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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 Street Week Ahead: Stock investors
cast wary eye on yield rally

FILE PHOTO: The
U.S. flag covers the
front facade of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
November 9, 2020.
REUTERS/Brendan
McDermid

NEW YORK (Reuters) - As Treasury
yields rally to multi-month highs,
some investors are gauging how a
more sustained rise could impact
equity markets.

edging higher. That could potentially
weaken the case for holding shares that
have become expensive during the S&P
500’s 58% rally from its lows of the year.

forecast Treasury yields will hit 1.3% by
the end of next year and 1.7% by 2022.
They also raised their forecast for the
S&P to 4,100 by the middle of next year,
a roughly 16% gain from recent levels.

Expectations that a vaccin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could fuel a broad
economic revival, however, have also
spurred bets that yields could continue

The S&P 500 gained an average of
0.53% a month with yields above 3%,
he said.
How quickly yields rise also matters,
said Stephanie Link, chief investment
strategist at Hightower Advisors.

Yields on the 10-year Treasury,
which move inversely to bond
prices, rose to a seven-month high
of 0.97% in the past week on hopes
that breakthroughs
in the search for
a
COVID-19 vaccine would eventually translate to a boost in economic
growth.
That’s still low, by historical standards: yields are a full point below
their levels at the start of January
and below their 5-year average of
2.05%, according to Refinitiv data.
The Federal Reserve has pledged to
keep interest rates near historic lows
for years to come in its bid to support
growth, and past rallies in yields have
faded in recent years.

CFRA.

A gradual increase as the economy
improves allows companies time to roll
over or refinance debt, while a sharp
jump higher is more likely to shock the
market, she said.

“If growth turns out better than anybody
thought, the bad news is that the Fed
might not have as much control over the
extended curve,” said Ralph Segall,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at firm Segall, Bryant
& Hamill. “That would probably cause
stocks to pause.”
Analysts at Goldman Sachs this week

For now, analysts believe yields have
some way to go before they become an
obstacle to further stock gains.
The benchmark S&P 500 has climbed
by an average of 1.37% a month during
rising rate environments when the yield
10-year Treasury remained at 3% or
below, according to Sam Stovall, chief
investment strategist at research firm

cans filing new claims for unemployment
benefits fell to a seven-month low last
week, while consumer prices remained
unchanged.
At the same time, Treasury yields are
far from eclipsing the average 2.07%
dividend yield of S&P 500 stocks.
Should yields grind higher, “a lot of
investors would still see dividend payers
as attractive because their yields are
so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fered by
bonds while also offering capital gains,
said Bill McMahon,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for active strategies at Charles
Schwab Investment Management.

Technology stocks, which have led the
market higher this year, could be the first Plenty of investors believe rates are
sector to feel the weight of higher rates, unlikely to rise much further.
said Segall.
An upward trend in rates will not likely
Rates moving above 1.5% “would sug- be sustained until there are signs that
gest that growth was better than anybody the pandemic is being contained, either
thought” and pull investors into more
through falling infection rates or the
cyclical areas of the market while poten- widespread availability of vaccines, said
tially dimming the allure of tech-related Margie Patel, senior portfolio manager at
names, he sa
Wells Fargo Asset Management.
Investors next week will have their eyes
on earnings reports and forecasts from
Until case counts fall, 10-year Treasuries
U.S. retailers to gauge how consumer de- are likely to remain in a trading range
mand is faring in the worst public health below 1.1%, she said.
crisis in decades. The number of Am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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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came A Diplomat To Serve
Guinea And Texas
The International Focus magazine sent
their team to interview me last week.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ince I was
appointed the new Honorary Consul of
Republic of Guinea in Houston. The
magazine’s editor, Heidi Powell Prera,
wanted to know my story for her article.
That brought me back to my early days

in America.
Everybody came to this country and all
of us had a dream. I told Heidi that
America i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where you can start a media and
banking business as an ordinary citizen.
I am so lucky that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we have built a national media
company and also a
commercial bank.
When I became a publisher
and a banker, I really had
reached my goals in many
ways. Fortunately, last year
when I hosted Guinea’s
President Conde at my home,
he said that he wanted to
appoint me as the Honorary
Consul For Guinea In Houston.
I really appreciated his offer. At
first, I thought he was only
joking. After many months, I
received a message from
Guinea’s Ambassador
Yansane in Washington and
he told me the State
Department had already
agreed to my appointment.

college! After my studies, I never thought
about becoming a diplomat.
My goal now is to do my best to promo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as and
Africa.
With the help of my colleagu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Honorable Gezahgen Kebede, Honorary
Consul of Ethiopia, ITC will start our

project as soon as possible.
Guinea is a country in West Africa.
Guinea’s mineral wealth makes it
potentially one of Africa’s richest
countries.
Our goal will be to promote education,
tourism and agriculture to Guinea.

Մ↛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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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w! Suddenly I had become
a diplomat! That was my
dream come true! And I had
been a Diplomacy major in

BUSINESS

Stay Home!										Wear Mask!

China’s leaders see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as a more predictable, but not necessarily less formidable, U.S. leader.
Why it matters: Relations aren’t likely to
be chummy, but Beijing is hoping diplomacy between the two superpowers can be
restored.
• Leaders in Beijing know Biden may be
easier to deal with in some respects and
more difficult in others.
•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n’t likely to
confront China quite as directly as Trump
has, but it is also more likely to bring allies, making U.S. moves harder for China to
counter in the long run.
Background: Judging by the relative restraint China’s leaders have shown ami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full-court press
against the country in recent months, Beijing seems hopeful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can improve under Biden.
•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me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boldest moves,
such as the closure of the Houston consulate, with equal tit-for-tat responses.
• But leaders in Beijing in other cases haven’t responded in kind, seemingly hoping to
prevent irreparable damage to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should a new president take
over in 2021.
What to watch for: China still hasn’t acknowledged Biden’s win — though tha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ey are unhappy
with it.
• “Beijing recognizes Trump will be president for two more months. Beijing has incentive to try to avoid being in Trump’s political crosshairs,” Ryan Hass, who worked
on China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nder Obama, tweeted.
• “Beijing likely sees more risk than gain in
getting ahead of Trump in acknowledging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 wrote Hass.

Biden’s China Plan: Bring Allies

(Photo illustration: Aïda Amer/Axios.

What Does China Think About Biden?

