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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畫頁

休城畫頁

20212021 美華春季文藝季講座美華春季文藝季講座22..22，，美南作協協辦美南作協協辦
賴沈影醫師主講賴沈影醫師主講：： 「「光之追逐光之追逐.. 攝影與藝術攝影與藝術」」（（上上））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主持人王曉蘭主持人王曉蘭 主講人賴沈影醫師介紹其個人作品主講人賴沈影醫師介紹其個人作品。。

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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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www.famehall.com
www.zzi.netwww.zzi.net

姐妹情深姐妹情深！！ 20212021年年44月月99日晚日晚，，休斯敦名女人黃琛和陳韻休斯敦名女人黃琛和陳韻
梅來到美國宜居小城市十強的糖城素最繁華浪漫梅來到美國宜居小城市十強的糖城素最繁華浪漫、、有小巴有小巴
黎之稱堪比北京三里屯上海新天地的黎之稱堪比北京三里屯上海新天地的City WalkCity Walk之之BakerBaker
StreetStreet宵夜宵夜，，一邊探討工作一邊探討工作，，一邊享受正宗德州美食一邊享受正宗德州美食

美國休斯敦中部時間美國休斯敦中部時間20212021年年44月月1414日中午日中午，，CenterPointCenterPoint
EnergyEnergy冠名贊助的萊斯大学金德研究所冠名贊助的萊斯大学金德研究所(Kinder Institute)(Kinder Institute)
20212021都市解讀物系列都市解讀物系列(Urban Read)(Urban Read)舉行免費網絡研討會邀舉行免費網絡研討會邀
請請《《Hurricane Harvey's Aftermath:Place, Race, and InHurricane Harvey's Aftermath:Place, Race, and In--
equality in Disaster Recoveryequality in Disaster Recovery》》一書作者凱文一書作者凱文••費茲帕特里費茲帕特里
克克（（Kevin M. FitzpatrickKevin M. Fitzpatrick））和馬修和馬修••斯皮亞萊克斯皮亞萊克（（MatthewMatthew
L. SpialekL. Spialek））主講主講““哈維颶風的後果哈維颶風的後果：：災難恢復中的位置災難恢復中的位置，，
種族和不平等種族和不平等””,,在在350350多位倖存者的訪談中總結了個人及多位倖存者的訪談中總結了個人及
其社區其社區（（無論貧富無論貧富，，城市和農村城市和農村，，白人白人，，拉丁裔和黑人拉丁裔和黑人））
的經歷的經歷，，以及哈維颶風過後以及哈維颶風過後，，道路恢復艱難道路恢復艱難，，環境脆弱時環境脆弱時
代代，，普通百姓如何度過漫長的時光普通百姓如何度過漫長的時光，，如何經歷和堅持不懈如何經歷和堅持不懈
的見解的見解。。該書可在該書可在NYU PressNYU Press 網站使用促銷代碼網站使用促銷代碼HARHAR--
VEYVEY3030-FM-FM獲得獲得3030％的折扣和免費美国國內送貨％的折扣和免費美国國內送貨

告別疫情告別疫情，，迎接春天迎接春天！！ 20212021年年44月月1212日日，，休斯敦市长特納休斯敦市长特納、、
市議員市議員Mike KnoxMike Knox、、Edward PollardEdward Pollard及休斯敦政商領袖在休斯及休斯敦政商領袖在休斯
敦西南區的位于敦西南區的位于BellaireBellaire和和GulftonGulfton之间的之间的HillcroftHillcroft大街改造工大街改造工
程舉行破土动工仪式程舉行破土动工仪式，，讓西南區变成最美丽讓西南區变成最美丽、、最安全的家园最安全的家园

20212021年年44月月1111日日，，休斯敦炎黃堂主席黃孔威休斯敦炎黃堂主席黃孔威、、創會元老創會元老
黃士遠黃士遠、、副會長黃曉明副會長黃曉明、、婦女部黃克勤婦女部黃克勤，，歌舞團團長張玲歌舞團團長張玲
，，休斯敦民樂團團長陳毓玲及炎黃堂秘書長世界名人網總休斯敦民樂團團長陳毓玲及炎黃堂秘書長世界名人網總
編輯王福生等數各界代表在休斯敦黃氏宗親會黃家麟廳舉編輯王福生等數各界代表在休斯敦黃氏宗親會黃家麟廳舉
辦每年一屆的休士頓炎黃堂軒轅黃帝祭拜典禮辦每年一屆的休士頓炎黃堂軒轅黃帝祭拜典禮，，在海外為在海外為
傳承中華文化傳承中華文化，，保持中華民族傳統盡心盡力保持中華民族傳統盡心盡力

20212021年年44月月1515日日，，恆豐銀行公關經理恆豐銀行公關經理JenJen--
nifer Zhounifer Zhou接受飞龙傳媒和世界名人网联合接受飞龙傳媒和世界名人网联合
采訪采訪，，介紹正在舉行的介紹正在舉行的《《恆豐銀行杯德州风恆豐銀行杯德州风
光攝影大賽光攝影大賽》》服务社區联絡人群的初衷服务社區联絡人群的初衷，，詳詳
述報名方法述報名方法，，評選細節評選細節。。恆豐銀行深耕社區恆豐銀行深耕社區
，，即便在疫情最重的即便在疫情最重的20202020年仍然取得靚丽年仍然取得靚丽
的成績的成績，，在在20212021年又擴大舉行德州风光攝年又擴大舉行德州风光攝
影大賽影大賽，，激发人們對我們生活的美好環境的激发人們對我們生活的美好環境的
熱愛和關心熱愛和關心，，把美好的大德州风光用專业的把美好的大德州风光用專业的
攝影師的圖片用獨特的视角展現給大家攝影師的圖片用獨特的视角展現給大家。。大大
賽報名表和細則在世界名人网和各大媒体均賽報名表和細則在世界名人网和各大媒体均
可下載可下載，，報名截止日期是報名截止日期是20212021年年55月月66日日

知名鄉村加油站及旅游中心連知名鄉村加油站及旅游中心連
鎖店鎖店Buc-ee'sBuc-ee's繼續在德克薩斯繼續在德克薩斯
州以外的東南部擴張州以外的東南部擴張。。20212021年年
44月月1313日最新在发源地得克薩日最新在发源地得克薩
斯州以外的佔地斯州以外的佔地5330053300平方英平方英

尺旅行中心肯塔基州里尺旅行中心肯塔基州里
士 滿 市士 滿 市 (Richmond(Richmond，，
Kentucky)Kentucky)破土動工破土動工。。
Buc-eeBuc-ee‘‘ss以招牌的德以招牌的德
克薩斯烤肉克薩斯烤肉，，自製軟糖自製軟糖
，，可樂可樂，，海狸金塊海狸金塊，，生生
澀和新鮮的糕點澀和新鮮的糕點，，以及以及
其他鄉村有机產品著稱其他鄉村有机產品著稱
。。將提供約將提供約120120個加油個加油
站站，，並創造並創造200200個全職個全職
工作工作。。圖為休斯敦地產圖為休斯敦地產

经紀人玲玲经紀人玲玲Kate ZhangKate Zhang在陪同在陪同
客户在德州花季前往郊外賞花客户在德州花季前往郊外賞花
的路上的路上，，不忘來到不忘來到Buc-ee'sBuc-ee's品品
嘗最地道的大德州嘗最地道的大德州BBQBBQ汉堡汉堡

美國全民施打疫苗美國全民施打疫苗，，疫情即將結束疫情即將結束，，得克薩斯也迎來春節賞花季得克薩斯也迎來春節賞花季。。漫山遍野的藍漫山遍野的藍
帽花帶給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無比嚮往帽花帶給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無比嚮往。。圖為圖為20212021年年44月月1010日日，，世界名人网組织世界名人网組织
休斯敦北林城時尚艺文界明星团遲晶达休斯敦北林城時尚艺文界明星团遲晶达、、肖家榕肖家榕、、尤凤娟尤凤娟、、崔婕崔婕、、楊琦和何芙蓉楊琦和何芙蓉
以及休斯敦中国人活动中心夕阳紅俱樂部主任梁揚燕女士等前往以及休斯敦中国人活动中心夕阳紅俱樂部主任梁揚燕女士等前往NavasotaNavasota小鎮小鎮
的花田拍攝外景的花田拍攝外景，，采風鄉土人情采風鄉土人情，，體驗德州動人的故事體驗德州動人的故事

