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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ant Putin proclaims Ukrainian an-
nexation as military setback l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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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PORIZHZHIA, Ukraine, Sept 30 (Reuters) - A defiant 
Vladimir Putin proclaimed Russia’s annexation of a swathe 
of Ukraine in a pomp-filled Kremlin ceremony, promising 
Moscow would triumph in its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even as he faced a potentially serious new military reversal.

The Russian president’s proclamation of Russian rule over 
15% of Ukraine - the biggest annexation in Europe since 
World War Two - was roundly rejected by Ukraine and 
Western countr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an-
nouncing new sanctions.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r Zelenskiy said his country 
had submitted a fast track application to join the NATO 
military alliance and that he would not hold peace talks with 
Russia while Putin was still president.

Putin’s proclamation came as Russian forces in one of 
the four regions being annexed face being encircled by 
Ukrainian troops, showing how tenuous Russia’s grip is on 
some of territory it is claiming.
Iran arrests Europeans accused of role in unrest
U.S. issues new Russia sanctions for annexations in 
Ukraine; targets firms, lawmakers
In one of his toughest anti-American speeches in more than 

two decades in power, Putin signalled he was 
ready to continue what he called a battle for 
a “greater historical Russia”, slammed the 
West as out to destroy his country and, without 
evidence, accused Washington and its allies of 
blowing up the Nord Stream gas pipelines.

The four Ukrainian regions that he said Russia 
was absorbing had made a historic choice, he 
said.

“They have made a choice to be with their 
people, their motherland, to live with its fate, 
and to triumph with it. Truth is on our side. 
Russia is with us!” Putin told his country’s 
political elite, who had gathered in one of the 
Kremlin’s grandest halls to watch him sign the 
annexation documents.

“People living in Luhansk, Donetsk, Kherson 
region and Zaporizhzhia region are becoming 
our compatriots forever.”

“We will defend our land with all our strength 
and all our means,” he added, calling on “the 
Kyiv regime to immediately cease hostilities 
and return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UKRAINE NATO BID
In Ukraine, President Zelenskiy said he was 
only ready for peace talks if and when Russia 
got a new president.

He also announced that Ukraine was formally 
applying for fast-track membership of NATO, 
something Moscow fiercely opposes, and 
accused Russia of redrawing borders “using 
murder, blackmail, mistreatment and lies”.

He said, however, that Kyiv remained 
committed to the idea of co-existence with 
Russia “on equal, honest, dignified and fair 
conditions”.

“Clearly, with this Russian president it is 
impossible. He does not know what dignity 
and honesty are. Therefore, we are ready 
for a dialogue with Russia, but with another 
president of Russia,” Zelenskiy said.

Putin said the United States had set a 
precedent when it had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in 1945, while stopping 
short of issuing new nuclear warnings 
against Ukraine himself, something he has 
done more than once in recent weeks.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said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t yet seen 
Russia take any action that suggested it was 
contemplating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despite what he called Putin’s “loose talk.”

The annexation ceremony culminated in 
Putin, 69, chanting “Russia! Russia!” as he 
clasped the hands of the Russian-backed of-
ficials he wants to run the annexed regions, 
which Ukraine is fighting to win back.

A view shows banners and constructions in 
Red Square in Moscow
Ceremony to declare Russia’s annexation of 
four Ukrainian territories held in Moscow
Ceremony to declare Russia’s annexation of 
four Ukrainian territories held in Moscow

1/21
Russian 
Pres-
ident 
Vladi-
mir Pu-
tin and 
Denis 
Pushi-
lin, 
Leonid 
Pasech-
nik, 

Vladimir Saldo, Yevgeny Balitsky, who are 
the Russian-installed leaders in Ukraine’s 
Donetsk, Luhansk, Kherson and Zapor-
izhzhia regions, attend a ceremony to 
declare the annexation of the Russian-con-
trolled territories of four Ukraine’s Do-
netsk, Luhansk, Kherson and Zaporizhzhia 
regions, after holding what Russian author-
ities called referendums in the occup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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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Russian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detain men during an unsanctioned rally, 
after opposition activists called for street protests against the mobilization of 
reservists ordered by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n Moscow, Russia September 
21. REUTERS/Stringer

Leader of Brothers of Italy Giorgia Meloni holds a sign at the party’s election night headquar-
ters in Rome, Italy, September 26. REUTERS/Guglielmo MangiapaneA protester lights a fire on the court during the match between Team Europe’s Stefanos Tsitsip-

as and Team World’s Diego Schwartzman at the Laver Cup at London’s O2 Arena, September 
23. Action Images via Reuters/Andrew Boyers

A man helps a woman next to 
a damaged boat at a downtown 
condominium after Hurricane 
Ian caused widespread destruc-
tion, in Fort Myers, Florida, 
September 29. REUTERS/Mar-
co Bello

Persons head to their 
homes in the aftermath of 
Hurricane Fiona in Burnt 
Islands, Newfoundland, 
Canada, September 27. 
REUTERS/John Morris

Infowars founder Alex Jones 
takes the witness stand to testify 
during the Alex Jones Sandy 
Hook defamation damages trial 
at Connecticut Superior Court in 
Waterbury, Connecticut, Septem-
ber 22. Tyler Sizemore/Hearst 
Connecticut Media.

Hurricane Ian made
landfall along the southwest
coast of Florida as a
powerful category 4 storm.
It was the strongest
hurricane landfall ever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peninsula.

Cars are floating down
the streets and some
houses are completely
flooded. The strong winds
are blowing away debris,
ripping down trees, setting
off alarms and knocking out
power lines. Water in some
areas reached to record
highs that the city has been
recording since 1965.

Some residents said
the wind was so strong that
they couldn’t see anything
out of their windows.

Earlier this week, the
city and local governments
issued a mandatory
evacuation for more than
1.7 million residents across
the southwest counties. For

those who chose to stay,
the local authorities warned
those people to shelter in
place and not to venture
outside.

Florida’s Governor
Ron DeSantis said that
Hurricane Ian, at minimum,
will be a very strong
category 4 hurricane that
ranks as one of the top five
to ever hit the Florida
peninsula.

Some scientists say
that the reason a category 3
to 4 storm occurs in less
than three hours is an
example of the larger trend
that climate change has
been on a warming trend for
almost a generation.

All the federal agencies
are standing by to try and
help all the people in
Florida. We will have a
better picture later today or
tomorrow on how much
damage this strong
hurricane has done.

0909//2929//20222022

Hurricane Ian MakesHurricane Ian Makes
Landfall In FloridaLandfall In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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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ktainian Flag hung on the side of a building offers 
solace to some.

Volunteers with signs welcome Ukrainian refugees as 
they arrive at the Tijuana airport to help them on their 
journey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fleeing the war in 
Ukraine,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state, Mexico on 
on April 8, 2022. (PHTO/PATRICK T. FALLON, AFP 
VIA GETTY IMAGES)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gather in a city government shelter for Ukrainian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Authorities opened the nearby El 
Chaparral port of entry today solely for the processing 
of Ukrainian asylum-seekers. U.S. authorities are allow-
ing Ukrainian refugees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outhern 
border in Tijuana with permission to remain in the 
country on humanitarian parole for one year.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Two Ukrainian women sit and wait for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to allow them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Ukrainian refugees wait to be allowed to enter the U.S. 
by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llow Ukrainian 
refugees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officers take pho-
tos of Ukrainian refugees as they await to be allowed 
to enter the U.S. by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
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stop a Russian 
citizen from entering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
DAY NETWORK)

A volunteer (L) bids farewell to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as they gather on a bus on their way 
to the El Chaparral port of entry, before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walk at the El 
Chaparral port of entry on their way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gather in a city government shelter for Ukraini-
an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Ukrainian refugees wait for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uthorities to allow them to enter the USA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
fornia, on April 5.(OMAR ORNELAS/USA TODAY 
NETWORK)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llow Ukrainian 
refugees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as two Russian citi-
zens watch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Elderly woman being transported by a relative.

Ukrainians families gather their belongings hoping to 
cross the border into the US.

Ukrainians wait for processing by US authorities at 
the Texas-Mexico border.

Family members offer each other comfort in the un-
certain time.

A Ukrainian family contemplates the future in a new 
country.

A father holds his son up to see the massive group of 
his fellow countrymen scattered  together in a foreig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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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Essay Of A Human Tragedy~ 
Refugees Of War Are Now Our Neighbors
Ukraine Refugees Wait In Tijuana 
For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U.S.

COMMUNITY

Key Points                                                                                                           
Why Is China Best Placed To Help                     

Negotiate An End To The Ukraine War?
Developments at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ummit reflect shifting regional 
power dynamics and the evolving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China’s balancing act affords Beijing the necessary 

degree of influence and impartiality to help                                        
meditate a way out of the Ukraine crisis

By Guest Writer Wang Huiyao*
Last week, many eyes were trained on the ancient city 
of Samarkan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hang-
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Coming at a 
time of mounting global challenges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e summit show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CO and China’s role in promoting multilateralism, 
connectivity 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In Samarkand, SCO members adopted more than 40 
outcome documents covering a range of fields and 
issued statements on pressing issues such as food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and supply 
chain security. New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ere also 
announced, including the Mongolian section of a new 
Russia-China gas pipeline and a joint agreement be-
tween China, Kyrgyzstan and Uzbekistan to build a 
transnational railroad.
Once complete, it will shorten the rail freight journey 
from China to Europe, which currently goes through 
Russia, by 900km. This new route through Central 
Asia had long been considered but previously did not 
proceed, partly because it went against Russia’s strate-
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 statue of Ukrainian poet, writer and artist Taras 
Shevchenko is seen in front of the destroyed Pal-
ace of Culture in the retaken city of Derhachi,                                         
in the Kharkiv region of Ukraine, on September 
20. Photo: AFP
The fact that it is now going ahead reflects shifting 

power dynamics in the region and the evolving Chi-
na-Russia relationship. These changes were also seen 
in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
tries.
On the one hand, China and Russia underscored the 
strength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pledged to 
support each other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ir respec-
tive core interest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described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s “solid as a mountain.”
In the last few months, a series of events have drawn 
China and Russia closer together. China was already 
Russ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has become 
even more economically important for Moscow 
amid Western sanctions.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total good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
sia jumped 31.4 per cent year on year to US$117.2 
billion.

Chinese Troops In Training
In Samarkand, Putin expressed strong support for 
China, going so far as to condemn the “provocative 
moves by individual countries on issues concern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Ongoing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Taiwan Policy Act through 
the US Congress, are likely to further cement Chi-
na-Russia alignment on this issue.
Last week, many eyes were trained on the ancient city 
of Samarkan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SCO). Coming at a time of 
mounting global challenges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e summit show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CO and 
China’s role in promoting multilateralism, connectivi-
ty 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In Samarkand, SCO members adopted more than 40 
outcome documents covering a range of fields and 
issued statements on pressing issues such as food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and supply 
chain security. New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ere also 
announced, including the Mongolian section of a new 
Russia-China gas pipeline and a joint agreement be-
tween China, Kyrgyzstan and Uzbekistan to build a 
transnational railroad.
Once complete, it will shorten the rail freight journey 
from China to Europe, which currently goes through 
Russia, by 900km. This new route through Central 
Asia had long been considered but previously did not 
proceed, partly because it went against Russia’s strate-
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 Soldier Walks Past A 
Destroyed Russian Tank
The fact that it is now 
going ahead reflects shift-

ing power dynamics in the region and the evolving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These changes were also 
seen in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On the one hand, China and Russia underscored the 
strength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pledged to 
support each other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ir respec-
tive core interest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described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s “solid as a mountain.”
In the last few months, a series of events have drawn 
China and Russia closer together. China was already 
Russ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has become 
even more economically important for Moscow 
amid Western sanctions.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total good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
sia jumped 31.4 per cent year on year to US$117.2 
billion.
In Samarkand, Putin expressed strong support for 
China, going so far as to condemn the “provocative 
moves by individual countries on issues concern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Ongoing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Taiwan Policy Act through 
the US Congress, are likely to further cement Chi-
na-Russia alignment on this issue.

