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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老 人 健 康 保 險 顧 問專 業 老 人 健 康 保 險 顧 問
專 精專 精 :: 長 者 健 康 保 險長 者 健 康 保 險 medicaremedicare ﹑﹑人 壽 保 險人 壽 保 險 ﹑﹑
長 照 保 險長 照 保 險 ﹑﹑年 金年 金
在 華 裔 社 區 口 碑 極 優在 華 裔 社 區 口 碑 極 優
服 務 親 切 周 到服 務 親 切 周 到 ﹐﹐樂 於 助 人樂 於 助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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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人物風采人物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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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工商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 因何禁刊溫總憶母文因何禁刊溫總憶母文 楊楚楓楊楚楓
一向在海內海外享有大名的中國前總理溫家寶一向在海內海外享有大名的中國前總理溫家寶，，

在今年清明期間在今年清明期間，，親自撰寫文章親自撰寫文章《《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懷念懷念
去年年底病逝的老母親楊志雲去年年底病逝的老母親楊志雲。。該文行文流暢該文行文流暢、、情真情真
意切意切，，記述自己母親艱辛記述自己母親艱辛、、簡樸簡樸、、慈愛的一生慈愛的一生，，還藉還藉
此明志此明志，，強調自己為官強調自己為官 「「奉命唯謹奉命唯謹，，如履薄冰如履薄冰」」 ，，
「「我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我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
。。

不過不過，，這篇文章疑因這篇文章疑因 「「違反微信公眾平台運營規違反微信公眾平台運營規
範範」」 ，，被中國政府禁止分享被中國政府禁止分享。。堂堂一位前度中國總理堂堂一位前度中國總理
，，文章因何被禁與文章因何被禁與1414 億國人及億國人及30003000 多萬海外華人多萬海外華人
分享分享？？ 真是對中國政政治體制的一大諷刺真是對中國政政治體制的一大諷刺。。

想溫總父母生前都是教師想溫總父母生前都是教師，，他的悼母文他的悼母文，，亦用了亦用了
很多筆墨回憶父親溫剛很多筆墨回憶父親溫剛 「「一生艱辛一生艱辛、、坎坷坎坷」」 ，，雖然安雖然安
分守己分守己，，但無法逃脫政治的漩渦但無法逃脫政治的漩渦。。 「「一九五九年一九五九年 『『審審

幹幹』』 期間期間，，因因 『『歷史問題歷史問題』』 ，，他離開了多年的教師崗他離開了多年的教師崗
位位，，被被 『『限制使用限制使用』』 。。開始在農場勞動開始在農場勞動，，後來到校圖後來到校圖
書館工作書館工作。。」」 直至二十年後才解除直至二十年後才解除 「「限制使用限制使用」」 。。

文革爆發時文革爆發時，，溫剛被揪鬥溫剛被揪鬥，，關在學校監視居住關在學校監視居住，，
經常遭受野蠻的經常遭受野蠻的 「「審訊審訊」」 和打罵和打罵。。 「「一天一天，，造反派一造反派一
拳將父親的臉打腫拳將父親的臉打腫，，眼睛被眼睛被 『『封封』』 得看不見東西得看不見東西。。父父
親忍無可忍親忍無可忍，，指着心口說指着心口說：： 『『小子小子，，朝這兒打朝這兒打！！』 」』 」
溫家寶將文革形容為溫家寶將文革形容為 「「災難災難」」 。。讀了此文讀了此文，，知其知其 「「家家
恨恨」」 ，，才會理解他為何當年對薄熙來在重慶才會理解他為何當年對薄熙來在重慶 「「唱紅打唱紅打
黑黑」」 深惡痛絕深惡痛絕，，公開警告文革可能重演公開警告文革可能重演，，在任職期間在任職期間
，，九赴湖南拒往韶山拜竭毛澤東九赴湖南拒往韶山拜竭毛澤東。。不過不過，，中共百年黨中共百年黨
慶之際慶之際，，此文暴露此文暴露 「「陰暗面陰暗面」」 ，，不符合政治主流氛圍不符合政治主流氛圍
。。最新出版的最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國共產黨簡史》》已經淡化描述反右已經淡化描述反右
、、大躍進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列為列為 「「社會主義社會主義

建設的探索和曲折發展建設的探索和曲折發展」」 。。
頻談頻談 「「出身出身」」 ，，似乎也令一些似乎也令一些 「「根正苗紅根正苗紅」」 的領的領

導人導人 「「不爽不爽」」 。。比如其母提醒比如其母提醒 「「你今天能位居人臣你今天能位居人臣，，
如此高的地位如此高的地位，，沒有任何靠山沒有任何靠山，，家里更不用說了家里更不用說了」」 ，，
溫自言溫自言 「「對我這樣出身的人來說對我這樣出身的人來說，， 『『做官做官』』 本是偶然本是偶然
之事之事。。」」

「「我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我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
家家，，那裡永遠有對人心那裡永遠有對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質的尊重人道和人的本質的尊重，，永永
遠有青春遠有青春、、自由自由、、奮鬥的氣質奮鬥的氣質。。我為此吶喊過我為此吶喊過、、奮鬥奮鬥
過過。。」」 溫總悼母明志溫總悼母明志，，儼然仍是儼然仍是 「「普世價值派普世價值派」」 ，，放放
在今天有在今天有 「「妄議妄議」」 之嫌之嫌 ，，溫家寶更將文革形容為溫家寶更將文革形容為
「「災難災難」」 ，，習總又怎麼會放他一馬呢習總又怎麼會放他一馬呢？？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疫情期間不打烊疫情期間不打烊
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 「「生生」」 之樂趣之樂趣

（本報記者秦鴻鈞 ）新冠疫情讓全世界的人度
過了一個難忘的2020年 !

宅在家的日子，雖然可照常工作，開會，上課
（網上進行），但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密切交流，總

覺得日子缺少了 「 生 」 之樂趣，過得單調乏味。而
宅在家久了，卻也發覺了過去忙亂生活中忽略的美好
～ 如 「美食」 的樂趣 !

美食，除了自己親自下㕑外，更愉快的是 「外賣
」 的樂趣 ! 同樣是花錢採購，為什麼不品嚐一些更專
業的師傅的手藝 ? 而在休士
頓開業 二十年的 「中美酒樓
」 雖然位於休市西南一隅，
而不少的休市大老闆們，下
班時寧可忍受塞車之不便，
也要趕到 「中美酒樓 」 買幾
道李老闆的拿手菜，再趕回
Sugar Landt 的家，全家老
小 「大塊朵頤」 一番，這是
疫情期間最大的樂趣， 「中
美酒樓」 憑其地道的粵菜絕
活，讓這些宅在家悶壞了的
人又重拾 「生」 之樂趣 !

「中美酒樓 」 由李老闆
親自主㕑，所以他的成品，
絕對是 「真槍實彈」 ，絕不
馬虎，著名的招牌菜如：北
京鴨、鹹魚煎肉、南瓜芋頭
炆臘味、芹菜什菇炒臘味、
玉子豆腐、滑蛋蝦仁、菜膽
靈芝菇、豉椒或白灼桂花腸
、節瓜粉絲蝦米煲，以及特
別推薦的菜色如：干逼軟殼
蟹、金針雲耳蒸雞、釀三寶
、西汁蝦球、羊腩煲等等，
該餐館還全天供應新推出的
超值特價菜，每道$5.5 元，
歡迎品嚐。

「 中 美 酒 樓 」 位 於 Bissonnet 與 Leawood
(Boone Rd. 往西一條街）交口，地址： 11317 Bis-
sonnet ,Houston ,TX 77099, 電 話 ： （281 ）
498-1280

(本報訊)iPhone製造商、美國科技業
巨擘蘋果公司（Apple Inc.）今天宣布，未
來5年在美國的投資計畫總金額將提高到
4300億美元（約新台幣12兆元），因此可
望多提供約2萬個就業機會。

蘋果透過聲明表示，之所以把美國投
資計畫目標金額從2018年提出的3500億
美元提高800億美元，是因為美國國會通過
一項措施，降低美國企業將海外獲利匯回
國內面臨的稅負。

蘋果執行長庫克（Tim Cook）說：
「在這個復甦和重建的時刻，蘋果透過遍
及全美50個州的社區進行一世代投資計畫
，加倍履行我們對促進美國創新和製造業
的承諾。」

