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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in endorses evacuation of par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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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LINE WEST OF KHERSON, Ukraine/KYIV, Nov 4 (Re-
uters) -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publicly endorsed the 
evacuation of civilians from parts of Ukraine’s southern Kherson 
region on Friday, the latest sign of Russia’s retreat in one of the 
most bitterly contested areas in Ukraine.

“Now, of course, those who live in Kherson sh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z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ctions, because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should not suffer,” Putin told pro-Kremlin activists as 
he marked Russia’s Day of National Unity.

Moscow has already been ferrying people out of an area it con-
trols in Kherson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Dnipro River, and this 
week announced that the evacuation zone would also include a 
15 km buffer area on the east bank. But the comments appear to 
be the first time Putin has endorsed the evacuations personally.

Russia says it has been taking residents to safety from the path 
of a Ukrainian advance. Kyiv says the measures have includ-
ed forced deportations of civilians, a war crime, which Russia 
denies.

Ukrainian forces brace for bloody fight for Kherson
Analysis: Sanctions fail to halt North Korea’s 
accelerating weapons programs
White House’s Sullivan visits Kyiv, says ‘un-
wavering’ support to continue
Blinken says G7 is clear-eyed about need to 
align on China
G7 focusing more support on helping Ukraine 
protect against energy grid attacks
Putin’s comments came amid signs Russia 
could be preparing to abandon its military 
foothold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Dnipro River, 
including Kherson’s regional capital - poten-
tially one of the biggest Russian retreats of the 
war.

On Thursday, Kirill Stremousov, deputy head 
of the Russian-installed occupation administra-
tion in Kherson, said Russia was likely to pull 
its troops from the west bank. In later remarks, 
he was more equivocal, saying he hoped there 
would be no retreat but “we have to take some 
very difficult decisions.”
Late on Friday,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
myr Zelenskiy said the fiercest fighting over 
the last week had taken place around Bakhmut 
and Soledar, in the eastern Donetsk region 
about 500 km northeast of Kherson.

“We are holding our positions in these and a 
few other areas in the Donetsk region,” he said 
in a video address, accusing Russia of insane 
stubborness for sending “tens 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more people to the meat grinder.”

During the day Ukrainian forces had downed 
eight Iranian drones and two Russian missiles, 
Zelenskiy said.

CURFEW

Pictures have circulated on the internet 
showing the mai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in Kherson city with Russia’s flag no longer 
flying atop it. Kyiv has been wary, saying 
such signs could be Russian deception to lure 
Ukrainian troops into a trap.

A 24-hour curfew was imposed on the city on 
Friday, Stremousov said, adding the measure 
was necessary to defend Kherson from a 
likely Ukrainian offensive.

Russian President Putin marks National Uni-
ty Day in Moscow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continues, in 
Nikopol
Ukrainian servicemen fire a self-propelled 
howitzer toward Russian positions on a front-
line in Mykolaiv region
 
Ukrainian soldiers in a mechanized infantry 
company dug in on a tree line west of Kher-
son city were confident the Russians would 
eventually retreat, but would fight as they fall 
back.

Vitalyi, 48, the company’s deputy command-
er, said recent Russian efforts to beef up 
their defences appeared aimed at protecting a 
withdrawal rather than holding Kherson.

“They have large amounts of tanks and 
people, but I don’t think they have a realistic 
plan to stay more than one or two weeks,” he 
said, as his men took advantage of unusually 
mild weather to improve bunkers and clean 
weapons amid thumps of intermittent artil-
lery fire.

Vla-
dyslav, a 
27-year-
old 
soldier, 
said he 
expect-
ed the 
Russians 
would 
fight: 
“We will 
fight as 
well. 
We have 

nowhere else to go. This is our home. This is 
our land.”

The regional capital, on the west bank at 
the mouth of the Dnipro, is the only big city 
Russia has captured intact since its invasion 
in February. Its loss for Russian forces would 
be one of the severest blows of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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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er Cagle’s team
put on the dragon dancing tonight in
Houston’s Chinatown. He does not
just live the Asian culture, he also
tries to bring clos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ommunity. He has been a very
rare representative of our district who

comes to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 midterm election will be

held next Tuesday. This
election is so important to
determining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of all, the
election will decide which party will
control the Congress and how we will
face the chaos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Ukraine war, the
energy shortage and inflation now
causing recession in Europe, and in

particular, the increasing
deterior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election will lead to great
challenges for bringing peace to the
world.

We are here to call on all our
community leaders and voters to go
to vote, while additionally fulfilling our
obligation and rights as citizens.

This election is a wake up call
for all of us. The future of our next
generation is in our hands.

1111//0404//20222022

Houston State Of The CityHouston State Of The City
A Bridge To The FutureA Bridge To The Future

Editor’s Choice

A worshipper prays during a mass in support of Brazil’s President 
and candidate for re-election Jair Bolsonaro, in Brasilia, Brazil. 
REUTERS/Ueslei Marcelino

Brazil’s former President and presidential candidate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gestures at an 
election night gathering on the day of the Brazil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run-off, in Sao Paulo, 
Brazil, October 30. REUTERS/Carla Carniel

Ukrainian prisoners of war (POWs) pose for a picture after a swap, amid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in an unknown location, Ukraine.  Courtesy: Head of Ukraine’s Presidential Office 
Andriy Yermak via Telegram

The clerk of a shop situated 
on the site where a stampede 
during Halloween festivities 
killed moren than 150 people 
pays respects in the middle 
of the alley, in Seoul, South 
Korea, October 31. REUTERS/
Kim Hong-Ji

Kevin Spacey breaks 
down as he testifies during 
Anthony Rapp’s (seated) 
civil sex abuse case against 
Spacey in this courtroom 
sketch from the trial in 
New York as U.S. Dis-
trict Judge Lewis Kaplan 
presides. REUTERS/Jane 
Rosenberg

A shoe lies near a damaged sus-
pension bridge after it collapsed 
on Sunday, in Morbi town in the 
western state of Gujarat, India, 
November 1. REUTERS/St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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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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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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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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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le Dip’ La Niña Is On    
The Way. Here’s What It    
Means For U.S.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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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工親切友善的態度親手佈施，讓民眾印象深刻。攝影／
黃友彬 參與10月23日發放的志工們合影。攝影／黃友彬

9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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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與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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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與11月19日，上午11點至下午1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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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真正的友誼？當你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就出現，

這就是慈濟。   
柯尼爾縣縣政委員  潘尼·泰勒

你們的組織是個傑出的團體，你們不僅提供援助，更溫
暖了災民的心。志工是用心在幫助他人，更不是藉此在
吸收捐款，而是真正把善款用來濟助需要幫助的災民，

這是我加入志工行列的原因。   

佛羅里達本土志工  貝瑞·施馬爾巴赫

	 作者／張秀玲、劉又榕；編輯／錢美臻

2017年「艾瑪颶風」（Hurricane	 Irma）災後，慈濟志工曾進駐佛羅里達州柯尼爾縣（Collier County, Florida）

進行賑災發放。今年九月「伊恩颶風」（Hurricane	 Ian）再

度侵襲佛州東南地區，因五年前賑災結下的情誼，慈濟志工

團隊在柯尼爾縣縣政委員潘尼·泰勒（Penny	Taylor,	County	

Commissioner）的協助下，快速完成重災區那不勒斯市

（Naples,	 FL）的勘災等前置作業，並於10月23日在那不勒

斯植物園（Naples	Botanical	Garden）舉辦伊恩颶風第四場

賑災發放。	

	 這場活動最感人的，是有30多位當地居民主動來現場

幫忙發放。眾人齊心合力下服務了425戶受災家庭，發放現

值卡總額為384,900美元；截至10月23日，慈濟就伊恩颶

風賑災已援助1,073戶家庭，嘉惠3,467位災民，總計發放出

966,100美元的現值卡，另外，還發出無數的慈濟環保毛毯

和生活物資。

在秋高氣爽的十一月穿上好走的運動鞋，加入這場

為改變世界而走的活動－－【慈悲行動力：2022

慈濟德州分會健走】。您可用慢走、跑步等方式完成

五公里健走，把慈悲濟世的心化作「行動力」，挹注於

慈善關懷與全人教育的服務。更棒的是健走後，「秋季

慶祝會」也將熱鬧開場；現場有多樣的全素台灣街頭美

食、精緻甜品、特色飲料，還有可讓闔家同樂的遊戲

區，讓全家人能共同為打造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行動。

伊恩重創那不勒斯 五年後慈濟重返賑災

您的參與將護持慈濟德州分會持續提供 
這些服務：

◎ 真正的友誼 ◎ 愛的漣漪
	 在發放開始前的儀式中，潘尼溫柔地向鄉親們介紹慈濟

說道：「語氣謝謝你們（慈濟志工）的到來，謝謝你們的禮

物和友誼，而且教會我們什麼是友誼，什麼是愛，而且要記

得把愛傳出去！」

	 在發放前儀式中，當地志工和災民看到了慈濟在全世界

賑災援助的畫面，許多人不禁潸然淚下，更潛移默化在心中

種下了善的種子。

	 準備搬到邁爾斯堡（Fort	Myers,	FL）的貝瑞·施馬爾巴

赫（Barry	Schmalbach），穿上慈濟志工棕色的背心，忙碌

在場內搬運毛毯協助發放動線的補給。幸運的他並未受災，

聽同事提到慈濟正在社區進行發放，他特地在22日和23日週

末兩天來到發放現場，不僅捐款更花時間幫忙發放。

	 感恩的季節，匯聚人人心中的善念，幫助這個仍

需改進的世界，再完美一些。11月29日感恩節過後的第

一個星期二，是全球共善的大日子，邀您在特定的這一

天，大力捐款護持慈濟美國，並闔家共賞「慈善星期

二」2022慈濟美國雲端音樂會:

	 這天企業和慈善家將會發出共鳴，提供可達15萬美

元的「等額捐款」（matching	 fund）贊助，讓一元變

兩元、五元變十元⋯⋯愛的力道瞬間加倍！而這天獲得

的捐款，將持續挹注慈濟美國的下列三大慈善項目：

• 洪災和伊恩颶風（Hurricane Ian）急難救助
• 災後中長期重建
• 馳援烏克蘭難民

趕快記下11/29，先設定好捐款金額，慈善星期二那

天，跟著全球，凝聚慈悲行動力！

二、全人教育服務：
	 慈濟德州分會自1996年開始，在休士頓地區推行融

合慈濟理念的教育項目；2014年成立慈濟休士頓大愛幼

兒園，以優質的課程培育充滿美善之心的慈悲種子。孩

子在大愛幼兒園沉浸式的中英雙語教育環境中，潛移默

化吸收多元文化的世界觀；在互動式寓教於樂的品格教

育課程中，奠定其良好的生活習慣與行為舉止，塑造其

積極正向的慈悲人格。

	 請廣邀親友走出戶外，加入【慈悲行動力：2022慈

濟德州分會健走】行列，與我們一起為改變世界而行；

並在美好秋日中，歡喜相聚度過美好時光，匯聚更大的

慈悲行動力。
美中時間 9:30 am - 11:00 am （健走運動）
11:00 am - 1:00 pm （秋季慶祝會）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網址： tzuchi.us/zh/
houston/walka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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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德州分會會所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無準備倉促應變的家庭，並援助難以取得政府和社會援