Victims Of War-Torn Ukraine
On the other hand, in contrast to their unified stance 
on Taiwan, perhaps the most notable outcome of 
the meeting was to put clear water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regarding the war in Ukraine. Putin ac-
knowledged the “balanced position” and “questions 
and concerns” of China on the Ukraine crisis and said 
he would “explain our position”.
Coming from a leader not known for feeling a need to 
explain anything to anyone, Putin’s admission of Bei-
jing’s reservations signals that, contrary to the views of 
some people, China is not fully aligned with Putin on 
Ukraine and did not conspire to support the invasion.
Putting these statements together, we see that whil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remains strong, China has 
put some distance between itself and Russia on the 
Ukraine issue.
Last week, many eyes were trained on the ancient city 
of Samarkan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hang-
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Coming at a 
time of mounting global challenges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e summit show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CO and China’s role in promoting multilateralism, 
connectivity 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Ukraine Soldiers Fire Long-Range Artillery 
At Enemy Troops

In Samarkand, SCO members adopted more than 40 
outcome documents covering a range of fields and 
issued statements on pressing issues such as food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and supply 
chain security. New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ere also 
announced, including the Mongolian section of a new 
Russia-China gas pipeline and a joint agreement be-
tween China, Kyrgyzstan and Uzbekistan to build a 
transnational railroad.
Once complete, it will shorten the rail freight journey 
from China to Europe, which currently goes through 
Russia, by 900km. This new route through Central 
Asia had long been considered but previously did not 
proceed, partly because it went against Russia’s strate-
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he fact that it is now going ahead reflects shifting 
power dynamics in the region and the evolving Chi-
na-Russia relationship. These changes were also seen 
in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
tries.

Xi Jinping and Vladimir Putin speak in person                                                               
for first time sinc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On the one hand, China and Russia underscored the 
strength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pledged to 
support each other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ir respec-
tive core interest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described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s “solid as a mountain.”
In the last few months, a series of events have drawn 
China and Russia closer together. China was already 
Russ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has become 
even more economically important for Moscow 
amid Western sanctions.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total good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
sia jumped 31.4 per cent year on year to US$117.2 
billion.
In Samarkand, Putin expressed strong support for 
China, going so far as to condemn the “provocative 
moves by individual countries on issues concern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Ongoing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Taiwan Policy Act through 
the US Congress, are likely to further cement Chi-
na-Russia alignment on this issue.

President Xi And 
Putin Review The 

Troops
On the other hand, 
in contrast to their 
unified stance on 
Taiwan, perhaps 
the most nota-

ble outcome of the meeting was to put clear water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regarding the war in 
Ukraine. Putin acknowledged the “balanced position” 
and “questions and concerns” of China on the Ukraine 
crisis and said he would “explain our position.” (Cour-
tesy https://www.scmp.com/)
Related

Putin Grants Russian Citizenship To Edward 
Snowden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granted Russian 
citizenship to former American security contractor 

Edward Snowden Monday, the Associated Press first 
reported.
Putin signed a decree Monday granting Snowden cit-
izenship nearly two years aft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NSA) whistleblower petitioned for it 
along with his wife, citing a fear of being separated 
from their son in “this era of pandemics and closed 
borders.” Snowden has not renounced his U.S. citi-
zenship, but remains wanted by American authorities 
on charges of theft of government property and viola-
tion of the Espionage Act.

Edward Snowden
Seung Min Kim
@seungminkim
·Follow
MOSCOW (AP) — Presi-
dent Vladimir Putin grants 
Russian citizenship to for-
mer US security contractor 

Edward Snowden.
11:05 AM · Sep 26, 2022
Snowden, who was granted permanent residency in 
Russia in 2020, was one of 75 foreign nationals grant-
ed citizenship Monday. He has lived in Russia since 
2013 while evading capture by U.S. law enforcement.
Snowden is wanted for allegedly leaking highly clas-
sified documents exposing several global surveillance 
operations involving the NSA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in 2013. He initially fled to Hong Kong in 
May of 2013 before reportedly passing the documents 
to journalists, including Glenn Greenwald in June, be-
fore making his way to Russia later that month after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voked his passport.

Putin initially described Snowden’s fleeing to Russia 
as an “unwanted Christmas present” in 2013 and said 
he should leave the country, but Russia has repeatedly 
refused to extradite him to the U.S. in the years since. 
Numerous American politicians and activists have pe-
titioned for Snowden to be pardoned, characterizing 
him as a freedom fighter who exposed government 
corruption and spying against its own citizens. Crit-
ics label him a traitor for leaking government secrets, 
including revealing sensitive information to China on 
American efforts to infiltrate CCP institutions. (Cour-
tesy https://dailycaller.com/)

About The Author*

Wang Huiyao is the founder of the Centre 
for China and Globalisation, a Beijing-based 

non-governmental think tank.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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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China End The Ukrain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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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捐款1,000萬美元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烏克蘭兒童

邁阿密慈少主導 疫情後重啟校際運動會

德州農工大學慈青畢業歡送會

地球日邁阿密志工淨灘活動

慈濟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簽署合作備忘錄，由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執行長顏博文（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辦事處執行長麥
可‧尼恩惠斯（右）代表簽訂。圖片來源／慈濟基金會

同儕間的團隊合作和共度的美好時光，自然地成為了友誼的基
石。圖片來源／慈濟邁阿密聯絡處

		*	本次活動將以中英雙語進行；所有台灣本會的直播都將提供英文字幕或現	
	 場即席口譯。
**	活動將遵守當地防疫規範，座位有限，請及早預約您的席位。

	 2022年5月7日星期六，慈濟德州分會將加入全球慈
濟人行列，與慈濟台灣花蓮本會同步進行佛誕日活動。
我們歡迎不同宗教信仰和背景的所有民眾參與，透過莊嚴
的浴佛儀式，自我省思；並在祈禱祝福的儀式中，感念與
世間萬物生靈共生息的重要性，體悟齋戒護生弭災疫的
真諦。期待您能加入我們的行列，匯聚慈悲心念為世界	
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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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4日與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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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4日與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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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分會浴佛節活動預告

活動名稱：慈濟全美浴佛暨跨宗教祈福
活動日期：2022年5月7日，星期六
活動時間：入場：下午5:00。浴佛典禮：下午5:30。
地點：慈濟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報名連結：www.tzuchi.us/zh/events/buddha 
-day-2022-houston (報名截止日期：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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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人道局勢持續惡化，慈濟的捐助將使我們能夠幫助更

多處境危急的兒童和家庭。     
                卡拉·哈達德·馬爾迪尼

佛教慈濟基金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為受

到俄烏戰事影響的孩童們及其家庭提供急需的保護和

服務，於4月22日透過視訊簽署合作備忘錄，由慈濟慈善事

業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辦事處執行

長麥可‧尼恩惠斯（Michael Nyenhuis）代表簽訂，慈濟響

應捐款1,000萬美元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急難救助項目，

盼為戰火下的難民提供急需的人道關懷。	

	 迄今為止，已有近470萬烏克蘭人因躲避戰火進入周邊

鄰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其中有超過200萬人是兒

童，其中許多兒童與家人失散，或無人陪伴。慈濟的捐助將

幫助提供重要的難民保護和服務，包括尋找無人陪伴的孤身

兒童、進行心理輔導以及防止性剝削和性虐待等。

	 除支持聯合國援助項目外，慈濟還在波蘭三個城市，

為留滯當地的烏克蘭人提供購物卡、急難救助物資發放以及

心理關懷。慈濟計劃在六月底前，擴大援助在波蘭的難民至

15,000多人。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表示：「自俄烏戰事後，慈濟

創辦人證嚴法師時時刻刻關注著，慈濟對烏克蘭及周邊國家

的人道主義危機深表關切。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是不分宗教、

種族和文化的服務精神，慈濟致力於在這個關鍵時刻，以持

續的行動關懷兒童和難民的健康和福祉。」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私營部門募款及公共夥伴關係司司長

卡拉·哈達德·馬爾迪尼（Carla Haddad Mardini）指出：	

「受到戰爭影響的孩童們急需安全穩定的環境，以及保護、

醫療及教育等服務。正因為有佛教慈濟基金會等組織援助，

我們的工作會繼續幫助到更多的兒童。」

慈濟志工4月2日到波蘭盧布林醫學大學模擬醫學中心進行購物卡
發放，青年志工以氣球逗笑烏克蘭兒童。圖片來源／張淑兒

	作者／錢美臻

每年春天，邁阿密慈濟人文學校（Tzu Chi Academy	

Miami）都會邀請當地的中文學校，共同在韋斯頓地

區公園（Weston	Regional	 Park）舉辦年度運動會。過去兩

年，因全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運動會不得

不暫停舉辦；3月13日，因疫情趨緩，睽違兩年的運動會終

於恢復了。	

	 邁阿密慈濟青少年志工（簡稱：慈少）承擔籌辦工作，

從場地規劃到各項比賽、節目的運作，全由慈少主導。他們

在過程中表現出優秀的組織能力，無論是安全考量、時間安

排、串場銜接、氣氛帶動，甚至現場特殊狀況的應對處裡，

都做到了面面俱到。

	 慈少規劃了接力賽、湯匙傳球、袋鼠跳、兩人三腳、

海綿接水、躲避球以及壓軸的拔河比賽。拔河的設計是讓家

長、志工和孩子們都能夠玩到一起，讓每個人都有參與感，

也讓孩子們學習到團隊合作和競賽精神。

	 慈少舉辦大型活動的能力，贏得了大家的喝采，讓人們

留下深刻地印象。

	 這項活動的幕後功臣是慈濟邁阿密聯絡處的志工，他們

給了慈少最溫馨的支持與協助，也藉此培養慈少獨立承擔大

型活動的組織力和領導力。

	 歡喜閉幕的跨校運動會，讓經過了兩年避疫生活，許久

未見的人們，再度聚在一起，玩在一起，每個人都在當天留

下了美好的記憶。

五月，又到畢業的季節，5月1日德州農工大學的慈濟大

專青年聯誼社（簡稱：慈青）在校內舉行畢業歡送

會。因疫情關係，已有兩年無法在學校舉辦畢業典禮，眾人

都特別期待這次的歡送會。	

	 主持人由自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畢業的慈青

學長田益風及在校慈青林詠法擔當。節目從證嚴法師對慈青

們的期許開示展開，大家一起回顧在繁重課業外，共同參與

活動的點點滴滴。為認養的街道掃街、到老人院關懷爺爺奶

奶、去食物銀行協助打包等項目，慈青們在過去一年的社區

服務中，展現出青年們滿滿的活力與愛心。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振雄勉勵即將畢業的慈青們，勇

敢追逐自己的夢想，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他一一為即

將畢業的慈青披上畢業綬帶，並致贈證嚴法師的英文《靜思

語》，期勉他們未來遇到困境時，要善用《靜思語》的智慧

面對人生挑戰，認真地活在當下，發揮本性的真善美。

邁阿密慈濟志工4月23日響應世界地球日，號召社區民眾

一起加入環保淨灘的行列。

	 當天上午報名參加活動的民眾，戴上帽子、手套與水

壺，擦好防曬油，到奧萊塔河州立公園（Oleta	 River	 State	

Park）會合，一起彎腰幫助拜扎納海灘（Bayzana	 beach）

恢復清潔面貌。淨灘活動後，大家徜徉在美麗的公園中，游

泳，划船，騎腳踏車，共度美好的週末；能夠為大地盡一份

力，留給孩子一個乾淨的地球，讓參與活動的人都感到格外

得有意義。	
慈濟邁阿密聯絡處4月23日舉辦地球日淨灘活動。攝影／蔡長治

慈濟德州分會
執行長羅振雄
（左）替慈青
披上畢業綬
帶。攝影／
許維真

畢業的慈青
們與慈濟德
州分會志工
合影。攝影／
許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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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官宣《京城生物》出演陣容：朴敘俊、韓韶禧、魏嘏雋、金海淑、秀賢、趙漢哲

