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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lon Musk takes over Twitter, free 
speech limits t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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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28 (Reuters) - Mere hours after Elon Musk kicked off a new 
era at Twitter Inc, the billionaire owner was deluged with pleas 
and demands from banned account holders and world leaders.

The flood of requests underscore the challenge the CEO of elec-
tric car maker Tesla Inc (TSLA.O) faces, balancing a promise 
to restore free speech while preventing the platform from de-
scending into a “hellscape,” as he had vowed in an open letter to 
advertisers on Thursday.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was permanently 
banned from Twitter over accusations of inciting violence after 
the Jan. 6, 2021 capitol riots, welcomed the takeover, but said lit-
tle about a return to Twitter. “I am very happy that Twitter is now 
in sane hands, and will no longer be run by Radical Left Lunatics 
and Maniacs who truly hate our country.” read more

Dmitry Medvedev, former Russia president and current deputy 
chairman of Russia’s Security Council tweeted his congratu-
lations: “Good luck @elonmusk in overcoming political bias 
and ideological dictatorship on Twitter. And quit that Starlink in 
Ukraine business.”

Self-driving cars face uncertain path to U.S. 
deployment
With U.S. midterms ahead, Musk’s Twitter 
takeover raises fear of misinformation wave
Wall Street asks if Musk can manage Twitter, 
Tesla and more
Meta’s social media apps down for thousands 
of users - Downdetector
Others asked Musk to reverse penalties inflict-
ed by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 In response 
to @catturd2, an anonymous account with 
852,000 followers, known for being a big 
supporter of Trump’s election fraud claims, 
and who said it was “shadowbanned,” Musk 
tweeted “I will be digging in more today.”

The editor-in-chief of Russian state-controlled 
broadcaster RT, Margarita Simonyan, asked 
Musk to “unban RT and Sputnik accounts and 
take the shadow ban off mine as well?”

The pressure is mounting on Musk and Twit-
ter as he is set to address the Twitter staff on 
Friday after closing the deal.
“Hey @ElonMusk, now that you own Twitter, 
will you help fight back against Trudeau’s 
online censorship bill C-11?” tweeted Canada 
Proud, an organization working to vote out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First I’ve heard,” Musk responded in a tweet 
on Friday.

Musk has not offered details on how he will 
fight online censorship while protecting ad-
vertisers, nor any details on who will run the 
company. But he said he will form a “content 
moderation council with widely diverse view-
points,” and that no major decisions on the 

issue will be made before it convenes.

He has said he plans to cut jobs, leaving 
Twitter’s 7,500 employees fretting about 
their future. He also said on Thursday he did 
not buy Twitter to make more money but “to 
try to help humanity, whom I love.”

Musk tried to calm Twitter employee fears 
that major layoffs are coming and assured 
advertisers that his past criticism of Twitter’s 
content moderation rules would not harm its 
appeal.

Fewer than 10% of 266 Twitter employees 
who participated in a poll on messaging app 
Blind expected to still have their jobs in three 
months. Blind allows employees to air griev-
ances anonymously after they sign up with 
corporate emails.

Musk fired Twitter Chief Executive Parag 
Agrawal,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Ned Segal 
and legal affairs and policy chief Vijaya 
Gadde,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He had accused them of misleading 
him and Twitter investors over the number of 
fake accounts on the platform.

Agrawal and Segal were in Twitter’s San 
Francisco headquarters when the deal closed 
and were escorted out, the sources added.

Musk, who also runs rocket company 
SpaceX, plans to become Twitter’s interim 
CEO, according to a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and following an earlier report by 
Reuters. Musk also plans to scrap permanent 
bans on users, Bloomberg said, citing a per-
son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witter, 
Musk 
and the 
exec-
utives 
did not 
immedi-
ately re-
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
ment.

‘CHIEF 
TWIT’
Before closing the deal, Musk walked into 
Twitter’s headquarters on Wednesday with a 
big grin and a porcelain sink, subsequently 
tweeting “let that sink in.” He changed his 
Twitter profile description to “Chief Twit.”

European regulators also reiterated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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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Daniel
came to our TV
station to visit with us.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interview him about
his vision and plans
for Harris County.

The County Clerk
is the record keeper
for the Harris County
courts, handles funds
related to cases and
coordinates the juries.
The panel selection
process assists
customers with
criminal, civil and
family matters,
including receiving
and processing
customers’ requests, purchasing copies, reports and
filing documents.

After four years, Daniel wanted to come back and
run for County Clerk again hoping to regain this
important position.

Daniel has expressed his high appreciation for the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for their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 economy. He has also promised
to strengthen the multilingual services for the new

immigrants coming into Harris County. Actually, our
votes have now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making factors in the election now.

Daniel toured our TV studio and printing shop and
saw that our local media efforts are serving the
community in more than twenty languages.

We are urging all of the Asian American voters to go
out and vote and select the best candidates to serve our
county.

1010//2828//20222022

Chris Daniel Is RunningChris Daniel Is Running
For Harris County ClerkFor Harris County Clerk

Editor’s Choice

Destroyed homes and businesses on Pine Island, Florida are seen from a 
U.S. Army National Guard Blackhawk helicopter as U.S. National Guard 
Bureau Chief General Daniel Hokanson tours the area by air after Hurricane 
Ian caused widespread destruction in Pine Island, Florida. REUTERS/Kevin 
Fogarty

Firefighters work to extinguish fire following recent shelling at an oil storage in the course of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 the town of Shakhtarsk (Shakhtyorsk) near Donetsk, Russian-con-
trolled Ukraine. REUTERS/Alexander Ermochenko

Iranians who live in Ukraine, attend a protest against Iran’s government and deliveries of Ira-
nian drones to Russia, amid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in central Kyiv, Ukraine.  REUTERS/
Gleb Garanich

Shen the T. rex, a 1.4 tonne 
Tyrannosaurus Rex dinosaur 
skeleton that is being offered 
for auction by Christie’s, is 
assembled for display at the 
Victoria Theatre & Concert 
Hall in Singapore. REUTERS/
Edgar Su

Cosplayers attend the 
MCM Comic Con London 
2022 at the ExCel Centre 
in London in London, 
Britain. REUTERS/Maja 
Smiejkowska

A priest sprinkles holy water at 
dogs at a drive-through pet bless-
ing, ahead of World Animal Day, 
at a mall in Quezon City,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REUTERS/
Lisa Marie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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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VA/GLASGOW, Oct 25 (Reu-
ters) - Greenhouse gas concentrations 
hit a record last year and the world is 
“way off track” on capping rising tem-
peratures, the United Nations said on 
Monday, showing the task facing cli-
mate talks in Glasgow aimed at averting 
dangerous levels of warming. A report 
by the U.N. World Meteorological Or-
ganization (WMO) showed carbon di-
oxide levels surged to 413.2 parts per 
million in 2020, rising more than the 
average rate over the last decade despite 
a temporary dip in emissions during 
COVID-19 lockdowns.
WMO Secretary-General Petteri Taa-
las said the current rate of increase in 
heat-trapping gases would result in 
temperature rises “far in excess” of the 
2015 Paris Agreement target of 1.5 de-
grees Celsius above the pre-industrial 
average this century.
“We are way off track,” he said. “We 
need to revisit our industrial, energy 

and transport systems and whole way 
of life,” he added, calling for a “dra-
matic increase” in commitments at the 
COP26 conference beginning on Sun-
day.
The Scottish city of Glasgow was put-
ting on the final touches before host-
ing the climate talks, which may be the 
world’s last best chance to cap global 
warming at the 1.5-2 degrees Celsius 
upper limit set out in the Paris Agree-
ment.
“It is going to be very, very tough this 
summit,” British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said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with children.
“I am very worried because it might go 
wrong and we might not get the agree-
ments that we need and it is touch and 
go, it is very, very difficult, but I think 
it can be done,” he said.
The German government announced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will travel 
to Glasgow to take part.

STAKES ARE HUGE
The stakes for the planet are huge - 
among them the impact on econom-
ic livelihoods the world over and the 
future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Saudi Arabia’s crown prince said on 
Saturday that the world’s top oil ex-
porter aims to reach “net zero” emis-
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mostly pro-
duced by burning fossil fuels, by 2060 
- 10 years lat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He also said it would double the emis-
sions cuts it plans to achieve by 2030.
An official plan unveiled in Ottawa 
showed developed nations were confi-
dent they can reach their goal of hand-
ing over $100 billion a year to poorer 
countries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by 
2023, three years late.
The plan on how to reach the goal, pre-
pared by Canada and Germany, said 
developed countries still needed to do 
more and complained private finance 
had not lived up to expectations.
A Reuters poll of economists found 
that hitting the Paris goal of net-zero 
carbon emissions will require invest-
ments in a green transition worth 2%-
3% of world output each year until 
2050, far less than the economic cost 
of inaction.
By contrast governments since Janu-
ary 2020 have spent a total of $10.8 
trillion - or 10.2% of global output -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DON’T HAVE TIME’
A “business-as-usual” trajectory lead-
ing to temperature rises of 1.6C, 2.4C 
and 4.4C by 2030, 2050 and 2100 re-
spectively would result in 2.4% lost 
output by 2030, 10% by 2050 and 18% 

by 2100, according to the median re-
plies to the survey.
Australia’s cabinet was expected to 
formally adopt a target for net zero 
emissions by 2050 when it meets on 
Monday to review a deal reached be-
tween parties in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s coalition government, offi-
cial sources told Reuters.
The ruling coalition has been divided 
over how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with the government maintaining 
that harder targets would damage the 
A$2-trillion ($1.5-trillion) economy.

Smoke and steam billow from Bel-
chatow Power Station, Europe’s 
largest coal-fired power plant, near 
Belchatow, Poland. Picture taken 
November 28, 2018. REUTERS/
Kacper Pempel/File Photo
In London, climate activists restarted 
their campaign of blockading major 
roads by disrupting traffic in the city’s 
financial district, while in Madrid a 
few dozen people staged a sit-in pro-
test, briefly blocking the Gran Via 
shopping stree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re pro-
voking climate catastrophes all over 
the planet. We don’t have time. It’s 
already late and if we don’t join the 

action against what’s happening, we 
won’t have time to save what is still 
left,” said Alberto, 27, a sociologist 
who took part in the protest. (Courtesy 
https://www.reuters.com/)
Related
Climate Crisis: Despite Lockdowns 

Greenhouse Gas Levels Hit New 
Record, Per UN Report

The data send a ‘stark’ message to 
the nations tasked with increasing 
action at the Cop26 climate summit, 
UN meteorology chief says
Levels of climate-heating gases in the 
atmosphere hit record levels in 2020, 
despite coronavirus-related lock-
downs, the UN’s World Meteorologi-
cal Organization has announced. The 
concentration of carbon dioxide, the 
most important greenhouse gas, is now 
50% higher than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parked the mass burning 
of fossil fuels. Methane levels have 
more than doubled since 1750. All key 
greenhouse gases (GHG) rose faster in 
2020 than the average for the previous 
decade and this trend has continued in 
2021, the WMO report found.
The data shows the climate crisis con-
tinues to worsen and send a “stark” 
message to the nations meeting at the 
Cop26 climate summit in Glasgow in a 
week’s time, according to WMO chief 
Prof Petteri Taalas: “We are way off 
track.”

The negotiators at the summit must 
deliver action to keep alive the goal of 
ending GHG emissions by 2050 and 
avoiding the worst climate impacts. 
Only stopping emissions will stabilise 
the levels of the gases and halt the tem-
perature rises that drive the increasing 
damage from heatwaves, floods and 
droughts.
“At the current rate of increase in 
GHG concentrations, we will see a 
temperature increase by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far in exces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targets of 1.5C to 2C,” said 
Taalas. “[Rising levels of GHGs] have 
major negative repercussions for our 
daily lives and wellbeing, and for the 
future of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
dren.” (Courtesy theguard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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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POINTS                                                                                       
UN seeks ‘dramatic increase’ in climate commitments Summit will seek to avert menacing 

levels of warming UK’s Johnson says COP26 outcome is ‘touch and go’

The concentration of carbon dioxide, the most important greenhouse gas, 
is now 50% higher than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hoto: sturti/Getty Images)

BUSINESS
WMO Chief Prof Petteri Taalas: “We Are Way Off Track.”