Photo: 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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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gue.”
Joe Biden is
• This summer, Trump
planning
to
shuttered
China’s
confront China
consulate in Houston,
across the globe,
threatened to ban Tikembracing some
Tok, worked to delist
of
President
Chinese companies
Trump’s goals
from U.S. exchanges
but rejecting his
and sanctioned Hong
methods.
Kong leader Carrie
The big picLam.
ture: By sta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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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ed Trump’s trade
China, Trump
pact “hollow,” but he
has fundamenhasn’t said whether
tally altered the
he’ll cancel the tarU.S.China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welcome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Washington, iffs that are cur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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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orced both
billion of Chines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Republicans and
goods.
Democrats to acThe bottom line: If electcept a more confrontational approach spiritual leader as president.
ed, Biden’s immediate decisions on tariffs
towards Beijing.
— and potentially Taiwan — will set the
• Biden has mostly accepted the new
tone for hi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onsensus, but insists that he’ll be
• But he’ll make sure to always consult
more effective in challenging China
allies and avoid the kind of one-on-one
by coordinating with allies, instead of
showdowns that Trump relished.
going it alone.
• And he won’t score the relationship just
• “People in Beijing may be nervous (Sarah Grillo/Axios. Photo/Drew Anger- by looking at trade deficits.
about Joe Biden because they rec- er/Getty Images)
Trump Leaves Biden Tough Choices
ognize that he is going to work with Go deeper: If Trump sees China mainly
allies,” said Jeffrey Prescott, a Biden through a trade and coronavirus lens, Biden
views the relationship as multifaceted conadviser.
What to watch: Biden has called test that will determine the international orPresident Xi Jinping a “thug” and his der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campaign has accused China of “geno- • “There’s a technology competition, a milicide” of Uighurs in Xinjiang, a term tary competition, an economic competition,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not a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a diplomatic
For His Own China playbook
competition,” said Ely Rattner, a Biden Chi-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isn’t likely
deployed.
• Michèle Flournoy, a good bet to head na adviser. “It’s a big task.”
to pursue a full reset with China, but he
Biden’s Pentagon, suggested in June The back story: For the first three years quickly must decide which of the Trump
that the U.S. should have the capabil- of his presidency, Trump blamed China administration’s many policies to keep
ity to “to sink all of China’s military for many of America’s woes, from hol- and which to scrap.
vessels, submarines, and merchant lowed-out industrial cities to strung-out ru- Why it matters: In a world struggling
ship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in 72 ral towns. He unilaterally imposed a series against the common threats of climate
of tariffs, which at one point included levies change,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an onhours.”
• Biden has also hit Trump for being on more than $500 billion in Chinese goods. going pandemic, the U.S. must find a
“the first American president in three • This January, he signed a “phase one” way to both challenge and cooperate
decades who has not met or spoken trade deal, declared victory and prepared to with a rising authoritarian superpower.
with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campaign on a roaring economy.
The Trump White House has pursued
and has pledged to meet with Tibet’s • Then the coronavirus hit, and after initial- a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 to
ly praising Xi’s response, Trump began to

countering China’s growing power, leaving Biden to preside over agencies that
have implemented a dizzying number of
China-related initiatives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isn’t likely to pursue a full reset with China, but he
quickly must decide which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many policies to keep
and which to scrap. Here are some of the
outstanding issues Trump will be leaving
to Biden: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s office
has administered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tariffs on Chinese imports.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has expanded
the federal entities blacklist to include
Chinese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offices accused of complicity i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he State Department
closed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Houston,
placed restrictions on Chinese journalists and media outlets in the U.S., and
implemented visa restrictions for some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China Initiative led a
huge increase in investigations into cases
of economic espionage and research theft.
They’ve also pursued investigations into
science researchers for undisclosed links
to China and prosecuted U.S. and foreign
nationals for serving as unregistered foreign agents of China.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launched a major investigation
into foreign funding at U.S. universities.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placed greater emphasis on investigating
supply chains for links to forced labor in
China, and on stopping tainted shipments
at the border.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imposed sanctions o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entitie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deemed complicit i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hough these policies are largely based on
concerns that analysts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agree to be legitimate, critics accus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f harsh, clumsy
implementation with little concern for collateral damage or disrupted lives.
What’s next: As Biden decides what to
do with each of these policies, he will face
major challenge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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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Katharina Franz (R) and paramedic Andreas Hankel (L) of rescue helicopter “Christoph Giessen” revive a patient during preparations of his transport in a special isolation chamber “IsoArk” for highly infectious COVID-19
patients from a clinic in Hanau, Germany, April 16, 2020. REUTERS/Kai
Pfaffenbach

Supporters of President Trump participate in a “Stop the Steal” protest in Washington, November 14. REUTERS/
Leah Millis

Woman receiving supplemental oxygen reacts as rescuers evacuate her from a submerged
village, as her supply was running low, following Typhoon Vamco, in Marikina,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REUTERS/Eloisa Lopez

A patient suff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is treated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of the Maggiore
di Lodi hospital, in Lodi, Italy, November 13, 2020. REUTERS/Flavio Lo Scalzo

Members of the far-right Proud Boys rally in support of President Trump in Washington, November 14. REUTERS/Hannah McKay

Supporters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 participate in a “Stop the Steal” protest in Washington, November 14. REUTERS/Hannah McKay

Medical personnel prepare in the emergency room of the Maggiore di Lodi hospital as a second wave of
the coronavirus hits the country, in Lodi, Italy, November 13, 2020. REUTERS/Flavio Lo Scalzo

A doctor at Strasbourg’s university hospital is seen putting protective clothes on
while attending training for new staff to reinforce ICU regular crews who face a
second wave of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in Strasbourg,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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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s Platform Calls For
Big Changes To Social Security –
What’s On The Table?

COMMUNITY
be payable. Those estimates did not tak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to account.
Recent estimates from the Bipartisan
Policy Center indicate that, in a worstcase scenario, the disability fund could
run out as soon as 2023 or 2024. The old
age fund that pays retirement benefits
could be depleted anywhere from six to
eight years after that, Akabas said.
Such developments would force the
question as to how Congress wants to
address the issue, he said.
“With each passing year, it’s becoming
harder and harder to maintain the
core self-financing structure of the
program.”
- Shai Akabas
DIRECTOR OF ECONOMIC POLICY AT
THE BIPARTISAN POLICY CENTER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delivers remarks in Wilmington, Delaware, on Nov.
9, 2020.
KEY POINT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s campaign plans for Social Security include expanded
benefits and more payroll taxes that fund the program for high earners.
The platform comes at a time when Social Security faces questions as
to how restore its solvency amid a national pandemic and provide targeted
benefit increases for those who need the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ran on a platform
that included proposals to shore up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while extending the program’s solvency. How hi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ext Congress take shape will help
determine just how many of those changes
he may be able to put through.
To experts and advocates for the program,
the timing could not be more crucial.
“We’re long overdue for this conversation, and it’s causing great uncertainty for
people who are either on the program now
or going to be on the program soon,” said
Shai Akabas, director of economic policy
at the Bipartisan Policy Center.
“That’s not how we should be runn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afety net programs
in the country,” he said.
For Biden, now comes the hard part of
pushing for bipartisan reform.

Big Reform Efforts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not helping
Social Security’s trust funds, which
were already hurting before the recession. Having fewer workers in the economy contributing the payroll taxes that
fund the system has helped to further
deplete the reserves. Th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rojected in April
its funds could be depleted in 2035, at
which point only 79% of benefits would

Washington lawmakers have already
started to put forward proposals. Biden’s
Social Security platform includes key
benefit increases. Eligible workers would
get a guaranteed minimum benefit equal
to at least 125% of the federal poverty
level. People who have received benefits for at least 20 years would get a 5%
bump. Widows and widowers could receive about 20% more per month. Biden
also proposes changing the measurement
for annual cost-of-living increases to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the Elderly, or
CPI-E, which could more closely track
the expenses retirees face.
To pay for the changes and extend the
program’s solvency, Biden would apply
Social Security payroll taxes to those
making $400,000 and up. In 2020, only
wages up to $137,700 are subject to
those levies. Other Democrats have proposals that similarly expand benefits and
raise taxes without implementing cuts.