20212021年年44月月1515日下午日下午，，亞洲市場負責人亞洲市場負責人Kyle FuKyle Fu和和Kate FuKate Fu的安排下的安排下，，休斯敦休斯敦
Edge RadioEdge Radio電台負責人電台負責人Oscar HinezOscar Hinez、、電影製片人電影製片人Matthew CurrenMatthew Curren、、飛龍傳媒董飛龍傳媒董
事長陳鐵梅事長陳鐵梅、、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電影新星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電影新星LiliLili應面向東亞並逐漸擴展進美應面向東亞並逐漸擴展進美
國主流的國主流的NTV HOUSTONNTV HOUSTON電視台商務經理電視台商務經理Saqib RanaSaqib Rana邀請訪問參觀了位於邀請訪問參觀了位於
MurphyMurphy路的電視台總部路的電視台總部，，並就潛在的合作機會展開聯絡並就潛在的合作機會展開聯絡



BB33
星期二       2021年4月20日       Tuesday, April 20, 2021

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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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經 濟 2021年4月19日（星期一）3 ●責任編輯：魯 冰

花旗增資源拓港財富中心
看好灣區理財業務機遇 增聘逾300客戶經理

花旗集團日前公布首季業績，同時宣布全球
零售銀行業務重組計劃，以便將資源整合

投資至增長潛力最大的業務之上。

整合私人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
該行透露，擬將退出亞洲及歐洲、中東及

非洲地區13個市場的零售銀行業務，該些地區
包括中國大陸、台灣、澳洲、巴林、印度、印
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
越南、波蘭及俄羅斯。不過，花旗會繼續保留
上述地區的機構客戶業務，包括私人銀行、現
金管理部門、投資銀行等。與此同時，將改為
在香港、新加坡、阿聯酋和倫敦四個財富中心
經營上述地區的消費者銀行業務。

香港作為花旗的四大財富中心之一，花旗香
港16日公布最新香港區財富管理業務發展計
劃。花旗香港表示，為配合財富管理業務增長，
未來5年內在香港增聘逾300名客戶經理，同時
為支持是次策略，花旗銀行成立“Citi Global
Wealth”，透過整合花旗私人銀行（Citi Pri-
vate Bank）及個人銀行財富管理（Consumer
Wealth），以發揮該行優勢。

冀2025年管理資產規模倍增
花旗集團香港及澳門區行政總裁伍燕儀表

示，對香港財富管理業務非常有信心，該行未
來將會增加投資數碼化和增聘員工，目標是
2025年將香港區財富管理業務的客戶數目增長

至現時3倍，以及管理資產規模倍增。對於集團
撤出13個地區的零售銀行業務，她回應指，13
個市場業務仍有待出售，並非即時退出，加上
相關市場仍然會維持機構銀行業務，因此相信
集團在環球網絡上仍然有優勢。

香港花旗銀行總經理林智剛則表示，香港客
戶對投資組合的建議、策劃及配置的要求愈來愈
高，以分散資產類型和地域風險，又指該行是香
港財富管理市場的領導者。而內地深圳、廣州等
南方城市日益富裕，以及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的
緊密聯繫，也成為花旗香港拓展財富管理業務的
重要誘因。林智剛稱，相信隨着大灣區的多項發
展計劃，例如即將推出的跨境理財通等，香港財
富管理業務將迎來重大機遇。

今年3月才上任的花旗集團行政總裁Jane
Fraser在業績中表示，集團將集中資源在四個財
富中心運營在亞洲和EMEA（歐洲、中東及非洲）
的零售銀行業務，以便抓住財富管理業務通過這
些重要樞紐提供的強勁增長和可觀回報。她又指，
雖然是次計劃撤出的13個市場擁有出色的業務，
但該行欠缺競爭下需具備的規模，相信該行資源
可以更好地部署，以把握財富管理和亞洲機構業
務中潛在更高回報的機會。

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如何？看

外資的行動便知。花旗銀行公布業

務重整，撤出13個地區零售銀行業

務的同時，會集中資源拓展包括香

港在內的四大財富中心。花旗香港

16日公布最新香港區財富管理業務

發展計劃，目標是在2025年力爭將

香港區財富管理業務的客戶數目增

長至現時3倍，以及令管理資產規模

（AUM）倍增，期內將會在香港增

聘逾300名客戶經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伍燕儀表
示，對香港財富管
理業務非常有信
心。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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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應 惠 譽 報 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評級機
構惠譽維持香港長期外幣發行人違約評級
為“AA-”評級，展望為穩定，不過在報告
中認為香港評級受制於與內地政府的聯繫
更緊密，而持續的社會政治分歧，也影響
了公眾對香港管治的信心，而與內地加強
連繫，也收窄了政治多元化和言論自由的
允許範圍，令香港的自治正在被淡化。多
位財經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認
為，惠譽說法顯示其對中國經濟並不了
解，又指評級機構對香港作出的信貸評級
理應建基於香港信貸情況及償還能力等，
而非其他不相關因素。

溫天納：惠譽評論欠實證支持
資深投資銀行家溫天納表示，這些主要

的評級機構都屬歐美資金所擁有，他們不但
沒認識到香港與內地加強連繫對經濟只會
有益處，反而以這原因去質疑、甚至調低
香港的評級，其實很不現實。只要待疫情
進一步好轉，兩地通關後，香港經濟將可
快速反彈，評級反而有機會被調升才對。
他又指，惠譽評論認為，本地及內地官員
的立法措施收窄了政治多元化和言論自
由，這只是惠譽單方面意見，其實沒實質
證據支持，而且亦與香港經濟拉不上關
係，更與香港的信用評級毫無關係。

陳鳳翔：評級應建基於償還能力
在財金界資歷深厚的陳鳳翔指出，若評

級機構以評級角度分析，理應建基於一個地
方的償還能力，並反問“當內地經濟做好，
香港的償還能力會出現什麼問題？”更指
出，如果香港愈來愈融入國家大局發展，現
時內地經濟做好時，香港評級應該更正面。

陳鳳翔說，現時無論是社會情況抑或營
商前景等都比兩年前更好。又指參考以往經
驗，世界各地社會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出現社
會混亂，但最重要的是混亂過後社會逐步安
定發展，及重拾經濟發展步伐，而當香港能
夠穩定發展時，就自然可以吸引更多資金流
入。他重申，香港“一國兩制”方向從沒有
改變，現時只是更加完善之前“一國”上操
作缺陷。