助資源的弱勢族群。

一、社區慈善關懷：
	 正如我們正在佛羅里達州（Florida）進行「伊恩颶

風」（Hurricane	 Ian）賑災援助，為受災家庭發放現值

卡、環保毛毯和生活物資。慈濟德州分會持續關懷德州

中南部（South	 and	 Central	 Texas）、路易斯安那州

（Louisiana）、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阿拉巴馬

州（Alabama）、喬治亞州（Georgia）、佛羅里達州有

需求的社區與居民，提供及時適切地賑災援助，支持毫

	 潘尼表示，五年前慈濟志工來災區協助救災，她深深被

慈濟志工無私付出所感動；因此當年（2017）柯尼爾縣政

委員會通過，每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慶日訂為「慈濟日」

，以表達該縣對慈濟的感謝，也希望鄉親們在生活回歸正軌

後，可以像志工一樣，成為幫助別人的人。

	 一如潘尼始終念著慈濟的好，志工們也很感謝潘尼提供

的幫助，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繁瑣的發放準備工作。慈濟勘

災賑災團隊在10月18日進駐佛州重災區，潘尼即刻陪著志工

深入淹水災區勘查三小時；她與慈濟志工密切溝通協調，號

召當地「匹克球運動協會（Pickleball	 For	 All）與「水療之

家基金會」（Freedom	Waters	 Foundation）的志工，一起

來協助慈濟完成災民資料造冊，加速了賑災準備的作業。顧

及災民交通不便，當地組織更貼心雇用巴士，載滿受災災民

來到發放地點領取物資。

	 在當地居住20多年的辛西婭·舒爾茨（Cynthia	 Schultz）

，是「水療之家基金會」的志工。她的隨身物品邊有個竹

筒，當志工詢問是她的或災民遺忘的，她連忙回答：「是我

的，可以再多拿一個送給家人嗎?	這樣做會不會讓人覺得我很

貪心？」她解釋，自己真的好喜歡慈濟「竹筒歲月」的理念

與做法，所以希望多拿一個竹筒，讓更多人加入。

	 辛西婭和一起

來做志工的朋友更深

入詢問慈濟聯絡處地

點，以及加入慈濟志

工的方式。聽到志工

鼓勵他們可以勇於

承擔當地聯絡點的事

務，她們異口同聲要

成為慈濟在當地的第

一顆種子。慈濟愛的漣漪，正在一次又一次人與人的交流互

動中，擴散遠播，幫助更多受苦的人們，在每一顆被慈濟點

燃的心燈照路下，重新回歸有序的生活軌跡中。

慈濟志工在10月23日佛州那不勒斯市發放，和等候流程的災民
以《靜思語》遊戲互動。攝影／黃芳文

慈善星期二及音樂會詳情： 

西岸場  

7 PM PT
東岸場 
7 PM ET
tzuchi.us/zh/GivingTuesday

	 編輯／錢美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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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內地拿下12億元票房的怪獸動作大片《哥斯拉大

戰金剛》已經啟動了續集，北美檔期暫定2024年3月15日。

前段時間，劇組在澳大利亞拍攝的同時也開啟了超前的花

樣宣傳。

比如他們曾發布一條只有短短13秒的「片場花絮」視頻

，稱導演亞當· 溫加德帶大家直擊候場中的兩大主演哥斯拉和

金剛。

突然鏡頭一轉，一聲怪獸的嘶吼傳來，導演就立刻遁走趕

着上工了……

當然玩梗歸玩梗，《哥斯拉大戰金剛2》的拍攝卻是在實

打實地緊張進行中。

目前確定的消息也不止這麼一點：

前作導演亞當· 溫加德回歸執導，此前多拍低成本恐怖片

的他首次接手A級大片便展現出了商業潛力。

《哥斯拉大戰金剛》全球票房近5億美元，同時超越《金

剛：骷髏島》（內地11.5億元），是傳奇影業出品的四部怪獸

電影中內地票房最高的一部。

演員方面，麗貝卡· 豪爾和布萊恩· 泰里· 亨利將回歸主演

，繼續飾演他們在前作中的角色。

《哥斯拉大戰金剛》中曾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聾啞小女

孩「吉雅」的扮演者凱莉· 霍特爾也將回歸，預計她在續作中

還會與「靚仔」金剛有更多超越語言的交流。

除此之外，官宣的續集演員陣容中還出現了「大表哥」

丹· 史蒂文斯和華裔演員陳法拉的名字，但兩人飾演的角色尚

未曝光。

對此，陳法拉還發微博調皮「放心我不是演哥斯拉也不是

金剛。」

而《哥斯拉大戰金剛2》的故事線，也將重點挖掘系列前

作中鋪墊較多的「地球空心論」，關於兩大怪獸族群的前史會

繼續深入交代。

同時，在《哥斯拉大戰金剛》中首次展示的地心世界顯然

還有更多的挖掘空間，據悉，來自地心的神秘怪獸會成為金剛

與哥斯拉的又一強勁對手。

回顧來看，自從2010年傳奇影業與東寶株式會社以及華

納聯手宣布打造「怪獸電影宇宙」以來，該系列推出的四部電

影無論口碑高低，至少在全球範圍內都取得了不錯的票房成績

。

2014年，新版《哥斯拉》上映後全球熱賣超5億美元，這

穩穩噹噹的成績讓傳奇影業和版權方東寶吃了定心丸，「怪獸

宇宙電影」就此開了個好頭。

三年後，《金剛：骷髏島》上映，怪獸宇宙兩大領銜主演

算是亮相完畢。

這部電影原本是傳奇影業計劃與環球影業合作的彼得· 傑

克遜版《金剛》的續集，最終傳奇影業決定將該片納入怪獸電

影宇宙，因此轉而與華納聯手，環球被迫退出合作。

在《骷髏島》的片尾彩蛋中，主演向眾人透露地球上還存

在其他巨型生物，在他們展示的壁畫中，哥斯拉、魔斯拉、拉

頓以及基多拉悉數出場，怪獸宇宙的正式預告由此開始。

但是粉絲等啊等，先上映的卻是2019年的《哥斯拉2：怪

獸之王》。

這部續集最大的意義是聚齊了東寶的四大「怪獸巨頭」，

並在各種細節處致敬了東寶版本，還特意在片尾字幕中致敬了

1954年首部《哥斯拉》中穿着皮套扮演哥斯拉的演員中島春雄

（1929-2017）。

當然，「人類過於搶戲」的負面評價也在這一部集中出現

，編劇設定老套、文戲過於注水的問題，其實也是怪獸電影一

不小心就會掉進的怪圈。

從2010年「怪獸電影宇宙」正式宣布搭建，到2021年

《哥斯拉大戰金剛》中哥斯拉和金剛這兩大怪獸屆頂流終於正

面「掰頭」，粉絲足足等了11年。

沒想到，電影上映後粉絲們發現，有着世仇的哥斯拉和金

剛之間只有一場海上大戰和半場香港大戰算是1 V 1正面硬剛

，最高潮的結尾大戰卻是「哥倆」攜手對抗人類製造出的機械

哥斯拉。

兩大頂流終究沒能分出個勝負（靚仔被哥總揍到要電擊搶

救什麼的，靚仔粉的小萬是不會承認的），各家粉絲自然不能

就此滿足。

導演亞當· 溫加德倒也很懂營銷：這一部哥倆就你死我活

的，下一部拍什麼呢B？

不僅如此，導演在回答中國粉絲提問時表示之所以會有海

上大戰那場戲，完全是團隊覺得哥斯拉和金剛在城市、雨林等

等場景里都戰鬥過，為了給觀眾新鮮感，只能「讓他們在海上

干一架了」。

那麼問題來了，如今，地球上所有典型地貌都打過了，請

問《哥斯拉大戰金剛2》裡他們還能在哪兒打？

綜合以上所有「歷史遺留問題」，我們會發現團隊真的給

《哥斯拉大戰金剛》續集留了很多坑待填。

粉絲能怎麼辦呢？當然是繼續耐心等待愛玩梗的導演接下

來釋放更多信息了。

其實除了《哥斯拉大戰金剛》續集，怪獸宇宙還在穩步推

進更多衍生項目。

比如傳奇影業與Apple TV+聯手打造的怪獸宇宙真人劇集

已經開拍，劇集邀請了拍出9.0分《旺達幻視》的導演馬特· 沙

克曼執導前兩集並任監製。

主演方面則是父子檔演員庫爾特· 拉塞爾和懷亞特· 拉塞爾

領銜主演，劇集的故事將承接主線宇宙《哥斯拉2：怪獸之王

》的劇情，講述怪獸大戰後，出現了一個揭秘「巨獸」秘密的

神秘家庭。

對於粉絲們「非主線故事會不會有巨獸出現」的擔憂，出

品方之一東寶明確表示哥斯拉會出現在該劇集中。

另一邊，傳奇影業電視部還與Netflix合作打造了動畫劇集

《骷髏島》，以擴充怪獸宇宙，該動畫的故事將圍繞一批被海

難困在骷髏島上的探險者展開。

今年6月曝光的首張劇照中，兩位探險者站在海邊巨大的

金剛腳印里，這也預示着怪獸宇宙另外一位主角——金剛將出

現在這部動畫中。

總之未來幾年，「怪獸宇宙」大有穩步推進電影的同時努

力全面開花的趨勢。

新怪獸登場，《哥斯拉大戰金剛2》有動靜了

最近亨利· 卡維爾（Henry Cavill）的新聞有點多。 首先是

作為超人出現在《黑亞當》片尾彩蛋里，並宣告《超人：鋼鐵

之軀》拍續集；然後是突然退出Netflix 電視劇《獵魔人》

（The Witcher），把主演的位置給了利亞姆· 海姆斯沃斯（Li-

am Hemsworth）；再之後就是我們現在說的，他將和蓋· 里奇

再次合作間諜電影。

為什麼說是再次呢？因為他倆2015年就合作過一部老電視

劇改編的間諜電影——《秘密特工》（The Man From U.N.C.L.

