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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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美福藥局美福藥局 (MedXPharmacy)(MedXPharmacy)
以愛心服務社區的藥局以愛心服務社區的藥局

-- 送藥到府送藥到府

-- 特殊無保險優惠特殊無保險優惠

-- 各類中成藥各類中成藥

還有家庭藥師計劃還有家庭藥師計劃﹑﹑特殊配藥製劑特殊配藥製劑﹑﹑弱勢群體保險減免計劃弱勢群體保險減免計劃

電話電話 281281--506506--24532453（（通中通中﹑﹑台台﹑﹑粵粵﹑﹑越語越語））

網購平台網購平台: www.pillbright.com: www.pillbright.com

地址地址﹕﹕69186918 Corporate Dr. Suite BCorporate Dr. Suite B55, TX, TX 7703677036

((中國城精英廣場內中國城精英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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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影集

休城畫頁

加密貨幣市場火熱，比特幣
、以太坊、萊特幣和狗狗幣等加
密貨幣是許多投資者近來關注的
標的，而這些貨幣或許很快就將
在市場上流通，最近德州HEB超
市宣布，未來部分 H-E-B 超市將
能使用加密貨幣來付款。

據休斯頓紀事報報導，貨幣
供應商 Coin Cloud 將很快開始在
幾家門店內設置kiosks 機器，讓
客戶既可以使用數字貨幣採買，
也可以在超商購買加密貨幣。

一位 H-E-B 代表透露，試點
計劃將在休斯頓地區的 29 家商店
開始。在全球範圍內，越來越多

的企業開始接受像比特幣這樣最
受歡迎的加密貨幣。目前，1 比特
幣約等於 36,120.20 美元。第二
受歡迎的是以太坊：1 個以太幣目
前等於 2,225.98 美元。

儘管加密貨幣越來越受歡迎
，但許多投資者和專家仍然對它
們缺乏信心，理由是其波動性和
不確定性過大。

圖片：H-E-B官網

國土安全部周日宣布，
美國將延長與加拿大和墨西
哥接壤的邊界和渡輪邊境的
旅行限制，降低非必要旅行
的數量，以持續努力減少
COVID-19 的傳播，這些
限制原定於6月21日到期
，如今延長至 7 月 21 日。

在一份聲明中，國土安
全部還分享了最近幾週的積
極進展，並表示 「正在與與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專家工作
組一同商討，以確定在何種
條件下可以安全、可持續地
放寬旅行限制。」

在美國，越來越多的人

呼籲為旅遊業開放美加邊境
，但只有不到 20% 的加拿
大人完全接種了疫苗。加拿
大商會會長佩林·比蒂
(Perrin Beatty) 批評此次延
期的舉動，認為這項政策應
基於旅行者是否接種了疫苗
，而不是國籍。

美國北部和南部邊境的
非必要旅行禁令於 2020 年
3 月宣布，此後每個月都不
斷延期。

與此同時，歐盟上周也
同意開始取消對美國遊客的
限制。

圖片：路透社

德州幾間德州幾間 H-E-BH-E-B 超市將支援超市將支援
加密貨幣支付加密貨幣支付

美國延長加拿大美國延長加拿大、、墨西哥邊界的旅遊限制墨西哥邊界的旅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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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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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年年55月月2828日日，，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辦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辦 「「在幾內亞共和國經商在幾內亞共和國經商」」
（（Doing Business in GuineaDoing Business in Guinea））商業論壇商業論壇，，由幾內亞駐美國大使館喀由幾內亞駐美國大使館喀
爾費拉爾費拉••楊森楊森（（Kerfalla Yansane)Kerfalla Yansane)擔任主講人擔任主講人、、並由美南集團董事並由美南集團董事
長兼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頓名譽總領事李蔚華長兼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頓名譽總領事李蔚華、、伊索比亞駐德克薩伊索比亞駐德克薩
斯州名譽總領事格紮根斯州名譽總領事格紮根••科比德科比德（（Gezahgen KebedeGezahgen Kebede））帶來精采演帶來精采演
說說、、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共同主席金諾威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共同主席金諾威（（Jim NotewareJim Noteware ））主持論壇主持論壇
。。圖為休斯敦僑界名人圖為休斯敦僑界名人MCIMCI美成國際總裁陳韻梅與出席第四屆休斯美成國際總裁陳韻梅與出席第四屆休斯
敦非洲日敦非洲日(Houston Africa Day)(Houston Africa Day)商業論壇的幾內亞駐美國大使喀爾費商業論壇的幾內亞駐美國大使喀爾費
拉楊森拉楊森Kerfalla YansaneKerfalla Yansane姚餐廳出席私人宴會時合影姚餐廳出席私人宴會時合影。。

