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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Dec 1 (Reuters) -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presented a united 
front on Ukraine on Thursday at the White House, and Biden 
said he would talk to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f he 
was willing to end the invasion.

Biden has resisted talking to Putin since the Russian leader 
launched the invasion in February, while Macron has kept 
lines of communication with Putin open.

“I’m prepared, if he’s willing to talk, (to) find out what he’s 
willing to do.” Biden told a joint news conference with Ma-
cron.

But Biden said he would only do this in consultation with 
his NATO allies and would do nothing that would harm 
Ukrainian interests. “I’m not going to do it on my own,” he 
said.

Biden is playing host to Macron for the first state visit since 
the U.S. president took power in early 2021. Besides pledg-
ing support for Ukraine, the two leaders sought ways to ease 
some economic tensions in Oval Office tensions.

Biden pledged to Macron to make changes to U.S. legislation 
that passed the Congress this year that European nations fear 
will harm their economies. Bills aimed at boosting U.S. re-
newable energy an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ave “glitch-
es” that can be addressed, Biden said.

“There are tweaks that we can make that can fundamentally 
make it easier for European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and or 
be on their own,” said Biden, who said he and Macron had a 
long discussion about the topic.

Macron said it was importa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uropean allies to “re-synchronize” their approaches.

“France did not come here to ask for some kind of exception 
for its economy. We came to share how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regulation impact us,” he said.

In a joint statement issued after their Oval Office talks, the 
two leaders said they were committed to holding Russia to 
account “for widely documented atrocities and war crimes, 
committed both by its regular armed forces and by its prox-
ies” in Ukraine.

They vowed to coordinate on their concerns regarding “Chi-
na’s challenge to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clud-
ing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to work together with China 
on important global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France’s President Macron official visit to Washington

[1/11]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walk down the Colonnade to the Oval Office at the 
White House, Thursday, Dec. 1, 2022. Doug Mills/Pool via 
REUTERS

Macron raised French and European concerns about subsi-
dies in Biden’s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 a $430 billion 

bill that offers massive subsidies for U.S.-made prod-
ucts and is aimed at addressing the climate crisis.

European leaders say the legislative package signed by 
Biden in August is unfair to non-American companies 
and would be a serious blow to their economies as 
Europe deals with the fallout from Russia’s February 
invasion of Ukraine.

Meanwhile Thursday, NATO ministers met in Bucha-
rest and pledged more aid to Ukraine to help against 
Russia’s attacks on energy infrastructure as winter 
bites.

The alliance, of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are founding members, was also discussing how to 
address challenges posed by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and its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said. Macron has said in the past 
that China should not be a focus for NATO.

KISSES AND LOBSTER
The Macrons arrived in Washington on Tuesday for his 
second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French 
leader took office in 2017.

Biden, 80, and Macron, 44, have had many meetings at 
international gatherings but this was the most amount 
of time they have spent together. A glittering state 
dinner was planned, with 200 Maine lobsters flown in 
for the occasion.

Biden and his wife Jill greeted Macron and his wife 
Brigitte with hugs, kisses and broad smiles as they cel-
ebrated more than 200 years of U.S.-French relations.

The two leaders and their wives, who dined together 
informally on Wednesday, took part in a South Lawn 
arrival ceremony that featured a military honor guard, 
a red-jacketed colonial band with the Fife and Drum 

Corps and national anthems.

Among the gifts Macron brought was a vinyl 
and C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soundtrack 
of Claude Lelouch’s 1966 film “Un Homme 
et une Femme,” the film the Bidens went to 
see on their first date, according to the Elysee 
Palace.

The Bidens presented Macron with a custom 
mirror made of fallen wood from the White 
House grounds and a custom vinyl record col-
lection of great American musicians.

The formal dinner in a pavilion on the White 
House South Lawn will feature music from 
Jon Batiste, Chardonnay from the Napa Valley 
and cheeses from Oregon, California and 
Wiscon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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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People stand naked as part of artist Spencer Tunick’s art installation to raise 
awareness of skin cancer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have their skin checked, at 
Bondi Beach in Sydney, Australia, November 26.  REUTERS/Loren Elliott

Cattle traders and customers crowd the Al-Manashi livestock market, ahead of the Muslim 
festival of sacrifice Eid al-Adha in Embama district on the outskirts of Giza, Egypt, July 7. 
REUTERS/Amr Abdallah Dalsh

A pitch invader runs onto the pitch wearing a t-shirt with a message saying ‘Respect for Iranian 
Women’ and holding a rainbow flag during the World Cup match between Portugal and Uru-
guay in Qatar, November 28. REUTERS/Molly Darlington

A cow moves past a burning car 
that, according to fire officials, 
caught fire due to an electrical 
short circuit after it was stuck 
in a water-logged road follow-
ing heavy rains in Ahmedabad, 
India, July 11. REUTERS/Amit 
Dave

Britain’s Prince William, 
and Catherine, Princess 
of Wales attend the NBA 
game between the Boston 
Celtics and Miami Heat at 
TD Garden in downtown 
Boston, November 30. 
REUTERS/Brian Snyder/
Pool

A wounded Ukrainian service-
man is moved in a pre-hospital 
medical aid center in Donetsk 
region, Ukraine, November 22.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
ty/Serhii Nuzhnenko

Rep. Hakeem Jeffries of
New York has been elected
as the new Democratic
House leader and makes
history as the first black
lawmaker to lead the party.

Jeffries took over the
leadership following speaker
Nancy Pelosi who has
served as leader since 2003.
Jeffries said this is ‘moment
of transition.’ “We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but we are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able to do
what’s necessary at this
moment to advance the
issues.”

Senate Majority leader
Chuck Schumer called Jeffries’
election a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ince the early civil rights leader
Dr. Martin Luther King le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many unequal

treatments have been overturned,
including granting everyone the right
to vote.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has rewritten the history of the whole
country, including the Chinese Asian
Americans. We all have benefitted
from this.

We hereby congratulate Rep.

Hakeem Jeffries on his new
leadership position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look forward to his
continuing to ascend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1212//0101//20222022

House Democrats ChangeHouse Democrats Change
Leadership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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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Jonas Salk studies slides in his laboratory follow-
ing the invention of his pioneering polio vaccine, circa 
1957. (Photo/Three Lions-Hulton Archive-Getty Im-
ages/TN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New York state health officials have found indications 
of additional cases of polio virus in wastewater sam-
ples from two different counties, leading them to warn 
that hundreds of people may be infected with the po-
tentially serious virus.
Just two weeks ago, the New York Health Department 
reported the nation’s first case of polio in almost a de-
cade, in Rockland County, north of New York City. 
Officials said that case occurred in a previously healthy 
young adult who was unvaccinated and developed 
paralysis in their legs. Since then, three positive waste-
water samples from Rockland County and four from 
neighboring Orange County were discovered and ge-
netically linked to the first case, the health department 
said in a press release on Thursday, suggesting that the 
polio virus is being spread within local communities. 
The newest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two locations in 
Orange County in June and July and one location in 
Rockland County in July.
“Based on earlier polio outbreaks, New Yorkers 
should know that for every one case of paralytic po-
lio observed, there may be hundreds of other people 
infected,” State Health Commissioner Dr. Mary T. 
Bassett said. “Coupled with the latest wastewater find-
ings, the Department is treating the single case of polio 
as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much greater potential 
spread. As we learn more, what we do know is clear: 
the danger of polio is present in New York today.” 

The health department reiterated that it is still investi-

gating the virus’ origin, and said that it is not yet clear 
whether the infected person in Rockland County was 
linked to the other cases.
Polio is “a serious and life-threatening disease,” the 
state health department said. It is highly contagious and 
can be spread by people who aren’t yet symptomatic. 
Symptoms usually appear within 30 days of infection, 
and can be mild or flu-like. Some people who are in-
fected may become paralyzed or die.
Before the polio vaccine was introduced in the 1950s, 
thousands of Americans died in polio outbreaks and 
tens of thousands, many of them children, were left 
with paralysis. After a successful vaccination cam-
paign, polio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eradicated in the 
U.S. in 1979. 
Unvaccinated New Yorkers are encouraged to get 
immunized right away, the health department said. 
Unvaccinated people who live, work or spend time 
in Rockland County, Orange County and the greater 
New York metropolitan area are at the greatest risk.

Most school-aged 
children have re-
ceived the polio 
vaccine, which is a 
four-dose course, 
started between 
6 weeks and 2 
months of age 

and followed by one shot at 4 months, one at 6 to 12 
months, and one between the ages of 4 and 6. Accord-
ing to the health department, about 60% of children 
in Rockland County have received three polio shots 
before their second birthday, as have about 59% in Or-
ange County — both below the 79% statewide figure. 
According to the CDC’s most recent childhood vacci-
nation data, about 93% of 2-year-olds in the U.S. had 
received at least three doses of polio vaccine.
Meanwhile, adults who are not vaccinated would 
receive a three-dose immunization, and those who 
are vaccinated but at high risk can receive a lifetime 
booster shot, according to the health department. The 
vaccine is 99% effective in children who receive the 
full four-dose regime, health officials said.
“It is concerning that polio, a disease that has been 
largely eradicated through vaccination, is now circulat-
ing in our community, especially given the low rates of 
vaccination for this debilitating disease in certain areas 
of our County,” Orange County Health Commis-
sioner Dr. Irina Gelman said. “I urge all unvaccinated 
Orange County residents to get vaccinated as soon as 
medically feasible.”

Rockland County Depart-
ment of Health Commis-
sioner Dr. Patricia Schnabel 
Ruppert issued a similar 

statement, calling on people who are not vaccinated to 
get the shots “immediately.”
Polio has rarely appeared in the U.S. since it was de-
clared eradicated over 40 years ago. The last reported 
case was brought by a traveler in 2013,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Courtesy cbsnews.com)
Related

Bill Gates Warns That Polio FoundIn 
New York Is ‘A Threat To Us All’

A once-eradicated disease has reemerged in New 
York, and it’s spooking health officials and billionaire 
philanthropist Bill Gates.
On Aug. 4, New York health authorities announced 
they had detected polio in wastewater samples from 
two counties north of New York City. Officials called 
the results, along with a confirmed case of polio in 
New York’s Rockland County in Ju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for a wider polio outbreak of the disease that 
can cause paralysis.

Microsoft cofounder Bill Gates, through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has been a vocal advo-
cate for stamping out polio for years.
LEON NEAL—POO/AFP/GETTY IMAGES
Gates—a longtime champion of polio eradication—
weighed in Monday, calling the news an “urgent re-
minder” that “until we #EndPolio for good, it remains 
a threat to us all,” on Twitter.
“The global eradication strategy must be fully sup-
ported to protect people everywhere,” wrote Gates, a 
Microsoft cofounder and the world’s fifth-richest man 
with a net worth of $118 billion.
TWEET 
Bill Gates
 @BillGates
News that polio has been detected in New York waste-
water samples is an urgent reminder: until we #End-
Polio for good, it remains a threat to us all. The global 
eradication strategy must be fully supported to protect 
people everywhere.

Gates tweeted a simi-
lar warning about the 
threat of polio in July, 
after New York health 
authorities announced 
the discovery of a 
single case of paralytic 
polio in an unvaccinat-
ed young adult. 

Gates, through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has been a vocal advocate for eradicating polio for 
years. The foundation is one of several partners in the 
Polio Global Eradication Initiative (PGEI), alongside 
organizations lik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The 
PGEI hopes to eradicate polio in the wild by 2026. 
The Gates Foundation has donated $4.2 billion to 
the GPEI, and in 2020 alone provided about 47% of 

the initiative’s total funds, making it the largest donor 
ahead of the U.S. government.
Despite new evidence of polio in New York, the 
campaign to eradicate the disease has been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public health initiatives. There 
were 350,000 cases of polio in 1988, when the GPEI 
was founded. That total has fallen to 688 in 2021. Two 
of polio’s three strains have been eradicate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nsiders polio to 
be endemic in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meaning 
that the poliovirus still exists in the wild. Outbreaks in 
other countries are either sparked by imported cases, 
or spread by an individual who received the oral polio 
vaccine, which uses a weakened, but not inactivated, 
poliovirus that can then infect unvaccinated individu-
als.
According to the CDC, many carriers of the poliovi-
rus are asymptomatic, and one in four will get flu-like 
symptoms. However, somewhere between one and 
five in a thousand cases can suffer from serious and 
life-threatening symptoms, like paralysis. Even those 
who recover can have symptoms like muscle weak-
ness and paralysis return years later in a long-lasting 
condition known as post-polio syndrome.
Rockland County has some of the lowest overall vac-
cination rates in New York State, including for polio, 
with only about 60% of young children getting the re-
quired three doses for full protection. In 2019 the coun-
ty was hit by a severe measles outbreak that forced the 
government to remove thousands of unvaccinated 
children from schools.

