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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growth to slow as inflation bites: Reu-
ters p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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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GALURU, April 28 (Re-
uters) -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expand more slowly 
than predicted three months 
ago, according to Reuters 
polls of over 500 economists, 
who said higher commodity 
prices and an escalation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could 
prompt another downgrade.

Already under pressure from 
monetary tightening as cen-
tral banks try to stem rising 
inflation, world economic 
output was dealt a body blow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 
on Feb. 24, sending com-
modity prices through the 
roof and triggering waves of 
economic sanctions.

When asked to name the 
biggest two downside risks to 
the global economy this year, 
the top picks of roughly 200 
respondents were persistently 
higher commodity prices and 
a further escalation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They were closely followed 
by supply chain disrup-
tions - exacerbated by the 
Russian invasion - followed 
by second-round inflation 
effects and over-eager central 
bankers.
“MASSIVE SUPPLY 
SHOCK”

Latest Updates
Wall St pares declines after 
stunning jobs report
U.S. military members suing 
3M seek dismissal of subsidi-
ary’s bankruptcy
Is blowout jobs a headache 
for the Fed, or a back-to-2019 
gift?
Grocery consumers sue to 
block Kroger’s $25 bln buy 
of Albertsons
Samsung LED settlement 
worth $150 million, nanotech 
firm says
Even without those future 
risks, median forecasts for 
global growth collected in 
this month’s Reuters polls 
on over 45 economies were 
chopped to 3.5% this year 

and 3.4% for 2023 from 
4.3% and 3.6% in a January 
poll.

That compares to an Inter-
national Monetary Fund 
prediction of 3.6% growth in 
both years.

“Even before the Rus-
sia-Ukraine confrontation 
escalated, central banks were 
fighting a severe upsurge 
in inflation that reflected 
the imprint of the pandem-
ic, stressed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tightening 
labor markets,” said Nathan 
Sheets, global chief econo-
mist at Citi.

“But now, in addition, spill-
overs from Ukraine have 
brought a massive supply 
shock, which has prompt-
ed us to further raise our 
projections for inflation and 
mark down our outlook for 
global growth.”

The experts upgraded their 
inflation forecasts for nearly 
all the economies in ques-
tion, underscoring a view 
that inflation will remain 
high and above most central 
banks’ targets for longer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With soaring inflation 
gripping much of the world, 
only 13 of the 25 top central 
banks polled on were ex-
pected to get inflation down 
to target by end-2023, a drop 
from 18 in the January poll.

Most were expected to go 
ahead with plans to tighten 
policy to counter inflation 
despite the risk of curbing 
growth or even, according to 
indicators in some markets, 
triggering recessions. read 
more

“Just wrestling the inflation 
dragon to the ground looks 
to be a difficult task. Doing 
it while dodging recession 
risks will require adroit pol-
icymaking and, likely, some 
good luck as well,” Citi’s 

Sheets added.

Reuters Poll- 2022 Global GDP 
growth revisions
Reuters Poll- 2022 Global GDP 
growth revisions
RISING RATES

In the U.S.,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the Federal Reserve 
was expected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by at least another 150 basis 
points before year-end, with 
growth expected to slow to 3.3% 
this year and 2.2% next, down 
from the 3.6% and 2.4% predict-
ed last month.

Economists gave a 25% probabil-
ity of a U.S. recession in the next 
12 months and 40% within two 
year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uro 
zone was expected to be 2.9% 
this year and 2.3% in 2023, down 
from 3.8% and 2.5% predicted 
a month ago. Poll medians also 
showe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raising its deposit rate this 
year, with a 30% probability of a 
recession within 12 months.

“The more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with or without a recessi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is likely to 
be weaker than most currently 

anticipate,” said Neil Shearing, 
group chief economist at Capital 
Economics.

“Developments in the first quarter 
have only reinforced our belief 
that 2022 will be a year in which 
most economies struggle.”

In Britain, the cost-of-living crisis 
is likely to have a sever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this year but 
the Bank of England is forecast to 
press ahead with raising borrow-
ing costs all the same.

As an outlier, the Bank of Japan, 
which has not managed to get in-
flation up anywhere near its target 
for decades, was not expected 
to tighten policy anytime soon, 
despite the rising tide of global 
prices.

That interest rate scenario has 
had a dramatic effect on the yen 
which sank to a 20-year low 
against the dollar last week. read 
more

Growth estimates were down-
graded for most Asian economies 
polled as China’s economic set-
backs have darkened the outlook 
for countries in its orbit, from 
South Korea to Thailand.

That was likely to have an 

economic impact not just for the 
region but also for the world at 
large.

Ships and shipping containers 
are pictured at the port of Long 
Beach in Long Beach, California, 
U.S., January 30, 2019. REU-
TERS/Mike B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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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resident looks at the damage caused to his property, as a wildfire burned 
parts of rural areas in Quillon, Chile. REUTERS/Juan Gonzalez

A base jumper leaps off the Kuala Lumpur Tower during the annual KL Tower International Jump 
Malaysia 2023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REUTERS/Hasnoor Hussain

People march from Parliament Hill during Canada’s first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Ottawa, Ontario, REUTERS/Blair Gable

Ukrainian servicemen attend a 
drill of armed forces at the bor-
der with Belarus, amid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near Chor-
nobyl, Ukraine. REUTERS/
Viacheslav Ratynskyi

Former 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 greets U.S. President 
Joe Biden during an event to 
mark the 30th anniversary 
(Feb. 5, 1993) of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in 
the East Room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REU-
TERS/Kevin Lamarque

Ukraine’s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welcomes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Ursula 
von der Leyen, as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continues, ahead of 
EU summit in Kyiv, Ukraine. 
Ukrainian Presidential Press 
Service

Every year when we celebrate
the Lunar New Year,
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
must come and say, 'Happy New
Year' to us. This year was no
exception. In the cold wind and
drizzle, she still came to be with us
which makes us feel very warm.

Sheila has represented
Houston's 18th District in Congress
since 1995. She was a Yale
graduate and for many years she has
been known for being able to speak
out. She also voted to give China the
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 in 2000.
She thinks it will help Houston and
the nation’s economy.

Last week she presented me
with a proclamation on the festival
stage and praised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s contribution to the City of
Houston's economy and in other
areas. She told me that the newly
opened Global One Bank should
bring more vitality to the regional
economy. I have repeatedly
guaranteed her that we will do our
best to help many small businesses,
especially in our minority community.

When I received this award from
her hand, I had very mixed feelings.
For many decades my wife and I and
hundreds of our colleagues have
worked very
hard to
reach our
goal. Our
vision has
been to be
an
integrated
media,
trade and
financial
service all in
one spot to
serve our
community.

We are
so thankful
and very
much
appreciate
the many of
you who
have helped
us to reach
these days

and our goal. We will live up to
everyone’s trust and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this great land.

0202//0202//20232023

Our Sister CongresswomanOur Sister 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Sheila Jackso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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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The Foster Grandparent Program (FGP) is 
one of the three programs of the federally 
funded Senior Corps. The Foster Grand-
parent Program offers older adults age 55 
and older opportunities to serve as men-
tors, tutors and caregivers for children and 
youth with special and exceptional needs.
Foster Grandparents volunteer in schools, 
hospitals, drug treatment facilities, correc-
tional institutions, Head Start and other 
day care centers. There are 30,000 Foster 
Grandparents nationwide.
Volunteers share their love and wisdom 
with children and youth in the Harris 
County community. Foster Grandparents 
must be 55 years of age or older, meet 
income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and be in-
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children.
Foster Grandparents volunteer a minimum 
of 20 hours a week and on special assign-
ments volunteers can serve up to 40 hours 
per week.
• A stipend of $2.65 per hour which by 
federal law is not taxable and does not 

• Limited transportation reimbursement
• A meal at the volunteer site or limited 
reimbursement
• In-service training
• Excess liability insurance
• The satisfaction of knowing they have 
made a difference in the life of a child

Related

The Foster Grandparent Program 
(FGP) Is Part of the Senior Corps

Senior Corps is a United States govern-
ment agency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Its stated mission is to provide aid 
to senior citizens in communities while 
promot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There 
are about 400,000 members nationwide. 
Senior Corps was formed when its con-
stituent programs—Foster Grandparents, 
Retired and Senior Volunteer Program 
(RSVP), and Senior Companions—were 
merged when the Corporation for Nation-
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was formed by 
then-president Bill Clinton in 1993.
The three programs have unique histories, 

need. The Foster Grandparent Program 
was piloted on August 28, 1965, to entice 
low income people over 60 in communi-
ty service. The Senior Companion Pro-
gram began as part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and Ad-

ministration on Aging in 1968, and before 
being legislated and signed into law under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The Retired and Senior Volunteer Pro-
gram (RSVP) began as an outgrowth by 
private group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of engagement, 
activity, and growth for older Americans 
following the work of the 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 of New York on Staten Is-
land beginning in 1965; the Society’s suc-
cess led the Older Americans Act being 
amended to create RSVP as a nationwide 
program in 1969

History
Senior Corps was formed 
from a merge of its con-
stituent programs: Foster 
Grandparents, Retired and 
Senior Volunteer Program 

(RSVP), and Senior Companions. The 
three were originally mandated under the 
Domestic Volunteer Service Act of 1973 
with similar aims. The three programs 
have unique histories, and each was devel-

crafted on the same belief that older adults 
are valuable resources to their communi-

ties. When the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was formed by 
then-president Bill Clinton in 1993, the 
three organizations were reformed into the 
single agency Senior Corps.
The Foster Grandparent Program was pi-
loted on August 28, 1965, to entice low 
income people over 60 in community 
service. The program quickly revealed 
the positive impact these thriving older 
Americans have on exceptional and spe-
cial needs children and grew in scope. 
In the 1980s, the Foster Grandparent 
Program was championed by First Lady 
Nancy Reagan. She drew attention to the 
program and helped it grow as one of her 
pet projects.
In 1968, the Senior Companion Program 
began as part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and Administra-
tion on Aging. Five years later,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asked Congress to expand 
the role of low-income older volunteers 
who provide personal services to others. 
Seven months later, the Senior Compan-
ion Program was signed into law.

RSVP began as 
an outgrowth by 
private group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of engagement, activity, and 
growth for older Americans. One of the 
earliest programs, the Community Ser-
vice Society of New York, began in 1965 
on Staten Island. The project involved a 
small group of volunteers who were ded-
icated to serving their communities in a 
variety of ways. It was due to the success 
of their efforts that led to an amendment to 
the Older Americans Act, creating RSVP 
as a nationwide program in 1969.
Foster Grandparents
First operational on August 28, 1965, the 
Foster Grandparents program enables se-

niors to interact with and support young 
children, thus acting as fostergrandpar-
ents. Open to seniors 55 and over, the 
program’s goal is to provide “grandpar-
ents” who will give emotional support to 
victims of abuse and tutor, mentor, and 
care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The 
participants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ves 

of these children, receive pre-service and 
monthly training sessions, transportation 
reimbursement, an annual physical, and 
accident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while 
working with the child/children. Some 
Foster Grandparents also receive small 
tax-free stipends to offset costs incurred 
while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eli-
gibility for these stipends is based on in-
come criteria.
Programs
Senior Corps is for people age 55+ who 
want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with others 
who are most in need of mentors, coaches, 
or a compa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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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oster Grandparent Program (FGP) – 
Making A Difference In The Community

President Joe Biden
(Photo/ Andrew Harnik/Associated Press

Key Point
 The move to end the COVID national emergency 
and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declarations would 

formally restructure the federal coronavirus response 
to treat the virus as an endemic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that can be managed hrough the various agencies’ 

normal authorities.
WASHINGTON — President Joe Biden informed Con-
gress on Monday that he will end the twin national emer-
gencies for addressing COVID-19 on May 11, as most of 
the world has returned closer to normalcy nearly three years 
after they were first declared.
The move to end the national emergency and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declarations would formally restructure the fed-
eral coronavirus response to treat the virus as an endemic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that can be managed through agen-
cies’ normal authorities.
It comes as lawmakers have already ended elements of the 
emergencies that kept millions of Americans insured during 
the pandemic. Combined with the drawdown of most fed-
eral COVID-19 relief money, it would also shift the devel-
opment of vaccines and treatments away from the direct 
management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eclared The 
COVID-19 Pandemic A National Emergency On 

March 13, 2020.