Rep. John Larson, D-Conn., speaks

during an event to introduce legislation called the Social Security 2100
Act. which would increase increase
benefits and strengthen the fund, on
Capitol Hill Jan. 30, 2019. (Photo/
Mark Wilson | Getty Images News |
Getty Images)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p.
John Larson, D-Conn., has a bill called
the Social Security 2100 Act, which has
208 co-sponsors. On the Senate side, a
bill called the Social Security Expansion
Act was co-led by Vice president-elect
Sen. Kamala Harris, D-Calif.
“There’s a fair amount of unanimity
within the party,” said Nancy Altman,
president of Social Security Works, a
group that advocates for the expansion
of benefits.
“The arguments are kind of on the margin about how much to expand and
what’s the best way to fund the program
… although even there there’s a lot of
overlap,” she said.
Sen. Mitt Romney, R-Utah, said in recent interviews that he sees an opening
for Congress to address Social Security
and other safety net spending. Notably,
the Republican senator has proposed a
bill called the TRUST Act to form bipartisan committees that could come up
with solutions to fast track changes to fix
the funds for 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and the nation’s highways. Social Security advocates fear that approach would
lead to benefit cuts. Akabas said a broader discussion needs to happen, regardless
of the format.
“With each passing year, it’s becoming
harder and harder to maintain the core
self-financing structure of the program,”
Akabas said.
Some politicians have advocated for
more targeted changes to be included
with upcoming legislation. Biden’s coronavirus stimulus plans call for increasing Social Security checks by $200 per
month during the pandemic, an idea that
has also been proposed by other politicians. Two House Democrats have separately proposed putting an emergency
cost-of-living adjustment in place, which
would bring next year’s benefit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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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to 3% from 1.3%. Others are hoping
lawmakers address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at
could result in lower retirement benefit
calculations for people who turn 60 this
year.
“There’s a chance they could fix that in a
standalone piece of legislation,” Akabas
said.

Leadership changes

New York businessman Andrew
Saul testifies beforeth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on Oct. 2, 2018.
(Photo/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There’s a chance they could fix that in a
standalone piece of legislation,” Akabas
said.
But the stimulus-related benefit increases could be tougher to pass.
“It’s very difficult to open up the Social
Security Pandora’s box without getting
into the broader solvency issues that the
program has,” Akabas said.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the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transition will also
trigger changes at the top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which administers benefit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er Andrew Saul’s
six-year term expires in 2025. He was
appointed to the role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ul could decide he wants
to resign, or Biden could ask him to, Altman said. Alternatively, he could finish
his term.
There are also other political appointees
to the agency. When Trump took office,
he asked those employees to turn in
their resignations. It remains to be seen
if Biden will do the same, Altman said.
(Courtesy www.cn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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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富﹂郭广昌的酒局

郭 广 昌 对
酒，似乎情有
独钟。
从 浙 江 东
阳农村的“穷
二代”，到复
旦大学的高材
生；从大学毕
业当老师，到
改革春风中下
海成为上海滩
首富；从经营
一家咨询公司
，到构建起庞
大 的 复 星 系
…… 这 一 路 风
雨之后，郭广昌对自己的评价却很
简单：一个哲学系毕业的企业家。
成为资本圈的风云人物后，郭
广昌身上的标签也多了，比如“中
国巴菲特”“聪明的投机者”，这
些标签的背后，是越滚越大的财富
雪球；还如“资深太极追随者”，
这背后，又是他在寻找商业世界之
外的某种安静与平衡。
从近几年的动作来看，郭广昌
也是个“爱酒”之人，甚至有些
“贪杯”。
不久前，复星系完成了对金徽
酒的要约收购，进一步加码控制权
，“饮下”了这家位于甘肃的白酒
企业。
在此之前，复星系已经是青岛
啤酒的二股东。
有人如是评价郭广昌：“他像
一只善于隐匿的猛狮，不动声色地
潜伏，一旦见其爆发，瞬间已经猎
物得手。”
在投资上，郭广昌喜欢青岛啤
酒和金徽酒。不过，在生意场上的
觥筹交错中，茅台才是他的真爱。
郭广昌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是
在复旦大学。
1967 年 ， 郭 广 昌 生 于 东 阳 横 店
。那时候，这个山比田多的穷地方
，跟影视城尚未发生任何关系。郭
家也很贫苦，父亲是石匠，母亲是
菜农。上学住校时，他每周的伙食
是一袋白米加一罐梅干菜，能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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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很知足了。
他 14 岁 时 ， 父 亲 在 采 石 场 发 生
意外，右手被炸伤。初中毕业那年
，郭广昌面临着人生第一个重要选
择：家人希望他考中专，读一个师
范学校，可以早点赚钱帮衬家里，
但他自己想读高中，考一个好大学
。
考虑到家境情况，他还是报了
一个中等师范院校。不过，最终，
他遵从了自己的意愿，去东阳中学
读高中。作为家中老小，也是唯一
的男孩，郭广昌非常“受宠”，他
的两个姐姐很早就离开了校园，在
家里编草鞋，维持生计，供弟弟读
书。
1985 年 ， 郭 广 昌 考 上 了 复 旦 大 学
，选的专业是哲学。那是改革开放初
期，思潮涌动，郭广昌的理想是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丝毫没有想过成为
一个商人，因为当时，他觉得“商业
是很低层次的”。
在去复旦大学求学之前，郭广昌
从未坐过火车。多年以后，他回忆道
，从东阳到上海的感觉，不亚于当时
中国人初到美国。更让他惊讶的是，
学长们迎接新生的欢迎词，竟然是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或者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时期，
或者是因为哲学对他的启发，抑或
是二者交织形成的力量，让郭广昌
有了新的思考，人生也在悄然发生
着转折。
郭广昌与酒的缘分，也始于这段时
期。
大二暑假，郭广昌骑着一辆旧
单车，只身从上海一路北上到了北
京，最后还去了长城。在北京，他
卖掉了自行车，换来一点旅游费用
。到了青岛时，他馋上了青岛啤酒
。可是，一个穷学生，在买完回上
海的船票后，囊中已羞涩。
盘缠不够，吃饭与喝酒之间，
只能二选一。郭广昌一狠心，拿出
了两顿饭钱，才喝到了青岛啤酒。
当时，青岛啤酒还是凭票供应
，可谓大牌奢侈品。“奢侈”了一
把后，他就想，要是每天都能喝到
青岛啤酒，那该有多爽。

