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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Oct 21 (Reuters) - Boris Johnson and his former 
finance minister Rishi Sunak were leading potential contenders to 
replac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Liz Truss on Friday, with candi-
dates canvassing support to become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 in 
a fast-tracked contest.

Truss, chosen by party members to succeed Johnson after he was 
ousted by his lawmakers in July, quit herself on Thursday after 
six turbulent weeks in power.

Those who want to replace her must secure 100 nominations 
from Conservative lawmakers by Monday to run in a contest 
which the party hopes will reset its ailing fortunes.

With opinion polls suggesting the Conservatives would be all but 
wiped out if a national election were held now, the race is on to 
become the fifth British premier in six years. An election is not 
due to be held for two years.

Bleak UK shopping and borrowing data underscore challenge for 
new PM
UK stocks hit by weak retail sales, rising yields
Comeback king: Boris Johnson considering a run for UK prime 
minister

UK cabinet minister Clarke backs Johnson to 
become PM
In what would be an extraordinary comeback, 
Johnson, who remains popular with party 
members was being touted alongside Sunak as 
a likely candidate.

“He can turn it around again. And I’m sure my 
colleagues hear that message loud and clear,” 
Conservative lawmaker Paul Bristow told 
LBC radio. “Boris Johnson can win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But Johnson, who left office comparing him-
self to a Roman dictator twice brought into 
power to fight crises, might not reach the 100 
nomination threshold after his three-year pre-
miership was blighted by scandals and allega-
tions of misconduct.

The Financial Times said a Boris comeback 
would be “farcical”.

One of his former advisers, who no longer 
speaks to Johnson and requested not to be 
identified, said he was unlikely to reach the 
target, having alienated dozens of Conserva-
tive lawmakers.

Will Walden, who also once worked for John-
son, said the former leader was returning from 
holiday and taking soundings.

Business minister Jacob Rees-Mogg tweeted 
his support, using the hashtag “#Borisorbust”.

Defence Secretary Ben Wallace ruled himself 
out of the running and said he was leaning 
towards backing Johnson, who led the party to 

a large majority at a 2019 national election.

Sunak, the former Goldman Sachs analyst 
who became finance minister just as the 
COVID-19 pandemic arrived in Europe 
and was runner-up to Truss in the summer’s 
leadership contest, is the favourite with book-
makers, followed by Johnson.

Third-placed is Penny Mordaunt, a former 
defence minister popular with party members 
who came third last time. None have formal-
ly declared their candidacy.

A Reuters tally of Conservative lawmakers 
who have made public declarations of sup-
port put Sunak on 54 backers, Johnson on 29 
and Mordaunt on 16.

Houses of Parliament in London
Boris Johnson meets Michelle Ovens of 
Small Business Saturday in London
British Conservative MP Rishi Sunak leaves 
his home in London

Britain’s shortest-serving prime minister, 
Truss quit after her economic plans were 
rejected by investors, hitting the pound and 
pushing up borrowing costs, forcing a U-turn 
under a new finance minister after she sacked 
her closest political ally.

The sight on Thursday of yet another un-
popular prime minister making a resignation 
speech in Downing Street - and the start of 
a new leadership race - underscored how 
volatile British politics has become since the 
2016 Brexit vote.

Luxem-
bourg’s 
Prime 
Minister 
Xavier 
Bettel 
said 
Brex-
it had 
brought 
insta-
bility to 
Britain.

“I hope 
that they will soon be stable because even if 
they are not a family member anymore they 
are a friend and a neighbour. We need them 
and they need us too,” he told reporters on 
arrival for an EU summit in Brussels.

The Conservative Party has a big majority 
in parliament and can ignore calls for an e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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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Corazzieri honor guard stands at the entrances of the Studio alla Vetrata in 
the Quirinale Palace in Rome, Italy. REUTERS/Yara Nardi

Yunus Siddiqui, 6, son of the late Danish Siddiqui, stands amongst the 2022 Pulitzer Prize 
winners during a group photo after his father was part of Reuters’ winning entry for Feature 
Photography along with photojournalists Adnan Abidi, Sanna Irshad Mattoo (not pictured) and 
Amit Dav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REUTERS/Andrew Kelly

British Prime Minister Liz Truss announces her resignation, outside Number 10 Downing 
Street, London, Britain. REUTERS/Henry Nicholls

A demonstrator reacts as he is 
detained in a police van during 
a rally on the second anniver-
sary of anti-police brutality 
protests that investigators said 
ended when security forces 
fired live rounds into the crowd 
at the Lekki toll gate, in Lagos, 
Nigeria October 20, 2022. RE-
UTERS/Temilade Adelaja

The remnants of a Red 
Cross home for Ukrainian 
refugees are seen follow-
ing a fire in Gross Stro-
emkendorf near Wismar, 
Germany. REUTERS/
Annegret Hilse

Kevin Spacey hugs his attor-
ney after verdict is read during 
Anthony Rapp’s civil sex abuse 
case against Spacey in this 
courtroom sketch from the trial 
in New York. REUTERS/Jane 
Rosenberg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ago when the Chinese
immigrants continued to
come to America looking for
a better future, they wrote
the history and marked a
new chapter for all of us.

Southern News Group
today continues to publish
the 2023 Chinese Yellow
Pages in many major cities
in the nation, not just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service
to our communities, but it
also proves that we are an
active part of this great
country.

Even though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world in
turmoil and domestic chaos,
many newcomers still come
here. Most of them are
trying to start a new small
business.

Today our Yellow
Pag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sources for them.

We are so proud that we still

partner with them and continue to
provide the most complete and latest
information to our community.

We sincerely want to send our
very deepest appreciation to all of
our supporters.

1010//2020//20222022

New Yellow Pages SetsNew Yellow Pages Sets
Another MilestoneAnother Mile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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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semite In Peril: How Climate Change’s                             
Grip Is Altering America’s National Parks

Yosemite National Park
That’s no longer possible. Last year the park ser-
vice published a landmark document laying out 
the harsh realities of global warming. In most of 
the nation’s parks, much will change, not every-
thing can be saved and some things will be lost 
forever. The report outlines how park officials 
must plan in earnest for “unprecedented” future 
conditions.
Those conditions are already on view at Yosemite. 
Rhapsodized by naturalist John Muir more than 
150 years ago as “God’s first temples,” the park 
he helped create has long been a place that deeply 
touches those who visit. But the grandchildren of 
this year’s visitors will see a different park than the 
one that beckons today.
Dan Porter,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California 
Forest Program Director, first worked at Yosemite 
in 1996 as part of a children’s program.
“Back then, the thought that it could be irrepara-
bly changed didn’t even cross our minds,” he said. 
“Seeing what is happening there tells us there is 
no place on Earth that is safe anymore from the 
impacts of our unsustainable way of living.”
‘A species shift’
On a blazing August day, Dickman stood at Yo-
semite’s Wawona Point, nearly 3,000 feet above 
the valley floor, surveying the forest far below. In 
the last five years, the area has been devoured by 

flames: the Railroad fire in 2017, the Ferguson fire 
in 2018 and the Washburn fire in 2022. All were 
high-intensity fires that charred large patches of 
forest.

Fires, a critical part of this ecosystem, now burn so 
hot that instead of being beneficial, clearing dead 
brush and sparking new tree growth, they leave 
only scorched earth. What regrows may no longer 
be a woodland. In the last 80 years, the climate has 
become warmer, drier and suited for an entirely 
different landscape.
“We’re seeing a species shift,” he said, pointing 
toward the chaparral and brushland emerging from 
the seared ground. “In a few areas, what’s coming 
back isn’t forest at all, it’s cheatgrass.”
A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orest changes, no one 
knows what that will mean for the animals, birds 
and insects that have evolved to inhabit it.
“Even five years ago, we thought whitebark pine 
was doing great and now we’re seeing it die in 
large patches,” Dickman said, shaking his head. 
“Just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I’m seeing Doug-
las fir being killed by insects and woodpeckers at 
large scale.”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Douglas fir’s range, he 
says, is “moving north before our eyes.”
For those who return to Yosemite again and again, 
the changes hit hard.
After decades of hiking the park’s trails, there are 
some places Carl Casey, 67, can no longer bear to 
return to, however much he once loved them.

“There’s just so much change and so many dead 
trees,” he said. “It’s devastating.”

‘Billions of seeds’
Giant sequoia evolved to drop their seeds after 
fires when leaf litter on the ground has been burned 
away and competing vegetation creates gaps in the 
tree canopy to bring them sunlight.
But last summer, some of the largest giant sequoias 
in Mariposa Grove released their seeds, not during 
a fire, but during a heat wave.
“We’ve never seen this before,” said Anthony 
Ambros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ncient Forest 
Society, a nonprofit forest research and outreach 
organization that works with the park service. He’s 
spent years working in the grove and was deeply 
disturbed by what he saw.
The seeds, which should have fallen on miner-
al-rich soil cleared by fire, instead fell in leaf litter 
on the forest floor. When summer came, the mulch 
couldn’t hold enough moisture to support them.
“When we went back this spring, there were liter-
ally billions of seeds on the ground that had dried 
up and died because the conditions weren’t appro-
priate for them to germinate,” Ambrose said.
Scientists aren’t sure why the seeds fell without the 
trigger of a fire. It happened during a drought and 
an intense heat wave, as smoke from fires miles 
away filled the grove. Perhaps some combination 
of all three confused the trees.

A burned-
over area near 

Wawona Point in 
Yosemite National 

Park.
“Things are changing in the ecosystem. We’re still 
trying to understand,” said Ambrose.
Deanna Lynn Wulff, who’s been hiking the park 
for more than 30 years, has stopped taking one of 
her favorite trails. The San Francisco resident says 
it’s transformed.
“There are trees I’ve been walking by for decades 
and now they’re dead,” she said. “I am seeing big 
changes and it is tough to witness climate change 
happen before your eyes.”
‘Kiln-dried lumber’
Yosemite also is in the throes of a 22-year mega-
drought, worse than any since the year 800 AD.
While droughts have always come and gone in 
the West, it’s also getting hotter. Temperatures are 
on average 1.6 degrees warmer than they were in 
1895. The average minimum nighttime tempera-
ture is now 7.6 degrees warmer than it was in 1915.
Less snow and rain has turned trees into tinder. 
Dickman has tested branches with fuel moisture 
levels of 8%.
“As a comparison, the kiln-dried lumber you buy 
at the lumber store has a moisture content of 8% to 
14%,” he said.
Studies show that 1,200 years ago, Yosemite went 
through an intense drought and some giant sequoi-

as died during high-severity fires.
“The record of losing giant sequoias (to environ-
mental causes) doesn’t start up again until the 
1980s,” Dickman said.

Garrett Dickman, a forest ecologist with Yo-
semite National Park, showing the age of a 
sugar pine that died due to drought and bark 
beetle infestation.
Last year, the nation’s giant sequoia managers 
added up all the remaining trees. To their horror, 
the number of the threatened redwoods, harvested 
almost to extinction in the 1800s, had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e tallied it all up and we’d lost 20% of them in 
just two years,” Dickman said.
‘Others just die’
The megadrought is part of a one-two punch that’s 
hurting the park’s woodlands in ways even casual 
visitors can see.
Water-stressed trees are easy to spot because they 
look like they’ve had a bad haircut. Dickman can 
stand in one place, turn in a circle and point out 
dozens. Under drought conditions, the trees drop 
needles, through which they lose water, to protect 
themselves.
Sometimes there’s so little water the trees simply 
can’t pump it all the way to their crowns. “Then 
their top dies off,” Dickman explained.
Some trees send out a new top, or a lower branch 
will crook upward and become the tree’s new 
trunk. “Others,” he said, “just die.”

Trees in Yosemite 
National Park dy-
ing from the top 
down, primarily 
due to drought 
and bark beetle 
infestation.

The drought also is making trees more suscepti-
ble to bark beetles. While native to the region, 
an almost three-month increase in frost-free days 
means the beetles can reproduce more.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they only attack dis-
eased or damaged trees, digging through the bark 
to eat the nutrient-rich wood underneath and lay 
their eggs.
Healthy, well-watered, trees fight off the beetles by 
trapping them in sticky pitch and pushing them out 
through the bark – a process known as “pitching 
the bugs out,” said Dickman.
“The trees can fight back,” he said. “Giant sequoia 
pitch especially is really gnarly, it’s bitter and aw-
ful.”
But water-stressed trees can’t create enough pitch 
to expel the beetles. When that happens, the bee-
tles multiply, sometimes killing a tree within six 
months. Between 2010 to 2019, the Forest Service 
estimates more than 163 million trees in Califor-
nia’s forests were killed, mostly by bark beetles.
The beetles can’t get through the thick bark at a 
tree’s base. Instead, they attack at the tree’s top, 

where the bark is thin and there is less pitch.
Dickman pointed to tree after tree, topped with 
brown, dead needles. “They die from the top 
down,” he said.

The remains of 
ponderosa pines 
killed by warm 
weather, drought 
and bark bee-
tles along a trail 
long-time hiker 
Carl Casey has 

been visiting for 20 years.
Throughout the park, signs of the drought are in-
escapable.
Paul Wagner, 70, of Napa, California, has been 
coming to the park for 52 years.
“It used to be people wanted to know how bad the 
mosquitos are. Now they ask if there’s going to be 
any water in the creeks,” he said.
The meadows are drier. When he first began com-
ing, wildflowers bloomed all summer. “Now by 
August a lot of them are drying up and there are 
no flowers.”
‘Protect this place’
Larry Orman, 73, is a conservation advocate who 
started his career as a white water rafting guide 
on the Tuolumne river in the 1970s. He founded 
the Greenbelt Alliance, a California conservation 
nonprofit and spent 19 years as director of the 
GreenInfo Network, which creates maps to aid 
conservation groups.
He takes the long view.
“Remember, there’s a lot about Yosemite that no-
body’s going to change except for a meteor,” he 
said.

