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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aims to hobble China’s chip in-
dustry with sweeping new export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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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7 (Reuters) -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on Friday 
published a sweeping set of export controls, including a 
measure to cut China off from certain semiconductor chips 
made anywhere in the world with U.S. equipment, vastly 
expanding its reach in its bid to slow Beijing’s technological 
and military advances.

The rules, some of which go into effect immediately, build 
on restrictions sent in letters earlier this year to top toolmak-
ers KLA Corp (KLAC.O), Lam Research Corp (LRCX.O) 
and Applied Materials Inc (AMAT.O), effectively requir-
ing them to halt shipments of equipment to wholly Chi-
nese-owned factories producing advanced logic chips.

The raft of measures could amount to the biggest shift in 
U.S. policy toward shipping technology to China since the 
1990s. If effective, they could hobble China’s chip manu-
facturing industry by forcing American and foreign compa-
nies that use U.S. technology to cut off support for some of 
China’s leading factories and chip designers.

“This will set the Chinese back years,” said Jim Lewis, a 
technology and cybersecurity expert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
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a Washington D.C.-

based think tank, who said the policies harken 
back to the tough regulations of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Binance-linked blockchain hit by $570 million 
crypto hack
Analysis: Chip industry rethinks Taiwan risk 
after Pelosi visit but options limited
Nvidia says it does not expect new U.S. export 
hit its business
“China isn’t going to give up on chipmaking ... 
but this will really slow them (down).”

In a briefing with reporters on Thursday pre-
viewing the rules,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said many of the measures were aimed at 
preventing foreign firms from selling advanced 
chips to China or supplying Chinese firms with 
tools to make their own advanced chips. They 
conceded, however, that they had not secured 
any promises that allied nations would imple-
ment similar measures and that discussions 
with those nations are ongoing.
“We recognize that the unilateral controls 
we’re putting into place will lose effectiveness 
over time if other countries don’t join us,” 
one official said. “And we risk harming U.S. 
technology leadership if foreign competitors 
are not subject to similar controls.”

The expansion of U.S. powers to control 
exports to China of chips made with U.S. 
tools is based on a broadening of the so-called 
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 It was previously 
expanded to give the U.S. government authori-
ty to control exports of chips made overseas to 
Chinese telecoms giant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HWT.UL) and later to stop the flow of 
semiconductors to Russia after its invasion of 
Ukraine.On Frid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pplied the expanded restrictions to China’s 
IFLYTEK, Dahua Technology, and Megvii 
Technology, companies added to the entity 
list in 2019 over allegations they aided 
Beijing in the suppression of its Uyghur 
minority group.

The rules published on Friday also block 
shipments of a broad array of chips for use 
in Chinese supercomputing systems. The 
rules define a supercomputer as any system 
with more than 100 petaflops of computing 
power within a floor space of 6,400 square 
feet, a definition that two industry sources 
said could also hit some commercial data 
centers at Chinese tech giants.

Eric Sayers, a defense policy expert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said 
the move reflects a new bid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contain China’s advanc-
es instead of simply seeking to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The scope of the rule and potential im-
pacts are quite stunning but the devil will of 
course be in the details of implementation,” 
he adde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which represents chipmakers, said it was 
studying the regulations and urged the 
United States to “implement the rules in 
a targeted way - and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 to help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Earlier 
on Fri-
day, the 
United 
States 
added 
China’s 
top 
memo-
ry chip-
maker 
YMTC 
and 30 
other 
Chinese 

entities to a list of companies that U.S. offi-
cials cannot inspect, ratcheting up tensions 
with Beijing and taking aim at a firm that 
has long trouble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ad more

The “unverified list” is a potential precursor 
to tougher economic blacklists, but com-
panies that comply with U.S.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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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Commander Nicole Mann greets her family while departing crew quarters for 
launch aboard a SpaceX Falcon 9 rocket at the Kennedy Space Center in Cape 
Canaveral, Florida, October 5. REUTERS/Joe Skipper

A man runs past a burning street barricade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and rising 
fuel prices, in Port-au-Prince, Haiti, October 3. REUTERS/Ralph Tedy Erol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gestures during a rally in Warren, Michigan, October 1.  
REUTERS/Chery Dieu-Nalio

A man carrying a gun walks 
with a family on a flooded 
street after Hurricane Ian 
caused widespread destruction, 
in North Port, Florida, Septem-
ber 30.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People greet Britain’s King 
Charles at an official cere-
mony to mark Dunfermline 
as a city, in Dunfermline, 
Scotland, October 3. REU-
TERS/Russell Cheyne

A woman reacts as people gather 
outside a day care center which 
was the scene of a mass shoot-
ing and stabbing, in the town 
of Uthai Sawan, around 500 
km northeast of Bangkok in the 
province of Nong Bua Lam Phu, 
Thailand, October 6. REUTERS/
Athit Perawongmetha

Current Democratic Harris County Judge Lina
Hidalgo and Republican challenger Alexandra del
Moral Mealer are in a tough fight in coming
election.

Harris County, with more than 4.5 million in
population, is the third largest county in the nation.
The county government manages a multi-billion
dollar annual budget and is in charge of funding
key services and infrastructure in the county.

31-year-old Hidalgo was a new face when
she defeated Republican incumbent Ed Emmett in
2018. Born in Colombia, she moved to the
Houston area as a teenager in 2013. She
graduated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became U.
S. citizen in the same year. She also enrolled in
Harvard University, but she put her studies there
on hold when she chose to run for office.

During her first term, Hidalgo was mostly focused on

issues including flood control,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and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She was the first woman to

ever become a Harris County judge.
Hidalgo’s 37-year-old challenger, Mealer, is

originally from California. She is also a second
generation Hispanic American, a West Point
graduate, a combat veteran (Army Bomb Squad), a
working mother with a successful career in energy
finance with JD and MBA degree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Mealer said she would aggressively increase
law enforcement funding, combat corruption and
practice lower spending.

We as residents of Harris County, all of us, are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our tax increases and
public safety issues. The November elect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all of us.

1010//0606//20222022

Two Young WomenTwo Young Women’’s Battles 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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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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inion
Can China End The Ukrain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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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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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5日與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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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幫助急難救助、弱勢家庭、社區義診等慈善項
目，慈濟德州分會將於2022年11月12日星期六，上午	
9:30至下午12:30（中部時間）在會所舉辦【2022慈濟
德州分會健走】活動，內容如下：

請跟隨慈濟德州分會休士頓志工充滿活力的腳步，一起
為慈善而走；請加入我們，將愛心付諸行動！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10月15日與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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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風雨無阻）

健走：9:30am - 11:00am 
園遊會：11:00am - 1:00pm，台灣街邊
小吃、飲品、甜品、遊戲……等，好吃又好玩。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重災區那布勒斯市和大沼澤市就有近五千戶居民亟待
援助。   慈濟志工

無論有無保險，我們都在這裡為休士頓的民眾服務。   

德州分會德州分會醫療組副組長志工  黃希涵

感恩所有的順境和逆境，成就了這一切的美好。   

慈濟志工  闕美卿 

	 作者／蘇素珍、蔡長治

	作者／林嵩然、許維真

	作者／吳采榮、孫嘉蒞、馮冰、鐘博盈

美國歷史上最強颶風之一的四級颶風伊恩（Hurricane	
Ian）在9月28日從墨西哥灣直撲美國佛羅里達州

（Florida），在邁爾斯堡（Fort	 Myers）周圍登陸後，已
在美國南方五個州的沿海社區造成巨大損失。美國慈濟作為
「美國急難救助組織」（National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ctive	 in	 Disaster）的主要成員之一，9月29日已回應美國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的應急動員，參與聯邦、州、市應急援助團隊的協
調事務，並積極籌備災後的大規模賑災事務。

雖然全球各地開始逐步放寬防疫的規定，但美國每天還
是有確診的民眾，另外又將進入流感好發的季節，慈

濟德州分會再次與沃爾格林（Wargreen）藥房合作，9月
25日在會所提供新冠肺炎次世代疫苗加強劑和流感疫苗的施
打；同時也與往年一樣，合併此次疫苗施打，也與慈濟人醫
會陳正德醫師合作，一起進行B型肝炎篩檢。

9月24日，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Atlanta,	Georgia）已有初秋微涼寒意的早晨，寧靜的空氣中有著沉靜的喜
悅。兩年的規劃，加上疫情期施工兩年，歷經整整四年的整
建裝修工程，慈濟美國亞特蘭大會所終於在這一天舉辦正式
的啟用典禮，慈濟人將從這個新家出發，深耕社區，把善與
愛傳播出去。	
	 當典禮開始時，新會所的感恩堂內坐滿了嘉賓和會眾，
氣氛莊嚴卻又難掩喜悅。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曾慈慧和各個
分會及聯絡處的負責人、委員們一同上台剪綵，在大家的見
證下，共同完成這一個歷史的時刻，慈濟亞特蘭大支會從此
有了一個功能具足的新會所，一個嶄新的家。

◎ 邁阿密志工前往勘災

◎ 服務每一位休士頓民眾

◎ 順境逆境成就美好

◎ 倉庫轉化為溫馨會所

◎ 來自世界各地的祝福

◎ 打開大門幫助民眾更健康

◎ 慈濟研擬賑災計劃

藥劑師幫民眾施打
流感疫苗及新冠肺
炎次世代疫苗加強
劑。攝影／林嵩然

疫苗和肝炎篩檢  
德州分會守護健康守護愛

歷時四年的成果  
慈濟亞特蘭大新會所啟用

伊恩颶風襲擊五州  美國慈濟展開勘災和賑災

	 10月2日，慈濟邁阿密聯絡處的慈濟志工立即聯繫在2017
年艾瑪颶風（Hurricane	 Irma）賑災時結識的柯尼爾縣的市議
員潘尼泰勒（Penny	 Taylor），一同前往重災區那柯尼爾縣的
那布勒斯（Naples,	 Collier	 County）和大沼澤市（Everglades	
City,	 Collier	 County）進行勘災。勘災當天，柯尼爾縣發展管
理部（Collier	County	Growth	Management	Departemt）的詹
姆斯（James	 French）開車帶著志工們前往災區了解受災情

	 有別於2020年年底新冠肺炎疫苗剛問世，疫苗取得不
易，截至去年底，大部份不排斥打疫苗的美國人都已普遍施
打二至三劑疫苗。2022年，大多數人都經歷了BA4或BA5變
種病毒的肆虐，全球在疫苗覆蓋率提升後，各個國家也開始
逐步開放國門，漸漸解除防疫的規定。但從美國每日的確診
數字，可以確知疫情尚未完全退去，民眾仍需小心防護。
	 慈濟德洲分會向休士頓地區無論有無保險的民眾提供疫
苗施打，或做肝炎篩檢，盡力維護社區民眾的身體健康。德
州分會醫療組副組長志工黃希涵看到社區民眾踴躍參加，開