Biden’s announcement comes in a statement opposing 
resolutions being brought to the floor this week by House 
Republicans to bring the emergency to an immediate 
end. House Republicans are also gearing up to launch 
investigations 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COVID-19.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first declared the 
COVID-19 pandemic a national emergency on March 
13, 2020. The emergencies have been repeatedly extend-
ed by Biden since he took office in January 2021, and are 
set to expire in the coming months. The White House said 
Biden plans to extend them both briefly to end on May 11.
“An abrupt end to the emergency declarations would 
create wide-ranging chaos and uncertainty throughout 
the health care system — for states, for hospitals and 
doctors’ offices, and, most importantly, for tens of millions 
of Americans,” 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wrote in a Statement of Administration Policy.

President Biden Received His Covid Vaccine During 
the Emergencies.

Congress has already blunted the reach of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that had the most direct impact on 
Americans, as political calls to end the declaration inten-
sified. Lawmakers have refused for months to fulfill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request for billions more dollars 
to extend free COVID vaccines and testing. And the $1.7 
trillion spending package passed last year and signed into 
law by Biden put an end to a rule that barred states from 
kicking people off Medicaid, a move that is expected to 
see millions of people lose their coverage after April 1.
The costs of COVID-19 vaccines are also expected to 
skyrocket once the government stops buying them, with 
Pfizer saying it will charge as much as $130 per dose. 
Only 15% of Americans have received the recommend-
ed, updated booster that has been offered since last fall.

Once the emergency expires, people with private insur-

ance will have some out-of-pocket costs for vaccines, tests 
and treatment, while the uninsured will have to pay for 
those expenses in their entirety.
Legislators did extend telehealth flexibilities that were in-
troduced as COVID-19 hit, leading health care systems 
around the country to regularly deliver care by smart-
phone or comput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d previously considered end-
ing the emergency last year, but held off amid concerns 
about a potential “winter surge” in cases and to provide 
adequate time for providers, insurers and patients to pre-
pare for its end.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the three 
months until the expira-
tion would mark a transi-
tion period where the ad-
ministration will “begin 
the process of a smooth 
operational wind-down 
of the flexibilities enabled 

by the COVID-19 emergency declarations.” The official 
spoke on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to discuss the an-
nouncement before it had been released.
More than 1.1 million people in the U.S. have died from 
COVID-19 since 2020,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
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cluding about 3,700 last 
week.
Case counts have trended downward after a slight bump 
over the winter holidays, and are significantly below lev-
els seen over the last two winters — though the number of 
tests performed for the virus and reported to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has sharply decreased.
Moments before the White House’s announcement, Rep. 
Tom Cole, R-Okla., accused the president of unnecessar-
ily extending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to take action 
on issues like forgiving some federal student loan debts.

President Biden Will End COVID Emergencies On 
May 11th, 2023.

“The country has largely returned to normal,” Cole said 
Monday, introducing a Republican-backed bill calling for 
an end to the health emergency. “Everyday Americans 
have returned to work and to school with no restrictions 
on their activities. It is time that the government acknowl-
edges this reality: the pandemic is over.”
Related

FDA Experts Urge Single Annual COVID 
Vaccine Formula For All,  But Variants Are 

Still With Us. Recommendations Would 
Override The Original COVID Vaccine Mix.

A vial of the COVID-19 booster vaccine is shown to 
media at Santa Clara County Fairgrounds Expo Hall 
in San Jose, Calif., on Monday, Oct. 17, 2022. (Photo/
Shae Hammond/Bay Area News Group)
The original COVID-19 vaccine formula introduced in 
December 2020 should be retired and replaced entirely 
with the updated mix tailored to recent virus variants, an 
FDA expert panel urged in a unanimous vote this week.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s Vaccines and Relat-
ed Biological Products Advisory Committee was asked 
to consider whether to recommend a single vaccine com-
position for all situations, the so-called bivalent formula 
based both on the original virus strain and the more recent 
omicron BA.4/5 strains.

“This isn’t only a convenience thing to increase the num-
ber of people vaccinated, which is extremely important,” 
said Dr. Hayley Gans, pediatrics professo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during Thursday’s panel dis-
cussion. “But also I think moving toward the strains that 
are circulating is important.”
But COVID’S ever-evolving mutations make that dif-
ficult. Even the strains the updated booster shot was 
designed to protect against are rapidly vanishing.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dicates that 
the omicron BA.4 variant is no longer circulating and that 
BA.5 only represents about 2% of cases nationally, edged 
out by XBB.1.15, which now accounts for about half of 
infections.
“I do think it’s important to get closer to the circulating 
strains,” said Dr. Paul Offit, a pediatrics professor at Chil-
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It was unclear how soon the FDA might put the commit-
tee’s recommendation into action.
The move comes as a succession of omicron variants of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continues to infect the 
vaccinated, boosted and unvaccinated, but hospitaliza-
tions and deaths haven’t soared as they did in past winter 
waves of infection since the virus emerged three years 
ago, in early 2020.
Last year, the FDA experts urged new booster shots based 
on both the original virus strain that emerged in Wuhan, 
China and some of the newer omicron virus variants, 
known as BA.4 and BA.5.
But that updated formula was only recommended for 
boosters to goose the immune response for the already 
vaccinated. Those who had not been vaccinated had to get 
the original vaccine, based on a now-extinct strain. Health 

officials said the original vaccine still showed strong pro-
tection against severe illness.

Experts have said low vaccination rates since then suggest 
the strategy wasn’t popular. Currently, 61% of Americans 
and 75% of Californians have had the primary, two-dose 
COVID-19 vaccination. But only 15% nationally and 
18% in California have had the single, updated booster 
shot unveiled last fall.
Others on the panel questioned the need for vaccines to 
combat infections that don’t produce symptoms.
“You can certainly make the argument an asymptomatic 
infection is desirable,” said Dr. Cody Meissner, a pediat-
rics professor at Dartmouth-Hitchcock Medical Center in 
Lebanon, New Hampshire, adding it will “act as its own 
boost.”

“We certainly 
want to stop the 
virus from circu-
lating,” Meissner 
said. “But that’s 
probably not go-
ing to be possible. 
The virus is al-

ways going to mutate and evolve and find ways to avoid 
the immunity humans build up.”
During the open comment period, several people told the 
panel they had suffered severe side effects from the vac-
cines and felt the agency was downplaying the risks.
Angie Bluford, who said she’s a 49-year-old mother from 
Wilmington, North Carolina, said she got the Moderna 
vaccine in April 2021 “to protect my family,” thinking 
she was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that she felt ill the 
next day, with headaches, shortness of breath and other 
symptoms.
“My body is a shell of what it once was,” she said. “Please 
hear us and help us.”                  

 Dr. Tom Shimabukuro of the CDC’s immunization safe-
ty office said  that the CDC is still investigating indications 
of a possible elevated stroke risk in older people that ap-
peared in one of several safety monitoring networks and 
not others.
“The public and the medical community should be con-
fident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ystems in place to rapidly 
detect safety problems,” Shimabukuro said. “We are 
aware of these reports of people experiencing long-lasting 
health problems following COVID vaccination. No spe-
cific medical causes for the symptoms have been found. 
We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safety of these vaccines.”
The panel concluded with discussions about future vac-
cine and booster schedules and dosages but made no rec-
ommendations. (Courtesy mercury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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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eclared
The COVID-19 Pandemic A National

Emergency On March 13, 2020

President Biden Will End COVID 
Emergencies On May 11th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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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後的冬晨，滿地落葉，慈濟佛瑞斯諾聯絡處志

工及社區志工已經到達距離市區半小時車程的卡拉瑟斯

（Caruthers）的聖母教堂（Our	Lady	of	the	Assumption）

，開始發放的前置作業。這一天，除了提供農工家庭民生物

資外，更為他們的健康把關，增設視力及牙科篩檢服務。

	 佛瑞斯諾（Fresno）住著大批的墨西哥裔農工及低收入

家庭，慈濟佛瑞斯諾在疫情之前持續舉辦冬令發放，2022

年歲末是暫停兩年後的首次發放。慈濟人醫會的牙科醫師林

立達應行動醫療團隊經理鍾明楒邀約，為農工們檢查牙齒；

志工楊應禮和莫德斯托（Modesto）也加入醫療團隊，提供

眼科篩檢。

	 義診負責人鍾明楒

表示，經過篩檢，醫療

辦公室會為需要進一步

治療的病人提供兩次眼

科義診，安排專業醫師

免費配鏡。牙科方面若

需治療，將會安排他們

回辦公室做治療和追蹤

等後續服務。

志工謝芬蘭（右）送上平安
吊飾結緣。攝影／陳宗坤

奧斯汀聯絡處負責人溫倉彬
（中）向參觀者分享中英	
《靜思語》。攝影／陳宗坤

9
265

	 作者／黃芳文

	作者／蔡長治

	作者／葉宗貞、高銘哲、張願鈴、劉倢筠、溫慧譞、真善美團隊

慈濟奧斯汀聯絡處應奧斯汀國際姊妹市協會（Austin	

Sister	 Cities	 International）的台灣台中市姊妹會邀

約，參加該會舉辦的世界護照節（Passport	 to	the	World）

活動，向與會者介紹慈濟。

	 世界護照節過去三年曾因疫情而停辦，2022年12月3日

再度啟動，當天下午1點至下午4點在位於奧斯汀市區的奧斯

汀中央圖書館（Austin	 Central	 Library）總館舉行，計有來

自14個姐妹城市參加，包括台灣台中市在內，分別擺設攤位

介紹各國文化。與會者透過欣賞各國的文化表演、遊戲、手

工藝品及點心品嘗等，體驗奧斯汀豐富多元的人文特色。	

	 慈濟志工透過結緣平安燈吊飾及幸運籤，分享《靜思

語》等，深受會眾喜愛。此外，並通過介紹大愛感恩科技回

收寶特瓶製作環保毛毯，並熱情地送上一杯溫暖的淨思烏龍

茶；天然有機的靜思茶，茶葉含著清香，與會者品嘗著色澤

黎明的微曦中，慈濟志工已經坐上大巴士前往位於中加

州貝克斯菲爾德（Bakersfield）小鎮的金山谷高中

（Golden	Valley	High	School）；已有病患披著薄毯在晨風

中等待看診。

世界護照節 奧斯汀志工展現慈濟文化

隧道盡頭的光亮

愛心膚慰病苦 義診送祝福

	 今天早上，靜靜回顧昨天做收件工作二，三事，一方面

讓自己勿忘身邊走過的故事和跟進的個案，一方面也是要和

邁阿密的志工分享自己參與發放的心得。

	 參加幾次的發放，一直擔任幕後的策劃工作，昨天是第

一次有機會坐在收件的位置，終於可以把之前反覆模擬的流

程，自己付諸行動，不再只是紙上談兵。

	 昨天接到的第二位受災戶是大腸癌第三期；被診斷出癌

症已經夠悲慘了，接著將是更多的檢查、化療及放療，但更

糟的是突如其來的颶風，	打亂了所有。她曾是老師，目前沒

有保險，面臨病痛和毀了的家，眼前是一團糟的財務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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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澈明亮的茶湯，入口甘醇滑潤，許多好茶者都大讚好茶，

志工把握機會推廣環保理念。

	 當天慈濟攤位人潮駱繹不絕，人們讚歎、感動慈濟在

全球各地的善足跡，還有對愛護地球付出的心力。有人在聽

完志工的分享之後，感動的詢問要如何捐款。根據過去的經

	 貝克斯菲爾小鎮距離洛杉磯市區車程大約2個小時，是

加州的農業大區：「這裡有很多低收入的農工，平時收入菲

薄，近來在高通膨之下，生活更是辛苦；由於地廣，需要幫

助的人也就更多了。」

	 安娜·馬里斯卡爾（Ana	 Mariscal）今天是來看牙科醫

生，她在2017	 年第一次來到慈濟義診，當時是因為坐骨神

經痛，希望得到針炙醫師的幫助。安娜得到杜和益醫師治

療，她把當時治療的錄影展示給志工看，感恩的表示：「困

擾我的坐骨神經痛，就沒有再發作了。謝謝！」她已經開始

期待兩個月後，慈濟還會再過來。

	 呂玉蓉醫生是一位復健治療師，她是第一次來參加慈

濟的義診行列。他看到病人的頸、背、肩或是腿部疼痛，非

常的不忍。在診療過程中，有一位病人對她表示感謝：「您

讓我們的疼痛減輕了，感覺真的不一樣，您改變了我們的生

活，不必再忍受疼痛，真是太好了。」呂醫生聽了很窩心，

也很高興，她表示：「如果有機會，很願意再來為他們服

務。」

	 這次義診有中醫、西醫、牙醫等，大約出動了逾50位志

工，其中包括慈濟的素食料理團隊，他們在幾天前就開始為

義診活動準備餐點。擅長料理的志工們不辭辛勞，清晨就為

所有參與義診的全體人員準備了豐富的早餐，午間又提供午

驗，志工事先製作的慈濟簡介看板上有慈濟網站的二維碼，

可以馬上用手機掃描，進入完成捐款。

	 參與活動的志工都很高興在疫情開放之後，能夠在這樣

大型活動的場合向大眾介紹慈濟。

參與活動的志工都很高興在疫情開放之後，能夠在這樣
大型活動的場合向大眾介紹慈濟。攝影／陳宗坤

志工們志工們不懼寒冷，展現熱情為農工家庭提供物資發放服
務。攝影／溫慧譞

◎ 送愛中加州貝城  義診助貧農
◎ 送愛佛瑞斯諾  解貧病之苦

◎ 種下善種子  收穫美的果實

很感謝所有從很遠的地方過來，花很多的時間來這做這
些義務的服務。  

病患  安娜·馬里斯卡爾

這就是我們過去努力的成果，當初種下的因，如今結成
美好的果。  

高中老師  蔡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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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14日與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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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4日與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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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齋、水果和點心，讓大家有充足的體力為病患看診。

