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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lenskiy accuses Russia of war crimes, 
sees no early end to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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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IV, Sept 16 (Reuters) -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ac-
cused Russia on Friday of committing war crimes in Ukraine’s 
northeast and said it was too early to say the tide of the war was 
turning despite rapid territorial gains by his forces this month.

The Ukrainian leader also told Reuters in an interview that the 
outcome of the war with Russia, now in its seventh month, 
hinged on the swift delivery of foreign weapons to his country.

Turn ESG aspiration into action
Working with KPMG, our clients can leverage ESG to extract 
sustainable value, drive actionable insights and uncover new 
opportunities.

He compared the situation in newly liberated areas of the north-
east “to the bloody soap opera after Bucha”, a town near Kyiv 
where he accused Russian forces of committing numerous war 
crimes i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war. Moscow denied the charges.

“As of today, there are 450 dead people, buried (in the north-
eastern Kharkiv region). But there are others, separate burials of 
many people. Tortured people. Entire families in certain territo-
ries,” Zelenskiy said.

Asked if there was evidence of war crimes, he said: “All this is 
there... There is some evidence, and assessments are being con-
ducted, Ukrainian and international,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for the world to recognise this.”

The Kremlin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
ment on Zelenskiy’s new allegations.

Russia regularly denies targeting civilians during what it calls 
its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in Ukraine and has said in the 
past that accusations of human rights abuses are a smear cam-
paign.

The governor of Kharkiv region, Oleh Synhubov, told reporters 
on Friday at one of the burial sites in the city of Izium that some 
bodies exhumed there had been found with their hands tied 
behind their backs. read more

Moscow has not commented on the mass burial site in Izium, 
which was a Russian frontline stronghold before Ukraine’s 
counter-offensive forced its forces to flee.

NO EARLY END TO WAR
Ukraine’s President Zelenskiy speaks during an interview in 
Kyiv
Ukraine’s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speaks during an in-
terview with Reuters, amid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in Kyiv, 
Ukraine September 16, 2022. REUTERS/Valentyn Ogirenko
Friday’s interview took place in the president’s office in the 
heavily-guarded government district, which is now like a citadel 
for Zelenskiy and his advisers. Sandbags were piled up in the 
windows of the building’s labyrinthine, dimly-lit corridors.

An air raid siren - used to warn of the danger of incoming mis-
siles - sounded in Kyiv shortly before the interview.

Zelenskiy, who visited Izium on Wednesday, repeated his appeal 

forWestern countries and others to step up weap-
ons supplies to Ukraine.

“We would want more help from Turkey, We 
would want more help from South Korea. More 
help from the Arab world. From Asia,” he said.

Zelenskiy also cited “certain psychological barri-
ers” in Germany to supplying military equipment 
because of its Nazi past but said such supplies 
were vital for Ukraine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what he called Russian “fascism”. He has often 
accused Berlin of dragging its feet over providing 
arms.

He lauded Ukraine’s rapid counter-offensive but 
played down any suggestion that the war was 
entering some kind of end game. “It’s early to talk 
about an end to this war,” he said.

Zelenskiy said he would only support the idea 
of reopening Russian ammonia exports through 
Ukraine, an initiative proposed by the United Na-
tions, if Moscow handed back Ukrainian prisoners 
of war to Kyiv. read more

Speaking in Uzbekistan on Friday, Russian Presi-
dent Vladimir Putin brushed off Ukraine’s count-
er-offensive with a smile, but warned that Russia 
would respond more forcefully if its troops were 
put under further pressure. read more

Zelenskiy said he had been convinced that foreign 
weapons supplies to Ukraine would have fallen if 
Kyiv had not launched its counter-offensive and 

that the territorial gains would impress other countries.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tep that influenced, or 
will influence, the decisions of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he said.

Asked on the 205th day of the war if he ever got a 
chance to relax, Zelenskiy said: “I’d really want the 
Russians to relax”.

Ukraine's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speaks during an inter-
view with Reuters, amid Rus-
sia's attack on Ukraine, in Kyiv, 
Ukraine September 16, 2022. 
REUTERS/Valentyn Ogir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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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child wearing a cardboard crown looks at floral tributes in Green Park, 
following the death of Queen Elizabeth, near Buckingham Palace in London, 
September 13. REUTERS/Phil Noble

Britain’s William, Prince of Wales, Catherine, Princess of Wales, Prince Harry and Meghan, 
the Duchess of Sussex, walk outside Windsor Castle, September 10. REUTERS/REUTERS/
Andrew Couldridge

People react as royal guards march during the procession as the coffin of Queen Elizabeth 
is transported from Buckingham Palace to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for her lying in state, in 
London, September 14. REUTERS/Carlos Barria

The procession of Queen 
Elizabeth’s coffin arrives at 
Westminster Hall from Buck-
ingham Palace for her lying in 
state, in London, September 
14.  REUTERS/Alkis Konstan-
tinidis/Pool

People gather as the coffin 
of Queen Elizabeth is 
transported from Bucking-
ham Palace to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in London, 
September 14. REUTERS/
Carlos Barria

King Charles, Princess Anne, 
Princess Royal and Camilla, 
Queen Consort view the coffin 
carrying Queen Elizabeth being 
laid to rest in Westminster Hall 
for the Lying-in State, September 
14.   Dan Kitwood/Pool

The Senat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passed
the 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 by a
vote of 17-5 despite
concerns about the
bill from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anger
about the measure
from Beijing.

The bill would
authorize $4.5 billion
in funding to Taiwan
through 2026,
designate the island
nation as a “major
Non-NATO ally”
and impose other
measures to counter
China’s
“aggressive
influence campaigns
’ and support i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The bill
will also open the
official exchange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and
change the
name of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e
Office to
Taiwan
Representa-
tive Office.

Senator
Jim Risch
said, “If we
want to
ensure
Taiwan has
a fighting chance,
we must act now.
Any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for
Taiwan would have
disastrous effects for
the U.S. economy
and national security.
”

We are very
worried that this bill

will lead to the
breakdown of
Sino-U.S. relations
and the tension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We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handle this
situation very
cautiously.

0909//1515//20222022

President BidenPresident Biden’’s Situations Situation
Is So TroublesomeIs So Trouble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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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ic have now been joined by growing and documented concerns for the po-
tential extinction of endangered foods and the lack of food choices along with 
the diversity of foods as well as the nutritional values they represent that are in 

are now saying it is time to act and make efforts to bring diversity back into the 
food system while being motivated by the health of society.   

Your morning coffee is in a perilous state. There 
are just two species of coffee plants on which the 
entire multibillion-dollar industry is based: One 
of them is considered poor-tasting, and the other, 
which you’re likely familiar with, is threaten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a deadly fungal disease.
Thankfully, there’s another kind of coffee out 
there, known as stenophylla. It has a higher heat 
tolerance, greater resistance to certain fungal 
pathogens, and it tastes great. There’s just one 
problem: It’s incredibly rare, and until recently, 
scientists believed it was extinct.
Stenophylla is just one of dozens of important 
foods that are threatened with extinction, ac-
cording to Dan Saladino, a BBC journalist and 
author of the new book, “Eating to Extinction: 
The World’s Rarest Foods and Why We Need to 
Save Them.” While grocery stores may seem as 
abundant as ever, Saladino argues that the diver-
sity of food is actually in decline. Of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wheat varieties that farmers once 
cultivated, for example, only a handful are now 
farmed on a large scale, he told Vox.
As we grow and harvest fewer variet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the foods you can buy in the 
grocery store may become less nutritious and 

demonstrates — the global food system could 
become less resilient. That’s why it’s so crucial 
to lift up communities that are protecting foods 
from disappearing, Saladino told Vox in an in-
terview about his new book.
The important conversation that followers was 
held between author Dan Saladino and Vox.
com interviewer Benji Jones and pinpoints the 
food diversity challenges that face us all.
Grocery stores may be stocked, but the vari-
ety of food is in decline     

Benji Jones

You write that a lot of foods, such as varieties of 
coffee and wheat, are going extinct. Yet when I 
walk into the grocery store it seems like there’s 
more variety than ever. 
Dan Saladino
Whether it’s cotton candy grapes or certain vari-
eties of avocado, there’s a degree of uniformity. 
And while you’ll see this abundance — con-
sider bread, and the wheat it’s made of — it’s 
extremely narrow in terms of its genetics.
In this amazing place in the Arctic called Sval-
bard, there’s a seed vault buried deep under the 
ice, down a tunnel, in which there are more than 
200,000 different unique samples of wheat. 
That’s the kind of diversity that’s hidden from 
us. A farmer today in the UK might get a recom-
mended list of wheat varieties to grow — dictat-
ed largely by the food industry and millers and 
bakers — of fewer than 10 kinds.
You can take all of the world’s staple crops, 
including maize [also known as corn] and rice, 
and you’ll see the same thing. In seed banks 
around the world, there are tens to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arieties, yet in the food sys-
tem that we experience, it’s an extremely small 
number.
Benji Jones
Why should the average grocery shopper care 
about losing these rare varieties of food?
Dan Saladino
Endangered foods give us options in a future 
with many challenges — feeding a growing 

fresh water, for example.
Take a type of maize tucked away in a mountain 
village in southern Mexico, very close to where 

ago. Botanists arrived in the late 1970s and saw 
this 16-foot-tall stock of maize. It shouldn’t 
have been growing there because the soil was 
so poor.
Not only was it so tall, but it also has these ae-
rial roots that were dripping with mucus, like 

mucus is an interplay between sugars and mi-
crobes that’s actually feeding the plant from the 
air. That hadn’t been seen before in cereal crops.

A type of maize that grows in the Sierra 
Mixe region of Oaxaca, Mexico. It has aeri-
al roots coated in mucus that help the plant 

pull nutrients out of the air. (Photo/Allen Van 
Deynze et. al./PLOS Biology)
Why should we care? If we understand how 
this plant works, could we potentially use it to 
reduce our use of fertilizer globally? We know 
there is a way in which some plants are feeding 
themselves. We need to give thanks to the Indig-
enous people who have looked after this maize 
for centuries, if not thousands of years.
Benji Jones
A wider variety of crops also makes our food 
system more resilient to threats like disease and 
climate change, right?
Dan Saladino
That’s another really important lesson. I traveled 
to eastern Turkey to get as close as I could to 

-
mesticated. I found farmers who had saved a 
type of emmer wheat that had been growing for 
8,000 to 9,000 years. It’s been growing in high 
altitudes where it’s damp.
If you put a modern wheat variety in that envi-
ronment, fungal diseases would ruin the crop. 
And so what they have in Turkey is a precious 
genetic resource that has forms of resistance, 
such as to fungal pathogens.

Saladino)

resilience among ancient varieties of rice and 
maize — really, in all of the crops. Over thou-
sands of years, our ancestors created these ad-
aptations through farming under different con-
ditions.
What we’ve done since is create these incred-
ibly high-performance plants that need specif-
ic conditions to grow, and a lot of inputs, like 
fertilizer. Each wheat or maize plant is almost a 
clone, whereas in traditional farming, there’s a 

you get a bad summer or too much or too little 
rain, some of those traditional varieties are still 
going to bear grains because there is diversity 
within the crops.
You can breed out bitterness, but you might 
lose deliciousness
Benji Jones

Dan Saladino
Absolutely. I tell the story of a type of wild citrus 
from northern India called memang narang. It 
has a cultural, culinary, and medicinal function, 
but the striking thing is how bitter these fruits 
are. The people who live here place huge value 

most of our palates. Fruit breeders, over centu-
ries, have been ingenious at giving us something 
that we love: sweetness. They have bred out the 
bitterness.
When you realize that the bitter taste comes 
from compounds that help plants protect them-
selves from pests, then you understand why it 

we’ve cloaked plants in pesticides and other 
chemicals to protect them.

A type of rare coffee, Coffea stenophylla. 
(Getty Images)
Another example comes from coffee.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we can enjoy a lot of different 
types of arabica coffee. There’s robusta as well. 
But these are just two of more than a hundred 
different types of coffee around the world.
Historically, there were cultures in parts of Af-
rica that had more distinctive types of coffee, 
including one called stenophylla that was prized 
in parts of East Africa up until the 1960s, when it 
pretty much went extinct because farming sys-
tems changed. It has greater disease resistance 
than arabica. And arabica is under pressure now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 it’s an extremely 

disease resistance, and it’s an amazing-tasting 
coffee.
Coffee as we know it is in danger. Can we 
breed a better cup?
Benji Jones
Another example that helps explain the decline 

to the Salers cow. It really shows the connection 

Dan Saladino
“Salers” is a place, a breed of cow, and a cheese. 
Farmers would take their cattle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to [mountain] places where the pasture 
is richest, often ending up in remote places. It 
was a monastic experience; they were up there 
living a solitary life.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the cheese would end up back down in the vil-
lage. It’s this mind-blowing process that high-
lights the power of cheese: The pasture captures 
the energy of the sun, the animals convert the 
pasture into milk and cheese, and the villagers 
then eat the cheese during the winter when other 
foods are running out.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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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Saladino
The remarkable thing is that the pasture 
is so rich in microbes that these farmers 
don’t even need a starter culture to coag-
ulate the milk and turn it into cheese. As 
soon as the milk hits these wooden barrels, 
it’s inoculated with microbes. For a mod-
ern health inspector, it would be a night-
mare to watch.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endangered 
genetics of crops and endangered tastes. 
Here, we’re talking about endangered mi-
crobes that are not only missing from the 
cheese making process, but also from our 
gut microbiomes.