2020年11月15日

恐怕他自己也不会想到，整整
30 年 后 ， 复 星 系 会 成 为 青 岛 啤 酒 的
二股东。
毕业后，郭广昌留校在团委工
作，并且准备出国留学。期间，他
结识了同在校团委工作的梁信军，
他们经常带着学生参加暑期实践，
去企业调研。
1992 年 ， 小 平 南 巡 后 ， 改 革 开
放迎来了高潮。郭广昌重新开始考
虑，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年底，拿
着 为 出 国 留 学 准 备 的 3.8 万 元 ， 郭 广
昌和梁信军一起辞职下海了。
广信科技咨询公司就此诞生。
一 间 不 足 15 平 方 米 的 小 平 房 里 ， 最
显 眼 的 家 当 是 一 台 586 计 算 机 。 而 公
司 的 “ 公 车 ” ， 就 是 一 辆 28 式 大 横
梁自行车。
第一笔生意来自台湾元祖食品
。 1993 年 ， 元 祖 食 品 刚 进 入 上 海 市
场，想寻求进一步发展，广信为其
做 市 场 调 研 ， 赚 来 了 第 一 桶 金 ——
30 万 元 。 后 来 ， 广 信 又 为 太 阳 神 、
乐凯胶卷等公司做市场调查报告，
到 年 底 ， 公 司 的 账 上 已 经 有 了 100 万
元。
很快，郭广昌又转战房地产销
售和生物医药领域，公司也改名为
复星，被外界解读为“复旦之星”
，因为复星初创时期的“五剑客”
都毕业于复旦大学。
他们各显神通，又赚到了他们
的 第 一 个 1000 万 ， 第 一 个 1 亿 …… 一
个商业帝国，正式起航了。
在复星“创业五人组”中，郭
广昌是哲学系毕业的，谈剑毕业于
计算机科学系，而其余三人梁信军
、汪群斌、范伟都毕业于遗传工程
系。其中，汪群斌与范伟是室友，
梁信军和他们又是同班同学。这也
奠定了复星很早就将医药领域作为
主攻方向。
在 范 伟 和 汪 群 斌 的 带 领 下 ， 1995
年 ， PCR 乙 型 肝 炎 诊 断 试 剂 研 制 成
功并上市，郭广昌坐着绿皮车到处
推销，将销售网络铺到全国。于是
，第一个 1 亿元就这么进来了。
这大概就是复星医药最早的模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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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乙 型 肝 炎 诊 断 试 剂 在 市 场 上
大红大紫，郭广昌为此专门成立了
复星高科技公司，这也是上海第一
家民营高科技企业。
1998 年 ， 资 本 市 场 向 郭 广 昌 敞
开了大门，此公司以复星实业（即
现在的复星医药）之名登陆 A 股，
募 集 资 金 达 3.5 亿 元 。
从那时起，复星就开始以参股
或控股的方式，投资其他企业，进
入各个行业。
复星系收购“老八股”之一的
豫园商城（即现在的豫园股份），
被看作是其通过资本链条进行产业
扩张的一个典型。
2001 年 年 底 ， 郭 广 昌 通 过 复 星
投资与豫园商城第一大股东签署了
控股权转让、托管协议，复星投资
成为豫园商城新的第一大股东，持
有 豫 园 商 城 13.25% 的 股 份 ， 转 让 总
金 额 为 2.34 亿 元 。 这 一 次 收 购 ， 不
止让复星系涉足零售业，因为彼时
豫园商城已经涉足生物医药领域。
中国股市第一个要约收购案，
也发生在郭广昌身上。
2003 年 ， 郭 广 昌 的 复 星 系 收 购
南钢股份，成为中国股市第一个要
约收购案。中国股市自开市以来，
并购重组时有发生，但站出来发布
要约收购的，郭广昌却是第一个。
也因此，郭广昌成了当年蹿红最快
的富豪。
这只是个开始。越来越多的上
市公司的公告中，出现了复星系的
身影。
通过资本的运作，复星的版图
快速扩张，在医药、地产、钢铁、
零售、证券、保险、矿产、黄金珠
宝、餐饮、信息、物流等诸多领域
，均有布局。
2007 年 ， 集 复 星 系 众 多 产 业 于
一身的复星国际在港股上市，郭广
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上海首富。福
布 斯 2007 年 富 豪 榜 显 示 ， 郭 广 昌 的
身 家 达 362.3 亿 元 。 同 年 ， 他 还 入 选
了年度十大财经风云人物。
在复星多元化的进程中，郭广
昌是整个企业的灵魂，掌控全局；
梁信军是副董事长兼副总裁，成为
复星投资和信息产业的领军人物；
汪群斌是复星实业总经理，专攻生
物医药；范伟主抓房地产业务；谈
剑负责体育及文化产业。
庞大而繁复的业务，外界很难
看明白，郭广昌用富有人情味的词
汇将这些业务分成了三大板块：健
康、快乐、富足。
复星帝国越来越壮大，可郭广
昌还“惦记”着青岛啤酒的味道。
2017 年 12 月 ， 复 星 系 从 朝 日 集
团 手 里 拿 下 青 岛 啤 酒 H 股 17.99% 的
股 份 ， 总 作 价 约 66.17 亿 港 元 。 这 意
味着，复星成为了青岛啤酒的第二
大股东。这大概就是“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复星与酒的缘分，始于青岛
啤酒，但绝不会止于青岛啤酒。中
国人的餐桌上，一定离不开一壶好
酒。”郭广昌说这句话时，已是
2019 年 10 月 ， 正 是 复 星 系 入 主 金 徽
酒的前夕。
从复星系的各种动作来看，郭
广昌早就在垂涎白酒了。
在“饮下”青岛啤酒之前，复
星的快乐板块就在寻找进入白酒行
业的机会。其与顺鑫农业（牛栏山
母公司）、金种子等白酒企业都曾
传出过“绯闻”，但不知何故，最
终均不了了之。
直到今年，终于将金徽酒“下
肚”。5 月，郭广昌通过豫园股份以
18.39 亿 元 入 主 金 徽 酒 ， 近 期 ， 又 通
过 海 南 豫 珠 ， 以 7.15 亿 元 对 金 徽 酒
8% 的 股 份 完 成 了 要 约 收 购 。 此 次 加
码后，豫园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海
南豫珠对金徽酒的持股比例上升到
了 38% 。
白酒行业在复星眼里是“优质
赛道”。不过，金徽酒处于上市白
酒企业的尾部，且主要市场在甘肃
，主力产品偏中低端，在行业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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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增长的当下，金徽酒的生存现状
看起来也不是很乐观。
2020 年 前 三 季 度 ， 金 徽 酒 虽 有
10.45 亿 元 的 营 收 和 1.59 亿 元 的 净 利
润，但二者都是负增长。
这或许也符合复星系“低点介
入，耐心经营”的投资法则。
在国内迅速投资扩张的同时，
财大气粗的复星系，在国际上的布
局也是风生水起。
比如，复星系先后收购了法国
老牌度假村运营商地中海俱乐部
（ Club Med ） 、 美 国 第 一 大 通 曼 哈
顿广场、英国百年足球俱乐部狼队
、葡萄牙最大保险集团（核心资产
为 Fidelidade ） 、 德 国 私 人 银 行 H&A
等等。
早 在 2014 年 ， 投 资 圈 就 流 传 着
一 句 玩 笑 话 —— 人 类 已 经 阻 止 不 了
复 星 的 海 外 并 购 了 。 截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 复 星 国 际 的 总 资 产 已 达
7449.86 亿 元 。
海外“买买买”的时候，郭广
昌有一件坚持做的事情。在《遇见
大咖》节目中，郭广昌透露，每当
他投资了外国企业后，都会带着茅
台去跟老外喝。
主持人问：你不尊重一下他们
的文化吗？
郭广昌语气果断地答道：当然
尊重，他也喜欢（喝茅台）。“你
想，他能接受一个中国来的投资者
，难道他不能接受喝一杯中国的茅
台酒吗？这不是不尊重，而是相互
的一种体验。”
这时候，酒不仅是郭广昌的生
意，还是打通中外管理文化的良药
。
复星到处投资，似乎也有大致
的 逻 辑 可 循 —— 极 力 推 动 投 资 金 融
保险与产业运营的融合。
至于其中的原因，从一组数据
大概可窥一二。
2019 年 ， 复 星 国 际 营 业 收 入 为
1429.82 亿 元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之
利 润 为 148.01 亿 元 。
分板块来看，“快乐”“健康
” 两 大 板 块 ， 虽 然 占 了 营 收 的 70%
， 但 是 仅 贡 献 了 30% 的 利 润 ， 而 包
括保险、金融、投资在内的“富足
” 板 块 ， 虽 然 营 收 占 比 仅 30% ， 但
足 足 创 造 了 70% 的 利 润 。
这其中，大概也可以看出复星
的另一面。
郭广昌有三个“偶像”，分别
是 “ 股 神 ” 巴 菲 特 ， GE 的 传 奇 人 物
杰克· 韦尔奇，还有李嘉诚。曾经，
郭广昌希望向他们靠近，将复星打
造成多元化投资公司，像和记黄埔
、 GE 一 样 。
作为巴菲特的信徒，郭广昌自
然也希望把复星做成中国的伯克希
尔· 哈撒韦。
当巴菲特喝着可乐，讲述着自
己的投资智慧，说出“在别人贪婪
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的金
句时，郭广昌喝着茅台，到处投资
收购。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投资心
得：越是血流成河的地方，越要有
兴奋感。
复星系的每一次转向和狩猎，似
乎都能把握到大势，踩准鼓点。在一
杯杯茅台酒的觥筹交错中，复星也成
了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的典型。
期间，郭广昌与复星也经历了
一些风波。
清贫、聪慧、勤奋、冒险、置之
死地而后生、放弃、希望、重生、
突围、化险为夷、新挑战……这是郭
广昌对自己人生总结的关键词。他
说，有几个人能把生活过得这么百
转千回，同时又这么小桥流水。
如今，郭广昌给复星帝国的定
位不再是多元化的投资企业，他一
再强调，复星是创新驱动的家庭消
费产业集团。
他说，掌舵复星帝国，大多时
候都比较小心，或者有强烈的不安
全 感 。 “ 还 是 那 句 话 —— 如 履 薄 冰
，如临深渊，战战兢兢，兢兢业业
。”