	 義診結束之後，大家井然有序的收拾場地，回到洛杉磯

時已是燈火闌珊。志工們還要將所有器械歸回原位，才得以

結束全天的工作；當大家揮手告別時，辛苦收穫的快樂綻放

在臉上。

	 志工蔡麗莉在高中任教，此行帶領十位同學參與發放活

動；她在克洛維斯統一學區（Clovis	 Unified）服務超過30

	 佛瑞斯諾州立大學（Fresno	State	University）慈濟大專

青年聯誼社（簡稱：慈青社）學員司徒凱倫（Kaylen	 Situ）

是華裔第二代：「高中時，蔡老師帶領我們在慈濟中秋節園

遊會中當志工，因此認識慈濟，並更進一步知道慈濟持續為

社會低收入農工服務，大學時就決定加入慈青社，也為這社

會盡一份心力。」

她那悲傷絕望的眼神，我似乎從未見過，因此一直在腦海裡

揮之不去。

	 發放近尾聲時，現場已不再等待受災戶，志工們正忙

著善後整理的工作。這時有位女士匆匆趕到，我也快快地

迎上去接待。入座後，她談到災情和屋毀物失，乃至流離

失所，只能和兩位家人以車為家；訴說中哽咽難言到我必須

打斷她，讓她了解我們要把握時間才能避免錯過發放時間，

對她造成第二次或第三次的傷害。在我把現值卡交到她的手

中時，她當下就伏在桌上不停的抽噎啜泣，我只能握住她的

手，膚慰和等待她的平覆。她抬起頭告訴我，今天差點趕不

來，而且真是四處求救無門，沒想到素昧平生的慈濟，能在

這麼簡短的談話後就給她這麼一筆大超出預料的急時雨。

	 因為是我的最後一位訪談對象，穿梭在忙碌收尾工作的

志工間，我陪伴她走向出口，並安慰她，一切的悲傷都會過

去。她也答應我會勇敢地走下去。

	 心裡真的很感恩證嚴法師的慈悲，讓這麼多的災民能夠

絕處逢生，看到隧道盡頭的光亮，勇敢的迎向未來；也很感

恩負責審核的志工在最後關頭收下這個個案，更要感恩這位

女士在許許多多的失敗後，沒有放棄這一次的機會，成就了

我們的法會因緣。

年，帶領學生參與佛瑞斯諾慈濟活動已超過20年：「慈濟能

夠包容不一樣的文化和宗教，舉辦的活動都很有意義，好多

學生都喜歡參加。」他希望慈濟未來能夠持續辦理大型募款

活動，幫助更多的人。	

新春祝福日期／時間：
2月12日，上午10點至中午12點。
新春祝福地點：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在此歲末迎新之際，
慈濟德州分會衷心感
恩各位鄉親對伊恩𩗗
風災民的援助，也誠
摯邀請您參與新春祝
福，共同領受證嚴上
人的祝福，也為天下
祈求平安。

休士頓慈濟 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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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3年1月31日（星期二）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李岐山

國足集訓名單國足集訓名單
門將：韓佳奇、彭鵬、黃子豪

後衛：梁少文、葉力江-什那爾、溫家寶、
朱辰傑、蔣聖龍、孫沁涵、牛梓屹、
何宇鵬、黃嘉輝、王獻鈞、蘇士豪

中場：戴偉浚、徐越、汪海健、陳國抗、蔡明民

前鋒：張威、劉若釩、陶強龍、方昊、劉祝潤

農曆兔年伊始，各級國足已紛紛
拉開新周期備戰序幕。據《北

京青年報》報道，U20、U17國足
以及2001年齡段的國奧相繼公布了
最新一期備戰及熱身計劃，而1999
年齡段的國足亞運隊也於剛剛過去
的周日公布了集訓名單，並由塞爾
維亞籍教頭揚科維奇出任主帥。
隊員方面除朱辰傑、戴偉浚等

國腳入選外，方昊、韓佳奇等多名
去年參加東亞盃的主力球員均在名
單之列，另外上賽季在聯賽中表現
出色的張威、汪海健也獲得徵召。
不過，此前曾隨隊訓練的三名超齡
球員張玉寧、吳曦、張琳芃均榜上
無名。因此，入選今期集訓隊的24
人中沒有任何超齡球員，這也意味
着這支國足亞運隊除了要踢好杭州
亞運會外，還承載着為國家男足儲
備人才的重任。
現年23歲、香港出生的戴偉浚

則在個人微博轉發了中國足球隊官
方發布的名單，並配文寫道：“新

年新開始，衝！”

塞爾維亞籍教頭領軍
受杭州亞運會延至今年舉辦的

影響，國足亞運隊今年仍將繼續豎旗
備戰。據了解，主帥揚科維奇自從去
年秋天短暫返回塞爾維亞休假後，過
去幾個月一直身在中國，與同事們共
同研究、設計亞運會的備戰工作計
劃。去年的東亞盃，揚科維奇率領的
國足選拔隊，從0：3完敗給韓國
隊、到0：0頑強地逼和日本隊，再
到1：0挫中國香港隊，表現出不錯
的精神面貌。今年杭州亞運會，在家
門口作戰，這支亞運隊能盃承載國人
的厚望、再次出發，值得期待。
按照計劃，國足亞運隊將於2

月4日至14日在佛山市進行新年首
期集訓。
截至目前，在男足各級國家代

表隊中，僅剩國家男足新年備戰計
劃尚未公布，而中國男足主教練人
選仍然懸而未定。

中國女排主教練蔡斌1月29日接受記者採
訪時解讀了新一期中國女排的集訓名單。蔡斌
表示，在朱婷尚未歸隊的情況下，中國隊在主
攻位置上將繼續磨練和培養中生代和年輕球
員。在日前公布的最新一期中國女排集訓名
單中，在意大利聯賽效力的明星主攻手朱婷
未在其列。蔡斌說，他在朱婷養傷期間和赴
意大利打球之後與她保持着溝通和交流，國
家隊的大門始終向朱婷敞開，而朱婷也表達
了為國征戰的意願。不過，在傷癒復出後，
朱婷感覺自己的狀態還沒有恢復到最佳，經
過溝通確定她暫不參加國家隊的集訓。
跟去年中國女排的陣容相比，主攻位置

的人員變化較大。來自北京隊的主攻手金燁
這次沒有入選，段放、仲慧、王逸凡、陳曦
悅與李盈瑩、王雲蕗、吳夢潔一起入選。在

接應位置上，出生於2005年、身高1米98的
小將段夢可榜上有名。
蔡斌表示，主攻位置對一傳和技術的全

面性要求比較高，在朱婷暫時沒有歸隊的情
況下，球隊還是以中生代球員為主，同時也
兼顧年輕選手的培養和鍛煉。來自河南的年
輕接應段夢可身體條件比較出色，蔡斌希望
通過國家隊的集訓對她進一步觀察和培養。
這次中國女排的集訓名單共有23名球員

入選。蔡斌表示，中國隊今年面臨巴黎奧運會
資格賽、世界女排聯賽、亞運會等多項任務，
會根據實際情況派出不同陣容參加不同賽事。
中國女排將於2月1日在寧波北侖體育訓

練基地集結。蔡斌表示，依照慣例，中國隊
將在集訓之初展開軍訓。“對我們來講，紀
律和作風建設仍然要放在首位。” ◆新華社

為做好杭州亞運的備戰工作，中國

足協1月29日公布了中國男足亞運代表

隊集訓名單，其中包括國足主力朱辰

傑、戴偉浚在內的多位適齡優秀球員；主教練則為外籍教練

揚科維奇。按照計劃，共有24名球員入選的國足亞運隊將於

2月4日至14日在廣東省佛山市開2023年度首期集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蘇翊鳴蔡雪桐
極限運動會摘銅

◆中國女排主教練蔡斌。
資料圖片

◆朱婷傷癒
後狀態仍未
完全恢復。

資料圖片

當地時間1月29日，2023年
世界極限運動會（X GAMES）冬季
賽單板男子坡面障礙技巧比賽在
美國阿斯本結束，首次受邀參賽
的中國選手蘇翊鳴獲得第9名。在
前一個比賽日中，蘇翊鳴在男子
單板大跳台項目上摘得銅牌。另
一位中國選手蔡雪桐在U形場地
技巧中奪得銅牌。
2022年北京冬奧會上，蘇翊

鳴在單板大跳台和坡面障礙兩個
項目中收穫1金1銀。相比世界盃
和奧運會，世界極限運動會的比
賽輪次較多，對於首次參賽的選
手來說需要花更多時間適應。

坡面障礙賽中，蘇翊鳴是唯
一參賽的亞洲選手。前3輪比賽，
他均出現了不同程度失誤。第4輪
蘇翊鳴發揮出色，最終排名第9結
束比賽。賽後蘇翊鳴表示，自己
在賽前訓練時摔到了頭部，在比
賽中未能發揮出最好水平。他對
現場和直播觀賽的支持者表示了
感謝，並稱自己第一次參加該賽
事收穫很多，期待明年的比賽。
在前一日的大跳台比賽中，

蘇翊鳴在第5輪完成了反腳1980
動作，最終以87分的總成績在八
名受邀參賽選手中排名第三，收
穫一枚銅牌。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正在日本丙組（J3）球隊鹿兒島聯
跟操的新晉港腳余在言，繼上周友賽日職（J1）球隊湘南比馬上陣
後，周日對九州足球聯賽球隊都農農耕神箭亦披甲20分鐘，他賽後坦
承自己尚有不少進步空間，想在高強度的賽事立足強化自己。
鹿兒島聯上周友賽湘南比馬以1：2落敗，余在言曾經上陣30分

鐘，周日之戰他再獲安排在第3節後備登場，獲20分鐘落場機會，鹿
兒島聯順利贏都農3：2。効力標準流浪的余在言，今次獲球會批准到
日本J3球會跟操。周日比賽後，他認為自己表現合格：“今場是球隊
最後一場友誼賽，相比上一場對J1球隊，今仗對手明顯節奏不及。經
過兩星期觀察後，今場自己終於獲安排出任最擅長的進攻中場位置，
覺得自己表現合格，知道怎樣可以協助到球隊，不過場上決定需要做
得更好及更果斷。”這名21歲的土生港將又表示，經過兩星期的訓
練，自己獲益良多，更想在高強度的賽事立足：“我覺得這兩個星期
絕對有進步，加上開始習慣日本球隊的身體對抗，可以嘗試在高強度
的比賽立足。”
與此同時，本月21日落實加盟J3盛岡仙鶴的歐陽耀冲，未為球隊上

陣已傳來捷報。他在個人FB專頁上透露，今季其採用的89號球衣，在短
短日子已成為隊中球衣銷售冠軍。

中國女排集訓名單
主 攻：李盈瑩、王雲蕗、仲慧、吳夢潔、陳曦悅、王逸凡、段放

副 攻：袁心玥、王媛媛、鄭益昕、高意、楊涵玉、曾潔雅

接 應：龔翔宇、繆伊雯、杜清清、段夢可

二 傳：刁琳宇、許曉婷、丁霞

自由人：王夢潔、許嘉楠、倪非凡

中國女排寧波集結 朱婷缺席

◆ 蘇 翊 鳴
（右）在坡面
障礙賽獲第
3名。

微博圖片

◆◆塞爾維亞教頭揚塞爾維亞教頭揚
科維奇出任亞運隊科維奇出任亞運隊
主帥主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余在言余在言（（右右））在友賽上陣在友賽上陣。。 標準流浪圖片標準流浪圖片
◆戴偉浚在微博轉發亞運集訓名單，並配文：
“新年新開始，衝！”