訂閱《國際新聞》電子報 第一手掌握
世界最新脈動

請輸入電子信箱
訂閱
蘋果表示，更新後的投資計畫，包括

在北卡羅來納州的研究三角園區（Re-
search Triangle Park）斥資10 億多美元興
建一座新園區暨工程中心，以及在9個州投
入數百億美元，發展新一代矽開發和第五
代行動通訊（5G）創新技術。

庫克指出： 「從5G、矽工程到人工智
慧（AI），我們正在這些尖端領域投資新
一代創新事業，並創造就業。我們所有的
努力，也都包含促進更環保和更公平的未
來。」

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撰稿人：Yingying Xu, Financial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
ment Advisor (RIA)ment Advisor (RIA)】】美國股市在美國股市在44月月1616
日創下歷史新高後日創下歷史新高後，，上週呈現回調上週呈現回調，，標準普標準普
爾爾500500指數在上週指數在上週55天中的天中的33天下跌天下跌。。雖然市雖然市
場僅比近期高點低場僅比近期高點低11..22％％。。但是鑑於過去一年但是鑑於過去一年
的大幅增長和穩定增長的大幅增長和穩定增長，，即使略有波動也可即使略有波動也可
能會讓投資者感到不舒服能會讓投資者感到不舒服。。畢竟畢竟，，在過去的在過去的

1212個月中個月中，，只有只有2828天的時間裡股票下降了天的時間裡股票下降了
11％以上％以上。。去年只有三次去年只有三次55％的回調％的回調，，而沒有而沒有
1010％的修正％的修正。。上週第一季度財報季節仍在繼上週第一季度財報季節仍在繼
續續，，大多數標普大多數標普500500公司報告的利潤增長好公司報告的利潤增長好
於預期於預期。。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3404434044點點（（週跌幅週跌幅00..55%%，，年漲幅年漲幅1111..22%%），），
標普標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41804180點點（（週跌幅週跌幅00..11%%，，
年漲幅年漲幅 1111..33%%），），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 1401714017 點點

（（週跌幅週跌幅00..33%%，，年漲幅年漲幅88..88%%）。）。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拜登總統提高資本利得稅率的提議拜登總統提高資本利得稅率的提議

上週動搖了股市上週動搖了股市。。該提案將年收入超過該提案將年收入超過
100100萬美元的人的稅率從目前的萬美元的人的稅率從目前的2020％提％提
高到高到3939..66％％。。拜登政府還提議將公司稅拜登政府還提議將公司稅
率從率從 2121％提高到％提高到 2828％％，，部分逆轉了部分逆轉了
20182018年實施的減稅年實施的減稅。。這些提議與拜登總這些提議與拜登總
統的競選主張基本一致統的競選主張基本一致。。加稅可能會很加稅可能會很
快發生快發生，，但最終確定的變更可能會比最但最終確定的變更可能會比最
初的提議更為溫和初的提議更為溫和。。國會談判可能會導國會談判可能會導
致漲稅幅度小於提案中的數字致漲稅幅度小於提案中的數字。。歷史上歷史上
看看，， 徵收更高的稅並不意味著經濟和股徵收更高的稅並不意味著經濟和股
市會停滯市會停滯。。在在19691969年年、、19761976年和年和19861986
年的稅收改革法案中年的稅收改革法案中，，資本利得稅率被資本利得稅率被
大幅提高大幅提高。。儘管投資者的稅收負擔增加儘管投資者的稅收負擔增加
，，但在此後的兩年中但在此後的兩年中，，股票市場平均上股票市場平均上
漲了漲了2828％％。。

通貨膨脹仍然保持平緩通貨膨脹仍然保持平緩，，但不會持但不會持
續很長時間續很長時間。。供應鏈中斷和需求上升共供應鏈中斷和需求上升共
同導致消費者價格逐步上漲同導致消費者價格逐步上漲。。分析師預分析師預

計計，，由於去年經濟衰退時的低價格由於去年經濟衰退時的低價格，，未來幾未來幾
個月內的同比通脹數據將會很高個月內的同比通脹數據將會很高。。通脹的這通脹的這
些暫時性上漲不會令市場感到意外些暫時性上漲不會令市場感到意外。。但通貨但通貨
膨脹確實是對牛市的最大威脅膨脹確實是對牛市的最大威脅。。最有可能出最有可能出
現的情況是現的情況是，，由於經歷了逐年比較期由於經歷了逐年比較期，，通貨通貨
膨脹在這一短暫的上漲之後將會消退膨脹在這一短暫的上漲之後將會消退，，並且並且
我們將看到更全面的經濟重新開放我們將看到更全面的經濟重新開放，，其中包其中包
括供應的回升括供應的回升。。當前通貨膨脹的上升來自商當前通貨膨脹的上升來自商

品生產部門品生產部門，，但是服務價格佔整個通貨膨脹但是服務價格佔整個通貨膨脹
籃子的較大部分籃子的較大部分，，並對貨幣政策產生影響並對貨幣政策產生影響。。
因此因此，，當服務業看到供應回升時當服務業看到供應回升時，，這可能有這可能有
助於緩解不斷增長的通貨膨脹助於緩解不斷增長的通貨膨脹。。隨著個人儲隨著個人儲
蓄的大量過剩蓄的大量過剩（（儲蓄率仍是長期平均水平的儲蓄率仍是長期平均水平的
兩倍兩倍）、）、就業增長加速和被壓抑的需求就業增長加速和被壓抑的需求，，我我
們認為通貨膨脹率將比上次擴張時的通貨膨們認為通貨膨脹率將比上次擴張時的通貨膨
脹率更高脹率更高，，但失控的可能性較小但失控的可能性較小。。 20212021年下年下
半年至半年至20222022年的通貨膨脹趨勢對市場而言將年的通貨膨脹趨勢對市場而言將
是關鍵指標是關鍵指標。。如果這種即將到來的激增證明如果這種即將到來的激增證明
此後是暫時的和適度的此後是暫時的和適度的，，美聯儲將可以靈活美聯儲將可以靈活
地將刺激措施維持更長的時間地將刺激措施維持更長的時間，，這將繼續成這將繼續成
為未來擴張和股票市場的強大動力為未來擴張和股票市場的強大動力。。

最近幾個月最近幾個月““RedditReddit股票股票””和虛擬貨幣和虛擬貨幣
等成為市場的關注對象等成為市場的關注對象。。這些都是貨幣流動這些都是貨幣流動
性過剩下市場欣欣向榮的例子性過剩下市場欣欣向榮的例子，，即有大量散即有大量散
戶由於疫情期間個人儲蓄增加或收到紓困支戶由於疫情期間個人儲蓄增加或收到紓困支
票後票後，，有更多現金來參與到股市投資中有更多現金來參與到股市投資中。。今今
天的股票市場並不便宜天的股票市場並不便宜，，其估值遠高於平均其估值遠高於平均
水平水平，，因為股價包含了未來預期的經濟和盈因為股價包含了未來預期的經濟和盈
利性恢復利性恢復。。但是但是，，最激進且可能不可持續的最激進且可能不可持續的
收益只體現在部分投資標的收益只體現在部分投資標的，，而不是整個市而不是整個市
場場。。換句話說換句話說，，資產泡沫只是局部現象資產泡沫只是局部現象，，但但
不是系統性威脅不是系統性威脅。。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市場將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市場將
不受其潛在變動或失衡的影響不受其潛在變動或失衡的影響。。畢竟畢竟，，今年今年
早些時候的早些時候的GameStopGameStop狂潮讓整個股市低迷狂潮讓整個股市低迷
了幾天了幾天。。但是分析師認為但是分析師認為，，這類波動對整體這類波動對整體
市場的影響是暫時的市場的影響是暫時的，，且有助於降低現階段且有助於降低現階段
市場出現更多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市場出現更多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

蘋果美國投資計畫加碼至蘋果美國投資計畫加碼至43004300億美元億美元 增加增加22萬就業萬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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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減租一半 招攬港米其林餐廳
港式茶餐廳僅3間 洪為民嘆“搵食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 看看內
地外賣平台美團的市值，就知內地餐飲業數
碼化發展的勢頭之勁，更有機械人餐廳。稻
香集團主席鍾偉平慨嘆，目前香港的餐飲業
已較內地落後，“香港的中式酒樓集團中，
只有我們推出了手機下單，初時由早上6點
開門開始，那些阿伯一下子就走光，沒了一
半生意，年輕的客人又未睡醒，但時至今
日，稻香已有90%訂單經由手機下單。”

