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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labor market defies recession fears as job 
growth surges in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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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Aug 5 (Reuters) - U.S. job 
growth unexpectedly accelerated in July, lifting 
the level of employment above its pre-pandemic 
level and pouring cold water on fears the econo-
my was in recession.

The Labor Department’s closely watched employ-
ment report on Friday also showed employers 
continuing to raise wages at a strong clip and 
generally maintaining longer hours for workers. 
The sustained labor market strength could give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latitude to keep aggressively 
hiking interest rates.

“If the U.S. economy is in a recession, no one 
seems to have told employers,” said Sarah House, 
a senior economist at Wells Fargo in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We suspect this data will give 
the Fed the confidence it needs to push ahead 
aggressively with its fight against inflation.”

Nonfarm payrolls increased by 528,000 jobs last 
month, the largest gain since February, the survey 
of establishments showed. Data for June was re-
vised higher to show 398,000 jobs created instead 
of the previously reported 372,000. July marked 
the 19th straight month of payrolls expansion, and 
blew off economists’ expectations for a gain of 
only 250,000 jobs.

Estimates in the Reuters survey for the number of 
jobs gained ranged from a low of 75,000 to a high 
of 325,000.

The labor market has now recouped all the jobs 
los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ough gov-
ernment employment remains about 597,000 jobs 
in the hole. Overall employment is now 32,000 
jobs higher than in February 2020.

It took just under 2-1/2 years to recover all the 
jobs compared to at least six years after the 2007-
2009 Great Recession.

The Fed last week raised its policy rate by 
three-quarters of a percentage point and officials 
have pledged more hikes are coming as the U.S. 
central bank tries to rein in inflation. Annual 
consumer prices are rising at their fastest pace in 
four decades. Since March, the Fed has lifted its 
benchmark overnight interest rate from near zero 
to a range of 2.25% to 2.50%.

“The Fed is looking increasingly likely to be able 
to maintain its current trajectory without constant-
ly looking over its shoulder, making it the envy of 
world economies who are all enduring the same 
knife-edge balancing act at the moment,” said 
James Bentley, a company director at Financial 
Markets Online.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declined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quarters, meeting the standard defini-
tion of a recession. The economy’s 1.3% contrac-
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was mostly because 
of big swings in inventories and the trade deficit 
tied to snarled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the 
official arbiter of rece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fines a recession as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economic activity spread across the economy, 
lasting more than a few months, normally visible 
in production, employment, real income, and other 
indicators.”

But even with July’s robust jobs gains, some cracks 
are forming in the labor market. Businesses in the 
interest-rate-sensitive housing, finance, technology 
and retail sectors are laying off workers. Still, with 
10.7 million job openings at the end of June and 
1.8 openings for every unemployed person, a sharp 
deceleration in payrolls growth is unlikely this year.

Job openings advertised at businesses in Cambridge
A pedestrian passes a “Help Wanted” sign in the 
door of a hardware store in Cambridge, Massachu-
setts, U.S., July 8, 2022. REUTERS/Brian Snyder/
Stocks on Wall Street were trading lower. The 
dollar rallied against a basket of currencies. U.S. 
Treasury prices fell.

WIDESPREAD GAINS
The broad job gains last month were led by the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 which added 96,000 positions, 
most of them at restaurants and bars. But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employment remains down by 1.2 million 
from its February 2020 level.

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payrolls increased 
by 89,000, while the healthcare sector added 70,000 
jobs. Government employment jumped by 57,000 jobs, 
boosted by local government education. Construc-
tion added 32,000 jobs while manufacturing payrolls 
increased by 30,000.

Details of the household survey from which the unem-
ployment rate is derived were mixed. While the un-
employment rate fell to its pre-pandemic low of 3.5% 
from 3.6% in June, that was because 63,000 people left 
the labor force. The workforce has now declined for 
two straight months.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or the proportion of 
working-age Americans who have a job or are looking 
for one, edged down to 62.1% from 62.2% in June. 
That mostly reflected a drop in participation by teenag-
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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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aircraft flies over the 68-nauti-
cal-mile scenic spot, one of mainland China’s closest points to the island of 
Taiwan, in Pingtan island, Fujian province, China, August 5, 2022. REU-
TERS/Aly Song

An Air Force aircraft under the Eastern Theatre Command of China’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gets refuelled mid-air during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waters around Taiwan, in this screen-
grab from a August 4, 2022 video. Eastern Theatre Command/via REUTERS

The Ground Force under the Eastern Theatre Command of China’s People’s Liber-
ation Army (PLA) conducts a long-range live-fire drill into the Taiwan Strait, from an 
image released on August 4, 2022.  Eastern Theatre Command/via REUTERS

The Rocket Force under the 
Eastern Theatre Command of 
China’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conducts con-
ventional missile tests into the 
waters off the eastern coast of 
Taiwan, from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in an image released 
on August 4, 2022. Eastern 
Theatre Command/via REU-
TERS

The Ground Force under the 
Eastern Theatre Command of 
China’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conducts a long-
range live-fire drill into the 
Taiwan Strait, from an undis-
closed location in this image 
released on August 4, 2022.   
Eastern Theatre Command/
via REUTERS

A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aircraft flies over 
the 68-nautical-mile scenic spot, 
one of mainland China’s closest 
points to the island of Taiwan, in 
Pingtan island, Fujian province, 
China, August 5, 2022. REU-
TERS/Aly Song

After visiting Taiwan and meeting with all
of Taiwan’s leaders, Pelosi has flown to
South Korea to continue her Asian trip.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they are
starting military exercises around Taiwan from
today as a means of retaliation.

Pelosi’s trip to Asia with a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itinerary is a cost to Taiwan,
not just to highlight herself as a fighter for
democracy, but also to build momentum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for the upcoming
mid-term elections in the U.S. At the present
time, President Biden, as well as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fac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and the public support rate is
very low.

For China, Pelosi is the third highest
ranking politician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she can come
to Taiwan for a high-profile visit is both alarming as well

as provoking. To show its displeasure at the highest
levels at such a sensitive time, China must react strongly

to both the U.S. and Taiwan.
The 82-year-old Congressional leader

finished her trip with a high-pitched speech
on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rock-solid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but
the speeches cannot solve the deepening
gap between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China has immediately begun a
blockade of Taiwan’s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has taken steps to weaken its
economy. The situation may be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It will become the next
world crisis.

0808//0404//20222022

After Pelosi Left TaiwanAfter Pelosi Left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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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pril 1957, a mysterious illness was making 
its way through Hong Kong. Medical workers en-
countered throngs of children with “glassy-eyed 
stares,” and more than 10 percent of the city’s 
population was infected with influenza. The sci-
entific community stayed quiet, but American vi-
rologist Maurice Hilleman recognized the threat: 
A pandemic was brewing. Hilleman thought the 
disease was a new strain of influenza capable of 
sp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By the time the vi-
rus arrived in the U.S. in fall 1957, he was ready 
with a vaccine. His work prevented millions from 
contracting the deadly virus—and that’s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people Hilleman would save over 
the course of his career.

Students sick with the 1957 “Asian flu” lie in 

temporary cots set up in the student union 
build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ore than 100,000 people in the U.S. died 
from the virus. (PHOTO/ BETTTMANN, 
GETTY)
Born in August 1919, at the height of the 
Spanish flu, Hilleman was raised on a farm 
near Miles City, Montana. During the Depres-
sion, he managed to get a job 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J.C. Penney store and planned 
to spend the rest of his professional career 
with the company—until his older brother 
convinced him to apply to college. He went 
to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on a full scholar-
ship, graduated first in his class in 1941—and 
was accepted to every graduate school he ap-
plied to. As a doctoral student in microb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illeman proved 
that chlamydia was actually a bacteria instead 
of a virus, a discovery that helped doctors treat 
the disease. Against his professor’s wishes, 
Hilleman went into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
try instead of academia because he believed 

he’d be better positioned there to bring the ben-
efits of his research to patients.
By the end of his career, he would develop 
more than 40 vaccines that prevented disease 
and death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Father Of Modern Vaccines, Maurice 
Hilleman. 

Heading off a pandemic
After four years with the E.R. Squibb phar-
maceutical company in New Jersey, Hilleman 
transferred to the 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D.C., to 
study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d influenza out-
breaks. There he proved that influenza viruses 
undergo mutations that allow them to bypass 
antibodies previously developed to the strain. 
This explained why one influenza vaccine 
didn’t protect a person for life, as a smallpox or 
polio vaccine could.
FLU VIRUS 101The influenza virus is a re-
curring nightmare, killing thousands of people 
each year. Learn how the virus attacks its host, 
why it’s nearly impossible to eradicate, and 
what scientists are doing to combat it. Through 
this research, Hilleman became convinced that 
the virus in Hong Kong could be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existing strains, and thus could 
be deadly if it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other 
nations. When he picked up a copy of The New 
York Times on April 17, 1957 and rea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he exclaimed, “My 
God. This is the pandemic. It’s here!” The next 
day he asked the military to collect virus sam-
ples there. A month later, he received gargled 
saltwater from an ill Navy serviceman who had 
been to Hong Kong. Hilleman began incubating 
the virus and testing it against antibodies from 
hundred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 He couldn’t 
find a single person with antibodies to this 
strain of influenza. Hilleman sent samples of 
the new virus to other research organizations, 
which confirmed that only a few elderly citi-
zens who had survived the 1889-1890 influenza 
pandemic had any antibody resistance. That 
meant nearly everyone was at risk of catching 

the new strain.                                                                                                                                         
“In 1957 we all missed it. The military missed it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issed it,” 
Hilleman later said in an interview.

Boxes of Hilleman’s vaccines for the 1957 
flu are rushed by helicopter throughout the 
(PHOTO/WALTER SANDERS/LIFE PIC-
TURE COLLECTION/GETTY)                                     
Realizing how little time the country had to 
prepare, Hilleman contacted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directly and asked them to make 
a vaccine from his samples. He also demanded 
that roosters t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killed be kept alive to fertilize enough eggs to 
prepare the vaccine. Even though his work had 
not yet been reviewed by the main U.S. vac-
cine regulatory agency, the Division of Biolog-
ical Standards,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greed. Because regulations now are far tighter 
this type of workaround would be impossible 
today. Because of Hilleman’s perseverance, 40 
million doses of the vaccine had been created 
by the time the flu hit American shores in fall 
1957. Ultimately, the virus killed 1.1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and an estimated 116,000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U.S. sur-
geon general at the time, Leonard Burney, said 
the virus would have infected millions more 
Americans had there been no vaccine. The U.S. 
military awarded Hilleman a 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 for his work.
“That’s the only time we ever averted a pan-
demic with a vaccine,” Hilleman recalled. 
Out of the spotlight
Hilleman’s success was in part due to his po-

sition at Merck,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y 
he worked at for 47 years. He was given direct 
control over his research there, and with Mer-
ck’s ample financial resources at their disposal, 
Hilleman and his team developed more than 40 
vaccines for humans and animals. “There was 
money to spend to do what you needed to do 
[at Merck]. Money wasn’t an object. You could 
do your research,” Hilleman’s second wife Lor-
raine Witmer once told Hilleman’s biographer. 
By working in the private sector—the “dirty 
industry” as Hilleman joked—he was able to 
guide his research from the lab to the market-
place with his signature brashness.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had its drawbacks, 
though, and at times prevented Hilleman from 
gaining public recognition for his work. “I 
thought that if my name appeared on the paper, 
or if I was the one put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cameras or radio microphones, people would 
think that I was selling something,” Hilleman 
explained after his name was not included on 
the paper proving his hepatitis B vaccine was 
effective. 