World Greenhouse Gas Levels Hit Record; 
Countries Struggle To Curb Damage

COMMUNITY

With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the pan-
demic likely to linger for years, self-care 
is not a luxury but a public health neces-
sity. Focusing on mental wellness is a 
collectiv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third 
and fourth waves of COVID-19 surge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highly vacci-
nated countries are cautiously reopening, 
breathing more freely, hopeful in early in-
dications that inoculation will keep virus 
and variants under control. As we look 

-
porting and improving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pandemic, nearly half of US 
adults reported symptoms of anxiety or 

-
ly consistent, up from one in 10 who re-
ported these symptoms from January to 
June 2019. In France, cases of depression 
doubled. We can see similar mental health 

concerns growing worldwide. It’s dis-
proportionately affecting young adults, 
people of color and essential work-
ers, even people without prior mental 
health disorders. Lockdowns have also 
limited access to mental health ser-
vices, creating backlogs in care. Not to 
mention the remote working lifestyle 
we have been in for more than a year 
now, which often creates feeling of 
being disconnected from colleagues, 
even when connected technologically 
to them.

The pandemic has 
put mental health 
and wellness into 
sharp focus. It’s 
reassuring to see 
many initiatives 
doubling down 

on mental-health awareness now: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the UK’s Royal Family and the 
Global Self-Care Federation are just a 
few among many others that have cham-
pioned it as a priority and have undertak-
en large-scale public service campaigns 
to destigmatize symptoms and raise 
awareness of available solutions. Taking 
care of mental health is good for individ-
uals and good for public health systems 
in the future, as early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helps keep many people out 
of more burdensome clinical settings.
Insomnia is one example that comes to 
mind, a condition that has grown up-
wards of an estimated 20% since the 
pandemic. By working closely with 
healthcare communities, we can help 
raise awareness of insomnia’s reper-
cussions on overall mental and physical 
wellness. Over-the-counter medicines 
can help support people in their manage-
ment of early sleep issues. 

Non-medicinal solutions also exist: for 
example, Music Care, a research and 
digital program for patient care through 
music, has been clinically proven to nat-
urally reduce both alertness and the need 
for sedation among hospital patients, de-
creasing heart rate and respiratory rate, 
promoting relaxation and sleep.
There’s much more we can do with the 
mental health community to support im-
proved sleep as just one small part of 
the solution. The pandemic has spurred 
many people to pay better attention to 
their health with increased everyday 
physical activity for some, and for oth-
ers, an improved diet with more home-
cooked meals. Yet we know good habits 
are sometimes hard to keep up: Accord-
ing to one study, 70% of adults under 
40 say they believe they are performing 

their doctors and pharmacists say their 
patients aren’t doing enough. We can 
close this gap with better preventive 
mental wellness efforts and more self-
care, areas that had already begun to 
gain attention even before the pandemic. 

Beyond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mental 
health, it’s about taking concrete action 
and correspondingly providing appro-
priate resourcing and building a support-
ive ecosystem. During the World Health 

worsened mental health worldwide from 
COVID-19 a “mass trauma” and con-
sequently adopted a decision endorsing 
an update to the WHO’s Mental Health 
Action Plan: It will include forums on 
suicide prevention, workplace mental 
health,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men-
tal health of children, mental health 
across the life course, and the involve-
ment of people with lived experience of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More self-care is also about improved 
access to health services for the broader 
population. Due to the accelerated digi-
tal transformation hastened by the pan-
demic, internet platforms have become 
key levers for empowered self-care. 

their health conditions, including men-
tal wellness-related ones, seek support, 
assess options and get solutions. Incred-
ibly accessible, putting information lit-

-
nels provide peopl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manage their health – to self-care – in 
a more effective way, without taking 
away resources from the frontline. The 
development of teleconsultation in med-
icine, the evolution of click and collect 
and home delivery by e-pharmacies is 

putting the pharmacist at the centre of 
population health, more and more play-
ing the role of health counsellor. 

Today, there is a need to extend these 
services to people experienc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 especially when phar-

of contact. Pharmacists have a signif-
icant role to play if we make mental 
health for all a global reality. That said, 
not all mental wellness can be managed 
with self-care alone; but multipl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creening and early pro-
fessional intervention will prevent more 
severe conditions from setting in fol-
lowing major trauma. Individuals can be 
their own strongest advocates, with gov-
ernments, industry and patient groups 
each playing a role in strengthening true 

is it important to recognize mental health 
risks, but we also need to stay in tune to 
identifying symptoms, take courageous 
steps to self-care, and engage with the 
right solutions. Together, we can solve 
the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we’ll still 
face even after COVID-19 is under con-
trol. (Courtesy w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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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Points
With mental health symptoms surging during the pandemic, nurturing 
mental wellness has become a collectiv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arly diagnosis and self-care can help manage the progression of mental 
illnesses and reduce healthcare costs.
•Great self-care means expanding the range of mental-health services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The Global Pandemic Has 
Made Mental Well-Being
A Public Health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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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善美志工／黃芳文、陳宗坤／德州報導

	作者／李成林

9
245

2022年3月21日，德州中部和北部地區有多個縣受到雷暴和龍捲風侵襲，造成多人受傷，一人死亡，房屋和商家

大量受損，超過四萬人面臨斷電的困境。龍捲風在奧斯汀市

（Austin）以北約20英哩處的圓石市（Round Rock）著陸

後，對圓石市、哈托市（Hutto）、泰勒市（Taylor）等社區

的房屋遭到破壞。另外，在奧斯汀以東，至少有一場龍捲風

在埃爾金市（Elgin）登陸，造成重大破壞和一些人員受傷。

自從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後，許多烏克蘭人為

躲避戰亂逃離家園，慈濟基金會啟動人道救援行動，

在歐洲各國的慈濟人積極連接相關資源，就近在邊境城市

提供協助，特別是在波蘭的大波蘭省波茲南市（Poznan,	

Wielkopolskie）展開物資發放。

龍捲風侵襲德州圓石市 慈濟人馳援發放

為流亡波蘭的烏克蘭人 披上慈濟環保毛毯

志工來到結構嚴重受損的房子，瞭解受災戶的狀況。攝影／黃芳文

志工在3月25日德州圓石市龍捲風賑災發放中，向災民解說慈濟
的緣由。攝影／黃芳文

波蘭慈濟志工救助團隊和準備發放的部份物資。圖片來源／慈濟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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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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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16日與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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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6日與4月30日，上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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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培養充滿愛與慈悲的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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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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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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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難發生後，志工駱劍萍主動聯繫德州當地的「急難救

助志工組織」(VOAD)，同為此組織成員之一的「奧斯汀急難

救助網絡」(Austin Disaster Relief Network，縮寫ADRN)

邀約，慈濟聯合其他救難組織，共同為受災戶提供相關的	

協助。

	 慈濟奧斯汀聯絡處準備現值卡與毛毯，與紅十字會、食

物銀行等其他救難組織，在3月25日及26日兩天，在圓石市

的聯合遺產中心（The	United	Heritage	Center）進行發

放；3月31日受邀在奧斯汀北邊的泰勒市威廉姆森縣博覽中

心（Williamson	County	Expo	Center）進行發放。

	 烏卡斯·漢西克帶著太太和兒子，以及鐵人三項的十位

夥伴來到發放地點，除此之外，還有十四位學生呼朋引伴來

整理三百份物資，包括蘋果、洋蔥、馬鈴薯、大麥、小麥

粉、麵條、牛奶、醬料和衛生紙等。

	 台灣留學生凱爾（Kyle）對難民的處境感到不捨表示：

「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親人和家園，來到一個不熟悉的生活

環境，雖然是到了安全的地方，但還是要擔憂孩子和自己有

沒有下一餐，連最基本的生活都達不到。」

	 3月26日，慈濟波蘭志工前往超市採購了三百人份的物

資，分裝於大型的背袋內，讓烏克蘭難民前來領取；提供的

物資以食物為主，另外就是保暖的慈濟環保毛毯。這是慈濟

志工人道救援團隊進行的多次發放行動之一。	

	 因逃難的旅程艱困，不可能帶太多行李，流離在外的烏

克蘭人大多是身無長物，即使有預備旅途中的花費，但盤纏

也有用盡的時候。因此，慈濟志工就近採購送去的物資以食

物為主，保暖的慈濟毛毯，能讓他們在有充足食物後，不致

受凍。	

	 參與慈濟的志工們，發動身邊親友共同行動，串連在波

蘭地區就學、就業、經商的親友，一起投入關懷烏克蘭難民

的共善行列。

	 當地居民烏卡斯·漢西克是一位實業家，他開著公司的

貨車，協助清點和運送志工們採購的物資。他說：「我們有

來自大波蘭省跑步協會（Tarnowo	 Podgorne	 Biega）的

朋友，或是在地塔爾諾夫溫泉俱樂部（Tarnowskie	termy）

鐵人三項的朋友過來幫忙，這已經是我們第三次加入慈濟志

工的人道救援行列。」

龍捲風發生時，真是嚇死人了！甚至覺得無法呼吸，回想

起來真的很驚悚；因為，龍捲風非常靠近我的房子，好像

分分鐘會捲走我的屋頂。     
                   受災戶　蘿絲

如果有更多人認同慈濟的善念，也願意加入救助的行列，

勢必會讓事情容易很多。     
                     波蘭民眾　烏卡斯·漢西克

◎ 啟動救災發放

◎ 就近採購物資

◎ 走好幾公里路來領物資

◎ 探訪希望之家

◎ 你們是好人！

	 發放前，志工們深入受災區勘災。許多房屋結構被破

壞，屋頂被吹掉，或被大樹壓垮房舍和車子；受災較輕的住

家也有木板和磚塊掉落，籬笆圍牆及屋頂煙囪被吹垮、移

位或不見的情況。街道的路燈和路樹被吹得歪斜或連根拔

起，甚至嚴重扭曲變形，路旁是堆積如山待清理的廢棄物和	

垃圾。

	 受災戶蘿絲·科爾特斯（Rose	 Cortez）在圓石市住了四

十年，第一次面對這樣大的天災，她的房子、車子、樹、圍

牆籬笆等都遭到破壞。

	 圓石市受災戶夫妻麗莎·莫格福德（Lisa	 Mogford）及

奈文·莫格福德（Nevin	 	 Mogford）描述龍捲風當下，他們

躲在浴室裡，當時奈文用力地把門撐著。麗莎無奈地說：「

我們才剛賣掉房子，準備4月15日交屋，現在房屋受損嚴重

沒法賣了；新買的拖車式住屋（trailor），也被強風吹翻毀

損，我們同時失去舊屋和新屋。」

	 居住在泰勒市的西裔災民蘭夏·阿隆索（La n x a	

Alonso），因不會說英語需要翻譯志工協助；她用手機分

享其租屋受災後屋內凌亂的照片，描述龍捲風來襲時，她倉

皇躲避的害怕心情。得知慈濟發放1,000美元現值卡給災民

十，她激動得深深擁抱著志工大哭說：「你們是好人。」

	 慈濟在圓石市共核發二十二戶、17,100美元現值卡，在

泰勒市共發放八戶、6,800美元現值卡；每戶災民同時獲得

毛毯和吉祥語吊飾、竹筒，以及志工們送上的無限溫暖與	

祝福。

	 波茲南小學的教師阿格涅斯卡表示：「他們真的非常需

要生活用品，大概有一兩次，我遇上他們，他們對我述說的

需求，都是我們一般日常生活所擁有的，但對他們卻是急迫

需要，卻又一無所有。」

	 凱爾說：「發放物資的時候，許多的烏克蘭人是走好幾

公里的路，才能到達慈濟的發放點，很多來領取物資的人是

帶著幼齡孩童一起前來；他們要照顧孩子，又要扛著領來的

物資，看了真是令人很難過。」

	 慈濟志工一行由志工盧卡斯（Lukasz	 Baranowski）帶

領，在3月19日前往波蘭波茲南聖伊利莎白修道院希望之家

（Hope	House	of	St	Elizabeth	Convent），探訪二十九位

烏克蘭難民。志工們先到超市採買各種生活物資，雖然看起

來很多，但約莫也只能供四十人吃上兩個星期。

	 希望之家收留的烏克蘭人中，有十二位是小孩；為了將

空間挪給難民居住，教會修女讓出了自己的房間，並自掏腰

包採買食物，慈濟志工得知訊息後，立即前往訪查，發現他

們的生活非常困難，因此決定緊急採購糧食和生活用品，前

往訪視給予溫暖地慰問。

	 志工盧卡斯說：「那裡有十二個孩子，除了吃飽之外，

還要考慮他們的學習。我們從修女那裡得知，她想讓孩子們

的教育不會中斷，因此希望我們能夠提供一些電子產品和教

育用品。所以，我們之後可能會送一些幫助孩子學習的用

品，包括書包、筆記本等物品。」慈濟志工將於後續再給予

其他關懷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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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聽沒聽過「蜥蜴人」這個梗？

「蜥蜴人」是一個非常有名的都市傳說。有人說它是隱藏

在黑暗中掌控一切的外星人種族，有人說這不過是一群人的科

學幻想。

近些年很多人將蜥蜴人與西方的陰謀論結合到了一起，從

好萊塢明星到商業大咖，甚至是一國總統，都被懷疑了個遍。

其實說起來，這只是吃瓜群眾的臆想。那麼如果某一天，

你身邊的人真的是外星人種族偽裝的，那麼你會怎麼辦呢?

