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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

羅榮華 醫師
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坐診
跌打﹑
跌打
﹑扭傷
扭傷﹑
﹑腰疼
腰疼﹑
﹑肩周炎
肩周炎﹑
﹑腳跟骨刺等
電話﹕
電話
﹕713
713-272
272-8838
地址﹕
地址
﹕9198 BellaireBlvd#C,Housotn,
TX 77036
77036(@RanchesterDr.)
(@RanchesterDr.)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Lance Chau
(713)271-9898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Fast Easy Mortgage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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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推出互動解謎遊戲書《謎宮
故宮推出互動解謎遊戲書《
謎宮》
》系列
第二部《
第二部
《謎宮·金榜題名
金榜題名》
》
《謎宮·金榜題名
金榜題名》
》互動解謎
遊戲書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建福宮
花園舉行發布暨眾籌會。《
花園舉行發布暨眾籌會
。《謎宮
謎宮·
金榜題名》
金榜題名
》 是故宮出版社推出的
互動解謎遊戲書《
互動解謎遊戲書
《 謎宮
謎宮》
》 系列的
第二部。
第二部
。 此書在嚴謹學術考證的
基礎上，
基礎上
， 內容以中國傳統古籍的
承載形式，
承載形式
， 借助故宮豐富的文獻
館藏與歷史古籍，
館藏與歷史古籍
， 講述中國的歷
史故事，
史故事
， 破解純正的中國文化元
素謎題。
素謎題
。 形式仍以遊戲互動體驗
的方式，
的方式
， 將故宮博物院院藏文物
、 歷史檔案
歷史檔案、
、 解謎遊戲
解謎遊戲、
、 文藝創
作巧妙地融為壹體。
作巧妙地融為壹體
。 圖為書中解
謎道具。
謎道具
。

專註研究生物化學內容

0 美利堅小姐出爐！！
202年

2020 年“美利堅小姐
美利堅小姐”
”選美比賽冠軍出爐
選美比賽冠軍出爐，
，弗吉尼亞州生物化學學士卡米
爾·席瑞爾
席瑞爾(Camille
(Camille Schrier)摘下本屆
Schrier)摘下本屆“
“美利堅小姐
美利堅小姐”
”桂冠
桂冠。
。她身穿實驗衣
她身穿實驗衣，
，以
五彩繽紛的化學實驗展示過氧化氫催化分解的過程，
五彩繽紛的化學實驗展示過氧化氫催化分解的過程
，令觀眾驚艷
令觀眾驚艷。
。

考古學家在墨西哥南部郊區
發現阿茲特克時期壁畫碎片

近日，考古學家
在墨西哥南部郊區，
發現了壹些前阿茲特
克時期的壁畫碎片，
表明那個時期的平民
也享受著生活中更美
好的事物。考古學家
認為，這些壁畫或表
明，與其他古代文明
相比，特奧蒂瓦坎從
大約公元前 100 年到公
元 550 年 間 曾 蓬 勃 發
展 。當時，在最大的
瑪雅人城市或古羅馬
和埃及城市的日常生
活中，精英階層統治
著貧窮或被奴役的人
民。而特奧蒂瓦坎大
約 10 萬居民中的大多
數人的境遇要好得
多 。考古學家認為，
這個城市因為以手工
藝為基礎的經濟而繁
榮。當時，寶石商、
陶工、服裝制造商，
尤其是制造鋒利刀片
的黑曜石工人等手工
業者，為這個城市的
經濟發展做出了許多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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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價格環比漲幅持續低位
2020 年樓市預計延續平穩走勢
額占比提升，二三線城市居民置換需求不
減，改善型需求繼續穩步釋放。展望未來
，在土地供給結構和住房制度改革的趨勢
下，住宅價格上漲空間進壹步減小。

2019 年，我國房地產市場運行的政
策環境整體偏緊。中央聚焦房地產金融
風險，堅持住房居住屬性，不將房地產
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房地產行業
資金定向監管全年保持從緊態勢；地方
因城施策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
展望 2020 年，業內分析認為，房地
產調控繼續堅持“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
刺激經濟的手段”，同時按照因城施策
的基本原則，適度保持政策優化的空間
和靈活性。在此背景下，2020 年市場表
現將延續平穩勢態。
住宅價格環比漲幅持續低位
根據中國房地產指數系統對100個城
市全樣本調查數據顯示：2019年1-11月，
全國百城新建住宅價格累計上漲 2.91%，
較2018年同期收窄1.92個百分點，其中各
季度累計漲幅均呈現收窄態勢。
從最近的單月數據來看，2019 年 11
月，百城住宅均價為 15105 元/平方米，
環比漲幅連續 13 個月在 0.4%以內，同比
漲幅收窄至 3.17%，11 月百城中有 40 個
城市新建住宅價格環比下跌，下跌城市
數量為 2016 年 2 月以來最高值。就十大

城市整體而言，2019 年以來，十大城市
新房價格環比漲幅持續震蕩在低位區間
；各季度累計漲幅均在 1%以內，10-11
月累計漲幅僅有 0.06%。
綜合來看，2019 年以來，百城新建
住宅價格環比漲幅持續在低位區間。截
至 11 月份，單月環比下跌城市數量明顯
增多，累計漲幅延續 2018 年收窄趨勢。
其中壹線城市在供需改善及低基數的影
響下累計漲幅小幅提升，二、三四線城
市價格累計漲幅延續回落態勢，尤其是
前期價格上漲較快、人口支撐力弱的城
市調整壓力顯現。
二手房市場方面，價格下行趨勢更
為明顯。尤其是 2019 年下半年以來，受
熱點城市新房供應規模增加的影響，二
手房市場買方議價空間逐漸加大，部分
城市二手房價格調整壓力突出，導致十
大城市二手房均價累計有所調整，且最
近幾個月跌幅進壹步擴大。
中國指數研究院相關負責人分析認
為，在“房住不炒”和以穩為主的政策
基調下，房地產調控效果顯現，多數代
表城市各類樓盤價格漲幅有所回落。成
交方面，壹線城市中低價位樓盤銷售金