	 此外多年與慈濟德州分會合作的陳正德醫師提及：「在
亞洲每10人中，大約就有1人患有B型肝炎疾病，雖然罹患B
型肝炎是一個無法治癒的疾病，但如若能夠透過及早篩檢與
發現，儘早開始進行藥物治療，可以降低產生其他如肝硬化
等地併發症，所以透過慈濟在休士頓社區的深耕，可以鼓勵

	 亞特蘭大支會負責人志工孫嘉蒞心懷感恩的說：「回首
過去四年，我們是關關難過，關關過。在『感恩過去』的同
時，我們也『展望未來』，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握現在』。
證嚴法師說的『知足』，是『知足』而能『超越』；我們要
能『勇於承擔』，『完成』還要『傳承』；讓我們『自我超
越』與『勇於承擔』！」
	 孫嘉蒞是新會所購置、整建到順利啟用的幕後推手。他
希望慈濟人把這個新家，當作自己的家，一起來付出，一起
來推動慈濟的各個項目。
	 新會所原本是一個倉庫，慈濟志工闕美卿在典禮上感性
的說：「今天站在這裡，腦中浮現出四年前倉庫的樣貌，心
中還是很激動的；要感恩的人實在太多了！如果沒有志工陳
俊豪，我們還是會有一個永久的家，但不會是一個如此莊嚴
的道場。」

	 陳俊豪在大會上分享：「要做這個會所真的是有重重地
挑戰，但是我們知道，要做任何有意義的事情，我們一定要
有耐性。所以不能停止、不能等，但也不要急。若是大家一
起合作，在必要時一定會有人出來補位，事情就會進行得很
圓滿。」
	 志工應光永回憶說：「這裡原本是一間倉庫，完全想像
不出來會變成現在這個樣貌！裝修期間經常會來看看有沒有
需要幫忙的？看到孫嘉蒞、陳俊豪和闕美卿三位在裝修過程
中的用心、耐心和凝聚力，讓會所的裝修工程順利完成。」
	 慈濟亞特蘭大聯絡點於1996年成立，1997年升格為聯絡
處，2007年再升格為亞特蘭大支會。2021年搬到現在的新
家後，陸續推出新的活動。許多家長原本不認識慈濟，因為
孩子參與慈濟的課程，開始對慈濟有新的認識，並成為大家
庭中的一員。

	 	 	 	 	慈濟美國總會
執行長曾慈慧在典
禮上恭讀證嚴法師
的祝福函。慈濟全
球志工總督導黃思
賢、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執行長顏博
文和花蓮慈靜精舍

的德悅師父、德淵師父和德宸師父透過預錄影片表達祝福。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濟嶢、慈濟紐約分會執行長蘇濟義、
美南各地聯絡處的慈濟人也都特地趕來表達祝福。
	 在這次準備的點心盒中，有150份花生酥餅是志工李玲
老師做的，另外150份咖哩餃是志工王文漪老師花了二天時
間準備的。
	 新會所，新氣象，新的家，新的起點，慈濟亞特蘭大志
工們帶著大家滿滿的愛與祝福，今後會更深化慈善、醫療、
教育、人文的四大會務工作，用心服務社區，廣播善種，讓
慈濟永續紮根在這座森林城市，同時也將愛與善傳播出去。

況，以及目前最急需的援助。
	 那不勒斯市因為海水倒灌，整個城市大部分地區都停水停
電，儘管房子已經架高地基，但還是淹水三到五尺。所有的傢
俱都泡在水中，只能扔掉傢俱，棄置在路邊等垃圾清潔公司來
清除。
	 大沼澤市消防站因淹水三呎無法居住，消防隊員白天在
外進行第一線的援助工作，晚上只能在鄰近的消防站夜宿。在
丹佛街上的一家三口及一隻老狗，因為無法帶狗一起去避難中
心，因此選擇留守家園，災後即使想去避難中心但是也已經客

	 颶風伊恩在邁爾斯堡附近的卡約科斯塔島（Cayo	
Costa）登陸美國後，穿越佛羅里達半島沿著美國東南沿
岸持續向北前進。當前伊恩颶風已對佛羅里達州、喬治亞
州（Georgia）、阿拉巴馬州（Alabama）、南卡羅萊納州
（South	 Carolina）、北卡羅萊納州（North	 Carolina）的
社區造成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
	 突如其來的災變，流離失所的災民正需要慈濟志工和您
慈悲溫暖的行動，請加入慈濟行列累積大愛能量，結合社區
點滴匯聚的力量，一起為災民編織起最堅實的庇護，讓受困
的人們重新踏上坦途。

滿。晚上還睡在濕的床墊上，令人心疼不捨。所幸今天遇到勘
災團隊，「緊急救難中心」工作人員詹姆斯和他們交換連絡電
話，協助幫忙安置這一家人。

	 民眾卡帕西（Kapasi）的一家人，由媽媽帶著兩個孩
子前來施打疫苗及進行B型肝炎篩檢。卡帕西說：「我們非
常開心與感恩有機會來這裡得到免費的疫苗及篩檢。」因
為保險的限制及受限於施打疫苗的時間，他們努力在網路
搜尋免費疫苗資訊，找出三個符合免費施打的地點，但又
擔心資訊不正確，所以逐一打電話聯繫，經過語音留言，
唯有慈濟回電，並確認無需保險即可進行免費施打，同時
可以提供免費B型肝炎篩檢的服務。
	 德州分會志工許維真聽到她的經歷，非常地開心。因
為，正是她為每一個語音留言回電：「除了網路媒合了社
區裡有需要的民眾，回電也能為守護社區民眾的健康盡一
份心力，真是一件開心的事。」
	 「守護健康守護愛」是慈濟醫療服務中的一個目標，
但世界之大，民眾之多，很難以很簡單的方法達到廣泛的
目標。慈濟德州分會在每年的這個時候，都會打開大門幫
助民眾更健康的度過流感季節。今年也不例外，慈濟德州
分會伸出互助與合作的雙手，牽起沃爾格林藥房、陳正德
醫生診所、德州分會上上下下的志工們，以及社區中所有
民眾的手，一起為大家「守護健康守護愛」。

心地分享：「德州分會舉辦免費的流感疫苗注射，提供給我
們的社區民眾、低收入或是無法在其他地方打到流感的民
眾，我們都會為他們施打。另外，還有新冠肺炎次世代疫苗
加強劑。我們也為不知道自己是否得過B型肝炎的民眾做篩
檢，讓他們了解自己是否得過肝炎、是否有抗體，以及抗體
是否足夠。」

更多的民眾參與篩檢，讓有B型肝炎的民眾能夠及早接受治
療，讓整個社區的民眾更加健康，是所有的醫生的期待。」

伊恩颶風「緊急救難中心」工作人員與慈濟志工分享災情簡報。
攝影／蔡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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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髮夢露」由布萊德彼特的Plan B公司製

作、把他捧上威尼斯影展影帝的「刺殺傑西」安

德魯多明尼克執導、去年在「007 生死交戰」表

現令人驚豔的古巴美女安娜迪阿瑪斯主演，當初

在威尼斯首映之後，觀眾起立鼓掌14分鐘，反應

熱烈，但在Netflix推出之後，儘管第一天就登上

全球88國包括美國、德國、埃及、越南、新加坡

等的電影類收視冠軍，反彈的聲浪卻居高不下。

有人稱這部片只看了20分鐘就受不了，有的人抱

怨這片並沒有反映夢露的真實人生，充滿虛構的

內容會誤導觀眾，更有人抨擊21世紀的現在，還

有導演拍了一部166分鐘的長片在強調女性如何

被男性佔便宜而痛苦不堪，實在是非常厭女，還

有女性影評人表示自己不會再為「金髮夢露」寫

任何文章了。

為何「金髮夢露」那麼引起爭議？該片甚

至被列為等同於以往X級的NC-17 級，17歲以

下的觀眾不得欣賞，就表示裡面會有很多未成

年者不宜的內容，果然隨著夢露以拍攝性感裸

體照片受到各方矚目、被大電影公司簽約力捧

之後，馬上出現她被大老闆「從後面硬上」的

畫面，顯示在她風光的背後有多少屈辱。接著

她還被卓别林的兒子誘騙和另一位男星愛德華

魯賓遜的兒子一起搞3P，甚至玩到懷孕，著名

的「風吹裙起」經典畫面，導演突顯的是男人

爭相想看她裙內底褲的色相，最後提到她和美

國總統的婚外情，雖然沒直接點名就是甘迺迪

，卻呈現她為他口交的過程，更別說安娜在片

子裡露兩點、全裸的鏡頭不只一、兩段，自己

的身體也成為被窺伺的目標。

女性不滿的是，夢露生前已經被認為是

遭到公眾剝削的受害者，過世都滿 60 年，還

要這樣描繪

她、沒有更

新的角度。

看到她在片

中的慘況，

很多人吞不

下去，而且

支持墮胎自

主的人也認

為該片反墮

胎，另有人

深怕觀眾誤

以為「金髮

夢露」就是

夢露的真實

人生，忘了

此片是改編

自小說，一

堆作者自己

的想像。導演安德魯多明尼克完全不打算解

釋，反而說道：「如果觀眾不喜歡，那是他

X 的觀眾的問題，這又不是在競選公職，這

是一部NC-17 級的瑪麗蓮夢露電影，有點像是

，你們不就想看一部NC-17 級版本的瑪麗蓮夢

露故事？」

就連盛傳和本片監製之一布萊德彼特正在低

調約會中的名模艾蜜莉瑞特考斯基也在社群網站

上批評，她承認自己是還沒看這部片，卻認為又

有電影藉著迷戀女性的痛苦得到幻想中的快感，

一點也不讓人奇怪，就像布蘭妮、黛安娜王妃、

艾美懷絲等人的遭遇，她希望這種情況能有所改

變。

「金髮夢露」 引起爭議
女神因總統被墮胎、強暴……

女性題材影片在目前的環境下很容易受到各方嚴厲檢視，多數女性不願意內容再走被剝削、嘲諷

、刻板印象的回頭路，正當Disney+影集 「台北女子圖鑑」 在台掀起罵戰，甚至有不滿意的網友肉搜

編劇，引發其他名編劇聲援同業、發文批評的同時，Netflix 「金髮夢露」 卻造成更大的輿論風暴。

這部曾入選今年威尼斯影展正式競賽、瞄準明年奧斯卡的野心之作，把一代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描繪