鍾偉平還提及，早幾年在海港城經營的
“度小月”，推出手機下單，只有2%客人
採用，後來才發現原來客人認為手機下單欠
缺服務，所以不願使用。相反，內地有很多
客人很多點餐步驟已習慣在手機進行，集團
就是在內地取得成功後，才有信心將其推廣
至香港，故發現在內地經營餐飲業可推動香
港餐飲業進步。認為香港餐飲業者在管理方
面，尤其是在使用科技上，可多些向內地同
行學習。

內地人多可支持做各款菜式
他又憶述，廿多年前已北上在深圳開分

店，自己當時進軍內地心口掛着個勇字，相
比起當年做“開荒牛”時，現時申請牌照、
法規方面有很多專業人士可協助，港商想北
上發展方便簡單得多。而集團2005年在內
地亦發展了一個配送中心，方便分店的物
流。

他續指，與內地市場相比，香港人少，
很難滿足各款菜式，但內地人多，按不同口
味分開後，亦有足夠的人數去支持某些偏門
菜式。

金記：未來重點都在大灣區
另外，稻苗學會主席兼金記餐飲集團主

席徐汶緯亦表示，香港市場較細，競爭亦
大，相信未來餐飲業發展重點都會在大灣
區，但目前而言因團隊全部在香港，故會先
做好香港業務再考慮拓展。現代管理（飲
食）專業協會主席兼昇悅集團主席梁志偉亦
希望，有關當局能向港商提供租金津貼，居
住配套，簡化申請牌照等，有助提供北上創
業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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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前海作為深港兩地現

代服務業合作重要基地，吸

引了不少港企及港人到當地

發展，惟當地餐飲業仍未開

發。“港式茶餐廳只得約3間”，前海管理

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日前大嘆當

地港人“搵食難”，他表示，該局正聯手

戴德梁行，希望引進一些高質素的香港餐

廳到前海，包括米其林級的，而且會有高

達50%租金寬免，有些會是現金資助，上

限200萬元（人民幣，下同），以解北上

港人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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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促進深港餐飲業合作座談會，採用“現場+線上”模式進行，共吸引140多家香港企業
參與。左起：林應威、鍾偉平、梁志偉、洪為民、徐汶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前海管理局與香港貿發局，香港餐務管理協
會等多個單位，日前在嘉里前海中心聯合

舉辦前海促進深港餐飲業合作座談會，採用
“現場+線上”模式進行，共吸引140多家香港
企業參與。洪為民提到，“前海是一個新的發
展區，沒什麼餐飲業，港式茶餐廳亦只有約3
間。”該局將積極支援香港餐飲企業擴大發展
空間，把香港多元餐飲美食帶到前海，共建前
海港式生活環境。事實上，這對於正受疫情所
累的香港餐飲業，也不失為一個出路。

冀讓港人打拚時有家的感覺
前海管理局早前正式啟動前海深港專業服

務業集聚區建設，推動深港專業服務業進一步
合作，洪為民表示，前海“港味重”，較多港
人在那裏工作，故餐廳都會傾向是港式，希望
香港年輕人去打工或創業時，可以感受到在港
的文化，不會感到自己離鄉別井。目前在當地
的港式茶餐廳只有約3間，較出名的是太興，其
他兩間為幸運及孖寶。

他續指，單計前海管理局的員工已有上千
人，雖然有自家飯堂，但始終會感到沉悶，加

上又有其他企業陸續進駐，如滙豐銀行都有開
分行，該地的員工飲食選擇太少。

註冊港企逾萬間 應不愁客源
不過，開餐廳最重要是看有多少潛在客

源。據前海管理局今年初公布，雖然去年受疫
情影響進軍前海的港資企業數目增長放緩，但
截至2020年底，前海累計註冊港資企業11,300
間，按年仍增長13%。

前海合作區總面積約15平方公里，分為桂
灣、前灣、媽灣三個片區。根據初步資料顯
示，桂灣片區現有就業人口2萬多人，居住人口
4萬多人；前灣片區現有就業人口1萬多人；媽
灣片區現有就業人口2萬多人，居住人口1萬多
人。

為吸引香港的餐廳進駐，前海管理局會提
供不少優惠政策。洪為民指出，做飲食通常是
“未見官先打300大板”，前期投資很大，該
局將會為其提供一些租金優惠，例如可高達
50%的租金寬免，有些則是現金資助，上限200
萬元，若企業符合其他內地政策都可以一併申
請，與香港不同，一間公司可同時申請4至5個

計劃並獲批。
戴德梁行香港商業地產部主管、執行董事

林應威指出，香港餐飲界對前海都很有興趣，
很多餐飲東主很想參與，因內地市場始終較
大，內地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強，如想在香港
創立新事物，面對的成本較高，失敗的風險亦
較大。深圳比較年輕的城市，一些沒料到會火
紅的餐廳如生果乳酪都發展得很成功，價錢亦
可定得不錯。不過香港餐飲界對內地法規、牌
照不太熟悉，戴德梁行在香港及內地都有很多
網絡，1993年已在深圳經營多項顧問服務，加
上這次有了前海管理局的支持，希望可充當
“盲公竹”為港商開路。

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
百里在座談會上致辭中表示，香港政府一直非
常重視與深圳市政府和前海管理局溝通合作，
促進港人港企在前海發展。去年因為疫情的影
響，餐飲界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很高興可以
見證深港兩地的合作，了解前海的商業配套和
有關餐飲方面的政策環境，前海實在是商機處
處，希望進一步結合前海和香港各自的優勢和
產業特色，深化深港合作。

●●為吸引香港的餐廳進駐為吸引香港的餐廳進駐，，前海管理局前海管理局
會提供不少優惠政策會提供不少優惠政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將您將您55萬美元的薪水變成萬美元的薪水變成
一百萬美元的退休基金一百萬美元的退休基金

【【本報訊本報訊】】美南台灣旅館公會美南台灣旅館公會 44
月月2424日上午舉辦日上午舉辦 「「休士頓城市輕旅遊休士頓城市輕旅遊
，，充電再出發充電再出發」」線上商展線上商展，，邀請休士邀請休士
頓地區台資旅館業者陳美芬頓地區台資旅館業者陳美芬、、葉宏志葉宏志
、、葉德雲葉德雲、、賴清陽賴清陽、、吳佩勳及黎淑瑛吳佩勳及黎淑瑛
分享旅館經營甘苦分享旅館經營甘苦，，搭配影片呈現旅搭配影片呈現旅
館特色與在地美食及景點館特色與在地美食及景點，，吸引近百吸引近百
位僑胞視訊聆聽位僑胞視訊聆聽。。駐休士頓台北經濟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休士頓華僑休士頓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楊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楊
容清均出席共襄盛舉容清均出席共襄盛舉。。

旅館公會會長何怡中表示旅館公會會長何怡中表示，，去年去年
十二月舉辦的線上商展介紹維多利亞十二月舉辦的線上商展介紹維多利亞
地區地區，，廣獲好評廣獲好評，，本年針對大休士頓本年針對大休士頓
地區有代表性台資旅館做重點介紹地區有代表性台資旅館做重點介紹。。
羅復文致詞時讚揚休士頓交通便利羅復文致詞時讚揚休士頓交通便利，，

有多元種族文化及良好購物環境有多元種族文化及良好購物環境，，希希
望這次活動能推展休士頓觀光望這次活動能推展休士頓觀光，，協助協助
台資旅館館業者拓展客源台資旅館館業者拓展客源。。陳奕芳致陳奕芳致
詞感謝何會長將美南台資旅館介紹給詞感謝何會長將美南台資旅館介紹給
大家大家，，表示商展中的旅館多為僑胞卡表示商展中的旅館多為僑胞卡
特約商店特約商店，，鼓勵民眾踴躍申請僑胞卡鼓勵民眾踴躍申請僑胞卡
，，享受專屬好處享受專屬好處。。