A breed of cattle called Salers in the 
Cantal region of France. 
(Photo/Andia/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Benji Jones
You also explain that when these cows 
have access to a wide diversity of plants 
in the pasture, their milk and cheese end 
up tasting richer. That’s because different 
grasses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defense 
chemicals called terpenes, which can 
translate to flavor in the milk.
Dan Saladino
Terpenes can be found in milk from rich 
pastures, but not in cheese made from 
cattle that have been fed on grains. We’re 
only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e connec-
tions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our food 
and our health and our flavors.
Benji Jones
You traveled the world sampling all of 
these foods with unique flavors. What 
were some that stood out?

Dan Saladino
Skerpikjøt is this food from the Faroe 
Islands. There’s not enough sunlight or 
firewood there to produce salt to preserve 
food. People instead built these huts that 
have gaps that allow the sea air in. They 
raise sheep and hang the meat in these 
huts, which gets bathed by the salty air 
and slowly fermented and preserved. 
It doesn’t look like food. It’s covered 
in mold. It needs to be washed. It’s al-
most as if this sheep meat is gently rot-
ting away in these huts, but actually, the 
conditions are exactly right so it doesn’t 
rot or become too funky. It becomes this 
wonderful preserved meat.
Benji Jones
You also have an incredible chapter 
about a type of wine in the country Geor-
gia, which you explain is where some of 
the world’s first — or the first — wine-
makers were practicing their craft.
Dan Saladino
Georgia is the most likely country in 
which grapes were domesticated and the 
first winemakers were practicing their 
craft. They have a technology that pre-
dates the barrel by thousands of years — 
the qvevri. These are terracotta vessels 
that you bury underground with whole 
branches of grapes with skin and pips 
[seeds] inside. Many people think France 
and Italy and Spain and California are 
great wine-producing regions. Here is a 
place where the relationship with wine 
just goes up another level. There is a rev-
erence and spiritual dimension to wine 
drinking.

A workshop where Georgian qvevris 
are being made. (Photo/Dan Saladino)
Our relationship with food mirrors 

our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Benji Jones
In your book, you talk about how losing 
certain foods isn’t just about losing resil-
ience, flavor, and culture, but also about 
our changing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You explain that some groups, like the 
Hadza people of Tanzania, are deeply 
connected to their environment through 
food — and by losing certain foods, we 
may be losing these connections.
Dan Saladino
The Hadza story brilliantly sums that up. 
I followed some of these hunter-gath-
erers out within a landscape of baobab 
trees. In those trees, some of which are 
a thousand years old, you can find bees’ 
nests and one of the greatest prizes the 
Hadza can find: honey. It’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food — and their favorite food 
— but it’s hard for them to find the hives 
high up in the trees.
The Hadza whistle, and after a period 
of time, if they’re lucky, a very hum-
ble-looking bird will fly down. The bird 
will start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hunt-
er-gatherers and lead them to a tree with 
honey. The bird knows where the honey 
is, whereas the hunter-gatherers have the 
fire and the smoke to get rid of the bees, 
which are a risk for the bird. The Hadza 
can go up, extract the honey, and then 
leave something behind for the birds.

An illustration of a greater hon-

eyguide. (Photo/Brown Bear/                                               
Windmill Books/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Toward the end of the Hadza visit, we 
went to a mud and brick hut, and inside 
there were cans and cans of soda. This 
was a source of sugar and energy that 
could mean that they no longer use that 
skill to find honey within our lifetimes 
— something so fundamentally import-
ant to human history could disappear.
Benji Jones
Do we run the risk of glorifying some of 
these older cultures? Don’t some of these 
groups want soda — or access to health 
care, or other benefits that come with 
Western or modern life?
Dan Saladino
There’s story after story of another cul-
ture coming in and imposing its food and 

its farming systems and its values and 
its desires on these Indigenous food sys-
tems. My argument is that people should 
be given the choice. They should have 
access to health care, but tha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ir way of life 
should be fundamentally changed be-
cause they’re buying into our system.
How to save endangered foods
Benji Jones
There are clearly a lot of things that 
don’t work with our food system. What 
gave you hope while reporting the book? 
What inspired you?
Dan Saladino
There’s a network of people out there 
who are saving the diversity of foods. 
Before Covid, they gathered at a slow 
food event to bring their foo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share stories about 
what they’ve saved and what threats 
they’re facing. This solidarity is what 
gives me optimism.
In southwestern China, I met a farmer 
saving an extremely rare type of highly 
nutritious colored rice. He got out his 

phone and sold rice through WeChat to 
people in Beijing and Chengdu, some of 
the biggest cities in the world. Modern 
technology can actually connect us.
Benji Jones
The food industry is massive and largely 
run by just a small number of companies. 
How does one person help prevent these 
unique foods from going extinct?
Dan Saladino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at we 
mean by endangered foods and diversity. 
I think we should all choose our favorite 
foods and interrogate the diversity of that 
food. Explore cacao, coffee, or different 
types of cheeses. Then maybe develop 
a relationship with a cheesemaker and 
become a different kind of customer 
— somebody who’s supporting a local 
farmer.

A man dries a rare, prized type of Ven-
ezuelan cacao called criollo. (Photo/
Dan Saladino)
This also needs to be dealt with on a 
much larger scale. I was inspired by sto-
ries of cities, such as Copenhagen, where 
schools use diversity as a criterion for 
the contracts they’re issuing to farmers: 
Don’t just give me the cheapest apples 
— give me a choice of apples, and we 
will reward you. That’s also happening 
in Brazil.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they’ve had a policy that requires schools 
to source 30 percent of ingredients from 
local family farms.
These levers do exist for governments 
to make a big, significant change. I also 
think we have the most selfish reasons to 
embrace diversity — our own health. We 
know what’s happening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 terms of type 2 diabetes, 
cancers, and other diseases that have a 
food dimension. Perhaps we will be mo-
tivated by health to try and bring diversi-
ty back into the food system. The science 
says we need to. (Courtesy v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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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汀特教學校茶道課 茶香中感受慈濟人文氛圍

慈濟亞特蘭大支會新會所 首辦人文學校結業典禮

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5月15日舉行結業典禮。攝影／鐘博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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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6月11日與6月25日，上午9點開始發放，發完為止
食物發放地點：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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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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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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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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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秋·加布里埃爾

	 這一堂課獲得了該校教職員的好評，一杯茶溫暖了人

心，也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除了品味茶香，慈濟的介紹

和志工慈心的展現，也讓這堂「不尋常」的課充滿了人文香

與德香，也讓志工們在茶道教學的互動中，獲得了更多的啟

發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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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黃芳文

	作者／吳采榮

經歷漫長的兩年疫情期間，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Atlanta）終於再次舉辦一年

一度的現場結業典禮，5月15日該校邀請百餘位親師生來到

慈濟亞特蘭大支會的新會所，熱鬧歡聚見證孩子們的學習成

果。

	 家長們就座後，老師帶領學生們依序入場，結業典禮

在輕柔的歌曲中開始。典禮司儀由林涵楓老師擔綱，搭配

她的先生同時也是志工家長的布萊恩·斯科丁斯基（Brian	

Scordinsky）共同擔任。

	 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校長陽屏玉首先致詞說，這次能

在感恩堂舉辦結業典禮，要感恩志工們的付出：「已上了二

年線上課程，現在恢復實體上課，能再看到孩子們真的很高

興；也感恩家長們能帶孩子來慈濟人文學校，認同並支持慈

濟的精神理念，讓孩子能在做中學，學中覺，多修福慧。」

	 慈濟亞特蘭大支會負責人孫嘉蒞致詞時感謝家長的信

任，他說：「感恩家長很相信我們，把孩子帶到慈濟人文學

校，孩子們都進步很多，要繼續努力，也很感恩人文學校志

工們這學期努力的付出。」

	 典禮上還向表現優異的孩子頒發了各類獎狀及獎品，期

許新學年大家能再接再厲，好好學習。今年的特殊成就獎由

在人文學校讀了十三年的艾爾格獲得。

	 艾爾格今年即將成為大學新生，在分享感言時他說：	

「今年是我第十三年在人文學校上課，為什麼會繼續待在這

裡？因為每一位老師都很熱情，認真有耐心地教導中文及中國

文化。在我所有學習項目中，中文是最難的一門課，所以我要

挑戰自己。慈濟人文學校有很多的文化才藝課，因此我學會了

古箏、象棋、美術，同時我也學會了如何安排時間。」

在疫情停滯兩年的校園志工服務後，慈濟奧斯汀聯絡處

的志工們於今年春季重返「蘿思黛婀多重障礙特殊教

育學校」(Rosedale	School)，協助老師教學並陪伴特殊學童

們。5月18日志工們為該校師生進行了一堂特別的靜思茶道

課，讓師生們在茶香四溢的慈濟人文氛圍中舒緩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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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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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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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培養充滿愛與慈悲的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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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返蘿思黛婀特教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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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道的發源地。她詳細說明茶葉種類、泡茶的溫度及時間，

還有奉茶禮儀、茶席佈置等相關的茶道知識。當她示範靜思

茶道的泡茶流儀時，志工劉鏡鏘則在一旁說明每一個環節動

作的意義及注意事項。	

	 當老師們飲茶時，也不忘讓將茶湯端給學生們品嚐。有

些孩子因身體狀況不允許飲茶，老師就將茶杯端到他們的鼻

子前聞茶香，或是讓學生聞嗅已經泡過的不同種類茶葉，了

解不同茶葉的香氣。

	 「愛要濃淡合宜，像清茶淡香；若是太濃，則苦得喝不

下。」志工劉鏡鏘藉機在課程中分享《靜思語》，讓老師從

茶湯體會智慧之語。慈濟人特別準備了福慧紅包分送給每一

位參與者，志工羅文江仔細解說福慧紅包的意義，並請老師

們唸出紅包上的《靜思語》。

	 「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事，切莫等待，等待常會落

空。」瑞秋老師唸完這句話後，馬上說這是在提醒她，不要

等待完美的時刻過後才去行動。她向志工表示很喜歡學習茶

道，茶道令她感受到安靜、放鬆與專注，也對人生有更深刻

的體悟。

	 「蘿思黛婀特教學校」是美國德州奧斯汀學區內，唯一

一所公立特殊教育學校，專收三歲到二十二歲需要特殊照護

和教育的孩子。慈濟志工關懷該校已有28年，除了每週例行

到學校陪伴師生，還會舉辦聖誕節前夕的素食早午餐，或是

協助該校單車募款等特別活動。	

	 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因校園關閉

志工暫停入校關懷行動。今年初疫情趨緩，志工們3月7日應

邀參加該校新校區開幕典禮，同時也議定重新啟動每周三的

校園志工項目。

	 在瑞秋·加布里埃爾（Rachel Gabriel）老師班上協助

的志工李淑錦，本身是靜思茶道的老師，得知學生正在學習

各國文化時，主動表示可提供茶道課程。5月11日李淑錦先

在瑞秋的班級示範泡茶，由於瑞秋老師非常喜歡這堂特別的

課，便詢問是否可邀約其他三個班級的教職員與學生一起來

學習。

	 李淑錦是經驗老道的茶道老師，雖從未指導過特殊學

童，但她歡喜承擔這個任務並用心準備課。她以「感恩、尊

重與愛」的理念，融合四季作為茶席佈置主題，讓與會者感

受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考慮學生需無障礙入席，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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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把慈濟理念帶到學校。     