20212021年年55月月，，在在
BellaireBellaire、、 WestWest
、、MemorialMemorial 等高等高
尚社區建豪宅別尚社區建豪宅別
墅 著 稱 的墅 著 稱 的 KiewKiew
Customer BuildCustomer Build--
ersers 董 事長董事長 TanTan
KiewKiew 在在 West UWest U
即將完工的一幢即將完工的一幢
美奐美崙美奐美崙、、造型造型
優美的別墅前留優美的別墅前留
影影

20212021年年55月月2222日日，，藍色傳奇花遊隊成員藍色傳奇花遊隊成員1212歲以下組全國第六名歲以下組全國第六名：：
Sherry SuSherry Su、、Taozhuo ShiTaozhuo Shi、、Ashley JiangAshley Jiang、、Xiaoyan GeXiaoyan Ge、、Yutong DiaoYutong Diao
、、Rosalyn ZhengRosalyn Zheng、、Ji SongJi Song、、Emily YiEmily Yi以及以及1212歲和以下組全國亞軍歲和以下組全國亞軍：：
Jiayu WuJiayu Wu、、Shuphan ZhaoShuphan Zhao、、Sophie WangSophie Wang、、Emma LiangEmma Liang、、HelennaHelenna
QinQin、、Siyu Sicely WuSiyu Sicely Wu、、Yihan SunYihan Sun、、Chloe FuChloe Fu 在在 Blue Legent SwimBlue Legent Swim--
ming Schoolming School學校舉行的頒獎儀式上與李婧校長和教練們合影學校舉行的頒獎儀式上與李婧校長和教練們合影。。

20212021年年66月月1111日日，，亞洲協會德州中心亞洲協會德州中心20212021年老虎晚會年老虎晚會Tiger BallTiger Ball在美國疫在美國疫
情控制住後再次以無與倫比的印度為主題登台情控制住後再次以無與倫比的印度為主題登台，，圖為亞協主席孫月萍圖為亞協主席孫月萍PP
SunSun和休斯敦名流善心人士和休斯敦名流善心人士Mandy KaoMandy Kao、、Diana SunDiana Sun 、、Tiffeny LeTiffeny Le、、AmyAmy
DichosoDichoso、、Alice Mao BramsAlice Mao Brams、、Gina LiGina Li等合影等合影。。本次晚會總共為亞協籌款達本次晚會總共為亞協籌款達
11..33MM。。

20212021年年55月月2727日下午日下午，，DN Commercial REDN Commercial RE創始人阮丹尼創始人阮丹尼
(Danny Nguyen)(Danny Nguyen)作為主教官的商業地產工作坊和商業計劃作為主教官的商業地產工作坊和商業計劃
書工作坊在美南新聞世界總部國際網絡會議大廳再次開課書工作坊在美南新聞世界總部國際網絡會議大廳再次開課，，
世界名人網在臉書世界名人網在臉書FacebookFacebook做現場直播做現場直播，，AZ Led & SignAZ Led & Sign總總
裁裁Amanda ZhangAmanda Zhang、、慧慈按摩學校譚校長慧慈按摩學校譚校長、、稅務顧問王力等稅務顧問王力等
應邀出席現場互動應邀出席現場互動。。阮丹尼阮丹尼(Danny Nguyen)(Danny Nguyen) 畢業於德州農畢業於德州農
工大學商學院工大學商學院，，是休斯敦是休斯敦DN Commerical REDN Commerical RE商業地產投資商業地產投資
開發公司的創始人和董事長開發公司的創始人和董事長。。十多年前曾創始休斯敦越裔商十多年前曾創始休斯敦越裔商
會會，，是休斯敦地產協會是休斯敦地產協會HARHAR理事理事，，休斯敦市長亞裔顧問委休斯敦市長亞裔顧問委
員會主席員會主席。。 20102010年競選密蘇里市不分區市議員獲得成功並年競選密蘇里市不分區市議員獲得成功並
獲得連任獲得連任。。繁忙工作之餘繁忙工作之餘，，與世界著名暢銷書作家與世界著名暢銷書作家““心靈雞心靈雞
湯湯””作者作者Jack CanfieldJack Canfield聯手出版暢銷書聯手出版暢銷書《《成功的靈魂成功的靈魂》》第第11
卷卷：：世界各地的租賃企業家和專業人員揭示了他們獲取健康世界各地的租賃企業家和專業人員揭示了他們獲取健康
、、財富和成功之心的核心策略財富和成功之心的核心策略”，”，被視為商業地產的聖經被視為商業地產的聖經。。