各旅館業者豐富的介紹加上精彩各旅館業者豐富的介紹加上精彩
影片讓與會民眾印象深刻影片讓與會民眾印象深刻，，紛紛就休紛紛就休
士頓旅館業投資展望及華埠發展問題士頓旅館業投資展望及華埠發展問題
提問提問。。會議結束前楊容清詳細介紹僑會議結束前楊容清詳細介紹僑
委會委會 「「全球僑胞遠距健康諮詢－健康全球僑胞遠距健康諮詢－健康
益友益友APPAPP」」、、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及及 「「全球僑臺商農業技術服務平臺全球僑臺商農業技術服務平臺」」
等方案內容等方案內容，，鼓勵僑臺商多加利用鼓勵僑臺商多加利用。。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再出發美南台灣旅館公會再出發 續推休士頓輕旅遊續推休士頓輕旅遊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問美國人為什麼他們沒有為自己的問美國人為什麼他們沒有為自己的
未來留出錢未來留出錢，，許多人會回答說退休儲蓄不是他們的重中之重許多人會回答說退休儲蓄不是他們的重中之重。。有有
4040％的受訪者在被問及為何沒有任何退休儲蓄時說％的受訪者在被問及為何沒有任何退休儲蓄時說:: 退休儲蓄並退休儲蓄並
不是他們的關鍵不是他們的關鍵。。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數據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數據，，美國家庭美國家庭
收入中位數為收入中位數為6161,,372372美元美元。。 這意味著美國所有家庭收入的一半這意味著美國所有家庭收入的一半
都較低都較低。。您如何在沒有高薪水的情況下過著怎樣的生活並為退休您如何在沒有高薪水的情況下過著怎樣的生活並為退休
儲蓄呢儲蓄呢？？財務專家建議財務專家建議：： 您越早開始儲蓄越好您越早開始儲蓄越好，，參加您的雇主參加您的雇主
提供提供401401（（kk））的退休計劃的退休計劃，，找第二份工作和通過投資房地產或找第二份工作和通過投資房地產或
創辦企業來建立自己的淨資產創辦企業來建立自己的淨資產。。

如果您現在拿到少量的薪水如果您現在拿到少量的薪水，，那麼如何在沒有儲蓄且沒有薪那麼如何在沒有儲蓄且沒有薪
水的情況下退休呢水的情況下退休呢？？ 6464％的美國人不准備退休％的美國人不准備退休，，而而4848％的人不％的人不
在乎在乎。。 您真的需要節省一百萬美元嗎您真的需要節省一百萬美元嗎？？一百萬美元不是神奇的一百萬美元不是神奇的
數字數字，，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計算必須退休達到該目標每個月應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計算必須退休達到該目標每個月應
節省的金額節省的金額 。。然後您知道每個月需要撥出多少資金才能實現儲然後您知道每個月需要撥出多少資金才能實現儲
蓄目標蓄目標。。您越早開始儲蓄您越早開始儲蓄，，您每月就需要節省的一百萬美元就越您每月就需要節省的一百萬美元就越
少少。。如果您現在如果您現在3030歲歲，，從現在開始每月要投資從現在開始每月要投資600600美元美元 到到6565歲歲
時時，，如果您的投資每年平均可獲得如果您的投資每年平均可獲得77％的回報％的回報，，那麼到那麼到6565歲時您歲時您
將擁有將擁有100100萬美元萬美元。。如果您從如果您從4040歲開始歲開始，，您將需要每月能夠存您將需要每月能夠存
入大約入大約11,,300300美元美元，，以便在以便在6565歲之前達到歲之前達到100100萬美元萬美元--仍然假設仍然假設
回報率為回報率為77％％。。如果您在如果您在2020歲開始儲蓄歲開始儲蓄，，則表示則表示 假設每年的回假設每年的回
報率為報率為77％％，，那麼他每月可以留出不到那麼他每月可以留出不到300300美元美元，，並在並在6565歲時擁歲時擁
有有100100萬美元萬美元。。

如果您的年收入少於如果您的年收入少於5050,,000000美元美元，，您可能想知道如何找到您可能想知道如何找到
預算來每月節省數百美元的空間預算來每月節省數百美元的空間。。成為百萬富翁並不意味著您賺成為百萬富翁並不意味著您賺
多少錢多少錢，，而是更多關於一致性的問題而是更多關於一致性的問題。。如果您的雇主提供了諸如如果您的雇主提供了諸如

401401（（kk））之類的工作場所退休之類的工作場所退休
計劃計劃，，您的供款將自動從薪水您的供款將自動從薪水
中扣除中扣除。。個人退休帳戶個人退休帳戶，，例如例如
Roth IRARoth IRA 或單獨的或單獨的 401401（（kk））
（（如果您是自僱人士如果您是自僱人士）。）。

利用雇主的對等供款利用雇主的對等供款 增加增加
退休儲蓄的一種好方法退休儲蓄的一種好方法，，通常通常
情況下情況下，，您必須節省一定比例您必須節省一定比例
的收入才能獲得全額補助的收入才能獲得全額補助，，其其
中中2525％的員工會錯過這筆免費％的員工會錯過這筆免費
資金資金。。 以每年以每年5050,,000000美元的收美元的收
入計算入計算，，每年雇主提供的資金每年雇主提供的資金
總計為總計為11,,500500美元美元。。如果您獲得如果您獲得
大筆退稅大筆退稅，，應該將這筆錢用於應該將這筆錢用於
退休儲蓄退休儲蓄。。用這筆額外的錢來用這筆額外的錢來
增加對增加對401401（（kk））或工作場所退或工作場所退
休帳戶的自動供款休帳戶的自動供款。。拿出更多拿出更多
現金退休一百萬美元的另一種現金退休一百萬美元的另一種
方法是找到第二份工作方法是找到第二份工作，，並將並將
這些收入存入退休或投資賬戶這些收入存入退休或投資賬戶
。。如果您是單身且經調整後的總收入低於如果您是單身且經調整後的總收入低於118118,,000000美元或已婚美元或已婚，，
則可以開設羅斯則可以開設羅斯IRAIRA並每年供款至多並每年供款至多55005500美元美元。。該帳戶的最大該帳戶的最大
好處是您可以在退休時免稅提取資金好處是您可以在退休時免稅提取資金。。 從從401401（（kk））或傳統或傳統IRAIRA
退休的提款應作為固定收入徵稅退休的提款應作為固定收入徵稅。。

為了增加獲得一百萬美元退休金的機會為了增加獲得一百萬美元退休金的機會，，您需要將儲蓄資金您需要將儲蓄資金

投資於會增長的資產投資於會增長的資產。。您也可以考慮將資金投入安全您也可以考慮將資金投入安全，，高回報的高回報的
投資中投資中，，以開始您的投資旅程以開始您的投資旅程。。如果您的年收入不足如果您的年收入不足5050,,000000美美
元元，，那麼與其節省將自己的財富到一百萬美元那麼與其節省將自己的財富到一百萬美元，，不如通過投資房不如通過投資房
地產或創辦企業來建立自己的淨資產地產或創辦企業來建立自己的淨資產，，如果您想投資房地產如果您想投資房地產，，您您
可以貸款購買小型廉價房地產可以貸款購買小型廉價房地產，，然後將其固定然後將其固定 自己動手翻轉自己動手翻轉，，
以獲取利潤以獲取利潤。。

與會者大合照與會者大合照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詞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詞

成為百萬富翁並不意味著您賺多少錢成為百萬富翁並不意味著您賺多少錢，，而是更多關於一致性的問題而是更多關於一致性的問題。。如果您的雇主提供了諸如如果您的雇主提供了諸如
401401（（kk））之類的工作場所退休計劃之類的工作場所退休計劃，，您的供款將自動從薪水中扣除您的供款將自動從薪水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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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城新聞

奧斯汀、休士頓、達拉斯，你最想
住哪裡呢？根據一項最新調查顯示，休
士頓榮登全德州最人氣租賃市場，也是
全國前幾個遷入人數最多的城市。

自助存儲平台StorageCafé發布的
一項新研究發現，休斯頓在2020年全
美最人氣租賃市場中排名第五，除此之
外，休斯頓的租房者中有近70％來自德
州的其他地方，最熱門的遷入地區包括
位居榜首的凱蒂市，占比8.8％，其次
是Spring 的6.1％ 和Humble的3.2％。

休斯敦在研究中被其他城市的租房
者評為最佳地點，有鑒於當地的低租金
加上生活的便利性，除此之外，休斯敦
在金融網站WalletHub新公布的研究中
指出，休士頓是美國2021年最多元的
城市，種種利多都讓許多美國人都慕名
而來。

除此之外，從2020年4月到去年年
底，當地從14％下降到12月的8％以下
，這標誌著當地經濟的複蘇，勢必將繼
續吸引外來人口。而許多房客也被寬敞
的公寓所吸引，根據統計，休斯頓以平