各線城市成交量分化加劇
2019 年 7 月份以來，蘇州、洛陽、
呼和浩特、寧波等城市持續加碼樓市調
控。同時，央行要求保持個人住房貸款
合理適度增長，嚴禁消費貸款違規用於
購房。6 月以來，全國首套房貸平均利
率持續上行，這些均限制了居民加杠桿
的空間。在房地產信貸融資方面，5 月
以來監管層從銀行、信托、債券等多方
面出手，嚴控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
從住宅市場成交量的走勢來看，
2019 年 2 月，易居研究院監測的 40 城新
房成交量創 2015 年 3 月以來的 48 個月新
低。3-5 月，部分城市樓市出現小陽春，
40 城新房成交量同比小幅增長。6 月部
分房企沖刺半年度業績，推盤量加大，
40 城成交環比小幅增長，7 月份以來 40
城成交量小幅震蕩下行，下半年月均成
交量略低於二季度。
“本輪樓市行情壹線城市領先於其他
城市啟動，也領先其他城市開始調整，從
2019年的成交量走勢及同比增幅來看，壹
線城市成交量上半年開始企穩反彈。但 6
月以來壹線城市成交量有所下降，在目前
樓市嚴調控的背景下，成交量雖相比2017
年下半年和2018年有所增長，但相比2015
和2016年的高位還有較大差距。”易居研
究院研究員沈昕分析稱。
截至今年 11 月底，受監測的 40 個典

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環比小幅
增長 3%，同比下降 8%。其中，11 月份 4
個壹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環比
增長 9%，同比增長 29%，成交面積絕對
值處於 2014 年以來的平均水平。
沈昕分析認為，後續來看，壹線城
市由於連續兩年成交量低迷，上半年已
企穩反彈，但三季度以來成交量有所下
滑，在目前樓市嚴調控和信貸不放松的
背景下成交量難以連續增長；東部二線
城市中蘇州 2019 年已兩次升級調控政策
，南京、杭州、寧波等多城三季度以來
房貸利率持續上調，預計後續還會繼續
降溫；其他地區的二線城市和三四線城
市的成交量則面臨較大的下降風險。
臨近年末，部分房企由於資金面緊張
和年底沖刺規模業績，會加大推盤力
度，打折促銷的現象也會增多。沈昕表
示，“但在中央的明確表態下，雖然房
企推盤量可能大幅增加，成交量則難以明
顯增長，2020年年初成交量有可能會進壹
步下降。”
2020 年房地產延續平穩走勢
上述中指院負責人分析指出，綜合
來說，房地產市場保持以穩為主正是基
於 2019 年保持樓市調控定力、各地因城
施策取得的積極效果。壹方面，房地產
金融抑制政策貫穿全年，這為部分城市
實施定向微調、保障合理住房需求提供
了堅實的基礎。另壹方面，相較於 2018
年，隨著各地市場形勢的分化，2019 年
因城施策進壹步深化，這在壹定程度上
保障了市場的整體穩定。

前 11 個月人民幣貸款新增 15.68 萬億元
綜合報導 記者從銀保監會近期重點工作通報
會上獲悉，今年以來，銀保監會推動銀行業保險業
金融機構持續加大對經濟社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
的支持力度，不斷滿足實體經濟有效金融需求。
壹是，在銀行信貸投放上呈現量增價降。銀保
監會積極推動銀行保險機構擴大有效金融供給，加
大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今年 1 月份-11 月份，人民
幣貸款新增 15.68 萬億元，同比多增 5897 億元。同
時，通過降低貸款利率、發放信用貸款、減費讓利

等多種手段，持續推動實體經濟綜合融資成本進壹步下
降。1月份-10月份，新發放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
率為6.76%，比2018年平均水平下降0.64個百分點。
二是，金融服務重點領域薄弱環節擴面提質，
優化供給結構，推動民營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支持政
策落實、落地，引導銀行建立、健全敢貸、願貸、
能貸的長效機制。
在監管的持續引領下，民營小微企業融資可獲
得性進壹步提高，截至 10 月末，普惠型小微企業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貸款余額 11.32 萬億元，較年初增長 20.9%，顯著高
於同期各項貸款增速。有貸款余額戶數 2096 萬戶，
較年初增長 373 萬戶，其中 5 家大型銀行已超額完
成 2019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今年國有大型商
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要增長 30%的目標，目前已經
完成 45.6%。銀保監會持續加大對先進制造業、戰
略型新興產業、低碳循環經濟的金融支持。綠色金
融發展取得積極進展，21 家主要銀行綠色信貸余額
超過 10 萬億元；環境汙染責任保險已由前期試點

克而瑞研究中心研究員楊科偉分析
認為，當下房地產市場運行仍處合理區
間，市場下行壓力整體可控，房地產依
舊是中國經濟的“壓艙石”。可以預見
的是，穩定將是下壹階段房地產調控政
策主基調，繼續堅持“房住不炒”的定
位，落實因城施策的長效調控機制，夯
實城市政府主體責任，切實把穩地價、
穩房價、穩預期的目標落到實處。
“預計 2020 年房地產融資將邊際改
善，但房企整體融資環境依舊偏緊，監管
核心在於房企融資用途的合規性，保證未
來施工和竣工的有序進行。”楊科偉分析
認為，在LPR利率中樞下移的作用下，按
揭貸款仍是銀行信貸優選，2020年房貸利
率大概率穩中有降，以便支持居民合理的
自住以及改善性購房需求。
楊科偉認為，結合地方政府對調控
政策的落實力度來看，“四限”政策仍
是地方調控重要抓手，政策將與各城市
本身房地產市場關聯度更高、反應更快
，各城市可以根據房地產市場實際情況
，及時調整未來政策走向，以便提高政
策的針對性以及有效性。“預計 2020 年
人才新政將繼續發力，更多二線以及強
三線城市將繼續調降人才落戶門檻。”
針對未來的房地產市場趨勢，中指
院方面分析認為，從全國範圍來看，
2020 年我國房地產市場在行情周期輪動
背景下，結構性市場機會仍存。其中，
長三角、粵港澳地區需求支撐度高，短
期市場存壹定回升動力。“綜合來看，
盡管未來市場回升速度或有所放緩，但
整體表現將平穩運行。”

，目前已擴展至全國。
三是，保險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進壹步提升，充
分發揮保險保障功能和保險資金長期穩定的優勢，
持續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有效運用各類投
資工具服務國家重大戰略，推動保險機構發起設立
各類投資計劃。
四是，金融服務社會民生領域成效進壹步顯現
。北京、天津、上海等 10 個試點城市社區家庭服
務業金融創新工作取得新進展，目前社區養老、家
政、托幼等三個行業合計貸款余額超過 1000 億元，
同比增長超過 50%。試點城市相關簽單保費合計 27
億元，同比增長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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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森教打拳擊是什麼感受？
泰森教打拳擊是什麼感受？
小威跟拳王單練沙袋

