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versee team performance. Conduct performance reviews. Interview candidates, hire and train employees.
Overseeing safety measures and regulations.
Set and manage budgets, approve timesheets, and oversee the payroll process. Play a strategic role in setting sales goals to 
ensure that there’s enough cash flow to pay employees and vendors. Inventory management. Negotiate rates and contracts 
with vendors.
Manage the company website by keeping it up-to-date with photos, promotions, new dishes and more. Create and build a 
social network. Come up with different promotions.
Attend trade show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guest feedback from onsite and online.

Bachelor’s degree in public relations or related required. 
Send resume to: tigernoodlehouse@gmail.com

Claire Tony Tiger Inc. seeks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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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tic ‘bomb cyclone’ threatens holiday 
travel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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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ROIT, Dec 22 (Reuters) - A dangerously frigid arctic 
air mass gripped a vast expa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ursday ahead of what could be one of the coldest Christ-
mas Days on record, as a looming winter storm threatened 
to upend travel plans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Leading into the holiday weekend, the impending storm 
was expected to bring blizzard conditions to the Great 
Lakes region, up to 2 inches (5 cm) of rain followed by a 
flash freeze on the East Coast, wind gusts of 60 miles per 
hour (100 kph) and bitter cold as far south as the Mexican 
border.

As the storm took shape over the Great Lakes on Thursday, 
a weather phenomenon known as a bomb cyclone was ex-
pected to develop from a “rapidly deepening low-pressure” 
system,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NWS) said.

The cyclone could spawn snowfalls of a half inch (1.25 
cm) per hour and howling winds gusting to 60 mph (97 
kph) from the Upper Midwest to the interior Northeast, 
producing blizzard conditions and near-zero visibility, the 
weather service said.

U.S. House to vote on $1.66 trillion spending bill on Friday
Combined with the arctic cold, wind-chill factors as low as 
40 degrees below zero Fahrenheit (minus 40 Celsius) were 
forecast in the High Plains, the northern Rockies and Great 
Basin, the NWS said. Exposure to such conditions without 
adequate protection can cause frostbite within minutes.

Power outages were likely, and the storm was expected 
to make travel by land or air precarious or impossible at 
times.

“It’s dangerous and threatening,” President Joe Biden said 
at the White House, urging Americans with travel plans 
to not delay and to set off on Thursday. “This is not like a 
snow day, when you were a kid, this is serious stuff.”

More than half of the Lower 48 states, from Washington 
state to Florida, were under winter weather alerts, including 
wind chill advisories affecting about 135 million people, 
said Ashton Robinson Cook, a weather service meteorolo-
gist.

Parts of the Mid-Atlantic and Plains could see Christmas 
Day weather that is near the coldest on record, according to 
the weather service.

The mercury was expected to fall to 15 degrees Fahren-
heit (minus 9 Celsius) in Philadelphia on Sunday, near a 
previous low from 1943, while Sioux City, Iowa, could end 
up at minus 14F (minus 26C), surpassing a record from the 
1980s.

‘WHITE-OUT’ CHRISTMAS
The storm front could bring more than a foot (30 cm) of 
snow to some areas as it moves eastward out of the Plains 
and Great Lakes, Cook said. Snow squalls — brief bursts 
of moderate to heavy snow and strong wind — were ex-
pected from Illinois to Indiana, and could produce white-

out conditions.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AAA) estimates 
112.7 million people planned to travel 50 miles (80 km) 
or more from home between Dec. 23 and Jan. 2, up 3.6 
million travelers over last year and closing in on pre-pan-
demic numbers.

Weather phenomenon known as a bomb cyclone hits the 
Upper Midwes

More than 3,000 U.S. flights scheduled for Thursday 
and Friday have been canceled, including nearly 1,000 
departures and arrivals at two major airports in Chicago, 
according to flight-tracking service FlightAware.

“It’s a big deal. They’re ruining Christmas,” Nadia Dick-
ens, 42, a management company worker in Gallatin 
Tennessee, said on Thursday after Southwest Airlines 
canceled her flight from Nashville.

She was headed for Corpus Christi, Texas, for a Christmas 
Day family gathering where she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aking tamales with her 94-year-old grandmother.

Dickens managed to book another flight to Austin, Texas, 
with a relative offering to make the four-hour drive to get 
her to the family reunion, but added, “I doubt I’ll make it.”

“We’re going to get an inch of snow overnight and the 
weather is just dreadful all over the place,” she said.

The frigid air mass that had already enveloped northern 
states was pushing south through central Oklahoma and 
northwestern Texas, where the mercury was expected to 
plunge to about 10F (minus 7C) on Thursday. Tempera-
tures in the Southern Plains and Southeast could stay 

below freezing — but still 30-plus degrees less than 
normal — for multiple days, the NWS predicted.

Greg Carbin, chief of forecast operations at the 
Weather Prediction Center in Maryland, said freez-
ing or below-freezing cold is expected to bisect 
Florida from Pensacola through Orlando to Daytona 
Beach, with temperatures about 25 degrees below 
normal.

Motorists in the Ohio and Tennessee valleys were 
warned that wet roads could instantly freeze over 
due to a rapid drop in temperatures.

The weather service also warned of freezing rain in 
parts of Oregon and Washington in the Northwest, 
where a separate storm was forming on Thursday.

Georgia on Wednesday joined North Carolina and 
Kentucky in declaring states of emergency. Tem-
peratures in north Georgia were forecast to hit 10F 
(minus 12C) with subzero wind chills.

“We are expecting weather we haven’t seen in a de-
cade or more,” Georgia Governor Brian Kemp said 
at a media briefing.

Brandon Mattis, 24, said his flight from New York 
City to Atlanta was canceled on Thursday morning 
because of the coming storm, leaving him “flustered” 
at LaGuardia Airport in Queens. “There was no 
rescheduling or anything like that,” he said.

Mattis said he searched for alternate routes and was 
even considering a 21-hourg bus ride to Atlanta.

“Anything 
we can 
do just to 
get there, 
we’re go-
ing to do,”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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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 candidate for Governor of Georgia Stacey Abrams de-
livers her concession speech in Atlanta, Georgia. REUTERS/Carlos 
Barria

Ukraine’s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receives a U.S. flag from U.S.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during a joint meeting of the U.S. Congress in the House Chamber of the U.S. Capitol in 
Washington. REUTERS/Evelyn Hockstein

Republican Ohio U.S. Senate candidate J.D. Vance arrives with his wife Usha to declare victo-
ry at his midterm party in Columbus, Ohio.  REUTERS/Gaelen Morse

Supporters react as they watch 
news of projected victory for 
Democratic candidate for Gov-
ernor Pennsylvania Attorney 
General Josh Shapiro at the 
midterm election night party 
for Democratic U.S. Senate 
candidate John Fetterman, in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REU-
TERS/Quinn Gablicki

The moon and a statue 
are seen during a lunar 
eclipse in San Salvador, El 
Salvador. REUTERS/Jose 
Cabezas

Republican Florida Governor 
Ron DeSantis waves from stage 
with his wife Casey and children 
during his midterm elections 
night party in Tampa, Florida. 
REUTERS/Marco Bello

Ukrainian President
Zelensky and President
Biden will meet at the
White House and visit
Capitol Hill where Zelensky
will give a speech to
Congress. This is Zelensky
’s first overseas visit
sinc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on February 24th
of this year.

Millions of people in
Ukraine are currently
facing a great threat of
power outages and
extreme cold during the
winter months due to
energy shortages.
President Biden has
repeatedly reiterated that
h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Ukraine’s defense and will assist
with $53 million for the country's
infrastructure and $227 million for
military aid.

The U.S. government is currently
in trouble for advancing and

repeatedly supporting the war in
Ukraine, but it is determined to give
Ukraine continuous support.

But the war has no end. The
ongoing conflict has caused
European allies of the U.S. to face a

grea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saster.

The war has been going on now
for more than ten months. It looks
very difficult for things to change, or
for the warring countries to ever
achieve a lasting peace.

1212//2222//20222022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Will Visit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Will Visit
Washington, D.C.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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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 Eve is the day before
Christmas Day, an internationally

celebrated holiday commemorating the
Nativity of Jesus. It is a culturally

significant celebration for most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is widely observed as
a full or partial holiday in anticipation of
Christmas all over the world. In Western

culture, Christmas Eve is mostly
celebrated on December 24th.

Worldwide Christmas Celebrations

It’s Christmas Eve Around the World……

Christmas
in Ottawa, Canada

Large Christmas tree
in a Hong Kong Mall

Christmas lights
in Tokyo, Japan

Christmas Services
in Karachi, Pakistan

Christmas Services
in Karachi, Pakistan
Czech Republic

Christmas at
Rockefeller Center
in New York City,

USA

Singapore Orchard Road
Lights Up

At Christmas time

Holiday Lion Dance
in Hong Kong

Colorful Parol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Cheonggyecheon
River Walk,

Seoul, South Korea

Christmas Market
at the Town Hall,
Vienna, Austria

“Father Christmas”
Walk in Russia

Children March in the
Streets of Tbilisi,

Georgia at Christmas

Christmas tree
in Kiev, Ukraine

Christmas toy,
from Berlin, Germany

Christmas Eve Candles
In Finland

Julbock, a Giant
Christmas Goat in Gävle,
Sweden Town Market

ZUM Department Store
in Bulgaria

Christmas Tree at
Syntagma Square,
Athens, Greece

Christmas Decorations
in Milan, Italy

Christmas Decorations
along the Champs-Élysées

in Paris, France

Nativity Scene
in Lima, Peru

A Giant Christmas Pinata
Lights Up the Mexican Sky

Christmas Parade in
Nigeria

Butchart Gardens,
Vancouver, Canada

at Christmas

From the Staff of News&Review

Christmas Tree
at Trafalgar Square

Christmas Lights
on Regent Street

Giant Christmas Bulb
Sculptu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Greek Orthodox
Christmas Service

Traditional Christmas
Pudding,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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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BUSINESS

The U.S. economy may lose a whopping $16 
trillion due to the devastating impact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both in output and peo-
ple’s lives, new research has found. While 
most studies assess the costs of the deadly vi-
rus by its impact on the national gross domes-
tic product (GDP), a paper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earlier this week offered a different approach.
The authors of the study – former Treasury 
Secretary Lawrence Summer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economist David Cutler – also took 
into account losses associated with those who 
have died due to the virus, in addition to the 
purely economic costs. With the number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s in the US nearing eight 
million and deaths surpassing 215,000, the re-
searchers believe that the outbreak may result 
in an estimated 625,000 cumulative deaths in 
the country through next year. Given the the-
oretical “conservative value of $7 million per 
life,” premature deaths linked to the coronavi-
rus could wipe out nearly $4.4 trillion, accord-
ing to their calculations.
The virus is believed to have long-term effects 
on health, especially for survivors with severe 
or critical disease. As those complications lead 

to increased risk of premature death, they 
also have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for 
the entire economy, with losses amounting 
to another $2.6 trillion for cases forecast 
through the next year, the authors noted.

Even those who did not contact the deadly 
virus could also be affected by it, the pa-
per adds. Suffering caused by the possible 
death of loved ones,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may lead to de-
teriorating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This 
also takes its toll on the economy, which 
could lose approximately $1.6 trillion due 
to mental health impair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rest of the losses – nearly 
half of the total – are associated with a drop 
in income due to the coronavirus-triggered 
recession. The authors cited a previous es-
timate from 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

lost output during the next decade.
“The economic loss is more than twice the 
total monetary outlay for all the wars the US 
has fought since September 11, 2001, includ-
ing those in Afghanistan, Iraq, and Syria,” 
the study reads. “The total cost is estimated 
at more than $16 trillion, or approximately 
90% of the annu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the US,” it concludes, adding that the esti-
mated loss for a family of four would reach 
nearly $200,000.
The paper comes as US lawmakers debate 
another stimulus package, set to mitigate 
damage from the virus. The research stressed 
that any such economic relief should allocate 

testing and contact tracing, as an investment 
of approximately $6 million leads to averted 
costs of an estimated $176 million.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testing and con-

that are at least 30 times greater than the 
estimated costs of the investment in these 
approaches,” the study said. It added that 

not be dismantled even when the concerns 
about the pandemic begin to recede.
Related
U.S. Employers Cut Record 2 MIL-
LION JOBS As Coronavirus Bat-
ters Economy

The Hollywood sign in Los Angeles, Cal-
ifornia. (File Photo/ US © Reuters / P.T. 
Fallon)
Job cuts announced by US employers have 
hit nearly 2 million so far this year, with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ccounting for 40 
percent of total layoffs, according to glob-

Christmas. In its report published on Thurs-

day, the company said that last month’s lay-
offs in the US were down 56 percent from 
July, but still 116 percent higher than at the 
same period one year ago. August job cuts of 
nearly 116,000 lifted the total number of this 
year’s layoffs to 1,963,458. The number has 
already broken the previous record for the 
whole of 2001, when US-based employers 
announced a total of 1,956,876 cuts.
Most of the jobs – nearly 800,000 – vanished 
from the entertainment sector so far this 

and services. In August,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companies, including bars, restau-
rants, hotels, and amusement parks, posted 
the second-highest number with 17,271 job 
cuts.
Air and transport companies downsized their 
staff even more last month.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26,545 job cuts were announced in 
the struggling sector – 59 percent lower than 
in the previous month, but 647 percent high-
er than in August 2019.
“The leading sector for job cuts last month 
was transportation, as airlines begin to make 

travel and uncertain federal intervention,” 
said Andrew Challenger, senior vice presi-
dent at 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mpanies that initial-
ly had temporary job cuts or furloughs are 
now making them permanent.”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still battering 
the US labor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Labor Department data, seasonally adjust-

week ending August 29 stood at 881,000. 
While it is around 130,000 down from the 
previous week’s totals, it is only the sec-
ond time the number of new jobless claims 
dropped below 1 million since the pandemic 
hit in March. 

U.S. Economy Suffers Sharpest 
Drop Ever As GDP Crashes Nearly 

32% During Coronavirus Peak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File Photo© Reuters / B. McDermid)
In the worst plunge ever recorded, the US 
economy contracted by 31.7 percent in the 
second quarter at the height of the Covid-19 
crisis, according to revised data released by 
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on Thurs-
day.
The latest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reading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e estimate is-
sued last month, when the agency said that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shrank at an 
annual rate of 32.9 percent in the April-June 
period.
Despite the upward revision, based on better 
than previously estimated private inventory 
investment and personal consumption ex-
penditures (PCE), the GDP drop is still the 
sharpest on record. The previous worst quar-
terly drop since tracking began in 1947 was 

when GDP fell 10 percent on an annualized 
basis.