黃偉鴻：關注把握大灣區商機
經營零食及食品批發、零售及代理的僑

豐行行政總裁黃偉鴻亦稱，商界認為愈與內
地息息相關的企業發展更加好，因他們很多
都以內地為出口市場，目前亦正關注如何把
握大灣區的商機。

貨幣調控將“穩”總量“優”結構
綜合報導 進入二季度，貨幣調控“轉彎”的

節奏會加快嗎？分析人士指出，經濟增長與物價水

平雙雙上行的格局下，宏觀政策正常化進程將繼續

，貨幣調控放松的可能性不大。與此同時，外部環

境的復雜性、內部經濟修復的不平衡性，以及就業

壓力構成的硬性約束，決定了貨幣調控短期不會大

幅收緊，總量層面“穩字當頭”，結構上有收有放

，將成為今後一個時期貨幣調控的突出特征。

目前，中國經濟復蘇勢頭強勁，全球經濟增長

預測值也被國際機構調升。同時，通脹預期有所擡

頭，國際市場上大宗商品價格明顯上漲，中國3月

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也呈現加速上行

之勢。這將考驗宏觀政策定力，尤其是貨幣調控的

松緊度備受投資者關註。

當前，比較明確的政策信號是貨幣調控放松的

可能性非常小，很難回到之前降準降息的寬松狀態

。中國貨幣政策將持續向正常化回歸。一方面，經

濟逐步向潛在增長水平回歸，構成貨幣政策回歸常

態化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國際大宗商品漲價，

海外通脹預期升溫，已引起有關部門關註。日前召

開的國務院金融委第五十次會議強調，要保持物價

基本穩定，特別是關註大宗商品價格走勢。

不過，在貨幣政策逐漸回歸常態的同時，短期

內，“不急轉彎”“穩字當頭”的定調不會有根本

性變化。

首先，穩就業仍是首要目標。金融委會議再次

強調，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宏觀政策的首要目標是

保就業和保市場主體。保就業需要經濟增長的支撐

，這就決定了在就業形勢顯著改善之前，宏觀政策

仍將提供必要支持。目前，就業市場仍存在不小壓

力，結構性矛盾依然較為突出。

其次，消費復蘇動力仍待增強。本輪經濟恢復

過程中，消費復蘇相對滯後。今後若消費復蘇加快

，則可能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反之，則可能

成為拖累經濟增長的一大隱憂。

再者，債務風險需未雨綢繆。前期，極為充裕

的流動性部分掩蓋了企業部門的債務風險等問題，

而隨著“潮水退去”，可能會暴露更多問題。機構

調查顯示，不少金融業人士認為信用風險是今年比

較大的風險點。化解此類風險同樣需要適度的經濟

增長，也需要適宜的貨幣條件。

此外，外部環境復雜性增強。過去幾年，外部

環境出現深刻變化，有些問題不是短期的，而是具

有必然性、長期性和復雜性。隨著全球疫情防控取

得進展，外圍環境的不確定性因素可能再次浮現。

這意味著，當前貨幣調控難放松，但短期內也

不太可能大幅收緊，放松或收緊都存在“邊界”，

仍將穩字當頭、保持定力。

貨幣調控的“穩”將主要體現在總量層面

——貨幣供應量與社會融資規模保持合理增長、

流動性保持合理充裕、政策利率保持基本穩定。

貨幣調控的靈活性將更多體現在結構上，預計監

管部門在繼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先

進制造業的金融支持同時，將進一步加強房地產金

融的審慎監管。

全球流動性存變數
人民幣資產成色不改

美元匯率與美債利率雙升趨勢近期

引起各方關註。專家提醒，過去一年多

，全球主要央行“大放水”造成的流動

性外溢可能行至尾聲，資本回流發達經

濟體特別是美國的趨勢增強，一些脆弱

的經濟體可能遭受資本外流沖擊。中國

經濟基本面良好，出現大規模資本外流

的風險極小，未來一段時間仍將維持外

資凈流入局面，但應高度關註跨境資本

流動變化，提前做好風險防範，避免外

資大進大出。

全球資本流動方向或生變

業內人士認為，美債利率上行與美

元匯率升值同時出現，可能預示全球流

動性將發生流向變化。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2020年

3月以來，主要經濟體央行出臺大規模

貨幣刺激措施，造成顯著的政策溢出效

應——發達市場的低利率和充裕流動性

，加上2020年美元貶值預期強烈，大量

美元湧向新興市場。據國際金融協會

（IIF）統計，2020年全年，約有3130億

美元流入新興市場國家。

“進入2021年，隨著美國經濟復蘇

提速，美債利率加快上行，美元匯率亦

顯露升勢，共同提升美元資產吸引

力。”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鐘正生

提示，如果這種局面持續下去，可能

會改變甚至逆轉此前國際資本流動的

大格局，促使全球流動性回流主要發

達經濟體。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 2020 年第四

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長期來

看，隨著疫情得到控制、經濟復蘇態

勢明確，主要經濟體央行寬松貨幣政策

可能退出，屆時資本流動方向也可能出

現變化。

部分新興經濟體需警惕

一些跡象表明，美國經濟增長預期繼

續改善，可能進一步提振美元匯率與美

債利率雙升態勢。

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

認為，2021年全球經濟復蘇帶有不均衡

特征，即發達國家復蘇顯著快於新興經

濟體。而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經濟表現

最為突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日前上

調2021年和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值

。值得註意的是，IMF將美國2021年經

濟增長預測值大幅調高1.3個百分點至

6.4%。

有鑒於此，當前1.7%左右的10年期

美國國債收益率難言到頂。若經濟增長

優勢持續，美元匯率上行勢頭也將強化

。分析人士認為，未來美元資產的吸引

力將進一步增強，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需

防範資金大規模流出。

近期，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率先加

息，固然有平抑通脹的考慮，但也可能

是未雨綢繆的“先手棋”。在鐘正生看

來，當前部分新興經濟體或希望通過加

息，防範資金大規模流出。

我國資本大幅流出風險極小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我國經濟穩步

復蘇，人民幣資產性價比高，出現資本

大幅外流的風險極小，但也應密切關註

跨境資本流向，提前做好預案。

2020年，我國率先控制疫情、率先

復工復產、率先實現經濟正增長，因此

成為跨境資金流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2020年，僅境外資金流入我國債市的規

模就超過1萬億元。這種勢頭仍在延續

，但也出現一些新情況。

據外匯交易中心公布，今年以來境

外機構投資者繼續凈買入中國債券，但

分月度看，1月至3月分別凈買入2994億

元、1438億元、514億元，凈買入力度

逐月降低。央行最新數據顯示，截至

2021年3月末，境外機構累計持有銀行

間市場債券35581億元，較上月末減少

90億元，是過去一年來首次出現下降。

此外，國家外匯管理局日前公布，3

月份我國外匯儲備下降350億美元，為

連續第3個月下降。這些現象可能表明

中外利差收窄及人民幣匯率回調，對跨

境資金的投資行為在邊際上造成一定影

響。

業內人士強調，對我國這種超大型

經濟體而言，跨境資金出現流入流出是

正常現象。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出現

大規模資本流出的風險極小。一是中國

經濟基本面良好，IMF預測2021年中國

經濟將增長8.4%，亦較之前的預測有所

上調，良好的基本面構成人民幣資產的

核心優勢。二是中國債務結構相對穩

健，外債風險總體可控。國家外匯管

理局數據顯示，2020 年末，我國外債

負債率為16.3%，債務率為87.9%，償債

率為6.5%，短期外債與外匯儲備的比例

為40.9%，上述指標均在國際公認的安

全線內。三是我國堅持實施正常的貨幣

政策。中金公司認為，即便近期海外債

券利率有所走高，中國債券仍具有相當

的吸引力。

此外，中國正加快推進以制度型開放

為重點的高水平開放，不斷便利外資來華

投資展業。“開放效應在未來幾年將是主

導性因素，其影響要大過邊際資本流動。

”華創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張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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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德州眾議員批准通過，允許德克薩斯
州21歲以上、允許德州合法持槍者，在
沒有許可證（permit）的情況下，攜帶槍
支出門。州議會的議員們宣稱，這是為了
增強自我保護。雖然該草案還需通過全院
表決等程序之後才能成案。

這條法案的倡導人是州議員馬特謝弗
，他指出：“這項法案是關於人民的上帝
有權保護自己的權利，無論您居住在哪個
社區，您的父母是誰，您賺多少錢或投了
誰票，都適用於所有德州人。”

反對者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警告，民主
黨人卡爾·謝爾曼（Carl Sherman）預測

，合法攜帶槍枝的普及化，將使黑人群體
的生命面臨不成比例的風險，特別是一旦
警察過度執法的情況發生時。

除此之外另一項隱憂則是，德州的立
法者正在使槍支氾濫，且幾乎沒有採取任
何措施來防止槍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

然而這項法案仍在眾議院以84比56
的票數通過。另一項將持槍合法年齡從
21歲調降到18歲的議案，則遭到壓倒性
的否決。

封面圖片：路透社

德州眾議院批准德州眾議院批准
「「無須許可證無須許可證」」 隨身攜帶手槍隨身攜帶手槍

休士頓傳休士頓傳 「「特斯拉死亡車禍特斯拉死亡車禍」」
釀兩死釀兩死，，駕駛座空無一人駕駛座空無一人！！

4 月 18 日晚間，特斯拉在德州休士頓地區
驚傳死亡車禍，事件發生於休士頓西北方的卡
爾頓伍德區（Carlton Woods）。當晚一輛特斯

拉Model S 衝出道路外，接著撞上路旁的樹而
起火燃燒，造成兩名乘客死亡。

根據哈里斯縣目擊警員指出，當時駕駛座

中完全沒有人開車，警方排除
有第三人開車的可能，因為他
們認為當時並沒有人在駕駛車
輛，而兩名死者一名在副駕駛
座、一名在後座。

據指出，這輛 2019 年出
廠的 Model S 可能因為在夜
間行駛，沒有辨識出彎道，導
致直衝出路外，釀起這次慘劇
。從現場照片來看，事故車輛
狀樹後火燒車，燒到甚至連車
的骨幹都面目全非。