美國網球女星小威正在備戰新賽季比賽，小威和拳壇傳奇泰森來了壹場
跨界訓練，泰森指導小威如何通過沙袋訓練增強力量，胡子花白的泰森
戴上拳擊手套依然有殺氣，小威在他的指導下連續擊打沙袋也是有模有
樣。

9 球世錦賽凱莉
球世錦賽凱莉-費雪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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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推出 灣區企業出口退稅將從 14 天縮至 1 秒

■李鐵上周率國足選拔隊出戰東亞盃
李鐵上周率國足選拔隊出戰東亞盃。
。
新華社

國足選帥
二李一王參加面試

■剛與傑志解約的盧卡斯獨自
在看台觀戰。
在看台觀戰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張闊稱，深圳
數字化外貿港將
於明年 1 月正式
推出，企業出口
支位居聯賽榜前列的
效率將大幅提
球隊周中均有高級組銀牌賽
升。 李昌鴻 攝
後顧，22 日戰港超聯均對正選陣容

3

■基華尼頓
基華尼頓（
（上）表現活躍
表現活躍，
，對
東方產生極大威脅。
東方產生極大威脅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余涌稱，
深圳創新能
力強，
力強
， 3C 和
數碼產品競
爭 優 勢 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國男
顯，是中國
足（國足）自意大利名帥納比在一個月前辭
製造的2
製造的
2.0。
職之後，有關其繼任者的猜測一直未曾停
止。據《北京青年報》消息，本周五，中國
網上圖片

助國產貨從 元人幣變 美元

中
淦）“
■阿里巴巴國際站將在深圳打造全國
阿里巴巴國際站將在深圳打造全國“
“數字化外貿港
數字化外貿港”
”計劃
計劃，
，吸引了大
者 黎永
記
（
量中小企業參加其舉辦的“
量中小企業參加其舉辦的
“數字化重構跨境貿易峰會
數字化重構跨境貿易峰會”。
”。
李昌鴻 攝
匯報訊
22 日均
香港文
榜首 3 強
”
賽
級聯
顏樂楓
香港超
文憑藉
理
銀人壽
的
位
次
第3
來位居
，原居
力克本
有賽事
0
：
1
，
以
第二位
江山，
榜升至
一箭定
賽
聯
”
，於
“一哥
方龍獅
7：1 的
席的東
浪
流
標準
日大勝
緊追同
F。
富力 R&

作出調整。當中理文有尼迪利及列斯奧等主力避戰，開賽也未
有用盡外援名額；至於作客的東方龍獅則因為巴西中場迪高完成歸
化手續，首次以本地球員身份上陣，連同已入籍的同胞基頓，正選陣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看好深圳“示範區”良好的區位優勢和高新技術產業優勢，阿里巴巴旗下阿
排出“6 鬼拍門”。不過論場上形勢，理文卻不落下風，由於尼迪利缺陣，
里巴巴國際站日前宣佈將在深圳打造“數字化外貿港”計劃，通過數字化外貿港，企業出口退稅從以前
14 天大幅縮短至 1
森巴快翼基華尼頓成為攻擊重心，他更多次為客軍防線帶來威脅。不過主隊還
是要利用最擅長的死球戰術，才能打破僵局。
秒。深圳一研發和生產數碼產品的負責人表示，通過阿里巴巴國際站他們拓展出口業務效率大幅提升，幾天就可以接獲訂
東方龍獅中場梁冠聰於完半場前補時階段，在左後防位置無球在腳下侵犯對手
單，較傳統展會效率提升 50-100 倍。
輸罰球，雖然僥倖逃過 2 黃 1 紅被逐處分，但理文旋即由鄭兆均開出罰球，禁區頂的
顏樂楓在隊友掩護下一射破網，令門將葉鴻輝失守，主隊半場以1球佔先。
據公佈，阿里巴巴國際站通過與深圳市海 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採購類型還是採購國 們一個月出口額為 200 萬美元，主要是歐洲、中
賽前東方龍獅在聯賽已輸 2 場，若再有差池便會遭爭標對手拋開。換邊後球隊成
關、稅務和外匯管理局等合作，將深圳打 家正在發生渠道下沉的現象。阿里國際站數據
東和東南亞等地，並且今年出口較去年有數倍
功控制大局，然而始終欠缺埋門一腳，即使尾段以基頓客串中鋒，也未能平反敗局，
造成全國首個數字化外貿港和產業帶，助力深 顯示，截至目前，其平台上歐美發達市場的活
的增長。
終要以 1 球飲恨。早前因紀律問題與傑志協議解約的盧卡斯
22 日也有入場，加盟東
圳和大灣區中小企業拓展全球跨境貿易。具體 躍買家同比去年增長 70%，而亞太和拉非市場
方龍獅似乎只等待官方宜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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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而言，國際站從物流、海關、退稅、金融等方
面，提升商家確定性履約能力。他們與深圳稅
務局、南方電子口岸共建單證無紙化，讓備案
單證更便捷，讓退稅墊款更快捷。企業以往出
口退稅需耗時 14 天，當明年 1 月正式在深圳推
出數字化外貿港時，屆時僅需 1 秒，有利緩解許
多中小企業資金流動的壓力。
國際站未來還計劃將此模式推廣至全國其
他跨境電商發達的城市，如上海、天津、鄭州
和廣州等。

平台上歐美活躍買家急增 70%

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排名榜

阿里國際站聯席總經理張闊接受記者採訪
（截至12月22日）
時表示，近年來，互聯網對全世界中小企業的
排名 球隊
賽 勝 和 負 積分
滲透快速提升，使得全球買家的結構正在發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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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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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朝選手包攬亞馬男女三甲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帥誠 東莞報道）第 17 屆亞洲馬拉松錦
標賽暨 2019 東莞國際馬拉松 22 日在東莞舉
行（亞馬與莞馬）。共有 16 個國家和地
區42名運動員參加“亞馬”；抽籤確定
了 3 萬人參加“莞馬”，分別來自 28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境外選手 600 多
名。其中，在“亞馬”賽事中，男女前
三名得主都是日本和朝鮮的運動員。
參加本屆“亞馬”的隊伍包括：中國、
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中國台北、日本、孟
加拉國、伊朗等16個國家和地區，共42名運
動員；報名本屆“莞馬”的選手共有 4.36 萬
人，根據抽籤確定參賽人數為 3 萬人，分別
來自 28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含 600 多名境外
選手。經過激烈角逐，第 17 屆亞洲馬拉松
錦標賽男子第一名為日本選手神野大地，成
績為 2 小時 12 分 18 秒，第二名是朝鮮選手
RI KANG BOM，第三名是日本選手鬆尾
良 一 。 而 女 子 第 一 名 為 朝 鮮 選 手 RI
KWANG OK，成績為 2 小時 30 分 56 秒，
第二名是日本選手上杉真穗，第三名是朝鮮
選手KIM JI HYANG。