Yosemite National Park’s Tunnel View scenic 
overlook provides a first, stunning look at the 
valley floor and the soaring granite geology 
that created El Capitan, Bridalveil Fall and 
Half Dome.
The park’s geology and its awe-inspiring forma-
tions will endure. There’s a reason the Tunnel 
View Overlook, with its first, breathtaking view 
of the valley and its soaring granite guardians, El 
Capitan, Bridalveil Fall and Half Dome, draws as 
many as 7,000 visitors a day.
The park and its ecosystem will be different as 
climate change shifts its ecology, and it won’t be 
Orman’s park anymore, but it’s going to be some-
one’s, he said.
And whatever that is will still be worth fighting to 
save.
That’s what keeps Dickman motivated, no matter 
how many dead trees he has to tag for removal.
“It’s fully worth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pro-
tect this place,” he said. “How could you not?”
(Courtesy https://www.yahoo.com/now/yosem-
ite-peril-climate-change-grip-090032946.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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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phic Courtesy NOAAClimat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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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 Dip’ La Niña Is On The Way.           
Here’s What It Means For U.S. Weather 

Graphic Courtesy NOAAClimate.gov

La Niña just won’t go away.
Meteorologists say that for the third straight 
year, La Niña will persist throughout the 
winte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This is 
the first “triple dip” La Niña of the century, 
according to an update from the United Na-
tions’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This La Niña began in September 2020.
The La Niña climate pattern is a natural cycle 
marked by cooler-than-average ocean water 
in the central Pacific Ocean. It is one of the 
main drivers of weat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during late 
fall, winter and early spring.
It’s the opposite of the more well-known El 
Niño, which occurs when water in the Pacific 
Ocean is warmer than average. Though this 
would be the first “triple dip” La Niña this 
century, it’s not unprecedented for the pat-
tern to last more than nine months to a year, 
which is typical for a La Niña, according to 
ABC News.
What does La Niña mean for winter in the US?

A typical La Niña winter in the U.S. brings 

cold and snow to the Northwest and un-
usually dry conditions to most of the na-
tion’s southern tier, according to NOAA’s 
Climate Prediction Center. The Southeast 
and mid-Atlantic also tend to see warm-
er-than-average temperatures during a La 
Niña winter.
Meanwhile, New England and the Upper 
Midwest into New York tend to see cold-
er-than-average temperatures, the Weather 
Channel said.
Climate change also plays a role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
tion said all naturally occurring climate 
events now take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which is 
increasing global temperatures, exacer-
bating extreme weather and climate, and 
influencing seasonal rainfall and tempera-
ture patterns.
“It is exceptional to have three consecu-
tive years with a La Niña event,” said the 
organization’s secretary-general, Petteri 
Taalas, in a news release. “Its cooling in-
fluence is temporarily slowing the rise in 
global temperatures – but it will not halt 
or reverse the long-term warming trend.”
Where did the term La Niña come 
from?
La Niña and El Niño are Spanish language 
terms: La Niña means “little girl,” and El 
Niño means “little boy,” or “Christ child.” 
South American fishermen first noticed 
periods of unusually warm water in the 
Pacific Ocean in the 1600s, 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said. The full name they used was “El 

Niño de Navidad” because El Niño typi-
cally peaks around December.
The entire natural climate cycle is official-
ly known by climate scientists as El Niño 
– 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 a seesaw 
dance of warmer and cooler seawater in 
the central Pacific Ocean.
During La Niña events, trade winds are 
even stronger than usual, pushing more 
warm water toward Asia, NOAA said. Off 
the west coast of the Americas, upwelling 
increases, which brings cold, nutrient-rich 
water to the surface.

WMO Predicts First “Triple-Dip” La 
Niña Of The Century

Geneva, 31 August 2022 – It is likely that 
the protracted La Niña event will last until 
at least the end of the year, becoming this 
century’s first “triple-dip“ La Niña, span-
ning three consecutive northern hemi-
sphere winters (southern hemisphere sum-
mers), according to a new Update from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The WMO El Niño/La Niña Update pre-
dict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urrent La 
Niña over the next six months, with a 70% 
chance in September-November 2022 but 
gradually decreasing to 55% in Decem-
ber-February 2022/2023.  It started in 
September 2020.
La Niña conditions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have strengthened as trade winds intensi-
fied during mid-July to mid-August 2022, 
affecting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patterns and exacerbating drought and 
flooding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La Niña refers to the large-scale cool-
ing of the ocean surface temperatures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quatorial Pacif-
ic Ocean, coupled with changes in the 
tropical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namely 
winds, pressure and rainfall. It usually has 
the opposite impacts on weather and cli-
mate as El Niño, which is the warm phase 
of the so-called El Niño Southern Oscilla-
tion (ENSO).

However, all naturally occurring climate 
events now take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hu-
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which is in-
creasing global temperatures, exacerbating 
extreme weather and climate, and impacting 
seasonal rainfall and temperature patterns.
“It is exceptional to have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with a la Niña event. Its cooling influ-
ence is temporarily slowing the rise in global 
temperatures – but it will not halt or reverse 
the long-term warming trend,” said WMO 
Secretary-General Prof. Petteri Taalas.
“The worsening drought in the Horn of Afri-
ca and southern South America bear the hall-
marks of La Niña, as does the above average 
rainfall in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asia. 
The new La Niña Update unfortunately con-
firms regional climate projections that the 
devastating drought in the Horn of Africa 
will worsen and affect millions of people.”
“WMO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tailored infor-
mation to the humanitarian sector and to sup-
port sensitive sectors like agriculture, food se-
curity, health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WMO 
is also striving towards the goal that everyone 
should have access to early warning systems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o protect them against haz-
ards related to our weather, climate and water,” 
said Prof. Taalas.
Global Seasonal Climate Outlook
El Niño and La Niña are major – but not the 
only - drivers of the Earth’s climate system.
In addition to the long-established ENSO 
Update, WMO now also issues regular 
Global Seasonal Climate Updates (GSCU), 
which incorporate influences of all other ma-
jor climate drivers such as the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the Arctic Oscillation and the In-
dian Ocean Dipole.
The ENSO and Global Seasonal Climate 
Updates are based on forecasts from WMO 
Global Producing Centres of Long-Range 
Forecasts and are available to support gov-
ernments, the United Nations, decision-mak-
ers and stakeholders in climate sensitive 
sectors to mobilize preparations and protect 
lives and livelihoods.
Despite the stubborn La Niña in the equato-
rial central and eastern Pacific, widespread 
warmer than-average sea-surface tempera-
tures elsewhere are predicted to dominate the 
forecast of air temperatures for September to 
November.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above nor-

mal temperatures over land areas, including 
much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Precipitation predictions are similar to typi-
cal rainfall effects of La Niña.
Probabilistic forecasts of surface air tem-
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for the season 

September-October 2022. The baseline 
period is 1993–2009.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is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s authorita-
tive voice on Weather, Climate and Water
Related
Yosemite In Peril: How Climate Change’s          
Grip Is Altering America’s National Parks

YOSEMITE NATIONAL PARK – Tow-
ering above the other trees in the Mariposa 
Grove, the Grizzly Giant stands like an adult 
among toddlers. Twenty-five feet across 
and almost 20 stories high, the estimated 
3,000-year-old sequoia seems invincible.
But the iconic evergreens – and the beloved 
park around them – are facing a fierce and 
unrelenting adversary: climate change.
The Grizzly Giant is a giant sequoia tree in 
Yosemite National Forest’s Mariposa Grove. 
The tree is 96 feet around, 25 feet across, 
209 feet tall and estimated to be about 3,000 
years old by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National Park Service forest ecologist Gar-
rett Dickman bears witness to the struggle. A 
22-year drought. Ferocious fires. Vanishing 
glaciers. Invasive species. Hotter summers 
and shorter winters.
Walking through the sequoia grove, one of 
three located in the popular national park vis-
ited by 3.3 million people last year, Dickman 
points out tree after tree, killed by insects, 
thirst, or both.
“Sugar pine, ponderosa pine, white fir, giant 
sequoia. All dead,” he said. “Millions of trees 
have died within the park’s boundaries.”
The nation’s national parks are places so 
awe-inspiring they were meant to be forever 
preserved, “unimpaired” for future genera-
tions.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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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 Dip’ La Niña Is On    
The Way. Here’s What It    
Means For U.S.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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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的松島（Pine Island）滿目瘡痍。攝影／羅奇華

慈濟志工將急難救助背包送給前來領取發放物資的災民。
攝影／羅奇華

9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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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9日與12月3日舉辦蔬果發放活動，以行動支援有
需要的鄰里鄉親，幫助生活艱困的民眾了解到他們並非
孤單無助。
	 食物發放採得來速（drive	thru）模式進行，同時接
受民眾步行前來領取，參與食物發放的民眾需全程戴上
口罩。預計發放350份蔬食，數量有限，先到先領，發
完為止。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11月19日與12月3日，上午9點開始發放，發完為止

食物發放地點：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我們在德州、肯塔基及加州……等各個災難地區，和
慈濟都有很愉快的合作經驗！謝謝您們對災民的愛心

付出！紅十字會工作人員。   
紅十字會許多工作人員

媽媽說：只要我們全家人都還在一起，一切就會越來

越好。   
卡盧薩移動房屋社區居民雅琪拉‧奧爾蒂斯

（Yadira Ortiz）

他們真的很貧窮，甚至沒錢買藥，慈濟的現值卡可以

幫他們解決好多問題。   
RCMA社區關係經理葛洛莉亞（Gloria Padilla）

	 作者／蘇素珍、羅奇華

為儘快幫助災民安住身心，進駐佛羅里達州（Florida）

「伊恩颶風」（Hurricane	 Ian）重災區的慈濟志工團

隊經過緊密的籌備規劃，迅速地在10月15日展開災區急難救

助發放工作。當日上午在阿卡迪亞市（Arcadia,	 FL），以及

同日下午在邁爾斯堡（Fort	 Myers,	 FL），發放給受災家庭

800美元至1200美元的現值卡與慈濟環保毛毯。當日總計援

助了235戶家庭，嘉惠806位災民。	

	 美南地區的慈濟志工在颶風狂襲之後，第一時間集結前

往災區前線，實地走訪評估災情，研擬後續賑災計劃。進行

物資分發，迅速響應災民需要。他們衝鋒在前，為我們的加

入做好了一切準備。

 颶風伊恩（Hurricane Ian）重創美國佛羅里達

州（Flori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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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慈濟志工以慈悲為

本，以行動來賑濟災民，展開賑災援助工作，您也能成

為帶給災民希望的人……

大愛助佛州 首日發放嘉惠806位災民

賑災募款 感恩您的護持！

	 10月8日，慈濟德州分會組成勘災團，慈濟德州分會執

行長羅振雄，志工白淑宜，及邁阿密聯絡處志工林明哲、

蔡長治和蘇素珍在美國紅十字會（American	 Red	 Cross）

南佛羅裡達地區區域合作夥伴經理扎克‧斯托克斯（Zach	

Stokes,	 Regional	 Partnerships	 Manager,	 South	 Florida	

Region）的帶領下,	 前往重災區李縣（Lee	 county）進行

勘災，隨後一路向西，深入了此次颶風受創最嚴重的松島

（Pine	Island）。

	 自颶風災難發生，已是災後第11日，重災區松島才終於

開放讓居民們回家，勘災團所到之處，房屋傾倒毀壞，觸

目驚心。但勘災團勘災的過程中，發現低收入的西語裔農

工，居在在克盧沙移動房屋社區（Caloosa	 Mobile	 Home	

Community），在風災中嚴重受災，災後的重建，更是艱

辛。這個社區大約有居民500人，其中有很多的孩子。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濟嶢表示：「當地社區的受災

戶，多數都是移民工人、農工，本來就是收入有限的低收入

家庭。慈濟將從10月15日開始，持續在伊恩颶風災區進行急

難救助的現值卡發放工作。」許多受災戶是在附近的海灘工

作，颶風摧毀了海灘，也切斷了他們的收入來源。

	 佛州李縣（Lee	 County,	 Florida）的台僑社團「天柏

灣台灣商會」（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ampa	Bay	Florida）和「天霸台灣同鄉會」（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Tampa	 Bay），在獲得慈濟提供的訊

息，知道克盧沙移動房屋社區（Caloosa	 Mobile	 Home	

Community）的受災家庭需要學童的學用品後，也來到邁

爾斯堡發放裝滿了文具用品的新書包，鼓勵受災學童們不

要受到天災影響能專心學習。	

	 慈濟志工在這裡認識了社區的靈魂人物安瓊莉卡

（Angelica	 Ramon），她知道社區的每一條街道，認識社

區的每一個人，她陪伴慈濟勘災團探訪社區。

	 當天，慈濟勘災團一行還參觀了紅十字會(Red	 Cross)