Virologist Maurice Hilleman.
In the end, Hilleman didn’t name a single dis-
covery after himself. Hilleman and his team 
developed eight of the 14 vaccines currently 
recommended for children: measles, mumps, 
hepatitis A, hepatitis B, chickenpox, meningi-
tis, pneumonia, and Haemophilus influenzae 
(Hib vaccine). The WHO estimates that the 
measles vaccine alone prevented 20.3 million 
deaths worldwide between 2000 and 2015. 
At the time of Hilleman’s death,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credited him with likely saving more peo-
ple than any other scientist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scientific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what he 
did was amazing,” Dr. Anthony Fauci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in 2005. “Just one of his ac-
complishments would be enough to have made 
for a great scientific career.” (Courtesy https://
www.nationalgeograph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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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ologist Maurice Hilleman with his research team at the 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1957. That year Hilleman and his team would 
identify and develop 40 million vaccine doses to combat a flu virus from Hong 
Kong. (PHOTO/ ED CLARK,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In 1957 A Flu Pandemic Hit The U.S., But Maurice Hilleman 
Was Ready With A Vaccine He Mass Produced In Only Months

The Virologist Who Saved Millions Of 
Children—And Stopped A Pandemic

By Guest Writer Sydney Combs

A chewing gum laced with a plant-grown pro-
tein serves as a “trap” for the SARS-CoV-2 
virus, reducing viral load in saliva and poten-
tially tamping down transmission,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The work, led by Henry Daniell at Penn’s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and perform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scientists at the Perelman 
School of Medicine and School of Veterinary 
Medicine, as well as at The Wistar Institute 
and Fraunhofer USA, could lead to a low-cost 
tool in the arsenal against the COVID-19 pan-
demic. Their study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
nal Molecular Therapy.
“SARS-CoV-2 replicates in the salivary 
glands, and we know that when someone who 
is infected sneezes, coughs, or speaks some of 
that virus can be expelled and reach others,” 
says Daniell. “This gum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neutralize the virus in the saliva, giving us 
a simple way to possibly cut down on a source 
of disease transmission.”
Vaccinations for COVID-19 have helped 
change the course of the pandemic but haven’t 
stamped out transmission. Even people who 
are fully vaccinated can still become infected 
with SARS-CoV-2 and, according to recent re-
search, can carry a viral load similar to those 

who are unvaccinated.

Penn Dental Medicine’s Henry Daniell 
and colleagues used a plant-based pro-
tein drug production platform to grow 
the ACE2 protein, which was then infused 
in chewing gum. By either blocking the 
ACE2 receptor or binding to the SARS-
CoV-2 spike protein, the ACE2 in the 
gum appears to be able to reduce viral 
entry into cells. (Image: Courtesy of the 
researchers) 
Prior to the pandemic, Daniell had been 
studying the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 protein in the context of treating 
hypertension. His lab had grown this pro-
tein, as well as many others that may have 
therapeutic potential, using a patented plant-
based production system. By bombarding 

plant material with the DNA of target pro-
teins, they coax plant chloroplasts to take up 
the DNA and begin growing the proteins. 
The plant material, freeze-dried and ground-
up, could be used as a means of delivering 
the protein. This system has the potential to 
avoid the usual obstacles to protein drug syn-
thesis: namely, an expensive production and 
purification process.
Daniell’s past work on ACE2 proved fortu-
itou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
demic. The receptor for ACE2 on human 
cells also happens to bind the SARS-CoV-2 
spike protein. Other research groups have 
shown that injections of ACE2 can reduce 
viral load in people with severe infections.
Meanwhile, another line of work by Daniell 
and Penn Dental Medicine colleague Hyun 
(Michel) Koo has involved research to devel-
op a chewing gum infused with plant-grown 
proteins to disrupt dental plaque. Pairing his 
insights about ACE2 with this technology, 
Daniell wondered if such a gum, infused 
with plant-grown ACE2 proteins, could neu-
tralize SARS-CoV-2 in the oral cavity.

Henry Daniell of 
Penn’s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To find out, he 
reached out to 
Ronald Collman 
at Penn Medicine, 
a virologist and 

pulmonary and critical care doctor whose 
team, since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pandem-
ic, had been collecting blood, nasal swabs, 
saliva, and other biospecimens from COVID 
patient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Henry contacted me and asked if we had 
samples to test his approach, what kind 
of samples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test, 
and whether we could internally validate 
the level of SARS-CoV-2 virus in the sali-
va samples,” Collman says. “That led to a 
cross-school collaboration building on our 
microbiome studies.”
To test the chewing gum, the team grew 
ACE2 in plants, paired with another com-
pound that enables the protein to cross mu-
cosal barriers and facilitates binding, and 
incorporated the resulting plant material into 
cinnamon-flavored gum tablets. Incubat-
ing samples obtained from nasopharyngeal 
swabs from COVID-positive patients with 
the gum, they showed that the ACE2 present 
could neutralize SARS-CoV-2 viruses.
Those initial investigations were followed 
by others at The Wistar Institute and Penn 
Vet, in which viruses, less-pathogenic than 
SARS-CoV-2, were modified to express the 
SARS-CoV-2 spike protein. The scientists 
observed that the gum largely prevented the 
viruses or viral particles from entering cells, 
either by blocking the ACE2 receptor on the 

cells or by binding directly to the spike pro-
tein.

Finally, the team exposed saliva samples 
from COVID-19 patients to the ACE2 gum 
and found that levels of viral RNA fell so 
dramatically to be almost undetectable.
The research team is currently working to-
ward obtaining permission to conduct a clin-
ical trial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approach 
is safe and effective when tested in people 
infected with SARS-CoV-2 .
“Henry’s approach of making the proteins in 
plants and using them orally is inexpensive, 
hopefully scalable; it really is clever,” Coll-
man says.
Though the research is still in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if the clinical trials prove the 
gum is safe and effective, it could be given to 
patients whose infection status is unknown 
or even for a dental check-ups when masks 
must be removed, to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passing the virus to caregivers.
“We are already using masks and other phys-
ical barriers to reduce the chance of transmis-
sion,” says Daniell. “This gum could be used 
as an additional tool in that fight.” (Courtesy 
https://penntoday.upenn.edu/news)
Related

COVID-19 Omicron Variant Detected                                                
In Houston Wastewater

‘Omicron in Houston is cause for concern 
but not panic,’ Houston’s chief medical  of-
ficer said. (Photo/Godofredo A. Vásquez, 
Houston Chronicle / Staff photographer)
The Stadler lab at Rice University’s Brown 
School processes approximately 200 samples 
of waste water to figure out which variant 
and what amount of the COVID-19 virus is 
found.  Health authorities say a sample from 
Houston’s wastewater system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Omicron variant of COVID-19 on 
Monday, the same day a woman separately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variant in northwest 
Harris County. 
In Houston, there’s no confirmed case just 
yet — but the positive wastewater indicates 
one could crop up so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in a press release Monday said the 

news is an important reminder to schedule a 
booster shot for the COVID-19 vaccine. 
“Vaccines help protect us, our loved one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n the work envi-
ronment,” Turner said. “As the holidays 
approach, I encourage everyone to remain 
vigilant about their health and safety.”
Facilitating omicron here in Texas: Our 
abysmal vaccination rates. Only 55% 2 
shots, but in Central Texas or East Texas 
only 40%, many counties 30%. Booster 
shots? You can imagine…Since the 2010s 
Texas has been the epicenter of the anti-
vaccine movement https://t.co/ml2mz3B-
CY9
— Prof Peter Hotez MD PhD (@PeterHo-
tez) December 7, 2021
In Harris County, only 56 percent of the 
county’s 4.6 million people are considered 
fully vaccinated, according to the Houston 
Chronicle. 
The Omicron finding came during routine 
sweeps of the city’s wastewater for the vi-
rus that causes COVID-19, according to the 
Houston Health Department. That testing 
includes several variants of the virus, as trac-
es of it can be found in feces of those who 
are infected. City health officials were also 
testing wastewater outside a few elemen-
tary schools across Houston, according to 
KHOU’s Ugochi Iloka. 
HAPPENING NOW: Crews with @Hous-
tonHealth are testing waste water at local 
schools  for Covid-19 variants like Omi-
cron and Delta. They plan to test near 
30 schools in the Houston area today @
KHOU pic.twitter.com/veKMRfPNbT
— Ugochi Iloka KHOU (@UgochiKHOU) 
December 7, 2021
The consensus on the Omicron variant’s 
potential impact remains unsettled. Health 
authoritie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re 
working to determine if it is any more trans-
missible or lethal than other strains, accord-
ing to the Houston Health Department. 

“Omicron in Houston is cause for concern 
but not panic,” said Dr. David Persse, Hous-
ton’s chief medical officer.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vaccination is our best tool 
to reduce cases, prevent serious illness and 
death, and slow the emergence of new vari-
ants.”
The city of Houston provides free COVID-19 
vaccines, including boosters, to anyone 5 
and older. A list of vaccination sites can be 
found on the city’s website. (Courtesy The 
Houston Chron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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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hewing Gum That Could Reduce 
SARS-CoV-2 Transmission?

Key Points
In experiments using saliva samples from COVID-19 patients, the gum, which 
contains the ACE2 protein, neutralized the virus, according to research led by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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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疫情而导致东京奥运

会延期，此时的郎平很可能已经结束教

练生涯，开始了闲适的退休生活。

但现在还不行，明年她还要带领中

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上力争卫冕。总结

2020赛季的时候，郎平说：“不论遭遇

什么样的困难，只要心中有目标，身边

有队友，就有动力去坚持和拼搏。”

而对于球迷来说，尽管东京奥运会

的延期给中国女排卫冕带来了变数，但

只要有郎指导在，就会觉得格外安心。

不论场上场下，她就像一片广袤的

海，包容着或大或小的风浪，让人坚信

能看到风平浪静的那一天。但沿着岁月

的轨迹回溯，会发现海成为海的过程，

伴随着阵痛。

前不久上映的《夺冠》成为2020的

高频词之一，电影讲述了新老女排的故

事，而郎平正是其中的线索人物。

郎指导的女儿白浪，在电影中扮演

年轻的郎平——卷发，扎着两个辫子，

外貌上和妈妈年轻时有八分像。队友们

练习接发、扣球的时候，她眼巴巴地在

场边举着杠铃。

郎平的这一面，是很多观众从未见

过的。

人们提起那些年名震天下的“铁榔

头”，说的是她在赛场上的大力扣球，

是她身上的女排精神，是她带领中国队

屡夺世界冠军……

但此刻回望，我们似乎很少从一个

年轻女孩的角度来看那时的郎平。

对于郎平来说，外人眼中的一次次

大赛出征，其实都是她青春的组成部分

。郎平曾经回忆，那时候女排姑娘们一

起去北京的四联理发店烫头，她特别高

兴地跟烫头师傅说：“师傅，我们要出

国啦！”

那时的郎平，能出趟国都觉得特别

开心。她像是一团炽热的火焰，明亮而

耀眼，和其他人一样有喜有乐。

在今年结束女排集训后，郎平和家

人、朋友、爱徒一起约了顿火锅。饭桌

上，郎指导用排球解说的口吻对着镜头

说道：“朱婷同学，发挥她臂长的优势

，给我们大家在涮锅。”

暂时没有比赛和训练的压力，郎指

导能够放松下来享受生活的快乐。曾几

何时，这样平凡的场景都是奢望。

2013年，郎平收到执教中国女排的

邀请，在场上面对对手三人拦网时扣球

也毫不手软的她，在家里几次把竞聘书

拿出来又放回去。回国执教，意味着在

外生活的她要暂时离开家人。

这种滋味郎平体验过一次。1995年

，中国女排跌入谷底时，她曾经临危受

命回国执教，拉了中国女排一把。当时

尚且年幼的白浪曾经疑问：“为什么妈

妈一定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在家门口的

麦当劳找份工作不好吗？”

犹豫过后，郎平还是又一次接下了

这个重担。

2016年里约奥运会夺冠，中国女排

时隔12年再次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

2019年全胜夺得世界杯冠军，中国女排

成为世界三大赛“十冠王”。郎平当时

的决定，已经给所有人带来了幸福。

在世界杯夺冠后的采访中，郎平说

着说着就哭了。中国女排的十个世界冠

军，郎平作为运动员或教练参与了其中

的八个。见惯了大场面的郎指导竟然也

流泪了，她说：“其实挺难的……”