助品牌建設推廣拓展新商機

的活躍買家更是呈現三位數增長。
富力大炒流浪續領群雄
他稱，“數字化外貿港”就是打造一套實
張闊指出，針對內地大量中小出口企業，
至於榜首的富力 R&F，22 日則有林柱基梅開二度，加上伊高沙托
現全球買家精細化運營、數字化品牌出海以及
阿里國際站還將推出千人千面的商家成長計
尼、白鶴、迪布利、利安高及袁振昇建功，順利大勝標準流浪 7：
數字化外綜服的數字外貿操作系統。從跨境電 劃，根據商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利用一套完整
1，賽後以 8 戰 19 分續領群雄，7 戰 16 分的理文則緊隨其後，東
商賣家的方面理解就是通過數字化實現企業便
的數字化工具，賦能商家從團隊組建、商品發
方龍獅8戰13分位居三甲之末。
捷地獲得訂單，稅務、海關和物流等快捷處 佈、外貿基礎培訓、店舖運營等方面無憂起
理，未來實現更快的增長等。
航。而針對成熟型賣家，國際站會為其建立一
套全球智能營銷體系，為商家提供品牌建設推
企業接單效率提高至上百倍
廣、智能營銷以及場域精細化運營的服務。國
從事 3C 和藍牙耳機等研發生產的深圳飛鑫 際站針對深圳產業帶中的 3C、包裝印刷和電子
智能總經理楊開旋表示，他們以前通過國際展 元器件（IC）做了精細化買家運營，從買家身
會接單，通常是需要半年至一年時間才有訂單 份偏好、人貨場的精準匹配、基於偏好放大獲
反饋，現在通過阿里國際站接單，3 至 5 天便有 取相似用戶畫像，以及針對買家端採買的專業
小批量訂單，效率提高了數十至上百倍，並且 化搜索建設專業買家導購場景，賦能商家拓展
通過進一步合作，獲得了大額訂單。目前，他 新商機和實現精準匹配和採買提效。

足協教練員委員會和專家團將對“二李一
王”──李鐵、李霄鵬、王寶山進行面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如不出意外，國足新帥將從這三人中產生。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兼阿里巴巴國際站聯席總
將接受面試的三名候選人中，年齡最大
的是王寶山，他是內地足壇著名的“救火隊
經理余涌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們跑遍了中國許
長”，北京人和、深圳佳兆業都曾留下過他
多城市，最後發現吸引他們的只有義烏和深
的身影。李霄鵬曾連續兩年當選中超最佳教
圳，代表中國製造從 1.0 向 2.0 的升級。其中義
練員，他打造的山東魯能特點非常鮮明。而
烏是傳統小商品生產，屬於是 1.0，而深圳創新
三人中最年輕、同時也是做教練時間最短
能力強，企業品牌意識和創新能力突出，3C
和
的李鐵，則憑借連續兩年執教武漢卓爾隊
數碼產品競爭優勢明顯，是中國製造的
2.0，他
的出色表現，在上月初成為國家選拔隊
們通過數字化能力幫助深圳企業減少出口中的
主帥，並率隊參加東亞盃。
根據安排，本月 27
大量中間環節，實現從
40日，足協教練
元人民幣一件藍牙耳
員委員會、專家團對李鐵、李霄鵬、
機向40美元一件的躍升。
王寶山進行面試。國足將於 3 月迎來
余涌表示，中國有企業賣給美國客戶一個
對馬爾代夫的世外賽次回合爭奪，屆
藍牙耳機是 40 元人民幣，該客戶在美國零售價
時新帥將接受第一個考驗。
格卻是 40另外，近日中國足協召開內部通
美元，中間相差約 7 倍，原來中國很
多企業只有低端製造，只有製造利潤和營銷利
氣會，對薪資限制以及引援的相關政
策進行了說明，一是在延續國腳一千
潤，但是很多的品牌利潤、技術利潤等都被中
萬元/一千二百萬元（人民幣，下同）
間商把控了。所以，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很
頂薪工資帽政策的前提下，各隊內援人
多，但實際上中國卻處在利潤末端，十分稀
均工資不超稅前五百萬元。

薄，絕大部分利潤讓美國中間商賺走了。中國
要想彌補這一差距，中國製造要實現從1.0升級
至2.0。
他稱，義烏以日用品和家居用品等為主，
有質優價廉的優勢，是中國製造的 1.0，而深圳
■理文入波功臣顏
是升級轉型的中國製造 2.0，是創新和技術驅
樂楓（左）忘情慶
動，大量產品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自主品牌價
祝。香港文匯報記
值，通過阿里數字化營銷、買家大數據分析和
者黎永淦
攝
精準畫像等優勢，剔除一些中間商，將產品從
廠家直接出口至商家，從而可以實現藍牙耳機
價格從40人民幣升至40美元。阿里巴巴跟深圳
產業深度融合，可以加速深圳產業 2.0，這也是
深圳與阿里巴巴合作的互惠互利和相互賦能。

40

自由滑雪世界盃 中國再斬兩金

■齊廣璞以近乎
完美的表現奪
金。
中新社

2019-2020年度國際雪聯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世界盃分站賽 22 日繼續在
長春蓮花山世茂滑雪場舉行。中國選手
齊廣璞、徐夢桃再次獲得男女個人冠
軍。
本次世界盃分站賽共有來自中國、
俄羅斯、哈薩克、白俄羅斯、瑞士、加
拿大的 44 名選手參賽。中國隊派出包括
徐夢桃、齊廣璞、賈宗洋等名將在內的
16 名選手出戰。據介紹，此次世界盃分
站賽共有兩站，此前一天進行的第一站
比賽中，齊廣璞、徐夢桃分別奪得男女
個人冠軍。22 日進行的第二站比賽在
男子個人、女子個人兩項基礎上增加了
男女混合團體項目。
中國隊在第二站比賽發揮依舊
穩健。男子個人方面，兩屆世錦
賽冠軍齊廣璞選擇了4.525難
度系數動作，並以 128.05
分的成績奪冠；俄羅斯