Efforts to fight the COVID-19 pandemic may be di-
verting resources away from public health campaigns 
like polio eradication. Global vaccination coverage for 
polio fell to 80% in 2021, down from 86% in 2019. 
On July 22, Gates called the drop in vaccination rates 
“heartbreaking” on Twitter, saying that “there’s a lot 
of work ahead to get back to, and eventually exceed, 
pre-pandemic vaccination levels.” (Courtesy https://
fortune.com/)
Related
Strongly Urging Immunization,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Updates Citizens On                   

Polio Samples That Have Been Detected

Key Points
Follow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Paralytic Polio 
Case in Rockland County, More Virus Found in 
Environmental Samples in Rockland and Orange 
Counties - Evidence of Local Transmission
To Keep New Yorkers and Children Polio-Free, 
Unvaccinated New Yorkers Should Get Immu-
nized Right Away
Vaccines became available starting in 1955, and a 
national vaccination campaign cut the annual number 
of U.S. cases to less than 100 in the 1960s and few-
er than 10 in the 1970s,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 1979, polio was 
declared eliminated in the U.S., meaning there was no 
longer routine spread. Rarely, travelers with polio have 
brought infections into the U.S., with the last such case 
in 2013.                                                                                    
U.S. children are still routinely vaccinated against 
polio. Federal officials recommend four doses: to be 
given at 2 months of age; 4 months; at 6 to 18 months; 
and at age 4 through 6 years. Some states require only 
three doses.
According to the CDC’s most recent childhood vacci-
nation data, about 93% of 2-year-olds had received at 
least three doses of polio vaccine.
Polio spreads mostly from person to person or through 
contaminated water. It can infect a person’s spinal cord, 
causing paralysis and possibly permanent disability 
and death. The disease mostly affects children.

Dr. Jonas Salk, developer of the Salk polio vaccine, 
with vaccine viles in the mid 1950’s.

Polio is endemic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al-
though numerous countries in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have also reported cases in recent years.
Rockland County, in New York City’s northern sub-
urbs, has been a center of vaccine resistance in recent 
years. A 2018-2019 measles outbreak there infected 
312 people.
Last month, health officials in Britain warned parents 
to make sure children have been vaccinated because 
the polio virus had been found in London sewage 
samples. No cases of paralysis were reported. (Cour-
tesy apa-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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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turn Of Polio? Hundreds Of People 
Could Already Be Infected With Polio Virus

N.Y. Health Department Confirms 
First U.S. Polio Case Since 2013

BUSINESS

COMMUNITY

eradicate polio say they are being forced 
to suspend their mass immunization efforts 
amid the surg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partners 
decided that for the next six months, all po-
lio activities including national vaccination 
campaigns and house-to-house surveillance 
“should be suspended to avoid placing com-
munities and frontline workers at unneces-
sary risk.”
The announcement came after a meeting last 
week of the Polio Oversight Board, an expert 
body coordinated by WHO and partners.
The experts noted that while halting efforts 
to stop polio is necessary given the speed at 
which COVID-19 is infecting people global-
ly, it will undoubtedly result in the increased 
spread of the paralytic disease and the num-
bers of children paralyzed by the virus.
The mass vaccination campaigns — which 
occur as frequently as every month — are 
critical to stopping polio, as eradication re-
quires that more than 95% of children under 
5 be immunized.

The polio epidemic of the 1950’s.
The global effort to wipe out polio began 
in 1988 and was intended to eliminate the 
disease by 2000. But the initiative has been 
hobbled by numerous problems including 
resistance to the vaccines, outbreaks in some 
instances caused by the vaccines themselves 

Afghanistan and Nigeria.                                                                                
It will be up to individual countries to de-
cide whether to suspend their vaccination 
campaigns, according to a note released af-

stopping polio efforts will require scaled-up 
work once immunization activities can re-
sume.
Polio is endemic in Afghanistan and Paki-
stan and continues to be a problem in about 
10 other countries worldwide. (Courtesy 
https://abcnews.go.com/)
Related

Polio, Measles And Other Diseases Set To 
Surge As COVID-19 Forces Suspension 
Of Vaccination Campaigns
“A devil’s choice.” That’s how Seth Berk-
ley, head of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describes the dilemma facing global health 
organizations in the past few weeks. They 
could either continue to support mass 
vaccination campaigns in poor countries 
and risk inadvertently helping to spread 
COVID-19—or recommend their suspen-
sion, inevitably triggering an upsurge of 
many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end, 
they chose the latter. As Science reported last 
week, the 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 
on 24 March recommended suspending po-
lio vaccination campaigns until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Door-to-door campaigns against polio, 
such as this one in Kenya in 2018, could 
help spread COVID-19.
Two days late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
tion’s (WHO’s) Strategic Advisory Group of 
Experts on Immunization (SAGE) issued a 
broader call, recommending that all preven-
tive mass vaccination campaigns for other 
diseases be postponed. “Any mass cam-
paigns would go against the idea of social 
distancing,” says Alejandro Cravioto of the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
co’s faculty of medicine, who chairs SAGE.
Related 
But experts say the fallout from the wrench-
ing decision will be huge and may last long 
after the pandemic subsides. It comes on top 
of the damage COVID-19 will do to the frag-
ile health systems in many countries.
Mass vaccination campaigns against a 
host of diseases are already grinding to a 
halt in many countries. For many children, 
these campaigns are the only chance to get 
vaccines. Some 13.5 million have already 
missed out on vaccinations for polio, mea-
sles, human papillomavirus, yellow fever, 
cholera, and meningitis since the suspen-
sions began, Berkley says. “I tell you those 

numbers will be much larger than what we 
see today.”
In the case of polio, more children will be 
paralyzed in countries where polio is still 
circulating, and the virus will likely spread 
to countries that are now polio-free. The de-
cision couldn’t come at a worse time. The 
polio eradication effort is already reeling 
from setbacks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where the wild virus is surging, and in Afri-
ca, where outbreaks caused by the live polio 
vaccine itself are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The program will reassess the decision every 
2 weeks.

Twenty-three countries have already sus-
pended their measles campaigns, and as a 
result, 78 million children will miss out on 
the vaccine, says Robb Linkins, a measles 
expert in in the Global Immunization Divi-
sion of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
trol and Prevention. Sixteen other countries 
are still deciding. Linkins foresees “tragic” 
consequences. In poor countries, the virus 
can kill 3% to 6% of those it infects, WHO 
says, with malnourished children especially 
at risk. Measles infected an estimated 10 
million and killed 140,000 in 2018, the last 
year for which numbers are complete. And 
because measles is incredibly contagious, 
case numbers could quickly surge following 
the suspensions.
Unlike the polio initiative, SAGE stopped 
short of recommending that countries halt 
campaigns to quell ongoing measles out-
breaks, but it said they should carefully 
weigh the risk of an immediate response 
against that of a delayed one. For now, cam-
paigns are continuing in the Democratic Re-
public of the Congo, where the world’s big-
gest outbreak has so far killed an estimated 
6500 children—far more than the ongoing 
Ebola outbreak in that country—and sick-
ened more than 340,000.          
WHO, GAVI, and other health organizations 
stress that routine immunization of individu-
al children at clinics must continue as much 

as possible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ut health systems in many countries were 
already stretched thin, and protective gear 
is often lacking. Berkley fears severe dis-
ruptions of routine immunization if health 
workers are diverted to COVID-19 or be-
come sick or die, or if parents are afraid to 
bring their children to a clinic. Vaccines may 
run out as well. Some countries are already 

-
ed and borders close, Berkley says.

 Other essential health services will also be 
disrupted, says Augustin Augi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lliance for International 
Medical Action. Every year, ALIMA trains 
about 500,000 African mothers to diagnose 
acute, potentially fatal malnutrition in their 
children; those programs have been sus-
pended. The knock-on consequences of the 
pandemic “will be much stronger and more 
lethal for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popu-
lations,” Augier says.
Across all these programs, the goal is to 
regain lost ground quickly once the pan-
demic is over. In the meantime, WHO says,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surveillance for 

where pathogens are circulating and which 
children are most at risk. But that, too, is a 
challenge amid the fear and disruption from 
COVID-19.
Berkley sees some hope in the experience 
in West Africa after the 2014–15 Ebola out-

did campaigns once Ebola was over and 
strengthened routine immunization. We not 
only recovered coverage levels, but exceed-
ed them.” But that epidemic was largely 

population of fewer than 25 million peo-
ple. This time, the entire world is affected. 
(Courtesy https://www.sciencema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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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unization Efforts Amid The Surg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uspends Polio Immunization 

Efforts Due To COVID-19 Crisis

Child receives oral polio immu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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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萬芳、青年吉他演奏家林子文及小提琴演奏家劉杰鑫合作
演出。攝影／容長明

各組慈青家庭的每一個人分工合作，各司其職。攝影／Thomas 
Hong

志工們以自身呈現禮儀之美，把茶道的人文精神傳授給孩子們。
攝影／林嵩然

9
262

當年輕人感受到我們真實的存在，看到我們真正在做
事，領略到慈濟的人文，並產生認同後，自然會加入我

們。   
2022紐約青年音樂節活動協調塗瑞璽高

學生們的表現，出乎意料之外的棒，特別是看了他們的
介紹，才發現有很多是自己都還不知道的，我非常佩服

他們。   
高中團團長志工  許世傑

世界上苦難這麼多，我相信配對捐款也會讓更多的人發

揮愛心，願意慷慨捐出他們的能力。  
慈濟志工  黃啟貞

	 作者／郭恩璞、羅憲弘、羅奇華；張今寶、容長明、金祖怡、朱文廣

	作者／鄭玉琴、張傳鑫；范聖宗、陳宗坤、黃芳文、曾雯萱、張上彬、姜至真

	作者／蔡文惠、林嵩然、黃詩詒

十一月向來是各非營利性組織用豐富多彩的活動來號召
募款的慈善月，慈濟在美國東西兩岸舉行兩天三場慈

善音樂會。
	 11月19日，紐約青年音樂節在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金
色禮堂登場。紐約慈濟邀請在美獨立音樂人作為演出嘉賓，
希望藉此吸引更多年輕人的關注。同一天，慈濟北加州慈善
音樂會連續兩天在灣區矽谷的聖塔克拉拉會議中心（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盛大舉行，台灣知名歌手萬芳特
地飛到美國共襄盛舉。

秋風瑟瑟，寒冬將至。美西的北加州沙加緬度慈濟少年
團	 (簡稱慈少)、北加州慈濟高中團及美南的德州奧斯

汀慈濟大專青年聯誼社（簡稱：慈青社）分別舉辦年度神廚
競技和料理鐵人賽。讓年輕人發揮創意，大展廚藝，通過不
同主題呈現素食的多樣化。同時鼓勵大眾茹素，帶動更多的
年輕人接受素食，並從個人推廣到家庭、校園和社區。
	 2022年11月13日，將近40位沙加緬度慈少帶著自己親
手製作的素食餐點，陸續趕到慈濟沙加緬度會所。他們都是
參加慈少小神廚競賽，主題元素取材全球各地的餐點，參賽
人必須發揮創意，呈現出風味道地的素食。香氣瀰漫比賽現
場，參賽作品展現了素食的全球化。

眼睛輕輕閉上，將背打直，肩膀放鬆，兩手放膝上，
數著呼吸，試著把心沉靜下來。」德州休士頓人文

學校，自2008年開始靜思茶道課程，疫情期間曾經暫停，之
後採線上教學；這個學年回到實體教學，隨即恢復人文課程
中的茶道課程，期盼藉由茶道禮儀，涵養學生的人文氣質。
	 2022年11月6日，低、中、高年段學生在老師、茶道工
作人員和志工的帶領下，淨手淨心，從喝茶和奉茶中學習待
人接物、飲茶、奉茶、品賞茶食等禮儀，以及收拾善後的人
文學習。學生們學習恭謙的為父母師長奉茶及做小主人的待
客之道，培養為人服務時的歡喜心、感恩心和愛心。