多年的排球生涯，除了给她带来满

身荣誉，也有满身伤病。女儿就说，她

脖子以下全是伤。里约奥运会后，郎平

做了人生中第12次手术，但这并不能完

全治愈伤痛。

当然，对于年轻时就习惯在赛场拼

命的郎平来说，这并不是她话语中“挺

难的”所蕴含的全部内容。或许训练中

的突发情况、球员不期而遇的伤病以及

“中国女排”这四个字自然背负的殷切

希望，都让她觉得很难。

火焰此刻已经变成大海，不是因为

燃烧殆尽，而是只有淬炼出更加深沉而

开阔的内心，才能完成这份使命。

逐浪的人，摔倒了也只有一个信念

——从头再来。

今年年初，郎平曾经展望过东京奥

运会后的退休生活，“就是过自己真正

想要的生活。”她说孩子长大了，可以

更多跟家人在一起，有时间满足自己的

一些爱好，可以到处走走，好好看看世

界。

60岁，确实到了退休的年纪。热爱

中国女排的人们，都期待这支王者之师

能继续在郎指导的带领下创造更多辉煌

；热爱中国女排的人们，也都知道郎指

导这一路走来的不易，希望她拥有更轻

松的生活。

郎指导，祝福您东京之行圆满，也

祝福您未来幸福快乐。

郎平60岁生日快乐！
岁月，让她从火焰变成大海

就算把中国体育圈翻个底朝天，也再找不出

第二个郎平了。

把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那些世界冠军的头

衔、那些力挽狂澜的时刻和那些振奋人心的瞬间

汇集到一起，就成了她的轮廓。

这是郎平，之于中国几代人的意义。

12月10日，是郎平60岁的生日。这是一个普

通的工作日，不过对于已经结束今年集训任务的

郎指导来说，处于难得的假期当中。

1939年，二战的铁血战幕正式拉开

，纳粹德国的领袖在这个星球刚安稳十

多年后又搅的这个世界风云再起。希特

勒的战争机器早已经开足马力，投入到

人类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杀戮中。

与此同时，作为希特勒战争机器中

重要的一环，纳粹德国宣传部也一刻没

闲着。他们偶然间发现欧洲伟大的预言

家诺查丹玛斯早在400多年前就预言了希

特勒的崛起和二战的铁血烟云。于是纳

粹德国宣传部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宣称

希特勒是真命天子，将是地球帝国的皇

帝。并印发了大量传单投向了顽固的英

国人的头上，劝说英国人不要再做无畏

的抵抗了。纳粹德国的这一心理战让英

国谍报部门消耗了不菲的代价来应对。

由此也可见诺查丹玛斯的影响了。

那么400多年前，诺查丹玛斯果真预

言了希特勒的崛起和二战的铁血烟云吗

？还是纳粹德国就是借诺查丹玛斯之名

散布谣言，意图操纵民众的思想呢？

其实不光是纳粹德国借预言来说事

，历史上早有借预言来说事的蓝本。

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那会儿起义的

时候，就演了一出鱼腹藏书的预言，起

义之前，陈胜吴广偷偷用朱砂在丝帛上

写了三个字“陈胜王”。然后偷偷塞进

卖鱼人打捞来的鱼肚中，戍卒把鱼买来

煮着吃，发现鱼肚中的帛书，就开始惊

疑不定起来：难道这是天意？后面陈胜

又悄悄让吴广到驻地附近的祠庙中，夜

里点起篝火，学着狐狸的叫声喊道：

“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更加惊疑

。到了第二天早晨，戍卒都在谈论昨晚

发生的事，看着陈胜的眼神就变了，这

昨天还是和大家伙一样一样的泥腿子俨

然是天命之子的模样嘛。最后，大家就

一起推举陈胜为王，举行了起义。

陈胜吴广起义事件中，也是创造了

一个预言，然后利用这个预言，操纵了

这次有着深远影响的起义。陈胜吴广掀

翻了桌子后，六国的人马掀翻了桌子，

各路豪杰掀翻了桌子，大秦的天下也就

不能好好的吃饭喽。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

不一一列举了。只是想说的是，所谓预

言的真相是不是预言就是人类的智谋创

造出来的谣言，借人们对未来的未知迷

茫来操纵这个世界？从而达到自己的目

的。而目的一旦达成，那么无所谓预言

的真相是什么，哪怕是谣言，也就变成

了实打实的预言！

倘若希特勒当年真的统治了世界，

那么诺查丹玛斯必然将成为世界上最伟

大的先知。

倘若陈胜当年取得了天下，那么

“陈胜王”的预言将成为最神异的预示

必将昭告天下。

预言只是权谋者的游戏？

然而，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400多年前，欧洲伟大的先知诺查丹

玛斯预言了后世的法国大革命，预言了

汽车、飞机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并真的

预言了希特勒（希斯特）的崛起和二战

的发生。希特勒的宣传部并非无的放矢

。如果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只是无聊荒诞

的谣言，英国谍报部门也不必花费不菲

代价来反干扰。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里真的有一个后

世的世界存在。400多年前诺查丹玛斯的

眼睛里到底看到了怎样的未来？

令诺氏折戟的是他预言1999年地球

将有大的灾难发生：有“恐怖的大王从

天而降”。人类当有灭顶之灾！这也是

网上传说签订了1999年圣战保密协议的

梗的根源吧。

后世里一位美国的叫做珍妮的特异

功能者也是预言家、挑战了她的前辈，

说人类将平稳度过1999，东方将拯救世

界。

结果世界平稳的度过1999年，来到

新的纪元。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也因此少

了些神圣的色彩。珍妮因此名声大噪。

不管怎么样，诺查丹玛斯始终是一

位颇有影响力的神棍，哦，不是，是一

位颇有影响力的先知。也许，当年诺查

丹玛斯看到了灾难的酝酿时刻，而来到

后世，珍妮看到了灾难被避免后的世界

。

不可否认的是，预言始终影响着这

个世界。从诺查丹玛斯到珍妮再到火星

男孩，再到现在甚嚣尘上的印度神童。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光怪陆离。未来，

似乎早就在这些通灵者、预言家的眼中

。

如果说能够预知到未来的某种生活

状态是基于自身知识结构的前瞻性的展

望的话，那么能够预知未来数百年后的

种种具体性的大事件，甚至大事件中的

具体人名，这对平常人来说实在是有点

匪夷所思。那就正如歌词里唱的：人生

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在通灵者的世界

里，他们已经从自己的梦里清醒过来，

并已经触及了即将开始的下一场游戏。

未来，充满了未知。在未来的未知

到来之前，人类中早就有先知的目光在

前方等待。这个世界的奇妙在未知和先

知之间游荡。

预
言
还
是
谣
言
？

关
于
未
来
的
未
知
与
先
知

诺查丹玛斯 媒体报道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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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法

庭》講述厭惡

少年犯的法官

沈恩錫（金憓

秀 飾）在地方

法院少年法庭

上任時遇到的

少年犯罪和圍

繞他們的故事

。 以實際事件

爲主題的插曲

和虛構故事，

既真實又有深

度的故事抓住

觀眾的心。從

今年 2 月底公

開到 4 月為止

，在韓國、海

外地區都受到

高度關注。而《少年法庭》只有短短10集，也讓不少觀眾都在敲碗第二

季。 1日，據報導：「《少年法庭》第二季將於今年8～9月之間投入事

前準備。事前準備是指拍攝前準備製作階段，包括製作組的構成、角色

確定、裝備準備、劇本製作等全過程。」 而第二季的製作一樣由洪鍾燦

導演執導，今年2月他就曾暗示第二季的可能性。採訪中表示：「第二

季從少年犯的立場出發，描繪少年犯的環境、他們所處的故事，雖然他

們去了少年院接受教化，但為何無法『重生』，針對少年犯身處的環境

，去描繪那些少年犯的故事。」

洪鍾燦導演也透露過：「如果曹承佑能夠特別出演的話，應該可以

描寫沈恩錫和黃始木（曹承佑 飾）的對決。」表達了想讓《秘密森林》

的檢察官黃始木和《少年法庭》的法官沈恩錫出現在同個場景裡的想法

。大家...應該也很想看他們演技大對決吧！也希望在找上禹英禑（朴恩

斌 飾）啦～

HBO史詩影集《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衍生劇《龍族前傳》（House of the Drag-

on）將於8月22日上線HBO GO，該劇預告中提到，

「女人不會繼承鐵王座」，至少在繼承順序上位於男性

之後，看起來女性要統治維斯特洛大陸是特別困難的光

是存在於維斯特洛都很困難，更別說統治了。

《龍族前傳》改編自原著喬治馬汀（George Mar-

tin）的《冰與火之歌前傳：血火同源》（Fire &

Blood），喬治馬汀近日與《龍族前傳》主演派迪康斯

丁（Paddy Considine）、馬特史密斯（Matt Smith）、

奧利薇亞庫克（Olivia Cooke）、艾瑪達西（Emma D

’Arcy）等卡司現身於2022聖地牙哥動漫展，分享關

於《龍族前傳》的故事。

《龍族前傳》發生於《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

的200年前，故事聚焦坦格利安王族的興衰，派迪康

斯丁飾演國王韋賽里斯一世，他的長女雷妮拉· 坦格利

安公主被視為鐵王座繼承人，馬特史密斯飾演的戴蒙

坦格利安親王，是韋賽里斯一世的弟弟，也是另一位

王位繼承人；但國王續弦繼后阿莉森· 海塔爾，並且生

下多名王子後，龍族之間的王位繼承戰也拉開序幕，

而雷妮拉與曾經的好友阿莉森之間的情誼也破碎，兩

個女人的戰爭將在王國內牽起腥風血雨，帶來血與火

的龍之狂舞。

蜜莉阿爾科克（Milly Alcock）與艾瑪達西（Em-

ma D’Arcy）分別演出「雷妮拉」公主少女時期與成

年時期，雷妮拉曾被視為「王國之光」，但因為她是

女人，她的繼承權始終存在爭議；伊芙貝斯特（Eve

Best）飾演的「雷妮絲坦格利安」也是一位公主，但

因為她的性別，被排除在王位之外，王位落在了韋賽

里斯一世頭上，而她從此被稱為「無冕女王」。

被問及為何維斯特洛的人們，如此反對讓女性登

上鐵王座，喬治馬汀表示，答案與傳統歷史上，女性

被排除在高級職位外的原因相似：「我從歷史中獲取

靈感，並從歷史中汲取元素。」這位奇幻作家說：

「正如許多人所觀察到的那樣，《權力遊戲》非故事

是基於玫瑰戰爭，《龍族前傳》則是基於歷史上，被

稱為無政府狀態的早期時期。」

喬治馬汀參考了英格蘭國王亨利一世的故事，他

將女兒瑪蒂爾達指定為繼承人，但她的表親史蒂芬卻

竄取王位，因此內戰爆發了，的確很像《龍族前傳》

概要。喬治馬汀表示：「我不認為維斯特洛比現實生

活，和我們所謂的歷史更反女性或更厭惡女性。」

《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作者：

「《龍族前傳》維斯特洛
一點都不比真實的歷史反女性」

《少年法庭》
確定製作第二季！

期待原班人馬回歸，導演
還曾透露： 「可以描寫沈恩錫
和黃始木的對決」

近日多家外媒

披露，華納探索決

定「砍掉」《蝙蝠

女》電影項目至於

華納為何這樣做，

官方沒有給予回應

。外媒Collider的主

編 Steven 表示「我

和看過《蝙蝠女》

的人聊過，他們非

常失望。該片的服

裝看起來很廉價，

尤其是邁克爾· 基頓

的蝙蝠俠服裝。」

《蝙蝠女》由《絕地戰警：疾速追擊》 阿迪爾· 埃爾· 阿

比和 比拉勒· 法拉赫擔任導演，《大黃蜂》編劇 克里斯蒂娜·

霍森負責劇本。萊斯利· 格蕾絲扮演女主角芭芭拉· 戈登，邁

克爾· 基頓、布蘭登· 費舍、J· K· 西蒙斯等人也加盟了該片。

影片由於疫情封鎖原因和多次補拍，讓投資高達9000萬

美元，原定2023年上映。

華納高層決定，該片既不會在影院上映，也不會直上

HBO Max，即使後期都快做完了。據外媒報道，華納探索

CEO早前希望DC能做出更有影響力的電影，顯然《蝙蝠女

》的成片效果達不到這個要求。

外媒《綜藝》表示，《蝙蝠女》項目是在傑森· 凱拉和

安· 薩諾夫執掌華納時決定拍攝的，當初華納為了增加HBO

Max的訂戶，讓2021年的華納電影流媒體、影院同步上映。

雖然華納做出決定後給予了部分導演、演員補償，但也

傷害了他們和電影人之間的關係，譬如合作多年的諾蘭帶着

新片就跑到環球去了。

今年4月華納和探索公司合併成華納探索，新任CEO大

衛· 扎斯拉夫來了，他對公司整體運營戰略進行了調整。

《蝙蝠女》尷尬之處在於：如果要影院上映該片還需花

費3000-5000萬美元的宣發費，華納看過該片後覺得肯定無法

收回成本。

如果讓《蝙蝠女》直上HBO Max呢？如今的HBO Max

運營戰略又變了，於是該片有種高不成低不就的意思。

據悉華納本周晚些時候將舉行財報電話會議，可能會對

HBO Max進行戰略調整，到時候會對砍掉《蝙蝠女》做出官

方回應。

對於華納這個決定，Deadline的記者Justin Kroll在社交

媒體表示：「在這篇文章發布後的一分鐘，我接到了競爭對

手工作室主管的電話，他被解僱了。他說『我在好萊塢幹了

30年，頭一次遇到這種事。』」

華納為何要砍掉投資9000萬美元的《蝙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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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8月5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何佩珊