In the worst plunge ever recorded, the 
U.S. economy contracted by 31.7 percent 

in the second quarter.
The plunge came as most business activities 
were paralyzed for weeks, and millions of 
Americans lost their jobs amid strict stay-
at-home orders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deadly virus. Despite having the highest 
number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s, the US 
gradually lifted lockdowns, possibly pav-
ing the way for partial recovery in the next 
quarter.
However, there are concerns that a second 
wave of Covid-19 may come this fall, further 
disrupting the economy. 
“The full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Covid-19 

estimate for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20 be-
cause the impacts are generally embedded 
in source data and cannot be separately 

,” 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
ysis (BEA) said. (Courtesy www.rt.com/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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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16 TRILLION Bug —
Pandemic May Cost U.S.

Economy Total Annual Output
 

          

George Washington is seen with printed medical mask on the dollar banknote. 
(Photo/ © Reuters /File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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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西語的邀約志工正在幫助審核志工轉譯，雖然語言並不相
通，但大家相談甚歡。攝影／陳宗坤

9
263

雖然很累，但我寧可忙碌也不要輕鬆。慈濟的發放這麼
有意義，來到這裡當志工是心甘情願付出的選擇，我要

好好把握機會。累了休息一下再回到崗位就好。  

志願者  康妮･達奥斯
有一群不認識的志工，他們自掏腰包，來這裡給我們加
油打氣，那我們還有繼續悲傷的理由？這份愛，給了我

們繼續往前走的力量，我們會努力的。  
災民

或許我們填寫更多的家庭人數，能夠獲得您們更多的補

助，但我們願意將這一份多餘的救助金，分享給比我們

更需要的人，因為我們得到的已經很多了。  
災民

	 作者／張秀玲、黃芳文、陳宗坤、趙甫錡

	作者／林桂英

	作者／楊甦蘇

颶風伊恩急難救助最後一場也是最大一場發放，月前在
李縣男女孩社團	(Boys	&	Girls	Club	of	Lee	County	

)舉行。慈濟志工協手當地邀約志工一起挑戰成功820戶發
放。慈濟志工用誠與情溫暖了災民的心，讓災民們有了依
靠，不再無助。當災民們拿到現值卡的那一瞬間，無論是感
動痛哭，還是露出燦爛笑容，慈濟志工知道，他們的家園
重建之路不僅向前邁開了一大步，心中的愛與希望也被點	
燃了。
	 當天清晨，李縣男女孩社團再一次熱鬧起來，颶風伊恩
急難救助最後一場發放即將舉行。從美國各地趕來的藍衣白
褲志工們早已輕車熟路。除了慈濟志工，還有56位當地邀約
志工前來協助，一起協手挑戰颶風伊恩最大一場發放。

伊恩颶風讓無數家庭流離失所，瞬間淪為無家可歸的
人。感恩有緣參加伊恩颶風重災區麥爾斯堡市（Fort	

Myers）災難恢復中心的值班服務，以及慈濟的數場大型發
放，能夠與災民近距離的互動，聽著一個又一個受災戶感人
又無奈的故事，深深地感受到他們身心的苦痛。
	 當受災戶向我們陳述房子受到風災損毀時，他們的眼睛

愛撫伊恩災民傷痛 志工們的誠與情

有心就有願

成為愛的傳遞者

用大愛造福災民

◎ 眾人之愛  點滴心中

◎ 心中知足最大富

◎ 傳愛帶動善念與善行
◎ 一方有難十方援馳

	 從新聞報導中得知此次伊恩颶風在佛羅里達州出海後突
然迴轉登陸，其中以佛州的麥爾斯堡市（Fort	Myers，	FL）
和那不勒斯市（Naples，FL）等地區受災最為嚴重。由於出
乎預料的發展，沒有足夠的警惕，有的人還來不及遷離，甚
至來不及反應，水就如同湧泉般灌進許多人的家園。這一幕
幕的情景，只是從新聞中看到就令人非常不捨，感同身受的
使命感油然而生。
	 災後數日，隨著慈濟德州分會啟動到災區的關懷勘災之
行，心中有了更強烈的願力，誠心希望自己能有機會前往當
地為災區盡一點心力。最初，因爲家人的擔憂而無法成行，
心中難免有許多失落；當晚就合掌祈願，追隨證嚴法師的腳
步，心中默默祈禱，希望一切能有轉機。因緣真是不可思
議，隔天早上，家人就表示同意和支持，於是趕緊買機票圓
滿這個行善的機會。同時也更能領悟「有心就有願」，凡心
中有善念，自然會歡喜圓滿。

	 什麼是幸福？當我們與災民互動時，看到他們臉上重現
燦爛笑容，猶如希望的曙光穿過迷霧撥開烏雲，就是最大的
幸福，代表著一份能夠安定人心的力量。隨著關懷勘災和後
續長達一個月的急難救助發放中，我們有機會近距離地與災
民接觸和互動，得以傾聽和膚慰他們疲憊、困頓的心，期間
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生命體會及感受，無一不點滴心中。
	 雖然災民還有許多的困難需要克服，然而面對這一波的
無常，他們擦乾眼淚，以堅挺無比力量繼續向前走；沒有什
麼怨言，願意接受這突如其來的考驗。有些人在尋求無門的
當下，有因緣認識慈濟與全美慈濟人，從此結下這份善緣。
慈濟志工也感恩有機會可以親自展開雙手，給予災民最真誠
的擁抱與膚慰；這種感覺就如媽媽擁抱受到驚嚇的孩子，那
樣的動人與溫暖。雖然他們不認識我們，但經過這樣的機緣
和互動，慈濟和慈濟人在他們的心中結下一份善緣，種下一
顆善種子，希望未來能匯聚眾人之愛，邀約更多人來行善。

	 感恩有機會能與災民直接面對面互動，了解與感受他們
當時的心境，其中與一位災民對談的內容，讓我內心震撼，
感動不已！
	 這位男主人翁填寫的登記表格上，家庭人口數為兩人。
在交談中，才知道他們是四口之家，除了妻子	，還有兩個幼
小的孩子。伊恩颶風帶走了他們的一切，失去家的遮蔽，全

	 德州分會執行長
羅濟嶢向災民們呼籲
響應茹素護地球，減
少因地球氣候變遷帶
來的災害。颶風伊恩
造成的重大災難，就
是最切痛的警惕，邀
約大家一起用行動來
愛護地球。
	 羅濟嶢誠懇的表
示慈濟提供的救助，不求任何回報，只希望能夠將這份大愛
的精神，繼續傳揚出去，因此鼓勵災民響應「竹筒歲月」，
以「感恩尊重愛」的精神來幫助他人，一生無量愛綿延。

	 美國總會慈發處主任楊耀彰總是默默地幫大家把事情處
理好。為了讓發放順暢圓滿，他三進三出佛羅里達；搭乘紅
眼班機來回加州總會，準備發放所需物資，讓團隊無後顧之
憂，像大樹一般讓人依靠。
	 「你們是有領薪水的嗎？」當受災戶及本地志願者聽到
慈濟人是自掏腰包付旅費參與發放時，感到非常地驚訝，更
是感動與感恩。進而表示未來若有因緣，願意參與慈濟在當
地的社區服務。
	 災後的重建更是一條漫長之路，是災民們心中最煩惱
的事。雖然實質給予的有限，但從各州前來幫忙的慈濟志工
讓他們感受到了自己並不孤單。這樣的關懷安撫著他們的傷
痛，給他們力量堅強的面對未來。

	 水療之家基金會還邀請了青年海軍陸戰隊（Young	
Marines）青少年志願者團體前來參與慈濟的發放。他們一
直在努力，希望能以身帶動年輕人為社會付出，培養他們的
自信心，學習關心社區的人事物。這與慈濟的理念不謀而
合，所以大家有了共識，要一起攜手帶動更多年輕人心懷善
念，常施善行。
	 為了疼惜災民也為了藉機學習，從北加州奧克蘭來的慈
濟志工團隊一行七人，有四位超過60歲。在為期九天的賑災
發放中，長時間投入是對年紀偏大的志工的挑戰，身體虛弱
的志工為了讓自己精神和體力都能飽滿地參與發放，隨身帶
著一堆中藥。儘管如此，大家卻異口同聲的說：「對於不知
的未來，把握當下做就對了。在有限的生命裡，把握因緣，
努力付出。」
	 志工蔡麗君分享自己的感動，雖然聽不懂西語志工們
說什麼，但可以真切感受到他們向災民介紹慈濟及「竹筒歲
月」時的熱情；他們讓災民帶竹筒回家，傳遞善念給災民

	 水療之家基金會（Freedom	Waters	 Foundation）的志
工康妮･達奧斯特（Connie	Daoust）再度前來參與發放。她
承擔傳遞工作，需要不停在收件與發卡之間來回，遞送表格
與現值卡。此外還需隨時遞補缺少的竹筒、毛毯及期刊。75
歲的她笑著說這是個挑戰，才站兩個小時，卻感覺自己像懷
孕了，渾身不舒服。

們。這些志工的慈濟精神令人感動，見苦知福，也提醒每一
個人，人生沒有需要計較的，時時保持一顆感恩的心面對挑
戰，去行動就對了。

伊恩颶風」（Hurricane	Ian）重創佛羅里達州
後，慈濟德州分會志工隨即組成勘災團，深

入重災區進行勘災，隨後又參與慈濟基金會6天7場
的急難救助發放；他們每一位都深受感動，並將所
見所聞與大家分享。

「

家只好以車為家，需要盥洗和沐浴時，只能使用紅十字會臨
時搭建的設施。在與我們的互動中，他總是面帶笑容，不僅
沒有滿面愁容，同時還讓人感受到他滿滿的正能量。他向我
們分享與妻子看到救援物資從四面八方湧入，心中充滿著無
限的感恩與知足。

	 這一刻，我的心被這份無私的愛感動到無法言語，原來
這就是「心中知足最大富」的真理。人難免都有私心，如何
在困境當中不貪多，且能夠心存感恩，又願意幫助其他人，
其實是多麼的難能可貴。他沒有因為自己遭逢困境而改變原
本的清淨心，並積極尋求打零工賺錢的機會，盡力守護他的
家庭，全心都是如何憑一己之力，早日重建家園。
	 我要感恩他給了我人生中最直接的課程，能夠想到自己
實在是太幸福了，進而重新盤點自己的生命價值，提醒自己
更要用心過好每一天，把握因緣付出。因爲，這種快樂是很
幸福的！
	 如今發放已告段落，在這感恩節的時刻，腦海中仍然揮
之不去災民所經歷的一切。難過的是，或許還有許多人無家
可歸，也掛念他們是否有去處團圓過節，並期待有因緣再次
續緣。

裡充滿了無助和痛苦，讓聽者跟著他們一起難過。當他們領
取到慈濟發放的急難救助現值卡時，刹那間從内心反映出的
感激與感恩，隨著笑逐顏開，滿溢而出，又讓人跟著他們一
起高興。彷彿撥雲見日，又是一片陽光燦爛。
	 讓我感動的是在他們知道手中的現值卡賑濟基金都是來
自全球慈濟人的捐獻，聽到慈濟竹筒的故事，了解到把心中
的愛，每天儲存到竹筒中，一樣可以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他
們都非常願意成為一位愛的傳遞者，願意將竹筒拿回去，等
竹筒滿了，也把自己的愛心傳遞出去。	
	 一位傷心的單身婦女告訴我，她已經一無所有了，而佛
羅里達州與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的補助還需要

	 美國歷史上最強颶風之一的「伊恩」(Hurricane	 Ian），
所到之處一片狼藉，造成了嚴重損失。許多人面臨著重建生
活的殘酷現實，另一些人則同時為失去親人而傷悲。恢復與
重建需要數年之久。慈濟志工以慈悲為本，以行動來賑濟災
民，也邀約您一起用大愛造福災民。

時間處理，前途茫茫。當我們把現值卡交到她的手中時，她
驚訝的不敢相信是真的，激動的眼淚婆娑滾落。我緊握著她
的雙手，希望能舒解她内心的苦，同時鼓勵她要站起來往前
看。她不斷的感謝慈濟，也答應未來會做一位愛的傳遞者。
	 11月5日的最後一場大型發放，援助820個受災戶，非
常感恩全美各地的慈濟家人前來支援協助，大家同心協力，
在不到七個小時内完成所有的發放工作，實在是很大挑戰。
每位慈濟志工和來自其他組織的志工都在盡心盡力的付出，
大家只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圓滿這場看似不可能的任
務（Mission	 impossible）有願就有力，最後圓滿的幫助了
2,740人，充份顯現出慈濟人的合和互協。

	 慈濟基金會自10月15日起啟動了6天7場的發放，迄
今為止，動員全美志工達400餘人次，動用緊急救難基金
發放現值卡2518張，總金額2,227,400美元，援助受災戶
2,518戶，受惠人數超過8,235人。	
	 無論定期捐款金額大小，都能
把心中柔軟的善念轉化為堅定的支
持力量，與慈濟一起為有需要的人
提供最實際的援助。

www.donate.tzuchi.us/zh/cause/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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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玩命鈔劫》、《阿拉丁》億

