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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mart Chesapeake shooting: Manager 
kills 6 fellow workers and hi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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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APEAKE, Va., Nov 23 (Reuters) - A manager at a Walmart 
Inc. (WMT.N) store in Virginia entered a break room and opened 
fire on fellow employees before turning the gun on himself, an 
eyewitness said on Wednesday, leaving a total of seven dead in 
the latest mass shoo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unman, identified as Andre Bing, 31, of Chesapeake, Vir-
ginia, said nothing as he began firing on the workers gathered 
ahead of their shift late Tuesday, Walmart employee Briana Tyler 
told ABC’s “Good Morning America.”

“I looked up and my manager just opened the door and he just 
opened fire,” Tyler said. “He didn’t say a word. He didn’t say 
anything at all.”

At least four people were injured in the shooting, Chesapeake 
Police Chief Mark Solesky told a news conference. He did not 
disclose a possible motive for the shooting, but said the suspect 
died of a self-inflicted gunshot wound.

Bing was armed with a single handgun and carried multiple mag-
azines of ammunition, according to a tweet from Chesapeake, a 
city of about 250,000 people south of Norfolk.

Coming on the heels of the killing of five people at a Colora-
do Springs LGBTQ nightclub on Saturday, the latest massacre 
prompt-
ed a 
fresh 
round of 
condem-
nations 
by public 
officials 
and calls 
by activ-
ists for 
tighter 
gun con-
trol.

U.S. 
Presi-
dent Joe 
Biden on 
Wednes-
day 
called 
the 
shoot-
ing “yet 
another 
horrific and senseless act of violence,” vowing any federal re-
sources needed to aid in the investigation.

Advertisement · Scroll to continue
“There are now even more tables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will 
have empty seats this Thanksgiving,” he said in a statement, 
noting a shooting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left thre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tudents dead. “We must take greater action.”

Bing worked at the company since 2010, most recently as an 

overnight team leader at the cavernous Walmart 
Supercenter just off Battlefield Boulevard in Ches-
apeake.

“The Battlefield Walmart just got shot up by one 
of my managers. He killed a couple of people. By 
the grace of God I made it out,” another employee, 
Kevin Harper, told CBS.

Aftermath of a mass shooting at a Walmart in 
Chesapeake

Jessie Wilczewski told WAVY-TV that she hid 
under a table and the shooter pointed the gun at her 
and told her to go home.

“It didn’t even look real until you could feel the 
pow-pow-pow. You can feel it,” the store employee 
said. “I couldn’t hear it at first because I guess it was 
so loud. I could feel it.”

Tuesday’s bloodshed marked the latest spasm of gun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an average of 
two mass shootings -- defined as an incident killing 
or injuring four or more people -- occur every day, 
according to GunViolenceArchive.org.

Virginia Governor Glenn Youngkin, who was al-
ready facing stepped-up calls for policies to address 
gun violence in the wake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
ia killings, ordered flags at local, state and federal 
buildings to be flown at half-staff.

Kimberly Shupe told WAVY-TV that her son Jalon 
Jones, 24, was stable after being shot in his ear 
and back. He told her that he arrived for his over-
night shift around 10 p.m., and that in their nightly 
meeting his manager was acting “strange” and “then 
started shooting,” she told the news station

Dr. Jessica Burgess, a surgeon who treated victims at 
a Norfolk hospital where two people died, two were 
in critical condition and one was recovering, said 
she contacted a colleague in Colorado Springs just 
two days prior to offer support.

“So it’s very disheartening that I’m now in the same 
position with my colleagues from across the coun-
try checking in on me and my team,” Burgess said. 
“Sometimes there is only so much we can do when 
the injuries have already been done.”

It is not the first mass shooting at a Walmart, which 
has thousands of stores across the country.

At a 

Walmart in El Paso, Texas, in August 2019, 23 
people were killed in a mass shooting near the 
U.S.-Mexico border in an act described as domestic 
terrorism by law enforcement. It was also the dead-
liest attack on the Hispanic community in modern 
times. Patrick Wood Crusius, then 21, from Allen, 
Texas, was arrested in the shooting and he left be-
hind a manifesto with white nationalist and anti-im-
migrant 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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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Croatia fans inside the stadium before their World Cup match against Moroc-
co. REUTERS/Amr Abdallah Dalsh

A goalpost is seen after a riot and stampede following a soccer match at Kanjuruhan stadium in 
Malang, East Java province, Indonesia. REUTERS/Willy Kurniawan

Brazil’s former President and presidential candidate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stands next to 
his wife Rosangela da Silva, on the day of Brazil’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Sao Paulo, Brazil. 
REUTERS/Amanda Perobelli

A man reacts as rescuers look 
for victims at an area affected 
by landslides after Monday’s 
earthquake hit in Cianjur, West 
Java province, Indonesia. An-
tara Foto/Wahyu Putro A

Japan’s Takuma Asano 
celebrates after their win 
over Germany in the World 
Cup. REUTERS/Fabrizio 
Ben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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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is Thanksgiving day. It is a real “thanksgiving
“ in my life.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cannot
disappear in life.

The first time I set foot in this land was in San
Francisco. When I looked at the Golden Gate Bridge,
which was often hidden by the fog, this was the most
beautiful city in the world. At least I thought so.

But then, when I first walked into Chinatown of San
Francisco, I was shocked. Not only did I not understand
the old Chinese Taishan dialect but, the massive streets
full of noise overwhelmed me. Is this America? But I still
needed to get the job done immediately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Finally, I found a restaurant job in
nearby Chinatown on the second day and I also needed
to find a place to stay. When I walked down the nearby
1111 Pine Street, I saw a “for rent” sign and I rang the
bell. An old white man answered the door and ask me,
“Young man, do you want to rent the apartment?” I
answered “yes.” After I looked at the room, I had no
choice and signed the lease. Later I found out that the
manger’s name was John Gibson. He was Irish and
currently retired and managed this apartment for the
Chinese owner on Pine Street. Almost every night when I
came back from work, John was still awake and always
said “good night” to me.

After many months, we became very good friends
and he invited me to breakfast with him which he cooked
in English style.

Because it was getting close to the school’s

opening, I wanted to make more money, so I took a
second job. I began to work day and night. On
Thanksgiving Day, I fainted and was sent to the hospital
due to physical overstress. When I woke up, John came
to my hospital bed and brought my dad’s hand-written
letter. When I opened it up, I couldn’t help but burst into
tears. John came forward and gave me a big hug and
comforted me, and said that, “You need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God will bless and protect you.”

John was the first white man I had ever met in
America. Many years have now passed and today this is
Thanksgiving Day again. John’s caring for me and his
kindness will always be branded in my heart.

1111//2424//20222022

My Story OnMy Story On
Thanksgiving DayThanksgivin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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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food security faces ‘serious threats’ from a combina-
tion of soaring prices, fertilizer shortages and a potential loss 
of production due to the war in Ukraine, according to the 
Syngenta Group.
“Even before the war, the world was already in a food crisis as 
prices of staples surged and hunger was on the rise.”
About 400 million people are dependent on Russia and 
Ukraine for food due to their significant roles within the global 
food supply chain, according to Syngenta.
Bloomberg writer Alonso Soto reported yesterday that, “The 
Spanish government will allow rationing of some products 
by retailers, as part of broad measures to cushion the econom-
ic impact of the war in Ukraine.
“Stores will be allowed to temporarily limit ‘the number of 
goods that can be bought by a client,’ according to the rule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Gazette Wednesday. The govern-
ment didn’t name any specific type of products that could be 
affected.”
Soto explained that, “Ukraine is the main supplier of corn and 
sunflower oil to Spain, providing 30% and 60% of imports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Madrid-based economic consul-
tancy Afi. Madrid has eased grain import rules to increase 
supplies from Brazil and Argentina.”

And Melissa Eddy and Raphael 
Minder reported in today’s New 
York Times that, “A crucial por-
tion of the world’s wheat, corn 
and barley is trapped in Russia 
and Ukraine because of the war, 

while an even larger portion of the world’s fertilizers is stuck 
in Russia and Belarus. Global food and fertilizer prices are 
soaring as a result: Since the invasion last month, wheat prices 
have increased by 21 percent, barley by 33 percent and some 
fertilizers by 40 percent.
“Supermarket shelves in Germany were empty where stocks 
of flour and sunflower oil normally stand, as consumers have 
snapped up more than their share in anticipation of potential 
shortages.
“Germany’s Agriculture Ministry sought to assuage fears of 
food shortages on Wednesday, pointing out that the country 
is largely self-sufficient in producing wheat. But the ministry 
acknowledged that prices for food were rising, driven by an 
increase in prices for energy and fertilizer.”

The Times article stated that, “In recent weeks, Spanish super-
markets have at times run out of items, like sunflower oil, that 
are usually imported from Ukraine and Russia.”
Dow Jones writer Kirk Maltais reported yesterday that, “Corn 
for May delivery rose 1.6% to $7.38 a bushel on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Wednesday as peace talks fail to end a conflict 
threatening global grain supplies.”
Meanwhile, Reuters News reported today that, “Russia plans 
to increase its export quotas for nitrogen and complex fertil-
izers, its economy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on Thursday.

“Russia is a major pro-
ducer of potash, phos-
phate and nitrogen con-
taining fertilisers – key 
crop and soil nutrients. It 
produces more than 50 
million tonnes a year of 

them, 13% of the global total, and exports to Asia and Latin 
America.
“In November, Moscow decided to limit exports of nitrogen 
fertilisers and complex nitrogen-containing fertilisers for Dec 
1-May 31 to help curb any further increase in food prices 
amid higher gas prices.”
The Reuters article noted that, “The quotas will be raised by 
231,000 tonnes for nitrogen fertilizers and by 466,000 tons for 
complex fertilizers, the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measure will help to increase exports of these products 
and at the same time secure sufficient amount of the crop nu-
trients for domestic farmers, it added.”
And a separate Reuters article from yesterday reported that, 
“Belarus will allow companies to export potash fertilizer in 
response to Western sanctions, Tass news agency said on 
Wednesday, citing a government decision. It did not give 
details.
“State-owned Belaruskali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
ers of potash.”
Also yesterday, Reuters writer Jonathan Saul reported that, 
“Ukraine accused Russia on Wednesday of planting mines 
in the Black Sea and said some of those munitions had to be 
defused off Turkey and Romania as risks to vital merchant 
shipping in the region grow.
“The Black Sea is a major shipping route for grain, oil and oil 
products. Its waters are shared by Bulgaria, Romania, Geor-
gia and Turkey as well as Ukraine and Russia.”

And Reuters writers Natalia Zinets and Luiza Ilie reported 

yesterday that, “Ukraine is in talks with Romania on ship-
ping its farming exports via the Romanian Black Sea port 
of Constanta, as Russia’s invasion has blocked off Ukrainian 
ports, Ukraine’s agriculture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on 
Wednesday.”
“Romania’s agriculture ministry confirmed the talks over 
how to help Ukraine deliver its exports through Constanta 
port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Reuters article said.
With respect to production prospects, Reuters writer Pavel 
Polityuk reported today that, “Ukraine’s 2022 grain harvest 
could fall by 55% to 38.9 million tonnes due to a sharp de-
crease in sowing and harvesting areas caused by the Russian 
invasion, the APK-Inform agriculture consultancy said.”
The 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es 2022 
Globally, levels of hunger remain alarmingly high. In 2021, 
they surpassed all previous records as reported by the 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es (GRFC), with close to 193 million 
people acutely food insecure and in need of urgent assistance 
across 53 countries/territori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e 
GRFC 2022. This represents an increase of nearly 40 million 
people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high reached in 2020 (re-
ported in the GRFC 2021).
This increase must be interpreted with care, given that it can be 
attributed to both a worsening acute food insecurity situation 
and a substantial (22 percent) expansion in the population ana-
lyzed between 2020 and 2021. However, even when consid-
ering the share of the analyzed population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se phases has increased since 2020.
When considering the results of the six editions of the GRFC, 
the number of people has risen by 80 percent since 2016, 
when around 108 million people across 48 countries were 
acutely food insecure and in need of urgent assistance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When comparing 
the 39 countries/
territories that were 
consistently in food 
crisis in all six edi-
tions of the GRFC, 
the number of peo-

pl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
alent almost doubled between 2016 and 2021 – up from 94 
million to almost 180 million.
This increase across the six years of the GRFC – both in 
terms of absolute numbers and the percentage of the ana-
lyzed population in these three highest acute food insecurity 
phases – reflects increased availability of acute food insecu-
rity data, broader geographical coverage, revised population 
figures, and deteriorating food security contexts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The outlook for global acute food insecurity in 2022 is ex-
pected to deteriorate further relative to 2021. In particular, the 
unfolding war in Ukraine is likely to exacerbate the already 
severe 2022 acute food insecurity forecasts included in this 
report, given that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 war on global food, 
energy and fertilizer prices and supplies have not yet been fac-
tored into most country-level projection analyses.
The GRFC focuses on food crises where the local capaci-
ties to respond are insufficient, prompting a request for the 
urgent mobil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well 
as in countries/territories where there is ample evidence that 
the magnitude and severity of the food crisis exceed the local 
resources and capacities needed to respond effectively.
It provides estimates for populations in countries/territories 
where data are available,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Food Secu-
rity Phase Classification (IPC) and Cadre Harmonisé (CH) or 
comparable sources. Populations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are in need of urgent food and 
livelihood assistance.

A closer look at 2021
In 2021, almost 40 million people were facing Emergency 
or worse (IPC/CH Phase 4 or above) conditions, across 36 
countries. Of critical concern were over half a million of peo-
ple (570 000) facing Catastrophe (IPC/CH Phase 5) – star-
vation and death – in four countries: Ethiopia, South Sudan, 
southern Madagascar and Yemen. 

The number of people facing these dire conditions is four 
times that observed in 2020 and seven times higher than in 
2016.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2021, localized areas in South 
Sudan continued to face Famine Likely (IPC Phase 5).
An additional 236 million people were in Stressed (IPC/CH 
Phase 2) across 41 countries/territories in 2021 and required 
livelihood support and assistan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to 
prevent them from slipping into worse levels of acute food 
security.
In 2021, almost 70 percent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were found in ten food crisis countries/territories: the Demo-
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fghanistan, Ethiopia, Yemen, 
northern Nigeria,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the Sudan, South 
Sudan, Pakistan, and Haiti. In seven of these, conflict/insecuri-
ty was the primary driver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Drivers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in 2021
While the food crises profiled in the GRFC continue to be 
driven by multiple, integrated drivers that are often mutually 
reinforcing, conflict/insecurity remains the main driver. In 
2021, around 139 million people were facing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across 24 countries/
territories where conflict/insecurity was considered the prima-
ry driver.
This is a marked increase from 2020, when 99 million peo-
ple in 23 conflict-affected countries/territories wer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It was 
the key driver in three of the four countries with populations 
in Catastrophe (IPC Phase 5) – Ethiopia, South Sudan and 
Yemen.
Economic shocks formed the main driver in 21 countries 
in 2021, where 30.2 million people wer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Global food prices 
rose to new heights in 2021 as a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notably an uneven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widespread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Domestic food price inflation in many low-income countries 
rose significantly,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weak currencies and 
a high reliance on food imports, in those where border clo-
sures, conflict or insecurity disrupted trade flows and where 
weather extremes severely curtailed food production/avail-

ability. These macroeconomic factors had a major impact 
on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poorest households, many of 
which were still experiencing job and income losses due to 
pandemic-related restrictions.
Weather extremes were the main drivers of acute food inse-
curity in eight African countries, with 23.5 million peopl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in-
cluding in southern Madagascar, where nearly 14 000 people 
were in Catastrophe (IPC Phase 5) in April–September 2021 
due to the effects of drought.
The impact of weather-related disasters on acute food inse-
curity has intensified since 2020, when it was considered the 
primary driver for 15.7 million people across 15 countries. 
Weather shocks – in the form of drought, rainfall deficits, 
flooding and cyclones – have been particularly detrimental in 
key crises in East,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and Eurasia.
Malnutrition in food-crisis countries
Malnutrition remained at critical levels in countries affect-
ed by food crises, driven by a complex interplay of factors, 
including low quality food due to acute food insecurity and 
poor child-feeding practices, a high prevalence of childhood 
illnesses, and poor access to sanitation, drinking water and 
health care.
While data is limited, according to analyses carried out in 
2021, almost 26 million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ld were suf-
fering from wasting and in need of urgent treatment in 23 of 
the 35 major food crises. Within this, over 5 million children 
were at an increased risk of death due to severe wasting. In 
the ten food-crisis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peopl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17.5 million children were wasted.