結束15年職業生涯 22冠完美謝幕

勉勵“小劍神”勿輕言放棄
張家朗張家朗親授劍技親授劍技

◆◆張家朗張家朗（（左左））親自向學親自向學
員講解劍擊技巧員講解劍擊技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東京奧運男子花劍個
人賽金牌得主張家朗上月於世錦賽摘銅後回港，除了繼
續訓練保持狀態外，亦積極參與培育香港劍擊新人活
動。日前，他以“飛越啟德劍擊大使”的身份出席“飛
越啟德運動基金”主辦的“小劍神”培訓計劃，向表現
優秀的學員親授劍技。

為時約兩小時的大師班中，張家朗與前“香港佩劍
一哥”林衍聰一起親身指導學員，包括弓步前刺、前進
步、後退步等動作的技巧，張家朗不時微笑勉勵小學
員：“一次做得不好，別介意，我們再試！”

指導過後，張家朗又與一眾小學員席地而坐，分享征
戰東京奧運及國際賽事的感受和體會，坦言不會讓比賽成

敗變成心理包袱，他勉勵學員：“無論劍擊或生活遇上什
麼困難，也別輕言放棄，必須堅持、努力嘗試，若太介意
勝敗，反會失去信心，失卻對劍擊運動的樂趣。”

啟德體育園將於兩年後落成，張家朗表示期待，尤
其希望落成後，國際劍擊賽事會落戶香港舉行，“讓世
界各地的劍擊選手到訪香港作賽，對香港運動員而言可
享主場之利，於世界賽事上接受香港觀眾的歡呼吶
喊。”“小劍神”培訓計劃致力發掘具潛質的劍擊學員，
成為香港“未來劍神”。計劃於今年5月正式展開，全港
招募約450名小三至小五學生，為學童分析潛能及讓他們
體驗劍擊樂趣，目前已有約130名學員獲選拔參與第二階
段的培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港超聯暫定於8月底開鑼，
各支球隊亦已開始組軍，東
方龍獅4日宣布簽入20歲小
將黃皓雋（圖），而標準流
浪則邀得林學曦加盟。

現年20歲的黃皓雋是
本地球壇寄予厚望的新星之
一，曾効力理文及南華的他近
年不乏出場機會，更於上屆亞協
盃攻入一球。能出任前鋒及進攻中
場的他期待在葉鴻輝及梁振邦等前輩指導
下繼續進步：“其實很早已收到東方龍獅
主帥盧比度的邀請，球會未來發展及決心

令我十分期待，上季見到年輕球
員在盧比度、葉鴻輝及梁振
邦等經驗豐富的教練及隊
友指導下不斷進步，是我
決定加盟的主要原因之
一，希望能盡快融入球
隊並獲得穩定出場時
間。”
至於標準流浪亦獲得

前港腳林學曦的加盟，將與
林嘉緯及盧均宜組成“鐵三

角”。現年31歲的林學曦上季在丙組効
力，今季回歸港超他認為自己仍有足夠能
力應付，更會以入選港隊為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年度
重頭耐力賽大戰，比利時斯帕24小時耐力
賽（24 Hours of Spa）在剛過去的周末結
束。當日賽事，兩名香港車手的比賽命運
不盡相同。許建德（Jon）所駕駛的93號
Sky Tempesta Racing 平治-AMG GT3 戰
車成功拿下金盃賽季軍；不過，另一名香
港好手區天駿（Antares）則於比賽進行3
小時與許建德的賽車發生碰撞，無奈需提
早退出比賽。

賽後，許建德遺憾地說：“能夠在
斯帕24小時賽上登上頒獎台本是一件值
得高興的事，可是，這次對我來說卻是

一個苦樂參半的結果。不幸地，在我第
一次接棒作賽時，於安全車帶領底下，
我因誤會比賽已重新開始而犯了一個錯
誤，導至我撞上對手而令對方需要退
出。更為糟糕的是，我撞上的是另一名
香港車手，同時亦是我的好友區天駿。
這次意外完全是我的責任，我由衷的向
Antares 以及其餘所有 Herberth Motors-
port 的車隊成員致歉。”

而區天駿也感無奈，“我覺得今年的
賽事出現了諸多可避免的意外；我們作為
代表香港的運動員，該尋找更好的方式一
起向前邁進。”

迎戰港超聯 東方流浪簽新兵

中國女排亞洲盃首戰韓國隊
2022年女排亞洲盃將於本月21日至29日在菲

律賓舉行，菲律賓排協日前公布了本次比賽小組
賽賽程。根據賽程，中國女排首戰對手是韓國
隊。10支參賽隊被分為兩組，具體分組情況為：
A組有中國、菲律賓、韓國、伊朗及越南隊；B
組有日本、泰國、中國台北、澳洲及哈薩克隊。
據此前消息，中國女排不會派一隊出戰本次亞洲
盃，更多年輕小將會獲得歷練的機會。◆中新網

環湖國際公路自行車賽落幕

斯帕24小時賽 港車手苦樂參半

◆◆馮珊珊於馮珊珊於20162016年奪里約奧運女年奪里約奧運女
子高爾夫銅牌子高爾夫銅牌。。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馮珊珊在馮珊珊在1515年職年職
業生涯中共奪業生涯中共奪2222個個
冠軍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馮珊珊於馮珊珊於20122012年首捧大年首捧大
滿貫冠軍獎盃滿貫冠軍獎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時間時間 賽事賽事 巡迴賽巡迴賽

2019年 刺莓溪LPGA精英賽 LPGA
2017年 藍灣大師賽 LPGA

TOTO日本精英賽 LPGA
沃維克LPGA精英賽 LPGA

2016年 歐米茄迪拜女子大師賽 LET
TOTO日本精英賽 LPGA
馬來西亞女子賽 LPGA
別克錦標賽 LET

2015年 歐米茄迪拜女子大師賽 LET
別克錦標賽 LET

2014年 歐米茄迪拜女子大師賽 LET
馬來西亞女子賽 LPGA

2013年 CME冠軍錦標賽 LPGA
華彬LPGA中國精英賽 LPGA

2012年 LPGA錦標賽 大滿貫
尤尼克斯盃 JLPGA
明治盃 JLPGA
日本女子高爾夫公開錦標賽 JLPGA
世界女子錦標賽 LET
歐米茄迪拜女子大師賽 LET

2011年 宮城電視盃 JLPGA
明治盃 JLPGA

註： LPGA：美國女子高爾夫巡迴賽
LET：歐洲女子高爾夫巡迴賽
JLPGA：日本女子高爾夫巡迴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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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子高爾夫名將中國女子高爾夫名將、、2222項職業賽冠項職業賽冠

軍盟主馮珊珊日前通過個人官微宣布正式退軍盟主馮珊珊日前通過個人官微宣布正式退

役役。“。“很快就要迎來我很快就要迎來我3333歲的生日了歲的生日了，，而而

我也要做一個重要的人生決定我也要做一個重要的人生決定。。大家都說大家都說，，

一生二一生二，，二生三二生三，，三生萬物三生萬物，，希望這次轉希望這次轉

身身，，不是結束不是結束，，而是更多可能性的開始而是更多可能性的開始。”。”

她表示她表示，“，“很感謝大家對我的認可很感謝大家對我的認可，，其實我其實我

只是中國高爾夫的小白鼠只是中國高爾夫的小白鼠，，一個先行者一個先行者，，去去

摸索和嘗試摸索和嘗試，，然後與後輩們分享經驗然後與後輩們分享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夏微 上海報道上海報道

作為中國首位登頂高爾夫世界第一、中國奧運史
首枚高爾夫球獎牌獲得者以及中國第一位高爾

夫大滿貫賽冠軍，馮珊珊在她的高爾夫生涯中創造了
無數個中國紀錄。在為所有關心她的球友們寫下的一
封信中，馮珊珊坦言：“15年時間裏，我得到的遠
比我付出的更多。從職業賽場到奧運賽場，我收穫了
榮譽和頭銜，交到了很多國內外的好朋友，也得到了
大家的關注和喜愛，最重要的是我和我熱愛的小白球
一起度過了一個快樂又難忘的職業生涯。”她感恩於
父母、師長及團隊數年來的陪伴，也感謝協會、巡迴
賽、贊助商及球迷的支持。

幫助年輕球員走得更遠
“因為疫情原因，遺憾沒能正式在LPGA賽場上和

大家做一個告別。”馮珊珊直言，近幾年的疫情不僅改
變了很多事，也讓她思考了許多。在外漂泊多年的她，
希望在退役後能夠多陪伴父母，並專注個人提升，同時
以己之力為中國高爾夫的發展作更多貢獻。“未來我還
會繼續作為‘高爾夫人’在這個行業裏努力，希望用我
的能量和經驗幫助更年輕更出色的隊員，讓中國國家隊
在亞運和奧運舞台上走得更高更遠。”

任杭洲亞運國家隊教練
以前接受採訪，馮珊珊大多會給過去的一年打85

分，最多90多分，“給自己留一些空間，因為高爾夫就
是這樣一個需要不斷超越自我，不斷追求成為更好的自

己的運動。”不過如今再回首，想起最初自己開始打球
時，目標只是考上LPGA，後來的她則是在不斷完成目標
又刷新目標後，一路走到現在。“所以我為自己整個生
涯感到非常自豪，現在我會給自己打100分。”

馮珊珊退役後將出任杭州亞運會國家女子集訓隊主
教練。“去年11月國家隊找到我，跟我討論未來的計
劃。其實我已帶隊參與兩次集訓了，我會用我的國際賽
經驗結合中國高爾夫的情況，逐漸整理出一套最適合我
們中國球員的訓練系統。”她希望可以讓國內更多優秀
的選手走出國門，出現更多來自中國的世界第一和奧運
獎牌獲得者，甚至是金牌。

回顧過去，馮珊珊心存感激：“很感謝大家對我的
認可，其實我只是中國高爾夫的小白鼠、一個先行者，
去摸索和嘗試，然後與後輩們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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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玫瑰之戰》首發預告
袁泉黃曉明俞飛鴻職場實力開 「綻」
由一佐一佑影視江蘇有限公司、新