慈濟紐約、北加州慈善音樂會 歌聲樂曲匯集大愛歌聲樂曲匯集大愛

美西美南年度神廚競技  慈青慈少推素救地球

休士頓人文學校品味三好茶

◎ 八方素饌應有盡有

◎ 喝茶有三好，奉茶有三心

◎ 北加州賽程有如綜藝節目

◎ 奧斯汀評分加上廚餘

◎ 期待吸引年輕力量
◎ 250,000美元配對捐款

	 往年，紐約慈濟會邀請台灣知名的歌手來美與觀眾共度
美好時光。今年受到亞洲疫情政策的不確定性，歌手赴美充
滿變數，決定邀請本土華裔獨立音樂人挑大樑。而年度音樂
節面向所有大眾，其中有很大部分觀眾年歲稍大，大家是否
能接受？效果會好嗎？這些無疑是一次挑戰。但另一方面，
這個改變會為慈濟吸引來更多年輕人的關注，在慈濟的慈善
事業越來越龐大時，年輕力量的加入尤為重要。

	 香味濃郁的馬來西亞椰漿飯（Nasi	Lemak），搭配花生
和參巴醬，鋪在斑蘭葉上，道地的馬來風味擄獲了評審的味
蕾，奪下年度廚神冠軍；日式小熊造型蛋包飯，充滿趣味，
獲得第二名；法國精緻素食乳蛋餅（Quiche）中添加了波
菜，營養滿分，鮮花擺盤，增加法國風情，是這次比賽的第
三名。
	 參賽的美食中還有菲律賓蔬食炒麵、香蕉春捲、檸檬熱
薑茶、夏威夷素食風味餐（Musubi）、中式太極炒飯及韓式
石鍋拌飯等，每一道餐點都充滿了慈少的用心與巧思，也呈
現了素食的自然、和協與平衡。
	 慈少們將先前領養的竹筒帶回娘家，竹筒中的銅板，都
是點滴的愛心，真情的匯聚，金額不多，卻足以托起一盞盞
希望的燈。

	 北加州高中團盛大的「料理鐵人」大賽，是高中生在疫
後首度正式回到慈濟園區進行的活動。一別三秋，2019年時
九年級的新生，現今已是十二年級的準畢業生。久別重逢，
寒暄裡有闊別三年的生疏，也有別開生面的新鮮。
	 2022年料理鐵人大賽的主題是「遍佈世界—慈濟愛的
足跡」，八組學生抽籤決定負責介紹的國家：印尼、緬甸、
墨西哥、馬來西亞、秘魯、泰國、菲律賓以及莫三比克。

	 料理鐵人大賽有如綜藝節目般華麗登場，內容包含舞台
表演、攤位介紹、和美食料理。高中生們不僅呈現美食，還
通過歌舞、短劇、快問快答等，介紹慈濟人在當地的的馳援
行動；讓大家跟著他們去到八個國家，了解慈濟人無所求的
付出。
	 知足組準備的墨西哥傳統食物塔瑪莉	（Tamales），別
出心裁的在玉米莢裡包素油飯，用料有糯米、香積米、乾香
菇、菜脯、豆乾和墨西哥辣椒，足具創意，果然在激烈的競
爭比拼中奪得今年的「神廚獎」。
	 其他各組準備了秘魯的青醬塔瑪莉（Tama l i t o s	
Verdes），馬來西亞的素「叻沙」（Laksa），泰式炒河
粉、冬蔭米粉、綠咖喱、芒果糯米和泰式奶茶組合的「一

	 休士頓志工在幾天前，先將茶道課程的教室布置妥當，
當天又準備好茶水及茶食，引領學生們在集合時先洗手，又
用淨水為每一位孩子淨手，讓他們從中感受到淨心的寧靜。
茶道老師帶著孩子們沉靜心靈，才開始進入課程。
	 品茶及飲茶禮法，對於大多數在海外長大的孩子來說是

	 2022年奧斯汀慈青社料理鐵人賽，吸引了30餘位來自
德州大學的慈青參加競技，他們根據今年的主題「電影」，
大秀廚藝，端出創意料理，為素食饗宴再添新食譜。	
	 今年，廚藝競賽的規則加上了廚餘分量團隊的評分，
除了要求展現組員間分工合作的精神和湍出的菜品之外，製
作時淘汰和最後剩下的廚餘，必須能夠全部放到一個小袋子
中，才算合格。因為，競賽的目的之一也是提醒大家，不能
為了追求好吃和好看，不惜浪費了可用的食材。
	 參賽慈青的創意食譜，來自大家耳熟能詳的電影，	
《小小兵》（Min i ons），《神隱少女》（Sp i r i t ed	
Away），《魔法滿屋》（Encanto）和《料理鼠王》
（Ratatouil le），其中的元素變成了美食；黃色的番紅
花飯糰、辛辣味反派口味飯糰、壽司、中南美洲常見糕
點恩潘納達（Empanada）和拔得頭籌的普羅旺斯雜燴
（Ratatouille），榮獲本年度料理鐵人的頭銜。

	 黃昏將近，夜色將臨，金色禮堂的舞台上，地下頻道

	 北加州灣區的兩場演出，獲得1200位觀眾到場支持，大
家一起捐款支持慈濟志工在全球進行的持續關懷、義診、急
難救助及扶持弱勢居民等，為需要的人帶來希望。
	 慈濟高中團鼓隊的震撼演出為音樂會開場，台灣知名歌
手萬芳以90年代經典金曲與觀眾重溫青春歲月；北加州知名
青年吉他演奏家林子文、小提琴演奏家劉杰鑫分別與她合作
時下新曲，並接受觀眾現場點歌，全場還一起合唱「新不了
情」等。最後由慈濟人文學校的小朋友們和慈濟志工以歌聲
和手語表演，作為壓軸。
	 慈濟志工黃啟貞與廖瓊玉夫婦於2020年疫情期間，持
續關懷社區與山火災民，深感弱勢家庭面臨的困境，特別在
慈濟年度募款活動中，以250,000美元配對捐款（matching	
fund)，呼籲大家一起合力讓愛心加倍。2022年，他們再度
以250,000美元配對捐款，希望募集更多愛心。

	 觀眾席上，五位來自聖塔克魯斯山區「最後的機會」社
區（Last	Chance,	Santa	Cruz）的居民，見證了慈濟的持續
關懷。兩年前，他們因山火遭災而與慈濟建立友誼，災民蘇
西·德弗格朗（Susie	 Devergranne）說：「山火過後，只有
慈濟不斷地支援社區重建所需，並像家人般持續陪伴我們，
我們真的非常感恩。」
	 美東和美西的舞台上，演出嘉賓傾情投入，台下觀眾
認真聆聽，慈濟精神的內涵在每個角落流淌。紐約青年音樂
節是對過去一年圓滿完成使命的答謝，更是對未來更好的期
望。北加州慈濟志工關懷的腳步從未停歇，來自十方的捐款
是人間大愛，大家一起把愛傳出去，帶領需要的人走向充滿
希望的遠方。

（The	 Underground	 Channel）樂隊炸裂的貝斯和鼓點為音
樂節拉開帷幕，五位表演嘉賓，慈濟志工和慈濟人文學校學
生一起，為觀眾帶來了四個小時精彩的演出。
	 地下頻道樂隊的貝斯手林輝（Steven	 Lin）也是這次演
出嘉賓的邀請人，他為音樂會請來靈魂藍調歌手蘇永斌、爵
士音樂家陳宣羽、叛逆樂團麻辣大仙（Spicy	Jesus）、流行
音樂製作人李耀明及2021年最值得關注的舞蹈家麗貝卡·馬
戈利克（Rebecca	Margolick）。

家親」五菜拼盤，印尼傳統素料理「天貝」、緬甸平民美食
「咖哩飯」、菲律賓春捲、非洲莫三比克的黃金烤馬鈴薯球
等。

「

陌生的，也是從未接觸過的新鮮事。老師教導孩子們奉茶的
禮儀要有三心，就是感恩心（端捧茶盤）、尊重心（敬上茶
盞）、愛心（微笑頷首）。志工首先示範奉茶給老師的禮
儀，學生就依樣呈現，恭敬的奉茶給老師和同學，恭敬的態
度可以讓接受者滿心歡喜。
	 除了三心之外，志工向孩子們分享飲茶禮法的「三好
茶」：「一杯茶分三次喝完，每喝一次，都對自己發願，我
們要發好願，說好話和做好事。」每一口茶都是在祝福自
己，也是在祝福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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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與	
1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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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與1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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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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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由任天堂和照明娛樂聯合打造的全