E.），那部片子另一大主角就是因為一些離奇指控遭到網暴以

至於消失在大眾視野里的阿米· 漢默（Armie Hammer）。

很多人不知道卡維爾當初差一點就成為007了。他曾透露

，當初007最後就剩下兩個人選，一個是成熟的丹尼爾· 克雷格

，另一個就是年輕點的他。最後製作方還是選擇了成熟一點的

克雷格。

這不是亨利· 卡維爾第一次因為年齡而落選了，《暮光之城

》選角時，他是因為年紀大了而敗給羅伯特· 帕丁森，反正就是

很倒霉……

蓋· 里奇（Guy Ritchie）這次的間諜電影可以看作是兩人一

起圓夢007的電影，因為影片主角也是邦德那樣的英國特工，

時代比007還要早，是二戰背景的故事。

影片片名叫《不紳士戰爭部》（The Ministry Of Ungentle-

manly Warfare），除了卡維爾，還有女演員艾莎· 岡薩雷斯

（Eiza González）加盟。

據說，影片將依據英國間諜行業的真實發展史來創作，某

種程度上可將其看作007緣起、前傳這樣的故事。傑瑞· 布魯克

海默（Jerry Bruckheimer）將擔任電影製片。

亨利·卡維爾又要和
蓋·里奇合作間諜電影

演完《奪寶奇兵5》後，哈里森· 福特（Harrison Ford）即

將以80歲的高齡加盟「漫威電影宇宙」（MCU）！

他將接替今年三月去世的威廉· 赫特（William Hurt），扮

演「綠巨人」（Hulk）的老丈人——「羅斯將軍」（Thadde-

us 「Thunderbolt」 Ross）。

從羅斯將軍的綽號「雷霆」（Thunderbolts）可以猜到，

他會出現在2024年7月26日電影《雷霆特工隊》（The Thun-

derbolts）里，不過媒體報道，他也會出現在2024年5月3日的

《美國隊長4：世界新秩序》（Captain America: New World

Order）里！

「羅斯將軍」雖然不是主要角色，但也曾出現在多部漫

威電影裡，是個大「綠葉」。威廉· 赫特就演過《無敵浩克綠

巨人》（The Incredible Hulk）、《美國隊長3：內戰》（Cap-

tain America: Civil War）、《復仇者聯盟 3：無盡之戰》

（Avengers: Infinity War）、《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

（Avengers: Endgame）和《黑寡婦》（Black Widow）。

哈里森·福特將出演
漫威宇宙羅斯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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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11月4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于大海

雖然缺少大牌球星坐鎮，不過“瑞士軍刀”的鋒芒依舊銳

利。作為歐洲其中一支反擊最強的足球隊伍，強如法國和意大

利亦未能在他們的身上嘗得甜頭，而中場重心格列沙

加今季狀態大勇更增添球隊爭取出線的本錢。今屆

世界盃瑞士雖然身處強隊環伺的“死亡之組”，

不過憑藉實而不華的風格依然有望帶來驚喜。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不求華麗粗中有細 精心布防令強隊頭痛
瑞瑞士士務實穩中求進

門將門將：：恩尼森馬恩尼森馬（（慕遜加柏慕遜加柏//德甲德甲）、）、麥禾高麥禾高（（羅連安羅連安
特特//法甲法甲））

後衛後衛：：法比安舒哈法比安舒哈（（紐卡素紐卡素//英超英超）、）、艾簡治艾簡治（（曼城曼城//英英
超超）、）、列卡度洛迪古斯列卡度洛迪古斯（（拖連奴拖連奴//意甲意甲）、）、尼高艾尼高艾
維迪維迪（（慕遜加柏慕遜加柏//德甲德甲）、）、麥巴布麥巴布（（富咸富咸//英超英超）、）、
施雲韋迪馬施雲韋迪馬（（緬恩斯緬恩斯//德甲德甲）、）、古馬特古馬特（（華倫西華倫西
亞亞//西甲西甲）、）、盧湯巴盧湯巴（（尼斯尼斯//法甲法甲））

中場中場：：格列沙加格列沙加（（阿仙奴阿仙奴//英超英超）、）、費奧拿費奧拿（（諾定咸森諾定咸森
林林//英超英超）、）、法比安費爾法比安費爾（（巴素利巴素利//瑞士超瑞士超）、）、薩薩
卡利亞卡利亞（（車路士車路士//英超英超）、）、迪積比爾蘇維迪積比爾蘇維（（法蘭法蘭
克福克福//德甲德甲）、）、連拿度史堤芬連拿度史堤芬（（盧加諾盧加諾//瑞士瑞士
超超）、）、艾比斯查艾比斯查（（博洛尼亞博洛尼亞//意甲意甲）、）、史堤芬蘇巴史堤芬蘇巴
（（AEKAEK雅典雅典//希超希超）、）、梳頓沙基利梳頓沙基利（（芝加哥火焰芝加哥火焰//
美職美職）、）、魯賓華加斯魯賓華加斯（（奧格斯堡奧格斯堡//德甲德甲））

前鋒前鋒：：奧卡科奧卡科（（薩爾斯堡薩爾斯堡//奧超奧超）、）、加雲奴域加雲奴域（（卡塞利卡塞利
體育體育//土超土超）、）、施費洛域施費洛域（（加拉塔沙雷加拉塔沙雷//土土
超超）、）、安保路安保路（（摩納哥摩納哥//法甲法甲））

瑞士隊重點球員名單瑞士隊重點球員名單

安保路安保路

薩卡利亞薩卡利亞
迪積比爾迪積比爾
蘇維蘇維

格列沙加格列沙加

列卡度列卡度
洛迪古斯洛迪古斯

魯賓魯賓
華加斯華加斯

梳頓梳頓
沙基利沙基利

艾簡治艾簡治
法比安法比安
舒哈舒哈

施雲施雲
韋迪馬韋迪馬

恩尼森馬恩尼森馬

瑞士隊預計正選陣容

爭
霸
戰

爭
霸
戰

列
強
列
強

20222022
卡塔爾世界杯卡塔爾世界杯

◆◆去年成為瑞士隊去年成為瑞士隊
第第55名出戰達百場的名出戰達百場的

球員球員，，今年要轉赴美今年要轉赴美
職落班的職落班的3131歲翼鋒梳歲翼鋒梳
頓沙基利勝在擁有曾頓沙基利勝在擁有曾
三戰世盃決賽周的豐三戰世盃決賽周的豐
富經驗富經驗。。 法新社法新社

◆◆梅勒耶堅梅勒耶堅
雖然之前的執雖然之前的執

教履歷大都是瑞教履歷大都是瑞
士國內的球會士國內的球會，，然而然而

他去年接手後由三中堅改踢四後他去年接手後由三中堅改踢四後
衛衛，，球隊表現依然穩健球隊表現依然穩健。。 法新社法新社

整頓成效未彰喀麥隆32年魔咒不易破
喀麥隆自1990年的佳作後多年來在世

界盃都只能飾演陪跑配角，今次球隊部分
位置有優秀球員坐鎮，惟防線能否抵擋小
組對手的攻擊卻存疑問，人事變動更令這

支非洲球隊這趟世盃征程增添不穩定因
素。

1990年，第2次參戰世盃決賽周的喀
麥隆隊首輪分組賽爆冷擊敗由馬拉當拿領
銜的阿根廷，勇奪首名出線後16強再憑米
拿加時起孖反勝哥倫比亞，8強不敵英格蘭
卻成了喀軍在世盃的最佳成績，之後5次
參賽只能小組畢業，15場得1勝，上屆更
連外圍賽都未能闖過。

喀麥隆年初非洲國家盃主場取得季
軍，接任足總主席不久的名宿伊度奧之後
決心改革球隊體系和足球風氣，今年2月
在喀麥隆總統宣布下免去東尼干斯卡奧的
喀軍教頭職務，伊度奧前隊友桑治獲升任
主帥。球員時踢過利物浦的桑治雖曾短暫

執教喀足，但主要執教經驗其實只有喀麥
隆青年隊的3年。他走馬領軍出戰世盃非
洲區外圍賽第3圈，主場0：1負於勁敵阿
爾及利亞，次回合追回1：0後加時各入一
球，喀軍憑加時絕殺出線，過程驚險，之
後熱身賽更不敵烏茲別克與韓國。

喀軍鋒線有今年非洲國家盃創隊史紀錄
攻入8球的阿布巴卡，與近來在德甲拜仁慕
尼黑回勇的33將老將祖普莫亭；今季聯賽和
歐聯合計有3入球5助攻的拿玻里防守中場安
古沙，和漸漸站穩正選的意甲國際米蘭門將
奧拿拿都是焦點，但防線整體質素卻未必能
將穩守突擊好好發揮，恐成要同巴西、瑞士
和塞爾維亞爭出線的致命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近來在拜仁顯著回勇的祖普莫亭近來在拜仁顯著回勇的祖普莫亭，，
本屆世盃料將得到重用本屆世盃料將得到重用。。 美聯社美聯社

◆◆艾簡治是瑞士隊防守反擊艾簡治是瑞士隊防守反擊
的戰術重心的戰術重心，，只是今季轉投曼只是今季轉投曼

城的他城的他，，近日據報又添新傷近日據報又添新傷，，或或
會成為競技狀態的隱憂會成為競技狀態的隱憂。。 美聯社美聯社

往績近況瑞士隊陣容雖然欠缺星
味，對上4屆世界盃都是16強止步，未能
突破1954年的8強最佳成績，然而每到大
賽，他們卻會是一支令列強頭痛萬分的
“黑馬”。上屆歐洲國家盃爆冷淘汰法國
殺入8強創造隊史最好成績，而在本屆世
界盃外圍賽亦力壓意大利小組首名出線；
至於在2018年的世界盃，瑞士在小組賽
逼和巴西及擊敗塞爾維亞成功出線，足證
這支中歐球隊應對大賽及強隊的能力。

將帥檢閱瑞士近年未有耀眼的新星上
位，主帥梅勒耶堅去年歐國盃後接手，依然
倚重一班在歐洲球壇征戰多年的老臣子，梳
頓沙基利和格列沙加雖然年齡已經“3字
頭”，不過仍是球隊中場的必然正選，尤其
格列沙加近來在阿仙奴更是踢出職業生涯最
好的一季，他準繩的長傳及後上入球能力將
是瑞士爭取入球的最強武器。
前鋒安保路身型與速度兼備，雖然入

球數字不算亮眼，卻是瑞士反擊戰術重要

的前場支點。瑞士近年能夠成為傳統
勁旅的絆腳石，穩健的防守才是他們
的最大倚仗，中堅艾簡治身體質素出
色，而且有着引球出擊的能力：而33歲
的門將恩尼森馬更是球隊的無名英雄，上
屆歐國盃8強他就以10個撲救將西班牙拖
入互射12碼階段，雖然最終未能晉級，
但森馬的出色表現已獲得一致認同。

紀律性嚴謹 小組佔優勢

形勢分析位處中歐的瑞士有40%的
15歲以上國民具移民背景，因此國家隊
亦揉合了不同風格。球隊雖然擅於防
守反擊，不過球員普遍擁有不俗的腳
下功夫，具有一定的地面組織能
力，而防守上則有着德國隊的紀
律性及嚴謹。對手要在他們身上
取得入球並非易事，這次小組
面對球風較為自由奔放的塞爾
維亞及喀麥隆，相信瑞士隊
具有一定出線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第21
屆亞洲壁球團體錦標賽3日在韓國清洲誕生
決賽球隊，港女隊以2：0力挫東道主韓國
隊，殺入決賽。

當日賽事，港隊派出李嘉兒與何子樂上
陣，前者以3：0勝Mingyeong Heo，後者
則以3：1挫Hwayeong Eum，為港隊全取2
分後殺入決賽。港隊將與頭號種子馬來西亞
隊爭奪冠軍錦標。

作為2號種子、上屆銀牌得主的港女
隊，在今屆賽先勝伊朗及印度，其後再在最
後一場小組迎戰新加坡，結果由李嘉兒、湯
芷穎及陳善鈺代表香港披甲上陣，三人齊齊
以3：0告捷。助港隊三戰全勝，以B組首名
晉級4強。