台灣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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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一展《孤味》神複製龍劭華 「漂丿魂」

本尊滿意讚: 「跟我年輕有像！」

入圍本屆金馬獎六項大獎
，由資深剪接大師廖慶松與
徐若瑄合力監製，新銳導演
許承傑執導，集結「全民阿
嬤」陳淑芳、謝盈萱、徐若
瑄、孫可芳、丁寧等金獎陣
容的電影《孤味》於上週五
（ 11/6 ） 在 台 上 映 ， 今 日 公 布
最新「伯昌篇」花絮，飾演
片中「缺席的父親」的楊一
展，正是監製徐若瑄一通電
話就敲定演出！而看完電影
網友也對這次選角給予肯定
，並讚賞楊一展傳神地複製
了龍劭華「漂丿男子漢」的
瀟灑形象，就連本尊都滿意
說道：「沒想到一展演得跟
我年輕時還真像！」此外，
電影的超強口碑陸續在全台
刮起「孤味旋風」，不僅官
方粉絲團人數攀升，網路上
還開始出現許多逗趣的孤味
二創海報，引來網友瘋傳！
不僅如此，許多演藝圈名人
們看完電影後也都大方給予
好評，陳庭妮表示自己在戲
院「哭到耳鳴」，許光漢則
是感動直呼：「看完心裡非
常多的感觸！」
《孤味》今日公布最新
「伯昌篇」花絮，由金鐘視帝
龍劭華及楊一展共同飾演片中
「缺席的父親」一角，兩人一
致的高挑身材與瀟灑外型，讓
看完電影的網友都驚嘆：「神
選角」！然而，最初曾因龍劭
華瀟灑不羈的形象太令人印象

深刻，讓楊一展直呼壓力好大
：「要演出龍哥那種渾然天成
的風流倜儻模樣，真的好難喔
！」最後在他努力揣摩下，成
功複製出龍劭華「漂丿男子漢
」的瀟灑模樣，讓本尊看完後
都驚嘆：「沒想到一展跟我年
輕時還蠻像的，很高興是他來
演我！」此外，楊一展這次在
《孤味》中幾乎全程閩南語發
音，讓台語不輪轉的他數度崩
潰，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

場戲的某一句台詞他整整背了
五天：「真的不蓋你，那幾天
我一睜眼，從吃早餐時就開始
背，一直到拍攝當天都還是
NG，真的好難！」幸好苦練後
最終獲得導演許承傑大讚：
「一展的學習力很強，整部片
最後是他的台南腔台語講得最
道地！」
《孤味》自上映後口碑好
評持續延燒，不僅官方粉絲團
人數持續攀升，就連國防部與

許多企業小編，也紛紛在官方
臉書二創孤味海報，引發網友
熱烈分享。除了社群上引發熱
潮，演藝圈名人們也掀起一陣
「孤味旋風」，眾星們紛紛力
推，林心如看完電影感性表示
：「每個人都需要找到一個可
以救贖自己的地方！」許瑋甯
也誠摯推薦：「有非常多的觸
動內心的故事！」陳庭妮更是
激動大讚：「在戲院裡哭到耳
鳴！很舒壓、洗滌心靈的一部

電影。」就連許光漢都感動直
呼：「看完心裡非常多的感觸
！」不僅男女神們力推，許多
演藝圈名人如導演李中、李芸
嬋、傅天余；音樂製作人陳子
鴻；瀚草影視總經理湯昇榮；
作家劉軒、謝金魚；演員張書
偉、黃鐙輝、黃河、唐振剛、
黃尚禾、林意箴、林辰唏、唐
治平、楊孟霖、晏柔中、林涵
、樓心潼、方大緯、石康均；
歌手閻奕格等人都現身戲院支
持並大力推薦，讓主創團隊們
備受鼓勵！
林秀英（陳淑芳 飾）是
台南赫赫有名的餐廳老闆，
在丈夫（龍劭華 飾）無聲無
息地離家後，便靠著賣蝦捲
，獨自撫養三個女兒長大成
人，不僅把蝦捲從路邊攤賣
到開餐廳，三個女兒更是成
就非凡，大女兒阿青（謝盈
萱 飾）是國際舞者，二女兒
阿瑜（徐若瑄 飾）在台北當
整形醫生，小女兒佳佳（孫
可芳 飾）則接手自己的餐廳
事業。眼看就要苦盡甘來，
秀 英 卻 在 70 大 壽 當 天 接 到 丈
夫離世的噩耗，在替這位有
名無實的丈夫籌辦喪禮的同
時，竟意外迎來了另一位陪
伴丈夫度過晚年的女人，令
她不得不再次面對內心埋藏
已 久 的 怨 懟 …… 《 孤 味 》 將 於
2020 年 11 月 6 日 全 台 戲 院 上 映
，更多電影資訊歡迎上官方
粉絲團查詢。

「沒時間再去討厭妳自己」 ！
《俗女養成記》給輕熟女前進的 5 個勇氣

很多女人把「四十歲」看作
一個嚴重的人生關卡，年輕時看
著那個數字，彷彿世界末日般驚
人。但這可不是瞎操心，就算能
頂住外界加諸於「適婚年齡單身
女性」的壓力，內心也不免感覺
到，四十歲左右，不僅得面對外
貌、體力、健康狀況的變化，更
是某些人生事項的「最後決定機
會」，例如要不要生孩子。
「37、38、39、沒房沒車沒
老公沒小孩，一轉眼就要 40 了，
我的人生好像一事無成、動彈不
得，陳嘉玲，妳到底是怎麼了？
」
妳，開始為這個關卡焦慮了
嗎？嚴藝文執導、謝盈萱主演、
入圍八項金鐘獎的《俗女養成記
》，正是圍繞這個焦慮而誕生的
精采電視劇，並且透過回顧女主
角的成長過程，忠實呈現台灣 70
年代的社會氛圍與價值觀，如果
你是六年級、七年級的台灣女生
，感觸一定會很深刻。
《俗女養成記》將主角陳嘉
玲設定為一位 39 歲、在台北工作
的台南人，恰巧每件事都有點
「不上不下」，真實的自己與現
實生活格格不入，台北打拼二十
年卻仍自覺是外地人，於公於私
都還沒找到方向，卻又沒有 20 歲
女孩的青春可以揮霍與猶豫不決
。在工作與愛情市場，陳嘉玲都
好像要被年輕女孩給擠走了，她
該怎麼辦？
一、不要為社會壓力結婚
嘉玲有男友，但尚未結婚，