成遭男性剝削、強暴、性幻想的對象，還在情人面前卑躬屈膝地喊對方 「老爸」 ，更有非自願墮胎的

內容，讓不少女性看得火冒三丈。

在一別七年之後，「廢柴聯盟」如今

終於又要重返觀眾面前了。

由丹哈蒙擔任原創，2009 年開播的情

境喜劇「廢柴聯盟」設於一座社區大學，

描述一群身份背景天差地遠的學生是如何

在此齊聚一堂，並聯手組成了讀書會，親

見這群活寶整天上演著各種插科打諢的鬧

劇。

儘管本劇的收視率始終不怎麼出色，

但劇中大量引用了各種類型語彙、後設解

構元素和流行文化符碼，非但一直惡搞英

國老牌科幻劇「超時空奇俠」，每季的漆

彈大戰更是瘋狂把玩各種類型手法，因此

始終被譽為邪典之作，至今仍吸引了不少

死忠粉絲。

「亞特蘭大」男星唐納葛洛佛、《醉

後大丈夫》男星鄭肯都是出身本劇不說，

《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導演搭檔羅素

兄弟原本也是本劇製作班底，因此許多劇

中卡司都曾在漫威銀幕宇宙中客

串亮相。

然而本劇在製作過程中也一

路波折不斷，節目總監丹哈蒙便

曾在第四季慘遭開除，卻在新一

季評價不佳之下只好請他回鍋；

老牌喜劇男星吉維蔡斯也因工作

態度不佳、口出種族歧視言論而

被掃地出門，更別提唐納葛洛佛

還為了另謀發展而掛冠求去。影

集甚至在第五季播畢之後被 NBC

電視台腰斬，才由Yahoo Screen 接

手拍完最後一季。

自從「廢柴聯盟」在 2015 年劃下句點

以來，原創丹哈蒙則以動畫影集「瑞克和

莫蒂」繼續在小螢幕上發光發熱，後者還

有不少編劇班底都被挖角轉戰漫威銀幕宇

宙，但死忠粉絲仍然無法忘懷劇中搞笑口

號「六季影集和一部電影」，始終渴望看

到這群卡司再次聯手出擊。

根據綜藝報指出，在一路苦等了七年

之後，這部敲碗已久的電影版才終於拍板

定案，由丹哈蒙親自執筆，請回了喬爾麥

克哈爾、吉莉安賈布斯、愛莉森布里、丹

尼普迪、吉姆羅許、鄭肯等大部份主要卡

司，未來將於串流平台Peacock上問世。

雖然沒列在卡司陣容中，但唐納葛

洛佛和伊薇特妮可布朗仍然有機會客串

亮相，只有跟劇組卡司全都鬧翻的吉維

蔡斯不太可能回鍋。至於導演人選和實

際上線日期，現在則尚未公佈。台灣觀

眾目前可以在 Netflix 上觀賞「廢柴聯盟

」全六季。

苦等7年！《廢柴聯盟》
電影版將登上Pea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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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短說
長話

2022年10月7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凌晨曦

6日下午舉行的成都世乒賽團體賽淘汰賽
中，香港女隊2：3憾負由華裔名將韓瑩、單曉娜
領銜的德國隊，無緣成都世乒賽團體賽4強。不
過國乒男女隊分別零封印度與葡萄牙，繼續高歌
猛進。

東京奧運會中，由杜凱琹、李皓晴、蘇慧音
領銜的港女隊曾3：1戰勝德國女團，奪得香港乒
乓球史上首個奧運會團體獎牌。成都世乒賽團體

賽8強賽，港隊再次與德國隊狹路相逢，成為焦
點。

由於傷病，港乒“一姐”、排名世界女單第
7的杜凱琹未能上陣。首盤由蘇慧音迎戰削球名
將韓瑩。面對強大對手，蘇慧音在先丟一局的情
況奮起直追，3：1逆轉獲勝。

隨後參戰的朱成竹3：1擊敗米特蘭姆。就
在港隊佔據優勢時，老將單曉娜3：1擊敗李皓

晴，調整狀態的韓瑩3：0力壓朱成竹，將總比分
扳平。

決勝盤，米特蘭姆在先輸一局的情況下，連
勝三局，幫德國女團鎖定勝利。

“我們每一場都把拚勁打出來了。”賽後李
皓晴說，隊友們已經拚盡全力參加這次比賽，朱
成竹更是為團隊貢獻了很多重要場次，大家對最
後的結果能够接受。 ◆中新社

勝傅家俊傅家俊 沙比沙比晉晉44強強
趙心童確診無緣桌球大師賽

女排世錦賽當地時
間5日在荷蘭鹿特丹
進入第二階段小組賽
（16強）的比拚，中
國女排以3：0完勝波
多黎各隊，迎來第二
階段“開門紅”。

第一階段小組賽，中國女排以4勝1負戰績晉
級16強。在第二階段，中國女排的對手包括波多
黎各、意大利、荷蘭、比利時。首個對手波多黎
各隊實力相對較弱，她們第一階段僅獲2勝3
負，搭上了16強末班車。
當天比賽，自由人王夢潔重回首發陣容，上一

次與巴西隊比賽她因身體不適缺席。首局雙方戰
至6平後，中國女排不斷發力，在龔翔宇和刁琳

宇的發球輪連續拿分，波多黎各隊明顯跟不上節
奏，中國隊不斷擴大領先優勢，李盈瑩一記重扣
幫助中國隊以25：15贏得首局。
第二局中國女排開局強勢，利用網口優勢多次

限制對手，在李盈瑩發球輪連續得分；中局階段
波多黎各隊攔網發球質量提升，中國隊則在一傳
穩定性、二傳配合等環節發揮有所起伏，被對手
連續追分；中國隊換上二傳丁霞和接應陳佩妍，
頂住對手局末反攻，以25：19再下一城。
第三局波多黎各隊背水一戰力拚進攻，雙方比

分交替上升，一度戰至14平；中國女排局末加強
攻勢，王媛媛快攻得手幫助中國隊以24：19拿下
賽點；波多黎各隊連追2分後發球失誤，中國隊
以25：21鎖定勝利。
本場比賽中國隊3人得分上雙，李盈瑩得到全場

最高的15分。中國隊在攔網得分方面以12：7領
先，隊長袁心玥貢獻3次攔網。全隊6次發球直接
得分，對手只有2次。 ◆中新社

▶趙心童在個人社交
平台留言：“吃上‘心
心念念’的燒鵝”。

◆◆入場觀眾須先掃入場觀眾須先掃““安心出行安心出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世界桌球大師賽2022”賽會周三深夜在社
交平台表示：“原定10月 6日（星期

四）晚上7時對戰羅拔臣的趙心童，因確診新冠
肺炎退賽。原定賽事將由世界排名第七， 綽號
‘黃金左手’的威廉斯補上。威廉斯將於10月7
日（星期五），下午1時30分對戰羅拔臣；卓林
普與希堅斯的對決將改為10月6日（星期四）晚
上7時開始。”

突更改賽程令球迷不滿
趙心童則在微博上載身處隔離酒店的相片報

平安：“這次真的太遺憾了，沒能打上這次的香
港大師賽。不過在酒店吃上‘心心念念’的燒
鵝，晚上獨自在房間看着香港美麗的夜景也很是
不錯！謝謝大家的關心！我好得很！估計明
（今）天就轉陰了。”

然而這次賽程改動惹來大量球迷不滿，有人
留言表示“我買咗10月7號嘅飛係為咗睇卓林
普，依家竟然轉咗去10月6號”，亦有人留言

“一個球手確診，三個球手變動”，不滿大會在
球迷購票後隨便調動賽程。亦有人不滿大會不安
排退票：“完全冇法理解大會呢種差劣的安排手
法，你出咗個賽程去吸引人買飛，球迷因應自己
喜歡嘅球手去揀睇邊一日，然後而家作出咁大改
動，莫講話我而家焗住要睇一日我唔想睇既賽
事，就算你畀多一日免費飛我去睇，我都抽唔到
時間。大會有冇考慮過？ 有冇違反商品說明條
例？ 點解冇退票呢個選項？ 請畀個公平嘅交待
受影響的球迷。”

現場僅設15個攝影席位
至於6日展開的首日賽事，賽會安排也惹人爭

議。由於賽事吸引大量傳媒到訪，但大會只設有
15個攝影位置，結果包括無綫電視在內的多間傳
媒，都未能入場拍攝揭幕戰首局賽事。幾經爭取
後，公關公司才表示攝影區可以放寬到25個位
置。至於首天兩場賽事戰果，主場之利的傅家俊
對世界排名第4的沙比，先以103：0及66：44領
先，之後雙方各勝一局，第5局沙比打出一桿112
度，反勝112：11追成2：3；但Marco其後連取
兩局74：1及79：26奠定勝利，率先殺入4強，周
六將與希堅斯爭決賽權。

在第2局打出一桿65度的Marco賽後感謝入
場球迷：“要先多謝球迷入場，本來對今場不抱
很大期望，畢竟自己狀態一般，沙比也是很出色
的球員，好開心可以發揮出水準，自己落場時也
沒太在意比分，只想打好每一球。”他又補充
說：“這幾年疫情影響了大家生活，好開心有這
樣大型比賽給各位享受，希望大家睇得開心
啲！”他坦承會很珍惜今次機會，沒比賽時也會
像其他香港人一樣入場當觀眾。

一連4日的“香港世界桌球大師賽

2022”6日於紅磡香港體育館開鑼，

不過大會在周三深夜宣布，中國新星

趙心童因確診新冠肺炎退賽，改由

威爾斯球手威廉斯替補參賽。為遷

就後者抵港時間，牽涉到羅拔臣、卓

林普及希堅斯3位球手的兩場8強賽程

亦有改動，結果惹來大量球迷不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中國女排世錦賽16強挫波多黎各

港女隊憾負德國 無緣世乒賽4強

66日賽果日賽果
沙比沙比 22：：55 傅家俊傅家俊

卓林普卓林普 44：：55 希堅斯希堅斯

香港世界桌球大師賽

◆◆螳螂捕蟬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黃雀在後？？

法新社法新社

◆◆傅家俊主場出戰傅家俊主場出戰，，
55：：22勝沙比勝沙比。。 法新社法新社

飛碟射擊世錦賽 中國女團奪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2022年國

際射聯飛碟射擊世錦賽繼續在埃及開羅進
行。其中在飛碟雙向青年組女子團體賽，中
國隊（下圖）由周瑤佳、王丹和王英子組
隊。在與美國隊的比賽中，雙方發揮的狀態
皆有起伏，以5：5進入加槍環節。在加賽
中，中國隊5發
全中，而美國隊
則全部脫靶，最
終中國隊以5：0
勝出奪得冠軍，
這也是中國隊在
本屆射擊世錦賽
上的第三枚獎
牌。

劉國梁當選WTT董事會主席
WTT（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董事會

會議日前在成都召開，劉國梁（右圖）當選
為WTT首任董事會主席。會後，國際乒聯
主席佩特拉．索林任命劉國梁為國際乒聯第
一副主席。劉國梁是中國第一位乒乓球男子
大滿貫，在他退役後擔任中國乒乓球隊教練
員期間，帶隊獲得幾乎所有榮譽。2018年，
劉國梁擔任中國乒協主席。2020 年成為
WTT世界乒聯理事會主席，2021年當選國
際乒聯執行副主席。 ◆中新社

◆◆中國球員王雲蕗中國球員王雲蕗（（左左））在比賽中扣球在比賽中扣球。。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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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執念如影》定檔10月77日日
耿樂宋洋化身警界雙雄高燃破迷案迷案