               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畢業生  艾爾格

	 結業典禮上，每班的學生還帶來了不同的表演節目。知

足班帶來唐詩背誦表演；感恩班演唱《孝順不能等》，每位

孩子也向父母表達感恩的話；善解班表演手語《知足》；包

容班演唱《祈禱》；誠正班學生林彥文唸頌王之渙《登鸛雀

樓》和《回鄉偶書》的兩首唐詩；弟子規班學生背誦《弟子

規》。由於場地關係，古箏班和扯鈴班用影帶方式呈現，最

後還有同學表演熱鬧的墨西哥舞蹈，在歡樂氣氛中結束了這

學期的結業典禮。

	 包容班學生尹興宏的爸爸尹賽門（Somrit	 Yin，音譯）

分享說：「我很高興能參加這次的結業典禮，孩子已上四、

五年的中文課，學校課程中最喜歡的是人文課程，人文課對

孩子非常重要。每位老師都教得很好，很高興有慈濟，讓孩

子能很安心地來學校唸書，學習到做人的道理。」

	 今年也是第一次在新會所中舉辦結業典禮，嶄新的環

境，充滿人文氣息的會場，讓參與的家長們都很歡喜。典禮

結束後，眾人互道珍重，期待八月份開學時再次相見。

加大茶桌間的空間，並注意茶席桌巾不垂地，以免輪椅拉扯

造成意外，細節中顯示了她對特殊學童的疼惜與體貼的心。

	 五位志工們以興奮的心情在5月18日重返該校，時間

一到，老師們準時推著輪椅帶學生來上課。當天有25位學

生、15位教職員，一同沐浴在茶香之中，感受慈濟的人文	

之美。

老師讓學生品味茶葉的香氣。攝影／黃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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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極速首爾》看點1.回到1988年復古年
代，在首爾上演飛車追逐

《極速首爾》劇情背景相當特別，將時間序拉回1988

年的復古年代，當時更是處於奧運期間，所以城市充滿慶

典氛圍，電影整體懷舊感十足，故事聚焦在一組車隊「上

溪洞至尊隊」，由劉亞仁飾演最強車手，透過驚險刺激的

賽車場面，帶給觀眾心跳加速的快感，在首爾上演各種飛

車追逐，完如城市版的《頭文字D》，從預告可以看到片

中演員們全都以80年代的復古造型登場，可以說是吸睛十

足，片中的賽車車型還有城市街景都還原80年代流行的元

素，讓觀眾再次回到《請回答1988》！

Netflix《極速首爾》看點2.劉亞仁率車隊：高庚
杓、李奎炯、朴柱炫、邕聖祐黃金陣容

劉亞仁這次在《極速首爾》飾演核心人物「朴東旭」

為「上溪洞至尊隊」最強車手，劉亞仁也透露為了這個角

色，有特別接受駕駛訓練，電影裡許多帥氣飆車場面都是

親自拍攝！高庚杓過去主演韓劇《請回答1988》爆紅，這

次又有演出同樣是1988年背景的作品，片中飾演感性DJ

「吳宇森」，但同時也化身車隊間諜，潛入敵方竊取情報

！「小迷糊」李奎烔飾演人形導航系統「文福南」坐在副

駕駛，是車手劉亞仁不可或缺的夥伴！朴柱炫為車隊裡的

唯一女性，展現帥氣與性感兼具的重機車手「朴允熙」同

時也飾演劉亞仁妹妹，兄妹互動掀關注，而邕聖祐飾演

「朴俊基」為團隊裡氛圍擔當，也是劉亞仁飆車時得力助

手，華麗陣容串起的吸睛車隊組合！

Netflix《極速首爾》看點3.宋旻浩電影處女作，
變身劉亞仁死對頭絕命尬車！

《極速首爾》超吸睛的亮點，偶像組合WINNER成員

宋旻浩(Mino)出道多年，首次挑戰大螢幕演出，這是他首

部電影作品，從公開的預告還有劇照可以發現，宋旻浩換

上一身紅的運動裝，飾演「上溪洞至尊隊」的死對頭，並

視劉亞仁為眼中釘，將與對方在首爾展開絕命尬車，對於

宋旻浩首次破格演出，劉亞仁被問到與對方的合作感想時

，更坦言「受到衝擊」，表示宋旻浩獨特的自由感以及表

現力相當適合這部電影，原本還擔心宋旻浩首次演電影會

不會有壓力，但看到對方的自我突破也讓劉亞仁感嘆不已

，因此讓不少人期待宋旻浩帶來的驚喜演出！

Netflix《極速首爾》看點4.吳正世飾演檢察官，
金成均、文素利挑戰演大反派！

《極速首爾》除了眾多年輕演員們出演，實則也集

結了大咖演員共演，包括吳正世飾演檢察官，為該片的

作戰計畫發起人，吳正世向「上溪洞至尊隊」提出了神

秘的作戰計畫，進而展開一連串刺激事件。片中也不乏

有反派角色，金成均在《極速首爾》可以說是復刻了

《請回答1988》的造型，不過卻是截然不同角色，金成

均變身為負責搬運VIP秘密資金、洗黑錢的秘密組織室

長，是片中的極惡人物，而片中另一大反派由文素利出

演，飾演VIP們的幕後實權人物、高利貸市場中具有影

響力的人物，這也是文素利首次挑戰演出「女魔頭」在

片中耍狠無極限，實力派演員們豪華卡司陣容，更顯劇

情張力！

Netflix《極速首爾》看點5.犯罪喜劇動作片，展
開飆風秘密作戰計畫！

《極速首爾》不是單純的飆車動作片，除了有夢幻卡

司陣容出演，還有1988年代的復古時代背景，該片同時也

加入了犯罪查案元素，吳正世飾演的檢察官，交付給「上

溪洞至尊隊」提出了神秘的作戰計畫，要他們以間諜方式

，加入了「VIP秘密資金運輸作戰」，滲透進反派文素利

與金成均的幕後組織，展開秘密資金的調查，劉亞仁就這

樣率領夥伴在首爾載著滿車不法資金，在首爾街頭上演激

烈飛車追逐，不僅同時要躲避警方追緝，同時又要找出秘

密資金的證據，引發一連串刺激驚險的事件！該片相當刺

激又過癮的賽車飆風題材，在今日下午3點正式上線，喜

歡的觀眾們千萬別錯過！

Netflix《極速首爾》5大看點

劉亞仁率車隊上演1988頭文字D
宋旻浩破格演出絕命尬車

Netflix在8月一連公開多部原創系列作品，包括火爆特務片《救命卡特》、暗黑韓劇《模
範家族》，以及即將在今日上線的復古飆風動作片《極速首爾》，讓觀眾在暑假追得過癮！
《極速首爾》將帶觀眾一同回到1988年復古年代，並由華麗陣容卡司出演，由劉亞仁領銜主演
率車隊 「上溪洞至尊隊」 執行任務，成員還包括高庚杓、李奎炯、朴柱炫、邕聖祐等演員主演
，展開了秘密作戰計畫，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宋旻浩(Mino)的電影處女作，破格演出為劉亞
仁死對頭，為劇情帶來不少亮點！

史蒂文· 斯皮爾

伯格以自己為原型的

成長題材電影《造夢

之家》首曝預告，該

片作為多倫多電影節

開幕片近日進行放映

，目前爛番茄80%

（5個評價）、IM-

Db9.2分（60人打分

）。該片將於11月

11日在洛杉磯和紐約

點映，11月23日北

美公映。

據悉，影片主

要聚焦男主角塞米·

法博曼的成長時期

，他發現了一個令

人心碎的家庭秘密

，他通過探索電影

的力量來幫助自己

看到真相。男主角

塞米由 加布里埃

爾· 拉貝爾扮演，米

歇爾· 威廉姆斯飾演

塞米的母親，保羅

達諾扮演塞米的父

親，塞斯· 羅根扮演

塞米的叔叔。

斯皮爾伯格半自傳電影
《造夢之家》11月23日北美公映

星戰衍生劇集《曼達洛人 第三季》在D23展會首曝預告片，

繼續聚焦佩德羅· 帕斯卡扮演的角色「丁· 賈林」，很多熟悉的面孔

又回來了。

上一季「丁· 賈林」為了救尤達寶寶「格羅古」摘下了面具，

面臨被曼達洛人族群開除的危險……新一季將於2023年2月在「迪

士尼+」上線。

星戰衍生劇《曼達洛人 第三季》
2023年上線流媒體

查理茲· 塞隆主演的

奇幻片《善惡學校》曝

中字預告，影片改編自

同名暢銷小說，講述蘇

菲和阿加莎突然被送到

訓練年輕英雄和反派的

魔法學院，幫助維持世

界的善惡平衡。本是閨

蜜的二人，從此被迫相

互對立。

預告中，兩位主角被

告知灰姑娘、白雪公主、

惡皇后等童話故事裡的好

人和壞人都是「善惡學校

」教出來的，進入學校的

學生可以選擇當好人還是

反派。影片由保羅· 費格

執導，將於今年 10月 19

日上線Netflix。

童話都是學校教出來的
塞隆《善惡學校》曝中字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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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9月16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凌晨曦

抵台與港隊會合 出戰台維斯盃

▲王康傑曾於2019年在台維斯盃
為港隊上陣。 資料圖片

◆◆香港台維斯盃代表隊香港台維斯盃代表隊（（左起左起）：）：黃澤林黃澤林、、王康傑王康傑、、余曉東余曉東、、黃俊鏗黃俊鏗、、陳珏汛陳珏汛。。
網總圖片網總圖片

◆◆龍佳龍佳（（右右））不不敵日本選手森川美和敵日本選手森川美和，，屈居亞軍屈居亞軍。。 新華社新華社

◆◆黃澤林在美網打黃澤林在美網打
入青年組男單入青年組男單44強強，，
狀態正佳狀態正佳。。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由香港中
華游樂會主辦的“第74屆全港網球公開賽”
即日起至本月25日下午7時接受公眾報名。賽
事將於10月15日開賽，賽期橫跨6星期，公
開組錦標賽決賽預計在11月底進行。每屆
“全港網球公開賽”都匯聚了全港網球好手同
場較技，本屆賽事勢必引來一番群雄逐鹿，爭
奪冠軍殊榮。

“第74屆全港網球公開賽”將進行11項

賽事，包括男女子單打、男女子雙打、混合雙
打、18歲或以下青少年男女子單打、18歲或
以下青少年男女子雙打以及14歲或以下青少
年男女子單打。賽事獎金獎品總值逾港幣40
萬元。

其中男女子單、雙打公開錦標賽決賽將會
在YouTube（CRC OPEN）網上全程直播，市民
可透過網站（www.crcopen.com）或 Facebook
（crcopen）、Instagram（crc_open）專頁觀看。

2019年港隊曾於亞大區第II組與中國台北相遇，當時以0：4慘敗。回想
當年，曾受疫情影響一直在海外長達14個月的
黃澤林表示，“那是我第一次代表香港參加這
項成年組的大賽，當時我只有15歲，因此缺少
經驗而致敗北。但如今，我已擁有兩、三年國
際大賽經驗，希望激勵及帶動隊友打出最佳的
網球。”他還承認，港隊與中國台北隊在實力
上有一定差距，但他仍希望與隊友並肩作戰，
不論輸贏都全力以赴，盡量拉近分差。

自新冠疫情爆發後，全球體育活動陷於停
擺，香港也封場、所有比賽取消，港隊訓練大受
影響，令各成員不是退役就是不得不長期在海外
訓練比賽。隊員王康傑坦言，“疫情初期我幾乎
處於半退役狀態，整整1年2個月沒有參加過比
賽”。但“現在我們已準備就緒”。

曾受疫情影響 現準備就緒
港隊於今年3月的世界第III組附加賽擊敗

貝寧，得以升上世界第II組迎戰中國台北，若
獲勝便在明年躋身世界第I組附加賽，否則就降

到世界第II組附加賽。中國台北陣中以單打世
界排名183位的吳東霖最為人熟悉，他於今年4
月收穫生涯首座ATP挑戰賽單打冠軍，令其世
界排名創新高。雙打方面，也有雙打世界排名
161位的許育修坐鎮，許育修今年已贏得9座
ITF雙打冠軍；另一位雙打好手何承叡則已奪3
座ITF雙打冠軍。

對於如何排兵布陣迎戰強敵，港隊隊長余
曉東透露，“（港隊）到埗的頭兩日，（台
北）一直落雨，直至周三才投入訓練。我們各
單打球員的狀態非常好，雙打也從未如此強
大，但我們需試過所有配對後才能確定雙打陣
容。”余曉東還稱，“台北的比賽場地令球速
較快，甚至比維多利亞公園球場還要快，但我
個人比較鍾意，因曾在那裏打過世界大學生運
動會及挑戰賽，不存在不適應。”

賽事設4場單打及1場雙打，所有比賽均採
3盤2勝制。

2022年亞洲女子沙排錦標賽
北京時間14日在泰國黎逸府揭
幕。當日小組賽結束兩輪爭奪，
中國組合曾津津/王鑫鑫、林美
媚/夏欣怡收穫兩連勝；袁呂
雯/董頡取得一勝一負。

2022年女子沙排亞錦賽
於9月14日至17日舉行。
共有32對組合參賽，分成
8組，每組前兩名晉級16
強，隨後進行16強賽、8
強賽、準決賽和決賽。

中國共三對組合參
賽，E組的曾津津/王
鑫鑫首輪2：0（21：13/21：14）闖關後，第二輪又以2：0擊
敗泰國組合蘇奇納/阿平亞，兩局比分均為21：13。

林美媚/夏欣怡被分在C組。小組賽首輪，林美媚/夏欣
怡2：0戰勝新西蘭組合薩德利爾/迪克森，兩局比分為21：
3、21：7。第二輪，林美媚/夏欣怡2：0擊敗菲律賓組合隆
迪納/龐斯，兩局比分為21：10、21：11。

