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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 removed top secret documents from 
Trump’s home, WSJ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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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2 (Reuters) - FBI agents who searched for-
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Mar-a-Lago 
home in Florida on Monday removed 11 sets of 
classified documents including some marked as 
top secre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citing 
documents it reviewe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ld a federal judge in 
its warrant application that preceded the search 
that it has prob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Trump 
violated the Espionage Act, a law which prohibits 
the possession or transmission of national defense 
information, the newspaper reported.

FBI agents took around 20 boxes of items, binders 
of photos, a handwritten note and the executive 
grant of clemency for Mr. Trump’s ally Roger 
Stone, a list of items removed from the property 
shows, the Journal reported. Also included in 
the list was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esident of 
France,” it reported.

The list of documents is contained in a seven-page 
document that also includes the warrant to search 
the premises that was granted to the FBI by U.S. 
Magistrate Judge Bruce Reinhart, the newspaper 
said. The list did not provide any more details 
about the substance of the documents, it said.

The reported revelations that Trump had docu-
ments labeled “top secret” could create major 
legal jeopardy for him.

“Top secret”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classifica-
tion, reserved for the country’s most closely hel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It is usually kept in 
special government facilities because its disclo-
sure could cause grave damage to national secu-
rity.

Numerous federal laws prohibit the mishandling 
of classified material, including the Espionage 
Act as well as another statute that prohibits the 
unauthorized removal and retention of classified 
documents or material.

Trump increased the penalties for this while he 
was in office, making it a felony punishable by up 
to five years in prison.

Earlier on Friday, Trump denied a Washington 
Post report that the FBI search of his Mar-a-Lago 
home was for possible classified materials related 
to nuclear weapons, writing on his social me-
dia account that the “nuclear weapons issue is a 
hoax.”

Reuters could not immediately confirm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 Garland has declined to 
publicly detail the nature of the investigation. read 
more

The search of Trump’s home marked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in one of the many federal and state 
investigations he is facing from his time in office 
and in private business, including a separate one by 
the Justice Department into a failed bid by Trump’s 
allies to overtur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by 
submitting phony slates of electors.

In a rare move, Garland on Thursday announced 
that the department had asked Reinhart to unseal 
the warrant that authorized the FBI search of Mar-
a-Lago. This followed a claim by Trump that the 
search was political retribution and a suggestion 
by him, without evidence, that the FBI may have 
planted evidence against him.

Reinhart has imposed a 3 p.m. EDT (1900 GMT) 
deadline for prosecutors to let him know if Trump’s 
legal team will oppose the unsealing of the warrant.

‘RELEASE THE DOCUMENTS’
Late on Thursday, Trump released a statement on 
social media saying he does not intend to oppose its 
release.

“Release the Documents Now!” Trump wrote.

The search and seizure warrant signed by Rein-
hart shows that FBI agents sought to search “the 
45 Office,” as well as “all storage rooms and all 
other rooms or areas within the premises used or 
available to be used by (the former president) and 
his staff and in which boxes or documents could 

be stored, including all structures or buildings on the 
esta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d.

It added that FBI agents had collected four sets of top 
secret documents, three sets of secret documents and 
three sets of confidential documents.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rump’s removal of records 
started this year, after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
cords Administration, an agency charged with safe-
guarding presidential records that belong to the public, 
made a referral to the department.

On Friday, Republican members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telligence Committee called on 
Garland and FBI Director Chris Wray to release the 
affidavit underpinning the warrant, saying the public 
needs to know.

“Because many other options were available to them, 
we’re very concerned of the method that was used in 
raiding Mar-a-Lago,” Representative Michael Turner, 
the committee’s top Republican, told reporters.

If the affidavit remains sealed, “it will still leave many 
unanswered questions,” Turner added.

In February, Archivist of the United States David Ferri-
ero told House lawmakers that his agency had been in 
communication with Trump throughout 2021 about the 
return of 15 boxes of records. He eventually returned 
them in Janua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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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Fisherfolk walk during a procession for Narali Purnima, or coconut festival, to 
pray to the sea God for a prosperous fishing season in Mumbai, India. REU-
TERS/Francis Mascarenhas

People enjoy the beach near the smoke of a fire over fuel storage tanks that exploded near Cu-
ba’s supertanker port in Matanzas, Cuba, August 6. REUTERS/Alexandre Meneghini

Italy’s Nicolo Martinenghi in action during the men’s 100m breaststroke semi-final 2 at the 
European Aquatics Championships. REUTERS/Antonio Bronic

Actor Diane Keaton shows her 
hands after placing them on 
fresh cement during a ceremony 
TCL Chinese theatre in Los An-
geles, California. REUTERS/
Mario Anzuoni

A rainbow forms as 
soldiers participate in a 
rescue operation for miners 
trapped in a coal mine 
that collapsed, in Sabinas, 
Coahuila state, Mexico. 
REUTERS/Daniel Becerril

A horse and cart ride past an 
out-of-service fuel dispenser in 
the Mennonite community of 
Buenos Aires, Janos, Chihuahua, 
Mexico May 1, 2015. REU-
TERS/Jose Luis Gonzalez

At a time when the situ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
strained, Andrew Hsia, the Vice Chair
of the KMT party led a delegation to
visit Mainland China today. Its main
purpose was to meet with Taiwanese
business people who live in Mainland
China.

At this sensitive time, Hsia

probably can carry out a peaceful
journey even whe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re full of variables and
crises.

To be honest, over the last six
years, the ruling party of Taiwan has
completely closed the door and
avoided any dialogue with China.
The opposition party KMT has give

up the political proposition of the
1992 consensus due to the pressure
of votes.

We all hope the politicians on
both sides will apply their political
wisdom to come up with a workable
solution. War by no means is the
best choice. We should take a lesson
from the war in Ukraine.

0808//1111//20222022

Andrew Hsia Visits ChinaAndrew Hsia Visits China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voked his Fifth Amendment right and
declined to answer questions from the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Trump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Under the
advice of my
consul, and for
all the above
reasons, I
decline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under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to
every citizen

unde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

Trump was deposed by the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as part a of more than
three-year civil investigation into whether
the Trump Organization misled lenders,
insurers and tax authorities by providing
them with mislead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We see that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war between the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parties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arena has begun. Trump is planning to
make his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nouncement next month. Many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election would
like to see Trump prosecuted and cut off
his dream of becoming president again.

There is a silent war in American
politics today.

Trump Declined To Answer Questions From The NY Attorney GeneralTrump Declined To Answer Questions From The NY Attorne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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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The United States logged 1,424 new monkeypox 

cases  on Monday, the highest single day total of the 
outbreak yet

America is approaching 9,000 confirmed cases of 
the virus -the  world’s largest outbreak - just as the 

fall semester begins across the country

Experts fear that behavior on college campuses this 
fall  will open the door for rampant spread of the 

virus this fall

Over the weekend, former FDA Chief Dr Scott 
Gottlieb said that the virus could still be contained

                                                                                                                                                                                             
The U.S. logged a record 1,424 monkeypox cases 
on Monday, the highest total since the global out-
break first found its way stateside in May. It comes as 
officials are starting to raise concerns about the virus 
running rampant on college campuses during the up-
coming semester. Monday’s figures bring America’s 
overall case total to 8,934 - putting the U.S. on track to 
be the first nation to eclipse 9,000 confirmed infection 
when officials report new figures Tuesday. It is likely 
that these figures are a severe undercoun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esting.
This outbreak could soon get worse as well. The new 
school year is set to begin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U.S. in the coming weeks. Young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careless sexual behavior, 
creating a perfect storm for potential monkeypox out-
breaks around the nation.

Unlike Covid in 2020, many universities also do not 

have dedicated response plans to the virus either 
- making rampant spread even more likely once 
the virus is brought onto campus.
‘As we head into the fall, I’m concerned about 
outbreaks on college campuses as they are of-
ten a place where individuals engage in higher 
risk sexual activity and are in close contact with 
many different people,’ Dr Rachel Cox, an as-
sistant professor in at the Mass General Health 
Institute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told CNN. 
‘We need to make sure we’re prepared to allo-
cate resources like tests, vaccines, and antivirals 
to places that may become hotspots.’ 
Not all experts believe the outbreak will ab-
solutely spiral out of control, though. Dr Scott 
Gottlieb, former head of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current board member at 
pharma-giant Pfizer, told CBS’ Face the Nation 
on Sunday that while difficult, it is possible to 
prevent monkeypox from becoming an endem-
ic virus - a prospect officials likely failed with 
Covid. He says that the response to the virus has 
to be wider to control it, though. At the moment, 
testing has mainly been reserved to just gay and 
bisexual men - who make up a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ses. Gottlieb believes that more 
cases would be found if testing was expanded 
beyond just that community.

The above map shows the states that have 
reported monkeypox infections up to August 
2nd, the latest date available. It reveals that 
almost everyone has now detected it except 
Montana and Wyoming

MAY 18 (left) and JUNE 8 (right): The 
above maps show which states have detect-
ed cases of monkeypox virus, as it began to 
spread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JUNE 22 (left) and JULY 6 (right): The virus 
was detected in yet more states and in larger 
numbers following celebrations for Pride. It 
has mostly been detected among gay or bi-
sexual men

JULY 20 (left) and JULY 27 (right): The 
CDC starts to report far more cases once 
testing is ramped up. It has recorded more 
than a hundred every working day for the 
past few weeks
‘There’s a potential to get this back in the box, 
but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at this point,’ 
Gottlieb said.
‘We’re continuing to look for cases in the com-
munity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ts pri-
marily spreading in that community, but there’s 
no question it has spread outside that communi-
ty at this point and I think we need to start look-
ing for cases more broadly.’
While exact federal data is not available, Cen-
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Director Dr Rochelle Walensky said during 
a briefing last week that they still make up a 
majority of cases. America is facing a shortage 
of both testing and vaccines at the moment, 
though, meaning that they have been reserved 
for men who have sex with other men to this 
point.

Former FDA Chief Dr Scott Gottlieb 
(pictured) told CBS’ Face the Nation that 

America’s monkeypox outbreak can still be 
controlled.

The CDC has greatly expanded its testing ca-
pacity in recent weeks, now being able to per-
form 80,000 per week across its own testing 
and agreements set up with private partners. 
Last week Walensky said that only around ten 
percent of America’s testing capacity was being 

used, opening the door for significant expan-
sions in the amount of people that should be 
tested.
Gottlieb said that any person with an atypi-
cal case of either shingles or herpes should be 
tested for monkeypox at this point.  Expanding 
testing will either find more cases - giving offi-
cials more information they can use to control 
the outbreak - or will confirm more people as 
negative and confirm areas where the virus is 
not spreading.
He also believes the CDC should begin waste-
water surveillance - which can give more gen-
eral pictures of where the virus is spreading 
without individual testing. Despite his concerns, 
Gottlieb does not think the virus has reached a 
point where the average American should be 
worried.