Displacement in 
2021
People uprooted from 
their homes are among 
the most vulnerable to 
acute food insecurity 
and malnutrition. In 

2021, out of 51 million 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 (IDP) 
globally, nearly 45 million were in 24 food-crisis countries/
territories. The six countries/territories with the highest num-
bers of IDPs –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Afghanista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Yemen, Ethiopia and 
the Sudan – were among the ten largest food crises in 2021 
by numbers of peopl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Out of around 21 million refugees and 4 million asylum 
seekers globally in 2021, over 60 percent (around 15.3 mil-
lion people) were hosted in 52 food-crisis countries/territories, 
where a mix of conflict/insecurity, COVID-19, poverty, food 
insecurity and weather extremes compounded their humani-
tarian plight (UNHCR, November 2021).
A grim outlook for 2022
The situation is expected to worsen in 2022. In 41 out of the 
53 countries/territories included in this report, as well as Cabo 
Verde, between 179 million and 181 million people are al-
ready forecast to be in Crisis or worse (IPC/CH Phase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in 2022. No forecast was available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for 12 of the 53 countries/territories with an 
estimate reported in 2021.
For most of the world’s major food crises, acute food insecu-
rity is expected to persist at similar levels to 2021 or increase. 
Major deteriorations are anticipated in northern Nigeria, Ye-
men, Burkina Faso and the Niger due to conflict, as well as 
in Kenya, South Sudan and Somalia, largely due to the im-
pact of consecutive seasons of below-average rains. Though 
significant uncertainty exists, an estimated 2.5–4.99 million 
people in Ukraine will likely nee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the near term (FEWS NET, April 2022).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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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im outlook for 2022

During 2022, around 329,000 people will likely face 
Catastrophe (IPC Phase 5) in three countries. It is expect-
ed that for the fifth consecutive year, Yemen will have 
populations in Catastrophe (IPC Phase 5), with 161 000 
people projected to be in this phase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22 under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n a less likely, 
worst-case scenario, there is a Risk of Famine in at least 
two districts. Another 87 000 people are projected to face 
Catastrophe (IPC Phase 5) in South Sudan due to the cu-
mulative effects of conflict/insecurity, weather extremes 
and macro-economic challenges. In Somalia, prolonged 
drought could push 81 000 people into Catastrophe (IPC 
Phase 5). Although not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a Risk 
of Famine could emerge in Somalia by mid-2022, if the 
April–June Gu season rains fail, if conflict intensifies, if 
drought increases displacement and if food prices con-
tinue to rise. An additional factor influencing a Risk of 
Famine is i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s not scaled up 
and does not reach the country’s most vulnerable pop-
ulations.
Our collective challenge
The alarmingly high incidence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and malnutrition starkly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global 
and local food systems that are under mounting strain 
from the increased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weather 
extremes, the COVID-19 pandemic, increasing con-
flict and insecurity and rising global food prices.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drivers is further laid bare by the 
unfolding war in Ukraine, which not only compromises 
the food security of those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war, 
but compounds existing challenges faced by millions of 
acutely food-insecure people worldwide. Some coun-
tries facing food crises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the 
risks to food markets created by the war in the Black Sea 
area, notably due to their high dependency on imports of 
food, fuel and agricultural inputs and/or vulnerability to 
global food price shocks.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stepped up to 

calls for urgent famine mitigation action, global hu-
manitarian and development funding for food crises 
is failing to match growing needs. While funding for 
humanitarian food assistance has been falling since 
2017, the current shortfall is particularly stark due the 
COVID-19-induced economic slowdown and priori-
tization of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The way forward
The international com-
munity must anticipate 
and act to mitigate the 
severe consequences 
of those already ex-

periencing the highest levels of acute food insecurity, 
as well as of those in food stress. The situation calls 
more than ever for at-scale action to protect lives and 
livelihoods and support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and 
production where it is needed most.
In contexts where food availability is limited by re-
duced imports and food access curtailed by higher 
prices and reduced humanitarian food assistance, pro-
viding support to farmers to raise their productivity and 
improve their access to markets, and to rural commu-
nities to diversify their livelihoods and enhance their 
resilience to shocks is crucial.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mobilize the in-
vestments and political will needed to collectively ad-
dres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escalating food 
crises across humanitarian, development and peace 
perspectives. The urgency to do this will likely con-
tinue to grow in the coming months and years, driven 
by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the war in Ukraine.

The GRFC is a pow-
erful guide for deci-
sion-mak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
nity. Though this report 
demonstrates that over-
all quality of data has 

improved, further work is needed to improve cover-
age, quality and timelines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
sis. High quality and timely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data and information are vital in ensuring a situation 
analysis that identifies not only outcomes, but hunger’s 
main drivers, for a targeted and integrated response.
Related

Ukraine Invasion May Lead To                             
Worldwide Food Crisis, Warns UN

Global  Organization sounds alarm as war                                            
threatens supply of wheat and other staples

UN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warned 
last week against the emergence of the global food 
insecurity which cannot be solved without restoring 
Ukrainia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the world market.
UN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has warned 
of the “hurricane of hunger and a meltdown of the 
global food system” in the wake of a simmering crisis 
in Ukraine.
The UN chief in March warned of the “hurricane of 
hunger and a meltdown of the global food system” in 
the wake of a simmering crisis in Ukraine.

UN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warns                                                                        
of ‘hurricane of hunger’ 
amid Ukraine crisi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
al Grains Council data, 
Ukraine was the world’s 

fourth largest exporter of maize (corn) in the 2020/21 
season and the number six wheat exporter. However, 
a UN food agency official said on Friday that nearly 
25 million tonnes of grains are now stuck in Ukraine.
The exportable surplus, as Ukrainian agriculture offi-
cials say, is around 12 million tonnes and the country’s 
stocks are so high that there will not be enough room 
to store the new harvest when it comes.
Ukrainian Agriculture Minister Mykola Solskyi said 
earlier on Monday that the country has sown about 
7 million hectares of spring crops so far this year, or 
25-30% less than in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 of 2021.
Solskyi added that Ukraine had exported 1.090 million 
tonnes of grain in April, but that the sowing was not of 
the same quality as last year and the sowing area for 
corn was smaller.
The agriculture minister underlined the importance of 
exports of Ukrainian grain via Romania, where they 
are being taken by rail, but said those exports could 
be complicated in two months by exports of the new 
wheat crop in Romania and Bulgaria.
The world is facing a potential food crisis, with soar-
ing prices and millions in danger of severe hunger, 
as the war in Ukraine threatens supplies of key staple 
crops, the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has 
warned.
Maximo Torero, the chief economist at the FAO, said 
food prices were already high befor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owing to th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
ic. The additional strain of war could tip the global food 
system into disaster, he warned.

 “We were already having problems with food prices,” 
he told the Guardian in an interview. “What countries 
are doing now is exacerbating that, and the war is put-
ting us in situation where we could easily fall into a 
food crisis.”
Wheat prices hit record highs in recent days, though 
they have fallen back slightly. Overall, food prices 
have been rising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2020, ac-
cording to the FAO, and reached an all-time high in 
February, after wheat and barley prices rose by nearly 
a third and rapeseed and sunflower oil by more than 
60% during 2021. The price of urea, a key nitrogen fer-
tiliser, has more than tripled in the past year, on rising 
energy prices.
At least 50 countries depend on Russia and Ukraine 
for 30% or more of their wheat supply, and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northern Africa, Asia and the 
near east are among the most reliant.
Poor countries are bearing the brunt of the price in-
creases. Many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were already 
struggling financially, with some facing debt crises, 
amid the pandemic.
“My greatest fear is that the conflict continues – then 
we will have a situation of significant levels of food 
price rises, in poor countries that were already in an ex-
tremely weak financial situation owing to Covid-19,” 
said Torero, one of the world’s foremost experts on 

food and hunger. “The number of chronically hungry 
people will grow significantly, if that is the case.”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reduced developing coun-
tries’ capacity to cope. “Food 
systems were able to be more 
resilient in 2019, though they 
struggled at the beginning,” 

said Torero. “Stocks were very high at the beginning 
of Covid-19, there was the capacity then to respond 
to the shock. But having Covid-19 for two years has 
weakened the resilience of food systems.”
The war in Ukraine presents multiple threats to food 
security that will be felt across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FAO. Ukraine and Russia are major food export-
ers, so the war directly threatens supplies of staples 
such as wheat, maize and sunflower oil.
Ukraine alone supplied 12% of global wheat before 
the war, and was the biggest producer of sunflower oil. 
About two-thirds of the country’s wheat exports had 
already been delivered before the invasion, but the rest 
is now blocked, and farmers may be unable to contin-
ue with spring planting, or take in grain harvests in the 
summer.
But the crisis goes deeper: Ukraine and Russia are also 
major producers of fertiliser, prices for which had al-
ready leapt under high energy prices – and the war is 
sending energy prices higher still, with further impact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sts.
There is also the threat of countries closing their mar-
kets in response. The worst food price spikes in recent 
memory struck in 2007-08 and resumed in 2010-12, 
caused by high energy prices followed by poor weath-
er. Those sudden peaks contributed to riots and politi-
cal upheavals, the shocks of which are still being felt.
The agriculture ministers of the G7 group of richest 
countries met on Friday to coordinate a response, urg-
ing countries to keep markets open.

Russia played a 
role in the crises 
more than a de-
cade ago, with 
restrictions on ex-
ports, especially in 
2010 when Vlad-
imir Putin banned 

all grain exports after drought in key growing regions. 
If Putin were to restrict or redirect exports again – after 
his manipulation of energy exports in the run-up to the 
war – it would cause severe problems in global food 
markets.
“Right now, we can’t say prices are higher than in 
2007-08, but it can get worse. If the energy and fertilis-
er situation becomes more serious, that will be worse 
than in 2007-08. If you add to that the potential for ex-
port restrictions, it will get worse,” Torero said.
“Of course Russia can do what they want with their 
production. If they restricted exports, then the situation 
would get worse. Prices would increase even more,” 
he added. “We urge all countries, not only Russia but 
all countries, not to put export restrictions in place.”
Torero urged countries to keep food systems open 
and to share information on stocks, harvests and food 
availability, to try to even out supply issues. Countries 
that were in a position to produce more should do so, 
he said.
“Right now, the short-term problem is availability. We 
need to find ways to fill the gap [in production caused 
by the war],” he said. “We think the gap can be closed 
somewhat, but not 100%. Countries should also try to 
diversify their suppliers.”

Even if the conflict 
were to be resolved 
quickly, the im-
pacts would be felt 
for some time, he 
said. The soaring 
price of fertilizer, 

for instance, will have a delayed impact, reducing 
yields for harvests still to come, as farmers start to use 
less of it now.
“These are the problems we will see next year,” said 
Torero.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com/)
Related
“World Must Take Immediate Steps To Unblock 

Ukrainian Ports, Prevent Global Food Crisis”                                 
--Ukraine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has ac-
cused Russia of blocking his country’s ports, say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take immediate 
steps to end the move in order to allow wheat exports 
and prevent a global food crisis.
Zelenskiy made his comments in an online post on 
Monday after speaking to 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t 
Charles Michel, who was visiting the city of Odesa, a 
major Black Sea port for exporting agricultural prod-
ucts.
“It is important to prevent a food crisis in the world 
caused by Russia’s aggressive actions,” Zelenskiy 
claimed on the Telegram messaging app.
“Immediat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unblock 
Ukrainian ports for wheat exports,” he added, without 
specifying the types of measures he would like.
Michel, who chairs summits of the European Union’s 
national leaders, also tweeted that he had seen silos full 
of grain, wheat and corn in Odesa that was ready for 
export but blocked.

A combine har-
vests wheat in the 
Novovodolazhsky 
district of Ukraine’s 
Kharkiv region on 
July 25, 2017. (Photo 
by Reuters)

“This badly needed food is stranded because of the 
Russian war and blockade of Black sea ports, causing 
dramatic consequences for vulnerable countries. We 
need a global response,” the European Council official 
wrote.
Russia has been accused of blocking Ukrainian ports 
after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the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on February 
24.
The conflict has provoked a unanimous response from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have imposed a long list of 
sanctions on Moscow. (Courtesy https://www.nbs24.
o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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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Food Crisis Stalks The Starving 
As War And Covid Choke Su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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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求助無門的單親媽媽莎拉，得到慈濟的救助，露出了開懷的
笑容。攝影／黄芳文

9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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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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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慈濟不僅給予物資上的救助，還有精神上的膚慰，
讓我們感受到被尊重與溫暖的對待，感覺就好像是回到

了家一樣。   

亞內里斯 (Yaineris Valle) 和優尼爾 (Yunior llanes)

老天爺一定是聽到我的祈求，為我們帶來了慈濟。他們
的給予如同甘露，給了我希和溫暖。我知道重建之路遙

遠，我也將繼續替大家尋求更多幫助。   

受災居民  莎拉･珀斯皮

感謝慈濟所做的一切，我們愛您，感謝您的支持和來到

蘭蒂斯。   

蘭蒂斯小學三年級學生  米婭·卡多納 (Mia Cardona)

	 作者／張秀玲、黃芳文、陳宗坤

	作者／蔡文惠、蕭麗娟
	作者／林嵩然

慈濟伊恩颶風賑災自10月15日起啟動了6天7場的發放，
最後一場也是最大的一場，於11月5日在李縣邁爾斯堡

市（Fort	 Myers,	 Lee	 County）發放，共計援助受災戶820
戶，受惠人數共2,740人，總發放金額$681,800美元。至
此，急難救助階段正式結束。	
	 美國慈濟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一共啓動七場賑災發
放，動員全美志工達400人次，動用緊急救難基金約220餘
萬美元，援助受災戶超過2,500戶，受惠人數超過8,200人。
此外，伴隨探訪和發放活動，發出暖身暖心的慈濟環保毛毯
超過2,500件。
	 當天，來自慈濟美國總會、紐約分會的長島支會、華府
分會、北加分會的奧克蘭聯絡處，及德州分會的休士頓、邁
阿密、奧蘭多、亞特蘭大及奧斯汀志工團隊，還有李縣邁爾
斯堡市的志工約80人參與發放，幫助災民安頓身心，也讓他
們感受到全球慈濟人的感恩、尊重與愛。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志工體貼飽受疫情和通膨壓力下的低
收家庭學童，11月3日特地帶著大包小包，來到推動	

「幸福校園」（Happy Campus）計畫的蘭蒂斯小學
（Landis	 Elementary	 School），捐贈嶄新的冬衣給該校40
位學童，並和其中的16位學童進行互動，分享幸福時光。

慈濟伊恩颶風賑災  七場發放達220餘萬美元

幸福校園慈善關懷  休士頓志工送愛心冬衣 休士頓慈悲健走  溫暖佛州和美南

◎ 志工傾聽膚慰增力量

◎ 滿載愛與尊重的冬衣

◎ 愛的引導和心靈滋養
◎ 感恩慈濟的支持和到來

◎ 如家人的溫暖和援助

◎ 求助無門的身心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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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災與病苦交相逼迫，發放現場是說不完的悲苦故事，
慈濟志工以感同身受的愛心，傾聽她們的敘述，並給予親切
和理解的膚慰。
	 受災戶林賽（Lindsay hunt）的丈夫失業，三個孩子都
還小，老大才八歲。目前，她的房子全毀，遭縣政府勒令拆
除，保險公司以此為由，無法依天災毀損來賠償，讓她非常
的沮喪。一年前，林賽因為健康問題提早退休；她的胃已被
切除，心臟開過刀，脊椎問題無法久站久坐，病痛令體重驟
減至不到90磅。她在在家園重建的壓力與病痛的雙重煎熬
下，已經自殺七次，就在數天前幾乎自殺成功。
	 孩子每天都問：「明天要去哪裡上學？」沒有住房，即
將來到的感恩節讓她不知到該如何面對孩子，只能偽裝成堅