新動畫電影《超級馬力歐兄弟大電影》重磅釋出新預

告及人物海報。預告中不僅曝光了豐富的電影場景，

更出現了萬眾期待的人物角色，故事線逐步解鎖，給

人驚喜連連！同預告一起亮相的還有六張全新人物海

報：馬力歐、路易吉、碧姬、奇諾比奧、咚奇剛和酷

霸。

《超級馬力歐兄弟大電影》集合了眾多經典遊戲

元素。在預告片中，不光有酷霸進攻蘑菇王國，更有

眾多粉絲翹首以盼的碧姬首度亮相，她將馬力歐作為

拯救世界的「援兵」，對他展開了空中彈跳、跑酷等

一系列「魔鬼訓練」。同時，馬力歐與咚奇剛正面交

鋒的場面以及系列遊戲中的彩虹賽道追逐戲也悉數登

場！

除了精彩絕倫的故事場景，影迷們同樣可以在這

部電影看到無與倫比的動畫製作。不論是繽紛華麗的

場面視效，還是活靈活現的人物細節，都將是一場大

銀幕的視覺盛宴，帶你進入一個真實的超級馬力歐世

界。

馬力歐角色因遊戲風靡全球，早已成為很多人不

可或缺的童年回憶。早在電影先導預告發布後，便有

眾多遊戲粉絲表示：「我的童年男神馬力歐回來了！

」「看預告的時候想拿遊戲手柄控制馬力歐彈跳

」……欲知馬力歐最終是否能通過「魔鬼訓練」，與

碧姬一起粉碎酷霸的陰謀？答案盡在萬眾期待的《超

級馬力歐兄弟大電影》，2023年即將全球獻映！

沉浸式巡遊蘑菇王國!
《超級馬力歐》大電影曝預告

2019 年，誕生了一部驚艷探案懸疑電

影《利刃出鞘》，曾被引進在中國內地

上映，口碑和票房雙豐收，在中國內地

的票房為 2 億元，而豆瓣評分則拿下了

8.1 的高分。

時隔 3 年，續作《利刃出鞘 2》終於

來了，依舊由導演萊恩· 約翰遜執導和編

劇，丹尼爾· 克雷格繼續出演私家偵探布

蘭科，續作有着品質保證。

《利刃出鞘 2》定檔於 12 月 23 日上線

網絡平台，由 Netflix 平台出品， 財大氣

粗的網飛一出手，演員陣容就全面升級

。

除了丹尼爾· 克雷格之外，《利刃出

鞘 2》還集結了愛德華· 諾頓、加奈兒· 夢

奈、凱瑟琳· 哈恩、小萊斯利· 奧多姆、

凱特· 哈德森、戴夫· 巴蒂斯塔、馬友友

、伊桑· 霍克、休· 格蘭特 、約瑟夫· 高

登-萊維特等演員，被稱為是全明星

陣容的懸疑大片。

臨近上線，《利刃出鞘 2》的口

碑終於解禁，爛番茄新鮮度直接就

飆上94%，專業媒體的評價極高。

在 IMDb 平台，《利刃出鞘 2》

的評分為 8.1 分，觀眾的口碑也表現

出色，而MTC平台的得分則為 81 分

，這個平台向來評分苛刻，對《利

刃出鞘 2》打出了如此高分，足見

這一部新作的魅力。

《利刃出鞘 2》所講述的是一

個全新的故事，布蘭科受邀去到希

臘，邀請他的是 Miles，與布蘭科一起受

邀的還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人。

Miles 歡迎他們的到來之後，就讓他們

找出殺害自己的兇手，他當晚就會遇害

，誰能最先找到兇手，誰就是贏家，基

於此，展開一個懸疑重重的故事。

《利刃出鞘 2》和前作有着一樣的風

格，懸疑氛圍營造出色，故事劇情走向

難以預料，萊恩· 約翰遜再度出手，又成

就了一 部 懸疑電影佳作。

《利刃出鞘2》爛番茄飆上94%
又一部懸疑佳作誕生

11月30日，傑西· 艾森伯格首部

導演處女作《當你拯救完世界》發布

正式預告，艾瑪· 斯通、戴夫· 麥卡里

夫妻參與製片，朱麗安· 摩爾、菲恩·

伍法德、艾莉莎· 博、傑伊· 桑德斯、

傑克· 賈斯蒂斯等主演。

故事改編自艾森伯格的同名有

聲書，聚焦一對無法理解彼此價值

觀的母子：高中生齊格熱衷在直播

里演唱民謠搖滾歌曲，他的母親伊

芙琳對此很不理解。伊芙琳運營着

一家收容所，她遇見了前來尋求幫

助的安琪和凱爾母子。在兩人身上

，她發現了自己與兒子之間缺少的

心靈紐帶。

此前，影片已在聖丹斯國際電影

節、戛納國際電影節中亮相，導演傑

西· 艾森伯格獲戛納電影節金攝影機

獎提名，影片定檔2023年1月20日北

美上映。

傑西·艾森伯格處女作
《當你拯救完世界》曝預告

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蜘蛛俠：

平行宇宙》續作《蜘蛛俠：縱橫宇宙

》曝全新劇照，「小黑蛛」邁爾斯露

正臉帥氣登場，身穿厚重臃腫外套，

頭戴紅色衛衣帽，人群中顯得格格不

入，引起路人注目。

此前，製片人菲爾· 洛德在採訪

中透露，該片將有6種不同的動畫風

格，並表示這部電影打造多個時空

多元宇宙平行時空的恢弘世界觀的

野心就是讓觀眾驚嘆。

該片由喬伊姆· 多斯· 桑托斯(

《降世神通》)、凱普· 鮑爾斯(《心

靈奇旅》)和前作藝術指導賈斯汀·

K· 湯普森聯合執導，製片人菲爾·

洛德和克里斯托弗· 米勒回歸，

「小黑蛛」邁爾斯、「女蜘蛛俠」

格溫驚喜回歸，「蜘蛛俠2099」重

磅登場。

故事以漫威漫畫人物少年邁爾

斯· 莫來萊斯（沙梅克· 摩爾 配音）

為主角，講述了這位少年在與強大邪

惡勢力鬥爭中不斷成長，並最終成為

蜘蛛俠群體中一員的故事。定檔2023

年6月2日北美上映。

人群中的 「小黑蛛」
《蜘蛛俠：縱橫宇宙》曝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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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12月2日（星期五）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李岐山

◆◆有阿根廷球迷將美斯與馬拉當拿有阿根廷球迷將美斯與馬拉當拿
相提並論相提並論。。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卡塔爾直擊報道

烏拉圭球迷
“激情”巡遊鞭策愛隊

採

訪

手

記

世界盃期間不同國家的球迷各具特色，不

過論激情同投入程度始終是南美球迷稱冠。一班

烏拉圭球迷1日發起巡遊支持陷入出局邊緣的愛隊，

讓小記親身感受到南美球迷有多激情澎湃。有高舉蘇亞

雷斯人形紙牌的球迷直言這位老將才是球隊“救世主”，

形容達雲紐尼斯踢得像個小孩子，激動的言詞加上猙獰的表情

令人不禁退避三舍，有這些“凶神惡煞”的球迷在背後推動，相

信烏拉圭在今天的生死戰不敢再有差池。或許是位置偏遠加上

“禁酒令”的影響，今屆世界盃的球迷的確較以往和諧得多，而

且以家庭為主。不過一旦球隊來到生死關頭，向來激情的南美球

迷就會露出本來面目。1日小記採訪烏拉圭球迷的打氣巡遊時就深

深地感受到這一點，原本只是唱唱歌叫叫口號的巡遊，一被問到

球隊於世界盃的表現時，這班烏拉圭球迷就變得十分激動，有高

舉蘇亞雷斯人形紙牌的球迷表示：“達雲紐尼斯表現得像個小

孩，連我祖母也踢得比他好，把他換下來讓蘇亞雷斯上，否則誰

都救不了這支球隊。”他表示今次巡遊不單是為球隊打氣，更是

一個“警告”：“踢了兩場一個入球都沒有，表現完全是一場災

難，如果對加納還是這樣的表現，回國後他們將會感受到球迷的

怒火。” ◆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 郭正謙

阿根廷阿根廷 波蘭攜手晉波蘭攜手晉1616強強

美斯世盃上陣美斯世盃上陣2222次次 超馬拉當拿超馬拉當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特派記者郭正
謙 綜合卡塔爾報道）世界盃F組最後一輪賽事，
摩洛哥以2：1打敗加拿大得小組首名，繼1986年
後再次出線16強；克羅地亞以0： 0賽和比利時後
跌落次名，將遇上E組首名晉級隊伍。
綜合賽前形勢，摩洛哥只要打敗已提前出局的

加拿大，即可累積7分穩奪其中一個出線席位，開
賽不足4分鐘，薛耶治已把握對手門將米蘭波贊嚴
重犯錯，30碼外笠入空門打開紀錄。
克羅地亞開賽初段非常進取，戰至15分鐘，

卡拉馬歷在比利時禁區被恩歷克卡拉斯高踢跌獲

12碼，可是球證翻看VAR片段後，認為這次攻勢
之中有克羅地亞球員越位在先，取消判罰12碼的
決定，結果兩隊半場互無紀錄。另一邊廂，摩洛
哥在23分鐘再由安尼斯利射入，一度領先
至2：0。然而阿古特完半場前擺烏龍，助
加拿大追近至1：2，這是今屆決賽周第1
個烏龍球、同時也是第100個入球。
下半場比利時換入盧卡古加強攻力，

他落場不久便面對空門射中內柱，之後再
近頂出界，完場前又在白界線前失機，痛
失3次黃金機會之下，最終只能與克羅地

亞踢成0：0，只得小組第3位被淘汰；摩洛哥則
順利贏加拿大2：1拿下首名，與次名克羅地亞攜
手殺入16強。

摩洛哥勝加拿大 36年後再晉16強

◆安尼斯利（右）建功，助摩洛哥獲勝。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波蘭繼
1986年後再次殺入決賽周16強，頭號功臣
並非羅拔利雲度夫斯基，而是門將施捷斯
尼，連同撲出今場美斯的12碼，他今屆分
組賽已救出兩球極刑，波蘭隊最終以1個
得失球之差壓過同分墨西哥出線，這位前
阿仙奴門將居功至偉。

施捷斯尼在對沙特之戰曾救出對方12
碼，助波蘭隊贏2：0，為出線打好基礎。
他在最後一場分組賽繼續有出色表現，完
半場撲走美斯的極刑，令他成為史上第3
個在一屆決賽周之中，兩次撲出12碼的門
將。
事實上，波蘭今仗被罰的12碼也頗惹

人爭議，施捷斯尼賽後透露，在球證翻看
VAR時，更開玩笑與美斯打賭不會判極
列，不過最終卻輸了。“當時我對美斯
說，我敢打賭100歐元球證不會判12碼，
但結果我賭輸了。”施捷斯尼又表示會賴
帳：“我不會給錢美斯，他才不在乎這100
歐元呢！”

阿根廷隊因今屆首戰倒灶不敵沙特，若
小組煞科戰再負於波蘭，美斯的“世

盃最終章”便即時落幕。為免留下一生遺
憾，這位“球王”整場賽事也出盡九牛二
虎之力。35分鐘美斯罕有地頭球衝門，波
蘭門將施捷斯尼出迎時間稍慢，手部誤擊
中美斯面龐。球證翻看VAR後判罰波蘭12
碼，不過美斯主射被施捷斯尼將功補過救
出，半場兩隊互交白卷。
下半場阿根廷隊以快打慢，只花了1

分鐘已由阿歷斯麥亞里士打接應拿侯爾摩
連拿傳中打破僵局，這戰果也足以讓阿根
廷跳升到榜首。波蘭隊今仗表現消極，全
場捱打之下，再於67分鐘被祖利安艾華利
斯射破大門，落後到0：2。

墨西哥得失球飲恨 主帥離任
同時間進行的另一仗，墨西哥在下半

場憑亨利馬田及路爾斯查維斯連入兩球，
一度領先沙特2：0，積分榜上追至與波蘭
同分，而且得球、失球數字完全一樣，由

於兩隊交手時踢成0：0，根據賽例便會計
算公平競技積分決定名次，78分鐘波蘭有
基祖華克領黃牌，但累積整個賽事仍比墨
西哥少兩黃牌，因而佔得優勢。
另一邊廂墨西哥只要多取1個入球，

即可贏得次名，然而狂攻沙特隊不果，反
於補時階段失守，被艾達沙尼攻破大門。
墨軍終於以1個得失球之差飲恨，未能連
續8屆出線16強，與主帥馬天奴的合約也
隨即完結。

美斯雖然射失12碼，但今場是他第22
次在決賽周上陣，超越了馬拉當拿成為阿
根廷隊史上世盃亮相最多的球員，而16強
對澳洲隊更會令他達到職業生涯第1千場
賽事的里程碑。
他賽後表示：“射失12碼令我很不

爽，幸好我的失誤令球隊變得更強大，我
們都清楚知道，只要能攻入1球就足以改
變戰局。”阿根廷成功在C組以首名出
線，16強避開法國，晉級形勢十分樂觀。

施捷斯尼兩救極刑 史上第3人

北京時間周三晚進行

的世界盃C組最後一輪賽事，

儘管“球王”美斯射失12碼，但

阿根廷隊仍憑阿歷斯麥亞里士打及

祖利安艾華利斯各建一功，以2：0輕

取波蘭隊，有驚無險下以3戰6分首名出線，16強

得以避開大熱門法國隊，將與澳洲隊爭8強席位。

由於同時進行的墨西哥隊僅贏沙特阿拉伯2：1，

而波蘭亦以1個得失球之差壓過同得4分的墨

西哥隊，故波蘭得以次名晉級挑戰法國

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世
盃
世
盃熱

話
熱
話

◆◆祖利安艾華利斯祖利安艾華利斯（（左左））與隊友安素費南迪與隊友安素費南迪
斯慶祝入球斯慶祝入球。。 法新社法新社

◆◆美斯不斷創造美斯不斷創造
歷史歷史。。 法新社法新社

“酋長look”成文化交流橋樑
香港文匯報訊（特派記者 郭正謙 卡塔爾報

道）世界盃當然少不了扮鬼扮馬的球迷，不過本屆
卡塔爾世界盃最“潮”打扮，則是被網民們稱為
“餃子皮”的卡塔爾男性傳統服飾，融入各國自家
特色的“阿拉伯酋長”們成為今屆賽事的一道風景
線，有克羅地亞球迷表示曾經覺得中東國家神秘莫

測，不過這身服飾成為了與當地人交流的橋樑，收穫了比足球更寶貴
的回憶。
世界盃除了享受緊張刺激的比賽，亦是一個文化交流的平台。而

今屆世界盃，卡塔爾傳統服飾就成功擔任起了解當地文化的橋樑，名
為“ghutra”的阿拉伯頭飾以及白袍“thawbs”成為世界盃的最
“潮”打扮，一個個各具特色的“阿拉伯酋長”們成為球場外的“打
卡”熱點。有克羅地亞球迷就認為他們的“酋長look”絕對完勝其他
球隊的球迷：“克羅地亞的格子圖案和這身服裝是絕配，連當地人也
稱讚我們穿得好看。”
他們還表示這身服飾是在卡塔爾特別訂做，最初只是覺得很有

趣，不過來卡塔爾之後卻成為與當地人交流的工具：“來之前覺得卡
塔爾人很保守，有擔心過這身打扮會不會冒犯到他們，但實際來到卻
發現他們很熱情好客，像他們會主動教我們怎樣戴好頭飾，告訴我們
有什麼禁忌，是非常珍貴的體驗。”
他們這身傳統打扮甚至能吸引到本地人主動前來拍照，有卡塔爾

球迷表示很高興外國球迷願意了解本地文化：“我想大部分人都很歡
迎各國球迷透過傳統服飾了解我們的文化，這正是我們想透過舉辦世
界盃所傳達的訊息，讓所有人去認識真正的我們。”

香
港
文
匯
報

香
港
文
匯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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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積分榜F組
名次 球隊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球差 積分
1 摩洛哥 2 1 0 4 1 3 7
2 克羅地亞 1 2 0 4 1 3 5
3 比利時 1 1 1 1 2 -1 4
4 加拿大 0 0 3 2 7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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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墨白》定檔，張雪迎畢雯珺主演
壹邊打遊戲，壹邊搞甜寵