在麥爾斯堡市（Fort	 Myers）為「伊恩」風災臨時搭建起

來的災難恢復中心。	 從大門口直到各個樓層，慈濟志工受

到熱烈歡迎！

	 佛羅里達州與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在李

縣設立災難恢復中心（Disater	Recovery	Center,	DRC)，方

便災民申請各方的援助。

	 10月9日，勘災團於在災難恢復中心在李縣的負責人

（Lee	 County	 Human	 and	 Veteran,	 Director）羅傑·梅爾

卡多（Roger	 Mercado）的幫助下，慈濟德州分會於第二天

一早10月10日，正式入駐災難恢復中心，進行後續援災發放	

工作。

 您慷慨解囊護持慈濟的援助行動，將幫助許多需要幫助

的人翻轉人生。有了您與我們同行，我們將能讓世界變得更 

美好！

護持慈濟伊恩颶風賑災行動： 
donate.tzuchi.us/IanRelief

◎ 偕同紅十字會前往重災區勘災

◎ 台僑社團慷慨捐贈學用品

◎ 進駐災難恢復中心 慈濟力量常在

◎ 許多人只能暫棲車裡 滿身心的無奈

◎ 進駐DRC 援助行動正式啟動

◎ RCMA與慈濟的不解之緣

	 通過前來DRC尋求災後資訊的災民，志工們得知附近開

普柯爾勒社區（Cape	Coral）毀損不輕，洪水幾乎淹沒了整片

社區，慈濟勘災團抵達時，路邊堆滿遭水浸泡的廢棄物品。

	 安瓊莉卡告訴我們，大家很幸運，在災害發生第二天

就收到了很多食物，但現在他們最需要的是烤爐、冰箱、馬

桶等基本生活設施設備。另外社區內的學齡孩童急需學習用

品；這個社區的低收入居民根本沒錢重新購買，需要大家的

幫助。	

	 災難恢復中心異常繁忙，停車場被擠得水洩不通，人來

人往，各個窗口前都排起了長隊。一大早，慈濟德州分會執

行長羅振雄、志工白淑宜、楊奕宏就開始做準備，慈濟正式

入駐DRC，傾聽災民需求，收集災民信息，確保後續現金卡

救助發放高效且準確。

	 每位災民都有自己的故事。莫爾特（Molt）陪同朋友

過來，這位女士滿臉疲憊和憂傷。莫爾特告訴志工，這場災

難中，他失去了五位朋友，話還沒說完，悲傷的女士已悲從

中來，並蹲到地上；莫爾特幫忙她做完一切，然後扶起她離

去。志工們不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只能在心裡默默發願，

一定要給災民確切的幫助。

	 志工們也接待了多位行動不便的災民。琳達（Linda）

是被男友推來的，她的身上散發著不太好聞的味道。他們的

租屋遭到嚴重破壞，目前只能棲身在車裡，到公共場所解决

洗澡和如廁的需求。她向慈濟志工請求幫助，他們需要一個

住所，並再三感謝慈濟的慈悲。

	 許多災民只能暫棲車裡，當填寫現居住址時，他們總是

很無奈。前來尋求幫助的人們，有的還能輕鬆地說出自己的

需求，並在離開時和志工們握手表達感謝。有的則是滿臉悲

傷，填到家庭住址或家庭成員時，眼圈就紅了。有的憤怒焦

躁，既不耐煩，又不忘感恩他人的幫助，相當不容易。

	 當天下午，從慈濟奧蘭多聯絡處趕來的志工林智、張維

光、楊甦蘇、詹翠華帶著慈濟文宣加入災難中心團隊，慈濟

力量瞬間增大，前來登記資訊或者了解的災民越來越多。

	 1 0月 1 5日上午，慈濟在佛羅里達州阿卡迪亞市

（Arcadia）的德索托（Desoto）進行第一次賑災物資發

放，有94個「雷德蘭基督教移民協會」（Redland	Christian	

Migrant	 Association,	 RCMA）的長期救助戶收到來自慈濟

的大愛物資。

	 RCMA是佛羅里達州一個成立於1965年的組織，關注

農工及低收入戶家庭兒童，為全州近6000名兒童和3500個

家庭提供兒童保育和教育服務。目前，RCMA運營65個兒

童發展中心（啟智），2所特許學校和20個家庭夥伴托兒

所。RCMA與慈濟結緣於2017年的「艾瑪」颶風，基金會發

展助理傑‧羅賓森（Jay	 Robison）收到了一封來自慈濟的郵

件，就此兩個組織間開始了合作。

	 此次，RCMA的救助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為了幫

助家庭恢復，RCMA制定了未來12週的食物和水供應計劃。

羅賓森先生來信向慈濟尋求支持，幫助他們在更大範圍內

實現這一目標。慈濟立即響應，決定在德索托區域進行發放

時，加入這些救助名單，並於15日開展發放。

	 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振雄帶領的前勘團驅車前往物資發

放地，RCMA阿卡迪亞市兒童發展中心，了解場地並確認細

節。社區關係經理葛洛莉亞（Gloria	 Padilla）及職員伊拉里

亞（Hilaria	Cuevas）、厄瑪（Irma	Chappa）陪同參觀並解

答前勘團的所有疑問。

2022年11月12日  |  星期六
美中時間 9:30 am - 11:00 am （健走）
11:00 am - 1:00 pm （秋季慶祝會）

活動場地 ： 慈濟德州分會會所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zuchi.us/zh/houston/walkathon

您可以用個人名義參加，您還可以選擇
自行創團，或加入現有的團體；今天就
開始護持慈濟的慈善事業和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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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強尼戴普(Johnny Depp)爆出與英國美女律師秘

戀中的消息，讓他與前妻安柏赫德(Amber Heard)在不久

前才落幕的世紀官司再次成為熱門話題。強尼戴普因

被指控家暴後慘遭好萊塢封殺，所幸在美國誹謗案中

以7項控訴全部勝訴的戰績成功一掃汙名。Discovery頻

道繼紀錄特輯《強尼戴普VS安柏赫德》之後，再次特

別製作《強尼戴普VS安柏赫德：美國篇Johnny Vs Am-

ber: The US Trial》，以法庭訴訟程序及法律調查結果

為基礎，分上下二集分別自強尼戴普、安柏赫德的角

度出發，記錄了兩造的法律顧問團隊、第一手證人與

記者的訪談內容，在雙方皆堅持無罪的明確主張下，

陪審團如何做出讓強尼戴普重新贏回聲譽的重要裁定

。敬請鎖定Discovery頻道《強尼戴普VS安柏赫德：美

國篇Johnny Vs Amber: The US Trial》特輯，第一集於

10月16日星期日晚間10點首播、第二集於10月23日星

期日晚間10點首播。

好萊塢佳偶變怨偶 誰才是家暴倖存者？
強尼戴普與安柏赫德於2009年因戲結緣、2015年結

婚，但女方卻在1年多後即訴請離婚，並向法院申請家

暴保護令。其後雙方雖達成和解，但繼2020年強尼戴普

指控英國《太陽報》稱他為「家暴男」的誹謗官司敗訴

，以及安柏赫德在#metoo運動興起之際投書美國《華盛

頓郵報》聲稱自己是家暴受害者，都讓強尼戴普的聲名

掃地，甚至連慘遭合作片商解約封殺。為了擺脫惡名，

強尼戴普將法庭攻防戰的新戰線拉回美國，指控安柏赫

德誹謗、強調自己才是家暴受害者，並主張「在抵制與

毀掉一個人之前應該要先進行調查，否則就不公平。」

以往的種種證據顯示，在美國的官司對強尼戴普而

言情勢不利，辯護團隊必須找到十分可靠的證人與證詞

才能證實誰是真正的家暴受害者。強尼戴普的律師團隊

決定誠實面對包括酗酒、嗑藥等黑歷史，由強尼戴普敘

述自己濫用藥物並非為了尋歡作樂，而是為了麻痺童年

時遭受家暴的內心之苦，而他的姊姊也站上證人席證實

了強尼從小就建立了發生衝突時隨即離開現場的反應模

式，而非選擇回擊或動手。

史上最強證人 超模3分鐘證詞震撼神翻盤
強尼戴普的法律顧問團隊以綿密的攻防策略，提交

超過400件證物、並傳喚30位證人，希望從其中發現足

以反駁安柏指控的蛛絲馬跡，證實安柏才是關係中施暴

的一方，而強尼面對衝突的應對方式只有躲避。曾經目

睹衝突發生的旅店工作人員、強尼的親友紛紛支持強尼

的說法，律師團更傳喚臨床心理學家以專家證人的身分

出庭，評估安柏符合邊緣型人格障礙與做作型人格障礙

症的診斷，這些證詞也反映她為何要對強尼施暴並謊稱

自己被家暴。在一段紀錄了兩人爭執的錄音檔中，安柏

的語氣與內容似乎證實了這一切。

在此案中，安柏的證詞堪稱最重要的部分，然而內

容、形象與肢體表情的諸多不一致漸漸讓她的可信度

下降，甚至讓人懷疑是否經過討論與排練。強尼的律

師團決定用安柏在法庭中不一致的證詞進行反擊，進

而讓陪審團相信：如果她對一件事說謊，就可能對每

件事都說謊。

在安柏當庭指控強尼戴普的前女友名模凱特摩絲

（Kate Moss）也是受害者之後，強尼的團隊決定說服凱

特出庭作證，而她的證詞最終成為強大的助攻，短短3

分鐘內就推翻了安柏之前的證詞與指控。在這場舉世矚

目的世紀官司中，雙方提出了無數立場南轅北轍的證據

與證詞，哪些是可信度十足的關鍵證據？哪些是顛覆一

切的轉折點？鎖定Discovery頻道10月16日及24日星期

日晚間10點首播的《強尼戴普VS安柏赫德：美國篇

Johnny Vs Amber: The US Trial》，從種種端倪中自行

決定該相信誰。

《強尼戴普VS安柏赫德:美國篇Johnny Vs Amber: The US Trial》

好萊塢世紀官司終局之戰再回顧

由安德魯多明尼克（Andrew Dominik）執導、安娜德哈

瑪斯（Ana de Armas）主演的傳奇女星瑪麗蓮夢露傳記電影

《金髮夢露》，即將於9月28日在Netflix首播。片中，安娜

德哈瑪斯爲還魂演繹傳奇女星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

），有部分上空和全裸上陣鏡頭，她在受訪時坦言，自己並

不怕為藝術展透身體，但她也深知在電影上架的那一刻，她

的裸露片段將被剪輯並在網路上瘋傳，無奈表示：「這很噁

心，但我無法控制。」

安娜德哈瑪斯在接受外媒《綜藝報》訪問時，談到片中

裸露片段，「我很清楚片中什麼片段會像病毒一樣在網路瘋

傳，這很噁心，想到就很沮喪，但我無法控制它。你無法控

制他們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們如何拿影片斷章取義。我不認為

這會是我考慮（演出該片）的原因，但想到那些剪輯片段之

後的下場就感覺很糟糕。」

《金髮夢露》改編自喬伊斯卡羅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2010年的同名小說，書中並未迴避露骨情節，包括瑪

麗蓮夢露曾在某次試鏡中遭到製片人性侵等傳聞，因此電影

中勢必也將談及她在工作職涯上遭遇到的性暴力。安娜德哈

瑪斯也說：「要講述這個故事，最重要就是展示瑪麗蓮生活

中發生的事情，每個演員都知道，我們（在拍攝時）必須進

入一個不舒服的狀況，我不是唯一體會到的。」

安娜德哈瑪斯透露，在拍攝《金髮夢露》前，曾造訪瑪

麗蓮夢露的墳墓請求飾演允許，在那之後，她在片場便能感

覺到夢露在她的體內，或是感覺到她就在現場，「我在這部

電影中做了我永遠不會為其他任何人做的事情，我是為她

（瑪麗蓮夢露）做的，也是為安德魯（導演）做的。」

安娜德哈瑪斯談Netflix《金髮夢露》裸露片段

早知會在網路瘋傳 「很噁心，但我無法控制」

由金獎大導詹姆斯卡麥隆

（James Cameron）執導的科幻鉅片

《阿凡達》自2009年上映後，以創

新的視覺技術改寫電影歷史，至今

仍是全球影史上最賣座電影，地位

無可撼動。暌違13年後，《阿凡達

》近來以全新4K修復版重返大銀幕

，替即將上映的《阿凡達》第二部

續集《阿凡達：水之道》暖身，再

次在全球掀起話題。該系列製作人

強藍道（Jon Landau）日前受訪時

也透露，《阿凡達4》目前正在如

火如荼拍攝中，且其中第一幕大抵

已製作完畢。

詹姆斯卡麥隆在2016年時首次

宣佈要開拍《阿凡達》續集，並表

示為了要讓故事的架構更完整，將

一口氣拍攝四部續集，對規模如此

龐大的系列電影來說，是影史上首

次的創舉。但是期間因疫情與其他

因素，《阿凡達》率先拍了第二、

三部曲，直到兩片進入後期製作後

，最後兩部曲才又開始動工。不過

，詹姆斯卡麥隆先前曾表示，自己

可能不會親自執導《阿凡達4》和

《阿凡達5》，而是會找一個信任

的導演接手。

製作人強藍道（Jon Landau）

透露，《阿凡達4》目前已完成第

一幕大部分的工作，但這樣做主

要是為後續故事發展打下基調，

後續內容還未開始拍攝，「我們

已經為《阿凡達4》設計了整部電

影的大部分內容，但我們實際上

並沒有拍攝全部，只有第一幕而

已。我們不能在未來交出一個人

們今天、五年前、八年前、九年

前看到的東西，我們需要時間把

它提升到我們當今能夠提供給人

們的水平。」

強藍道也強調：「在每部續集

裡，我們都將向觀眾介紹新的文化

和新的生物群落，但我們不會忘記

我們所有的文化。」第二部曲《阿

凡達：水之道》故事設定於首集超

過十年後，成為納美人並與奈蒂莉

共結連理的傑克，在潘朵拉星上與

他們的孩子組成蘇里一家，過著與

世無爭的幸福生活，未料威脅再度

降臨，他們不遺餘力保護彼此，為

了生存再度奮戰，還得承受隨之而

來的悲痛創傷。

《阿凡達：水之道》上映在即
製作人：《阿凡達4》第一幕大抵製作完成



CC66星期六       2022年10月22日       Saturday, October 22, 2022

體育消息

只要心懷熱愛只要心懷熱愛
永遠是當打之年永遠是當打之年

◆馬龍輕鬆
戰勝日本選手宇
田幸矢，晉級次
圈。

新華社

10月20日，是中國乒壇名將馬龍的

34歲生日。出生於1988年的他，如今仍

然保持着非常好的狀態。在WTT（世界

乒乓球職業大聯盟）澳門站男單首輪較量

中，馬龍以局數3：1擊敗日本的宇田幸

矢，其中在最後兩局的比賽中，氣勢上

更是完全壓制對手。儘管已經34歲，

但馬龍依然是國乒男隊無法取代的人

物。男乒隊主教練秦志戩明確指

出，馬龍仍然是巴黎奧運周期國

乒的核心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在賽場迎來34歲生日 馬龍感言：

新華社新西蘭奧克蘭10月
20日電 國際足聯20日公布2023
年女足世界盃抽籤儀式的流程和
規則，中國隊將作為二檔種子隊
參加抽籤。

根據國際足聯公布的規則，
32支決賽隊伍（目前決出29支球
隊，最後三個名額將通過2023年
2月的附加賽決出）將根據最新
世界排名被分為四檔。排名前六

的美國隊、瑞典隊、德國隊、英格蘭隊、法國隊、
西班牙隊與東道主澳洲隊、新西蘭隊一起分列8個小
組的第一種子隊。其中，新西蘭隊已確認為A組第
一種子隊，澳洲隊為B組第一種子隊。