D組的袁呂雯/董頡首輪激戰三局以1：2負於泰國組
合帕特查拉蓬/基達帕，三局比分21：16、19：21、10：
15。第二輪，袁呂雯/董頡2：0輕取一對馬來西亞組合
贏得首勝，兩局比分為21：3、21：9。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在14日進
行的2022摔跤世錦賽女子自由式65公斤級決
賽中，中國選手龍佳奪得一枚銀牌。

龍佳與2021年世錦賽銀牌得主、日本選
手森川美和相遇。整場比賽，龍佳防守嚴密，
讓森川美和在技術分上顆粒無收。第二節龍佳
進攻非常主動，一度做出後倒背動作將對手摔
倒在地，可惜稍有遲疑，沒有及時做出後續動
作，讓森川美和化險為夷，從而失去絕佳的制
勝機會。最終，森川美和獲得一個邊界得分和
一個罰分，以2：0小勝。

賽後在解讀0：2的結局時，龍佳認為，
對手在細節的處理與場上節奏的把握上比自己
好，而自己技術相對粗糙一些，對手的針對性
練習也更好些，這些都是自己今後需要加強的
地方。

教練張崇瑤高度評價龍佳在場上的表
現，認為龍佳在做出後倒背動作的時機方面掌
握得非常不錯。“但可能太順了，這個機會找
得太好了，大概龍佳自己都沒有想到機會來得
如此之快，有一絲停頓，使得局面陷入僵持，
喪失了稍縱即逝的贏得比賽的機會。”他表

示，今後除了技戰術，還要加
強思想、精神方面的訓練，在
機會面前要大膽、果斷。

龍佳的表現給對手留下了深
刻印象。森川美和賽後說，7月在
波蘭的A級系列賽中就曾與龍佳交
過手，龍佳實力“很強大”。

中國選手周鳳與張騏稍後將分別
參加女子自由式68公斤級及59公斤級
復活賽。同日，男子自由式摔跤也將
拉開戰幕。

有網球世界盃美譽的“台維斯盃男子網球團體錦標賽”，北京時間

本周末將展開世界第II組首輪賽事，其中香港對中國台北的比賽定於

17-18日在台北市網球中心室外Show Court球場舉行。剛於大滿貫賽

事美國公開賽打入青年組男單4強的港將黃澤林，已於日前抵埗賽地與隊友會合，他期望在累積

越來越多的國際賽經驗後，可以與隊友並肩作戰打出一場精彩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選手龍佳摔跤世錦賽摘銀

台維斯盃世界第台維斯盃世界第IIII組組（（99月月1717--1919日日））

中國台北隊 VS 香港隊

吳東霖、莊吉生、許育修、楊宗樺、何承叡 VS 王康傑、黃澤林、黃俊鏗、陳珏汛、余曉東

全港網球公開賽接受報名

沙排亞錦賽中國兩組合連捷

◆◆中國組合林美媚中國組合林美媚//夏欣怡夏欣怡（（藍衫藍衫））首首
輪輪以以22：：00戰勝新西蘭隊戰勝新西蘭隊。。 AVCAVC圖片圖片

◆◆龍佳龍佳（（左一左一））與冠軍選手森川美和與冠軍選手森川美和（（左二左二））及兩名季及兩名季
軍選手合影軍選手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冀激勵隊友冀激勵隊友
打出精彩比賽打出精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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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暖暖的微笑》上映
結巴老師宋曉峰爆笑求職，幽默又溫情的電影

校園題材電影《暖暖的微笑》已

經在網絡視頻平臺上映播出了，該片

由宋曉峰、歐譚凱聯合執導，宋曉峰

、崔誌佳、純情阿偉、宋之馨、劉妙

等人聯合主演，主要講述了宋曉峰飾

演的結巴老師李暖暖與“差生班”學

生們鬥智鬥勇，帶領差生班逆風翻盤的

爆笑勵誌故事！

該片的編劇李海兵老師，是本山傳

媒的簽約編劇，也是《鄉村愛情》系列

的禦用編劇！大家都知道宋曉峰就是通

過《鄉村愛情》系列火起來的，那個口

吃的虎保安，現在已經成了趙家班的臺

柱子。《暖暖的微笑》算是李海兵為宋

曉峰量身打造的壹部電影，宋曉峰飾演

的男壹號李暖暖，和《鄉村愛情》中的

宋曉峰壹樣都是小結巴，而且這部電影

也是宋曉峰自導自演！

劇情設計上，《暖暖的微笑》和

2018年上映的印度電影《嗝嗝老師》非

常相似，講述的都是說話不流利的老師

被多所學校拒之門外，最後把握機會、

頂住壓力、無視嘲笑，帶領差生班完成

逆襲的故事！

影片的劇情梗概大致如下：李暖暖

從小就患有口吃的毛病，說話磕磕巴巴

不流利，為此他被同學欺負和嘲笑、被

未來的嶽父瞧不起。口吃的李暖暖的夢

想是當壹名語文老師，他如願考上了師

範大學，因為口吃，面試很多家學校都

失敗了。終於，有壹家學校願意聘用他

，但帶的卻是學習成績最差、學生最難

管的班級，面對學生的嘲笑、輕視和同

事的排擠，李暖暖決定把差生班拉回正

軌！

宋曉峰飾演的李暖暖從小就有口吃

的毛病，但他卻是從名牌大學中文系畢

業的，畢業後開始在各大高中面試語文

老師。結果顯而易見，十幾所學校都以

口齒不利落為由將他拒之門外。不過李

暖暖有壹個貼心的女朋友壹直鼓勵他，

所以並未放棄教書育人的夢想。終於，

有壹所學校對他敞開懷抱，不僅讓他當

語文老師，還讓他當班主任，可帶的卻

是學校有名的差生班！

學校之所以如此，全是因為教導主

任在背後使壞，主任不學無術的侄子也

在這所學校任教，學校采用末位淘汰制

，為了找人給侄子墊背，主任便遊說校

長聘用李暖暖，倘若摸底考試差生班不

達標，李暖暖就必須主動辭職，而主任

的侄子也能就此順利轉正！

蒙在鼓裏的李暖暖滿懷激情沖到了

工作崗位，可他看到的卻是壹幅群魔亂

舞的景象。剛開口說話，就遭到了學生

的瘋狂嘲諷和模仿，學生捉弄他、同

事議論他、準嶽父瞧不起他，李暖暖

的激情瞬間壹掃而空，他想放棄、想

逃避，但想起自己的理想和女友的期

望時，壹次又壹次咬牙堅持。飯盒被

放泥鰍、講臺被潑膠水、衣服被貼標

簽……不管學生們如何惡作劇，李暖

暖總是微微壹笑！

為了把差生班帶回正軌，李暖暖開

始從根本上尋找問題，其實差生班之前

凝聚力很強，上壹任班主任病逝後，很

多學生開始自暴自棄放棄學業，以至於

想學的人也學不了，還有很多學生因此

轉學，再加上班上有小超這個學渣兼叛

逆少年，所以班風越來越差！李暖暖了

解到，上壹任班主任住院期間，學生們

因為心神不寧，所以在籃球比賽中輸給

了低年級同學，導致最後壹絲凝聚力也

沒了，所以李暖暖苦口婆心懇求校長，

讓已是高三的差生班參加這次校園籃球

賽！

為了讓學生們好好練球，李暖暖

打著手電陪同訓練，他的壹舉壹動漸

漸讓學生們動容，最後全班在籃球場

點滿了蠟燭，讓籃球隊努力訓練。最

後功夫不負有心人，差生班在籃球賽

中壹舉奪魁，重新把凝聚力找了回來

！不僅如此，李暖暖還分析了小超等

叛逆學生的家庭環境和心理問題，為

了把小超的心拉回到學校，他甚至充

當肉盾替小超擋下社會混混的毆打。

最後學生們不僅尊稱他為老師，還稱

呼他為大哥！

摸底考試中，差生班完成逆襲，

李暖暖也順利留了下來。慶功宴上，

學生們因為太過興奮，所以偷偷把杯

子裏的水換成了酒，這也讓主任侄子

抓住了把柄，李暖暖因此被迫辭職！

大結局中，全班學生壹起趕赴李暖暖

新公司懇求他回來的場面讓人動容。

總體來看劇情還不錯，就是大結局有

點出人意料！

開心麻花網絡電影《奇妙能力哥》今日爆笑上線
菜鳥小隊熱血開啟除惡大作戰

由浙江開心麻花影業、北京河流文

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網絡電影

《奇妙能力哥》今日在騰訊視頻全網首

播。該電影由張凱執導，徐曉璐、張凱

編劇，王元虎、姚曉棠、許慧強主演，

講述了幫人解決各類麻煩的小野事務所

主理人張小野和立誌用筆頭懲惡揚善的

新晉報社記者鹿菲，因為壹個詐騙斂財

組織而交織在壹起打擊黑暗勢力的故事

。壹場意外結伴的正義旅途，三個互不

待見的不靠譜搭檔，以除惡之名向著黑

暗勢力正式進發！

菜鳥小隊計中計勇擊黑惡勢力
反轉烏龍不斷上演黑色幽默
《奇妙能力哥》物料壹經曝光就吸

引關註無數，三個充滿“奇妙能力”的

奇葩主角，壹個將大家陰差陽錯糾纏在

壹起的意外，壹場以正義為名的爆

笑除惡，通過劇情走向融入意想不

到的包袱段子，為觀眾奉上壹場笑

料 buff 疊滿的誠意之作。同時，

《奇妙能力哥》除了爆笑橋段，還

於故事中融入動作、懸疑、愛情等

元素，多重元素疊加碰撞出該電影

非同壹般的黑色幽默底色，滿滿的

亮點引發網友無限期待，不少人

留言道“預感是長在我笑點上的電

影”、“有內味兒了”。

該電影今日曝光全新海報，王

元虎飾演的江湖騙子張小野腦袋處

於“靶心”位置，旁邊的靶子被亂

刀插入，頭頂神秘鼠像的他滿臉寫

著害怕和緊張。張小野的墨鏡反光

中，姚曉棠飾演的鹿菲和許慧強飾

演的鄭正好都手捏飛鏢，表情帶著

同款“怨氣”，眼神裏好像寫著對

他們的好搭檔張小野的不滿。整個

畫面自帶引人猜想的故事感及緊迫

感，難道是菜鳥小隊起了內訌？還

是因何緣由意見不統壹默契不在？

他們的除惡之旅能否順利進行？各

種疑問層出不窮吊足觀眾胃口，對電影

的期待更添壹分！

新鮮聚焦社會尖銳問題
小人物嬉笑怒罵也閃光
網絡電影《奇妙能力哥》的故事極

為罕見地以詐騙斂財組織為切入口，將

原本毫無關聯的三個人聯系在壹起，身

份迥異的三個人自然而然生出許多反差

性的沖突笑料。張小野的劍走偏鋒遇

上鹿菲的耿直熱血，再加上以“觀

察生活”為目標磨煉演技的鄭正好

，江湖騙子、正義記者、末流演員

的菜鳥組合，彼此間對戲所擦出的火

花每次都戳中笑穴。奇妙新穎的故事

與熱梗連連的戲劇風格，立體鮮明的

人物角色與出人意料的劇情發展，不

僅喜劇氛圍濃厚，也能讓觀眾感受到

巨大的新鮮感。

在喜劇外殼包裝下，《奇妙能力

哥》同時蘊含著深刻的人文關懷和對

稀缺的現實議題的討論。雖為生活中的

小人物，但他們的人生依舊微小卻閃

亮，菜鳥小隊的成員們在《奇妙能力

哥》中身懷正義壹腔熱血，以自己的

方式破解社會上真實存在的騙術。同

時，相關劇情也引發觀眾對現實中的

各種騙術的警醒與反思。電影《奇妙

能力哥》兼具詼諧幽默的情節設計、走

心動人的情感內核，不少觀眾在收獲了

快樂的同時也對影片中的真情表示感同

身受，紛紛表示：這個喜劇不壹般，笑

中有淚印象深刻。

《從前慢·

白首要相離》

主要講述了壹

對剛過七旬的

老夫妻黎念華

和杜春麗突然

提出要離婚，

孫女黎蘇蘇在

調查兩人離婚

原因的過程中

逐漸揭開兩人

五十年的恩愛

故過往，並逐

漸領悟婚姻真諦的故事。

本劇用輕松治愈的風格

呈現老年人的生活狀態和情

感世界，用上壹輩人樸實、

純粹的愛情觀，引發當前社

會崇尚“速度與激情”的年

輕人對“愛情”、“婚姻”

