代版的詮釋。就

許多層面來說，本劇比電影版來得更忠於原著，而這

很諷刺，因為電影劇本便是出自安萊絲本人之手。」

相較於電影版，影集將更深入探索萊斯特和路易之

間紛紛擾擾、橫跨數百年的關係。「本劇其實是一段很

美麗的愛情故事，因此相對於電影版，本劇比較不是由

劇情驅動，而是更情感充沛、更由角色驅動。」

「一切都得視演出表現而定。透過本劇的兩大男

主角，我們得到了自己的湯姆克魯斯和布萊德彼特，

而我們的萊斯特和路易會比電影版來得更加完整許多

。倒不是因為電影哪裡沒拍好，但它只有兩小時，而

我們的劇長來得多很多。」

拜影集長度之賜，本劇得以好好蘊釀兩人之間

的關係，甚至第一季還不會拍完原著的完整劇情。

「我們得等到第一季後半才會遇到克勞蒂亞。希望

我們有機會再拍第二、三季，好說完全書劇情。」

歌德恐怖影集「夜訪吸血鬼」將於2022年 10月 2日

在AMC開播。

影集版 「夜訪吸血鬼」 製片：

我們更忠於原著

[周刊王CTWANT] 自從Netflix宣布將製作跨世紀

經典動漫《幽遊白書》的真人版之後，全球粉絲就一

直引頸期盼後續消息，如今Netflix於16日最新釋出由

北村匠海所飾演的「浦飯幽助」造型海報，接下來幾

天還會陸續有新角色造型曝光，讓關注本劇已久的動

漫迷和日劇迷都興奮不已。導演月川翔透露，第一次

聽到《幽遊白書》要拍真人版時，老實說真的懷疑是

否有這様的可行性，但在聽了Netflix製作人所介紹的

未來展望與可能性後，自己的期待也就越來越大，為

了實現這個目標也因此燃起了熱情。最重要的是，導

演認為《幽遊白書》之魅力在於角色，所以想要特別

強調角色魅力以及戰鬥的部分。

Netflix在16日首先公開《幽遊白書》四大主角的

代表性特色：幽助的「靈丸」手勢、藏馬的薔薇、飛

影手上的繃帶，以及桑原將制服上衣垂掛在身後的帥

氣背影，將原本漫畫中各具特色的四人完美重現，隨

後也公開由北村匠海所飾演的四大主角之一「浦飯幽

助」造型海報。北村匠海表示，原作是一部廣泛且獨

特的傑作，也是日本以強大的漫畫和動漫文化而自豪

的原因，他很高興能與全世界分享《幽遊白書》，期

許創造出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能享受到的作品。

《幽遊白書》

真人版主角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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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團5人晉桌球冠軍賽8強

東亞盃以第3名完賽 暴露差距和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據西班牙
媒體La Grada報道，現留洋西甲球隊愛斯賓奴
的中國球員武磊（圖），極可能重返中超球隊
上海海港。目前兩家球會正就有關事項進行談
判。
近日傳媒就武磊回歸上海海港一事炒得沸沸

揚揚。據著名體育網站搜狐分析，一旦武磊回
歸，將在個人薪資方面有不小的損失：武磊在西
班牙人年薪不低於稅後100萬歐元，但在回歸中超
後，武磊只能接受內地球員頂薪稅前500萬元人民
幣的規定。而他之所以決意回國，相信主要原因
是受新冠疫情的影響，他與妻女長期無法與上海

的家人團聚。
到目前為止，武磊已在歐洲賽

場征戰三個賽季，有過攻破巴塞大
門的光輝時刻，也有過因傷或技戰
術原因連續多場無緣比賽的坎坷。
如果上海港港真的可以迎回這位俱
樂部曾經的7號，相信將極大程度
上可增添球隊進攻端的實力。

當地時間27日，2022年桌球冠軍聯賽（排
名賽版）在英國萊切斯特結束第二階段兩個小組
的爭奪，世界第一的奧蘇利雲爆冷出局，兩位中
國新星趙心童和龐俊旭以各自小組首名的身份挺
進8強。至此，在本次大賽已產生的6個8強席
位中，中國選手佔據5席，他們分別是趙心童、
龐俊旭、魯寧、呂昊天、蕭國棟。

2022年桌球冠軍聯賽（排名賽版）是本賽
季桌球的揭幕賽，比賽分3個階段：第一階段
128名球員分成32個小組進行單循環賽，各小組
第一晉級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的32強分成8個小
組，各組第一晉級決賽階段的8強賽。◆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黎永淦）港超新球
季爭霸熱門球隊之一理
文28日宣布，重召舊將

佐迪（圖）回巢擔任助教，相信是取代李恒
匯離隊後的位置。

佐迪來自西班牙，2017年入籍香港，球
員生涯曾効力傑志及理文等本地球會。他在

2019至20球季結束後，在理文掛靴並隨即加
入教練團，惟去年因要回祖家修讀歐洲足協
專業教練牌照課程決定請辭。佐迪完成教練
課程，適逢理文助教李恒匯轉會到和富大
埔，獲得球會重召。他很高興能重返香港：
“香港是我的第二個家，我一直希望留港貢
獻更多，能回歸理文出任助教一職，我感到
非常榮幸和高興。”

東亞盃足球賽27日在日本收官。日

本隊以2勝1平排名的成績奪得冠軍，韓

國隊位居第2。 首戰0：3不敵韓國，次

輪0：0逼和日本，末輪以1：0戰勝港隊

的中國男足選拔隊以第3名的成績結束本屆東亞盃征程。

以U23球員為主要班底建隊，中國男足選拔
隊帶着鍛煉隊伍、選拔年輕球員的目標來

到日本參賽。東亞盃開賽前，這支年輕的隊伍裏
僅有4人具有國際A級比賽出場經歷。本屆賽事
中，隊內先後有15名球員完成了國家隊的國際
A級比賽首秀。

15人完成國際A級賽首秀
可以說，這屆東亞盃，是中國隊1999年齡

段國腳們的“集體成人禮”。通過難得的大賽機
會，年輕的球員們暴露出差距和問題，同時也收
穫信心與成長。

從過程來看，中國隊與日韓等亞洲強隊的差
距是全方位的。面對並未派出全部主力的韓國隊
和日本隊，中國隊在高強度壓迫下很難完成中場
組織，幾乎無法發起有效進攻，比賽節奏也要慢
於對手。即使是最後一輪擊敗實力相對較弱的中

國香港隊，經驗不足的中國隊球員也
暴露出傳跑接應不流暢、進攻缺乏套
路、陣形容易鬆散等問題。

隊員每球必爭不懼對抗
雖是如此，這屆東亞盃仍然極具積極意

義。因為疫情原因，隊內的絕大多數球員近3
年只在今年3月參加過迪拜盃這一項熱身性質
的國際賽事，面臨缺乏高水平比賽的困擾。從
第一場失利時的慌亂，到第二場逼平強敵的頑
強，再到最後取得勝利。隨着比賽進程，球員們
的狀態不斷提升，越發適應比賽節奏。朱辰傑、
戴偉浚、韓佳奇等幾位球員，展現出了獨當一面
的比賽能力。這樣的比賽經歷，對年輕球員的成
長尤為關鍵。

更重要的是，在主教練揚科維奇的帶領
下，3場比賽無論結果，中國隊的所有隊員在場

上每球必爭、不懼對抗，展現出良好的比賽態度
和戰鬥意志。這正是更新換代中的中國男足，所
需要的朝氣和活力。

總結本屆東亞盃，揚科維奇表示，這是一
次極佳的鍛煉機會，作為年輕球隊，還有很多地
方需要做得更好。球隊在防守方面通過東亞盃取
得了進步，但進攻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通過
比賽，球員們收穫了久違的信心。“如果我們更
堅決一點，我們有機會戰勝日本隊，這說明未
來我們可以成為一支強隊。”揚科維奇說。

記者曾多次觀摩揚科維奇帶隊訓練，在他
的進攻體系中，高中鋒發揮着幾乎不可替代的
作用。因為傷病等原因，單歡歡、郭田雨、
張玉寧三名中鋒均無緣參加本屆東亞盃，這
或許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隊的進攻
發揮。隨着東亞盃的淬煉和傷員回歸，可
以預見，這支平均年齡只有22.6歲的國足
選拔隊中的不少隊員，會逐漸在2023年
亞洲盃和2026年世界盃預選賽中，挑起
中國男足的大樑。未來依舊道阻且長，
希望此次東亞盃，能成為他們成長道
路上的寶貴財富。 ◆新華社

安永佳開通微博 銳意拓內地市場

佐迪重返理文出任助教

◆◆安永佳開通微博安永佳開通微博，，以以
普通話向球迷問好普通話向球迷問好。。

◆◆安永安永佳佳（（左左））備備
受受主帥安達臣信主帥安達臣信
任任。。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武磊擬回歸中超
正在談判中