	 德州分會志工從2009年開始，一年兩次到蘭蒂斯小學進
行發放；一次是在開學時，贈送制服、學習文具等物資，另一
次是在冬令時，贈送冬季保暖外套，讓孩子們在寒冬中也能夠
穿上合身的保暖冬衣，感受到社會的溫暖與關懷。這一天，志
工們為該校提供的學童需求名單，準備了40份冬令物資，並
在不打擾學生上課的前提下，16位學生出席捐贈活動。
	 在此之前，志工們為這次的冬令發放籌備已久。他們根
據蘭蒂斯小學提供的名單，採購所需要的冬令物品。之後，
大家又相約到慈濟會所，用心打包，務必要讓每位孩子在領
到物資時，能夠感受到愛的傳遞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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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她感謝志工的傾聽與膚慰，讓她累積的情緒有了宣洩的
出口，又可以鼓起勇氣繼續未來。
	 災民霍莉（Holly Seckinger）是國中特教老師，才搬到
佛州七個月，不僅房子嚴重發霉，車子也被大水毀了；更令
她無法接受的是在數天前被診斷出大腸癌第三期，目前只能
以車為家，留職停薪，等待檢查及安排化療。

	 七十歲的湯米（Tommy Berryhill）獨居，大水淹到房
子的二樓，災後的五天都無處容身，兩天前更是陷入吃住困
境。他曾經歷過四個颶風，伊恩颶風是最嚴重的，由於兩天
前就沒有得到任何援助，以為自己無法倖免於難，結果，慈
濟志工來了，還提供現值卡的救急解難。
	 三個孩子得古巴移民亞內里斯（Yaineris	 Valle）和優尼
爾（Yunior llanes）在災後有三星期沒有水、電、瓦斯；只
能通過教堂、加油站等各界的幫助，經常排隊兩小時才能領
到物資。

	 85歲越戰退伍老兵約翰（John Olund）皮膚癌手術剛
痊癒，健康應該是沒有問題，但仍未從喪偶的傷痛中走出，
怎奈又因颶風屋毀、車毀，時時煩惱著未知的重建之路，以
致無數的夜晚常常失眠。「你是劫後餘生，不是罹難者，要
好好活著。」志工趙嘉萾安慰的話點醒了他，他當場表示今
後會堅強的面對未來；因為連不認識的慈濟志工都能從全美
各地來關懷、幫助他們，自己一定要站起來。

	 颶風侵襲前，單親媽媽莎拉･珀斯皮（Sarah Pospy）
帶著三個孩子到工作的監獄避難，睡了三天地板。由於沒有
親朋好友收留，只能回到屋頂破洞、木板發霉的家。雖然他
們不是位於媒體大肆報導的海邊，但也是重災區，卻無人關
懷。心中忿忿不平的莎拉不斷寫信給總統、眾議員、州長，
希望能喚起社會對小鎮的關注，最終卻都石沉大海。

	 面對房屋修繕的帳單一筆筆進來，保險理賠也還不知多
少的情況下，莎拉對未來一籌莫展，更沮喪的是沒有一個組織
願意幫助他們；慈濟的援助讓急需重建家園的她感動不已。
	 急難救助完美畫上階段性的發放句點，從此之後是陪伴
佛州災民重建家園的新起點。每一位災民都有著他們的故事，
慈濟將始終伴隨他們左右，傾聽他們的聲音，給予關懷。

	 三年級的米婭·卡多納（Mia Cardona）在去年也拿到慈
濟贈與的物資，這一次特地畫了一張可愛的皮卡丘圖畫送給慈
濟。這位小女孩地媽媽在三年前因癌症往生，老師告訴志工，
孩子在想念媽媽時，經常抱著媽媽的衣物聞味道，聽了讓人鼻

	 慈濟志工林華音在贈與的幸福分享中，向16位學生們分
享「慈濟」兩個字的意涵，以及如何將「慈悲」與「濟世救
人」運用在生活中。林華音也分享「伊恩颶風」(Hurricane	
Ian)	重創佛羅里達州（Florida），慈濟人發揮愛心去幫助受創
災民重建家園的故事。
	 在互動中，孩子們也朗聲地回應了她們心中的想法，在
教室中，可以清晰的聽到稚嫩的童音說出讓人心動的話語：
「我也想要捐錢幫助我的爺爺、奶奶。」這是愛的引導在孩子

心田種下美善的種子；慈濟志工贈與的不只是物質上保暖的冬
衣，還有心靈的滋養。
	 校方贈與慈濟德州分會一盆盛開的蘭花，象徵慈濟和學
校高潔的友誼，齊心為教育而努力。同時也感恩慈濟對孩子們
的付出，感謝志工多年來持續關心該校的低收家庭學童，每年
都為孩子準備好精美的學習用品和冬令衣物，並關心他們的家
庭生活和學習情況。

酸。米婭也時常穿著慈濟贈與的衣服到校上課，是個讓人疼
惜且感動的孩子。
	 志工們為贈與活動安排了許多分享的節目，她們帶著學
生們學習「愛與關懷」的手語歌曲，孩子們開心的和志工們
一起比著手語。藉由「愛與關懷」歌詞的意涵，志工們再次
跟孩子分享，每一個人的心要常懷慈悲，並用實際行動濟世
救人。

	 德州分會在美國總會的支持下，11月12日圓滿舉辦	
「慈悲行動力，2022慈濟健走」，休士頓地區的慈濟人與
社區民眾一同將慈悲濟世的心，化作「行動力」，為打造更
好的世界向前行。
	 活動當天休士頓地氣溫陡降只有大約10度C左右，太陽
公公熱情不減，為活動人們灑下溫暖的陽光，象徵著此次慈
悲行動力活動的圓滿，以及慈濟人與社區民眾願以他們的慈
悲，溫暖佛羅里達州及美南飽受苦難人們心中的那份寒冷。
	 健走後的義賣活動豐富，有德州分會志工籌備將近一
個月的美味素食，也有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延續物命的「跳
蚤市場」；家長們帶小朋友來也不怕無聊，有充氣氣墊遊樂
區、有說故事攤位、有台灣古早童玩區，跳跳、玩玩、說好
話也能付出愛心。

志工恭敬的江贈與物品交到學生的手中。攝影／蕭麗娟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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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疑科幻驚悚德劇《闇》被全球影迷譽為「燒腦神

劇」，觀眾可能要記筆記或畫族譜才能完全搞懂劇情，

主創團隊本月帶來Netflix全新歐洲影集《1899》，同樣

充滿令人費解的謎團，以離奇失蹤在大海上的移民幽靈

船為餌，引大家入局一步步接近謎底真相。

根據網站Flixpatrol最新資料，《1899》首播三天就

在全球58國登頂收視冠軍，在台灣也衝入排行榜第七，

成為目前全球最炙手可熱的影集之冠，口碑方面，爛番

茄網站新鮮度上升至84%，IMDb網站有8顆星好評。

美媒《The Hollywood Reporter》訪問兩位主創人編

劇巴倫博歐達爾（Baran bo Odar）與香緹耶芙里斯

（Jantje Friese），如此燒腦懸疑、耐人尋味的故事最初

是如何誕生？預計發展成幾季的故事呢？

《1899》的想法是如何誕生的？

編劇香緹耶芙里斯表示《1899》是醞釀好幾年的故

事，最初靈感發想來自一張照片，一名男士站在一艘外

觀老舊的船上，他身穿白色襯衫，渾身沾滿鮮血，手拿

槌子，臉上露出詭異表情。香緹耶芙里斯馬上聯想到，

他可能是在一艘移民船上，但船上發生什麼事？這是一

個很大的問題。

他們創作劇本時，是2015、2016年左右，歐洲正在

爆發難民危機、英國脫歐、右翼勢力興起，兩位編劇對

於當時不穩定的局勢感到憂心，他們把這些元素都融入

《1899》，香緹耶芙里斯表示：「我們想嘗試把歐洲放

到一艘船上，一個有侷限的空間，四周都被海洋包圍，

無法逃離，以此來做點實驗，當船上乘客都說不同語言

時，他們會如何處理？當你把所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

放在這個空間，會發生什麼？當然如同《闇》一樣，這

次故事核心也有個關於感知與現實的哲學主題。」

為何選擇以19世紀為背景？為何是1899年？

編劇巴倫博歐達爾表示，19世紀末人們對新世紀充

滿希望也同時感到恐懼，新思維與傳統觀念碰撞，科學

與宗教發生衝突，許多極端觀點催生出來，他說：「我

熱衷歷史，分析事件背後的原因與環環相扣的關聯性，

有如骨牌效應，最終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聽到

很多人談1899年是個絕佳的時間點，因為當時的很多問

題也發生21世紀的在當下。」

除此之外，編劇認為1899是個耐人尋味的數字，1+

8=9，所以會得到999（求救電話、緊急求救碼），若把

數字顛倒成666，則是獸名數目（出自《聖經》的《啟

示錄》），有很多的發想空間。

《闇》與《1899》哪個比較燒腦？

編劇香緹耶芙里斯表示，《闇》與《1899》有著不

同的故事結構，沒有刻意把《1899》變簡單，約有一半

觀眾表示：「簡單多了，更容易理解」，另一半的人則

說：「更複雜了！你們在搞什麼？」

另一位編劇巴倫博歐達爾認為，若單純比較《闇》

第一季與《1899》第一季，其實複雜程度差不多，因為

《闇》的劇情其實是到第2季和第3季才開始複雜的。

第一季結局震撼觀眾，不少懸念謎底並沒有完全揭

示答案，因為《1899》本來就不是設定為迷你影集，編

劇已經規劃好三季故事，香緹耶芙里斯表示：「我們總

是喜歡在開始前，先想好結局，知道劇情會發展到哪裡

，最終會如何收尾。」，巴倫博歐達爾透露，他們對於

《1899》第二季與第三季已經有了想法，預計會和《闇

》一樣，劇情複雜程度會越來越難。

編劇有三季的計畫，但故事是否能延續下去，最終

仍是取決於收視成績，就看Netflix會不會買單續訂了！

話題劇《1899》其實是三季故事？
比《闇》更燒腦？編劇給解答！

描寫在城市一隅努力生活的年輕人之間的性與愛，「深夜劇場」系列

電影之一的《戀上笨拙的你》，由《惡靈春夢》導演佐藤周執導、「粉紅

電影七福神」之一的名導今岡信治著手編劇，並由有著「日版雞排妹」之

稱的寫真女星街山美穗，攜手Netflix超人氣實境節目《雙層公寓：東京

2019-2020》出身的鈴木志遠，共同編織出一對笨拙地活著的男女，從相識

到分手跨越7年的青春戀曲。

《戀上笨拙的你》故事講述不善於社交、笨拙地生活著的祐太（鈴

木志遠 飾）和綾子（街山美穗 飾），在一次偶然相遇之後，他們墜

入了愛河。從相遇、相愛到分手的這七年之間，兩人的愛情軌跡既苦

澀又甜蜜……。

《戀上笨拙的你》是街山美穗首部主演電影，而且還要大膽挑戰床戲

，對此她表示：「因為是第一次挑戰的戲碼，不曉得拍成影片會是什麼樣

子，非常地不安。在拍攝現場，我只能拼命對攝影機展現演技去拍攝。」

而為了表現出7年的時光變遷，街山美穗透露：「因為妝容和服裝都會大

大改變，我認為這些也幫助我切換自己的心情。」

佐藤周導演也表示：「服裝會依年份而改變，兩個人對話的節奏和氛

圍也會改變，這些都是拍攝時很講究的。而我個人最講究的部分，則是綾

子最後的服裝，因為沒有特別說明時間變遷，希望能只靠服裝就讓觀眾明

白。」另外，佐藤周導演也坦言對於本作的想法：「不只是疫情，這世上

還有各種讓人喘不過氣的事，這個故事就是描繪在這種痛苦的世界中拼命

活著的年輕人。故事中的兩個人雖然痛苦仍拼命向前，就算繞遠路、碰到

迂迴曲折的道路仍繼續努力的模樣，希望多少能打動各位觀眾。」由佐藤

周導演描繪出現代年輕人真實的性與愛。

日片《戀上笨拙的你》
描繪年輕人的性與愛

由奧斯卡金像獎得主達米恩查澤雷執導的新作《巴比倫

》，主要卡司包括布萊德彼特、瑪格羅比、迪亞哥卡爾瓦等

人，編劇兼導演達米恩查澤雷談到，《巴比倫》是關於一群

人生活在好萊塢初期，那是個極度墮落、放縱和奢華的年代

，這是他拍過規模最大的電影。

迪亞哥卡爾瓦飾演的曼尼引導觀眾進入故事；瑪格羅比

則飾演一心想成為演員的妮莉，就像龍捲風一般，不讓任何

人阻擋她的路，靠自己闖出一片天。瑪格羅比在雜誌《浮華

世界》專訪中說：「透過這部電影，你將會在大銀幕上看到

以前電影製作的瘋狂與混亂，但你同時也會知道為什麼電影

會如此偉大！當我們在拍攝這部作品時也是如此，它令人目

眩神迷充滿刺激、有趣又相當令人驚艷，這絕對是我這一輩

子最棒的經歷！」

布萊德彼特飾演當時最紅的電影明星傑克康瑞德，片中

他可以做很多的決定，像是「建議結尾可以剪掉兩格，或開

頭剪掉三格」之類的，布萊德彼特表示：「這個故事描述一

群充滿野心的人物，想要成就一番大事業，有時候超搞笑的

，有時候又很性感，這部電影規模龐大，真的是一部史詩鉅

作。」

《巴比倫》故事背景設定在1920年代洛杉磯的原創電影

，劇情刻劃了多個角色在好萊塢創立初期的起落，以及野心

勃勃、狂野不羈和全面失控的人生故事。其他卡司還包括珍

史瑪特、賈方艾德波、李麗君、P.J.拜恩、盧卡斯哈斯、奧莉

維亞漢密爾頓、陶比麥奎爾、麥斯明格拉、羅瑞史科佛、凱

瑟琳華特斯頓、Flea、傑夫高林、艾瑞克羅勃茲、伊森索普

、薩瑪拉威明、奧莉薇亞魏爾德等人。

重現好萊塢墮落奢華年代

瑪格羅比拍《巴比倫》讚嘆：電影如此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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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低於預期，第十三屆全國政

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

世錦18日出席第十三屆財新峰會時表示，新冠疫情三年來，中

國經濟實際增速持續低於潛在增長率，這種情況不能再持續下

去了。隨着近期優化防疫政策“20條”、房地產金融“16

條”、推動平台經濟發展等政策出台和落地，中國經濟恢復的

有利條件在增加，建議2023年政府應提出不低於5%的增長目

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經濟學家建言促明年經濟回升

銀行辦個人養老金業務 管理辦法出台

劉世錦進一步指出，2022年經濟增速基數低，
如果2023年上半年能夠大步或者全面擺脫疫

情衝擊的影響，各項穩增長措施落實到位，尤其是
改革開放加大力度，穩預期、穩信心見到成效，實際
增速可能更高一些，應力爭2022-2023年兩年平均增
速達到5%左右。

力爭今明年平均增速達5%
劉世錦研究團隊測算，現階段中國經濟的潛在

增長率在5%-5.5%，今年前三季度實際增速只有
3%。從近期經濟走勢看，今年全年達到5%增速有
一定難度，估計可能只有3.5%左右，考慮到2020
年至2021年兩年平均增速5.1%，過去三年平均增
速是低於5%的潛在增長率。

需要帶動匯率合理升值
劉世錦認為，經濟實際增速長期低於潛在增長

率，會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中長期經濟增長機制
性損傷、新老動能轉換減緩等後果。

另外，中國提出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
的人均收入水平，據測算其間經濟增速要不低於
4.7%，“從潛在增長率水平看，難度相當大。為實

現到2035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能爭取到的實際增
速必須要爭取。而且僅靠實際增速硬增長還不夠，
立足點必須放到提高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
上，由此帶動匯率的合理升值。”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
偉民在同一場合亦表示，當前經濟發展的最大風險
是增長速度過低，經濟增長持續滑出合理區間，對
經濟內在機理的衝擊很大，對經濟發展後勁的影響
很大，必須要及時扭轉，應該力促明年經濟增長重
回合理區間。