電視劇《墨白》官宣定檔，12

月1日起愛奇藝獨家上線開播。這

部電視劇由張雪迎、畢雯珺主演，

郭品超、代斯擔任男女配角。劇作

講的則是男女主角在遊戲當中組CP

，在現實生活當中也開啟雙向奔赴

的故事。這樣的電視劇，簡直就是

壹邊打遊戲，壹邊搞甜寵的類型，

這壹類型，以往都是能夠大火的。

不妨先來看該劇的劇情梗概：

陸完完在遊戲中因手滑操作，

誤把全服第壹大神“墨白之間”撞

飛，兩人因此結緣，展開了壹段有

趣的遊戲之旅。現實中，陸完完壹

直關註著韓京墨的作品，卻被他當

眾潑水，壹怒之下反目成仇，開啟

了在日常生活中的鬥智鬥勇。而陸

完完沒想到，墨白之間就是韓京墨

，無論線上還是線下，他都壹直執

著陪伴在她的身邊，二人從遊戲走

向現實，收獲愛情的同時也實現了

對演藝夢想的追求。

這部電視劇根據網絡小說《大

神，妳家夫人又掛了》改編而來。

其實，原作網絡小說的名字，更能

概括這部電視劇的故事內容。不過

，這個名字過分輕佻，所以換成了

《墨白》，也是必然。誠如原著名

字講的那樣，這就是壹部現實生活

當中正在努力向戀愛層面奔赴的男

女，在遊戲當中已經到了結婚的程

度上。這樣的電視劇，是除了撒糖

，就是撒糖了，觀眾們要提前準備

好。

早前，也有壹些網遊題材的甜

寵劇，播出數據都非常不錯。原因

也簡單，喜歡甜寵劇的觀眾們，不

僅能夠在這類電視劇當中看到需要

的愛情內容，而且能夠看到各種的

網友內容，尤其是戰鬥式的內容。

對於部分女性觀眾而言，在網遊的

世界當中，和自己的男神披荊斬棘

，顯然是具備女性荷爾蒙快樂感的

。只從播出數據上講，這壹題材的

電視劇，數據上還沒有播得差的。

《墨白》這類電視劇，對女主

的要求最高。顯然，畢雯珺在該劇

當中主要承擔顏值任務，讓觀看這

部電視劇的女性觀眾們能夠感受到

壹個非常好的顏值。而對於女主張

雪迎而言，她需要向角色提供壹份

單純可愛，同時又要有少女對於愛

情的美好想象力，同時還不能把角

色演悶葫蘆了，而應該在活潑當中

求穩重，正好命中在女性觀眾們的

少女心上才行。

只基於這部電視劇已經放出的

定檔預告片來看，張雪迎還能很好

地完成了角色要求的。這類甜寵劇

，似乎更像是女主角的本色出演。

尤其是少女的壹面，對於很多女演

員們來講，表演起來，都是難度最

低的。此外，通過表演的方式，去

呈現青年女性活潑可愛的壹面，應

該是非常容易的。現實生活當中，

咱們很多沒學過表演的女性觀眾，

都能駕馭。當然，這裏需要肯定壹

下，張雪迎在部分演技競技真人秀

節目當中，還是有演技的，表演功

底不低。

《墨白》的第壹署名編劇是徐

婷。這位編劇善於創作甜寵劇內容

，以往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男女主角

談戀愛的。這類電視劇，觀眾評分

成績當然不會高。基本上全部的甜

寵劇，都不會獲得高分評價，但這

並不妨礙甜寵劇會成為大量的既定

觀眾熱捧的對象。所以，不能看徐

婷以往作品的評分，只看其播放成

績即可。

該劇導演王巖，則是攝影專業

出身。其個人簡介如下：1985年出

生於北京，中國內地導演、攝影指

導，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電影攝影

專業。2018年，執導芒果TV獨播

劇，《顫抖吧阿部之朵星風雲》。

曾任電影《建黨偉業》、《百團大

戰》、《血戰湘江》、《殲十出擊

》攝影，網劇《重生之名流巨星

》 、《顫抖吧阿部》攝影指導。

2014年，憑借電影《我不是王毛》

獲得第9屆華語青年影像論壇年度

新銳攝影師獎。

因為王巖導演的加持，這部

《墨白》在畫面質感方面，應該會

非常不錯。其實，這類甜寵劇是不

需要導演更多的文化功底的，只需

要在畫面當中構建出甜寵感覺來即

可。因此，壹個優秀的攝影師，可

能比壹個有厚重文化感的導演更重

要。基於此，我覺得，王巖執導的

這部《墨白》可以期待壹下。

《烈焰之武庚紀》正式官宣
任嘉倫首戰高燃熱血男頻題材

由愛奇藝和北京戰友文化聯合出品

的古裝玄幻劇《烈焰之武庚紀》正式發

布男主官宣海報。

由玄機科技出品制作的超級動漫IP

《武庚紀》自推出以來擁躉無數，首次

影視化改編也備受業內關註。劇集版

《烈焰之武庚紀》以人族王子武庚砥礪

成長的奮鬥軌跡為線索，延續了原IP高

燃、熱血的主基調，實力派演員任嘉倫

首次嘗試男頻題材作品，作為領銜主演

將挑大梁化身“復仇王子”武庚。

玄幻版“王子復仇記”啟動官宣海
報點燃熱血鬥誌

超級動漫IP《武庚紀》作為玄機科

技傾力打造的又壹國民級動漫作品，是

近年來難得的口碑與話題度雙高的國漫

扛鼎之作。

作為壹部從東方神話故事中汲取靈

感，以中華傳統文化引領精神脈絡的古

裝玄幻劇，《烈焰之武庚紀》延續原IP

精神內核，講述了人族王子武庚遭遇國

破家亡後，淪落為奴隸卻不棄初心，為

父母和族人報仇的同時，繼承先王遺誌

，帶領人族同胞反抗神族壓迫的故事。

而從王子到奴隸，再到英雄的起伏蛻變

，人物的成長性就已極具看點，“叛逆

王子”武庚更讓觀眾看到了壹個熱血男

兒永不屈服的昂揚鬥誌、解救蒼生的宏

大目標。

男主武庚身上逆境不慫、屢敗屢戰

的強心臟，為了正義、理想，勇毅前行

的強擔當，也成為極具個人魅力的經典

國產動漫人物。

此次劇方正式發布男主官宣海報。

海報以熱血紅與深邃藍的對撞為主基調，

碎裂的血晶石如鮮血紛飛，顯得異常悲壯

。以不死鳥之身為背景的壹片火光中，武

庚沖破結晶山，用滿腔熱血揮拳沖向雲

霄，為無盡深淵帶來了光明的希望。男

主武庚處於海報的光源中心點，象征希

望的光束穿身而過，攪動了能量源，也

似武庚不屈不撓的意誌，角色情緒張力

拉滿。而細看海報背景處，血晶石、結

晶山、不死鳥等元素細節同樣精心描摹

，暗藏故事玄機，質感十足的同時，也

傳遞了主創團隊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

匠心團隊搭檔實力演員任嘉倫首次
挑戰男頻經典IP

《烈焰之武庚紀》項目啟動之初就

引來業內矚目並受到粉絲高度關註。劇

方耗時多年打磨劇本，在傳遞“高燃熱

血，王子復仇”的劇作內核同時，力圖

帶給觀眾極致的觀劇體驗。

據悉，該劇總導演由著名導演、監

制鄭偉文擔綱，被譽為“匠心老頑童”

的鄭偉文向來以近乎苛刻的標準和不斷

求新的創意為業內稱道，近年來執導的

《請君》、《陳情令》、《招搖》、

《女醫明妃傳》等劇集都成為當年的年

度爆款劇集，導演對作品和自身的高標

準嚴要求，對故事內核的深入挖掘，以

及對市場和觀眾需求的精準預判，都將

進壹步拉升觀眾對《烈焰之武庚紀》的

期待。

《烈焰之武庚紀》力邀的實力派人

氣演員任嘉倫，出道至今，已成功塑造

了壹眾飽滿的角色形象，憑借踏實細膩

的演技獲得了眾多觀眾的認可，此次飾

演“復仇王子”武庚是任嘉倫首次與男

頻經典動漫IP親密接觸，劇中武庚將親

身體驗堪稱冰火兩重天的“反向逆襲”

，從孤傲任性的王子到礦場最底層的奴

隸“阿狗”，在逆境求生學會愛與珍惜

，與市井少女白菜和壹群誌同道合的朋

友相識，帶領人族團結神隱部、妖族、

海靈族等，攜手對抗強大的神族並成長

為真正的“天選之子”的熱血英雄。

當任嘉倫遇到武庚，兩人都有著不

畏挑戰、力於突破、逆勢上遊的倔強氣

質，任嘉倫將對武庚做出怎樣的解讀和

演繹，懸念亟待揭曉。

王子歸來，隨著武庚不斷磨礪成長

，從國仇家恨到為天下蒼生而戰，壹代

英雄的熱烈生長正式開啟，壹場熱血高

燃的王子復仇記即將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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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自信示人的吳若經常自信示人的吳若
希自爆原來是希自爆原來是個個““驚青驚青””
歌歌手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香港TVB
紀錄片《無窮之路》越戰越勇，再奪影視殊
榮，獲封“微博視界大會．微光盛典”最具影
響力作品。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線電
視”）新聞及資訊部製作的專題及紀錄片《無
窮之路》，自2021年開播以來成績斐然，首播
錄得本地七天跨平台總收視16.7點，超過110
萬觀眾收看。節目更多度揚威國際頒獎台，在

上月29日舉行的“微博視界大會．微光盛典”
中，《無窮之路》在入圍的20部紀錄片作品中
脫穎而出，獲頒“最具影響力作品”，再次印
證節目影響力非凡。

《無窮之路》攝製隊深入內地十個貧困地
區，以紀實角度呈現祖國助力脫貧的成果。一個
個扣人心弦的真實故事，帶領觀眾認識國家的脫
貧攻堅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棠）鄭欣宜將於
明年3月16日至18日假香港紅館舉行一連三
場《Believe Us 鄭欣宜演唱會 2023》，為配
合本月12日的銀行信用卡優先訂票，演唱會
海報亦告曝光，欣宜在海報中以全身黑色半
透視的性感造型躺在濕潤泥土上，擺出不同
的型格姿勢。而對於是次相隔9個月再踏紅
館，她就大表興奮和期待。

欣宜說：“今年6月在紅館舉行演唱會
時，跟大家勾過手指尾話會盡快再開秀，我
說得出做得到！而一年內開第二次演唱會，
這個可說是Part 2，並且會為大家準備更多、
更精彩、更豐富的表演，亦會回應上次演唱
會中，對人生、對世界的一些疑問；我還天
馬行空地列出約20位好想邀請的表演嘉賓名
單，日前開會時，我輕輕說出了幾個人名，
同事已‘嘩’聲叫出來，不知是否覺得我神
經病，哈哈！”欣宜更以“不得了”來形容
歌單，有信心這個演唱會會為大家送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韓國人氣男團
SF9 成員金錫佑（路雲 Rowoon） 1日凌晨從
韓國抵港，傍晚即出席珠寶品牌聖誕派對，同
場尚有廖子妤、譚旻萱及陳毅燊（ANSON-
BEAN）等。

路雲到場時，超過半百粉絲即歡呼，路雲
也表現親民，向粉絲們揮手又不停派心心，令
現場升溫，粉絲瘋狂大叫。受訪時，路雲表示
曾到港旅遊，相隔多年再到香港，他最初都擔
心會沒有粉絲來撐場，但見到現場大家這麼熱
情令他很開心和有滿足感。而路雲喜歡香港這
個繁華大都會，有很多華麗街道，不過他最喜
愛的還是有香港特色的小巷，至於香港美食，
他都很想去試，只可惜今次為工作時間緊迫，
加上他持“黃碼”入境不可進入食肆吃飯，只
好下次再吃香港美食。談到新工作，路雲抱歉
稱暫時未能透露，不過他仍會努力工作，而聖
誕將至，他表示應該會工作中度過，若是不用
開工，他便會留在家中休息，專心看哈利波特
的電影。

ANSONBEAN見到粉絲堆中除了守候路雲
以外，也多了不少自己的粉絲舉牌支持他，故也
不停派心心炒熱氣氛，他派心心時亦露出結實腹
肌。ANSONBEAN表示在後台未有機會見到路
雲跟對方攀談，不過見對方面對粉絲時表現大方
也有股氣場，也想學習對方的形態，更準備看對
方的作品來作汲取演出經驗。聖誕節將至，AN-
SONBEAN表示未有計劃，但往年都是跟家人