麗電視文化投資有限公司出品，鄭仁

湘、張涵任編劇，孫皓執導，袁泉、黃

曉明、俞飛鴻領銜主演，代旭、於謹維

、王鶴潤主演、蘆芳生、王誌飛、張藝

上、隋俊波特邀主演，王姬特別主演的

都市劇《玫瑰之戰》於今日發布首支「蓄

勢待發」版預告，一場場精彩的「職場對

戰」即將拉開序幕。

該劇講述了原本生活幸福的全職太太

顧念（袁泉飾），因丈夫宋嘉辰（於謹維

飾）陷入罪案並暴露了其出軌的事實，同

時遭到了家庭和情感的背叛。為了擔起生

活重任，她在豐盛（黃曉明飾）的引薦下

來到儀盛和律所重新出發。在這裏，她彰

顯了非凡的工作能力，獲得了律所合夥人

令儀（俞飛鴻飾）的欣賞，並幫助宋嘉辰

洗脫罪名。職場的磨礪，讓顧念愈發獨立

堅強，不僅迎來事業的巔峰，還逐漸成為

大家心目中的優秀律師，勇往直前、無所

畏懼地維護法律的公平與正義。

袁泉黃曉明俞飛鴻實力演繹
群星聚力維護正義之戰
電視劇《玫瑰之戰》將視角對準律所

職場生態，通過呈現顧念、豐盛、令儀以

及方旭（代旭飾）、葉勤勤（王鶴潤飾）

、李大為（王誌飛飾）等律師們在職場中

遇到的各種問題，帶領觀眾體味角色的情

感轉折和成長蛻變。

飾演顧念的袁泉可謂是青年女演員的

實力派代表之一，其曾獲得金雞獎、話劇

金獅獎、戲劇梅花獎，並在最近剛剛結束

的第36屆「百花獎」榮獲最佳女主角獎

。此次她將詮釋闊別職場十年之久的全職

媽媽，在經歷了生活重壓後毅然決定重新

出發，返回職場一路過關斬將，最終成就

自我，蛻變為一朵傲然盛放的涅槃玫瑰。

飾演豐盛的黃曉明也是實力派男演員的佼

佼者之一，其曾獲得華表獎最佳男主角獎

以及兩屆金雞獎、百花獎最佳男主角獎。

此次他飾演的豐盛曾是顧念的大學同學，

在他的引薦下，重回職場的顧念在儀盛和

律所迎來了重拾事業價值、為理想拼搏的

機會，而他也一直給予顧念溫暖的守護。

飾演令儀的俞飛鴻作為實力演技派也不容

小覷，優雅大方、事業心極強的令儀與俞

飛鴻的氣質不謀而合，作為儀盛和律所的

創始合夥人之一，她教會顧念如何成為一

個具有團隊精神的領導者，如何主宰自己

的人生。另外，還有曾在《精英律師》、

《無證之罪》中飾演律師且表現出色的代

旭，此次在《玫瑰之戰》中再次出演律

師，他和顧念同時進入儀盛和，兩人還

是競爭對手，最終誰輸誰贏也值得期待。

此外，還有於瑾維、王鶴潤、蘆芳生、王

誌飛、王姬等實力派和老戲骨參演，劇集

精彩程度拉滿。

「幹咱們這一行的，既有愛咱們的，

也有恨咱們的」，首支預告中簡短的一句

話，道盡律師行業的艱辛和不易。劇中，

面對競爭對手，以顧念、豐盛、令儀等為

代表的律師們始終秉承著「永遠比對手靈

活，永遠比對手細心」的行事準則，竭盡

全力為當事人爭取合法權益。他們不懼勾

心鬥角，無畏惡性競爭，時刻為追求公平

正義而戰。在律所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

」上，競爭和舌戰隨時上演，挫折和質疑

接踵而至，尤其對於離開職場長達十年之

久，且和剛畢業的方旭在同一起跑線的顧

念來說，如何漂亮贏得這場「戰鬥」的勝

利，也成為本劇一大懸念。

細膩挖掘新時代女性力量
誠意製作傳達價值主題
電視劇《玫瑰之戰》不僅匯聚了一批

演技精湛、實力不凡且具有一定知名度的

演員，創作班底更是具有出眾的硬實力。

導演孫皓曾執導大熱古裝傳奇劇《慶

余年》，並入圍第26屆上海電視節白玉

蘭獎最佳導演獎，被譽為「爆款大劇」製

造者。編劇鄭仁湘曾創作過《新拿什麼拯

救你，我的愛人》、《為誰心動》等劇，

且有多部劇作都獲得過「飛天」、「金

鷹」等國家級獎項。該劇以女性視角切

題，通過對多位極具代表性的女性角色的

刻畫和描繪，彰顯了不同女性的自我覺醒

和成就，傳遞出「女性應勇敢挖掘自身價

值」的核心主題。在長達三年的創作過程

中，編劇鄭仁湘和張涵不僅專門去學了相

關法律專業知識，了解律師的工作方式，

更通過采訪法律從業者和一些案件中的當

事人等方式，做了大量的素材搜集工作。

在美術方面，該劇邀請到曾擔任《武

俠》、《中國合夥人》等知名電影美術指

導的孫立，其曾憑借《武俠》獲得金馬獎

最佳美術設計獎。此外，劇組還邀請到擔

任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將夜》等

造型指導的黃薇把控角色妝造，美術和造

型為該劇都市感與時尚氣息兼具的品質保

駕護航。

玫瑰盛開，百花喝彩，都市劇《玫瑰

之戰》即將播出，看律師們如何堅守職責

使命，不懈追求真相，維護法律的尊嚴，

敬請期待。

國民動畫IP又出新作！
《豬豬俠大電影·海洋日記》定檔8月6日

由廣東省電影局主辦，廣東省電

影家協會、廣東省電影行業協會共同

協辦，南方都市報社、南都娛樂公司

承辦的「2022廣東優秀電影觀影推介

會之動畫電影《豬豬俠大電影· 海洋

日記》（簡稱《海洋日記》）」推介

會在廣州塔金逸影城舉行。

《海洋日記》講述了在上一個任

務中留下了後遺癥的豬豬俠為完成任

務獨自來到海洋世界，遇到了正在尋

找哥哥的小豆芽和躲避壞蛋出逃的螺

哥，神秘的海洋世界處處暗藏著危機

。為了化解海洋危機，豬豬俠和新結

識的小夥伴們踏上海洋冒險之旅。

「豬豬俠」IP創始人、廣東詠聲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裁古誌斌在分享

會上表示，今年是「豬豬俠」IP誕生

的第十七年，《海洋日記》是《豬豬

俠》系列電影的第七部，「希望在這個

炎熱的夏季，豬豬俠能陪伴觀眾開始一

場清涼的海底之旅，帶著大小朋友們一

起領略中國南海的奇妙世界。」

導演鐘彧則提到，這一部電影和

之前的六部電影相比，不變的是電影

IP的「日記」系列，變的是內容和載

體都有了創新：「上一次是恐龍世界

，這一次將故事搬到了海底，那下一

次的故事又會發生在另一個世界。」

詠聲動漫電影事業部總經理黃龍亦表

示，這一部電影在編劇方面加入了比

以往更多的喜劇元素，「為電影營造

一個輕松的氛圍」。

槍戰動作電影《毒刺入喉》定檔8月6日
根據真實緝毒大案改編

《毒刺入喉》是由姜景中

、王文博執導，袁福福、陳芊

厘主演的緝毒題材槍戰動作網

絡電影。

影片根據真實邊境緝毒大案

改編。影片講述了在執行代號為

「毒刺入喉」的邊境緝毒任務中

，緝毒特警路遙連續兩次作為臥

底潛入販毒組織內部，和窮兇極

惡的邊境「毒王」彌勒及團夥展

開正邪對抗的故事。

《毒刺入喉》由上海鳴澗

影業有限公司、海南大好時代

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

北京若派影視傳媒有限公司，

北京咱們影業有限公司，上海

全酷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成都

雲皓影業有限公司，上海天幕

星映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廈門

宸星異彩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廈門博芮影視投資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海南三好影視

有限公司聯合出品，上海鳴澗

影業有限公司獨家發行，上海

鳴澗影業有限公司、上海全酷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整合營銷。

正邪激戰！真實邊境緝毒
大案再現銀幕

影片講述了在押送販毒組

織得力幹將羅漢的漁船上，已

暴露的「前臥底」路遙看到了

自己妹妹路麗被綁架並強製註

射毒品的視頻，由此「叛變」

警隊，歷經重重考驗後再度打

入販毒集團，開啟了生死一線

的二次臥底生涯。

深陷毒窟之中，面對親情

裹挾和錢色誘惑，路遙一如既

往堅守特警的職責與信念，聯

手美女狙擊手香菜、力量擔當

白巖、軍師老別等戰友們，抽

絲剝繭逐步揭開了大毒梟彌勒

撲朔迷離的真面目。最終在激

烈槍戰中，緝毒特警們不惜以

生命為代價，一舉擊垮販毒組

織，成功完成緝毒任務。

大片質感！超強班底打造
真實掃毒戰場

《毒刺入喉》由曾執導

《狂戰》、《最強鐵血奶爸》、

《混蛋法則》等以拍攝槍戰動

作題材見長的知名導演姜景中

和曾執導多部獲獎短片的新晉

導演王文博共同擔任導演及編

劇，由關碩、曹光宇出任製片

人，李昊林、張安琪出任聯合

製片人。影片於2020年 8、9

月，完成劇本定稿及劇組籌建

工作，2020年 12月正式開機

拍攝。由「行走的荷爾蒙」、

」穿衣有型、脫衣有肉「的硬

漢小生袁福福出演路遙一角，

靈氣十足的新人演員陳芊厘飾

演百發百中的美女特警狙擊手

香菜。由王宇澤、趙慕顏、王

曉雷、姜景中、張紹榮等實力

派演員共同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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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生不息．港樂季》的三個“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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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春夏大規模掀起“港樂潮”的《聲
生不息．港樂季》雖已收官，但關於節

目引發的社會反響的討論卻依然生生不息。
節目創造了超高熱度，累計觀眾規模近1.5億
人，在網絡上收穫熱搜2,000餘次，205次登
頂，短視頻平台主話題播放量破42.4億。在
港也穩居同時段節目收視率第一位，平均每
場超過118萬香港觀眾觀看。
“《聲生不息．港樂季》由內地與香港歌

手共同唱響經典港樂，讓港樂成為連接內地和
香港的文化橋樑，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營造了濃厚的氛圍，取得良好社會反響。”國
家廣電總局副局長、黨組成員楊小偉表示，節
目的成功播出有四點啟示，一是凸顯愛國元
素，用音樂力量抒發家國情懷；二是搭建文化
的橋樑，彰顯同根同源的血脈情深；三是唱響
立志的旋律，激勵青年共築偉大夢想；四是推
動節目入港，潤物無聲促進大灣區深度融合。
為港樂著編年史，展示粵語流行金曲中所

蘊藏的中華文化、東方美學、俠義精神，不知
不覺中激發了兩地民眾的家國情懷和文化自
信。此次，節目也入選國家廣電總局網絡視聽
節目精品創作傳播工程。
“這檔節目把愛國主義作為節目創作的靈

魂。”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秘書長易凱認為，
“節目深刻把握新時代愛國主義精神的本質意
韻，並將其潛移默化地貫穿在文藝創作的全過
程，做到了很好的示範。”

節目呈現融合發展圖景
“節目是一次為人民而歌的融合傳播新探

索，讓兩地人民一起完成集體追憶與集體共

創，一起共情共鳴。”湖南廣播影視集團有限
公司（湖南廣播電視台）黨委書記、董事長張
華立在座談會上分享說，節目也是一次為時代
而讚的文藝創作新實踐，把新時代新征程作為
創作方位，以音樂作品為文化橋樑和敘事載
體，向全世界展示大灣區經濟文化發展的蓬勃
態勢，呈現香港同內地交流合作領域全面拓
展，香港同胞創業建功的舞台越來越寬廣的現
實圖景。
融合發展的場景，在節目得到全景模式的

呈現。香港青年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起
努力寫下新時代的不朽詩篇呢？香港中聯辦宣
傳文體部網絡二處處長謝興指出，在引領香港
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自身發展方面，
《聲生不息．港樂季》進行了十分有益的探
索。香港新生代青年歌手吸引了大量的香港本
地觀眾成功融入內地文化的發展當中，讓越來
越多的香港青年，真正認識到自己的未來在於
積極融入國家大局，用艱辛努力寫下不朽的詩
篇。

美美與共 回響不斷
“這是一檔‘有野心’的節目，也是一

檔可以影響未來且具備強大生命力的節
目。”北京大學電視研究中心副主任呂帆自
稱是節目的忠實觀眾，也一路在觀察節目模
式的創新創作。當前，業內都在以聯合研發
模式替代模式引進，在本土化的製作創作
中，大家都面臨下一步如何創新的十字路
口。此番，《聲生不息》聯合TVB，給大家
帶來了沉浸感十足的音樂享受，也為兩地搭
建橋樑，順暢了通向彼此的機會，最終實現

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成功效果。“節目已
經把音樂這件事，從美學推上了社會學的意
義，這是綜藝節目中非常有價值的創新。”
“《聲生不息·港樂季》是 TVB 今年直

到現在收視最高的音樂綜藝節目，累計接觸
到全香港七成的電視觀眾。”TVB電視廣播
有限公司非戲劇（綜藝科）製作經理何小慧
也感觸頗深地說，本次合作，派出TVB同事
前往長沙，近距離觀摩學習內地超高水準的
節目製作方式。回溯兩地電視人近十年的交
流，從最初的《舞動奇跡》到今年的《聲生
不息》，僅從製作而言，無論在舞台設計、
燈光、舞美還是音響、音樂上都給香港觀眾
帶來很大的享受。
時間的玫瑰，在2022年的春夏全情盛