對於促進經濟回升，楊偉民提出，要把握好政策
目標之間的動態平衡，把握好發展與監管、長期與短
期的平衡；要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打消幹部怕問
責的心理，分清抓落實與責任制；還要扭轉企業預
期，需要增強體制機制和政策上的一些確定性。

楊偉民說，二十大報告提出的許多新論斷、新
思路，比如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等，具有思想上
定心丸的作用，要大力宣傳這一方針性的政治導
向，更要繼續通過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使思想上
的定心丸轉化為體制政策上的定心丸。

另外，中國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劉福壽在財新
峰會上表示，下一步銀保監會將穩步擴大規則、規

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重點之一是立足發
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財富管理、不良資
產處置、消費金融、健康養老等領域外資機構來華
投資展業。

銀保監：吸引財富管理等外資來華
他指出，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銀保監始終秉

持三項原則。一是擴大開放與自主靈活實施並立，
結合國內改革發展目標和國家戰略需要進行開放，
實現互利共贏。二是擴大開放與維護金融安全並
重，通過有效措施保障金融安全，落實開放的舉
措。三是擴大開放與有序推進並行，注重對外開放與
中國實際相結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銀行業、保險業
對外開放的道路。

對於下一步金融業對外開放，劉福壽表示將穩
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同
時，將立足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全球
高質量金融資源要素集聚，在財富管理、不良資產
處置、消費金融、健康養老等領域，引入具備專業
特色、經營穩健、資質優良的外資機構。同時鼓勵
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積極開展與國際多邊組
織的合作。

◆第十三屆全
國政協經濟委
員會副主任、
國務院發展研
究中心原副主
任劉世錦。
財新峰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保監會18日發布商業銀
行和理財公司個人養老金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的通
知，規定已納入養老理財產品試點範圍的理財公
司，可以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截至2022年三季
度末，一級資本淨額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主要
審慎監管指標符合監管規定的全國性商業銀行等，
可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通知並指出，商業銀行、
理財公司應當在正式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後10日

內向其直接監管責任單位報告相關情況。
中國證監會18日發布個人養老金基金銷售機

構名錄，其中包括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
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等16家商業銀行，中信
證券、廣發證券、華泰證券等14家證券公司；以
及7家獨立基金銷售機構，包括螞蟻集團旗下螞蟻
（杭州）基金銷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和上海
天天基金。

同日，中國證券會並發布個人養老金基金名
錄，包括國泰基金、南方基金、南方基金、易方達
等基金管理人旗下共129隻基金納入其中。

本月初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五部委聯合
發布個人養老金實施辦法稱，參加者每年繳納個人
養老金額度上限為12,000元人民幣，並將根據經濟
社會發展水平、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發展情況等因
素適時調整繳費額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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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
蘭上海報道）本周最後一個交
易日，A股大盤整體呈窄幅震
盪，滬綜指再度探至3,100點下
方。

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發文
支持職業教育，刺激教育板塊
漲逾5%。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097點，跌18點或0.58%；深
成指報 11,180 點，跌 41 點或
0.37%；創業板指報2,389點，
漲 3點或 0.16%。兩市共成交
9,787億元（人民幣，下同）；
北向資金淨流入51億元，為連
續6日淨買入。本周滬綜指累漲
0.32%，深成指周漲0.36%，創
業板指周跌0.65%。

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方案》
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印發

《職業學校辦學條件達標工程
實施方案》，要求各地統籌區
域職業教育資源，結合區域經
濟社會發展需求，優化職業學
校布局，合理確定招生規模，
制定辦學條件補齊方案，用好
盤活事業編制資源優先支持職
業教育。教育板塊逆市升5%，
豆神教育、國新文化、學大教
育、中公教育漲10%，至此教
育板塊連升三周，本周漲幅達
9%。

國聯證券分析，乘政策東
風，職業教育有望迎來黃金時
代。近期市場熱點延續，中
藥、醫療板塊連續第二日向
上。風電、光伏板塊重拾升
勢。遊戲板塊衝高回落，小幅
收紅。跌幅榜上，旅遊酒店、
半導體、航天航空殺跌，旅遊
酒店板塊重挫3%。

◆教育板塊連升三周，本周漲幅達9%。圖
為學生在實訓室加工軸類零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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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整裝待發運動員整裝待發。。 單車會圖片單車會圖片

中國桌球“一哥”丁俊暉與英格蘭
名將鶴健士之戰，成為當日的焦

點賽事。雖然貴為全英賽三冠王，但
丁俊暉在2019年第3次獲得全英賽冠
軍、贏得職業生涯第14個排名賽冠軍
後，已遭遇長達3年的冠軍荒。在本
賽季的兩場排名賽中，中國“一哥”
表現低迷，在英國公開賽止步32強，
在北愛爾蘭公開賽更是遭遇正賽一輪
遊，其最新世界排名也跌至第38名。
在雙方以往的交鋒中，丁俊暉處

於下風。雙方最近3次對陣，丁俊暉
無一勝績。因此，此役丁俊暉被認為
是凶多吉少。比賽開始，丁俊暉依然

狀態不佳，前4局以1：3落後。下半
場，丁俊暉逐漸找回手感，連贏5局
後以6：3逆轉，晉級16強。其中他在
第五局更打出一桿105分，職業生涯
第600桿單桿破百，成為繼亨特利、
奧蘇利雲、希堅斯、卓林普、羅拔臣
和沙比後，史上第7位取得這一成就
的職業球員。丁俊暉將在第二輪迎戰
威爾士“金左手”馬克威廉斯和占美
克拉克之間的勝者。

希望達一千桿破百
賽後，丁俊暉在接受傳媒訪問時

表示：“在中場休息之前，我的安全

球並不好。雖然能打出單桿高分是好
事，但是你不能忘記，你必須打出很
好的安全球來創造機會。從大比分
1：3落後時起，我努力控制局面，並
做出正確的決定，而這對我很有
效。”
對於在第5局突破個人職業生涯

600桿大關，丁俊暉直言很幸運：
“我很幸運成為第7位（打出600桿單
桿破百的）球員。前幾天，我在訓練
中還想着這個問題，我想要達到1,000
桿（單桿破百），這樣在接下來的十
個賽季，我每個賽季都要打出40桿破
百才可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2022年桌
球英國錦標賽（全英賽）當地時間13日展開
首輪第二日較量，共有兩名中國選手丁俊暉
和呂昊天出戰，結果一勝一負。
呂昊天首輪對手是去年全英賽亞軍布雷

切爾，此前雙方3次交手，呂昊天2勝1負。

比賽中布雷切爾率先打開局面，以83：5及
125：4連下兩局，取得2：0的領先優勢。第
三局起呂昊天逐漸進入狀態，以98：1、97：
0扳回兩局，以2：2追平對手。
下半場第五局，呂昊天再次打出單桿79

分，以3：2反超。此後布雷切爾發力連贏三

局，以5：3反超獲得賽點。第9局呂昊天頂
住壓力，在布雷切爾單桿先得55分後，一桿
79分清枱逆轉追回一個賽點。第十局布雷切
爾以69：42勝出，總比分6：4淘汰呂昊天。
另外，當日還爆出兩個冷門賽果：希堅斯以
4：6不敵湯福特，羅拔臣2：6負好友佩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2022“新鴻
基地產香港單車節”將於12月18日載譽歸來，
而為了讓一眾單車健兒率先熱身，新鴻基地產
“香園圍”公路單車賽暨樂悠遊單車行在剛剛過
去的周日率先舉行，共有逾700名健兒參與活
動，當中有近500人參賽。
是次比賽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的

認可慶祝活動之一。香園圍公路單車活動共有
10組賽事及騎行活動，包括不同年齡組別的男

女子賽、樂悠遊組，距離分別由10公里至61公
里不等。
主禮嘉賓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今次的

活動是疫情下闊別三年後再次舉辦的大型單車
活動，非常有意義。同時，單車迷都非常期待
的“新地香港單車節”，報名情況亦非常踴
躍，而且名額極速爆滿，他與大家一樣都是充
滿期待，亦都證明香港這顆耀眼的明珠已經重
返國際舞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今季
棄掉高薪教職，但只上任晉峰主教練兩個
月便離去的鄧冠研，賦閒一個月後，轉投
到另一港超球隊深水埗，擔任郭嘉諾副
手。深水埗上周港超對晉峰之戰，鄧冠研
已改穿上新東家制服“倒戈”，不過深水
埗仍以1：2敗陣。會方14日於FB專頁宣
布，鄧冠研及梁啟賢尾於上星期加盟，
“鄧教練將擔任助教一職，協助主教練郭
嘉諾指導隊內球員，並期望球員有更迅速
成長”。梁啟賢則曾於多支港超球隊擔任
物資支援工作，熟悉職業球隊運作，“希
望球隊在進一步資源人才優化下，深水埗

會有更佳表現同進步”。
現年40歲的鄧冠研擔任青訓工作已有

20年，5年前已修讀了A級教練課程。由於
其名字發音與“燉官燕”類似，鄧冠研亦
有“椰汁”的花名。他本身為中學教師，
負責體育、生活與環境等科目，季前接受
晉峰邀請放棄教職，他曾表示是為了“愛
和責任”而作出犧牲，想竭盡自己所能，
培育更多年輕人，為下一代繼續努力。然
而他帶領的晉峰季初成績平平，在足總盃
與港會戰至加時被淘汰，終於在港超0：4
大敗在東方腳下之後便宣布離任。鄧冠研
在舊東家執教戰績為5戰1勝2和2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2022 FISU世界大學
生壁球錦標賽當地時間（下同）13日在埃及吉薩落下帷
幕，出戰混合團體賽的香港大專壁球隊在4強不敵法國，
無緣決賽，在不設季軍戰下獲得一面銅牌。
較早前於個人賽，由鄭雅晴獲得女單第5名的港隊，

上周五起再戰混合團體賽。首階段分組賽，香港大專壁球
隊身處A組，同組對手有韓國、西班牙及包辦男、女子單
打項目冠、亞軍的埃及。結果港隊3︰0輕取韓國，0︰3
不敵埃及以及2︰1力挫西班牙，以小組次名晉級4強。
周日，4號種子港隊硬撼3號種子的法國隊，打頭陣

的鍾逸朗以0：3（4：11、4：11、7：11）告負。
港隊隨後由鄭雅晴上場，直落3局（12：10、11：

9、11：9），為港扳平1：1。決勝的第3場，黎卓楠在落
後0：2（7：11、2：11）下，連追兩局（11：9、12：
10），把比賽帶到決勝局，可惜最終戰至“刁時”僅以
10：12飲恨，局數負2：3，港隊總場數亦以1：2稱臣，
未能闖入決賽，在不設銅牌戰下與瑞士同獲季軍。
埃及最終以2：0力挫法國隊，繼包攬男、女單冠、

亞軍後，再在混合團體賽稱王，成為今次賽事的大贏家，
法國隊屈居亞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2022年桌

球英國錦標賽（全英賽）當地時間（下同）13

日結束正賽第二日較量。三屆全英賽冠軍、中

國名將丁俊暉以6：3淘汰10號種子鶴健士，成

為本次賽事首位挺進16強的中國選手，而他在

第5局打出職業生涯第600桿單桿破百，成為史

上獲得這一成就的第7人。他在賽後接受傳媒

訪問時表示，希望生涯可以打出1,000桿單桿

破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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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昊天首輪遭上屆亞軍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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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冠研投深水埗 任郭嘉諾副手

逾700人參與香園圍公路單車賽

◆港隊在世界大學生壁球錦標賽獲得銅牌。 大體協圖片

全英賽淘汰名將鶴健士 闖入16強

史上史上第第77人人

◆◆丁俊暉反勝鶴健士丁俊暉反勝鶴健士，，打入全英賽打入全英賽1616強強。。 新華社新華社

◆◆丁俊暉對前路充丁俊暉對前路充
滿自信滿自信。。 新華社新華社

◆◆只在晉峰任主教練兩個月的鄧冠研轉投深水只在晉峰任主教練兩個月的鄧冠研轉投深水
埗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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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大火的「重返」類題材終於拍成劇

啦!11月14日,劇集《重返1993》於騰訊視頻正

式上線!

創業年代,決戰商海,該片改編自瘋讀小說旗

下爆款人氣作品《重返1990》,講述現代商界新

貴林小凡(陳凱欣飾)被商業對手陳遠(李佳繁飾)

害死,卻意外重生穿越回到1993年。穿越後的林

小凡與妻子江顏(厲藺菲飾)和老闆紅顏(張璇飾)

一起白手起家,重新創業。最終,他們在那個遍地

是機會的黃金時代完成了選擇與自我成長,成為

一代財富傳奇!

該劇由杜亭君執導,包小強擔任總製片人,

耿國勇擔任總策劃及監製,陽波擔任製片人,由

騰訊視頻、瘋讀小說出品,四川品道堂文化傳

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李海濤、李海波擔綱出

品人。品道堂是一家以優質網生內容為核心

的製作公司,堅持以IP開發為源頭,以用戶需求

為創作導向輸出內容的互聯網產品模式,以點

輻射。在質量良莠不齊的短劇市場,一直秉承

着品質價值和使命擔當,找准了一條平衡劇情

市場化與品質化的道路。據悉,除《重返1993

》外,該出品公司還有多種類型題材短劇將在

騰訊視頻播出。

「重返」題材市場大熱 匠心製作還原氛圍拉滿

黑格爾曾經說過「沒有衝突便沒有戲劇」,

「重返」題材之所以成為近年來市場的大熱題

材,極具反轉力的劇情和衝突起到了決定性因素

。這類題材的主角往往都手拿已知劇本,回到過

去,擁有「上帝視角」與「先知選擇」而分分鐘

站到風口上起飛,也正是如此設定才能滿足觀眾

們都夢寐以求的「人生作弊幻想」。而對於4到

5分鐘類微短劇想要更快的抓住觀眾,代入劇情,

在製作上,就更要追求「爽感」、「直觀」和

「氛圍」。

除去內容設定,在製作方面《重返1993》最

難的便是還原90年代的復古感。為此,在場景方

面,製片組選定了至今還完整保留有90年代街景

及社區實景風貌的象山老街區進行拍攝,利用選

景地的地利優勢,呈現90年代社會環境場景。同

時,劇組通過陳設90年代家居環境、布置風格,打

造出具有強烈年代感的生活場景。

妝造方面,《重返1993》在借鑑TVB經典劇

集《大時代》的同時,這群80後主創們也加入了

自己對90年代時代元素及審美的理解。從置景

陳設到演員妝造,整體時代人文場景的還原,讓觀

眾更容易沉浸於90年代的視覺環境,回憶及情懷

拉滿。

波瀾壯闊大時代 覺醒年代下的財富傳奇

《重返1993》作為一部穿越、創業、年代

劇,劇集主線聚焦與男主林小凡與陳遠的一場商

戰故事。現代版的林小凡本來已是坐擁四家上

市公司的成功霸總,卻在慶功宴上被落敗的競爭

對手報復而慘死。

他意外重生在了1993年冬天,而在這個同名

「林小凡」的社會混混卻是個渣男,他甚至為了

錢要賣掉親生孩子,但被反抗的老婆江顏誤殺。

林小凡的靈魂得以重生並擁有了一對妻女

。重生後的林小凡依舊懷着創業的雄心。他認

識了一位女大佬孫紅,在她的幫助下,林小凡在輕

鬆挖到第一桶金。後續林小凡又利用信息差大

開金手指,瞄準90年代股市熱潮,快速積累自身財

富。直到林小凡發現自己並不是唯一穿越重生

者,他的「老對手」陳遠也出現在這個時空!林小

凡將如何面對這位害自己死亡的狠角色,這次,他

是否能保全自己並再次贏得勝利呢?

拒絕形式主義 該劇旨在塑造有血有肉的群像

不僅是創業劇情跌宕起伏,本劇更重要的是

在塑造一名真正有生活的人。林小凡是一個有

成長弧光的人物,從渣男逆襲成為商界新貴,他也

像大部分創業男人一樣,無可避免的面對着情慾

誘惑,他不可避免的陷入了與妻子和紅顏的三角

感情之中。

到底是會「追妻火葬場」式追回溫柔賢淑

的老婆還是選擇那個義無反顧支持他事業的火

辣女老闆呢?林小凡如何平衡三人關係也將成為

《重返1993》一大精彩看點!