Netflix在今(28)日官宣最新作《京城生物》出演陣容，該

劇是一部發生在1945年春天的驚悚打怪劇！確定由朴敘俊、

韓韶禧、魏嘏雋黃金陣容主演，金海淑、秀賢、趙漢哲等人

皆會出演，《京城生物》劇情講述了在時代黑暗最深的1945

年春天，兩位年輕人為求生存，對抗在貪慾上誕生的怪物，

讓不少觀眾期待該劇的破格題材，還有演員們的動作戲展現

，人們將展開與怪物對抗殊死搏鬥的故事！

Netflix《京城生物》由《金牌救援》鄭東允導演執導，

《浪漫醫生金師傅》姜銀慶編劇執筆，是一部時代驚悚劇，

時代背景設定在1945年，當時是最黑暗的春天，兩名青年將

對抗以人類貪欲為食誕生的怪物，在生與死的界線中進行炙

熱的殊死搏鬥，該劇刻劃關於人類的傷痛與不安還有生存及

人類尊嚴的故事，在主權及人權都被剝奪一無所有的情況下

，為了生存的權利還有幸福不惜賭上性命的的生物驚悚片！

劇情將帶來震撼無比的怪物，還有比怪物更像怪物的人類，

展開殊死搏鬥，故事將帶給觀眾衝擊性內容！

朴敘俊上一檔作品是2020年的《梨泰院Class》，目前朴

敘俊也將還有《Dream》、《水泥烏托邦》、《驚奇隊長2》

等電影待上映；在最新作《京城生物》朴敘俊飾演男主角

「張太尚」是1945年代於北村最有名的資產家，同時也是京

城的第一情報通，為了生存而頑強堅持下來的男人，張太尚

憑藉著天生的爆發力還有洞察力，以及處變不驚的能力，讓

他成為統管北村的領袖人物，沒想到人生遭逢巨變，在這過

程中為了活得像個人，展開一系列激烈生存記。朴敘俊對於

角色也表示，本來就對於京城時代背景很關注，也很幸運能

遇到這個時代背景的作品，作為演員會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

他去詮釋張太尚。

韓韶禧先前主演《夫妻的世界》最強小三一角爆紅！

去年主演《無法抗拒的他》、《以吾之名》等劇都有超高

的話題性，讓她站穩女一角色，在最新作《京城生物》韓

韶禧飾演女主角「尹彩玉」，將再度展現Woman Power！

尹彩玉從小就和父親來往滿州和上海，在這過程中面臨許

多悽慘還有噩夢般的困境，所以學會了生存的方法並且頑

強的生存下來，不管是刀槍任何機械都難不倒尹彩玉，是

相當聰明伶俐強悍的女性，尹彩玉為了尋找10年前失蹤的

母親來到京城，與張太尚相遇了。韓韶禧對於尹彩玉的角

色表示，是一個外表看起來強悍但內心卻相當溫暖的角色

，也預告作品會有無比精彩的故事，也會用尹彩玉全新面

貌與觀眾見面！

目前正在主演《小女子》的魏嘏雋，也確定出演《京城

生物》，飾演張太尚的好友「權俊澤」雖然出生名門世家，

但是對自身家族反感，與張太尚走得越來越近，同時也是一

名獨立軍人，爲了拯救失蹤的同事，參與張太尚的危險旅程

，讓人非常期待朴敘俊與魏嘏雋的Bromance火花！而金海淑

在該劇則飾演「羅月德」為金木堂的管家，張太尚的堅強後

盾，秀賢則飾演「前田」為掌管京城一帶的女主人，趙漢哲

則飾演「尹鍾元」為尹彩玉的父親，一行人將展開挖掘真相

，攜手對抗身份不明的可怕怪物故事，劇情預計也將有各式

人性刻畫，青春男女將展開最慘烈的鬥爭，《京城生物》將

在Netflix獨家播出！

Netflix《京城生物》超狂陣容確定
朴敘俊&韓韶禧&魏嘏雋上演1945年代，對抗怪物殊死搏鬥故事

如同電影《捍衛戰士2：獨行俠》中，罹患咽喉癌的演員方

基墨 (Val Kilmer)是透過人工智慧技術模擬正常說話聲音，過去

替《星際大戰》經典角色達斯維達配音的James Earl Jones，目

前也同意藉由人工智慧配音方式，讓達斯維達能在未來更多影

集內容繼續以最初配音聲調詮釋其角色魄力。

現年已經91歲的James Earl Jones，相較最早三部曲時所呈

現的達斯維達配音，後期配音聲調多少因為年紀衰老而有所改

變，因此在日前於Disney+上架的《歐比旺》中所登場達斯維達

，其配音實際上是透過烏克蘭新創公司Respeecher旗下人工智慧

技術模擬，並且以James Earl Jones當年在最早三部曲時的達斯

維達配音呈現。

而 James Earl Jones 日前也已經簽署同意文件，未來將由

人工智慧接手其未來擔任《星際大戰》經典角色達斯維達配

音工作。

除了透過人工智慧技術重現當年達斯維達令人感受壓迫感

的對白聲調，Respeecher其實在Disney+撥出的《曼達洛人》與

《波巴費特之書》中，協助劇情中出現的年輕路克天行者發出

聲音。其中，Respeecher利用當年飾演路克Mark Hamill曾經在

廣播、受訪、配音等的聲音內容進行深度學習訓練，進而透過

數位形式重現當年的路克天行者聲調。

目前越來越多業者利用人工智慧技術重現已故著名人物、

演員，甚至搭配數位人像技術，讓這些人物、演員能以數位方

式「復活」，例如過去日本就曾利用YAMAHA的「VOCALOID:

AI」聲音合成技術，搭配結合深度學習技術打造的CG動畫，讓

著名演歌歌手「昭和歌姬」美空雲雀以數位形式登上2019年的

NHK紅白大賽。

未來《星際大戰》經典角色達斯維達

將以人工智慧方式配音
重現充滿壓迫感的聲調

西方史詩奇幻影集《龍族前傳》與《魔戒：力量之戒》近

日熱播話題連連，Netflix這兩年也靠亨利卡維爾（Henry Cavill

）主演的奇幻冒險大劇《獵魔士》累積不少忠實觀眾，大家都

在問第三季究竟何時回歸？官方於全球影迷慶典Tudum活動上

，宣布回歸日期，連衍生影集《獵魔士：血源》開播日期也定

好了！

《獵魔士》第二季去年年底上架，第三季今年4月開拍，9月

11日執行製作人史蒂夫戈布 （Steve Gaub）透露正式殺青的好消

息，接下來會進入後製階段，觀眾得再等等，Netflix於Tudum活

動上官宣第三季將於2023年夏天回歸。

第三季同樣由「傑洛特」亨利卡維爾、「奇莉」 芙蕾雅艾

倫（Freya Allan）、「葉妮芙」安雅夏隆查（Anya Chalotra）主

演，加入新卡司羅比艾梅爾（Robbie Amell）、張夢兒、休斯金

納（Hugh Skinner）、克莉絲黛艾爾文（Christelle Elwin）等人。

雖然今年看不到「傑洛特」不過觀眾可以在聖誕節搶先重回

「獵魔士」充滿魔法、怪物與精靈的世界，衍生真人影集《獵魔

士：血源》會在今年12月25日上架，該劇為前傳影集，發生在母

劇事件1200年前，深入探索精靈文明、「獵魔士」誕生的起源，

以及導致怪物、人類與精靈世界就此融為一體的「天體交會」事

件，原6集縮減為共4集。

《獵魔士：血源》主要聚焦三位英雄，楊紫瓊飾演「Scian」

是劍精靈游牧部落的最後成員，她的任務是娶回族人被盜走的聖

劍，女星索菲亞布朗（Sophia Brown）飾演「Éile」原是女王的護

衛戰士，後來成為流浪音樂家，男星勞倫斯歐佛林（Laurence

O'Fuarain）飾演「Fjall」出生在誓言保護國王的戰士家族，但他

一心想著復仇。

《獵魔士》曝光第三季進度！
官宣 「傑洛特」 2023夏天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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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9月30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于大海

中國女排28日在世錦賽第一階段小組賽中以
3：0擊敗日本隊，取得三連勝，並且憑藉小分優
勢力壓巴西隊，暫列D組第一。中國女排還要迎
戰捷克及巴西隊。主教練蔡斌表示：“硬仗剛剛
開始。”

北京時間28日晚，身在荷蘭賽區的中國女排
於世錦賽第一階段小組，以28：26、25：17、
29：27力挫世界排名第7的日本隊，取得三連勝。
賽後，中國隊主帥蔡斌總結道：“針對日本隊技
戰術特點，我們賽前有專門布置，隊員們備戰得
不錯，按照既定技戰術打，場上執行和拚勁都
有，球員有強烈贏球慾望，氣勢打出來了。”

中國隊此役全隊5人得分上雙，李盈瑩得到全
隊最高的19分。攔網得分方面，中國隊以11：2
全面碾壓對手，王媛媛一人就貢獻了5分。

今年女排世界聯賽期間，中國隊曾負於日本
隊。蔡斌分析說：“每個隊伍特點不一樣。世界
聯賽時，我們剛剛組建隊伍，不夠穩定。日本隊
技術串聯比較熟練，當時她們佔據一些優勢。世
界聯賽上贏過的、輸過的，我們都會總結得失，

真正的較量現在才剛剛開始。”
中國隊接下來分別迎戰捷克隊和巴西隊。蔡

斌表示：“巴西隊是小組裏最強的對手，我們要
一場一場來，不管對手實力強弱，都要作好困難

準備。漫長賽程中，三連勝只是剛剛啟程，後面
對手會越來越強，硬仗越來越多。目前來看，我
們的隊伍處在狀態逐步恢復和上升的階段。”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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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主帥蔡斌：硬仗剛開始

中國女籃中國女籃中國女籃

北京時間9月29日上午，英國桌
球公開賽結束正賽首輪的爭奪以及第
二輪的8場比賽，包括丁俊暉在內的4
名中國選手首輪過關，呂昊天次輪晉
級。至此，中國軍團躋身32強的選手
增至11人，呂昊天則成為本次賽事首
位挺進16強的中國球員。

對於中國球迷而言，當日賽事的
最大看點無疑是中國桌球“一哥”丁
俊暉。令人欣慰的是，本賽季第三次
亮相的丁俊暉延續了近兩個月來的良
好狀態，面對英格蘭老將佩利，丁俊
暉憑藉4次單桿50+的好成績，以大
比分4：1輕鬆戰勝對手，收穫本賽季
的三連勝，也是正賽首勝（前兩勝均
為資格賽）。

作為中國桌球“00後”代表人物
顏丙濤當日面對港將李俊威手感火
熱，連續 4局打出 1桿 90+和 3 桿
50+，以4：0完勝晉級。另兩位首輪
獲勝的中國選手是24歲的徐思和出生
於2003年的小將趙劍波。