歡迎觀看最新懸疑驚悚片——《愛人》

露西和哈里是一對情侶，這次相約野外徒步。難得逃離了

現實的壓力，呼吸着城市裡絕對無法呼吸到的清新空氣，仿佛

整個人的靈魂都得到了淨化。二人柔情蜜意，都很開心。

哈里趁此機會向露西求婚，本以為二人多年的感情深厚，

現在氣氛又很到位，露西會利索的答應求婚，沒想到露西卻說

自己還沒有準備好拒絕了。

哈里雖然錯愕這個結果卻也不好勉強，二人在帳篷里睡了

各懷心事的一夜。

第二天露西在敞篷附近看到了一頭死狀悽慘的鹿，氣氛開

始不太對勁。

露西在四處走動時發現了一處山洞，卻在山洞裡發現了難

以置信的畫面……

哈里等了半天，露西回來了。回來後的露西仿佛變了個人

，性格和平時截然不同。

哈里權當是自己的貿然求婚才導致露西如此的，只能儘量

多關心露西。

但是隔閡有了，二人接下來的相處自然很難愉快，甚至有

一晚露西竟然拿着刀嚇了哈里一跳。

轉天露西竟然告訴哈里願意答應他的求婚，想要讓哈里重

新求婚。

哈里自然欣喜若狂，以為露西經過這兩天的考慮終於想通了。

於是帶着露西來到了第一次求婚的懸崖邊，再次求婚。可

是哈里萬萬沒想到，前一秒還和自己接吻的露西，下一秒竟然

將自己推下了懸崖……

WTF？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別急，且聽我慢慢道來。

做完這一切的露西急忙逃跑，逃跑路上心力交瘁昏倒在地

，幸好一對好心的夫婦救了露西，還熱情的給露西食物。

而露西吃一塹長一智也不敢輕信眼前的夫婦，選擇拿起刀

子自衛。

而此時露西竟然看到被自己親手推下懸崖的「哈里」竟然

毫髮無損的出現在了對面，並且對所有人展開了殺戮。

好心的夫婦歲數大了，直接被「哈里」手指中出現的利刃

分割成了兩半……

此時畫風急轉直下，氛圍變得異常詭異，露西在山洞中看

到了什麼？又為什麼要將愛人哈里推下懸崖？哈里墜崖後為什

麼又完好無損的出現？歸來的哈里竟然能從手指出現利刃是怎

麼回事？露西能否逃離「哈里」的毒手？這一切該如何收場

……

原來，當初露西進入那個山洞後，在山洞裡發現的竟然是

被劈成兩半的哈里。

自己的愛人已經死了，那麼眼前的哈里必然是偽裝的，所

以露西才將假哈里推下了懸崖。

二人剛到這之前有流星墜落，看樣子是類似蜥蜴人的外星

人種族來到了地球。

這是一部充滿哲理和隱喻的片子，全片節奏緊湊，乾淨利

落。劇情也算是腦洞大開，中間反轉意外的驚喜，複製人的概

念又不是湮滅專屬，最後結尾大批量飛船進入，直接把驚悚片

提升為科幻片。

如果把電影理解成露西是因為重度抑鬱導致得精神分裂也

說得通，畢竟露西的成長經歷非常不幸，父親酗酒而死，母親

鬱鬱而終。同學的霸凌和嘲笑、工作的束縛、現實的壓力等等

問題壓得露西喘不過氣。所以在自己的腦子裡生出了另一個外

星人。

人類擁有最複雜的情緒系統和感知能力，人類是聰明的，

卻也是脆弱的。電影中的外星人，雖然強大，卻也在和露西的

融合中，無法接受人類的負面情緒。

我們一直對蜥蜴人等等外星人頗為上心，如果真的未來人

類族群中出現了蜥蜴人一樣可以偽裝成人類的外星人，我們和

外星人該如何相處？

不過也別擔心，電影中的外星人都接受不了人類的負面情

緒而崩潰。

所以，能做外星人不就挺好的，做人幹什麼？人類的生活

這麼痛苦，你說對吧？

蜥蜴人入侵地球最新驚悚科幻電影《愛人》

2022年最期待的戰爭電影就是愛

德華· 貝爾格導演的《西線無戰事》，

根據1930年的經典同名電影改編，在

製作之初，《西線無戰事》就引爆了

期待值。

在2022年 9月的多倫多電影節亮

相之後，《西線無戰事》率先在德國

上映，終於盼來這一部重磅力作。

《西線無戰事》一上線，就收穫了出

色的口碑。

無論是專業媒體，還 是普通觀眾

，對於《西線無戰事》這一部反戰電

影都給出了好評。

在豆瓣平台，《西線無戰事》被

觀眾打出了9分，五星好評占比最高，

約為61%，其次是四星好評，占比約

為30%，又是一部口碑好到炸裂的電

影作品。

1930年版的《西線無戰事》豆瓣

評分為8.8分，是一部經典戰爭題材電

影，曾獲得了第3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

影片、最佳導演兩項大獎，不僅藝術

造詣高，也有着深刻的意義。

1979年，《西線無戰事》被翻拍

成了彩色版，由理查德· 托馬斯、歐內

斯特· 博格寧、唐納德· 普利森斯等主

演，雖然沒能超越1930年版，但也成

就了一部優秀的電影作品。

到了2022年，《西線無戰事》被

再度搬上大銀幕，這一次，場面全面

升級，在預告片中，便可以充分感受

到這是一部電影質感極佳的作品，而

且還有着恢宏大氣的氣質。

《 西線無戰事 》將於10月底在

網絡平台上線，這一部口碑炸裂的電

影佳作，值得重點期待。

愛德華·貝爾格導演《西線無戰事》
一部恢弘大氣的電影佳作

史詩級作品《巴

比倫柏林》終於推出

了第四季，再度感受

到了德劇的魅力，而

除了《巴比倫柏林》

，2022年還有一部值

得重點期待的新劇

《1899》。

《1899》 由 Netf-

lix出品，綜合了劇情

、懸疑、恐怖、歷史

等元素的一部作品，

由艾米麗· 比查姆、阿

奈林· 巴納德、亞歷山

大· 維堯姆、安東· 萊

瑟、馬蒂爾德· 奧利維

耶、喬納斯· 布洛凱等

主演，共計8集。

導演巴倫· 博· 歐

達爾的最新力作，巴

倫· 博· 歐達爾是一名優秀的德國導演，曾執導過《我是誰：沒

有絕對安全的系統》、《最後的沉默》等電影，而他最經典的

作品當屬《暗黑》。

《暗黑》是一部燒腦神劇，共計3季，誕生於2017年，一

看便追到停不下來的劇集，每一季都口碑極佳，在豆瓣平台，

第一季9.0分，第二季和第三季評分都高達9.3分。

時隔兩年，巴倫· 博· 歐達爾導演終於又帶來一部新作，看

起來就有着《暗黑》一樣的風格，這一部當然不能放過。

《1899》又是一個充滿着懸念、神秘感的故事，劇情圍繞

一艘從倫敦開往紐約的船而展開，時間背景設定在1899年。

船上載着的是移民，一群形形色色的人，每個人都有着自己

的過往，但他們似乎都在逃避些什麼，前往新世界尋找夢想，而

在前往紐約的路途中，神奇而又驚悚的事情開始陸續發生。

在預告片中，便可以感受到，在船上，有追逐、有謀殺，

有迷茫、有恐懼，有怪異的行為，也有着重大的危機。

《1899》鎖定將於2022年11月上線，Netflix出品的新作，

應該又會一次性放出全劇，8集連續追起來，又將是通宵達旦

追劇的好時光。

9.3分燒腦神劇導演
《巴比倫柏林》出新作

亨 利 · 卡 維 爾

（Henry Cavill） 在

Instagram發布視頻，

正式確認自己將回歸

DC電影宇宙，再演

「超人」（Superman

）！

早在《黑亞當》

上映前，我們就報道

了在《黑亞當》的片

尾彩蛋里，亨利· 卡

維爾將會作為「超人

」客串出場。而這只

是他正式回歸DC電

影宇宙的序幕，因為

之後華納還將為他的

《超人：鋼鐵之軀》

拍攝續集！

亨利· 卡維爾版

「超人」出現在《鋼

鐵之軀》、《超人大

戰蝙蝠俠》和《正義聯盟》三部扎克· 斯奈德導演的DC電影裡

，這三部影片都不算很成功，但亨利· 卡維爾扮演的超人深入

人心，粉絲希望能有一部電影讓他的超人真正發光一回。

但是彼時華納DC高層Walter Hamada等人對這個想法並不

感冒，竭力反對亨利· 卡維爾版「超人」再出現在DC電影裡，

相反，他們希望推出「黑超人」。

不過隨着華納和探索集團合併，新公司換了新高層，戰略

方向也出現轉變。「黑超人」項目停滯（但沒有取消），對亨

利· 卡維爾版「超人」，也沒那麼排斥。

亨利·卡維爾正式官宣
將再演 「超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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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收
藏
家
：

球
鞋
背
後
的
故
事
更
動
人

體育商業價值無處不在，小至

每天穿着的球鞋亦可以是以億萬（港元，下同）為

單位的生意，一些稀有球鞋的價值甚至比得上房價的首期，

身為球鞋收藏家兼店主的Jeff表示球鞋是實用品，更是收藏

品和藝術品，它們所承載的不單是價錢牌上的故事，更是一

個個動人的體育故事。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香港著名設計師Keo.W為宣揚籃球文
化，在上環信德中心舉辦了名為“Ballderless”的籃球展覽，除了展出過
百對罕見球鞋珍藏外，更有科比·布萊恩特（Kobe Bean Bryant，又譯高
比拜仁）的1：1模型以及多個珍貴展品。本身熱愛籃球的Keo.W表示，
希望展覽有助推動香港籃球文化，期待日後能與本地球隊合作，為香港
體壇出一分力。

身為當代雕塑藝術家及跨領域設計師的Keo.W向來活躍於電影領域，
更參與Marvel電影道具及周邊產品的設計及製作，今次首度踏足運動範疇
只因自己對籃球的熱愛，一手促成今次展覽的他表示：“我從小到大都喜
歡打籃球，亦很留意NBA及香港籃球，今次展覽對我來說是一個新嘗試，
希望日後能和本地球隊有更多合作。”

今次展覽內容相當豐富，除了過百對球鞋珍品外，更有傳奇球星科
比·布萊恩特的1：1
人偶以及一系列籃球
明星模型，更破天荒
首度展出邁克爾·喬
丹的珍藏套裝。而
Keo.W 為了今次展
覽，更特意製作出巨
型Air Jordan 1雕塑
以及融入他著名設計
Tamashii Boy 的 模
型，相信可令一眾香
港籃球迷大飽眼福。