這個「未婚」標籤是她心頭的疙
瘩，因此參加前男友婚禮時，她
見到人家娶了美女暢銷作家，又
羨又妒，心頭一酸、酒喝多了，
就完全失態。
後來男友與她決定結婚，看
似解決了「未婚」疙瘩，沒想到
這是更多慘事的開端。這部分的
劇情，與許多女性的遭遇很像，
隨便去逛逛網路討論區，就會看
到不少悲慘例子，例如：準婆婆
認為女人結婚後要回歸家庭不要
上班、婚紗是準婆婆決定的不是
新娘選的、新家的地點與裝潢由
夫家控制......
即將新婚的嘉玲搭捷運時，
內心哀嘆著：「要結婚了，要有
自己的家了，但為什麼我會覺得
越來越累？感覺越來越沉重？」
於是，嘉玲逃了，但這不是
膽小，反而是大膽。她大膽拒絕
為了社會標籤而讓自己度過痛苦
的下半生。如果一段婚姻都還沒
開始就已經讓人卻步，要如何面
對婚後一關關紮紮實實的難關呢
？
二、探究女性自我設限的根源，
盡力擺脫
「我已經 40 歲了，沒有公司
會栽培我，我也沒有辦法轉行了
，我能夠做什麼？我年紀大了，
我沒有力氣談戀愛了，要花多長
時間去遇到一個人，然後建立一
段關係？」
男性與女性面臨中年關卡的
困境不太一樣，《俗女養成記》
把女性獨有的問題，特別拉出來

看，並從陳嘉玲的童年經驗與教
育，探討她內心深處的壓力源。
例如從小就不斷被嫌「不像女生
」，或是家人諄諄教誨她不可以
有婚前性行為否則會沒人要，這
一切「訓示」，大部分都會連結
到一個中心思想：「如果嫁不出
去，妳身為女人就是個大失敗」
。而若同時沒工作也沒婚姻，就
幾乎是個末期病人了。
這些是台灣很多女孩的共同經
驗，有些價值觀早已內化成自己的
一部分，但時代真的不同了，現代
女人有更多生活方式的選擇，人生
中一小段的「空白」，不管是感情
空白還是職業欄空白，並不代表萬
劫不復、將要又老又窮地孤獨死去
。若能擺脫從小被灌輸的種種限制
，打開心胸接受真實的自己，妳可
以活得更自在。
三、人總是羨慕其他人，但別人
不見得多快樂
單身的 A 女看 B 女當個好老
婆、好媽媽很幸福，但 B 女可能
也很羨慕自由自在的 A 女。
奶奶雖然念著要嘉玲嫁人念
了快一輩子，但在她晚年的某個
晚上，曾跟嘉玲道出真心話：
「雖然，奶奶每天都在念妳沒嫁
，說實在的，奶奶有時候也很羨
慕妳，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雖
然說妳爺爺對我是不錯，可是奶
奶做了 60 年的陳李月英了，現在
我也做到累了。」
倒也不是說，單身才能快樂
、結婚就是進入愛情墳墓，而是
不管選擇哪條路，都各有優缺點

，妳走上的這條路，不一定比其
他路差。
工作也是。嘉玲原本的工作
職稱是「總經理特助」，聽起來
好聽，但工作內容就是保母兼秘
書，沒能累積專業，也沒有升遷
的路。後來嘉玲失業了，去別的
公司面試，對方跟她說：「其實
我們也是很尷尬，說妳年輕又不
夠年輕，說資深也還不夠資深。
還是，妳願意跟那些年輕人一樣
，一個月三萬五，假裝妳今年是
25 歲？呃呵呵開玩笑的。」一段
話道盡中年基層員工的狼狽。
但嘉玲面對解除婚約、失業
等衝擊，回到家鄉台南，卻發現
自己多工處理庶務的高效率，恰
巧非常適合協助要競選議員的兒
時玩伴。這樣的經驗令她產生信
心，知道有別的路可以走，這世
界沒有小到只容得下一種職涯。
或許有人能在台北擁有光鮮
亮麗的高薪生活，但不是每個人
都適合走那樣的路，那也不是快
樂的保證。了解自己適合哪樣的
工作，勇敢走下去，比擁有人人
羨慕的職涯更重要。
四、力行減法生活，該放下就要
放下
嘉玲的奶奶去世後，前男友
來致意，最後道別時，嘉玲很坦
率地對他說「那就這樣囉，江大
榮，以後就不再見了。」
回想在第一集另一位前男友
的婚禮上，嘉玲酒醉崩潰的醜態
，從《俗女養成記》第一季初到
季末，她真是成長很多。將要四

十歲了，還有多少餘裕能浪費在
不適合的人事物上頭呢？
「走到人生這個階段，不再
見不一定是壞事，有時候清清楚
楚，輕輕放下或許更好。」
嘉玲大學好友說的那句：
「二十歲喝醉酒是可愛，四十歲
喔，可憐」一定戳進很多人心坎
裡，有些年輕時可以做的事，到
了中年來做只會被人看笑話。但
四十歲不亂發酒瘋，不該是因為
害怕別人怎麼看，而是這把年紀
本來就該有面對的勇氣，不再需
要酒醉逃避。人生即將度過四十
載，各種大風大浪都見過了，怎
會還需要傷害身體來逃避現實呢
？該要清醒地放下了。每個人都
有自己的生命課題要學習，不該
一直想要別人的人生。
五、做一個忠於自我的現代女子
《俗女養成記》第一季的結
尾口白，很適合為本季畫下句點
：「親愛的陳嘉玲，妳是幾時開
始忘記了，忘記這輩子其實很長
，長到妳可以跌倒再站起來，作
夢又醒起來。妳又是從幾時開始
忘記了，這輩子其實很短，短得
妳沒時間再去勉強自己，沒時間
再去討厭妳自己。」
走到近中年，對於自己的優
缺點、喜好與熱情，應該都已經
很清楚，也知道哪些部分是無法
改變的了。不如就接受吧！停止
跟別人比較的習慣，接受自己、
也接受適合自己的生活。但如果
妳又感覺失去前進的勇氣，就再
看一遍《俗女養成記》吧。

娛樂

香港娛樂
■責任編輯：于大海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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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曉明首獲兒子
獻唱生日歌
￭黃曉明生
日上載很酷
的帥照。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13 日同是余文樂與
黃曉明的生日，然而兩人過生日的方式卻截然不
同。余文樂因需要進行家居隔離 14 日，只能隔着玻
璃與家人好友慶祝，此次黃曉明則晒出兒子小海綿
為自己唱生日歌慶生的視頻，寫道“人生中，兒子
第一次為我唱生日快樂歌”，他還分享了兩張自己
帥氣的照片，戴着針織帽，鬍子拉碴的與朝霞合

￭黃曉明十分痛錫小海綿
黃曉明十分痛錫小海綿。
。

影，時而閉眼沉思，時而又望向遠方，給人一種成

網上圖片

熟男人獨有的魅力。
日於隔離中度過 39 歲生
余文樂（樂仔）13
日，正懷第二胎的太太王棠云與兒子及

一群好友，只能隔着一道玻璃跟他慶祝。因為
樂仔之前到過內地拍戲，完成工作後即去台灣
會妻兒，他需要進行家居隔離 14 天，13 日他
生日，還未過隔離期仍未能即時與妻兒一起
慶祝，樂仔只能一個人過生日。不過，太
￭余文樂過了
太王棠云於凌晨接近樂仔生日的一刻，帶
一個驚喜又難
着兒子及幾位友人，去到樂仔正在隔離的豪
忘的生日。
忘的生日
。
華辦公室門外，隔着玻璃送上生日蛋糕為他
網上圖片
慶祝，令樂仔相當感動。