重回90年代,創業崛起之路無限反轉!《重

返1993》11月14日,騰訊視頻正式上線全網獨播

!一起看時代風口下人物的命運與抉擇!

年代重生爽劇《重返1993》開播

乘時代風口逆襲翻盤

由北京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新麗電視

文化投資有限公司、狂歡者電影製作有限公

司出品，改編自晉江文學城多木木多小說

《清穿日常》，由白敬亭、田曦薇、陳小紜

領銜主演的古裝輕喜愛情劇《卿卿日常》正

在愛奇藝熱播。該劇講述了因為一場聯姻擢

選，來自天南海北的女孩們齊聚新川，共同

開啟了一段狀況百出卻又相映成趣的新生活

的故事。陳小紜飾演郝葭一角，生動演繹人

間清醒，一出場就收穫頗多好評。

「人間清醒」 郝葭靈動出圈 拒絕戀
愛腦專注搞事業

陳小紜在劇中飾演靈動可愛的郝葭，造

型大氣穩重、端莊沉穩，看起來是個宜室宜

家的女子，但出場自帶內心OS屬性，一言

不合就開啟吐槽模式。表面又「茶」又「夾

」，但實際目標明確思路清晰，內心只把男

人當東家，努力做工只為讓母親生活變好。

網友評價：「本以為郝葭是個戀愛腦，沒想

到腦子裡只有事業。」

此前陳小紜在《斛珠夫人》中飾演緹蘭

就大受好評，如今再次

出演古裝劇，造型顏值

再次收穫好評。此次

「陳小紜史上最清醒女

二」「陳小紜新劇人設

好夾」「陳小紜卿卿日

常演的是瓜主吧」等話

題強勢出圈，角色郝葭

以傲嬌機靈、人間清醒

的性格也獲得觀眾喜愛

。

品人間四時煙火 與
「卿」 共話 「家常
《卿卿日常》以美

食為特色，以「日常」為題眼，在輕鬆的氛

圍當中，將美食、娛樂、養生、萌寵等元素

紛紛融合，向觀眾呈現出一幕幕和美溫馨的

家常故事，盡顯盎然趣意。陳小紜飾演的郝

葭與來自五湖四海的才子佳人匯聚新川，在

平淡生活中努力實現各自的理想，體會友情

的溫暖。角色生活充實可感，十分貼近當下

年輕人對「二人三餐四季」理想生活的嚮往

與對鬆弛自如狀態的追求。後續郝葭的故事

將如何發展，她能否如願過上自己想要的生

活，十分值得期待。

《卿卿日常》正在愛奇藝熱播，讓我們

和演員陳小紜共同體味「人間至味是清歡」

，譜寫和睦美滿的妙趣佳話。接下來由陳小

紜出演的電影《鯊灘》、電視劇《薄冰》、

《無與倫比的美麗》、《一念關山》等多部

作品也將陸續和觀眾見面，讓我們一起期待

她的精彩演繹。

陳小紜領銜主演新劇《卿卿日常》正在熱播

搭檔白敬亭田曦薇品人間四時煙火

近幾年穿越題材可以算的上是一個大熱門，

穿越題材的影視劇層出不窮，迎合了許多觀眾獵

奇的心理。穿越作為影視劇中的一大設定，讓觀

眾有一種霧裡看花的狀況，但優秀的穿越題材影

視劇，會在劇情的推動下一步步揭開謎底，挖掘

影片背後的深度。開心麻花向來擅長高概念題材

的電影，在大眾的認知里，口碑都是有所認證的

。從《夏洛特煩惱》中的夏洛在夢境中「穿越」

回校園的無厘頭情節，到《羞羞的鐵拳》中馬小

和艾迪生跌入泳池被雷劈後的靈魂互換，開心麻

花迅速占領喜劇市場，並成功獲得大眾認可。今

日，開心麻花網絡電影《大話女兒國》正式上線

，在穿越題材的基礎之上，結合了西遊元素，這

次會從什麼新的角度去闡述唐僧與女兒國國王的

故事呢？

網絡電影《大話女兒國》由原舞台劇《皇帝

的新娘》導演艾春旭執導，戴可威聯合執導，黃

玉嘯執筆，張康康、陳櫻丹、王成思等人主演。

在片中，現代酷愛機車的男主唐堂（張康康

飾演），前生為三世聖僧轉世，經歷九九八十一

劫難穿越到古代西域，遇到女兒國國王如花（陳

櫻丹飾演），本以為走上人生巔峰的唐堂，卻碰

上精絕國和女兒國兩國交戰，二人為了躲避精絕

國國王（王成思飾演）的追捕臨時結伴，一路上

歷經種種磨難......一個普通人穿越古代，開啟逆

襲之路，玩轉西域。《大話女兒國》在經典西遊

IP的基礎之上，融合了吸睛的穿越元素，讓劇情

變得更加新奇，有創意點。

現代機車變古代「神馬」，現代版唐僧變古代

獵物，西遊師徒反目成仇。一串凝結着女兒國國王

眼淚的神奇手鍊，一段前世已定的曠世虐戀，一次

與惡勢力之間的抗衡......究竟藏着什麼秘密？

除了借鑑西遊的經典故事內容並融合了奇幻的

穿越風格，《大話女兒國》也是開心麻花在網絡電

影上的一次創新嘗試，電影再度延續了開心麻花廠

牌一貫的喜劇+的類型模式，笑點密集。電影中

「奇幻+喜劇」的劇情，幽默語言與荒誕喜劇的巧

妙結合，塑造出濃厚的喜劇氛圍。《大話女兒國》

中加入了當下熱梗與獨特的方言，利用一些諧音梗

與特殊道具，營造出故事張力，使得喜劇效果更加

明顯，讓觀眾也更加具有代入感。除此之外，開心

麻花知名喜劇演員王成思的加入，也給影片帶來了

不少助推力。被稱為「長在笑點上的男人」，王成

思喜劇表演功力紮實，首次飾演反派塑造性也極強

，不得不說讓觀眾充滿了好奇心。

同時，開心麻花的喜劇電影根植於社會現實

，以黑色幽默的喜劇內核，折射出一定的現實思

考。無論是《夏洛特煩惱》中夢境與現實的交錯

，還是《西虹市首富》中的虛榮人生，再到麻花

參投的電影《這個殺手不太冷靜》中的龍套演員

被騙，做了一次夢中的男主角。所以不妨換個視

角去看開心麻花的電影，就會發現喜劇背後對於

現實的批判。影片《大話女兒國》中也讓觀眾看

到小人物面對命運的束縛，拼命打破困境的成長

，以及背後所傳遞出的不平凡與頑強，這恰是影

片背後的另外一種觸動人心的真實。

開心麻花網絡電影《大話女兒國》上線
奇幻穿越設定爽點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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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低於預期，第十三屆全國政

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

世錦18日出席第十三屆財新峰會時表示，新冠疫情三年來，中

國經濟實際增速持續低於潛在增長率，這種情況不能再持續下

去了。隨着近期優化防疫政策“20條”、房地產金融“16

條”、推動平台經濟發展等政策出台和落地，中國經濟恢復的

有利條件在增加，建議2023年政府應提出不低於5%的增長目

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經濟學家建言促明年經濟回升

銀行辦個人養老金業務 管理辦法出台

劉世錦進一步指出，2022年經濟增速基數低，
如果2023年上半年能夠大步或者全面擺脫疫

情衝擊的影響，各項穩增長措施落實到位，尤其是
改革開放加大力度，穩預期、穩信心見到成效，實際
增速可能更高一些，應力爭2022-2023年兩年平均增
速達到5%左右。

力爭今明年平均增速達5%
劉世錦研究團隊測算，現階段中國經濟的潛在

增長率在5%-5.5%，今年前三季度實際增速只有
3%。從近期經濟走勢看，今年全年達到5%增速有
一定難度，估計可能只有3.5%左右，考慮到2020
年至2021年兩年平均增速5.1%，過去三年平均增
速是低於5%的潛在增長率。

需要帶動匯率合理升值
劉世錦認為，經濟實際增速長期低於潛在增長

率，會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中長期經濟增長機制
性損傷、新老動能轉換減緩等後果。

另外，中國提出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
的人均收入水平，據測算其間經濟增速要不低於
4.7%，“從潛在增長率水平看，難度相當大。為實

現到2035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能爭取到的實際增
速必須要爭取。而且僅靠實際增速硬增長還不夠，
立足點必須放到提高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
上，由此帶動匯率的合理升值。”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
偉民在同一場合亦表示，當前經濟發展的最大風險
是增長速度過低，經濟增長持續滑出合理區間，對
經濟內在機理的衝擊很大，對經濟發展後勁的影響
很大，必須要及時扭轉，應該力促明年經濟增長重
回合理區間。

對於促進經濟回升，楊偉民提出，要把握好政策
目標之間的動態平衡，把握好發展與監管、長期與短
期的平衡；要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打消幹部怕問
責的心理，分清抓落實與責任制；還要扭轉企業預
期，需要增強體制機制和政策上的一些確定性。

楊偉民說，二十大報告提出的許多新論斷、新
思路，比如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等，具有思想上
定心丸的作用，要大力宣傳這一方針性的政治導
向，更要繼續通過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使思想上
的定心丸轉化為體制政策上的定心丸。

另外，中國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劉福壽在財新
峰會上表示，下一步銀保監會將穩步擴大規則、規

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重點之一是立足發
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財富管理、不良資
產處置、消費金融、健康養老等領域外資機構來華
投資展業。

銀保監：吸引財富管理等外資來華
他指出，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銀保監始終秉

持三項原則。一是擴大開放與自主靈活實施並立，
結合國內改革發展目標和國家戰略需要進行開放，
實現互利共贏。二是擴大開放與維護金融安全並
重，通過有效措施保障金融安全，落實開放的舉
措。三是擴大開放與有序推進並行，注重對外開放與
中國實際相結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銀行業、保險業
對外開放的道路。

對於下一步金融業對外開放，劉福壽表示將穩
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同
時，將立足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全球
高質量金融資源要素集聚，在財富管理、不良資產
處置、消費金融、健康養老等領域，引入具備專業
特色、經營穩健、資質優良的外資機構。同時鼓勵
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積極開展與國際多邊組
織的合作。

◆第十三屆全
國政協經濟委
員會副主任、
國務院發展研
究中心原副主
任劉世錦。
財新峰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保監會18日發布商業銀
行和理財公司個人養老金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的通
知，規定已納入養老理財產品試點範圍的理財公
司，可以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截至2022年三季
度末，一級資本淨額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主要
審慎監管指標符合監管規定的全國性商業銀行等，
可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通知並指出，商業銀行、
理財公司應當在正式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後10日

內向其直接監管責任單位報告相關情況。
中國證監會18日發布個人養老金基金銷售機

構名錄，其中包括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
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等16家商業銀行，中信
證券、廣發證券、華泰證券等14家證券公司；以
及7家獨立基金銷售機構，包括螞蟻集團旗下螞蟻
（杭州）基金銷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和上海
天天基金。

同日，中國證券會並發布個人養老金基金名
錄，包括國泰基金、南方基金、南方基金、易方達
等基金管理人旗下共129隻基金納入其中。

本月初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五部委聯合
發布個人養老金實施辦法稱，參加者每年繳納個人
養老金額度上限為12,000元人民幣，並將根據經濟
社會發展水平、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發展情況等因
素適時調整繳費額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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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
蘭上海報道）本周最後一個交
易日，A股大盤整體呈窄幅震
盪，滬綜指再度探至3,100點下
方。

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發文
支持職業教育，刺激教育板塊
漲逾5%。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097點，跌18點或0.58%；深
成指報 11,180 點，跌 41 點或
0.37%；創業板指報2,389點，
漲 3點或 0.16%。兩市共成交
9,787億元（人民幣，下同）；
北向資金淨流入51億元，為連
續6日淨買入。本周滬綜指累漲
0.32%，深成指周漲0.36%，創
業板指周跌0.65%。

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方案》
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印發

《職業學校辦學條件達標工程
實施方案》，要求各地統籌區
域職業教育資源，結合區域經
濟社會發展需求，優化職業學
校布局，合理確定招生規模，
制定辦學條件補齊方案，用好
盤活事業編制資源優先支持職
業教育。教育板塊逆市升5%，
豆神教育、國新文化、學大教
育、中公教育漲10%，至此教
育板塊連升三周，本周漲幅達
9%。

國聯證券分析，乘政策東
風，職業教育有望迎來黃金時
代。近期市場熱點延續，中
藥、醫療板塊連續第二日向
上。風電、光伏板塊重拾升
勢。遊戲板塊衝高回落，小幅
收紅。跌幅榜上，旅遊酒店、
半導體、航天航空殺跌，旅遊
酒店板塊重挫3%。

◆教育板塊連升三周，本周漲幅達9%。圖
為學生在實訓室加工軸類零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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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明荃近期左邊耳鳴 考慮做大戲戴耳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汪明荃

（阿姐）、林盛斌（Bob）、李麗霞（黑妹）
等，21日在九龍灣為本月25日舉行的《耳愛
傳聲15週年慈善演唱會2022》綵排，主辦活
動的基金會主席林建煇醫生呼籲大家要關注聽
覺問題。
阿姐向林醫生表示近來左耳有耳鳴問

題，林醫生認為可能跟她做大戲，聽得多鑼鼓
聲有關，又建議她可佩戴音樂耳塞，阻隔部分
聲音保護耳朵，阿姐笑說：“那樣別人會以為
我耳朵有問題？我之前看醫生檢查過說沒事，
不過我都會考慮hapi 。”阿Bob笑言家中四
個子女有時會尖叫及吵架，笑言要配定耳塞。

日前在台慶演出短劇時狂飲5杯牛奶飲到吐的
他，表示身體已無大礙，並多謝同事、觀眾及
網民的關心。

另外，21日公布的《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2022 》入圍名單中，阿Bob個人獲多項大獎
提名，他在台慶劇《美麗戰場》中飾演的富商
徐富貴大受歡迎，角色亦令他獲“最佳男配
角”提名及“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而他與
劉佩玥的CP組合，更入圍提名“最受歡迎電
視拍檔”，而該劇亦入圍“最佳劇集”提名。
此外，他與馮盈盈合作主持的《全城一叮》亦
入圍角逐“最受歡迎電視拍檔”。擔任不少節
目主持的阿Bob，今年主持的《全城一叮》、
《全能司儀大賽2022》及的《360秒人生課
堂》同時為他帶來“最佳男主持”提名，其中
《360秒人生課堂》同時並獲“最佳資訊及專
題節目”提名。

獲多項大獎提名的阿Bob，開心又感恩地
說：“真是好開心，好感恩，回想過去一年，
在電視台做了好幾個不同工作，能夠得到提名
的肯定，其實已經當贏了，希望幾個獎項都可
以入到最後五強，到時行紅地氈那時穿得美一
點！”事後他亦第一時間在個人社交平台為自
己拉票。

感謝麥美恩細心指導 宋宛穎 梁凱晴 邵初角逐主持獎

21日TVB舉行《傳承．狂歡 55攜手創無
限》暨《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2》提

名名單記者會，總經理（節目內容營運）曾志偉、
助理總經理（戲劇製作）曾勵珍、助理總經理（藝
員管理及發展）樂易玲、TVB New Wings Limit-
ed總監鐘澍佳，聯同譚俊彥、馬國明、陳自瑤、
李家鼎、宋宛穎、梁凱晴、邵初、丁子朗等半百藝
人出席。曾志偉即場向由藝員票選勝出“我至Like
《傳承．狂歡55》綜藝節目”的《黃金盛宴》、
《全城一叮》及《香港小姐再競選》3個節目的台
前幕後頒發獎狀，並多謝全台所有同事上下一心，
眾志成城，做好“傳承55”。
大會公布頒獎禮16項提名名單，陳山聰憑