李元鐘保險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選手 Burov Maxim 獲得亞軍；平昌冬奧會
亞軍賈宗洋此役獲得季軍。
女子個人方面，中國名將徐夢桃決賽
中以 4.028 難度系數的動作獲得 110.77
分 ， 奪 得 冠 軍 ； 白 俄 羅 斯 選 手 Ramanouskaya Aliaksandra 採用同樣的難度系
數跳出 97.07 分，獲得亞軍；中國選手孔

凡玉以92.35分獲得季軍。
男女混合團體賽是 2022 年北京冬奧
會 新 增 項 目 ， 俄 羅 斯 隊 以 316.66 分 奪
冠；由孔凡玉、楊龍嘯、孫佳旭組成的中
國 二 隊 以 312.12 分 獲 得 亞 軍 ； 由 徐 夢
桃、齊廣璞、賈宗洋組成的中國一隊發揮
欠佳，以286.86分獲得季軍。 ■中新社

■ 齊 廣 璞
（左）、徐
夢桃分別取
得男女個人
冠軍。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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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迷人的可愛島 崎峰幽谷 美景如畫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社】在夏威夷所有
的群島中，可愛島(Kauai Island)位於夏威夷幾個
大島的最北端，是夏威夷群島中最古老的島嶼
，相傳夏威夷最初的神就居住在島上。
驅車環遊了可愛島一圈，發現整個島嶼被
連綿的山谷，蔥翠的山峰和交錯的峽谷所環繞
。有數百年的發展形成的熱帶雨林，縱橫交錯
的河流和飛流直下的瀑布。整個島山青水秀、
重巒疊嶂，像個海上花園，故又稱花園島
（The Garden Island)。今日一遊，原來可愛島如
此美麗！
位於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州人口總數量是
142 萬，但可愛島只有 6.7 萬，人口居住相對分
散，這裡幾乎沒有公共交通，堪稱為夏威夷最
為寧靜、最具田園風光、詩情畫意之地，最符
合人們對太平洋天堂的無限遐想！因此，可愛
島經常作為好萊塢電影中的場景而出現在眾多
電影當中，著名電影《侏羅紀公園》即拍攝於
此地。
可愛島之所以可愛，的確有美好的景點。
懷阿萊阿萊山（ Mount. Waiʻaleʻale）是一
座盾形火山，它的名字字面含義是“蕩漾的水
”或“溢流的水”，是可愛島上的第二高點，
海拔 5148 英尺（1569 m)。之所以稱之為 “溢流
的水”， 是因為懷阿萊阿萊山平均每年降雨量
超過 373 英寸（9500 mm）。登上山頂，名字不
虛傳，有一個標示寫著：“地球上最潮濕的地
方之一 ”。之所以用地方之一，是因為全世界
最潮濕的地方在哥倫比亞的波多洛佩茲(Puerto
Lopez)， 那 裡 的 年 均 降 雨 量 高 達 507.56 英 寸
（12,892mm）。儘管 1982 年懷阿萊阿萊山的降
雨量為 683 英寸（17,300mm)，創下懷阿萊阿萊
山降雨最高紀錄，但是哥倫比亞毗鄰巴拿馬運
河的 Chocó省的 Tutunendo 鎮在 1974 年的降雨量
達到驚人的 1035.5 英寸（26,303mm），創下吉
尼斯世界紀錄。
威美亞峽谷 (Waimea Canyon)也被稱為太平
洋大峽谷，峽谷長約十英里（16 公里），深達
3,000 英尺（900 m），位於可愛島的西側。威
美亞（Waimea）是夏威夷人語言中的“紅水”
，指的是對峽谷紅色土壤的侵蝕。威美亞峽谷
與懷阿萊阿萊山緊緊相連，峽谷是由威美亞河
的一個深切口形成的，該切口是由懷阿萊阿萊
山的極端降雨造成的。懷阿萊阿萊山坡上的雨
水沿著坍塌的一側侵蝕了威美亞峽谷。在峽谷
的東側，懸崖壁是由堆積在窪地中的濃熔岩流
鑄造而成的。隨著時間的流逝，裸露的岩石已
經從原來的黑色變成了鮮紅色。峽谷的熔岩為
島上早期的歷史提供了斷層和崩塌的證據。該
峽谷具有獨特的地質歷史，它不僅是由穩定的

侵蝕過程形成的，而且還由可愛島的火山的災
難性坍塌形成的。
卡拉勞山谷（Kalalau Valley) 位於夏威夷可
愛島的西北側，山谷位於納帕里 （NāPali）海
岸州立公園中並有卡拉勞海灘。納帕里海岸崎
嶇不平，汽車無法通行。進入山谷的途徑是乘
皮划艇或沿著彎曲泥濘的山道徒步前往。山谷
被高 2,000 英尺（610 m）的懸崖所環繞。該谷
底寬闊且相對平坦，可進入長約 2 英里（3.2 公
里），寬約 0.5 英里（0.80 公里）的區域。山谷
內有充足的陽光和雨水為動植物群提供了理想
的環境。到 20 世紀，許多夏威夷原住民居住在

山谷中，他們在廣闊的梯田中種植芋頭。今天
，它被指定為州立公園，夏威夷原住民遷出，
禁止任何人居住。
可愛島因其鬱鬱蔥蔥的熱帶景觀而被稱為
花園島，也是眾多瀑布的所在地，這些瀑布與
島上其他壯觀的景點相得益彰。
這裡介紹兩個觀賞的瀑布：
懷普瀑布
懷普瀑布（Waipoo Falls）是威美亞峽谷 800
英尺的壯麗瀑布，可以沿著 550 號公路的各個觀
望點看到瀑布，還可以從穿越懷普瀑布的泥濘
山道徒步 3.8 英里的往返路徑前往，一邊捕捉峽

谷的壯麗照片，一邊留下瀑布的壯觀場景。
哈納卡皮艾瀑布
哈納卡皮艾瀑布 （Hanakapiai Falls）是最難
到達的瀑布，但也是島上很受歡迎的徒步旅行
。在 56 號公路上行駛至公路盡頭後，在 Kee 海
灘前的地段停車，然後在 2 英里長的哈納卡皮艾
瀑布山泥濘、彎曲、陡峭、險峻的山道上徒步
行走，走完了 2 英里，您將沿海岸線轉彎，欣賞
納帕里海岸的壯麗景色，在到達哈納卡皮艾海
灘後，就可以看到 300 英尺的瀑布下泄，絕對值
得冒險，但是由於地形有險惡，遠足有難度，
建議老人和小孩慎入。