在一檔種子隊中，美國隊是世界女足頭號勁
旅。她們不僅是上屆世界盃冠軍，而且長期穩居世
界排名第一。英格蘭隊則是2022年歐錦賽新科冠

軍，勢頭正勁。澳洲隊世界排名第13，新西蘭隊排
在第22。

世界排名第15的中國隊將與加拿大隊、荷蘭
隊、巴西隊、日本隊、挪威隊、意大利隊、韓國隊
一同被列為二檔種子隊在第二輪參與分組抽籤。根
據規則，中國隊不會與同檔種子隊分在同組。

2023年女足世界盃抽籤儀式將於22日在新西蘭
最大城市奧克蘭舉行。

中
國
射
擊
隊
世
錦
賽
再
摘
兩
金

中國女足被列為世界盃二檔種子
在埃及開羅當地時間19日進行的射

擊（步手槍）世錦賽比賽中，中國隊收
穫2金2銀2銅。肖嘉芮萱奪得女子25
米標準手槍冠軍，中國隊還包攬青年組
男子10米氣步槍前三名。

成年組當日進行了四個非奧項目的
比賽。在男、女25米標準手槍個人和混
合團體三項比賽中，中國隊僅參加了女
子個人賽。20歲的肖嘉芮萱以575環的
成績奪冠，她的隊友陳妍獲得銅牌。在
去年的東京奧運會上，當時19歲的肖嘉
芮萱奪得女子25米手槍季軍。烏克蘭和
德國選手分獲25米標準手槍男子個人和
混合團體冠軍。

青年組展開男、女10米氣步槍的爭
奪，中國隊在男子比賽中包攬前三，朱
明帥、杜林澍會師金牌賽，朱明帥16：
6勝出奪冠，杜林澍獲銀牌，雷浩瀚獲
得銅牌。女子比賽中，沈瑩闖入金牌
賽，但最終12：16不敵印度選手拉米
塔，獲得銀牌。

在此前已結束的6個奧運項目比賽
中，中國隊獲得3金2銀3銅。◆新華社

FIBA 3×3香港資格賽
周日開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FIBA 3×
3 世界巡迴賽香港大師賽 2022”將於下月26及
27日舉行，這項籃壇盛事前哨戰—“香港代表
資格賽”則會在周日（10月23日）開打，並獲
得 GERMAGIC 冠名贊助及以指定防疫夥伴身
份提供防疫產品，支持籃球愛好者“由街頭打
到世界舞台”。

是次“香港代表資格賽”已於本周二（10

月18日）截止報名，周日起於 YMCA烏溪沙青
年新村舉行。第一階段參賽球隊為48隊，以先
分組、後淘汰方式決出4支第二階段比賽的球
隊。第一階段4支出線球隊，連同直入第二階段
的3支香港籃球總會指定的賽事出線球隊及1支
企業球隊共8隊爭奪冠軍，以代表香港出戰“香
港 3×3 大師賽 2022”的資格賽，與來自世界
各地的隊伍爭入正賽。

◆◆中國女足以亞洲盃冠軍身份躋身世界盃決賽中國女足以亞洲盃冠軍身份躋身世界盃決賽
周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中國隊包攬青年組男子10米氣步槍
前三名。 ISSF圖片

◆◆ 主辦機構主辦機構 2020 日與日與
GERMAGICGERMAGIC簽署冠名贊簽署冠名贊
助合約助合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WTT澳門冠軍賽20
日進入次日較量，港隊“大師姐”李皓晴在女單倒灶，以
1：3憾負埃及球手Dina Meshref，與隊友杜凱琹同樣在首
圈行人止步。
今站賽事共有3位港將參賽，杜凱琹在周三已以1：3不

敵中國台北選手鄭怡靜出局，豈料20日登場的李皓晴也遭同
一命運。面對世界排名29的Dina Meshref，李皓晴過去5次交
手錄得全勝，賽前都相信她可以順利過關。可是這位“大師
姐”開局卻不太順利，首兩局連輸9：11、6：11。第3局李皓
晴以11：4大勝，惟之後未能乘勝追擊，關鍵的第4局再輸6：
11，總局數以1：3失利，首次敗給對手無緣16強。

至於20日晚亮相的香港“一哥”黃鎮廷，在男單首圈遇
上世界排名第一、國乒名將樊振東，結果以0：3不敵。除
了樊振東之外，國乒20日還有孫穎莎及王曼昱登場，其中
前者順利過關，後者爆冷以2：3遭法國華裔袁嘉楠逆
轉，遺憾一輪遊。

在東京奧運會之前，國乒從未有過30歲以上
還能參加這項4年一度盛事的例子。在東

京奧運會上，劉國梁一口氣派出了馬龍、許昕及
劉詩雯3位超過30歲的老將，然而這3人在隊內
的崗位也有分別。許昕和劉詩雯只是參加混雙及
團體比賽，劉詩雯後來甚至因傷退出了團體賽，
要改由王曼昱臨危頂上。3人之中，只有馬龍參
加了單打比賽，並且成為奧運會歷史上，首位蟬
聯男單冠軍的球手，寫下歷史新一頁。

進入到巴黎奧運周期以後，許昕和劉詩雯已
經淡出了國乒主力陣容，唯有馬龍依然保持着
核心位置。在成都世乒賽上，馬龍作為國
乒3大主力之一，扮演着定海神針的角
色。在男團準決賽中，王楚欽及樊振東先
後輸給了張本智和，全靠馬龍在關鍵時刻拿
下第3場比賽，為國乒最終奪冠起到決定性作
用。

仍然是國乒核心主力
20日馬龍迎來自己34歲生日，世界乒聯在

官方社交平台為這位歷史最佳球員送上祝福。而
主教練秦志戩也在世乒賽結束後，毫不吝嗇讚美

言辭，再次予愛將高度評價，更確立馬龍在經歷
幾個奧運周期後，仍然是國乒核心主力。

馬龍在生日當天於網上發文：“轉眼又是一
年，今年是跟球隊一起在賽場度過，這也是值得
驕傲留念的一份經歷，感謝大家的祝福，Keep

fight！”他在配圖中提到，自己將要迎來第20年
的國家隊生涯，不過年齡對他來說絕不是繼續前
進的障礙。

他認為只要有心，“永遠都是當打之
年”：“在東京奧運會前，有記者問我你害
怕失敗嗎？我也害怕失敗，但我更想贏，正
是帶着這份信念，32歲的我再次站在了奧
運賽場上，我收穫了兩枚金牌。比賽結
束後，我給所有人都比了個心，這
個心也送給自己，送給那個在艱難
時刻沒有放棄的自己。20多年乒
乓球生涯，乒乓球教會我如何面
對輸贏，以及在失敗後重新來過的
勇氣。每次奧運會後，很多運動員
被大家所認識，我在想，我們需

要怎樣的偶像？偶像
應該是火燭、是鏡
子，映照出心懷
熱愛、夢想的你
們和我們。只要心
懷熱愛，永遠都是當
打之年。”

2023年女足世界盃抽籤分檔
第一檔：新西蘭、澳洲、美國、瑞
典、德國、英格蘭、法國、西班牙
第二檔：加拿大、荷蘭、巴西、日
本、挪威、意大利、中國、韓國
第三檔：丹麥、瑞士、愛爾蘭、哥倫
比亞、阿根廷、越南、哥斯達黎加、
牙買加
第四檔：尼日利亞、菲律賓、南非、
摩洛哥、贊比亞、附加賽3支球隊

註：附加賽3個名額將在10支球隊，
喀麥隆、智利、中國台北、海地、巴拿
馬、巴布亞新幾內亞、巴拉圭、葡萄
牙、塞內加爾及泰國中產生。

李晧晴止步首圈
黃鎮廷負樊振東

◆ 馬龍在東
京奧運奪得男單
冠軍後做出心形
手勢。

資料圖片

◆

即
使
坐
在
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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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馬
龍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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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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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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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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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21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于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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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北京國際音樂節
在這裏“聽見”未來

人才的培養有其時間周期，不可能

壹蹴而就。音樂節在2022年走過四分

之壹世紀，回首來時路，碩果累累。

從指揮家、獨奏家、歌唱家、作曲家

、樂團，再到音樂管理人，北京國際

音樂節為中國音樂人才提供了廣闊的

平臺和頂級的展示機會。也正是這壹

點，使得音樂節得以在眾多同類型藝

術機構中脫穎而出，實現真正的專業化

、國際化、職業化。對青年音樂家的扶

持和提攜，彰顯著北京國際音樂節的膽

識、視野和擔當。

膽識：信任不設限
試想，將壹個蜚聲國際的音樂舞臺

交給初出茅廬的青年音樂家需要多大的

膽識？這份過人膽識的核心，其實是信

任，對青年人的信任、對其藝術視野的

信任，以及對其未來發展的信任。在音

樂這個需要薪火相傳的行業裏，信任是

壹個優良的傳統。“公平地說，我們也

是被信任才成長的，這種信任與支持是

壹種好的傳統。妳可以設想當年何占

豪、陳鋼創作《梁祝》的時候是什麼年

紀。回憶我自己的成長過程，當年也是

李德倫先生、黃曉同先生帶著我們學習

了很多東西。”在北京國際音樂節藝術

委員會主席余隆看來，這份薪火相傳，

是他的責任，也是音樂節的責任。

1998年，尚未畢業的中央音樂學院

指揮系學生楊洋就接到北京國際音樂節

的邀請，與西班牙古典吉他大師恩裏克

斯· 何塞合作登臺首屆音樂節的舞臺，

開啟職業生涯。2000年，楊洋擔任指揮

與來自中央音樂學院的多位新銳音樂人

合作帶來壹場以現代實驗手段向巴赫致

敬的演出。2001年，在北京國際音樂節

的奧運主題音樂會，楊洋勇擔重任，執

棒中國愛樂樂團，用音樂為奧運獻禮。

逐步成長為當下中生代指揮中佼佼者的

楊洋，成為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常客，並

多次在重要演出中執棒。

2002年，早在郎朗旋風席卷全球之

前，北京國際音樂節就曾邀請其登臺，

與指揮大師洛林· 馬澤爾麾下的紐約愛

樂樂團合作名曲“拉二”。2007年，郎

朗在音樂節10周歲盛宴上與7個樂團合

作演出8場，壹共彈奏10支協奏曲，成

為當屆當之無愧的明星。

2009年，剛從德國柏林音樂學院指

揮專業畢業的年輕人林大葉接到電話，

邀其與中國愛樂樂團及小提琴演奏家宓

多裏合作。又壹次，音樂節向青年音樂

家遞上了橄欖枝。這是中國愛樂樂團首

次與80後指揮家的合作，音樂會大獲成

功。次年，林大葉再次登場，獨挑大梁

完成北京國際音樂節和波士頓歌劇院聯

合委約並榮獲普利策大獎的周龍歌劇

《白蛇傳》的亞洲首演，音樂節對青年

音樂家毫無保留的信任可見壹斑。

同年，北京國際音樂節邀請範· 克

萊本鋼琴比賽冠軍張昊辰進行獲獎後的

國內首秀，開啟了張昊辰而後十余年黃

金的演奏家生涯。2011年，當時廣受矚

目的聲樂新星沈洋登臺音樂節，在馬勒

逝世百年的系列紀念演出中，沈洋的藝

術歌曲專場音樂會頗為亮眼。

2018年，第二十壹屆北京國際音樂

節新聞發布會上，余隆正式宣布卸任藝

術總監，並將交接棒遞到了青年導演鄒

爽手中。這壹舉動不簡單是藝術總監壹

職的交接，而是音樂節將大力扶持年輕

音樂人才的傳統從臺前延伸到了幕後，

通過內部“挖潛”的方式，培育和扶植

新的藝術管理層領導者，這也從另壹個

角度證明經過多年的成熟運作，北京國

際音樂節在余隆先生的帶領下，勇於創

新實踐，打造了壹個與國際接軌，同時

符合中國國情的管理體系，業已形成了

完善的運營機制和人才儲備體系，嚴格

遵循職業化運作方式，並為年輕人充分

提供成長空間和平臺。正是憑借開闊的

國際舞臺視野，銳意的藝術探索精神和

全新的理念，北京國際音樂節在鄒爽主

導下，打造了別開生面、獨具壹格的

“新銳單元”板塊，大大提升了音樂節

演出劇目的多元性和前瞻性，持續為音

樂節帶來新鮮藝術體驗。這壹切之所以

可能，就源自北京國際音樂節對青年人

不設限的信任。

從郎朗、沈洋、張昊辰到楊洋、林

大葉再到鄒爽，從演奏家到指揮家再到

藝術管理人，這壹串如今在古典樂界如

雷貫耳的名字都出自北京國際音樂節的

舞臺。在見證他們今日藝術成就的同時

，也不應忘記，是獨具膽識的北京國際

音樂節對其的信任，為他們成功的藝術

生涯打下了基礎。

視野：藝術不設限

北京國際音樂節在創立之初，就大

膽將舞臺交給這些具有藝術視野的青年

音樂家，壹如音樂節藝術委員會主席余

隆所說：“年輕表演者的自信，需要從

壹次次的經歷中獲得。當他們在現場演

出的實踐中，對不完美的部分有壹種積

極的認識，接受並且想辦法改變，這才

是藝術中最珍貴的部分。”