開。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編輯吳德祖
用自己在香港的親歷見聞印證《聲生不息·港
樂季》在內容傳播和意義價值上的雙贏。他
指出：“這一高品質的音樂節目，對港人起
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展示了內地的真實面
貌，在港保留較高討論熱度的同時，獲得了
零差評待遇。節目為搭建內地和香港間的交
流渠道設立新標杆，用共同回憶促進人心回
歸。”“一句話評價，我覺得它是一個新時
代的新的文藝創作，同時又是新征程上對新
的交流和互鑒文化的一種嘗試。”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

胡正榮認為，“港樂季”讓內地文化和以港
樂為代表的香港文化，在交流互鑒中的先行
先試中給出了初步答案。可以說，《聲生不
息·港樂季》是當下綜藝節目製作中的“揚帆
之作”。

用一個詞來總結《聲生不息．港樂季》，
節目總導演洪嘯自認“回歸”最為貼切。毫無
疑問，第一個“回歸”，是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作為媒體的從業者，在此契機下以港
樂這一題材來串聯時代賦予的文化意義。洪嘯
說，節目製作初期，團隊的初心就是奔着文化
交流的橋樑和窗口作用而努力，希望搭建一個
平台讓同根同源的兩地人民通過音樂對話加深
相互間的了解。

第二個“回歸”，洪嘯認為是音樂本質
的回歸。節目選擇兩地熱愛港樂的老中青三
代共16位歌手，分為男女兩隊進行主題競
演。歌手們在演唱上具有多樣性和驚喜感，
在音樂舞台呈現上通過不同組隊的合作形
式，產生不同的化學反應。與此同時，也讓
港樂賦予大家感動和思索，讓經典的旋律流
淌在港樂進行時。
第三個“回歸”，是情感的回歸。洪嘯

坦言，節目要做的不僅僅是“回憶殺”，更要
做唱出來的港樂史和聽得到的中華情。因此，
在梳理香港流行音樂發展的脈絡時，不僅按照
綜藝的邏輯在製作，更是按照一個時代事件在
進行主題表達，力求在真情實感的音樂中，讓
內地和香港的觀眾朋友在音樂中完成集體追憶
和情感融合。當然，回溯整一季節目，洪嘯
團隊也發現，節目還存在一些問題，希望在
接下來的節目作出新的探索嘗試。

▲▲《《聲生不息聲生不息··
港樂季港樂季》》在北京在北京
舉行座談會舉行座談會。。

▶ TVB 代表何
小慧(左)和詞人
鄭國江線上參
會。 視頻截圖

◆◆在在《《聲生不息聲生不息··港樂季港樂季》》座談會上座談會上，，香港嘉賓以線上方式參會香港嘉賓以線上方式參會。。

◆內地歌手和香港歌手因成長背景不同，各自有其優秀的一面。
◆《聲生不息·港樂季》一同重塑了內地和香港民眾關於港樂新風
的集體記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作為一檔獻禮香港回歸

祖國25周年的音樂綜藝節目，《聲生不息·港樂季》不僅致敬了粵語

流行金曲的輝煌年代，也一同重塑了內地和香港民眾關於港樂新風

的集體記憶。本月2日，由國家廣電總局網絡視聽司主辦，中國電視

藝術委員會承辦的《聲生不息·港樂季》創作座談會，在線上、線下

同步舉行。會議探討節目引發的熱烈現象、對社會文化領域產生的

影響，剖析文藝作品對國家發展與愛國主義教育的促進意義，肯定

節目的藝術性與重要性，為文藝行業新時代發展給出了指引。不少

與會專家學者讚許節目以音樂為媒，話時代新風，創新創作中，讓

民心共振，成為綜藝領域的“揚帆之作”，為文藝創作立下範本。



主要内容：

④更新登记日期的数字(目前为 1972

年)，允许无证移民在美7年后申请移民文

件。

④而且法案为滚动条款，未来立法不

需要更新所谓的“登记日期”。

获益的移民主要包括：

④230万是童年时期来到美国的“梦想

家移民者”，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当前的童

年抵美暂缓遣返 (DACA) 接受者，根据政

策要求，他们必须在 2007 年 7 月 1 日前进

入美国。

④至少 350,000 名可能符合条件、持临

时保护身份 (TPS)的移民。

④大约 150 万可能符合条件的与美国

公民结婚的个人。

④近200万有美国公民子女的个人。

02和目前政策的区别

法案由加州民主党众议员 Zoe Lofgren

、Lou Correa 和 Norma Torres、纽约民主党

众议员 Adriano Espaillat 和 Grace Meng 以及

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众议员 Jesús García 提出

。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移民委员会主席说：

“更新这一历史上由两党共同制定的条款

，为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社区一部分的移民

提供了合法的永久居民身份，将使我们的

移民制度更加公平，国家更加强大。”

本法案前身的 1929 年《登记法 The

Registry Act》，首次提出了登记条款——

自 1921 年 6 月 3 日以来一直在美国境内的

移民，拥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并且在

其他方面不会被驱逐出境，就有资格寻求

永久居民身份。

从那时起，登记的最后期限已经提前

了 4次，通常是作为其他重大移民改革的

一部分。1958 年，登记日期更新为 1940 年

的立法还废除了申请人免于被驱逐出境的

要求，这样一来任何非法入境或签证逾期

的人都可以申请绿卡了。

目前的注册资格要求

目前，没有合法入境永久居留记录的

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才有资格进行登记

：

*在 1972年 1月 1日前进入美国(1986年

将登记日期调整为 1972年，是前总统里根

移民大赦的一部分，为大约 300 万无证移

民提供了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从那以后

，由于反移民倡导者给“特赦”这个词赋

予了负面含义，并将美国许多弊病归咎于

外国人的存在，登记一直处于冻结状态)

*进入美国后连续居住在美国

*申请时身处美国境内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没有因为某些原因（如曾被判定犯有

某些罪行）而被禁止进入美国

*没有资格获得豁免不受理或其他形式

的救济

*不因任何其他原因被禁止入境

*不具备入籍资格或因与恐怖主义有关

的原因而被驱逐出境

*有资格获得有利的自由裁量权

新条款的重要不同点在于，入境时间

满 7年即可，无需满足 1972 年前入境美国

的条件登记处候选人不需体检，不需提供

财务支持的宣誓书，也不需美国请愿人就

可以成功。所需的仅是申请人向美国公民

和移民服务局提交一份调整身份的申请，

外加适当的费用。

03立法者：对移民好，对美国也好

据估计，法案的通过可惠及大约 790

万移民(如果登记日期提前到 2015 年 1月 1

日的话)，这些人在美国平均生活了 17 年

，平均年龄为40岁。

美国移民系统和美国本身也将从这项

立法中受益。

美国企业正努力找人填补各行业的空

缺职位，这项立法将释放巨大经济潜力。

通过登记，许多已有工作的人将有留

在美国的途径，并以永久居民的身份，甚

至最终成为公民，做出更大贡献。

法案最初涵盖近 650 万已经在劳动力

市场的人，其中600万无证，480万是基本

工人。

法案涵盖的无证工人每年已为美国经

济贡献了大约1260亿美元。据FWD.us估计

，如果这些无证工人成为美国公民，每年

将为美国经济额外贡献830亿美元和270亿

美元的税收。

04美国如此着急处理无证移民？

从众议院提出法案到国会通过立法，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接下来在参议院面临 60票的门槛。那

为什么还要着急这样处理移民问题呢？

其一，人们认为无证移民对美国的贡

献超过了所造成的伤害。

目前美国餐馆、工地、农场的确需要

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其二，登记处认识到永远追捕无证移

民也是不现实的。就像法律上对犯罪者的

起诉有时效期限一样，公平性要求对某些

长期居民采取某种手段进行补偿。当然，

一些犯罪移民应该被驱逐出境，人们都同

意这一点。据估，大约有一百万此类移民

，在这里暂且不提。

更重要的是，清除这些人并不容易。

他们受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保护，修正案

为他们提供了正当程序的权利。无证移民

还受其他法律保护，比如聘请律师的权利

，尽管需要自费。

这一切意味着，要把所有无证移民从

美国驱逐出去，需在法庭上举行听证会，

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以及相关人员都

要协调日程安排，在无证移民被驱逐之前

安排双方同意的听证会日期。把这个数字

乘以大约 900 万个案例，就会更好理解为

什么合法驱逐无证移民需要天文数字的时

间了，而且费用还很高。

简而言之，考虑到美国需要处理的

其他优先事项，驱逐所有剩余的长期无

证移民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这就是为

什么新举措尽管看起来毫无希望，但却

有意义。许多长期无证移民现在已在美

国深深扎根，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了生活

，与其他美国人有相同的价值观，属于

同样的社区组织，孩子在同样的学校上

学，去同样的教堂，与其他美国人有同

样的希望和恐惧。

新政将减轻美国最大的负担之一，使

国家能够有余力处理更紧迫的事情。美国

移民系统摆脱过去的遗留负担后，将最终

能解决今天所面临的更重要问题。

美国近800万无证移民有望拿绿卡了

近日，众议院提出的最新提案：在美国境内居住满7年的非法移民可以提交

转换合法身份的申请——获得绿卡！这一新政将惠及美国近800万移民。

在美国住满7年可拿绿卡！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文章，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美国有