Tel: 281-498-4310 (Chinese) 281-983-8152 (English) We’ll Help you get the stand out
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jennifer@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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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一對一 》
美南廣播電視台

節目介紹

看電視聽廣播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節目介紹：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示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醉雙城 中國·紹興——德國·慕尼黑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播出時間：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文華時間》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
。
。
。
。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
。
。
。
。

《新聞面對面》

3. 下載Apps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00:00-00:30

2019年12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12/16/2019 -12/22/2019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3

24

25

26

27

28

29-Dec

中國文藝 (重播)

遊走美國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養生堂 (重播)

00:30-01:00

行之中國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02:00-02: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30-03:00
03:00-03:30

04:30-05:00

中國大舞臺 (重播)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Chinese Class

司馬白話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26~30集 (重播)

中國大舞臺

05:30-06:00

武林風 (重播)

檔案 (重播)

遊走美國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司馬白話 (重播)

06:30-07:00

央視國際新聞

移民美國 (重播)
電影藏密 (重播)

電視劇《金婚》 第42~46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05:00-05:30

06:00-06: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中華一絕 (重播)

04:00-04:30

07:00-07:30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文化

大魔術師 (重播)

03:30-04:00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中華民族 (重播)

電影藏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07:30-08:00

經典電影

海峽兩岸 (重播)

08:00-08:30
08:30-09:00

今日關注

09:00-09:30

今日亞洲

09:30-10:00

美南大咖談

檔案

綠水青山看中國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11:00-11: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華醫藥 (重播)

13:30-14:00

這裡是北京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緣 (重播)

中國情 (重播)

生活 (重播)

14:00-14:30

休士頓論壇 (重播)

科技與生活 (重播)

電影藏密
幸福帳單

遊走美國

電視劇《金婚》 第42~46集

記住鄉愁 (重播)

14:30-15:00
15:00-15:30

鞠萍姐姐講故事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今日關注 (重播)

移民美國

歲月留聲

開門大吉

大魔術師

16:00-16:30

美南大咖談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17:30-18:00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華人世界

央視國際新聞

18:00-18:30
18:30-19:0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中華一絕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20:00-20:30

生活 (重播)

中國情

20:30-21:00

科技與生活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外國人在中國
武林風

中國文藝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26~30集

21:00-21:30

海峽兩岸

21:30-22:00
22:00-22:30

健康之路

22:30-23:00

五味草堂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中華民族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司馬白話
養生堂

華夏新紀錄
檔案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功夫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Updated as:

12/19/2019

休城社區
星期三

2019年12月25日

Wednesday, December 25, 2019

B8

引以為“澳” - 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座談會
12月22日由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主持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四百多年前，一座名不見經傳
的中國南方小城，因為外敵擴
張的野心和對神秘古國的嚮往
開啟了她的殖民地生涯。經過
400 多年東西方文化的碰撞逐
漸成為一個風貌獨特的城市。
如 今 澳 門 回 歸 20 年 ， 在 中 國
“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澳
門經濟飛速發展，從一個小小
的漁村華麗轉身“ 滄海變桑田
”。
12 月 22 日，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事蔡偉在官邸舉行慶祝澳
門回歸祖國 20 周年座談會。共
有休斯敦各知名僑領，澳門僑
胞，社會精英三十餘人共聚一
堂，他們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和
視野，來看澳門回歸取得的成
就，來看在中華民族發展進程
中所具有的特殊意義。
首先在座談會上發言的是
美南新聞名筆，在澳門長大的
楊楚楓。他介紹小時候澳門在
葡萄牙管理之下的見聞，精彩
有如連續劇。他提到 1966 年 12
月 3 日的 「123 世界」抗議活動
，當時他是中學生代表，在事
件中受到輕傷，被警方用警車
趕出。直到 1967 年 12 月 29 日

，澳獨簽約同意，愛國活動為
正常活動，並把參與的國民黨
員趕回台灣。自此以後，他執
筆在香港、澳門、美國報紙寫
政論文已有四十年。
新任 「和統會」（和平統
一促進會）會長江震遠表示：
澳門回歸，最大的改變是經濟
，老百姓的 GDP 增加 6，7 倍
。他引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的話： 「澳門回歸祖國的實踐
證明，只要路子對、政策好、
身段靈、人心齊，桌子上也可
以唱大戲。」江震遠說：最重
要：澳門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後
盾- 富強康樂的祖國。只要萬
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澳門的後盾- 有一個富足的
祖國。他甚至提到澳門的乞丐
，有年收入一、二百萬元以上
，令人嘖舌。
另有梁國堅，梁吳小仙夫
婦。梁國堅，1953 年在廣東出
生，1973 年赴美。他們今年五
，六月從香港回來。他們很愛
香港，談到香港的動亂，他的
夫人梁吳小仙幾度泣不成聲。
武軍利，在 「中石油」工
作，是參與 「全球貿易」的石
油公司。他的公司是參與 「全