均公寓面積880平方英尺，排名全國第
11位。根據ApartmentGuide的另一項
研究，休斯頓還擁有全國所有城市中最
多的綠色社區出租房源。

去年就釋出消息將在美國設
廠的和碩，在本月中終於確定設
廠地點，將落找在德州的美墨邊
界城市El Paso。和碩作為特斯
拉中控台、自駕模組、充電樁的
代工廠，希望配合特斯拉而來到
德州發展。

然而特斯拉在德州的Giga
Texas廠址設在德州首府奧斯汀
，具離El Paso仍有ㄧ段距離，
需要耗費9個小時的車程。

特斯拉Giga Texas廠是特
斯拉在全美的第五座超級工廠，
預計將作為皮卡Cyber Truck和
大卡車Semi的生產線，而和碩

將會為特斯拉提供零件，根據消
息指出，和碩預計德州廠在今年
底可以做好量產準備，目前和碩
也已經組建好特斯拉專門小組，
針對研發、採購、銷售強力部局
。

和碩在車用電子發展超過
10年，客戶遍布亞洲、歐美等
地，近幾年因為電動車興起，特
斯拉已經成為該公司最大的客戶
，。和碩總經理暨執行長廖賜政
表示，目前公司除了電動車業務
之外，也積極開拓電動腳踏車、
摩托車等領域，未來5到10年
相關業務有望達到二位數增長。

調查調查：：休士頓登全休士頓登全
德州最人氣租賃市場德州最人氣租賃市場

和碩美國廠將落腳和碩美國廠將落腳
德州德州El PasoEl Paso

【【美南新間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間記者泉深報道】】美國國立衛美國國立衛
生研究院院長週日預測生研究院院長週日預測，，如果美國有如果美國有7070％至％至
8585％的人群接種新冠疫苗或先前感染者可以％的人群接種新冠疫苗或先前感染者可以
達到群體免疫達到群體免疫，，並指出美國的某些地區正在並指出美國的某些地區正在
接近這一點接近這一點。。

院長弗朗西斯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Francis Collins））
博士說博士說，，專家專家““並不十分了解並不十分了解”，”，但需要某但需要某
種形式的保護以實現群體免疫人口的確切比種形式的保護以實現群體免疫人口的確切比
例例，，但基準可能但基準可能““在在7070％左右％左右，，達到達到8585％％””
。。

柯林斯說柯林斯說：“：“我們還沒有到那兒我們還沒有到那兒。。您可您可
以看到美國的一些地方已經接近那裏了以看到美國的一些地方已經接近那裏了，，因因
為很多人同時感染了新冠病毒為很多人同時感染了新冠病毒，，這還為您提這還為您提
供了一定的免疫力供了一定的免疫力，，還有疫苗還有疫苗。”。”

但是柯林斯說但是柯林斯說，，其它地區以及整個國家其它地區以及整個國家
距離群體免疫力還差得遠距離群體免疫力還差得遠。。

他說他說：“：“還有其它地方落後還有其它地方落後，，而這些都而這些都
是我們擔心的下一個熱點是我們擔心的下一個熱點。”。”

““你可以看到密歇根州在過去的一個月你可以看到密歇根州在過去的一個月
經曆了一個可怕的時期經曆了一個可怕的時期。。他們現在已經過去他們現在已經過去
了了，，這確實令人鼓舞這確實令人鼓舞。。但是下一個是什麽呢但是下一個是什麽呢

？？你可以看看地圖你可以看看地圖，，說說''疫苗滯後在哪裏疫苗滯後在哪裏？？''這這
些是值得我們擔心的地方些是值得我們擔心的地方。”。”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CDC））
的數據的數據，，美國約有美國約有2828％的人口已經完全接種％的人口已經完全接種
了這種病毒的疫苗了這種病毒的疫苗。。

衛生專家們爭論了實現群體免疫力的必衛生專家們爭論了實現群體免疫力的必
要水平要水平，，有人認為有人認為，，新的冠狀病毒變異株的新的冠狀病毒變異株的
出現逃避了疫苗的免疫排斥可能使預測更複出現逃避了疫苗的免疫排斥可能使預測更複
雜化雜化。。

安東尼安東尼··福西福西（（Anthony FauciAnthony Fauci））博士說博士說，，
可能需要多達可能需要多達9090％的人口接種疫苗或感染以％的人口接種疫苗或感染以
獲得群體免疫獲得群體免疫。。

這位白宮首席醫學顧問說這位白宮首席醫學顧問說：“：“我認為獲我認為獲
得群體免疫力的真實人口比例在得群體免疫力的真實人口比例在7070％到％到9090％％
之間之間。。但是但是，，我不會說我不會說9090％％。”。”

福西說福西說，，他以他以9090％的群體免疫力來畫線％的群體免疫力來畫線
，，因為他不相信這種病毒比麻疹更容易傳播因為他不相信這種病毒比麻疹更容易傳播
，，而麻疹則落在該範圍內而麻疹則落在該範圍內。。

他說他說：“：“我敢打賭新冠病毒我敢打賭新冠病毒（（COVIDCOVID））
不會像麻疹那樣具有傳染性不會像麻疹那樣具有傳染性。”。”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稱新冠病毒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稱新冠病毒
在某些地區在某些地區““趨近趨近””群體免疫群體免疫



BB55香港瞭望
星期二       2021年4月27日       Tuesday, April 27, 2021

香 港 新 聞 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4 ●責任編輯：魯 冰

53歲的梁女士從事市
場推廣文職工作，年輕時周
遊列國，在全球各地尋尋覓
覓還是覺得內地才是落葉歸
根的地方，“近年留在‘自
己地方’的念頭愈來愈強，
我是中國人，這是不爭的事
實！”今年初，她到內地觀
摩，乍見內地已高速發展為
智能城市，對銀髮族配套贏
香港幾條街，回港後馬上置
入廣東省中山市一套物業，
並與同屬單身的胞妹協定，
60歲之前回內地享受退休生
活。

梁女士生於斯長於斯，
在港有物業、有親人，更曾
周遊列國，但始終毋忘內地
才是她落葉歸根的地方，“年輕時也有在外國
讀書生活，但隨着年紀漸長，‘自己地方’的
念頭愈來愈強。儘管英語說得怎樣流利，我是
中國人。”所以，她從未曾考慮到外國養老。

談到香港，她嫌香港的生活節奏太快、城
市設計密度太高，未必是退休最佳選擇，相比
之下空間充裕、地大物博的內地，更能滿足其
需求，“內地那麼多秀美的山川河流等待我退
休後去欣賞，如今高鐵如此發達，說走就走的
旅行不在話下。”

內地物價水平較低吸引
內地物價水平較低，對她來說也是吸引之

處，“在香港生活，交通、餐飲、娛樂消費加

起來，每月起碼要6,000
港元，參考朋友的情
況，在內地每月生活費
大概在2,000港元，有3
倍的差距。”

今年1月，梁女士北
上實地了解，而內地城
市科技化與智能化使她
歎為觀止，“去醫院不
需要苦苦排隊，掃碼登
錄官方平台，無論是排
隊、付款還是取報告，
動動手指全部搞定。各
大超市聯網手機平台，
新鮮菜肉隨時送貨上
門，小區樓下的智能生
鮮櫃還為外出者提供暫
存 服 務 ， 太 了 不 起
了。”

在周全考量後，她隨即豪擲約160萬港
元，在中山市購置一套物業。小區內包含多個
運動場、燒烤區、休憩公園等，附近大型超
市、三甲醫院、商場等一應俱全，距離最近的
火車站僅需15分鐘車程，1.5小時直達香港。

梁女士在中山舉目無親，但天涯一家親，
“嗰次實地考察，當地人給我的印象熱
情友善，中山與香港大致相同的氣候
與飲食也讓我感到親切。不少香
港朋友早早在內地置業，希
望未來可與三五知己，
共 享 退 休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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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對於56歲的黎先生而言是出生地，
也是發跡地。上世紀90年代，他把握香港經
濟騰飛的難得機會，從一名窮小子搖身變成高
管一族，在港已坐擁幾個物業，過着優哉悠哉
半退休生活，惟修例風波觸發的連場暴力事
件，砸打燒毀掉他及所有愛港者的家園：“這
場風波讓我好似唔再認識香港。”由此，他萌
生了尋根的念頭，於去年底在母親的家鄉廣東
省中山市購買樓花，並已在當地生活兩個多
月，決心做“大灣區人”，融入灣區新生活。