◆◆戴偉浚繼入選國家男足後戴偉浚繼入選國家男足後，，再獲再獲
國足亞運隊徵召國足亞運隊徵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足亞運隊24人集訓名單公布

衝衝！！新年新開始新年新開始
戴偉浚戴偉浚 選入

余
在
言
J3
球
隊
跟
操
友
賽
上
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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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神話》的誕生
《神話》的故事創意，源於導演唐季禮的

一個夢。

唐季禮擅長拍現代動作片，例如成龍的

《警察故事3》《紅番區》都出自他之手。但

在2000年之後，唐季禮有了轉型的想法。

有一次，唐季禮去西安看了兵馬俑，晚上睡

覺的時候，就夢見自己變成了一位古代將軍。

幾個月以後，他又回到了同一夢境，更加

離奇的是，這個夢竟然還是連續的。

他醒來後，覺得夢境非常真實。他找朋友

和醫生交流夢境，還讀了很多關於前世今生的

書，並查閱秦始皇陵的相關資料。

在做了一系列研究後，唐季禮決定結合秦

朝的真實歷史背景，將自己的夢境拍成電影。

經過兩年多的構思後終於寫出了電影《神話》

的劇本。

但當唐季禮拿着劇本找到老闆，老闆卻建

議他繼續拍現代動作片。因為在老闆看來，無

論國內還是國外，愛情片的市場遠不如動作片

，很難大賣，但唐季禮堅持要把自己的想法付

諸實施。

在男主角的人選上，也發生過一個小插曲。

在寫劇本的時候，男主角「蒙毅」其實是

為大帥哥金城武量身定做的。本以為向來佛系

的金城武並不會輕易接受唐季禮的邀約，誰知

金城武竟破天荒地很快答應了。

但更讓唐季禮沒想到的，他的好老搭檔成

龍，卻半路殺了出來。

2002年，彼時51歲的成龍非常希望能夠在

《新警察故事》之後繼續豐富戲路，打破單一

的動作喜劇風格。

在得知好友唐季禮準備拍古裝愛情片時，

他直接登門拜訪。看了劇本以後，成龍很喜歡

。經不住成龍的軟磨硬泡，加上兩人多年的交

情，成龍終於得到了蒙毅這個角色。

從一開始，唐季禮就希望能創作一部有動

作、有冒險、且有史詩意味的愛情電影。他覺

得，想要拍出這樣的氣勢，好的場景是必不可

少的。

唐季禮看上了印度的帝沙聖山、帝沙神殿

和聖沙帝古墓。作為印度極為神聖的文化遺址

，帝沙聖山等地此前從未對外開放，更別說拿

來給劇組拍戲了。

不過，當地政府知道是成龍來拍電影後，

二話不說就接受了拍攝請求。

除了印度，劇組在國內走遍了7、8個城市

，橫跨5個省，選中了西安秦俑博物館、長城

、雲南九鄉溶岩洞穴、驪山懸崖瀑布等奇觀美

景。

其中秦始皇兵馬俑作為貴重文物，對於商

業拍攝有着嚴格的限制。在初次申請被婉拒之

後，唐季禮特地趕到北京與國家文物局溝通，

才得到許可。

能在兵馬俑的俑坑中實景拍攝，對劇組的

每個人來說都前所未有，短短幾天的拍攝更讓

唐季禮成龍提心弔膽。

最後，在所有人的通力合作下，兵馬俑的

戲份得以完美殺青，並且沒有對文物造成任何

損害。

把真實貫徹到底
成龍和唐季禮都是武行出身，他們拍電影

一向講究真實。甚至為了真實，不惜搏命。

有一場戲，成龍需要在沒有任何保護措施

的情況下，在兩塊的岩石之間跳躍。

按照兩人的合作習慣，唐季禮先實地示範

了一遍，成龍覺得這個動作難度不夠，於是嘗

試了一個更高的，兩人之間的不斷挑戰，最後

就創作出了一個更危險的動作場面。

《神話》中，將軍蒙毅的打鬥和戰爭場面

，大多都是在甘肅黃河石林完成的。

因為馬匹要在狹窄的山夾和山路上並行奔

跑，劇組專門請了專業馬術隊隊員扮演將軍隨

行騎兵。在專業人士的操控下，秦軍的行軍氣

勢呼之欲出。

針對戰爭戲，劇組還從外地調集了100多

匹馬到甘肅，1000多名群演參與拍攝，整場戲

前前後後就出動了十幾萬人次。

連唐季禮本人都說，在此之前，他從來沒

有拍過這麼大的場面。

但全劇組最難忘的一場戲，可能是那場山

洞戲。

戲裡，玉漱公主需要用自己的體溫為受傷

的蒙毅取暖。由於這場戲沒能找到合適的實景

，唐季禮本想放棄，但是成龍堅持必須要在一

個能達成寒冷效果的地方拍攝。

成龍的堅持，也變成了所有人的「惡夢」。

劇組找到了一個零下25度的冰屋，很多工作

人員頻繁進出，都因為身體吃不消被送進醫院。

等到正式拍攝，成龍只穿了一件非常單薄

的衣服，躺在冰屋的地上，牙齒都凍得打顫，

每拍一個鏡頭就要緩半小時。

身體虛弱的金喜善，凍得眼淚不受控地流

下來，拍到最後，直接被凍得暈倒了。

成龍立馬抱起金喜善回到房間，拿着好幾

床厚被子蓋在她身上，工作人員也想方設法為

她取暖，2個小時過去，她身上的寒氣才慢慢

逼退。

已經凍得快奄奄一息的金喜善卻還說：

「我沒事，可以再來一條。」因為這件事，金

喜善的專業度也獲得了劇組認可。

關於《神話》的延續
《神話》原本長達兩個半小時，但最後上

映版剪掉了半小時的時長。成龍和唐季禮想呈

現的很多細節都沒有呈現出來，於是他們打起

了電視劇的心思。

在劇版男主的人選上，成龍聽聞胡歌在車

禍康復後，依舊願意在《仙劍3》挑戰危險動

作，因為這份敬業精神，他選中胡歌出演易小

川，另外，酷似金喜善的白冰飾演玉漱。

電視劇版的《神話》在央視開播之後，創

下了央視八套的收視新高。也正是這個電視劇

版本，進一步奠定了《神話》的IP價值，但電

影版續集仍未有計劃。

《神話》上映12年後，當成龍和唐季禮再

次合作電影《功夫瑜伽》時，又在片中埋下了

《神話》的彩蛋。

《功夫瑜伽》的故事依然關於考古探險，

主角的名字還叫Jack，在Jack的工作室里，還

懸掛着《神話》中那幅玉漱公主的春風笑意圖

畫像。

而且在台詞中，不時暗示李瓊斯（李治

廷 飾）就是好友William（梁家輝 飾）的兒子

。影片片尾也將主題曲《美麗的神話》，改編

成印度風格合家歡版本，引發一波回憶殺。

儘管因為條件限制留下種種缺憾，但電影

《神話》仍然達到了相當不俗的完成度。

也許每一個環節都不算特別優異，卻都水

準良好，最終的效果便是觀感流暢、視覺養眼

，且有動人的情感。

導演唐季禮也曾想趁熱打鐵拍續集，但真

到了劇本層面，他直言找不到興奮感了——

「電影裡男女主的愛情已經演完了，如果再去

續緣，就有些炒冷飯了。」

18年過去，續作《傳說》立項，可見唐季

禮對續集的態然發生了轉變，或者說找到了創

作靈感。

但與此同時，國內的電影市場以及觀眾的

口味同樣發生了巨變， 跨越千年時光的虐戀

故事，還能像過去那樣打動觀眾嗎？

且等《傳說》接下來的新消息。

18年後，《神話2》終於要來了

春節檔電影正在熱映，截止昨晚21:45，檔期總票房已突破50億，超過去年同期水平，可謂為2023開了一個好頭。
電影市場的復甦，真的來了。
另一邊，正在籌備的諸多待映國產新片項目也引人關注。
其中的一部，是《神話》時隔18年後的續作《神話2:傳說》（下文稱《傳說》）。
根據國家電影局2023年1月公布的一批備案顯示，《傳說》將由《神話》導演和編劇唐季禮繼續撰寫故事，目前還未透露續集的導演與主演人選。
由成龍和金喜善主演的《神話》於2005年國慶前夕上映，故事以兩千年前的秦朝為背景，以時空穿越為設定，講述了一段刻骨銘心的千年之戀。
影片投資高達1500萬美元，按當時匯率折合約1.2億人民幣，是不折不扣的大製作。
市場表現上，內地收到9700萬票房，雖說沒有動輒數億，但在當年來說，能進入 「億元票房俱樂部」 就已經是很高的門檻了，因此也算成功。
《神話》是有下沉效應的，再加上主題曲《美麗的神話》的廣泛傳唱，儘管該片豆瓣評分只有6.9分，儘管很多影迷表示這是部很不像」 成龍電影

「的電影，但不妨礙它至今仍被很多人銘記。
那麼這部當年聲勢浩大的華語娛樂大片，是如何造就的呢？

由翁子光導演、編劇的電影《風再起時

》日前發布提檔海報，正式提檔2月5日全國

上映，同時宣布2月4日開啟全國點映，與觀

眾一同揭開「四大探長」從底層拼上權力巔

峰，又走向反目對決的傳奇往事。

電影《風再起時》根據真實歷史改編，

講述雙雄探長磊樂（郭富城 飾）與南江（梁

朝偉 飾）攜手合作，兩人配合下再加上嚴洪

（譚耀文 飾）、韓森（周文健 飾）的協助

，縱橫黑白兩道，就此一路平步青雲，卻在

權力之巔走向背叛與決裂的傳奇故事。

從此次曝光的劇照可以看到，四大探長並

肩而立，郭富城與梁朝偉胸前的勳章閃亮奪目

，儼然是剛剛授勳升職的場景，而譚耀文與周

文健則站在雙雄探長兩側，可見深得磊樂與南

江的信任；而另一張劇照中，則是透過窗戶的

「窺探」視角，看到郭富城與梁朝偉在警員大

會上分立桌子兩側，窗戶的欄杆似將兩人區隔

開，展現出雙雄探長勢力分割的鏡頭語言。

郭富城與梁朝偉的細微表情更是引人遐想

——郭富城面色冷峻，眼神堅毅且充滿「攻擊

性」，毫不遮掩自己的霸氣氣場；而梁朝偉嘴

角帶有笑意，將眼神藏於黑框眼鏡之後，鋒芒

不露。幾張劇照就已經讓人腦補出一場充滿權

欲交鋒、愛恨糾葛的傳奇故事。

導演翁子光曾在採訪中透露過，在第一

次與郭富城合作時，自己一直看郭富城的臉

並感嘆——「這個男人的臉怎麼那麼精緻啊

！」進而萌生了為他拍一部人物傳奇電影的

想法。而翁子光又非常喜歡那個年代關於

「四大探長」的故事，於是電影《風再起時

》便應運而生。

而談及首次和梁朝偉合作，翁子光也毫

不吝嗇自己的讚美之詞，尤其是在拍攝過程

中，為了一段表演，翁子光要求梁朝偉從零

基礎學習彈鋼琴。

梁朝偉為了演繹出最好的效果，三個月里

每天苦練8到10個小時，敬業精神讓人讚嘆！

而梁朝偉也曾在採訪中說過，自己練習鋼琴的

過程中一度因為壓力大而「崩潰」，每天練習

完都會打電話給翁子光導演「訴苦」，不過拍

攝完《風再起時》後，彈鋼琴已經變成了梁朝

偉的愛好，二人也變成了好朋友。

電影《風再起時》由翁子光導演、編劇

，郭富城、梁朝偉、杜鵑領銜主演，許冠文

、春夏特別演出，譚耀文、周文健、何珮瑜

、金燕玲、吳卓羲、張繼聰、張可頤、謝君

豪、林耀聲、白只、何啟南、太保、艾迪、

曾一萱、

顏子菲、

吳耀漢、

劉洵、張

松枝、陳

國新、尹

揚明、張

雷、小林

成男主演

，張兆輝

、譚玉瑛

、敖嘉年

、龍小菌

、楊羚、

董暢、何

志鋒、葉

天行特別

鳴謝參演

，影片將

於2月5日

元宵節全

國上映，

並於2月 4

日開啟全

國點映。

《風再起時》
提檔至2月5日
郭富城梁朝偉傳奇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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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31日（星期二）娛 樂 新 聞6 ◆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無綫翡翠台公布
上周（23日至29日）收視，翡翠台《東 張 西望》跨
平台直播收視最高 22.5 點（145 萬 觀眾），高踞上
周收視榜首。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最高收
視 21.6 點（139 萬 觀眾 ）；賀歲劇《黃金萬両》最高
收視 20.2 點（130 萬觀眾）；金庸原著劇集《飛狐外
傳》最高收視 16.8 點（108萬觀眾）；《新春開運王》最
高收視有85萬觀眾收看；《回家》最高收視91 萬觀
眾。綜藝歌唱真人秀《中年好聲音》已進入第三部曲
次回合的“影視金曲生死鬥”，最後9名參賽者為爭入
終極決賽，施展渾身解數，令節目創出自去年11月播
映以來最高收視一集，取得21點收視（135萬觀眾）；
周日的《新春開運王》壓軸，最高106 萬觀眾。