、“家庭”、“自我”的壹

系列思考。

劇中，無論是年輕的黎

念華、杜春麗、白清語，還

是年過古稀的黎爺爺、杜奶

奶、白奶奶，他們都在用自

己的方式守護愛情。黎念華

的“理解”和“包容”，杜

春麗的“勇敢”和“奉獻”

，白清語的“堅韌”和“溫

柔”，都是愛人相處之間最

為寶貴的品質，也是我們所

處的時代的感情觀中最為稀

缺的品質。

除此之外，爺爺奶奶們

在跟兒孫輩相處的過程中所

呈現出的民間智慧、責任感

、使命感、家國情懷、女性

獨立意識的覺醒……讓人感

動之余，也能讓觀眾感受到

愛情的美好、家庭的溫暖、

人性的“真善美”，給觀眾

的內心帶來啟迪。

愛情充斥著各種柴米油

鹽的細節，對於壹部愛情題

材的電視劇來說，想拍得冗

長很容易，但是像《從前慢·

白首要相離》這樣克制，拍

成短劇形式的卻很少。

整部劇言簡意賅，在很

多細節處大量留白，給觀眾

很多遐想的空間。相較長劇

而言，看完壹整部短劇也無

非只用幾個小時，和看壹部

好萊塢超級大片的時長差不

多。爺爺奶奶看似過時的愛

戀，反而給這對年輕人的愛

情觀產生積極影響。

讓這部劇極受好評的，

不是燒腦的情節，也不是濃

烈的愛恨情仇，而是壹種直

擊心靈的治愈感。白首夫妻

突然離婚大作戰，通過對往

昔的回憶，幾個小故事以壹

種輕巧的方式串聯在壹起，

甜蜜發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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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19位

候選港姐15日以泳裝宣揚自然生態保

育訊息，而4號許子萱則獲選“生態保

育大使”，負責推動大眾對生態保育

的訊息，傳承香港小姐推廣及愛

護香港的使命。早前確診的5

位佳麗陳銘鳳、何思懿、邢

慧敏、何詩琪及楊溢已康

復悉數歸隊，大會為安全

起見，已安排眾佳麗入住酒

店作閉環式訓練，同時要求佳

麗自律減少外出，保證決賽夜能順

利進行。

首演失明人士

惠英紅 吳岱融各有演繹方式
《美麗戰場》火藥味濃
陳瀅惹怒劉佩玥遭狠摑

許子許子萱萱張光張光怡怡
無懼攻擊無懼攻擊

學 霸情商高情商高
確診佳麗康復歸隊泳裝宣揚生態保育

香港文匯報訊縱橫影壇數
十年的影后惠英紅在改編自真

人真事的電影《一路瞳行》中首度飾
演失明人士，電影以新晉導演朱鳳嫻（Judy）
的原生家庭故事及成長經歷為藍本，講述父母
失明，誕下視力健全的女兒，女兒長大後深覺
只是父母的盲公竹，對家人又愛又恨。戲中紅
姐與吳岱融為失明夫妻，養育視力健全的女兒
吳千語，紅姐和吳岱融成功拍攝出盲人的狀
態，神似度讓導演Judy讚嘆不已，並在早前的
優先場均口碑載道。電影已於本月15日全港上
映。

Judy的父母屬於兩種不同失明狀況，母親
是眼睛變白、神經線壞了控制不到眼珠怎樣郁
動，而父親則是神經線萎縮，睜不開眼睛。紅
姐為了演好失明母親角色，在造型及事前準備
都非常認真，除了素顏上陣、染白頭髮外，本
身有乾眼症的紅姐更破例主動要求配戴特技隱
形眼鏡，令眼睛變白，在外觀上更貼近失明人
士。

紅姐說：“過去幾十年拍戲都未試過戴隱
形眼鏡，因為有一定危險性，但作為一個演員
有時候也要犧牲試一試。”雖然戴隱形眼鏡有
時會刮到眼睛變紅，但紅姐也毫無怨言，表
示：“我一直滴着類固醇藥水，希望能支撐完
這段時間。”

此外，在拍攝現場上，不時見到紅姐在roll
機前於眼睛前方舉起手指像對焦一樣，紅姐解
釋做資料搜集時知道有些視障人士因為從小到

大都失明，所以不懂得去控制肌肉，導致眼睛
“飄”得相當厲害，因此在開拍前一直訓練自
己，令眼睛受控。

紅姐說：“你會見到我一隻眼是斜視，同
時又要有表情，這些表情不能影響我表達的情
緒，所以這是唯一一套戲我每一組鏡頭都看回
放。”

吳岱融同樣是首次飾演失明人士，在演繹
上與紅姐有所不同，以睜不開眼睛的方式來
演，吳岱融透露拍攝前曾經到盲人按摩店取
經，留意對方的細節，覺得失明人士在觸摸物
件上十分純熟，並不是想像中的慌忙，所以在
拍攝時特別加入這細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葉念琛監製、編劇及導
演，五大花旦陳瀅、蔣家旻、劉佩玥、陳曉華及朱晨麗擔
正，兩大小生陳山聰及方力申演出的無綫55周年台慶劇
《美麗戰場》，將於10月3 日播映，一直沒有現身官方宣
傳的唐詩詠，亦有閃現第二輪宣傳片。

在兩條最新預告片中，其中一條預告片開首即是選美
活動記招現場，在葉念琛解釋“美麗戰場”定義的同時：
“美麗就係一班女人嘅成長、爭鬥，戰場就係佢哋喺人生
嘅軌跡裏面遇神殺神，先可以登上權力頂峰”，鏡頭穿插
了陳瀅心事加心計Look、劉佩玥驚呆得來心有不甘，及蔣
家旻歇斯底里狠樣，短短9秒已滲透着濃濃戲味。

除了交代故事背景及中心思想，第二輪兩條宣傳片重
點均落在陳瀅身上，劇中性格絕不認輸的陳瀅，抱着“我
點都要同你鬥到底”的決心，一步步似是走向眾叛親離之
路。

除了要含淚面對陳山聰的反擊性指控：“係你逼我成
為你嘅惡夢”，又遭劉佩玥怒摑兼追問：“點解你要咁對
佢，你良心去咗邊，你係咪人呀？”在短短數秒的場口轉
換中，陳瀅先後演繹了純真、委屈、自信及冷漠等不同層
次的情緒。陳瀅更有性感大露背造型，相當搶鏡。

早前傳出兩位學霸佳麗許子萱與張光怡因綵排而
鬧不和，15日見二人感情要好，不時手拖手互

相支持對方，以行動來粉碎不和傳聞。許子萱說：
“報料者的想像力太豐富，我們由排舞開始都沒有
發生過不和，真是冤枉。”不過，許子萱坦言剛認
識張光怡時，覺得對方是醫生很有距離感，但相處
後才發覺大家都是真性情之人，而且同被冠以學霸
之名，有惺惺相惜之感。

張光怡強調無“公主病”
許子萱稱不和傳聞沒有影響到她與張光怡的感

情，反而認為是一個催化劑令她們更親密。張光怡
也強調與許子萱從沒有鬧交，可能她本身為人慢
熱，對方是熱情之人才有誤會，她說：“我們組開
會討論時都各有意見，大家都想為件事好，情緒上
沒有波動。”對於高層要出面向二人“照肺”平息
事件，張光怡也否認道：“更加沒有，我們一直是
好朋友。”至於為何二人成為目標被人攻擊，許子
萱笑言可能她倆都是學霸出身，但深信清者自清，
謠言止於智者的道理。有指張光怡訓練期間“公主
病”大發，她也否認其事，直言“公主病”不可能
發生在香港小姐身上，甚至做醫生也不應該有。

陳瑞菱（Reina）與張光怡及許子萱同組訓練兼
組隊，有指她為平息二人不和而充當“和事佬”，
她說：“情況是我們組的人都好喜歡溝通和傾偈，
可能大家講說話太大聲，其他人就有誤會，她們兩
個是無辜的，我見到新聞都有點不開心。”有傳

Reina的樣貌與早年有很大出入，惹來整容疑雲，她
解釋道：“我沒有整過，我都滿意自己的輪廓，反
而最想改善皮膚。報道用了我去年的片段做對比，
可能是角度問題。”至於有指Reina媽媽是美容院老
闆娘並有份贊助TVB節目，她也表示沒有贊助，相
信媽媽是借出場地時令人產生誤會。

陳銘鳳康復後狀態不俗
邢慧敏（Sharon）確診期間傳出她的媽媽原來

有經營麻雀檔超過10年，曾被突擊搜查時惹上官
非，而她也被揭左手手腕有紋身，負面新聞不絕。
剛康復的Sharon表示身體狀況沒大礙，只是有點中
氣不足，但不影響體能。對於手上有紋身，Sharon
稱在18歲紋上英文字courage（勇氣）來鼓勵自己，
說：“以前我性格比較內向和怕醜，我沒有刻意去
遮掩，只是做模特兒後因工作需要才會遮，兩年前
我都開始洗紋身，因為影響到做模特兒的工作，有
時用粉遮紋身會容易弄髒衣物，所以我很少接婚紗
模特兒的工作。”至於媽媽是否經營麻雀檔，她
說：“媽咪是家庭主婦也有打工，沒有聽過她惹官
非，我不擔心新聞影響到評判對自己的印象，相信
評判的專業眼光。”

兩位剛康復的佳麗陳銘鳳與楊溢自言狀態不
俗，雖然確診過會有抗體，但也會謹守防疫措施，
除進食外都會戴上口罩。至於陳銘鳳在內地社交平
台擁有超過200萬粉絲，上載廣告相及短片的收費
高達5萬多人民幣，她說：“只是官方報價，我都希

望之後有這個價，因為我是公司老闆，收入都屬於
公司要出糧給員工。”

決賽由幾代司儀坐鎮
大會統籌經理何小慧透露港姐決賽日子不會再

更改，所以會做足防護措施來保護佳麗，也要求同
房的佳麗互相監察對方健康，萬一有身體不適也沒
法子，就像學生患病不能去考試一樣。何小慧同時
公布今屆港姐請來黎明擔任表演嘉賓，亦有《聲
夢》學員、畢業生和其他歌手參與，她高興黎明一
口答應演出，對方到時會上台唱歌，也沒有特別要
求。至於大會司儀方面，何小慧稱今屆司儀陣容鼎
盛，有鄭裕玲、曾志偉、陳百祥、陳欣健、鄭丹瑞
及麥美恩等14位幾代司儀坐鎮，舞台設計也會穿梭
港姐50年的標誌場景，將歷年利舞台、機場及紅館
的舞台重現眼前。

◆◆本身有乾眼症的惠英紅破例主動要求本身有乾眼症的惠英紅破例主動要求
配戴特技隱形眼鏡配戴特技隱形眼鏡。。

◆◆ 吳岱融認為失明人士在觸摸物件上吳岱融認為失明人士在觸摸物件上
十分純熟十分純熟。。 ◆◆陳瀅含淚面對陳山聰的反擊性指控陳瀅含淚面對陳山聰的反擊性指控。。

◆◆ 1919位候選港姐位候選港姐1515日以泳裝宣揚自然生態保育訊息日以泳裝宣揚自然生態保育訊息。。

◆許子萱獲選“生態保育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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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電影《《一路瞳行一路瞳行》》改編自真人真事改編自真人真事。。



说起马耳他，你首先联想到的，是不是壮

美的自然景观、悠久的人文风光和愉悦的度假

天堂呢？其实这个以“欧洲后花园”著称的地

中海迷你岛国，实力远不止于此，它还是远近

闻名的欧洲投资胜地呢，环球小编接下来就带

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为何说马耳他是欧洲投资

的不二之选。

首先，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一定是

有完善有力的金融监管与法律框架作为支撑的

。成立超过20年的马耳他金融服务局 (MFSA)