設計師辦展覽 宣揚籃球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由國際汽車聯
會主辦的“FIA世界賽車運動會（FIA Motorsport
Games）”當地時間26日在法國開幕，由13名運

動員組成的香港代表隊在旗手李英健的引領下亮相
開幕禮。

“FIA世界賽車運動會”每兩年一屆，今年
是第二屆賽事，假法國保羅里卡爾賽道舉行。香
港共派出13名運動員參加8個項目的比賽，包括
GT（李英健、葉恭正）、房車（甄卓偉）、四
級方程式（唐偉軒）、飄移（伍家麒）、電競
（黃啟軒）、小型賽車衝刺賽高級組（余家
寶）、小型賽車耐力賽（黃敬慈、楊德、鍾菩
恩、何萬昌）及小型賽車扭樽賽（伍絡軒、莫深
雅）。而法國時間周四舉行的首日比賽，港將黃
啟軒出戰電競排位賽，伍絡軒、莫深雅出戰小型
賽車扭樽賽第一節比賽。

另外，李英健及葉恭正出戰的GT賽事也備受
注目，這項定於當地時間周五展開的賽事，將先進
行自由練習，周六決出冠軍盟主。為了備戰，李英
健和葉恭正曾飛往意大利參加熱身賽，在調整好戰
車設定及個人狀態之後才飛往法國。在上屆賽事於
GT項目奪得第6名的李英健希望衝擊三甲佳績，
為香港爭光！

今屆賽事，共有72個國家或地區派隊參
加。而港隊運動員對於出席26日的開幕禮表示
高興與榮幸，指雖然開幕禮時間安排有點長，但
仍值得。另外，由於參加小型賽車的港隊隊員較
為年輕，大部分選手均在家長陪同下赴法，在參
賽之餘亦加演一次海外親子活動。

世界賽車運動會開幕 李英健任旗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法國羽毛球
公開賽當地時間26日繼續在巴黎顧拜旦體育館
舉行。港隊分別在男單及混雙項目由李卓耀及李
晉熙/吳芷柔報捷。

今次賽事港隊共派出4位運動員參賽，伍家
朗率先於當地時間周二力挫國羽新銳趙俊鵬闖
關，27日輪到李卓耀迎戰排名第4的周天成，結
果經過一場難分難解、歷時83分鐘的惡鬥，最

終李卓耀以23：21、20：21、23：18險勝，成
功打入16強，下仗將與另一台北球手王子維爭
奪8強席位。

而伍家朗的16強對手則是8號種子、印尼名
將喬納坦·克里斯蒂。

除男單外，港隊還在混雙比賽有表現不俗，
李晉熙/吳芷柔以 21：18、21：19淘汰韓國的金
英爀/李幽琳，晉身16強。

法國羽賽 港隊男單混雙報捷

WTT（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世界盃決賽27
日在河南新鄉啟幕，來自中、日、德等地的31名乒
壇名將展開角逐，港將杜凱琹在首仗1：3負波多黎
各選手迪亞茲。日本選手石川佳純、張本智和、伊藤
美誠在率先開打的三場比賽中，分別勝出。

這次比賽是今年國際乒乓球賽事的“收官之
戰”，也是WTT世界乒聯的頂級賽事首次在中國乒
協主席劉國梁的家鄉河南新鄉舉辦。此次賽事共設
男、女單打兩個項目。揭幕戰上，日本選手石川佳純
3：1淘汰隊友木原美悠，日本“一哥”張本智和3：
0力壓德國選手弗朗西斯卡，成功晉級8強。張本智
和將與中國選手林高遠和德國選手波爾之間的勝出者
爭奪4強席位。另一名日本選手伊藤美誠也以3：0的
絕對優勢橫掃葡萄牙華裔老將付玉，晉級8強。

中國國乒方面，女單選手王曼昱3：1戰勝德國
華裔削球名將韓瑩，前者將對陣老對手伊藤美誠，爭
奪四強席位。 ◆中新網

WTT世界盃決賽
杜凱琹首仗告負

稀

有

運

動

鞋

可

價

值

連

城

◆杜凱琹不
敵波多黎各
選 手 迪 亞
茲 ， 無 緣 8
強。

新華社

◆李卓耀險勝周天
成，殺入法國公開
賽16強。 資料圖片

◆◆邁克爾邁克爾··喬丹的奮鬥故事喬丹的奮鬥故事，，造就了造就了
歷久不衰的歷久不衰的Air JordanAir Jordan系列系列。。

▶這對以牛仔布為材料的
樣板鞋價值10萬美金。

◆收藏家Jeff認為能讓一對球鞋聲價十倍的是其背後的體育故事。 ◆◆設計師設計師Keo.WKeo.W開辦開辦““BallderlessBallderless””籃球展籃球展。。

體育運動的貢獻不單在於凝聚
人心和發放正能量，商業價

值亦潛力無限，單是一對球鞋已
可以是商機處處。香港收藏家Jeff
早於十多年前已開始收藏球鞋，
更於2016年開設球鞋實體店及網
上交易平台，他表示不光是新款
球鞋，就連二手球鞋亦大有市
場，月營業額甚至可達7位數字：
“一些球鞋雖然是二手，甚至是
已經穿過，但收藏價值高，有很
多人願意出高價收購，我的店就
是主要經營中古二手球鞋交易，
交易量雖然不多，但市況好時營
業額可達二、三百萬。”

商機與運動風氣息息相關
香港市場雖然小，不過鄰近

內地市場加上資訊發達透明度
高，造就香港本地交易平台有一
定發展空間，Jeff表示：“香港人
貼近潮流亦願意花錢，雖然居住
空間所限收藏量未必很多，但卻
因此更願意進行交易，而內地、
日本、美國等主要市場都與香港
有聯繫，加上香港資訊發達透明
度高，收藏家們容易收到最新資
訊及潮流趨勢，這是香港交易平
台的優勢。”

近年中古球鞋愈來愈受歡
迎，甚至成為潮流指標，球鞋價
值亦因而水漲船高，Jeff收藏品中
就有一對以牛仔布為材料的樣板
鞋價值高達10萬美元。他表示一
些狂熱收藏家為了心頭好完全可
以不惜代價，曾有一名馬來西亞
買家為了心愛球鞋，更即日來回
飛來香港交易，足證球鞋的商業
價值潛力無限。

能夠決定一對球鞋的價值有
很多因素，品牌、產量及設計都
有所影響，不過Jeff認為能讓一對
球鞋聲價十倍的，始終是背後所
蘊藏的體育故事：“一對球鞋有
什麼運動明星穿過、什麼時候
穿，都對收藏價值有決定性的影
響，球鞋不僅便於走路或運

動之用，更是與體育相關的故事
和歷史見證，當一個地方運動風
氣愈盛，體育商機自然愈多。”

Air Jordan代表着堅毅不屈
例如歷久不衰的Air Jordan系

列，其中的Air Jordan 4就是邁克
爾·喬丹（Michael Jordan，又譯
米高佐敦）當年在季後賽射入絕
殺一球所穿着的鞋款，至今已復
刻過無數次以及推出過不同顏
色，但仍然受到追捧。而Air Jor-
dan 12更是邁克爾·喬丹於1995年
總決賽患上嚴重流感下個人勇奪
38 分、擊敗爵士奪冠的“戰
鞋”，標誌着堅毅不屈的體育精
神備受籃球迷所推崇，據估計當
時他穿着的那雙球鞋價值就超過
10萬美元。

香港特區政府提出體育產業
化的口號多年，不過發展始終相
對落後，香港運動員在東京奧運
取得歷史性佳績掀起一股運動熱
潮，但如何藉此將運動文化發揚
光大，並轉化為經濟及社會效益
始終欠缺明確方向，除了運動競
賽本身，當局亦應投放更多注意
力在相關衍生產品之上，才能真
正全面地發展香港本地體育產
業。

◆◆港隊出席開幕禮港隊出席開幕禮，，李英健任李英健任
旗手旗手。。 香港汽車會圖片香港汽車會圖片

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于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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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我的秘密室友》會員收官
都市奇幻愛戀“甜懸地轉”好評不