球貿易 」的石油公司，他也為
香港目前的現況擔憂。自稱自
己是在大陸生長的，與澳門有
一段距離，但他堅信 「一國兩
制」制度的實行，實施。目前
「中石油」香港公司負責港，
澳，台的市場開發，香港受到
衝擊，當地的員工發揮核心作
用，保護當地的安全。
當天發言的還有清華大學
、萊斯大學博士生李論，及現
在 「台塑」美國公司任職的饒
漢文。漢文表示：台灣同胞期
盼祖國繁榮，昌盛，和平統一
。
曾為伊拉克、埃及、越南
後裔，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梁成
運，他是 「和統會」（和平統
一促進會）的前會長，現為該
會監事長，多年來對 「和統會
」出錢出力，不遺餘力，大家
有目共睹。梁成運對香港 「一
國兩制」非常支持，他一點也
不擔心香港的未來，所有家當
在香港的梁主席表示：這只是
暫時的亂象，正正式式的的中
國人在香港，都是奉公守法的
。
休士頓的陳文律師表示：
澳門在主權回歸中國後的 20 年
裡，生活水平大幅度
提升。澳門特區政府
推出了全方位的惠民
利民政策。政府提供
了慷慨的補貼和福利
，澳門居民還有機會
到大陸地區工作，澳
門特區政府不斷優化
醫療服務，完善軟硬
件建設，保障廣大居
民的安全與健康，澳
門民生不斷改善，居
民安居樂業。20 年的
澳門實踐充分証明“
一國兩制” 已成地窄
人稠、資源貧乏的澳
門最大的優勢。陳文
律師說：“堅守”一
蔡偉總領事（
蔡偉總領事
（中 ）在大會上致詞
在大會上致詞。
。旁為副總領事王昱
旁為副總領事王昱（
（左）及劉紅梅
國之本，善用“兩制
（右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之利，是澳門特區不斷發展
，繁榮穩定的根本。且澳門自
回歸以來，社會安全狀況得到
極大改善，澳門現在是世界上
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德州和統會副會長，世界
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也提到：
祖國強大，華人腰硬。20 年
來，澳門開創了歷史上最好的
發展局面，譜寫了具有澳門特
色的成功篇章。其最根本一條
，還是始終堅持“一國兩制”
不改變，不動搖，切實維護
“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
不變形。相信澳門未來將背靠
祖國、面向世界，取得更大發
展。
「華人 IT 協會」會長江
岳提出五點看法：（一）經過
二十年 「一國兩制」的實踐。
澳門的 GDP 增長了六倍，香
港增長了一倍多，可見 「一國
兩制」是實踐的 「金鑰匙」。
（二 ）澳門經驗告訴我們必
須始終堅定不移，不折不扣堅
持 「一 國 兩 制 」 的 方 式 。
（三 ）祖國領土不可分割，
香港、澳門的經驗告訴我們必
須排除外國勢力的干擾，鞏固
內部的團結。（四 ）堅持從
娃娃抓起，從教科書抓起，使
娃娃們從小建立 「祖國的認同
感，培養愛國主義精神。」
（五 ）堅持要把香港、澳門
的司法權，抓在中國人手中。
當天出席的還有沈廣強，
37 年前的 「華協」主席。他提
到 「只有一顆中國心」，澳門
追求財富，香港追求民主，自
由。廖宇龍：成都電子科技大
學教授，是一科學工作者。王
皙倩，80 後，堅定一國兩制政
策。許群：中國遠洋，中國上
海物流公司。 「和統會」監事
鄧潤京。他說習主席演講，23
次提到 「一國兩制」。他說：
中華文明講求的是“君子合而
不同”，根據此一思路，在一
個國家裡面，有兩種不同的制

圖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周日，（12
圖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周日，（
12 月 22 日）在蔡偉總領事
官邸舉行的 「 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0 周年
周年」」 座談會現場
座談會現場。（
。（記
記
者秦鴻鈞攝 ）

度是可以的。他也提到台灣問
題，中國必然統一，也必須統
一。這個趨勢不可阻擋，統一
的過程，我們希望採取和平手
段。台灣問題的解決，不取決
於蔡英文，也不取決於韓國瑜
。
最後一位發言的是翁和毓
教授，任職美孚公司。曾任石
油協會、地質協會、華協主席
，福建同鄉會會長。曾在摩洛
哥，瑞士，澳門生活過。他說
：中領導人要有 「彈性」，看
清現在 「新形勢 」，實施 「中
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

當天出席大會的領館除蔡
偉總領事外，還有王昱，劉紅
梅副總領事，還有龍冰，鄭文
參贊，葛明東處長，高樺領事
出席。會議結束前，還由僑胞
楊復，趙啓男夫婦朗誦詩歌
“母親母親，我要回來”。以
及領館的陸靖堯和湛承霖小朋
友，他倆分別是王曉參贊的女
兒和湛玉會領事的兒子，他們
重唱 20 年前澳門回歸祖國時，
小姑娘以稚嫩聲音唱出的《七
子之歌》。

休城社區

这座 980 万人口的城市，凭什么成为抖音之城？

守卫西湖断桥的保安王有亮修改了
他的“白堤准入规则”。
以往他只有“三不准”——车不准
、买卖不准、宠物不准，现在新增了一
条“短视频、直播不准”。
理由是，“影响景区秩序。”
王有亮的“三不准”到“四不准”
，前后也就一年时间。这一年里，他敏锐
地察觉到有些变化在杭州悄然发生了——
那些端着相机的，可能不仅仅是游
客；那些被举起的屏幕，也不仅仅是为
了留念，里面或有一个个抖音小剧场，
正上演着千奇百怪的桥段和剧情。
断桥之外更甚。
从西湖边的 In77 到新兴的来福士广
场，杭州的各大商圈也开始成为姑娘、
小伙儿们翻跟斗、劈叉、走台步的舞台
……在这里，有人演着情景剧，有人
“蹲守”出了百万流量。
980 万人口的杭州，正在成为一座
“抖音之城”。
一米七八的王有亮往断桥头上笔直
一站，颇有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的架势。
王有亮是这儿的保安，每天从清晨
到深夜，他都站在断桥的口子上维持秩
序。逢人来问路，他便侧下身来，露出
笑容指点一二。
53 岁的王有亮很讲规矩。在他 85 米

的断桥辖区里，曾经“三不准”，如今
“四不准”，前后不过一年的功夫，愈
发严格了。
乍一看，断桥还是那座断桥，荷花
如期绽放。桥边仍挤满了游客，举着差
不多的自拍杆，对着远方的保俶塔凹差
不多的造型。
但王有亮心里清楚，那些端着手机
、相机的年轻人里不全是游客，“有些
一看就是拍视频或者搞直播的，两三个
人举着架子、戴着耳机过来的。”
看多了，他也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能精准地将短视频团队从普通游客里
“挑”出来，一般他都上前好言相劝。
偶有不听劝的，在爆发更激烈的冲
突之前，王有亮便也举起手机对着别人
拍，再作势要拿着这些视频去找警察。
对方听罢，只能悻悻离开。
“也就吓唬吓唬他们，我们对游客
又打不得骂不得。”
不过，王有亮不知道，那些人录制
的几十秒视频在他叫不来名字的平台上
，有机会得到上百万的点赞，远超黄金
周高峰时期，西湖边一天的游客量。
七月上旬的一天，网络歌手飞飞和
朋友“轻装上阵”，像普通游客那样拿
个手机，从王有亮的眼皮子底下溜达到
了断桥上。
半个小时里，他先是帮一位美女游