是马耳他唯一的金融服务监管机构，其监管及

经济制度主要服务于投资基金、保险公司、证

券行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等，并且不断根据实

际需要产出优秀的金融治理方案，本月MFSA

还刚刚出台了对实体公司的治理准则，意为更

好的保障马耳他中小型企业的权益。与此同时

，马耳他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采取更有利于

开放经济和直接投资的经济政策，立志将马耳

他变成国际商业和金融发展的模范平台，这也

给本地和外资企业开放了更多的窗口和机会。

除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以外，马耳他良好

的语言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多元的产业发

展方向，也是它成为投资胜地的重要因素。英

语作为马耳他的官方语言，给全球各地想要在

此经商的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沟通便利，加之

马耳他语的根源是阿拉伯语，融入了众多意大

利语、德语和法语单词，这使得掌握多种语言

的马耳他人屡见不鲜，解决了根本的沟通问题

，全球化的商业合作自然更加顺畅。

其次，马耳他地理位置优越，距其他欧洲金融

中心的直航时间不到3小时，它的自由贸易港

更是周边区域的重要枢纽，得天独厚的优势让

马耳他在金融服务、金融科技、科学技术、高

价值制造业和旅游等领域多元化发展，加上经

验丰富的人才库，强大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和

高品质的生活景上添花，马耳他经济的发展潜

力未来可期。

根据马耳他金融服务局发布的马耳他集体

投资计划明细，截至2021年底，马耳他注册基

金的资产净值达20.5亿欧元，年增长率38.8%

，越来越多国际贸易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投

资所入驻马耳他，二者相互促进，使马耳他的

商业、贸易服务、投资管理服务等金融服务渐

成体系，规模日益壮大，从而走出欧洲为全球

客户提供服务。

那么拥有如此优秀金融环境的马耳他，到

底有哪几大行业是值得投资的呢？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信息技术行业了，在欧

洲，马耳他是信息通讯技术（ICT）迅速发展

的市场之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信息通讯技术

、电子商务、媒体和网络法，都已成为马耳他

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马耳他政府还在

持续向信息通讯技术领域进行大量投资，这些

在软件领域的成就成功吸引了国际大型软件公

司如华为、微软、甲骨文等知名企业的注意，

根据欧盟发布的2022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

（DESI）排名，马耳他排名第六，仅次于瑞典

和爱尔兰，马耳他信息技术行业的前景不可低

估。

此外，马耳他房地产行业的崛起，也吸引

了世界各界高净值人士在此进行房产投资，近

年来欧洲的房价和租金持续上涨，据数据统计

，2022年欧元区房价上涨了9.8%，欧盟房价上

涨了10.5%。而马耳他一直处于欧盟国家和欧

洲中上水平，自2010年至今，房价涨幅超50%

，租金涨幅超20%，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马耳

他的房产交易需求依然在逐步上升，东南部和

戈佐地区所有类型的房产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

增长，对于投资者来说正是入手的好时机。

最后，马耳他还被称为全球数字货币和区

块链技术投资人的理想天堂，政府从各项政策

和管理制度上都大力支持数字货币的发展，出

台了如《马耳他数字创新管理局法案》、《数

字金融资产法案》等众多相关法案。

自2013年起，马耳他就安装了可直接交易

的比特币ATM机；2016年马耳他总理穆斯卡特

提议：将欧洲建立成为数字货币中心，自此马

耳他政府将区块链技术列为国家重点发展项目

；2019年马耳他大学推出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

的硕士学位课程，并设置30万欧元的奖学金鼓

励教学。

这一系列的举措，使业界大佬纷纷把目光

转向马耳他，币安宣布将其总部搬迁至马耳他

，波场和BigONE也纷纷进驻马耳他，因此在马

耳他投资数字货币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选择。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了解到马耳他无论

从法律制度、金融体系、语言环境还是产业

的多元化发展方面都有众多利好，再加上优

惠的税率和非双重征税条约的签订，被称为

“投资天堂”简直是名副其实，难怪全球500

强的知名企业以及众多高净值人士纷纷汇聚

于此。

作为现存唯一可一步到位投资入籍的欧盟

国家，马耳他护照的高含金量自然不言而喻，

环球马耳他项目部七月、八月无论是售前还是

售后都有众多进展，不少管道中的客户登陆马

耳他录制指纹，还有旧政客户本月成功拿到马

耳他护照，现在正是办理的黄金时机，选择环

球，选择专业，选择安心。

欧洲投资的不二之选——马耳他

近日昆州开放了临时配额，昆州也是

澳洲热门移民之地。那为什么大家都选择

昆州？那移民昆州有哪些优势呢？

先来看一组澳洲本土的数据。两个月

前，澳洲统计局（ABS）公布了新的人口

普查数据。报告中指出，大布里斯班地区

（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也

是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程

度很高！这十年中，该地区的人口增长了

近23%，已经超过悉尼。具体人口数从约

206.6万人增至252.6万人，人口增长了近

四分之一。从上面的数据可以得出，在这

十年之间，有超过46万人移居到大布里斯

班地区！尽管存在州界限制，澳洲本地人

尤其是在新州维州的人口还是大规模迁往

昆州和西澳。所以目前澳洲大部份人口都

集中在东海岸地区。

一. 为什么澳洲本地人民都热衷于移居到

昆州呢？

1.昆州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州，气候宜

人，降雨量少，气候温暖、阳光明媚，平

均年光照时长达300多天，有“阳光之州

”的美誉。年平均温度稳定在23-28℃。

旅游景色数不胜数，其中的黄金海岸以澳

洲重要的度假胜地而闻名，那悠闲的度假

气氛加上各类游乐项目适合不同年龄的人

们旅游或者定居于此。

2.布里斯班获得了2032年夏季奥运会

举办权，成为继1956年的墨尔本和2000年

的悉尼之后，成为第三座举办夏季奥运会

的澳洲城市。同时，奥运会势必会带来新

的一波红利。此时的布里斯班就像是1998

年的北京。纵观北京申奥成功后，就北京

这个城市因奥运会带来的高速发展，大家

也可想而知布里斯班以后的发展潜力是有

巨大。此前，昆州政府估计奥运会将增加

13万个直接就业机会。这使得澳洲人民更

加热衷于移居昆州，同时昆州也肯定希望

引进更多的海外移民。

3. 昆州的房价相较于其他地区偏低。

在昆州房价可能只是悉尼的40%--50%。虽

目前也面临着房源紧缺，但近日一栋位于

汤斯维尔（Townsville）的住宅出售，价格

竟然低于一辆全新汽车，售价为2万澳元

！一辆汽车的钱就可以买一栋房子！这价

钱想都不敢想！当然这只是个例，但普遍

来说，房价还是比其他地区偏低，进而生

活成本低，所以人们更愿意移居。

图片

二. 那对于我们188B投资移民来说还有哪

些优势呢？

1.经商环境好。首先昆州政府大力支

持商业发展，这就造就了经济实力不俗、

商业经营经商成本低的优势；咱们中国人

都知道一句古话：“要想富先修路！”这

句话也是也适用于任何地区。澳洲昆士兰

州从2016年便准备打造亚太地区航空枢纽

，再加上共有15个贸易港口、5个国际机

场，所以澳洲的交通是非常快捷便利的；

昆州早在2015年就对中国开放了众多投资

机会，时至今日，澳洲仍是中国人投资的

热地。不少中国企业都有在昆州投资成功

的实例。其中就包括万达、富力等知名商

界大咖。

2.昆州名校云集。其主要学府包括昆

士兰大学、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科技大

学、詹姆斯库克大学、阳光海岸大学，邦

德大学等。位于布里斯班的昆士兰大学是

澳洲八大名校之一，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

的国际学生，杰出的专业是运动科学专业

、人体运动与营养科学学院和商学院商科

经管类专业。并且在位居2023年QS世界

大学排名第50位，2022年US News世界大

学排名中位列全球第36、澳洲第3。

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一丝丝的心动

呢？那昆州188B投资移民的具体情况到底

是什么样，环球小编接下来就为大家详细

介绍：

【申请条件】

澳洲移民局对于188B投资移民申请条

件:

1. 主申请人年龄55周岁以下；

2.过去2个财年，家庭净资产不低于

275万澳币；

3. 3年以上的成功投资经验，并且过

去五年有一年在生意里有10%以上的股份

或是拥有300万澳币的投资市值；

4. 通过以上生意或投资盈利超过100

万澳币；

5. 商业甄选系统（EOI）不低于65分；

6. 投资250万澳币到合规投资中（私

人股本基金/股票基金/其他公司债权基金）

【昆州申请条件】

1.满足联邦要求

2.家庭净资产要求300万澳币

3.投资250万澳币到合规投资，以及

准备50万的安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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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此世界經濟一片愁雲慘霧之際，世界經濟論壇日前在瑞士沃
達斯舉行，會議上，匯集了不少西方世界的政治和企業精英，當今
世上的億萬富翁、凱雷集團（The Carlyle Group）的聯合創始人大
衛.魯賓斯坦（David Rubenstein）也參加了今次世界經濟論壇。

他在會議上發表世界經濟走勢及美國通貨膨脹的看法時，嚴肅
警告地說，依據眼前的經濟動態而言，今年美國聯署局委實“難以
”降低美國的通貨膨脹。

他指引大家回看今年美國的經濟，正在進入第二年的高通脹。
美聯儲近期雖然大幅度地連續加息，期望抑制物價的快速上漲，但
是魯賓斯坦卻認為，美國國內的物價，也可能只會緩慢地正常化而
矣。

近期魯賓斯坦在接受美國福克斯商業台採訪時說，他預計通貨
膨脹率將在今年年底前略有緩解，消費者價格指數可能下降2%至
4%之間，這取決於俄烏戰爭以及歐佩克（OPEC）和歐佩克+
（OPEC+）的石油產量。

“目前，我認為到今年年底，通脹率將很難降至3%或4%。”
魯賓斯坦說，“它現在在6%到8%的範圍內運行，你要大家減掉一
半，這很難做到，即使有更高的利率。”

美國8月份公佈的報告說，7月份通貨膨脹的速度略略放緩。不
過消費者價格指數比一年前仍然是上升了8.5%，它是衡量日常商品
價格的一個廣泛指標，包括汽油、雜貨和租金。雖然比6月份錄得
的9.1%的同比激增低，但仍然是接近四十年以來美國的最高水平。

美聯儲今年已經連續四次加息，包括兩次連續加息75個基點，

並暗示他們將繼續提高聯邦基金利率，直到有明確的跡象表明通貨
膨脹已經放緩。

投資者預測美聯儲在9月20—21日的議息會議後將再度加息，
只是將加息幅度放緩至25個基點。

魯賓斯坦說：“如果美聯儲這樣做，我懷疑通脹率可能會下降
到5%或6%左右，但要低於這個水平則相當困難。”

魯賓斯坦表示，隨著美聯儲將利率提高到限制性區域，失業率
可能會從目前的水平上升。 7月份的失業率跌至3.5%，這與COV-
ID-19大流行前夕錄得的歷史低點相當，但8月份失業率上升至
3.7%，主要是因為有更多的美國人正在尋找工作。

問題是，美聯儲是否能夠成功地設計一個經濟“軟著陸”，在
抑制通貨膨脹而不使經濟陷入衰退並導致成千上萬的工人失業之間
取得微妙的平衡。

“從歷史上看，如果失業率上升到5%或6%，（美聯儲會）傾
向於減少通貨膨脹。”魯賓斯坦說，“美聯儲是否能協調適度的失
業率上升，同時又不會進入經濟衰退，沒有人能知道結果。我不知
道。也沒有人知道。”

這位億萬富翁投資者表示，從歷史上看，美聯儲如此迅速地提
高利率，更可能誘發經濟衰退。不過，即便出現衰退，魯賓斯坦預
計，可能也是溫和的。

他說：“我不會說，一定會有經濟衰退，我希望我們不會陷入
衰退。但如果有的話，我懷疑，它將比我們近年來看到的任何情況
都要溫和。”

提高利率往往會
造成消費者和企業貸
款利率提高，從而迫
使雇主削減開支，使
經濟放緩。抵押貸款
利率比一年前幾乎翻
了一番，一些信用卡
發行商已經將貸款利
率提高到20%。

已經有跡象表明
經濟正在放緩：國內
生產總值（GDP）已
經連續兩個季度下降
，1—3月經濟萎縮了
1.6%，4—6月又下降
了0.6%。

魯賓斯坦曾在上
世紀七十年代的前總
統卡特政府中任職，
他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也在凱雷集團一起共事多年。鮑威爾在被提
名為聯邦儲備委員會成員之前，曾在20世紀90年代末被聘為凱雷
的合夥人。凱雷是世界上最大的私募股權公司之一，擁有110億美
元的龐大市值。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美聯儲美聯儲 欲降低通脹欲降低通脹 談何容易談何容易 楊楚楓楊楚楓