同日，本次公開賽還進行了正賽
第二輪的8場比賽，24歲的北京球員
呂昊天以4：0橫掃蘇格蘭選手羅斯．
繆爾，挺進16強。 ◆中新社

港男子棍網球隊出征世外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國香港棍網

球總會派出男子代表隊出戰10月4至8號在韓國濟
洲舉行的棍網球世錦賽亞太區外圍賽（世外
賽）。

今次賽事，港隊由主力麥浩駿、歐陽俊諭、
黃思瀚等領軍，將於10月4日先戰菲律賓，翌日
面對東道主韓國；之後順序挑戰新西蘭、中國國

家隊及中國台北。
在單循環賽制下，積分排前4的球隊將獲得

2023男子世界棍網球錦標賽資格。為了積極備戰
這項賽事，港隊上周已前往日本進行集訓，與不
同的球隊進行友賽。

港隊隊長麥浩駿表示：“原定今年舉行的世
界錦標賽，因疫情關係連帶外圍賽都延期舉行。

港隊自2019年疫情爆發後便一直沒有出外比賽，
這段時間對我們的影響頗大；因為我們很長時間
沒有與其他外隊對戰，對於對方最新的隊員及戰
術缺乏認識，難以在短時間內重拾比賽的狀
態。”他續指，世界棍網球聯會因應世界各地參
賽隊伍的增加，今屆加入亞太區外區圍賽，代表
今屆比賽競爭及壓力更大。因此希望隊員藉着剛
過去一周在日本的集訓及與當地3支球隊進行友賽
能夠重拾比賽的節奏，並成功爭取出線明年世錦
賽。

◆◆ 中國女中國女
排隊員賽後排隊員賽後
開 心 大 合開 心 大 合
照照。。

新華社新華社

◆◆ 丁俊暉迎來新賽季正賽首丁俊暉迎來新賽季正賽首
勝勝。。 WSTWST圖片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正在
澳洲悉尼進行的女籃世界盃，中國隊以
85：71力克法國隊，時隔28年重返世界盃4
強。賽後，中國隊主力後衛楊力維在接受傳媒
採訪時表示：“非常感謝大家對中國女籃的支
持，我們接下來會用一場非常精彩的比賽為祖
國獻禮。”
個人獨得11分的楊力維在談到女籃姑娘們

良好的比賽心態和意志品質時說：“我覺得這首
先是離不開刻苦的訓練，還有就是我們每一場比
賽都是打一場進一步，打一場找一場的問題，然
後去解決問題。只能說我們訓練做得非常到位，
然後我們賽前準備也非常到位，執行也很堅
決。”

由於中國隊已打進4強，無論準決賽結果
如何，都會在10月1日的比賽亮相（決賽或

季軍賽）。對此，楊力維表示：“非常感
謝大家對中國女籃的支持，我們接下來會用
一場非常精彩的比賽為祖國獻禮。”

而中國女籃頭號得分手李夢則在社交媒體
上寫道：“太激動也太開心了！時隔28年再進
世界盃四強，真的不容易！穩住穩住穩住，明
天的比賽，衝！我們明天見！”

楊力維盼以精彩比賽楊力維盼以精彩比賽
為祖國獻禮為祖國獻禮

2022女籃世界盃9月29日進入8強淘汰賽，中國女籃以85：

71戰勝法國隊，時隔28年再晉世界盃4強。按照賽程，中國隊在

準決賽迎戰澳洲隊，後者29日以86：69淘汰比利時躋身4強。

小組賽階段，中國女籃以4勝1負的戰
績排名小組第2，整體表現在所有參

賽球隊中僅次於美國隊，核心李夢在國際
籃聯官方發起的MVP網絡票選中處於領先
位置。

進入淘汰賽，歐洲勁旅法國隊成為中
國女籃的第一個對手。對於這支法國隊，
中國女籃並不陌生。在今年2月進行的世
界盃預選賽上，中國女籃以103：70大
勝。上個月，雙方曾在熱身賽中有過交
手，中國女籃雖然告負，不過當時球隊陣
中缺少韓旭、李月汝等主力球員。

與中國女籃從小組中輕鬆出線不同，法國隊的晉級之路有些磕磕絆絆。小組賽5
場比賽，法國女籃最終取得3勝2負的成績，排名B組第4位。雖然法國隊世界第6的

排名稍高於中國女籃，但從兩隊實力對比與目前狀態上看，中國女籃均高出
一籌。在9月29日更新的國際籃聯女籃世界盃實力排行榜上，中國隊高居第
2，而法國隊名列第7。
中國女籃9月29日的首發陣容由楊力維、李夢、王思雨、黃思靜、李月汝組

成。比賽伊始，手感火熱的李夢連續命中3記三分，幫助中國隊一度領先9分。然
而首節末段，中國女籃未能控制好自身失誤，導致場面有些混亂。法國隊抓住機會

逼近分差，在首節結束前追成25：25。
次節較量，中國女籃再次展現出臨場自我調整能力很強的特

點。球隊從防守做起，通過高質量的防守帶動反擊快攻，同時控制失
誤數，逐漸將比賽重新納入到自己的節奏中。面對這樣的中國女籃，

法國隊顯得辦法不多，比分也被拉開至兩位數。半場結束，
中國隊50：39領先。

進入下半場，法國隊展現出作為歐洲傳統勁旅的韌勁。
場面被動的情況下，中國女籃從內線打起，依靠韓旭
這一高點保持住了比分領先，渡過了最艱難的時
刻。最終，中國女籃以85：71戰勝法國隊，挺
進世界盃4強。

女籃世界盃歷史上，中國隊曾在1994年奪
得亞軍，那是她們創下的最佳戰績。過往兩屆
世界盃上，中國隊均獲得第6名。 ◆中新網

重返世界盃重返世界盃重返世界盃444強強強

◆ 黃思靜18
分5籃板5助攻，
被傳媒譽為“全能
戰士”。

法新社

◆ 李 月 汝
（右）面對對手
的嚴防，毫無畏
懼。 法新社

◆◆ 李夢李夢（（左左））奪得全隊最高的奪得全隊最高的2323分分，，
賽後與隊友擁抱慶祝賽後與隊友擁抱慶祝。。 法新社法新社

◆◆ 楊力維楊力維（（右右））表示表示，，勝利勝利
離不開刻苦訓練離不開刻苦訓練。。 美聯社美聯社

戰勝歐洲勁旅法國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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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李冰冰馮紹峰新片《平凡英雄》定檔9月30日
國慶檔唯壹普通人英雄大片

根據“救助救治新疆和田斷臂男

孩”真實事跡改編，聚焦於普通人的

英雄大片《平凡英雄》今日宣布於9

月30日國慶檔上映，並發布定檔預告

與角色海報。8小時，1400公裏，壹

起令人揪心的意外事故，壹場刻不容

緩的緊急救援，壹次由各行各業的普

通人完成的生命奇跡。這是繼《中國

機長》《烈火英雄》之後由博納出品

的第三部“英雄系列”電影，是這個

系列第壹部、也是今年國慶檔唯壹壹

部聚焦普通人的英雄大片。

普通人創下從生命接力的奇跡
取材真實事件中的細節令陳國輝

導演震撼落淚
電影《平凡英雄》改編自“救助

救治新疆和田斷臂男孩”真實事跡。

壹個小男孩在玩耍時突發意外。在8

個小時的黃金接臂時間裏，壹家人要

飛往1400公裏外的醫院。這是小男孩

僅存的希望。當最後壹班飛機在跑道

上漸行漸遠，仿佛時間都被夜幕凝固

了，可關乎男孩生存希望的倒計時卻

從未停止。在這危急時刻，素不相識

的新疆老鄉，正在巡邏的普通交警，

即將結束工作的機場地勤、空管，滑

出跑道的航班上二話不說伸出援手的

機長和乘務長，壹個個像妳我壹樣的

普通人挺身而出，為小男孩開辟出了

壹條綠色通道，讓這件看似不可能完

成的救援得以成功。每壹個生命都值

得我們全力以赴。這些平凡人的眼中

都閃爍著堅毅的目光，他們在各自崗

位上堅守的身影仿佛也在傳遞著小男

孩生存的希望。這些素不相識的普通

人要如何在8小時內把男孩安全送上

手術臺，完成生命接力？讓我們9月

30日電影院見分曉。

“這本來是壹件不可能的事。”

導演陳國輝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當

小男孩接通血管時距離8小時的極限

時間僅為13分鐘”。如果壹路上沒有

這些普通人為了小男孩毅然決然地站

出來，壹個鮮活的生命將受到威脅。

格外令人感動的是，這場生死救援中

的所有參與者，都是在自己的崗位上

頂著壓力自發為小男孩搭起生命之橋

的普通人，普通人做出的善舉為小男

孩延續了生命的希望，這也是陳國輝

導演拍攝影片的初衷。作為博納影業

繼《中國機長》《烈火英雄》之後出

品的第三部“英雄”電影，《平凡英

雄》展現了現實中這些偉大的平凡英

雄。他們是默默無聞的普通人，卻能

在關鍵時刻伸出援手，把不可能變成

可能。

李冰冰馮紹峰真實還原乘務長與
醫生

壹部由平凡力量締造生命奇跡的
英雄大片

“現場的道具還原非常逼真”，

飾演乘務長的李冰冰回憶道，“看到

的時候我就整個頭皮壹麻”。但是作

為片中的乘務長，她告訴自己壹定要

堅持住，真正的乘務長趙燕絕對不會

這樣退縮，“妳必須得去承擔所有的

責任”。馮紹峰在與原型醫生的交流

中被他深深感動，成為了朋友。馮紹

峰認為，雖然兩人領域不同，但是能

演壹位如此貼近生活的平凡英雄，向

大家展示原型黎醫生所堅持的信念，

“這是壹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此外

，黃曉明也在片場跟原型機長認真學

習每壹個操作細節，反復練習行話和

技術操作，力求細致還原機長角色。

“英雄機長就在那裏，表演的時候仿

佛我就是他。正是有了他們才讓這個

世界多了壹絲溫暖，當我們提起他們

時，嘴角總會不由自主地微笑起來”