由北京華熙泰和影視有限公司出品，趙

錦燾執導，蔣丹、張瑜潔、劉湘、時益編劇

，楊蓓、於金偉擔任總制片人，楊旭文、向

涵之領銜主演，曹征特別主演，王萌黎、徐

凱鑫、於歆童、代高政、陳冠宇等主演的都

市奇幻愛情劇《我的秘密室友》已於近日迎

來了大結局。本劇高甜、輕懸疑、接地氣、

轉折不斷的愛情故事將“甜懸地轉”多方位

詮釋，腦洞大開的雙時空拯救故事，成功

吸引了不同類型的劇粉。同時，“細節

控”劇組對劇本邏輯和劇集品質的嚴格把

關，更是贏得了眾多觀眾的肯定，收獲了

豆瓣開分7.1的高分評價。

“相看兩厭”到“兩情相悅”
網友感嘆為奇幻愛情“上頭”
《我的秘密室友》裏何正鈺（楊旭文

飾）陳嘉嵐（向涵之飾）的情感線有甜度

也有深度：從壹開始相看兩相厭的初見到

互表心意、再到決定壹起面對未知，自然

又真實的戀愛發展代入感十足。在大結局

中，2022年的何正鈺與2021年的何正鈺竟

面對面出現在同壹時空，發生了無法預料

的意外情況。緊張的命運互救之外，本劇

也通過男女主人公之口表達了諸多愛情與

人生的現實思考。何正鈺將被分手的“壹

張白紙”解讀為相愛的兩人有無限可能，

西西弗推石頭的哲思不僅讓面對不幸宿命

的陳嘉嵐重新振奮，為兩人波折不斷的愛

情重新破局，柳暗花明的情節設置拉近了

觀眾與主角之間的情緒互動，帶來更加豐

富的沈浸式體驗。

在已播出的劇情裏，楊旭文飾演的金

牌律師何正鈺，在壹定程度上可以被稱為

“壹人分飾兩角”，2021年、2022年的

“新舊”正鈺在性格、氣質上大不相同，

高強反差感讓這個人物魅力滿分。向涵之

飾演的新人記者陳嘉嵐對待生活的樂觀態

度和被劇透未來後的短暫消沈也讓這壹角

色更加真實、更容易讓觀眾共情。何正鈺

陳嘉嵐的愛情故事軌跡，在蝴蝶效應的每

壹次作用下，上演著甜虐循環，讓這對時

空戀人的情感發展像壹把鉤子，牢牢牽動

著追劇者的心。

另外，劇中的每壹個角色都亮點滿滿

：曹征飾演的伍安文對妹妹伍吉榕（王萌

黎飾）寵溺有加，卻因很多現實原因做出

了意想不到的選擇；王萌黎飾演的伍吉榕

在哥哥的庇護與寵愛裏長大，性格樂觀善

良、對愛情滿懷憧憬，但在變故後卻深陷

於親情和友情的漩渦裏，角色的每次選擇

都在起承轉合間將故事合理化，人物形象

也十分豐滿；代高政飾演的“富二代”姜

盛豪對朋友兩肋插刀、對愛情壹心壹意，

角色設定十分圈粉。青年演員陳冠宇飾演

的全能小助理周達鈞，可謂本劇的壹大特

色人物，壹開始就將自己定位成何正鈺的

“華生”，以“幽默”的人物設定全程在

編劇視角對何正鈺旁敲側擊、指點迷津，

堪稱全劇最佳助攻，演員陳冠宇成功抖落

包袱，精準的表演使周達鈞這壹角色更加

出彩。為觀眾帶來了諸多歡樂體驗。

除了人設與情節外，本劇的融合時空

設定也是壹大圈粉利器，“時空重疊的方

式很有趣！”“時空融合有點興趣”“時

空融合的特效還挺好的”，引發了不少觀

眾的關註。被賦予“時空機”功能的公寓

在每晚22:06至22:52之間發生時空融合現

象，前門通往2022年，後門通往2021年，

腦洞大開的時空“bug”被何正鈺陳嘉嵐

巧妙運用，在熵增熵減的定律下開啟奇幻

劇情，使得本劇不再是壹部單純的甜劇，

而是集合奇幻、輕懸疑於壹身的品質都市

愛情劇集。

“細節控”劇組心意滿滿
以細節真實獲共鳴與感動
《我的秘密室友》在多種細節上值得

反復推敲，使得部分網友頻頻感嘆“這劇

越看越好看，越看越上頭”。從劇中環環

相扣的事件線，到區分兩個時空的“紅綠

爬山虎”的巧妙設計。劇組對劇本的嚴格

要求，置景的精心設計，再到後期特效、

聲音、色彩的把握，無不彰顯著精心與細

膩的創作態度，妥妥的“細節控”團隊。

對於奇幻主題的影視劇來說，特效就

意味著“經費燃燒”。作為《我的秘密室

友》的出品及承制公司，北京華熙泰和影

視有限公司在這方面可謂下足了功夫。公

寓裏家具物件的融合、何正鈺陳嘉嵐的

“卡點”消失，藍紫色的星光特效搭配奇

幻感十足的音樂與音效，在講述故事的過

程中又不失美學體現，使觀眾的審美感受

得到了滿足，產生了更加強烈的代入感。

在道具方面，便利貼、留言板、棒棒糖、

何正鈺隨時攜帶的皮筋等細節，既從細節

方面體現了本劇的愛情內核的甜度和奇幻

屬性，又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活飽滿。不少

觀眾對於“細節控”劇組好評不斷，有網

友認為“劇情節奏不錯，特效也炫酷”，

也有人評價“場景、服化道都比較舒服真

實，融合的特效和bgm也有那味，太上頭

了”。

在講好愛情故事之外，不難發現《我

的秘密室友》討論的社會性話題。例如男

女生對告白的不同理解、親情與愛情的平

衡與選擇、職場上收獲的友情和面對困難

的心態等等。不同主題的情節設定和討論

，又讓本劇觀眾在“戀戀”之余，多了壹

份回味和思考。

“劇本劇本，壹劇之本”，創作團隊

始終將“劇本”作為本劇的重中之重。創

作者們認為，愛情劇中也要有價值觀的輸

出，細節中的真實與溫暖的設計，更會讓

人有回味和感動。以這樣的創作思想為基

礎，團隊從劇中角色身份的設定和專業性

臺詞方面都進行了嚴謹的反復推敲。《我

的秘密室友》在情節設置上，秉持著“糖

點有的放矢”的觀念，認為“甜”除了親

吻、擁抱的呈現方式，還應該是滿懷真誠

的情感表達，讓觀眾在觀劇時獲得輕松愉

快的心情，嗑糖之余收獲滿滿的感動。在

演員選擇上，以“適合角色”為基礎；在

影視制作上，用寫實的筆觸展現生活中的

細膩，實現了更多層次的多元創新，為觀

眾帶來了壹場高品質的視聽體驗。

作為《我的秘密室友》的出品及承制

公司，北京華熙泰和影視有限公司有著劇

本研發、制作管理、藝人經紀等多項業務

發展，先後出品並制作了現實題材作品

《真愛的謊言之破冰者》等優秀作品，在

口碑和收視方面均取得了不錯的反響，這

也讓《我的秘密室友》的播出在口碑上增

加了壹份保障。

都市奇幻愛情劇《我的秘密室友》已

經大結局，但愛情之旅仍在進行中，希望

《我的秘密室友》所傳遞出的真摯情感還

會在大家的生活中延續！

《了不起的夜晚》首曝
“絕妙計劃”預告

驚喜“小快樂”解壓來襲

由馬凱編劇、導演，易小星監制的驚

悚喜劇《了不起的夜晚》釋出“絕妙計

劃”預告，首度曝光電影正片畫面，眾

多俏皮角色悉數登場，多重線索交織驚喜

不斷。影片同時發布“彩蛋”海報似乎又

在為這場“絕妙計劃”做加更，以攝影機

為主體的活點地圖驚喜滿點，率先開啟解

謎模式。罕見的驚悚與喜劇質感並存風格

引人入勝，令人愈發期待。據悉，影片由

範丞丞、蔣龍 、蔣易、王子璇領銜主演，

梁龍特別出演，孔連順、蔣詩萌、甘昀宸

、許馨文、夢涵 、齊羽嘉主演，講述壹個

“驚魂夜”的絕妙故事。

俏皮角色密謀“絕妙計劃”
悉數登場“驚”喜不斷
《了不起的夜晚》首支“絕妙計劃”

預告延續此前曝光“招商啟事”宣傳片的

反差俏皮感，範丞丞飾演的“豹子”似乎

在密謀壹個絕妙的“驚魂夜”計劃，同兩

個好兄弟狗子（甘昀宸 飾演）和猴子（蔣

易 飾演），與壹個看起來十分“不正經”

的劇組，正興致勃勃地準備大幹壹場。女

主角“麗妃”的詭異行為則讓眾人頗為意

外，於是乎，計劃中的驚喜變成了計劃外

的驚嚇。片中多組人物線交織驚喜不斷，

“喜劇三蔣”蔣龍、蔣易、蔣詩萌繼“喜

劇大賽”後大銀幕重展“喜劇魂”逗趣十

足，搖滾主唱梁龍化身片場導演嚴厲又隨

和，王子璇大膽嘗試“女鬼”扮相淒美且

可愛，孔連順和蔣龍討論片酬的對話令人

忍俊不禁，而許馨文飾演的角色驚鴻壹瞥

頗為神秘，令人倍感期待。每位演員身上

都散發出壹種自然流露的喜感，相信電影

上映後這群年輕喜劇人的表演會讓觀眾大

飽眼福。

“獨家”類型好叫好笑
《了不起的夜晚》承包“驚”喜小快樂
同時，伴隨此次預告同步釋出的“彩

蛋”海報似乎又在為這場“絕妙計劃”做

加更，以巨幅地圖為底，在巨大攝影機的

抽象輪廓下，仿佛衛星地圖般的呈現，嵌

入了許多諸如動物形象、建築群落以及不

明生物的線索元素，似乎也在預示著這非

比尋常的壹夜會有更多的故事發生。除了

“獨此壹份”的電影氛圍，《了不起的夜

晚》更不同於傳統單壹的喜劇或驚悚電影

，更包含戲中戲、身份錯位、多重時空等

具有挑戰性的架構。對此導演馬凱表示：

“讓片中不同的人物線相互交錯，是希望

能達到壹個以現實邏輯產生壹些幽默的喜

感效果，但不是為了搞笑而搞笑。”《了

不起的夜晚》作為內地少見的驚悚喜劇類

型片，有望為大家提供壹場“笑淚齊飛”

的觀影體驗。

電影《了不起的夜晚》由麥特影業

（湖北）有限公司、壹誌行動影業（湖

北）有限公司、北京登峰國際文化傳播

有限公司、夢將軍（上海）影業有限公司

、亞太國影（重慶）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

品。由湖北慶芭芭傳媒有限責任公司、北

京上獅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抖音文化（廈

門）有限公司、湖北蜂窩文化發展有限公

司、北京呆貓互娛傳媒有限公司、上海沃

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光譜合元國際文化

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山西翊星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上海福畫影視文化有限公司

、幻星（北京）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北京

微夢創科網絡技術有限公司、亞太華影

（江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北京和禾和

文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聯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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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館開秀

玩人浪
草蜢

發洩苦悶
草蜢在紅館舉行的一連四場演唱會26日

晚開鑼 ，吸引了容祖兒和媽咪、蘇永
康與太太、關心妍和老公、向海嵐、陳敏之
等圈中好友捧場。雖然3位成員曾表示為符
合政府要求，舞台設計作出過多次改動，而
現場所見，場館正中央的天花及四面都設有
大屏幕，舞台上更有多個升降台，而正中最
大型的升降台更有旋轉功能。3子以bling
bling裝束閃耀登場，並連唱多首快歌，聯同
逾10位男女舞蹈員大跳勁舞炒熱氣氛；眾人
都是在升降台出場，成為3個月前MIRROR
演唱會發生巨型屏幕墜落壓傷舞蹈員的嚴重
事故後，紅館舞台首度起用升降台。

蘇老闆自戀六塊腹肌
連續跳唱半小時後，阿智專誠叫觀眾向

舞蹈員報以掌聲；3子更稱沒想到要相隔5年
才能開秀，今日不知明天事，最重要是玩得
開心，既然大家仍很青春“捱”得住，就不
要留力地盡情喊、跳；隨即帶領全場玩人
浪，再藉歌詞說：“一齊發洩發洩你苦
悶！”傑仔又指疫情下大家都抑壓良久，他
們也沒試過這種開秀經驗，就是大家都要戴
着口罩，有疫情的分離感覺，希望盡快掃走
病毒。
草蜢每逢演唱會都例必施“妖”功，今

次也不例外，唱《再見Rainy Days》時與女
舞蹈員大跳辣身舞，人夫蘇老闆更加辣地輕
撫女舞蹈員臀部，成功令現場升溫。到鳴謝
環節時，蘇老闆再下一城主動脫去外套，任
由內裏的透視白花恤衫展現上身的健碩肌
肉，他還笑問觀眾要否他把恤衫也脫去，傑
仔就阻止他打趣道：“再脫就不是這個價

錢！”蘇老闆又自豪說：“不知為何這個年
紀仍有六塊腹肌！”被傑仔取笑他要謙虛一
點。
當晚的另一大驚喜，就是草蜢感激一眾

圈中好友捧場時，傑仔在無預警下邀請祖兒
上台唱歌，蘇老闆更“助攻”地起哄着全場
大叫祖兒的名字，但因未做檢測不能上台，
改為祖兒在原位演唱，搞笑是祖兒趁等待咪
高峰期間補唇膏，但為遵守防疫措施還是戴
着口罩唱，並隔着半個紅館與草蜢商討唱什
麼歌，聽到傑仔建議唱當晚沒唱過的《怎麼
天生不是女人》，祖兒招積道：“怕你
呀！”就這樣與草蜢台上台下對唱，還唱到
手舞足蹈，相當投入；唱畢，祖兒更興奮直
呼：“感覺好特別！”草蜢則祝福11月赴美
國巡迴登台的祖兒一切順利。
此外，草蜢3子以合共超過160歲之齡，

做足3個小時演唱會還跳足全晚，相當厲
害！

即
興
邀
祖
兒
合
唱
全
場
起
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子

棠）草蜢26日晚相隔5年重踏

紅館，帶來不少驚喜，除了令紅

館舞台再現升降台，還有容祖兒

即興獻唱，蘇志威更做“秀肌擔

當”派福利；而最厲害是蔡一智

（阿智）、蔡一傑（傑仔）與蘇

志威（蘇老闆）在3個小時演唱

會中歌精舞勁跳足全晚，又邀觀

眾玩人浪發洩苦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子棠）黃翠如27日出席“第27
屆海洋公園保育日”啟動禮，並在台上分享環保及保育心
得。日前（23日）是翠如的41歲生辰，人緣好的她獲好姊
妹們精心部署送驚喜；生日前夕與連詩雅和陳自瑤行山慶
生，踏入凌晨即有唐詩詠為她泡製生日蛋糕。
“連詩雅和陳自瑤聲稱我生日的當天沒空，相約前一天

行山，我們由朝行到晚，還因找不到車要摸黑落山，她們兩
個很驚，我反而很開心有探險的感覺。而唐詩詠就很可愛的
趁我未回家前躲在廚房做蛋糕，待凌晨時分送驚喜。（老公
蕭正楠送什麼驚喜？）不用了，其實我是很怕驚喜的人，老
公都知道，所以他陪我去了走沙灘和吃生日飯，並送了一支
我很喜歡的香水給我。”翠如補充指其實夫婦二人都沒什麼
物質慾望，之前試過互送植物，已經覺得是很好的禮物。
說到她生日大解放、在社交網貼泳照派福利；她反駁指

一點解放都沒有，自嘲身材沒看頭，而貼圖的原因是早前到
馬來西亞探望閨蜜、由對方操刀為她拍攝，並下令一定要貼
出來。談到生日願望，她稱最重要是大家身體健康，因過去
一年她和家人都生病了，體會到最重要是健康，並自言現在
健康OK。