由司南監制，李雨禾執導，曹華聯

合執導，耿樂、宋洋、朱顏曼滋領銜主

演，高葉特別主演，董晴、王婉中、張

誌浩、陳璽旭、董博主演的懸疑劇集

《執念如影》今日正式定檔，將於10月

7日18：00起，登陸優酷獨家播出，同

時釋出的定檔海報及預告片也為觀眾首

次揭開了作品的神秘面紗。

該劇講述從事緝毒工作的警界雙雄

駱松(耿樂 飾)與高川(宋洋 飾)因師父意

外遭遇車禍身亡而走上不同道路，壹個

轉任刑警隊長，壹個混跡社會，二人壹

明壹暗，或間離或聯手，破解諸多迷案

的同時，執著探尋師父當年車禍背後真

相的故事。

抽絲剝繭破連環迷案
耿樂宋洋兄弟相鬩大打出手
從該劇發布的定檔物料可窺見作品

的不少信息。定檔海報是壹張群像，深

沈的主色調，紅藍撞色疊加水墨浸染的

視覺效果，展現出該劇懸疑向的整體氛

圍。駱松與高川位於畫面中央，眼神冷

冽;他們身後，袁睿彤(朱顏曼滋 飾)與秦

鴻雁(高葉 飾)分立，壹文靜壹灑脫，呈

現出不同的角色氣質;兩側的喬穎莉(董

晴 飾)和竇國強(陳璽旭 飾)眼神心境也

各不相同。這張群像海報在對該劇主要

角色進行展現的同時，位於畫面最上方

的紅色燈塔、下方沾滿血跡的雨刷器以

及被擦拭得若隱若現的片名等醒目意象

，也隱隱透露出角色背後的故事並不簡

單。

同天發布的定檔預告也是信息量滿

滿。圍繞師父車禍的迷霧，駱松與高川

，壹方篤信證據，壹方堅信師父是被人

陷害，而駱松更是發現了疑似師父正是

當年毒品網絡供貨人的證據。兄弟相鬩

之後，故事將如何展開，讓人充滿期待

。預告片在展現主線故事懸疑氛圍的同

時，也釋出了連環殺人、性侵、沈屍、

綁架、槍擊等案件片段，可謂吸引力十

足。而精彩的動作與爆破戲份，槍戰、

追車、抓捕等場面也堪稱驚心動魄、燃

爆熱血，讓人期待值拉滿。

懸疑拉滿節節反轉
熱血警察上演高燃緝兇
《執念如影》是壹部體量豐富的懸

疑之作，整部劇囊括近十個懸疑案件，

類型多樣，情節密度豐滿，具有極高的

可看性。劇中涉及的案件範圍包含了緝

毒、奸殺、虐殺、連環殺人、心理控制

、多重人格等諸多類型，可謂懸疑不停

、看點不斷。且該劇具備深刻的人文深

度，講案而不止於案，對案件中涉及的

人性、心理、社會現實等方面都進行挖

掘，揭示家庭教育、成長環境、兩性關

系、自媒體泛濫、社會歧視等多重元素

與案件之間關聯的同時，也充滿法理與

情理的思辨，在獵奇的同時也能讓人產

生思考。

另外，作為壹部精彩的刑偵劇，

在解疑破案的同時，也對警察不忘初

心的信念感和與犯罪分子英勇鬥爭的

正面形象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構建和刻

畫。劇中大量的動作戲不僅是為了展

現動作美學，更是對警察緝兇環境的

真實刻畫。駱松幾次身臨險境、高川

與黑惡勢力周旋、警方數度救人死裏

逃生等激烈場面在劇中不斷出現。然

而即使如此，他們也始終懷揣人民警

察的信仰與堅守，為正義而戰，讓人

十分感動。

《執念如影》主打品質，由實力派

團隊聯手傾情呈現。除幕後團隊都是電

影級配置之外，演員陣容更是質感滿滿

。耿樂、宋洋是國內中青年男演員裏的

中堅力量，兩人都有多部優秀大熒幕作

品傍身，也都曾獲得不少獎項，堪稱演

技上的有力保障。有文藝電影男神之稱

的耿樂此番出演刑警隊長駱松，勢必會

帶來讓人耳目壹新的警察形象。而以出

演硬漢角色聞名的宋洋，此次飾演高川

壹角，也是形象與角色百般契合。而朱

顏曼滋和高葉也都是實力與人氣兼具的

著名女演員，各自都擁有十分亮眼的代

表作。劇中朱顏曼滋飾演的袁睿彤文藝

嫻靜，高葉飾演的秦鴻雁美灑脫火辣，

她們與兩位男主人公又將擦出怎樣的火

花，讓我們拭目以待。

《執念如影》由優酷信息技術(北

京)有限公司、寧波霄然影業有限公司出

品，警網傳媒(北京)有限責任公司、上

海柴火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自由酷

鯨影業有限公司、北京零刻度線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霍爾果斯淘夢影視有限公

司、霍爾果斯好看影視有限公司、北京

藍海拾貝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白馬

時光影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將於10月7日18:00起，登陸優酷全網獨

播，敬請關註!

多重設定、劇情高能，《烏雲遇皎月》探路無限流＋奇幻懸愛深水區
郵輪、平行時空、反復出現的陌生人……當偶

像劇與懸疑劇元素碰撞在壹起，究竟會產生怎樣的

化學反應，正在熱播的《烏雲遇皎月》給出了答案

，它讓浪漫多了壹絲驚心動魄，而那份內含的甜恰

好緩解了懸疑向故事的緊張感。

偶像、懸疑作為當下劇集市場頗受歡迎的兩類

題材，想要融合起來並不容易，而《烏雲遇皎月》

又是改編自丁墨大神的同名懸愛小說，相比她之前

的作品，這次《烏雲遇皎月》在懸愛的基礎上，加

入了奇幻這壹流行元素，涉及到的戀愛循環、時空

奇旅、莫比烏斯環等高概念元素讓這部作品在影視

化上難度不小，隨著劇集的播出，《烏雲遇皎月》

也讓觀眾在這個國慶小長假體驗了壹段浪漫且神秘

的愛情。

懸愛+奇幻，開啟壹段更具想象力的愛情故事
“烏雲遇皎月，誰和誰的遇見，緣深緣淺誰和

誰的流年。”胡夏的這首OST不僅把男女主的名

字包含其中，也道盡了該劇的內核：這是壹段浪漫

且神秘的故事。該劇上線前，大家就對這部劇抱有

很大期待，這源於《烏雲遇皎月》很不壹樣，它用

懸疑作手段串聯起了壹個特別的愛情故事，同時也

融入了奇幻元素，因此這部劇在人設、劇情、高能

場面等內容上都很新鮮。

小說家譚皎（李壹桐飾）在壹艘名為“鉆石星

辰號”的郵輪上與男主鄔遇（金瀚飾）壹見鐘情，

壹覺醒來卻發現自己躺在家中，可這並不是壹場虛

幻的夢，而且距離自己從郵輪回來已經過去了壹年

之久。不知不覺，他們也被卷入了壹場場案件中，

壹切都細思極恐。於是兩人決定壹起跨越時空尋找

真相。“無論穿越到哪，我都要找到妳”，這是男

主給女主的承諾，正是這份牽絆也使得兩人得以在

無數個時空中都能重新相遇。

無論是原著還是劇集，若要給《烏雲遇皎月》

中男女主的愛情故事打上幾個差異化標簽，浪漫與

牽絆或許最合適不過，在編劇許芃芃看來，譚皎和

鄔遇兩個角色不僅僅是單純的浪漫關系，他們身上

更多了壹份的宿命感與信念感。

懸愛+是這部劇最大的亮點。眾所周知，懸疑

、奇幻、無限流元素壹直都對觀眾有著強烈的吸引

力，這次《烏雲遇皎月》選擇在現代背景中加入，

是壹次對創作邊界的打破，它跳出傳統的家庭、辦

公室、校園等模式化的偶像劇場景，帶來了更大的

創作空間以及創新概念。

在《烏雲遇皎月》中，壹位角色可能具有多重

身份，主角團存在死亡與復活的可能性，該劇也不

是簡單地讓男女主在陸地與郵輪往返重復，而是把

單壹的時間線變成了時間樹，他們的每壹次穿越都

有可能落在不同的時間節點，從而改變整個故事和

人物走向，這樣刺激又精彩的設定讓觀眾追得驚心

動魄，很多觀眾在彈幕中表示在追劇時會梳理人物

、地點、時空線。

這也使得該劇的風格更加雜糅，創作更加開放

多元，懸疑、愛情、無限流、幻想等不同題材或不

同線路的受眾被吸引而來。不過也增加了影視化的

難度，所幸主創團隊有懸愛大神丁墨，導演蔡聰、

於中中保駕護航。在拍攝中，兩位導演從男女兩個

不同的視角協同拍攝，團隊也從兩個視角對故事進

行平衡，這些保證了《烏雲遇皎月》的懸疑線和感

情線能有足夠的展現空間。

大家能夠看到主創對《烏雲遇皎月》懸疑內容

的把控是比較有尺度的。上壹秒觀眾還沈浸在譚皎

和鄔遇的甜蜜氛圍中，下壹秒就進入了破案的關鍵

部分，原著中的高能場面均有展現。與此同時，該

劇也不會過分緊張，男女主負責尋找真相，男二女

二的出現就讓這部劇活潑了不少。

同為小說家的周曉漁（壯魚）是女主譚皎的閨

蜜，而男二沈時雁是壹個面對女生說不出來話的“羅

漢”，這對歡喜冤家在劇中上演了五十次初戀情節，

他們每次時空變幻後的初遇都會壹見鐘情，吵架鬥嘴

。以及壯魚每次都對譚皎經歷時空穿梭的故事深信不

疑，陪伴她尋找記憶與真相，兩人之間深厚的閨蜜情

讓人羨慕不已，這些都讓這部劇充滿了溫度。

突破制作難度線的置景，營造氛圍感
就像《烏雲遇皎月》這部劇的名字壹樣唯美浪

漫，該劇在畫面上就直接抓住了不少觀眾。大家能夠

直觀看到的是，從廣域的海景推到男女主的戀愛場地

，《烏雲遇皎月》的每壹幀都很唯美精致。而濾鏡在

貼合小清新藍調色的基礎上，增加了富有奇幻感的暖

黃色，使“懸”和“愛”在劇中皆而有之。

這些畫面都藏著主創團隊的小心思。據了解，

《烏雲遇皎月》在置景上沒少下功夫。以故事的重

要發生地鉆石星辰號為例，它是壹切故事發生的背

景——是男女主相遇的地方，是他們每次往返陸地

時空、來回穿越的地點，也是幾個案件人物命運勾

連在壹起的所在地。正是因為鉆石星辰號是故事世

界觀與合理性成立的重要錨點，所以這壹場景需要

盡可能真實。

據導演蔡聰透露，“其實我們也曾考慮過實景

拍攝，但因為郵輪是主場景之壹，很難在壹兩天內

就拍攝完畢，包括天氣、時間等這些客觀因素也要

考慮在內，為了不搶拍、保證視覺的壯觀效果，最

終決定實景搭建。”