。

電影《平凡英雄》的故事發生在

新疆和田與烏魯木齊，是今年國慶檔

唯壹壹部聚焦平凡人真善美的英雄大

片。在救援過程中，有疏通道路的市

集商販與交警，有將飛機掉頭的機組

與地勤人員，還有在醫院待命的白衣

天使。這些我們生活中的普通人，卻

能在危急關頭毫不猶豫伸出援手，挽

救壹個素不相識的生命。在這歷經8

小時，跨越1400公裏的真實故事背後

，是由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壹起參與完

成的壹次生命接力奇跡。

電影《平凡英雄》由陳國輝執導

，遊曉穎編劇、李冰冰、馮紹峰領銜

主演，黃曉明友情出演，林永健、張

壹山特別出演，帕爾曼· 帕熱哈提、艾

爾番· 艾則孜、阿孜古麗· 熱西提、尼

加提· 吐爾遜、周依然、王子璇、曾越

聯合主演，哈妮克孜、古麗迪婭爾· 阿

納依提、艾義熱提· 玉買爾、娜紮、百

克力、胡冰卿、那誌東、席與立、孫

浠倫、朱茵、吳昊宸、張晶、熱亞提·

玉蘇甫、艾克熱木· 阿斯哈爾、馬天宇

、杜淳、果靜林、拜爾娜· 帕熱哈提、

石昊正、張子賢、劉鈞、王挺、郭家

豪、黃奕、賈青友情出演。向每壹位

參與生命接力的平凡英雄致敬。

電影《平凡英雄》由博納影業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天山電影制片廠領

銜出品，中國南方航空集團有限公

司、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華夏

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阿裏巴巴

影業（北京）有限公司、北京通盈投

資集團有限公司出品，天廣聯傳媒

（集團）有限公司、浙江天侖影業有

限公司、新疆博納潤澤文化傳媒有限

公司、廣東博納影業傳媒有限公司聯

合出品，將於9月30日全國上映。

《胡同》首播，敘事角度好，故事宏大

趙露思侯明昊演技差點意思
電視劇《胡同》在央視電視劇頻

道首播。同時，多家正版視頻平臺方

面更新出 6集內容。基於目前已經播

出的劇情內容來論，這部電視劇的敘

事角度非常有趣，故事內容也較為宏

大，但是，第壹個單元劇當中，趙露

思和侯明昊的表演，給人感覺，差點

意思，這是劇作目前來講，唯壹的遺

憾。

先說敘事角度。從“居委會”的前

身這個角度講起，真的是壹個非常有趣

的角度。《胡同》其實想要呈現的內容

，有著宏大的主題，是對新中國建設成

績的禮贊。而這份禮贊，是從街道、胡

同“大媽”的角度展開的。當然，在第

壹個單元劇當中，“居委會大媽”真的

不是大媽，而是壹位年輕的小姐姐。

以往的電視劇作品當中，也有從居

委會大媽角度講時代前進故事的。但是

，從新中國初期壹直講到當下的，這麼

宏大故事主題的，則基本上沒有。這是

《胡同》最為有價值的地方。而且，用

過這個視角，也確實容易把這個宏大的

故事內容講的生動且真實。壹個好的敘

事角度，確實成就壹部電視劇。

同時，《胡同》從開局劇情起，就

壹直在抓地道的北京味道這個特點。這

是編劇敘事上的巧妙之處。故事要成立

、角色要真實，就要有兩個要素的滿足

。第壹個，獨屬於角色的時代。第二個

，獨屬於角色的地域。把老北京味道抓

明確了，這部《胡同》的首個單元劇就

有了根基，能夠成立。

編劇付寧顯然非常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在《胡同》的首播劇情當中，出

現了大量的老北京元素，乃至於老北京

的故事。包括動輒就要後院埋人，也是

典型的老北京味道的小說當中經常見到

的。另外壹部老北京味道的電視劇《新

世界》當中，男主角也是差點被埋了。

這就是老北京題材的電視劇們達成的敘

事默契。

當然，這種老北京味道對於部分觀

眾來講，是“雙刃劍”。老編這種中老

年觀眾，對於劇作當中出現的這些老北

京的地域文化、娛樂內容、胡同街角等

等，都是十分受用的。但是，對於部分

觀眾來講，可能會覺得這部電視劇的敘

事主線不清晰，沒用的內容太多等等。

這壹點，需要仁者見仁，我個人比較喜

歡編劇當下的這種看似散實則不亂的敘

事。

同時，《胡同》的首個單元劇當

中，也並非沒有問題。它目前最不能

忽視的問題，也是這種老北京味道的

割裂感，尤其是呈現在演員角色上的

味道割裂感。劇作當中，部分實力派

演員們以出場，就可以拿老北京的範兒

。這是經過專業的訓練才會形成的範兒

。這種範兒，廣泛見於大量的老北京味

道的電視劇作品當中，已經形成了固定

的觀眾認知。

但是，青年演員趙露思和侯明昊，

他們兩位還是太年輕了，拿不住這種老

北京的範兒。倆孩子很多時候，還是按

照偶像劇的方式去表演的。能夠看出來

，付寧導演在很多時候，是努力讓趙露

思找這種範兒的，但是這孩子還是找不

準，或者說拿不住屬於自己的老北京範

兒。這種表演方式，不是壹朝壹夕可以

成的。所以，最終付寧導演選取的畫面

內容，也沒法盡善盡美。

這種現實題材的、需要起範兒的

電視劇，最難演。青年演員們壹旦找

不準這種範兒，就會拖延拍攝進度，

最終導演只能退而求其次。我覺得，

《胡同》開局的劇情當中，趙露思和

侯明昊無法起範兒，不能全怪他們，

畢竟倆孩子還年輕，以往也沒有接觸

過這樣的優質劇作，只在偶像劇當中

摸爬滾打來著。

好多時候，這樣需要味道感的電視

劇，就像是壹個木板拼成的水桶，只

要出現壹塊兒短板，就會造成整個水

桶的蓄水量不足。我們當然不願意看

到趙露思和侯明昊的表演成為短板，

然而，《胡同》首個單元劇當中，如

何找倆有老北京味道的青年演員來重

新演，這劇的質量，是可以出現肉眼可

見的提升的。

這份遺憾，估計導演自己能夠懂。

而對於青年演員們而言，盡快錘煉自己

的演技，真的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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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區義務為義務為 打打CallCall企 業
王祖藍率領一眾港星

香港婦協呈獻《看見家書》節目
林子祥尋回16歲給母親的信

港台“十一”晚首播《長津湖》賀國慶

王祖藍重新定義自己和一眾藝人朋友的
新身份：“我們已經不是明星了，是

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他也透露，不管是
海西傳媒內地的藝人還是香港的藝人，都會
更多地投入到社會公益事務中。尤其像今次
這類“齊齊撐灣區企業”的活動更有積極意
義。早於2018年便搶灘做直播帶貨，作為
首批帶貨直播的藝人，王祖藍自認積累了許
多經驗，對數字經濟轉型也有了比較直觀的
理解。

看好南沙構建前景
另外，王祖藍也發現，大灣區有很多好

品牌，但知名度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它們
需要一些渠道去推廣，才能更好地讓全國
人民都熟悉且知曉。”因此，王祖藍也希
望在現有深耕的一些全國渠道和網絡上去
做一些助力活動，此次撐灣區企業後續成
果展還會落地南沙。“和霍啟剛有多次交
流，大家都希望能為南沙的建設發展一起
發力。”王祖藍對南沙構建全球消費資
源集聚地、建設港澳特色消費門戶等的
前景十分看好。

據悉，海西傳媒集團華南區總
部、香港手工藝大灣區總部
登陸大灣區一年多以來，

借助自身資源優勢
聯動政府和企業，
在文娛行業、電商
直播行業、供應鏈
產業等方面不斷創
造佳績。此番，
“大灣區哥哥、姐
姐們”集體為合作
企業免費助推品牌
宣傳，也希望向外
傳遞出共融合齊發
展之心。

此前因參與
TVB 迎接香港回
歸祖國25周年的
慶祝活動，而暫停
直播帶貨一年。日
前，王祖藍參與《人民日報》組織的一場助
農直播活動，他透露說，雖然直播間的產品
都是幾元、十幾元的農產品，但三個小時的
直播也帶來了700多萬元（人民幣）的收
益。這樣的公益直播帶貨意義，無需贅言。
祖藍亦關注日益嚴重的海洋垃圾污染，海洋
生物的生存狀況也變得不容樂觀。祖藍支持
大家一起共同保護這個藍
色家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9月29日“擁抱灣區齊齊

撐──1+3香港內地文藝工作者幫托公益計劃”活動在廣州啟動。香港

手工藝創作行政總裁、海西傳媒集團聯合創始人、香港演藝界內地發展

協進會秘書長王祖藍率藝人苑瓊丹、張文慈、鄺文珣、梁俊一等出席，

隨後宣布將以“1+3”模式無償為大灣區11家企業提供宣傳推廣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叢仁）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獻禮片《長津湖》連續刷新多項內地影史
紀錄，累積票房逾57.7億元人民幣。該片在香港上
演時亦十分哄動，今次港台獲博納影業集團全力支
持，10月1日晚上9時30分於“港台電視31”作首
播，另外觀眾更於10月份可以免費看到多套精彩
的主旋律電影，相信是送給香港市民一份最佳的國
慶賀禮。

據港台顧問（節目）何重恩透露，《長津湖》
自去年上影後，港台已很希望把該片從大銀幕帶到
電視屏幕與香港市民分享，但基於版權的安排，到
最近才成功爭取到在免費頻道首播。今年適逢特區
政府成立25周年，港台在國慶期間盛大推出一系
列特備節目，國慶大電影除了《長津湖》在10月1
日星期六晚播出外，分別在10月連續的4個星期日
晚上，有10月9日《我和我的祖國》、10月16日
《我和我的父輩》、10月23日《建軍大業》和10

月30日《邪不壓正》在港台電視
31播出。配合電視劇《功勛》的導讀
版和《外交風雲》等劇集，相信是香港電視
史上，最具規模地推出國慶劇。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香

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簡稱：香港婦
協）9月29日晚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73周年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活
動，並特別呈獻《看見家書》感動心弦項目，
展現香港人過去25年在傳承、聯繫、改變及
認同中的蛻變。

10月1日播出第一集，打頭陣出場兩位嘉
賓是林子祥（阿Lam）及十大傑青視障女高音
蕭凱恩。阿Lam 母親近日因病入院，當他為
99歲母親收拾時，竟然發現自己16歲時，在
香港寫給遠在美國生活母親的信。信中阿Lam
提到跟弟弟在香港的生活很好，以及父親林達
志的近況，又說好開心收到媽咪寄過來的書
包。但字裏行間仍難掩對母親的思念，他叮囑
母親工作不要太辛勞，更不要擔心兩兄弟。

事隔 57年阿Lam再次執筆寫信給母親
時，阿Lam講到自小同弟弟已經覺得媽咪好前
衛、很帥，不單止會跳舞，又跟師傅學瑜伽。
信中提到阿Lam小時候就被媽咪帶去看貓王的
戲及聽他的音樂，未夠10歲的阿Lam就扮貓
王唱歌，種下對音樂的狂熱，奠定日後歌唱事
業的基礎。

阿Lam又同媽咪講到近日一件事，因為一
批印有“西醫林達志”的玻璃藥水樽，令林德
信（Alex）跟爺爺聯繫起來。原來阿Lam爸爸
是一名西醫，在元朗執業，阿 Lam 話︰“媽
咪，我告訴你，在元朗廢屋度，有人找到好特
別的東西，找到爹哋的藥瓶，所以Alex就聯絡
到他，拿到那瓶。”阿Lam答應媽咪，會帶這

個樽給她看。阿Lam特別提到在外國住了很長
時間，最終都返回香港因為這處有許多美麗回
憶，屬於自己的家。

另外，蕭凱恩開朗活潑，原來都試過懷疑
自己。在給爸爸的家書中，她提到問過父親“看
不見是否代表沒用？”蕭爸爸堅決而肯定的表
示︰“只要努力，亦都可以貢獻社會。”她又記
得報名天才表演節目時，爸爸說“中國人就該參
加中國版啦。”失明是不幸，但蕭凱恩慶幸一路
以來有父母同行，從找音樂老師到找點字樂譜
等。今年蕭凱恩參與香港特區成立 25 周年主題
曲《前》的演唱，她說會像歌詞一樣“把握機
遇，邁步向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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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祖 藍
早前直播助農
民帶貨。

◆◆王祖藍率苑瓊丹等一眾港星亮相王祖藍率苑瓊丹等一眾港星亮相““擁擁
抱灣區齊齊撐抱灣區齊齊撐””活動活動。。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阿Lam將在《看見家書》節目打頭陣出
場。

◆◆王祖藍王祖藍（（中中））稱大灣區不乏好品牌稱大灣區不乏好品牌，，但要提升知名度但要提升知名度。。

林鈺洧愛收藏暖水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應屆港姐林鈺

洧、許子萱、梁超怡和邢慧敏9月29日出席領獎儀
式，獲鐘錶贊助商送贈名錶。冠軍林鈺洧表示有收
藏名錶習慣，但主要是看款式和合眼緣，沒有追求
昂貴的款式，她更透露自己有另類收藏品，就是喜
歡搜羅暖水壺。

林鈺洧表示7年前開始學會煲湯，所以有收藏
暖水壺、湯壺的習慣，至今已有25個，當中更有經
典的懷舊款式。
笑指追求者可以送她暖水壺，不用送名錶時，林鈺
洧笑道：“其實都沒有人知的，大家問起才講，送