CC99
星期六       2022年9月17日       Saturday, September 17, 2022

移民資訊



CC1010臺灣影視
星期六       2022年9月17日       Saturday, September 17, 2022

楊凡導演 7 部經典作品都將一口氣在台灣

「芳華虛度影展」上映，包括了他與台灣之光

動畫導演謝文明所合作的《繼園臺七號》、

《玫瑰的故事》、《海上花》、《流金歲月》

、《妖街皇后》、《美少年之戀》與《淚王子

》。提到與謝文明攜手打造《繼園臺七號》的

契機，楊凡導演說，當初在找尋動畫導演時，

看到謝文明台北電影節的影片，當下就認為

「非他莫屬」！

謝文明導演表示「我們是經過仔細考究在

創作的」，坦言前期動畫初稿是用鉛筆畫在宣

紙，力道需很小心，後來甚至為了能讓片中角

色身材、姿勢、身段、鋼琴落指處與嘴形都能

符合導演們的想像與精密做出影音對位，還做

了 3D 建模模擬情境，再精準將影像平面化。

也就是因為如此，《繼園臺七號》是一部耗時

七年才細細雕出、猶如美術館規格等級的動畫

，為的都是嘗試想要將 60 年代的香港捕捉下

來。

融合了楊凡導演與謝文明兩大強烈美學系統

，《繼園臺七號》全片充滿各式視覺風格包括普

普、插畫、版畫等，楊凡導演笑著宣稱這就是後

現代、是真藝術。

謝文明導演回想當初接到偶像楊凡導演的電

話邀請很驚喜，連講電話時都在發抖！謝文明導

演也感嘆楊導對於美很要求，兩位導演聊著聊著

，意外爆料出《繼園臺七號》裡最受歡迎的角色

是女主角的鄰居「梅太太」！楊凡導演說：「到

最後，大家一直幫她加戲！還有她的貓。謝導要

求很高，連貓的每根毛都要求很高。後來有動畫

師跟他說『你讓貓走兩步路，我們要花1年的時間

（拍製）！』」才讓謝文明導演按耐住他瘋狂的

創作慾。

楊凡導演也爆料謝文明導演很入戲：「後來

有虞太太春情發作（橋段），這是謝導演發揮的

機會。當時我看著他自己表演起來，就躺在沙發

做各種姿勢！」謝文明導演靦腆笑說：「情慾那

個最難。動畫不是真人電影，本來動畫導演就是

要自己演、自己揣摩。要畫那個也是要花很多心

血的。」

聊到用自己的方式配音或出現在自己的電影

裡一事，楊凡導演不諱言：「我幾乎都會出現

，好像只有《淚王子》沒有。《淚王子》太純

淨了（笑）。」當初《淚王子》是由張孝全所

主演。而在《繼園臺七號》中，張孝全也有獻

聲。他飾演《紅樓夢》裡擄走妙玉的強盜，共

五分鐘的戲份裡，男神貢獻出了不同層次的笑

聲與叫聲，楊凡導演盛讚張孝全這場聲音調戲

戲碼「暴力幽默不造作」，當天配完音不但對

王家衛導演稱讚張孝全兩句，在記者會上還稱

讚「張孝全不只是帥哥」！

由鍾楚紅與張曼玉所主演的《流金歲月》也

是楊凡導演生涯一經典，2020年時中國大陸曾經

推出電視劇版，楊凡導演提到一直有人希望他能

重拍，但他沒有意願。而曾經拍過多位男神女神

演員的導演也說現在當紅的明星演員，他覺得都

長得一樣、根本分不清誰是誰，提到過往90年代

大明星都是上得了剪片室、試片室與大銀幕，可

供一層層檢視的，但現在多數明星比較屬於「電

視劇」。

楊凡導演「芳華虛度影展」，將於9月23日

登場，影展包含《繼園臺七號》、《玫瑰的故事

》、《海上花》、《流金歲月》、《妖街皇后》

、《美少年之戀》與《淚王子》等七部楊凡導演

經典作品。

楊凡導演7部作品在 「芳華虛度影展」 上映
張孝全在《繼園臺七號》飾演強盜！調戲妙玉被狂誇！謝文明是楊凡導演首選！

楊凡導演與謝文明出席 「芳華虛度」 影展記者會

揚威國際的台灣3D動畫電影《孫行者傳》宣布定

檔，將於10月14日正式在台盛大上映，由導演莊家修

耗時6年時間，劇本修改達60多個版本，團隊更完成破

百角色、50多場景的設計及3D化製作，影像及聲音的

幕後團隊高達上百人！莊家修曾將95分鐘的《孫行者

傳》擷取15分鐘片段製成《搶救唐僧（Rescue Master

Tang）》短片，在國際短片節上擄獲30個國際獎項，

在美國、法國影展都獲得極高評價，「映後大家給予

我們的評價都很正面，他們很驚訝我們的立體效果可

以讓觀眾如此沉浸入場景裡。」

《孫行者傳》高質量3D技術絕對不簡單，導演莊

家修透露全片總共約有1800多個動畫鏡頭，每個鏡頭

都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尤其是兩眼立體電影的製

作方式，我們必須同時製作左眼與右眼視差看到的兩

個畫面，算圖及合成時間的花費與成本，將

是一般非立體電影的兩倍。我們使用的立體

還原技術，可讓觀眾感受到立體畫面的視覺

震撼，但不會讓觀眾有一般看立體電影的暈

眩感。」

事實上，導演莊家修從事 3D電腦動畫

相關工作已超過 31年，他選擇「唐三藏取

經」故事搬上大銀幕立體詮釋，都因為他

童年就是資深的《西遊記》迷，認為：

「《西遊記》故事是最適合用電腦動畫這

個工具來表現的！」《孫行者傳》這回故

事聚焦孫行者、豬八戒、沙悟淨等三位弟

子護師傅唐三藏取經，遇上紅孩兒、鐵扇

公主與牛魔王，在破關打怪之中團結一心，展現深

厚的師徒與夥伴情誼，並在「孫行者」英文名字

「Sun Walker」埋下導演想傳達的信念，正如太陽傳

遞正向能量的精神，「無論挑戰多麼艱鉅，只要我

們齊心協力，永不放棄，最終就能達成目標。」

《孫行者傳》從開頭到結尾都是精彩的打鬥鏡

頭，孫悟空拳腳俐落，駕著觔斗雲騰雲駕霧、快速

穿梭，根本東方古風超級英雄。導演莊家修也表示

，《孫行者傳》電影Logo展現中華文化傳統書法藝

術，中文字體背後隱藏着「孫行者」英文姓氏的大

寫S，以英文片名《Legend of Sun Walker》進入國際

市場，盼能創造屬於東方的神話英雄。《孫行者傳

》由數位領域電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10月 14

日在台盛大上映。

《孫行者傳》台灣團隊打造立體沉浸式3D動畫
「1800顆鏡頭」 彷若身歷其境

金馬導演楊力州監製的「怪咖系列」紀錄片，由隆中向

上教育基金會支持拍攝，車庫娛樂發行，攜手新世代導演，

透過影像探討動保、同婚、移工、教育等不同議題，其中由

《動保蝙蝠俠》導演朱詩鈺執導的《關於，半夜夢見林默娘

乘著海湧把垃圾全丟進我的未來這件塑，好像是真的》（英

文片名：Oh My God Plastic Crisis Is Real）（以下簡稱《海

湧》）的主角是一對熱愛環保的夫妻「人平」和「郭芙」，

他們創立「海湧工作室」，與夥伴們為了守護海洋而不斷努

力……。

《海湧》中文片名不含標點符號，長達31個字，是台灣

影史片名最長的國片。談到這個片名的起源，導演朱詩鈺表

示，台灣是少數以「海神信仰」為主的文明，我們將海神稱

為「媽祖」，將大海的守護神當作母親一樣尊敬，「但是，

在此同時台灣人卻能忍受大海越來越髒，在每一個海邊，幾

乎都可以踩到垃圾。」以此為切入點，朱詩鈺發想出《海湧

》這個帶有輕小說風格的片名，除了勾勒出「垃圾」、「海

浪」與「未來」這三個母體，也是為了吸引不在意環保議題

的觀眾，「企圖透過可愛的片名，讓還沒看到影片的觀眾都

能接收到『別讓媽祖不開心』的概念。」至於片中到底有沒

有林默娘出現？就等觀眾到戲院一探究竟！

朱詩鈺最早知道「海湧工作室」，是因為他們在小琉球

推動的「海灘貨幣行動」，把海洋垃圾變成藝術貨幣，可以

拿去跟島上的合作商家消費，形成良性循環，小琉球的海因

此變乾淨了，他說：「如果他們能找到改變小琉球的方式，

那台灣島的改變，是否不再是癡人說夢？讓我決定跟著他們

，看見更多改變。」

在實際認識「海湧工作室」後，朱詩鈺覺得他們就像

是一個熱血的大學社團，「負責推廣理念的人平，對於環

保的知識與演說魅力，非常驚人！我常開玩笑說，人平就

是邪教教主，只要聽過他的一場演講，保證能改你三觀，

讓你從此心繫環保，身體力行。」他又說：「郭芙則是神

奇的海龜女俠，不僅熱愛海龜、熱愛環境，更是能從根基

解決問題的智者。」問到拍攝期間印象深刻的事，朱詩鈺

感慨表示太多了，「很希望影片能播三天三夜，把我的所

見所聞都讓觀眾看見，把這群人帶給全台灣的觀眾，你們

好好去認識海湧吧！」

談到希望觀眾看完《海湧》之後可以得到什麼，朱詩鈺

坦言，短片的影響力相當有限，但透過這部片，他希望觀眾

能夠了解環保真相，找到自身開始保護環境的動力，「最少

最少，也可以認識海湧這群人。追蹤一下海湧的臉書。我相

信，光是認識這群人，知道環保可以怎麼從生活中做起，就

會是改變的起點，也會是台灣變乾淨的起點。」

「海湧工作室」核心成員是一對為了保護海龜，而開始

撿垃圾的小夫妻。人平擅長宣揚環保蠱惑人心，郭芙專門開

發好玩的環保系統，讓遊客可以邊吃邊玩邊減塑。還有一票

熱血的海湧夥伴，他們一起翻轉了小琉球的環保意識，讓海

水透藍海龜洄游，共同見證一座島嶼的自然重生！

回到台灣西南沿海，垃圾問題依然嚴重，大量漁業用保

麗龍飄上沙灘！於是海湧團隊毅然決定展開「屠龍計畫」，

對決保麗龍！但是，面對龐大的產業，與人民的生活所需，

這群人能成功嗎？《關於，半夜夢見林默娘乘著海湧把垃圾

全丟進我的未來這件塑，好像是真的》將於9月16日大銀幕

上映。

台灣影史片名最長國片

看 「海湧工作室」
夫妻檔如何守護海洋



旅遊中國 CC1111
星期六       2022年9月17日       Saturday, September 17, 2022

“刮油神器”“肠胃清道

夫”“便秘者福音”“实

现拉屎自由”，这些标签

统统都指向今年夏天最热

的水果——哎，不是油柑

，而是西梅。不知你们发

现了没，最近西梅有点

“红”得发紫，什么油柑

、黄皮都被抛诸脑后，轮

到西梅登场。

比起“先涩后甜”的油柑

，西梅就显得“平易近人

”得多：不仅入口清甜，

汁水还能充盈整个口腔，

就是不能吃太多。

我宣布：西梅就是今天

“我最喜爱水果”。

这也不怪西梅现在才“红

”。西梅原产于黑海和里

海之间的高加索地区，又

叫“欧洲李”，后来在法

国种植，又在美国加州发

扬光大，被中国引入不过

是这数十年间，所以“藏

在深闺无人识”也正常。

不过，在中国西北深处，

有一座县城就在不知不觉

中实现了“西梅自由”。

每5颗西梅就有3颗来自

这

有个“新鲜出炉”的冷知

识是：新疆伽师是目前全

国最大的西梅生产、出口

和加工基地，种植面积和

产量分别占了全国的40%和60%，也就是说，中

国每5颗西梅就有3颗来自新疆伽师。

那么问题来了，伽师在哪？

相信很多人都没听过“伽师”这个地名，细

读之下，与“喀什”还有几分相像。没错，“伽

师”这个词其实就是“喀什”的同词异译，伽师

县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什”

这个译名先被占了，就译为“伽师”，在维吾尔

语里意为“天赐昌盛、美丽富饶之地”。

伽师，藏在大西北深处。

伽师也从来没有辜负过这个地名。

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缘，境内又有

排孜阿瓦提河、克孜勒河、台勒维切克河流过，

属实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一块绿洲，又有

“西域明珠”之称。

伽师县是喀什地区的农业大县。

西梅对生长环境很挑，在它还没被引入中国

之前，人们常见的只有“西梅干”，就是因为西

梅成熟期短，而且在树种改良前“酸涩无比”，

只能制成果脯食用。

但在“种瓜得瓜”的新疆面前，再酸的西梅

也不得不“低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

利于糖分积累，又有海拔高、无污染的天山雪水

浇灌，喀什北部还三面环山，阻挡寒流。这样的

地理条件别说种西梅，就算种“鞋底子”都是甜

口的。

其实新疆与西梅早已“结缘”。在很早以前

，野生西梅就生长于天山的密林之中，只不过如

今的西梅品种大多从国外引入。在这座小小的县

城里，点缀的风景早已从戈壁滩变成了西梅林，

从前人们说“不去喀什古城不算到喀什”，看来

如今还得加上一句“不吃伽师梅不算到喀什”了

。2022年，伽师县的西梅种植面积已达45万亩

，预计产量16万吨。看来“西梅自由”，伽师

人早实现了。

作为“瓜果之乡”，伽师县的秘密武器当然

不止西梅一个，伽师瓜、伽师石榴、伽师杏等水

果早已声名远播。

特别是伽师瓜，凭借极高的甜度、汁浓、皮

薄等特点居全疆甜瓜之首，又被誉为“天下第一

瓜”。伽师瓜其实是哈密瓜的一种，属于哈密瓜

中的“佼佼者”。据《疏勒地方志》记载，早在

南北朝时期，伽师就有甜瓜的种植，此后其更被

誉为“中国瓜王”和“西域珍品”，不少诗人都

有留下诗句赞美伽师甜瓜，清朝时它更被列入贡

品名单。

而伽师石榴和伽师杏也不赖。伽师石榴味甜

汁多，完全不似酸酸甜甜的一般石榴，没有一点

儿涩口；而伽师杏也是以甜度出圈，吃过新鲜的

杏子，才知口感有多惊艳。看来，要寻新疆风味

最浓郁的甜，还不得不去一趟这县城。

伽师，古西域重镇

别看伽师如今名不见经传，还得靠“瓜果”