這可是壹個相當費工夫的活兒。據了解，從圖

紙確定到搭建好，劇組花了將近70天，不僅要打

造出郵輪的外部框架，船上的籃球場、泳池、酒吧

，以及旋轉木馬等設施也要壹應俱全，劇組如同建

造了壹個大型的水上樂園。

“如果是實景拍攝，攝像機很難捕捉到演員們

的表情和狀態，所以選擇了搭建的形式。遇到海嘯

，船壹定是劇烈晃動的，我們就在快艇的底部做了

壹個球形的可以旋轉、上下翻滾的裝置，人工可以

360度搖晃，因為船在海上不是壹個角度的晃，是

各個不規則角度合力構成的壹種晃動，所以在搭建

這個球形底部的時候，我們做了很多次嘗試和實驗

，最終才實現了比較真實的效果。”

時空穿梭的荒島也是劇中的壹個重要場景，他

們選擇在壹個山洞裏進行搭建。

在拍攝時，因為自然山洞裏沒有采光點，是黑

暗的，特意選取了壹個可以看到星空的洞口，通過

這樣幾個點位的主光可以讓壹些間接光灑進來，讓

整個洞穴有自然光的感覺。

《烏雲遇皎月》的大場景變換不少，可以說從

海景、輪船到街道，每個環節的阻力都不小，而困

難也經常在拍攝過程中出現。比如拍攝海上戲份時

，團隊就遇到了“上天入地，爭分奪秒”的緊張情

況，還有“拍被卷入漩渦的戲時，他們每天要算著

潮水漲潮，經常是搶完最後壹個鏡頭，攝影師拎著

設備就跑，等跑完水已經沒了半條腿，再壹回頭石

頭已經沒了。”不過，在騰訊制片人丁叮看來這些

都是值得的，他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畫面呈現效果。

打破常規與套路，《烏雲遇皎月》要有自己的
態度

觀眾的審美水平越來越高，對內容也變得越來

越挑剔，我們能夠明顯感覺到當下日漸套路化的劇情

與觀眾需求已經產生了矛盾，而此次《烏雲遇皎月》

呈現出的內容也讓觀眾看到：創作者在努力向前摸索

、嘗試創新，勇於做新品類劇集的開拓和探索，試圖

給市場帶來壹些具有新鮮感、有態度的內容。

比如在對愛的詮釋上，《烏雲遇皎月》就有著

想要傳達的內核。甜是愛情劇的剛需，但不趨同於

動輒親親抱抱舉高高的簡單高甜，《烏雲遇皎月》

的愛是“禁欲系”、是“智性”的，劇中男女主角

的交集是為了尋找案件真相，同時他們選擇默默守

護，這種撒糖是不經意的。他們也會各自尋找問題

答案，而非完全依賴。

雖然這樣的設定沒有單刀直入的名場面來得輕

松，壹個個案件的引入和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會帶

來壹定的觀看門檻，甚至需要觀眾花時間梳理情節

線，但只要大家能夠給予壹點耐心，就會發現劇中

藏著的奇思妙想，被男女主深沈而克制的愛代入其

中。以及在壹次次跨時空之旅中追查案件、相互救

贖的奇幻設定，也為懸愛+找到了更多可能性。

“現在年輕觀眾的眼界都很寬，每位觀眾對作

品的解讀也都是不壹樣的，我們不會設定這部劇能

達到壹個怎樣的高度和播出效果，我們更多是希望

大家在看到這部劇時可以受到壹點啟發。總得有人

先踏出這第壹步，告訴大家還有這樣類型的劇。”

這是制片人丁叮給予這部劇的期待。

而在宣傳方式上，《烏雲遇皎月》也選擇了壹

種十分新穎的方式與大家見面，比如為了拉近觀眾

距離，降低前期龐雜懸念帶來的觀看門檻，在官宣

時以劇本殺的形式進行鋪開，女主的扮演者李壹桐

為主視角，進而介紹參與此次劇本殺的主要人物和

主線任務，在播出階段，每個角色也會臨時發布壹

些新的線索和信息，帶領觀眾沈浸式觀劇追兇。

目前《烏雲遇皎月》已經更新到了劇集中

段，牽扯的各種人物和時間路線也慢慢清晰了

起來，觀眾的反饋也十分不錯，不少網友表示

《烏雲遇皎月》還原度較高、劇情高能有趣，

即便國慶連更 7天，大家依舊不斷催更。更為

重要的是，這部劇對影視創作也起到了壹定的

探索意義，從內容到班底再到最終呈現，這段

時空縫隙的治愈浪漫故事，既詮釋了愛與信任

的永恒主題，也探路奇幻懸愛深水區，將懸愛+

向前推了壹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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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連吃兩巴掌網民叫好
蔣家旻：要罵就罵葉念琛

釜日電影獎釜日電影獎 封 后

陳奕迅18場演唱會
58000張門票一日賣光

香港文匯報訊新冠疫情爆發至今3年
間，香港未曾有一個歌手在城市電腦售票
網公開發售超過4萬張門票，6日陳奕迅
（Eason）58,000張票一日內賣清。

據知5日紅館為迎接今次Eason公售，
都已經update（升級）了系統，希望可以
有助疏道人流，等大家不用塞車太久。但6
日早一開賣，人潮是前所未見的瘋湧，加
上Eason希望歌迷可以得到多些機會，每
人限買4張，結果，城市電腦售票網，由9
點開始大塞車，一直塞到網路失靈，但歌
迷並無放棄，這個疫情以來的買演唱會飛
網路大塞車，也創下最長時間塞網紀錄，
一共塞了13小時，晚上8點大會終於宣
布，“多謝大家支持，Eason 18場演唱會
（門票），已經售光。”

Eason表示，“這消息對我和我整個

團隊絕對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我衷心感謝
大家對我們的支持！我們更加會好好準備
今次的演出，令大家可以度過每一個愉快
的晚上。”

梁朝偉想拍電視劇演殺人魔

6日於“第31屆釜日電影獎”頒獎禮上公布
各獎，朴海日與湯唯合演韓片《分手的

決心》成為大贏家，除朴海日和湯唯分別成為影
帝、影后外，該片更掃走最佳影片、最佳攝影及
最佳音樂。身在內地的湯唯未能出席，但她也通
過視頻發表了獲獎感言，她對導演朴贊郁、編劇
鄭瑞景、合作演員朴海日等，以及喜愛自己的觀
眾表達了感謝，“謝謝大家的支持，我會繼續努
力地做電影的！”

繼春史電影獎之後，湯唯再下一城，拿下釜
日電影獎影后，加上2011年憑借電影《晚秋》獲
韓國影評獎，湯唯已成功拿下韓國三個電影獎
（春史、釜日、影評獎）滿貫。春史獎與釜日
獎，以及韓國影評獎一道，被視為韓國3大電影獎
（青龍獎、大鐘獎、百想藝術大賞）的主要前
哨。按照這勢頭，湯唯這次有望靠《分手的決
心》繼續衝擊韓國三大獎！

朴海日則擊敗宋康昊、薛景求、趙震雄及鄭
雨盛稱帝，他發表感言時也特別多謝湯唯及高庚
杓等演員及製作人員。

IU奪年度明星獎
其他獎項方面，最佳男、女配角分別由《緊

急迫降》的任時完、《奇蹟：給總統的一封信》
的李秀敬獲得；韓國影帝級人馬李政宰憑他首部
執導的電影《Hunt》奪得最佳新人導演；卞耀漢
與IU奪得男、女子年度明星獎。

另邊廂，梁朝偉6日在釜山影展接受訪問，他
透露考慮重新參演電視劇，也表示想挑戰反派角
色，尤其想飾演連環殺人魔。

剛獲頒年度亞洲電影人的梁朝偉（偉仔）當
日出席記者會受訪，席間擺出韓式比心，相當可
愛。記者先問偉仔未來的夢想，偉仔表示，現實
生活中存在很多種人物，他沒挑戰過的角色很

多，“如果要說想嘗試的角色，應該說是所有沒
有演過的角色”。

偉仔提到自己是拍電視劇出身，“最近會
想，如果重新拍電視劇會是什麼感覺呢”，“從
電視劇時期就支持我的影迷也很多，可能也會想
再看看我拍電視劇”。他說，如果有機會，會想
再挑戰拍攝電視劇。

偉仔享受演戲無壓力
偉仔去年以Marvel電影《尚氣與十環傳奇》

進軍好萊塢，他透露，當初接到劇本時本來飾演
的角色以為會是個“大壞蛋”，沒想到了解之後
發現不是。偉仔在該片中飾演主角尚氣的父親，
他說，10年前完全沒想過自己能挑戰父親角色，
很開心有個轉換形象的機會，“現在上了年紀，
年輕時無法嘗試的角色都希望能挑戰看看”。

若將演藝生涯分為前、後兩部分，偉仔謙虛
表示，前20年都還是在學習階段，後20年則是將
學到的東西發揮出來，“現在這個階段可以不受
壓力地享受演戲”。

偉仔說，演員都會想挑戰各種角色，“我也
一樣，但接到的反派劇本並不多”。他說很想挑
戰反派角色，“個人很想挑戰看看連環殺人魔的
角色”，笑說不久前也跟《風再起時》導演翁子
光建議拍拍連環殺人魔題材。

偉仔的“殺人魔宣言”一出，隨即引起現場媒
體驚嘆。他解釋，會想挑戰殺人魔角色主要是受到
美國電影影響，但一方面也覺得滿可怕的，引起現
場笑聲。另有媒體問偉仔會否挑戰執導電影，他表
示，現在還很享受當演員的生活，短期內沒有當導
演的想法。

望跟宋康昊全度妍合作
此外，偉仔也回憶第一次出席釜山影展，

“那時候還沒有這些舞台，是在一個小巷子裏，
走到電影院的短短路程中，我的鞋差點都要掉
了”，當時就感受到韓國影迷的熱情。

提到今天的他在韓國人氣依然高企，偉仔坦
言，這次來韓前沒預想到自己會有那麼多年輕影
迷，從影迷寫給他的信中得知有些人是看了他近
期電影後才去找以前的作品看；也有人是因為喜
歡王家衛導演的電影才認識梁朝偉。

今年影展現場設置梁朝偉作品展覽專區，影
展期間放映偉仔親自選出的6部作品。談到選擇原
因，偉仔表示盡可能選擇各種調性不同的作品，
希望讓大家看到更多種面貌，其中包括他相當喜

歡的導演王家衛作品。
梁朝偉也透露經常

觀賞韓國影視作品，尤
其想與宋康昊、全度妍
兩位實力派韓國演員合
作。為克服語言問題，
他表示不介意演出沒有
台詞的角色。而偉仔太
太劉嘉玲6日在IG晒出
梁朝偉與宋康昊、是枝
裕和的同框照，網友稱
呼他們為“亞洲電影三
巨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韓國“第

31屆釜日電影獎”6日於海雲臺舉行，此

盛會是釜山電影節其中一環，韓國男星朴

海日與內地演員湯唯同樣憑借合演的電影

《分手的決心》贏得影帝、影后，這也是

湯唯憑此角色獲春史電影節最佳女主角之後再度封

后，湯唯也是釜日電影節第一個外國人影后，並實

現韓國三個電影獎滿貫！另邊廂，梁朝偉6日在釜山

影展接受訪問，他透露考慮重新參演電視劇，並表

示想挑戰反派角色，尤其想飾演連環殺人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蔣
家旻在《美麗戰場》中飾演由頭奸到尾的琪琪