2018年，北京國際音樂節的歌劇舞

臺壹改往年重點上演19、20世紀經典劇

目的慣例，而是全部挑選了新世紀誕生

的當代劇目，成為了當屆音樂節最“新

”的板塊。作為音樂節獨家委約作品，

華人新秀作曲家王斐南與藝術總監鄒爽

合作，將蒙特威爾第晚期文藝復興和早

期巴洛克風格的《奧菲歐》打造成壹

出沈浸式歌劇。在2021年上演的歌劇

《浪子的歷程》中，由青年歌唱家組

成的實力陣容中，青年歌唱家韓音培

第壹次飾演芭芭這壹高難度角色。在

北京國際音樂節的舞臺上展示著中國歌

劇新興力量。

2019年，北京國際音樂節再度展現

其超前的藝術視野和銳利眼光。當屆同

時亮相音樂節舞臺的作曲家周天和杜韻

是青年華人作曲家中的佼佼者。2017年

，杜韻曾憑借歌劇《天使之骨》拿下普

利策獎，這部聚焦社會現實的歌劇展現

了杜韻作為壹位藝術家的當下意識與

“入世良知”，她通過藝術的方式將聲

樂和器樂元素以及廣泛的音樂風格融入

到這則現代社會寓言中。周天，作為格

萊美作曲家第壹位華人被提名者，是21

世紀全球文化多元主義的典範代表。王

斐南、杜韻、周天等青年作曲家的創作

極具國際視野，作品中多體現出多元音

樂語匯的融合，代表著中國音樂乃至全

球古典音樂的創作方向。

余隆說，“北京國際音樂節要為每壹

代作曲家提供機會。對於今天的作曲家而

言，他們與世界藝術前沿是平行的。如果

要說有偉大的中國作曲家出現在世界樂壇

，可能就在這年輕的壹代裏。”

擔當：未來不設限
在膽識和視野之外，北京國際音樂

節對青年音樂家的支持，更多是壹份責

任和擔當，肩負著青年音樂家的職業發

展，承擔著中國音樂的未來前景。2017

年起，即將步入第五個五年的北京國際

音樂節設立“雀巢杯——BMF青年音樂

家獎”，迄今，數十位優秀的青年音樂

家獲得這份榮譽，在獎項的加持下走向

了更多的舞臺。

2020年，為慶祝貝多芬誕辰250周

年，北京國際音樂節在過往的節目策劃

中邀請鋼琴演奏大師布赫賓德演繹全套

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和協奏曲的基礎上，

全新策劃推出貝多芬小提琴與鋼琴奏鳴

曲全集。北京國際音樂節選擇在這壹備

受矚目的系列音樂會舞臺，將年輕演奏

家推上C位，由謝昊明、陳壹歌、竺玟

佳、王溫迪、張潤崯、黨華莉、蘇千尋

、柳鳴、余振陽、林瑞灃等十位青年演

奏家展現古典音樂名作的魅力，更展現

年輕音樂家的活力。當屆的閉幕音樂會

上，五位20歲的音樂家劉珅、於明月、

林瑞灃、歐陽娜娜、鞠小夫與成立20周

年的中國愛樂樂團壹同演繹主題“我們

生於貳零零零”，再度彰顯北京國際音

樂節對音樂未來的擔當。

2021年，年僅20歲的哈恰圖良國際

指揮大賽亞軍、青年指揮金郁礦攜手由

其成立的成員平均年齡“00後”的新古

典室內樂團登臺北京國際音樂節，用其

獨到的藝術眼光帶來多場精彩演出。

中國歌劇打包“出海”
“雄鷹在雲外翺翔，遠方是遼闊的海洋。我們懷

抱著希望，向往著世界的光芒。”當地時間10月8日中

午，國家大劇院原創歌劇《夏日彩虹》在美國芝加哥古

典音樂電臺著名廣播節目“歌劇系列”中全劇播出。

據悉，《夏日彩虹》隨後還將陸續在紐約古典

音樂電臺、華盛頓古典音樂電臺、伊利諾伊州公共

媒體電臺、新墨西哥州古典音樂電臺等65家美國

電臺，通過268個轉播站面向紐約、華盛頓、費城

等333個美國城市播出。這也是中國現實題材歌劇

首次大範圍在海外主流媒體播出。

此次與《夏日彩虹》共同在“歌劇系列”中播出

的，還有《采珠人》《水仙女》等共八部國家大劇

院制作的經典歌劇作品。疫情影響下，文藝團體赴

海外進行實地演出無法實現，國家大劇院便以此種

方式將經典作品推向海外。

中國風
國產原創歌劇海外播出
《夏日彩虹》是國家大劇院於2009年創作推出的

首部現實題材歌劇《山村女教師》的全新制作版本。

2021年，國家大劇院再次集結主創團隊，將劇本和音

樂進行重新打磨，並將作品更名為《夏日彩虹》。

該劇由劉恒編劇、郝維亞作曲，指揮張藝攜手以

國家大劇院歌劇演員為主的主演陣容，講述了貧困山區

女教師楊彩虹為山村教育事業奉獻壹生的感人故事。

“《夏日彩虹》演繹的是中國故事，還是用中

文演唱的，最開始我們也有點擔心國外的觀眾對這

樣的作品能否接受。”國家大劇院品牌推廣中心副部

長侍瑩瑩表示，“但事實證明，歌劇的傳播，音樂的

旋律是很關鍵的。作曲家郝維亞巧妙地將西方歌劇創

作技巧與中國音樂元素和審美意趣相結合，音樂兼具

交響性、抒情性和戲劇性，同時又充滿濃厚的中國風

格和山鄉情境，觀眾接受起來很容易。”

國家大劇院劇目制作部部長韋蘭芬介紹，《夏

日彩虹》融合了多種不同的歌劇風格，“有典型的

意大利浪漫主義歌劇風格：有些部分聽起來類似於

普契尼的歌劇，有些段落聽起來和瓦格納歌劇有異

曲同工之妙。但有時又是典型的中國音樂風格，因

為有不少旋律源自中國的傳統曲調。我相信, 這種

風格多樣的融合會令觀眾感到耳目壹新。”

劇中女主角楊彩虹的飾演者周曉琳告訴記者，

劇中，鄉村教育工作者對理想、事業、愛情的抉擇

，以及可貴的奉獻精神特別真實，“楊彩虹對教育

和教學方面的奉獻，在於她把全身心都給了這些孩

子。她不光是壹個老師，還像媽媽壹樣。就是這樣

壹個人物，很真實，又特別偉大。”

“打包”播
八部歌劇集體亮相海外
“歌劇系列”節目是國家大劇院與芝加哥古典

音樂廣播網的第二次合作。“2014年我們北美巡

演的時候，與芝加哥古典音樂廣播網建立了聯系。

”侍瑩瑩介紹說，今年1月，雙方首次聯合制作了

以交響樂作品為主的13集系列廣播節目《國家大

劇院之聲》。“這是壹個交響樂的節目，主要是介

紹在國家大劇院上演的中外經典音樂。”節目陸續

在美國25家電臺、125個城市和地區播出，引起強

烈反響。

此次受芝加哥古典音樂廣播網之邀，國家大劇

院作為亞洲劇院中的唯壹代表，與法國巴黎國家歌

劇院、英國皇家歌劇院、奧地利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意大利斯卡拉歌劇院、奧地利薩爾茲堡藝術節等

12家世界頂級藝術機構共同在“歌劇系列”中呈

現25部歌劇作品。

《夏日彩虹》之外，國家大劇院制作的《采珠

人》《水仙女》《風流寡婦》《羅密歐與朱麗葉》

《唐· 帕斯誇萊》《法斯塔夫》和《愛之甘醇》等

也將壹同“出海”。節目還邀請郝維亞、張藝、石

倚潔、周曉琳、宋元明以及弗朗切斯科· 梅裏、多

納托· 倫采蒂等十余位中外藝術家接受線上采訪，

深度解讀作品。

侍瑩瑩介紹，“這八部歌劇作品可以說代表了國

家大劇院的歌劇制作水準。目前已經播出了《采珠人》

《水仙女》《風流寡婦》和《夏日彩虹》，在12月還

將播出4期節目，介紹我們的另外4部歌劇作品。”

尋對策
文化“出海”要出新
疫情影響下，文藝團體赴海外進行實地演出無

法實現。演藝精品如何走出去？業內正在尋找相應

的對策。

“找對播出渠道很重要。”侍瑩瑩認為。“歌

劇系列”是壹個中國原創歌劇走出去的很好渠道。

這個節目是芝加哥古典音樂廣播網制作了20余年

的周播節目，也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歌劇節目。每

期節目播放壹部全球頂尖劇院的優秀歌劇作品，與

大都會歌劇院的廣播節目共同承攬美國多家電臺全

年的歌劇廣播內容，深受聽眾喜愛。這個節目不僅

在芝加哥古典音樂電臺播出，還通過美國公共電臺

交換平臺供全美公共電臺選播。

另外，從文化創新的角度講，西方聽眾很希望

能聽到、看到令人耳目壹新的節目。侍瑩瑩介紹，

近年來，歐洲很多劇院受疫情的沖擊，在新節目的

創作上逐漸減少，“西方有很多歌劇愛好者，他們

是很希望看到新作品的，國家大劇院這十幾年來不

停地積累，推出了很多高質量的節目內容，豐富了

古典音樂的內容。大劇院這些優秀歌劇作品在文化

走出去當中，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國家大劇院副院長宮吉成表示：“我們將中國

聲音通過電波傳向世界，用歌劇講述中國故事，展

現了國家大劇院在歌劇制作方面的藝術水準，希望

聽眾們能夠喜歡我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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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超怡盼再登大銀幕演特警臥底

鬥 到舞台舞台舞台 片場片場片場

鼎爺徒手放龍蝦落油鑊
黎諾懿：似練過鐵砂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麥美恩
與黎諾懿20日出席“世界銀屑病日”記者會，麥

美恩表示自己的家人及朋友曾受此病困擾，也受到過
歧視的目光，影響到他們心理上收藏自己，成長的歷
程都很辛苦，但慶幸獲得適切治療逐漸康復。最近她
跟諾懿拍了一條有關銀屑病的宣傳片，透過特技化
妝，親身體驗患者的不便及不適，希望大家都能夠與
病者互相體諒。

諾懿則指兩個兒子都在健康成長，不過仍像一般
香港家庭也受濕疹所困擾，故他會從飲食着手，不會
給小朋友吃不健康的食物，此外盡量多帶他們出外遊
玩、曬太陽出身汗，以最佳的心理狀態面對病痛。

諾懿剛拍罷台慶烹飪節目《黃金盛宴》，麥美恩
很高興能參與其中一集拍攝，卻無緣品嘗諾懿的手
勢。諾懿表示今次共9位廚師參與拍攝，他個人則很
輕鬆做輔助廚師，而拍檔Amanda S.給他感覺像職業
廚師，尤其甜品做得好精美有水準，所以對方叫他幫
忙，亦會怕破壞了其作品。諾懿笑說：“今次與8位
中西餐高手及冠軍級廚師共冶一爐，能參與是個奇妙
過程，尤其鼎爺（李家鼎）盡顯真功夫，看着他徒手
將軟殼龍蝦放落油鑊，似練過鐵砂掌般！”

HKGNA音樂節2022下月舉行

三位應屆港姐，冠軍林

鈺洧（Denice）、亞軍兼國際親

善小姐許子萱及季軍兼最上鏡小姐梁超

怡，當選接近一個月，一夜成名的她們，

直言對五光十色的娛樂圈充滿憧憬，Denice

與許子萱更同時想挑戰演奸妃，實行由選美舞

台鬥到電視圈。至於曾參演《無間道》的梁

超怡，不單想拍劇，更想進軍大銀幕演臥

底、特警等角色。

採訪：香港文匯記者梁靜儀

攝影：劉國權

林鈺洧的父親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當紅小生林俊賢，身為
星二代的她，參選港姐以來都是傳媒焦點所在，當選

港姐後對她的生活又可有大改變？Denice說：“生活上改
變唔大，但同朋友出街講話細聲咗，唔敢再大聲講自己嘅
事，衣着上亦唔似以咁hea，以前鍾意着運動裝素顏出街，
但家會化個妝執返正至出街。”身材高挑又是靚女一
名，出街少不免都會被途人認出，Denice笑言當選前愛去
咖啡店坐，以前會坐一個下午，但現在坐半個鐘就離開：
“因為都有人認得我，會上前問我係唔係今年港姐，我會
答係，又會應要求合照，但因為多人認得自己，所以家
食飽就走。”不過她指大部分市民都是友善的。