 ‘I don’t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people need to 
be generally worried about,’ he explained.
‘I think the incidence of this infection in the 
broader community is still very low. Your risk of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monkeypox is still ex-
ceedingly low outside of certain social networks 
where you see a higher case rate. If you want 
to contain it… we need to start looking more 
widely for it.’ (Courtesy https://www.dailymail.
co.uk/)
Related
Monkeypox is now in almost EVERY state in 
America -  as nation’s outbreak has spiralled 
from dozens of cases  a week to hundreds a 
day by mid-July as California, Illinois and 
New York declare a state of emergency
Only two states — Montana and Wyoming — 

are yet to report their first cases of monkey-
pox, data shows

Dr. William Hanage, an epidemiologist at 
Harvard University, warned that the virus was 

now ‘very widespread’
Monkeypox has now been detected in almost 
every U.S. state as cases reached the 6,326 mark 
across 48 states, the District and Columbia and 
Puerto Rico — with only Montana and Wyo-
ming not having logged an infection, official 
figures revealed today.
The national outbreak of the virus has spiraled 
since the first case was detected in Boston, Mas-
sachusetts, in late May. It has consistently surged 
by more than a hundred cases a day over the last 
three weeks amid ramped up testing with New 
York and California having emerged as national 
hotspots. Alongside Illinois, they have declared 
emergency states to handle the virus.

Pictured above 
are men stand-
ing in line to get 
the monkeypox 
vaccine in Enci-
no, California. 
It is being rolled 
out to the group 

as this is where the most cases have been detect-
ed.
Dr. William Hanage, an epidemiologist at Har-
vard University, told DailyMail.com that the 
virus likely arrived in many states much earlier 
than when it was officially detected. He points 
to anecdotal reports from Spain of monkey-
pox-like patients in February — three months 
before the outbreak began in Europe. Hanage 
warned it was now ‘very widespread’ and ‘not 
under control’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there was ‘huge concern’ it could spill over into 
other groups.
There is mounting concern that monkeypox 
— which spreads via physical touch — could 
already be transmitting into more vulnerable 
groups like children and pregnant women, who 
are most at risk from serious disease. Five cases 
have been spotted in under-18s so far and one in 
a mother-to-be, with experts warning there may 
be others that are not being picked up because of 
a lack of testing.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
tion (CDC) has repeatedly being slammed for 
its slow response to the virus, failing to ramp up 
testing quickly to spot cases and to roll out vac-
cines fast to stymie the tide of cases. The CDC 
has made monkeypox a nationally notifiable 
condition starting August 1, making all states 
and localities report case figures to federal of-
ficials each day. They hope is that this will not 
only give Americans a more accurate daily look 
at the state of the virus, but also smooth out re-
porting figures each day.

Pictured above 
are men stand-
ing in line for 
vaccine  in San 
Francisco, Cali-
fornia. The city 
has complained 
it is getting too 

few jabs
So far almost every infection has been detected 
in men, with the vast majority also identifying as 
gay or bisexual. But there are signs that the dis-
ease — spread via physical touch — may now 
be spreading to other groups. Within a week of 
the first case being reported in a man who had 
recently returned from Canada, New York and 
Florida both reported their first patients.
By the end of June more than half of U.S. states 
— or 34 — said they had detected the virus 
at least once. Cities including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D.C. began to administer vaccines 
against the disease to gay or bisexual men to 
quell the growing outbreak. (Courtesy https://
www.dailymail.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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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r Of Outbreaks Across College Campuses        
As Students Return To School This Month

U.S. Hits Record 1,424 New Monkeypox 
Cases In A Single Day On Monday

BUSINESS

Key Point
cases in what’s become the largest 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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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gium just introduced a mandatory 21-day 
quarantine for monkeypox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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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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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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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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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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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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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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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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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
Monkeypox Is Not like           

COVID-19 — That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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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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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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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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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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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said. “It could spread between humans, but not very ef-
ficiently in a way that could sustain itself onward without con-
stantly being reintroduced from animal populations.”
That’s a big reason that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including the 
WHO, are expressing confidence that cases of monkeypox 
will not suddenly skyrocket. “This is a containable situation,” 
Van Kerkhove said Monday at the public session.
Because monkeypox is closely related to smallpox, 
there are already vaccines
Monkeypox and smallpox are both members of the Orthopox 
family of viruses. Smallpox, which once killed millions of peo-
ple every year, was eradicated in 1980 by a successful world-
wide campaign of vaccines. The smallpox vaccine is about 
85% effective against monkeypox, the WHO says, although 
that effectiveness wanes over time.                                                           
“These virus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now we 
have the benefit of all those years of research and diagnostics 
and treatments and in vaccines that will be brought to bear 
upon the situation now,” said Lewis of the WHO.                                 
Some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have held smallpox 
vaccines in strategic reserve in case the virus ever reemer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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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DA has two vaccines already approved for use against 
smallpox.
One, a two-dose vaccine called Jynneos, is also approved for 
use against monkeypox. About a thousand doses are available 
in the 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 the CDC say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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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already worked to secure sufficient supply of effec-
tive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to prevent those exposed from 
contracting monkeypox and treating people who’ve been 
affected,” said Dr. Raj Panjabi of the White House pandemic 
office, in an interview with NPR.

Related
Monkeypox likely isn’t much of a 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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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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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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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Monkeypox Outbreak Is  

Primarily Spreading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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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慈濟醫療基金聯邦年度評鑑獲99高分

休士頓七月吉祥活動  互動站點打卡別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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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德州分會的志工都期待在後疫情時代，可以讓鄉親們重
新走入我們的會所，期許有更多人加入志工行列，大家一同

投入社區，來關懷所有需要幫忙的苦難眾生。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　羅濟嶢
慈濟這次七月吉祥月活動，規劃的跑站活動模式，與以往的

活動形態都不一樣，讓我也學習了很多，受益匪淺。    

            慈濟德州分會志工　碧安翠黃·范

我與慈濟醫療志業合作三十多年，合作之初就是幫助沒有保
險的民眾。我被慈濟精神感召，用最便宜的收費配合慈濟醫

療團隊，讓慈濟人可以幫忙更多的人。    

     旭日化驗所負責人 弗朗西斯･孫（Frances･Sun）

	 作者／林嵩然

	作者／鄭茹菁

疫情期間兩年無法舉辦實體活動，慈濟德州分會志工以

巧思規劃2022「七月吉祥」活動，在8月7日活動當

天以別出心裁的跑站打卡方式，讓來賓們共度了一個寓教於

樂的吉祥月活動。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於2020年10月26日通過聯邦認

證，令其轄屬的南加州三家診所晉升為「聯邦標準

的醫療中心」（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s	Look-

Alike，簡稱FQHC	Look-Alike），成為具有聯邦資格的醫療

保健機構，可為更多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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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德州分會基於證嚴法師的「茹素護生」教誨，精心籌

畫此次活動。「此次七月吉祥月活動雖然不是疫後的第一次大

型活動，但對志工來說也是一項挑戰。因這段期間疫情微升，

志工們在合和互協中，一步一步克服困難，將最完美的一面呈

現給社區民眾。」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濟嶢解說。

	 2022年6月28日至6月30日連續三天，政府派遣聯邦「健

康資源與服務管理局」（HRSA）的四位面試官來慈濟醫療基

金會進行年度審核，檢閱該會各醫療中心過去進兩年的記錄。

面試官非常滿意並讚歎慈濟醫療團隊嚴謹專業的作業，以及慈

濟轄屬醫療中心可提供的優質服務，並給予了高度評價！

	 此次審核以面試形式，主要評鑑三個部分，分別是：

服務標準、管理標準和醫療標準。為確保病人得到最好的服

務，更確保病人的安全，評鑑標準十分嚴格且程序複雜，慈

濟團隊歷時幾個月的充分準備，完成了包含20個項目的200

餘份評鑑文件。除了參與評鑑的慈濟醫療同仁，基金會各董

事及與慈濟醫療團隊一起工作的旭日化驗所等合作夥伴，也

給予了大力支持，在整個團隊的眾志成城下，最終在年度評

鑑中獲得99分的斐然成績。

	 在審核過程中，慈濟醫療團隊向健康資源與服務管理局的

面試官分享慈濟醫療的歷史，以及主要服務的對象，著重介紹

慈濟幫助過的社區及低收入或亟需幫助的弱勢民眾，慈濟「人

本醫療」的理念令面試官深受感動，並表示高度讚賞。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執行長鄧博仁醫師在採訪中說道：

「四位面試官聽了我們的故事非常的感動，因為他們覺得我

們慈濟醫療團隊在做的事情，也是政府想要所有加入『聯邦

認證醫療中心』（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s，簡

	 眾人群策群力精心準備了具有寓教於樂功能的六個互動

式站點：「與佛對話」、「火宅喻」、「窮子喻」、「藥草

喻」、「菩薩招生」、「全球共善」，透過讓賓客以跑站方

式親自到每個站點打卡的互動項目，加深賓客們對「七月吉

祥」的主題印象。

	 在「與佛對話」中，主旨呈現慈濟今年的年度主題「茹

素護生勤造福，共善愛灑信願行」；在這一站是由志工帶領

賓客靜心、祈禱，以喚起人人慈悲的心，藉此共聚善念為天

下苦難眾生祈福、造福。

	 其中有三個站點的核心理念，是起源於《法華經》中	

「法華七喻」的三個譬喻品。

	 「火宅喻」設計火宅情境的密室脫逃小遊戲，一步步誘

	 「菩薩招生」是招募志工的重要環節，當前慈濟的會所

都已敞開大門，逐漸恢復往昔的服務內容，並期盼能廣邀社

區民眾參與，更進一步的深耕社區，擴大服務範疇。因此志

工藉此機會介紹慈濟如何在保護志工和民眾的健康前提下，

持續在疫情期間幫助有需要的民眾，進而激勵鄉親一同來為

苦難眾生付出。

	 志工們在「全球共善」的站點，說明當今全球仍籠罩於疫

情陰霾，氣候變遷災難頻起，還有人為的戰爭衝擊，致使許多

人正處於顛沛流離的困境中；經由分享慈濟竹筒歲月的理念，

鼓勵人人日日投一個銅板、發一個善念好願。許多來賓因深受

感動而認領竹筒，也有許多慈濟人藉著七月吉祥月活動，帶

著存滿銅板的竹筒「回娘家」（編註：將竹筒帶回慈濟會所捐

出），銅板滑入精舍造型的桶中，發出了清脆叮咚的聲響，就

像是為眾人合唱《大愛讓世界亮起來》的和弦。

	 在「全球共善」這一站，慈濟青少年志工（簡稱：慈

少）黃宸裕曾經歷過哈維颶風。她別出心裁的用創意刻畫出

緬甸一把米助人，以及莫三鼻克愛心農場幫助貧民的事蹟，

期望幅幅畫作能啓發人人的善念，讓民眾看到慈濟在全球五

大洲的善行。還有慈少以書法寫《靜思語》對聯，和來賓分

享證嚴法師的智慧法語。

◎ 跑站打卡的活動模式

◎ 全球共善匯聚愛

	 慈濟美國將於10月15日和16日美西時間下午3點至
5點，為戰禍災疫中受重創的人們，舉辦慈善感恩音樂
會，邀您和我們一同見證，用慈悲智慧唱響的每首動
人生命樂章。	
	 極端氣候輕易抹去人們一輩子辛苦累積的一切、
戰爭亦然，流離失所的人們無以為繼，重建之路漫長
⋯⋯何其幸運的我們，頭頂還有家遮風避雨，還有餘
裕，可以和其他人的愛，一起串連匯聚成海！
	 讓我們用愛為編織起最堅實的庇護，為世上破碎
的家庭找回重生的力量！