什麼都沒所謂，都是一分心意。”
亞軍許子萱就有收藏黑膠唱片和霓虹燈牌的習

慣，表示年代愈舊愈好，名貴收藏品反而少收集，
笑言有錢倒不如拿去吃或去旅行，替自己增加更多
美好回憶。季軍梁超怡就沒有收藏習慣，只要喜歡
和合用的就買下來。

林鈺洧等港姐當選後以出席活動為主，公司未
安排拍攝工作，林鈺洧表示想試做綜藝和拍劇，不
擔心自己身高會難找拍檔，她笑道：“我想做《愛
．回家》，因為我喜歡‘大小姐’，要我做她秘書
都可以。”

◆◆在國慶日看主在國慶日看主
旋律戰爭片旋律戰爭片《《長長
津湖津湖》，》，可加強可加強
愛國情懷愛國情懷。。



很多通过就业担保（EB2/EB3）拿到绿卡

的申请人经常问庞律师，在绿卡签发后，他们

必须在担保雇主那里工作多久。虽然对这个问

题，可以以“没有具体最短期限”简短回答此

问题。但是，移民法要求，在提交EB2/EB3的

绿卡申请时，必须有证据表明雇主和雇员都有

意让移民雇员在获批绿卡时无限期地在担保职

位上工作。有时候，拿到绿卡后迅速跳槽，可

能会给雇员带来麻烦。为什么这么说呢？

移民法要求：有意提供一个真实的未来“长期

”职位

对EB2/EB3的申请而言，移民法要求雇主

承诺一旦绿卡获批，就会提供一个未来长期全

职职位给被担保雇员。有意思的是，尽管移民

法规定中有“长期”一词，却未规定被担保员

工必须在职位上工作的具体时间。相反，这个

词按法律字面要求，指的是雇主和雇员是否打

算无限期待在该职位上。也就是说，该职位没

有固定终止日期(例如，某些合约职位)。实际

上，美国就业市场大多数都是签订自由雇佣合

约，这意味着雇主可以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

解雇雇员，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同样，雇员

也可以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离职。该劳工法

平等适用于美国有身份的工人和新移民工人。

所以，简单地说，移民法并未强制规定被担保

移民雇员在拿到绿卡后须为担保雇主固定工作

多久。

这是不是意味着，雇员拿到绿卡后可以短

时间内马上跳槽？

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具体情况需要具

体分析。如上所述，EB2/EB3申请过程中，须

有证据表明雇员在拿到绿卡时，真的有意为雇

主在担保职位上全职工作。虽然法律并未规定

雇员在跳槽前的最低工作期限，但也有一些相

关因素值得考虑。

● 在拿到绿卡前，被担保雇员是否有为

雇主工作过？若有，那工作了多久？

● 拿到绿卡后，为担保雇主工作了多长

时间？

● 雇佣关系终止的原因是什么？例如，

雇主是否因非雇员可控因素（如业务亏损，破

产，重组或收购，搬迁等）而终止雇佣关系？

或者说员工是否已离职，若是，原因是什么？

最后必须明确的是，雇主和雇员都心怀诚

意，打算在绿卡获批后，将雇员无限期地安排

在该雇主的担保职位上。但考虑到就业担保绿

卡申请通常需要花费多年时间，有时甚至是数

十年时间，所以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发

生变化以及雇佣关系在某个时刻终止的情况并

不罕见。对那些在绿卡获批后不久就终止雇佣

关系的案例，美国移民局可能会进行逐案具体

分析，以查明在此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若认

定绿卡错误获批或在此过程中存在欺诈，移民

法赋予美国移民局，有权在绿卡签发后5年内

撤销绿卡。

关于I-485J和流动规则

美国移民法 INA 第 204(j)节（通常称为

I-485J）中工作可流动影响的依据，是分析该

问题的另一个转折。考虑到通过就业担保获

批绿卡的所需时长，国会颁布了第204(j)条，

让雇员走完绿卡流程后，能在接受新工作方

面有一定的灵活性。一般而言，一旦个人

I-485调整身份的申请等待了至少180天，他

们就可以接受新工作，新工作可以来自于同

一雇主、新雇主甚至是自己，只要新职位与

相关I-140（担保职位）中提供的工作“相同

或相似”。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移民

法实际上允许个人在获得绿卡之前更换雇主

。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要仔细分析两个

职位之间的相似性，以确保职位足够相似，

满足法条中的流动性规定。所以，简单地理

解，如果一个雇员，在通过EB2/EB3拿到绿

卡后，如果在担保绿卡申请的雇主那里继续

工作满180天，那么，该雇主或雇员被移民

局认为是EB2/EB3绿卡欺诈（Fraud）的风险

会大大降低。

对美国公民身份的影响

多数情况下，美国移民局不会立刻发现

被担保雇员已从担保雇主处离职，除非雇员

在拥有绿卡五年以后，主动申请美国公民资

格入籍美国。在入籍面谈时，移民官通常会

仔细审查申请入籍的人的整个移民史，并审

查个人是否通过工作担保合法获得绿卡。尽

管太快离职的情况很少发生或者被重点关注

的几率不是很高，但偶然发生这种情况时，

申请人需要提前准备好，向移民官解释原因

并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双方都怀有极大诚意，

打算一拿到绿卡就让雇员在担保职位上工作

。若认定绿卡错误获批或在此过程中存在欺

诈，那么移民官会拒绝入籍申请，甚至吊销

申请人的绿卡，并且启动个人遣返程序（De-

portation）。考虑到这个巨大的移民法律风险

，庞律师在此提醒各位EB2/EB3绿卡申请人

，特别是广大留学生朋友们，要慎重考虑是

否选择在拿到绿卡以后，短时间立刻跳槽换

雇主这个问题。

拿到EB2/EB3绿卡后，
雇员还需要在担保雇主那里工作多久？

今年 3 月底，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公布

了一项最终法案《Emergency Stopgap USCIS

Stabilization Act》，确定将扩展 PP 加急申请

(Premium Processing)的适用范围和审理时间、

费用调整，新加入了原本政策中不可以申请

PP加急服务的EB-1 类别中的 EB-1C跨国公司

的主管或经理，以及职业移民EB-2类别中的

NIW国家利益豁免。

当时这条好消息一经公布大家都非常

期待，能够办理 PP 加急对于移民申请人

来说肯定是条利好，更快拿到审理结果

对解决当前身份问题、或推进下一步申

请都非常重要。

之后移民局分别在今年5月、7月公布了

两轮针对 EB-1C 和 NIW 申请加急服务的适用

范围，近日移民局又公布了这两个类别的第

三轮加急申请适用范围：

从 2022 年 9 月 15 日起，移民局将会开始

接受以下两种满足要求的PP加急服务申请：

在 2022 年 1月 1日之前提交的EB-1C申请

；

在2022年 2月 1日之前提交的NIW申请。

移民局将不会受理不满足以上提交时

间要求、类别要求的 PP 加急申请，移民局

也不会受理新提交的 EB-1C 和 NIW 的 I-140

加急申请。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符合上述规定

的 PP 加急申请费用为$2,500，处理时间为 45

天。

45 天后拿到的不一定是最终结果，可能

收到的结果是：

获准通知(approval notice)；

拒绝通知(denial notice)；

还有可能得到否决意向通知(notice of in-

tent to deny/NOID)；

要求提交补充材料(RFE)；

进行签证欺诈或提供不实材料/陈述的调

查(investigation for fraud or misrepresentation)等

。

如申请者拿到了 RFE 或者否决意向通知

，在移民局收到申请人的回应后，还有额外

的45天给予回复。

EB-1C， 全 称 跨 国 公 司 的 主 管 或 经 理

(Managers and Executive Transferees)，是专门为

跨国公司高级经理、或者高级行政人员准备

的移民途径，这要求受益人在过去的三年中

必须在美国雇主的海外机构，例如母公司、

子公司或者分公司工作过至少一年，而且必

须在美国公司担任高级经理或行政主管职能

。

EB-1C无需申请劳工证，但申请必须由雇

主发起绿卡申请，并需要获得雇主的永久性

工作承诺。

国家利益豁免 NIW，全称 National Inter-

est Waiver，是美国职业移民EB-2中的一个特

例。常见的申请领域包括商业、医疗、科学

、演艺、体育、教育等等。

正常情况下，申请 EB-2 必须由美国雇

主支持申请，这位雇主还要提供永久性工

作承诺，并且雇主需要向美国劳工部申请

劳工证，在劳工证批准后才能递交职业移

民的 I-140 资格申请。

NIW无需美国雇主支持申请、无需雇主

提供永久性工作承诺、无需劳工证申请，有

效缩短了绿卡到手时间。但相较于无排期的

EB-1C，NIW还得按EB-2类别的排期来。

第三次扩大 EB-1C 和 NIW的 PP 加急服务

与第二次之间相隔两个月，看来移民局已经

差不多清空了前两轮适用范围的积压申请，

照这个节奏进行下去，估计移民局向 EB-1C

和NIW全面开放PP加急指日可待。

另外，移民局还在最新的声明里强调，

他们正在努力落实让更多的申请可以享受到

PP加急服务带来的便利，按照之前移民局的

承诺，将在未来分阶段准备开放对以下申请

类别的PP加急服务：

新增部分 I-539 身份转换/身份延长申请

的 PP 加急服务：其中包括 F-1、F-2、 J-1、

J-2、M-1 和 M-2 这几种身份的转换，以及

E-1, E-2, E-3, H-4, L-2, O-3, P-4, or R-2 这几

种身份的转换和延期。申请费用预计为$1,

750，处理时间为30天。

新增了部分工卡 I-765 工卡的 PP 加急服

务：最先被列入的 I-765工卡加急的种类包括

F-1 的 OPT工卡和 J类签证的相关工卡，其他

类别的工卡是否能享受这份福利，还得再等

移民局另行通知。申请费用预计为$1,500，

处理时间为30天。

美国移民局开启
第三阶段EB-1C和NIW加急处理

「燕子來時初秋月 懷人最是九秋天」更兼三年
來遭受到Covid-19 的困擾，大家均有「劫後餘生」
的感覺，有意相約我在紐澳尓良內的密西西比河渡船
上會晤，一述災後変幻。余聞之，大表讚同，即席應
允。

我之所以即時應約，因為心中尚有另一盤算：就
是趁下月到紐澳尓良一行之時，順訪岳母大人疏堂親
戚黃文江叔的家人，並到他墳前獻花上香。因為江叔
乃於兩年前新冠病毒兇猛發作之時仙逝。正正因病毒
肆虐，江叔家人沒有向外界公開宣佈他的死訊，固此
送他上路者，寥寥無幾。江叔是紐澳尓良市之華人僑
領、又是全美黃氏宗親總會的主席，正常情況之下，
對於他的離世，想像得到的是白馬素車，定有一番生
榮死哀的致殯行列。可惜在疾情蹫煞之下，江叔似是
「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的情景。因而下月我到紐澳
尓良市一行時，定執後輩之禮，一表心意。

擲將憂患與江流，流水滔滔接話頭。
莫謂疫餘驚夜夢 、人間正道是金秋。
走筆至北，想到秋分己至，遂作 詩句，抒發心

意。
黃文江先生不但是紐奧良市赫赫有名的華人領袖

、紐市黃氏公所主席，身兼全美黃氏公所所長。又是
當地餐飲業巨子、掌控4 間中日酒家，分佈紐市四面
八方。說到地產投資，當然更是長袖善舞，人生閲歷
，多姿多采。我跟他十分投緣，每次跟江叔見面，我
倆的話盒總是談不完。江叔的家庭及業務雖然均在紐
市，不過他為人豪爽活躍，對於休市黃氏公所的宗族
活動，他也一律參與，那當然跟休市黃氏公所的元老
，例如黃維經、黃孔威十分熟落。筆者跟黃維經老先
生的令郎及千金忝為相識廿多年的鄰居；黃維經太太
更是他的賢內助，全力支撐業下之小型方便店，讓黃
維經可以抽身打理黃氏公所會務，更好好栽培黃氏膝
下多位子女，各人均是西醫、藥劑師，名重黃門。

記得2013 年黃維經老先生百年歸老時，江叔專
程來休市相送黃老。出殯之日，我跟江叔等衆親友會
集於休市永福殯儀館內，參加殯儀拜祭。席間江叔對
永福的殯儀禮節安排，十分滿意。尤其是目睹黃氏親
友坐上私家車，魚貫由西南區永福殯儀館出發，在多

位交通警員引領殿後之下，安然駛入墓場。在永福首
腦之羅大愚、鄧樹良、陳建國三位殿堂級人馬的指引
下，拜祭、入土、蓋棺、安葬、有條不紊。令到江叔
萬分佩敬。他向我講出其個人對永福的處理工作，十
分滿意。我記得曾向江叔打聽： 紐奧良市有過萬名
華人、及中南半島亜矞人仕居住，未知有無華人或亞
人開辦的殯葬服務公司？江叔即時答我：”No!”