許子萱亦稱生活上沒有太大轉變，只是在街上會有很
多人上前跟她Say Hello及自拍，試過有途人跟她說：“呢
世都未試過同港姐影相，感覺幾得意。”最令她難忘的是
其住所樓下有一間上海菜館的老闆娘，自從認出她之後，
每次幫襯都會送她甜品，感覺對方好友善。至於梁超怡跟
Denice卻相反，當選後打扮反而不像以前咁隆重，甚至會
素顏出街，因仍未習慣途人目光及不想跟朋友聚會時被認
出。

梁超怡鍾意佘詩曼
當選後三位港姐主力履行其職責，而她們亦已有滿腹

計劃，當了模特兒多年的Denice明言不會重操故業：“因
為都做咗好耐，都慣晒滑晒啞好悶，想演戲同做主持。”

身為星二代的她，天生體內存在演戲細胞，她最
想挑戰自己：“因為本身好善良，想試吓演奸
妃，好似《無頭東宮》裏面向海嵐演嘅奸妃，仲
有蔣家旻喺《美麗戰場》裏面好奸嘅反骨琪，睇
到我都好想打佢。”

許子萱亦同樣希望嘗試做司儀及演戲，也
想演奸妃，二人在選美台已是競爭對手，如今連
演戲都要再爭？ 喜歡看宮鬥劇的許子萱笑說：
“我都好鍾意睇《宮心計》，我唔鍾意劉三好，
我鍾意姚金鈴，細個都會學吓金鈴。”芸芸港姐
中，曾演無數經典角色的影后張曼玉，亦是她的
奮鬥目標。身為國際親善小姐，子萱亦希望可以
外訪不同地方推廣香港，旅遊訪談節目都是她想
做的。曾於紐約美國銀行擔任投行分析師、修讀
工商管理、獲兩大知名學府牛津及劍橋大學同時

取錄MBA課程的子萱，雖然考慮延遲修讀MBA課程，但
她相信將來亦會完成學業達成自己的心願。

6歲便以童星身份參演香港電影《無間道》，飾演男主
角梁朝偉角色陳永仁之女兒的梁超怡，在港姐比賽中兼獲
“現場觀眾至Like佳麗”，觀眾緣毋庸置疑，她亦打算卸
任後留港發展演藝事業，野心不少的她，不單想拍劇，更
想進軍大銀幕。她說：“之前喺美國都有上一兩年演戲
班，都想演臥底、特警，同自己外表反差大嘅角色，覺得
揸槍同喺地上翻滾好型，我鍾意佘詩曼，最記得佢有套劇
《無名天使3D》，我哋三個港姐可以一齊演。”

Denice冀5年內成立慈善基金
Denice參選港姐時填寫的志願是成為對社會有貢獻及

有影響力的人，並希望成立慈善基金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Denice不諱言參選港姐目的之一是提高個人知名度：“好
彩自己當選，因為自己未有能力去成立一個慈善基金，之
前認識到公益金啲人，好想向佢哋學習成立一個機構去幫
人，希望5年內可以達成。”自小在單親家庭成長，13歲
便獨自搬到劏房住的Denice，幫助的對象也是跟她自身經
歷有關，除了單親家庭及被虐兒童，劏房戶和露宿者都是
她想幫助的對象，她說：“香港係一個發達城市，但貧富
懸殊差距太大。”

一夜成名的Denice，當選後是非亦傳個不停，一時傳
她捲入三角戀、一時又指她欠50萬港元卡數，要靠港姐獎
金填氹，不過Denice一一作出否認，並打算將港姐所得的
獎金全數捐出做慈善，她自言很節儉，平日出入會搭公共
交通工具，很少搭的士。

許子萱堅持自信不受影響
參選以來被冠上“學霸”光環，表現自信，予人志在

必得的許子萱，自爆因“自信”而遭網民私訊攻擊：“我
都明女性喺社會度變緊，所以太有自信嘅女仔唔係一件好
事，有網民私訊攻擊我，問我點解要咁有自信？但我覺得
一個女仔知道自己要乜係最重要，我冇回覆對方，除非攻
擊我屋企人同在意嘅人，我只會齋睇留言，有時覺得幾好
笑，但唔會影響到我，我就係咁自信，成日覺得有幾多人
鍾意自己，就有幾多人唔鍾意自己，呢個係成正比，反而
令我想做得更好畀佢哋睇。”果然自信十足，遇強愈強。
梁超怡認為好難討好所有人，最重要做好自己。

◆◆麥美恩與黎諾懿麥美恩與黎諾懿2020日出席日出席““世界銀世界銀
屑病日屑病日””活動活動。。

◆左起：許子萱、林鈺洧及梁超
怡對演藝前途充滿憧憬。

◆
林
鈺
洧
坦
言
不
想
再
做
模
特
兒
。

◆

許
子
萱
相
信
將
來
會
繼
續
完
成
學
業
，
達
成
自
己
的
心
願
。

◆

梁
超
怡
透
露
在
美
國
也
有
讀
過
演
戲
班
。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新世代藝術協會（HKG-
NA）20日舉行記者會宣布將在11月18日至20日，
在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大草坪，舉行為期三天的戶外
音樂慶典：香港新世代藝術協會音樂節2022—“樂
在維港”！這場年度盛會獲香港旅遊發展局、旅遊事
務署和香港品牌支持，在維港兩岸璀璨夜景下，為大
家帶來結合音樂與電影的美妙享受。

音樂會的演出陣容非常華麗，有格林美獎得主兼
全球聲樂專輯銷量榜首—女高音曹秀美，本地歌手
關心妍、姜濤、跳唱組合P1X3L等。

而在11月18日的揭幕音樂會中，姜濤將首次與

古典聲樂天后曹秀美一同合唱！在這個
舞台上，亦會帶來中國著名作曲家葉小綱
《廣東音樂組曲》中的經典選曲。此外，還有HKG-
NA國際比賽大獎得主鋼琴家—張越、王應淳和小提
琴家梁馨菲，HKGNA音樂天使、視障鋼琴家李昇及
自閉症年輕鋼琴家莫梓源的演出。

“樂在維港”不只有音樂會，每天還特地安排了
露天的“Cinemagic”節目，讓觀眾可以在維港兩岸
觀賞精選電影，包括香港歌后的傳記片《梅艷芳》、
法國喜劇片《烏龍王大鬧香港》和韓國電影《奇怪的
數學家》。

林鈺林鈺洧洧許子許子萱萱想演奸妃想演奸妃



拿到移民身份就万事大吉了？当然不是，即

使申请人已取得了某些国家的永久居民身份，也

需要满足当地的居住时间要求，以维持身份。因

此，这也被大众戏称为“移民监”。

拿到移民身份后，对于有些国家，也会接踵

而至“移民监”的问题。“移民监”是一种戏谑

的说法，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1、维持绿卡：很多国家对新移民每年居住

的时间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满足不了，居留到期

后就不予续签了。

拿到移民身份后并不代表从此可以高枕无忧

了，大部分国家都会对新移民每年居住的时间有

明确的规定。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要求申

请人必须在获得移民签证后5年中住满2年，才

能保留永久居民身份。如果满足不了居住要求，

居留权到期后是不予续签的，相当于取消移民身

份。

2、入籍：拿到永久居留身份后，如果需要

入籍，一般也需要满足居住条件。目前大部分国

家都有入籍的“移民监”。

拿到永久居留身份后，如果想进一步拿到国

籍成为移民国家的公民，也需要满足居住条件，

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入籍”移民监“，而且

会比保留永居的要求更严格。

随着“轻移民”时代的到来，许多申请人在

办理移民身份时，往往会把“移民监”纳入一个

重要的考量范畴，特别是对于还有众多生意在国

内的企业家们，大部分时间以及精力都在国内，

不能够长时间待在国外。

所以，很多人会在尽可能少的“限制”之下

获取更多移民身份带来的权益。

今天，就给大家盘点汇总一下，目前各国的

居住时间要求。

美国

维持绿卡：每次离开美国不超过183天。

备注：绿卡持有者有适当理由可以申请《回

美证》，可将单次离境时间延长至一年甚至两年

。

准确来说，美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移民监

，不像加拿大等其他移民大国，有明确的时间规

定，比如说要求五年住满2年以上才能维持永久

居民身份，美国是没有这样的居住要求，也就是

说没有每年一定要在美国居住多久的时间规定。

但是移民法规定，绿卡持有人如果在美国境

外连续停留180天以上，即使没有主动放弃绿卡，

当用绿卡申请再次入境时，美国移民局也有权利

去质疑他是否还有把美国当作长期居住地的意。

因此，一般建议，拿到绿卡之后至少每半年

登陆一次。这对于往

返于国内和美国的绿

卡持有人来说已经非

常自由了。这当然也

成为了很多人申请美

国移民的一个重要优

势。

加拿大

维持永居：维持

永居必须5年内累计

居住满730天，即两

年。

入籍要求：递交

申请前的5年中在加

拿大累计居住满3年

。

符合以下条件者

也视为履行居住义务

：

随同持加拿大公

民身份之配偶居留在

加拿大境外，或

被加拿大企业派

驻于海外之全职员工，或随同一位受雇于加拿大

企业的、在加拿大境外从事一份全职工作的 永

久居民的配偶居留在加拿大境外。

澳大利亚

维持永居：5年住满2年。

入籍要求：5年住满4年，申请入籍前一年，

离境不超过3个月。

英国

申请永居：在英国居住5年后，可以申请永

居，每年离开英国不可以超过6个月（180天）。

入籍要求：申请入籍前5年累计离开英国不

超过450天，申请前的12个月内已获得永居身份

，并在一年累计离开英国不超过90天。

葡萄牙

维持黄金签证：第一年累计停留不少于7天

，以后每两年累计停留不少于14天。

申请永居： 持有居留身份5年后，并通过葡

语A2测试，等。从2018年10月1日起，葡萄牙

免除了维持永居身份的居住要求。

入籍要求：持有葡萄牙合法居留身份满5年

，居住在葡萄牙，以及通过葡萄牙语A2测试。

西班牙

申请永居：5年当中住满4年零2个月，每年

需住满183天，每次离开西班牙的时间不超过6

个月。

维持永居：需要每年登陆西班牙1次。

申请入籍：持有永居身份5年或以上，且每

年在西班牙居住一半以上时间。

爱尔兰

相对于其他传统英语国家每年少则数月多则

半年甚至一年的移民监而言，爱尔兰是六大英语

国家中唯一没有移民监的，投资移民后每年仅需

登陆一天，每年登陆一次即可满足续签要求。

而且由于今年受疫情特殊影响，暂时不需要

登陆爱尔兰满足每年登陆一天的要求，在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并可以安全地安排国际出行之后，尽

快登陆爱尔兰即可。

通过投资移民获得签证五年后，不再有每年

登陆一次的要求，只要在签证5年有效期到期前

登陆续签即可，可以完美实现“移民不移居”，

丝毫不影响国内的生意人脉。

英联邦小国护照项目

英联邦护照移民其实也是近几年新的产物，

一经推出深受海外富豪和企业家的喜欢，并且大

多护照移民的国家是承认双重国籍且无需移民监

，更是热度暴涨。

这类国家主要以地球上犄角旮旯里的岛国为

主，所以他们的优势不在于本地的福利政策和居

住环境，而在于他们护照的完整公民权。因为买

了它们的护照就可以享受和本地人同样的权利。

目前申请一本英联邦护照，最热门的莫过于

瓦努阿图、安提瓜、圣基茨、多米尼克、格林纳

达、圣卢西亚等国的护照。它们不仅免签上百个

国家及地区、申请简单、审批快速，移民成本还

非常低。

最后，介绍了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理智选

择移民项目，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一定要根据

自己的个人以及家庭情况选择适合移民方式。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印象中较为熟悉的移民国

家，它们都对于申请人有较为严谨或较为宽松的

居住时间要求。

而对于部分的移民申请人来说，国内有着繁

忙的工作和生意，移民身份是一种改善子女教育

环境、方便自己出行、提升家人生活水平的“工

具”。因此，越来越多申请人“轻移民”为自己

配置海外身份。

像希腊黄金签证、马耳他永居、土耳其投

资入籍计划，这些项目都对申请人没有居住要

求，而爱尔兰黄金签证，则仅要求申请人每个

日历年入境爱尔兰一次并停留一天，相当轻松

可达！

拿到身份就万事大吉？全球最新“甜蜜的负担—移民监”大PK

“我离开美国超过6个月了，入境的时候会

有影响吗？”

“我离开美国超过1年了，绿卡会被吊销吗？”

“因疫情，我离开美国超过2年了，我还能

回去美国吗？我的绿卡会被作废吗？”

“我离开美国快5年多了，我的绿卡还有效

吗？我还能回美国吗？……。”