進一步了解音樂會詳情：
tzuchi.us/zh/2022concert	

護持捐款慈濟美國慈善志業：
donate.tzuchi.us/zh/cause/hqconcert

支票捐款：抬頭註明“Tzu	Chi”，並郵寄至慈濟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國際青年日 【跨世代座談會：年齡平等的未來】
中文場次
日期：	2022年8月13日
時間：	美東10:00pm-11:30pm	I	美中09:00pm-10:30pm			
	 美西07:00pm-08:30pm	I	夏威夷04:00pm-05:30pm		
	 台灣（2022年8月14日）10:00am-11:30am

英文場次
日期：	2022年8月14日
時間：	美東8:00am-9:30am	I	美中07:00am-8:30am		
	 	 美西05:00am-06:30am	
	 	 夏威夷02:00am-03:30am		
	 	 台灣8:00pm-9:30pm進一步了解活動詳情：

youngleaders.tzuchi.us/programs/ 
international-youth-day-2022

	 為慶祝聯合國訂定8月12日為「國際青年日」
(International	 Youth	 Day)，慈濟「全球合作發展事務
室」將舉辦【跨世代座談會：年齡平等的未來】，以加
強世代間的互動和了解，一起尋求共同的解決方案，為
所有人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歡迎您加入線上會議，
與來自不同地區和世代的人輕鬆地互動交流，溝通彼此
的想法和意見，消弭不同世代間的代溝，一起實踐年齡
平等的未來！

導來賓瞭解和體悟到，當前溫室效應對地球的危害，人類正

如身處火宅而不自知，繼而引導民眾加入為地球降溫的行

動；「窮子喻」則帶領來賓體驗慈濟花道與茶道人文氛圍，

靜心感受慈濟人文之美；「藥草喻」藉以佛陀教導的六度波

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解說迷惘的

內心猶如身處森林迷宮，在遇到障礙時該如何以正面力量找

到正確的路。

	 哈維風災越南裔社區災民碧安翠黃·范（Beatric	 Huong	

Pham），因慈濟志工到她的社區舉辦賑災發放而認識了慈

濟，現在也是慈濟志工的她參加吉祥月活動，內心充滿歡

喜：「這次我負責『菩薩招生』這一站的服務，看到民眾到

來，就忍不住以最開心的笑容歡迎他們，希望他們也能和我

一樣，一同加入志工行列。」

慈濟德州分會再度舉辦實體的「七月吉祥」活動，志工在「菩薩
招生」區指導來賓手語歌。攝影／許維真

稱FQHC）的團隊，在社區為居民所做事情，那就是照顧低收

入、比較弱勢的族群。」

	 為期三天的評鑑活動在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董事長葛濟

捨的總結致辭中圓滿結束，他說：「各州重要的慈濟據點，

在未來都希望能夠有機會獲得聯邦認證，所以接下來要做的

是，一步一腳印在全美擴張，未來我們可考慮往更專業的醫

療中心來發展，或者往綜合醫院的方向規劃，一步一腳印在

美國推廣慈濟醫療服務。」

	 今年，美國慈濟醫療團隊再度在健康資源與服務管理

局的評鑑中獲得肯定，也為日後聯邦開啟「聯邦認證醫療中

心」審核奠定更穩固的基礎，期待有朝一日慈濟將有機會能

在全美更多社區設立醫療中心，為更多需要醫療資源的弱勢

居民提供更有醫療人文的醫療服務。

慈濟醫療基金會為社區居民接種疫苗。攝影／高銘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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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捍衛任務4》導演查德史塔赫斯基都不敢相

信，自己居然有機會執導基努李維大戰甄子丹的精彩場

面。

《捍衛任務4》此番請到了甄子丹加盟，好跟「殺

神」基努李維交手過招。甄子丹雖然是以《葉問》系列

電影而揚名亞洲，並將詠春拳就此發揚光大，但他對好

萊塢可也毫不陌生，曾先後演出過《星際大戰外傳：俠

盜一號》、《限制級戰警：重返極限》、《花木蘭》等

好萊塢大片，還曾在《刀鋒戰士2》中身兼演員和武術

指導二職。

談到這次有機會跟東西兩大動作巨星攜手合作，替

身演員兼武術指導出身的導演查德史塔赫斯基也不禁十

分興奮，他向Collider 解釋道：「十八歲的我會想：

『天啊，我真不敢相信自己有機會這麼做。』」

「我不騙你，我會一直傻笑，一天到晚都在說笑話

。當甄子丹跑來問一件事時，我就會開始傻笑。他說：

『老兄，你是有什麼毛病？』我則說：『我正在執導甄

子丹，你覺得我在幹嘛？』」

雖然甄子丹現年已五十九歲，但查德史塔赫斯基盛

讚道：「他仍然快得不得了。我就站在甄子丹跟基努李

維中間，跟兩人交手比劃、排除一些雜念。而你這才突

然察覺：『天啊，這一切都是真的。我到底要如何拍出

這部電影？』」

甄子丹向來是以中國武術而聞名，不過在他的招牌

動作之外，查德史塔赫斯基仍希望從中注入《捍衛任務

》系列電影的獨特色彩。「我可以去拍甄子丹的三連踢

，這些我全都能拍，但你同時也想拍出一些截然不同的

玩意兒。」

「所以你坐了下來，開始從角色身上切入，也跟大

夥們深入溝通。『好吧，甄子丹在這方面很擅長，基努

李維則在那方面很驚人。他們都是很棒的演員，所以就

讓我們好好仰賴這一點，從中拍出前所未見的場面。

』」

「所以甄子丹拿起了一把劍、一把槍，基努李維則

手持武士刀、帶著幾把手槍，再丟進一把AR-15步槍，

以及一個佈有玻璃鏡子的房間，裡頭擺滿了日本工藝品

。然後放進幾隻狗，瞧瞧會發生什麼事。」《捍衛任務

4》將於2023年3月24日上映。

基努李維大戰甄子丹！
《捍衛任務4》導演：18歲的我會不敢置信

被稱為是同志版《慾望城市》，《中年失戀日記》用輕鬆幽默的方式，

帶各位走進40歲男同志大叔的感情世界，交往17年的同性愛侶一夕之間提分

手，究竟中年單身的他該如何再度打開心房？

我可以很自豪的說我是同志，能夠在我熱愛的行業中和許多優秀的人工

作，我感到很幸運。

相信大家對男主角尼爾派屈克哈里斯Neil Patrick Harris不陌生，49歲的

他過去曾演出過《追愛總動員》、《波特萊爾的冒險》以及電影《控制》等

，而他早在2007年時就大方出櫃，2011年紐約州宣布同志婚姻合法化後，

Neil就和另一半大衛柏卡David Burtka求婚成功，兩人更在2014年於義大利舉

行婚禮，至今愛情長跑將近20年。

我曾經單身很多年，直到我遇到David，而他也想要擁有一個家庭。

除了時常看兩人曬恩愛，他們也透過代理孕母生下一對龍鳳胎Harper

Grace和Gideon Scott，現在可是幸福洋溢的一家四口，無論各大節慶，全家

人都會費心裝扮，甜蜜又可愛的模樣，成了許多同志們嚮往的生活典範。

《中年失戀日記》

Neil Patrick Harris
現實生活是幸福同志人夫

《鐵血戰士》系列第五部新片《鐵血戰士：獵物》上周五上線Hulu，創

下該平台電影/電視劇首映最高觀看量紀錄，在北美以外的平台Star+和Dis-

ney+同樣刷新前三天觀看時長紀錄。

該片口碑不俗，爛番茄新鮮度92%、MTC71分，是整個《鐵血戰士》系

列媒體口碑最佳的一部。影評人稱讚本片緊張刺激、血腥激烈、充滿懸疑，

是近年來最好看的怪物電影之一。不過在影迷聚集的IMDb該片評分7.3，不

如1987年第一部《鐵血戰士》的7.8。

影片由《黑袍糾察隊》導演丹· 特拉切滕貝格執導，安伯· 明迪桑德等主

演，講述300年前鐵血戰士來到地球和印第安人科曼奇民族對抗的故事。

《鐵血戰士：獵物》
創Hulu流媒體 「收視」 紀錄

由安德魯多明尼克（Andrew Dominik）執導、安娜德哈

瑪斯（Ana de Armas）主演的傳奇女星瑪麗蓮夢露傳記電影

《金髮夢露》，日前公開了首支預告片，引發正反兩極的評

價，有部分網友不滿電影找來古巴裔女演員扮演美國經典偶

像，更指出安娜的口音完全不像夢露標誌性的音調，相當讓

人出戲。身為監製之一的「小布」布萊德彼特（Brad Pitt）

則出面替安娜說話，並力挺大讚：「她在電影裡

面的表現非常出色！」

布萊德彼特近來出席主演新片《子彈列車》的

宣傳活動，談到安娜德哈瑪斯主演《金髮夢露》

所引發的爭論時，他回應：「她（安娜）在電影

裡面的表現非常出色，這（指《金髮夢露》）是

一件很穿上的衣服，我們前後花了10年的製作，

直到我們找到了安娜，我們才能讓這部電影抵達

終點線。」力挺安娜德哈瑪斯是擔綱電影主演的

不二人選。

《金髮夢露》雖然並未獲得瑪麗蓮夢露肖像

權及遺產管理集團（Marilyn Monroe Estate）的

官方授權拍攝，但是該集團在預告播出後，也

為電影發聲表示：「瑪麗蓮夢露是超越世代和

歷史的好萊塢流行文化偶像，任何扮演她的演

員都會知道這是一項艱難的挑戰。單從預告片

來看，安娜德哈瑪斯看起來是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她捕捉到了瑪麗蓮夢露的魅力、人性和脆

弱面。我們迫不及待地想看整部電影！」

安娜德哈瑪斯先前也在受訪時表示，她為了這部電影有

將近一年全年無休的投入工作，「我讀了原著作者的小說，

研究了數百張照片、影片、錄音、電影，包括任何我能取得

到的素材。電影中的每個場景都受到現有影像的啟發，我們

會仔細研究影像中的每一個細節，並討論其中發生的事情。

」《金髮夢露》9 月28日在Netflix首播。

《金髮夢露》安娜德哈瑪斯口音遭批評
監製小布力挺：她的表現非常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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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峰新主帥鄧冠研（藍衫）與新加盟球員及青年軍亮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

晉峰今季班費約700萬港元，會以聯
賽榜中游為目標。球隊11日上午操

練後舉行記者會，最特別是先由兩位教
練發言，然後才輪到班主，證明球會較
重視教練人才。上個球季自從於一月腰
斬後，不時傳出晉峰前途不明朗的消
息，總教練何信賢承認組軍一度有危
機：“能夠順利組軍要多謝兩位老闆，
今年一月腰斬之後，自覺好像辜負了他
們，畢竟投資了這麼多，但暫時還未有
成績給他們見到，這是我的責任。（組
軍）過程中我亦沒信心叫他們再投資，
很多謝他們接受我游說。十分幸運還有
班主繼續去搞球，這是我們的福分。”
他又多謝眾多贊助商扶持球隊，在港超
第3季希望能做出點成績，為香港足球出
一分力，吸引更多人關注。