至於同樣躋身4強的港男隊，3日面對
強敵科威特，力戰之下以1：2不敵，獲得
銅牌。

中國男團奪體操世錦賽冠軍壁球亞錦賽
港女隊坐亞望冠

當地時間2日在英國利物浦舉行的第51屆體操
世界錦標賽男子團體決賽中，中國隊以257.858
分、領先第二名日本隊4.463分的絕對優勢獲得冠
軍，同時也獲得該項目直通2024巴黎奧運會的“門
票”。東道主英國隊以247.229分獲得銅牌。日本

隊與英國隊也獲得了巴黎奧運會男團比賽的參賽資
格。

男子團體資格賽，中國隊排名第4，東京奧運
會銀牌得主日本隊以較大優勢排名第一。與資格賽
“5+4+3”的賽制不同，決賽採用“5+3+3”的規

則，即每隊報名5人，每個項目3人參賽，3人的成
績均計入總分，中國隊由張博恒、鄒敬園、尤浩、
孫煒和楊家興組成。

中國隊首先進行的是鞍馬，第一個出場的孫煒
儘管出現失誤掉馬，但仍憑藉較好的完成質量拿到
13.633 分。儘管中國隊在該項目上總分僅拿到
41.032分，表現可謂一般，但是就是在這個項目
中，其他隊伍出現的失誤更多更大。其餘7支決賽
隊伍沒有一支總分超過39分，僅在這個項目上，中
國隊就比日本隊多拿了2.566分。

接下來的吊環與跳馬，中國隊分別拿到43.632
和43.332的高分，前三項結束後，中國隊總分已經
上升到第一位。其後的單槓環節，中國隊儘管有些
小失誤，但42.532的總分已足以讓中國隊帶着領先
優勢進入最後一個項目自由操。

最終，中國隊在自由操項目上拿到42.332分，
而日本隊的橋本大輝在單槓上還出現嚴重的掉槓失
誤，中國體操男隊以絕對優勢拿下這枚團體金牌。

◆新華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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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華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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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體操隊以絕對優勢奪中國體操隊以絕對優勢奪
世錦賽男團冠軍世錦賽男團冠軍。。 法新社法新社

◆◆格列沙加今季在格列沙加今季在
阿仙奴狀態回勇阿仙奴狀態回勇，，
對他能否繼續擔當對他能否繼續擔當
瑞士隊必然核心的瑞士隊必然核心的
質疑質疑，，亦漸漸消亦漸漸消
散散。。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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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好戲連臺不散場
中國戲曲文化周將舉辦約400場活動
今日，由王應蛟擔任總導演，王

筱剛擔任導演，李硯、張楠、劉佩琦

、徐錦江、呂良偉、曾江、張璐瑤、

何文輝、孫明明、晉松、馬健、王藝

霏等主演，巴多、程思寒、潘時七、

韓飛行友情出演的奇幻愛情動作電影

《天之書》首發“夜探地宮”海報及

預告，並宣布正式定檔11月 12日全國

上映。影片將遠古地宮探險與千古愛

情傳說相結合，緊張刺激的動作大戲

和震撼磅礴的天書奇觀交織，打造了

壹場充滿神秘色彩又扣人心弦的地宮

探秘大戰，吸睛值爆表。

“夜探地宮”海報預告雙發
深入大漠禁區破遠古迷局
電影《天之書》講述了世界意外陷

入無盡的黑暗，人們查到在大漠深處的

壹座地宮，有壹本遠古天書，地宮裏的

人不死不滅，誰得到天書，便能掌握乾

坤。於是各路人馬紛紛趨之若鶩，組成

探險隊前往大漠地宮，不料地宮裏陰門

大開，異事不絕，探險隊們接二連三地

遭遇各種兇險場面，然而更大的危機還

在步步逼近......

此次發布的“夜探地宮”定檔海

報，以明黃色調展示了地下宮殿的奢

華，盤根錯節的藤蔓和詭秘暗黑的氛

圍，映襯著各路人馬眼神中的各懷鬼

胎，而眾人面前則是壹本流露著耀眼光

芒的天書，張力十足的畫面似乎也在預

示著探險隊尋寶之路的坎坷與不安，瞬

間提升了影片神秘的 質 感 ， 讓 人 迫

不及待想解密。壹同曝光的定檔預

告亦高能不斷——預告開篇便是以

“尋找絕世寶貝”引出大漠地宮中遠

古天書的未解之謎，地宮裏的人不死

不滅，各路人馬紛紛伺機而動，恢弘

幽森的地宮巧陣重重異象頻現，其中

冥王修煉邪術、陰兵侵襲、食人蟲在

黑暗中蝕骨飲血、眾人合力對抗突圍等

場面……無不令人腎上腺素飆升，更是

引來網友瘋狂“打call”。

金牌團隊精致制作
新老戲骨強強聯手解鎖地宮奇跡
《天之書》作為壹部以遠古天書傳

說為靈感創作的奇幻電影，幕後團隊十

分註重對地宮元素的細致呈現，為了讓

故事更加具備感染力，不僅精心挑選拍

攝場地進行極限拍攝，將大漠、地下宮

殿等波瀾壯闊的景象力求真實呈現，還

用大量宏大的特效制造遠古天書問世的

乾坤盛況，讓觀眾在此起彼伏的視覺沖

擊中，沈浸式感受地宮探險帶來的刺激

感。

值得壹提的是，電影《天之書》除

了在幕後制作上的精雕細琢，主演陣容

也是秉持著精品 IP的配置。影片不僅

邀請了曾出演《同桌的妳》、《最好

的我們》、《鎮魂》等影視劇的新生

代演員李硯和曾在熱門劇《鳳囚凰》

、《皓鑭傳》、《雙鏡》中有著精彩演

繹的實力小花張楠擔任男女主，還加盟

了徐錦江(張紀中版《西遊記》《壹代宗

師》)、呂良偉(《上海 灘》《怒火· 重

案》)、劉佩琦(《大宅門》《歸來》)、

曾江(《英雄本色》《竊聽風雲3》)等老

戲骨為影片品質保駕護航，高顏值搭檔

老戲骨強強聯手共同解鎖地宮奇跡，讓

奇幻探險再登銀幕，大膽拓寬了未來主

流電影市場的新方向，值得萬眾期待。

電影《天之書》由浙江藝霏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出品，佛山工匠影業有限公

司、國標新影文化傳媒(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夢酷唐朝影視文化有限公司聯合

出品，北京基點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宣傳發行。

《
再
見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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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壹期《披荊斬棘》更新。在第五次公演下半場對決

中，《男人哭吧不是罪》《浮誇》《怒火》輪番上演，精

彩不斷。就在三大陣營為“唱演家族”最終席位努力時，

摩旅挑戰真人秀《我們的滾燙人生2》、婚姻紀實觀察真

人秀《再見愛人2》相繼官宣定檔，分別於10月29日、11

月1日開播。

作為摩旅挑戰真人秀，《我們的滾燙人生2》集結了

資深摩托車騎手任賢齊、鄭鈞、張震嶽、郝雲，以及“後

勤保障團”吳卓羲、仁科，他們將踏上壹場說走就走的摩

托車旅行，用車輪探尋中國風格各異的寶藏騎行地，感受

祖國大好河山的壯麗。

與第壹季相比，《我們的滾燙人生2》迎來全面升級

，這支6人組成的摩旅樂隊將自力更生，通過上傳音樂短

片來換取對應的生活資金。值得關註的是，騎手團的哥哥

們平均年齡50歲以上，摩托車駕齡20年以上。除延續

《披荊斬棘》中的逗笑兄弟情，還將帶來音樂與摩托車的

化學反應，令人期待。

即將回歸的《再見愛人2》，延續了第壹季的旅行

設定，3對面臨婚姻危機的夫妻將踏上為期18天的旅程

，直面破碎的婚姻關系和尖銳的現實問題，並於旅程最

後壹天作出最終抉擇。同時，胡彥斌、郭采潔、孫怡等

觀察團成員原班回歸，易立競驚喜加盟，共同探討全新

婚姻議題。

此次在嘉賓選擇上，節目組加大了年齡跨度，以探

究不同代際間的婚姻差異，給不同年齡階段的觀眾帶來

全新觀感。3對夫妻中，既有因婚後長期異地而離婚的

蘇詩丁、盧歌，也有戀愛壹個月就閃婚但目前面臨婚姻

危機的張婉婷、宋寧峰，還有60歲選擇離婚的陳美玲、

艾威。

談及為什麼會選擇老年夫妻的加入，節目制片人劉樂

說：“在老齡化越來越嚴重的當下，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值

得被關註。對他們而言，除了愛和理解外，他們還面臨責

任與生死問題，而且老年夫妻也會讓節目探討的維度更加

多元。”此外，為呈現更真實、更完整的節目，心理專家

將隨行錄制全程，理性剖析這3對夫妻的情感狀態和婚姻

問題。

《再見，李可樂》萌寵來襲
閆妮譚松韻成都殺青

近日，由王小列執導，劉倩、吳荑編劇的電影

《再見，李可樂》成都戲份已全部殺青，並官宣第

壹波主演陣容。領銜主演閆妮、領銜主演譚松韻首

度搭檔飾演母女，主演蔣龍、趙小棠、馮雷、李虎

城攜手呈現“天府”的溫暖人情。同步釋出的“最

佳拍檔”殺青海報則初露影片情感內核，海報中人

與萌寵相互擊掌的設計，在童趣溫暖中也開辟了另

壹層想象空間。據悉，影片講述了壹只狗狗意外闖

入家庭生活，獲得悉心照料，取名可樂，由此展開

關於“愛與成長”的溫暖動人故事。本片也成為華

語電影中較為少見的，借寵物視角關註家庭成長，

探討家庭關系、人寵關系等多元化命題的大銀幕作

品。

閆妮譚松韻首搭被贊“天選母女”蔣龍趙小棠
影視新力量加磅助力

截至發稿，電影《再見，李可樂》成都戲份已

全部殺青，並首度公布演員陣容，領銜主演閆妮、

領銜主演譚松韻首次搭檔飾演母女。閆妮憑借對角

色精準且極具感染力的演繹，塑造了多個經典的影

視形象，國民度頗高；譚松韻近年來在諸多家庭、

青春題材的影視作品中，因適配度超高的“少女

感”角色形象與自然純熟的治愈系演技廣受觀眾

好評。殺青當日片方另釋出壹波主創殺青照，領

銜主演閆妮、領銜主演譚松韻以“母女”身份在

殺青現場亮相，二人因角色而展露出相似的親切笑

容與溫暖氣質，讓不少網友驚呼真是壹對“天選母

女”。作為兩代優秀的女演員代表，相信此次詮釋

母女角色會激發出更多表演上的層次感與火花。領

銜主演閆妮表示：“我希望通過拍攝期間各位主創

的齊心協力，讓《再見，李可樂》這部作品穿越

過藍天白雲、穿越過彩虹，讓更多的人看到它的

美好。”領銜主演譚松韻表示：“我已經很久沒

有回到四川拍戲了，這裏的壹切對我來說都很親

切。是緣分和對作品的熱愛讓我們相聚在壹起，希

望和大家壹同呈現壹部很溫暖、很美好的作品。”