萬大導蓋瑞奇(Guy Ritchie)執導、「地

表最帥光頭」傑森史塔森(Jason Sta-

tham)主演的跨國諜報動作鉅片《五眼

聯盟》（英文片名：Operation For-

tune: Ruse de guerre）將於1月20日搶

先全美上映，這是傑森史塔森繼《玩命

鈔劫》之後，第五度與導演蓋瑞奇合作

的作品。除了傑森史塔森之外，喬許哈

奈 特 (Josh Hartnett)、 休 葛 蘭 (Hugh

Grant)兩位性格男星也都是蓋瑞奇過去

作品的合作對象，兩人分別參與過他的

前兩部作品《玩命鈔劫》和《紳士追殺

令》，因此《五眼聯盟》可說是「蓋瑞

奇幫」再度華麗集結！車庫娛樂今日公

布中文海報和預告，在預告片中，不只

能再度見識傑森史塔森矯健的身手，還

多了許多幽默元素，絕對是今年農曆春

節期間最強、最爽、最適合全家觀賞的

頂級娛樂大片！

《五眼聯盟》耗資近億美元打造

，製作團隊橫跨多國取景，遠赴土耳

其、以及本屆世界盃主辦國卡達實地

拍攝，片中充滿異國風情的景觀、帥

氣有型的主角群、大量的飛車狂飆和

鬥智鬥力的火爆場面，令人不禁聯想

到「007」和《不可能的任務》系列電

影，可說是娛樂效果爆棚！而在拍攝

完《五眼聯盟》後，傑森史塔森日前

也被媒體捕捉到，帶著未婚妻蘿絲杭

亭頓（Rosie Huntington）和孩子們，

重遊本片拍攝地點之一的土耳其濱海

城市安塔利亞（Antalya）。傑森史塔

森透露，自己第一次造訪安塔利亞時

便愛上了這裡，因此迫不及待地想再

度造訪！至於安塔利亞的景觀是如何

令傑森史塔森讚不絕口，就有待觀眾

入場觀賞《五演聯盟》時一探究竟。

導演蓋瑞奇在接受媒體專訪時透

露，《五眼聯盟》有個很特別的副標

題「Ruse de guerre」，這串單字其實

來自法文，「不知道為什麼，只有法

國人試圖用一個詞來表達這個意思，

『非正規的戰爭手段』，這正是我們

這部片的主題。」由此可以得知，

《五眼聯盟》不單只有火爆刺激的動

作場面，更是部帶有蓋瑞奇作品一貫

層層反轉劇情的精采大作！

《五眼聯盟》劇情描述超級間諜

奧森福瓊（傑森史塔森 飾）和他的頂

尖特務團隊招募了好萊塢巨星丹尼法

蘭西斯柯（喬許哈奈特 飾）為他們執

行臥底任務，以阻止億萬富翁軍火商

蒙瑞格西蒙茲（休葛蘭 飾）出售一種

足以破壞世界秩序的致命新型武器。

《五眼聯盟》將於2023年1月20日搶

先全美在台盛大上映。

《五眼聯盟》耗資30億跨國實地拍攝
傑森史塔森深入世界盃主辦國出任務

由克里斯多夫諾蘭（Christopher No-

lan）執導的電影《奧本海默》釋出最新

預告，本片描述美國物理學家羅伯特奧

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之故事

，他發明原子彈、參與1942年至1946年

的曼哈頓計畫，最終研發出用於轟炸廣

島與長崎的首批核武器。

克里斯多夫諾蘭的御用演員席尼墨菲

（Cillian Murphy）飾演這位傳奇人物，

也是他首次在諾蘭的電影中擔綱男主角，

預告中，可見他發明致命毀滅式武器時的

複雜心境。諾蘭先前受訪時更表示，打算

捨棄CGI，用實際的效果呈現原子彈爆炸

場景，「這是一個範圍廣、規模大的故事

，是我做過最具挑戰性的項目之一。」

此外，艾蜜莉布朗（Emily Blunt）

飾演奧本海默身為生物學家和植物學家

的妻子凱瑟琳琪蒂奧本海默；麥特戴蒙

（Matt Damon）飾演曼哈頓計畫的負責

人萊斯利格羅夫斯少將；小勞勃道尼

（Robert Downey Jr.）飾演美國原子能委

員會主席路易斯史特勞斯。

佛蘿倫絲普伊（Florence Pugh）飾

演精神科醫師瓊塔特洛克；班尼沙夫戴

（Benny Safdie）飾演理論物理學家愛

德華泰勒；喬許哈奈特（Josh Hartnett

）飾演美國核子科學家歐內斯特勞倫斯

，如此星光熠熠的卡司讓本片更加備受

期待。

《奧本海默》將於2023年7月21日

在美國上映。

神卡司重現 「原子彈之父」 故事
名導諾蘭《奧本海默》全新預告曝光

王牌製片傑瑞布魯克海默強調，目前仍有兩部《神鬼奇航》電

影正在籌拍當中。

自從《加勒比海盜 神鬼奇航：死無對證》上映以來已匆匆五年

，第六集究竟何時才會問世，卻至今仍遲遲得不到答案。其中「傑

克船長」強尼戴普已因家暴誹謗官司而和迪士尼撕破臉，回鍋主演

的機會看起來十分渺茫。

另一方面，迪士尼雖然曾在2020年宣佈籌拍一部由瑪格羅比獨

挑大樑的女版《神鬼奇航》外傳電影，瑪格羅比卻在上個月親口證

實本片已胎死腹中，也讓《神鬼奇航》系列電影的命運再次陷入未

定之天。

不過王牌製片傑瑞布魯克海默如今向好萊塢記者報透露，非但

女版《神鬼奇航》外傳電影仍然有機會跟觀眾見面，甚至還有另一

部《神鬼奇航》電影也已悄悄寫好了劇本，兩部電影都有望登上大

銀幕。

傑瑞布魯克海默解釋道，《黑鷹計劃》和《神鬼奇航》是自己

製片生涯中最意外的兩部成功之作。「《神鬼奇航》是改編自遊樂

設施，而迪士尼拍過《草地英熊》和《鬼屋》，兩片都未能獲得觀

眾的青睞。」

「接著則輪到我們登場，而我們也慘遭媒體好一陣文誅筆伐，

說：『他們究竟有多蠢？至今都已經拍出了兩部失敗之作，居然還

敢嘗試第三次！』然而《神鬼奇航》最終卻大獲成功。」

當他被問到《神鬼奇航6》為何一直難產時，傑瑞布魯克海默則

感嘆道：「天啊，它們籌拍起來全都很難。我想本片已經很接近要

拍板定案了，我們目前已經有了一部很好的劇本。」

「我們籌拍了兩部《神鬼奇航》電影，一部是由瑪格羅比主演，

另一部則起用了比較年輕的卡司陣容。瑪格羅比的那一部還需要再修

改，年輕卡司的那一部則很接近了。希望我們兩部都能拍成。」

至於在家暴誹謗官司之後，迪士尼還會不會跟強尼戴普握手言

和呢？「你必須去問他們。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我真的不知道。

我很樂意由他回鍋主演。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傑出演員，但很

不幸的是，我們所做的每件事總是會被私生活所影響。」

沒有胎死腹中！王牌製片
兩部《神鬼奇航》仍在籌拍中

巨石強森如今坦承，《黑亞當》暫時不會是DC宇宙未來的頭號

要務。

《黑亞當》不僅耗費長達十五年籌拍，巨石強森為了力邀「超

人」亨利卡維爾重出江湖，還跟當時的DC影業總裁華特濱田據理力

爭，甚至不惜越級上報，才終於爭取到亨利卡維爾在隱藏片尾中驚

喜現身。

儘管巨石強森誇下豪語，DC宇宙的權力結構即將從此改變，但

即便請出了超人這張神主牌，本片還是只抱回了三億九千萬美金，

可能會讓華納賠上五千萬至一億美金。隨著詹姆斯岡恩和彼得沙佛

蘭新上任之後，《黑亞當》的未來也顯得搖搖欲墜。

在《神力女超人3》慘遭腰斬、亨利卡維爾告別超人之後，巨石

強森如今也在推特上坦承：「熱情的朋友們，有關這個角色在全新

DC宇宙的未來，我想給大家帶來苦等已久的《黑亞當》新消息。」

「我跟詹姆斯岡恩聯絡過了，而《黑亞當》不會在他們說故事

的第一章之內。不過DC和七塊錢製作公司已同意要繼續探索，在

DC多重宇宙的未來章節中要如何最有效運用黑亞當一角。」

「我跟詹姆斯岡恩認識多年，也總是力挺彼此邁向成功。現在

也沒什麼不同，而我永遠都會支持DC（和漫威）大獲成功。你們都

很了解我，我臉皮很厚，而你們永遠都可以相信我會有話直說。」

「由詹姆斯岡恩和DC領導高層所作出的這些決定，將透過他們

的創意濾鏡來呈現出他們對DC宇宙的視野。在十五年來不停辛勤工

作，才好不容易打造出《黑亞當》之後，我永遠都會為這部我們獻

給全球粉絲的電影而自豪。」

「在回首《黑亞當》的粉絲反應時，我永遠都會懷抱著無限感

激、謙虛和愛。我們表現得很棒。給我那些熱情無比又直言不諱的

黑亞當／超級英雄類型粉絲──我愛你們、感謝你們，也永遠都會

傾聽你們的聲音，並盡己所能交出最佳表現來娛樂大家。」

「這個月真是不得了，我們現在全都需要來上一點特雷馬納龍

舌蘭！祝大家過上成果豐碩的一週，也祝每個家庭都能有個愉快佳

節！」即便在宣佈《黑亞當》消息的同時，巨石強森仍不忘順便推

銷自己旗下的龍舌蘭品牌，果然不愧是好萊塢頭號宣傳大使。

進入DC新宇宙！巨石強森
《黑亞當》不在第一章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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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周五閉幕，為
2023年經濟工作定調。多間大行及投
資機構陸續發表報告解讀會議，大多
認為內地在穩增長為主軸的政策帶動
下，料將繼續優化防疫政策，內地經
濟有望重啟並加碼政策支持力度，支
持內房趨穩，預計明年經濟增長介乎
4.9%至5%不等；亦有大行指出，目
前內地A股的股價低於長期估值水
平，看好若內地經濟重新開放或政府
逐步調整防疫政策，並將進一步支持
內房，料整體金融市場或迎來大幅反
彈。

瑞銀19日發表報告指出，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聚焦穩增長、穩地產，
宏觀政策定調寬鬆積極，把恢復和擴
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特別是在住房
改善、新能源汽車、養老服務等消費
方面，同時重申了支持內房的基調，
並明確要求加大對民企、外資和平台
企業的支持，以支持這些企業在引領
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等成就。
就防疫方面，料將繼續優化防疫政
策、調整動態清零，同時進一步放鬆
房地產政策，以支持相關購房需求。

瑞銀：明年經濟增長4.9%
瑞銀投資銀行亞洲經濟研究主

管暨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預期，
在明年3月舉行兩會上，中央政府
會將經濟增長目標設定約5%，而該
行預期內地明年GDP將增長4.9%。
她亦認為中央政府在會議中表明了
對退出動態清零、推動經濟正常化
的清晰意圖與明確決心，相信內地
將繼續推進和落實疫情防控措施的
大幅放鬆，不過有一些地方在冬季
可能會繼續執行部分現存的防疫政
策。

內地金融監管機構早前以“三箭
齊發”解救內房危機，汪濤認為，會
議雖保持了“房住不炒”的整體定
位，但房地產政策定調明顯趨於寬
鬆。她預期內房政策會進一步寬鬆，
以支持購房需求，包括進一步降低房
貸利率和首付比例，更多城市將放鬆
限購，加大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對
爛尾停工項目的信貸資金支持等。瑞
銀預期，內房銷售在未來幾個月將從
低位趨穩，而在政策放鬆和經濟重啟
的推動下，料明年第二季之後或呈現
環比反彈。

港上市外國公司納港股通
互聯互通雙向擴容 兩地共涵蓋80%交易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根據公告，滬港通和深港通將雙向擴大股票
標的範圍，具體調整如下：一、港股通的

標的範圍調整為：在現行港股通股票標的基礎
上，納入符合有關條件（即屬於恒生綜合大型股
指數成份股或恒生綜合中型股指數成份股，或市
值50億元港幣及以上的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成
份股）的在港主要上市外國公司股票。

二、滬港通下港股通標的範圍擴大至與深港
通下港股通一致，即滬港通下港股通將納入市值
50億元港幣及以上的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成份
股。

三、滬深股通的標的範圍調整為：市值50
億元人民幣及以上且符合一定流動性標準等條
件的上證A股指數或深證綜合指數成份股，以
及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A+
H股公司的A股。在調整前，對滬深股通股票
市值要求為60億元人民幣。

證監：鞏固港往內地門戶地位
香港證監會指出，經上述措施，合資格股

票的範圍經擴大後，獲納入滬深港通的股票預
計分別涵蓋內地與香港市場股票買賣金額逾
80%。此舉將能加強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的互
聯互通，並為兩地市場提供額外流動性。

香港證監會署理行政總裁梁鳳儀表示，滬深
港通的範圍進一步擴大，不但可為國際投資者提
供更多A股的選擇，還能鞏固香港作為通往內地
的門戶的地位。尤其是，將在港主要上市外國公
司納入互聯互通的範圍內，對於鞏固香港作為國
際公司的集資平台而言，別具重要的策略意義。

國際上市公司在港成交疏落
彭博分析指出，過去十年中，非常少非中資

公司赴港首次公開募股(IPO)，導致港交所由內
地公司主導。鑑於近年來中資股表現欠佳，讓恒
生指數在全球表現滯後。過去五年中，恒指僅次
於跌幅達33%的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在全球基準
指數中表現最差。 同期MSCI的全球指數攀升
19%。

雖然港交所確實有包括普拉達、歐舒丹和新
秀麗在內的一些國際上市公司，但其交易一直不
溫不火。

港交所：兩地資本市場添活力
港交所主席史美倫認為，這是滬深港通

發展的又一重要的里程碑，它將為中國內地
投資者投資海外和國際投資者投資中國市場
提供更豐富的機遇。這次擴容也將為兩地資

本市場注入新的流動性和活力，深化兩地市
場的互聯互通，促進兩地市場的共同發展。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認為，在港上市的國
際公司納入港股通標的將會大大提升香港作為國
際領先上市中心的吸引力。這意味着國際公司來
香港上市不僅可以享受原有的各種便利，還可以
觸及更廣大的投資者群體，尤其是內地投資者。

基金公會：提升港平台吸引力
投資基金公會行政總裁黃王慈明19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互聯互通持續擴大是
大方向，港股通方面新增加入在港主要上市外
國公司的股票，是提升香港這個平台的吸引
力，從業界來說是歡迎新措施，而且外國公司
想進入內地市場，透過互聯互通渠道是必然之
選，長遠來說有助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以及豐富投資產品種類和投資者類別，而外國
公司亦更容易掌握進入內地的機會。

聯合公告指出，在相關交易結算規則和系統
準備完成、獲得所有相關的監管批准、市場參與
者充分調整其業務和技術系統後，上述方案方可
正式實施。從公告發布之日起至方案正式實施，
需要3個月左右準備時間，正式實施時間將由交
易所另行通知。

◆內地投資者日後將可透過港股通買賣普拉達、歐舒丹和
新秀麗等外國公司股份。

滬深港通進一步擴容，中國證

監會及香港證監會 19 日聯合公

告，同意香港和內地交易所進一步擴大股

票互聯互通標的範圍，包括符合有關條件

在港主要上市外國公司股票將被納入港股

通標的。換言之，內地投資者日後將可透

過港股通買賣普拉達、歐舒丹和新秀麗等

外國公司股份。港交所表示，將與兩地的

業務夥伴緊密合作，為落實此次擴容方案

積極推進各項準備工作，預計需要3個月

左右的準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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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支持愛隊可以去到幾盡？阿根廷人完美示範了他們
為什麼是世界上最熱情的球迷。Leandro和他的兩位好友耗時
6個月由南非踩單車到卡塔爾，希望以這場長達一萬公里的長
征為球隊送上祝福，雖然還在為決賽到處“撲飛”，不過
Leandro確信自己可以在盧塞爾球場見證阿根廷登頂，他更笑
稱為了決賽門票即使要“賣腎”亦在所不惜。