盡力培育更多年輕人
何信賢又解釋邀請鄧冠研作為新主

帥的原因：“彼此認識已有10多年，一
直都欣賞他，很想跟他合作。球會想找

一位理念相同的教練，於是一拍即
合。”現年40歲的鄧冠研本身為中學教
師，負責體育、生活與環境等科目，這
次接受邀請便要放棄教職，而且收入銳
減，但為着理想決定作出犧牲：“教師
沒錯是薪高糧準，但教球亦是自己鍾意
的事。今次選擇教晉峰，老套點說就是
‘愛和責任’，我不單止愛足球，亦好
愛香港下一代年輕人。想盡自己所能，
培育更多年輕人，為下一代繼續努
力。”鄧冠研擔任青訓工作已有20年，5
年前有感能力不足，於是修讀了A級教
練課程。由於其名字發音與“燉官燕”
類似，鄧冠研亦有“椰汁”的花名。

除了更換主教練之外，晉峰陣容上
亦有不少變動，廖億誠、佐敦布朗、陳
敏凱及何浚皓等離隊，簽入了伍家揚、
周睿弘，以及提升了歐陽浩銘、翁嘉
禧、梁子鍵、戴寬、李呈、徐景柔及袁
逸朗等青年軍。回西班牙休假的艾拔簡
勞、卡爾特納及費利浦薩3名外援稍後才
歸隊；晉峰首周聯賽對手為和富大埔。

綜合中新社報道 2022年英國桌球公開賽於
香港時間11日凌晨結束資格賽第二日的較量，中
國軍團斬獲9連勝。繼首日5人全員獲勝後，次日
4名中國球員又悉數晉級。其中中國桌球一哥丁
俊暉以4：2戰勝奧利弗萊恩斯，贏得了其賽季首
秀。

自今年4月在桌球世錦賽正賽上遭遇一輪遊
後，丁俊暉返回中國，接連缺席了2022-2023年
賽季的前兩場比賽（冠軍聯賽和歐洲大師賽資格
賽），此番出戰英國公開賽資格賽是其新賽季的
首次亮相。

丁俊暉此次的對手是子承父業的英國小將小
萊恩斯。此役開始，狀態不錯的丁俊暉迅速進入
狀態，前兩局以2：0領先。隨後萊恩斯連下兩
城，以2：2追平比分。關鍵時刻，丁俊暉顯示出
實力和經驗上的優勢，接連打出單桿81分和128
分的好成績，以98：0、133：0連續兩局零封對
手，最終以大比分4：2，在贏得新賽季首秀的同
時，也成功晉級英國公開賽正賽（正賽將於當地
時間9月26日至10月2日舉行）。

在本次資格賽第二日的其他賽事中，另外三
名出戰的中國選手也均傳出捷報。剛在冠軍聯賽
中躋身決賽的魯寧以4：3絕殺塞爾特；老將田鵬
飛在0：1落後的被動局面下，以4：2擊敗克雷

吉；少年成名的呂昊天以4：1淘汰老將馬克金。
至此，在本次資格賽前兩日出戰的9名中國選手
全員晉級正賽。

資格賽第三日，又有3名中國選手登場亮
相，他們是梁文博、袁思俊、吳安儀。其中最受
關注的當屬梁文博。因毆打女性事件，梁文博被
禁賽至今年8月1日，英國公開賽成為其解禁復出
的首場賽事。在日前進行的熱身訓練中，梁文博
狀態爆棚，打出單桿147分，其在新賽季首秀的
表現同樣備受關注和期待。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夏
微 上海報道）
“三十而立的武
磊終於回家了！
我們始終記得，
那些年，武磊與
俱樂部和球迷們
共同成長、奮鬥
的歲月；我們始
終記得，武磊代
表俱樂部出戰的
172 場 中 超 聯
賽，創造了102球的隊史進球紀錄。”11日
下午，中超球隊上海海港以“如7歸來，歡迎
武磊回家”為題，官宣了武磊已完成轉會，
即將重回中超賽場，以上海海港隊員身份參
賽的消息。

2019年初，放下剛剛捧起的中超冠軍獎
盃和中超金靴，在海港俱樂部的支持下，時
年27歲的武磊轉會加盟西班牙球會愛斯賓
奴，遠赴海外繼續追尋足球夢。

作為老東家，上海海港高度評價了武磊

旅歐期間的成
績，“効力於愛
斯賓奴期間，武
磊在各項賽事中
出場126次，貢
獻16個入球和6
次助攻；2018至
2019年賽季西甲
最後一輪比賽，
武磊的關鍵入球
幫助愛斯賓奴獲
得了歐戰資格；
在西甲的加泰羅

尼亞打吡戰中，武磊攻破了巴塞隆拿的球
門。作為第一位在西甲和國王盃賽場上取得
入球和助攻的中國球員，更是第一位在歐戰
正賽中入球的中國男足球員，‘全村的希
望’武磊從未止步，不斷創造着中國球員留
洋的一個又一個全新紀錄。”

據悉，武磊目前尚在西班牙。業內普遍
認為，武磊的回歸，或令本賽季境地尷尬的
上海海港迎來轉機。不過，武磊回國後與隊
友的磨合，是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 3 季角逐香港超級聯賽的晉

峰，11日上午於京士柏運動場拜神，

為新球季祈福。總教練何信賢承認，

上季港超腰斬後，沒信心可以說服會

長黃俊雄及主席鄧偉豪繼續投資，感

謝兩位老闆及贊助商繼續支持，今季

才能留在頂級聯賽。在西班牙主帥艾

斯達維約滿離隊後，球會找來鄧冠研

擔任主教練。本身為教師的他更放棄

高薪待遇，全身投入球圈發展，他坦

言是“愛和責任”驅使自己作出如此

重大犧牲。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晉峰球員名單 新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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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峰職球員大合照晉峰職球員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晉峰高層祈求新一季順順利利晉峰高層祈求新一季順順利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香港足總名譽副會長康寶駒香港足總名譽副會長康寶駒（（左二左二））獲獲委任為委任為
晉峰名譽會長晉峰名譽會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英國桌球公開賽資格賽
中國軍團9連勝 武磊重返中超加盟上海海港

◆◆武磊重返中超武磊重返中超。。新華社新華社

◆◆丁俊暉過關丁俊暉過關。。 新華社新華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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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世間有她》定檔9月9日
現實題材新主流情感大片領跑中秋檔
電影《世間有她》今日發布定檔預