吳偉豪父邊唱邊跳得高分
《中年好聲音》1月29日晚播出的第九集，20強選

手獻唱經典電影或劇集金曲比賽。經過一輪激戰，是集

誕生了5位80+選手，分別為顏志恒、林鉫徫、吳大強、
周吉佩及羅啟豪，藝人吳偉豪的父親吳大強更豪取92
分成為該回合最高分。

豪取92分的大強獻唱英文老歌《Quando quan-
do quando》，自信十足的大強邊唱邊跳，非常enjoy舞
台，張佳添說：“Bill哥哥，一個字，Professional！”周國
豐則說：“今日聽第一句，已經有聽CD的感覺，不像唱
live的版本，非常之好。”有份拍攝《愛．回家之開心速
遞》的單立文則與大強搞笑相認：“你是朱Ling（吳偉
豪飾）老爸，我是朱Ling的師傅，好慶幸朱Ling在你
教導下，成為一個大好青年。”

獻唱《沒那麼簡單》的林鉫徫發揮出應有水準，
奪得80分順利過關，笑言今次終於“對準支咪”的她，
獲伍仲衡大讚“唱歌非常之好”，但略嫌她too techni-
cal！分數未能更上一層樓。至於自彈自唱《刻在我心
底的名字》的周吉佩則獲得82分，伍仲衡說：“玩樂器
加分，彈得好，唱歌都有Story Telling嘅感覺。”

競賽白熱化《中年好聲音》收視創新高

劉德華要來廣州的消息一出，羊城不少粉絲
翹首期盼。很多粉絲為了30日的見面，更

是徹夜未眠，因為終於可以看見“老大”華仔。
劉德華一露面，現場的尖叫聲持續近一分鐘。劉
德華也十分應景和大家招呼說：“恭喜發財。”
台下觀眾也十分配合，齊齊回以：“利是𢭃
來。”華仔也大方回應稱，後續都有。

廣州不少觀眾表示，影片都已經二刷、三
刷。不少劉德華的粉絲都是“親子影迷”齊上
陣看電影。有05後粉絲第一次近距離看華仔，
現場一番激動表白偶像之外，也特別遺憾此前
沒能赴港看他的演唱會。華仔立即貼心回覆
說：“還會有的”。還能有演唱會可追，令一
眾粉絲歡呼且期待。小粉絲現場感嘆，影片中
華仔角色的故事線中，有兩個鏡頭掃到了零件
細節上的“MADE IN CHINA”，這令她十分
感動，也突然理解到了父親和女兒之間的傳承
意義。

吳京笑言負責反襯華哥
相比第一部《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

在故事情節煽情、科技特效、危機感的描述上

更上一層樓。作為特別出演的劉德華也特別邀
約大家，覺得好看，就把電影介紹給身邊的
人。和內地粉絲久未見面，華仔一現身，不少
影迷也誇讚他一如既往“keep fit”。這讓一旁
的吳京也忍不住感慨自己沒了壓力。“華哥這
次來參加路演，我就輕鬆了。他負責顏值，我
負責反襯、對比。”不過，吳京也都自覺，不
要跟“keep fit”太好的劉德華靠得太近。

在粉絲提問環節，吳京也“反客為主”調
侃：“我以為你會說，京哥我喜歡你很多年
了，但我想問華哥一個問題……”熱場、活躍
氣氛的功夫可見一斑。隨後，吳京感恩自己的
幸運，這個角色能在今年大年初一和大家見面
是一種全新的希望。相比《流浪地球》，這一
部給了飾演角色特別完整的一生。自己能有了
“青春”，有了“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凡幸
福，也會遇到一些和生活中你我他們相近的挫
折感。

吳京說，過去的三年尤其去年大家都不容
易，都在扛着。就像我們的久違開工熱鬧起來
的影院一樣，都在扛着。“終於我們扛過去
了。”正如吳京的角色在影片中的最後一句台

詞所言：“我們扛過去之後，我們永遠選擇希
望。”對於這樣的一個設置，吳京也現場分享
導演的創作初衷：是給大家傳遞出，過了新年
我們帶着希望輕裝上陣。

沙溢一出場，還未招呼問候大家，現場觀
眾就一陣爆笑。自帶“笑場”氛圍的沙溢也認
真祝福大家新春快樂。過年好的問候一出，粉
絲們也都十分買賬讚言：“你瘦了。”

“變臉”技術再三嘗試
此番，《流浪地球2》上映以來，關於影片

的硬核科技感的話題也持續上熱榜。影片中，
吳京和劉德華一下子回到青春的“變臉”效
果，也讓觀眾們對科幻電影中的面部特效感到
驚艷不已。

一眾幕後主創們也都透露，為了更好地完
成主演們在大銀幕上的“變臉”效果，在電影
正式拍攝1年前就開始進行技術實驗，嘗試過國
際上五六種經常用到的年輕化、增齡的方式，
但效果都不甚理想，最終主創團隊通過基於人
工智能的算法去訓練，完成了觀眾在大銀幕上
看到的呈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電影《流浪地球2》經過三年的籌備

與拍攝，前後兩萬多人參與拍攝製作。自

大年初一上映以來，內地的觀影人次破

5,000萬，目前票房也突破26億元人民

幣。30日《流浪地球2》全明星陣容全國

路演站來到廣州。導演郭帆、特別出演劉

德華、主演吳京、沙溢、王智等全部出席

之外，劇組也邀請了影片的劇本指導、攝

影指導、剪輯指導、美術指導 、造型指導

和攝影總監等幕後主創一一亮相。郭帆打

趣說，萬一大家要吐槽影片，也知道哪些

地方可以吐槽誰。 攝影：胡若璋

《流浪地球2》廣州路演 劉德華引起哄動

久違開工的熱鬧
吳京：我們終於扛過去了

◆◆吳京吳京((中中))熱場熱場、、活躍氣氛的功夫一流活躍氣氛的功夫一流。。

◆有影迷向劉德華獻花。

◆《流浪地球2》全明星陣容30日登陸廣州。

◆劉德華向廣州觀眾打招呼說：“恭喜發財！”

◆吳大強豪取92分，成為該回合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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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心和蘇姍獻聲娛賓雪心和蘇姍獻聲娛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林峯、蔡卓
妍及方中信主演的警匪網劇《PTU機動部隊》
，2月1日晚於HOY TV首播。劇集雲集一眾香
港實力派演員演出，除了林峯、蔡卓妍及方中
信，還有譚耀文、張繼聰、溫碧霞、苑瓊丹、林
雪、石修及張錦程等演出，一同鬥戲。

劇集以警察機動部隊（PTU）為題材，講述
警員高家聲（林峯飾）任警方臥底成功搗破黑幫
後重返警局，跟PTU沙展何慧玲（蔡卓妍飾）
及鐵面無私隊長劉建暉（方中信飾）展開的一連
串故事。三人在PTU雖然有誤會、矛盾與衝

突，但在執行種種艱巨任務、面對瞬間生死後，
逐漸建立同袍間的友誼和默契。故事情節同樣刺
激緊湊，幕後班底堅持在港實地拍攝，不乏鬧市
街景槍戰、飛車、爆破等激烈場口。

除此之外，劇集千絲萬縷的感情戲，林峯、
蔡卓妍及張繼聰於劇中將大玩三角戀，而方中信
及溫碧霞將上演一段錯綜複雜的感情，令劇集更
添戲味！

1日晚播出首集劇情講述臥底警員高家聲成
功通知警方緝捕黑幫首領，當中已經爆發街頭槍
戰、連場追捕及爆炸場面，劇情緊張而有張力。

林峯蔡卓妍張繼聰警匪網劇上演三角戀

◆◆張繼聰在劇中有不少戲份張繼聰在劇中有不少戲份。。

◆◆林和蔡卓妍有感情線林和蔡卓妍有感情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胡楓（修
哥）、謝雪心與蘇姍29日晚出席《博愛長
者夢想成真．耆樂之聲歌唱比賽2022》總
決賽，擔任評判之一的修哥謙稱未有資格
上台表演，交給兩位拍檔謝雪心和蘇姍獻
聲娛賓。

農曆新年前防疫措施放寬，修哥高興
有很多新春節目，他的子女、孫兒及曾孫都
一起回家向他拜年，說：“他們有向我叩
頭，但沒有倒茶，最重要大家都開心。”至
於乾兒子張學友和張家輝有沒有跟修哥拜
年，他笑道：“他們有拜年，但沒有來我
家，只是傳信息給我。”修哥稱年初一開始
每天都陽光普照，令人很舒服，相信今年會
是個好開始。問他兔年有什麼大計，修哥笑
道：“我這個人沒有什麼方向，有工作要我
怎做就怎做。”修哥又透露計劃5月到澳洲
探親友，如果有出埠登台機會也很想再開秀
唱歌給大家聽。

謝雪心和蘇姍就高興通關後，有不少
外地親友都來港過年，難得有超過80歲的
長者都回來，相信疫情期間令大家難見
面，現在可以一家人團聚就特別開心。



被美國天文學家喻為「炸彈氣旋
」(bomb cyclone)的威力迅速無窮的
超低溫與大風雪，於聖誕節前夕的假
期旅遊交通尖峰時段，橫掃美國百分
之七十以上的地區，全國交通為之大
亂特亂：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10000
架 航空飛機被迫停飛，6000 架飛機
被迫改道或延誤抵達目的地、50000
名乘客在不同機塲逗留等候，情況大
為混亂。

根據世界上氣象最權威的挪威氣
象研究所(Norwegian Meteorologi-
cal Institute)指出，北極於23日溫度
約為華氏負9度(即攝氏負32度)。伴
隨著風寒效應(wind chills)的威力，
有幾座美國城市的溫度也停在華氏負
9度左右，甚至還更低。而美國氣象
網站AccuWeather溫度分布圖顯示，
蒙大拿州、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
、懷俄明州、明尼蘇達州、密西根州

、愛阿華州、威斯康辛州23日下午氣
溫為華氏負9度或比華氏負9度更低
。這相當於跟北極地區一樣極端嚴寒
。

美 國 國 家 氣 象 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指出，從平原區、
中西部、東北部到大西洋沿海地區中
部甚至美國南部，24日早晨天亮之後
，受到風寒效應影響，體感溫度都在
華氏零度以下：亞特蘭大氣溫華氏9
度但體感溫度 為華氏負8度，聖路易
市氣溫華氏9度、體感溫度華氏負12
度，紐約市氣溫華氏8度、體感溫度
華氏負8度，華府特區氣溫華氏12度
、體感溫度華氏負3度。

極地風暴(arctic blast)從加拿大
長驅直入美國，許多城市今年遇上有
50年來最冷的聖誕節。氣象預報顯示
，酷寒狀態在北部平原區幾州將持續
最久，就連南方的德州等地也 都出現

低溫。
氣象網站AccuWeather溫度分布

圖顯示，蒙大拿州、北達科他州、南
達科他州、懷俄明州、明尼蘇達州、
密西根州、愛阿華州、威斯康辛州23
日下午氣溫為華氏負9度或比華氏負
9度更低。
極度低溫的狀態底下，民眾如果沒有
做好禦寒準備，將面臨高度危險。氣
象頻道(Weather Channel)風寒效應
分布圖顯示，受到風寒效應影響，北
部平原區不少地點體感溫度約在華氏
負40度左右，中西部體感溫度則在華
氏負30度左位。包括德州等南部地區
在內，23日溫度也降至只有華氏個位
數，德州電力供應系統變得負荷沉重
。電力供應需求爆增，使得德州電力
公司不得不採取分淪流斷電(Rolling
Blackouts)的緊急因應措施來處理
。