◆◆朱辰傑朱辰傑（（上上））在對在對港足一役爭頂港足一役爭頂。。 路透社路透社

◆◆戴偉浚戴偉浚（（88號號））在在東亞盃展現出獨東亞盃展現出獨
當一面的比賽能力當一面的比賽能力。。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黎永淦黎永淦））効力傑志的効力傑志的
新一代港足球星安永佳新一代港足球星安永佳，，自亞洲盃走紅之後自亞洲盃走紅之後，，
憑着俊俏的外貌憑着俊俏的外貌，，獲得不少廣告商垂青獲得不少廣告商垂青。。這位這位
混血港腳近日更開通了微博帳戶混血港腳近日更開通了微博帳戶，，附上一條以附上一條以
普通話向球迷問好的短片普通話向球迷問好的短片，，銳意向內地市場發銳意向內地市場發
展展。。

香港足球代表隊相隔香港足球代表隊相隔5454年再次打入亞洲盃年再次打入亞洲盃
決賽周決賽周，，一班出線功臣因而人氣急升一班出線功臣因而人氣急升。。司職前司職前
鋒的安永佳現年鋒的安永佳現年2525歲歲，，深受港隊主帥安達臣重深受港隊主帥安達臣重
用用，，後者執教港隊的後者執教港隊的33場亞洲盃外圍賽場亞洲盃外圍賽、、33場東場東
亞盃及亞盃及11場友誼賽場友誼賽，，安永佳全部正選上陣踢足安永佳全部正選上陣踢足9090
分鐘分鐘。。連同上任主帥麥柏倫帶隊出戰伊朗連同上任主帥麥柏倫帶隊出戰伊朗、、伊伊
拉克及巴林拉克及巴林33場世界盃外圍賽場世界盃外圍賽，，這位港隊新一代這位港隊新一代
前鋒都踢足全場前鋒都踢足全場，，累積累積1010場國際賽場國際賽，，他在對伊他在對伊
朗朗、、阿富汗及柬埔寨身上共取得阿富汗及柬埔寨身上共取得33個入球個入球。。

安永佳因為外型俊朗安永佳因為外型俊朗，，被傳媒冠以被傳媒冠以““港版港版CC
朗朗””舉譽舉譽。。有新西蘭血統的他在香港出生及成有新西蘭血統的他在香港出生及成
長，不僅能說廣東話，原來連普通話也難不到
他。在東亞盃對國足之前，他更開通了微博賬戶“安
永佳MatthewOrr”，並已獲得認證為“中國香港隊
球員安永佳”。他的第一條貼文即附上一條11秒的
短片，內容是以普通話向球迷問好，貼文則以簡體字
選寫，內容是：“大家好，我是中國香港的足球運動
員安永佳，你們也可以叫我Matt。從今天起我就正

式入駐微博啦，非常感謝微博網友的支持和關注。未
來我會在這類分享自己的比賽、訓練、還有一些日
常。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和我互動，關注我！”

微博開通後短短一日，安永佳的短片已播放了
超過70萬次、 逾400條網民留言、超過3,500個讚
好，爭取打入內地市場算是踏出了第一步。

◆韓佳奇在比賽
中屢屢救險。

新華社

◆◆龐俊旭擊退奧蘇利雲以小組首名躋身龐俊旭擊退奧蘇利雲以小組首名躋身
88強強。。 WSTWST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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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天才基本法》輸出最樸素的價值觀：
面對命運，所有努力不會是徒勞的