告及「相伴」版人物關系海報，正式官

宣定檔，將於9月9日全國上映。本片

由張艾嘉、李少紅、陳沖執導，周迅、

鄭秀文領銜主演，易烊千璽特邀出演，

許娣、馮德倫領銜主演，黃米依特別介

紹，鮑起靜、白客、蘇小明、巴圖、朱

雅芬、方平、馬昕墨主演，董文潔擔任

總製片人兼總出品人。

影片通過獨特細膩的女性視角，講

述了普通人在困境中找尋愛與希望的治

愈故事，體現了尋常百姓對生命不尋常

的堅守和執著。

全員頂配陣容領跑中秋檔
《世間有她》終於要在即將到來的

中秋檔跟大家見面了。這部影片從開拍

起就牽動著無數影迷的小心臟。影片9

月9日上映的消息一出，令觀眾激動不

已，大家紛紛表示：「等了那麼久，終

於要回來了，期待！」《世間有她》作

為華語影壇首部由女性電影人集體創作

的院線電影作品，集齊了金牌導演+實

力演員的神仙陣容，由三位華語頂級女

導演張艾嘉、李少紅和陳沖聯合執導，

周迅、鄭秀文領銜主演，易烊千璽特邀

出演，許娣、馮德倫領銜主演，黃米依

特別介紹。更有鮑起靜、白客、蘇小明

、巴圖、朱雅芬、方平、馬昕墨等實力

派演員強勢加盟。以女性視角聚焦當下

的百態人生，關註普通人的情感鏈接, 用

治愈和溫暖撫慰大眾，放下焦慮與躺平的

負面情緒, 在情感共鳴中感受世間美好，

有望在中秋檔贏得口碑和票房的雙豐收！

守住溫暖與愛 一起打敗生活的難
《世間有她》今日發布的定檔海

報也透露出影片中三位女性角色不同

的情感故事，體現了三位導演各自對

女性力量的理解。海報虛實交疊中突出

了「她」視角，人物的視線並不交匯，

但虛實交融，體現了對立統一的人物關

系：兒媳和婆婆從立場分歧到相互依靠

，用愛和堅強突破了傳統情感模式的禁

錮；祈盼重逢的異地情侶，用一部手機

鏈接思念，突逢變故時從無可奈何到堅

強接受，都是關於愛情的雙向奔赴；夫

妻感情被現實生活攪得面目全非，但想

起最初愛上對方的樣子，也會重拾對婚

姻的信心。

定檔海報也透露出了電影《世間有

她》的基調，以生活為底色，以三個女

性的故事呈現生活中的婆媳、情侶、夫

妻關系，用普通人的溫暖故事傳遞生命

的力量，給身處困境的我們抵禦生活萬

難的勇氣。

2022年現實題材新主流大片，走

心又共情
《世間有她》定檔預告中，把每個

「她」的故事展現在我們面前。其中既

有中國式家庭的日常羈絆，也有普通人

共同經歷的矛盾沖突；電影中可以找到

每個人生活的縮影與情感難題：掙紮在

家庭與事業間的中年夫妻，相處一室分

寸感拿捏失衡的婆媳，彼此深愛卻受困

於距離的異地情侶，忙於搬磚就不能抱

娃的父母。每個故事的主角都在用愛和

堅韌抵禦生活中突如其來的磨難。她們

曾崩潰失控，但也會努力相互支撐走過

陰霾。生活中有很多挫折磨難，但當你

經過掙紮努力捱過這些艱苦的日子，你

會發現自己比想象中更堅強。

《世間有她》通過細膩入微的鏡頭

語言，切入多組人物的生活困境和情感

羈絆，展現出一幅生動的生活畫卷，煙

火氣十足。三位女性的故事不僅僅是她

們的故事，也映射了我們這個時代所有

普通人的生存現狀。面對親情、愛情、

婚姻、生命的重重挑戰，我們都在努力

活著，正如余華老師所說：「一個能夠

升起月亮的身體，必然馱住了無數次日

落。」

電影《世間有她》由亞太未來影視

（青島）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視文

化有限公司等出品，影片將於9月9日

登陸全國院線，敬請期待。

人與土地的深情凝視
電影《八步沙》根據甘肅省古浪

縣八步沙林場「六老漢」三代人治沙

造林的真人事件改編攝製，旭澤執導

，於7月8日在電影頻道首播。影片以

「六老漢」治沙造林事件為故事發展

背景，以第二代治沙人高遠為中心，

將高遠在個人理想與子承父業間的情

感選擇及其心靈成長置於前景，在與

其父高嶺賢兩代人之間的情感羈絆與

情感認同中，展現了一段自20世紀80

年代始、以「六老漢」為代表的八步

沙林場人在故鄉堅持治沙造林的生存

抗爭史。

從視聽語言的角度來說，影片在

高父進入沙漠探尋水源、高遠去沙漠

尋找高父並與其相擁、「六老漢」扛

著樹苗和鐵鍬進入沙漠、高遠與小夥

伴繼承父業在沙漠中手拿鐵鍬站立以

及奔赴胡楊樹下取出童年心願盒等多

個敘事段落中大量使用遠景、大遠景

，通過儀式化的象征語言將人置於漫

天無垠的黃色沙漠和胡楊林中，一方

面呈現出西北地區獨特的地域空間、

地域風景以及惡劣的生存環境，構造

出影片獨具一格的蒼涼美學；另一方

面遠景、大遠景的鏡頭構圖，在凸顯

人之於大自然的渺小的同時，也反襯

出治沙人無畏不屈的精神特質與精神

信仰。

作為西部電影，《八步沙》在

物理空間上的西北地域風景、社會

空間上的個體生存困境、詩意空間

上的沙漠文化想象等多個空間維度

上，構造出影片獨具一格的蒼涼美

學。片中以「六老漢」為代表的治

沙人在西北蒼涼大地之上鑄造出萬

畝「沙漠綠洲」，其背後彰顯的正

是治沙人對土地和故鄉深沈的精神

眷戀和生命信仰。

作為生態電影，《八步沙》不僅

通過對場所、地方和空間的重新想象

來參與探討現代化進程中被忽略的現

代性問題——生態問題，更通過生態

問題反觀人類生命存在的狀態，以此

建構人類與土地、自然對話的公共文

化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講，生態電影

關乎人的問題，而這正是生態電影的

根本意義所在。

在細膩的情感故事和強烈的生

態意識背後，《八步沙》折射出對

生命的反思，對精神的追尋。高遠

想要通過高考改變命運，去城市讀

書工作。這是他個人在原始生存沖

動之上的精神追求。然而，這種對

精神的追尋與他作為生物的原始生

存沖動發生了強烈的碰撞沖突。經

歷了高考失利、照相館被黃沙摧毀

、父親被黃沙掩埋去世等事件後，

高遠的精神生命追尋發生了重大的

轉變，由出走轉變為留守，由向往

城市轉變為回到家鄉繼承父業治沙

造林。這一重大的情感轉變從表面

上看是高考失利後的被迫選擇。但

如果我們細究影片敘事的內在情感

邏輯，就會發現高考失利只不過是

外在原因。而高遠情感發生轉變的

根本原因在於在精神上對父親的理

解與認同、對土地的眷戀。片中高

遠在經歷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體驗

之後，將自己的精神生命追尋與社

會生命追尋融為一體，從個體上升

至集體，由個人情感擴展至社會情

感。影片的生態意識與生命表達在

此刻達成一致，高遠的社會生命及

其價值向度也在情感轉變後的歸鄉

治沙中得以重新激發與二度展開。

如此一來，影片完成了文本之外更

多的社會意義表達。

總的來說，《八步沙》以高遠這一

個體的心靈成長史為中心，展現了以高

遠、高父、「六老漢」為代表的八步沙

治沙人的精神世界與生命信仰，不僅給

觀眾留下了一段寶貴的中國西部治沙人

的精神史詩，而且為豐富中國生態電影

、中國西部電影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空間

和難能可貴的藝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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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電影家協會在昆明開展第十四期雲南本土

電影放映推介活動，推出由雲南導演張春和執導的紅

色電影《紅麥》。

電影《紅麥》講述了紅軍長征途中經過麗江時那

段刻骨銘心的光輝歲月。影片通過紅軍傷員田雙妹被

納西族青年木老三相救後所經歷的驚險曲折、感人肺

腑的故事，充分展現了各族群眾善良樸實、大仁大義

的民族氣節，以及團結、和睦、友善、淳樸的形象，

真實還原了紅軍和人民群眾之間患難與共、生死相依

的魚水深情。

在影片中飾演田雙妹的演員陽知在接受訪問時表

示，除了自然風光，麗江深厚的紅色文化底蘊也給她

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們現在活得很安逸，通過電影

的高度還原，（先烈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們年輕一

輩學習的。」

影片導演張春和是土生土長的麗江納西族。從八

一電影製片廠的高級美術師到回鄉自編自導拍電影，

張春和坦言，這都源自心底的一個情結。「我家在麗

江石鼓，從小聽長輩們講紅軍的故事。紅軍也在我心

裏有了深深的烙印，我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要拍一個

發生在我『家門口』的故事。

」張春和說。

電影《紅麥》就是以中國

工農紅軍紅二、六軍團在麗江

石鼓搶渡金沙江的歷史為背景

，以小見大，生動展示了麗江

的「紅色」文化。同時，通過

故事的推進，電影還進一步展

現了麗江多彩的民族風情和神

秘的東巴文化。該片於2020年

5月開機拍攝，2021年2月入選

雲南省文藝精品創作項目，並

參加了金雞百花電影節「多彩

中華」民族電影展映。

雲南本土電影放映推介活

動旨在對雲南影視機構參與拍

攝並獲得「公映許可證」（龍

標）的電影進行宣傳推廣，符

合以上要求的影片均可通過

「雲南文藝網——電影專欄」

向省電影家協會提出參加本土

電影放映推介活動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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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關嘉敏（Car-
man）與蔡思貝（Sisley）日前為新劇

《你好，我的大夫》拍攝跳樓戲份。今
次是Carman首次拍攝危險動作戲份，問到
她是否好緊張，Carman表示：“我拍呢場
戲前一晚太緊張，個腦不停諗的

應該點樣演繹好？應該點樣跳落去
好？到真係要埋位企上去都有少少
腳震，唔係好敢望下面，所以就周
圍望下風景，仲見到何廣沛喺樓下
同我Say hi，好快就無咁緊張喇。”

Carman更自言拍跳樓戲給她
的感覺是很刺激，她說：“當跳咗
一兩次之後我居然覺得有少少好玩
同興奮啊。之後我哋喺氣墊嗰場

戲，仲吸引埋張振朗同李日朗圍觀，
被佢哋笑我哋不停喺氣墊上面自拍。
但係唔知係咪太刺激，拍完嗰晚我就成晚
都瞓唔着，腦海全部都係高空躍下去的畫
面。雖然拍呢場戲係有啲刺激，但要提醒觀

眾朋友，呢啲危險動作需要有
專業人士在場指導，大家切勿模
仿啊！今次劇情係講我因為個病
而有輕生的念頭，好彩有Sisley
捨身相救，最後我哋一齊跌咗落
氣墊，Sisley仲因為咁樣擦損咗
手臂。長氣都要提多次觀眾朋
友，有心事唔開心要搵朋友傾
訴，千祈唔好有輕生的諗法
啊！”

關嘉敏
拍完跳樓戲失眠

陳偉霆
想多留港可零片酬拍林超賢電影

陳偉霆亮相開幕禮，他頭戴Cap帽是因為
新戲《爆裂點》的銀髮造型未能曝光，

不過他是繼10年前的《救火英雄》後，現才
再有機會回港拍戲。William透露疫情影響
下，已有兩年半未有返港，提到他於內地片酬
現漲價至以千萬（港元，下同）計，今次回港
拍戲，他坦言好感榮幸可以跟林超賢導演及張
家輝合作：“所以不是錢的問題，我太耐沒在
香港拍戲，錢可以不收！”在內地已經搵到好
多？他即謙稱並非如此。而戲中他跟張家輝有
不少對手戲，還要互相對打，不過導演一早預
告給他知道有了心理準備，他更特別先在北京
考獲槍證才演出，好讓自己對槍更有認識，揸
起槍來也可熟練一點。

不過William表示要還廣告債，10月完成
電影拍攝，便要再返北京。老闆楊受成透露另
有兩部電影預了他演出，William表示應該沒
那麼快開工，但他本身都想多點回港：“因為
好掛住媽咪，之前她有到內地來探班，不過她
年紀大，不想她一個人隔離！”媽咪有否叫不
要只掛住賺錢？他笑言：“她叫我唔好回
來！”媽咪又有否叫帶女友（名模何穗）見

她？William笑答：“無喎，她只想我專心工
作。”

他又自爆在家中排行最細，胞姊都生了
小朋友，而媽咪仍當他像小孩子般去關心，每
晚在家等到凌晨3、4點他收工為止，還送上
一碗暖湯：“雖然我就快37歲，已不是她心
目中的小BB，但也相當感動，而我跟媽咪和
阿嫂是同月同日生，關係特別親密。”

任達華懷念已故導演林嶺東
任達華有份主演的電影《七人樂隊》正

上映中，他表示與林嶺東、杜琪峯、徐克及許
鞍華等七大導演均合作過，自己着實很幸運，
而今次電影，正好是一個演示，於10年或20
年之後再有新導演，可以朝着這些方向去拍電
影：“其實每個行業都要有一份傳承，新導演
都要繼續堅持自己。”華哥於電影中正正參與
已故導演林嶺東執導的故事，他坦言特別懷念
和傷感：“阿東是個好好的導演，近年他不愛
住在香港會周圍去，但他其實好掛住香港，雖
然世界好多地方都靚過香港，但他個心仍然留
在香港，有這樣一份情懷。”

此外，衛詩雅剛從新西蘭旅行回港，她
表示7日的假期度假，扣除了坐飛機的時間，
實質只玩了4天半，但也充足電回來。她透露
跟女友人同行，不過在機場看到人影寥寥可數
感覺有點落寞，到新西蘭時天氣約13、14
度，怕凍的她要穿厚褸，但望出車外經過的女
生只穿背心，她亦指此行並沒艷遇。衛詩雅透
露近日忙於搬屋，其自置物業將放租，現所租
新居較方便她拍片做直播。

她又笑着叫陳家樂不好跟着她又搬往同
區做鄰居，不過她估計家樂即將也要搬屋，應
是跟連詩雅結婚築新愛巢。

而《阿》片演員毛舜筠、羅永昌、鄧麗
英、岑珈其、陳宗澤、曾樂彤、張蔓姿及舒文
等10日晚均有出席，唯兩位男主角姜濤和柳
應廷因MIRROR 演唱會舞台意外事故繼續停
工未有現身，但過百粉絲仍舉燈牌撐場。

據悉，《阿媽有咗第二個》的製作總開
支約一千萬元，政府的融資金額為四百萬元。
香港電影發展局主席王英偉博士說：“政府會
繼續透過電影發展基金推動更多題材多樣化的
本地電影製作，促進電影業長遠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馮德倫、何超
儀與老公陳子聰、陳嘉寶、何嘉莉等人11日出
席品牌新店開幕禮。日前生日的馮德倫與太太舒
淇和一班朋友吃飯慶祝，對於舒淇大讚他比劉德
華更靚仔、演戲好過梁朝偉時，他笑指太太一定
是講大話，可能是幫他宣傳新戲。馮德倫稱自己
也有8、9年沒正式演戲，雖然做導演後沒有刻
意說不做演員，但的確少了人找他演出，因為導
演工作很花時間。他說：“其實都是看機緣，只
要關乎電影的，對我一樣都是要做好，如果香港
有好劇本，不論劇集或電影都會做，要支持本地
製作。”問到有沒有留意新一代演員，馮德倫稱
剛回港不久，要再關注新演員表現，其中很欣賞
主演《梅艷芳》的王丹妮。