目前特斯拉公司尚未對該
事件做出回應，但根據特斯拉
規範，即使使用自動駕駛，仍
然必須有駕駛員，且駕駛員的
雙手應該時時刻刻都握著方向
盤。

封面圖片：KHOU截屏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周日周日（（44月月1818
日日））淩晨淩晨，，威斯康辛州基諾沙縣威斯康辛州基諾沙縣（（KenoshaKenosha
County)County) 警察部門發言人戴維警察部門發言人戴維··賴特中士賴特中士（（Sgt.Sgt.
David WrightDavid Wright））指出指出，，在威斯康星州的薩默斯在威斯康星州的薩默斯
樓酒館樓酒館（（The Somers House Tavern)The Somers House Tavern) 發生大規模發生大規模
槍擊事件槍擊事件，，造成叁人死亡造成叁人死亡，，兩人受重傷兩人受重傷。。

賴特說賴特說，，槍擊事件發生在小酒館內槍擊事件發生在小酒館內，，第一第一
次接到電話是淩晨次接到電話是淩晨00時時4242分分。。

警察趕到現場警察趕到現場，，發現有叁人死亡發現有叁人死亡，，兩名被兩名被
槍擊的受害者被送往當地醫院槍擊的受害者被送往當地醫院，，身體受到重傷身體受到重傷
。。

賴特說賴特說，，槍擊事件中的嫌疑人尚未找到槍擊事件中的嫌疑人尚未找到，，

仍逍遙法外仍逍遙法外。。
官員們認為槍擊事件發生後對社區沒有任官員們認為槍擊事件發生後對社區沒有任

何威脅何威脅，，並補充說這似乎是有目標並補充說這似乎是有目標、、有針對性有針對性
的孤立事件的孤立事件。。

賴特說賴特說，，槍擊事件仍在調查中槍擊事件仍在調查中，，目前尚無目前尚無
作案動機作案動機。。

自自33月月1616日在亞特蘭大地區的叁個溫泉浴日在亞特蘭大地區的叁個溫泉浴
場發生槍擊案場發生槍擊案，，88人喪生以來人喪生以來，，美國遭受了至美國遭受了至
少少4747次大規模槍擊事件次大規模槍擊事件。。

大規模槍擊事件是指有四名被槍擊致死或大規模槍擊事件是指有四名被槍擊致死或
受傷的受害者受傷的受害者（（不包括任何射擊者不包括任何射擊者）。）。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威斯康辛州基諾沙大規模槍擊案威斯康辛州基諾沙大規模槍擊案
33人死亡人死亡 22人受傷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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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力抹黑港判案
專家拆穿44謬論謬論

無人有法外特權 歐方勿擾港法治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10名亂港政棍，16日就2019

年8月18日及8月31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案接
受判刑。案件宣判後，英國外交部、美國國務卿布林
肯、歐盟、多間外媒，及香港的“民陣”召集人陳
皓桓和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等相繼聲言判決不
公，更就兩案判刑作出多項莫須有的指控，包括
指稱特區政府“鎮壓異見”“違反基本法”
“製造寒蟬效應”，更將矛頭指向香港法院
“破壞基本法”，要求香港特區釋放“行
使基本法自由而被捕的人”。

有關人等公然干預香港法庭的獨立
審判，對判刑做出毫無事實基礎的攻
擊，企圖向香港法院施壓，香港文
匯報17日訪問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
豪輝、全國政協委員黃國、法學
教授黃江天，香港法學交流基
金會副主席丁煌的意見，他們
均認為外國政府、外媒及部
分香港組織對判刑的指控缺
乏事實基礎，並強調香港
特區致力維護法治，任
何人都不應干涉法庭依
法作出的裁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歐盟對外行動署發言人發表涉港
聲明，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17日表示，中國香港是法
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

據中國駐歐盟使團官網17日消息，有記者提問指，
4月16日，歐盟對外行動署發言人發表聲明稱，10名
“民主運動”人士當日在香港因參與和平抗議活動獲罪，
這表明香港民主空間“不斷縮小”、“基本自由受到侵
蝕”，認為香港事態發展令外界質疑中方履行國際承諾
的意願，稱有關做法破壞了信任，也影響了中歐關係。
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發言人表示，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是法治的基本
要求。相關案件被告人因組織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

與未經批准集結等被依法定罪，香港法院
已公布判決理由和量刑標準。如對判決有異
議，當事人可依法上訴，其合法權利依法得到
保障。

發言人表示，歐方完全無視中國政府和中國香
港特區政府嚴格依照基本法處理香港事務的基本事
實，公然插手干預中國香港的司法活動，是以自身價值
觀為標準對法治的嚴重踐踏，我們對此堅決反對。“今日
之中國，早已不是西方可以為所欲為的時代。我們嚴正要
求歐盟恪守不干涉內政這一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以維護中歐關係健康
順利發展。”發言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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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人”，香港文匯報
17日特地就此查詢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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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反駁：
黃江天表示，要符合很

多條件才能構成組織及參與未經
批准集結罪，法官是根據法律條文、
被告過往的行為依法裁決，不少外國駐港
的領事或代表當日都有上庭聽審，他們應清楚
看到被告的權利獲充分保障，審訊程序公開透明。

外國要求釋放犯人，等於無視香港既有法律程序，在
干預香港的司法獨立，而根據國際法和不干涉的基本原則，

外國政府不應企圖干預香港特區的事務。
馬豪輝強調香港司法獨立，法庭依法

審訊所有案件，今次外國聲言案件是“政
治檢控”，更要求釋放被告是在干
預香港的法治，粗暴干預香港
內部事務，違反法治精

神。

專家反駁：
馬豪輝不認同判決是“鎮壓異見”。港

人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始終無減，仍然可以表達
意見。是案被告在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前應早
已知悉違法後果，既然他們堅持破壞公共秩序，
就應承擔法律責任。
黃國批評相關西方國家雙重標準，尤其是美國

近年也會針對其示威活動嚴格執法，他們對香港的
指控明顯是只講政治、不講法治。

他說自2019年起，亂港分子多次打着所謂
“和平示威”的旗號召集人群，當時也獲警方批出
集會許可，但這些“和平集會”最終都演變成
黑暴，警方其後拒批許可後，亂港分
子仍繼續濫用“和平集會”的旗號
鬧事，可見其行為與表達
意見是兩回事。

專家反駁：
黃江天批評，有關

指控缺乏事實基礎，基本法確
實會保障香港市民集會、遊行的權利，
但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
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任何人行使權利時都必須尊重他人
的權利和保障公共秩序，今次相關被告違反的《公安條例》早
於港英政府時期頒布，在法律框架上並無任何問題。
丁煌指出，涉案被告包括立法會前議員和3名資深的法律界中人，

若法庭裁決真的有違反基本法等缺失，相信這些被告及其律師團隊
絕對有能力在14日上訴期內提出上訴。

他強調，香港司法制度清晰，被告有足夠渠
道申訴，若西方國家及政客在法律程序尚未完結

前已將裁決抹黑成違反基本法，明顯是為
抹黑而抹黑，極不負責。

專家反駁：
丁煌指，今次兩宗案件涉及的集會均無獲警方批

出許可，故從組織到舉行集會都已經違法。有關指控純屬堆砌，是將非法
集會與合法集會相提並論的文字遊戲。黃國批評，有關的指控全屬危言聳聽，只是鼓吹群眾
“違法達義”的手段。香港一直允許和平集會和示威，只是亂港分子借所謂“和平示威”籌劃挑戰
法律的行為，他呼籲有關人等打消幻想，公眾亦應看清事實，勿被煽動。

美歐夥代理人包庇肥黎等 造輿論施壓特區法院法院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1年4月19日（星期一）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有外國政
客針對黎智英案，評論武斷地指稱香港的基本權
利和自由受損，香港律政司17日發表聲明，強調
香港的法庭獨立地履行司法權判刑，但引來一些
基於政治理由而作出的無理批評，令人遺憾。