除此之外，主演蔣龍、趙小棠作為活躍於舞臺

的演藝新生代，也因其強有力的舞臺表現力逐漸在

影視作品中嶄露頭角。此次加入到影片中，與閆妮

、馮雷、李虎城等多位優秀的演藝前輩合作，同樣

也引發了大眾對兩位新人的期許。電影《再見，李

可樂》涵蓋了多類型、多年齡層的演員陣容，並選

擇了有著“天府之都”美譽的成都作為影片的故事

發生地，在巴適鮮辣的演技碰撞與真實濃烈的煙火

人情中，兩代影人將為觀眾呈現怎樣壹個特別的家

庭故事，令人期待。據悉，後續還會有更多人物的

曝光，期待電影解鎖新角色的亮相。

“暖導”王小列聚焦萌犬與家寵物視角解鎖中
國家庭“親情密碼”

伴隨殺青同步釋出的“最佳拍檔”海報，人與

萌寵相互擊掌的手繪畫面顯得格外溫馨有趣，既展

現了人與狗狗結成默契拍檔的溫暖調性，也反映出

現代家庭中人與寵物如家人般的相互陪伴與成長，

和組成新型家庭模式的可能性。導演王小列因執導

《神犬小七》被觀眾廣為熟知，作為國內為數不多

的與眾多“動物演員”有過拍攝經歷的導演，再次

執導寵物題材作品也讓人有了更多的期待與好奇。

首輪殺青信息發布後有網友表示：“希望延續‘小

七’帶給人的溫暖與感動，小動物才是最‘懂’人

的。”導演王小列從影片的表達視角進行了闡述，

他表示：“這次的故事是從‘可樂’的視角出發，

去觀察‘人’的世界，從動物獨有的‘共情力’出

發，與人類情感產生美好的交互。”而殺青海報的

設計也暗合了這種美好“交互”，讓觀眾側面感知

到，寵物進駐家庭成為“家人”的現代社會環境下

，我們將從更多樣的角度去探尋家庭與親密關系中

的情感“盲區”以及突破固有家庭類型片格局後所

帶來的新的話題討論。對於影片的創作核心，本片

的制片人嶽洋表示：“我們想要創造壹種可能性，

創作壹部真正代表中國家庭人寵情緣的電影，我們

壹直在開拓的路上，希望可以在我們的電影市場上

留下濃墨重彩的壹筆。”

電影《再見，李可樂》由麥特影業（湖北）有

限公司、亞太國影（重慶）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

京登峰國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北京上獅文化傳播

有限公司、夢將軍（上海）影業有限公司出品；壹

誌行動影業（湖北）有限公司、海南辰祐文化創意

工作室、湖北蜂窩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北京呆貓互

娛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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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好聲音》百強誕生車婉婉看海選片動容

參賽者多名人背景參賽者多名人背景
陳欣健女兒陳欣健女兒李玟胞姐李玟胞姐入圍入圍

3日先有31位《中年好聲音》參賽者亮
相，當中不乏熟悉的面孔如李玟的二姐

李思林、陳欣健女兒陳早怡及屯門“娜娜”
董幸兒。節目由車婉婉主持，亦請來肥媽、
張佳添、伍仲衡及周國豐擔任評審，TVB總
經理曾志偉亦有現身支持節目，並率眾切燒
豬祈求節目拍攝順利。

3日率先見傳媒的參賽者，當中還有曾
參加ViuTV選秀節目的李泇霖、曹敏莉妹

妹曹敏寶、鄺文珣老公應德榮、“黑
妹”李麗霞的女兒蔡穎秋、JW王
灝兒朋友支嚳儀、《愛．回家》
飾演“賈名媛”的邱芷微，以
及歌手周吉佩和何弘軒等。

李思林不怕與胞妹李玟比較
李思林表示近日妹妹李

玫工作忙，所以未有告知對
方她有份參賽，她也做好心理
準備會被人拿她與妹妹做比
較，她說：“我們一家人一直有
互相支持，相信妹妹知道後都會替

我開心，自己壓力一定有，因為大家會拿

我們來比較，但我和妹妹的聲線是截然不
同，唱法也不同，希望大家給我一個機
會，我也會接受大家的意見。”問到會否
請李玫上節目幫她造勢時，李思林說：
“我會叫家姐來，其實我參賽就是想證明
給家姐看，不用怕有壓力和不怕有比
較。”

陳早怡最後一刻通知父親
陳早怡笑言在決定參賽最後一刻才通

知爸爸，她自知唱功不是很叻，但就是很
喜歡唱歌，原本是陪兩位好朋友來面試，
結果她也有份入圍。陳早怡稱爸爸一向很
尊重她的決定，有需要問他意見時一定會
幫忙，笑稱老公現時最辛苦，因她要練歌
少了時間見面，對方不但沒有投訴，更反
過來要求跟她一起練歌。

有屯門“娜娜”之稱的董幸兒表示收
到入圍通知時十分開心，現在會多聽歌曲
去備戰，從而找到適合自己演繹的歌曲。
笑問娜娜的舞技是否她的秘密武器，她謙
稱節目上高手如雲，她沒有“殺手鐧”傍
身，如果有跳舞環節就可以加插舞步演

繹。
主持人車婉婉表示她是1992年新秀冠

軍入行，轉眼間已30年並首次擔任歌唱比
賽主持，她說：“志偉找我傾時覺得節目
很適合我做，既是歌唱比賽出身又有點人
生閱歷，不過我做都有壓力的，我花了日
半時間去看海選影片，因為我想跟參賽者
一起成長，而且他們都是唱得之人和有人
生閱歷，看完他們的影片，聽完他們的故
事後，我都雙眼通紅，因為覺得自己很幸
福，當年獲家人支持去追夢。”

車婉婉寄語參賽者要揀選適合自己音
域的歌曲，最重要是去享受舞台。而在參
賽者當中，婉婉也有早已認識的朋友，她
說：“當年我參加新秀就是早怡爸爸有份
搞的，初時看片見到名字很熟，一見樣就
知道是她，她兩父女很似樣。李玟家姐也
是認識的，因為李玟是我之後一屆的新
秀，當年我們都是華星唱片又一起登台，
所以有見過她幾姊妹。而最令我驚訝的是
鄺文珣老公，因為他平時是長期靜音不開
聲，也未見過他唱歌，想不到原來他養聲
養了40多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歌唱選

秀節目《中年好聲音》3日於香港電視城

舉行拜神儀式，100位參賽者經過初選後

正式誕生， 車婉婉看過各人海選影片後

十分感動。參賽者當中不乏有名人背景，

如陳欣健女兒陳早怡、“黑妹”李麗霞女

兒蔡穎秋及樂壇天后李玟二姐李思林等，

李思林強調自己聲線與唱法跟妹妹不同，

也有心理準備大家會拿兩人作比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子棠）“金句
王”黎明（Leon）日前應邀現身合作多年的
銀行舉辦的開幕儀式，令人驚喜的是現場有
一幕元宇宙版Leon登場，與現實中的Leon相
映成趣；席間Leon沒有拋“金句”，卻罕有
分享育兒想法及理財之道。

一向有留意科技的Leon說：“我都有留
意關於元宇宙的資訊，今次現實與元宇宙同
時舉行開幕儀式我也是首次參與。這種做法
非常創新和突破。”

在快問快答的環節中，Leon更罕有分享
自身育兒的想法：“小朋友平時返學校的時
間已經佔咗一大部分，如果回到家，我們可
以盡量分配多一點時間和小朋友玩及相處，
讓他們從日常生活中學習，靠感官去認識周
圍的事物。”

談到怎樣運用財富，Leon表示：“我會
把財富分配好，除了一部分用作慈善外，另
一部分會用來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子棠）許靖韻
（Angela）和楊丞琳在內地綜藝節目《我們
的歌》中合唱《明知做戲》，二人於舞台上
的粵語對唱，得到不少觀眾的注意及讚嘆，
亦有不少網民表示，Angela跟粵語歌曲的配
合度很高，很喜歡她的音色。問到為什麼揀
選《明知做戲》這首歌時，Angela表示這首
歌很能夠表達自己現在的狀態，更表示會主
動爭取和把握每一次機會。

節目中，她講述了自己一路
走來對音樂的堅持，並且很感激
楊丞琳願意陪她練習這首歌。除此之外，二
人在詮釋這首歌時，還創新地融入該首歌的
普通話版本《手放開》，給觀眾帶來了一個
全新版本的《明知做戲》。另外，Angela於
節目中又現場清唱粵語版《嘉賓》，跟嘉賓
張遠甚有默契，不少粉絲都十分期待二人更
多的合作。

許靖韻：主動爭取機會
與楊丞琳合唱反應好

▲ 許靖韻和楊丞琳
（右）在舞台上配合
度很高。 ◆◆ 許靖韻許靖韻（（右右））感謝楊感謝楊

丞琳願意陪她練習丞琳願意陪她練習。。

◀ 李玟光環太耀
眼，難免給姐姐造
成壓力。 資料圖片

▲ 陳欣健很遲
才知女兒參賽。

資料圖片

◆◆ 車婉婉本身是車婉婉本身是3030
年前新秀冠軍入行年前新秀冠軍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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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重視與黎明重視與
寶 貝 女 的 關寶 貝 女 的 關
係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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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焯菲開騷戒零食聚會
香港文匯報訊新晉歌手姚焯

菲（Chantel）與張馳豪（Aska）憑着
選秀節目《 聲夢傳奇》出道，短短一

年人氣急升，3日正式宣布將於11月27日假旺
角麥花臣場館舉行演唱會。是次演唱會主題為
“#LOMLive” ， 意 思 是 “Love of My
‘Live’”，Chantel及Aska希望透過演唱會與
一眾樂迷分享愛。

對於今次與Aska有機會齊齊開大型演唱
會，16歲的Chantel表示已開始全力以赴作準
備：“真的可以用‘聲夢’成真來形容，我已
與家人說好11月要進行‘地獄式’訓練，跑步

練氣，戒食糖果、薯片等零食。這一個月會謝
絕與朋友聚會，還要密集式練歌排舞，務求以
最好狀態跟樂迷見面。”

Aska對於今次與Chantel合作相當期待，
受託“騷肌擔當”的他表示：“Chantel說操肌
的任務交給我，我會盡力而為，我可以與Ch-
antel合作開演唱會十分開心。大家‘聲夢’之
後都有不同合作，不過今次一齊合力做一個幾
小時的演唱會，大家都要兼顧好多，同時要分
工合作，亦希望可以給大家一些驚喜。”

入行短短一年，Aska表示除了唱歌，還可
以拍劇，有不少嘗試，亦識了一班圈中好友：

“希望到時可以邀請‘聲夢’的同學，還有
‘美麗戰場’的一班演員及導演來看我的演唱
會。”

委託張馳豪“騷肌擔當”

◆◆黎明日前亮相銀行舉辦的開幕儀式黎明日前亮相銀行舉辦的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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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一：教育资源

美加都拥有世界顶级的教育资源。其中，

美国是世界上教育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有

4000 多所大学，其中不乏世界顶尖大学。在

2022 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TOP20的高校

有15所是美国大学。相比之下，加拿大的大学

总数仅200多所，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最高的是多

伦多大学，位于第19位。但加拿大的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滑铁卢大学等同样都是世界知名