黃翠如生日獲唐詩詠送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子棠）鍾嘉欣（Linda）27日在社交網報喜，貼出新生兒、及
一家五手的溫馨照片，並起用自己的名字做女兒的middle name，介紹新成員Anika Linda
Leung的來臨；為脊醫老公Jeremy誕下第3胎、為6歲大女Kelly和4歲兒子Jared增添了一
個妹妹！正在坐月的嘉欣貼出一臉甜蜜親吻Baby Anika的熟睡照，宣布正式成為五口之
家，並透露是在加拿大的家中分娩、Baby Anika出世時重7.5磅，由於想先照顧好寶寶，所
以未有即時同大家公布喜訊，希望大家見諒。相中所見，嘉欣雖然剛生育，但素顏的她臉
色、皮膚和精神都很好，而Baby Anika 擁有一頭烏黑濃密的頭髮，並與家姐和哥哥的寶寶樣子
相似，明顯遺傳了媽咪的美女基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達里）曾志偉、陳百
祥、羅家英 27 日參與
《仁愛堂慈善高爾夫球賽
2022》活動，為治療癌症
醫療基金籌款。正忙籌備
TVB台慶55周年節目的
志偉，坦言難得可以抽空
來打波，因為晉升做管理
層後更沒有時間，即使27
日打完球後也要回公司繼
續工作。
問到慶祝台慶55周

年的節目籌備情況，志
偉希望能做好節目並寄
予厚望，難得全台上下
一心，並透露到時會有
觀眾熟悉的舊面孔出
現。志偉又稱他主持的
《獎門人》節目已踏入
尾聲，當初打算只做13
集，但現在已錄影了15集，他說：
“之後我要回內地工作，再做《獎
門人》目的都是想在暑假帶給大家
歡樂，很多小朋友都未看過節目。
現在防疫措施已放寬，大家都可以
出埠去旅行，其實我再做獎門人都
好辛苦，因為要兼顧幕前和行政工
作，要準備遊戲環節要花很多時

間。”
對於金牌司儀鄭裕玲（Do姐）

約滿離巢回復自由身，志偉表示：
“我和Do姐一早談好的，是她的意
願，始終做了那麼多年想試下自由
身，我完全尊重她，只是換個合作
形式，她之後都會回來拍一個特
輯，我們是合作無間的。”

打高球為癌症醫療基金籌款
志偉預告《獎門人》近尾聲

鍾嘉欣小女兒出世重7.5磅

◆◆ 鍾嘉欣貼出鍾嘉欣貼出
一張甜蜜親吻一張甜蜜親吻
寶寶的照片寶寶的照片。。

◆ 右起：曾志偉、羅家英、陳百祥參與慈善高
爾夫球賽活動。

◆◆黃翠如支持黃翠如支持
環保及保育環保及保育。。

◆◆ 黃翠如與唐詩詠黃翠如與唐詩詠
（（左左））姊妹情深姊妹情深。。

◆◆草蜢勁歌熱舞草蜢勁歌熱舞，，
炒熱全場氣氛炒熱全場氣氛。。

◆◆容祖兒即場合唱沒有被考起容祖兒即場合唱沒有被考起。。

◆◆ 闊別紅館舞台多年闊別紅館舞台多年，，
草蜢演出格外出力草蜢演出格外出力。。

◆關心妍夫婦26日晚前來捧場。
◆ 左起：蘇志威、陳敏之、蔡一傑、向海嵐、蔡一
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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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赴美生活可以说是人生新的开始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充满希望。

但是，作为一个新移民如何快速

融入美国社会，如何快速了解移民法

，保障自己作为美国合法永久居民的

权益呢？

本期内容我们请到专业移民律师

Trecy给我们整理总结美国移民需要注

意的八项”金科玉条“

一、谨守移民法规

违法移民法规后果不堪设想，可

能导致递解出境、取消移民签证甚或

禁止入境。

二、注意信息来源的可靠

性

关于移民，对信息来源

必须谨慎对待，甚至移民

局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给

出错误或误导信息。

即便是由移民局的工作

人员传出的误导信息，最

后承担后果的也是您而不

是他们。

所以，当听到什么政策

或者消息时，第一时间是

去移民局网站上证实真假

，因为移民局官网是最新

最可靠的官方信息。

当然，必要时也请咨询移民律师

。

三、注意备份申请材料

要知道，移民局可是时常会将文

件搞丢的，所以一定要用有回执的挂

号信向移民局寄件。

特别重要的是注意备份！这在移

民局将您寄给他们的文件搞丢后显得

尤为重要。

四、各项面谈请准时

迟到可能导致递解出境或耽搁案件

进程，耗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不说，可

能还会给面签官留下不好的印象。

五、避免原机遣返

原机遣返指边境移民官员有权在

您抵达美国时将您驱逐出境。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您需要提

前准备好说辞，获得边境移民官的信

任。

若边境移民官还是认为您对美国

的国土安全或者社会稳定性构成威胁

或者认为您是为了获得移民签证而说

谎，则会将您驱逐出境。

若您是作为游客访美，请一定要

注意身上携带的物品中不要有类似结

婚礼服或简历这种有长期居留意图的

东西。

六、尽早递交申请

众所周知，美国移民局审理案件的

时间通常比审理时间表上预计的时间久

得多，有些案子甚至要审三、四年。

若您已在美国，签证或绿卡到期

了，那么即便您已递交了更新申请，

移民官还是有可能将您驱逐出境。

所以，请一定留意自己的签证、

绿卡有效期，在时间内提交更新申请

。

七、地址变更，请及时告知移民局

移民局法律规定，在美国居留30

天以上的新移民，如果出现搬家变更

地址的情况，须在十日内，在网上递

交AR-11表格通知移民局地址变更，

并附上新地址，家庭成员一人一份。

否则有关移民方面的案件进程可

能无法及时通知到您，耽搁您的案件

进程。

八、寻求专家的帮助

无论在国内、或者国外，遭遇困

境最好寻求专家的帮助，不要贸然自

己采取下一步行动。

美国移民 8大注意事项 请严格遵守

在过去的50年中，全世界的移民增长了一倍

，大约有1.91亿人移民到另一个国家，其中60%

的人移民到发达国家（20%移民到美国，33%移

民到欧洲国家）。

全球的总人口大约为79亿，德西皮奥教授说

，世界人口中大约3%的人生活在另外的国家，

其中75%的人移民或移居到28个发达国家。

美国为什么需要移民

“在某些领域，特别是高科技领域，比如硅

谷的众多公司，在美国很难找到工程师以及计算

机软件开发人员”，贝尔辛说，“在低端工作方

面，很难找到餐厅服务员、洗碗工、保姆和农场

工人等。”

“去年3-4月份，美国的雇主提交了约50万

份工作申请，他们想雇用以F1签证来美的最优

秀和最聪明的学生，让他们用H-1B签证工作一

年”，贝尔辛认为，因为工作签证有个批准上限

，获准人数远未满足雇主需求。

2020 财年的筛选率为 44%，美国移民局

（USCIS）先从 274,237 份申请中选择了 106,100

份申请，以填补85,000个H-1B签证名额；因为

COVID疫情使申请人数减少，后又增选了18,315

份申请。2021年的筛选率为28%，移民局从收到

308,613份申请中填补87,500个名额，将近一半的

申请人具有美国硕士学位或更高学位。

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和最多的大学，但

很难在美国找到所需要的高科技技术人才。这一

方面说明K-12和大学的教育质量在下降，另一方

面可能是雇主想降低劳动力的成本。

贝尔辛说，相对高端行业而言，低端的人比

较容易获得签证。如果一位墨西哥人的职业在所

需行业名单上，他很容易被带进来，《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的实施带来了大量的墨西哥移民。

移民政策的变化

早期，美国是移民政策相对宽松的国家之一

，有一种“自由移民”观念。“首次的严格监管

是《排华法案》，从加州开始，由国会监管，旨

在消除被社会排斥的群体。”贝尔辛说。

1882年总统切斯特· A· 亚瑟（Chester A. Ar-

thur）签署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在10年内禁止来自中国的劳工移入，但

商人、教师、学生、游客和外交官除外。《排华

法案》是美国有史以来唯一的禁止特定种族移民

的法律，直到1943年的《马格努森法》（Magnu-

son Act）通过，这一排除才被禁止；二战胜利后

，1952年通过了《移民和国籍法》，中移民才又

开始增加。

早期移民法规还倾向于来自北欧和西欧国家的

移民；1965年林登· 约翰逊总统（Lyndon B. John-

son）签署了《1965年移民和归化法》（Immigra-

tion and Naturalization Act of 1965），它改变了

美国人的原始组成，并与与1964年《民权法》和

1965年《投票权法》在反种族歧视上保持一致。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1965年美国人口

中，84%是非西班牙裔的白人，4%是西班牙裔，

1%是亚裔，黑人大约是9%。当年，每个人都知

道《移民和归化法》实施后移民的来源和种族比

例将发生重大变化。将2020年人口普查与2010

年做比较，白人（非西班牙裔）从 63.8%降为

59.3%，西班牙裔从16.4%增长为18.9%，亚裔从

4.8%增长为5.9%，黑人从12.3%增长为12.6%。

如果没有1965年的移民法，各族裔人口的比

例不会出现这样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宗教信仰

、文化和生活习俗等多方面都随之改变。1965年

时，在美国之外出生的人占总人口的5%，根据

statista.com的数据，2021年美国的国外出生人数

占总人口的 13.6%；其中，加州超过四分之一

（26.6%）的人在外国出生，比例最高。

伯克谈到美国不是世界上唯一面临移民问题

的国家，问题核心包括：该让谁进入美国？在什

么时候以及让多少人进来？在非移民签证方面，

有多少人可获得工作机会？如何在劳动力的高端

和低端市场上作分配？边境的监管政策如何？他

说：“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充满了政治色彩，以

致于两党无法在国会达成共识。”

贝尔辛说，美国的移民政策正大幅度地左右

摇摆着，两党应该放弃党派的利益，制定一个合

理的移民政策。

美国移民政策
正大幅度左右摇摆

什么是NIW国家利益豁免？ 想搞清

楚NIW首先要弄明白它属于哪个职业移民

类别 。

NIW属于职业移民EB-2中一个特殊类别

，第二优先类，每年 40,000 个配额，EB-2

移民需要美国雇主，需要办理劳工证，但是

NIW由于自身的特殊性，不需要雇主和劳工

证。

EB-2分为3类：

1，EB-2A，针对硕士、博士等高级学位

申请人。

2，EB-2B，针对艺术、科学或商业领域

的卓越人士。

3，EB-2NIW，可为申请者豁免雇主和

劳工证，但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

NIW 作为 EB-2 中的一个特例，通常

EB-2申请，需要先找美国雇主，然后由美国

雇主为申请人申请劳工证，在劳工证获批后

，再由雇主提出移民申请（I-140），这一套

操作下来基本需要花费1年的时间，

但是NIW不需要雇主，也不需要劳工证

，申请简单，省时省力。

NIW优势：

1、无语言、行业和年龄限制

2、围绕个人背景做移民，花费少

3、无需投资，无需资产证明

4、无需雇主，无需劳工证，无需赴美

工作

5、一人申请全家永久绿卡

申请要求：

申请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中的至少三条

：

1. 有学院或培训机构颁发的官方学术证

明；

2. 十年以上的全职工作经验；

3. 有在相关领域的从业执照；

4. 申请人获得的薪水报酬；

5. 申请人是专业协会的会员；

6. 在所在的领域内获得认可；

7. 可以使用其他符合要求的类似证据。

申请流程：

1.提交I-140表格申请

2.面签

Q＆A 常见问与答

1 、NIW有排期吗？

答：排期在2-4年左右。

2、没有发表过学术文章，能申请NIW

吗？

答：当然可以，如果没有发表过文章，

可以满足其他条件来申请。

3、怎样才能证明申请人的工作在未来

可以给美国带来国家利益

答：“立足于现在，著眼于未来”，用

申请人过去做出的成绩，获得的成就，来预

测他未来可以为美国带来有益影响。

4、NIW与EB-1A两个项目有什么差别

吗？

答：首先，EB-1A是属于EB-1第一优先

，NIW是属于EB-2类别第二优先，也就是说

EB-1A的审核顺序在NIW前面，但NIW的申

请要求要低很多，申请范围更广，条件更低

。

其次，EB-1A要证明申请人是行业杰出

人才，而NIW要证明申请人能够给美国带来

利益，论证的方向不一样。

最后，EB-1A看重客观材料的举证，而

NIW更看重主观性的描述。

5、可以同时递交EB-1A和NIW申请吗

？

答：可以。有些EB-1A客户会同时选择

NIW作为保底申请，双保险加持一定程度上

会提高申请的通过机会。

美国移民NIW
高端人才移民政策详解

筆者自從退出粵菜酒家的生意之後，改到美國學
校任職，轉眼之間，已有14 年長。當中最覺得寫意
的，莫過於身處美國境內，但同時可以享受中美兩國
的假期節日。以今年10 月份為例，10 月10 是美國
哥倫布日，學校當局當然放假一天。但巧合的是，當
天正好又是中華民國誕生111 年的喜慶日子，這樣的
一個假日，讓我可以一日共慶，左右逢源，內心興奮
不已。是以當天早上，先到唐人街僑教中心觀看 雙
十升旗典禮。午間則應友人之約，到金冠酒家飲香茶
、食點心，實行一樂也！