世界盃首次在中東舉辦，不過遠在南美的阿根廷卻是當之無愧的
主角，場上美斯以球技創造一幕幕經典，而阿根廷球迷則成為觀眾席
上的最美風景，他們展示了對足球和國家隊最極致的熱愛。來自阿根
廷的Leandro是一位旅行作家，他和兩位好友用了6個月時間由南非踩
單車到卡塔爾，希望以這趟“萬里長征”作為對阿根廷國家隊的祝
福：“我們喜歡足球、旅行和踩單車，所以有了把三個愛好融在一起
的想法，以表示對國家隊的支持和祝福，現在我們的國家隊進入了決
賽，好像真的有點效果。”

11月到達卡塔爾的Leandro每場阿根廷比賽必定親到現場，不過他
目前仍在為決賽門票煩惱：“雖然我們還沒找到門票，不過我一點都不
擔心，為了這場決賽門票我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就算是賣內臟賣手賣
腳我們也要入場，沒有事情可以阻止我們。”

身為阿根廷球迷固然亦是美斯的忠實“信徒”，Leandro連水壺也
印上了美斯的肖像，對於這位35歲的國家英雄，他想表達的只有無盡
的愛：“美斯，我們太愛你了！只要有你，我們就不會輸，你和國家
隊讓阿根廷人感到快樂，這已超越了足球運動，是整個國家的榮耀，
我們會和你以至所有球員一起見證夢想成真的一刻。”

◆圖 /文：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 郭正謙

◆Leandro（左一）連水壺也印上了美斯的肖像。

◆美斯之魅力可見一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卡
塔爾世界盃季軍戰17日晚舉行，克羅
地亞憑加華度爾及米斯拿夫柯錫上半
場各建一功，以2：1力克摩洛哥，連
續兩屆躋身三甲；首次打入4強的摩洛
哥最終得殿軍，為非洲球隊寫下新的
一頁。
由於賽事已近尾聲，作賽球隊都

再無後顧之憂，世界盃季軍戰通常都
會產生較多入球，今仗也不例外，開
賽9分鐘雙方已打成1：1。首個入球在
7分鐘出現，克羅地亞精心炮製罰球傳
入禁區，比列錫凌空扭腰二傳，加華

度爾12碼點飛頂，皮球貼柱而入。
不過克羅地亞只開心了2分鐘，轉

頭便被對手追和。摩洛哥同樣靠一次
死球攻勢，薛耶治右路傳中，路夫路
馬查解圍反而誤將皮球頂入心臟地
帶，艾舒拉夫達利在利華高域出迎前
快一步頂球入網。摩洛哥追平後一度
佔據主動，可惜完半場前後場解圍不
及被對手截擊，輾轉間傳到米斯拿夫
柯錫腳下，再於窄位起右腳熨射中內
柱破網，克羅地亞再一次領先2：1。
下半場雙方再無入球進賬，克羅

地亞順利贏2：1奪得季軍。

克羅地亞挫摩洛哥 奪世界盃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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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決賽一票難

求，位處山頂位的“黃牛

票”也炒至兩萬港元以

上，大批阿根廷球迷湧往

國際足協票務中心、阿根

廷足總甚至法國足總，要求放售更多門票。

有阿根廷球迷表示為了來卡塔爾支持球隊已

經傾家蕩產，相關單位不應該容許“黃牛

黨”繼續剝削他們，直指如果為今屆世界盃

氣氛貢獻最大的阿根廷球迷不能在決賽現場

支持球隊，將是卡塔爾世界盃的恥辱。

◆圖 / 文：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 郭正謙

卡塔爾傳真

◆Pablo（右一）稱，若阿根廷球迷不能入場，將是今屆世盃的恥辱。◆Vizcay一家17日甫下機就趕到票務中心。

◆◆票務中心每天都有大批球迷求購門票票務中心每天都有大批球迷求購門票。。

◆◆黃牛票網站截圖黃牛票網站截圖。。

自阿根廷擊敗克羅地亞晉身
決賽後，國際足協票務中

心每天都有大批阿根廷球迷求購
門票，甚至有人不願離開作無聲
抗議。現場可見票務中心除架起
大型的鐵圍欄之外，亦有大量警
察巡邏，守衛相當森嚴。來自阿
根廷的Vizcay一家四人17日甫
下機就趕往票務中心，可惜工作
人員明言不可能會有決賽門票出
售，不過他們決定繼續留守希望
有奇跡出現：“我們是為了決賽
而來，單是機票和酒店已花了
13,000美元，只能留在這裏看看
有沒有其他辦法。”
為此，球迷之間更組織了

大量通訊軟件群組交流門票資
訊，不過即使窮盡所有辦法，
原價750美元的世界盃決賽普通
門票黑市價最低也要兩萬港
元，而且還不是連位，Vizcay
一家坦言旅費已差不多花光積
蓄，實在負擔不起超高價的
“黃牛票”。

球迷不滿被黃牛黨剝削
根據規定，晉級8強的球隊

所屬足總會獲額外分派門票，
不過這明顯不能滿足蜂擁而至
的阿根廷球迷。
除了票務中心，不少球迷

還到阿根廷足總，甚至法國足

總的下榻酒店表達訴求，只因
聽說法國足總有額外9千張門票
乏人問津，而阿根廷足總亦同
意接見三位球迷代表，阿根廷
球迷Pablo表示有關方面應該做
些事情而不是任由他們被“黃
牛黨”剝削：“這已是我第三
次到世界盃現場支持球隊，現
在我們（阿根廷國家隊）入決
賽了，球迷卻要忍受貴得離譜
的‘黃牛票’，我們為今屆世
界盃營造出最好氣氛，不應該
受到這種對待，如果阿根廷球
迷不能在決賽現場為球隊打
氣，將是今屆世界盃的恥
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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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阿
根
廷
登
頂

◆◆加華度爾加華度爾（（右一右一））為克為克
羅地先開紀錄羅地先開紀錄。。 美聯社美聯社 ◆米斯拿夫柯錫（右一）窄位起右腳熨射中內柱破網。 法新社

一票難求一票難求
阿根廷阿根廷
球迷球迷

山頂位黃牛票炒至逾兩萬港元

傾家蕩產傾家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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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由牛小雨編劇並執導，葉子

、鄭聖芝主演的電影《不要再見

啊，魚花塘》，正於全國藝術電

影放映聯盟熱映中，影片此前於

北京舉辦的「魚塘回魂夜」主題

觀影活動，導演牛小雨來到現場

講述影片幕後五味雜陳的軼事，

同時一眾業內電影人士梁龍、耿

軍、李崧鳴、史航等悉數到場支

持，為影片站台助力。

影片此前入圍並提名第 74

屆洛迦諾國際電影節當代電影

人單元金豹獎、FIRST 青年電

影展主競賽單元，榮獲 FIRST

青年電影展「一種立場」榮譽

獎項，並在海內外電影節收穫

一眾好評。自公映以來，更是

獲得了電影行業一眾知名電影

人力挺，支持青年導演、聲援

國產影片的新鮮血液。影片此

前已於全國各大城市展開路演

，並將持續進行路演活動。

現實與影像碰撞魚花塘誕生的幕後揭秘

電影《不要再見啊，魚花塘》講述了葉子畢業後回到奶

奶家，跟奶奶一起渡過最後一個暑假，但是這一次仿佛一切

都發生了改變，小時候得記憶突然變成了真的，經常不斷地

出現驚擾着葉子，光影變幻中也經常會看見爺爺的影子，仿

佛做夢一般但是又那麼真實。而奶奶也同樣被困在記憶里，

時常會夢見爺爺的樣子，就這樣葉子跟奶奶兩個人一起度過

了一個神奇的暑假。

電影《不要再見啊，魚花塘》自於影展與觀眾見面直至如

今於大銀幕公映，影片憑藉着獨特的創作結構和夢幻的光影，

受到了大批粉絲的支持與期待。導演將其自己的經歷、思念注

入影片中，與視聽語言揉合，引發無數觀眾共情。此次活動現

場，導演牛小雨便為大家講述、揭露了自己從最開始創作到拍

攝以及上映以來的心路歷程，並對影片提出了一個新趣的概念

——記憶容器。面對半個劇組幾乎是「親朋好友」，拍攝過程

中難免遇到尷尬瞬間，而這些瞬間，導演牛小雨化解的方式便

是忽視這個問題，大家協力向前。同時，導演更是揭露了影片

的奶奶、也是導演現實中奶奶的趣事——為了不讓美術組「破

壞」自己的家、避免舊物丟失，每天都在和美術組賽跑，剛置

完的景可能想個一晚就會被奶奶破壞，甚至至今奶奶仍認為家

中丟了很多東西，美術組是小偷。《不要再見啊，魚花塘》是

一部關於親情、關於回憶的電影，而影片的拍攝現場，又是一

個被親情、被愛、被現在所籠罩的環境。一切碰撞在一起，形

成了這部獨一無二的電影。

業內電影人力捧支持魚塘回魂夜圓滿結束

作為青年導演的長片作品處女作，影片展現出了獨樹一

幟的個人風格。此前導演牛小雨的研究生導師劉旭光在觀看

完《不要再見啊，魚花塘》後評價道：「你站在玻璃窗前，

已經看到自己了，你的世界已經完成了；你也可以把窗子當

作是透明的，看看外面的世界。」當晚到場的嘉賓李崧鳴盛

讚道：「導演很勇敢，敢拍。」同時，鸚鵡史航對「記憶容

器」的概念表達了強烈的共鳴：「我看你（牛小雨）的電影

，我發現電影也能教會人離別。這部電影確實是一部很電影

的電影，作品是一個容器，不管是紗網還是盤子，當生活、

感情是液體的時候能否承接它，這部電影是一個很好的容器

。」耿軍老師對《不要再見啊，魚花塘》以及導演牛小雨本

人均誇讚道單純、純粹；歌手梁龍作為音樂人，對影片的音

樂道出不一樣的看法：「間奏《找朋友》那段讓我感覺特別

妙，又讓我感覺特別孤獨。」映後現場觀眾反響也是格外熱

烈，各自從不同視角進行提問，有觀眾對影片的隱喻、光影

提出思考，有觀眾對懷舊、復古思潮表示共鳴，導演也與觀

眾們一一進行深入交流。

每個人都有自己最難忘的記憶，縱然時光流失，但這些

記憶卻被我們永久的保留在了腦海中，但這一次是時候要做

一次告別了。就像導演一樣營造了一場醒不來的夢，這場夢

裡失去一切的又再一次回到了葉子的身邊，可是最後隨着葉

子跟「爺爺」的見面，這場夢終究還是結束了，教會了我們

離別跟成長。電影目前已經上映，並已於深圳、合肥、南京

、長沙、上海、杭州等多地開展路演活動，各地觀眾紛紛為

影片所動容，為寒冷的冬季帶來了一絲的溫暖情懷。

《不要再見啊，魚花塘》由牛小雨編劇並執導，葉子、

鄭聖芝主演，安徽大魚塘影業有限公司、黑鰭（北京）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出品，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聯合發行。電影

《不要再見啊，魚花塘》正於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專線熱

映，做一場不舍醒來的夢，和記憶里的人重逢。

《不要再見啊，魚花塘》
魚塘回魂夜活動圓滿收官

由劉國楠執導，許凱、虞書欣、付辛博、萬鵬、白冰可、周

曆傑等主演的電視劇《仙劍六祈今朝》日前宣布殺青。該劇改編

自經典遊戲IP《仙劍奇俠傳六》，不同於大家熟悉的「女媧後人

」一脈的故事線，《仙劍奇俠傳六》在繼承了「仙劍」系列一貫

的有血有肉、有愛有恨、有對有錯有成長的基礎上，開啟了「神

農九泉」的又一新篇章。

《仙劍六祈今朝》的故事開始于越今朝（許凱 飾）和越祈

（虞書欣 飾）為了身世之謎踏上了遊歷江湖的征途，並在旅途

中結識了一眾夥伴結下了深厚友誼。隨着各方勢力逐一登場，身

世謎團逐漸揭開，越今朝和越祈也從故事開始時的「幼稚鬼」，

逐步成長為值得託付的可靠夥伴。

《仙劍奇俠傳六》的故事與大家所熟悉的《仙劍奇俠傳一》與

《仙劍奇俠傳三》不同，開啟了全新的「神農九泉」世界觀架構，

完整了「仙劍系列」世界觀全貌，相較於同系列作品，故事更具懸

疑感，宿命輪迴交錯時間線的敘事方式，複雜豐富的人物群像，風

貌各異的九泉「人間副本」，讓人隨着故事的層層推進，不覺沉浸

其中，因而被玩家譽為最適合影視化的仙劍遊戲IP之一。

《仙劍六祈今朝》殺青

許凱、虞書欣宿命感拉滿

12月16日，電影《保你平安》發布一組「生活里的笑點」全

員特別海報，大鵬、李雪琴、馬麗、尹正、宋茜等人共同分享在

生活日常中發現的喜悅：大鵬在暖意盎然的窗台前揮手「為平安

的一天」而笑、馬麗抱着小狗「為毛孩子的可愛」而笑、喜劇人

們「為跨年歡聚」而笑……

該片由大鵬執導，蘇彪、大鵬編劇，大鵬、李雪琴、尹正、

王迅、王聖迪、馬麗、宋茜、賈冰、楊迪、潘斌龍、倪虹潔、喬

杉等主演。講述了一個由謠言引發的故事，中年落魄的魏平安

（大鵬 飾）已過世的客戶被人造謠，經由口口相傳謠言滿城皆知

。魏平安為了這位萍水相逢的客戶踏上闢謠之路，挨個尋找傳謠

者，一路上阻礙重重又笑料不斷。

《保你平安》將於12月31日全國上映，用滿滿的溫暖和祝願

迎來新年的相聚、團圓和平安。

《保你平安》曝海報
大鵬、馬麗等喜劇人歡笑集結

電視劇《要久久愛》備案成功，本月開機，楊紫、范丞丞聯

袂出演。

這部劇網傳已久，剛開始說是由楊紫搭檔范丞丞主演，後來

又說不拍了，現在備案成功，該劇也即將開機，楊紫、范丞丞也

將進組。

該劇最早傳出的名字叫《199愛》，一直傳說由楊紫主演，因

為電視劇《長相思》殺青後，楊紫就一直沒有進組。

而該劇目前終於要進入拍攝階段，男女主還是定為楊紫和范

丞丞，劇名也改成了《要久久愛》。

從劇情來看該劇，既像校園劇又像職場劇，仔細看又是一部

群像劇，不知道電視劇拍攝出來的結果又會是什麼樣子。

《要久久愛》講述的是出生於國企家屬院的黃瀛子、蔣翼、

方明雨、莊遠、藍亦菲、關超，6歲時廠區的一場事故讓他們成為

了朋友的故事。

充滿溫情和煙火氣的家屬院中長大，被稱為「六人組"。本來

約定好此生都要一直在一起的好朋友們，因為高考那年的一場意

外而各奔東西。

多年後，已經30歲的他們，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踽踽獨行。

忽然有一天，他們收到曾經的好友關超即將結婚的消息，記憶被

喚醒，往事歷歷在目。

這對一直希望凝六人組團結互助助的黃瀛子來說是一次機會

，這一次無論即將面臨怎樣的挑戰，她都會想盡辦法讓大家一起

走下去。整個劇情看起來沒有什麼特色，既沒有時代變遷中的波

瀾壯闊，也沒有歲月靜好里溫情濡沫，難道拍成《大江大河》中

三人披荊斬棘的人生故事，但也不像，因為女主要整合六人如何

再續前緣。

因為劇組還沒有官宣演員陣容，楊紫在劇中飾演女主應該就

是黃瀛子。

這次也是楊紫和范丞丞首次搭檔合作，從形象來看，男帥女

靚，非常不錯，從演技來看，楊紫絕對是目前當紅女演員之一，

范丞丞演技只能算是中規中矩。

《要久久愛》即將開機
楊紫、范丞丞聯袂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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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周五閉幕，為
2023年經濟工作定調。多間大行及投
資機構陸續發表報告解讀會議，大多
認為內地在穩增長為主軸的政策帶動
下，料將繼續優化防疫政策，內地經
濟有望重啟並加碼政策支持力度，支
持內房趨穩，預計明年經濟增長介乎
4.9%至5%不等；亦有大行指出，目
前內地A股的股價低於長期估值水
平，看好若內地經濟重新開放或政府
逐步調整防疫政策，並將進一步支持
內房，料整體金融市場或迎來大幅反
彈。