律政司在聲明中強調，特區政府絕不同意一
些政客提出欠缺事實基礎的批評。香港特區政府
一直尊重及重視基本法保障的權利和自由，包括

集會、遊行和示威自由，但這些權利和自由
並非絕對，是可受到限制，包括基於公共秩
序及保障他人的權利和自由。“令人遺憾的
是，法庭獨立地履行司法權判刑卻引來一些
基於政治理由而作出的無理批評，我們必須
重申，按國際法和不干涉的基本原則，外國
政府不應企圖干預香港特區的事務。”律政
司表示。

駐歐盟使團：

律政司：港司法獨立外地政客無權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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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全新曝光的“殘垣之

下希望不滅”版情境海報，以

黑白為主色，莊嚴肅穆，殘酷

駭人的大地震情境被真實還原

。電影《一百零八》既是一部

逼真再現汶川特大地震的災難

片，也是有溫情筆觸描繪災難

中人性閃光與掙紮的劇情片。

被埋在殘垣斷壁下的孕婦堅強

地等待著救援，沒放棄哪怕一

丁點生的希望。

寺院僧侶與醫生、護士、孕

產婦等各色女性共同抗震救災，

在我國歷史上是鮮有耳聞的事件

，而這恰恰卻是2008年真實發生

在我們身邊的動人故事，他們每

個人都是災難中的受害者，也都

是力挽狂瀾的參與者。孕產婦們

在寺院安頓以後，有108個新生

命接連誕生，他們生於大難之後

，沐於佛光普照之中，以出生順

序先後的數字命名，被大家稱為

“羅漢娃”，將以108個燦爛生

命的形式，延續著殘垣之下重新

迸發的新生希望。尤其是女主角

最後誕下的小一百零八，她不光

代表著女主角對於生命意義的反

思後的一種徹悟，更象征著對寺

院僧人援救的一種鳴謝和對醫護

救助的感恩，而這正是對一百零

八最誠摯的解讀。

汶川地震題材電影《一百零

八》由四川壇城聖視電影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木蘭文化傳媒有限

公司、北京壇城聖視電影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浙江永康嘉蘭影業

有限公司、華龍文華（北京）文

化傳媒發展有限公司、北京啟泰

遠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四

川通用電梯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中共德陽市委宣傳部、中共什邡

市委、什邡市人民政府作為顧問

單位，北京啟泰遠洋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四川壇城聖視電影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宣傳發行，北京愛

奇藝科技有限公司獨家信息網絡

傳播及獨家院線點播。褚海辰、

張越、萬磊、楊碩擔任出品人，

孔嘉歡編劇及導演，呂星辰（上

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影後）領銜

主演，董凡、高亮主演，汶川大

地震羅漢寺真實事件見證者吳京

特別助演，將於2021年5月28日

全國震撼上映。

殘垣之下希望不滅
汶川地震題材電影《一百零八》定檔5月28日

汶川地震題材 電影《一百零八》 發布“殘垣之下希望不滅”版情境海報，同
時宣布最終定檔 5月28日全國震撼上映。

電影《一百零八》 取材於“5·12”汶川特大地震期間發生在四川德陽什邡市
的真實事件， 地震時期，與汶川一步之遙的什邡市同樣遭受重創。什邡市婦幼保
健院損毀嚴重，院長帶著醫護人員與孕產婦們被迫向羅漢寺求助，希望孕產婦們
暫時安置在寺內。對於這樣的“非分之請”院長原本非常忐忑，沒想到羅漢寺的
素全大和尚不僅欣然應允，還主動安排僧侶們留出大部分食物給產婦們補充營養
。大家都知道佛門有諸多大忌，但大災當前素全大和尚卻留下了擲地有聲的名言
：佛門有很多忌諱，但最大的忌諱是見死不救。

定檔6月12日
鄭愷上演“變形記”為戲下跪詮釋跌宕人生

電影《超越》近日首發預告和海報，並宣布定檔6月12日，進軍端午檔。預
告中，鄭愷飾演的郝超越，分別以跑道上全力沖刺的颯爽青年運動員，和身材發
福的中年落魄男兩種狀態出鏡，對比強烈。同步曝光的海報中，青年郝超越朝著
前方奮力奔跑，展現昂揚的姿態，不過畫面裏陳舊斑駁的卷簾門卻隱約透露著另
一番深意。熱血與感動交織，一場關於競技、關乎人生的比賽即將打響！

影片讲述了曾获奖无数的“百

米飞人”郝超越在经历人生转型之

后陷入低谷，因为与昔日挚友的再

聚被唤醒热血回忆，并重新振作，

实现自我超越的故事。

定档预告从郝超越的角度切入

，伴随着激昂澎湃的解说，意气风

发的运动员郝超越极速冲线，完美

夺冠；在一句意味深长的“回不去

了”之后，预告片画风突变，再次

映入眼帘的是中年发胖的市井人物

郝超越，家庭事业双双受挫，迫于

生计更不惜下跪求人。郑恺准确把

握人物在不同境遇下的情绪，用收

放自如的表演，刻画郝超越身上清

晰可见的变化，丰满了角色形象。

据悉为了还原短跑运动员的真实状

态，剧组邀请“中国飞人”苏炳添

在郑恺的前期训练进行专业指导；

郑恺还在两个月内迅速增肥40斤，

以塑造戏中两种角色状态，十分敬

业。在海报中，青年郝超越直视前

方，全神贯注地向终点冲刺，贴合

“跑起来，别停下”的宣传语，彰

显角色蓬勃的斗志。与此同时，背

景中紧闭的卷帘门和贴在门上的各

种小广告也格外显眼，似乎寓意着

那辉煌的冠军生涯已成过往，令人

忍不住对他的跌宕人生产生无限好

奇。

电影真实再现体育生的学习生

活和训练日常，还原燃爆青春的竞

技故事，同时又极其敏锐地刻画运

动员在经历转型后所面临的挑战，

丰富了电影的情感内核。

过去的数届奥运会，中国体育

健儿在赛场上努力拼搏，摘金夺银

，展现当今中国人崭新的精神风貌

。全球瞩目的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

运动会即将在东京拉开帷幕，《超

越》中以郝超越为代表的运动员们

刻苦训练、追逐梦想的剧情，也将

与这一体育盛会遥相呼应，点燃国

人对奥运的关注与期待。同时，影

片中各个角色在遭遇瓶颈时积极探

索，重拾对未来的信心，为“中国

式励志”注入了具备普世价值的现

实意义，相信能够引发广大观众的

共鸣。“致在人生跑道上勇往直前

的你”，本片通过对人物的真实剖

析，用真挚的故事、饱满的情感感

染观众，力争在这个夏天传递温柔

又坚韧的治愈力量。

电影《超越》将于6月 12日全

国上映。影片由韩博文执导，郑恺

、李昀锐、曹炳琨、张蓝心、张榕

容领衔主演，李晨、金靖特别主演

，上海猎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华

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深圳市宏寰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出品，北京鸿岩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布谷熊传媒

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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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姐2》脫穎而出夥那英楊丞琳組團

容祖兒努力 年年2020
惠英紅動容惠英紅動容

香港文匯報訊話題人物張栢芝大熱倒灶，未能成團引起熱議，許
多網友替她抱不平，留言表示：“一猜就會很多人來說實力不行，這
本身就是粉絲觀眾投票的啊，之前公布的資料，栢芝姐姐本來就在
很靠前的位置。再說女團靠顏值出道的也不少吧”、“真的就是
被找來幫節目組帶熱度的工具人吧，票數這麼高都沒成團也太
假了吧”、“消費一季的張栢芝居然連成團都不給，
結算之前張栢芝得票數還比她們多很多”。

而栢芝在比賽中的感言更是令粉
絲聽了心酸又感動，她一開始就說自
己很想哭，坦言自己在唱跳很
笨，從出道以來就是一個演
員，也不知道怎麼在舞台跟
得上其他姐姐，但哪怕她
不懂飛，她也會努力去
跑，希望在節目結束
後，她還是以前那
個不放棄的張栢
芝，一直往前
走。