是次相聚的兩位朋友，在休市華人圈中，都是大
有名堂。首位是羅大愚先生，他是現今休市赫赫有名
的永福殯儀館的老闆，手握德州第一大都會休斯頓市
內中國、越南、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南韓以至
整個亜矞家庭的殯葬業務。第二位是許國華先生。他
是香港培正中學早年的畢業生。退休來美，落腳於德
州休斯頓後，聯絡到此地原來有不少培正校友，臥虎
藏龍，遂組成休市香港培正中學校友會，定期每月舉

辦餐飲活動，不忘培正教訓，聯繫校友情誼。
若論相識日子，我跟羅大愚先生己有40 年之久

。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時，我跟隨雙親及弟妹於休市
鄰埠之聖安東尼奧市經營唐人酒家時，生意興隆。不
過無論業務多忙，每逢週三，我們一定休假，.然後
駕駛汽車，經3 個多小時風馳電制，走上200 多公里
路程，來到休市舊唐人街一間名叫富都的電影院，欣
賞成龍、洪金寶的武俠片、及許冠文昆仲的港式笑片
。

每次觀看電影之前，先行「醫肚」。因利乘便，
就在富都戲院對面的商業樓宇，有好運Lucky Inn 酒
家在此營業。初次走入好運酒家，就見到它高朋滿座
、客以雲來的墟爆場面。我們既是行家、又是食家，
一經試過，便知龍與鳯，此後兩年下來，每次過埠來
休市看電影，必到好運酒家光顧，自然跟羅先生及另
一Partner 譚先生熟絡。近期到永福殯儀館活動時，
遇上久違多年的羅先生，意外驚喜。再加上羅大愚先
生跟許國華先生同是香港培正校友，我們三人坐在金

冠酒家大堂之上，就好像有講不完的話題，滔滔不絕
。

當然來到金冠，面對七彩繽紛的多種多樣的點心
，豈能口水多過茶，淨飲不食？誠如羅先生所言：
有食不食，罪大惡極。這位快人快語的豪爽的食客，
甫一坐下，即把點心餐牌擠到我手上，「楊先生是飲
食界老行尊，今天由你發辦，即行點叫，多多益善！
」我見卻之不恭，但也不忘許先生在一旁，所以跟他
一起有商有量，一口氣點上12多味精美茶點， 計有
蒸點的： 晶瑩鮮蝦餃、蚧黃蒸燒賣、豉汁蒸鳯爪、
㗎喱墨魚仔、芝麻流沙包。蔥花蝦米腸。煎炸類有
： 百花釀豆腐、沙聿明蝦球、臘味蘿蔔糕、及廚房
出品的： 韮菜豬紅、五香金錢肚⋯ 正是金冠點心，
件件精品。今番羅先生慷慨宴客： 食得不可浪費，
食不下時，打包回家，益你們家人！

踏出金冠門隘時，我跟許先生皆有感：是次金冠
飲茶，寫下精彩一頁！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培正培正 永福永福 聚金冠聚金冠 楊楚楓楊楚楓



CC1010臺灣影視
星期六       2022年10月29日       Saturday, October 29, 2022

真假難辨的時代，真相是一種選擇！今年最受

矚目的犯罪懸疑電影《罪後真相》將於10月28日

全台上映，今(26）日舉辦首映，主廳加上包場總

計十場放映，共吸引1800位觀眾搶看這部年度話題

之作，監製吳明憲、導演陳奕甫率領兩大男神張孝

全、 陳昊森及主要演員方郁婷、安心亞、詹子萱

、謝章穎齊聚亮相，大家手握各自的關鍵拼圖，拼

湊翻轉出「億馬當先」好彩頭，現場熱鬧非凡！這

是導演陳奕甫首部劇情長片，前後籌備五年終於要

上映，坦言期待又怕受傷害，「電影最終都是要面

對觀眾，不管喜歡或不喜歡，都希望有更多人去看

，也麻煩大家先不要暴雷，留給還沒看的人觀影樂

趣！」

《罪後真相》今晚首映眾星雲集，雙帥首度公

開合體，一出場就成鎂光燈焦點，張孝全片中化身

過氣名嘴，顛覆以往的演出廣受好評，他和「女兒

」方郁婷皆入圍本屆金馬獎，被喻為「最強父女檔

」。談起和男神合作，方郁婷坦言一開始會緊張，

後來發現張孝全很有趣，相處像朋友，就跟電影中

一樣，張孝全則說：「這次做了不一樣的嘗試，是

媒體人的職業，很希望大家喜歡。」至於金馬影帝

獎項，他謙虛表示：「到時候再說！反正當天就是

拆禮物的概念。」

陳昊森挑戰詮釋充滿壓抑憤怒的重刑犯，透過

自虐方式準備角色，包括睡車站和公園、觀察流浪

漢，今晚恢復陽光大男孩的性格，現場被拱唱兩句

電影主題曲〈揭不開的痛〉，大方展現唱功。他和

「姊姊」安心亞的戲堪稱本片大淚點，安心亞回憶

拍攝第一天，見到陳昊森透過化妝鏡反射熱情打招

呼，瞬間就覺得兩人是姊弟，陳昊森則感謝安心亞

開拍前有主動握著他的手，讓他一秒入戲。

安心亞除了和陳昊森有動人姊弟情，跟張孝全

也頗有緣分，她曾在電影《被偷走的那五年》客串

演出，暌違十年再碰頭，她笑說：「上次是甜美可

愛的前女友，這次是早餐店老闆娘，憔悴又滄桑，

狀態很不一樣，但我豁出去了！不過我們兩次合作

都只有一場戲，覺得偏短，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超

過五場！」張孝全則爆料拍攝當天完全認不出安心

亞。

新生代演員詹子萱飾演棒球場情殺案被害者，

也是片中陳昊森女友，首次大銀幕演出就要扮「屍

體」，她回憶當天光特效化妝就長達五小時，躺在

血漿中一整天，「那時候剛好冬天，很幸運因為血

漿是溫熱的，幫助我表演，瞬間有相信這件事是真

的，開始有人生跑馬燈，沒辦法控制自己的眼淚。

」陳昊森對於詹子萱劇本上密密麻麻的筆記印象深

刻，笑說：「她很認真，連屍體都有很多註記！」

謝章穎飾演棒球場打工小弟，是案件關係人，也是

照顧失智奶奶的孝順孫子，他表示能和這麼多優秀

演員合作如美夢成真。他這次和張孝全和陳昊森都

有動作戲，分享：「我們都是真的打，和昊森打起

來很過癮，孝全哥很壯，有一幕要推他，我還推不

動！」

《罪後真相》上周末舉辦搶先口碑場，導演陳

奕甫、編劇葉乃菁、黃彥樵及陳昊森、詹子萱也前

往戲院和觀眾互動QA，導演透露收到許多不錯反

饋，除了針對驚人結局的熱情討論，觀眾對張孝全

和陳昊森有別於以往的演出也讚譽有加，讓他格外

開心。電影本周五將正式上映，導演和演員們也會

兵分多路跑映後，希望更加貼近觀眾，做面對面的

交流。

10月28日 真相是種選擇，你又相信什麼？

七年前謀殺女友入獄的新秀球星張正義（陳昊

森 飾），挾持過氣媒體人劉立民（張孝全 飾）逃

獄，在新聞渲染下引爆全民關注。劉立民緊蹭這波

流量，在自己頻道宣佈要重查此案，但隨著調查深

入發現包括張正義的姊姊、被殺害的女友、集團富

二代，甚至劉立民自己的亡妻都涉入其中。此時，

豁出去的張正義綁架他的女兒真真（方郁婷 飾）

，要求劉立民交出真相……究竟當年是誰痛下殺手

？聽來的真相，你相信嗎？《罪後真相》將於2022

年10月28日全台上映。

1800人搶看犯罪懸疑鉅作
《罪後真相》首映眾星齊聚籲勿暴雷

喜劇電影《女優，摔吧！》將於11/25(五)

全台上映，由周美豫執導，夏于喬 、 吳映潔

、黃心娣主演。今(10/26)發布《女優，摔吧！

》正式預告，曝光夏于喬、吳映潔兩位AV女優

與黃心娣組成女子摔角團體「莓人愛」的契機

。吳映潔笑說：「接演《女優，摔吧！》最大

的原因就是可以『盡情地叫』，不管是AV戲份

還是摔角，叫聲都是真的哦。」也溫馨提醒觀

眾收看預告時，戴耳機才不會讓人誤會哦。本

片由滿滿額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上作娛樂有限

公司共同出品。

《女優，摔吧！》電影中女子摔角隊成員黃

心娣、百白、大文、孔令元及阮安妮在兩位AV

轉職人員夏于喬、吳映潔身上下苦功，教兩人要

學會摔角，就要從「被摔」開始，開啟一連串肉

體痛苦的旅程。電影外的摔角訓練過程也是如此

，劇組特別請到日本職業摔角手來進行特訓，練

習摔角動作相互肘擊，每個人都拼了命的鍛鍊，

夏于喬在開拍前兩個禮拜，跟教練對練的過程中

，被重擊一下痛到站不起來，很怕是肋骨裂開，

夏于喬說：「醫生說是靠近胸骨裡的肌肉挫傷，

深層肌肉嚴重拉傷，最好整整躺兩週不能動才會

好。當下對自己非常生氣與懊惱，沒有保護好自

己，剛開拍時受傷的地方有時還是會隱隱作痛，

還好後面就好多了，可以盡力完成動作！」

電影中夏于喬、吳映潔與黃心娣有各自的

絕招，夏于喬化身黑寡婦「夾頭翻摔」，雙腳

鎖頭夾住翻轉；吳映潔的是高空招式，從摔角

纜繩最高的高度一躍而下擊敗對手，吳映潔表

示自己曾經跳下蕾台後震到自己的背部，急忙

停下休息以免受傷；黃心娣則是超強的拋摔臂

力以及炸彈飛踢，過往曾因為拍戲受傷，花了

半年時間才復原，在《女優，摔吧！》中挑戰

自我，在電影中甚至扛起對手演員狂摔。拍攝

過程中三人堅持拍攝都要親身上陣，讓前來教

學的日本職業摔角手都目瞪口呆，直問三人殺

青後要不要轉行。《女優，摔吧！》將於11/25(

五)全台上映，一起摔美的。

《女優，摔吧！》夏于喬化身黑寡婦 摔角訓練嚴重挫傷

曾主演奧

斯卡最佳國際

電影《在車上

》的女星袁子

芸，近期與張

庭瑚合演愛情

片《你在我心

上》，有一段

長達多年的動

人愛戀，日前

她接受《TVBS

新聞網》專訪

時提到，「哭

戲」仍然是自

己目前演戲上

的大魔王。

袁子芸表

示，自己只要

緊張，或是只

要有壓力就會

哭 不 出 來 ：

「然後剛好這

一部戲又是一

個很虐心的戲

，且哭的部分

都是在兩人已經長大的時候，情緒也都很重，偏偏那兩場

，又是在很初期的時候盤，所以那時候還跟劇組比較不熟

悉，還在習慣彼此，所以那時候的哭戲對導演來說滿頭痛

的。」

片中袁子芸的角色給自己的人生目標，希望在29歲前

嫁出去，現實生活中其實她也曾經是個嚮往婚姻的小女孩

：「以前就是從高中到大學的時候，都有一個蠻明確的目

標，希望在24歲結婚，以前想法很單純，就是覺得就是大

學畢業之後就可以結婚了，然後後來發現，其實現實很殘

酷。」

但隨著年紀增長後，袁子芸才開始比較知道自己想要

追求的東西，「就是我覺得不需要跟著所謂社會的步調，

現在我覺得對我來說，工作很重要，所以我希望可以專心

的在工作上面，所以目前也還沒有那麼快想要結婚。」

最後，聊到日前與日本導演濱口龍介合作《在車上》

，袁子芸透露，這次拍攝《你在我心上》相對之下比較緊

張，反而是《在車上》相對之下輕鬆，「因為之前角色的

篇幅比較少，我其實注意力放在其他人身上就好了。可是

因為當你飾演的是主角，很多時候你是這場戲的主旋律，

所以我不能只是依靠別人」。

另外，袁子芸透露，自己在與濱口龍介導演合作後，

曾嘗試將那樣的方式套用在其他的戲劇裡面，但她自認並

非如此有效，「因為濱口導演的台詞，基本上他不會再改

了，就是你在現場我們現在最後呈現的那個台詞和情境，

基本上跟劇本長的一樣，可是這是你回來要重新熟悉一個

新導演的地方」。《你在我心上》已於10月21日上映。

袁子芸自爆曾年少想婚頭
大學畢業就想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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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青色等烟雨”