瑞銀19日發表報告指出，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聚焦穩增長、穩地產，
宏觀政策定調寬鬆積極，把恢復和擴
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特別是在住房
改善、新能源汽車、養老服務等消費
方面，同時重申了支持內房的基調，
並明確要求加大對民企、外資和平台
企業的支持，以支持這些企業在引領
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等成就。
就防疫方面，料將繼續優化防疫政
策、調整動態清零，同時進一步放鬆
房地產政策，以支持相關購房需求。

瑞銀：明年經濟增長4.9%
瑞銀投資銀行亞洲經濟研究主

管暨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預期，
在明年3月舉行兩會上，中央政府
會將經濟增長目標設定約5%，而該
行預期內地明年GDP將增長4.9%。
她亦認為中央政府在會議中表明了
對退出動態清零、推動經濟正常化
的清晰意圖與明確決心，相信內地
將繼續推進和落實疫情防控措施的
大幅放鬆，不過有一些地方在冬季
可能會繼續執行部分現存的防疫政
策。

內地金融監管機構早前以“三箭
齊發”解救內房危機，汪濤認為，會
議雖保持了“房住不炒”的整體定
位，但房地產政策定調明顯趨於寬
鬆。她預期內房政策會進一步寬鬆，
以支持購房需求，包括進一步降低房
貸利率和首付比例，更多城市將放鬆
限購，加大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對
爛尾停工項目的信貸資金支持等。瑞
銀預期，內房銷售在未來幾個月將從
低位趨穩，而在政策放鬆和經濟重啟
的推動下，料明年第二季之後或呈現
環比反彈。

港上市外國公司納港股通
互聯互通雙向擴容 兩地共涵蓋80%交易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根據公告，滬港通和深港通將雙向擴大股票
標的範圍，具體調整如下：一、港股通的

標的範圍調整為：在現行港股通股票標的基礎
上，納入符合有關條件（即屬於恒生綜合大型股
指數成份股或恒生綜合中型股指數成份股，或市
值50億元港幣及以上的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成
份股）的在港主要上市外國公司股票。

二、滬港通下港股通標的範圍擴大至與深港
通下港股通一致，即滬港通下港股通將納入市值
50億元港幣及以上的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成份
股。

三、滬深股通的標的範圍調整為：市值50
億元人民幣及以上且符合一定流動性標準等條
件的上證A股指數或深證綜合指數成份股，以
及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A+
H股公司的A股。在調整前，對滬深股通股票
市值要求為60億元人民幣。

證監：鞏固港往內地門戶地位
香港證監會指出，經上述措施，合資格股

票的範圍經擴大後，獲納入滬深港通的股票預
計分別涵蓋內地與香港市場股票買賣金額逾
80%。此舉將能加強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的互
聯互通，並為兩地市場提供額外流動性。

香港證監會署理行政總裁梁鳳儀表示，滬深
港通的範圍進一步擴大，不但可為國際投資者提
供更多A股的選擇，還能鞏固香港作為通往內地
的門戶的地位。尤其是，將在港主要上市外國公
司納入互聯互通的範圍內，對於鞏固香港作為國
際公司的集資平台而言，別具重要的策略意義。

國際上市公司在港成交疏落
彭博分析指出，過去十年中，非常少非中資

公司赴港首次公開募股(IPO)，導致港交所由內
地公司主導。鑑於近年來中資股表現欠佳，讓恒
生指數在全球表現滯後。過去五年中，恒指僅次
於跌幅達33%的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在全球基準
指數中表現最差。 同期MSCI的全球指數攀升
19%。

雖然港交所確實有包括普拉達、歐舒丹和新
秀麗在內的一些國際上市公司，但其交易一直不
溫不火。

港交所：兩地資本市場添活力
港交所主席史美倫認為，這是滬深港通

發展的又一重要的里程碑，它將為中國內地
投資者投資海外和國際投資者投資中國市場
提供更豐富的機遇。這次擴容也將為兩地資

本市場注入新的流動性和活力，深化兩地市
場的互聯互通，促進兩地市場的共同發展。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認為，在港上市的國
際公司納入港股通標的將會大大提升香港作為國
際領先上市中心的吸引力。這意味着國際公司來
香港上市不僅可以享受原有的各種便利，還可以
觸及更廣大的投資者群體，尤其是內地投資者。

基金公會：提升港平台吸引力
投資基金公會行政總裁黃王慈明19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互聯互通持續擴大是
大方向，港股通方面新增加入在港主要上市外
國公司的股票，是提升香港這個平台的吸引
力，從業界來說是歡迎新措施，而且外國公司
想進入內地市場，透過互聯互通渠道是必然之
選，長遠來說有助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以及豐富投資產品種類和投資者類別，而外國
公司亦更容易掌握進入內地的機會。

聯合公告指出，在相關交易結算規則和系統
準備完成、獲得所有相關的監管批准、市場參與
者充分調整其業務和技術系統後，上述方案方可
正式實施。從公告發布之日起至方案正式實施，
需要3個月左右準備時間，正式實施時間將由交
易所另行通知。

◆內地投資者日後將可透過港股通買賣普拉達、歐舒丹和
新秀麗等外國公司股份。

滬深港通進一步擴容，中國證

監會及香港證監會 19 日聯合公

告，同意香港和內地交易所進一步擴大股

票互聯互通標的範圍，包括符合有關條件

在港主要上市外國公司股票將被納入港股

通標的。換言之，內地投資者日後將可透

過港股通買賣普拉達、歐舒丹和新秀麗等

外國公司股份。港交所表示，將與兩地的

業務夥伴緊密合作，為落實此次擴容方案

積極推進各項準備工作，預計需要3個月

左右的準備時間。

2022年12月21日（星期三）娛 樂 新 聞6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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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敬軒11場聖誕跨年秀開鑼

Rain抵港將為聖誕活動揭幕

親熱戲親熱戲 不 能 少

姚珏率領弦樂青年精英奏出
“一代香港情·弦繫祖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張家輝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贖夢》，20日於香港屯門

舉行開鏡拜神儀式，家輝率領一眾演員，包括陳法拉、劉俊謙、袁富華、朱晨麗及許恩怡等

進行切燒豬，並向演員大派開工利是。家輝與法拉在戲中飾演一對精神有問題的夫妻，被問

到二人在戲中會否有親熱戲？家輝笑言做導演當然要自肥，親熱戲不能少。

香港文匯報訊韓國巨星Rain獲
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邀請，將
於23日出席在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

舉行的“香港繽紛冬日巡禮”活動，與香港旅發
局總幹事程鼎一為聖誕節期間限定的“奇趣聖誕
村”進行揭幕儀式，點亮精心打造的8間聖誕小
屋與大家歡度聖誕。

Rain今次到港歡度聖誕的精彩旅程由旅發局
悉心推介，遊覽香港全新旅遊景點、欣賞維港天
際線及品嘗地道美食。這次是Rain繼 2019年
後，相隔3年多再度到港，相信必再引起一陣旋
風。

第四度出任
導演的家

輝表示今次都
是拍劇情片，
以感情和倫理
為主，劇情講

述他跟法拉飾演
的一對精神有問題的夫

妻，二人面對很多生活壓力，被迫面
對現實的殘酷，以致經常發噩夢，
繼而遇上劉俊謙及朱晨麗的醫療
團隊。問到家輝今次如何打動法
拉？家輝笑言靠熱誠：“最重要
有熱誠啦，法拉好夠義氣，她
的義氣不是對我，是對香港，那
麼遠回來拍戲，所以好多謝她，
加上部分資金來自電影發展基
金，大家都義不容辭。”

久未拍港產片的法拉表
示今次參與拍攝未有不習慣，
反而被家輝的熱誠打動，以及
見到一群年輕工作人員努力工

作，覺得他們是香港電影的希望。 她又
說：“一直想和家輝哥合作，今次是我們
首次合作，會飾演夫妻。”問到二人在戲
中會否有親熱戲？家輝就笑說：“當然要
自肥（為己謀利）啦，親熱戲好刺激，不
是做導演來幹嘛？”電影預計拍攝到明年
一月中，問到法拉老公和女兒可有同行？
法拉表示老公和女兒沒有同行，不過稍後
她會回去和他們過聖誕，到一月再返港繼
續拍攝。

與美斯撞樣拍戲有新靈感
今屆世界盃由球王美斯帶領的阿根廷

奪得冠軍，而被指與美斯撞樣的家輝，隨
即成為網民討論對象及改圖對象，家輝表
示決賽當晚都有趁拍戲空閒看球賽，但因
翌日開早班，所以沒有看到完場。今年的
電影題材都比較沉重，問他會否考慮開一
部以足球為題材的電影？家輝笑言：“開
一部關於化骨龍同美斯Crossover都不錯
了。”

另外，袁富華日前被踢爆已入紙註冊

結婚，他說：“剛剛入紙，都要看有沒有
人反對，至於婚期可能都要押後，加上太
太運氣好近日突然接到很多工作，以及要
等親友由外國回香港。”

戲中與袁富華首度演父子的劉俊謙，
同時飾演精神科醫生，更有很多內心戲，
幫張家輝及陳法拉這對夫妻解開心結，他
說：“正如家輝所講，每個人心中都有一
個鉤，我就是要看怎樣幫她們在人生中解
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棠）張敬軒（軒仔）
親任創作總監、以Side Track歌作主打的11場聖誕
跨年《REVISIT 張敬軒演唱會》20日晚在香港會

展開鑼，軒仔以一身配以銀色閃片的白色西
裝造型登場，在10多名舞蹈員伴舞下，在T字型的
舞台連續跳唱了《Deadline》、《Sweet Esacpe》
和《Stop The Line》3首歌曲為演唱會揭幕，引得
全場站起身，場面熱鬧。

一向疼惜粉絲的軒仔更特別走到T字舞台的
盡頭近距離多謝觀眾，他笑稱：“今晚衣香鬢
影，多謝大家到場支持在365日中的第27場張敬
軒演唱會，亦是會員專場，有些歌只會在這晚專
場演唱。我的會員好好，不會硬銷要人購物，多
謝粉絲過去一年的‘課金’，但由於每位歌迷只
得一張‘獨家村’座位，看下會不會一個人來、
兩個人走，並且單身的人不該舉手，我想看有沒
有合適我。”此言一出立即引得台下叫聲震天，
也有粉絲趁機送禮物，當中有花花氣球、附有兩
個包包及印上“大精籠、精精日上”字的巨型蒸
籠，被軒仔笑罵“百厭”（頑皮）。

香港文匯報訊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周年，香港弦樂團
於創辦人及藝術總監姚珏女士帶領下，繼月前
舉辦《弦音傳承》國慶音樂會，12月17日晚舉
行“一代香港情·弦繫祖國心”壓軸音樂會，
香港弦樂團與香港文聯聯合主辦，中國文聯港
澳台辦公室、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宣傳文
體部及香港理工大學攜手支持。姚珏策劃下的
音樂會推出多個首演曲目，作品體現中華優秀
文化精萃。

音樂會的精彩曲目包括：於香港首演，由
羅大佑作曲、艾尼瓦爾·瓦吉丁編曲的經典流
行金曲《明天會更好》弦樂版；全球首演、由
香港作曲家梅廣釗編曲的中國民謠《戀戀民謠
組曲II》，梅廣釗作品《戀戀民謠組曲》獲得
一致讚譽，第二部曲同為全球首演，由秦詠城
作曲、夏良編曲的作品《海濱音詩》的姚珏小
提琴獨奏版本與弦樂團版本。音樂會希望以優
美樂曲展現香港在祖國的全力支持下，群策群
力、眾志成城，讓“東方之珠”更加閃亮，攜
手迎來更美好的明天！

香港弦樂團董事局主席陳永棋表示：“為
賀回歸，慶祝國慶，香港弦樂團聯同香港文聯

共同舉辦一系列以‘一代香港情·弦繫祖國
心’為題的音樂慶祝活動，藉音樂傳頌香港
情，以悠揚樂韻聯繫中華兒女的祖國心。一套
薈萃中西文化作品的節目展現香港青年音樂家
朝氣蓬勃與風采，傳揚全港迎接新征程、新飛
躍的信心。十分感謝香港賽馬會獨家贊助並送
贈門券予基層家庭及社會有需要人士，與眾同
樂，共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心繫香港
社會，關懷基層家庭及弱勢群體是香港弦樂團
的一貫理念，把音樂正能量帶到 社區不同角
落，讓基層家庭的孩子獲得更多啟發和建立信
心的機會。”

同時為回應二十大精神，以中國式現代化
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次音樂會精心
安排展現對中華文化之根的傳承發揚。香港弦
樂團用中國民謠《茉莉花》拍攝 MV，香港弦
樂團創新拍攝的 MV 系列具有濃郁的中華傳統
文化韻味，畫面又極具香港特色，已經在海內
外廣為傳播。姚珏剛巧在港25年，她將與香港
的音樂情緣故事製作一條長約20分鐘的影片，
講述25年對她的積極人生影響，更會公開很多
精彩歷史照片和演出片段，極為珍貴，稍後亦
可以在各大社交平台觀看。