才难得上一次新闻，在2000多年前，它可是古

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

由于距离遥远，伽师身上的历史实在“积灰

”太久，但只要拍拍灰尘，你就会发现新疆西北

深处这座毫不起眼的小县城，其前身竟可追溯到

两千多年前的西域古国之一——疏勒国。根据张

骞出使西域所编写的《汉书· 西域传》，只有

“疏勒国”条文内，赫然记载着“有市”（有商

贸集市）一词，可见当时它的繁华。

隶属于喀什地区，只要稍稍知道西域历史的

人，都明白这小县城不简单。

沿着314国道，看着道路两旁后退的戈壁风

光，你很容易联想到千年以前这里的古丝路往事

、旅途的种种艰辛以及被柏油马路掩埋的声声驼

铃……

伽师的面貌，很辽阔。

在伽师县西克尔库勒镇，有一座七彩山。比

起吐蕃的“火焰山”，这里的名气有如一粒尘埃

，隐于茫茫的戈壁之中。七彩山可谓是“伽师美

之首”，属于天山余脉，位

于我国最大的断层陷落带，

亿万年的地壳运动把这里揉

搓得千沟万壑、光彩夺目，

如同天地间流动的烈焰。

七彩山下，还有一个西

克尔湖。波光粼粼的湖面倒

映着七彩斑斓的群山，像一

个调色盘打翻在水中。

伽师的辽阔并未在七彩

山止步，在西克尔湖东北41

公里，还有一处西克尔大峡

谷。这个大峡谷是中国目前

发现最神奇、最长的断层陷

落带，更被世人所熟知的名

字是“天门神秘大峡谷”，

形成于4亿年前的印度洋地

壳板块运动，早在2006年就

被联合国评为“全球优秀地质公园”。

伽师的历史人文，也在这亿万年的风沙躁动

中得以沉淀：伽师的佛文化很浓郁，当然了，

“疏勒”是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方之一。

公元6世纪初，整个西域都崇尚佛教。东晋

时期，高僧法显在途经疏勒时，就记述了当地五

年一次的佛教大会。等到唐代玄奘行经疏勒时，

当地已有僧院达数百所，是以“僧徒万余人，习

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

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在伽师当地，还留下

了一座始建于唐代、历经沧桑的莫尔佛塔，记录

着当年佛法的昌盛。

在伽师这座小县城，还有许多西域圣贤的足

迹。比如写出长诗《福乐智慧》的作者玉素甫·

哈斯· 哈吉甫，哈吉甫是喀喇汗王朝时期杰出的

诗人、学者和思想家，他本人及其著作《福乐智

慧》在南疆的地位就相当于汉族人眼中的孔子和

《论语》，是先贤也是圣人。

在伽师城中心体育路南侧，就修葺了一座玉

素甫· 哈斯· 哈吉甫墓，庄严肃穆，具有浓郁的民

族风情。除此之外，伽师还矗立着一座阿曼尼莎

汗陵，阿曼尼莎汗是15世纪杰出的维吾尔女诗

人，也是阿不都热西提之妃，她是维吾尔古典音

乐“十二木卡姆”的搜集者和整理者。

时光荏苒，黄沙漫漫，这些建筑依旧勤勤勉

勉地记录着伽师县过去的辉煌。

馕和手抓饭，伽师人的日常

在伽师，滋养人的不只瓜果，还得是落到一

日三顿里的烟火。老艺术家发现，独特的地理人

文早已造就出无可替代的伽师味蕾：馕、手抓饭

、烤鱼、拉面、缸子肉、烤全羊……让人不得不

感叹，伽师，真的太好吃了。

俗话说：“可以一日无肉，不可半日无馕。

”除了西梅，伽师人把馕也做成了产业。馕是新

疆人的主食，历史上伽师人也以“打馕谋生”著

称。过去，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令人望而生

畏，游牧的人们必须带上足够的干粮，于是，能

果腹又顶饱的馕便成了这一地区的主食。

做馕的主要原料是面粉，和匀、揉透，捏成

馕胚，戳上特色的花纹和蘸上蘸料，就可以放入

炉中烤制。新鲜出炉的烤馕香气十足，金黄的色

泽让人把持不足想咬上一口。随着时间的逝去，

馕会变硬，但经滚烫的茶汤中一泡，便恢复松软

香甜的口感。在伽师县的大街小巷，窝窝馕、沙

枣馕、果仁馕、辣皮子馕、小酥馕都是经常出现

的烤馕。

手抓饭则是伽师的另一绝。用羊肉、胡萝卜、

洋葱、羊油来拌大米饭，那叫一个“芳香四溢”。

羊肉的油脂滴落在香喷喷的米饭中，胡萝卜则承担

解腻的角色，一口炫进嘴里，人生都圆满了。

伽师的烤肉和烤鱼，同样不可错过。“新疆

烤肉”在全国烤肉界可是叫得出名号的，伽师烤

肉也不例外。在县城大街上，你很容易遇上嗞嗞

往外冒油的烤肉摊，烤羊肉、牛肉、牛板筋、羊

肝、羊心、羊腰子，还有放进馕坑里烤制的架子

肉和烤全羊，属于肉食爱好者看了都落泪的程度

。而“烤鱼”则是伽师的一大特色了，只见师傅

手起刀落，把鱼剖开，插上竹棍，放上烤架，不

一会儿，鱼的皮下脂肪开始冒出香气，连路过的

路人都忍不住回头瞥一眼。

在新疆，烤肉特指羊肉串。

要吃肉吃腻了，伽师人还可以随时泡上壶奶茶

。在畜牧业发达的新疆，奶，也是他们主要的食物

来源。酸奶、酸奶疙瘩，还有用砖茶、鲜牛奶和盐

熬出来的咸奶茶，早已解了牛肉、羊肉的腻。

新疆咸奶茶。

就这样，坐拥着全国最大的西梅生产基地，

在伽师瓜、杏、石榴的藤下，在七彩山和佛塔的

勾勒下，伽师人并不富裕，但精神和食物却早已

富足。

中
国
最
大
的
西
梅
县
城
，
甜
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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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今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第
四場： 「雙十國慶野外踏青同樂」活動，將於今天（9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三時，在糖城的
「Sugar Land Memorial Park 」舉行，共有中華公所、安

良工商會、世界廣東同鄉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龍岡
親義公所、同源會、林西河堂、休士頓救國團之友會、
中華保健中心、美南藝文社等會已報名成員及貴賓、工
作人員共170人報名參加。

「雙十國慶野外踏青同樂」從上午十一點半起長官
致詞開始，活動內容包括：賓果遊戲、社團領導人領取
及發放午餐便當（ 「味佳香」的鐵路豬排便當),以及撲
克牌分組、冰壺撲克牌、誰是金頭腦/最終對決等大賽及
台灣接龍。喜歡走路的人，還可外出作走路、踏青同樂
。

「Sugar Land Memorial Park 」地址：15300 Univer-
sity Dr. Sugar Land TX. 77479

雙十國慶野外踏青同樂
今天上午11時至下午3時糖城舉行

一、職稱︰按時計酬人員
二、名額︰圖書室及櫃檯人員各

1名，每小時8.79美元。
三、工作內容︰

（一）圖書室：書刊借還登錄、書刊
雜誌整理、閱覽室空間維護管理、其
他臨時交辦事項。
（二）櫃檯：櫃檯接待、總機答復、
大廳及教室空間管理、其他臨時交辦
事項。
四、工作地點：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
中 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五、工作時間：
（一）圖書室：週六及週日上午9時
30分至下午5時30分(中午休息1小時)
，合計每週14小時。
（二）櫃檯：週二至週五上午10時至
下午 1 時、週六或週日每週輪值 1 日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中午休息1小時)
，合計每週18小時。
六、應徵資格︰
（一）具大專院校畢業以上學歷
（二）具美國國籍或中華民國國籍，

且具合法永久居留及工作身分。
（三）中、英文佳，熟諳中、英文
電腦輸入及Microsoft Word、Excel
文書處理能力。
（四）具美國合法駕照
（五）主動積極、具工作熱忱及團
隊合作能力
七、意者請檢具中、英文簡歷（附照
片一張，並請加註中華民國身分證字
號，請以電腦打字）、有效之美國或
中華民國護照或綠卡影本、最高學歷
證明影本，註明電郵及電話等聯繫方

式後，於 9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前郵寄或親送至 「休士頓華僑文教
服 務 中 心 」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封面註明<應
徵按時計酬人員>；電郵請寄至kev-

inh@houstonocac.org, Kevin 許先生，
聯繫電話713-789-4995分機117。
八、符合資格者將另行通知面試，不
合者恕不另行通知。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誠徵按時計酬人員

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九月治安環境及經濟三委員會月會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訊】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於14日舉行
九月份公共治安、環境與設計、經濟
與商業等三個委員會的月會，這也是
在董事會擴大、並主席李雄於八月下
旬經選舉連任後，管委會的第一次三
個委員會的月會。

治安委員會例行議程中，由管委
會範圍內負責治安的三個警察局，分
別報告各項治安數據最近更新，以及
一些案例處理。管委會主席李雄特別
表示，由管委會捐款安裝的四十個監
視器，希望管委會工作人員由負責單
位處收集數據，並公布成果報告予管
委會範圍居民，以讓大家更加瞭解管
委會這部份改善治安的方式及成效進
展。

中國城治安副委員會召集人Jon-

athan Shi 則重點報告最近一次會議討
論大要，並表示會中一位王姓女士，
身為產業受到搶匪襲擊的業主，發言
詢問現場警方代表破案進度，也得到
滿意答案。Jonathan Shi 認為這証明這
類會議對促進區內警、民、管委會三
方意見交流，確實是非常重要的。Lt.
Lui 則應對中國城副委員會上，社區
民眾要求公布警方各種區內犯罪及破
案紀錄做出答覆；他表示經過查閱，
分項及整體犯罪率是呈現下降的。所
以並非部分社區大眾所擔心的所謂犯
罪案件日益嚴重，引發社區惶惶不安
的狀況。

在治安會後的環境設計委員會，
除了例行道路及其他設施修護、改建
、保養外，包括休士頓近兩年各種受
矚目的壁畫特案。如今年下半年的壁

畫節工作提案，小組成員已結集二
十多萬經費，將在市內選定地點進
行壁畫製作，彰顯不同地區文化特
色及社區風貌。由於牽涉到壁畫地
點是私人產業或公有空間的不同規

定，還牽涉製作時多項如週邊交通狀
況處理，會議中經討論，環境設計委
員會主席Stephane Le Jr.暫定參考其他
管委會經費數據，由負責提案代表補
充資料，於本月稍後董事會繼續討論
決定。

接下來的經濟及商業委員會，哈
瑞斯縣第四區區長 Jack Cagle 社區事
務助理Bradley V. Mushinski 表示，將
於10月15日週六，下午1至3時，於
Bayland Park (6400 Bissonnet St.,
Houston 77074) 舉行 「It’s Fall Y’all
」活動。此項活動由西南區管委會贊
助，包括手工藝品、點心、遊戲及具
季節特色的拍照機會。現場將準備數
百個南瓜作為佈置，也是當令拍照背
景。此項活動適合親子同樂外，公園
也准許寵物進入，絕對是適合全家光

臨的社區活動。
管委會主席李雄在會上提出重要

的 「歡迎新到臨者」提議。李雄說不
論是新近進入的商家或住戶，應該受
到西南區管委會的歡迎。他希望管委
會可以提供新商家如剪綵的歡迎項目
，也把負責西南區範圍的議員及其他
公務代表容納進活動，使幫助政策的
公佈介紹、新生意的開展介紹。管委
會也可以規劃將辦公室作多元應用，
提供社區作為某些活動的場地，以更
加強大家的意見交流。經濟商業委員
會主席 David Peters 則表示，將安排
活動感謝參與Liberty Fest 活動的義工
們，也希望在月底前看到活動的總結
報告，作為以後的改進參考。

14日的三場委員會，除了在西南
區服務數年，已因嫻熟社區事務及機
關事務溝通而遷昇的原執行官李成純
如參與外，接任她職位的新任執行官
Josh Hawes 也已在現場參與會議，並
與在場管委會董事們及其他出席代表
討論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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