（蔣家旻飾），對於“反骨琪”一晚連吃兩巴掌，不
少網民坦言大快人心，直指應該打多幾巴掌。亦有網
民因看到被摑後的琪琪目露兇光，兼在預告中見到琪
琪看着傻強被打時露出冷笑，眾人都為傻強安危擔
心。飾演傻強的董敬文入行 8 年，今次飾演傻強獲得
不少發揮機會。

家旻對於角色連續三日遭罵爆兼人人喊打，直認
Inbox被炸，更在IG 留言兼預告行動升級：“今晚那
兩巴掌大快人心啦？短短3日，我收到好多Message還
有留言……沒有最賤，只有更賤，明晚行動升級。”

雖然被罵但帶給她很大滿足感，她說：“好開心
頭三集就有這個Noise（回響），初初我以為大家要看
到第五集才覺得我好壞，我收到好多留言說：‘你壞
到我想打爆電視機’。”

她又搞笑指葉念琛才是Big Boss：“求求你們不

要罵我，要罵就罵葉念琛，角色成功全靠葉念琛寫出
精彩對白。”她又爆在劇集開拍前被葉念琛再三叮囑
要與陳瀅、陳曉華及劉佩玥劃清界線：“導演說我不
可以同其他女生那麼Friend，其實我都和她們不會聊
到太多，因為我每場戲都要用好多能量去罵人及恨
人，要自己躲在一邊培養情緒。”

◆◆梁朝偉在電影節梁朝偉在電影節
活動上接受訪問活動上接受訪問。。

▲湯唯透過視像
發表感謝。上圖
為導演朴贊郁。

◀ 《分手的決
心》為2022 出
品的韓國愛情懸
疑片。

◆◆朴海日亦奪得影帝殊榮朴海日亦奪得影帝殊榮。。

◆◆劇中人稱劇中人稱““反骨琪反骨琪””的琪琪令人生厭的琪琪令人生厭。。

◆◆陳奕迅承諾會做陳奕迅承諾會做
好每一場演唱會好每一場演唱會，，
以答謝樂迷支持以答謝樂迷支持。。

◆◆左起︰朴海日左起︰朴海日、、卞約漢卞約漢、、玉澤演玉澤演（（右一右一））
在電影節亮相宣傳在電影節亮相宣傳《《韓山島海戰韓山島海戰》。》。

湯唯湯唯憑憑《《分手的決心分手的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局長楊潤雄6日公開祝賀香港演員梁朝偉在
第27屆釜山國際電影節榮獲亞洲電影人
獎，此獎項是表揚為推動亞洲電影及文化作
出重大貢獻的亞洲電影工作者。

楊局長說：“梁朝偉以細膩精湛的演
技，提升所參與演出電影的觀賞性和藝術
性，成功將香港電影帶上國際舞台，展現了
香港的文化軟實力。他今次獲獎實至名歸，
我們衷心祝賀他並為他感到驕傲。”

楊局長表示，近年香港電影及工作者屢
獲國際獎項，取得世界同業的認同。政府將
繼續與香港電影發展局為業界提供多方面的
支援，一起推動行業的持續發展。

奪釜山電影節亞洲電影人獎
梁朝偉獲楊潤雄局長祝賀



流光溢彩的摩登曼哈顿、浪漫相拥的帝国

大厦顶层、星光熠熠的好莱坞….