今次「炸彈氣旋」究竟有多強
？ 有如災難電影「明天過後」
（The Day After Tomorrow)的驚
悚畫面一樣。各地出現冰風暴、凍
雨、洪水，以及接近破紀錄的低溫
。這波寒流已造成美加兩國100人
死亡、140萬戶停電、2億人受災
。紐約州水牛城(Buffalo)23日入夜
後完全凍結，數百輛車被困在路上
，因風雪太大，救難人員無法救援
。密西根州地獄鎮(Hell)23日夜裡
氣溫降至華氏零下58度（攝氏零
下50度），美國西岸的西雅圖市
已變成巨大的溜冰場，汽車和行人
在街上滑行。紐約州水牛城23日
入夜後完全凍結，數百輛車被困在
路上，因風雪太大，救難人員無法
救援。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地區水面
因急凍冒出蒸氣霧；奧克拉荷馬市一
名婦人家中的水龍頭打開後，流出來

的自來水立刻結冰條，令人驚訝不已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炸彈氣旋炸彈氣旋」」大鬧美國大鬧美國 楊楚楓楊楚楓

美国人口普查局去年1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

国人口增长0.4%。超过一百万国际移民流入美国成为美国人

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另外美国“土生人口”2022年增长

数超过24万人。虽然这一增幅改变了2021年全美人口增长

几近停滞的态势，但仍处于历史性的较低水平。

对此，一些分析认为对美国的强大起到支撑作用的人口

优势正在逐渐弱化甚至消失。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全球优

势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人口结构。在诸多发达国家中

，美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是最年轻的，稳定的人口增长有利

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

国各主要族裔群体的生育率全线下滑，因此美国人口优势的

支柱已经不是“土生人口”的净增长，而是国际移民的大量

涌入。但移民问题自特朗普时期开始成为民主、共和两党及

其各自选民意见对立最严重的议题之一。相关分析据此认为

，要回归到移民国家，美国需要跨越很高的政治壁垒，“美

国正面临其从未正面解决过的难题——人口问题。”

但另外也有人指出，有关美国人口优势消失论的分析将

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与人口优势进行了过度关联，认为美国的

人口优势主要取决于国际移民能否大量进入。美国在维持人

口优势方面有着独特条件，美国是一个传统移民国家，两党

轮流执政有利于移民政策根据美国经济社会实际情况进行相

应调整。即使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移民政策也主要是反

对非法移民以及对合法移民的审核严格化和限制化。例如，

以家庭团聚为基础的“链式移民”是美国合法移民的主体，

但特朗普政府认为其结果是引入大量低技术移民，增加福利

支出等“公共负担”，因而推动一系列旨在优化移民构成、

抬高合法移民门槛、减少低收入移民群体比重的移民政策改

革。因此，美国的移民国家传统和政党轮流执政等带来灵活

空间，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人口优势消失论”的种种担忧

。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认定美国人口优势取决于国际移民大量

进入的观点，事实上也默认了美国“土生人口”出生率增长

乏力已成定势。美国自身人口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有：经济

金融化和产业空心化导致就业形势严峻，通货膨胀率居高难

下导致育儿成本上升，新冠疫情和贫富悬殊恶化导致生育愿

望下降，社会政策的高度市场化导致生育和工作的“两难”

，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社会思潮导致年轻人抗

拒生育等。

同时，这种观点忽视了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过去三年里出现

前所未有的下降，以及这一下降对美国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

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尽管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是发达国家

中最高的，但今天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却是近20年来最低的

，下降因素主要有新冠疫情、过量服用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

、自杀率上升等。

即使美国调整移民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人口优势消失论

”涉及的问题，但它的人口结构已经处于一个“从几乎是白

色婴儿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国家的转型”进程之中，将美

国人口增长寄希望于国际移民大量进入，不过是加速这种转

型进程罢了。这种进程加速反过来又必然进一步加剧两党及

其选民在移民问题上的对立，扩大“反移民”思潮的社会影

响力，其结果是移民政策的政治与社会壁垒持续增高。

例如，共和党主政的美国南部边境州与拜登政府之间的“移

民大战”持续升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南方

多个州，尤其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等是人口增长最快的

地区，这归功于美国国内净移民和国际净移民的同时增长。

因越境者人数飙升至历史高位，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

亚利桑那州等共和党掌控的南部边境州，2022年通过巴士或

飞机等将大量移民转运到民主党掌控的纽约市、华盛顿特区

、马萨诸塞州等地。对此，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人把移民作

为“政治棋子”，共和党人则指责民主党人“伪善”等，移

民显然已经沦为美国两党恶斗的牺牲品。

两党围绕移民问题的对立，根本目的都是拉拢选民、赢得选

票。共和党人需要炒作“白人的愤怒”，借助移民对公共政

策、社会治安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来刺

激选民；民主党人需要稳定拉美裔选民这一重要基本盘，宽

松的移民政策也有利于其进一步扩大选民基本盘。随着美国

新一届国会2023年1月就任，掌控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将

在移民问题上继续与民主党人缠斗。

另外，美国最高法院也卷入移民问题的争斗之中：两党围绕

特朗普政府时期制定的以防疫为由快速驱逐移民的“第42

条边境条款”持续角力。2022年12月，美国最高法院首席

大法官罗伯茨宣布，暂时阻止拜登政府结束该条款。

从上可知，将美国人口优势寄托于大量国际移民涌入，实际

上是在回避一个根本性问题：美国存在诸多阻碍“土生人口

”生育率增长和降低美国人预期寿命的结构性原因，但美国

政府缺乏意愿或能力去解决或改善上述结构性原因，放任不

利于其人口优势的因素“自由”发展，既可以淘汰老弱病残

又可以减少公共支出。与此同时，寄希望于国际移民大量进

入来形成人口优势、拉动经济增长和提高财政收入，不过是

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罢了。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国际移民能成就

美国“人口优势”吗

与其它很多国家相比，美国的移

民难度是比较大的，并且移民时间相

对长，不过，美国梦的承诺仍然值得

大家对美国趋之若鹜，以至于每年有

数十万人申请美国移民签证。去年，

总共签发了超过28.5万个美国移民签证

。

墨西哥公民获得的永久移民签证

数量最多，有4万多人。美国的另一个

邻国加拿大排名第43位，仅获得1464

个签证。中国和印度在榜单上也名列

前茅，分别位列第2和第7。

有趣的是，只有一个欧洲国家乌

克兰进入了前25名。2021年，在俄乌

战争之前，乌克兰人获得了3019份签

证。除了前25名之外，去年有8名朝鲜

公民获得了移民签证。此外，一些国

家只收到了少数几个移民签证，包括

卢森堡的2个和东帝汶的1个。

从地区来看，大部分排名最高的

国家都位于亚洲。大约15%的美国人口

由移民组成，是目前世界上移民总数

最多的国家，达到5060万。

就每年签发的签证数量而言，联

邦上限为70万份，某些国家和地区根

据美国的规定对其公民可以获得的数

量有自己的特定上限。尽管数字逐年

变化很大，但在过去十年中并没有接

近极限。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病毒

流行期间它们减少了近一半。

总的来说，无论是出于经济目的

、家庭团聚，还是为了逃离危险，人

们都在继续来到美国。在 2016 年至

2060年期间，预计美国出生的美国人

口比例将增长20%。与此同时，外国出

生的人口比例预计将跃升58%。

移民美国在普通人看来好像遥不

可及，是只属于富人的特权。其实这

种想法是错误的，移民早已不是有钱

人的天下，普通人也可以移民美国，

甚至过上自己憧憬的生活。

随着新的一年来到，加上逐渐变

冷的天气，假期空闲的时候宅在家里

蜷缩起来看一本新书充实自己再适合

不过了。西洋君这边挑选了7本比较值

得一读的美国移民故事书籍，可以从

这些书中了解世界各地的人们移民美

国的艰辛，同时鼓励新公民用积极心

态面对未来。

Stay True《始终如一》

这本书作者是Hua Hsu，中文名许

华，现为巴德学院英文教授。他还是

个70后，祖籍中国台湾，是二代移民

。书中从90年代中期他在伯克利的日

子讲起，他爱好音乐，结识了一个日

裔美国人。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无

论他们怎样试图融入，美国文化似乎

都没有适合他们的地方。两人的友谊

也由此开始，他们成为了朋友，在深

夜抽烟谈话、沿着加州海岸长途驾驶

。一场事故，使得这段友情持续了不

到三年。

这是一部关于友情、悲伤和自我

寻找的故事，以及如何通过艺术找到

慰藉许华追溯了他与日裔美国人的关

系发展，起初似乎不太可能成为朋友

，最终却成为了相互的支撑，两个年

轻人都沿着一个无形的框伸展和成长

。

Olga Dies Dreaming《奥尔加逝去的梦

想》

这本书作者是索奇特· 冈萨雷斯

（Xochitl Gonzalez），小说女主人公在

纽约有着一份人人艳羡的工作，服务

于曼哈顿顶级精英。经常出入奢华场

所，为富豪们筹划百万美元级别的活

动，满足他们挑剔的要求，而她自己

却源于波多黎各移民家庭，工作环境

和家庭环境的天差地别极尽拉扯着她

，使她不断地做出妥协和牺牲......

这本书看起来是美国移民女性追

求成功事业和美好爱情的励志故事，

但是实质上，却是当代美国梦燃烧殆

尽的个人编年史，其中不全是残忍，

还有幽默和赤裸的现实。

Solito《索利特回忆录》

这本书作者是哈维尔· 萨莫拉（Ja-

vier Zamora），讲述一个九岁男孩从危

地马拉独自跟着蛇头偷渡进入美国和

父母团聚的回忆录。父亲在他一岁，

母亲在他五岁时因为本国政治形势动

乱和经济困境把他留给祖父母，前往

美国。深爱他的爷爷把他交给了几个

一起偷渡的人，坐船在黑夜中到达墨

西哥，在巴士上穿越墨西哥，假装成

墨西哥人，然后在沙漠中步行数天，

进入美国。一路的艰辛，脏乱，饥饿

，孤独，以孩子的视角写出来让人心

碎。

一个美丽的移民故事，讲述了那

些为了追求美国梦而冒着一切风险离

开家园的人。通过撰写并从最重要的

角度来重新聚焦移民辩论，成功地将

一场巨大的辩论带到了一个非常个人

化的空间。难得作者有勇气和意愿公

开自己的经历，值得一读。

How Not to Drown in a Glass of Water

《如何避免被一杯水淹没》

这本书作者是安吉· 克鲁兹（An-

gie Cruz），本书描述了纽约一位多米

尼加裔美国女性在50多岁时意外被解

雇后，被迫重返就业市场的生活故事

。同时讲述了她风起云涌的爱情故事

，她与邻居和妹妹之间的相爱相杀的

关系，她与债务、命运的斗争。

整本书呈现了一部女性个人史，

塑造了一个独立、乐观、坚韧的移民

女性人物，来自时代、社会、家庭的

伤痛都不能将其摧折。当她面对最黑

暗的秘密和遗憾时，我们看到了一个

被生活打击但仍充满斗志的女人。

It Won't Always Be Like This《不会一

直这样的》

这本书作者是玛拉卡 · 加里布

（Malaka Gharib），一部亲密的图画

回忆录，讲述了一个美国女孩在她埃

及父亲的新家庭中长大，在一个陌生

的国家建立了意想不到的纽带并度过

了青春期。

详细描述了她在美国和埃及之间

长大的童年，以及多元文化生活如何

帮助塑造她的身份。还是一个关于寻

找归属感、成长、看到并爱上一个人

的美丽复杂性的故事。

If I Survive You《如果我能救你》

这本书作者是乔纳森· 埃斯科弗里

（Jonathan Escoffery），书中讲述了一

代牙买加家庭在美国开辟了属于自己

的人生道路。在1970年代，作为黑人

移民，这个家庭被排除在社会之外，

在金融灾难、种族主义等各种磨难之

后，这个家庭对于关于身份、流离失

所和零工的多方面故事展开。

这是一本相互关联的短篇小说集

，读起来像小说，读起来像现实生活

。作者以精致的细节、机智和令人眼

花缭乱的方式揭露了令人不安的社会

真相，每一章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Until Someone Listens《直到有人倾听