吃飯共度，而去年聖誕他忙拍電影，今年則希
望參與活動感受濃厚聖誕氣氛。尚有個多星期
便參加音樂節演出，他透露正加緊操練希望能
給粉絲兩個小驚喜，其中一個驚喜是會秀肌，
他笑說：“現在天氣冷，會冷縮熱脹，教練說
夏天會多些肌肉，所以希望冬天會對我身體不
薄，我就赤裸多一點，現正加緊操練腹肌，期
望可以練出八塊腹肌啦！”

喜見半百港迷熱情撐場
路雲最愛香港特色小巷

吳若希定於12月11日在香港麥花臣
場館舉行《Let Her Be Jinny》演唱

會，亦是其首個香港個人演唱會；由落
實到舉行不過是兩個月時間。她稱因入
行12年，至今年10月初在廣州舉行了3
場演唱會注入強心針後，才夠膽在港開
唱，“我本身是一個很‘驚青’的人，
好似芝娃娃狗仔一樣，會吠得好大聲，
但其實內心好‘驚青’，特別是在台上
表演及2017年期間出席的頒獎禮，更會
怕手震，每次上台前，還會緊張得把胡
鴻鈞和許廷鏗的手‘摵瘀’。而吸收了
廣州開秀的經驗，發覺做演唱會並非想
像中複雜，一切已克服了，亦覺自己現
在的身、心、聲各方面狀態都是 Per-
fect，適合舉行演唱會；更為流程和歌單
親自作調整，完全為香港歌迷而設。”

提到表演嘉賓，她透露屬意請與她

同年代的歌手胡鴻鈞和許廷鏗，“我們
曾經在同一間唱片公司、亦見證對方
在這一行成長，因此我們說過不論是誰
辦處女個唱，另外兩個人都會撐場。”
說到盛傳胡許二人已反目，豈非成為破
冰的合作？吳若希避談二人的“反目”
傳聞，只道已作出了邀請，等待回覆，
而二人在自己心目中地位很重要，亦相
信自己在二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很重要，
自己跟他們二人是不會反目的，很希望
三人行能成事，大家可以重聚，不過知
道大家都工作繁忙，即使有任何一位到
場與她合唱，也同樣開心。

安排女兒跳舞班同學表演
至於歌衫方面，吳若希打趣自稱是

一個感性歌手，但徇眾要求下也可走性
感路線，若然效果被嫌棄不夠性感，就

是本身的問題，要找贊助做些隆胸的功
夫，但老公何兆鴻（Alex）就很反對她隆
胸，不過就是其頭號粉絲及極力支持她
開演唱會。問到會否讓老公上台合唱？
她笑指不可，老公雖然有聽她的歌，但
主力是唱上一年代歌手的歌，如羅文、
甄妮等，而歌藝也是一言難盡。

她亦會讓 5 歲的大女兒何姿秋
（Giselle）和2歲的兒子何少弘（Kyli-
an）捧場，並指女兒已追問為何這
兩個月不能跟媽咪入TVB了，但
是始終是小朋友，可能只能看半
個至一個小時，不能逗留太
晚，還透露安排了一環節由
Giselle 的跳舞學校的一班
同學表演，屆時Giselle
是否有份上台演出就
賣關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吳若希入行

12年，終於衝破心理關口本月11日在港舉行

處女個唱 ，而吳若希更似乎特別喜歡越難越

“唱”，邀請了陪着她成長、卻又盛傳反目

的胡鴻鈞和許廷鏗一起合唱，二人能否破冰

還看這次的演唱會！

讓
胡鴻鈞胡鴻鈞 許廷鏗許廷鏗

吳若吳若希希吳若希
廣州開秀成功廣州開秀成功 為港首次個唱注入強心針為港首次個唱注入強心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無線全新旅遊節目
《45日環遊日本》由張寶兒、姜麗文及蔣家旻輪流擔
任主持。最新一集由姜麗文（Lesley）接力展開為期10
天的瀨戶內之旅。第一站Lesley參加了德島阿波舞祭，
她和項明生學了10分鐘阿波舞便要上台表演，出道14
年的Lesley笑言：“我想除了《好聲好戲》，這個真的
最緊張！”到了晚上再欣賞逾千人參與的“總舞”表
演，逾千人“神同步”跳阿波舞，畫面相當震撼。

““破破冰冰””？？

◀◀胡鴻鈞和許胡鴻鈞和許
廷鏗以前的關廷鏗以前的關
係相當好係相當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吳若希指老公是吳若希指老公是
其頭號粉絲及極力其頭號粉絲及極力
支持她開演唱會支持她開演唱會。。

◆◆上月許廷鏗和吳若希老友再聚頭上月許廷鏗和吳若希老友再聚頭。。

姜麗文接張寶兒棒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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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之路無窮之路》》揚威微博視界
獲封“最具影響力作品”

◆◆ANSONBEANANSONBEAN今年想多感今年想多感
受聖誕濃厚氣氛受聖誕濃厚氣氛。。◆◆路雲向粉絲們不停派心心路雲向粉絲們不停派心心。。

◆◆《《無窮之路無窮之路》》
主主持陳貝兒代持陳貝兒代
表領獎表領獎。。

服裝：Magazzin Group 場地：Da Filippo Trattoria@Harbour City



现在移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拥有多

重国际身份，已经成为大部分高净值人群的生

活常态。

移民的初衷各有不同，多以子女教育为主

，那移民哪个国家好呢？北美一直被认为是教

育大国，那欧洲移民国家好不好呢？

教育优势各有千秋

北美教育 北美高中教育注重学生的全面发

展，即我们所说的“通才教育”。

美国、加拿大3-4年初等教育当中的课程比

较宽泛，从浅到深，有很宽的跨度，每个学生

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进行学习，注重学生综合

素质的提升。美国、加拿大的高等教育质量排

全球前列。

不夸张的说美国、加拿大的高等教育质量排全

球前列。在2018年世界大学前100强中，美国

大学的数量占到了近半数；加拿大也不甘示弱

，有10%的大学是世界前200名，20%的大学进

入世界前500名。

欧洲教育 欧洲教育水平雄厚，且还是现代

化教育的起源，不仅如此，它还拥有丰富的语

言资源。

欧洲国家林立，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语

言且世界影响力强大，他们的语言也被世界所

广泛运用。学习多种语言对于未来是可增值的

选择。

此外，欧盟基本权利宪章规定，拥有任一

欧盟成员国的身份，便可以在欧盟国家自由居住

、学习、工作，享受与本国公民同等的福利。

这不仅意味着更具优势的国际教育资源、

更低廉的学习费用，更意味您的孩子无需与来

自全世界的国际留学生竞争少部分的名校名额

，更容易地申请到世界一流名校，以及一些不

对国际学生开放的优质专业。

我们除了考虑教育问题，还要关注一下这

里的生活环境等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北

美和欧洲的生活环境对比。

生活环境大不相同

北美生活 加拿大和美国是两个相邻的发达

国家，说的都是北美口音的英语，并且双方公

民可以持护照很方便地出入对方国境。

他们都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技术较为先进、生活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他们

的自然条件丰厚、物产丰饶，而且地广人稀，

加拿大温哥华更是年年被评为最适宜人类生存

的城市。

欧洲生活 欧洲的各个国家一直以悠久的西

方文化、舒适的生活环境吸引着大批中国移民

者。

被地中海风光围绕的欧洲，随处都是上百

年历史的城堡和建筑；多数欧盟国家还被评为

世界最适宜养老的国家。

在欧洲，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农场主

，他们都崇尚轻松、简朴的生活方式和开阔自

然的居住环境。欧洲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

、马耳他、爱尔兰、塞浦路斯等国家都拥有宜

人气候、清新空气、碧海蓝天，是绝佳的移民

国家。携老带少全家移民欧洲，即可享受国际

顶级社会福利、优质的自然环境。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明白是否适合自

己，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都有各自的好处和优

势，不能光凭自己喜好随意做决定。无界移民

带大家再来了解一下北美移民和欧洲移民合适

的人群。

北美适合人群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的投资移

民项目在政策上也相应地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

动。特别是加拿大各大项目逐渐向“工签”靠

拢的步伐，无不再度向申请人强调了“花钱买

身份”的时代即将结束以及居住的重要性。

工签转永居将逐步成为未来的主要趋势，

虽然加拿大依旧会鼓励移民的加入，但也将会

更加重视移民申请者的语言、工作能力等。

所以北美移民也就更为适合愿意前往加拿

大居住、投资或工作的申请人群。

欧洲适合人群 相比于北美移民国家的居住

要求，欧洲各国移民大多都没有移民监，其中

购房移民项目又可以资产配置、投资收益和收

获身份一举多得，同时深厚的历史人文又是学

习时尚、艺术、音乐、设计、传媒的天堂。

最重要的还是申请条件简单，不要求语言

、学历、税收、资金来源，且一人申请全家移

民，上可带父母，下可带子女。

如果您正在考虑投资海外房产、让子女享

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且想保持国内的生活事

业不变，欧洲移民项目绝对是不二选择。

看到这里，大家也明白了欧洲和北美作为

两个不同的移民区域，其项目与身份优势并非

是替补的关系，而是给予不同家庭的并列选择

！

所以在选择移民哪里的时候，我们应该先看看

什么样地区或国家更适合自己再做决定！

欧洲移民VS北美移民，你更喜欢哪一个？

美国得克萨斯州军事部当地时间 11 月 21

日表示，该州国民警卫队将向美墨边境地区

部署M113军用装甲车，并增加“飞行安全工

作”，以防止非法移民涌入。

法新社报道称，美国阻挡寻求庇护者入

境的新冠防疫措施将于一个月后解除，可能

会导致边境附近寻求庇护者激增。得州共和

党籍州长阿博特正“严阵以待”，日前致信

美国总统拜登，指责美国联邦政府在移民问

题上失职，令得州“别无选择”。

“得州国民警卫队……正在向得州和墨

西哥南部边境部署 10 辆 M113 装甲运兵车，

并增加飞机飞行和安全工作”，得州军事部

向法新社发送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行动

是更大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旨在使用一切

可用的工具来打击破纪录的非法移民”。

声明还称，得州国民警卫队“正采取前

所未有的措施来保卫边界，并击退和阻止试

图非法越境的移民”。

声明中所指“更大战略”为得州州长阿

博特于去年 3月发起的“孤星行动”（Opera-

tion LoneStar），将执法部门增派到得州-墨西

哥边境，以阻止非法移民潮涌入，同时防止

毒品和武器走私以及人口贩运。

另据《得克萨斯论坛报》此前报道，得

州军事部官员上周在向“孤星行动”总部发

布的指令中写道，国民警卫队将很快向边境

部署10辆 M113 装甲运兵车；大约有50名士

兵将接受操作相关培训，而州政府官员需在

边境沿线确定10个部署装甲车的位置。

《得克萨斯论坛报》指出，M113 装甲车

可以装备一系列武器，包括重机枪、榴弹发

射器、反坦克导弹，目前尚不清楚部署在边

境沿线的M113会装备什么武器。

法新社称，近几个月来，越来越多的非

法移民通过墨西哥边境迁移到美国。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部门数据显示，从

2021 年 10 月到 2022 年 9 月底，美国在边境拦

截了 230 万移民。一个月后，美国阻挡寻求

庇护者入境的新冠防疫措施将解除，或导致

边境附近寻求庇护者进一步激增。

得州共和党籍州长阿博特在移民问题上

一直立场强硬。上周，阿博特致信拜登，指

责拜登在在执行国家移民法方面持续失职，

导致南部边境非法移民数量破纪录，因此得

州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加大努力保护自己

”。同时，阿博特援引美国和得州宪法中的

“入侵”条款，向该州军事部发布打击非法

移民的行政命令。

根据得州政府网站发布新闻稿，自“孤

星行动”去年 3 月启动以来，该州已拘捕了

超 32.5 万名非法移民，其中超 2 万人被刑事

逮捕。自今年 4 月以来，得州还将近 8400 名

非法移民运送至首都华盛顿特区；自 8 月 5

日以来，将约 3800 多名非法移民运送至纽约

市……

值得一提的是，得州向美国其他地区转

移移民的举动一度引发两党针锋相对。

今年 9月，得州通过公共汽车将约 100 名

移民秘密带到了位于华盛顿特区天文台环路

一号的副总统官邸附近。当时，白宫抨击共

和党人秘密运送非法移民的行为，称此举

“残酷”、制造了“混乱”。一些法律人士

也认为，前述共和党人的行为疑似构成“人

口走私”，且都有明确的“政治意图”。

但阿博特的新闻秘书则发布声明，指责

“白宫中充满了一群伪君子，由伪君子领导

”。声明还指出，拜登和“边境沙皇”（即

副总统哈里斯）需要采取措施来确保边境安

全。

为阻非法移民越境
美国得州将派遣M113装甲车至美墨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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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美國媒體透露，在今次拜習會面之前，中共曾派有顧問
團赴美，密會“老朋友”保險業大亨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大半天，摸一下美方對今次兩國領導人會晤的底線
在哪裏。