然則江叔有無興趣「飲啖湯，在哪裡開辦一間呢
？」

江叔坦然： 這種服務，牽涉到醫生、醫院、死
亡證簽發、交通安排、花圈花牌、宗教服務、事無大
小，一一跟眼，不可錯漏、不可掛一漏萬。我佩服永
福多位唐人老細，叫我籌辦，另找髙明好了！

自從聽上江叔的一番心底話之後，我每逢遇上白
事上永福，碰上永福的鄧樹良 先生，這位相識有卅
年多的好友時，我一定伸出大姆指講一聲：「永福係
得嘅！」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秋分永福話商情秋分永福話商情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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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電影受到金馬獎的肯定，陳潔瑤表示當時正

在準備一個國際視訊會議，再加上先前車禍，左手骨

折開刀，目前正在休養，她只能用右手打手機，但仍

是開心的感謝電影團隊、拍攝地南山部落和演員，

「不管有沒有入圍，是你們（演員群）讓電影活了起

來，感謝金馬，感謝評審，入圍就是最大的肯定！我

不擅於講感性的話，只能盡情表現在電影裏，能夠入

圍最佳劇情片，是給《哈勇家》幕前幕後所有團隊最

大肯定！我深信祖靈的魂，已經在這部電影裡，我愛

我是泰雅族。」

入圍新人獎的張祖鈞則是趁著下課的空檔看直

播，聽到自己的名字都楞住了，張祖鈞目前是高中

生，是住在電影拍攝地南山部落的少年，他熱愛泰

雅族文化，便擅長吹奏泰雅的口簧琴，導演陳潔瑤

曾經拍攝過紀錄片《泰雅巴萊》，便是紀錄他的成

長和生活，而導演便以此為原型，創造他在《哈勇

家》中的角色，他的表現靈活生動，讓電影充滿歡

樂的氣氛。他說：「謝謝評審，感謝劇組所有工作

人員，抱著平常心，是自己就會是自己的，這一刻

，真的很驕傲。」

而入圍最佳女配角的林詹珍妹一頭白髮，是位充

滿個性的泰雅阿嬤，她也是演出《只要我長大》的童

星林晨皓在現實生活中的阿嬤，更是導演陳潔瑤心目

中扮演阿嬤的第一人選，首次演出，自然又動人的表

現，便讓許多影評人驚豔。但林詹珍妹對於入圍金馬

獎大感意外，入圍當晚甚至開心到睡不著覺，「當初

是抱著試試的心情來演，怎麼會入圍啊！我什麼都不

懂，還好有大家的陪伴，演的時候聽導演講劇情，很

像自己曾經歷過的，就發揮出來。」她也開心透露已

有很多晚輩想為她好好打扮，「要準備原住民服裝，

到時侯再看看穿什麼，只要漂亮就好。」

而在片中扮演張祖鈞媽媽的小薰從《只要我長大

》到《哈勇家》一直和陳潔瑤合作，《哈勇家》從尋

找素人演員開始，小薰都有參與。公佈入圍名單時，

她正忙於工作，忙完後得知消息，她也感到無比開心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你，沒想到《哈勇家》獲得評

審的喜愛，入圍大獎，《哈勇家》對我來說很特別也

重要，因為我從最剛開始就參與其中，還在選角時陪

著一起試戲，更開心的是可以讓原民傳統文化被看見

被傳承，身為泰雅族的一份子，我感到驕傲。Mu hu-

wai bar lai sinsiy na，mer ser bun （感謝評審們）」

除了金馬入圍肯定之外，《哈勇家》也獲得影評

人的好評，作家鴻鴻表示《哈勇家》是他私房影史的

十大華語片之一，「《哈勇家》不但是台灣原住民題

材至今最有穿透力的電影，也是與《不能沒有你》和

《大佛普拉斯》遙相呼應，刻畫弱勢者生存處境的動

人作品。」知名影評人鄭秉泓表示「感動非凡，這簡

直已經到達《一一》的高度。用一個家族的悲歡離合

，來折射一個時代，是我心目中21世紀最好的台灣電

影前十名。」知名媒體人也是來自泰雅族的拉娃谷幸

表示在充滿人設的年代，《哈勇家》提供了一條路徑

，讓我們有機會重返傳統，去思考什麼才是生命中最

該追求並珍惜的真實感動。

從暑假以來《哈勇家》持續進行一般觀眾的盲測

，看完後有超過九成的觀眾，包括學生觀眾群都表示

喜歡或是非常喜歡電影，即便沒有大明星的演出，素

人真摰的演出和舉重若輕的劇情，都深深打動觀眾，

並強烈推薦，「很適合闔家觀賞的作品，把文化與日

常完美結合」、「如果你想家了，看看哈勇家，然後

回家吧！」、「非常溫暖真實、充滿祝福的一部電影

」、「劇情很親民生活化，雖然身為觀眾卻有彷彿置

身同一家人的感動」。甚至有影迷級的觀眾覺得《哈

勇家》很接近日本名導是枝裕和的作品，「陳潔瑤導

演的《哈勇家》堪比是枝裕和導演的作品，但更增添

了在地文化的溫暖與真摯。」

《哈勇家》由華映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氧氣電影

有限公司、中環國際娛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星泰國

際娛樂份有限公司、得藝文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凡

宇興業有限公司、樂到家國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鏡

文學股份有限公司出品，電影將於11月11日上映，

更多電影資訊，請上「哈勇家GAGA」官方臉書粉絲

團查詢：https://www.facebook.com/GAGA.movie

溫暖家庭電影《哈勇家》
2022年最受矚目台灣電影之一

由陳潔瑤執導的溫馨感人電影《哈勇家》，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監製瞿友寧及《可不可以，你

也剛好喜歡我》監製梁宏志聯手，黃瀞怡（小薰）、陳宇及新人林亭莉和黃信赫及許多素人演員共同演

出，打造一齣充滿溫暖的可愛作品，將於11月11日上映。金馬入圍名單公佈，果然成為最搶眼的黑馬

之作，表現嚴重優秀，一共入圍了6項金馬大獎，成為2022年最受矚目的電影之一。

溫暖可愛的家庭電影《哈勇家》在今年金馬人圍名單成為搶眼的黑馬作品，全片除了黃瀞怡等少數

的專業演員、多半主角都是由素人演出，在導演陳潔瑤的鏡頭下，以自然純樸的表現獲得評審青睞，獲

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著劇本、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員及最佳電影主題曲，導演陳潔瑤個人

便有最佳導演、劇本及主題曲作詞共三項入圍。

第59屆金馬獎，27日公布入圍名單，入圍大贏家是

港片《智齒》，獲得14項提名；至於話題國片《咒》，

緊追在後，入圍13項。而張孝全在新片《罪後真相》，

挑戰浮誇的電視名嘴，二度叩關金馬影帝。

電影《罪後真相》：「新聞很重要，真相更重要，

你相信啊，十萬訂閱就續約，你自己說的啊，你答應的

啊。」張孝全在新片《罪後真相》，變成油腔滑調的電

視名嘴，顛覆過往沉穩木訥形象。這回二度叩關金馬影

帝，一起角逐的還包括香港視帝林家棟、香港演員張繼

聰、黃秋生，以及游安順，三位港星PK兩位台星，搶最

佳男主角。

電影《燈火闌珊》：「我要完成我丈夫最後的遺願

。」張艾嘉相隔21年，再演港片《燈火闌珊》，據說她

這回不計酬勞參與演出，三度入圍金馬影后，競爭者包

括劉雅瑟、袁澧林、新加坡女星洪慧芳，以及蔡亘晏。

電影《咒》：「我叫李若男，六年前曾經觸犯了可

怕的禁忌。」另外上半年票房最高的國片《咒》，入圍

了13獎 ，導演柯孟融格外興奮。導演柯孟融：「我自己

感到非常的榮幸，而且真的很意外，我到現在還蠻想哭

的，很感動欸。因為這部電影，一直都承載了很多工作

人員跟很多不同人的夢想在裡面。」

但《咒》並非大贏家，來自香港的犯罪推理片《智

齒》，入圍最佳劇情片在內，共14項提名 。本屆金馬獎

將於11月19號，在國父紀念館頒獎，星光紅毯主持人是

楊千霈搭擋吳念軒，到時獎落誰家也讓人格外期待。

張孝全、林家棟搶金馬影帝
張艾嘉再度入圍影后

電影《科學少女》上映第2周，監製王銀國及導演莊

景燊仍帶領演員勤跑QA，與觀眾近距離互動，本周適逢

莊景燊導演的生日，宣傳團隊也特別安排驚喜慶祝環節

，由姚以緹及林暉閔一起送上生日蛋糕，盧以恩及王傳

一雖無法一同參與，仍貼心錄製影片獻上祝福。

演藝圈也有不少朋友以行動力挺《科學少女》，9月

16日首映當天林暉閔經紀人便包場支持，後續也有粉絲

應援包場。而姚以緹所屬的經紀公司日前亦大方包場，

廣邀大小朋友一起觀看本片，包含姚淳耀、范少勳、巫

建和、王真琳、林予晞、芳芸等都到場支持，金鐘視帝

姚淳耀大讚姚以緹的演技，「看了這部覺得很感人，就

是覺得（飾演機器人）看起來好像很困難，因為機器人

看起來好像都沒有動，可是我可以感覺得到妳裡面的情

緒。」

此外，曾在《神之鄉》與盧以恩、林暉閔合作的李

玉璽特地包場支持，3人在台上一見面馬上開啟互虧模式

，好交情盡顯無疑。李玉璽進而表示，本片是一部題材

特別又感人的電影，更是佩服盧以恩在劇中的哭戲。台

下甚至有粉絲激動表示本片讓她哭慘了，對於電影刻劃

親人逝世的部分十分觸動人心，特別有所共鳴。

李玉璽包場力挺《科學少女》
重逢盧以恩、林暉閔互虧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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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不好就回老家，在老家不一定混不好。

对曾在大城市谋生的小镇青年而言，当他们提着行李箱站在家

乡的旷野之上时，身边人不免会为他们贴上“失败”的标签。

似乎，青年返乡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在大城市生活不下去了。

如果他们在大城市的工作足以谋生，那贴在返乡青年身上的标签便

成了“傻”。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乡镇也为返乡青年

提供了创业、就业的沃土。对返乡青年而言，回乡创业不是头脑一

热的选择，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在大城市，他们是被迫谋生的

异乡人，烦琐的工作、频繁的人际往来以及远离亲人的孤独使他们

变得麻木和焦躁，但在乡镇，工作被重新定义，生活的美与好也被

再次发现。

面对身边人的非议和创业的困难，他们选择用行动回应。

“因为返乡，我成了众矢之的”