》

这本书作者是伊斯特拉· 尤拉雷兹

（Estela Juarez），在这本令人心痛的

自传图画书中，作者原本生活在一个

充满爱的幸福家庭里，因为她不是在

美国出生的，多年来她的家人一直在

争取让她留在美国的许可，但仍然无

计可施。在她八岁时，她的母亲被驱

逐到墨西哥。因此，她之后写信给当

地报纸、国会、总统和任何可以提供

帮助的人。她写啊写，直到终于有人

倾听了。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年轻女孩通过

自己不断发声来改变现状的真实移民

故事。一个鼓舞人心、发自内心的故

事，对移民政策勇于提出不满，勇敢

发声。

到现在为止，美国仍然是拥有吸

引力的超级大国，凭借着优质的教育

、健全的福利、出色的医疗和自由的

氛围等优势，一直是很多人心目中的

憧憬之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移民

优势和不足之处，需要自身去评估衡

量这个国家是否适合自己。

移民这条路上虽然跌宕起伏，但只要

有信念，必然可以走得过去。细心规

划，坚定前行，希望就会离你越来越

近。2023年，愿大家都能圆梦！

普通人就不能移民美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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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牽進來，添丁又進財…」喜氣洋洋

的拜堂儀式，在迎娶八音吹奏下，26歲的梁朝

偉與23歲的辛樹芬，穿著西式禮服婚紗，依

循台灣民間古禮演出《悲情城市》的經典戲。

33年後回看，不但留住片中小倆口青春無邪的

容顏，透過劇組用心考據，更原味呈現了戰後

台灣的時髦婚紗與時代情懷。

梁朝偉去年在韓國釜山影展記者會上提及

，最想讓新一代觀眾欣賞的作品，就是他來台

拍攝的《悲情城市》。這部台灣影史首部榮獲

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史詩鉅作，在開拍前3年

的籌備過程中，除了對1947年故事發生的歷

史背景深入研究外，對當時食衣住行等民間風

物的考據，更是花了一番工夫。尤其前述這幕

堪稱偉仔出道後，首次在銀幕上如此鉅細靡遺

、行禮如儀拍完結婚大禮的戲，讓他至今仍帶

著滿滿回憶。

這場中西合璧的迎親戲中，新娘辛樹芬身

著典雅過膝洋裝，頭戴直直垂地鏤花白紗，手

執長長緞帶捧花；新郎梁朝偉則是三件式直條

紋西裝，右手拿黑色禮帽、左手握白色手套。

這些時髦的款式都是劇組考據台灣知名攝影家

鄧南光、張才等人1940年代作品，與當時照

相寫真館所留的老照片而來，同時也忠實反映

出劇中梁朝偉出身的基隆中上人家背景。

至於傳統方面，這場婚禮的迎親八音鑼鼓

吹奏，更找來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率領的亦宛然

劇團樂師來擔當，並由熟稔民間嫁娶習俗的

「阿公」李天祿擔任「婚禮顧問」，從進門的

吉祥話「添丁進財 」，再登堂拜神、祭祖到

媒婆高喊「大妻對拜、尪某恩愛」等習俗，都

由片中原本就飾演「阿公」的李天祿，一路指

點。

有趣的是，就連飾演媒婆的演員也有來歷

，原來她是當時童星顏正國的媽媽，因為兒子

從小就和侯導合作，所以也和侯導班底十分熟

悉，加上長期在片場陪兒子拍戲，耳濡目染下

，客串起來得心應手，但也苦了梁朝偉、辛樹

芬這對新人。電影中我們看到兩人在顏媽媽口

令下，從一叩首開始，紮紮實實跪拜到九叩首

，若再加上當天的NG鏡頭，為拍好這場戲，

兩人就這樣彎腰跪拜了大半天，吃足苦頭。

《悲情城市》對1940年代台灣風貌的視

覺化考據，還原出過往影視作品中，前所未

見的濃濃台灣本色，讓電影全台上映後，掀

起一股本土文藝復興的「悲情城市美學」復

古風潮，帶動音樂、戲劇、服飾、餐飲等流

行文化的本土懷舊風情，更讓取景地點九份

、金瓜石成為觀光熱點，就連當時的台語偶

像歌手洪榮宏，隔年發行台語經典老歌專輯

《放浪人生》，也特地向侯導劇組借用《悲

情城市》的服裝道具來拍攝MV，定調視覺風

格。可惜幾年後，劇組的道具間被附近廟宇

施放的煙火不慎波及，精心考據的服裝道具

，全部付之一炬。

1989年出品的《悲情城市》，是台灣政

治解嚴之初，首部直接挑戰政治禁忌話題

和電檢尺度的電影。透過一個台灣基隆家

族興衰，帶出一段台灣最敏感的大歷史。

當年一舉奪下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

，成為首部於世界三大影展掄元的國片，

不但鼓舞台灣電影創作者，開啟國片在全

球各大影展引領風騷的美好年代，就一部

國片而言，能於政治歷史、文化美學、技

術革新上，迸發如此強大影響力的作品，

迄今仍是唯一。

33年後，《悲情城市》，透過電影數位科

技，終於完成保留膠卷風格的4K數位調光版

本，將於2023年2月24日全台上映。典藏海報

套票組在博客來獨家販售中，共有黑白出征款

、黑白遙望款兩款海報，搭配電影交換券可選

擇單張或兩張海報的組合，海報皆為全開雙面

正反印刷。最新推出的「相依款」限量典藏海

報套票，則將在2月1日於光點華山現場櫃檯

開賣，海報皆由知名設計師陳世川設計，絕對

值得收藏紀念。更多電影最新訊息請上牽猴子

官方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monkey-

movies

《悲情城市》26歲的梁朝偉
在台灣完成中西合璧婚禮

羽球偶像劇《決勝的揮拍》 邀

請到馬來西亞羽球混雙好手吳柳瑩

客串演出，是繼邀請台灣奧運雙打

金牌選手王齊麟和李洋，以及王子

維客串後，再一次有羽球好手跨界

演出，吳柳瑩將與男主角謝佳見隔

空對戲，讓首次參與電視劇演出的

吳柳瑩高喊很興奮！

吳柳瑩驚喜客串本色演出，她

在戲中扮演男主角謝佳見

在馬來西亞的好朋友， 吳

柳瑩提到，雖然在劇中 2

人是好朋友，其實私底下

不認識，但自己都有關注

謝佳見的影劇作品，只可

惜因為疫情關係無法合體

拍戲，希望未來有機會能

夠碰面。

吳柳瑩還說，雖然自

己多年前曾參與電影演出，

但這次是首度參與電視劇作

品，「沒有想到會有機會接

觸電視劇這一塊，尤其這一

次的電視劇跟羽球有關，對

我來說絕對是多了一份特別

的意義」，吳柳瑩拍攝後受

訪時透露，雖然演出的戲份

不是太多，但畢竟沒什麼演

戲經驗，在說台詞方面會讓

她比較擔心，所以拍攝前自

己有很努力在背稿盡量做好

準備。

作為專業羽球手的吳柳瑩，近

年也涉足多個不同領域，問到未來

是否有興趣進軍演藝界參與更多戲

劇演出時，她表示不會抗拒戲劇演

出的機會，尤其如果是有適合自己

的角色或故事，那將會是蠻有趣的

嘗試， 同時透露今年有計畫安排到

台灣旅行，看看台灣的風景以及品

嚐台灣的美食。

謝佳見大馬神秘友人曝光
羽球女神現身吐內幕

加碼爆喜訊：將來台灣 去年以電影《咒

》拿下北影最佳男配

角的高英軒，其實前

兩年因疫情影響工作

停擺，興起了退出演

藝圈的想法，想轉行

當健身教練並考取證

照，包括謝盈萱、施

名帥等演藝圈好友都

上過他的課，一直到

後來接拍了《咒》才

讓他再受矚目，如今

在拍戲之餘也維持健

身習慣，希望時間允

許的話還能再開課。

演 員 高 英 軒 ：

「因為是箱上的，所以其實它的動態行程比較

短，那就可以比較集中注意，把身體的狀態再

調整更好一點點。」

演員高英軒：「剛剛就只是到椅子上起來

，可是正常的蹲就會下去，所以距離就會差很多

，但每差一公分，你的輸出力量就不一樣。」

光是深蹲這動作就藏有大學問，曾擁有

「百萬胸肌」封號的高英軒，從最初為了上鏡

頭好看，維持拍戲體態而健身，到2020年9月

考取了專業健身教練證照，還一度萌生退出演

藝圈、要專心授課的念頭，這背後的原因，絕

非只是單純對健身的熱愛。

演員高英軒：「我在想能不能除了演員以

外，因為我們總是要等別人的時間，等別人的

case，如果沒有的話，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好好

的賺錢生活，最長也有十個月沒工作，那這樣

子的一整年要怎麼度過，所以變成好，我來試

試看考一個教練證照，試試看讓我喜歡的訓練

，變成我身體的一部分。」

在疫情肆虐的那段時間，高英軒的演藝事

業也全面停擺，沒工作的情況下很容易懷疑自己

，為了增加收入他考了證照並開始授課，包括謝

盈萱、施名帥等演藝圈好友，都曾是他的學生。

演員高英軒：「他們都會說不要再一個，

為什麼要再一個，剛剛不是說幾下而已，為什

麼現在多一下，我說我算數不好嘛這樣子，你

再多做一下嘛好不好，所以大概都會很直接的

說，不要。」直到後來接拍了電影《咒》，成

了億萬票房男星，還在去年抱回北影最佳男配

角，工作陸續找上門，才又把他拉回了影壇，

如今雖因為拍戲時間無法定期開課，但他仍自

律的健身，也希望有機會能透過自己的另一項

專業，幫助人變得更健康。

演員高英軒：「也許我一直在練，但我不

一定是強壯的，可是我一直在練我就有機會變

強，希望還是可以讓大家知道，身體是可以不

斷進步。」

高英軒動念轉行當健身教練
曾10個月沒工作！ 靠拍《咒》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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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初冬，去了一趟上海，