20212021年年66月月1010日日，，美國天使財富集團董事長王曉芬女士應約來到美國天使財富集團董事長王曉芬女士應約來到
韓裔美女韓裔美女Linda KimLinda Kim位於位於KatyKaty的花園洋房參加她女兒的花園洋房參加她女兒SofiaSofia的的1010
歲生日歲生日，，充滿愛的孩子們在美國享受無憂無慮的美好時光吸引了充滿愛的孩子們在美國享受無憂無慮的美好時光吸引了
非常多的新移民來到這塊新大陸落戶非常多的新移民來到這塊新大陸落戶。。

20212021年年66月月44日週五日週五，，休斯敦商業地產翹楚休斯敦商業地產翹楚Danny NguyenDanny Nguyen出席了美國領袖出席了美國領袖
論壇休斯敦論壇休斯敦(ALF Houson Leadership Forum)(ALF Houson Leadership Forum)六月活動六月活動。。在在DN CommercialDN Commercial
成立成立2525週年之際週年之際，，DannyDanny不忘回饋社會不忘回饋社會，，培養新人培養新人，，將自己事業成功的點點將自己事業成功的點點
滴滴傳授給這些積極進取的未來的領袖滴滴傳授給這些積極進取的未來的領袖。。最近的兩個商業地產項目又最近的兩個商業地產項目又ClosClos--
inging成功成功,,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20212021年年66月月77日日，，最新推出網上視頻專訪微最新推出網上視頻專訪微
光頻道的世界名人網副總編光頻道的世界名人網副總編、、美中醫學交流美中醫學交流
中心主任吳薇博士應約揚帆出海中心主任吳薇博士應約揚帆出海，，體驗美國體驗美國
休閒生活休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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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炎炎夏季來臨，又到了吃貨們大啖冷飲的時

節。近年來中國的雪糕品種不斷花樣翻新，售價也

愈來愈高，一款名為“鍾薛高”的網紅雪糕，多個

款式的售價高達60-80元（人民幣，下同），最貴

88元。由於太受歡迎，甚至出現了黃牛代購現象，

將若干組合的打包價炒到了上千元的離譜水平，令

網民們驚呼連“雪糕自由”都沒法實現了。6月17

日晚間，鍾薛高在遭受爭議多日後公開道歉，表示

以後會謹慎與用戶溝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鍾薛高2018年3月在上海成立，其雪
糕的標誌性特點是瓦片形狀外觀，回字形
花紋。因其產品線較廣，既有13元（人
民幣，下同）一支的輕牛乳雪糕、18元一
支的絲絨可可巧克力雪糕等產品，也有價
格更昂貴的產品售價60至80元，但總體
走的是高端路線。2018“雙十一”期間，
鍾薛高開售40分鐘賣出5萬支，創下單日
銷售額460萬元的紀錄，位列雪糕類目銷
量第一，特別是66元一支的“厄瓜多爾粉
鑽”，15小時便搶光了僅有的2萬份，首
戰雙十一就輕鬆擊敗老牌巨頭哈根達斯。

之後鍾薛高發展飛速，2019年“雙十
一”，鍾薛高開場僅18分鐘便售出10萬
支。全年共計賣出1,000萬支雪糕；2020
年1月至6月，鍾薛高在淘寶+天貓平台銷
售額合計1.28億元，完成銷售過億的目標