余香凝
晒懷孕美照

陳茵媺攜子女隔空唱生日歌
陳豪上海“入五”笑不攏嘴

栢芝遭淘汰網友抱不平

香港文匯報訊 大熱綜藝節目《乘風破浪的姐姐》第二季16日晚完結，總決賽結果

出爐，最後成團名單是那英、周筆暢、楊丞琳、容祖兒、王鷗、楊鈺瑩和吉克雋逸 。其

中第一名是那英擁有542萬票，第二名是512萬票的周筆暢，楊丞琳獲得第三名有190萬

票。香港代表容祖兒成功打入七強，為見證祖兒成團出道，惠英紅不但專程到現場，更強忍腰

痛坐足5小時支持，事後紅姐還發文娓娓道出祖兒20年來完美演出背後的刻苦努力與堅毅。

節目最後選出7人成團，第一至第七名順序為那英、周筆
暢、楊丞琳，容祖兒、王鷗、楊鈺瑩和吉克雋逸。其中只

有王鷗是演員本業，其他皆是歌手出身。
那英高票拿下第一，以C位（中心位）出道，日前她在微

博宣示“成團出道，我是認真的”，讓許多藝人轉發為她拉
票，16日晚那英開心抱着獎座發表感言前，先自嘲聽到楊丞琳
說她怕尷尬所以不發微博拉票，“聽了我心裏確實有點虛，但
我唱了一輩子從來沒求過別人，如果我不努力發微博求明星朋
友的話，今天不一定能站在這，但是我求他們也希望他們以後
也求我。”最後還向第二名周筆暢喊話：“C位我先拿了，妳中
有我，我中有妳，咱倆都一樣。”全場歡呼鼓掌。

不過以實力唱將著稱的那英當晚唱出《回聲》時卻引起假唱
疑雲，事緣獻唱中途那英麥克風還沒拿起，現場卻已經出現歌
聲，那英連忙轉過身背對鏡頭，因而被網友質疑假唱，但也有網
友指出她在中段唱錯歌詞，應該是真唱，評價兩極。

容祖兒成功成團出道，祖兒在微博興奮留言：“成團啦成
團啦，這一刻終於可以大聲說：我‘贏了’阿Sa阿嬌，再也不
用羨慕Twins了，而且還一下收穫六胞胎隊友！這次在乘風破浪

的過程中收穫很多——solo了20多年第一次
當隊長、被姐姐們反向安慰卻哭到完全收不
住。我是一個不太懂得表達的人，一直以來我習慣
性地只想展現給大家最完美的一面。這一次，感謝這
個節目毫無保留得可以讓大家看到一個真實的我，謝謝
你們支持和喜歡一個不善表達的不完美的我。”她亦感謝
每位支持者、一直在背後支持她的媽媽、伯樂霍汶希
（Mani） ，並特別感謝惠英紅在百忙之中到現場為她打氣！

惠英紅忍腰痛撐祖兒
惠英紅16日晚專誠到長沙出席成團夜的直播活動，為祖兒

打氣。Mani透露紅姐腰骨不好，但為了撐祖兒整晚坐在親友團
5小時，雖然下來之後背很痛但一點怨言都沒有。紅姐在賽後還
在微博祝賀祖兒，她指其胞妹曾經和祖兒一起共事了近二十年
的時光，感情就像家人一樣，但因其妹現在人在香港，沒辦法
來到現場為祖兒打氣，所以也特地囑咐了紅姐把祝福帶到現場
給祖兒！

紅姐續說：“因為我妹妹的關係，差不多從祖兒出道以
來，我就一路見證着她的成長。很多人只知她是金曲歌后、天
籟之音，卻不知道為了能把歌唱好，她每天花多少時間去練
習，即使喉嚨發炎聲音沙啞，做完了針灸，就又回來繼續唱。
很多人都說她是演唱會上的女王，唱跳俱佳，卻不知道每一次
完美的演出不是必然，是她練舞練到膝蓋積水渾身是傷，打了
止痛針，就又穿上高跟鞋，回到舞台上，繼續盡自己百分之二
百的努力讓到場支持她的粉絲們不會帶着遺憾離場。這些事情
她從來不講，可我卻看在眼裏，也打從心底心疼這個女孩子。
但同時我也肯定，這樣一個努力、刻苦、不服輸、不認命的女
孩，總有一天會變成舞台上最閃耀的那顆星，驚艷全場，光芒
萬丈！”而Twins也為祖兒感到驕傲，阿嬌轉發紅姐帖文，並
給祖兒留言：“被紅姐的話感動哭了，親眼見證你一路走來的
努力，你是獨一無二最棒的”。阿Sa發文恭喜祖兒：“這幾個

月‘我
們’都太
不容易了，
每個星期趕回
家看《姐姐》，
每天給你投票，看到
你緊張我比你更緊張，
看到你開心我比你更開
心，看到你傷心我更加傷
心，現在終於鬆一口氣！你一
直是我的驕傲，做組合不簡單喔
（做了20年組合的人在此）！希望七
位姐姐繼續乘風破浪，相親相愛”。

楊丞琳獲夫細心祝賀
楊丞琳憑高EQ面對團隊唱跳問題，獲得高

度好評，最後名列第三，相隔19年再度以女團出
道。觀看直播的老公李榮浩開心發文：“等會好好慶
祝，等你回來。”楊丞琳回應留言：“好！那我先去和姐
妹們走起來了！”

●●郭晉安郭晉安((左左))
為陳豪慶生為陳豪慶生。。

●● 陳茵媺帶家人陳茵媺帶家人
隔空為陳豪慶生隔空為陳豪慶生。。 ●余香凝

● 張栢芝
大熱倒灶。

● 表現出色的容祖
兒(中)獲惠英紅(右)
及霍汶希吻賀。

●●王鷗本是演員本業王鷗本是演員本業，，
但唱跳能力也過關但唱跳能力也過關。。

●● 《《浪姐浪姐22》》最最
後選出那英後選出那英、、周周
筆暢筆暢、、楊丞琳楊丞琳，，
容祖兒容祖兒、、王鷗王鷗、、
楊鈺瑩和吉克雋楊鈺瑩和吉克雋
逸成團逸成團。。

●● 那英以那英以 542542
萬票位列第一萬票位列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陳豪（阿
Mo）於16日度過50歲生日，由於他身在上
海拍攝劇集《白色強人2》外景，監製特意
在片場送上生日蛋糕，全體劇組人員齊齊為
陳豪慶生，陳豪於社交平台答謝大家：“十
分感謝《白色強人2》監製Marco的‘驚
喜’生日蛋糕 和非常感謝台前幕後團隊們
的祝福。”至於拍檔郭晉安與阿Mo着住戲
服開餐，滿枱美食又歎啤酒，安仔留言祝賀
壽星：“Mo生日快樂，今次好開心、好開
心同你合作一段難忘的經歷！”

雖然生日不在家人身邊，但阿Mo收到
最窩心的生日禮物，肯定是老婆陳茵媺（Ai-
mee）和三個仔女的祝福。阿Mo過生日時，

跟老婆子女互通視像，但在等視像開始期
間，阿Mo小女兒等到發呆在打呵欠，正式
見爸爸時又與哥哥搶位，場面相當搞笑，不
過一見到爸爸出現，個個就笑得好開心大唱
生日歌，阿Mo即笑不攏嘴！Aimee笑言自
己與三個小孩這隊生日快樂合唱團事前並沒
練習過，便舉行了這虛擬生日派對，她祝三
個寶寶及孩子們的爸爸生日快樂，更感謝婆
婆生下這個了不起的男人，老公更是個最有
愛心的人、最親切的父親，是位善心的紳
士，她對着老公說：“我們愛你，想念
你！”阿Mo亦感謝老婆及家人：“我有過
得最好的生日禮物，謝謝你給我這麼一個如
此可愛的家庭，他們真的很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
余香凝臨盆在即，之前已經跟老
公到酒店享受babymoon，更在泳
池畔秀巨肚，17日她再分享了新
一輯孕照。余香凝今次穿上一件
頭黑色孕婦泳衣，外披黑西裝
褸，手捧着巨肚笑得開懷拍照，
甚有型格，另一款照片則換上黑
色露肩短裙襯薄紗披肩，煥發高
貴一面。

余香凝對將出生的寶寶充滿
期待：“一天一天倒數，一天比
一天期待，期待聽到妳的聲，期
待跟妳臉貼臉，期待跟妳第一個
眼神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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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成彥邦醫師圖為成彥邦醫師。。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專欄專欄】】杏林夜談杏林夜談1818 談天說地之一談天說地之一 ：： 仁心仁術仁心仁術