◆張家輝與
陳法拉合演精
神病夫婦。

張家輝執導張家輝執導要要““自肥自肥””

◆軒仔以跳唱形式為演唱會揭幕。

◆姚珏策劃
下的音樂會
推出多個首
演曲目。

◆ 許恩怡是柏安妮的
女兒。

◆◆張家輝率戲中演員擺姿勢拍照張家輝率戲中演員擺姿勢拍照。。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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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指似
陳法拉的朱晨
麗也有參演。

熱誠打動陳法拉再演港產片

◆◆ RainRain 相相
隔隔33年多再年多再
度到港度到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移民美国，肯定是很多人想要走的移民途

径，根据美国移民局公布的移民数据显示，中

国已成为仅次于墨西哥人和印度人的移民美国

的主力军，移民总数达到了2百万，是美国总

人口的5%。加州、纽约等许多州已经被中国人

“占领”了。

那么这么多人移民美国的原因是什么，原因

有以下七点：

1.移民美国有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

2.经济高度发达吸引着人们移民美国

3.教育资源丰富使得人们为子女移民美国

4.就业机会广泛使得人们为了工作移民美国

5.福利完善使得人们移民美国

6.法律法规健全吸引着人们移民美国

7.护照免签国家多的便利性吸引人们移民

美国

先来看中国人移民美国的第一点，由于美国

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各个人群和种族的文

化在此碰撞，美国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美

国文化的多样性，这就使得无论你是怎样的性格

，又或者你是什么样的爱好，都能够在

美国找到自己适合的圈子。

加上美国由于建国时间短，同时大

量人口移民美国，美国移民局为了照

顾各个移民美国的人群，并没有严格

的移民美国的标准和移民美国的条件

，这就使得各种思想和社会解放运动

在美国蓬勃发展，这就使得美国陷入

了一种良性循环，美国宽松的社会风

气吸引着众多人群移民美国，同时移

民美国的人群又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社

会风气的良性发展，这就使得越来越

多的人移民美国。

接着来看中国人移民美国的第二点

，美国的经济高度发达，这是由于美国

独居美洲大陆，距欧亚大陆较为遥远，

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美国躲开了两次世

界大战的纷扰，同时由于美国安定的社

会环境，被战争笼罩的资本和人才纷纷

移民美国。

这就使得全球的资源和财富涌入美

国，使得美国迅猛发展，成为第一经济

强国，移民造就的繁荣又进一步吸引着

新的移民来移民美国，这就使得美国成

为人们心中的灯塔，移民美国也成为了

很多人的首选目的地。

中国人移民美国的第三点，也是移民美国最

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美国的教育资源，《美国新

闻与世界报道》揭晓全球教育资源国家排行显示

，美国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排行第一教育资源

优良的国家。

依据相关统计数据的显示，学生从幼儿园至

高中共13个年级，约70%的学生会继续接受高等

教育。在U.S.News全球最佳院校排行前10名中，

美国大学占据了8个席位，这一比例足够证明美

国教育资源在全球领域的分量。

来自全球各地，超过一百万的国际学生选择

去美国留学继续学习深造。在美国学习的国际学

生远远多于其他任何国家。相信诸多留学生抵达

美国，是因为被全球顶级的学术机构所吸引，这

些学术机构拥有精良的师资，实验室，图书馆和

相关配套设，这就使得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子女教

育移民美国！

紧接着我们看移民美国的第四点，那就是美

国的就业机会比较多，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就业难

，说的不是就业，而是人，就业岗位就这么多，

在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的前提下，同行间

为了竞争有限的资源，只能这样不断的提升自己

，这就使得岗位并没有变，但是岗位要求的学历

却变了，这就使得就业越来越难。

之所以美国就业市场那么强劲，主要是因为

美国国内的劳动力短缺，造成职位空缺率仍然处

于历史高位，再加上，消费者的重心已经由商品

转向服务，导致服务业需求的提升。并且美国的

世界五百强企业基本上都是科技型企业，创新能

力和接纳就业人口的能力是非常高的，拿到一张

美国绿卡获得美国的就业，这也是很多人移民美

国的原因之一。

移民美国的最后的原因就是美国是由于移民

构成的国家，由于美国在短时间吸纳了大量的移

民人口，这就使得美国在当时出现了一定的社会

问题，同时由于美国属于海洋法体系的国家，对

于司法的解释以及其他方面以宪法和法官过往的

经验来进行决断，这就使得在一些非必要的案件

中有突破的余地。

同时美国对于美国居民提供各式各样的福利

，这就进一步减少了美国的犯罪率和巩固了法律

规章制度，在加上美国大约有186个国家和地区

给予普通美国护照持有人免签证和落地签证待遇

，其中有150个国家和地区时可以免签证进入。

这就时候旅游和国际访问 特别便利，也使得越

来越多的人移民美国！

美国移民指南：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移民美国

自伊朗建立了以什叶派教义为立法依据的伊斯兰

共和国之后，伊朗迅速走向了“反美，反西方”的道

路，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越来越差，1979年发生的伊朗

人质危机事件更是让美国与伊朗直接断交。美国一直

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推翻现在的伊朗政府，几乎使用

了除直接开战外的所有手段。伊朗方面也不惧美国的

压力，见招拆招。双方之间大有一副要拼个你死我活

的架势。

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

领，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留为人质。

然而，在美国却居住着大量的伊朗人。他们或是

第一代移民，或是祖辈几代世居美国。时至今日，已

经有至少150万伊朗人定居在美国，并且这一数字只

代表了在伊朗出生，在某一时间段移民到美国的伊朗

人，若是再加上在美国出生的伊朗人和拥有伊朗血统

的美国人，还会更多。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伊朗人

第二多的国家。

美国对于伊朗人来说究竟有何魅力呢？为什么伊

朗人会大批移民到“敌对”的美国呢？

伊朗人大批移民到美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

纪。当时的伊朗处于巴列维王朝的统治时期，与美国

的关系非旦不差，甚至还成为了坚实的盟友。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世界头号强国，开始大

范围清除老牌殖民帝国的势力。在美国的干涉下，英

国与苏联的势力完全退出了伊朗，美国单方面控制了

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伊朗也成为了美国在中东

地区的重要盟友。

巴列维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

基于当时伊朗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且当时的伊朗

通过石油贸易也成为了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伊朗人

想去美国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当时英语已经成了全

球通用语言，美国又是一个教育大国，因此很多有条

件的家庭便会选择让自己的子女去美国留学，接受美

国的高等教育。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有出国

留学的伊朗学生中有将近一半是去美国留学的。在

1975年到1978年间，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伊朗留学生

更是比来自其它任何国家的留学生都要多。

1968年站在德黑兰大学原子炉前的一群女性博

士。

由于美国的移民政策相对开放，且美国的生活条件

远非伊朗能比。因此很多伊朗留学生毕业之后在美国找

到了更好的机会，便选择留在了美国，在美国成家立业

。这一时期的伊朗移民通常只是某个人单独移民，而不

是整个家庭。截至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前，在美国定

居的伊朗人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由于这些人以学生为

主，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教高的文化素养，很

快便渗透到了美国的各个领域，无论在是科学研究还是

艺术文化等领域，都能看到伊朗人的身影。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后，很多学业还未

完成且不愿意回到伊朗的学生则申请以难民的身份继

续留在美国。除了学生之外，大量伊朗富豪和知识分

子也同样移民到了美国，这也是伊朗裔美国人最初的

来源。

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亲美的巴列

维王朝被推翻，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流亡

美国，伊朗成立了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成为了伊朗

最高精神领袖。新的政权建立后立马开始大量清洗旧

政权的势力。巴列维王朝的上层贵族、政府官员、王

室宗亲等担心新的政权会对自己不利，于是在伊斯兰

革命结束之后选择跟随巴列维国王的脚步，举家移民

美国。

结束流亡的霍梅尼回到伊朗。

教士阶层掌权后，伊朗成为了政教合一的国家，

全国上下严格实施伊斯兰教法。关闭了所有西式的酒

吧、夜店，要求女人出门必须戴头巾，必须穿长袍，

女人重新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伊朗瞬间从一个

世俗开放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全面宗教化的国家。很多

人由于适应不了如此巨大的落差，便选择移民到西方

国家，继续过他们的西式生活，尤其是家里有女儿的

家庭更是成了移民国外的主力军，美国也成了他们的

选择之一。

伊斯兰革命前后伊朗女性的对比。

除此之外，霍梅尼上台后大力推行“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严厉打压持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政教合

一）的人，迫害左派、穆斯林兄弟会等一切反对派组

织。在霍梅尼的高压政策下，产生了一大批政治难民

，由于胳膊宁不过大腿，他们也只能选择远走他乡，

逃离霍梅尼政府的统治，在这些人当中也有大量的人

移民到了美国。除了国内的政治因素，1980年爆发的

两伊战争也成了伊朗人大批移民美国的“助推器”，

这些人大都以中产阶级为主，为了躲避战争，也为了

保护自己的财产，选择背井离乡。

美国对这些人的到来也持欢迎的态度，为他们敞

开了大门。一方面，美国和如今的伊朗政权关系很不

好，这些人也是极力反对现今伊朗政权的人。所谓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些“反对派"到了美国绝

对可以为美国所用，美国可以通过这些人与留在伊朗

国内的反对派里应外合，一起“攻击”现在的伊朗政

府。

除此之外，这些移民到美国的人在伊朗的地位并不

低，很多人曾经都是旧政权的官员，做生意的大老板之

类的有钱人，早就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这些人移民到

美国后，毫无疑问也会将自己的一切资产转移到美国，

美国可以因此获得一大笔收入。同样，移民到美国的伊

朗人大都是受过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移民到了美

国，就等于为美国输送了大批人才，可以为美国的社会

发展做出贡献。出于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对这一时期的

伊朗移民几乎没有阻拦，甚至给予这些人优厚的补贴，

这也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伊朗移民。

根据1980年美国的一项人口普查显示，在这一阶

段至少有123万伊朗人加入了美国国籍。在1980年至

1990年间，在美国出生的伊朗人的人数更是增加了约

74%。伊朗社会的重大变革和美国给予伊朗移民的优

厚待遇成了许多伊朗人举家移民美国的主要原因。

霍梅尼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哈梅内伊并没有做出

任何改变，导致伊朗的宗教化程度越来越高。并且由

于和美国长时间交恶，导致伊朗遭受以美国为守的西

方国家的严厉的制裁与封锁，伊朗的经济状况每况愈

下，生活水平更是大不如前。大量绝望的伊朗人选择

了离开伊朗，去别的国家寻找更好的出路。很多在美

国拥有亲属的伊朗人就会想办法通过在美国的亲属让

自己也移民美国。

根据2011年的美国社区调查显示，在当时的美

国已有至少470341名美国公民具有伊朗血统，并且

这一数据只囊括了伊朗的主流民族--波斯人。除了波

斯人，同样有大量伊朗的少数民族移民美国，比如伊

朗亚美尼亚人、伊朗犹太人、伊朗库尔德人等。伊朗

移民主要聚集在洛杉矶、圣地亚哥、旧金山等隶属于

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形成了很多伊朗人的社区。

尽管伊朗裔美国人历来在商业、艺术和科学领域

表现出色，但由于伊朗和美国恶劣的关系，他们总是

避免参与美国的政治活动，对总统选举的投票更是完

全“不感冒”。并且由于美国的媒体长期将伊朗塑造

成一个邪恶国家的形象，导致很多美国人对伊朗人产

生了偏见，生活在美国的伊朗人或多或少的也就受到

了来自其它族裔的歧视，并经常爆发冲突。

2015年，一位伊朗裔美国商人受到了种族主义

者的袭击，身中数刀而死。2017年，在堪萨斯城郊区

，一位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开枪杀死了两名具有伊朗血

统的印度人，并大喊：“滚出我的国家”。2020年，

大量从加拿大边境返回美国的伊朗裔美国人被美国边

境巡逻队无故拘留，并接受审讯，只是因为美国和伊

朗的恶劣关系，导致边警对伊朗人产生了偏见。这

种因为偏见而产生冲突的事例数不胜数。

虽然这些人在美国摆脱了伊朗新政府的高压政策

，但伊朗人的身份让他们很难融入美国社会，在

方方面面都容易受到歧视，伊朗移民想成为真正

的美国人并没有那么容易。

海外伊朗人，美国最多

今屆世界杯的龍爭虎鬥，乃由法國與阿根廷於本周日晚 上
會師卡塔爾路薩爾地標運動場上上演。比賽前夕，今場大眾焦點
除了是美斯可否一圓捧盃夢之外，法國能否打破魔咒？連續兩屆
成就霸業，也相當值得留意。不過，翻查歷屆世界盃歷史，連續
2屆打入決賽的國家命運也相當一般，因此法國今次失手於阿根
廷，難以衝破魔咒，亦非偶然。

在過去60 年之中，連續2屆殺入世界盃決賽國家就有
意大利（1934、1938）。意大利在史上第二和第三屆世界

盃都成功打入決賽，在1934年世界盃中，身為主辦國的他們在
決賽於羅馬在加時賽後以2：1擊敗捷克斯洛伐克奪冠；之後在
1938年世界盃中，意大利又以衛冕身份，再度打入法國世界盃
決賽，最終4：2擊敗匈牙利奪冠。

屬於球王比利的巴西黃金時代。1958年，年僅17歲的比利
於淘汰賽開始獲得重用，結果他在3場淘汰賽中射入6球，其中
4強對法國連中三元，決賽也梅開二度，最終帶領巴西以5：2擊
敗主辦法瑞典，首次奪得世界盃冠軍。

4年後，比利已成為巴西隊最重要一員。不過，他在分組賽
第二場時受傷，結果整個賽事參與度不大。最終巴西憑加連查
（Garrincha）、伊斯迪奧（Vava）等球員帶領下，決賽以3：1
擊敗捷克斯洛伐克，成功衛冕。

荷蘭足球的黃金時代，乃是1974、1978。然而他們兩次挑
戰世界盃也以失敗告終。1974年西德世界盃，荷蘭以大熱姿態

，在告魯夫帶領下，壓倒巴西和阿根廷等強敵打入決賽。決賽面
對東道主，「橙衣兵團」憑尼斯堅斯（Neeskens）的12碼先開
紀錄，然而西德在上半場連入2球反勝，荷蘭遺憾失冠。

他們於4年後的阿根廷世界盃上捲土重來。當時告魯夫已退
出國家隊，但在射手蘭辛布寧帶領，加上將士用命下，成功壓過
西德和意大利打入決賽。今次他們再次面對主辦國，雖然在落後
下雖然一度追成平手，但加時被阿根廷名宿甘巴斯和貝東尼各入
1球，最後以1：3見負，連續兩屆失冠。