类似的问题，是疫情发生以来，我接触到最

多的咨询。不少网友因为疫情或其他个人的特殊

原因，不得不在美国境外长时间停留。然而当再

次想要回去美国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又被网上各

种“流言蜚语”影响了自己的判断。

尤其是现在出行机票和成本都不低，很多人

都因此而进退两难，甚至未来的家庭规划和安排

。其实，在侨梁直播间在线答疑的时段，我也多

次强调关于如何判断绿卡的有效性的办法，也在

线上线下回应了不少朋友提问。但今天，我觉得

还是有必要再以文字形式，跟大家再次梳理常见

的问题。

重点！请往下看

1.美国CBP海关官方提醒，绿卡持有人每次

离开美国不要超过180天。也就是说，绿卡持有

人只要半年内入境一次美国，且无不良记录，可

正常出入境。

2.美国CBP海关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离开

美国超过183天（半年）的绿卡持有人入境。而

通常保持每年在美国住满半年的要求，也就是所

谓的移民监，往往只是针对有入籍需求的人士。

因为入籍要求绿卡持有人在提交入籍申请之前的

5年内，至少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住在美国。另外

，在提交入籍申请的最近一年至少有10个月在美

国境内停留。所以，如果你没有入籍的打算，超

过半年入境美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3.除了参考海关的规定，也可以参考美国移

民局对于保持绿卡有效性的规定

（具体请看下方官网截图）。移民

局官网规定了绿卡持有人离开美国

一年内，都可以凭绿卡正常入境。

也就是说只要你离开美国不超过一

年，入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4.如果绿卡持有人在回国时有提前

申请了回美证，通常有效期都有2

年，那可以选择在2年的回美证有

效期到期前，正常入境美国。

5.如果离开美国超过2年，例如是

5-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可以重新

入境美国吗？绿卡是否会被吊销？

这也许是更多朋友所关心的问题。

在实际案例中，类似的情况的确会存在被吊

销绿卡或者拒绝入境的风险。为了规避类似的问

题，很多时候会选择在当地领馆递交SB1签证的

申请，但由于SB1签证的审核流程和标准都非常

高，被拒签的几率也很高。

所以，为了能够顺利入境保持绿卡的有效性

，不少人会选择直接持绿卡入境面对海关的质询

，俗称“闯关”。

实际案例中，如果当事人是属于首次逾期入

境，而且能证明自己在境外逾期停留是因为不可

抗原因，例如疫情、生病或者需要照顾家人等，

同时证明自己在美国境内还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例如亲人、孩子、房产、工作等，通常还是能够

获得入境的许可，只是少不了会被盘问质询一番

，甚至会被发出例行警告。

在最近几年疫情防控期间绿卡持有推迟回国

的情况大面积发生，海关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的

人力和精力去逐一询问。当然，遇到类似情况的

，也存在被要求进入传说中的“小黑屋”进行独

立的盘问的风险。

绿卡持有人被要求进入“小黑屋”独立盘问

的环节，也被称之为“二次审查”，是美国CBP

的权责范围。当事人如果没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

长时间没有回美国的原因，是有机会被拒绝入境

的。而至于是否被取消绿卡，绝不是CBP单方面

擅自可以做出的决定。按规定，放弃绿卡必须是

绿卡持有人主动申请的，常见于放弃绿卡换取10

年旅游签证的情况。

所以，针对离开美国超过2年，且绿卡还在

有效期的朋友，除非当事人自愿签署相关放弃绿

卡的表格，否则绿卡在有效期内将一直生效。

综上所述，绿卡即美国永久居民，是方便

当事人在美国境内开展工作和生活的身份凭证

，目的是希望绿卡持有人把美国当成长期居住

和生活的第二故乡。对于没有入籍需求的绿卡

持有人，尽管美国官方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

“移民监”，也就是没有严格规定每年的居住

时间。

但是，如果当事人仅仅把绿卡当成B1/B2签

证来使用，这将与美国移民局签发绿卡的目的是

相违背的，美国CBP工作人员是有权发出禁止入

境或者要求当事人放弃绿卡权力。

所以，为了保持你的绿卡有效性，请正确使

用绿卡。请务必遵守移民局以及海关的相关规定

，千万不要试图挑战官方的底线，保持良好的出

入境记录。

如何保持美国绿卡有效性？

近年英國國內的經濟情況認真不妙。英國上任首
相約翰遜之離任，與此大有關聯。現任首相特拉斯，
也似乎沒有什麼鴻圖大計來力輓狂瀾。她在上月公佈
的“迷你預算”遭遇英國國民強烈反對，並引發金融
市場危機後，英國政府已經撤回其中一項對高收入者
的減稅計劃。隨即在當地時間十四日下午，首相特拉
斯在政策上再度“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取消方案中
的另一項關鍵內容，最終上調企業所得稅稅率，以保
住首相位置。

再度打出新招式的是：特拉斯 突然又再宣佈：
將其堅定盟友、英國財政大臣克沃滕解職，並任命前
外相亨特為新任財相。此時距離克沃滕言辭鑿鑿駁斥
他被解僱的新聞，還不到二十四小時。

在解職信中，特拉斯表示，克沃滕在“極具挑戰
性的時期”和“面對嚴重的全球逆風”的情況下臨危
受命，她對失去克沃滕這名大臣“深感遺憾”。在最
後，特拉斯感謝克沃滕“對這個國家的服務以及你巨
大的友誼和支持”。

英國天空新聞指出，這封信特拉斯似乎寫得非常

匆忙：以至她在信的結尾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之後，但
在自己簽名下面 印刷的卻是克沃滕的名字。

《泰晤士報》最早透露了財相克沃滕將被解職的
消息。該報政治版編輯斯文福德在推特上坦言，“今
天上午的事件進展非常、非常快”。斯文福德還稱，
特拉斯對於財政部門的“清理”不僅限於克沃滕一人
。目前，減稅計劃的推動者之一菲爾普，已被解除財
政部首席秘書的職務，該職位由阿爾加接替。天空新
聞援引一位政府消息人士稱，菲爾普已被調往內閣辦
公室擔任財務主管。

天空新聞指出，特拉斯任命亨特是個“有趣的選
擇”。亨特曾在前首相卡梅倫手下擔任衛生大臣和文
化媒體大臣。英國廣播公司稱，他是英國政壇最有錢
的大臣，也是擔任內閣大臣時間最長的一位。在幾個
月前的保守黨黨首角逐中，他支持的是特拉斯的競爭
對手、前財相蘇納克。

今年早些時候，亨特曾在採訪中表態稱，削減企
業稅“並不性感，但很有必要”。他認為，這是“加
強經濟”的方式。

特拉斯十四日也提到，亨特和她一樣“渴望高增
長、低稅收的經濟”。“但我們認識到，由於當前的
市場問題，我們必須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使命。” 她
補充道，“我們需要有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但我們
必須認識到，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正面臨着非常困難
的問題。”

克沃滕原本正在美國華盛頓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和世界銀行三年來的首次線下會議。據報道，在一
片動盪中，他已經選擇提前一天結束行程，並搭最後
一班飛機連夜返回倫敦。

值得一提的是，在華盛頓發表講話時，克沃滕還
曾駁斥英國媒體有關他的職位岌岌可危的報道稱：
“不擔心被解職，我哪兒也不去。”這距離他被政府
開除不到二十四個小時。

上月二十三日，英國政府公佈了自一九七二年以
來最激進的減稅方案，具體措施包括削減國民保險，
取消提高公司稅收計劃，同時削減購買房地產印花稅
。此外，英國政府還計劃在國內多地建立低稅區。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英國經濟不妙英國經濟不妙 財相被解職財相被解職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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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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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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家庭作品，獲得金馬六項大獎提名，將於