用了不到半年；2020年雙十一期間，鍾薛
高居於天貓冰類類目銷售額第一名，2020
年出庫3,400萬支雪糕。

刺激黃牛代購曾捱批
但在快速出圈高速發展的同時，鍾薛

高的高價策略一直廣受爭議，有網民甚至
斥責其有炒作之嫌。2021年4月份的時
候，鍾薛高曾經發布68元和88元的兩款
新品，在官方渠道銷售一空後，電商平台
甚至出現了黃牛代購，一支雪糕代購價
200元。目前，鍾薛高新推的限量新品
“杏餘年”“芝玫龍荔”和“和你酪酪”
等，因鍾薛高天貓旗艦店暫時沒貨，黃牛
又開始亂炒價格，記者在黃牛代購的網店
上看到，原本68元的“杏餘年”一定要兩
盒起賣開價538元，另外一些限量產品組
合，4樣產品打包賣到1,080元。

鍾薛高是中國網紅雪糕，以好吃、精緻和價格貴出名。香港文
匯報記者在上海街頭看到，諸多冷飲店、便利店的冰櫃裏，

都滿滿的擺着各種口味的鍾薛高。不過該品牌近期引起不少爭
議，17日晚，鍾薛高通過官方微博發布道歉聲明，表示“最近社
交平台上因某些原因再次引發了關於鍾薛高曾收到上海市行政處
罰的討論，又一次提醒我們：過去犯過的錯雖然可以改正，卻無
法抹去。曾經在創業初期的兩次行政處罰，如同警鐘，不斷提醒
我們要更謹慎、更準確、更負責任地與用戶溝通。很感謝政府部
門和公眾對鍾薛高的關注與監督，同時，對於我們曾經犯過的錯
誤以及給大家帶來的困擾，我們再次鄭重地向大家道歉。”

“‘你愛要不要’言論屬移花接木”
鍾薛高的道歉，起因是高價定位的爭論。6月15日，鍾薛高

創始人林盛接受採訪時的視頻被剪輯成片段流出，網絡上看到的
版本有“它就那個價格，你愛要不要”等言論，令眾多消費者聽
着十分刺耳。儘管鍾薛高緊急闢謠，稱視頻係人為移花接木，然
而事件已廣泛擴散。視頻流出當天，“鍾薛高雪糕最貴一支66
元”的話題衝上微博熱搜，截至6月18日，該話題已有7.1億閱
讀，6.3萬討論。

儘管事件惹來諸多負評，但依然有不少人認為該品牌的雪糕
就是好吃，願意成為死忠粉，甚至有人將家附近的便利店中的某
款鍾薛高買斷貨。記者隨意搜索了各大社交媒體發現，喜歡鍾薛
高的人群，並不在意它們的價格，更在乎是否買得到口味更獨特
的限量產品，很多人表示現在網紅雪糕普遍20至30元，網紅奶茶
亦要30至50元，“買的就是網紅屬性和個性。”

品牌價值重新定義性價比
羅蘭貝格消費行業首席研究員蔣雲鶯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高價與性價比不矛盾，從行業趨勢來看，不少品牌近
兩年通過垂直新品擊破原有價格定位認知的不在少數，比如戴森
重新定義吹風機就是最好的例子。她認為，實際上品牌重新定義
品類價格，有機會通過此來傳遞價值，而且還能在產品創新、消
費者共鳴與品牌內涵、渠道通路方面獲得高效提升。

在蔣雲鶯看來，消費者是否願意接受高價，取決於消費者對
品牌的價值認可度。特別是一些新品牌善於甄別與定位品類市場
的真實痛點，可以把握市場真需求。尤其懂得年輕消費群體、
Gen Z（專指1995至2009年之間出生的人）消費者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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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件限量款 黃牛價炒到1080元

●● 衝上熱搜的鍾薛高厄瓜多爾粉鑽雪糕衝上熱搜的鍾薛高厄瓜多爾粉鑽雪糕，，售價售價6666元人民幣一支元人民幣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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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牛亂炒鍾薛
高，最貴 1080
元人民幣4支。

● 鍾薛高 18 元
人民幣一支的絲
絨可可巧克力雪
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攝