在老弄堂的面馆里吃了一碗热腾腾的

葱油拌面，用双脚丈量百年的上海滩

和世纪新大道，深度体验这座海纳百

川的城市的独特魅力。

在这座传统与现代、本色与洋气

相互交融的城市里，摩登的都市感与

怀旧的烟火气在同一片天空下并存，

令人着迷。

而穿梭在这座城市里的“辫子车

”，则是将上海的怀旧和摩登深度融

合为一体的城市印记。

上海人口中的“辫子车”，是搭

着两条集电杆、靠电力行驶的无轨电

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轨电车是

上海人出行必不可少的公共交通工具

，也是外地人认识上海、了解上海的

城市名片。

打开一座城市的方式，并不一定

是在网红景点打卡，对上海而言更是

如此。武康路和迪士尼只代表了上海

的万分之一美，这些已经融入上海

“海派文化”一部分的“辫子车”，

化成了这座摩登大都会的纹理。

与其走马观花般打卡网红景点，

不如搭上这些“辫子车”，去感受鲜

活灵动的摩登上海。

踏上旅途，与春意来一场浪漫约会

最为寒冷的1月即将离开，微末的春意与2月一

同到来，在家休息了一个春节之后，想要旅游的心又

开始蠢蠢欲动。不妨从温暖的家中走出，重新踏上探

索未知的旅途。漫步于鲜花遍布的田野，在白雪茫茫

中浸入温泉，或是自驾环游南国小城，天气那样好，

总该出去看看。

冬末春初的2月，一起出发，前往这6处风景优

美的目的地感受春天的不同形式～

2月｜赏花好去处

云南罗平油菜花海

滇东北不是云南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却以一花一

鸟吸引着自然及摄影爱好者络绎不绝地造访。花为油

菜花，罗平80万亩花海，作为“世界最大的自然天成

花园”也被录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到了花期，

整片原野都淹没在金黄色的海洋中，如梦似幻。花香

如波浪随风飘荡，清雅悠长，其中人欲醉。

县城罗雄镇四围的油菜花海和近邻的九龙瀑布，

是罗平最吸引人的看点。以下景点分散在罗平县城罗

雄镇附近，都能够拍出好照片。

金鸡峰丛是金鸡岭主峰附近的油菜花田间孤峰丛

，平坦的油菜花田中零星点缀着一些孤峰，仿佛大海

中的航船，视野开阔而不单调，适合拍宽幅的照片。

十万大山位于罗平县城向东南去往多依河景区的

路上，地形起伏很大，山形柔和但峰峦分明，在这里

，油菜花仿佛一波波惊涛骇浪。去往十万大山没有直

达的车，不过十万大山要从远处看才有规模，没有必

要非下车近拍，在去多依河的路上，沿途朝窗外远拍

即可。

牛街乡在罗平县城以北约7公里的地方。梯田随

山势走高，小麦、蔬菜与油菜花色块交织，拍出的照

片很有动感。最有趣的是“螺丝田”，圈形盆地是喀

斯特地形发育的漏斗地貌，种上油菜之后，一圈圈弧

形梯田好像是水里的螺蛳，又仿佛大海里的漩涡。

小贴士计划你的罗平行程前，可先于罗平县旅游

局微信公众号（lplv_2013）查询油菜花期的信息，并

要留意当地天气变化。

如果没有自驾又想将花田一网打尽，包车最为自

由省时。尽量选择正规出租车。

所有的油菜花田都可以免费拍摄，但注意不要踩

坏农作物。面对身着美丽衣裳的布依族妇女，也请经

过允许后再拍照。

武汉东湖梅花节

梅花是武汉的市花。每年2月至3月的梅花花期

，这里的“香雪海”成为东湖最受欢迎的地方。疏影

横斜，暗香浮动，静等游人光顾。

除了看花，梅园也建有一些和梅文化有关的雕塑

、建筑、展馆。402、413路有东湖东路梅园站，401

路有鲁磨路梅园站。

如果时间尚且充裕，不妨去磨山落雁景区看看，

傍晚游客散去，和归巢的候鸟同望落日熔金的大湖大

城，别有意境又很容易出好片子。

2月｜冰火两重天

雪色与温泉相辉映

根据方位和特色，黄山风景区被划分为六大景区

，将黄山四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一一揽尽。

温泉景区位于黄山紫石峰下，海拔600米左右，主体

为温泉加瀑布。

“黄山四绝”之一的黄山温泉主要含重碳酸，并

非硫黄类，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颜色也是透明

的。因其冬季飘雪的概率很高，又被称作“飘雪温泉

”。温泉包含30多个各具特色的露天及室内汤池，温

度大多在37℃～43℃。

除了温泉，景区还有慈光阁、人字瀑、百丈泉等

景点可以游览。慈光阁是黄山前山登山入口，始建于

明嘉庆年间，曾是徽、宣两州禅林之首。如今的慈光

阁早已不见了香火，新建的仿古建筑群被开辟成了黄

山风景区博物馆。

黄山拍摄小贴士

日出/日落：使用渐变灰滤镜和三脚架，缩小光

圈；以云为主体的时候，对云彩测光，同时避免太阳

过曝。

云海：使用中灰密度镜和三脚架，缩小光圈，用

慢门制造云海流动的梦幻感。

佛光：背光而立，让自己的身影与太阳、云雾成

为一条直线，形成有“佛”的效果，

2月｜山水有相逢

徒步&骑行一网打尽

广西靖西自由行

靖西地处边陲，南部与越南接壤。夏无酷暑，冬

无严寒，山明水秀的自然环境配合宜人的气候，有山

水“小桂林”之称。

靖西最名声在外的景点是通灵大峡谷的雄奇美景，

对于瀑布、峡谷、地下河和溶洞的集中体验一直可以延

伸至跨国边境的德天瀑布，旧州、鹅泉的人文风物和自

然景观也能满足最挑剔的镜头。

靖西县城新旧明显，两个汽车站所在的西南边是

拥挤的老城区，主街城西路经常在高峰时期水泄不通

，而沿着城中路上行，康庄大道直通时髦的休闲广场

和气派的新楼盘，这里是县城时髦年轻人的集聚地，

而沿途的分叉小路则是你寻找小城生活和发现当地小

吃的好去处。

· 骑行靖西 ·

如果愿意多留些时间，在这里骑行再好不过，旅

游发展较早的靖西早已有了平坦的骑行道，沿途览尽

山水、田园、村庄，任何季节都山清水秀。我们在此

推荐几条可行的线路，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至两

条尝试。注意，标准的骑行道沿途设置了指示牌，基

本不用担心迷路，而其他线路则需注意及时定位和辨

别方向。

>县城-鹅泉-旧州-化峒-县城 全程约37公里，经

典的一日游休闲路线。路况良好，一般骑行者约3小

时可以骑完全程。

>县城-鹅泉-旧州-二郎村瀑布-十九渡桥-爱布-化

峒-大小晚-县城 全程约46公里，是标准的绿道骑行线

路，基本将周围的景点一网打尽，沿途风光无限，中

途的村子也很容易找到补给。

>县城-湖润-德天瀑布-通灵大峡谷-县城 全程约

140公里，需要两天时间，把两个值得看的峡谷连接

起来。第一天游览完德天瀑布后，可以在附近住宿，

或者住到硕龙去，第二天返程途中游览通灵大峡谷，

再回到靖西县城。

还有一些另辟蹊径的走法，路途不长，可以当天返

回县城，可作为除了南边景致之外的补充。

>东线：县城-三联-同德-新民-化峒-县城，全程约

52公里。

>北线：县城-武平-大道-县城，全程约50公里。

2月｜古迹寻踪

自驾游览历史千年海南琼北古迹

向来以自然景观著称的海南事实上也不乏值得一

游的古迹，它们大部分就聚集在琼北地区。这条线路

以海口为中心，辐射到周边县市，适合喜爱历史人文

的旅行者按图索骥。

海口的古迹主要集中在琼山区，你可以从五公祠

开始漫步历史悠久的府城老街巷，拜访“海南双璧”

丘濬与海瑞的故居与墓地，顺便参观镇守一方海岛的

秀英炮台。

第二天向东出城，跨过海文大桥到达文昌的铺前

镇，在中学校园里找找清末留存下来的溪北书院。之

后你可以在镇上包一辆三轮，前往矗立着明代斗柄塔

的七星岭和海南最北端的木兰湾，后者还有一座“亚

洲第一灯塔”。

第三天南下，去定安古城看看海南保存最完整的

县治城垣，在全然没有旅游气息的街道上感受最真实

的沧桑景象。

第四天在澄迈的罗驿古村看看当年苏轼被贬时走

过的官道，再到美榔村一睹南宋时期用火山岩建造的

美榔双塔。

第五天继续前往文化底蕴深厚的儋州，探访有着

1300多年州城史的中和古镇和颇具纪念意义的东坡书

院；洋浦港海湾里的千年古盐田同样不容错过。

2月｜City Walk

漫步南京南京民国公馆区

起点从江苏路广场开始，广场中立着一座小楼，

是当年的第六区公所，也就是管理这一片公馆的区政

府，如今是先锋书店的颐和书馆。区公所后面，就是

两侧皆为槐树的颐和路。首先看到8号阎锡山旧居，

这位“山西王”只住了7天就又搬家了。对面9号李

起化旧居(现为省慈善总会)是由著名建筑师刘既漂设

计的。

走到牯岭路附近，路右一栋两层的小洋楼是18

号邹鲁旧居，国民党常委邹鲁在成为中山大学校长前

住在这里。穿过牯岭路，左边一个充满绿意的院子是

15号原菲律宾公使馆旧址。向前是19号蒋梦麟旧居

， 蒋梦麟曾在南京国民政府任教育部长，院内有一

个书画院，可进入参观。

穿过琅琊路，在颐和路右边一片大院子里，一栋

三层的黄色法式风格楼房是34号顾祝同公馆旧址，顾

祝同做过陆军总司令。对面35号是墨西哥驻中华民国

大使馆旧址。再往前走，路右边38号是汪精卫公馆旧

址，对面的39号是俞济时公馆旧址，正门在天竺路上

，俞济时是蒋介石的老乡兼侍卫长。

颐和路走到尽头是西康路，往右走100 多米，

路左33号的西康宾馆里，可见到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

馆旧址。右拐到琅琊路，再左拐到珞珈路，往前200

米路左边48号是竺可桢旧居。往前过马路来到46号

，这里曾是瑞士公使馆，对面15号是纪念国画家亚明

的亚明纪念馆，但不常开放。

再往前100米便是一个街边小花园，路右边5号

是汤恩伯公馆旧址，民国时河南流传的“水、旱、

蝗、汤”四害中，国民党陆军上将汤恩伯占了一席。

隔壁3号是毛人凤公馆旧址，保密局长戴笠死于坠机

后，毛人凤接替了这个职位。从小花园往前，过路口

向右会绕过一幢空置的白色三层小楼，这里曾是泽存

书库，曾存有汪伪政府要员陈群的40万册藏书。

再绕着江苏路广场走到颐和路东边的宁海路，路

右边2号是马鸿逵公馆旧址，原主人时称“宁夏王”

。往前几步路左边5号是一栋独特的中国式古典建筑

，1945年美国特使马歇尔在此居住，在他的调停下，

国共双方也在这栋房屋里进行过台面上的交锋，这里

也被称为“马歇尔公馆”。11号是蒋锄欧旧居，原主

人曾做过交通警察总局局长。

走到宁海路小广场，往左拐是江苏路，只有左

侧属公馆片区，江苏路3号再往前的公馆都在第十

二片区内，可进入继续欣赏。其中15号是陈布雷

旧居，原主人号称蒋介石“文胆”。23号是薛岳公

馆旧址，原主人薛岳是消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军队指

挥官。29号是熊斌旧居，熊斌时任北平市长。33号

是张笃伦旧居，张笃伦做过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和

湖北省主席。

过年期间的秦淮河灯会是南京最喜庆热闹的日子

。秦淮灯会又称“金陵灯会”，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

老的灯会，有“天下第一灯会”和“秦淮灯彩甲天下

”的美誉，每每开办，游人纷至沓来，秦淮河两岸璀

璨缤纷，灯影摇曳下人声鼎沸，实为金陵好风景。

灯会上当然少不了各种有趣的仪式活动，如

“吃元宵”“正月十五提灯”“正月十六爬城头

”“家家走桥，人人看灯”“上灯元宵落灯面”

等，欢乐的人群和热闹的气氛令人印象深刻，回

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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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河南同鄉會與德州美南河南同鄉會與德州&& 休士頓和統會聯合舉辦新春晚會休士頓和統會聯合舉辦新春晚會

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楊寶華在會上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楊寶華在會上
致歡迎詞致歡迎詞。。

圖為圖為（（右起右起））由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由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
、、朱勤勤伉儷朱勤勤伉儷、、楊寶華會長楊寶華會長、、以及以及 「「 和和
統會統會」」 代表浦浩德代表浦浩德（（左一左一））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德州和平統一促進會劉志恆會長發言德州和平統一促進會劉志恆會長發言。。

中國駐美大使館沈建平參贊中國駐美大使館沈建平參贊（（中中））主主
持持 「「德州和平統一促進會德州和平統一促進會」」 新舊會長新舊會長
交接交接。。由會長江震遠由會長江震遠（（右右））將印信交將印信交
給新任會長劉志恆給新任會長劉志恆（（左左 ）。）。

（（左起左起 ））楊寶華會長楊寶華會長、、譚秋晴市議員將大譚秋晴市議員將大
獎送給全場最高齡的長者獎送給全場最高齡的長者-- 台下的百歲老太台下的百歲老太
太太。。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代表由永久榮譽會長豐建偉醫師代表由永久榮譽會長豐建偉醫師
（（前排左一前排左一））率領率領，，包桌贊助包桌贊助。。

由河南老鄉釋延禪率領的由河南老鄉釋延禪率領的 「「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 的舞獅的舞獅
表演表演，，博得全場熱烈掌聲博得全場熱烈掌聲。。

美南河南同鄉會理事會成員美南河南同鄉會理事會成員，，由會長楊寶華由會長楊寶華（（中中））率領登台率領登台，，向全場向全場450450位來賓致意位來賓致意。。

楊寶華會長楊寶華會長（（中中 ））代表同鄉會向沈建平參贊代表同鄉會向沈建平參贊
（（右右 ））贈送畫家江宜橋贈送畫家江宜橋（（左左））的牡丹畫的牡丹畫。。

楊寶華會長楊寶華會長（（右三右三））及及 （（右起右起））羅玲羅玲，，譚譚
秋晴秋晴、、張晶晶向浦浩德張晶晶向浦浩德（（左三左三）、）、劉志恆劉志恆
（（左二左二））頒發賀狀頒發賀狀。。

美南河南同鄉會榮譽會長楊德清美南河南同鄉會榮譽會長楊德清（（左一左一）、）、
會長楊寶華會長楊寶華（（左三左三））與貴賓市議員譚秋晴與貴賓市議員譚秋晴
（（中中 ））羅玲羅玲（（右二右二））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出席春節年會的來賓出席春節年會的來賓（（左起左起 ））陳適中陳適中、、譚秋譚秋
晴夫婦晴夫婦、、 「「東北同鄉會東北同鄉會」」 會長許涓涓會長許涓涓、、羅玲羅玲
、、劉姸劉姸、、MaryMary 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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