黎先生的經歷是不少港人的寫照：年幼時
家境欠佳，升讀至中五就輟學投身社會，其後
半工讀完成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多年職場生
涯，輾轉涉足建築、銀行、貿易等不同行業，
漸漸晉身管理層。

事業得意的代價是夫婦相處時間減少，婚
姻亮紅燈，他不惜放棄高薪厚職轉做兼職項目
管理課程導師，希望有更多時間照顧家庭，但
最終也無法挽救婚姻。兩人沒有子女，於
2011年和平分手，“婚姻失敗讓我成個人轉
變咗好多。”

黎先生開始籌劃人生精彩下半場，告別營
營役役的職業生涯，改為結交各階層的朋友，
盡情發掘興趣。愛好電影的他是戲院常客，曾
試過一年內累積觀看300部電影，甚至做過半
年的製片人。

這種逍遙的半退休生活，在2014年違法
“佔中”事件中幻滅，黎先生坦言那年始發覺
“香港社會病了！”事件平息後，他還心存僥
倖希望香港社會自行修復傷患，詎料2019年
是病入膏肓，發生修例風波及連場暴力事件，
他更感痛心，尤其面對價值觀大錯特錯的年輕
人，他愛莫能助，令他萌生起尋根的念頭。

黎先生父母的祖籍分別是番禺和中山。早

年，他遠赴該兩城市親身了解，被消費指數適
中、親戚較多的中山吸引，最終花費約170萬
元人民幣在中山石岐區一處購入樓花，擬作退
休後的安樂窩。

心儀單位被搶先購入 不再猶豫
他憶述，內地樓盤相當搶手，當時他有意

在比較幾處樓盤後才拍板，但在內地接受14
天隔離檢疫期間，心儀的單位竟大多被人搶先
購入，他再無猶豫空間，花兩小時就完成付款
預定手續。新樓仍未入伙，他已急不及待在中
山租屋暫住適應新生活，他解釋既已決定做
“大灣區人”，就要盡快到灣區適應融入新生
活。

大灣區急速發展，不但為港青北上打拚事業擴展了廣闊的空間，近年

大批中產銀髮族亦被灣區飛快的發展步伐、完善的安老和醫療配套吸引，

在計劃退休生活時，開始將眼光投向大灣區的內地城市。香港文匯報近日訪

問了三位已在內地置業的中老年港人，揭示促使部分人北上落葉歸根的最大轉

捩點，不僅是因為對家鄉的情懷、大灣區軟硬件的吸引，更重

要的是前年在香港發生的修例風波，令他們感到香港社會已

經變質，所以都希望落戶灣區，擁抱和諧宜居的小天

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邵昕

45歲翟女士與丈夫都是香港土
生土長的警務人員，原本視香港為

養老首選，惟一場突如其來的黑暴，打
破平靜生活，香港也變得陌生，港人引

以為榮的醫療服務更充斥着政治立場至上、
救人天職擱一邊的黑醫護。翟女士坦言，退

休生活與醫療服務息息相關，擔心以他們警務人員的身份
求醫，隨時變成“靠害”，加上內地社會氛圍及社區配套完
善，相信是退休樂土，故今年初她在廣東省江門購置兩套房
產，預計明年中，與丈夫、公婆以及愛犬移居大灣區。

翟女士早前向警隊申請退休後，在一間治療中心教授康
復普拉提運動。前年的修例風波，她上班地點附近的街道亦
被非法集結者佔領，身穿黑衣、戴黑口罩的遊行者，將街道
圍到水洩不通，城市原來的秩序被破壞，行人無法通行，需
要康復訓練的病人自然也無法前往，翟女士的住所與工作處
的兩個地鐵站也接連被破壞，“彷彿日常生活都被侵入，原
本熟悉的香港嗰一刻變得好陌生。”

黑醫護出現 對公院就醫存陰影
眼見手持武器的黑衣暴徒肆意破壞香港，身為前警務

人員的她心痛卻無能為力，對在香港養老更感卻步，尤其
退休後的醫療需求殷切，惟她已對香港醫護失去信心，
“黑醫護的出現讓我對前往公立醫院就醫產生陰影，今
時今日，政治甚至已經侵入到醫療系統，醫護非以醫人
治病為第一職責，而將政治理念擺在首位，這實在令人
害怕。”這樣膽戰心驚的生活讓她心力交瘁。

黑暴餘波猶在，疫情又起，接連的打擊讓香港難以
快速恢復往日活力，內地在疫情管控方面贏盡讚賞，也
吸引翟女士的眼球，而公婆的一番話讓她與丈夫下定決
心，“老爺奶奶如今已經90幾歲，在老家江門尚有幾
位親戚，他們說想要在有生之年，與親人團聚。加上內
地不管是社會氛圍還是健康安全都出色，家人很快達成
一致共識。”

下定決心後，她通過網上視頻與航拍片段比較江門
多個樓盤，於今年初通過置業顧問購置兩套物業，“無
論是環境還是提供的服務都屬上乘，住宅的設計、南北
通透的朝向都是我比較滿意的，小區內樓盤密度低、綠
化充足，你很難在空間缺乏的香港找到相似的配套。”
解決了養老大事的翟女士已經按捺不住心情，編織

美好的退休生活，“有機會的話想繼續從事普拉提運動
授課，好期待識到新朋友、好鄰居，盡快融合當地，展
開全新生活。”

兩地院舍比較

院舍床位

照顧員

舍位月費

優點

缺點

灣區

廣東省
43萬張床位

一名護理員
照顧5名長者

2,000元
至

6,000元
人民幣起

空間大、
照顧質素優

深圳以外地區，
無法使用長者
醫療券

香港

7萬

低度照顧院舍：
一名護理員照顧60名
長者

中度照顧院舍：
兩名護理員照顧40名
至60名長者

高度照顧院舍：
五六名護理員照顧30
名至40名長者

資助院舍：2,000港元

私營院舍：
4,500港元至兩萬港元

資助院舍收費低、可以
使用長者醫療券

空間狹窄、照顧員人手
不足

讚社區配套完善
女警購兩套房產

江門

中山

黑暴令我唔識香港
高管尋根融入新生活

見配套贏港幾條街
姊妹擬退休後享受

▶中山地產
經紀歐少聰
(左一)和黎
先生 (左二)
兩人因購樓
結緣，成為
朋友。
受訪者供圖

●●梁女士毋忘內地才是梁女士毋忘內地才是
落葉歸根的地方落葉歸根的地方。。

▲黎先生所購樓花的樣板間。 受訪者供圖

●●中老年港人期望大灣區置業中老年港人期望大灣區置業，，享受退休生享受退休生
活活。。圖為大灣區某樓盤售樓處圖為大灣區某樓盤售樓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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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檔大年初一首曝預告
韓寒第四部導演作品《四海》