這是《華爾街日報》週一（11月21日）報導說，原來格林
伯格是美國保險金融業的傳奇人物，也是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的老朋友。他同時也是在20世紀90年代為北京加入世貿組織在
美國國會遊走的重量級人物，亦曾接受大陸官媒採訪、被中共官
方譽為“老朋友”的美國知名人士。中方代表團，在紐約會見了
97歲格林伯格牽頭的美方代表團，發生在拜登-習近平峰會之前
。

習近平在10月中共二十大結束後，立刻批准了這次赴美訪
問，報導說，，意在向華盛頓發出信號，表示他有意防止雙方關
係脫軌，並願意找到一種溝通渠道。而美方代表團在會議之前，
則通知了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其它機構。

前週在印度尼西亞舉行的G20峰會上，拜登和習近平承諾恢
復高級別會談，以及重啟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但雙方的不信任
感，仍然很強，除了台灣問題和美國對輸華高端技術的箝制外，
習近平和拜登都在權力和影響力上進行對抗。

隨著獲得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中共總書記的任期，習近平正在
將他的一些注意力，從國內轉移到國外，因為國內嚴苛的COV-
ID-19清零政策，幾乎使中國與西方世界隔絕，同時在國會眾議

長佩洛西訪台後，北京幾乎切斷了與美國的高層官方接觸。
而美國也剛剛結束了中期選舉，民主黨的表現超出預期，雖

然失去了眾議院，但卻保住了國會參議院的多數黨席位。
今年夏天，隨著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緊張局勢繼續上升，格

林伯格公開表示，支持與中國接觸，而不是與中國脫鉤。他在7
月投稿給《華爾街日報》說，他成立了一個由美國高級商業和政
策領導人組成的團體，以幫助“重建建設性的雙邊對話”。

《華日》報導說，知情人士透露，中共駐華盛頓大使秦剛，
特別提請中共領導人，留意這篇文章的內容。習近平隨後批准外
交部成立一個團體，該機構與格林伯格成立的團體對應，由前高
級官員和商界領袖組成。團體成員包括北京前駐華盛頓大使崔天
凱、前商務部長陳德銘和中共發改委前副部長寧吉喆。

過去，中方高級官員認為，傳統的所謂的第二軌道對話，即
雙方智囊團和行業團體之間的渠道進行外交，大多是無效的。不
過今次中美前官員會晤 ，均希望能扭轉目前的僵局局面。

11月10-11日，雙方會面在位於紐約的格林伯格的保險和投
資公司斯塔爾（C.V. Starr & Co.）總部舉行，雙方各有13名代表
。知情人士說，美方代表包括格林伯格、農業綜合企業康地集團
公司（Contigroup）的首席執行官保羅弗里伯格（Paul Fri-
bourg），前美國參議員喬利伯曼（Joe Lieberman）和兩位前
美國駐華大使——蒙大拿州前民主黨參議員馬克斯鮑卡斯
（Max Baucus），和愛荷華州前共和黨州長特里布蘭斯塔德

（Terry Branstad）
。

《華日》採訪了
參加討論的退役海軍
上 將 麥 克 馬 倫
（Mike Mullen） 。
他表示，他和其他美
國代表一樣，對美中
兩國關係的下行軌跡
，感到擔憂，中方也
有同樣的擔憂。

據與會者說，在
一天半的會談中，雙
方討論了在台灣問題
上的分歧，以及兩國
政府可能合作的領域
。中方代表團表示，
北京希望把台灣問題
和放寬對中國企業的
高科技銷售限製作為
合作的條件。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拜習會前拜習會前 習派顧問團赴美習派顧問團赴美 探路探路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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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林心如制作、吴慷仁与郑元畅领衔

演出的 TVBS 重磅强档《有生之年》日前杀

青。本剧有金奖编剧杜政哲与金奖导演许

肇任担任幕后重职，故事精彩可期。吴慷

仁杀青后侃侃而谈：“很少有一部戏让我

这么开心的拍完，这种感觉相当难得、奢

侈。” 《有生之年》是一出聚焦在“家庭

关系”的剧集，郑元畅形容：“这部剧就

像是写给家人的一封情书”。

小综郑元畅透露当初在看剧本阶段时

就非常受到感动，借由角色也看到许多自

己和父亲之间的影子：“我爸爸传统、不

爱开玩笑，演这角色让我得到了许多反思

，演完之后想给家人大大拥抱！”至于畅

谈起首次与吴慷仁合作，郑元畅认为吴慷

仁很酷！“我们两个都是射手座，非常合

得来，都很人来疯！”

吴慷仁也被郑元畅爆料“只要抵达现

场、就带著角色，不管是聊天、说话或是

私下讨论剧本都是！”郑元畅更形容吴慷

仁“精气神都已经把角色融入到生活”，

也赞与吴慷仁合作收获很大，并提及现场

一场拍摄“吴慷仁喝醉、梦到郑元畅”的

戏，因吴慷仁酒量差，演完当下吴慷仁竟

醉倒在片场、隔天醒来大家都不见了被丢

包，意外符合戏里的设定！印象超深刻！

《有生之年》是制作人林心如、编剧

杜政哲与导演许肇任再次合作，导演许肇

任表示：“跟心如、小杜都是老朋友，再

合作当然有相当程度信任与熟悉，合作起

来没什么大问题。”导演许肇任在《有生

之年》与吴慷仁已是第三次一同完成作品

，导演说：“慷仁演出这个角色是游刃有

馀，他很享受在这个角色，也拿捏很好，

拍摄过程中也常常提出个人想法，让这个

角色更立体有趣。”

鄭元暢：吳慷仁酒量不好
拍戲醉倒被丟包《有生之年》殺青

张丰豪曾因演出《翻墙的记忆》入围到第53届

金钟奖的戏剧节目新进演员奖项。今年其所主演的

台剧《我的牙想你》正在ON档播映，日前跨国拍

摄的台片《芳香岭》中并饰演张翰与吴可熙的儿子

，产能不俗。事实上，张丰豪原本打算以唱跳出道

，自青少年时期就曾立下不少选秀战绩，不过

2018 年一路走来至今、现年 23 岁的张丰豪现已爱

上演戏，甚至还为了戏剧报考艺术大学电影系！

与其他演员不太一样的是，张丰豪是先入围金

钟奖、才入学进台艺大。而张丰豪认为这份学经历

对他的表演很有帮助：“我拍完《翻墙的记忆》就

入学去念电影系，进到电影系学习幕后知识。回想

起来，其实我从《翻墙的记忆》开始就已经对幕后

很有兴趣，会在片场到处问摄影师、灯光师，问各

种工作人员他们怎么调度？工作都在干嘛？那时我

每天都会在现场、很喜欢问这些问题！”

在台艺大电影系里，张丰豪编剧、导演都有学

。新鲜人也仅记老板何润东曾说过一句话：“好的

演员就是一个好编剧”，坦言这句话影响他很深远

：“一个演员，对于整个故事的脉络、角色的塑造

，要很有想法，很有见解，要想办法让角色活过来

。做了演员，又学了幕后，让我对于每一个角色更

能够有带入感，更能理解他们的处境。当演员让我

学到最多的是‘同理心’。”

张丰豪接演《我的牙想你》的契机在于被剧本

中的“RJ”角色所吸引：“他的那份冲动、纯粹，

让我找回以前的我，当时我被那份纯粹感动，就接

演了。”而《我的牙想你》作为一出都会耽美爱情

BL剧，张丰豪说其实也跟其他类型剧或影集戏剧一

样：“我针对《我的牙想你》所做的功课跟以往都

差不多，会想著要怎么去塑造角色。比较不一样的

是，RJ比较叛逆，所以我有去看一些新闻，看学生

忤逆师长、在课堂上骂老师，或是小孩向父母顶嘴

的那些新闻片段。主要是想看他们，讲出这些话的

动机是什么？他们的承载是什么？好让我能揣摩RJ

这角色。”

比起跳舞更爱演戏，在系里扫地工作比擦窗有

趣，上酒比上菜好玩，已尝试过全裸和剃光头戏的

张丰豪，愿意再剃光头。但比起被大家狂夸“可爱

”，他似乎比较想听到被说很帅。 23 岁的张丰豪

，闯进了台湾的影视圈，未来将会如何？就让我们

继续看下去。

《我的牙想你》由WBL 系列影集主创团队再

度联手打造，结果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出品、有意思

国际传媒制作，监制蔡妃乔、制作人潘心慧、金钟

导演姜瑞智、编剧林珮瑜共同创作。卡司集结吴岳

擎、余晋、周予天、张丰豪、黄瀞怡（小薰）、金

在勋、许孟哲、郑𣲗晔、虹茜、郑心慈等人。剧情

描述餐酒馆老板白朗（吴岳擎饰）从小患有严重的

看牙恐惧症，当遇上高冷牙医晋循安（余晋饰），

因为一次的意外拉扯，将医病关系那道墙震出小缝

。《我的牙想你》全剧共12集，每集30分钟。10月

14日起每周五晚间8点更新，在LINE TV、CATCH-

PLAY+、WeTV同步上线；另将于日本 Rakuten TV

、VideoMarket、韩国 Watcha、Rakuten Viki 欧美、

GagaOOLala东南亚、WeTV等全球多个地区播出。

張豐豪入圍金鐘獎不懈怠
幕前幕後都學習涉獵不漏勾

楊謹華主演的首部恐怖片《民雄鬼屋

》在上映之際引爆全網熱烈討論，該作以

台灣四大鬼屋之一「民雄鬼屋」為背景，

講述一段關於邪靈復仇的懸疑故事，並於

今日正式宣布將於 11月 19日在Disney+

正式上線。

對於此次《民雄鬼屋》即將登上Dis-

ney+，劉韋辰說開心表示：「看著自己有

參與的作品登上國際影音串流平台不免有

些驕傲」並表示不論是否已在電影院看過

《民雄鬼屋》，都可以透過Disney+用全

新的觀點跟視角去看這部既新奇又奇幻的

作品，「我希望《民雄鬼屋》成為你們茶

餘飯後小小消遣娛樂，讓我成為你生活的

一部分，就是我當演員最有趣的成就了。

」而被問到是否曾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靈異

事件，劉韋辰說表示或許是因為自己八字

很重，從小住在第一殯儀館旁邊也沒有遇

過難以解釋的靈異事件，但隨即又逗趣分

享：「我最常發生的靈異事件就是回家亂

丟在餐桌上的東西都會不見，幾個月後又

突然出現，有夠靈異！」

《民雄鬼屋》故事講述清明時節，

單親媽媽何聖心（楊謹華 飾）和女兒小

琪及老母到嘉義民雄公墓掃墓，女兒小

琪（麥語彤 飾）卻在掃墓時，意外觸發

生人勿近的邪陣而失去蹤跡。為了尋找

小琪，聖心重返那棟令人聞風喪膽的宅

院，卻發現阿嬤長年不讓靠近而釘封的

三樓已被打開，聖心也因此遭受邪靈的

糾纏。打算去找好友小琪的阿智學長

（劉韋辰 飾）卻在宅院中遇見聖心，急

切的想找到小琪的兩人，意外闖入跟宅

院長得一模一樣、卻左右顛倒的異度空

間。一連串不可思議的幢幢鬼影，將兩

人引至庭院的那口古井，準備向他們揭

開那埋藏多年的恐怖秘密。

《民雄鬼屋》由楊謹華、沛小嵐、麥

語彤、夏靖庭、宥凱和游安順領銜主演，並由編劇張哲鳴以及《可

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監製劉楓棋共同合作，結合台灣民俗傳

說，攜手打造令台灣觀眾彷彿置身鬼屋現場的的本土恐怖故事，並

將於11月19日在Disney+正式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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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着陈香的小城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禾秆草。