学府。

显而易见，美国高等教育的领先程度和丰

富程度来说，美国都更胜一筹，成为吸引“学

霸”家庭的重要动因。即使一些“普娃”去美

国后，只能进入排名50-100左右的大学，从学术

优势来说也高不少。但是，美国顶级大学的申

请难度也肯定是比加拿大顶级大学的申请难度

更大。美国顶级院校除了学术成绩外，也要求

学生“全方位发展”。而加拿大对于本土学生

的申请要求却更偏重于学校的学科成绩，只要

成绩优秀，加拿大顶级大学的录取率还是非常

高的。

另一个重要考量就是学费。在美国，私立

大学的学费是相当昂贵的，本地生（含永居身

份）平均一年纯学费在2-4万美元左右（公立私

立、州内州外各有区别），甚至更高，相当于

15-30万人民币左右。而加拿大最优秀的大学则

是以公立大学为主，对于本地学生（含永居身

份）学费本身就会相对低很多。一年大约在6-7

千加币左右，约人民币3-3.5万人民币。

所以，移民家庭可以从学校排名、学费、

入学难易程度，甚至毕业后就业等多维度来进

行考量。

动机二：社会福利

美国拥有世界最顶尖的教育和医疗，但却

并不是一个福利国家。相比来说，加拿大的福

利制度要优势很多，这也成为很多家庭选择的

动因之一。

加拿大实行的是全民医保的医疗政策，包

含了医疗服务、诊费和住院费，药费需自理。

虽然排队的时间相对较长，如果要做特殊的检

查就更是要等很久，但是单单在医疗一个环节

，加拿大人的费用就比美国大大降低。

此外，在加拿大实行的是老年保障（OAS）

计划。每月政府都会支付给年满65岁及以上符

合加拿大法律地位和居住要求的老年人。

美国并非福利国家，医疗开销是让美国人

头疼的一项费用。美国每年的医疗开支排名全

球榜首，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需要依靠保险公司

的保额来支付医疗账单。美国联邦政府也有推

出一些医疗保险改革政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奥巴马任期时推出的医疗保险改革方案，来确

保所有人都能有能力应付重大疾病的天价费用

。但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所有人都需要承担

较为高昂的日常保险费用。同时，美国也有针

对低收入人群的医疗福利政策，如白卡等等，

但是想要申请的门槛非常高，也不是人人都能

符合标准。

关于退休金，需要美国绿卡持有者累计10

年的缴税记录，缴纳工资总额4%的社保税累计

至少40个积分，就可以在65岁后领取联邦政府

发放的退休金，通常金额在$1000-$1200之间。

动机三：实际就业

有人偏好移民不移居，也有人偏好真正举

家迁徙、落地生根。对于后者来说，能够在移

民目标国展开就业也是考虑因素之一。

美国是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但是美国

的政策更倾向于为本国人民提供就业机会。对

于那些想通过“工作签证“、”雇主移民“拿

到绿卡的申请人来说，即使属于著名大型科技

公司的员工，也必须持有H1B工作签证，再苦

熬等待几年才能有获得绿卡的机会。

与之相反的是，加拿大不仅需要移民，还

有欢迎移民的多元文化传统。加拿大的13个省

和地区都面临着人力短缺的问题，为移民创造

就业机会的空间很大，这也是加拿大雇主担保

移民成为主流移民途径的重要原因。

额外考虑：地理位置和气候

加拿大位于北美洲的最北端，紧邻美国北

部，与纽约州、缅因州和华盛顿州等多个州相

邻。由于位置偏北，相比之下加拿大比较寒冷

。旅加华人集中在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

等加拿大气候最适宜的地方。

美国地理位置偏南，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

夷以外，美国大部分地区都属于温带和亚热带

气候。以全美华人聚集最多的地区——加州为

例，那里一年四季阳光明媚，气候宜人，非常

适合居住。

申请人必须在过去5年内在加拿大居住超过

730天（约2年）；

申请人在加拿大境内。

所以，如果办理加拿大移民，一定要保证

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呆在加拿大。

而美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移民监，不像

加拿大有明确的时间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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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因

此会出现“跑卡”的现象。

如果申请人的家人和事业的重心都在国内

，需要频繁回国。通常的做法是，移民申请人

到美国领取绿卡后，同时在美国境内办理回美

证，拿到回美证后，再飞回中国，完全不影响

中国身份，也不会影响绿卡身份。

移民申请的语言关卡

无论美国还是加拿大，华人集中地在饮食

、娱乐等方面的都越来越容易让国人适应。但

是，进行移民申请时，加拿大的雇主担保移民

却是明确需要英语或法语成绩，这成为拦住很

多申请人的关卡。

相反，美国职业类移民申请，却没有语言

方面的要求。当然如果申请人申请的是雇主担

保类的移民，不免在最后移民面试时，移民官

会因为你不懂因为而产生质疑，但语言从来不

是一个硬性条件。

美国与加拿大移民政策

美国移民政策 美国现行移民法，颁布于

1990年，全称为《Immigration & Nationality Act

（移民及国籍法）》，（简写为INA）。在此之

后，直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几十

个移民相关法案和修正案，更加完善了现代美

国移民体系，但美国基本移民类别并未发生变

化。根据INA，可以把美国移民类别分为四大类

别：

亲属移民

职业移民

人道主义移民

多元化移民

对于广大移民申请人来讲，除了亲属移民

之外，主要是通过职业移民的方式获取绿卡。

美国职业移民，全称为Employment-Based Immi-

gration，是美国政府根据美国的法律，允许任何

美国劳工市场上短缺的合格人才通过技术或特

殊人才的条件，申请美国的合法永久居住权。

美国职业移民又分为五类：

EB1类别——申请人是各行业内自身条件非

常优秀杰出人才，移民可以自雇或者移民到美

国后必然能被雇佣；

EB2类别——申请人是具有专业或特殊才能

的优秀人才，并有美国雇主担保的移民方式；

EB3类别——申请人是专业人士、熟练工人

或非技术工人，可以获得美国雇主长期的就业

许可；

EB4类别——申请人是宗教工作者、外交职

员、国际组织退休人员等，是由于美国政府或

者机构的特殊需求而需要雇佣的海外人士；

EB5类别——申请人凭借自己的资金和投资

经验，可以在美国创造符合移民局要求的就业

人数和标准的移民方式。

从美国的移民政策上看，美国更偏爱的移

民是行业内的顶尖人才。所以作为第一优先类

别的EB1A杰出人才移民拥有无排期，配额多，

可15天加急处理等众多优点。另外EB1A和NIW

这类人才类移民，都无语言、学历、年龄、行

业、资产的限制，并且不需要申请劳工证，就

可以直接申请移民并获得永久绿卡。

但是美国的EB1A难度较大，并不适用于所

有申请人，还是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衡量，

必要时候退而选择EB2\EB3等类别项目。同时，

美国的移民政策对中国出生的移民申请人还有

配额的限制，大多数移民类别都需要等待排期

，但EB1A目前处于无排期窗口期，符合条件的

申请人可以抓紧！

加拿大移民政策

为了弥补人口短缺，加拿大需要完成三年

的“百万移民”目标！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联

邦政府和加拿大的每个省和地区都开通了许多

经济类移民的途径，目前加拿大有104种不同的

“经济类移民途径”，就是为了使加拿大能够

满足更多潜在移民的需求。而这些潜在移民又

能为加拿大带来各种技能，为加拿大的国家经

济增长做出贡献。事实证明，加拿大确实因此

促成了长久的发展。

加拿大移民项目可分三类，分别是家属类

移民、经济类移民以及难民/人道主义移民。

其中，经济类移民严格来说分为两类：联

邦移民类别和各省省提名。这两大类主要分为5

种移民方向：

技术移民

雇主担保移民

联邦自雇移民

创业投资移民

留学转移民

经济阶层在加拿大移民中所占比例最大，

占到整个移民群体中的60%。大多数经济类移民

是境外申请的高技能工人、已持有工签的高技

能的工人、和已经生活在加拿大的留学生。

与美国移民政策不同，雇主担保是加拿

大政府最为推崇的移民方式，因为它能够帮

助加拿大移民局完成“新移民KPI”。因为如

果你能拿到工作和雇主担保，加拿大政府就

相信你移民后的生存和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

，所以，雇主担保就成了更有效的移民筛选

方式。

加拿大雇主担保移民各省要求不一，对申

请人语言、学历、工作经验、技术以及职业方

面存在一定的要求与限制。只要符合个人方面

的这些硬性要求，最终获批率却很高，基本上

只要为您提供担保的雇主在加拿大符合当地要

求的生意和收入，那么移民基本上都不会失败

，移民成功率也得到了保障。

留学生移民政策

绝大部分的移民申请人是父母一辈，带上

自己的配偶和未婚低龄子女。但是也不排除留

学生本人毕业之后，自己申请移民。今天最后

就对比这类申请人在两国移民申请中的差别。

美国的留学生如果完全靠自身的力量，最

终要走到移民成功这一步非常困难。需要经历

毕业后要找到合格雇主，愿意为留学生提供抽

签和移民申请。但事实上，有移民资格的雇主

非常少，且怕麻烦；如果帮留学生递交申请，

可能就会用较同行更低的薪资来作为条件。而

且，H1B抽取工签的中签率非常低，特别是针

对本科生来说，此后还要雇主运营正常，并继

续递交移民申请。这样整个雇主担保移民申请

的流程时间长、成功率小，留学生会被羁绊很

多年。

相比美国，加拿大更加欢迎留学移民，留

学生毕业后可以申请专门针对留学生的留学生

移民项目（工签转移民）。加拿大留学生申请

工签及续签相对更加容易。在加拿大，读书1年

课程毕业后给1年工签，读书2年或以上课程则

给3年工签。加拿大一些省份，如安省、BC省

、埃尔伯塔省、萨省、大西洋四省的省提名体

系中，都有专门针对留学的移民通道。留学生

在获取雇主的offer之后，没有明确的工作经验

要求，就可以申请省提名的项目。

加拿大留学生在留学期间也可以结婚移民

；即使读书过程中也可以转换其他类别移民项

目。总之，对于加拿大留学生来讲，可实现移

民的路径丰富多样。

想移民，美国or加拿大？你不是唯一的纠结者
移民无疑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抉择，可能造就了人生轨迹的转变。所以，移民目的地的选择和移民类型规划就显得相当重要。

美国和加拿大作为国人、乃至世界范围移民移居的主要目标国，在生活环境，医疗，在教育和很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规

划移民身份，应该选择美国还是选择加拿大呢？哪个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今天就从几方面来分析一下。

香港著名作家及評論家李怡於10月初離世，享
年86歲。我在移民來美之前，曾跟李怡相識，並曾
在他於1970年創辦之左派雜誌《七十年代》上撰寫
文章，其後於1984年，該雜誌易名為《九十年代》
，政治立場轉向反對中共之極權制度及漠視中國國民
追求民主自由的活動。今斯人己逝，在香港及海外，
紀念這位正直不柯的文人大不乏人。其中香港其中一
脈自由主義傳統的嶺南大學前政治學系主任王耀宗，
曾於1980年代任職《七十年代》國際版編輯，特此
撰文回憶在《七十年代》雜誌的工作點滴，以及對李
怡的種種印象：