《金宵大廈2》、《回歸光影頌：我的驕傲》及
《美麗戰場》獲提名3個“最佳男主角”，又憑
《鐵拳英雄》、《十八年後的終極告白2.0》（下
簡稱：《十八年後2.0》）及《超能使者》角逐3
個“最佳男配角”，另有3劇入圍“最佳拍擋”
及6個“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今年播出的6套
劇皆有提名，以個人有15個提名成為數量最多的
藝人。在“最佳男主角”提名最多的則是有4劇
的陳展鵬，分別是《鐵拳英雄》、《回歸光影
頌：母親的乒乓球》、《黯夜守護者》、及《超
能使者》。首次拍劇的林敏驄憑《下流上車族》
強勢入圍，形成三人大戰的局面。與陳山聰同告
有3劇提名的還有何廣沛，而譚俊彥、郭晉安、

周嘉洛和袁偉豪各有2劇入圍。
“最佳女主角”方面，唐詩詠雖有《鐵拳英

雄》、《回歸光影頌：我的驕傲》、《白色強人
II》和《超能使者》 4劇提名，是女藝人之中最
多，但始終已離巢TVB，外界預期其勝算不及公
司寵兒陳瀅及主演《下流上車族》引起極大回響
的鮑起靜與江美儀。正在上位的陳曉華也憑《異
搜店》、《回歸光影頌：曙光》及《美麗戰場》3
劇首度入圍。而同告首獲提名的還有JW，她憑
《痞子殿下》和《青春本我》角逐“最佳女主
角”、“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及“飛躍進步女
藝員”。

馬明撐女友奪“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
馬國明（馬明）與女友湯洛雯（靚湯）拍拖

角逐“最佳男、女主角”及“最受歡迎電視男、
女角色”，大會安排馬國明親自揭曉女友獲提名
“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的名單時，他直認有私
心看好湯洛雯。譚俊彥揭曉合作《十八年後2.0》
的龔嘉欣入圍《最佳女主角》名單，也表明會力
撐拍檔。二人受訪時，談到有否信心再奪“最佳
男主角”殊榮，上屆得主的譚俊彥表示抱平常
心，事關今年競爭激烈，陳山聰、林敏驄和陳展
鵬都很厲害，而主演的《十八年後2.0》能全部獎
項獲提名已覺大滿貫，直言私心撐陳山聰，並感
激馬國明去年給予自己鼓勵。馬國明自言也是抱

平常心，會力撐《白色強人II》的伙伴陳豪和郭
晉安，女友亦當然會力撐，會全力為女友拉票爭
獎之餘，更揚言自己一票也會投給女友。笑問身
家是否也給女友？馬國明立即封口不會公開透
露，但譚俊彥是知道的。譚俊彥打趣稱自己所有
錢都奉獻給太太，身上僅有一張八達通。說到湯
洛雯若得獎會否結婚慶祝？馬國明即指兩者無
關，又與譚俊彥一起拉開話題表示為用心演戲的
戴耀明獲提名感高興。

陳自瑤提名“升級”成就解鎖
陳自瑤憑《回歸光影頌：母親的乒乓球》入

圍“最佳女主角”和“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
說到去年“最佳女配角”得主的她今年“升
級”，她稱很開心和感恩，坦言對得獎沒信心，
更沒想過有份入圍，獲提名“最佳女主角”已是
成就解鎖，但當然也希望大家都支持投她一票；
而心目中看好演技出眾的江美儀和林敏驄，又讚
提名名單上很多人都做得很好。
上屆“飛躍進步男藝員”得主丁子朗也同樣

“升級”，憑《青春不要臉》角逐“最佳男主
角”，他笑稱飛躍得太快，自己也嚇到，有提名
已開心，自覺有很大進步空間，先多陪跑多年。
他稱讚合作過的陳山聰和林敏驄，但心水得主是
周嘉洛，又笑言為免被指偏心，會將票投給自
己，以自己“零”票。女藝人就看好鮑起靜和江

美儀，大讚前者是教科書級的演技，合作期間還
會主動及用心地教導他演戲，對她心存敬愛。
至於生力軍方面，人氣持續高企的炎明熹

（Gigi）憑《青春本我》首度入圍“最佳女配
角”、“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飛躍進步女
藝員”，並與姚焯菲在“最受歡迎電視歌曲”提
名名單中各佔3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子棠）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2》定於明

年1月8日假將軍澳電視城舉行，

11月21日公布16項提名名單。陳

山聰個人獨佔15個提名角逐4個獎

項成藝人數量之冠；而“最佳男主

角”競爭激烈，陳展鵬有 4劇提

名，首次拍劇的林敏驄氣勢強勁，

外界預料將會是三人的惡鬥，相反

馬國明和譚俊彥就以平常心面對。

至於“最佳女主角”方面，唐詩詠

有4劇提名，不過遇上勁敵兩位好

戲之人鮑起靜與江美儀，以及獲力

捧的陳瀅，而正上位的陳曉華和JW

王灝兒也首次躋身名單之內。

攝：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木又

陳山聰15個提名領跑萬千星輝頒獎禮

爭視后爭視后陳瀅陳瀅 硬撼 唐詩詠唐詩詠 鮑起靜鮑起靜 江美儀江美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棠）宋宛穎、梁凱晴及
邵初3位上屆港姐三甲齊齊角逐《萬千星輝頒獎典
禮2022》的“最佳女主持”，邵初更入圍“飛躍進
步女藝員”。3人均表示開心、驚喜、榮幸和感
恩，但講到信心就稱“零”，並指一眾女主持人師
姐們都很優秀，是她們的學習榜樣，並一致看好麥
美恩、陳庭欣、朱凱婷，更口徑一致感謝麥美欣的
提點。宋宛穎認為有份提名已算獲得肯定，並感激

麥美恩在連續兩屆台慶的教導，令她做主持更流暢
及提升信心。梁凱晴亦指與麥美恩合作過，感受到
對方很細心及很用心教人。邵初表示獲兩項提名感
愕然，自認未夠班名字能在名單之上，但當然也很
開心，除了要感謝麥美恩提點自己，大讚TVB有
許多經典女主持人，口快快說：“Do姐鄭裕玲就
不用講啦”，停頓幾秒後，才補充指Do姐已經是
超班。

陳煒牛一有信心奪視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21日是陳煒成為

陳太後的首個生日，煒哥的一班fans，特別舉辦了
一個生日會，除慶祝煒哥生日外，亦慶祝她新婚
之囍！
席上除了一班疼惜煒哥的fans外，當然亦有她

的幾位至愛，煒哥老公、姐姐同姐夫都有到場，大
家開開心心，齊齊祝賀煒哥牛一。
21日煒哥憑《回歸》及《黯夜守護者》提名最

佳女主角。問到有否信心奪視后，煒哥謂：“信心
一定要有，其實自己兩個角色都好喜歡，因為《回

歸》同《黯夜》是兩個完全不同性格的人物，所以
都過足戲癮，最重要是觀眾喜歡。個人私心會更喜
歡《回歸》鄧麗娟多一些，因為是適逢香港回歸25
周年，感覺同所有香港人一齊經歷過去，憧憬未
來，所以更有感覺和使命感。”
另外，煒哥同郭晉安（安仔）雖然是首次合
作，但已經得到《最受歡迎電視拍檔》的提名，
對此煒哥謂：“是有一點驚喜，因為同安仔真是
第一次合作，出來得到觀眾喜歡，真是好開心，
希望大家都投我們一票。” ◆阿姐、Bob、黑妹等21日在九龍灣進行排練。

◆◆ 左起左起：：譚俊彥譚俊彥、、陳自瑤及馬國明對奪獎抱陳自瑤及馬國明對奪獎抱
平常心平常心。。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22022》》定於明年定於明年11月月88日假將軍澳電視城舉行日假將軍澳電視城舉行。。



美国尚未建国，就已属移民社会。起初的移

民来自欧洲，包括英国。他们为了逃避宗教迫害

而登上了五月花号，不远万里，来到新大陆。他

们是美国的“黄蜂”（WASP），亦即盎格鲁-撒

克逊族新教白人（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s

）。对印第安人来说，他们是“ 夷民”，他们

野蛮地向西推进，把印第安人杀的杀，赶的赶。

一条血泪之路自此而成。白人曾与印第安人立约

，许他们独立自主，建立自己的国度，不受联邦

管辖。但走入保留地之后，印第安人陷入贫困、

毒品等问题，难有长足发展。

先期移民的“遗老遗少”，包括德国移民的

后裔川普，用不同方式排斥新移民。排斥的说辞

，无非是移民抢夺本地人的饭碗，难融入美国社

会等等。这些说辞，会影响相关政策。而这些政

策会影响千家万户的命运。

今年（2022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冉·

阿布拉米茨基（Ran Abramitzky）和普林斯顿大学

经济学教授利亚· 布斯坦（Leah Boustan）合著了一

本书《遍地黄金：移民成功背后的故事》（Streets

of Gold: America’s Untold Story of Immigrant

Success），试图让人反思美国的移民历史。

此书的标题来自纽约埃利斯岛移民监狱发现

的一段话：“我曾听说美国的路都是黄金铺的，

所以来到这里。抵达之后发现了三件事：第一，

路并非铺满黄金；第二，路根本还没铺；第三，

他们是指望我来铺路的。”这段话来自一位不知

名的意大利移民。当年修铁路的华工可能更是感

同身受。

以“遍地黄金”为题，是侧重于移民的“美

国梦”与世俗成功。为了限制新移民，保守势力

总制造各种借口，试图在价值观、社会流动性和

文化融入等方面，制造二者截然不同、“时代不

同了”的假象，强调新老移民不可等量齐观。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是用大数据时代的统计

手段，对这些说法进行了驳斥。作者研究移民，

用了大量的数据，这包括美国统计局的统计资料

、美国国会历年来关于移民的演说，甚至还有美

国族谱网站ancestry.com上的数字。他们注册了

多个账户，在ancestry网站梳理资料，一度导致

该网站律师发函，要求他们停止搜索。网站以为

他们是要盗取网站数据。得知研究者的目的之后

，网站觉得这是好事，欣然同意他们继续研究。

从这个族谱网往上搜索移民的祖宗八代，也是数

字时代富有创意的一种研究方法。当年扎克伯格

创办脸书网，原本是给校花班花打分。族谱网的

来历也同样与后来的用途大相径庭：族谱网原本

是摩门教搜寻祖先所用的。诸多新教派别认为信

仰是个人的事，每个人要和耶稣建立单独的关系

。而摩门教认为，未曾领受福音的祖先，可通过

“代理受洗”的方式，获得拯救。摩门教为此建

立了祖先的数据库。这个族谱网的创办人做梦也

不会想到，他们的网站会成为移民研究的富矿。

在追踪移民数据的过程当中，作者发现，在

不同时期，移民的来源是最大的变化。在“黄蜂

”移民之后，有不少来自欧洲其他地方的移民。

川普曾经问，为什么美国不多引入一些挪威这样

成功国家的移民，而尽是海地、尼日利亚等“粪

坑”国家的人？他未曾想到，挪威移民一度也是

所有移民中最穷的。他们的技能也有限，生存多

靠种植和渔猎，到新大陆之后，他们只有前往中

西部农村，在那里，他们男耕女织，和外界相对

隔绝。他们是盖瑞森· 凯勒在《草原之家》节目

里常常嘲笑的对象。换言之，如今“主流”的美

国人，祖上也是一穷二白，也是被人百般排斥的

。比如爱尔兰移民在自己的国家遭受饥荒，意大

利和东南欧移民，历史上也是缺少生路，逃荒到

新世界的。成为当今精英的犹太人，过去更是被

迫害和杀戮的对象。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今，移民的最

大来源国依然是人均GDP不及美国的国家。只是

这些国家本身变了。一说移民，大家很多想到的

是墨西哥人。就在最近，在我所在的德州，拉丁

裔人口已经超过了白人。拜登政府对移民相对友

好。而地方政府则未必。德州白人州长艾伯特和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迪斯用巴士和飞机，将非法