超儀確保舞台安全
早前參與紐約亞洲電影節的超儀，被取笑造

型打扮像動畫人物“犀利哥”，她坦言並不介
意，因她本身也喜歡該人物，更自豪地表示在當
地她是最瘦和露肉最多的一人。

提到紅館罕見演唱會意外，超儀與老公都希
望傷者早日康復，超儀說：“看片段好驚訝、好
Shock，老公驚到要打電話給紅十字會。”稍後
會開音樂會的超儀，表示已跟製作人團隊聯絡，
確保舞台安全問題，之後再找政府相關部門檢
視，她說：“我們不會有好多機關，但都有一些
藝術裝置，不會重到像大電視屏幕，音樂會是向
的士高致敬，主要玩燈光、鐳射，要跳舞跳到甩
轆。”超儀透露到時會將52首歌分成三大部分
演出，所以會請很多嘉賓朋友來玩，老公的廿四
味樂隊一定會參加。笑問超儀要否為上舞台減
肥，她說：“在新冠疫情下，我寧願要強壯也不
要減磅，沒有30多吋腰也不准上台。”另外，
問到亡母何時入土為安，超儀稱母親意願低調，
現在她也未知確定日子，相信家人到相關日子
時，會通知她不要周圍去，以免她不在港。

何超儀何超儀表明不為開騷減磅表明不為開騷減磅
馮德倫馮德倫欣賞新演員欣賞新演員王丹妮王丹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英皇戲院時代廣場開幕典禮啟動禮暨電影《阿媽有咗第二個》首映禮10日晚舉行，英

皇集團主席楊受成、副主席楊政龍、嘉賓任達華、陳偉霆（William）、方中信、周家怡及衛詩雅主持揭幕儀式。陳偉霆

已有兩年半未有返港，好開心今次可以回港拍新戲《爆裂點》，因他也很掛念媽咪，至於提到感情事，他笑言其母只想

他專心工作。

只叫專心工作
稱母未催婚

◆◆電影電影《《阿媽有咗第二個阿媽有咗第二個》》首映禮同場舉行首映禮同場舉行。。

◆◆ 關嘉敏拍完跳關嘉敏拍完跳
樓戲後輕鬆舉樓戲後輕鬆舉VV。。

◆◆關嘉敏關嘉敏((右右))與蔡思與蔡思
貝在氣墊上面自拍貝在氣墊上面自拍。。 ◆◆ 馮德倫坦言做導演後少了馮德倫坦言做導演後少了

人找他演出人找他演出。。

◆◆何超儀與老公陳子聰出席品牌新店開幕禮何超儀與老公陳子聰出席品牌新店開幕禮。。

◆◆ 陳偉霆在內地人氣高陳偉霆在內地人氣高
企企，，片酬現漲價至以千片酬現漲價至以千
萬計萬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英皇戲院時代廣場開幕典禮英皇戲院時代廣場開幕典禮啟啟動禮動禮1010日晚舉行日晚舉行。。

◆◆楊受成透露另有兩部電影預了陳偉霆演出楊受成透露另有兩部電影預了陳偉霆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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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十年前，本科毕业还算比较金贵；五年前，

研究生一般被视为佼佼者。

但现在，学历越来越不值钱，只是本科毕业

，根本找工作都难，考研究生吧，又是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

在国内，年轻人想要闯出一番天地越来越难

。于是，很多人为了自己或下一代考虑，开始越

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美国。

那么，移民美国难吗？美国移民价格如何，

我是否负担得起？

有哪些方式可以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或者美

国国籍呢？

再跟大家强调一次，美国国籍不是一步到位的

，无论走什么途径，移民美国首先是拿美国绿卡，

一般美国绿卡满五年后，可以申请入美国籍。

当然，你也可以不如美籍，只是拿了美国

绿卡的话，享有除选举权和投票权以外的一切

公民权利，仍会保留你的中国国籍，拿的也是

中国护照。

但你有了美国绿卡，就可以自由出入美国，

定居、工作、生活。

小孩也可以像美国人一样接受美国的教育。

可以拿美国的奖学金、学费贷款，找工作也不会

受到任何限制。

说了那么多，美国移民价格高吗？普通人能

负担得起吗？

具体得分三种情况。

简单来说，美国，你有高学历或一技之长可

以来，能吃苦耐劳也可以来，有钱也可以来。

情况一：如果你高学历，且很有才华。

那么完全可以走美国杰出人才EB-1A，或者

走美国国家利益豁免EB2 NIW移民。

前者需花费人民币35万左右，后者需花费

人民币30万左右。

都不算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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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杰出人才EB-1A是绿卡申请中的第一优

先类别。

审理周期短，费用低，不用找雇主，不用办

理劳工证，没有年龄和学历限制，无需懂英文等

优势。

没有目前不用排队，递交材料后最快15天获

批，1年左右下绿卡。

美国国家利益豁免NIW也叫做

高技术移民，属于EB2中的一个特

殊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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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W目前有3年左右

的排期，周期3-5年左右。

总的来说，EB-1A比NIW要求

更高，周期更短。

但如果申请人无法满足EB-1A

的要求，可以把 NIW 作为备选，

NIW要求低一些，但周期更长。

相关成功案例可在“美移移民

”公众号主页菜单栏查看。

情况二：普通人，有教育需求，愿

意吃苦。

这类人可以走美国EB3非技术

移民（也称EW-3，美国雇主担保移

民），费用仅需25万左右人民币。

很多人以为，能移民美国的，

都是佼佼者，都是站在行业金字塔

顶尖的人，美国移民价格也不是普

通人能够负担得起的，其实不然。

美国其实有很多父母在餐馆或

者工厂工作的华人子女，在美国接

受了良好的教育之后，现在都去到

了美国很好的大公司工作，拿着年

入一两百万人民币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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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信贷体系发达，大学生贷款是非常普遍

的事情，房价收入比也相对国内来说低得多。所

以，普通人移民美国，大概率能够获得更高质量

的生活。

很多人担心自己不会英语，其实美国有非常

多的华人，语言的东西听说了说多了也就会了，

而且不会英语也完全可以移民美国。

普通人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一代和下

一代的命运，那么美国也为你开启了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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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

人来说，通过这种方式移民美国性价比非常高。

目前，该项目有一定的排期，因此有想法的

朋友们，建议在孩子出生以后就可以开始筹划，

尽早办理。

情况三：有钱，学历技能有限，不想打工。

这种情况可以走EB5投资移民，该方式价

格高，50万美金起步，也就是至少要三四百

万人民币。

一般我们不推荐这个项目，因为确实没有太

大优势，排期长（周期10年左右）不说，费用

还出奇地高。

三四百万可能很多家庭十年、二十年都攒不

下来，再说有这点钱做什么不好呢，拿美国身份

，明明有性价比更高的路不走。

但……土豪不在此行列。毕竟不是每个人都

愿意到美国肉食品加工厂为美国雇主工作一年的。

另外这个项目看似只要花钱就好了，但需要

讲究的细节也非常多，因此不做过多推荐，真的

想要走这个项目的可以一对一咨询。

综上，情况一和情况二都是比较理想的高性

价比移民美国之路。

不仅价格只要二三十万人民币，而且要么周

期短，要么门槛低，都是时间、经济等各方面成

本比较低的。

以上，就是关于美国移民价格和方式的详细

介绍。

美国移民到底需要多少钱？
三种情况超详解析，附申请攻略！

近日，EB5无排期的噱头可谓是惊动了整个

移民圈。之前被EB5长周期吓跑的申请人都纷纷

开始重新考虑美国移民的事情。 然而，真实情

况真的如此吗？

环球出国和多名常年负责EB5的专业律师沟

通，得出3个结论：

从5月14日，移民局才会重新给区域中心授

权。根据4月29日移民局的电话会议，无论是新

的区域中心，还是老的区域中心，移民局都需要

重新授权，一共800多区域中心会需要大量时间

审批。目前，已经有多家区域中心因为这个原因

，起诉移民局。

对于所谓无排期的“乡村、高失业、基建”

项目的定义目前并没细节。其实从2015年开始

有了投资乡村项目的说法，而走所谓“无排期”

的投资人，很有可能没有办法抢占2000个无排

期的签证名额。

目前，仅针对美国境内的投资者，是可以同

时递交2份表格（表526和表485）的。然而，因

为无论是流程、周期、审理规则，移民局都没有

详细的解答，所以仅仅是那些拥有美国长期签证

的人可以尝试递交。

综合来说，未来的很长时间，EB5

政策将陷入无尽的混乱中。未来

EB5的政策何去何从，无人知晓。

你会不会沦为下一个EB5的受害者

，不得而知。

怎么办？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律师律师分析

中提到了第三点--在美国境内的移民

申请人是有一定优待的。是不是有

一个美国的长期身份，更容易申请

美国移民？答案是肯定的。

常见可以在美国长期生活的签证只

有4类F1（学生）、H1B（工作）、

L1（跨国高管）、E2（投资者），

其中E2签证以其无限续签，身份自

由灵活，门槛低等特点尤为突出。

拿到E2身份后，究竟如何转绿卡

呢？

通常来说，申请人有4个方案:

方案1 【E2转EB5】。其中还有2种方法：

可以投资的自己的E2企业。需要满足的要

求是

投资增加到105万

美国公司人数达到10人以上

也可以通过区域中心。相比于直接申请EB5

，好处是申请人可以在美国境内无限等待排期，

且身份不会受到EB5政策波动的影响。需要满足

的要求是增加投资到80万

方案2 【E2转EB1C】

相比于EB5，目前EB1C的优势是无排期，而

劣势是对国内公司要求相对较高。如果申请人直

接申请EB1C，周期、风险、成功率都不可控。

如果用E2衔接EB1C，相当于帮助申请人做

了一个身份的缓冲。需要满足的条件是：

当申请人和国内公司分别持有一家美国公司

50%的股权。（可以在拿到E2签证后变更股权）

美国公司人数达到10人以上

申请人在美国公司担任高管

申请人之前在国内公司担任高管（且需要大

量匹配文件）

方案3 【E2转NIW】

部分申请人并不满足直接申请的NIW条件

。然而，如果申请人在美国境内持有一家公司，

也会为他/她NIW的申请加分。申请人需要满足

NIW十个条件中的三条。

方案4 【E2配偶转EB2/EB3】

当申请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满足任何申请条件

时，可以选择E2配偶先获得绿卡，之后再团聚

E2申请人的方式。

因为E2的配偶是开放工作签证，所以对于

找工作没有任何限制，也更容易获得EB2/EB3

（相比而言，H1B需要抽签申请，且会被雇主束

缚）。需要满足的条件：配偶找到一份工作，且

雇主愿意协助申请人申请EB2/EB3。

我们看到，等你拿到E2后，你可以转绿卡

的途径是变得非常多，也很灵活。换句话是E2

帮你拓宽了移民美国的道路。如此灵活多变的签

证，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备一个呢？

EB5 or E2？美国移民何去何从？

自從俄羅斯入侵鳥克蘭引起世界政
治經濟危機之後，美國及香港的股票市
場，也就在大上大落之餘，一些冷門的
公司股票，也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今年最奇葩的股票之一，莫過於「新銳
醫藥」(6108)，該集團在2001年成立
，業務範圍集中在中國內地，經營招標
、購買、採購、銷售及營銷、儲存及付
運醫藥產品。