11月11日上映。電影中有一場雪景的重頭戲

，下雪成為一家人感情變化的關鍵場景，更創

造了如夢似幻的氛圍，但拍攝時，全劇組都頂

著快失溫的危機，耐著低溫咬牙拍攝，可說是

用生命換回來的美好畫面。

電影《哈勇家》今天公佈正式海報，可以

見到哈勇一家人站在部落的雪地中，身邊被南

山部落當地最知名的霧氣圍繞，充滿著質樸的

生命力，故事聚焦在一家人生活的日常，但又

不時出現美麗又夢幻的部落場景，讓電影有著

獨特的氣氛。電影在前年冬季上山開鏡，劇組

幾乎天天面對難以預估的天氣難題。導演陳潔

瑤當初在寫劇本時，便設定電影中要出現一場

下雪的重頭戲，更是劇情轉折的關鍵，「其實

拍攝地南山部落已經很多年沒有下過雪了，我

是看過當地族人給我看過多年前的雪景照片，

景色真的很美，我決定先寫入劇本中，雖然當

時不少族人說那年的冬天會下雪，但天氣沒人

可以掌握，我只能真的拍攝時看狀況再來想辦

法。」

沒想到，《哈勇家》拍攝期間竟然遇到兩

場雪，劇組在低溫中拍到下雪的畫面，陳潔瑤

笑說：「我第一次看到雪竟是在台灣，當天晚

上聽到族人在喊『下雪了』，我便拿著手機衝

出去拍攝，沒想到這個拍攝的影片成為新聞畫

面，我成了雪景的目擊民眾。」而這場雪同時

降在中央山脈的兩側，當時另一部電影《咒》

正在新竹的山上拍攝，也遇上了這場雪，讓導

演笑說：「《咒》的票房成績很好，希望這場

雪也能為我們帶來好運，讓觀眾也會喜歡《哈

勇家》。」

而像是電影一開場的畫面是在思源埡口拍

攝，此地是泰雅族重要的歷史發展地，有著千

年的傳說，導演陳潔瑤在電影拍攝前也特別到

此向祖靈報告將要拍攝《哈勇家》，但在拍攝

當氣溫極低，數天前的降雪完全沒有融化，和

設定拍攝的秋天場景的並不相符，但有雪景的

思源埡口充滿魔幻的氣氛，陳潔瑤便覺得這是

祖靈所給予的場景，決定展開拍攝。沒想到當

天的氣溫逼近零下，工作人員的禦寒衣物都難

以抵擋低溫，導演說：「那時似乎要下霜了，

真的冷到難以接受，而且我們又要進到森林裡

拍攝，還有溪水在流動，整個環境都非常冷，

大家真的是用生命換來電影中的美景。」

但戲組最擔心的還是80多歲的阿公陳德

清必需進行多場戲的拍攝，平日充滿艱忍精神

的阿公也忍不住表示現場太冷了，幸好工作員

有帶行動暖爐為他取暖，才能順利完成拍攝。

陳潔瑤表示那時冷到很想放棄，但看到那片景

色又覺得一定要拍下去，「我看到阿公都冷到

發抖，真的於心不忍，阿公很專業，一開機，

他可以不發抖的演出，但我真覺得對他不好意

思。」阿公非常有幽默感，在完成拍攝後開心

的說：「我以後的日子可以很好過，因為可以

再也不用來這個地方了。」

《哈勇家》獲得六項金馬提名之後，舉辦

多場特映會，讓觀眾有機會搶先看，哈勇一家

人自然生動的互動，獲得觀眾的肯定和喜愛，

電影公司將在光點華山電影院的穿廊前舉辦

《哈勇家》見面會。導演陳潔瑤將帶領小薰、

林亭莉、張祖鈞、黃信赫、洪金輝等演員到場

，現場還有南山部落最知名的高山高麗菜當做

抽獎贈品，與觀眾近距離的同樂，希望影迷們

都能前來支持，為《哈勇家》加油打氣。

《哈勇家》頂著零下超級低溫拍攝出極致美景

導演直呼是用生命換來的畫面

《一家子兒咕咕叫》由「金鐘獎視帝

」游安順、「金鐘獎視后」楊麗音、「金穗

獎最佳演員」胡智強、潛力新秀李夢苡樺四

人聯手主演，是導演詹京霖繼《川流之島》

後最新力作，並且強勢入圍第59屆金馬獎

13項大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男

主角（游安順）、最佳男配角（胡智強）、

最佳女配角（楊麗音、李夢苡樺）、最佳新

演員（胡智強）、最佳原著劇本、最佳美

術設計、最佳造型設計、最佳原創電影音

樂、最佳剪輯、最佳音效。導演詹京霖擅

長描寫社會底層人物視角，2016年憑藉

《川流之島》在迷你劇集電視電影項目中

，拿下最佳電視電影獎、導演獎、編劇獎

、女主角獎、新進演員獎，隔年再助尹馨

拿下北影影后並入圍第54屆金馬獎最佳女

主角，自己也入圍最佳新導演；時隔五年

，詹京霖再以《一家子兒咕咕叫》率領4

位主演勇闖金馬，並作為今年金馬影展開

幕片，讓不少影迷超級期待。

故事描述一個以賽鴿維生的家庭，因

兒子失蹤、經濟壓力和青春躁動，逐漸壓垮

彼此身心…，而一名流浪少年的加入，為他

們的生活帶來改變，一場風暴也即將來臨。

挑戰電影最難拍的元素之一「賽鴿」，詹京

霖自虧自找麻煩，光是為了鴿子的習性，就

得先找好要搭鴿舍的主場景，經過一連串的

碰壁之後，找到賽鴿訓練師幫忙一起從「蛋

」孵起，還請來贏得兩三千萬賭金的比利時

冠軍鴿亮相，更重要的是，與主角之一編號

「043」的鴿子朝夕相處培養感情，現場拍

攝也得為了043不斷修改劇本，連游安順、

楊麗音都要配合這羽「鴿」老大，因此才能

捕捉到難能可貴的畫面。

詹京霖導演來到不惑之年開始感到人

生迷茫，他觀察到賽鴿本身就是台灣獨特

的在地風景，能成功從300多公里遠外海

返家的鴿子們無疑是「向死而生」，就像

是人在絕地求生一樣，也藉此部電影探討

生跟死的議題；導演投射並塑造了因兒子

失蹤並且賽鴿失利變得暴躁的阿欽師一角

，揮別過往風光，他像是一縷遊魂，明明

活著卻像死了一般，對人生沒有追求，日

復一日，又因為自尊跟自卑一直把自己跟

家人囚在鳥籠裡。游安順詮釋這個內心非

常複雜的角色，過程一點也不輕鬆：「為

了讓阿欽師立體一點

，我為他設定了一些

人格跟生理上的缺陷

，走路還要有點不明

顯的跛腳；而且導演

相當龜毛，很多個鏡

頭都拍了十幾次，但

我也不容易被挑戰失

敗」最讓游安順崩潰

的是一場心境轉換的

哭戲哭了七八遍，從

早上拍到凌晨，怕淚水不夠，一直拼命喝

水差點虛脫，導演煉獄般的考驗也逼得游

安順大爆發，置之死地而後生，深入刻劃

的演技也讓游安順得到金馬入圍的肯定。

游安順在1985年時被楊麗音的老公陳

懷恩拍下照片，因而被推薦給侯孝賢導演

，侯導還欽點他飾演自傳電影《童年往事

》男主角，精湛的演技在當年金馬獎尚無

最佳新演員獎的時候，被視為遺珠，游安

順也因電影一炮而紅，陸續演出楊德昌、

柯一正、萬仁等台灣名導的作品，可惜出

道37年總跟金馬失之交臂，今年入圍名單

公布當天，游安順開車時剛好在聽現場直

播，聽完男配角名單沒唸到自己名字，當

下以為又跟金馬擦身而過，怕自己開車太

過緊張，在男主角公布入圍前隨即關機，

未料，幾分鐘後立刻接到許多祝賀電話打

來，讓他非常受寵若驚。游安順表示：

「走過過往的谷底，能時隔多年再度重返

大銀幕並且飾演男主角，我非常珍惜，這

讓我有回到初心的感覺。」

《一家子兒咕咕叫》11月18日全台上

映。11月2日金馬影展讓您搶先看，本週

六（22日）開始搶票！

《一家子兒咕咕叫》被侯孝賢相中出道
游安順37年演藝生涯首次入圍金馬獎最佳男主角

金馬影展與司法院四度合作

廣受好評的「金馬X司法影展」

，今年嚴選六部佳片，其中入圍

本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原創電

影歌曲的《九槍》和記錄蘇炳坤

冤案的《從那天起 我們開始哭泣

》都將在此世界首映，加上日本

國民女神有村架純和森田剛主演

的《前科者》，勇奪柏林影展最

佳劇本與主角獎的《控告小布希

》，回顧法國女性爭取墮胎權的

《安妮要自由》和影史經典《梅

崗城故事》六十週年4K數位修復

版。這些影片除了台北，也會在

台中、高雄放映，並舉辦映後講

座，帶領觀眾從電影延伸探討，

激盪出豐富多元的思辨。

10月18日舉辦的「金馬X司

法影展」開幕記者會，也邀請到

《九槍》導演蔡崇隆、《從那天

起 我們開始哭泣》導演張明右，

以及司法院院長許宗力一同為

2022司法影展揭幕。

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也與

台下嘉賓分享本屆嚴選的六部佳片

。《九槍》以越南移工青年阮國非

遭警方執法過當延誤送醫後身亡事

件，梳理制度面的共犯結構。《從

那天起 我們開始哭泣》忠實記錄

蘇炳坤冤案長達32年的平反歷程

，深刻提出司法體系的環節疏失。

導演岸善幸翻拍人氣漫畫的《前科

者》（Prior Convictions），邀來

日本國民女神有村架純和演技派男

星森田剛，關注鮮為人知的更生輔

導制度，省思在緝兇懲罪之外，也

為墜落之人亮起明燈。改編真實事

件的《控告小布希》（Rabiye Kur-

naz vs. George W. Bush），透過

一名母親為救出被指控為恐怖份子

的兒子，揭露美國反恐行動中的

「法外之地」。法國女導演布朗蒂

妮勒諾瓦的《安妮要自由》（An-

gry Annie），則邀來凱薩獎影后

羅蕾卡拉米飾演工廠女工，在墮胎

仍屬違法的法國70年代，踏上爭

取女性身體自主權的艱辛之路。

還有對美國司法體制造成改變的

影史經典《梅崗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也在上映

六十週年後以4K數位修復版本重

返大銀幕。

這六部作品除了在金馬影展

「罪與罰」單元首映，也將於台

中、高雄兩地展開巡迴放映，並

在影片映後舉辦深度座談，邀請

法界人士與多位跨領域專家進行

對談，從影片延伸探討司法議題

，呼應台灣當代現狀，也激發豐

富多元的討論。更多「金馬X司

法」影展的介紹與購票方式請見

金馬影展官網，台中、高雄巡迴

放映相關資訊，可至「司法影展

」官網或臉書粉絲專頁查詢。

2022金馬X司法影展
《九槍》《從那天起 我們開始哭泣》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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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1000

万。但国外新冠肆虐，经济下滑，很多留

学生选择回国就业。

这样算下来，今年求职的竞争激烈程度

，就业上岸是最难的。

每年的校园招聘季，各路毕业生们纷纷

汇聚而来，从投简历到笔试，从一面二面

到群面，再到终面，要经历多少惊心动魄

和过关斩将才能拿到心仪的offer。

有人声称国外留学生远不如国内 985和

211，国外的学校就很水。

经常留学生在面试过程中问道：

“当时为什么出国呀，是高考成绩不理

想吗?”

“你为什么不留在国外呢？是因为在国

外找不到工作吗？”

“你这个学校我怎么没听过？不会是野

鸡大学吧？”

“为什么你的硕士只有一年多时间？能

学到什么？”

“你各方面都挺优秀的，那你第一学历

是985/211吗？”

其实吧，无论世界 500强公司，国内外

企业还是体制内的选调生，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先看本科学历。

本科学历不是国内的985、211，或者不

是国外排名在前的，像是常春藤牛津剑桥

，基本上第一轮简历初筛就出局了。

因为对于HR来说，没听说过的海外院

校都是“野鸡大学”。

常春藤名校、清华北大，在一般人眼中

就是高薪、成功的代名词，在企业那儿则

等同于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

现在的就业市场上，求职的学历可谓是

越来越高，我们的学员群里，很多人说真

真是让人觉得卷不动了。

不过也有人问，我们花大价钱出去留学

，回国就业，真的不如国内985、211吗？

一、QS前100 比不过国内985、211 ？

其实在外留学的孩子很不容易，看似光

鲜，背后都是一天天的苦熬。

发烧只能一个人硬挺着，每天赶 due 到

凌晨四点，除夕夜一家人吃饺子，你只能

视频这头干看着，有泪也得咽肚子里。

吃苦这是没办法，但最重要的是留学生

是有很多优点的！

首先当然是语言，像外企和国际企业里

，最吃香的永远都是拥有留学背景的同学

。

其次因为国外教育资源丰富，视野也比

国内学生开阔很多。

而且因为在外留学，一个人也要活成一

支队伍，抗压能力也强很多。

所以很多留学生一旦开始进入工作环境

，提升速度特别快。

可就是拿不到好offer！

众所周知，金融是典型的高端服务业，

这个行业里云集了不少学霸才子，很多留

学生都有这样的困惑。

其实，学历+实习经历（能力的体现）

，是现在求职金融机构的必要条件，如果

没有，连面试都很难进去。

国外学校大部分名字拗口，只要不是哈

佛、麻省之类特别有名的大学，第一反应

就认为是野鸡大学。

也有些金融机构招聘，只认准海外

top50或者 top100的院校，像是中金和中信，

网上都有流传过它们的 target school，不是随

便一个海外留学生就能进的。

首先，这里要定义“海归名校”，不然

这个范畴有点太广了。

海归名校如果哈佛斯坦福耶鲁这种级别

的世界级名校，回来起点肯定很高。

但如果你要读的是金融硕士，那么美国

这些学校都没开金融硕士（MSF、MFin）。

开了金融硕士最好的学校应该算普林斯

顿和MIT，俩项目能申上的都绝非普通人，

本科学历一般也特别好，有机会去冲击外

资顶尖机构。

其他的开金融硕士的基本排名十几二十

开外了。这些无论世界排名如何，其实回

来竞争力和认可度，都比不上国内比较好

的985。

但如果只是说看一些所谓的排名，可能

挺多都在清北复交前面的。

目前，客观的讲，国内已经对海归高看

一眼的时代，甚至大部分人都觉得出国留

学偏水。（毕竟和考研和保研不是一个难

度）

只有在本土教育非常不发达，你到国外

发达地区受教育的时候，才会觉得你的留

学溢价很高。如今，留学早已经是家常便

饭。

对于本土学校的溢价，其实各个国家都

是这样的。

本地的学校，因为其“难考”，通常认

可度高得不行。在特殊的制度下，导致了

该学校往往拥有全国最好的生源。

在日本人心目中，东京大学、京都大学

都很屌，庆应义塾大学这种私立也贼牛逼

。

像在韩国人眼中，首尔大学也牛的不行

。但你跟他们说清华北大，他们会觉得也

就还好。

另外，有点偏绝对的讲，从性价比而言

，你去米国去哈佛斯坦福回来都不一定有

清北管用。

因为你的面试官更大概率就是清北的，

虽然觉得你逼格确实够高，相对来说还是

会更照顾一下自己校友。

可以说，清北复交基本上就是国内的最

高要求，就是基本上你去任何地方都不会

有障碍。

二、留学回国优势未增，劣势不少

国内金融圈招聘正如大家所见，对学历

要求确实很高。

但是每天面对成千上百的简历，HR们

也会头疼，对于他们来说招人也只是一项

工作，是工作就有要求，除了要招到人才

，另外一点就是：一定要效率高。

金融行业要做的项目不在少数，各种杂

七杂八的活需要有人去做，这时候实习生

或者刚来的新员工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你真当金融业不缺人？如果真是，那就

不会出现项目负责人自己出来招实习生这

种情况，甚至还有招小黑工的情况。

HR一个月招不到个像样的人可以直接

下岗了。所以HR们会有自己的一套快速筛

选人的标准。

所以绝大部分HR都会直接选择用大家

都听说过的QS排名，当然 985/211这种一样

也是大家都认可且知道的。

要知道处在鄙视链的上端的就能够表明

一个人的优秀。

因为名校对应的是更好的教育、更丰富

的资源和更宽广的人脉，而在大家同为应

届毕业生，还没有很多工作和社会经验的

情况下，文凭带来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

随着人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

人都选择在国外读本科或研究生，不仅是

为了体验不一样的教育制度，更多地是为

了有学历背景的提升进而找到更好的工作

。

比如说，很多家境还不错的同学都会选

择在海外读研给自己“镀层金”。想出国

读研，可能只需要花个半年把雅思托福考

过就行，而在国内考研需要备考四五门。

另外，在国外读研也就一年时间。从时

间上来说，在国外读研的时间成本会比国

内读研少一些。

在这些富人家庭中，孩子在中学阶段就

出去的比例，达到了近45%。而小学阶段的

比例，甚至也超过了研究生。

有的是高考突然失利没达到国内 985分

数但是家境不错，父母抉择之下选择出国

的同学。能在海外名校读完本硕的学生，

家庭财力不是一般人能企及。

但是，现在海归回国的劣势越来越明显。

从实习上来说，过去我们花了大量时间

一直宣传和引导实习的重要性，现在已经

无需赘述了。

如今决定你是否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已

经不再是你读的专业，而是你在这个行业

的实践。

国外的学制和地域问题，让海归同学们

实习成为非常尴尬的问题；像我给我们的

学员推荐各种实习，海归们永远只会哄抢

远程的，面对线下的实习只能无奈说“没

时间呀、回不了国、我课程好紧”…

还有毕业时间尴尬，通常导致错过暑期实

习/校园招聘的时机，很多需要考核的实习/

工作，担心“耽误你”而更不愿意招收你

来实习。

国内的校友的数量不可同日而语，很多

岗位都是内部推荐/代代相传，面试官很有

可能就是你的师兄师姐，而海归在校友数

量上确实不占优势。

知名的海外院校倒是不存在相关的问题

，但是有在国外认可度很高，但在国内知

名度很低的情况也非常普遍，毕竟HR也没

那么多功夫具体去做相关的研究。

如各种金融机构的 target school名单早已

被吐槽过无数次了。

总得来说，留学生中，国内读完本科出

国读研，国内本科985、211，国外至少能申

请到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回国就业基本

上都能找到比较称心如意的工作。

因为现在的HR招人会更谨慎一点，也

知道QS榜单这一说，对于留学生比较友好

和客气，如果没听说过你的学校，大概率

会问问你学校的实力和排名，很看重个人

的学习和成长能力。

但他的要求也是最高的，既要教育背景

好，又要个人能力好，所以对应届生性价

比很高，我个人觉得这一类企业是最适合

个人综合实力发展的地方。

三、除了学历，留学生的实习经历也是

硬伤

很多留学生，因为签证和学校的原因，

没有实习经历。

但金融行业招人就是招一个能够上手的

同胞。

这也是留学生回国比不上国内学生的另

一大原因。

如果是在在国内读 6-7 年的书，一来是

对国内的就业形势还是自己就读专业的发

展形势都会非常清楚。

二来加上自己本科+研究生积攒下来的

校友人脉，找实习也方便，毕业后找工作

也方便。

总得看下来，个人能力+实用能力的双

优势使得 985+985 的组合在四组排列组合中

位列第一。

对于留学生来说，能够通过自己的做过

的实习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将对你自己的

求职加分。

学历只是为了筛人，能力才是各个机构

的着重看的点。

也就是说学历是首要条件，能力更是关

键点。

海归回国求职，最适合的金融岗位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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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
● 1杯 瀝乾的德式酸菜
● 12盎司 煙燻培根，切段
● 1根 蔥，切成蔥花

作法
(1)熱鍋放一大匙有食用油，放入培根煎熟。
(2)放入蒜泥和薑泥炒香。
(3)放入德式酸菜、牛頭牌沙茶醬和些許鹽調味，
    拌炒均勻即可。

德國酸菜 炒 沙茶培根

更多美味食譜，掃碼關注
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For more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感謝YouTube <佳萌小廚房> 提供美味食譜 @BullHead.BBQSauce.USA

各大華人超市同時熱銷中

Sha Cha Bacon Stir-Fry with Sauerkraut 
● 1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 1茶匙 蒜泥 
● 1茶匙 薑泥
● 鹽，調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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