大约1000万无证移民。

其中三分之二，即650万，已经在美国呆了10年以上。他们中许多人无事可

做、生活在阴影中、秘密地工作，盼望着有天以某种方式光明正大进入美国社会

主流。

移民美国难吗？获得美国绿卡需要什

么条件？移民美国都有哪些可行的方式？

这篇文章，我们一起来看。

一、投资移民——获得EB-5

美国政府每年颁发给中国投资移民的

名额为10000名。

1、实业投资移民：在投资移民名额

70%的比例，暨在美国某一个地方投资100

万美元的生意，至少解决10个当地就业的

人数，经营权在投资者手里。

另外加保险费、律师费（再10万美元）

和美国的房、车、生活开销，总额应在，

200万美元！当在国内时，就可拿到绿卡！

这种投资往往由于区域限制、投资额较大

，所谓的事业捆绑了投资者的时间，一年

之内，一半以上时间要呆在美国，全家至

少五年的“卡奴”。

2、风险投资移民暨区域中心移民：在

投资移民名额的30%的比例，暨投资者将50

万美元作为风险投资，投资到某一个具有资

质的区域项目，经营权不在自己的手中。

二、特殊贡献、杰出人才移民——EB1A，

NIW

如果是国际、国内的大奖获得者，比如

奥运会奖牌获得者，在某一领域是具有突

出贡献和杰出成绩的专家，可走EB1A杰出

人才移民。这是做法很省钱，而且很高效

，一般三十多万即可搞定！费用低，没有

年龄、学历和资产限制，无需懂英文等优

势。目前无需排期，递交材料后最快15天

获批，1年左右下绿卡。

但这个移民方式门槛较高，需要某一个

行业的杰出贡献。或者有比较高的学历和

技术，也可以考虑走EB2 美国国家利益豁

免项目。美国国家利益豁免NIW也叫做高

技术移民，这个项目同样不需要提供劳工

证、不需要雇主担保，申请成功率高且申

请条件远低于EB1-A。相应的，NIW周期也

更长，需要3-5年的时间，可以做为EB-1A

的备选。

三、普通人——非技术劳工移民EW3

如果申请人没有什么学历和技术，同时

愿意吃苦，愿意在拿到美国绿卡后为美国

雇主工作一年，可以走美国EB3非技术移

民（也就是EW-3）。该项目全程仅需25万

左右人民币费用。在美国，靠体力劳动赚

钱也是值得尊重的，而且美国的劳动报酬

高，并不会说因为从事体力劳动日子就会

过得很拮据。普通人移民美国，大概率能

够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

美国EB-3非技术移民对申请者门槛要求

较低，无语言、学历、资产、经验等要求

，只要求申请者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就

可以申请。

成功移民美国后，需要申请者为美国雇

主工作一年，一人申请，全家尊享美国福

利。目前，该项目有一定的排期，有想法

的朋友们建议在孩子出生以后就可以开始

筹划，尽早办理。

四、跨国公司高管移民——EB-1

自己有公司，本身公司是跨国公司，自

己的公司实力足够强大，现金流达到

500-600 万的人才或者人物。可申请 EB-1

签证，获得全家美国绿卡。但是近年来美

国对L-1，EB-1签证实现抽签配额，名额越

来越紧，难度越来越大多少采用公司控股

L-1方式，到后来都打了水漂，在美国工作

，仅是“到此一游”！

五、 通过国际婚姻——K类签证

中国公民和美国人结婚，组建家庭，不

失为中国公民获取美国绿卡的便捷通道，

适用中美的单身人士、大学生留美困难的

人群。但是如果纯是为了拿绿卡和美国人

（美国人或者华裔）也存在巨大风险。美

国社会上傻瓜不多，为了绿卡想骗对方，

反而被对方反骗的案例比比皆是，投资移

民尚需资本和经营之道，国际婚姻也需要

单身、无犯罪记录等基本条件，更需要

“能力”。事实上，通过婚姻移民拿绿卡

，是最快、也是最省钱的渠道。

六、亲属移民

在美国，有美国公民身份的父母可以申

请子女（未婚、未满21岁）随迁。有美国

公民身份的子女也可以申请父母，或者申

请兄弟姐妹拿美国绿卡，都是亲情使然，

如果你有这样的亲情关系，则是便捷渠道

。但亲属移民除了配偶和子女无需排期外

，其他的亲属移民都需要等待漫长的排期

。很多人10年等下来，头发都白了，而且

计划跟不上移民政策的变化。

七、留学

国内的父母送孩子到美国留学，之后想

留下来，首先看大学留学的费用，一年的

学费+生活费，约是4万—6万，加上买车额

外开销，四年20万—30万美元。

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再读研究生，

还要这些钱，就是维持一个F签证。或者父

母很有钱，在美国搞个分公司，将孩子雇

佣，转到L-1签证的范畴。

虽然在美国大学镀金了，这个镀金的代

价很高！前提是学生学有所成！反之就不

说了！

八、朋友给工作机会

朋友兄弟某某在美国有公司，需要一个

可靠值得信赖的人，如果你有专业，又有

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情谊，彼此信赖。

这是申办L-1、EB-1的好机会。至于投

资额，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看着办！

九、考证

考个厨师证、或者护理证，通过劳工签

证来美，将时间捆绑在饭店或者小医院，

工作超过10小时，没有时间看外边的世界

、没有时间去享受，还要拼命为家攒钱。

熬到工期结束，再考虑转变身份。

以上，你觉得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美国

绿卡更高效，更靠谱呢？

获得美国绿卡需要什么条件？

今年的7 月，世界各地紛紛叫酷熱
，持續多日，香港週末前迎來及時雨
「消一消暑」。但雷暴警告，仍然生效
期間，想不到香港竟然有5 位青年男女
，相約到馬鞍山女婆山上行山。當五人
行至近三兄弟石山頭時，天色突然大變
，雷電交加，五男女均疑遭雷電擊中受
傷；其中一名青年疑首當其衝，被雷電
擊殺，即時陷入昏迷，同行輕傷友人立
刻報案求助。政府飛行服務隊接報派遣
直升機到場，將傷者救起送往東區醫院
救治，惟最終證實不治，另四男女則送
院無礙。

疑遭雷電擊斃的二十三歲青年駱文
杰，身體多處有燒傷痕迹，家人趕至醫
院驚聞噩耗，均悲痛欲絕，警方事後將
其遺體舁送殮房；至於同行三男一女友
人，均二十餘歲，僅被雷電輕微灼傷，
同感覺不適，其後被送往沙田威爾斯親
王醫院治理。

當天凌晨一時四十五分，香港天文

台己發出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翌日正
午十二時，並預料香港有狂風雷暴，以
及高達每小時七十公里或以上的強陣風
吹襲香港。及至當天早上十時，天文台
又再發出黃色暴雨警告。截至下午一時
左右，香港己錄得超過六千次閃電。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有什麼理由這四
男一女，會上山步行。更意想不到的是
他們走到山頂高位上去。突然天上風雲
色變，天氣異常惡劣；雷電交加下，山
頂上冇瓦遮頭，眾人無法逃避，疑同遭
雷電擊中。駱文傑首當其衝，當場被雷
電打正，即時陷入昏迷，負傷的同行友
人大驚失色，立刻報警求援。

救援人員接報趕往現場，同時召政
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到場協助，昏迷事
主由直升機救起，送往東區醫院搶救後
，惜返魂乏術；同行的三男一女友人，
亦感不適，其後被送往沙田威爾斯親王
醫院治理。警方經調查後相信事件無可
疑，事後將死者遺物帶走交給家人。

事後香港依莉沙伯醫院急症科專科
醫生彭繼茂解釋，雷電會產生一萬至二
十萬安培，電壓二千萬至十億伏特，人
體若被雷電擊中，必死無疑；因所有內
臟會在短時間內燒傷，尤其腦及心臟，
加上心肝脾肺腎。電流會將心臟燒燶，
以致心臟停止跳動，血管撕裂及凝結，
腦部缺氣而壞死，呼吸停頓。

在雷電交加下，人雖然穿上膠鞋阻
電，但因雷電電壓太強，會令事主腦及
心臟受到即時致命破壞，就算不死亦有
機會變成植物人；若人身體濕了被雷電
輕微擊中，亦將濕皮膚及深層肌肉燒傷
，故奉勸市民在雷暴警告下，切勿做戶
外活動。

去年九月十六日，同樣雷暴警告生
效下，下午香港一個小時內，新界東錄
得近二千次雲對地閃電，西貢綠蛋島亦
發生罕見雷劈人意外；一對夫婦划獨木
舟遊玩期間，適遇行雷閃電上岸暫避，
四十五歲姓王丈夫發現有船經過誤為救

援船隻，隨即落水游遊近求救，詎料
被雷劈中昏迷，事主全身熏黑，直升
機轉送醫院搶救，惟傷重死亡。

今次出事之香港女婆山，位處石
門以東，高海拔三百九十九米。女婆
山本名雷婆山，相傳因此山經常有雷
雨而命名，女婆山西脈伸延，一分為
二，二者棱脊上皆有奇石，向西北者
上的奇石稱為三兄弟，向西南者的則
稱為魚簍石。三兄弟是一組多塊巨石
組合而成，或橫臥着，或直立着，各
適其適，三塊直立巨石頂頭位置看似
人形，故名三兄弟。

「行山一定要先看天氣報告！」
對於今次有五名行山人士遇雷電劈中
，釀成一死四傷慘劇，有行山專家指
出，事發時應掌握當時天氣變化及雷
暴定位，倘遇雷電而來，應分開走找
樹林躲避，或踎低避免成為高點，用
背囊墊腳以避過身體導電可能性，約
十五分鐘後，雷電遠去才可以安全下山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打雷閃電照行山打雷閃電照行山?? 死硬死硬！！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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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自國際IP旗艦大劇《東京女子