春節檔是電影行業的“必爭之地”，春節檔期間看電影

，似乎是很多家庭的娛樂首選。雖然離2022年的春節檔還

有好幾個月，但已經有徐崢監制的《我心飛揚》，開心麻花

的《超能一家人》已經官宣定檔。

韓寒執導的第四部電影《四海》曝光先導海報，定檔

2022年大年初一。影片主演包括劉昊然、劉浩存、沈騰、尹

正、馮紹峰、王彥霖、陳小春、黃曉明等，電影陣容強大，

堪稱是“饕餮盛宴”。

电影《四海》由韩寒执导，刘昊然，刘存

浩，沈腾，尹正等人主演，黄晓明，陈小春特

别出演。

看演员排序，刘昊然和刘浩存这两位年轻

演员，应该是男女主角。

因为电影讲述的就是两个年轻人的故事

——

刘昊然主演的少年吴仁耀和他的父亲吴仁

腾（沈腾出演）再度相逢。而女孩欢颂和她哥

哥的车队又意外闯入他们的生活。

除了男女主角之外，还有很多熟悉的演员。

沈腾和尹正，这一对搭档在2019年的电影

《飞驰人生》中都已经有了合作，这次他们再

度搭档出演喜剧，令人充滿期待。

韩寒的电影，一直以来都和赛车，兄弟情

，亲情等元素相关，且票房都不错。2014年的

《后会无期》，收获6.28亿票房；2017年《乘风

破浪》斩获10.46亿；到了2019年，《飞驰人生

》更是狂收了17.28亿。

随着不断增加的票房成绩，他的电影也兼

具了更多的元素和主题。在电影《四海》25秒

的预告片中，出现了形色各异的人物，还是熟

悉的海边小镇，刘昊然驾驶着摩托车，和沈腾

扮演的父亲拥抱。而刘浩存出演的女主角拿着

笔，记录着什么。

尹正一改往日的荧幕形象，乱糟糟的头发

很具有喜剧效果。

电影预告片中几乎没有台词，只有沈腾吃

着鸡腿，说了“香”这一个字。

可以看出，电影依旧和赛车有关，也有关

于两代人的沟通和情感交流。隔着屏幕，都能

够感受到逼面而来的“韩寒风”——不管是风

华正茂的年轻人，还是步入到中年之后沉思的

中年人，两代人的亲情，友情，在同一时间下

，将发生什么样的碰撞呢？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虽然大量启用了

新人。但是沈腾依然在列。这也是《飞驰人生

》之后，沈腾和韓寒的再度合作。

沈腾春节档的电影《四海》宣布定档，

沈腾个人主演票房有望突破 200 亿。不可否

认的是，沈腾出演这部电影，给电影添色

不少，这几年来，春节档的电影，喜剧片

居多，而由沈腾主演的电影，总是能够脱

颖而出。

除了沈腾之外，主演刘昊然和刘浩存的也

值得一提，刘昊然，賃借《唐人街探案》系列

成成为了90后男演员的翹楚。而刘浩存年龄小

，但是卻很好的詮釋了“出道即是巅峰”。从

《一秒钟》到《送你一朵小红花》再到即將上

映的《悬崖之上》《四海》，她的實力不容質

疑。名導张艺谋曾经评价她“天生就是吃这一

碗饭的”。

近日，紀錄影片《一起走過》發布信念版

金句海報，海報真實呈現了醫務工作者、援鄂

解放軍、誌願者等抗疫一線的真實狀況。作為

首部全景式真實記錄武漢疫情的紀錄影片，

《一起走過》直擊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

深入戰疫一線，全景式展現了在黨和政府領導

下，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抗疫的溫情畫面，彰顯

了中國在全球疫情肆虐下的大國擔當。

不舍晝夜無懼生死 信念一致共築抗疫長城

《一起走過》用鏡頭真實地記錄了在疫情

肆虐下，一線醫務人員不惜生死、社區幹部安

撫人心、誌願者無私奉獻的動人圖景。最新公

布的信念版金句海報，靜謐中湧動著巨浪，鏡

頭精確而及時地捕捉到了一線工作者的精神

面貌，直擊一線抗疫，無畏逆行內心堅定。

“我們就想出點力”“只要需要我，我一

定能來”“會有挫折感，但從來沒有一刻是

絕望的”“中國人不慫，中國人不服輸”這

些來自親歷者之口，樸實而真摯的話語，既

體現中華兒女面對苦難頑強的信念，同時向

全世界展現了中國在這次全球災難中的中國

精神！

直戳淚點直達心底 光影銘記英雄的人民

《一起走過》以純紀錄視角展開，串聯起

疫情最前沿醫院重癥監護室的醫護人員及病患

、深夜運送孕婦的誌願者、運調民用物資的社

區幹部等多個畫面，不避諱、不擺拍、不刻意

、不煽情，權威、真實、溫暖！全景還原了一

線工作者高強度、高密度的抗疫事跡，鏡頭所

到之處，是直抵人心、直觸人性的寫實畫面，

令觀眾動容。

中國能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役中取得實質

性勝利，每一個人都了不起。一件件看似不起

眼的小事，一個個看似不起眼的凡人，共同築

起了中華民族打不垮的精神長城。《一起走過

》還原的，正是中華兒女在歷次災難中不服輸

、打不垮的頑強生命力。

戰疫電影一起走過致敬英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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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掌摑挨掌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為紀念已故香
港著名導演林嶺東的“嶺上起風雲──林嶺東電
影回顧展”於23日揭幕，為期10天共展出林嶺
東生前10多部經典作品，包括《最佳拍檔千里
救差婆》、《監獄風雲》、《俠盜高飛》、《高
度戒備》、《鐵三角》、《迷城》及遺作《七人
樂隊》等。

今次林嶺東導演回顧展以其經典名作《龍虎
風雲》揭開序幕，閉幕電影則以其遺作《七人樂
隊》為他的個人電影回顧展畫上圓滿句號。日前
開幕儀式上邀請到林嶺東導演的太太及兒子、好
友杜琪峯、泰迪羅賓、游乃海、鄭保瑞、吳家麗
及龔慈恩等出席一同在銀幕下懷念林嶺東導演，
放映前杜琪峯、泰迪羅賓和吳家麗更分別致辭。

泰迪羅賓曾為《龍虎風雲》擔任配樂：“我
很榮幸可以和阿東成為好朋友。很多時候，我會
找東san（林嶺東暱稱）飲茶。很幸運地，《龍
虎風雲》是我和東san合作的第一部電影，真的
覺得很榮幸，因為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一部，也

是我最喜歡的一部。東san憑這部戲獲得香港金
像獎最佳導演，同時這部戲亦獲得台灣金馬獎最
佳電影插曲提名，希望大家能夠注意並多點欣
賞。”

吳家麗在《龍虎風雲》擔任女主角：“很榮
幸可以參與這套戲，34年前，我還是TVB普通
女藝員時，真的對東San選擇我做女主角感到十
分震驚。當時和發哥（周潤發）一起共演，做他
的女朋友，回想當年場景，我飾演風塵女子的角
色，東San很放手給我們去做，並沒有特別規
範。當中最記得有一場我和周潤發對坐，我把煙
頭擠在發哥手上，我覺得東San喜歡這種‘夠
真’的演出。希望大家一起懷念東San，亦很感
謝他拍了那麼多好電影給大家，留下精彩的作品
給觀眾欣賞。”

至於好友杜琪峯表示：“再次多謝大家出席
這次活動，已經說了很多次，實在沒有什麼說話
可說，我代表林嶺東太太Mabel多謝大家。我唯
一覺得安慰的是阿東在離開之前留下一部很好的

作品，《七人樂隊》，而他發揮了另一個林嶺
東，完全不是我想像中的阿東。我也沒有想過會
出現這樣的效果，希望大家可以入場支持《七人
樂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歐陽震華
（Bobby）24日到電台接受薛家燕主持節目
《開心大派對》訪問，並宣傳他主演的無綫劇
《伙記辦大事》。Bobby之前到內地工作，要
先接受隔離，他表示為了打發時間去健身做運
動，但自從返港後，太太和工人姐姐每餐都給
他吃得好豐富，他笑說：“我每日只食、睡、
拉，但我身形又不可以瘦，變瘦了人家會以為
我有病。”

Bobby更透露自己已打疫苗：“我打了
科興疫苗，但為何打這種疫苗呢？因為適合

東方人的體質，西方那種就留給西方人
吧！”他更透露於7至8月會再返內地橫店拍
攝網大《洗冤錄2》，而他都很放心去工作，
因內地疫情一直清零，抗疫功夫做得甚好。
而家燕姐亦笑謂Bobby本身是大忙人，他與
家人都打了疫苗：“Bobby是個福將，福到
上大陸！”被讚是福將又會否想參與無綫的
綜藝節目與友台對撼？Bobby表示有良性競
爭是好事，不要講到打仗般，也是各有各
做。家燕姐也覺得最好百花齊放，可以去良
性競爭。

歐陽震華選擇打科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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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電影有場重頭戲是重現經典港產片《大
丈夫》的場面。飾演九叔的梁家輝與天

哥曾志偉和兩位生力軍周祉君和Dough Boy
一起在酒店內被隔離，4人不愁寂寞，喬裝
檢疫人員，穿梭於不同房間，為房客檢
疫，從中找機會四處“覓食”。他們先後
邂逅了不同房客，包括包租婆元秋、
OL蔡潔、健美女郎周秀娜等。

戲中周秀娜穿低胸健身裝在家輝
面前跳繩，上圍不斷晃動，非常吸
睛。九叔藉機為娜姐做深喉檢測，可
惜被娜姐連番掌摑，原來娜姐有男人恐
懼症，當有男人埋身就會打人，九叔因而
遭殃，不停被摑得又紅又腫。

周秀娜不好意思狂道歉
現場所見，家輝每次都叫娜姐：

“你用力打啦！放心打！”工作人員馬上為梁
家輝敷冰，娜姐連番說不好意思。家輝表示拍
攝期間經常要整副武裝上陣，在烈日當空的天
台拍攝，差點中暑，加上又要被娜姐狂摑，但
他也不覺得辛苦，比起疫情這些只是小兒科。