2013年10月25日，它在創業板上
市，當時上市代碼8180」，配售價是
0.25元。 2015年初，它宣布收購一間
醫療器械公司股價，已升至0.81元。如
果是在上市前買進這股票，在此刻，此
股已有好幾倍的利潤了。誰知後來，證
監會認為年前收購一醫療器械公司的交
易有問題，因而迫令它停牌，停牌前的
股價是0.425元，對比一下它的供股價
，仍然是有不俗的升幅。可是，這時奇
蹟來了：

20個交易日後，它的股價急升2.元

。你沒看錯這數字，是一個月內升了
25.5倍。至上週二同日又急升了40%
從股價上看，這股票似乎有堅強的韌力
，好幾次暴升後又暴跌，暴跌後又可重
新升破上次的高位，因此，我才會說它
是「奇葩的股票」。

除卻它的奇特表現之外，還有一隻
半個月內猛升326倍的股票，叫作尚乘
。

它的發跡出現在19 年前的2003年
，香港首富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業」
和「和記黃埔」兩大旗艦公司聯合成立
了「尚乘集團」，英文是「AMTD」，
意即「加」(add)、「減」(minus)、
「乘」(times)、「除」(divide)，中文
口號則是「尚有志氣，乘風破浪」。故
名尚剩。它的主角叫蔡志堅。蔡君在香
港出生，12歲移民加拿大，1997年回
流。身為會計師的他，在「普華永道」
工作了幾年後，先後進入了「花旗集團
」、「瑞銀集團」等機構當高層。

2015年，他入主「尚乘集團」，「長
和系」，變成了小股東。

「尚乘集團」的主要業務是投資銀
行、資產管理、保險經紀、新經濟投資
等等，根據其網頁的資料，「尚乘集團
」是「香港規模最大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之一，服務遍及全球……2017年6月，
尚乘集團成功公開發行2億美元高級永
續債券，成為第一家無評級、無擔保、
非上市、依靠獨立信用發行高級永續債
券的港資非銀行金融機構，這是繼
2016年成功發行1.6億美元三年期美元
債券之後，尚乘集團再次亮相國際債券
資本市場，獲得了國際資本市場的廣泛
認可。」

2019 年，「尚乘集團」旗下的
「尚乘國際」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
市，執筆時市值是19億美元(約148億
港元)，稍稍低於上市價。

2020年4月8日，「尚乘國際」在
新加坡交易所「第二上市」，成為第一

家在美國和新加坡兩地上市的公司，
也是新加坡的第一家「同股不同權」
公司，

大家之所以留意這公司，皆因其
子公司「尚乘數科」(AMTD Digital)
在今年7月15日上市，是本年中概
股在美國的最大IPO，發行價是7.8
美元，募集了約1.25億美元資金，
而它截至去年4月底全年純利1.7億
元，按年升8.4%。

在8月2日，它的最高股價炒到
2,555.3美元，距離上市價足足升了
326.6倍，市值是3,649億美元。執
筆時，它的股價則是1,295美元，雖
然已跌了不少，但市值也有2,398億
美元。

有股民發信息問「證監會」「你
們不理它的狂升嗎？」證監會回答是
：「無法例規定股票不准升幾百倍，
也無法例規定不准人高追股票。」你
若是股民，你敢追嗎？我不是股民、更 不是狂民，所以更不會入市呀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兩隻奇葩的股票兩隻奇葩的股票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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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難辨的時代，眼見未必為真！今年

最受矚目的犯罪懸疑電影《罪後真相》由吳

明憲監製、新銳導演陳奕甫執導，找來張孝

全、陳昊森兩大男神首度攜手主演，電影將

在10月28日全台盛大上映。今(10)日發布前

導預告，影片中張孝全、 陳昊森兩人皆顛覆

過往的形象現身，故事從陳昊森飾演的重刑

犯持刀挾持著飾演新聞名嘴的張孝全展開，

並預告著電影不僅緊湊刺激、案情更是疑點

重重，加上兩位主角精湛的詮釋，都更加令

人期待！為了詮釋片中油膩外放的新聞名嘴

，張孝全開拍前在劇組安排下特地找了兩位

線上的名嘴主播碰面，對新聞節目的進行有

更全面性了解。而陳昊森則是為了詮釋重刑

犯在身心上都做足準備，不僅在三個月內激

瘦12公斤，還為了體會角色的孤獨感，將自

己關禁閉一整天，甚至還跑去睡公園！短短

一分鐘的前導畫面已讓影迷興奮不已，還有

粉絲忍不住吶喊：「再油的孝全我都可以！

」「好想被陳昊森挾持！」

張孝全在新片《罪後真相》中飾演一名

網路新聞節目主持人，過往多半以沈穩、內

斂角色深植人心的張孝全，這次在《罪後真

相》中則是變成一位外放、多話甚至帶點油

膩的資深媒體人，首度詮釋新聞名嘴的張孝

全表示：「當初看完劇本時，不管是故事或

人物都有非常大的空間，所以我立刻就跟經

紀人說我非常喜歡，希望可以演出。」為了

深入了解新聞主持人的實際工作情況，開拍

前張孝全與導演陳奕甫也在劇組的安排下，

私下約訪了兩名資深的新聞主播，從節目的

運行方式、到面對案件的心態及準備都有更

全面的了解。兩次的碰面也讓張孝全坦言：

「獲益良多，開始對角色更有方向，而不再

只是自己的想像。」從最新曝光的預告中，

從神情到說話方式都與過去熟悉的張孝全截

然不同，對此導演陳奕甫則讚賞道：「孝全

有一個屬於自己那種有點油條又有點迷人的

狀態，讓人印象非常深刻！」

不同於張孝全的外放演出，這次陳昊森

在《罪後真相》則飾演一位壓抑陰沉的重刑

犯。為了符合角色形象，陳昊森從開拍前三

個月便瘋狂瘦身，最後激瘦了12公斤，身高

182公分的他，最瘦曾經達到65公斤，陳昊

森笑稱這是他人生中首度突破的體重數字，

對此他表示：「其實要去忍受飢餓感已經不

容易，但最難受的是要看著別人吃而自己卻

不能吃。」除了大幅度的身形調整，陳昊森

坦言最難揣摩其實是角色的「孤獨感」，為

此他曾在開拍前將自己關禁閉一整天，禁止

看書或看手機，整天靜靜地盯著窗外。另外

也還曾當了一日流浪漢，獨自跑到公園過夜

。如此近乎自虐的角色準備令旁人深感佩服

，最後表現也讓導演大讚：「昊森有股很強

的能量，不管是在內斂或是爆發力上都駕馭

得很好，他就是這角色的不二人選！」

一樁轟動全台的棒球場情殺案震驚社會

，兇手竟是球場上明日之星，亦是死者男友

張正義(陳昊森 飾)。七年過後，一名過氣的

新聞名嘴劉立民(張孝全 飾)受邀入監採訪，

過程中卻反遭重刑犯張正義挾持，為了不錯

失獨家，劉立民冒死直播逃獄過程，在媒體

渲染的報導下，引爆全民熱議，彷彿已無人

在乎事件的真相。而為了製造更多流量，再

次嚐到爆紅甜頭的劉立民抓緊機會回頭調查

時，潛逃中的張正義竟也主動找上門… 究竟

實情為何？當眾說紛紜時，你會相信誰？

《罪後真相》將於2022年10月28日全台上映

，更多資訊請上官方粉絲團查詢https://www.