《天才基本法》的配方是許多人暢

想過卻未曾真正抵達的：人生這趟單向

旅行，如果當時的選擇不一樣，那今天

的我會不會是世上另一個「我」。它的

核心表達則是尋常生活裏何其熟悉的：

要有多持久的宛如少年天真時的熱力，

才能讓夢想這場盛大的煙火恒久璀璨。

熟悉摻雜著陌生，新鮮而又質樸，

奇幻架構裏結成現實主義的果，一部很

難簡單界定類型的電視劇《天才基本

法》正在央視八套和愛奇藝播出，沈嚴

導演，雷佳音、張子楓、張新成領銜主

演。十集過後，主人公的第一次平行時

空穿梭告一段落，暑期檔的勵誌好劇可

以預定上榜了。

它打開平行時空的腦洞，用繽紛的

故事與畫面挖潛內心的天真。它是懷揣

一顆清澈少年心說與一群少年聽的故事，

也是一部與包羅萬象的「愛」有關的成人

童話。導演拍淺藍的天空、大片的雲朵

、夏日濃蔭裏忽閃忽閃的陽光，也拍孩

子們秘密基地裏的燭火、如星辰大海般

深邃壯闊的數學世界。溫情與燃情並行

的故事輸出著世間最樸素的價值觀——

面對命運，所有努力不會是徒勞的。

「人的選擇」 成為了更大的懸念
《天才基本法》劇本改編自長洱的

同名小說，雙時空+數學的設定在國產

劇序列中屬於少數派。

父親林兆生遭遇交通意外後，他罹

患阿爾茲海默癥的病歷藏不住了，女兒

林朝夕的天也塌了。此時，一張她從未

見過的奧數集訓營合影從天而降，似乎

有種神秘介質牽引著她和兒時的同學紀

江一起流浪平行宇宙。從2018年的「草

莓世界」穿梭到2006年的「芝士世界」

，兩個小夥伴發現時空之間相似卻又不

同。最大的變化莫過於林朝夕的身世，

她成了福利院長大的孤兒，只能住在十

來歲孩子的身體裏去找尋重返「草莓世

界」的鑰匙。

平行時空製造了巨大的懸念：只要

復刻合影上的一幕，他們就能回到原來

的生活嗎？小林朝夕的身世謎團與「芝

士世界」會有呼應嗎？林朝夕、裴之、

紀江這三個形影不離的好朋友，為什麼

獨獨裴之沒有穿梭到另一個時空？究竟

什麼物質或人，才是連接兩個時空的橋

梁？

但尋找真相並不是劇作唯一的目的

。比起平行時空的高概念設定，人與人

之間、人物個體內心的戲劇力量興許才

是一個好故事的理想彼岸。

前十集，《天才基本法》已顯了端

倪。比起時空之謎，「人的選擇」成為

更大的懸念。在原來的「草莓世界」，

父親林兆生與同學裴之在林朝夕心目中

都有著可望不可即的數學天賦。在與天

才的對照下，姑娘早早把自己歸入「平

凡」的行列，大學念了哲學系，哪怕她

對數學原本一腔熱忱。異時空的「芝士

世界」，小林朝夕參加奧數集訓營的內

心驅動力，從單純的彌補父親遺憾，到

為自己、為所有資質平平、條件普通的

人拼一把，從孤兒院起步，走出「哪怕

要付出常人十倍百倍的努力，我們一樣

能取得好成績」的進取路線。小紀江從

一開始念叨著要重返「草莓世界」當他

的大明星，到後來認可「大家一起拼過

，一起努力過」就是最好的安排。還有

老師張叔平、這個林朝夕眼裏的「同一

類人」，他對天賦致勝與天道酬勤的信

任天平，也在因循已久後悄然發生了松

動。曾經最清澈的一拼到底，究竟何時

附著雜念，變成了成人的選擇……這一

切，正如臺詞所示，「人的每一念選擇

，都會造就一個不同的世界」。

「講述勵誌與親情」 這件事變得更
富想象力

在原著小說裏，數學之於故事中人

的生活，它承擔著少年時的精神熱源，

也確證了一生的精神家園。許多數學專

業的年輕人讀得手不釋卷，留言「重新

點燃我熱愛數學的初心」。

從文字到影像，故事的層面，小林

朝夕與裴之依然帶領夥伴們遨遊在奧數

世界，並肩闖過一輪輪淘汰；老林也書

不離手，幾十年如一日專註攻克「P=NP

」的世界性數學難題。故事是充滿巧思

的，鏡頭表現力也是。電視劇《天才基

本法》尤為難能可貴的，就是它歌頌奮

鬥、推崇努力有用的同時，還在不經意

間演示了「講述勵誌與親情」這件事可

以變得更富想象力、更加純真。

看似平面的數學在電視劇裏有了多

維立體的樣貌。它可以是積木呈現的推

演，可以是撲克牌、花生豆、圍棋子的

排列，還可以是滿是未知的奇妙世界。

它被嵌入少年宮外孩子們聯手「打假」

的段落，引出天才少年裴之的第一次登

場；它也在孩子們挖紅薯的那夜化作漫

天星辰，從分數試卷、學科競技變成從

今往後「能伐木造橋去跨過面前那道長

河的、屬於自己的一柄斧頭」。

電視劇用視聽為數學添加玄妙畫面

的同時，又用無數細密的針腳縫起現實

主義的幕布。裴之一家打撲克的溫馨日

常，小林朝夕與老林飯盒裏互讓的雞翅

中，打了好多次終於成功一次的電話，

福利院李媽媽帶著一大幫孩子來接林朝

夕和花卷回家的場景……這一幕幕帶著

日常煙火氣又無比動人的情感塑造，雖

沒有數學的參與，但讓原本玄妙的故事

變得真實可信起來，讓平凡的林朝夕、

外表嚴苛但內心呵護著孩子們的張叔平

老師，都通了熒屏前我們的情。

不僅如此，《天才基本法》還在

表演和細節上作了增量的革新。前十

集中，導演讓飾演「草莓世界」林朝

夕的張子楓不時「穿梭」到「芝士世

界」的靈魂，讀解出兩個時空裏主角

內心的微妙變遷。更放膽把前十集的

大多數戲份留給少年演員，結果，幾

十個乃至上百號孩子的群像，讓觀眾

從他們身上望見了自己的天真年少。

讓我們想起那些被辜負的光陰、未竟

的夢想、錯失的羈絆時，有孩子般的

勇氣去喊出「如果你真的喜歡一件事

，什麼時候都不會晚」。

倪妮獻唱《漫長的告白》主題曲
搭檔張魯一辛柏青

由張律執導，耐安監製，倪妮、張魯一、辛柏

青領銜出演，池松壯亮、中野良子、新音特別出演

的極致美學愛情電影《漫長的告白》將於七夕（8

月4日）全國上映，目前預售已開啟。7月25日，

影片發布由倪妮演唱的主題曲MV《秋柳》，歌曲

婉轉動人，勾勒出阿川、立冬、立春三人如夢一般

的重逢之旅。對於如風般灑脫的阿川，兩個男人內

心各有抉擇，他們將為自己的人生劃下怎樣的轉折

點，值得期待。作為2021年獲得最多國際電影節

認可的電影，《漫長的告白》所展現的成年人在殘

酷現實下克製又浪漫的情感質地備受各方贊譽，也

成了很多觀眾心中的七夕檔觀影首選。最漫長的告

白是二十年如一日的堅定守護你，真愛過的人再來

看會找到曾經的自己。和愛的人相約吧，別錯過這

個七夕屬於你們的共同記憶。

倪妮張魯一辛柏青愛情糾葛
二十年矢誌不渝是最漫長的告白
「想當日，綠茵茵，春光好」，主題曲《秋柳

》歌詞來源李叔同的詩，MV以倪妮動人的清唱開場

，隨後婉轉的旋律揚起，阿川與立冬立春二十年後的

重逢如夢一般飄渺又浪漫，無論是隨性的街頭起舞，

抑或是閑適的悠悠坐船，三人不斷回溯，在現實和回

憶之間徜徉穿梭，「風淒淒，雨淒淒，君不見，眼前

景」，水中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這份跨越

山海漫過時光的深情，能否傳達到她的心裏？MV的

最後，舊人離去，小酒館獨剩倪妮一人，她輕輕默念

著「一思量一回首，不勝悲」，像是對舊人舊事的一

絲眷戀，也像是對渺渺歲月的一聲嘆息。

阿川是立冬和立春心裏的鑰匙，而對於阿川的

態度和選擇上，一個人的性格往往也會成為他的命運

，就像張魯一的解讀，「立春和立冬代表著兩種截然

不同的人生態度，有的人對愛情是恣意地揮霍，有的

人則矢誌不渝，一輩子活下來各有所得」。立冬對阿

川，二十年的感情很重，重到放不下忘不了，二十年

的感情也可以很輕，輕到甚至不敢開口驚擾她。我們

往往認為告白需要開口，但導演張律認為立冬其實是

在用另一種方式持之以恒地告白，「只要一個人對另

一個人有愛的情感，說不說其實都不重要，對方能不

能感應到才是重要的。我覺得阿川一直是感應到的」

。就像MV裏阿川每一個擡眼，每一次試探，都證明

了立冬不是單向的奔赴。真心地感應，交換過彼此的

宇宙，哪怕你不說，我也自然而然地會懂，這就是屬

於阿川和立冬之間最好的感情了。

十二大國際電影節認證！

真愛過再觀影回溯曾經的自己
《漫長的告白》自啟動宣傳後佳音不斷，從平

遙國際電影展開幕影片、入圍釜山國際電影節大師單

元、塔林黑夜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再到金雞百花

電影節-國產新片展、成為大阪亞洲電影節開幕影片

，以及獲得法國沃蘇勒亞洲電影節最高獎「金圓獎」

，成為愛丁堡國際電影節「Heartbreaker」展映單元

影片等，十二大電影節的認可充分證明了自身品質的

優秀，口碑有目共睹，也使之成為這個七夕檔最有質

感和最受影迷期待的愛情電影。這份質感來源於其區

別於傳統愛情片的獨特的視角和內涵。傳統愛情片大

都根植在青春肌理之下，痛得激烈，哭得大聲，力圖

在電影院給予觀眾最大化的情緒宣泄。而《漫長的告

白》反向展現了兩位成年人在殘酷現實下克製又浪漫

的情感欲望，沒有激烈的狂風暴雨，一如平靜的久別

重逢，卻始終有一道情感的隱傷如影隨形，成為了彼

此心裏無法愈合的傷疤。就像影片中始終占據人群焦

點仍倍顯孤獨的阿川，以及遊離世俗之外的「怪人」

立冬常常出現蜷縮的狀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當然

有挺拔的狀態，但很多時候都是蜷縮的。」導演扒開

生活的假象，希望讓觀眾真切感受到成年人在生活中

那些蜷縮著愛人的時刻。這種細致入微的觀察，打破

了傳統愛情片的套路，深刻戳中了當下都市人最真實

的情感痛點，讓愛情還原出本來的面貌。

七夕檔需要《漫長的告白》這樣一部如潺潺流

水刻畫愛慰藉愛的電影。它是一份關於愛的雋永的

禮物，這份禮物等過的人才會珍視，愛過的人才會

懂得。我們是什麼時候開始對一個人無法放手？我

們為什麼愛過痛過也要奔向TA的坐標？當你真愛

過一個人，就來看看這部電影，不僅是體會戲中人

，更是懷念那個曾經或現在還在愛裏的自己。8月

4日，和深愛之人赴深情之約，願每一份堅持都有

回音，願漂泊的心終能得到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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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第十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以下簡稱“北影
節”）將於8月13日至20日在京舉辦，28日舉
行新聞發布會，今年北影節與香港國際電影節
部分時間重疊，兩地電影節將首次攜手深度合
作，聯合培養青年導演，北京展映專設香港電
影浪潮展映環節，放映香港新近佳作和經典影
片的最新修復版，香港國際電影節宣傳大使郭
富城將同時參與北影節推廣工作。

李雪健任評委會主席
今年“天壇獎”全球報名影片1,450部，

總數較去年增63%，吳京等七位國內外名家擔
任天壇獎評委，李雪健任評委會主席。據悉，
與會嘉賓還將收到以北京中軸線為元素的數字
藏品請柬。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北影節與香
港國際電影節將開展深度合作，加強兩地青年
影人的培養與交流。兩地電影人將表達京港電
影合作共贏的信心和決心，共促中國電影高質
量發展。備受矚目的“天壇獎”入圍影片和
“注目未來”參選影片將會在北京展映中與影

迷們見面，專為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特別策劃
的“特展：光影浪潮香港電影新動力”單元，
將放映中國香港新近佳作和經典影片的最新修
復版。

第十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組委會常務副秘
書長徐滔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此次京港兩
地電影節將有多方面深度合作，未來北影節會
跟香港國際電影節有更深層次的互動，“屆時
將會有來自香港的青年直接參加北影節的創投
項目，雙方在培養青年導演上一定會共同作
為、合力打造青年導演，吸引更多香港青年導
演、青年創投產品、青年電影作品。”

據了解，今年“天壇獎”全球報名影片數
量達到1,450部，總數較去年增長63%，國外
影片來自88個國家和地區共計1,193部。本屆
“天壇獎”國際評委會主席為中國著名演員李
雪健，評委會其他6名成員為中國導演郭帆、
英國導演柯文思（Malcolm Clarke）、阿根廷
導演Lucrecia Martel、意大利導演Michelan-
gelo Frammartino、中國演員秦海璐和中國導
演、演員吳京。