长期以来，全球无数移民人士都非常热衷

于移民美国，无外乎是因为美国可以满足他们

各种各样的需求。

美国究竟有什么魅力，不管是富人精英人

士，还是普通人都想拿到美国绿卡？下面小颐

就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几个美国绿卡的优势之处

。

子女

1、孩子出生

在美出生的宝宝都被视为美国公民。持有

绿卡后孩子若在美国出生将被视为美国公民，

获得美国护照，这样孩子不论年龄多大的可自

由出入美国不受限制，18岁公民宣誓后可从法

律上享受美国公民的一切权利，21岁可为配偶

，子女，父母等办理移民。

2、中小学学费

在18岁上大学之前美国全部中小学实行义

务制教育，即零学费（贵族、私立寄宿学校除

外）。

另外，初到美国的中小学生跟不上普通课

程时，美国很多地方有针对性的英语补习课程

。每天有专职老师给学生补习，直至学生英语

提高并跟上普通课程，没有额外收费。

3、大学学费

上大学（含硕士生、博士生）只交本地人

学费。对于有意申请美国大学奖学金的普通中

国人来说，只能和来自全世界的优秀人士竞争

数量极为有限的对外籍人士开放的奖学金。但

对于有绿卡的人，能享有奖学金的范围，远远

超过一个外国人所能申请的。

就业

1、政府帮助就业

美国政府在各地设有专门机构免费为本国

人找工作。绿卡持有者只要到此部门登记自己

的技能、专长和兴趣，该部门就会免费为登记

者寻找工作。同时，该部门还会为等待就业人

员提供一些基本技能（如电脑、英文等）方面

的免费培训以协助他们就业。

2、就业自由

持绿卡者在美国工作不受限制。为保护本

国人的利益，美国很多工作（高科技、生化、

军事等研究、生产、保卫工作）都不对外国人

开放。这种情况使得外国学生在大学毕业找工

作时，与美国学生处于极不平等的竞争状态。

而绿卡持有者则无需为此担忧。

3、劳动力价值的改变

同一种技能的人才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价

值，会因有无“绿卡”而产生明显不同，其差

距从50%到数倍不等。

4、创业优惠

外籍人士在美开办公司，往往要受到较多

的限制，而当地人（绿卡或公民）办公司却可

以享受许多优惠政策，政策范围涵盖了公司种

类、贷款、税收、经营项目等多个方面。

生活

1、周游世界

美国绿卡持有者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几

乎所有欧美国家）都可以免除被拒签的烦恼。

这使得你能够以全球为规划范围来规划自己的

生活和事业，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

2、社会安全退休金

美国社会安全退休金是美国社会安全局提

供，为老年人、盲人、或残障之低收入和低资

产人士（包括儿童和成人）每月的福利补助。

每个参加工作的人，每个月收入不低于1160美

元，就可以获得点数，在达到40点后，退休时

就可以按月领取社会安全金。

3、享受高水平的医疗

美国的医疗水平可谓是当今世界最高的，

很多多新药往往别国尚未见到，美国这边已经

出现在了医生的选择范围内；很多先进手术只

有在美国能够施行；先进的医疗器械方面，美

国更是与很多国家都拉开了代差。

4、购房补贴

绿卡持有人在退休后即可申请购买低收入

老年人公寓住房。可用大约市场价格的35%左

右的款项，购买由国家补贴兴建的在美国属于

自己的住房。无钱购房的人也可用市场价格三

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价格申请政府的廉租房。

5、免费娱乐

符合条件的一经申请即可进入各个社区的

老年中心。中心的各种游艺项目、健身、学习

、医疗养护等项目悉数免费开放，食物免费提

供，就连接送专车也是免费的。

可以说，美国为绿卡持有者提供了教育、

就业、医疗养老等最好的一条龙服务。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大国，为了吸引全世界

的各类人才，也是出台了多种类别的移民项目

来吸引人才。

美国EB-1A杰出人才

EB-1A是美国第一类 优先职业移民 A类，

全 称 是 Employment-based Immigration: First

Preference (Category A), 即 杰出人才移民。

【费用低】——不需要 额外投资，也 不

需要雇主 不需要申请劳工证

【全家人】——申请人及配偶和21周岁以

下的子女 可一步到位 获得美国绿卡

【短平快】——EB-1A 资料 准备齐全，

递交后加急 最快15天出结果

美国EB-1C移民法案

跨国公司经理或总裁(Multinational Manag-

er or Executive, 简称EB-1C）

跨国公司经理或总裁或EB-1C则指那些被

跨国公司调任到美国的高级行政人员或高级经

理。该外国人须获得美国公司永久聘任，而在

此之前的三 年期间内，已为在该美国公司的

海外相关企业（母公司，子公司或关联公司）

工作至少一年以上。同样，EB-1C不需要申请

劳工证，但是需要有永久性工作的承诺，并需

由美国雇主出面为申请人提出申请。

美国EB-5投资移民

美国投资移民 EB -5法案是美国移民法中

针对海外投资移民者所设立的移民签证类别，

简称“ EB -5”( Employment Based Fifth Pref-

erence ）是美国基于就业的移民类别第五类，

此类签证从1991年起实行，美国政府并于1993

年在 EB -5移民法规中特别增设了一种“区域

中心”移民方案（ Regional Center PilotPro-

gram )，将移民申请条件中对“须直接创造十

个就业机会”的规定放宽为“直接或间接创造

十个就业机会”,使 EB -5成为美国所有美国移

民类别之一。

美国雇主担保移民EB-3

美 国 职 业 移 民 第 三 类 优 先 （Employ-

ment-Based Immigration∶ Third Preference EB-3

）简称EB-3雇主担保移民，需要获得美国雇主

长期的就业担保许可，并获得劳工卡，之后由

雇主提交I-140申请担保申请人移民。所以只要

是美国任何一个有规模的雇主为你作出长期工

作的担保许可，并提交移民局审批通过，申请

人即可获得美国绿卡。

美国国家利益豁免NIW

NIW 国家利益豁免是美国职业移民第二优

先下的移民类别简称。是指行业内优秀外国人

士能为美国国家利益做出或有能力做出重要贡

献，国家豁免其劳工证，通过审批可顺利获得

“永久绿卡”。

眼下正是移民美国的利好时期，有计划移

民美国的人士，还是尽早申请较好，这样也能

早点拿到美国绿卡，带全家尊享美国福利。

无数人都想要得到的美国绿卡，到底有什么好处？

当下，在美国职业移民中广受申请人关注

的，无疑就是EB1a。EB1a是美国职业移民第一

优先中的a类，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美国杰出人

才移民。不少申请人初次听到杰出人才四个字

，难免内心中下意识就会觉得这和自己的条件

相差甚远。

这么理解也没有错，申请美国杰出人才移

民EB1a有两条路。第一条就是如果申请人有获

得过国际知名大奖，如诺贝尔、奥斯卡、奥运

金牌等。那就可以用这个奖项直接申请杰出人

才移民拿绿卡。但是如诺贝尔、奥斯卡已经办

了这么多届，拿过奖的华人也屈指可数。奥运

会每四年才举办一次，要拿到奥运奖牌也是需

要付出无数汗水的。

这种享誉全球的大奖固然是很难拿到的，

但杰出人才还有另外一条路，即满足EB1a十个

条件中的三条及以上。大家可以翻阅之前的文

章，对照着自己的情况看看具体的十个条件。

无疑这条路比第一条“亲民”了很多，这条路

也是绝大部分EB1a申请人会走的移民路。

其实在EB1a申请的十个条件中，有一条也

是奖项。不过这个奖项的要求，比上文说的要

低很多。申请人如果获得过国家级奖项或者国

际奖项，就可以满足这一条件。但是这个奖项

必须是国家级的，或者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可

以是省市级的，也不可以是仅在高校范围内或

其他限制性条件内的。该奖项的参选范围必须

覆盖全国，小范围内评选也不符合要求。奖项

的举办者不一定需要是政府，可以是单位、个

人或者其他非政府组织。

现在有很多奖项，是以团体的形式颁发的

。那么作为团体中的个人，能不能用这个团体

奖来为自己证明呢？

其实，移民局对奖项非常注重“本人”的

性质，奖项会非常注重本人在

这个奖项中所占的比例。所以

团体的奖项说服力会不及本人

奖项。比如电影仅获得最佳导

演奖，那么编辑和主演靠这个

奖申请说服力并不会很高。但

若电影是最佳影片，那么导演

、编辑和主演都可以把这个奖

作为筹码。公司及团体的奖项

和个人获奖并不等同，但若个

人在团体获奖中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也可以作为有说服力的

证据。总之还是要具体案例具

体分析。

美国杰出人才移民EB1a有十个条件，奖项

只是其中的一条。即使没有任何可以拿出手的

奖项也没关系，奖项不是美国杰出人才移民的

必须项。律所这么多年来成功办理过的EB1a绿

卡中，有拿过国家级大奖的申请人也是少数。

同时，如果申请人有获得过国家级大奖，也不

代表美国移民局一定会给你这张绿卡。移民局

的考虑是多方面，综合性的。

申请美国杰出人才移民EB1a

团体奖可以用来证明个人吗？

聯合國大會九月廿六日舉行紀念“徹底消除核武
器國際日”高級別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憂
心忡忡地敦促各個成員國，務必斎心合力地採取一切
必要手段，來消除現今存在的核彈威脅，強調消除核
武器將是給後代的最大禮物。我們若是不能消除核武
器，就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永遠的信任，以及可持
續的未來。

最近的一段日子以來，“核戰爭的幽靈”再次在
世上若隱若現。九月廿一日，俄羅斯總統普京頒佈二
戰後首個動員令，並強調俄羅會用一切手段來保護國
家和人民。同日，美國總統拜登在聯合國大會講話時
，指責俄羅斯發出核武的威脅。

廿三日，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秘書亞歷山大·
韋涅季克托夫，在紀念古巴導彈危機六十周年的一個
會議上表示，永遠不能發動核戰爭，核對抗中沒有贏
家。廿五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改口承認俄總統普
京並非“虛張聲勢”，認為普京可能會使用核武器來
對付烏克蘭。廿七日，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
德韋傑夫稱，必要時，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有權
使用核武器來解決戰況。他並且強調，俄羅斯方面會

嚴格按照俄羅斯在核威懾領域的政策基礎下採取行動
。俄方早前表示，如果俄羅斯本土遭到攻擊，“那就
可以使用核武器了！”。

核武器是最具備殺傷力的武器，如果爆發了失控
的核戰爭，會將人類社會帶進毀滅的深淵。最近發佈
的一項研究顯示，一旦美國和俄羅斯全面爆發核衝突
，將會導致全球超過五十億人死亡。

現在，一個危險的苗頭正在出現：無論當事各方
是不是在說“氣話”或“大話”，核武器被談論的次
數的確在增加。戰爭的升級常常出人意料，在一念之
間，如果國際社會再不採取行動，爆發核戰爭並非沒
有可能。

要降低核戰爭威脅，需要為俄烏衝突降溫。在戰
爭爆發初期，中方一直沒有指責俄羅斯出兵侵入鳥克
蘭，現中方眼見西方多國，同聲同氣地譴責俄羅斯的
侵襲行為，中方才改變口風，呼籲俄羅斯與有關方面
，通過對話談判來實現停火止戰。但此時此刻，以美
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卻源源不斷地向烏克蘭輸送武器，
推動俄烏對抗。如果這一拱火行為不停止，老羞成怒
的俄羅斯，或許會兵行險著，或許會走上動用核武來

解決戰局。
世界要降低核戰爭的威脅，那就需要切切實實地

防止核擴散。如今核不擴散體系是前所未有地脆弱，
在這一問題上，美國跟西方各國，均要負上主要責任
。因為多年以來，美國跟西方的“核雙標”，就像一
顆釘子，扎在全球核不擴散的努力之上，形成一個個
漏洞，造成了“核門檻”越來越低、防止核擴散越來
越難的窘境。最新例證是，美英協助澳大利亞建造核
潛艇，嚴重違反核不擴散協議。

要降低核戰爭威脅，需要停止撕裂世界。美國在
冷戰思維的驅動下，強化集團政治和軍事同盟，在歐
亞大陸東西兩側挑動陣營對立，推動核導等戰略力量
前沿部署。這一系列消極舉措就是核戰爭威脅的癥結
。

當前，人類正面臨二戰以來最大的核戰爭威脅，
美俄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核武庫，應切實履行核裁軍特
殊、優先的歷史責任，大幅削減各自核武庫存。核武
器國家也應放棄以先發制人為核心的核威懾戰略。最
終建立無核武器世界，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是世
界各國的共同夙願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人類再次面臨核戰威脅人類再次面臨核戰威脅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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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震東今年才以《月老》拿下台北