數字人民幣試點“多地開花”場景越來越多
自2019年年底數字人民幣相繼在深

圳、蘇州、雄安新區、成都等地啟動試點

測試後，截至目前，我國數字人民幣試點

已經實現“多地開花”，其中，北京、上

海、蘇州、深圳、西安等城市近日先後宣

布，開展新一輪數字人民幣試點。與多地

區試點相似的是，數字人民幣應用場景也

在不斷豐富，目前已覆蓋包括生活繳費、

餐飲服務、交通出行等日常線上、線下小

額支付領域，且隨著接入商業銀行、應用

程序等工作的不斷推進，數字人民幣在優

化我國數字經濟生態的同時，也積極促進

了我國數字經濟規模擴張與質量提升。

“多地開花”場景多樣
目前，我國數字人民幣試點已經形

成“10+1”格局，數字人民幣試點實現

“多地開花”。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所長

助理曲強告訴記者，可以看出，目前試

點主要解決的是跨區域聯動問題，包括

區域聯動以及企業聯動，以及以數字貨

幣促進消費的問題。因此，數字貨幣跨

區域聯動是對其運行機製的進一步試點

，未來全國將會有更多的地區進行跨區

域支付聯動，以便了解數字貨幣在跨區

域使用中存在的問題。

從數字人民幣已實現落地場景來看

，數字人民幣錢包基本以App形式出現

，同時還支持離線支付。例如，使用數

字人民幣可視卡“硬錢包”進行支付，

即為一種脫離手機的離線支付方式。數

字人民幣在滿足當下年輕人使用習慣的

同時，也考慮到不願意或者使用手機困

難人群的需求，設計了“可視卡”，即

底層技術是芯片加NFC（近場支付）技

術，以方便相關人群使用。

通過試點工作可以看出，目前，數字

人民幣主要還是集中在生活繳費、餐飲服

務、交通出行、購物消費、政務服務等日

常小額支付領域，使用形式也主要以條碼

支付、刷臉支付和碰一碰等形式為主。

從試點機構來看，除了傳統的工、

農、中、建、交、郵儲六家國有大行外

，數字人民幣子錢包近日再度擴容，從

最新更新的數字人民幣App中可以看到

，可添加的運營機構進一步擴容，其中

作為民營銀行的網商銀行已呈現可用狀態

，還有包括支付寶、B站、美團、滴滴、

順豐等10余個電商平臺的入口也都已接入

使用。對此，接受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表

示，網商銀行接入數字貨幣，或意味著數

字貨幣錢包與互聯網支付平臺打通了主流

支付接口，在數字貨幣的後續試點中，或

有機會拓展至理財投資等方面。央行副行

長李波此前也曾表示，未來中國將繼續做

好試點工作，擴大試點範圍，打造數字化

人民幣生態系統，提升系統安全性和可靠

性，並製定相應法律和監管體系。

由於現階段數字人民幣主要應用在

小額零售支付場景，較符合數字貨幣是

作為M0（紙鈔和硬幣）的定位，上述業

內人士表示，盡管數字人民幣研發的初

心是服務於本國經濟的發展，但隨著技

術和應用場景的不斷推進，未來必將會

提高人民幣跨境清算的便利度，助力人

民幣國際化進程，提高對資金流動的監

管能力。不過，對於數字人民幣可以在

多大程度上助力人民幣國際化，中國金

融學會會長、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

名譽院長周小川認為，不要太高估技術

方面的因素，更多的是體製和政策上的

因素，還有未來改革開放選擇的問題。

不過，周小川認為，在國際使用方面，

數字人民幣會率先嘗試對跨境的零售使

用，包括旅行者商務訪問之間的使用，

以及現在比較時興的零售網購等。

助推數字經濟發展
近幾年，數字人民幣進行了技術檢測

和不斷推廣，適應了數字中國建設不斷深

化和擴展的趨勢，尤其是，隨著近期阿裏

、京東等多家商業巨頭宣布將參與數字人

民幣試點，數字人民幣的應用場景逐漸覆

蓋了生活繳費、餐飲服務、交通出行、購

物消費、政務服務等多個領域，也逐步從

零售業向服務實體經濟等領域逐漸擴大。

在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研究所所長

黃震看來，推進數字人民幣的研發是我

國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的重要金融變革舉

措。黃震告訴記者，數字人民幣從研發

、內測到試點，運用的技術越來越多，

也越來越成熟。從最初的網絡信息技術到

如今的區塊鏈概念相關技術，數字人民幣

的誕生和應用可以說是一次互聯網信息技

術的大檢測，對於數字中國基礎設施的升

級換代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隨著數