據介紹，今年北影節活動包括“天壇獎”
評獎、開幕式及紅毯儀式、北京展映、北京策
劃．主題論壇、北京市場、電影嘉年華、大學
生電影節、閉幕式暨頒獎典禮、“電影+”九
大主體版塊。今年北影節將繼續與愛奇藝合
作，在線上舉辦為期兩周的“雲上北影節”，
影展規模近百部，設置了“特展．迎接二十
大”“特展．‘天壇獎’評委會主席作品回
顧”“第一視角”“阿根廷電影周”“網絡新
浪潮”等九個單元。

一眾中國電影工作者、專家學者、熱心影迷
等28日齊聚江城武漢，迎接百花獎一甲

子的到來。成龍用自己從影的親身經歷回顧中
國電影的發展變化，電影承載着中國文化走出
去，他感嘆“自己的感受太深”。成龍回憶
說：“年輕時到好萊塢拍電影，膜拜外國的導
演、編劇、攝影師，但他們不是評價你動作
好，而是‘嘩！你這句英文對白講對了。’”
他甚至為了打入美國市場，先去學了一年多英
文。美國劇組對中國武術動作不認可，經常認
為中國功夫的表演“不合理”，兩年多努力沒
有結果，他決定不要美國市場，要自己的市
場！所以他堅持自己所有的動作特點，拍自己
喜歡拍的東西，得到本地觀眾的認可，最終憑
藉《紅番區》打入美國市場。他表示，最開心
是受史泰龍邀請赴美國參加首映禮，“我一到
片場，他抓着我的手走過長廊，一兩百個替身
演員在吃午飯，所有人站起來向我們鞠躬，都
是學功夫的，那一剎那，我發現原來我在美國
也可以的。”更讓他驚喜的是，史泰龍的化妝
車裏擺放着很多他的電影錄影帶，史泰龍拿出

《警察故事》的錄影帶說，當動作設計想不出
橋段時，團隊都看成龍的錄影帶找靈感。

成龍告訴在座的電影人，不要為了去好萊
塢而去好萊塢，“當你在本地成功了，他們就
會來到中國找你，那時候你可以說，我的英文
水平就是如此了，請你們去學中文。”他特別
提到，美國的電影業之前不重視中國內地和香
港的市場，而今天，他們會主動諮詢，中國人
喜歡什麼元素，因為他們現在認識到，中國是
非常重要的市場。所以他滿懷感激向中國觀眾
致謝，“是你們令中國演員在國外很有面
子”，因為所有的觀眾去看電影，讓《長津
湖》有幾十億票房，這個大蛋糕讓外國人看得
眼睛都紅了，“現在不是你們（把蛋糕）分給
我們一點，是我們分給你們一點！”

成龍入行60年獲送花祝賀
揭幕當日，《2022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

告》發布，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尹鴻表示，
2021年中國電影市場的電影產量、票房、銀幕
數、觀影人次，都繼續保持全球第一，中國電

影影片總產量為740部，在481部上映新片中，
有43部影片的票房過億。銀幕總數82,248塊，
城市院線觀影人次11.67億，全國城市院線電影
票房達472.58億元人民幣，恢復至2019年的
73.5%，佔全球總票房的34.89%，第二次位列
全球影市冠軍。

創立60周年的大眾電影百花獎，28日特別
向60年前獲得首屆最佳女主角的祝希娟和入行
60年的成龍贈送鮮花以示祝賀。據悉，
本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將持續3天，
包括開幕式暨百花獎論壇、產
業論壇、提名者表彰儀式、
國產影片展、藝術家下基層
等活動，頒獎典禮將於7月
30日晚在武漢舉行，屆時
將揭曉第36屆大眾電影百
花獎最佳影片、最佳編劇、
最佳導演等9個獎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第36屆大眾電

影百花獎（簡稱：百花獎）28日上午在武漢揭幕，由武漢籍

電影人朱一龍擔任形象大使。國際影星成龍在論壇上表示，

電影承載着中國文化“走出去”，他個人感受最深，只有堅

持自己風格，贏得本土觀眾的認可，才能贏得好萊塢的尊

重，他滿懷感激向中國觀眾致謝，“是你們令中國演員在國

外有面子。”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尹鴻則公布《2022中

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指，2021年中國電影產量、票房、

銀幕數、觀影人次，都繼續保持全球第一，佔全球總票房比

例達到34.89%。

成龍感激
令中國演員在海外有面子

百花獎創立60周年
中國電影產業領先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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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鄭欣
宜28日出席體驗館開幕活動，她表示之前回加

拿大探親，現已經很想再去旅行，最想去泰國，因夠近
又不用隔離，可以用盡玩樂的時間。去泰國必定會游水，問她

會否穿比堅尼？欣宜笑說：“我一生都不會穿比堅尼，但會穿一件
頭泳衣。”見她其實狀態很fit，她坦言一直保持運動，即使之前在加拿
大探親沒運動，只去博物館或購物都行很多的路，回來香港後又投入排舞、
做gym和打泰拳，為9月6日的拉闊音樂會作準備。
完成音樂會之後，欣宜真的很想去一趟旅行，問另一半的期度好了沒有？她

說：“我真的沒有Mark低任何人的期，我最想找我的髮型師阿Ben一齊去，因為他
超喜歡吃東西！”不找honey去旅行是否他不愛吃？欣宜笑說：“我honey咪就阿
Ben囉！”不是“花王”才是你男朋友嗎？她笑答：“我不認識什麼花王，我一向走
低調風格！”

提到最近演唱會舞台機關重重，歌手演出的安全性令人
擔心，欣宜表示自己的確是步步驚心，穿波鞋平地走也會跌
低，之前亦試過在音樂頒獎禮上跳舞期間仆在地上：
“我一忘形就不知發生什麼事情，幸好6月個唱時監
製很貼心，會在耳機提醒我前面有梯級，讓我不要
靠得太近。”問她都以歌舞會友，演出少靠機關
去吸引觀眾？欣宜笑說：“我都想有機關呀，
感覺會威一點，可以將我成個升上台，好
似軒公（張敬軒）個光波爐，升到半空
與觀眾可以近距離接觸，不過個光波
爐可能巳經拆了！”

欣
宜想約髮型師遊泰國

觀眾

◆在開幕禮上，祝希娟（右二）
和成龍（右三）獲贈鮮花。

◆成龍回顧
自己進軍好萊
塢的經歷。

▲ 第36屆大眾電影百
花獎 28 日在武漢開
幕。

◀ 朱一龍擔任百
花獎形象大使。

◆◆ 欣宜表示不會刻意減肥欣宜表示不會刻意減肥，，只只
希望狀態好一點希望狀態好一點。。

◆◆中國著名演員李雪健中國著名演員李雪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宋朝尤其是北宋，在中国历朝

历代中，是出了名的有钱。

但凡说起宋朝，大家都爱叫它

“富宋”。但事实上啊，最起码在

宋太宗年间时，大宋还真没什么钱

。

当时的大宋，外面跟辽国年年

交战，内部还闹着王小波李顺的起

义，整个一个内忧外患。特别是对

辽的战争，对大宋经济影响非常大

，一方面导致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彻

底断绝，另一方面，当时两国主要

为了幽云十六州开战，直接导致大

宋的主要产粮区河北变成了战场。

照 大 宋 宰 相 吕 蒙 正 的 话 说 ：

“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

甚众。”汴京周边都是这个惨状，

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

就连号称最为优渥的宋朝文官

俸禄，其实在宋初也不算高，起码

和盛唐时候相比要低得多。

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宋真宗

初年，就有大臣上奏拿本朝的俸禄

和唐朝比：“糊口之不及”……希

望皇帝给涨工资！

好在此时，宋真宗接到这样的

奏折，底气很足：俸禄不高，福利

不好，朕给你们涨就是了。

宋真宗为什么如此豪气，最重

要的是他有个能力强的爹，宋太宗

赵光义在位期间，挣了不少钱，给

他留下一大笔遗产。

国内经济困难，宋太宗却派人

去海外扫货？

宋太宗，怎么就让大宋朝从一

穷二白穷的叮当响，突然间成为暴

发户呢？

原来他想了一个法子，去海外

花钱。

雍熙四年，宋太宗干了个事，

“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

各往海南诸蕃，勾招进奉，博买香

药、犀牙、真珠、龙脑”。用大白

话来解释就是他派人去海外各国，

对当时的奢侈品疯狂扫货。

这个事情，说起来和常理不符

啊，国家如今这么困难，你不顾民

间疾苦，派人高价去采买一些供你

个人高消费的东西。

宋太宗这么做，当真是只顾个

人享受？当然不是。

他这么做的目标很简单，就是

把“市场信息”放出去，吸引海外

诸国的商贾们来大宋摆摊。

自从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

路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海上丝

绸之路，却得到蓬勃发展。经历

“玄、肃、代、德、顺、宪”的 6

朝元老，唐朝地理学家贾耽在其著

作《广州通海夷道》中就已经记录

了一条从广州通往东非的航线。可

以说，从唐朝中期开始，以“通海

夷道”为代表的中国海上贸易航线

，已经十分繁荣。

就 连 五 代 时 期 ， 割 据 岭 南 的

“太监王朝”南汉王朝，海外贸易

也做的有声有色，宋朝灭南汉时，

南汉的军官士兵们，就从皇宫里

“拐”了十几船财宝逃往国外。即

使这样，宋军依然在南汉缴获了大

笔财富，哪怕南汉王宫被毁，宋军

都从废墟里清理出 46瓮名贵珍珠。

这巨额财富，把赵匡胤都吓了一跳

，连称南汉以“奢靡亡国”。

所以，北宋刚灭南汉后，就在

广州着手建立市舶司，力图发展海

外贸易。但问题是，多年战乱让海

上贸易也十分萧条。

为了恢复昔日盛况，宋太宗只

好自己砸钱，去海外大卖特卖，为

得就是传达一个信息：大宋现在稳

定了，欢迎来大宋摆摊啊！

“海上丝绸之路”，宋代应改

称为“瓷器之路”