每年三四月，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重庆路周围的油菜进入花期

。

此时，阳光晴朗，蜂飞蝶舞，绵延不绝的油菜花田吸引了一拨

又一拨游客到此旅游打卡，坐落在重庆路上的道明镇也迎来一年中

的旅游旺季。在狭长的乡道上，天南海北的游客围挤在各色竹编摊

位上，他们或是挑选商品，或是欣赏竹编匠人的手艺。

与道明镇多数竹编工作室一样，红梅竹编工作室的生意火爆异

常。

时年28岁的肖瑶是红梅竹编工作室的负责人，她于2019年辞

去重庆市一家三甲医院的护士工作回到道明镇，从母亲的手里接过

了红梅竹编工作室。

“红梅”是肖瑶母亲的名字，在肖瑶返乡前，肖瑶的父母是工

作室的第一负责人，他们除了要负责店内竹编作品的销售，还要参

与制作竹编作品。旅游旺季时，店内人手总显紧张。母亲向肖瑶传

递了希望她回家继承竹编手艺的想法。

彼时，肖瑶因为在医院长期值夜班，胃病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

步。考虑到护士入职五六年后才可不值夜班，以及自己的身体状况

，肖瑶便顺从母亲的心意，辞职回乡。

返乡之初，肖瑶和母亲的决定遭到了身边多数人的反对。亲戚

朋友不能理解，一个在三甲医院就职的护士为什么会想回家做竹编

。在道明镇，从事竹编的人群以中老年人为主，鲜有青年从业者。

有人为肖瑶的选择感到遗憾，有人劝她慎重考虑，还有人在背

后非议肖瑶的母亲，称她“为了自己好过，竟然让女儿回家做竹编

”。

但肖瑶却清楚，自己的决定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后的

选择。道明镇有“竹编之乡”的美誉，生活在这里的人，或以竹子

贩卖为业，或以竹子编织盈利，还有人专门收购竹编作品，再行贩

卖。

街道上，经常能看到匠人用竹子编织的保温杯、花篮、熊猫等

。肖瑶介绍，道明镇的竹编花篮曾经占据了全国开业花篮市场的

90%。在她看来，自己回乡从事竹编，不仅可以传承母亲的竹编手

艺，也能为道明镇的竹编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和肖瑶的经历相似，之前在贵州旅游团带团做导游的裴琳在返

乡回家建造九号院子初期，也曾遭遇身边人的不解。

从事导游工作时，裴琳要每天早上6点多依次喊每一位跟团游

客起床，等大家集合后，她再带团出发前往景区。因为贵州的景点

之间距离较远，从一个景区前往下一个景区往往要长时间乘坐大巴

车。裴琳形容：“带团时会有一种错觉，好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

是在车上度过的。”

旅行社规定，导游带团时必须带游客游览景区的某一区域，游

客则将这一行为看成是导游在劝游客消费。有人质疑裴琳，称她带

团就是为了挣黑心钱，将游客带到消费区是为了拿回扣。

裴琳经历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她看来，导游和游客之间的良

好互动需要彼此给予足够的信任。但因为性格直来直往，裴琳也称

自己不适合做导游。在贵州带团半年后，裴琳即递交了辞呈。

辞职后，她沿318川藏线徒步去了西藏，在途中，她开始思考

自己今后的人生。喜静、不爱与人交流的她决定回家开一间甜品店

。

甜品店的店铺即自家的院子，但因为院子坐落在乡村，裴琳少

不了会收到一些负面评价，比如乡村小院难以招徕顾客、很难实现

盈利等。

2014年从温州前往上海工作的Nina，在去年结束了为期7年的

沪漂之旅。与裴琳和肖瑶选择回乡的原因不同，Nina回乡主要是为

了结束和男友异地恋的状态。

回乡之前，Nina和男友曾就在上海还是在温州生活进行过讨论

。当时，Nina的男朋友在温州一家国企工作。就温州本地的就业机

会而言，这无疑是一份稳定且体面的工作。但若放在上海，这份经

验却很难为男朋友的求职加成。

而Nina虽然已经在上海生活了7年之久，却始终没有拿到上海

的户口，即使两家人拼尽全力在上海买了房子，将来他们的子女可

能还要面对没有户口、无法上学的窘境。

种种考虑下，Nina决定回家从事英语教育相关工作。同时，她

也以“Nina Chan”为名，在小红书上更新与英语考试有关的内容

。在她看来，自媒体创业不受地点限制，只要内容够优秀，即使在

乡镇也可大有作为。

回乡，是新的开始

非议最汹涌的时候，肖瑶找到了当地一位有几十年竹编经验的

老人，她向对方询问，自己选择回家做竹编是否是错误的，如果中

途放弃，会不会被别人看笑话。

老人告诉肖瑶，她在竹编道路上只走了

10步，如果她走到第99步时还想放弃，那才

能说明她回家做竹编的决定是错误的。

老人还向肖瑶分享了自己为学好竹编所

付出的努力和做竹编遭遇的困境：为学好设

计，老人曾四处托人，以获得到中央美术学

院进修的机会；因为不懂营销，老人制作的

很多竹编作品鲜有人问……

与老人的对话极大地激励了肖瑶，也让

她下定决心继续做竹编。返乡一个月后，她

还得到了到中央美术学院和上海艺术学院学

习竹编、藤编等传统手艺知识的机会。这段

学习经历拓宽了肖瑶的想象，使她在制作竹

编作品时，能更好地在脑海中构建作品的基

本模型。

学习结束后，肖瑶向父亲分享了国外竹

编匠人的作品，两人一起探讨国外竹编作品

的可取之处。

不久，工作室接到一位设计师的单子，

对方表示想要定制一件艺术装置，作品造型

类似流水。明确制作要求后，肖瑶和其他匠

人一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此前，他们从未

听说过“艺术装置”这一名词。在当时的肖

瑶看来，所谓的艺术装置与店内竹编摆件的

制作程序并无过多不同，顶多需要半个月就

能完成。

结果，半个多月过去，作品内部的造型

还没有搭建出来。等她和员工好不容易仿照

对方给出的设计图，做出了作品的大概轮廓

，对方却希望肖瑶能对细节再进行优化。

肖瑶称，作品细节难以把握的根本原因

在于竹子的韧性有限，要想用竹子呈现水流

动时的美感，则必须想办法增强竹子的韧性

。

通过和设计师沟通、和其他匠人不断摸

索，历时多日，肖瑶和其他匠人决定用铁艺

搭建作品的模型——先用铁条搭建出作品的

基本轮廓，然后再用竹子在铁条上进行编织

，编织时要保证竹子能将所有铁条覆盖。这

种制作方法的显著优势是，既能借助铁条延

展竹子的韧性，尽量呈现水的动感美，又能使作品看上去像是只使

用了竹子制作。

历时3个月，这件作品终于制作完成。交货后，对方对该作品

赞叹不已，并在后期和肖瑶进一步开展了多次合作。

竹子编织的手工艺品造型百变，形态优美。

对于没有设计背景的裴琳而言，建造一个具有美感的院子也非

易事。最开始，裴琳只能依靠脑海中的想象打造院子，然后再将施

工后的院子和自己想象中的院子进行对比。凭空创造的做法让她遭

遇了重重困难，一处狭小的角落盖完拆、拆完再盖几乎成了常事。

裴琳在小红书个人账号“九号院子”上分享了自己改造阳光房

的过程。阳光房所在的位置原本是一处亭子，因为亭子到了夏天并

不能有效地阻隔阳光，她便将亭子拆掉，改为阳光房。阳光房墙体

施工完成后，她才发现墙体上没有预留窗户。没有办法，裴琳只能

在墙体上重新砸出窗户的预留位置。

为了减少返工次数，也为了弥补自己在设计上的不足，裴琳开

始疯狂刷有关院子设计的作品，通过比对色彩、拆解构架等方法，

她梦想中的院子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形状。

扎根乡土，是回流的意义

从上海返回温州后，Nina和男朋友的婚礼如期举行。和在上海

工作时的生活相比，Nina在温州老家的生活是惬意的，她不仅和丈

夫结束了异地生活，还重新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丈夫上班的地方就在镇上，驾车只需10分钟左右。因为距离过

近，Nina的一日三餐都能得到丈夫的陪伴，她和丈夫吃过晚饭，还

会一起看电影、散步，或是到附近的商超买水果……慢节奏的生活

一度让Nina有种老年人退休的错觉。

公公在家里定了规矩，只要有家人过生日，全家人必须聚在一

起吃饭，每人要出200元的份子钱。Nina经常和婆婆一起聊天。通

过聊天，Nina得知，婆婆有自己的闺密，她们经常互相打电话询问

彼此的近况，也会经常打电话给自家兄弟姐妹，询问对方家里是否

需要帮衬。因为距离很近，Nina的婆婆和她的闺密、姐妹也经常见

面、散步、逛街。

而这些，是Nina在大城市很难享有的。她坦言自己的心态变得

平和了很多，不再像身处异乡时那样焦虑、孤独。一次，Nina丈夫

的朋友添加了她的微信，Nina一接触对方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

力和焦虑，焦虑的主题是英语专业的人如何在小县城谋生。同为英

语专业毕业的学生，Nina向对方提供了几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考编

制、去私立学校任教或者去当家教。但每一条都被对方以不同的理

由否决了。

Nina虽然理解对方的焦虑，却觉得过分焦虑完全没有必要。在

她看来，相比其他冷门专业，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小县城并不缺就业

机会，只是每份工作、每条路必然都伴有挑战。他们要做的，就是

坦然接受并脚踏实地地走好眼下每一步。只要和家人在一起，任何

问题都不足为惧。

和家人一起从事竹编的肖瑶，也开始渐渐明白回乡做竹编的意

义。在她看来，做竹编不仅帮助她实现了经济自由，还帮助村民实

现了本地就业。因为业务发展需要，肖瑶在当地招用了30多名员工

，这些员工既有她的邻里街坊，也不乏看着她长大的叔叔阿姨。

她的员工中，有很多人家里都有上学的小朋友，每逢小朋友放

学的时间，肖瑶会允许员工短暂脱离岗位，接小朋友回家。

未来，肖瑶希望能将竹编技艺继续发扬光大，让更多人认识竹

编，她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到道明镇。“只有更多年轻人回

到乡村，乡村才会发展得更好。”肖瑶说。

而在互联网上，裴琳的九号院子收获了众多网友的喜欢，由她

独立设计的阳光房，地面通铺木质地板，墙体刷白，巨大的落地窗

搭配白色的纱帘，既不影响光线，又能隔绝部分热量。院子前边

，小树几株，草坪环绕。远处是悠悠白云和如洗蓝天。

许多网友在裴琳的账号下留言：“这是我理想中的院子，是

我想要的生活！”

逃离一线的青年，比想象中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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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僑青基地HY-FI白領居 提供交誼聚會好新居

圖圖11..
圖圖22..
圖圖33..
圖圖44..
圖圖55..
圖圖66..

英 文 命 名 優 勝 者 陳 伊 瑋 以英 文 命 名 優 勝 者 陳 伊 瑋 以
「「Houston Youth Future IncuHouston Youth Future Incu--

bator / HYFIbator / HYFI」」 一詞獲得一詞獲得500500美美
元獎金元獎金

王 盈 蓉 向 大王 盈 蓉 向 大
家宣傳家宣傳 ii 僑卡僑卡
並 鼓 勵 踴 躍並 鼓 勵 踴 躍
申請申請

黃依莉向大家宣傳黃依莉向大家宣傳ii臺灣窗口臺灣窗口

大家聚精會神聽取王大家聚精會神聽取王
盈蓉介紹僑委會各項盈蓉介紹僑委會各項
政策政策

王盈蓉頒發僑委會熊讚王盈蓉頒發僑委會熊讚
愛心能量包給中英文命愛心能量包給中英文命
名佳作得獎者名佳作得獎者

劉秀美劉秀美、、王盈蓉王盈蓉、、陳美芬陳美芬、、王韋王韋
龍龍、、周建佑周建佑、、賴江椿賴江椿((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與活動參與者大合照與活動參與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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