客拍了一段画风清新的影像
，随后在伙伴的帮助下，自
己也录制了一段略显“狂野
”的舞蹈。尔后，他将两则
视频剪辑在一起，做出了
“美女秒变狂野男”的效果
，上传至抖音等短视频平台
。
“想红呀”，他简单道明
背后的原因。飞飞深谙抖音
等短视频平台的流量法则，
知道这样的反差套路能收获
粉丝和点赞。
在杭州，像飞飞这样的不
在少数，有的人想将自己打
造成网红，有的则希望自己
成为专业的街拍摄影师。他
们带着手机或相机，不是出
没在西湖边，就是出没在这
座城市的各个商圈及大街小
巷，旁若无人地进行着他们
的“表演”和拍摄。
今年三月，阿昊开始有计
划地成为一名街拍摄影师。
因杭州已有不少人在做，他
便去往南京。在新街口蹲了一阵后，他
发现南京完全没有街拍的氛围。
“南京逛街的人都在地下商城，大
街上人很少。只能拉着别人硬拍几张。
”一个月后，他又匆匆折回了杭州。
相较之下，杭州更有街拍基因。
早在十多年前，当街拍还是以照片
形式传播时，不少商业中心、地标建筑
就已经成为了街拍胜地，如“武林银泰
第 5 根柱子”一度是街拍的标志。
当抖音短视频成为新一代的街拍载
体，In77、武林路 9 号、嘉里中心、乐
堤港等新老综合体备受当地电商运营公
司、网红经济公司和摄影师们的青睐。
阿昊回杭时，街拍氛围比起三月愈
发浓厚了。
来福士广场，每天都有几组人马在
拍。在这里，阿昊认识了阿峰等六个同
样刚转行做街拍的新人摄影师。
阿峰之前做淘宝商品拍摄出身，阿
昊从事媒体工作，有两位刚从服装厂出
来，其他人也都来自各行各业。大家都
是在近一年里，转行做起了街拍摄影。
“都是看中了抖音上的流量。我也
摸索过纪录片等很多表达方式，最后觉
得街拍模式比较合适”，阿昊表示。
但像阿昊们这样的新人，手里没有
资源，只能每天去蹲拍，发在自己的抖

音账号上，把账号的流量做起来。
因为天天蹲守，天天偶遇，七个人
成了熟人。“一周七天，天天见，能不
认识吗？”阿昊笑着说。
三个月后，七个“老熟人”一拍即
合，决定以街拍作为创业项目，团队作
战。此时，七个人手里的十多个抖音账
号，粉丝已累计有一百多万，单个账号
的点赞量也早已超百万。
陆陆续续也有一些约拍找上门来。
阿昊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不用在外面
蹲到深夜了。
抖音上，除了飞飞这样的网红逐梦
人、阿昊等创业摄影师，还有一批新晋
网红开始崭露头角，在短期内吸引数十
万、上百万粉丝的关注。
如韩国人气模特潘南奎，凭借姣好
的面容和逆天大长腿，在抖音街拍上迅
速积攒人气。一则潘南奎穿着高开叉阔
腿裤走动的视频，获得了近 40 万点赞。
这让网红经济公司看到了新的机会。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潘南奎自身的
条件和人气让她从模特摇身一变成了一
名真正意义上的网红。一旦成为网红，
则不再轻易接街拍的活儿，会有专业的
经济公司围绕她本身打造品牌。
对于杭州的电商运营公司而言，抖
音街拍的高人气背后，则意味着新的流
量机会。
来自一家电商运营公司的阿红表示
，自从抖音成为新流量阵地后，电商运
营公司、淘宝商家们又开辟出了新的运
营阵地，纷纷将重心向抖音偏移。
目的同以往一样：带货。不过，与
过去直接展示商品的思路不同，表达方
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上周五，阿红带着公司旗下的品牌
服装和模特，到杭州城北的乐堤港找阿
昊街拍。
瘦高的模特们换上了要推广的衣服
，助理为她们精心摆弄着衣服、背包的
每一个细节。阿昊则和伙伴端着相机各
自找好位置。
先是一出“剧中剧”。
一个模特拿出手机，假装为小伙伴
街拍视频。阿昊团队则从一旁，以路人
视角拍一组围观视频。
接着是曼妥思和可乐的“爆炸”戏
码。
两个女孩儿在路边打开一瓶可乐，
将一粒曼妥思放入其中，可乐喷涌之际
，二人像做完恶作剧似的大笑着逃开。
与以前的商品展示拍摄相比，街拍

的技术难度要低很多，但对创意的要求
越来越高。拍摄的几个小时里，阿昊们
即是摄影师又是编剧，还是活跃气氛的
场控。
这些精心设计过的剧情，最终呈现
出的效果更像是在街头偶然撞见的场景
，在抖音上往往也能获得不错的流量。
“这是在抖音上更容易被接受的一
种传播方式”，阿红说道。
在抖音上，大部分高赞的街拍视频
为团队出品。如果一个人单拍，要凑足
不同的角度剪辑切换，需要重复拍摄多
次，效率相对较低。
阿昊通常会和几个伙伴常常一起出
动。每人扛一台相机，或一字排开，或
散在两侧，或由远及近分布，两小时便
能拍摄上百条素材。
收工后再从上百条素材中挑选剪辑
，最后将六七条质量过硬的成品，通过
十几个账号发出，工作效率和命中流量
的几率会高出许多。
每天在户外暴晒工作，阿昊和小伙
伴们很快就晒黑了好几个色度，从一脸
青春的青年，变成了黝黑的“大叔”。
虽然抖音街拍才兴起不到一年，但
上下游已非常成熟。
一条街拍视频背后，往往是电商运
营公司、网红经济公司、摄影团队三方
，十几人在户外拍摄半天的成果。
于电商运营公司而言，抖音街拍是
新的流量阵地；于网友而言，是新的娱
乐场；于阿昊团队而言，则是全新的创
业尝试。
不过，这个业不好创，街拍摄影的
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
据阿昊所知，目前在杭州的摄影师
已经接近百人。这其中，既有垄断上下
游资源的头部公司，也有阿昊们这样自
发组织的松散联盟，还有许多摄影师依
然是单兵作战。
在他看来，街拍摄影已经成为竞争
激烈的红海，“蛋糕就这么大，现在人
已经很多了。”
流量和平台政策左右着阿昊们的心
情。他们时而为数十万的点赞而兴奋，
时而为流量不济感到困惑。
最近几天，阿昊又有些焦虑。小团
队成立不久，街拍事业刚有起色，抖音
对街拍的流量权重却开始降低了。
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认为，这个方
向值得一试，“抖音是现在较火的平台
，街拍又是一种非常带流量的方式，还
是有发展空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