隔着玻璃也有滿滿的愛
樂仔於社交平台貼出合照留言：“謝謝你
們，雖然感覺有點奇怪，人生沒試過這樣慶
祝！”他又答謝太太知他喜歡傢具，就送了一
張木製茶几給他，王棠云亦於其社交平台與樂
仔打情罵俏：“隔着玻璃也給你滿滿的愛和祝
福，雖然整點的時候你還在打‘傳說’，還是
希望這個小驚喜有讓你嗨森（開心），當然我
知道你看到我的人一定就很開心了！”樂仔隔
離的這段日子，最記掛的莫過於是兒子，兩父
子也只能隔着道玻璃一起玩玩具車，樂仔留
言：“Miss you so much，快出關了！”

￭余文樂隔着
玻璃跟兒子玩
玩具車。
網上圖片

另外，此次黃曉明過 43 歲生日，愛妻 Angelababy 並未陪在身邊，但他則晒出兒子小海
綿為自己唱生日歌慶生的視頻，視頻中，小海
綿甜甜地唱着歌，聲音軟軟地說“爸爸我愛
你，生日快樂”，萌化眾人。生日當天早上，
黃曉明再度分享了一組照片，看來他的這個生
日是通宵拍攝了，先是一張天空還是漆黑的拍
攝現場，然後就是朝陽初升的畫面，他也為此
配文表示：“一個特別的生日，儘管踏着泥濘
泡着冰冷的江水度過了一夜，但是迎來的朝霞
格外美麗。”他還分享了兩張自己帥氣的照
片，戴上針織帽，與朝霞合影，給人一種成熟
男人獨有的魅力，依然十分的帥氣。
黃曉明好友趙薇也在第一時間轉發，並送
上了生日祝福：“生日快樂大鬍子！健康快
樂，要幸福啊！小曉明。”還配上了多個的小
表情。

子過生日，但看到他懂得體諒，長大了。”靚
靚又表示感受到友情的可貴，深深感謝蔡一智
夫婦對魔童的疼愛，為他送上蛋糕曲及關懷，
為此無言感激。
靚靚又於社交平台轉發粉絲製作魔童成長
的短片，片中可見魔童遺傳了靚靚和 ChiLam
的優良基因，而他身型略為高瘦，但玩滑板技
術高超。靚靚又解釋為愛兒取名“張慕童”，
原來別具意思：“因為我想他永遠童言無忌，
大家不要怪他所說的任何話，同時也希望遇到
的人都是童叟無欺，不會騙他。”靚靚更留言
送給愛兒無限祝福：“My Boy，Happy Birthday，願你每天快樂、健康！Love u！”

袁詠儀拆解
“慕童”
含意
此外，袁詠儀（靚靚）與張智霖的愛情結
晶張慕童（魔童），轉眼間已經 14 歲，但 12
日兒子生日，靚靚因工作未能跟兒子共度，仍
在社交平台留下感言：“今年真的很特別，讓
大家都從中學習很多事情，雖然今年沒能跟兒

▲靚靚解釋兒子取名
的意義。 網上圖片
◀14歲魔童玩滑板。

木村拓哉 48 歲生日 工藤靜香“含蓄”祝福
父母的優良傳統，從小已長有美人胚子，大女心美分享多
張與爸爸木村的合照，並留言：“請你任何時候都做一個
有型父親（雖然不說你也會），父親大人亦是好友，很感
謝你。”
老婆工藤靜香就放上靚花，祝所有 11 月生日的人生
日快樂，身為壽星的木村跟老婆一樣放上鮮花，留言：
“48歲了，今後請多多關照。”

9 度連任
“八和”
主席

汪明荃推粵劇網上學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香港八和會館
於 13 日慶祝華光先師寶誕，假高山劇場演出賀誕例
戲《香花山大賀壽》，並進行第 39 屆理事會就職典
禮，在主席汪明荃（阿姐）帶領下宣讀誓詞，阿姐
受訪時暢談疫情下依然會積極推擴粵劇，會增設
“粵劇網上學堂”，嘗試再啟動因受疫情影響的交
流活動。
第 9 度連任“八和”主席的阿姐，在“神誕
戲”演出前，與一眾“八和會館”理事會成員阮兆
輝、吳仟峰、新劍郎、龍貫天、羅家英、謝雪心等
先進行拜神儀式。談到“八和”新一年大計，阿姐
表示粵劇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很大，現時限聚令
場館只容許 7 成半觀眾入場，近日確診個案再有上
升，實在令人擔心，大家似乎有些抗疫疲勞，都想
外出逛街，但需提醒各人做好防疫措施。而阿姐正
處理協助政府發放抗疫補助金予同業員工，更會積
極向全世界推擴粵劇，在“八和頻道”增設“粵劇

網上學堂”，阿姐謂：“9 月中正式開鏡拍攝，共
拍攝了 16 天，內容以‘唱、做、唸、打’為主題的
40 集節目，由老、中、青演員講解粵劇基本功，在
相關理工大學綜藝館拍攝，除了三部攝影機，更以
航拍攝取不同角度，並會設有英文翻譯版本，正在
後期製作中，預計明年上半年推出，到時世界各地
人士均可透過網絡觀賞節目，加深對粵劇認識和理
解。”阿姐謙稱自己不是專業人士，所以無分教
授。
阿姐又指會嘗試再啟動粵劇交流計劃，礙於歐
洲疫情嚴重，這些地方較難進行，計劃到台灣、新
加坡及內地的交流平台，至於每年一度在 11 月第三
個周日的“粵劇日”，阿姐透露已開始着緊準備，
今年將移師室內舉行，冀能順利進行。
近日圈中傳出余慕蓮（魚毛）及曾偉權病情嚴
重消息，阿姐表示不知道魚毛最新消息，希望她身
體健康：“她人很好，我們好熟，之前我演出粵劇

￭汪明荃與羅家英慶祝華光先師寶誕。
有致電給她，但電話沒人聽，後來透過報道得悉她
身體不適，同曾偉權就沒接觸，較少合作，希望他
沒事。”

洪永城自誇腦袋比身材更強

￭ 木村拓哉與老婆出名是模
範夫妻。
範夫妻
。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日劇天王木村拓哉 13
日 48 歲生日，兩個愛女光希與心美在凌晨時分，分別在
社交平台放上與爸爸的童年合照，以及留言祝賀生日快
樂，而木村老婆工藤靜香就比較“含蓄”，放上鮮花相
片，祝願所有11月的壽星生日快樂。
從光希和心美與爸爸的合照中，可見木村慈父的一
面，同女兒扮鬼臉打成一片，這兩位“星二代”也遺傳了

￭洪永城將主持新節目
《 5G 改寫我們的故事
改寫我們的故事》。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
里）由洪永城主持的新節目《5G
改寫我們的故事》將於 15 日晚首
播，節目將探討 5G 科技如何影
響人類生活，由衣食住行、社交
生活、醫療、經濟、就業及建設
等皆可應用，而洪永城現場就示
範用VR作一次虛擬旅遊體驗。
洪永城坦言因為疫情關係有
一年多沒拍攝旅遊節目，原定去
年底帶觀眾周遊列國去追女孩的
旅遊節目已告吹。笑指他是否感
到可惜時，洪永城說：“我只是
替其他男士可惜，自己就錯失了
一次主持節目而可惜，惟有展望
2021 年，或者用 VR 帶大家去旅
行。”為活動擔任司儀的陳庭欣
（Toby）也慨嘆很久沒拍旅遊節
目，當時還有穿泳衣，洪永城就
笑指 Toby 樣靚又性感，他再主
持旅遊節目就不會露肉，注重內
涵和資訊，自誇腦袋比身材更
強，Toby 聞言反駁洪永城這番
說話完全沒說服力，十分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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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級滿意度 Edward Wang專精房屋買賣與投資
Wang 專精房屋買賣與投資
具 IT 背景 擅長用大數據分析趨勢 深具投資眼光