那么，“摆摊”对大宋有什么

好处呢？直接好处，自然是增加国

库收入。

别看是喊人家来卖货，但宋代

的市舶司管理制度，已经是空前成

熟，各项外贸、税收和专营制度高

度完备严格，可以说，只要来摆摊

的人多，光靠“禁榷”和“博买”

制度 ，大宋朝就能躺着收钱。

当然，赵光义也知道，再好的

政策也需要靠谱的人执行才有效。

所以他市舶司官员的选拔异常重视

。但凡要派任广州市舶司使，首先

必须先推荐三个预选人来，每个预

选人要有三个官员联名推举，然后

报请枢密院择选，等到正式上任后

，“如在任终满三年，委实廉慎，

别无公私过犯，仍令本路转运使、

副保奏，当与酬奖”，你瞧瞧，选

一个市舶司使，比挑一个宰相还费

事。

广州市舶司建立后，北宋又陆

陆续续，在杭州泉州镇江等地，陆

续设置了七个市舶司，把“广州模

式”推广东南沿海，敞开国门赚钱

。

而另一点则更加说明重视程度

，起初市舶司使是由广州地方官兼

任，后来则变成专职，市舶司也脱

离地方机构而独立设制。可以说，

只要有利于市舶司管理建设的，绝

对不遗余力。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营造一个

让海外商贾放心的“摆摊”环境，

大宋王朝也是够拼的！

当然，有努力自然有效果，而

且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首先贸易范围远远超过唐代，

当时有记录和大宋有贸易往来的国

家超过了六十个，简直就是把生意

做到了全世界。

生意不断做大，单就赵光义心

心念念的摆摊事业来说，一个数字

足以说明问题。在北宋，进出口总

额和财政总收入之比竟然可以达到

一比五。而这个数字对自然经济为

主体的古代中国来说，简直是一个

奇迹了。

可以说，单是这些进出口贸易

的关税，就已经给大宋王朝带来巨

额收入。

更重要的是，那些纷至沓来的

海外商人们，还会把中国的货物源

源不断地贩运出去。

最典型的，就是瓷器贸易，其

实人们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

到宋代应该改称为“瓷器之路”。

因为宋朝海船的所到之处，以及与

宋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都有

大量瓷器出口，远销日本、东南亚

、印度一直到波斯湾西亚诸国以及

非洲的埃及等地，而当时的阿拉伯

帝国的王公贵族们，都以收藏中国

瓷器为荣。

单以今天的考古发现看，从日

本的福冈到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乃

至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等国，

都出土过大量的宋瓷残片。甚至今

天还有外国学者认为“中世纪的东

非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而以

当代许多学者的估算，仅是宋代的

广州路一地，每年的瓷器总产量就

高达一亿件以上，其中绝大多数都

用于出口。

可以想象，单瓷器出口这一样

，不知道能给大宋带来了多少财富

？

苏东坡竟也成了“出海摆摊”

的一员

和此前历代区别极大的是，大

宋不光吸引外国人来国内摆摊。更

重要的是，同样也鼓励宋人出国摆

摊去。

对于出国摆摊这事儿，宋朝不

但允许，而且也有完备的管理制度

。首先出海贸易的主力军是沿海船

户，为了便于控制和征税，大宋便

将这些船户另编户籍。其次，出海

贸易的海上必须在政府登记，禁止

走私。第三，海商贸易归来，必须

到市舶司接受抽买，否则将处以重

罚。

虽然条令是严格了点，但毕竟

给了沿海商民出海赚钱的权力。

于是，自从宋太宗年间起，大

宋的沿海商民，各行各业，都掀起

了出国摆摊的热潮。

当时，由于造船业的进步，宋

朝人“出国摆摊”，比之前的任何

朝代都更容易。当时的中国海船造

的非常巨大，结构坚固，重量可以

达到几百吨。这样一艘海船可载几

百人，船里能储存一年的粮食，甚

至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

既然有了这么牛的船，出海不

再困难，而海外贸易丰厚的利润撩

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纷纷远赴海

外聚财殖货。

当时改行当海商的，各行各业

都有，甚至就连和尚道士，有的也

动了凡心，好好的经不念，撒腿往

海外跑。以《续资治通鉴长编》

《夷坚志》等史料记载，宋代杭州

僧人净源，后来就成了知名海商。

温州道士王居常和处州“张道人”

，也都曾是宋代“国际贸易”圈子

里的知名人物。

而大名鼎鼎的大才子苏东坡，

竟然也是“出国摆摊”的一员。谁

说苏轼到了海南，只能过“日啖荔

枝三百颗”的苦日子，大才子的脑

筋其实也挺活，他就曾把东南亚的

苏木从海外倒腾到了四川。

当然，东坡先生到底赚了多少

钱在其次，关键是，连他都要去下

海经商了，可见宋代的下海潮有多

热。

现在终于知道为啥把经商叫下

海了吧，因为真的只有下了海，才

能赚到大钱。

当然抛开赚钱不谈，这些出国

摆摊的中国海商，或穷或富，但都

成了中世纪海洋上，无比重要的力

量。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海商就

是大宋的“标牌”，不但为大宋实

实在在赚取了巨额财富，更撑起了

大宋的脸面，代表着一种文化和生

活方式的输出。因此，宋朝海商所

到之处，常常受到各国的热烈欢迎

。

在当时，每当宋朝的海商船队

来到国外，都常常引来轰动效应。

不但当地的国王高官专门以隆重仪

式迎接，甚至是“倾国耸观”。有

时“其王与眷属率大人到船问劳”

。这些在大宋国内看上去“普通”

的中国海商们，来到国外却往往是

受人尊敬的“上宾”。甚至当地的

富商大贾们也赶快带足财货，搭乘

中国船舶来大宋“摆摊”。“给力

”场面背后，就是大宋强大产业与

航海能力，撑起的“国际贸易话语

权”。

如此强大的话语权，也给宋朝

带来了滚滚财富。单是宋仁宗皇佑

元年（1049）这一年，宋朝的岁入

就达到了“一亿两千六百二十五万

贯”，其中作为“硬通货”的白银

，收入就达八十万两以上。而且这

其中七成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商业

税。海外贸易更是贡献极多。正是

这火热的贸易，让国土狭小且积贫

积弱的两宋，经济上依然能保持兴

旺和繁华。

而这，也再次证明了“唯有开

放才可以富国”的真谛。

宋太宗的一笔“败家投资”

让大宋赚足全世界的钱

本人「為食書生」出生於澳門。澳
門又叫濠江、蓮城、馬交，所以我是正
式「馬交仔」一名，移民美國48 年，
不過每逢澳門有什麼風吹草動，我都會
格外關注，此乃思鄉情切之故也。

在今次新冠病毒肆虐的三年歲月中
，澳門皆是風平浪靜，有人感染、但無
人死亡，曾被世界衛生組織稱之為全球
抗疫模範城市。

想不到久守之下，必有一失，近兩
個月以來，近千居民頻頻中招，染上新
型病毒。澳門特區政府為了徹底保障全
市市民健康，特別效發中國大陸的清零
政策，全城實行「靜止活動」，且向
65 萬市民訂出嚴格防疫措施。

為審時度世，澳門文友李烈聲，馬
上寫上「蓮城抗疫」詩句：

樓臺尺五峙東方，不識人間有禍殃
。

何日青天鳴霹靂，掃除魑魅返蓮芳
。

而另一文友高德光，也一揮而就地
送上

「澳門相對靜止管理之宅居」：
斬滅冠魔早隔離，宅居嚴控莫遲疑

。
清零國策長堅守，不信瘟神可妄為

。
我也不甘寂寞，寫下（七言詩）祖

國支援. 澳門加油來助興：
濠江抗疫世揚名 曾是地 球模範星
大名響遍東西角 中外皆知馬交城
不期魔怪頻變種 頻頻中招現危情
為保巿民皆康健 兩度靜止盼清零
萬民齊心同殺敵 祖國支援是救兵
昂首闊步向前去 守得雲開見月明
澳門經過14 天全城靜止後，抗疫