西德在1982到1990年間連續三屆世界盃打入決賽。1982
年，他們在決賽面對擁有索夫和射手羅斯帶領的意大利，決賽以
1：3落敗。4年後墨西哥世界盃，來到馬勒當拿的黃金時代。馬
勒當拿幾乎憑一己之力帶領阿根廷殺入決賽。決賽面對死敵西德
，以3：2力克對手。兩隊於1990年決賽再度相遇，雙方決戰到
比賽最後階段，西德憑布林美的12碼一箭定江山，阿根廷衛冕
失敗，西德終再登王座。賽後馬勒當拿在球場痛哭的照片成為經
典。

在世界盃舞台沉寂多年的巴西，在「夢幻組合」白必圖和羅
馬里奧帶領下，於1994年美國世界盃捲土重來。在擊敗荷蘭和
瑞典後，決賽再憑互射12碼擊敗意大利，成功再度捧盃。4年後
法國世界盃，大熱的巴西有狀態大勇的朗拿度大放異彩，再度打
入決賽，惟在對法國時朗拿度表現突然失準，加上對方的施丹梅
開二度，以0：3落敗。

2002 年 日 韓 世
界盃，巴西以3R（朗
拿度、李華度及朗拿
甸奴）為首再度挑戰
世界盃。在決賽面對
德國，最後「森巴兵
團」清風送爽地以2
：0勝出，成功重奪
世界盃。朗拿度更在
當屆射入8球，奪得
金靴獎。

近 60 年都沒有
國家成功衛冕世界盃
，不過法國今屆已經
打破近屆衛冕冠軍在
分組賽必出局的魔咒
，可惜他們未能再一
城，成功奪冠，拱手
相讓給阿根廷，令在
球場上觀看比賽的法
蘭西總統，無語問蒼天,!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世界杯六十年龍虎榜世界杯六十年龍虎榜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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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靡全亞洲神劇《想見你》，近期將延續影

集版的劇情，以電影版大銀幕重磅回歸！由金獎

團隊之手三鳳製作打造，車庫娛樂、韓國AUD

發行，幕後推手更原班人馬回歸：導演黃天仁與

金鐘製作人麻怡婷，聯合48億票房組合《比悲

傷更悲傷的故事》林孝謙監製與呂安弦編劇，再

次重現影集版浪漫的穿越時空愛戀，結合懸疑推

理元素，再次打造最虐心的生死之戀。今日（18

日）釋出75秒首支預告，延續電視劇發展，柯

佳嬿、許光漢已離開學生時代，同框在燦爛煙火

下深情相吻畫面，引發網友熱議炸鍋。

魔幻推理愛情《想見你》電影版延續影集

版劇情發展，黃雨萱（柯佳嬿 飾演）與李子

維（許光漢飾演）再次相遇，在釋出的75秒預

告中，看見兩人在煙火下深情相吻，為廣大劇

迷謀超大福利！眾網友留言「跪求立刻上映」

、「一秒都等不及」，甚至在片尾看見柯佳嬿

一人飾兩角，同框許光漢和施柏宇，讓人思考

哪個是黃雨萱？哪個是陳韻如？不禁令網友期

待「柯佳嬿會如何同時詮釋兩個角色？」時空

交錯的愛戀情節再次挑戰觀眾的邏輯，光是首

支預告資訊量已爆棚，柯佳嬿表示：「這是一

部既浪漫又燒腦的愛情推理電影，只要看過影

集版必看。」

《想見你》近期在官方社群連續發布角色預

告，包括黃雨萱、陳韻如、莫俊傑、王詮勝等版

本，其中王詮勝的回歸受到粉絲矚目和期待，由

被譽為「國民男友」許光漢，一人分飾兩角，原

先在影集版中，是在另一個時空中與李子維有著

相同長相但命運不同的悲情高中生，此次出現在

電影版《想見你》，是否代表他的命運有改變的

可能？網友紛紛留言「希望這次詮勝一定要好好

的活著」「希望銓勝可以不再受傷」，對於《想

見你》拍攝電影版，許光漢分享：「電影版從我

的角度來說，其實是給喜愛《想見你》影集版粉

絲們的一份大禮物，有新的故事框架，每位角色

也都會有一些新的樣貌及故事，會是像影集版致

敬的一部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希望你們會喜

歡。」另外影集《想見你》由新銳演員施柏宇飾

演的癡情男孩莫俊傑，一心向著陳韻如（柯佳

嬿 飾演）的他，在電影版中長大成人並以蓄鬍

造型亮相，一展成熟男人的魅力，角色預告一釋

出粉絲暴動祝福莫俊傑「快把握機會追韻如！」

「一定要修成正果」，施柏宇也表示：「這次會

讓大家看到更不一樣的莫俊傑，一起為莫俊傑加

油打氣吧。」

現象級台劇《想見你》延續影集劇情闢全新

發展電影版，故事開始於2009年，28歲的李子

維（許光漢 飾演）在一間手搖飲料店，遇見17

歲的黃雨萱（柯佳嬿 飾演），彼此初識卻有著

好像認識已久的既視感，兩人的關係逐漸靠近、

一起渡過春夏秋冬，甚至在2010年的最後一天

，相約跨年並確定彼此的關係。此刻成為兩人共

築嶄新生活的起點。時間來到2017年，黃雨萱

的工作有了新的轉機，她毅然決然接下了公司的

調派，而這一趟旅程，不僅將改變她的未來，也

牽動著李子維、莫俊傑（施柏宇 飾演）、和她

還不認識的陳韻如的生命。

《想見你》電影版柯佳嬿雙身份與許光漢、施柏宇同框相遇

時空交錯的愛戀再次挑戰觀眾邏輯

愛奇藝原創華劇《第9節課

》由許瑋甯 、 陳昊森 、 薛仕

凌 、 尹馨、張景嵐及新生代演

員王渝屏、各務孝太、林玉書、

楊誠主演，導演王麗文執導，已

在愛奇藝國際版及東森戲劇台播

出4集，愛奇藝VIP會員已更新

至第6集。《第9節課》在前四

集的校園戀愛氛圍、粉紅泡泡滿

天飛之後，劇情從第6集開始突

變為懸疑。首曝尹馨所飾演的謝

淑芬也曾和劇中飾演孟筠父親的

曾少宗有過一段師生戀，角色關

係複雜，資訊量超大引網友熱議

，直呼：「張一翔媽媽（尹馨

飾）做的事比張一翔的春夢還離

譜……」18日播出後演員尹馨、

藍鈞天、曾少宗也親上火線在社

群軟體上直播與粉絲互動，在劇

中藍鈞天是尹馨的現任丈夫、陳

昊森的爸爸，而曾少宗則是尹馨

大學時期的教授身份男友，也是

許瑋甯的爸爸，同台直播不尷尬

，尹馨還大膽提問曾少宗：「你

真的愛過我嗎？」

由尹馨飾演的家長會長謝淑

芬，不僅用錢買通兒子同學夏語

心（王渝屏 飾），還威脅她不

隨時通報兒子去向要揭發她媽媽

販賣過期魚貨，讓夏語心不得不

當起間諜。謝淑芬還大膽邀約陳

孟筠（許瑋甯 飾）到家中用餐

吃飯，堪稱「鴻門宴」，該場戲

氛圍劍拔弩張，謝淑芬原本以為

自己是來嚇退接近兒子的老師，

沒想到卻被孟筠的一番話嚇得全

身顫抖，無話可說。孟筠在一翔

被支開後更直接變臉抖出多年以

前淑芬與自己爸爸的一段師生戀

情，喝斥她是蓄意破壞別人家庭

的小三，害怕東窗事發的淑芬趕

緊支開一翔（陳昊森 飾）。18

日曝光的花絮中，許瑋甯透露：

「其實我有備而來，她來什麼我

就擋什麼，兩個人的角力、火花

是很微妙的，想讓彼此看看誰是

這份關係裡的贏家，誰才可以支

配一翔。」

直播談及淑芬過去與孟筠爸

爸的師生戀，尹馨對曾少宗苦嘆

：「你到底有沒有一點愛過我？

」惹曾少宗笑回：「在創作的當

下有愛。」飾演現任丈夫國揚的

藍鈞天還幫忙緩頰：「他是把對

淑芬的愛注入畫裡。」曾少宗也

解答，其實孟筠爸爸是一個自私

的藝術家性格，對愛情的定義比

較像是創作的一種激情，他說：

「對家庭和孟筠是造成了很大的

傷害，對我來說我很請楚我要的

是什麼，他在創作過程中需要有

個新的刺激，和新的火花，而淑

芬可以給我很大的刺激，讓我產

生觸動，所以要說愛，在創作的

當下是的，但她也同時可以被其

他女性取代。」曾少宗也透露孟

筠爸爸對家庭是很疏離的，跟家

人沒有存在愛，對愛很抽離。尹

馨也曾在訪問中提到曾在10年前

與曾少宗合作過演一對夫妻，10

年後再合作就一起演床戲，多了

份熟悉感，曾少宗也在直播中分

享：「很感謝劇組還準備Demo

影片，讓我們在拍攝前就可以知

道需要擺的角度、體位，拍攝時

就很順暢。」尹馨也透露只披著

教授襯衫，在教授畫室發生的唯

美親密戲，讓尹馨直呼：「還是

孩子的謝淑芬陷入戀情，其實比

張一翔還瘋。」

尹馨也直言，對淑芬來說，當

時的國揚（藍鈞天 飾）是備胎，

她說：「國揚是個很包容的人，從

小就是這樣，雖然淑芬一開始是愛

老師的，但她後來學乖，決定去愛

一個對的、相對正常的對象，也用

力經營兩人的關係和家庭，而且慢

慢到後面更可以發現，淑芬她是一

個沒有自己的女人，她的人生在失

去老師之後，只剩下兒子和先生。

」問及藍鈞天會愛上這樣的淑芬原

因，他開玩笑說：「你們有看到

剛剛淑芬在做瑜珈嗎？誰會不喜

歡？」惹尹馨一陣笑，後來回歸

正題分享：「因為國揚的人生早

就被規劃好了，未來都是父親規

劃好的路，可能連婚姻也定好了

，所以他的人生唯一一個對自己

叛逆的行為，就是跟淑芬在一起

，看這女孩子年紀輕輕、有想法

也靠自己闖出一片天，這都是吸

引他的特質。」

愛奇藝原創華劇《第9節課

》國文老師陳孟筠（許瑋甯 飾

）進入南一高中教學後，被愛惹

事的校霸資優生張一翔（陳昊

森 飾）盯上頻頻刁難。孟筠為

讓一翔改邪歸正要求留下他上輔

導性質的「第九節課」，讓一翔

媽媽，也是家長會長的謝淑芬

（尹馨 飾）相當不滿，變本加

厲的針對孟筠。但孟筠不但沒有

退縮，還和一翔在上學時間以外

見面、約會，淑芬買通一翔同學

夏語心（王渝屏 飾）跟蹤兩人

，並拍下照片讓淑芬隨時追蹤最

新狀況，最新一集孟筠接受淑芬

邀約到一翔家吃飯，餐桌上三人

對話像打太極，關係微妙，在支

開一翔後孟筠的發言更讓淑芬驚

嚇，抖出多年隱藏的師生戀秘密

，對象竟是孟筠的爸爸，氣氛瞬

間凝結，一陣爭吵後孟筠憤而離

席，一翔追上後孟筠竟然開口邀

請一翔到她家，或是汽車旅館

《第9節課》每周日於愛奇藝國

際版、東森戲劇台40頻道播出2

集，愛奇藝VIP搶先看2集。

《第9節課》許瑋甯
為復仇接近陳昊森？
餐桌鴻門宴變臉槓上尹馨

公 視 台 語 台

「台語有影」系

列全新感人電影

《阿媽》上周末

首播，口碑在網

路上發燒，特別

是陳仙梅、馬國

賢飾演的二姑、

二姑丈在喪禮當

中仍盤算著「錢

」，意外成為觀眾討論的焦點之一。陳仙梅坦言演

出時很沈重，身為片中家族中的角色，親自參與了

角色的歷程，也喚起小時候她在大家族生活留下的

陰影，「這是每個家庭都會有的狀況，當然每個家

族的狀況都不太一樣，結局也會不一樣，而這個故

事告訴我們：愛是可以化解一切的東西。」

導演吳旻炫透露，當初設定二姑、二姑丈就是

在大陸開工廠賺錢的角色，見過世面比較廣，自然

說話、應對都會比較大聲、比較有江湖味，看起來

貴氣又帶一點土味，因此馬上鎖定曾經合作過的陳

仙梅、有點台味的馬國賢。他坦言，與資深演員拍

片很開心，偶爾透過他們的人生歷練幫劇本加分不

少，他們不僅敬業，甚至有時候給他們一兩句的反

饋，就知道我想要的感覺是什麼。

多年來一直演出八點檔的陳仙梅，很嚮往參與

單機慢慢拍攝的作品，這次很開心接到《阿媽》的

演出，「一直都沒有機會，導演找我的時候，二話

不說就答應了，太久沒有跟公視合作了！」這是她

在2000年拍攝《汪洋中的一條船》之後，相隔22

年再次拍攝公視的作品，她感受很大的不同，「八

點檔像是打仗，沒有多的時間去消化、設計角色，

這次可以讓我安靜下來感受、吸收角色。」

為了調整《阿媽》的角色狀態，陳仙梅記得導

演吳旻炫當時告訴她：「這是比較牡羊座、比較火

象的個性！」她笑說：「聽完我就Catch到了，不

管是聲音表情或是動作表現會加快節奏，語調也會

放大一點，比較火象的感覺。」而馬國賢則是在導

演吳旻炫的要求之下，在片中抽菸、吃檳榔，增加

外在流氓的土味，讓他可以很快進入角色，「導演

在拍攝前跟我們講了很多、很清楚，也把角色的人

設講得很透徹，對我來說省去很多麻煩，做角色功

課時更輕鬆。」

談到《阿媽》拍攝時印象最深刻的事，馬國賢

笑說：「我的場景好像幾乎在靈堂居多，拍攝地在

很偏遠的地方，時常下午拍到晚上，也好幾次我是

晚上去的，就覺得很毛，還是覺得很奇怪。」陳仙

梅印象很深的是在靠近海邊拍攝的戶外場景，風很

大，「當時大家都好冷，工作人員居然拿棉被出來

給我蓋，我從來沒有遇過棉被裹在身上的，眼前所

有演員都裹著棉被在準備，很可愛！」

陳仙梅《阿媽》演完很沈重！
回想兒時家族陰影 一度不想再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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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本周，35年来最强寒潮来袭，来自蒙古-西伯利亚的冷空