作者：成彥邦

（一） 良友來訪
丁大夫來了，我奔向會客室迎接。自

從新冠肺炎年前爆發以來，他第一次來我
診所，我們先抱拳再相擁、握手，又觸肘
、再兩拳相碰，加上時麾的一腳跳起另腳
相撞，然後相顧哈哈大笑。古典的、現代
的和潮流的招呼我們都打過了，丁大夫好
整以暇的說： 「讀了你寫的〈追念毛志江
醫生〉文章，總有點意猶未盡，今天特來
找你解惑的。」

我說： 「我的文章寫完寄報社和送給
親朋好友，報社刋出外，其他幾乎都是石
沉大海、有去無回的，那些有回音的，不
管是正面的或反面的回應，我都視為知音
恨不能湧泉相報，當然我知道這個時代寫
又臭又長的文章，耗掉讀者寶貴的時光，
好看的連播劇這麼多，誰有時間看文章啊
，打擾了人不說，還圖要回音？門都沒有
！居然你讀文後意猶未盡，一定有所見教
，凡有關醫學的我們可以相互討論。」

丁大夫氣定神閒的說： 「你文中的毛
醫生打過防疫針嗎？他做過你的檢測，以
你之見他病故的原因？他有沒有向你求助
治療新冠肺炎？請你先回答我這三個問題
，之後，我們才開始兩人的談天說地。」

（二）回答三個問題
我很謹慎地如答考題般回答： 「毛醫

生從沒告訴我他打過防疫針，我也從沒問
過他，所以我不知道他打了還是沒打；第
二題，毛醫生是酸性體質，血糖高出正常
範圍，且胰島素分泌量略在邊緣上，他患

隱性糖尿病，他親口告訴我：驗血檢查，
血糖高，但無任何糖尿病的症狀，以飲食
和運動來控制相安無事，感覺良好。他沒
問過我用中藥治療糖尿病的方法，他那天
來訪並非求治糖尿病，本以為將來有時間
談這方面的問題，何況他也是行家，來日
方長。我後來才知道毛夫人8、9個月前
才去世，毛醫生的念妻心理壓力造成隱性
糖尿病更嚴重。人體分泌的胰島素的pH
是8.8，主宰人體的酸鹼度至關重要，毛
醫生的胰島素已經不夠支撐他的體重了，
我的檢測也証明他是酸性體質。新冠肺炎
的死亡率與糖尿病息息相關。我再講句沒
有人愛聽的話，肺炎惡化到最後，都會酸
中毒，這些酸包括乳酸、尿酸、碳酸和新
陳代謝產生的酸毒，肺炎產生大量的碳酸
排不出來，產生敗血症（Acidosis）身體
日益衰竭，可惜主流醫學仍然沒法治酸中
毒，他活生生的走進醫院，在醫院治了整
一個月，被抬了出來，表面上看，這個過
程似乎無人非議，死亡證書上白底黑字
（COVID-19) 肺炎致命。

「第三題，我當然想助毛醫生治瘟疫
，我說瘟疫，在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發
生過不知凡幾，防治瘟疫光是傷寒論中之
方劑，數來就有近百，今天研究新冠肺炎
病毒，人才濟濟，我區區一個中醫師何足
論哉，門戶之見使我無機會施展。我治那
些新冠肺炎的熟病人都是寄藥到家，請他
們自行隔離，不出一周病即痊癒了。毛醫
生迅速向醫院求醫，等我知道他得病，連
電話、電郵，任何通訊都不通，本準備等
他出院回來我們再切磋，沒想到再下來天
人永別了。如今我欲振乏力的＂馬後砲＂
僅能紙上談兵而已，哪，幫得上忙嗎？遺
憾啊！遺憾。」

丁大夫說： 「謝謝解我的疑惑，原來
什麼叫良醫，我聽明白了，別人沒向你求
＂道＂，即使你有最優良的＂道＂也是枉
然，中醫講究治＂未＂病，要先治好病人
還沒發生的病。可惜，不管是中國人或西
洋人，都與治＂未＂病背道而馳，他們寧
可＂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有病才治啊＂從不未雨綢繆，把身體搞健
康，經常看到那些生命快走到盡頭邊緣上
的人，＂未病＂不管，一旦病來了，措手
不及，便回天乏術，劫數難逃。」

（三）妙手回春
丁大夫接著說： 「以過去五、六年來

說，我其實也是生命快走到盡頭的人，我
有心臟置換二尖瓣膜史、有乙肝的病毒感
染史、有前列腺三次腫大刮除史，有肛門
癌的割除、有四次膀胱癌的手術，膀胱癌
手術第三次與第四次之間不到6個月，癌
細胞愈來愈凶猛，愈來愈具侵蝕性，我知
道再不找你診治此生就要被癌打敗了。自
從接受你的診治之後，健康迅速恢復，我
回泌尿科醫師復診，檢查完畢，他聽到我

服用PHB富鹼寶防癌復發，拍案叫絕＂
Phenomenal!＂＂簡直偉大極了！＂我的
泌尿科醫師的父親是個麻醉醫師，他是尼
克森總統時代第一批送到中國考察中醫、
針灸的專家，他回來告訴讀醫學院泌尿科
的兒子：中醫針灸值得你深入研究噢！可
惜他僅僅膚淺的知道一點點中藥，我和他
交談起來比較順暢而已。自此之後你不但
成為我的主治醫師，而且我把你敬為先進
師長，你的處方我照單全收，你的發明我
篤信無疑地服用。我單刀直入的三個問題
你解答得滿意極了，而且我要謝謝你，服
了你配製的MR10，8個月後驗血報告，
乙肝病毒無論表面抗原 、e抗原和核心抗
體通通歸零，表示乙肝病毒一掃而光，從
此無肝癌之隱憂，更妙的是服了你的處方
，我的身體各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老年
人經常要服的三、四種藥，統統被我丟進
垃圾桶了。我今天來主要是回診作檢測，
也問問你打了COVID-19防疫針沒有？」

（四）仁心仁術
我一邊替他作檢測一邊和他聊天：

「我本來不打算打防疫針的，原本採提高
自身免疫力和＂噴劑＂的預防方式，噴劑
是我的另項發明，它是排除病毒在人體身
上著牀，凡是呼吸氣道的病毒都管用，過
去的一年我用在我自己身上和我的家人，
效果很明顯。我們搞中醫的要做研發非常
＂悲壯、淒涼＂，日本漢醫華岡青洲為實
驗華佗的麻沸散以家人來測試，造成母死
妻盲的悲劇，我外既無援手，內又無經費
，只好往自己身上作實驗，自行試藥、自
行觀察、自行檢測，這個過程經常是好幾
年，我的噴劑試用以來已整整一年之久，
如果我打防疫針豈不全功盡棄，毀於一旦
，誰又能繼續實驗下去呢？正在左右為難
猶疑失決的時候，毛醫生的去世給予我一
個啓示，我想通了，防了一萬，而防不了
萬一，冥冥中毛醫生的＂死諫＂喚醒了我

，疫苗是老法子，噴劑是創新，尤其用中
藥更高明，這個世界給我的恩典不足以用
犧牲自己生命來完成實驗，要是生命都沒
了，噴劑也就失掉了意義，於是我採兩全
其美，針照打，噴劑照用，噴劑照用不表
示不防新冠病毒，如果我自此不感染流行
性感冒病毒，至少完成了80%的實驗，何
況我有五、六個熟知的老病患，他們對疫
苗有強烈的過敏反應，即使是一般的流感
疫苗的反應也強烈，他們寧可與新冠肺炎
抗爭，絕不打防疫針，屬所謂＂寧死不打
＂族，我免費提供他們三年的噴劑來完成
實驗。我的大手筆，我的無畏試藥對得起
天下蒼生，並不盼任何回饋。現在我防疫
針也打了，但願留得青山在，化為無窮的
智慧與餘力再奉獻。」