圖鑑》，《台北女子圖鑑》自去年開拍

到殺青，及去年底Disney+亞太區內容發

布會上首度發表後，加上桂綸鎂及多達

20位一線演員的全明星陣容，隨即成為

年度最受矚目的華語影集。新劇女主角

桂綸鎂睽違14年重返劇集拍攝，以更豐

富的演出歷練詮釋都會女子在最璀璨年

華裡的各種蛻變面貌，在影迷的千呼萬

喚下即將在Disney+上線。

今天首度釋出的一分鐘前導預告裡

，記錄「小鎂」桂綸鎂飾演的女主角林

怡姍北上發展的心路歷程，看似光鮮亮

麗的生活，一句「這是我想要的嗎？」

道出忙碌追逐後內心的徬徨與迷惘。回

想到台北發展的初心，當年那個單純的

小女孩，20年後是更貼近自我，還是被

現實磨光了理想？

《台北女子圖鑑》故事主人翁林怡姍

是個從台南永康到台北發展的女子，在前

導預告中，帶出許多林怡姍的人生初體驗

：第一次接到錄取通知的興奮、第一次被

解僱失落，當然也有面對愛情該如何抉擇

的苦惱，想得而不可得的心碎。劇情囊括

職場、友情、家庭及愛情，講述那些當初

抱著憧憬踏入都市叢林，四處衝撞而練就

一身本事的異地求生之子，內容貼近當代

許多北上發展青年的真實生活面向，必將

引起極大的共鳴。

《台北女子圖鑑》全劇有台北各地

區的生活面貌，說到台北給了林怡姍什

麼養分？「台北有很多的可能性，你只

要夠勇敢就能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事物

。」小鎂說在台北就是不斷地適應與調

整，「台北既快又慢，它不讓人一昧地

追求世俗的成功，它也要求人相對地懂

得生活。所以台北給林怡姍的養分就是

在達到世俗定義的成功之餘，也能放慢

速度，回望自己是誰。」

「最有感的是看到一個人的成長！

」這是桂綸鎂第一次看到前導預告的心

情，她看到林怡姍從青澀但充滿熱情的

模樣，在歷經各種挫折後的回看初心，

讓她感觸良多，「我們每個人都在經歷

成長的過程，都有青春懵懂、充滿熱情

的時候，也有經歷社會磨練、跌倒挫折

的痛苦，也有把人生看得更淡然、更從

容的階段，但很難有一台機器將這一切

記錄下來，也不會有面鏡子觀照不同階

段的自己。」如今能透過戲劇展現出來

，非常難得。

至於會怎麼形容自己的角色特質？

桂綸鎂說：「林怡姍的核心本質是很善

良、樸實的、充滿正義感，遇到不公平

的情況會勇敢地表達出來。追求自己夢

想的時候是果斷的，做決定幾乎不拖泥

帶水，是個為了自己想追求的，勇敢向

前的女生。」此外，小鎂認為林怡姍也

是個懂得吸收並欣賞他人優點的女生，

例如教導她的主管奕君（陸明君 飾）

，形塑了林怡姍在職場的姿態，讓她成

為令人敬重的主管。

前導預告雖然是桂綸鎂詮釋的林怡

姍人生縮影，但在這趟追求自我的旅程

中也有「台南幫」王柏傑、夏于喬和林

思宇的陪伴，各集更有優秀的演員擔任

特別演出。今天更首度公開女演員名單

，包括楊謹華、天心、陸明君、李霈瑜

、曾愷玹、姚以緹、連俞涵及張景嵐等

，即將以各種樣貌的都會女性描繪出台

北的「女子圖鑑」。全劇將於秋天在

Disney+上線，值得期待。

《台北女子圖鑑》用1分鐘濃縮20年北上打拚精華人生

桂綸鎂：感動見證生命成長

2022 第 21 屆南方影展將於 11 月

04 日登場，主辦單位台灣南方影像

學會今（03 日）揭曉影展年度主視

覺「末世新生 REBORN」，也宣告

睽違兩年後，影展再度回歸實體影

廳舉行。

本 次 主 視 覺 由 2019 南 方 影 展

南方首獎得主詹博鈞操刀，同時

也是影展首度邀請動畫創作者，

從主視覺構想到影展片頭動畫作

一系列整體的視覺規劃。經團隊

與創作者詹博鈞無數次腦力激盪

後 ， 就 影 展 策 展 主 題 「 末 世 新

生 REBORN」 的 概 念 ， 對 當 代 如

人權、環保、社會體制等困境提

出視覺刺點。最後創作者以大膽

獨創的主視覺配色，搭配數位形

式表現複合媒材的嫻熟技法完成

。本作品相較當年得獎動畫《看

無風景》之淡雅水墨畫風，除突

破自我框架外，亦開創一個嶄新

樣貌。同時呼應南方影展跨越二

十年的新嘗試；影展不僅是影像

作品的展演平台，影展本身同樣

是集結眾人意志，方能完成的作

品！

與疫情共存的時代趨勢下，來

自全球的影像創作者並沒有停止創

作，今年南方影展迎來雙年展的第

一個競賽年，最終徵得 729 件的作

品來自於世界各地。本年度影展除

了以南方獎入選作品，設計一系列

展映節目與活動外，也同時將在

「南方觀摩嚴選」單元中，網羅更

多已在國際享譽盛名之華人創作者

，帶來兼具觀影口碑與時代意義之

電影作品。除此之外，今年入選的

台灣創作者與其作品，預期透過南

方影展的合作推薦，前往澳門國際

紀錄片影展與釜山城際電影節等地

進行展演交流。期許深耕在地的南

方影展，能以文化古都的台南為基

礎，成為亞洲獨立電影最重要的交

流平台，讓更多台灣創作者，在世

界上發光發熱。

2022 南 方 影 展 將 於 11 月 04 日

至 11 月 13 日在台南新光影城舉辦

，精彩活動即將陸續發佈，入圍

片單也會在九月下旬揭曉，詳細

資訊請鎖定南方影展官網，一起

參與南台灣最重要的影展盛事。

大膽獨創！2022南方影展主視覺
「末世新生 REBORN」 揭曉

香港警匪動作片《神探大戰》即將於

8/19週五全台上映。男主角劉青雲在片中

演出各種跳樓、跳水渠等高強度動作戲，

影帝雖已拍完電影，日前接受跨海訪問、

回想起來依然印象深刻：「那時水很急，

我沒有在水裡拍過戲，感覺很新鮮...」但

當他被問到導演如何說服他拍這些危險動

作戲的？影帝幽默地說：「所有危險的動

作我都不同意！討論時我都說『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但結果卻還是乖乖就範

、遵從導演韋家輝的指令！

韋家輝導演也坦言這些動作戲都是來

真的：「當初也很煩惱怎麼拍？但最後還

是沒用特效、真的在河渠裡頭拍，把他

（劉青雲）放進危險（的狀況裡）。」前

前後後起碼拍了5、6次。劉青雲表示「動

作戲比較困難，文戲比較有信心」，至於

拍動作戲難免會有一點受傷，但影帝僅雲

淡風輕地說：「不太輕鬆，但沒事。」

劉青雲與韋家輝事隔十年再合作，劉

青雲感性說到：「很奇怪，我們很久沒見

。可真的一開始拍，所有以前的東西都回

到身上，沒有陌生，就像十年前、20年前

一起拍戲的感覺。」韋家輝導演也附和：

「很像當初拍《大時代》的感覺。」至於

被問到《神探大戰》是否有致敬《大時代

》？導演也神秘回應：「《神探大戰》裡

的故事，很多都是有真實發生過的，但只

有這個（全家被丟下樓的橋段）是致敬

《大時代》。」

劉青雲在《神探大戰》中飾演一位因

患有思覺失調而被解職的警探，即便離職

依然瘋狂辦案，角色複雜度高，但劉青雲

表示自己沒有參考任何案例資料去做角色

功課：「如果提早做參考，很容易把自己

帶到另外一邊。所以演時我只能抓著一個

感覺，但不能抓得很緊、怕反而演不好。

」韋家輝導演則笑說事前沒有太詳細的劇

本，很常需要演員即興演出：「演員有時

候連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劉青雲

則表示：「我只知道什麼時候放飯」！

《神探大戰》故事描述一瘋癲離職警

探在查辦連環殺人案時，發現所有證據都

指向一「神探」犯案團體，劉青雲所飾演

的主人翁必須一邊對抗病況、一邊在與警

察合作的過程中，揪出真正的兇手。全程

祭出裝瘋賣傻的高耗能表演，劉青雲表示

自己其實平常比較平淡：「我過得很簡單

的生活，喜歡簡單，不會太複雜。我不是

一個脾氣很好的人，但不會常常發脾氣，

一年只會發兩次。一次發六個月。」幽默

發言逗得台灣聯訪現場很樂！

重現《大時代》墜樓戲？！劉青雲《神探大戰》8/19全台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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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捷的高铁，让旅行者停留在济南中转的

时间越来越短了，但你也许因此错过了这个被

评为2022年东亚文化之都的华北省会城市。

无论你是慕名打卡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还是倾心于老舍笔下这座城市的温厚冬季，

济南的魅力，恰恰如同这里地面上冒出的汩汩

清泉般悄无声息。

快和LP一起走近济南，领略这座由山、泉

、河、湖聚拢起来的老城，体会暖人心脾的市

井烟火气吧。

济南

“济南”得名是因为地处济水之南，自古

是夷人聚居之地。龙山城子崖文化的发现，表

明了济南早在4000年前即以烧制黑陶为特色。

汉初，“济南”一词便正式出现在历史中

。进入隋唐，佛教在济南蓬勃发展，留下如历

城柳埠四门塔、千佛崖石窟造像等众多胜迹。

这些遗迹与温和柔美的自然景观相结合，使得

北宋的黄庭坚曾以“济南潇洒似江南”的诗句

，赞美那时的风土人情。

设若没有趵突泉，济南定会失去了一半的美

久负盛名的趵突泉公园，曾经让南游的康

熙皇帝兴奋不已。他题了“激湍”两个大字，

并封此处为“天下第一泉”，碑的反面是乾隆

的《再题趵突泉作》，据说是当年大旱，在此

地设案求雨所作。如今，这块双帝碑的真迹在

趵突泉北岸的三大殿院内，而趵突泉池对面来

鹊桥一端的是仿造碑。

趵突泉水分三股，昼夜喷涌，水盛时高达

数尺。如果旱季来，也不必扫兴，读一读泉池

边竖碑刻着的老舍的《趵突泉的欣赏》，温柔

敦厚，聊可安慰。由趵突泉正北直走是尚志书

院，是旧时地方官员为“会考”学子补习辅导

的地方。四合院建筑中玉兰、围廊、奇石的搭

配和谐幽静。

金线泉北侧的李清照纪念堂并无真迹，只

有蜡像场景展现。门前的漱玉泉，因李清照的

《漱玉集》得名，1米多深的泉池呈方形，泉水

清澈见底，汩汩水珠不断上涌。

趵突泉西面的万竹园是“品”字结构的古

建筑群，吸收了王府、庭院和济南地方特色四

合院的风格，木雕、砖雕、石雕都精美细致，

现在不定期会举办艺术展览。

如果为观泉而去济南，最好在雨季后的秋

天。当然，全年恒温18℃左右的泉水，在严冬

会冒起“云雾润蒸”的薄烟，能带给你不同的

体验。

大明湖畔，四面荷花三面柳

《还珠格格》里的那句“还记得大明湖畔

的夏雨荷吗”，能勾起80后的无限向往，但你

的第一眼感受可能是紧挨着趵突泉的大明湖

“没那么大”，仔细打量才觉得是绿树、荷花

、卧桥把湖围得玲珑起来。

大明湖曾经分为收费和免费两个区域，现

在已经全部免费。你可以在曲水亭街对面的大

明湖南一门进入，步行向右环湖行走，隔水可

望湖中的历下亭，登岛可近观乾隆所书的匾额

，还可参观亭北侧的名士轩，轩内有杜甫的线

描石刻画像。

老舍纪念馆是一座老式四合院，室内墙上

刻着的《济南的冬天》，让很多省市的旅行者

又回到了童年。

超然楼坐落在宽大的汉白玉基上，站在楼

顶可远眺千佛山，晚上站在楼下，也有灯链勾

勒全楼的美景。穿过北渚桥便是收费区，藕神

祠的荷花最集中，夏日在廊间穿行会沁人心脾

。

行走老街，市井烟火的沉浸式体验

老街是济南的脉络和触角，近年来由于城

市建设和后天改造，已经“老街不老”了。但

当你走进大明湖畔的街区，灰白拼色的墙壁，

虚掩的院门，时不时因泉水而湿润的石板路面

还是会让你找回那份感觉。

芙蓉街口可以作为振奋人心的开始。街口

内近百米都是各地小吃。如果第一次来，要尝

尝济南地道的油旋。还可以尝尝糖酥火烧，给

五仁口味一个机会，不会让你失望。之后就可

以腆着肚子逛老街了。

沿芙蓉街向北直走，路过翔凤巷后，在金

菊巷右转，济南拥有几百年历史的老街巷数量

众多，相传以女人名字命名的却只有这一条。

走到金菊巷尽头再左拐进入平泉胡同，而后进

入王府池子街，左拐直走，突然豁然开朗，王

府池子就藏在其中，你总会看见在里面快活游

泳的当地人，不论冬夏。

随后沿王府池子街向北，路口右手边是腾

蛟泉，左拐返回芙蓉街，有兴趣可以向南折返

看一眼关帝庙，再向北不远的芙蓉四味居以泉

水肥肠鱼和特色炒全鸡吸引了不少回头客。

继续向北即是济南府学文庙的售票处，参

观后沿东花墙子街向北，直走至泮壁街右拐，

巷子尽头是一汪泉水，右转进入著名的曲水亭

街，在后宰门街的路口有一座基督教后宰门教

堂，小桥流水的曲水亭街上，茶馆、咖啡馆、

创意店铺、书店一个挨一个。

继续向南，右手边路过刘氏泉，再往南进

入笔直的西更道街，走出泉城路口便是现代化

的泉城路了。

追溯齐鲁大地的历史文化

除了体会生机勃勃的人间烟火，你还可以

走进质朴敦厚的四合院、踱进博物馆，在数以

万计的古物之间回望前尘。而后，你可以把灵

岩寺和四门塔加入行程，身临千年胜迹，会让

你领略到济南很少被提及的雍容古意。

山东省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就很宏伟，是以

趵突泉涌为形象的穹顶结构。馆藏内容主要是

省内的文史精粹。

一楼以临时展览为主，镇馆之宝是二号展

厅的东平汉墓壁画，是山东迄今发现年代最早

、保存最完整、艺术水平最高的壁画，再现了

汉代社会敬献、谒见、斗鸡、宴饮、舞蹈等场

面。其中绘制于门楣内侧的12个人物形象眉须

飘然、栩栩如生。

济南府学文庙

济南府学文庙始建于宋熙宁年间，规制仿

造曲阜的孔庙呈曲线形，而非正南正北的朝向

。

万仞宫墙是入门第一座建筑，完全遮挡住

了后面的建筑，意为孔子的思想文化博大精深

，不入围墙不能解读。

大成殿是济南市最大的单体古建筑，也是

山东省境内现存最大的单檐庑殿顶古建筑，覆

盖的黄琉璃筒瓦，规格上仅次于曲阜孔庙和北

京国子监孔庙。

千佛山山顶;由蚝油蒜末提供

海拔285米的千佛山，适合所有年龄群的旅

行者攀登，佛像数量众多，姿态和风格也很丰

富，而今这里也是固定的相亲地点。

沿景区游览车的路线盘山步行，25分钟可

到卧佛所在的平台，沿路小亭和苍绿山色让人

有“结庐在人境”之感。登临凭栏北望，泉城

景色一览无遗。

位于千佛山北麓的万佛洞，集敦煌、龙门

、麦积山、云冈四大石窟的精华于一身，有各

类佛像近3万尊，最大的28米卧佛和洞内万余

平方米的壁画令人叹为观止

卧佛平台上行一层台阶是万国禅寺，院南

侧的千佛崖有隋朝所镌刻的佛像，共9窟计130

多尊。万国禅寺对面的净心禅院提供清茶和素

食，可在此观景。

灵岩寺

不知何时，灵岩寺有了中国“四大名刹”

之首的美誉。而今弥足珍贵之处在于，这里仍

能看见东晋时期留下的雕塑。

寺庙三面环山，从正门直入通过金刚殿、

天王殿和大雄宝殿后，便是唐代建造的千佛殿

，四十尊彩色泥塑罗汉或勇猛或愤怒，或据详

很久。

塔后的一片墓塔林是历代寺内高僧的墓园

，有石质墓塔167座，塔身都有浮雕石刻，众墓

成林，非常肃穆。灵岩寺曾被王士桢称为“泰

山背最幽绝处”，也便是因为旷远秀美的景致

。

从舌尖开始……

面塑是源于山西，广泛流传于北方的民

间技艺。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及其他喜庆

日子里，人们都会捏面塑祭拜诸神、祖先，

并馈赠亲友，俗称“面花”“花馍”。面塑

东传至山东后，以曹州面塑和济南面塑最为

出名。

济南面塑用面粉、糯米粉为主料，加入蜂

蜜等其他配料，以令面塑更容易成型，保存更

久。将面粉蒸好后，经过手捏、搓、揉、掀等

动作，用竹刀进行刻画，做出栩栩如生的神话

传说及民间故事人物，甚至“烤鸭”“螃蟹”

等造型，讨人喜爱。

但如今这门粗犷中带着精巧的民间艺术，

也面临着无人传承的窘境。

身处华北却温润似江南

这座被低估的东亚文化之都等你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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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青棒代表隊2022美國小馬聯盟錦標賽奪冠
累積4獎座 為國爭光

台灣少棒代表隊2022美國小馬聯盟世界少棒錦標賽獲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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