看陈皮居首的位置，就可以知道广东人对

陈皮的执念有多深了，无论煮饭、煲汤、

做菜、饮茶抑或是吃零食，都离不开它的

身影。如果说广东是“陈皮味”的，那么

最浓郁的地方必定是新会。

明代时期，李时珍早就在《本草纲目

》里为“新会陈皮”盖章认证：“今天下

以广中（即新会）来者为胜。”其实新会

的陈香味，早在700多年已飘出。

且看新会地理，新会位于珠三角西南

部，北有圭峰山，南有古兜山，西江和潭

江贯穿全境，河海相连，拥有虎跳门和崖

门两个出海口，正可谓“两江汇聚，三水

融通，咸淡交融”。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

，除了孕育出巴金笔下的“小鸟天堂”，

还孕育出盛产茶枝柑的凤山。

在凤山上，有一座熊（读作ni，写法

是熊字下面四点水少一点，意为三水融通

之地）子塔。在新会当地又流传着这样一

种说法：“能望见熊子塔的地方，就能种

出好柑。”而熊子塔脚下的天马村、茶坑

村正是新会陈皮的传统产区。

早在宋元时期，新会人已经有在凤山

一带种柑取皮的习惯。元初的古籍记载，

在外海（龙溪），仅陈氏一户便有“甘

（柑）子田租十石”。到了明清两代，新

会陈皮已乘着葵扇之便，销往省外。据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新会乡土志》

记载，新会陈皮已经被广泛种植，并成了

当地的主要物产之一。到了1912年，光在

会城一地经营的陈皮专营店已有30多家，

被运往广州、重庆和上海再转销至全国，

名声日渐隆盛。

在抗日战争前夕，新会陈皮年产量已

达700吨。1945年后，新会地区还常常会

出现“柑皮换糖”“柑皮换油”“柑皮换日

常用品”的场景。由此可见，陈皮早已融入

新会人的日常生活中。

制作陈皮的柑，必须得是新会的茶枝柑

，又称“大红柑”，不过为了与其他地区的

柑相区别，当地人更愿意唤它“新会柑”。

《广东柑桔图谱》就有记述：“大红柑原产

新会，主产新会。果皮是制中药陈皮及陈皮

系列食品的正宗原料。”

不同时期的新会柑，会衍化成不同的产

品。八九月摘“小青柑”，往里面填普洱茶

，晒干了便是小青柑茶；眼下采摘的正是黄

绿相间的“二红柑”，成熟度刚好，用以晒

陈皮；而到了12月采摘的“大红柑”，因经

历风吹雨打所剩无几，也成了制成陈皮的最

贵原料。

小青柑。

如今正是采摘和晾晒二红柑的最好时机

。

陈皮之所以贵，主要是需要耗费大量的

时间成本。采摘、剥开柑皮后，要经过底朝

天6个小时的晾晒，然后陈化，每年还要不定

期拿出来翻晒，如此反复3

年，才有资格被称为“陈皮

”。而要入茶的陈皮，通常

都用保存8年以上的老陈皮

，这样的陈皮才能保证醇厚

、回甘的口感。

在新会，随处可见人们

用陈皮入菜，常见的就有陈

皮鸭、陈皮鹅、陈皮乳鸽、

陈皮排骨。一道烧得入味、

酸酸甜甜的陈皮排骨，能让

人反复吮指，甚至成了几代

广东人的回忆。用陈皮入糖

水，还能化作陈皮红豆沙、

陈皮绿豆沙等，开胃生津、

甘甜可口。

令人垂涎欲滴的陈皮宴。

新会和陈皮已然成为一对不可分割的“CP”，可没想

到，当我们回看新会时，这座城也如同陈皮般，在漫长的

岁月里沉淀出自己的甘香醇厚。

新会，果然够陈够香

如果要挑选江门五邑地区里的“精神宇宙”，那上榜

的必定是新会。别看新会如今只是江门的一个市辖区，在

历史上，新会曾长期充当过四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

和交通中心。在岭南文化里，那叫一个响当当地有名。

新会在三国时就被置为“平夷县”，到了南朝宋永初

元年（420年），正式立“新会郡”，此时也迎来了从高

句丽（今东北、朝鲜一带）来的第一批移民。隋唐时期，

新会凭借冈州盐场、官冲窑瓷器继续蓬勃发展，到了唐初

，新会已经成为市务税钱达4088贯的岭南第三大商埠（仅

次于增城县及扶胥镇）。

到了宋元时期，潭江流域被大规模开发，处在潭江下

游的新会会城作为“据点”而兴起，此时会城河成了沟通

潭江和西江的重要通道，连带着会城成了“邑之襟带，官

船、民舶来往辐辏”之地，手工业相当发达。此时，新会

的葵扇、陈皮、煮盐、陶瓷等制品已经蜚声中外，成为全

国葵扇制作和珠三角贸易中心之一。至明代万历年间，新

会的地位彻底达到巅峰，成为仅次于广州城和潮州城的广

东第三城，贸易往来繁盛。

在富庶的经济底气下，新会人的精神文明也很足。早在

南朝，已有天竺僧人到此传教，乃至唐代，新会已有了“岭

南四大名刹之一”的玉台寺，香火鼎盛。而道教的传播，又

为新会带来紫云观等建筑，氤氲了一派祥和的景象。

同时，新会人非常重视教育。北宋时期，新会就始建

“新会学宫”，培育人才。新会人也不负众望，自北宋以

来，就出了231名进士（含状元1名）、1343名举人，为五

邑地区之最。明代著名思想家陈白沙在新会县白沙里（今

江门市蓬江区白沙街道）开创了“岭南学派”和“岭南琴

派”，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梁启超、

伍廷芳、陈梦吉、张其光、陈享等均来自新会。

许多人没想到的是，宋代赵氏王朝也是在这个小小的

地方终结的。当年陆秀夫护着小皇帝赵昺一路逃亡到新会

崖山，并在这里建立宋代最后一个行宫，最后却不敌元军

，以宋室覆灭告终。虽然如今的崖山港因泥沙淤积，已不

复初见，但新会的崖山古炮台仍见证着这场700多年前轰

轰烈烈的海战。

新会崖门古炮台。

新会在历史上经历了数次人口大迁徙，包括南雄珠玑

巷的先民南迁新会和南宋末年20万大军驻守新会崖门，如

今70%的新会人大多数是珠玑巷移民或宋军逃亡者的后代

。在文化上，新会又很早吸纳了中原文明、岭南文明和闽

地文明，这一点在语言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新会是江门的一个市辖区，但“新会话”明显区

别于江门市区的“白话”。江门市区在相对后期建设，口

音已与“广州话”相差无几，但“新会话”就夹杂了客家

口音和闽地口音，比如“太阳”他们会说成“日头”，

“爷爷”也会叫成“阿公”，“回家”说“返几”……

经历了1600多年的沉淀，新会留给世人的遗产早就不

只陈皮，还包括了新会葵艺、白沙茅龙笔、蔡李佛拳、新

会古典家具、大鳌咸水歌、新会鱼灯等，它就如同一块陈

皮，等待世人品出香气。

圭峰山下的新会人

虽然新会的名气已不复当年，但新会早在圭

峰山、小鸟天堂、梁启超故居、陈皮和各种美食

下滋养出平和的心境。

圭峰山位于新会北部，虽然谈不上崇山峻岭

，甚至有点娇小玲珑，但其早已化为当地的一个

“精神符号”，承载着几代江门人的回忆。而圭

峰山的功能早已不只是爬山那么简单，滑草、烧

烤、喂鱼、拜神和喝茶，你都可以相信它。6路

、103路、113路公交车更是每天不厌其烦地往返

，织出绵密的烟火气。

除了圭峰山，新会还坐拥巴金笔下的“小鸟

天堂”。当年，巴金是这样形容它的：“小船向

着高塔下面的乡村流去的时候，我还回过头去看

留在后面的茂盛的榕树。我有一点的留恋的心情

。昨天我的眼睛骗了我。‘鸟的天堂’的确是鸟

的天堂啊！”这样的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小鸟

天堂”原是一座榕岛，古巨榕母树种植于明代万

历年间，如今已覆盖整座岛。近看似原始森林，

远看又像浮在水面的绿洲，难怪被称“南国奇观

”。

在错综复杂的古巨榕上，又栖息着无数鸟类

。“小鸟天堂”里以野生鹭鸟居多，有灰鹭、白

鹭、乌鸫、大山雀、白头鹎、翠鸟等40多种鸟类

，每天傍晚就会形成“百鸟归巢”的壮观景象。

新会“小鸟天堂”。

新会的中心——会城最能汇聚人气。会城建

于隋朝，一直是州、县的治所，立身于此，总有

一股挥之不去的人文气息缠绕。新会人引以为傲

的新会学宫、梁启超故居、陈皮村都在此处。

发展至今，新会也继承“工业”这个老强项

，维达纸业、李锦记酱油这些鼎鼎有名的产品均

发源于新会。

因地处河网密布的珠三角，新会看上去也很

“好吃”。睦洲黄沙蚬，同黄鱼、河虾被称为“当

地三宝”。新会睦洲镇位于西江出海口附近，海水

的涨退和咸淡交集给睦洲带来了无数鲜美的河鲜、

海鲜，黄沙蚬就是最出名的一个。新鲜捕捞的睦洲

黄沙蚬，个个肥美、鲜甜、无泥腥味，只需一点花

生油，配上葱、姜、蒜和料酒，最后撒上一点盐，

便是人间最鲜美的“油盐蒸黄沙蚬”。

新会睦洲黄沙蚬，个大肥美。

来了新会，也没人能抵挡一只古井烧鹅的诱

惑。相传古井烧鹅是南宋御厨逃亡时留下的，做

好一只烧鹅，需经选鹅、充气、填肚、封腔、烫

皮、上糖皮、烤制7道工序，鹅必须得用开平来

的马冈鹅（五邑食材们的最好相遇），经过充气

、缝针、烫皮的一气呵成，再用荔枝木烤制，便

得到散发着枣红色光泽、皮脆肉嫩、汁水四溢的

古井烧鹅。

与广州烧鹅相比，古井烧鹅的外皮更为薄脆

金黄，一口下去，有“咔嚓”的声音奏响，当舌

头游走到鹅肉之时，汁水一下子盈满口腔，咀嚼

时还伴随着淡淡的荔枝木清香，回味无穷。怪不

得连五邑人都驱车赶往古井，只为一口烧鹅。

新会古井烧鹅。

虽然新会名气不高，但有谁会不爱这座拥有

1600多年历史、带着陈皮香气的小城？

这座遍地是“金”的小城，香爆了
都说“秋风起，晒陈皮”，每到深秋，懂行的老广都会不约而同地捣鼓起一件事——晒陈皮。这不，在珠

三角西南部的一座小城，早已“遍地黄金”。没错，九行说的就是陈皮的老家——江门新会。

每年10月－12月，这座小城都会因家家户户晒陈皮而裹上一层“金黄色”，从高空上俯瞰，就像是“遍地

黄金”。其实，说“陈皮”是“金”一点也不夸张，正所谓“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放足93年

的“陈皮皇”就曾拍出110万／公斤的天价，可不就是堪比“黄金”嘛。

可世人皆道陈皮“越陈越香”，殊不知陈皮的故乡也是如此，够陈够香：拥有1600余年的置郡史，长期作为

四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小鸟天堂”“梁启超故居”“崖山海战”等都是外界对其的印象。

顺着陈皮飘香，这座小城该出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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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於11月12日週六舉行 「慈悲行動
力：2022慈濟德州分會健走」 活動，邀請社區民眾以健康
有趣的方式，將慈悲濟世的心化作真正公益行動力，向打
造更美好的世界邁進。

健走活動於上午9時30分至11時在德州分會舉行，
參與者以慢走的方式輕鬆完成五公里路程，隨後11時至下
午1時有秋季愛心義賣會，現場提供美味台灣街頭美食、
飲甜品、義賣會和好玩遊戲攤位。

這次活動主要宗旨是藉由健康健走替佛州伊恩颶風災
民和 「樂捐星期二」 (Giving Tuesday)慈善募款，同時提
高公眾對慈濟的認識。

德州分會以休士頓為中心，長期深耕社區，積極關懷
德州中南各州，在災難突發時第一時間深入災區，向遇難
受災家庭提供緊急和中長期援助，發放現值卡、環保毛毯
、圍巾、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資。

平時定期對有需要的社區與個人進行食物發放、返校

文具捐贈、制服捐贈和慈善個案等，向難以取得政府和社
會援助資源的弱勢族群伸出關懷之手。

所有健走者都有專屬公益健走募款網頁，便於在社交
媒體分享募款，參與者可以個人、創團或加入現有團體方
式報名，無法參加健走活動者歡迎蒞臨秋季愛心義賣會，
或者透過網頁找尋想要支持的個人或團體。

2022慈濟德州分會健走 展向慈悲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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