得悉香港著名政治評論家李怡於10月5日在台
灣逝世，勾起了我的一些回憶。李怡晚年寫回憶錄，
稱為「失敗者」回憶錄，似乎是過度貶低了自己。從
他個人的聲譽及成就 來看，從傳統左派中學的畢業
生到譽滿全球華人文化圈，以及成為香港最具影響力
的政論家之一，過程不簡單，當然不是一個「失敗者
」了。

1980年夏天，我正在找工作。我的中大同學、

曾任崇基學生會會長的陳以衍兄離港去美國深造，介
紹我入《七十年代》雜誌，代替他出任國際版編輯。
當時雜誌社設在灣仔莊士頓道天地圖書公司內，在地
牢闢出一角作為編輯部；另有一個小會客室，編輯部
有四五個人，感覺上是頗為擠迫的。李怡是總編輯，
執行編輯是黎廷瑤兄，還有一個行政助理、一個秘書
、一個兼職的藝術編輯。後來跟着李怡多年並且任執
行編輯的方蘇兄，當時在書籍部工作。

初入《七十年代》，月薪是2000元，在政府的
大學畢業生起薪點大約3500元。我們編輯在刊物上
寫稿，可以有一半稿費，約1000字15元的收入，所
以每月有100多元的額外收入。此外，雜誌提供午飯
，到了中午約1點，大家圍在一張大圓枱，擺上筷子
開飯，倒是吃得十分開心。

但是李怡卻甚少和我們一起吃飯。我也甚少在編
輯部內看到他，他的主要工作似乎是在「外交」上，
向朋友組織稿件，或自己寫稿。我估計每期稿件，編
輯部的同人佔了三分之一至一半以上，所有編務都是
黎廷瑤幹的。在編務上，李怡並沒有什麼干預。編輯

獨立選題及寫稿，每到出版前，總有很多稿件，印象
中，似從來沒有開過編輯會議。

在國際上，1980年代的大事是波蘭團結工會的
興起以及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危機。我以不同的筆名
寫了一些介紹及評論；中國方面大事是鄧小平鎮壓北
京之春後餘波盪漾，魏京生已被判刑，但廣州仍見開
放。李一哲大字報作者之一王希哲在廣州頗活躍，很
多香港的知識青年去探他，他都歡迎。我亦去了他的
家。他託我將他寫的4萬字文章〈毛澤東與文化大革
命〉帶來香港。這篇文章後來一次過刊在《七十年代
》，轟動一時。此外，我亦與王希哲作了一次長談，
將訪問稿寄去英國的《新左評論》（New Left Re-
view），他們翻譯成英文後刊出。

我在大學主修哲學，副修社會學，畢業後的理想
工作是希望做文化相關的編輯工作。之前亦有編輯經
驗，所以在《七十年代》工作得頗愉快的，不料入去
不久，股權起了變化，一年後就離開了。這一方面，
李怡在他的回憶錄有詳細記載，而香港明報 世紀也
有更豐富的報導，此處就不記述了。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香港文友共憶李怡香港文友共憶李怡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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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主演電影《我吃了那男

孩一整年的早餐》的周興哲，雙

料入圍最佳新演員與原創電影歌

曲，剛開完演唱會的他，將在典

禮演唱〈想知道你在想什麼〉，

他說感覺非常期待又興奮，也再

次感謝評審給予入圍的鼓勵與肯

定。

去年在金曲獎拿下第二座台

語歌后與最佳台語專輯的曹雅雯

，第一次為電影《流麻溝十五號

》創作歌曲〈永遠的所在〉就順

利入圍，她表示跟金曲獎入圍不

太一樣，更像是新領域的探索之

旅，個人非常期待當天的典禮盛

況與表演。

取材紀錄片《九槍》主角阮

國非生前臉書文字而譜曲的〈為

了妳〉，會由年輕的台越新二代

賴學靜以母語越南語搭檔聲樂家

林義偉一起來詮釋，他們透過劇

組傳達很榮幸能用歌聲參與金馬

，無比興奮與榮幸，也是夢想的

實現。

《哈勇家》導演陳潔瑤不僅

入圍金馬最佳導演、原著劇本，

參與作詞的〈烤火的房〉也入圍

最 佳 原 創 電 影 歌 曲 ， 女 團

AKB48 Team TP出身的主唱及女

主角林亭莉，對於可以站上大舞

台演唱電影主題曲感到受寵若驚

，很感謝上天賜予她的歌聲，希

望能夠把這首溫暖歌曲好好地傳

遞給大家。

金馬執委會連續6年邀請影

壇潛力新秀擔任遞獎大使，包含

曾獲得兩次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的

劉冠廷、最佳新演員范少勳、金

馬58星光大道主持人徐鈞浩及入

圍本屆金鐘獎最佳女配角的王真

琳，都曾為歷屆學長姐之一。

今年金馬遞獎大使都在第44

屆金穗獎入圍片中表現亮眼，以

網劇HIStory3《那一天》打開知

名度的黃雋智，在《祕密的午後

》不落俗套的清新演出，受到各

方矚目；科班出身的黃稚玲，憑

藉《軟弱的梨》拿下本屆金穗獎

最佳演員，並入圍上屆台北電影

獎最佳新人，演技有目共睹；從

伸展台躍上大銀幕的黃珮琪，在

《姊姊》生動自然的詮釋也廣獲

好評，除了獲得上屆桃園電影節

未來之星獎，也將在年底開拍的

長片版擔綱女主角。

此次三位遞獎大使形象拍

攝特別穿上由台灣選貨暨服裝

品牌plain-me全新推出的設計師

品牌 persona.首發秋冬新裝，服

裝以日本限定面料製作，絲質

般的細緻光澤、舒適的垂墜感

讓整體氛圍更鮮明優雅，並以

簡約率性的穿搭態度，呈現影

壇新秀特有的青春氣息，並結

合片場拍攝場景，打造有別以

往的形象視覺照。頒獎典禮當

天，則將由台灣設計師汪俐伶

打造專屬大使禮服。

第59屆金馬獎入圍影片皆會

在明天（11/02）展開的金馬影展

放映，影迷可以上金馬影展購票

系統或於現場購票。第59屆金馬

獎頒獎典禮將於11月19日於台北

國父紀念館舉行，觀眾可鎖定台

視頻道同步收看直播，網路直播

則由 MyVideo 影音獨家播出，

LINE TODAY共同轉播，海外除

了新加坡（Hub都會台）馬來西

亞（Astro）各有當地電視台直播

外， 其餘地區皆可透過金馬與台

視YouTube 同步觀賞，更多資訊

請見官網典禮資訊。

金馬59最佳電影歌曲多達四種語言獻唱
周興哲、曹雅雯、林亭莉、賴學靜四位入圍本屆金馬獎 「最佳

原創電影歌曲」 的主唱者，全員到齊，屆時將有四種不同語言於典
禮獻唱，精彩可期。而被譽為 「影壇新星搖籃」 的 「金馬遞獎大使
」 ，也首度於台灣最大的新銳創作競賽 「金穗獎」 發掘潛力新人，
從中選出演員黃雋智、黃稚玲、黃珮琪接棒擔任。