家輝說：“自己已半隻腳離開影圈，今
次因為疫情而答應演出，希望不會因為疫情
而再有第二次。”家輝坦言能跟一班台前幕
後舊手足及新人共聚一堂，感受到大家都好
齊心，希望之後就算不是因為疫情，香港電
影圈都可以繼續同心合力！

要狂摑家輝哥的娜姐則非常不好意思：
“只能講對不起，家輝哥、多謝你，家輝
哥！”娜姐表示收到劇本時真的好怕又好緊
張，因不知道怎樣出手：“到拍了兩、三take
後，家輝哥突然問我‘你最近是不是在拍武
打片？’我就好怕啦！難道我出手太勁？再

加上我見他的臉又紅又腫，除了Sorry同對不
起我都不知可說什麼！家輝哥真的好專業，
每一次他都與我說‘你放心打啦，行啦行
啦’！”家輝哥的安慰令娜姐放心演出，不
過看着家輝哥要不停敷冰就有點心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香港十家電影公司合資開拍的抗疫電影《總是有愛在隔離》已經上

畫， 63歲影帝梁家輝表示，自己已半隻腳離開影圈，今次因為疫情而答應演出，在戲

中被周秀娜連番掌摑，被摑得又紅又腫，要不停敷冰，但卻不覺

得辛苦。

梁家輝梁家輝
支 持 影 圈 抗 疫 答 應 演 出

不停敷冰

出席林嶺東電影回顧展
吳家麗感激34年前獲提攜

●●梁家輝為周秀娜深喉檢測
梁家輝為周秀娜深喉檢測。。

●●梁家輝被周秀娜狂摑
梁家輝被周秀娜狂摑。。

●●梁家輝表現專業
梁家輝表現專業，，周秀娜則周秀娜則

感心痛感心痛。。

●●梁家輝與曾志偉老友鬼鬼梁家輝與曾志偉老友鬼鬼。。

●●包租婆元秋造型經典包租婆元秋造型經典。。

●●吳家麗吳家麗

●●杜琪峯表示林嶺東離開前留下一部很好的作杜琪峯表示林嶺東離開前留下一部很好的作
品品。。

●●歐陽震華歐陽震華
與家人都打與家人都打
了疫苗了疫苗。。 ●馮紹峰已發出律師

信。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內地一線
紅星趙麗穎、馮紹峰夫妻倆23日在無預警下
發出離婚聲明，震撼內地娛樂圈，並且成為
網上熱話，雖然兩人在離婚聲明中已表明今
次是和平分手，但各種謠言依然四起，甚至
有人信誓旦旦地指控馮紹峰家暴、出軌。對
於渣男的指控，馮紹峰忍無可忍，24日早上
發出聲明，表示已尋求法律協助。

馮紹峰就部分網絡用戶涉嫌嚴重侵犯名譽
一事委託律師發聲明，嚴厲譴責並抵制一切針
對自己的網絡謠言。對造謠用戶發布的涉嫌侵
權內容，律師事務所已接受馮紹峰的委託完成
取證，並已啟動維權訴訟程序，追究侵權者的
法律責任。馮紹峰在此，也呼籲廣大公眾共同
維護健康文明的網絡文化環境。

據分析指，這次趙麗穎與馮紹峰結束婚
姻關係，外界的輿論普遍是支持，並且傾向
於趙麗穎一方，原因大概也是覺得馮紹峰配
不上趙麗穎。可是論家庭背景，馮紹峰家境
殷實，男方比女方要好得多，學歷上亦較女
方高，不過，正正因為趙麗穎無深厚背景，
卻獨自闖蕩成為85後小花的代表，可以說是
勵 志 女 王 的 代
表，但為了跟馮
紹峰結婚生子而
一度暫停演藝事
業，讓很多人覺
得不值得。

●●馮紹峰馮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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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拜登總統正準備推
出自己的稅收政策，他承諾將改善美國的財
富再分配方式。為了支持美國工人，並為教
育、基礎設施和醫療的大型復甦舉措提供資
金，拜登堅持認為企業和富裕的美國人需要
「支付他們應得的份額 」 （pay their fair

share）。
拜登在這方面最常被引用的一個承諾是

，他不會對年薪40萬美元以下的人，也就
是98.5%的美國家庭加稅。

相反，大多數美國家庭將能夠從他的新
減稅計劃中受益：計劃當中有一些短期措施
作為《救濟法案》的一部分，以應付疫情影
響，還有一些長期的稅務減免。這些措施將
集中在普通美國人重視的問題上，為那些購
買私人醫療保險、支付託兒費、買房或為退
休儲蓄的人提供退稅。

相反，拜登將提高最高收入者的收入率
——即工資收入超過518,400美元的個人，
或超過622,050美元的已婚夫婦——將其從

37%提高到39.6%。拜登將對年收入超過100
萬美元的人，按與工資收入相同的稅率徵收
投資收入稅，將其從 23.8%一樣提高到
39.6%。

這次增稅預計將在十個財政年度內給美
國政府帶來超過1.4萬億美元的額外收入；
而個人所得稅增稅則會帶來9440億美元的
收入。

美國社會底層民眾對向富人家庭征稅持
支持態度，拜登將是28年以來首個加稅的
總統。拜登對富人加稅的主要著眼點不是
“劫富濟貧”，而是為確保美國政府未來的
基本運轉，以及為實現其政治目標。但從時
間順序看，由於前有向一般民眾發1400美元
救濟款，後又提議對富人加稅，在美國貧富
分化異常嚴重的當下，加稅即便不能“濟貧
”，但只要能夠“劫富”，也會對平抑美國
社會不滿有所幫助，至少有助於緩解國內社
會對於政府事實上偏向富人的看法。當然，
如果拜登加稅政策設計得當，再輔之以其他

福利分配政策調整，在短期內對於改善貧富
分化可能有一定幫助，但客觀而言，加稅對
於扭轉美國貧富分化不是根本性的。

美國貧富分化的根源，不是當下的收入
差距，而是長期的資產差距。由於富人和窮
人已經形成難以逾越且日益擴大的資產鴻溝
，如果依靠“收入稅”，美國貧富分化還將
繼續加大。哪怕是限制了富人財富增長的速
度，由於總量效應，美國貧富分化還是會日
益加劇。美國政府為應對疫情所采取的多輪
經濟紓困方案，從實際效果看，大部分流向
了富人階層，僅美國億萬富豪2020年的財
富就增長34%，增加了上萬億美元。

加稅方案的經濟負效應。美國疫情發展
尚未出現拐點，經濟增長動力仍然不足。拜
登加稅方案不僅包括對富人收入加稅，還包
括對公司所得加稅。在目前經濟增長信心缺
乏的情況下，貿然實施增稅，既可能減少富
人消費意願，也可能沖擊公司投資意願，反
而可能會影響中低收入階層的就業和收入，

也會拉低美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
請看《美南時事通》主持人王小穎、美

南新聞總編輯蓋軍和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
僑領陳柯博士談拜登上任將對富人開刀，美
國中產階級的萬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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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上任將對富人開刀拜登上任將對富人開刀 美國中產階級的萬稅生活美國中產階級的萬稅生活

華府作協華府作協20212021年四月文藝講座年四月文藝講座
—— 周密主講周密主講 「「藝術有話要說藝術有話要說」」 （（上上））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華府華文作家協會會長王志榮致開場白華府華文作家協會會長王志榮致開場白。。 華府僑教中心主任郭大文致詞華府僑教中心主任郭大文致詞。。主講人周密介紹她一家三代與日本戰爭有關的主講人周密介紹她一家三代與日本戰爭有關的

版畫及歷史事蹟版畫及歷史事蹟。。

川普總統就職川普總統就職，，就是以這幅就是以這幅 「「The Verdict of the PeopleThe Verdict of the People 」」
作為背景作為背景。。

1919世紀的波斯休閒帳篷世紀的波斯休閒帳篷。。

中日海戰大孤山大激戰中日海戰大孤山大激戰，，日本海軍勝利之圖日本海軍勝利之圖。。

聖路易收藏家婁文浩夫婦聖路易收藏家婁文浩夫婦。。

愛國不忘救國愛國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的弘一法師救國不忘念佛的弘一法師。。

胡蘭成與張愛玲胡蘭成與張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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