成功已近尾聲，並於18日凌晨零時解
禁，宣布工商服務行業逐步恢復正常營
運，街市、超級市場、餐廳、飲食場所
、藥房、衞生護理等維持居民生活所需
的場所也陸續開工，酒樓、餐廳、飲料

及飲食場所繼續啟市，市民男女老幼，
額首稱慶，大眾湧入飲食業塲所，實行
「報復性」消費，享受一頓安樂茶飯。
一些醒目的食店，在入口張貼大字標語
：「為感謝食客光臨，取消加一收費，
貼士多少，悉隨尊便。」

看到這裡，要跟美國華人解釋一下
。在港澳地區的飲食地方，每次結賬離
開時，店東會在賬單的最後一欄，加上
百分之十的銀碼，作為食肆員工的服務
費，俗稱叫做「加一」一者，百份之十
也。這樣，食客就可以不必再多付小費
，大搖大擺地離開。當然，遇上闊綽的
食家，會樂於多付額外的支出，那就會
令店中侍應，興高采烈。今次澳門有些
食物館打破慣例，反而令局面出現喜劇
性結果。原來大多數食客，除了按以往
放下百分之十的開支之外，還多付上百
份之十至十五的銀碼，作為感謝食肆員
工，甘冒疫情肆虐下來招待他們，是以
加碼回應，皆大歡喜。

讀者看到這裡，也許會問我一聲
：「你已寫下900文字，都尚沒有踏
入金冠酒家的正題，究竟你這位為食
書生，今次。搞什麼東東？」

大家小安無躁。我正是借澳門的
例子，向大家誠心推薦金冠酒家，是
一間對食客有海量的食店。因為金冠
在每一張超過6 位食客的帳單的結尾
，都僅僅只是印上收取百份之十五的
小費而矣。這對比起休市市面上許許
多多的食物店的帳單上，印上百份之
十八，甚至百份之二十的服務性收費
，來得大方得體、寬鬆大量得多。

總體來看，人心肉造，一般食客
會十分樂意付上百分之十五的小費給
向他們殷勤侍候的侍應。假如格外滿
意時，付上百份之十八至二十的小費
，亦大有人在。這對比起時下一些飲
食店，例如專售波霸奶茶、雪糕飲料
的小店號，往往在收取你應支付的帳
單上，額外打印有百分之十五、十八、 甚至百分之二十的「貼士」來比較，金

冠酒家真的是落落大方 得多哩！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金冠海量收金冠海量收 「「貼士貼士」」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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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憑港片《幻愛》入圍金馬57最佳新演員，並在