浮梁县隶属景德镇市，位于赣、皖二省

交界处，离江西的另一处旅游胜地婺源仅2小

时车程。由于距离安徽很近，徽派建筑里极

具辨识度的白墙青瓦在这里也随处可见。

浮梁一词自带氤氲水汽，光是在纸上看

见，便足够让人浮想联翩。这座县城也的确

与水结缘，唐天宝年间“溪水时泛，民多伐

木为梁”，浮梁县由此得名。

“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

，这是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县城，昌江穿城而

过，中国人所热爱的田园诗歌在这里尽数展

现。

从景德镇去往浮梁，一定会经过S205公

路，因其终点落在瑶里，这段路又被称为景

瑶线。景瑶公路全长24.4公里，如同玉带一般

串联起浮梁县内的如画山水，是一条主打旅

游的观光大道。

初至瑶里，我就生出了一个想法：

如果要给周杰伦的《青花瓷》拍一段MV

，这里一定是最佳选择。只有在瑶里，“天

青色等烟雨”“炊烟袅袅升起”的描述才能

化为真实可见的具象风景。

瑶里不只有古镇，也包含了绕南、汪湖

、高岭村等景区。说是景区，我却觉得更像

不被外界打扰的僻静村落。

瑶里古镇尚未被完全开发，基本保留了

原始风貌，也没有太多商业化的店铺，比其

他古镇多了几分古朴宁静。

瑶河穿镇而过，各具特色的桥梁横跨两

岸：风雨桥造型精美，当地人在廊上闲话家

常，生活气息浓厚；只由木板拼成的长桥，

一次只容10人通过，桥下鱼群游动、藻荇交

横，古朴又充满野趣。

这样的天然古镇，最适合慢悠悠地逛。

路过依旧住着人家的进士第大宅，走进博物

馆和名人故居感受历史的痕迹，在河边的饭

馆吃一顿满是山野味儿的饭。如果碰巧下雨

，那便是可遇不可求的风光。

如果说瑶里是历史打磨而成的青花瓷器

，那么相距不远的寒溪村就是现代乡村里一

抹极为亮眼的青色。

每一个来到寒溪村的人，目光总是会被

村后的茶园所吸引。

沿着小道走到村后，数千亩茶园似绿色

波浪起起伏伏，尚未走近，就能闻到空气中

泥土与茶香交织的气息。

这是一个充满自然意趣的村落，道路与

房屋都印上了活泼的色彩，指路牌也可可爱

爱，就连村里的每一条小狗也有自己的名字

。

自2021年大地艺术节在这里举办，“艺

术在浮梁”展览迅速出圈，寒溪村便成为了

一座“没有屋顶的乡村美术馆”。

艺术装置散落在村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从茶山上的大地之灯到村民们祖辈居住的房

屋，每一处都记述着史子园小组迁居的历史

，艺术家的再创作又把故事娓娓道来。

《亚特兰蒂斯II》村民在水稻田中克服混

合了泥沙的水的阻力前行，同样地，行走在

房间亦受到黑球产生的阻力。/百壹

但最有特色的，还是以当地村民为主的

志愿者队伍。

所有参与志愿服务的村民，都与作品有

着密切的联系：或是故事的亲历者，又或是

参与创作的一部分。他们的讲解不是刻板的

资料复述，而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

当天色渐晚、人潮渐散，大地之灯在茶

山上亮起，艺术也在寒溪村的土壤中生根发

芽，开出了真实而有力量的花。

茶瓷并举的千年古县

浮梁产茶历史悠久，始于汉、盛于唐。

琵琶行里的那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

梁买茶去”在历史上留下了举重若轻的痕迹

。

浮梁不仅是古代重要的茶叶产地，也是

主要的茶叶集散地，王敷在《茶酒论》中写

到“浮梁歙州，万国来求”，汤显祖也曾盛

赞“浮梁之茗，闻于天下”。浮梁茶历经宋

、元、明、清数代而不衰，茶香浸染千年、

历久弥新。

浮梁以红茶为佳，浮梁的红茶多产于浮

梁北部和东北部，温暖湿润的多雨环境让茶

树得以良好生长，分泌出大量氨基酸和茶多

酚，香气也更加馥郁。

走进现在的浮梁，依然可见茶文化的余

韵。

在S205公路上往远处眺望，茶园遍布山

坡、丘陵，司机师傅自豪地告诉我们，严台

村出产的红茶曾经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金奖，也入选了上海世博会，在世界舞台

上走得越来越远。

浮梁茶色泽翠绿，溢味醇爽。

浮梁县茶瓷并举，除了红茶，陶瓷产业

同样不容小觑。许多人只听闻景德镇“瓷都

”的盛名，却不知瓷之源就在浮梁。

郭沫若曾说过：“解读瓷都，必以浮梁

为原始版本”。

自南宋起，浮梁就成为了全国制瓷中心

，元朝时更在浮梁当时下辖的景德镇设立为

皇室烧造和进贡瓷器的浮梁瓷局，会聚天下

能工巧匠，由此奠定了景德镇制瓷业在全国

的重要地位。

如若要探寻陶瓷的源头，一定绕不开高

岭村。这里出产瓷器最重要的原材料高岭土

，土质细腻、可塑性强，由高岭土做成的瓷

器质地更加坚硬、洁白，品相也更佳。

来到瓷之源，自然要体验一番陶艺。

比起规规矩矩的拉坯，我喜欢更加简单

随意、不被拘束的捏塑。店家所用的就是高

岭土，入手温润、触感柔软，能够塑成任意

形状，不管是想修改表面或是黏合部分，都

只需要抹上一点水就能够完成，这样的原料

在高温烧制后也不易产生裂痕。

浮梁盛产茶、瓷，也因茶、瓷而兴。

唐朝时，浮梁的年上缴茶税就占全国的

八分之三，宋以后景德镇瓷税更是数额巨大

，元、明、清三代朝廷又在景德镇设立御窑

厂。在经济格局的作用之下，浮梁县衙成为

全国少有的、可以延续千年的五品县衙。

如今的浮梁，依然有着江南的古典气韵

。这份气韵不仅存在于千年古县衙里，也存

在于青瓦白墙的村落，更在于每一个自在生

活的浮梁人身上。

千年过去，昌江依然奔流。行走在浮梁

的青山绿水间，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

吃在浮梁

历史上，景德镇曾长期归属浮梁管辖，

二者在饮食文化上一脉相承。说起浮梁美食

，一定绕不开景德镇，自然，在景德镇能吃

到的，在浮梁大多也有。

既然是在江西，饮食中就自带辣的底蕴

。即使是走遍川渝湘楚无所畏惧的吃辣能手

，说不准也会栽在江西手上。

江西可以说是隐藏的吃辣王者，这里的

辣就像刀子一样，直接、纯粹，一路从嘴巴

烧到了胃里。

非吃辣地区的外地人不要轻易挑战江西

大排档，如果一定要去，一定记得备注微辣

（或者微微辣），不然真的会满桌子菜却无

从下筷。

我们下馆子的时候完全没注意到辣度选

择，轻车熟路地点菜下单、烫洗碗筷，直到

一份凉卤牛肚端上来，浅尝了一口，才发觉

大事不妙。

这道菜里的辣椒也不见多，还撒上了翠

绿的葱花装点，看着不显山不露水，就是普

普通通的下酒菜，实则每一片牛肚都被卤汁

浸透，一进嘴，就能把人辣到流眼泪。

来到景德镇，又怎么能不尝一碗牛骨粉

？这可是景德镇的灵魂。

牛骨粉由一大盆又红又辣的牛骨头和一

碗清淡的米粉组成，吃的时候左手抓着牛骨

啃肉，右手用筷子夹起米粉搭配着吃，左右

开弓滋味十足。店里的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

个大铁盆，吃完的骨头就往里一丢，咚的一

声发出清脆的声响。

浮梁靠山吃山，这里的特色小吃大都有

着山野的清香。

第一次看到碱水粑，就是在瑶河边的一

个小饭馆里。

碱水粑由米浆加入碱水做成，猛火蒸熟

、压制成型，切成薄片与腊肉或者冬笋、木

耳等山鲜合炒，口感爽滑又有一股韧劲，和

年糕有几分相似。

苦槠豆腐也是一道原生态的山野小吃，

由苦槠子经过暴晒、浸泡、磨浆等多道复杂

工序做成。原始的苦槠豆腐有一种清香，吃

起来略带涩味，口感柔韧Q弹像绿豆凉粉，和

鸡蛋、辣椒一起炒十分入味，俘获了不少游

客的心。

除了这些，拌冷粉和饺子粑也是许多游

客的心头好。

拌冷粉并不是冷食，端上来时还冒着腾

腾热气。所说的“冷”，其实就是将辣椒油

、麻油、辣榨菜、葱花、香菜和陈皮等配料

与粉凉拌在一起。冷粉粉条较粗，夹起来滑

溜溜的，一不小心就会从筷子缝里溜走。

饺子粑看起来与饺子无异，但外皮是由

大米磨粉制成，外皮更厚一点，一个个看起

来胖乎乎、圆滚滚的，非常可爱。内馅儿有

辣与不辣两种选择，一般有杂酱、韭菜、萝

卜丝等，吃起来又香又有嚼劲，和饺子是完

全不同的口感。

浮梁说大不大，一天便能走完；说小不

小，却孕育出一座瓷都。

这是一座茶瓷并举的古老县城，也因为旅

游业的发展而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在浮梁，

褐色泥土沉淀着千年历史，连绵茶山托起艺术

花火，这里每一处都有着奇妙的际遇。

江西下一个网红城市，我押它
江西是一个低调又充满魅力的省份，总给人一种开盲盒的惊喜，传承千年的景德镇、去

年火爆的“徒步天堂”武功山、近年来稳居赏秋第一梯队的婺源篁岭，无一不是江西旅游响

当当的招牌。

这一次，九行又解锁了江西新的旅游地图——浮梁，一座距离景德镇仅20分钟车程的县城。

浮梁是什么来头？

突然提起，未免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有了景德镇作为参照，便能找到位置，精准地落下

一笔。

如果你还记得中学时期被《琵琶行》支配的恐惧，那或许对浮梁还有一丝印象：“商人

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说的就是这里。

当你从平面地图中抽离，着眼于漫山遍野的青绿茶园，行走在宁静祥和的原始村庄，或

许就能切身体会到浮梁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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