移民运往纽约和华盛顿，意思是让非法移民给这

些蓝州添添乱，让他们也尝尝非法移民的苦。

作者的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说明如今的移民就

是添乱的，如今移民的犯罪率和过去的移民没什么

变化。要说犯罪，过去意大利移民还把黑手党这舶

来品带到了新大陆。我最近搬到了达拉斯。我是在

网上租的房子，事先没有细看，到了之后，发现一

头栽进了拉丁裔的社区。周围几乎所有人都说西班

牙语，物业是墨西哥人，维修是墨西哥人，左右邻

居也都是墨西哥人。我突然觉得自己空降到了墨西

哥了。我发现大部人挺朴实的，偶尔放点吵闹的音

乐，但是有趣的是，一到晚上十点，全静了下来了

。小孩都没有哭闹的，连狗都不叫了。原来是十点

钟开始是宵禁时间，尚不知这只是这里的规定，还

是墨西哥古已有之的什么传统。总之，到晚上比过

去住的白人为主的社区还静些。

作者要回答的其他问题还包括：在移民来源

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前提下，如今的移民，还有

没有过去那种“向上流动性”，是不是在文化的

融合上比过去更差，是不是给美国本地人带来了

工作冲击等。作者的答案，和众多学术著作一样

，平淡无奇，但又让人无法忽视 —— 学者用学

术的方式，驳斥了一些政客耸人听闻的说法。

他们在梳理了大量文献之后发现，如今移民

的向上流动性和过去相比并无显著变化。在文化

融合上，只要给与条件，融合还会发生。后面这

点我略有质疑。住在墨西哥人村，我发现，大部

分成年人只说西班牙语。想和他们交流，他们就

说自己英语不行，赶紧叫小孩。墨西哥村每个小

孩都是翻译。大人这么好的条件，不学英语，坚

持说西班牙语，我不大明白怎么回事。

我怀疑周围很多人是非法移民，不过人太多

了，政府也管不过来。自从1891年之后，移民的

管辖权就从地方收归联邦政府。联邦和地方有时

候会在移民问题上发生冲突，尤其是在边境线漫

长的德州。

过去很长时间，移民的主体是家属移民，依

亲移民。一人移民，全家移民。川普誓言打击这

种依亲移民链。但反对者嘲笑，他的岳丈都是依

亲移民的受益者。过去移民政策里还反映了美国

的一个志向，那就是接纳世界各地受苦受难的人

。这种移民观的初衷，是五月花始祖们所幻想过

的，强者对弱者的庇护，幸运对不幸的包容。

现在不少美国人所希望的移民，是受过良好

教育的人。移民的主体，从依亲悄然转变为技术

移民，变成了人才争夺。只接受高学历高收入人

士，对美国人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并无益处。当

你在餐桌上吃的多为冷冻蔬菜和玉米时，说明移

民政策收紧了：有些蔬菜瓜果，无法用机器采摘

，需要人工。没人来采，蔬菜水果会烂掉，无法

从菜园果园到冰箱与餐桌。

在个人成就上看，作者也断言，今日移民的

向上流动性不比过去差。本土居民多抱怨发展的

停滞。他们说上一代有向上流动的梯子，可以一

步步向上攀爬。他们认为这个梯子或者说台阶已

经不复存在了。而移民的子女却依然在实现阶层

的飞跃。

如今，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地的移民收入高，

属模范阶层。同样的社会环境，为什么本地人觉

得流动性停滞，而移民仍在发展？作者给出的第

一个原因大家耳熟能详，那就是移民家庭重视教

育。另外一个原因，我倒是没有思考过：移民的

家庭，往往会选择机会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大

城市。本地子弟安土重迁，生在哪里，往往就留

在那里，懒得去其他地方折腾。而地理位置会限

制或加速人的发展。这些说法，和北上广与三线

城市之选择是一个道理。美国很多年轻人确实不

愿意离家太远。在自豪感很强的德克萨斯尤其是

这样。我有一友，说他有同学连德克萨斯都没有

离开过。有次心血来潮，开车到了新墨西哥州边

界。到达之后，吐了口唾沫，然后返回，回到德

州天下第一的美好感觉里。

在移民群体的发展上，这本书里还有一些独

到的发现：移民的性别和成就居然也有点关系。

在所有的移民群体中，来自中国大陆、印度等亚

洲国家的子女，儿子和女儿的成就类似。可是有

些地方，比如西印度群岛这些地方的移民家庭，

往往女儿比儿子社会流动性更强。其原因，是西

印度群岛的父母对女儿往往管得更严，看得更紧

。对儿子管得更少。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警察

，对黑人男子也盯得更紧，抓得更多，这也影响

了他们的整体发展。

这本书也颠覆了我的一些观念。我一向觉得在

海外，抱团（书中有学名叫ethnic enclave）有碍融

入和发展。但作者说亚洲社区的抱团，会形成族群

资本（ethnic enclave）。例如中文学校、韩文学校

，都是家庭之间相互交流、易子而教的好地方。文

化融入不一定是全方位除根，而可以“选择性融入

”（ segmented assimilation），也就是融入到特定

的阶层或者社区。在故乡老死不相往来的族群，在

美国有时可借新社区重新连接。例如，在教会里，

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故国时相互征战的非洲人

，可相逢一笑，握手言和。

移民是否会抢本地人饭碗？作者认为，大部

分情况下，移民会创造更多机会，让本地人一道

受益。“零和”的情况并非没有，但属短痛而非

长痛。有时候它会产生新的机遇：前苏联解体之

后，大约有30万苏联科技人员到了美国寻求避

难。他们中间很多人数学很好，于是不少大学的

数学系后来被前苏联数学家把持。美国本土的数

学博士的机会确实被抢，但他们去了华尔街，在

那里找到天地，开始施展身手。

移民对于美国社会的改变是深远的。白人出

生率在下降，传统少数族裔人口在赶超，尤其是

信奉天主教的拉丁裔族群。这意味着中小学的学

生结构在变化，大学的生源在变化，而职场的结

构在变化。大学招生中对于族群的政策倾斜，职

场的多元化和包容培训，都是顺势而为。

这本书对于美国移民的未来是乐观的。作者

的研究，总体上让人感觉如今的移民，还在延续

过去移民的成功故事，并不是今非昔比。我不知

道他们这种声音，是否会被决策层看到。美国现

在是民主党的总统当政，对移民相对友好。但在

历史上，民主党反倒是反移民的。时代在变，当

旧日的移民成为遗民后，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今

日的移民，当成蚂蚁一样的蚁民。排斥总可以吸

引一些希望维持既得利益的选民。

移民政策一直是烫手山芋，其中最为严重的

是非法移民的问题。众多非法移民尚未有渠道合

法化，全部遣返更不现实。他们人多了，也成了

势力，难以撼动。政治派别需要权衡是争取非法

移民朋友圈的选票，还是借排斥他们，去取悦反

移民的选民。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对移民的态度

，还将继续改变美国的政坛图景。

夷民、遗民、移民和蚁民
美国新移民还能延续过去的成功故事吗？

斯坦福大学经济

学教授冉· 阿布拉米

茨基（Ran Abramitz-

ky，左）和普林斯顿

大学经济学教授利

亚 · 布 斯 坦 （Leah

Boustan，右）。

壬寅立冬二首 楊楚楓
A 霜寒露冷又凌冬，寂寂山林景不同。莫道

群芳蹤影渺，黃花賞罷賞丹楓。
B.冷雨瀟瀟下，驚心又立冬。風高榕葉響，

鴉亂露華濃。
瘟疫猶施虐，關山 樂啟封。陰霾雲散盡，夜

夜聽寒蛩。
德州的10 月，是秋末而冬又未到的季節；有

時覺得秋高氣爽、但有時又似覺冬天快來。籍在
工作之餘，步出所棲身的社區，走近離茅舍不遠
的海畔小林區，舉目四望，常有詩思浮現。本文
所寫的「壬寅立冬二首」，正是近日心態，遙寄
回港澳報章刊發之前，先交由德州文友指正。
正是「花開兩朶、各表一枝。

馳名於德州休斯頓及達拉斯兩大都會的保險
業翹楚李元鐘先生，過去5 年來誠心誠意爲廣大
華矞長者服務的熱忱的作風，在今個10 月及11
月兩個月當中，三度南下休斯頓，專誠為65 歲及
以 上 的 長 者 ， 舉 辦 醫 療 講 座 。 （ Medicare

Health Insurance)
今期三次講座，經己圓滿比結束，一如往常

一樣，舉辦得十分成功，依我個人出席如見，是
一次較一次成功，因而吸引到現居住於休斯頓來
自中港澳台、中南半島的越南、老撾、柬埔寨三
國；甚至星加坡、馬來亞、泰國等地區的華人長
者 ，分別去到休市唐人街上的美南銀行會議廰及
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內，細聽李元鐘先生的講
座，從而瞭解到美國十 多間長者醫療保險公司所
包涵的保障範圍、收費制度、及每月每季的醫療
藥物、長者生活必須品的派贈方案。林林種種，
五花八門。細想一下，若是長者自己去選擇醫療
保險公司，那的確是花多眼亂，恐怕會掛一漏萬
，會令長者無所適從。幸好有李元鐘先生的出現
，將市面上廿多間極負大名的保險公司的保障條
例，抽絲剝繭，逐個分析，滿腔熱誠向長者詳細
地解釋說明，令到出席人仕對下一年的醫療保險
公司有一個整體概念 的認識，再結合自己的身體
狀況、健康質素，從而選擇出配合自己的最佳保

險公司來。
環顧一下休斯頓市內從事各式各樣保險業務

的公司及從業員，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位之眾，但
是像李元鐘先生如此盡心盡力地為僑胞服務，真
的是無出其右，不作二人之想。

作為四十多年世界報刊雜誌的自由撰稿人
（Freenlance writer) 的我，楊楚楓，衷心地感覺
到李元鐘先生這種大愛式的的造法，十分可取，
因而本人不厭其煩，努力地向休市長者推介！一
盡我一介書生為民效力的宗旨。

本文收筆之際，提醒休市諸位長者，爭取在
12 月5 號之前，高移玉步，到休市中國城華埠大
廈二樓李元鐘保險公司辦事處，找上謝經理，報
名參加李元鐘先生在講座中所介紹的醫 療保險公
司來，為自己來年的身體健康，作出一個明智的
抉擇。古語有道：「蘇州過後無艇搭！機不可失
呀！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三度再談李元鐘保險專家三度再談李元鐘保險專家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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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獎項，

再度上演「台港大戰」，五名入圍者中

，包括三度拿下金馬男配角獎的黃秋生

，還有曾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香港電

影評論學會等獎項的三料影帝「林家棟

」；而台灣演員方面，張孝全則是睽違

十年，以《罪後真相》入圍，至於出道

38年的「游安順」首度入圍金馬，就叩

關影帝，也被視為一大黑馬。

張孝全成功演繹過氣名嘴 林家棟細膩詮

釋警察

深陷懸案、冒死挖掘真相，抽絲剝

繭捉真兇，台灣演員張孝全和香港演員

林家棟，一起角逐本屆金馬影帝寶座；

另外，身處社會底層，透過演技將影迷

帶入生存的絕望、無法翻身的絕境，以

及疫情下的無力感。

第59屆金馬影帝入圍作品，以這兩

大類深受評審肯定，其中張孝全首次挑

戰全新角色，讓他睽違10年，終於再度

叩關金馬影帝。

張孝全談起角色，表示劉立民（角

色名）就是一個新聞台的主持人，但荒

謬的是，他變成人質之後，帶動了節目

，所以他怎麼樣都要想辦法繼續往下走

，他在揣摩角色時，觀察到主持人在螢

幕上會有個人的風格、主持的方式，所

以他看了各個節目，然後自己想像，也

跟導演編劇討論「到底劉立民會是什麼

樣子」，他還笑說感覺可以再多來一點

浮誇演法。

辦案過程少不了張孝全最擅長的動

作戲，不少精彩打鬥，讓劇情更有看頭

，但面對其他資深老將，想要拿下金馬

獎座，沒這麼容易。

張孝全認為，自己的嘗試然後被肯

定，這太開心了，提到這次入圍作品，

他覺得類型都還是稍有不同，能跟大家

一起入圍就是很棒的事情了。

游安順、張繼聰首度角逐金馬 黃秋生第

3度入圍

出道37年、實力派演員游安順，細

膩的演技成功詮釋一位好賭的老父親，

他的憤怒、孤寂、軟弱，帶來的家庭悲

劇獲得評審肯定，他只說希望把獎留在

台灣。

因為這次影帝大戰，將上演台港間

的廝殺，除了張孝全、游安順之外，另

外三名入圍者都是香港演員，包括過去

拿下三座金馬男配角的黃秋生，還有香

港「三料影帝」林家棟，以及斜槓香港

歌手張繼聰，各個實力都很堅強。

究竟能不能如願把獎留在台灣，就

等11/19金馬獎揭開謎底。

影帝台港爭鋒！
張孝全睽違10年再入圍 游安順盼把獎留台灣

第21屆南方影展於11月12日公布得

獎名單並舉行頒獎典禮，歷經雙年展轉型

後首次舉辦「南方獎-全球華人影像競賽」

。徵件期間共收到729件來自全球具華人

身分導演或華語相關議題之投件之作品，

除華語社群外，更有來自美加地區與歐陸

之華人導演或以華人議題精彩影像參賽。

顯示南方影展之獨到觀點，持續打破地域

及語言文化限制，受到世界獨立電影圈關

注。本屆共計 59 部作品入選，另增設

「南方學生獎」及「疫情一天特別徵件競

賽」，同樣獲得許多國內青年新銳導演之

青睞。南方獎決選評審團今年邀請台港專

業策展人如林木材、葉奕蕾，更加入近年

囊括國內外各大影展獎項之動畫創作者謝

文明與知名導演李芸嬋，以注重觀點多元

、深刻議題探索與獨立創作精神為核心概

念，為南方影展選出今年各類獎項。並於

本屆頒獎典禮隆重公布。

本次影展及頒獎典禮集結了各界企業

好友支持，包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強友文教協會、育合春教育基金會、

全興資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短片頻

道等支持，一同給予「南方獎」入圍者鼓

勵，亦成為培育新銳導演的堅實後盾。頒

獎典禮邀請入圍導演及各界貴賓出席，包

括台南市政府副市長、文化局長葉澤山、

台電公司總工程師吳進忠、台電公司公眾

服務處長袁梅玲、中華強友文教協會理事

長李宗熹、育合春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王淑

英、崇藝術空間執行長鄭宏南、全興資源

再生股份有限公司人文企劃部門執行長張

聰賢以及動畫導演謝文明等擔任頒獎嘉賓

。

從一眾優秀作品脫穎而出之「南方首

獎」得主，並早已為台灣觀眾熟知的廖克

發，以六年時間完成的紀錄片《KAREN》

。其帶領台灣觀眾望向更南方的馬來西亞

印度裔移民家庭，創作者的拍攝既是紀錄

、陪伴也是批判。種族主義所帶來的結構

性矛盾、不平等與創傷，恰為台灣社會得

有所借鑒與警惕之處。

「最佳劇情長片」獎項由中國導演邱

炯炯編導之《椒麻堂會》獲得，史詩格局

完美融合戲劇形式，以結合傳統川劇、舞

台劇等藝術形式、細膩構築了一場家族史

的演進活劇。該作品見為知灼，於當代華

人社會中更顯其匠心獨具。

「最佳劇情短片」獎項得主為以台南

為創作基地並望向國際之你哥影視社作品

《宿舍》，評審一致公認，該作以擁擠的

女性移工宿舍為觀察切入點，透過與移工

的合作、故事採集、工作坊與重演，重塑

宿舍、提煉真實於虛構。為觀眾成功再造

一段越南移工抗議之電影旅程。

「最佳實驗片」則頒給台灣導演洪瑋

伶《K的房間——關於世界的創造與毀滅

》。創作者成功以中英語言、劇場搬演與

空間調度等聲畫形式，再現台灣於戒嚴時

期，一段知識青年如何周旋於冷戰下的中

國與國民盪政權，所共同構築之意識形態

囚籠，並試圖夾縫求生的血淚故事。

「最佳動畫片」得主《梅婆》為澳門

導演黃榮俊作品，該片運用放飛自我的角

色造型，令觀眾理智斷線、幽默又親切的

祖母錄音等多種媒材的拼貼手法，完成祖

孫一段惱人卻又親密無比的相處時光。

「人權關懷獎」得獎的是許卉林導演

編導之《台灣男子葉石濤》，頒獎嘉賓育

合春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王淑英表示，影片

讓我們看到華人世界對於社區的關懷，還

有與過去史料的連結，令人十分動容。

「南方新人獎」則由張若涵導演之實

驗片《1/5400．單格舞曲》獲得，創作者

在因疫情坐困愁城之時，仍想拍攝電影，

進而以物理方式思考早期電影的膠卷媒材

本質。影像風格在日記

詩篇、生活紀錄、電影

實驗之間游移。映照出

個人生活感受並透射疫

情時代創作不懈的電影

精神。不只是電影實驗

，更是以電影機制對個

人生活所進行的思索與

態度。

「台南影像獎」得

主為波蘭導演卡洛琳娜

． 布 雷 古 拉 （Karolina

Bregu㵟a）、台灣導演李

容渝、李亞橋、張釋分編導之《陸橋下的

客廳》獲得。作品不動的鏡頭，事件卻毫

不留情地繼續推進，是真的，情緒也是真

的。而今年饒予安導演之動畫作品《奢侈

凡夜》獲得「評審團獎」，簡約細膩的筆

調裡，隱約透露出日常生活中平凡且珍貴

的人體感知，是一部融合視覺；聽覺與觸

覺的難得之作。

今年增設之「南方學生獎」分別選出

白凱名導演的《洞》及兩名佳作趙翊涵導

演的《蟲戲》及林㵟芝導演的《吃葡萄不

吐葡萄皮》。《洞》以攝影機介入父母的

感情隔閡，與母親同行的紀錄有著細膩堅

實的感性，鏡頭對準父親卻無法隨意擺動

，這些視角變化情感真實，主觀的鏡頭坦

率勇敢，也是影片敘事最大的基石，期待

可發挖更深沉的探尋。《蟲戲》以兒童的

視角，在流動變形的轉場之中追尋那些兒

時曾經嬉戲捕捉的昆蟲，本片溫暖手感的

筆觸展現出純熟的動畫技法。《吃葡萄不

吐葡萄皮》為少見在聲音表演上下足功夫

的短片作品。母女喋喋不休，針鋒相對，

遇到「錢」就砲口一致對外，用聲音堆疊

出聒噪幽默的小人物心境。配音員身份巧

妙發揮叩合劇情，節奏到位且流暢，是一

部難得的喜劇作品。

除全球矚目之「南方獎」，頒獎典禮

也同時頒發特別徵件「疫情一天」，今年

由周禹丞導演的《遠端對話》及黃葻導演

的《蜘蛛洞》獲得首獎，而佳作四名分別

為葉家辰導演《神遊》、吳豫潔導演《女

嬸卡卡》、陳煒麒導演《生活在末日》及

吳政豪導演《很不平凡的後山》，希冀藉

由此特別徵件，鼓勵導演於疫情期間及時

創作影像作品，為台灣留下當存時空歷史

，進而建構未來影像記憶。

第二十一屆南方影展也在各界支持下順

利邁入尾聲，從政府機構到民間單位，不同

領域的對話及交流，無不展現南方影展的多

元特色。從地方到國際，南方影展歡迎各大

華語議題的持續加入與討論。今年入選的台

灣創作者與其作品，預計透過南方影展的合

作推薦，於明年至各大國際影展進行展演交

流。期許深耕在地的南方影展，能以文化古

都的台南為基礎，成為亞洲獨立電影最重要

的交流平台，持續以前衛、獨特或爭議的影

像美學視野，挖掘關注人文環境、保存在地

常民文化、具有社會議題穿透性及電影語言

開創性的影像作品，讓更多優秀創作者在世

界上發光發熱。

2022第二十一屆南方影展 「南方獎-全球華人影片競賽」

紀錄片《KAREN》勇奪南方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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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剑桥”，欧气满满

1941年冬天，老舍受邀从昆明前往喜洲讲

学，在他后来的散文《滇行漫记》，他为喜洲

写下这样的文字：

“喜洲镇却是一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

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

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

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

刻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

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

警察局。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

栋。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不到一里，

便是洱海。不到五六里便是高山。山水之间有

这样的一个镇市，真是世外桃源啊。”