電影《梅艷芳》扮演「哥哥」張國榮的港星劉俊謙，

日前來台拍攝個人第一部台灣電影《小曉》。他接受

台灣媒體聯訪，提到曾應片中飾演他學生的林品彤要

求劈腿給他看，話鋒一轉虧起媒體：「你們標題一定

會寫劉俊謙在台灣『劈腿』，我知道劈腿在台灣是什

麼意思！」

2年前金馬獎入圍沒能來參加頒獎典禮，這次劉

俊謙經過隔離，5月來台拍攝個人第一部台灣電影

《小曉》，這部才殺青不久，他就緊接著要進下一個

劇組，且要一路待到年底左右，大半年時間都會留在

台灣，是他在這裡停留最長的一段時間。只不過他暫

時無意移民來台，「雖然台灣的影視產業發展不錯，

機會也比較多，但香港還是我的家。」

在香港，劉俊謙演過多部電視劇與電影，比較台

港兩地作業習慣，劉俊謙認為最大的差別是速度，他

解釋「同樣製作費，香港可能一天要拍到6場，台灣

一天只會拍3場」，一開始他很不習慣，後來才逐漸

適應。片中他飾演一位獨自從香港來台教書的老師，

與學生家長陳意涵結下情愫。

比起在《梅艷芳》挑戰高難度扮演張國榮，劉俊

謙認為在《小曉》裡講國語演戲難度同樣很高。還好

因為《幻愛》從假CP變成真情侶的女友蔡詩韵國語極

佳，兩人晚晚都會通電，不僅為一解相思之苦，演過

《返校》的蔡詩韵還會為他矯正國語發音，有時小兩

口還會規定只能講國語，不准用粵語交流。在女友的

幫助下劉俊謙訂下「未來聽不出港腔港調」目標，笑

說：「我總不能老演香港來的或是啞巴吧！」

其實劉俊謙10年前曾來台求學，考取台灣北藝大

舞蹈研究所，主修現代舞，但他坦言自己年齡較大才

學舞，與一群18、19歲的孩子一起練功很吃力，早年

的腰傷也禁不起一再地操練，僅3個月就放棄課業回

到香港。如今回看，劉俊謙覺得「當時年輕覺得好像

自己也不太成熟做錯決定」，返港後他重拾戲劇專業

，先是演舞台劇，然後開始接觸電視劇、電影，「沒

想到現在又回到台灣。」

在台灣拍戲期間，劉俊謙收穫不少，除了因為不

時有美食應援劇組，令他胖了一兩公斤外，原本以為

在台灣沒人認識自己，自認也不屬偶像派的劉俊謙，

某天竟遇到2個影迷，拿著《幻愛》的周邊請他簽名

，令他十分意外感動。

第一次演台片《小曉》，劉俊謙就與「小時候」

看過的《聽說》女主角陳意涵搭檔，林品彤更被劉俊

謙讚為「天才演員」。（CATCHPLAY提供）

在《小曉》中劉俊謙與實際上大他6歲的陳意涵

上演一段老師與學生家長的愛情故事，他第一眼見到

陳意涵感覺超緊張，原來以前他就看過陳意涵的《聽

說》，還跟朋友說：「那個台灣姐姐好漂亮」，居然

有朝一日能合作。自認很宅、有點社恐，不愛多說話

的劉俊謙力讚有陳意涵的地方就很熱鬧，知道他學過

舞，還曾在他面前跳舞給他看，合作起來開心又沒壓

力。

至於演他學生的林品彤，劉俊謙形容她是「上天

派她下凡來演戲」的天才演員，就算很深很難、或是

跟她本身完全不一樣的戲，林品彤也能理解，而且演

得很好。劉俊謙透露他與林品彤私下都不多話，初期

都靠眼神交流，居然也摸索出一眼看出對方心情好不

好的能力，熟悉了才開始用語言溝通。

學過芭蕾舞的林品彤有次問他會不會劈腿？不想

當眾炫技的劉俊謙私下把她帶到無人角落劈腿給林品

彤看，「她當下沒什麼反應，但我覺得我已經劈很下

去、筋很軟了。」哪知過一個月後林品彤劈腿給劉俊

謙看，「她是我們三人（包括陳意涵）中筋最軟的一

個！」

曾憑港片《幻愛》入圍金馬
劉俊謙來台拍第一部台灣電影

電影《民雄鬼屋》主演楊謹華、沛

小嵐、麥語彤（彤彤）、劉韋辰、宥凱

和導演劉邦耀、監製劉楓棋、編劇張哲

鳴等人於今（27）日共同出席首映會，

導演劉邦耀指出女主角楊謹華這次為了

《民雄鬼屋》不只被砍頭，還慘遭道士

的兒子宥凱侵犯，楊謹華回想起該場戲

坦言：「非常、非常不舒服！只想逃離

拍攝現場。」

她表示雖然只是戲，「但面對這麼

可怕的攻擊，心理還是受創」，她過去

較少這種被暴力對待的情節，反覆拍了

10多次，「我的手腳全被綁住，無力反

抗」。加上場景設定在八卦陣中，還放

了牛頭馬面、金童玉女等雕像，「喊卡

之後一個人坐在那邊有很多感觸，心中

有些怒火」。她感慨：「身為女人，這

只是拍戲模擬的狀態，就有些感同身受

，我只能自己冷靜，趕快向旁邊的人訴

說把情緒消化掉。」

沛小嵐則是對竹林戲印象深刻，不

只場景畫面駭人，拍攝時間還超過深夜

12點，沛小嵐回想當時甚至「身體濕濕

的」，身心都不太舒服。被問之後還要

接鬼片嗎？她說：「演員就是這樣子，

之前接戲都要我老公同意，現在我就求

神明。」但她有特別報告已逝的老公馬

如龍要拍鬼片。

楊謹華也透露，這次對戲最多的角色

不是「媽媽」沛小嵐和「女兒」麥語彤，

反而是飾演女兒學長「阿智」的影壇新人

劉韋辰。劉韋辰在片中飾演能夠看到鬼魅

的通靈少年，楊謹華稱讚此次合作可以感

受到劉韋辰的認真和潛力，「拍攝時我常

被他散發出來的男子氣概給震到，這大男

生還滿man的」！

劉韋辰在片中為了救出彤彤深入《民

雄鬼屋》，談到兩人合作，他忍不住說：

「彤彤很難被融化，我試著現場各種尬聊

，直到最後游泳那場戲，兩人才真的聊天

。」劇組也直接問彤彤：「韋辰是你的菜

嗎？」沒想到彤彤直率回應：「我喜歡許

光漢。」劉韋辰幽默回應：「我只好說

『對不起！預算不夠只能請到我』。」電

影將於7月29日全台上映。

楊謹華新片被侵犯拍完 「心理受創」
男星超緊張：就全力做出來

全球四大影展之一的威尼斯影展今年將於8/30至

9/10展開，喜見台北市電影委員會「國際影視攝製投

資計畫」(Taipei Film Fund)經評選後投入第一桶金的

兩部電影，包括台、法合製電影《為了國家》(For

My Country)入圍「地平線單元」(Horizons)國際競賽

單元，以及《車頂上的玄天上帝》(暫名, Be with

Me)入選本屆影展的威尼斯創投市場展(Venice Gap-Fi-

nancing Market)。

《為了國家》為台、法合製電影，此次代表台灣

與法國入圍表彰最新藝術與趨勢的「地平線單元」

(Horizons)國際競賽單元，將與其它全球17部影片爭

冠。電影由曾獲奧斯卡外語片提名《放牛班的春天》

的製片尼古拉馬沃奈（Nicolas Mauvernay），及去年

於金馬獎勇奪3項大獎的《美國女孩》製片馬君慈共

同製作，阿爾及利亞裔的法籍新銳導演哈希德阿米

（Rachid Hami）執導，其第一部電影《放牛班的提

琴手》便一鳴驚人入選過威尼斯影展，此次他以其親

弟弟來台的故事再次入圍且進入威尼斯影展國際競賽

單元，更顯其編導實力。本片由去年大破2.5億賣座

電影《月老》女主角宋芸樺主演，台、法、摩洛哥三

地取景拍攝，電影預計2023年在台上映。

威尼斯市場展為威尼斯影展的重點活動，主要是

為資金已達70%的作品提供資源媒合平台。今年市場

展的主題國為法國及台灣，《車頂上的玄天上帝》(

暫名)從240部影片競逐而出，成為進入市場創投會的

全球27部長片之一。電影由侯孝賢監製，是電影美

術大師黃文英首度執導作品，更集合了超強卡司陣容

包括林依晨、周渝民、阮經天、張孝全。

《車頂上的玄天上帝》(暫名) 故事主要描述台灣

三代家庭新舊時代的更迭，電影目前已殺青進入後製

，電影預計於2023年上映。市場展上的另一入選台灣

電影《Tales of Taipei》是由10位導演執導，其中兩

位導演包括馬來西亞導演張吉安，其重現大馬513事

件的最新作品《五月雪》，及法籍導演哈希德阿米

（Rachid Hami）探究法國軍校學生之死的《為了國

家》(For My Country)，都是台北市電影委員會投資

電影。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自2018年起正式啟動「國際影

視攝製投資計畫」，每年以至少新台幣1500萬預算，

扮影視投資第一桶金的領頭羊角色，積極推動國際影

視合拍，此計畫每年透過徵件審議機制徵選，累積至

今已投資20案，投資金額達8350萬元，合資合製國

家13國，已上映影片入選國際影展破百，榮獲國際

獎項17座，成績斐然，去年影委會投資的《金錢男

孩》成為唯一入選坎城影展競賽單元的台灣作品，期

許今年透過與《車頂上的玄天上帝》(暫名)、《為了

國家》、《五月雪》的投資合作能贏得國際市場及國

際影展的廣大迴響。

宋芸樺主演《為了國家》
黃文英首執導《車頂上的玄天上帝》

雙雙挺進
第79屆威尼斯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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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家大院位于山西省汾西县僧念镇

师家沟村，创建于清乾隆34年(1789年)

，扩建历经80余年，占地面积10余万平

方米的庞大建筑群，是山西一座大院的

代表。与乔家大院、王家大院两家大院

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地形地貌与建筑特

点巧妙结合。

师家大院的创建人为师法泽，字仁

厚，生于乾隆初年，幼年孤贫，成年后

持家有道，生意兴隆。鼎盛时师家的店

铺、钱庄，北抵太原、北京，南达洛阳

、开封、湖南湘乡，西至西安、米脂，

师家一度成为中南地区的名门望族。

不过，真正使师家沟闻名遐迩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师法泽之孙师鸣凤与清

末名臣曾国藩兄弟的深厚交往，师家因

此成为仕官达贵，文人学士的周游之处

，被誉为“三晋第一村”。

在早期，师家人们就以农商结合的

方式，通过钱庄、商铺等等，发展起来

的一个大家族。后有来又经过两百年，

修建了豪华的宅院，也就是后来的师家

大院。

“北观乔家堡，南游师家沟”，过

去的师家沟也是可以和乔家堡相媲美的

。不过相比于乔家堡，师家沟的建筑群

更具神秘性。

师家大院的建筑风格大多是以窑洞

为主，共有大小31个院落，建筑群以四

合院、二进四合院、二楼四合院、三楼

四合院为主体。分别设有正房、客厅、

偏房等，并用传统的圆门、耳门等相通

，自然衔接，交融一体，既起到了很强

的防盗、信息传递作用。

师家大院突出了山区依山就势、从

窖上登楼的特点，又引进了平川平面多

进四合院的建筑特色，使整个建筑浑然

一体，气势雄伟，风格独特。同时可以

看出，师氏居室的区分，严肃了家族的

主下、尊卑及男女之间的封建家规。

主体建筑外围，附设有酒坊、醋坊

、染坊、油坊、当铺、药店等，体现了

师氏家族农、工、商、学、礼等井井有

条的整体系统安排，也反映出其经济、

文化封闭的局限。

师家大院最有价值的当数建筑雕刻

艺术。现存的门楼、槎廊、花草、人物

、琴棋书画木雕10余套，雕刻精致，艺

术精湛，已成为我国木雕艺术研究的珍

品。

门额、门匾、木刻牌匾153处，砖

刻牌匾47处，字迹功力深厚，刚劲有力

，尤其是“东山宅”、“北海风”、

“南山寿”、“敦本堂”、“清白家风

”等牌匾，风格独特，神韵非凡，实为

难得的书法艺术精品。

以“寿”字图为主的窗花隔扇图案

108种，据说一是表示师家的108种生意

，一是表示山西的108个县。其雕刻之

细腻，工艺之精美，匠心独运，立意动

人。

师家大院民居建筑群，规模之大

，设计之独特，集砖雕、木雕、石刻

艺术为一体，为中国古建民居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在历经200余年

的风雨剥蚀后，岁月的沧桑在这些斑

驳弥久的巷道上，留下了记录过往的

斑驳印痕。

山西古建筑师家大院

“三晋第一村”，北方大院代表

杭州自秦朝设县治以来，已有2200

多年的历史，古称临安、钱塘，曾是吴

越国和南宋的都城，素有“人间天堂”