气就如同潮水，三日内贯穿中国。一夜醒来，部分地区甚至直降

20℃，最倔强的年轻人在购物车里下单了秋裤。北至黑龙江漠河，

南抵广东广州，都像进入了速冻模式。

不但东北早早开启猫冬生活；干燥的北疆迎来大雪封门的季节

；华北的家庭端出了荤锅、暖锅、涮羊肉；江南也一改往日的温柔

，开始冻手冻脚。往年，有条件的东北人纷纷南下，形成了数量可

观的候鸟群体，甚至成为三亚大白菜价格飙升的背锅侠。如今，为

什么南方不供暖，依旧困扰着穿着厚睡衣的南方人。

寻找春城，大江南北人民的刚需。

春城，并不是自古以来的概念

对于什么样的地方最宜居，古今的定义并不相同。相较于四季

如春的气候，古人更看重物产是否丰富、地势是否险要，毕竟安全

是最基础的需求。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古人并不在乎

“春城”，不在乎冬天是否温暖，也没有形成春城的概念。

土地肥沃且拥有群山作为屏障，守住崤山与函谷关便不难自保

的关中盆地是最早的天府之国。而处在关中平原中心的长安，曾被

韩翃赞誉为“春城无处不飞花”，诗中春城仅指春天的长安，意思

与今天并不相同。

经过千年开发，太湖平原从湖泽中崛起，折服了从白居易到范

成大的数代文人，在唐宋时期赢得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名

。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气候因素才逐渐取代地势，成为人们

判断是否宜居的考量依据。

随着元、明、清三代对西南、华南地区的不断经略、经济与人

口重心逐渐南移，四季如春的地方才展现于世人面前。这是春城概

念被大众认同的基础。

昆明：春城的模板

明代曾为状元的杨慎，在嘉靖三年（1524年）卷入涉及皇位继

承问题的“大礼议”事件谪戍云南，此后三十年的大多数时间在云

南度过。在游览昆明滇池时，他写下了“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

断四时春。”这便是昆明“春城”称号的最早的来源。

昆明是中国最老牌，最典型的春城，她定义了春城该有的样子

。分析昆明的纬度、气候、海拔、物产，我们能整理出一部跻身春

城指南。

云贵高原的避风港

低纬度地区丰富的太阳能，是昆明冬季短暂而较为温和的基础

。另一方面，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相互碰撞，印度板块插入欧亚板

块之下，抬升青藏高原地势的同时，也“挤出”了云贵高原。昆明

市就位于云贵高原的中部，被抬到了平均海拔1800米的高度，没有

了同纬度低海拔地区夏季灼人的高温。

云贵高原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地，而是从平均

海拔3500米，迅速下降至400米的“三级台阶”，

而且台阶内部还起伏不定。正因为云贵高原西北高

东南低，每年的11月至次年4月，来自西伯利亚的

冷空气，经新疆、过甘肃、翻秦岭、沿大凉山、爬

至云贵高原。已经是强弩之末。冷空气将要进入云

南高原时，遇到进一步抬升的地形和重重山脉，与

暖气团“对峙”，形成相对静止的昆明准静止锋。

处于锋面西南侧的云南大部分地区，因受单一暖

气流控制，碧空万里，阳光灿烂，气温较高；而东

侧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陷入到“天无三日晴”的绵

绵阴雨中，气温也比云南更低。不难看出，昆明准

静止锋是云南冬季气候温和的重要原因。

在昆明的冬季，你甚至可以赏樱花

昆明冬日的气温足以激发出惊人的生命力。同一

片公园里可以同时看到鲜花、绿叶、黄叶和枯枝。

这里的冬天完全没有冬天常见的肃杀，反而只像是

春天的短暂排练。

昆明郊区高低起伏的地形，带来了气温、降水、

地貌的多样性，进而带来多样的生态，就像一个立

体的养殖架，不同动植物被折叠在不同的海拔上。

正因如此，昆明是云南鲜花王国的中心，仅昆明

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平均每天有450多万枝鲜

花发往世界各地。你情人节的玫瑰很可能也来自昆

明。昆明是云南亚热带水果的集散地，甚至让温带

水果桃子“卷”出了冬季结果的新高度。

被昆明冬季吸引来的不仅仅是候鸟人群，更有大

量货真价实的候鸟。每年的12月到来年的3月，以红嘴鸥为代表的

候鸟，都会落栖在昆明城中。

更让人羡慕的是，位于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昆明，有暖气！

2018年冬季昆明开始提供可选的市政供暖。这里冬天室内远不及长

江中下游潮湿阴冷，即使不选择集中供暖，一个小太阳、一张电热

毯也完全可以温暖短暂的冬天。

昆明，将暖意传递给每一个人

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季，是指一年中第一次（北半球）连续 5

天的日平均气温大于、等于 10℃。昆明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7.5℃

，严格说来比春天更冷。春城并不是字面意义的四季如春，而是让

人联想到春天的地方。

但是我们感受到的温度，并不是绝对温度，而是在相对湿度、

风力等因素共同影响下的体感温度。在准静止锋影响下的昆明，冬

季比川渝地区（如重庆）、长江下游（如南京）干燥，虽然会刮风

但是相对温和。这些因素都让昆明冬季的体感温度相对更高。

更何况夜间有暖气，早晨能晒到暖阳，市场上有鲜花、水果供

应，闲时还能探访古建，或去滇池观鸟。在重重暖意的包围下，昆

明长大的孩子习惯于这种温暖，反而会自黑昆明春如四季，直到外

出上学，才体会到他乡冬天传递到每一个人的寒意。

中国春城，一半在云南！

昆明在云南并非孤例，甚至不是气候最好的城市！从滇西南的

临沧，到滇东南的蒙自，分布着一系列年温差比昆明更小的城市。

她们同样受到昆明准静止锋的影响，只是纬度更低，受到来自印度

洋、太平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更大。

而横断山系的众多山脉，将云南分隔出一个个谷地，形成了多

样的生态和少数民族文化。与缅甸相邻，佤族聚居的临沧；以普洱

茶闻名，一年到头过少数民族节日的普洱市；曾是云南最大口岸，

深深参与了中国近代史的蒙自。都是尚未被过度开发，是不用与其

他游人争抢空间的春城遗珠。

在云南的众多春城中，也存在一个特例——西双版纳。低纬度

与低海拔使得这里成为中国少有的热带季风气候区，保存了中国最

完整的热带生态系统，中国四分之一的动物种类与六分之一的植物

种类都分布在这里。加之浓厚的傣族文化氛围，冬季温暖的气温，

让这里成为游人如织的过冬地点。

与云南春城群对应的，则是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为代表

的贵州春城。黔西南同样地处低纬高海拔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兴义甚至比昆明更温暖，同时受昆明准静止锋锋面的影响，冬季比

昆明更湿润。厌倦了春城生活本身，还可以北上六盘水，体验中国

纬度最低的天然滑雪场。

贵州南部相较于云南，更靠近两广，还是珠江流域一衣带水的

上游，基于地理位置的优势，正在成为广西、广东、乃至贵州自身

候鸟的过冬地。

川藏之间，河谷庇护下的小春城

春城可以分布在低纬度高原之上，也可以在河谷之中。也有一

类“春城”得益于低纬度河谷特殊的气候，总是打破常规，藏在让

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西昌已经位于北纬27°，基本与长沙、南昌处于同一纬度带，

本应是夏季热到头昏，冬季冻伤手脚的地方。然而川西高原高耸的

地势与大凉山层层叠叠的山地改变了当地气候。城中的邛海起到调

节作用，也让当地气候更加温和。

西昌的春秋两季，足足有270天之多，而冬天又是阳光最好的

季节。高海拔的夏天没有四川盆地与重庆难熬的酷暑。冬天重重叠

叠的山脉阻挡了南下的冷空气，虽然名为大凉山，冬季却比成都暖

和许多。

虽然深处大凉山，西昌优越的气候让这里成为川西重镇。在这

里既可以感受到彝族文化，也可以从古城、祠堂等历史建筑中，一

窥当年西昌的枢纽地位。

西昌以南，还有更为干热的攀枝花，这里是干热河谷塑造的奇

迹。近南北走向的横断山区，如同阻拦西南季风或东南季风的屏障

。季风气沿迎风坡上升冷却，形成降水。到背风坡时，已经变得又

干又热。季风来到攀枝花时，已经翻越了数座山脉，变成了攀枝花

的制热大空调，让这里一月平均气温在10℃以上，日均最高温度可

达20℃。

正因如此，攀枝花虽位于亚热带地区，却盛产热带水果。攀枝

花的芒果不但产量高，个头大，甜度也在中国三大芒果产区中排名

第一，已经成为高质量芒果的代名词。在冬天刚好能吃到刚收获的

晚熟芒果，而晚熟芒果正以甜著称。攀枝花的枇杷、樱桃、牛油果

同样产量巨大。

而河谷中的小众“春城”，当属喜马拉雅山南麓，雅鲁藏布江

河谷中的墨脱。这里的海拔落差高达7000米，气候垂直变化极大，

从雨林到冰川都浓缩在这里。而墨脱镇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但是来到这里的游客在乎的恐怕不是这里温和的气候，而是

对秘境的探寻。

凉爽的高原与干热的河谷，代表了群山之中的两种“春城”，

冬可避寒夏可避暑。躲避温带干冷冬天的候鸟其实并不在乎夏季的

避暑效果，而是希望把冬季温暖、湿润的感觉拉满。对于大多数候

鸟群体来说，探寻秘境过于疲惫，躺得够平才是第一需求。

两广与海南，温带人海滨圆梦地

一个从小就生长在亚热带海滨的人，永远无法理解温带人的热

带梦有多狂热。拥有纯净沙滩和永恒夏日的地方，不论夏天有多热

，都会被温带人民当做最美的“春城”（毕竟夏天他们早就回去了

）。

西起广西防城港、东至福建厦门的华南海滨，无一例外都会被

视作冬季的避寒目的地，北海、湛江、海口、珠海、厦门是其中的

代表。低纬度地区本就能获得更多来自太阳的热量，低海拔又意味

着更多地面辐射、更好保温效果，海洋又进一步调节了气候，让海

滨地区变得更加温和。这些城市并非没有四季变化，只是气温在

10℃以上，已然如同北方的春季。

防城港近年来异军突起，以至于一度地产过热。这里不但拥有

海风、沙滩、红树林，还有作为中越经济合作区的东兴，为这里带

来浓郁的越南风味，在出国不便的近几年，对游客尤其有吸引力。

其实，在华南海滨，存在货真价实的四季气温变化极小的地方。

打个车司机都很可能有东北口音的三亚，无疑是北方人民用脚

投票，做出的春城选择。作为三沙之外，中国最靠南的城市，本就

热量充足，而三面环海的地形也让这里的气候更为温和。这里有游

客在国内能体会到的最温暖的冬天。而夏季，只要能避开“把人晒

化”的阳光，会比火炉城市更凉爽。

三亚强大的旅游业创造了更多工作机会，让北方人在三亚工作

生活成为可能，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包容与多元。三亚恰恰是最容

易融入的中国“春城”之一。

不论东北、华北、西北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冬季给人带来的

最大感受都是冷，只不过冷得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寒冷意味着单

调的自然环境、不适的体感温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寻找“春城”对

于国人来说正在变成一种刚需。而对春城的追寻，代表了我们对于

更美好生活的渴望。寒冬已然来临，希望大家不论身在何处，都能

在温暖中度过冬天。

冻麻了，人人都在寻找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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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為感謝美南地區僑領、僑青與僑胞的支持，使今年各項僑務
服務工作圓滿完成，中心特舉辦 「111年僑青、文化志工、僑務
榮譽職人員感恩分享會」 。分享會由駐處處長羅復文處長，僑教
中心主任王盈蓉及副主任黃依莉陪同出席，活動採實體及線上方
式進行，除邀請美南地區11月初返臺參加僑務委員會議的劉秀
美、陳美芬、陳建賓、陳世修、黎淑瑛、孟敏寬等僑務委員與僑
務諮詢委員以及榮獲全球傑出僑生校友社會公益獎趙婉兒會長進
行分享外，也邀請當地僑界二代僑青與會自我介紹，計有參與僑
青基地活動僑青、臺灣文化導覽志工、FASCA學員及諮詢導師
等逾70人參加。

羅復文首先感謝各位對中心的支持與愛護，他表示今晚在場
有許多新加入僑社活動的僑青二代、FASCA學員及參加僑青基

地活動的年輕面孔，為美南地區帶來更多新希望，也期盼今晚過
後能帶動一股風潮，鼓勵大家持續找尋有能力的僑青，將當地年
輕一代挖掘出來，在長輩引領下為臺美社區服務，使僑務工作年
輕化、朝氣化，讓臺灣的文化與精神持續傳遞下去，他隨後更當
場宣布 「112年為美南僑青元年」 。

王盈蓉表示回顧111年一整年，美南地區陸續完成各項僑務
服務工作，包含3月僑教中心文化藝廊揭幕啓用、9月啟動僑青
基地白領居並陸續辦理8場講座、10月國慶系列活動等，每項活
動皆有各位鼎力支持，才能順利圓滿完成；接著進行美南地區僑
務工作報告與展望，介紹僑務委員會 Line 專線（ID：Tai-
wan-World）、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Line專線（ID：Tai-
wan-Houston）、i僑卡、僑胞服務手冊、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Senior FASCA培訓、擴大培育與留用僑生等業務，並鼓勵參
加全球僑校學生作文比賽、全球僑校學生暨僑生歌唱大賽、海外
臺商精品獎、全球青商潛力之星等賽事。

隨後播放111年僑務委員會議精華集錦影片及進行僑務委員
會議與會心得分享，透過各委員逐一介紹，使與會者對於僑委會
業務及當前僑務政策更有所了解，有利於當地僑社未來協助推動
僑務工作之規劃。當晚也邀請數位在各產業有所作為的僑青與會
，藉此機會相互認識及接近僑社活動，他們暢所欲言，對僑務工
作提出建言，當晚老中青三代相互交流，使僑務工作更加年輕化
，為112年美南僑青元年打響第一槍。

美南地區112年僑青元年正式開跑 期許世代交替續傳承

與會人員大合照與會人員大合照

羅復文主持羅復文主持111111年僑青年僑青、、文化志工文化志工、、僑務榮譽職人員感恩分享會僑務榮譽職人員感恩分享會 年輕一代踴躍提供建言年輕一代踴躍提供建言
羅復文頒發僑務榮譽職聘書羅復文頒發僑務榮譽職聘書（（左起左起：：王盈蓉王盈蓉、、林翠梅林翠梅、、楊明耕楊明耕、、
羅復文羅復文、、趙婉兒趙婉兒、、楊崇肯楊崇肯、、陸忠陸忠、、王慶隆王慶隆））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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