彼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小小的喜洲镇却

因为偏居一隅，得以保全。不过老舍可是正经

在英国生活多年的，才不会仅仅因为喜洲没有

战乱就一通乱夸。

喜洲身上的“欧气”可不是运气，喜洲尽

管地处偏远，却和穷乡僻壤毫无关系，在当地

可是一直有“富喜洲，穷大理”的说法。

喜洲的繁荣离不开走南闯北的喜洲商帮。

如果只看中国地图，在现代旅游业发展起来之

前，西接苍山、东临洱海的喜洲看起来除了养

老以外完全没什么发展前途。不过如果把格局

打开，喜洲正好处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交

界地带，又是云南昆明至丽江的交通要冲。

南诏时期，喜洲人就开始经商，到清代已

形成了颇有规模的喜洲商帮。通过商业往来，

让喜洲与中原乃至世界连接了起来。

清末民初的喜洲商帮有“四大家”“八中

家”“十二小家”为中心的300多商户。不仅在

上海、香港等国内各大城市设有商号，而且把商

号设到了到缅甸、印度等周边国家，甚至太平洋

对面的美国，也在喜洲人的业务范围内。

巅峰时期，喜洲商帮在国内外设有商号

119个，有100余户参与出口贸易，实力完全

不逊于中原的晋商、徽商等商帮，是真正意义

上的跨国贸易集团。

会做生意也就算了，喜洲还是著名的诗书

礼仪之乡，明清两代，喜洲共出过34名进士

以及180多名举人和贡生。商贸和教育让喜洲

全然没有西南边陲小镇

的闭塞，现代化的思潮

顺着商队和书本连绵不断地传入喜洲。

除了有图书馆、学校、警察局等现代公共

设施，在抗战时期当地企业家代表严子珍还主

动联系华中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韦

卓民，帮助华大师生在喜洲安顿下来。

看过西南联大资料的人应该知道，在昆明

的联大师生不仅要躲避日军的轰炸，吃穿用度

都很成问题，还不时和当地人闹出矛盾。

相比之下，华大师生在喜洲的日子简直是

“神仙日子”，走在路上都能被热情的老乡拉到

家里蹭饭，连从广东、香港等沿海发达地区过来

的同学都没有任何不适应，留过洋的学生夸起喜

洲来比老舍还夸张，直接称之为“小瑞士”。

白族第一镇

虽说比作剑桥和瑞士，喜洲却没有在现代

化进程中丢失自己的文化。

喜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是世界的，更也

是民族的。大理的全称是大理白族自治州，但

要论白族文化浓度最高的地方，还得是喜洲。

喜洲被誉为白族第一镇，所谓的大理文化追根

溯源起来，发祥地却在喜洲。

关于喜洲的历史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

，那时的喜洲地界还唤做“大釐睑”或“史睑

”。公元823年，一名叫韦齐休的官员奉命出

使南诏国，在他的行程笔记《云南行记》里为

喜洲留下寥寥几语：“（南诏）有十睑，夷语

‘睑’若‘州’……大釐睑亦曰史睑”

其实在南诏国统一六诏（六个独立部族）

之前，白族的先民“河蛮”部族便已在喜洲聚

居，与周围汉族往来密切，且发展出相当成熟

的文化。有杨、赵、李、董等数十姓，各有城

郭、村邑，不相统属。有文字，颇知阴阳历数

，各部首领以习惯法治理属民。男女耕织，地

产丰富。

除了兴教育、办实业、投身公共建设，白

族人赚钱以后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家里人修一

栋大房子。有当地民谣开玩笑说，节衣缩食也

要建房子的白族本地人是“大瓦房，空腔腔”

，而外乡人则是“茅草房，油香香”。

不过也正因为白族人对于家宅的看重，今

天的喜洲才能留下规模庞大、保存完好的白族

建筑群。喜洲现存明、清、民国时期较完整的

民居101院，加上现代承袭白族传统形式民居

共约1500余院。整个喜洲宛如被包裹在时间

湖泊中的白族建筑博物馆。

同样是白墙灰瓦的白族建筑，配上精致文

雅的照壁、木雕和彩绘，会让人有种身处江南

水乡的错觉。不过比之江南民居的典雅娟秀，

喜洲的民居又添了几分西南民族的粗粝豁达。

喜洲白族民居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严子珍

的宅邸，为两层木结构，多院套连，二层贯通。

从外院来看，建筑形制严格遵循了白族民

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六合同春

”“走马串角楼”等典型风格。但深入后院，

就会发现藏着一栋以白色和薄荷色为主色调的

新式别墅洋房，彰显着白族人立身乡野、放眼

世界的胸中丘壑。

除了可以看建筑，喜洲镇的周城村还是白

族扎染的传承地。

白族扎染的染料取之于农，是蓼蓝、板蓝

根、艾蒿等天然的蓝靛溶液。扎染品图案以蓝

底白花最为常见，由手工针线缝扎，用植物染

料反复浸染而成。

周城村的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馆内藏有千

余种扎染图案，700多件传统的扎染品。觉得

光看不过瘾，也可以直接上手体验，就一个要

求，自己染得太丑了出去请不要说是在喜洲学

的手艺。

不爱吃早餐的毛病，都在喜洲治好了

“非上班不早起”星人要是去了喜洲旅行

，可千万别睡懒觉了，如果错过了刚出炉的喜

洲粑粑，你等于白来。

虽然大理古城也有不少卖喜洲粑粑的店面

，但要论正宗，那还得是喜洲镇的。当年郑天挺

从昆明跑到喜洲，就专门吃了喜洲粑粑，他还在

日记里评价“较之昆明火腿月饼尤过之”。

喜洲粑粑的名字听起来平平无奇，甚至还

会引起一些不太好的联想，其实“粑粑”是西

南地区对饼状类食物的统称。

喜洲粑粑由小麦粉做成，口味咸甜皆有

。甜口的粑粑以红糖、白糖、豆沙、玫瑰酱

为馅，还会加点桂花糖解腻，咸粑粑则是肉

末、鸡蛋、葱花和花椒。配料看着简单，有

些北方游客还会不以为意：这不就北方的烧

饼吗？

喜洲粑粑又称破酥粑粑，第一口下去，粑

粑边缘的酥脆确实会让人想起烧饼，但咬到中

间会发现面饼非常有嚼劲，有种吃比萨的感觉

，你就知道为什么喜洲粑粑也被称为“东方比

萨”了。

如果你在喜洲四方街看到一群人围着不知

道在干什么，别想了，肯定是在等粑粑，赶紧

排队去吧！毕竟一锅就能烤六七个，还要提防

有人一锅端了。

光吃粑粑有点干？可以来三杯烤茶润润嗓

子。

茶叶生意，一直是喜洲商帮的重要业务之

一。当地人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而在日常品

茶之外，又形成了专门用以待客的风俗——三

道茶。三道茶的规矩，在明朝就成形了。《徐

霞客游记》就有“注茶为玩，初清茶，中盐茶

，次蜜茶。”

第一杯茶要将小茶罐放于火盆上细心烘烤

，再放入适量的茶叶，在抖动颠簸中让茶叶加

热、变黄，散发阵阵清香。然后注入沸水，因

为响动大，又被称为“雷响茶”。第一杯茶闻

起来清香，入口带着青涩的苦味。

第二杯茶是将沸腾的头道茶，沏入已准备

好核桃仁薄片和红糖的碗里，让茶水、红糖、

核桃片充分混合后饮用，又叫“甜茶”。

第三杯茶，则是用第一杯茶冲沏混着蜂蜜

的新鲜花椒，甜中藏着辛辣。

当然，喝惯了奶茶的都市年轻人如果不太

适应普洱的浓郁，不妨去街上再买串乳扇压压

苦味。

乳扇是鲜牛奶煮沸混合三比一的食用酸炼

制凝结，制为薄片，缠绕于细竿上晾干而成，

可烤可炸，小孩子吃可能有点幼稚，成年人刚

刚好。等几串乳扇下肚，填满胃里最后一点空

间，在喜洲的暖阳里，你应该就明白喜洲名字

的含义了。

最有欧气的云南古镇，比丽江有意思

古镇，简简单单两个字就能让都市人发出无限的联想。

试问哪个打工人没有在一个加班的深夜想象一场古镇游，狠狠治疗一下自己的精神内耗？不过全国各地的古镇也因

为旅游业的影响而变得越来越千篇一律，近几年“古镇游”几乎成了智商税的同义词。如今想找一个景色好、消费低、

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古镇，简直比找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还难，而喜洲镇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古镇位于云南省大理市，距离大理古城不过18公里。

可能因为大理的名声太盛，喜洲镇反而得以在大理的光环下当一个自得其乐的“小透明”。跟风去大理的游客还堵

在路上，真正懂行的人早就从大理一路向北去喜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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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城工商

臺北醫學大學林建煌校長於日前率領團隊來美訪問，首站即
抵達休士頓，赴全球知名之德州醫學中心 (Texas Medical Center,
TMC)拜會及洽談合作案。

駐休士頓辦事處羅復文處長竭誠歡迎林校長一行，並偕教育
組楊淑雅組長陪同前往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BCM)拜會該校最重要之分子及基因研究系系主任 Dr. Brenden
Lee、中央研究院院士蔡明哲名譽教授、楊美枝教授、林偉欽教
授等，與會人員尚包括北醫大吳介信副校長、北醫附設醫院邱昭
華副院長、生醫育成中心易詩恩副執行長等，整體學術交流圓滿
成功。

蔡明哲院士及分子及細胞系教授暨腫瘤學訓練計畫主任林偉
欽博士均表示貝勒醫學院有多位臺裔教授及臺灣留學生，表現非
常優異，歡迎北醫大進一步合作；Dr. Brendan Lee 介紹貝勒醫學
院的分子及基因研究系在全美 醫學院中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
院計畫案件數及研究經費均為第一，系上有530名教職員，其中
3位為美國科學研究院院士，7位為美國醫學研究院院士。渠與
蔡院士同為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諮詢委員會委員
，與我中研院及臺大醫院均有合作。

羅處長表示臺美間共享民主、自由之普世價值，為美方各領
域最佳及最可信賴之合作夥伴。我臺北醫學大學與貝勒醫學院均

為私立，用心教學及專精研究，
樂見台灣與德州能進一步攜手合
作，共同強化先進醫療領域之研
究；林校長表示北醫大致力於以
疾病為導向之轉譯醫學研究與藥
物開發，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癌症
轉譯醫學、免疫療法以及精準醫
學，盼與休士頓醫學中心之各教
學及醫療單位連結。吳副校長指
出國際化為目前該校發展重點，
至盼與美方大學就學生短期實習
、住院醫師在職進修、共同研究
、合作設立研究中心等主題進行
深入討論及簽署備忘錄，美方大
學代表均稱善。

羅處長同時於醫學中心會館
款宴臺美雙方學校代表，另邀請在貝勒醫學院任教之Dr. Michael
Coburn、施惠德醫師、教育部公費生李倧輔、臺灣學生會會長雷
適凱及副會長吳怡萱等人與會，同步宣導我教育部玉山學者計畫
以進行海外攬才。

北醫大訪團此行亦前往德州大學MD安德森癌症中心（Uni-
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UT MDA）訪問，
與個人癌症治療研究所、應用癌症科學研究所、粒子治療研究所
、放射腫瘤科、癌症基因體實驗室之計畫主持人等互動交流，獲
得豐碩訪問成果。

全球知名之德州醫學中心 (Texas Medical Center, TMC)座落
於休士頓市區，包括萊斯大學、貝勒醫學院、德州大學健康科學
中心以及德州大學MD安德森癌症中心均在此醫學聚落中。其中
貝勒醫學院是全美最傑出的醫學院之一。 依據2023年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導全美醫學院排名，BCM於醫學研究項目排在全美第
22，臨床治療為第 16。德州大學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創建於
1941年，屬德州大學系統成員之一，是集合腫瘤臨床診斷、綜合
治療及基礎醫學研究於一體的大型醫療暨教學機構，亦為全美最
大的癌症中心。

臺北醫學大學於 1960 年成立，發展至今共有 11 學 院、1 通
識教育中心，在校學生逾 6,000 名，已培育超過 47,000 名畢業校
友，分佈世界各地，服務社 會，造福人群。該校擁有附設醫院
、市立萬芳醫院、 部立雙和醫院、新國民醫院、臺北癌症中心
、臺北神經醫學中心等6所優質附屬醫院，總床數約 3,000 床，
校院教職員工數近 9,000 人。 臺北醫學大學以 「培育具人文關懷
、創新能力及國際觀的生醫人才」為教育宗旨，近年來，在教學
、研究、醫療服務及生技產業創新研發等方面，屢創佳績。
2022 年 THE 世界大學排名，北醫名列全世界第 231 名，在國內
大學排名 第 2 名；2021 年 THE 亞洲大學排名，北醫名列全球
第 30 名；2022 年 ESI 基本學科指標，北醫共有臨床醫學、藥理
與毒理學、神經科學與行為學、生物與生物化學、一般社會科學
、分子生物學及遺傳學、農業科學、免疫學、化學、精神病學及
心理學等 10 個學門進入世界前 1% 之列。

臺北醫學大學林建煌校長率團訪問德州休士頓醫學中心臺北醫學大學林建煌校長率團訪問德州休士頓醫學中心
強化臺美醫學合作

【休士頓訊】美南銀行11月迎
來創行25周年暨2022年度年終晚宴
於Katy Hyatt Regency Hotel圓滿舉
行。由於考量疫情尚未明朗和適逢流
感期等因素，該慶祝活動雖並未擴大
舉辦，依然迎來數位貴賓蒞臨到場參
與。其中國會議員Al Green本人特
在百忙之中親到晚宴致賀，休士頓市
長助理Sylvester Turner代表市長專
程帶來賀函、除此之外還有，駐休士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夫
婦，R. Jack Cagle, Commissioner
、 Council Member-Pollard
、 Congresswoman Fletcher
Field - Representative, Bricen
Whitaker、 Congresswoman Lizzie
Fletcher等休士頓地區數位參眾議員
及縣市官員也均派代表參與給予祝賀
。

美南銀行25周年活動以回顧過
往、展望未來為主題，在新任執行長
Joanna Kim幽默風趣的致詞中展開
。在當晚頒發資深員工貢獻獎項的活
動中，董事長李承穗以銀行25年來
的照片，從銀行近期5年的發展至過
去10年前、15年前及20年前的創行

之始，帶領現場的貴賓們、董
事會和員工們慢慢回顧25年
來美南的經營歷程的點點滴滴
。李承穗感謝董事會對於他的
支持和信任、感謝員工們的團
結與努力。過程中除頒發10
年、15年、20年的資深員工
貢獻獎外，並特別頒獎褒揚感
謝美南銀行創辦初始董事及創
辦初始董事25年服務貢獻及
表揚感謝20年以上的資深優
秀貢獻員工。晚會節目最後舉
行了第一屆精英獎學金頒獎給
Ian Ho和Dianna Feng二位成
續優秀學生和餐會後的餘興節
目。
資深員工貢獻獲獎名單如下：

10 年 資 深 員 工 -
Trucngan Doan、 Laura
Zhang

15年資深員工- Chen Chen 、
Annie Lee、Chi H Tang、
Anna Tse-Cheng 、Winnie Wong

20年資深員工 - Annie Chan、
Helen Liu、Vicky Chen、

20 Year以上年表揚資深員工 -

Betsy Reese、Catherine Liang
創辦初始董事感謝貢獻獎 - Mi-

chele Hong、Sam Huang、San Ho
創辦初始董事25年服務貢獻-

CK. Lee、 Ed Malmgren、 Doris
Chen、Ted Hsieh


	1126SAT_C1_Print.pdf (p.1)
	1126SAT_C2_Print.pdf (p.2)
	1126SAT_C3_Print.pdf (p.3)
	1126SAT_C4_Print.pdf (p.4)
	1126SAT_C5_Print.pdf (p.5)
	1126SAT_C6_Print.pdf (p.6)
	1126SAT_C7_Print.pdf (p.7)
	1126SAT_C8_Print.pdf (p.8)
	1126SAT_C9_Print.pdf (p.9)
	1126SAT_C10_Print.pdf (p.10)
	1126SAT_C11_Print.pdf (p.11)
	1126SAT_C12_Print.pdf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