的美誉。古塔是一种独特的建筑，传承

了历史与文化，每一座古塔都见证了一

个地方的历史。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留存至今的古塔建筑有不少，今天我

们要来说的是保俶（chù）塔。

保俶塔又名保叔塔、宝石塔、宝所

塔、保所塔，坐落在浙江省杭州市宝石

山上，是一处建于五代十国时期的传统

古建筑。据载，于五代后周年间（948

年－960年），吴延爽始建之，为九级

。北宋咸平年间（998年－1003年），

和尚永保师叔，简称“保叔”，募缘十

年，进行重修，改为七级。历代曾多次

修建，现在的实心塔是民国二十二年

（1933年）按照古塔原样修葺的。1997

年更换朽坏塔刹重新修葺，此后，保俶

塔一直保持完好至今。

保俶塔的建筑特点

宝塔墩座可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部

分：墩座的西部或西北部边缘是从岩石

上直接凿出来的，手法粗犷，岩石上清

晰可见尖利的凿痕，尤其是在墩座的表

面部分。在墩座的西北角甚至还在岩石

上雕凿出了三个通往墩座顶部的阶梯。

保俶塔的墩座高约65厘米，其东、

南、北这三面都

是用长方形的花

岗岩石块垒起来

的，这些用石块

堆成的墩座与西

面在岩石上直接

凿出来的墩座在

那三个阶梯的南

部和北面的西角

衔接在一起，使

旧建筑的基座与

宝塔的墩座合二

为一。

在由这两点

所限定的一个区

域内和保俶塔的

基础部分显示在

墩座边缘内侧有

一个略微凸起，

高约8厘米的平

台。这个凸起平

台的轮廓与旧墩

座的边缘直线融

为一体，形成一

条不间断的曲线。

它们沿着边缘的曲线展开，相互之

间保持着基本相等的距离，其中有两个

浅洞在艾术华所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中可

以看得很清楚，因为旧墩座的表面是深

褐色的，而那两个浅洞则呈白色。宝塔

西边的地面正好跟前述那三个石阶的底

部持平，而在宝塔的东边从墩座下到地

面却有两段石阶的距离。

保俶塔的塔身是呈八角形的砖砌结

构，共分6层，上面还有一个用木结构

基座支撑的铁铸塔顶。宝塔第七层顶部

有木制的天花板，而且还有粗原木从顶

部穿出，以支撑塔顶。为这些原木预留

的洞在锥形的塔顶至今仍能够清楚地看

到。再上面就是带有五个铁圈的铸铁尖

顶。

塔身庞大，而且不能够从内部登上

塔顶。如果不计算尖顶的话，塔的高度

据估计也达到了40米。塔身底层每一边

的宽度是2.65米，除底层外的第二至五

层，每一层的外墙都略小于底层的外墙

。

保俶塔的传说故事

关于保俶塔的传说故事有很多，

至于哪一个传说是真实的，如今已无

从考证，但可以确认的是，保俶塔是

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后人爱护

、珍惜。

一、信佛教吴越王钱俶还愿建塔

宋太平兴国元年，吴越王钱俶，听

说南唐被宋朝灭了，很惊恐，带着家人

到宋朝的朝廷。他生怕一家人被扣留在

京城，佛前许愿说如能保其平安归来，

则归后定造塔还

愿。钱俶到了京

城，皇帝对他倒

还客气的，给了

宅子礼待他，赏

赐很丰厚。留他

一家人住了两个

月，就让他们回

杭州了。临走时

，皇帝赐了一黄

皮书卷，封存得

很密实，吩咐他

在路上密看。到

了路上，钱俶便

打开一看，见全

是大臣们劝皇帝

把钱俶留在京城

的奏章。钱俶又

是感慨又是惊恐，钱俶回来后，就造塔

还愿，感谢佛祖护佑其及全家平安回来

。此塔便称“保俶塔”。

二、吴延爽祈求国王平安造宝塔

相传,北宋开宝元年（968），吴越

奉宋太祖之召进京，被久留未返，急坏

了钱钱弘俶的娘舅、宰相吴延爽，吴延

爽便召集大臣们商议，可由于北宋刚消

灭掉南唐，吴越国偏安一隅，根本抵御

不了势头强劲的大宋国，大臣们生怕一

有什么反抗的举动后果就不堪设想，所

以个个无计可施，最后商议决定做佛事

建高塔，以祈求佛祖庇佑国王钱弘俶。

不久，国王果真平安归来，吴延爽就在

宝石山上建了一座九层的高塔，称此宝

塔为“保俶塔”。

在杭州这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

富的城市里，也有着许多古老的建筑，

向后人诉说那段过往，值得我们一一去

探寻。

杭州旅游古建筑景点推荐--保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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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1. 2021 年兒童補助： 六歲以下每
位兒童$3,600， 六歲至十六歲每位兒童
$3,000。
2022 年兒童補助回復到疫情前的標準
，16歲及16歲以下的兒童補助為$2,000
。

2. 2021 照顧子女和被扶養人抵免
： 因為納稅人需要工作無法照顧子女
和被扶養人，其費用支出限額為一位兒
童$8000，兩位及兩位以上兒童及被扶
養人限額為$16,000。
2022 年，以上限額回復到一位兒童

$3000，兩位及兩位以上兒童及被扶養
人限額為$6000。

3. 餐館用餐費用依然是 100%減免
。

4. 2021 年的每位納稅人$300 慈善
捐贈線上減免在2022年取消了。

2021年臨時疫情補助在2022年是否依然存在？

34，轉向時沉重費力
。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原因有轉

向系各部位的滾動軸承及
滑動軸承過緊，軸承潤滑
不良；轉向縱拉桿、橫拉
桿的球頭銷調得過緊或者
缺油；轉向軸及套管彎曲
，造成卡滯；前輪前束調
整不當；前橋車或車架彎
曲、變形。另外轉向輪輪
胎虧氣、四輪定位數據不
准也會造成轉向沉重。

35，行駛時車輛的轉
向盤難於操縱。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可能是兩

側的前輪規格或氣壓不一致；兩側的前輪主銷後
傾角或車輪外傾角不相等；兩側的前輪轂軸承間
隙不一致；兩側的鋼板彈簧拱度或彈力不一致；
左右兩側軸距相差過大；車輪制動器間隙過小或
製動鼓失圓，造成一側制動器發卡，使製動器拖
滯；車輛裝載不均勻等。

36，行駛時車輛轉向“發飄”。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往往是由行駛中前輪“擺頭”引

起的，原因有：墊補輪胎或車輛修補造成前輪總
成功平衡被破壞；傳動軸總成有零件鬆動；傳動
軸總成動平衡被破壞；減振器失效；鋼板彈簧剛
度不一致；轉向系機件磨損鬆馳；前輪校準不當
。

37、平常能正常行駛，但有時在緩慢停車時
，有緊急制動的感覺，起步時有拖滯感；高速時
油耗較大，車速受限。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故障可能出在製動總泵上。實際

案例：有一輛車再現上述現象，將汽車支起，拆
檢各制動器、制動分泵、卡鉗導軌以及手製動拉
線等，未發現異常。進行路試也未發現異常。過
了一段時間，上述故障再次出現，並在無制動情
況下推不動。用手觸摸兩輪輪轂，明顯過熱。將
總泵與真空助力器的連接螺栓鬆開後，制動解除
，車能被推動。將總泵拆下，用工具測量助力器
頂桿長度及總泵活塞深度，發現兩者間沒有間隙
。這使得總泵回油不徹底，產生製動拖滯。在總
泵與助力器之間加墊並調整好間隙之後，裝複試
車，故障排除。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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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云專欄72
汽車維脩大全（十一）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歡迎中國國民黨駐美代表黃介正餐會

黃介正代表黃介正代表（（左五左五 ））與美南地區常委與美南地區常委、、中央評議委員中央評議委員，，委員等委員等
人合影人合影。。

餐會上唐心琴會長餐會上唐心琴會長（（左立者左立者 ））介紹黃介正介紹黃介正
代表代表（（中立者中立者 ））與大家見面與大家見面。。

黃介正代表在餐會上作即席演講黃介正代表在餐會上作即席演講。。

黃介正代表說黃介正代表說：：國民黨誕生國民黨誕生
靠海外僑胞靠海外僑胞，，現國民黨重返現國民黨重返
執政靠海外黨員執政靠海外黨員。。

黃介正代表黃介正代表（（右五右五））與協助組織餐會黨員們合影與協助組織餐會黨員們合影。。

圖為國民黨頒發感謝狀給旅館業者葉德雲圖為國民黨頒發感謝狀給旅館業者葉德雲（（中中））吳明珠吳明珠（（右右
一一））夫婦夫婦。。旁為旁為（（左起左起））國民黨美南支部常委甘幼蘋國民黨美南支部常委甘幼蘋、、休士休士
頓分部常委唐心琴及黃介正代表頓分部常委唐心琴及黃介正代表。。

中國國民黨美南支中國國民黨美南支
部常委部常委、、中央委員中央委員
甘幼蘋甘幼蘋（（左左））在演在演
講結束後頒發感謝講結束後頒發感謝
狀給予黃介正代表狀給予黃介正代表
（（右右 ）。）。

黃介正代表黃介正代表（（中中 ））與達拉斯的牟呈華委員與達拉斯的牟呈華委員（（左左））
、、中山學術會會長中山學術會會長、、榮光會會長劉志強先生榮光會會長劉志強先生（（右右
））合影合影。。

（（左起左起））達拉斯常委金奎星達拉斯常委金奎星、、與美南支與美南支
部常委甘幼蘋部常委甘幼蘋、、黃介正代表黃介正代表、、休士頓分休士頓分
部常委唐心琴在餐會上合影部常委唐心琴在餐會上合影。。

圖為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圖為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左左））
美南支部常委甘幼蘋美南支部常委甘幼蘋（（右右 ））與黃介正代表與黃介正代表
（（中中 ））合影合影。。

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
（（右右 ））安排黃介正代表安排黃介正代表（（左左 ））
在休市行程在休市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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