(本報休斯頓報導) 買房是累積財富
的方法之一，好的經紀人有投資眼光，
知道潛力地段在哪裡。同時，買過房子
的人都曉得，買房子是人一生中最重要
的決定之一，能夠找到一位值得信賴的
經紀人有多重要，在諸多繁雜過程中能
放心又省心，筆者就認識這麼一位休斯
頓的傑出地產經紀人，他叫做 Edward
Wang，他於首屆金鷹地產“奧斯卡”
中，獲得 「傑出服務獎(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客戶對他稱讚有加，並
且會推薦新的客戶給他，可謂深得客戶
之心！
分享投資經驗與心得
Edward 因成長環境以及愛好，他自己本
身有做地產投資，對房地產領域一直有

所研究，他不吝將自己的經驗與心得真
誠分享、並將地產業資訊散發給朋友，
讓朋友們都有可圈可點的收穫，當他最
後真的踏入地產業，很快地，便用自己
獨特的方式闖出一片天。
以客戶的角度來考量
和 Edward 接觸過的人都會覺得，他
態度非常的溫和親切，做事很認真。他
把客戶看做朋友，能夠將心比心，他能
體會到買賣房子是人生的大項目，經紀
人要站在客人的角度理解住戶或投資的
需求，用他們的角度來看，最需要的是
什麼？同時，客戶已經把一切託付給房
仲 ，房仲們需要更加用心的幫客戶仔細
注意買賣房子的細節，跟客戶一起衡量
分析所有的交易，提供他們房地產最新
的消息，所有的事情都用客
戶的角度來考量 ，一點都不
可耽誤。
佳評是一點一滴的累積出
來
在住宅房地產領域，每一
個合作都有評分，在休斯頓
這 麼 多 地 產 經 紀 人 中 ， Edward 的評分非常的高，並且
口碑相傳，因為他盡力的幫
助客戶達成夢想，每一筆成
交都代表他所費的心血與努

都立即回應。他幫助我們與建商之間達
成很好的協議，並在整個購買過程中，
耐心地幫助我們。他是個真正的專業人
士，真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們會毫不猶
豫地將他推薦給我們的朋友！
從這位買家的分享中不難發現，
Edward 非常用心，讓買房者經歷一段愉
快又放心的旅程。
很多的客戶買房子，多半是是第一
次，在買房子時他們會有諸多的考量，
包括在產權、保險、貸款等等方面，
Edward 都會盡量幫助他們，甚至打電話
去問這些公司的進度，盡量讓整個流程
更順利，並且克服一些面臨到的問題。
有時候建商需要花更長的時間才能蓋好
房子，買家會擔心，這時候 Edward 也會
安撫他們。如果房子交易中途有一些問
題發生，他也會跟客戶商量討論，如果
發現並非很好的投資，Edward 會從這個
項目拉出來，避免客戶進一步的損失。
力，佳評是一點一滴的累積出來，他的
評分這麼高，絕對是實至名歸。
在 Houston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的網站 www.har.com 中，每筆合
作都會評估經紀人，包括能力、專業知
識、溝通互動、客戶經驗等，買主的第
一手經驗積累每個經紀人的評分，我們
發現，Edward Wang 在所有項目都是滿
分，顯示客戶對他百分之百的滿意，難
怪客戶都樂於推薦他。
一 位客戶與 Edward Wang 合作之後，
他說，Edward Wang 的表現非常出色。
他很專業，知識淵博，每當需要他時他

他不以賺錢為目的，不該賺的錢就不賺
，以客戶為優先。
不論是要尋找大型或小型的公寓或
家庭住宅、豪華社區、或零售/商業商
店，無論要尋找哪種類型的物業，Edward Wang 都會找到、並以最合適的價
格為您購買。
休斯頓房地產的趨勢
Edward 有 IT 背景，擅長用大數據
分析趨勢。談到休斯頓房地產的未來，
Edward 覺得在一般可以接受的價位上，
休斯頓還是有不小的成長空間。休斯頓
的地產價位很容易讓人接受，許多亞洲
人都喜歡在休斯頓買房，不需要到東岸
或是西岸非常昂貴的地方。
這幾年休斯頓的發展非常的快，無
論 是 在 糖 城 、 凱 蒂 、 Cypress 或 者 是
Woodlands 都有很好的發展。房子無論
是外觀設計、或者是內部的裝潢，都美
觀大器，讓人看到就會很喜歡。在美國
其他城市買百萬以上的房子，不如在休
斯頓買一個房，還有多的款項可以投資
或運用，可以說，在這裡住的沒有壓力
。如果想要去其他地方玩，假日再去度
假就好了。休斯頓交通便利，有國際氣
概，具有投資的價值，加上氣候溫暖，
對老人家好，是退休聖地；也是養娃的
好地方，不僅學區佳，還有許多華裔的
世界冠軍者所辦的學校，是其他城市難
望其項背的。
Edward 專精於房屋買賣、租賃、投
資 ， 包 括 商 業 及 住 宅 。 連 絡 電 話:
832-453-8868。 電 子 郵 件: info@ewassociatesrealty.com。

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眾佳賓共同主持 「祥瑞花園
祥瑞花園」」 的開幕剪綵儀式
的開幕剪綵儀式。
。

「祥瑞花園」 於上周日舉行盛大開幕剪綵儀式（下）
(左起 ）休市市長 Sylvester Turner, 「美
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大
會主持人林富桂律師、
會主持人林富桂律師
、 「德州地產
德州地產」」 負責
人李雄 與眾地產經紀在記者會上
與眾地產經紀在記者會上。
。

休士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 ( 右 ）頒
發祝賀文告給負責 「祥瑞花園
祥瑞花園」」 開發
開發、
、
設計、
設計
、營造的 「祥瑞花園
祥瑞花園」」 負責人李兆
瓊先生（
瓊先生
（左 ）。

「潮州會館
潮州會館」」 在現場充滿歡樂氣氛的舞獅表演
在現場充滿歡樂氣氛的舞獅表演。
。

休市 Turner (左三
(左三 ）在記者會上致詞
。旁為 「祥瑞花園
祥瑞花園」」 負責人李兆瓊
（左一
左一），
），總代理
總代理 「德州地產
德州地產」」 負責
人李雄（
人李雄
（右三 ），
），大會主持人林富桂
大會主持人林富桂
律師（
律師
（右四 ）及出席貴賓
及出席貴賓。
。

（德州地產 ）的眾地產經紀出席 「祥瑞
花園」」 落成開幕剪綵儀式
花園
落成開幕剪綵儀式。
。

「德州地產
德州地產」」 負責人李雄
負責人李雄（
（右 ）在儀式前的記
者會會上介紹 「祥瑞花園
祥瑞花園」」 的室內設計 Tony
Ly 先生
先生（
（左）。

「潮州會館
潮州會館」」 在現場充滿歡樂氣氛的舞獅表演
在現場充滿歡樂氣氛的舞獅表演。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
董事長、
、 「休士頓國
際區」 區長李蔚華先生
際區」
區長李蔚華先生（
（右 ）與前密蘇里市
市長 Mayor Owen （左 ）出席開幕式
出席開幕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