丁大夫打量我好一陣接口說： 「我自
己從不作中醫研發的，打從我行醫起，向
來不知道創新是如此艱難，想起歷代大醫
家親自研發試藥，嘗試百草，有一日中毒
數回的，他們研發的結晶著述成書成典，
我們輕易的拿來運用，何等幸福幸運，想
不到，到了異國他鄉推崇科學為主流的研
發途徑，而我們中醫仍要走古老的路子，
我知道任何一項稍出色的西藥研發，從實
驗室到診所的處方，至少花費20億美元
之譜，研發中藥就以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之數來計，只是千萬、百萬之資，有國家
、有政府、有社會、有大學研究所、有慈
善機構、有私人企業提供給你嗎？區區之
數對他們來說九牛一毛，拔一毛利天下都
不為，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成醫師你自
個出資出力、節衣節食、親力親為、耗智
耗能、排難排災，成功成就何止是對得起
天下蒼生？你沒欠蒼生一分錢，蒼生也沒
助你半分力，對得起、對不起與蒼生何涉
，我想了很久呀！原來你以仁心仁術治好
天下頑疾之外，更進一步研發解病患於倒
懸的良藥，你的蒼生包括人之外的動物，
因為西醫學的實驗是由白老鼠開始，再下

來豬羊狗猴，這個過程犧牲了千千萬萬動
物生命，才輪到人類，用英語來表示Ani-
mal to Human的過程，而中醫的研發過程
是倒過來的，由Mankind to animal，如果
把Mankind分開來寫就變成Man kind to
animal，即對動物也仁慈，因為由醫者直
接試藥，表示中藥毒性微小或無毒，副作
用輕微或沒有，既然人都可以服中藥有效
，用在動物身上一樣有效，以己及物、愛
屋及烏之仁心啊！」

（五）中英文拆字遊戲
我哈哈大笑說： 「丁大夫不同凡響，

不但悟出了醫家的仁術，而且英文造詣高
深，英文拆字遊戲玩得可高明呀！我準備
把我寫的杏林夜談翻譯為英文，到時候還
要請你指點一二。我也略懂中文拆字，許
多年前臧武雲老師主持的文化講座，邀請
我主講＂測字＂，那時趕鴨子上架，我將
圖書館的測字書籍看了個夠，那次演講差
強人意，至於實際功力如何，只能當作茶
餘飯後的談助和文字遊戲而已，若想未卜
先知，完全不能當真。2020年的美國總統
大選，友人請我拆字，問兩個候選人誰勝
？當時的情況：現任總統川普又參選，連
任勝算高人一籌，他各方面也佔優勢，權
大、氣大、財大，有非他莫屬之勢，何況
連任勝算非同小可。白登以黑馬姿態力爭
上游，救瘟疫、興經濟、解民怨為訴求，
友人寫了＂出＂字問誰出局？

「我的拆字如下：兩山相疊為出，一
山為川普之山，另山為白登之山，寫出字
時，川山優先出場在上，白山後出場在下
，白山之上一座山壓在頭頂上，雖吃足苦
頭，但愈壓愈穩，穩如泰山。川山在上佔
盡優勢，可惜基礎不固，兩山疊不起來，
一個翻身川山出局了，信不信由你。」

丁大夫瞪着兩眼說： 「果如你所料呀
！有趣，有趣！我請你吃便飯，把握機會
飯後再聊。」

中國城康明藥局 上周收到moderna疫苗
歡迎社區民眾電話預約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位於中國城王朝商場側面位於中國城王朝商場側面
的的 「「康明藥局康明藥局」」，，從本周開始從本周開始，，會收到會收到modernamoderna疫苗疫苗，，
社區民眾歡迎打電話到社區民眾歡迎打電話到713713--772772--77007700 預約預約，，即可從容即可從容
施打疫苗施打疫苗。。

康明藥房也歡迎沒有保險的社區民眾來接種。如果
是有聯邦政府紅藍卡的長輩，無需排隊等候，會有藥劑
師專門給長輩接種。

成立於2004年的康明藥房至今服務社區已超過17

個年頭。 藥房除提供各種處方用葯及非處方用葯外，
還經營各式醫療用品及器材。 藥房提供送葯到府服務
多年， 廣受社區民眾的喜愛。 康明藥房作為美國最大
的獨立零售藥房(GNP)網絡中的一員， 已連續多年被評
為5星級藥房。 藥房接受各類醫療保險。 取藥到康明
， 健康伴您行。

康明藥房的地址：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3,
Houston, TX 77036. 藥房電話： 713-772-7700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總統拜登承諾，將在9.11事件
二十周年之前撤出所有駐阿富汗美軍，徹底將美國從阿富
汗這場永無止境的戰爭泥沼中拔出來。

美國和北約將同時撤軍，強硬的伊斯蘭運動塔利班始
終沒有屈服在西方強大的軍事勢力下，一直掣肘美國的全
球軍事布局。目前，中國正在日益崛起，想稱霸亞太地區
，而俄羅斯也在烏克蘭不斷制造麻煩。美國現在想從阿富
汗騰出手來，遏制中俄這兩個強大的對手。

美國 從 2001 年 9 / 11 恐怖襲擊後開始出兵阿富汗。
2009年2月，在美國宣佈增派1.7萬名士兵後，北約國家承
諾增加在阿富汗的軍事部署以及其他承諾。

2009年1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決定將駐阿富汗美軍增
加3萬人，使總人數達到10萬人。同時，他說美國將在2011
年開始撤軍。

2014年10月，美國和英國結束了在阿富汗的作戰行動
。2015年3月，奧巴馬總統宣佈，應阿富汗總統加尼要求，
美國將推遲從阿富汗撤軍。

2015年 10月，奧巴馬總統宣佈，到2016年底，將有
9800名美軍留在阿富汗，而此前他承諾將從阿富汗撤軍，
只留下1000名美軍。

2016年7月，奧巴馬總統表示，鑒於 「不穩定的安全局

勢」 ，8400名美軍將留在阿富汗，直至2017年。北約還同
意維持部隊人數，並重申對地方安全部隊的資金承諾，直
到2020年。

2017年8月，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將派遣更多軍隊
打擊複燃的塔利班。

2019年9月，塔利班與美國的長期和平談判破裂。
2020年2月，經過數月斷斷續續的談判，美國在多哈

與塔利班簽署了撤軍協議，川普總統答應在2021年5月1日
前全面從阿富汗撤軍。

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投入了1萬億美元，超過2300名
美國軍人在阿富汗戰爭中喪生。而阿富汗自己部隊的死亡
人數已經多到難以統計，當地民眾至今仍然背負著這場戰

爭帶來的殘酷代價。時至今日阿富汗大約一半國土仍在塔
利班控制下或勢力範圍內。

美國國內目前已經厭倦了這場戰爭，有媒體披露美國
政府在阿富汗戰爭問題上長期誤導公眾，隱瞞戰爭已無法
取勝的事實，引起了美國民眾廣泛的不滿。政府也確實需
要做些動作來對納稅人有所交代。

2001年“911事件”後，小布什政府在阿富汗以“基地
”組織和塔利班政權為目標發動戰爭。事實上，幾任美國
總統都對阿富汗不了解，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2009年12月，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宣布向阿富汗增兵3萬
，那時候美國民眾對於這場戰爭能否打贏的懷疑聲音愈發
高漲，因為與其合作的阿富汗政府被外界認為過於軟弱。
奧巴馬執政時，衡量戰事的“指標一直受到巧妙操縱”，
使增兵阿富汗的計劃看起來是成功的。然而實情是，美國
的“平叛戰略”幾乎沒有希望成功。

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投入巨資，其實只有非常小的一
部分用來幫助阿富汗人民，大多數撥款都用於訓練當地民
兵和警察。《紐約時報》9日發表題為《美國在阿富汗花了
2萬億美元，得到了什麽收益？》的報道，控訴美國為了支
付戰爭開支而大量舉債。

布朗大學發布的《戰爭費用計劃》顯示，五角大樓和
美國國際開發署已經在阿富汗花費了9340億到9780億美元
，其中1330億美元用於阿富汗“重建”。阿富汗戰爭的花
費僅次於二戰期間的4.1萬億美元。和早期戰爭不同，大多
數美國家庭沒有感受到阿富汗戰爭帶來的影響，並沒有直
接納稅來支付戰爭費用。

但是未來，美國的後代將會背負償還巨額債務的責任
。美國在海外戰爭中欠下的4530億美元債務利息，將在未
來40年裏使債務增加7.9萬億美元。

請看《美南時事通》主持人主持人 Vivianna和德州資深
律師包傑生、僑領陳珂博士談美軍撤兵阿富汗，美國民眾
怎麼看？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美南時事通》，也可以
通過iTalkBB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也可以
在youtube上搜索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
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美軍撤兵阿富汗美軍撤兵阿富汗，，美國民眾怎麼看美國民眾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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