臺北市勞動局於今日 11月 2日舉辦

「2022勞動影像嘉年華－臺北勞工影展」

開跑記者會，金獎音效設計師周震以代言

人的身份出席，與勞動局長高寶華、策展

顧問陳璽文一同介紹本屆影展精彩影片並

邀請評審代表鄭雅慧公布2022勞動金像獎

7支入圍影片。本屆影展採實體放映，於

光點華山電影館辦理，觀迎免費索票看電

影。勞動局長高寶華上台時表示：「今天

何其有幸在這邊參加活動，7年以來這個

活動越辦越好、規模越來越大，從各位踴

躍的參與，看得出來我們越來越重視勞動

議題。」

談及這次勞工影展的主題之一「疫起

勞動」，高寶華說，因目前疫情告一段落

，大眾重新恢復正常生活、工作和休閒，

但工作型態仍出現許多變化，「有什麼法

律規定能真正保障勞工在工作上的權益？

我們也在上週邀請學者專家一起來探討疫

情解封後的工作型態，例如居家辦公怎麼

算加班、如何認定？這是我們會遇到的問

題，必須儘早去了解可能發生的勞資糾紛

、擬定指引。」

勞工影展舉行至第7屆，高寶華特別

高興今日有許多工會代表來參與，「希望

把這個活動宣傳出去，讓工會會員透過電

影中的勞工生活，藉此了解怎麼去保障自

身權益，也讓老闆們避免誤觸法律。我們

不要談硬梆梆的法條，透過輕鬆愉快的軟

性方式把勞動精神傳送出去。」他最後感

謝台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的努力，也

希望未來能為影展爭取更多經費。

在影視產業辛勤耕耘27年的音效設計

師周震今日展現職人精神，在現場用意想

不到的方式製造出音效，讓觀眾當面感受

音效對於影視作品產生的魔力。他也分享

今年擔任代言人的心情，「非常榮幸，過

去都是大明星擔任代言人，今年大膽找幕

後人員，當然想藉此機會宣傳一下和勞工

議題相關的紀錄片。」他特別提到今年參

與創作的《九槍》剛好和策展人陳璽文監

製《神人之家》競爭本屆金馬獎最佳紀錄

片，希望屆時大家都能進影廳觀賞這兩部

片。

周震被問到擔任音效師最有趣的事，

他說：「去創作出各種可能性，尤其是聲

音是電影中很重要的敘事角色，但大家因

為多用視覺思考，聲音容易被忽略，但其

實可以用內心潛在等手法去表現，不同案

子就有不同挑戰。」最重要的前置作業？

他誠實說：「要先把合約搞定，因為費用

、買斷等都是大家常常遇到的問題。」周

震用簡單的一句話點出影視產業的勞資問

題，他的直言不諱也讓主持人楊達敬忍不

住打趣說：「哇！這個代言人沒有在講場

面話。」

今年「勞工影展」和「勞動金像獎得

獎影片」再度結合，集結來自西班牙、法

、日、韓、芬蘭、美國等國23部片，如

《失業風暴》由法國影后茱麗葉畢諾許主

演，改編自2010年撼動法國紀實報導文學

《資深記者化身底層階級180天》，她詮

釋資深記者化身勞工體驗底層失業生活、

《改革好萊塢》揭露了好萊塢產業的秘辛

，呈現了這幾年國際世界持續關注的

「#MeToo」、「Time’s Up」運動，片中

也由許多好萊塢一線女藝人梅莉史翠普、

娜塔莉波曼等人親自現身，發聲提供自身

經歷，以平衡女性在全球電影工業勞動市

場的待遇與處境。

《降河洄游》為已逝演員吳朋奉遺作

，獲得2022第 57屆金鐘獎迷你劇集電視

電影類男主角，該片探討台灣捕鰻市場為

利益糾紛而影響勞動權益及職場安全。同

時還有亞洲獨立製片導演王君弘及Sean

Wang以紀錄片類型影片，剖析亞洲勞動

面面觀，讓觀眾一次擁有多面向的影片一

飽眼福，期許觀眾能夠透過本屆影片徵件

競賽和勞工影展的放映，了解國際移工、

職場安全、後疫情時代勞動力市場轉變等

議題，紛亂動燙的世界，無論是勞工或資

方，如何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轉變。影展

片單宣傳片連結如下：https://youtu.be/kZu-

gEuT-8-A

本屆勞工影展共有「疫起勞動」、

「勞動群象」、「勞動金像獎」3大主題

，111年11月25日至30日及12月5日至7

日期間於「光點華山電影館」放映，其中

「勞動金像獎」單元將搶先放映由多部參

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的本屆7部得獎作品，

分別是《海與岸》、《臨演人生》、《台

灣紳士》、《阿義》、《有時 Mama,有

時 Mimi》、《司機On the Road 公車》

、《阿母ㄟ柑仔店與它的關係企業》，首

獎35萬元獎落誰家，將於111年11月27日

的頒獎典禮揭曉。

影展將於111年11月3日至12月7日

期間，於KKTIX線上免費預約，或現場免

費索票、團體票可電洽預約，影展期間更

將有映後座談，民眾觀影後可與講者進行

現場互動，並有機會獲得精美禮品旅行三

件組。片單詳情及索票網址請至活動官網

(http://laboraward.bola.taipei/awards/movies/

preview/24.html)查詢，相關問題可洽詢承

辦單位台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

（02-2788-8782），或可撥 1999（外縣市

請撥02-2720-8889）分機3357轉北市勞動

局勞教文化科。

2022臺北勞工影展開跑了 30部影片精彩獻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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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过去的黄金周假期，烟台又凭它的海

上了热搜。

视频里满是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提着

大袋海鲜满载而归的老老少少，网友悟了，原

来烟台的海不仅迷人，还好吃得很。

随着“烟台赶海人一晚捞千余斤海肠”

“烟台赶海捡回三十斤泸沽虾”“烟台人捞完

海肠捡海螺”等报道接二连三地出现，赶海市

民肉眼可见地愈聚愈多，甚至还有连夜驱车400

里赶来“进货”的“真爱粉”。

可以说，烟台这波“开盲盒”式赶海的火

热，让明明坐拥大片海景却在海滨旅游城市榜

单中略显透明的烟台重新回到了国民的视野。

那想实现“海鲜自由”的吃货们要问了：

要是去到烟台，我要去哪里赶海？还有什么好

吃、好玩的？

别急，跟着九行一起去烟台看看。

来烟台实现的可不止“海鲜自由”

事实上，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早已贴心地

选划了可以赶海的区域，无论观光还是垂钓，

都凭君心意，比如烟台著名的滨海广场、市水

产研究所码头等。

要想得到热搜视频里那种酣畅淋漓的赶海

体验，退潮是最好的捕捞时机，看准每天的潮

汐时间表，捞回满满一桶海肠、泸沽虾不成问

题。

另外，耙子、桶、网兜是赶海必不可少的

工具，防晒用品和创可贴、手套也一起带上，

一不小心你就能遇到比热搜里更眼前一亮的小

海货。

比如，海蛎子、蛤蜊、海螺算是比较容易

遇到的，仔细在石滩上挖一挖，还有可能随机

“掉落”海参、鲍鱼等大礼包。赶海赶到最后

，是真的可以应有尽有。

满载而归回旅馆，或者付钱请小餐馆加工

一番，各式各样的海鲜系美食就琳琅满目地摆

上了这一晚的餐桌，你可以永远相信鲁菜，更

可以相信烟台厨师们的一手好活。

比如火上了热搜的烟台海肠，最常见的就

是摇身变成海肠捞饭。

海肠捞饭可以说是最具烟台特色的家常菜

了，粉嫩的海肠搭配翠绿的韭菜，加入鲜香的

酱汁翻炒入味后一起淋在炒饭上，光是卖相就

让人食指大动。

先将浇头与米饭拌匀，等酱汁充分浸入米

饭后再端出厨房，一点小小的耐心才有办法使

美味加倍，不信尝尝，韭菜的辛辣脆爽刚入口

，里面的海肠香味随后就占满口腔，特有的嚼

劲越尝越鲜，配上米饭，粒粒香甜。

烟台人民的快乐，我这回总算感受到了。

再比如胶东海域的鲅鱼，肉质细腻、味道

甘甜。在古时，崇尚孝道的胶东人到了鲅鱼最

肥美的季节，一定会挑选最好的先送给父母。

因此，在胶东也有“鲅鱼跳，丈人笑”的谚语

。

而对于烟台人民来说，对一条新鲜鲅鱼最

高的尊重，当然是把它包成饺子啦！

鲅鱼水饺的特点是个大皮薄，爽滑鲜嫩。

柔软薄透的面皮包裹着细腻甘甜的鲅鱼蓉，一

口下去汁水瞬间充满口腔，这不就是海的味道

？怪不得“没有一条鲅鱼能活着游出山东”。

其实，烟台的美食绝不止海鲜，逛过水果

摊的基本都见过这样一种纸箱，上边赫赫印着

“烟台苹果”4个大字。

烟台种植苹果的历史非常悠久,在西洋苹果

随着传教士来到烟台后，当地农民利用西方苹

果的枝条嫁接改造了苹果。烟台成为了中国最

早栽培西洋苹果的地方，也被称为中国现代苹

果的发源地。

烟台地处北纬37度，是种植苹果的“黄金

地带”；它又位于黄海、渤海之滨，气候受海

洋影响大，形成春迟、夏凉、秋爽、冬不寒的

气候，这样的气候，光是听听都舒爽。

不仅宜人居，更宜“苹果居”，也正是由

于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造就了烟台苹果有口

皆碑的优良品质。

烟台的发展，与海有关

烟台三面环海，在古时便有着浓厚的渔民

文化与神仙文化。而在晚清时，烟台港因通商

条件优秀成为山东近代第一个通商口岸，并作

为山东唯一的通商口岸持续了30多年。

烟台山灯塔就是烟台港发展史的见证者。

这座始建于1905年的灯塔，是烟台港开港后的

产物，至今已有近120年的历史，被誉为 “黄

海夜明珠”。

作为“烟台市标”的灯塔，矗立在青翠的

烟台山上，不远处便是湛蓝的海。若是天气好

，还能看见阳光为白色的塔身镀上一层光晕，

在海天一色间显得更加梦幻。

当夜幕降临时，灯塔便成了渔民们最可靠

的队友。塔上的聚光灯会持续朝大海发出一束

束强光，最远射程可达30海里。归来的渔船看

到灯光、看到灯塔，便知道快要安全到家了。

或许你还曾在冰心的作品中看见过它的身影。

在《我的童年》中有这样一句描写："我最

喜欢在风雨之夜，倚栏凝望那灯塔上一停一射的

强光，它永远给我以无限的温暖快慰的感觉！"

对于冰心而言，烟台周围的海边山上都是

她童年活动的舞台，而灯塔下渔民们的背影却

可以追溯到神话时期，譬如“蓬莱仙岛”“八

仙过海”等烟台种种的神话传说，就与古时出

海的烟台人息息相关。

烟台渔民的传统节日“渔灯节”，也是妈

祖文化从福建传入山东沿海后，因“海神娘娘

”（妈祖）能够保佑航运平安，烟台渔民为了

祈求海神娘娘保佑而出现的。

农历正月十三或十四午后，烟台的渔民几

乎每家每户都会自发地从家里抬着祭品、打着

彩旗，一路放着鞭炮，到龙王庙或海神娘娘庙

送灯、祭神，祈祷鱼虾满仓，平安发财。

当然，到渔船上祭船、祭海也是必不可少

的环节，人们到海边放灯，祈求海神娘娘用灯

指引渔船平安返航。

灯有三层含义：一是取鱼虾丰登之意；二

是希望明灯引路，人船皆能归来；三是祈愿神

灵认人识船，保佑人船平安。

现在的渔灯节已不仅是渔民的一种祭祀活

动形式，还是烟台渔民文化的特色节日。

在渔灯节期间，渔民们会在庙前搭台唱戏

，还会在港口进行锣鼓、秧歌、舞龙等活动，

假若赶不上这渔灯节的热闹，去逛逛渔人码头

也能收获另一种惬意，毕竟那是欣赏海上日落

的好位置。

迎着微咸的海风漫步在木栈道上，几乎可

以欣赏到所有与海有关的美景：充满烟火气息

的点点渔船、一望无际的大海、细软的沙滩。

要是行程不赶，在这里待上一天亦是不错的选

择。

烟台的海景，不自驾游可惜了

渔人码头追日落，其实只是烟台海景的小

小一部分魅力，自驾游才是打开这座海岛小城

的最佳方式。

从跨海大桥下来后，在养马岛见到的第一

站就是天马广场。

养马岛的东边有细腻的金沙滩，而西面的

海滩会在潮起潮落间露出一片黑泥滩，倘若停

车下去礁石滩，满满的贝壳映着海色静静发亮

。

小红书上曾经刮起一阵“养马岛宝藏洞穴

”的打卡风：从“莲花夕照”景点沿着玻璃栈

道一直走到海边，那一带恰好是最出片的取景

地，日落时分的洞穴形成了天然画框，坐在夕

阳打出的光晕里，氛围感拉满。

从养马岛出来，沿着滨海路向西北方向进

发，就到了传说中的“蓬莱仙岛”。

唐宋文人曾心驰神往的“仙岛”现在位于

三仙山景区内，虽然已经“辟谣”了长生药的

传说，但依然“仙气满满”，就连开向景区的

路都叫“仙境路”。

你甚至可以在这里见到神话中的“一池三

山”，以“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

为原型，一幢幢宫殿拔地而起，古色古香的亭

台楼榭瞬间带来穿越的错觉，而这种缥缈是有

蓝本的，最远可以追溯到清代界画大师袁江、

袁耀的《蓬莱仙境图》。

我们如今能够感受到的浩渺，都来自古人

对神话、对仙境、对远方的向往。

苏东坡到登州时未能亲眼见到海市蜃楼的

奇观，深以为憾，但仍发出对蓬莱仙景“东方

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欲构孤亭撑绝

顶，烟霞深处可能攀”的遐想。

而同为宋朝人的沈括则运气好点，亲眼看

到了海市蜃楼，并在著作《梦溪笔谈》中向世

人详尽描述了海市出现时的壮丽奇景：

“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

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

市。”

哪怕见不到海市蜃楼，沿着仙境路一直向

西开，蓬莱阁也足以让这趟自驾游充分感受到

初秋之意。

蓬莱阁矗立于丹崖山巅，在银杏和枫叶的

簇拥中温暖而耀眼，登高往下一望，参差的大

树掩映着古建筑，青瓦白砖隐隐绰绰，一下子

就理解了苏东坡对海市蜃楼的心驰神往。

都说烟台浪漫，古代文人从中看到了片片

诗意，而我们徜徉其中，多半是为了在匆忙的

日常里寻回一点惬意，往烟台的海边开，总会

有被治愈的那一刻。

来这座城赶海，分分钟上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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