facebook.com/theposttruthworld.movie

《罪後真相》雙男神齊顛覆形象
「新聞名嘴」 張孝全對決 「落魄通緝犯」 陳昊森

獲選為今年台北電影節開幕

片，由陳駿霖執導、李耀華監製

的年度首選愛情電影《初戀慢半

拍》，10日公開幕後花絮角色篇

，四位主演徐若瑄、柯震東、于

子育、范少勳分享拍攝期間的祕

辛，片中柯震東沒戀愛經驗，生

日時表哥侯彥西送他到旅館開箱

「初體驗」大禮，卻意外喜歡上

旅館副理徐若瑄，兩人在幾次約

會後漸生情愫，花絮曝光徐若瑄

、柯震東在旅館密會，牽手共舞

的氣氛正好時，媽媽于子育突然

登門怒吼，劈頭痛罵徐若瑄。

徐若瑄、柯震東、于子育、

范少勳分享分享《初戀慢半拍》

拍攝祕辛，不約而同提到片中最

驚心動魄的「旅館突擊」重頭戲

，當徐若瑄和柯震東跳著華爾滋

時，媽媽于子育竟破門而入，看

到兒子柯震東愛上姐姐徐若瑄，

瞬間失控大喊：「你就是要我難

過是不是！」

把控制慾超強、時常情緒勒

索家人的媽媽演得生動，柯震東

認為于子育的狀態真的非常入戲

：「小洪的爸爸早逝，媽媽美玲

生活重心就落在兒子小洪身上，

子育姐有演出那種又像媽媽、又

像情人的感覺，已經超過一般認

知的媽媽該有的掌控慾。」

戲外徐若瑄、于子育是交情

超過20年的好朋友，這次為戲撕

破臉，于子育以媽媽身分登門嗆

聲，歇斯底里狂飆徐若瑄，害怕

衝突爭執的柯震東更被逼到角落

，誇張程度讓徐若瑄直呼：「一

定要這樣子嗎！」忍不住頻頻笑

場：「那個笑穴一被點開的時候

，真的需要一點時間重新進入角

色，忘記她是于子育！」

于子育搞笑說：「因為是好

朋友，就算導演到時候要求扯頭

髮、抓胸部，我們都覺得很興奮

，覺得說就來吧！」導演陳駿霖

則稱讚因為于子育本人是討喜的

演員，雖然片中常做出令人討厭

的行為，卻不會真的造成反感，

反而有種讓觀眾會心一笑的荒謬

感。

戲裡徐若瑄因為早婚，有個

27歲的兒子偉傑，戲外兒子Dalton

年僅7歲，她透露克服心魔方法：

「我出道以來沒有演過小孩那麼

大的角色，我一直沒有辦法說服

自己有個27歲的兒子，少勳也在

找方法投入，就主動說我這一個

月都叫你媽，可以嗎？」

范少勳靦腆表示：「剛開始

覺得很奇怪，必須得先開口叫過

一次，那個尷尬感過了之後，就

會變得很自然。」並分析角色偉

傑面對爸媽離婚，年輕媽媽徐若

瑄逃避家庭問題，從小都和阿公

、阿嬤生活，其實內心很寂寞，

小洪的出現，讓一切有了變化。

戲裡眾人情緒高漲，戲外宣

傳也如火如荼，日前柯震東與片

中的表哥侯彥西上知名直播主丟

丟妹的直播間，適逢七夕情人節

，雙帥相當應景地親自叫賣月老

御守愛情套票，不到10分鐘就達

成千組完售的目標，侯彥西主動

嗨喊加碼 600 組，柯震東在一旁

還不敢相信已經秒殺，讓丟丟妹

笑說：「你真的是慢半拍男孩！

」最後賣掉 1 千 6 百組，共計

3200張電影票，電影還未上映就

有近百萬票房。電影於8月 26日

全台上映。

徐若瑄、于子育交情超過20年

新片為柯震東
反目 「旅館怒吼痛罵」

為台灣傳統

布袋戲文化貢

獻良多的「八

音才子」黃文

擇於今年六月

逝世，又一國

寶殞落的消息

令人惋惜，為

感念他對台灣

傳統文化的貢

獻，全台共有

27 家戲院重新

再映這部票房

破億的布袋戲

電影《聖石傳

說》，台中市影視發展基金會所屬中山73影視

藝文空間也將此部片選為八月份的經典電影，

播放數位修復的版本，讓影迷免費索票觀看，

是台中唯一免費觀看的場次。歡迎戲迷影迷們

到中山73用電影回憶這位布袋戲大師。

「聲音」是戲偶的靈魂所在，擁有多變聲線

，一人可配生、旦、淨、末、丑等多種角色的黃

文擇一直是霹靂布袋戲的口白演出。在布袋戲的

製作過程中，都是劇本先出來，交由黃文擇配音

完成，再送到攝影棚開始拍攝，在沒有畫面的情

況下，黃文擇全憑想像與經驗來揣摩角色，配音

時投入所有感情，表情與肢體會隨著角色的特質

時而含蓄嬌腆，時而橫眉豎眼，豐富的表情與肢

體語言讓聲音更為生動。

《聖石傳說》作為霹靂首部以最高規格製作

的電影，當然同樣由黃文擇擔任聲音導演及口白

演出，他在製作這部電影時說：「我只是希望布

袋戲能有一部電影」，用這樣單純、簡單的初衷

，投入豐富的情感聲音，才能和導演同時也是總

編劇的哥哥黃華強一起製作出這部擄獲眾多觀眾

的電影。

黃華強與黃文擇這兩位霹靂的靈魂人物，帶

領台灣布袋戲走出傳統，開創新路，以電影《聖

石傳說》成功打開了台灣傳統戲偶文化的新視野

，讓這項文化走入國際。雖然黃文擇已逝，但他

留下的這部經典電影，還是非常值得推薦大家進

戲院觀看。更多活動場次及片單資訊請上中山73

影視藝文空間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TC-

ZS73)查詢。

致敬黃文擇《聖石傳說》
台中重新上映中山73免費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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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极镇位于浙江舟山市的最东端

，由 162 个隔落在东海中的岛礁组成

，岛礁大小不一，大部分并无居民。

电影《后会无期》上映后，东极

镇被包装为大陆最东端的岛屿，因而

被游客熟知。实际上，“东极岛”的

概念，就是由庙子湖、青浜、黄兴、

东福山四个主要岛屿组成的岛屿群。

要浏览东极岛，需要从沈家门码

头出发，乘坐两个小时的渡轮，到达

庙子湖岛，这也是《后会无期》中东

极岛的主要取景地。

每逢节假日，从沈家门到东极的

船票，可在“舟山海星轮船”公众号

上购买。若碰到节假日，船票就异常

抢手，需要提前三天在凌晨 5点抢票

，价格100-300不等。

东极镇运输不易，物资溢价，所

以上岛之前在陆地吃一顿海鲜是最划

算的。我到达舟山的湖滨广场，已是

傍晚，一排海鲜大排档临东海而建，

这些大排挡，装修一致，都是黄色简

易棚屋；菜品一致，鱼虾蟹摆在档口

待客人挑选；价格估计也一致，人均

大概150块左右。

档口里躁动又喧哗，醉汉举杯，

厨师颠勺，油烟酒气被海风吹散，海

面又随着天色由蓝转黑。

一夜过去，用罢早餐，便去往沈

家门码头。正值五一期间，码头的停

车场早已爆满，这里的出租车司机瞄

准商机，开始给游客的车辆推荐停车

位，然而司机并不会把游客带到私人

停车场，而是就近找一个不会被贴罚

单的地方，再把游客载到码头。其实

自己四处找一找，也能找到。景区的

套路，总是使人后知后觉。

两个小时的航程，不少人头晕目

眩，扒着围栏呕吐，经过呕吐物的刺

激，又引得一些人呕吐。登岸之后，

装卸货物，游人离岸，我在巷弄间看

到一副火柴人呕吐彩虹的涂鸦，配的

文案是：吐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东极

岛了。十分形象。

庙子湖岛是东极镇政府所在地，

登记居民只有三千余人，海岸线近12

公里，所能承受的客流量并不大，再

加上疫情的影响，岛上并不拥挤。海

风徐徐，浪花拍岸，旅游区的文艺酒

馆总是偏爱李志。城市中的紧张感，

被迅速剥离着。

在岛的北边，矗立着一座塑像，

一个棱角分明的中年渔民，面向大海

，高举火炬，这就是财伯公，岛上的

标志性景点。塑像本身并无过多观赏

性和艺术理念，值得感叹的是财伯公

的精神价值。

这个故事是这样宣传的：

财伯公本名陈财福，大概是 200

年前，清朝初期的渔民，某天在出海

打渔时，船只被风浪掀翻，同伴溺亡

，他独自泅到庙子湖岛。而后每当夜

里，他都燃起火焰，为远方的船只照

明方向，引他们来岛避风躲雨，渔民

以为是菩萨显灵。直到陈财福死在岛

上，渔民们不见夜里的火焰，便壮胆

上岛巡看，于是一切了然。

一个地方的守护神，必须得有奉

献精神，有牺牲感，这才符合精神偶

像的标准。而实际上，这是典型的景

区宣传故事，在我看来十分蹩脚。

200 年前，清朝正处于嘉庆年间

，属于清中期。陈财福登上庙子湖岛

之后，没有船只，只能以采集为生，

孤岛之中，仅他一人。他这样的处境

下燃起夜火，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只是

为远方的渔船照明方向，在我看来，

这是明显的求救行为。

一位本地居民跟我讲了另一个版

本：那时的人都很迷信，陈财福在夜

里放火，大家以为是神明显灵，并不

敢前去接近。直到后人登岸，发现陈

财福的尸体，他已经逝世十多年了，

在他搭建的草屋里，用木板刻着自己

的生平简介。那个地方至今还在，叫

庙坑。船夫大哥的描述也有不确信之

处——清中期的一个普通渔民，大概

率是不识字的。晚上，我按照地图寻

找苗坑，只在月夜下，见到一片野地

。

但可以确信的是，确有陈财福其

人。我更愿意相信这样的版本：

陈财福在船只覆难后，凭借着极

佳的水性，登上庙子湖岛，每天晚上

放火求救，偶然有人看到，却以为是

神迹，并没有人来救他。如此许多年

后，他死在岛上，后来被人发现，成

为一方传说。

在我看来，这个人物，隐喻了一

种难以接受的孤独。

庙子湖岛的风光堪称佳境，最可

玩的，便是乘坐快艇，绕着几个岛屿

畅游一圈，洗个海水澡。快艇的单人

票价是 500，通过民宿老板的介绍，

降为 300。开船的大哥很开朗，故意

把船开得很快，船身不断地重重落在

海面上，激起的水花从船侧溅过来，

配上抖音热门神曲，还是 DJ 版的。

就像是炎炎夏天一口气灌下一整罐冰

可乐，一种不太健康的刺激。船夫大

哥说：来到东极岛，不就是玩水的吗

？

在环岛的过程中，可以看见在岛

屿上看不到的风景。

猪八戒岛，因侧面看着像一只小

肥猪而得名。这种命名方式是景点常

用的思维，跟笑话里的谐音梗差不多

。

有两个隔得不远的岛屿并成为情

人岛，等潮水下降，礁石凸显，才能

看见这两个岛之间的礁石竟是相连的

，人可以步行过去，而这样的景观，

每年只有40分钟。

睡佛岛，是东极镇下属28个岛屿

中最生动形象的岛屿，其形状酷似半

尊睡佛，日出之时，驾船在岛前观望

，能看见红彤彤的朝阳从佛的嘴部吐

出，这种景象被称作睡佛吐珠。

我真的是运气好，在海豚湾附近

，竟遇见了鲸鱼！远远看着，可见一

团巨大的水花，和不时翻露出来的白

色肚皮。船夫大哥说遇见鲸鱼的概率

，比遇见海豚低 100 倍。他还说，岛

上被政府规划得不是很好，情人岛附

近种了许多海虹，浮囊破坏了警官，

明明是五一期间，岛上却在修路。

“上面拨了两亿下来，就修了几条

路，这个小岛怎么可能花掉两亿嘛！”

船夫大哥很善谈，但并不让人觉

得琐碎。旅行就是这样，看风景是一

种体验，融入当地居民的忧喜是另一

种体验。

庙子湖住了一晚后，次日即乘

坐渡轮去往青浜岛。岛屿之间的船

票不用预订，提前去码头排队购买

即可。

相对于庙子湖，青浜显得落魄

许多，最著名的景点是“海上布达

拉宫”，其实就是一排临海的错落

排列的废弃民居。这种让我想起忆

往镇上的东方巴黎婚纱摄影，“碰

瓷”式的地点，大多是会让人失望

的。

青浜岛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沿

着海边的小道环行，发现青浜的民

居十有八九都是空的，门窗紧闭，

不知荒了多久，仅剩一些商铺、大

排档，行走在阴凉的巷弄间，咸香

的海腥味儿不知从哪儿扑过来，倒

有一番滋味。环山小道从宽到窄，

有的地方仅有一尺宽，好几次都恍

惚觉得前面没路了，却又在野草里

发现一条细径。路边经常可见烈士

的坟墓，隐喻着此地曾经经历过怎

样的不平静。

在青浜逗留三个小时，再坐渡轮

来到东福山岛。东福岛山势落差大，

海景更开阔。如果你是一个对日出和

日落着迷的人，来东福山岛就对了。

我坐在海边的巉岩上，看了许久

，那是我见过最美的日落。夜里，在

大排档买了些烧烤啤酒，坐在民宿平

台上，听着海潮声，悠闲得让人心慌

。

次日，我又在四点半起来，去东

边的山坡看朝阳。天刚亮，山坡上就

挤满了人，还有背包客搭帐篷住在上

面。5点钟左右，太阳忽然从灰云中

探出小半张脸，大陆的第一缕阳光就

这么洒了下来。我又看了许久，一直

看到阳光刺眼，看到觉得此行无憾。

回程时，仍要在微信订票，再回到庙

子湖，乘坐渡轮。

总体而言，东极镇并未开发完全

，许多基础设施也为建造成熟，岛屿

面积与承客量也相当有限，但这并不

妨碍它的美。能看得出，当地政府想

把各个岛屿往网红景点上靠，但这样

的做法，反而会拉低应有的美感。

相对于一些抽象的商业概念，我

更愿意把东极镇看作一个普普通通的

海上小镇，舟山群岛的一小部分。如

果某天想离开陆地，去一个有海浪和

日出日落的地方，知道有这么一个不

错的选择，便很好。

东
极
镇
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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