電影獎影帝，如今他演而優則導，初執

導筒拍攝的劇情長片《黑的教育》，一

口氣入圍第59屆金馬獎四項大獎，成為

史上首位提名金馬新導演的金馬新演員

得主。今《黑的教育》發布前導預告，

以強烈視覺佐以驚悚氛圍，三位鮮肉蔡

凡熙、朱軒洋、宋柏緯翻轉形象集體黑

化，更見到戴立忍、春風、張寗等驚喜

卡司助陣，搭上金獎導演黃信堯的旁白

，最後出現令人屏息的剁魚頭畫面，令

人印象深刻。

柯震東早在2015年拍完《再見瓦

城》就萌生當導演念頭，當時九把刀

寫了《黑的教育》大綱，鼓勵他自導

自演，他還心想「怎麼可能」，沒想

到7年後，《黑的教育》真的成為他

從演員跨界的處女作。電影經歷2年

籌備期，他除了親自參與前製會議討

論美術、攝影分鏡和動作特效，也以

導演身分試鏡演員，後期的剪接調光

更是親力親為，只為讓作品更好看。

柯震東表示：「這一切都對我來

講都很新鮮，無時無刻都是挑戰。當

導演真的好難！要顧及的面向比當演

員更多，但也收穫許多樂趣。」電影

今年初完成拍攝，一路保持神秘，日

前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男配

角、最佳剪輯及最佳視覺特效，評審

更是盛讚柯震東在影像掌握和演員調

度上不見青澀，這才讓他鬆口氣。前

導預告一開場就是導演黃信堯熟悉旁

白聲，帶出人性大哉問：「你知道這

社會上，有多少比例的好人？有多少

比例的壞人？」接著三位主角蔡凡熙

、朱軒洋、宋柏緯輪番登場，從詭譎

微笑轉換成黑化眼神。柯震東表示

《黑的教育》從三個高中畢業生準備

脫離體制教育的晚上講起，學校之外

的世界，有很多種付學費的方式，社

會是黑暗的，那就用「黑的教育」去

學做人。

談到三位後輩主演，柯震東讚譽

有加，蔡凡熙被誇戲裡戲外都是資優

生，「他的表演很穩定，會在我不期

不待的時候，給我意外驚喜！」朱軒

洋演出個性屌兒啷噹的領導者，一舉

入圍金馬獎最佳男配角，柯震東認為

他極具天生魅力，「小朱直覺性很強

，表演充滿能量。」今年以《我吃了

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吉他社社長圈

粉無數的宋柏緯，則是對角色很有想

法，會加入自己設計的表情和小動作

，這次化身略帶江湖氣的小跟班，將

展現驚人反轉。

另外包括實力派演員戴立忍、曾

入圍金鐘獎的張寗還有玖壹壹團長春

風，都在前導預告中一閃即逝，短短

40秒吊足觀眾胃口。《黑的教育》預

計2023年上半年上映。

柯震東執導驚悚爽片搶金馬
《黑的教育》朱軒洋、宋柏緯集體黑化

將於本週五10/7正式全台上映的《童

話・世界》，10/5在松仁威秀Titan廳舉辦

首映會，由於男主角張孝全日前確診，而

另一位男主角李康生正在美東巡迴影展，

雙帥無法到場參加首映會，令影迷深感遺

憾。但是《童話・世界》導演唐福睿、及

劇中多位演員江宜蓉、尹馨、王渝屏、夏

于喬、游安順、蔡爸、王振復等人都來站

台，也是本片歷經三年疫情之後，終於跟

觀眾正式見面！張孝全也特地捎訊息請製

片麻生汶代為轉達：「先跟今晚出席首映

會的劇組團隊及演員們致歉，因為確診無

法跟大家一起分享《童話世界》這部電影

，《童話世界》10/7要上映了，這部電影

非常多面向，包含女性、男性、權利、慾

望，如果看了喜歡的觀眾也請幫我們推薦

給身邊的朋友，謝謝！希望大家平安健康

。」江宜蓉也跟張孝全喊話說：「孝全哥

你還好嗎？我們很想你！」

導演唐福睿花了 5年的時間完成了

《童話・世界》劇本，拍攝完成後又花了

三年的時間等待首部處女作問世，因此能

夠走到這裡讓唐福睿內心感到無比激動，

唐福睿也說到：「目前都還沒想到票房，

但非常希望能夠對社會有一些影響。」參

加首映會的四位重要女演員也都提到對於

電影的看法，女主角江宜蓉：「雖然自己

跟康生哥演親密戲很害羞，但是也因為害

羞、不自在也剛好幫助到這個角色！自己

看過一些報告提到為什麼被害人會需要花

24年才能說出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停止

檢討被害人！」尹馨說：「這個電影有意

思的地方是可以近距離看到一樁又一樁的

犯罪案件，看到好幾個角色不同的面向，

和每個人的掙扎，這是很多人的善意鋪出

來的一條溫柔的路。」夏于喬則說：「我

的角色很矛盾，到底要幫助郭詩琦還是伸

張正義？」也是電影中的受害者演員王渝

屏說到：「自己是開啟整個故事非常重要

的引子，這部電影從很多不同面向來看待

師生戀的樣貌。」最近才入圍金馬獎最佳

男主角的游安順提到：「自己在這部電影

裡面飾演的是擦鞋匠，擦鞋往上看的角度

每個人都比我高，這部電影是要告訴大家

過於沈默會讓正義淹沒！」這部片有從很

多不同面向師生戀在片中飾演檢察官的王

振復也說到：「雖然是演正義的檢察官，

但是遇到厲害的尹馨和張孝全飾演的律師

就被打敗了！」而片中最關鍵角色的蔡爸

（蔡明修）覺得自己在電影中沒有台詞非

常痛苦！」《童話・世界》更多電影資訊

請 見 ： https://www.facebook.com/fantasy-

world.mgstoryteller

《童話・世界》在最近也嘗試跟更多年

輕觀眾溝通，邀請他們來看口碑特映場，許

多觀眾在看完之後都紅了眼眶，也有觀眾非

常推薦這部電影。導演說他這兩三週去了很

多場映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位女

性觀眾在300名同場觀眾面前哽咽說出她也

有相同的遭遇，我看著她的眼睛就知道她了

解我要跟他說的話！我們都需要去面對的傷

痛！」江宜蓉說：「這次都是跟兩個影帝合

作，原本以為會非常緊張，但是上戲的時候

他們完全展現戲中的角色特質，所以也帶動

我專注在這個角色上面。」

在《童話・世界》王渝屏跟多位前輩

一起演戲，讓她覺得：「跟這些有經驗和

專業的前輩一起演戲，自己的情感與角色

都會被帶入到裡面。」媒體提問安順哥與

孝全一起入圍的感想時，他笑說：「我寧

願帥也不要入圍！」但是他自己還是希望

能有5分之一的機會把獎留在台灣，同時

不忘打片說：「大家可以先來看我擦鞋，

再看我養鴿子！」

你想聽童話故事嗎？

初出社會的人權律師張正煦（張孝全

飾），首次承辦案件便是震驚社會一時的

補教名師性侵案；被告湯師承（李康生 飾

）不僅利用童話故事哄騙年輕女學生，更

假借交往名義與她們發生關係。涉世未深

的張正煦為求表現，想盡辦法要奪下官司

勝利，希望能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卻沒發

現心儀的對象女高中生陳新（江宜蓉 飾）

，正一步步落入湯師承所設下的圈套...

《童話·世界》首映會演員齊聚一堂
可惜雙男主缺席 導演感性催票



旅遊中國 CC1111
星期六       2022年10月8日       Saturday, October 8, 2022

漯河，河南最低调的一个市。漯河人出门

在外，往往要被问两个灵魂问题——

“漯字怎么念？漯河在哪里？”

漯（luò）河人会告诉你，没错，就是那个

产双汇火腿、卫龙辣条、北京牌方便面的地方

！

“中国方便速食第一大城”漯河，再也不

会低调了！

这座城，是中国人的“中央厨房”。

论面积，她在河南省内只能排倒数第三，

与周围的许昌、平顶山、驻马店以及周口市相

比，显得很不起眼。但是，她是首个国家级食

品名城，方便面、火腿肠和冷鲜肉生产量均位

列全国第一。可以说，我们都接受过来自漯河

的投喂。

这座城，还是“河南之心”。只要河南人

收到“您的快递已中转到漯河“的通知，大概

率明天就能送到了。甚至你在郑州、周口、许

昌等地发个同城快递，都可能先得在漯河转一

圈，这让河南人时不时就得念叨一下，漯河的

交通到底“中不中”。

相较省会郑州，漯河更靠近河南的地理中

心，水陆交通一应俱全，辐射豫中南城市群及

周边省份，“河南之心”一词当之无愧。

漯河，如何成为“河南之心”与“国人厨

房”？要找到答案，我们要先将时间的指针不

断向前拨转，当城市消失，我们看到一片广袤

的平原，和蜿蜒密集的河。

千年的漯河，百年的铁路

中国以河为名的城市不多。河，正是北方

城市漯河的灵魂。

沙、澧两河在城中交汇，形成“双河汇流

”（ “双汇”一名因此而生），沙澧河形如

海螺，元代有螺湾河镇，后改为“漯河”。漯

字本来念“tà”（山东古水名），随着漯河名

气越来越大，漯字也就开始念“luò”了。

沙河古称隐水，漯河人有时还会怀想三千

年前那个更具江湖气韵的城名——隐阳。

如今流经漯河的河流均属淮河水系，大大

小小竟有80余条，勾勒出一片落在大地上的树

叶。沿着沙澧河畔的河堤，四时风景不同，构

成北方城市少有的“水乡”景观。

河，在这里孕育了悠远的华夏文明。漯河

人会告诉你，我们不只是食品大城，还有华夏

国宝之一舞阳贾湖骨笛，也诞生了编撰中国最

早字典《说文解字》的许慎。我们还有比赵州

桥还早20年的石拱桥——隋代小商桥。这样的

人文历史“地标”，在漯河数不胜数。

河，还是古代商贸活动的“高速公路”，

河道的汇集让漯河很早就成为商业集中的水陆

枢纽。明清之际更是联通中原与江南，正所谓

——

“江淮百货萃， 此处星辰罗。”

但不论是平原、还是河流，都并非漯河所

独有。实际上，论水运，周家口、北舞渡更具

优势；论传统农业，漯河则比不过许昌、焦作

、驻马店。漯河的先天条件并不算优越。

真正改变漯河的，是那条“中国城市的搬

运工”——京汉铁路途径此地带来的人流与物

流。

1906 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北至京津

，南抵汉口，位于铁路、水路交汇点的漯河，

迅速代替周家口、北舞渡而成为交通枢纽，铁

路通车仅仅7年后，其客、货运总收入就在京

汉铁路全线96个车站中排到第7名。

洛阳、开封两大河南名城，就通过公路、

水路与漯河相连，货物在此再通过铁路南下北

上，再加上靠近河南地理中心的位置，漯河，

很快成为被火车拉来的新兴城市。

如今的漯河是国家二类交通枢纽城市，她

拥有4条铁路、13条国省级干线公路、4700多

公里的农村公路，加上航空、水运，像发散的

血管一般，昼夜不停地输送着人流、物流。每

天要有400万单以上的快递从这里经过，再走

向全国各地。

漯河，就是那个不断跃动的“河南之心”

。

“食品帝国”漯河是怎么建成的？

便利的交通是解锁漯河食品帝国的一把钥

匙。要想成为中国首座国家级食品名城，自然

禀赋、历史进程和人的努力缺一不可。

这座城市位于黄淮平原西部，境内大部分

区域海拔仅有40~60米。沙、汝、颍、澧等河

流从上游携带大量泥沙，在此冲积出面积广阔

的平原，天然适合农业发展。

良好的雨热条件，让她在距今8000年前，

就进入了先民的视野。漯河贾湖的先民在甲骨

上契刻着中国最早的文字符号。他们吹着骨笛

唱着歌，种着水稻养着牛羊，还酿起了酒——

贾湖遗址发掘出的酿酒遗留物，将中国造酒史

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

这种农耕-畜牧混合农业一直延续不息，

早在民国时期，漯河牛行街就是影响全国的牲

畜交易中心，如今河南40%的肉制品，都产自

漯河。

中国的第一根火腿肠，诞生在河南（洛阳

春都食品厂），但是如今承包中国火腿肠宇宙

的，是双汇火腿肠，双汇，正是漯河食品帝国

的开山之作。

1984年，濒临破产的“漯河肉联厂”开始

自救，凭借漯河人的努力和时代发展很快崛起

。10年以后，冯巩、葛优这样的喜剧大咖，就

已经在电视上代言双汇火腿肠了，时至今日，

每10根火腿肠，就有5根来自这家“漯河小厂

”。

而在第一根双汇火腿肠问世之前，漯河最

先驰名的，其实是那包总被误以为有“北京户

口”的北京牌方便面。

它来自南街村这座传奇小村。这里从上个

世纪80年代就开始生产方便面，由于和北京劲

松糕点厂合作，南街村就给自己的方便面挂上

了 “ 北京 ”的招牌，机缘巧合成为“国民

神面”。

到1993年时，南街村已然拥有了年产5万

多吨的18条方便面生产线，也诞生了中国90

年代最为畅销的方便面品牌，并远销海外。在

此之前，南街村已凭

借发达的食品产业，

成为河南首个亿元村

。

当双汇和南街村

称霸全国的时候，漯

河又出现了新的后起

之秀——辣条。

1998年特大洪水

，大豆产量锐减，酷

爱麻辣酱豆干的湖南

平江人为了寻找代餐

，发明了面粉制成的

“麻辣”（辣条），

但是，湖南并非小麦

主产区，于是，人们

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小

麦第一大省——河南

。

漯河，便在这场

辣条大迁徙里脱颖而

出，单说漯河的卫龙

，每天就能卖出超过

491 吨的辣条，长度

连起来足以给地球套

呼啦圈。

如今的漯河，也

早已不止是方便面、

火腿肠、辣条三板斧

，这里还有全国第一

家葡萄糖饮料生产企

业、肉类分割出口大

户、还为首都提供大

量无公害蔬菜、……

旺旺、统一、康

师傅、可口可乐等食

品品牌也在此落户，共同打造出一个漯河食品

宇宙。这里的年销售肉制品和休闲食品产量全

国第一，每年加工转化粮食和饮料位居河南省

榜首，食品产业总规模占全省 1/6、全国 1/

60……

但，这座食品名城的内涵还不止于此。

漯河味道，是“河南之心”的包容

千年的漯河因河而建，因河而兴，她的基

因中流淌着如水般的灵活与通达。沙河、澧河

之水依旧静静流淌，塑造着漯河人生活的气质

。

虽然身处河南之中，漯河的饮食无非是胡

辣汤、烩面、水煎包等等。但这颗“河南之心

”，既汇聚了全省的人与物，也因此汇聚了河

南的文化风俗，融合了地道的河南味儿。

就拿胡辣汤来说， 河南最出名的两大胡

辣汤发源地：逍遥镇与北舞渡，距离漯河市区

的距离相差无几，这也让漯河成了两派争奇斗

艳之地。在这里喝胡辣汤就像开盲盒一样，有

的更猛烈辛辣，有的更柔和醇香，有的加醋，

有的加香油......

豆腐这种百搭的食材，更是被漯河人玩出

了花儿。南甜北咸的定律在这里失灵，漯河的

豆腐脑就经常配着白糖，甚至是银耳和蜜枣。

当然想吃咸的也有，舞阳的芝麻叶豆腐脑

，就是一道比主食还要猛的小吃，里面还有芝

麻叶，粉条、黄豆、面筋、宽粉、麻酱……一

碗豆腐脑，藏着河南人的碳水宇宙。

如果你觉得这过于粗糙，漯河还可以为你

提供更精致的选择：郾城豆腐盒。炸到金黄的

香脆外皮包裹着内部洁白软嫩的豆腐，虽是小

吃，放在宴会餐桌上也毫不逊色。

还有劲道喷香的舞阳杠子馍、酥脆香甜的

芝麻糖、繁城的牛肉、侯集的肘子、漯河的烧

鸡......集合东西南北精华的漯河美食就是如此

丰富，吃着美食长大的漯河人，生活同样多姿

多彩。

也许，你会萌生起去漯河看一看的冲动，

当然，想要了解这座中原小城，有着更低成本

的方式：去楼下超市，花几块钱买一包“北京

”牌方便面，配上一包辣条、一根火腿肠，做

成一份“漯河全家桶”。在每一个不想做饭的

夜晚，让这些来自漯河的食物，抚慰你的身体

和心灵。

河南最低调的城市，名字都未必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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