字人民幣試點城市不斷擴容和應用場景日

益增多，數字人民幣正成為數字中國建設

的助推器和加速器。”黃震說。

考慮到數字貨幣將在未來全球數字

經濟中居於核心的地位，中國互聯網金

融協會區塊鏈工作組組長、中國銀行原

行長李禮輝告訴記者，“我們有必要研

究發行由中國主導的全球性數字貨幣可

行性路徑和實施方案。”李禮輝認為，

虛擬貨幣的經濟性缺陷在於，其缺乏足

夠的實體資產支撐和信用背書，價格不

穩定，投機性太重。而能夠成氣候的數

字貨幣必須是可信任的，法定數字貨幣

因為法定地位和國家主權背書而可信任

，其他的任何機構的數字貨幣要做到可

信任，必須具備一些品質。因此，在我

國積極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當下，數字

人民幣的發展不僅可以優化數字經濟生

態，還是進一步促進我國數字經濟規模

擴張與質量提升的關鍵抓手。

黃震告訴記者，在數字人民幣試點

的過渡時期，既要讓人民享受數字化帶

來的數字紅利，也要避免出現老年人在

線下場景使用中產生不便的數字鴻溝問

題，不斷疊代優化數字人民幣的用戶體

驗和實際效能，通過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生

活的各個應用場景，進一步推動整個金融

基礎設施和金融體系的數字化轉型，為數

字中國建設發揮更加廣泛的作用，成為我

國實現綠色金融、普惠金融的工具。在當

前全球央行數字貨幣競相發展之際，黃震

建議，我國應主動與全球各國保持溝通和

聯系，掌握前沿科技，構建和完善基於數

字人民幣的新型數字化跨境支付體系，提

升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水平。值得註意

的是，目前，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

所已聯合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國中央銀行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中央銀行發起多邊央

行數字貨幣橋研究項目，旨在探索央行數

字貨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

多方合作勢在必行
隨著數字人民幣腳步漸近，市場上對

數字人民幣利弊的討論也在不斷升溫，央

行數字貨幣具有傳統貨幣所無法比擬的優

勢，但其所承擔的風險也不容忽視。中鈔

長城金融設備控股有限公司戰略發展部副

主任司曉玲告訴記者，數字人民幣的一大

風險就是法定數字貨幣在現有支付體系的

功能定位尚在測試探索中。

司曉玲表示，支付體系是完成支付

活動、實現資金轉移的一系列法規製度

安排和相關基礎設施的有機組合，是動

態調整與逐步完善的過程。考慮到央行

研發的數字貨幣目標定位替代部分M0，

其本質是對原有支付體系的補充。但從

用戶端使用視角看，當前，現金、銀行

卡、第三方支付等支付手段已基本滿足

居民的日常支付需求，如果要搭建適應

數字化支付進程的新系統，其價值體現

不應在用戶端，而更多要體現在央行和

商業銀行的後臺端。目前，央行將數字

人民幣定義為零售支付系統的一個基本

選項，它的價值在於避免第三方支付可

能出現的壟斷，同時也增加現有支付系

統的韌性，因此與當前的零售支付系統

存在著潛在的合作與競爭關系，但目前

尚沒有明晰的功能定位，數字貨幣支付

系統對現有支付體系的影響仍難以評估。

另一個值得關註的問題，是數字貨

幣的系統、網絡及安全風險。數字人民

幣的實時性特點要求央行掌握較高的技

術資源，系統技術故障、網絡攻擊和密

碼技術缺陷不僅會威脅個人信息安全，

也會沖擊金融體系穩定。曲強認為，互

聯網時代信息技術的可靠性及個人信息

的安全始終是核心問題，而密碼技術作

為數字人民幣的核心技術和基礎支撐，

是維護數字人民幣的重要保障。同時，

中心化管理也是保障數字人民幣安全的

有利後盾，央行對數字人民幣進行中心

化管理，可以保證數字人民幣的幣值穩

定和安全性，維護金融穩定。

對於央行應該為數字人民幣的推出

進行哪些準備，接受者采訪的業內人士

普遍建議，通過完善數字人民幣基礎設

施、提升系統安全性和可靠性、建立相

關法律和監管框架等手段，推動數字人

民幣生態建設。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

長穆長春此前多次強調，數字人民幣的

發行流通，從來不是人民銀行一家的事

，也不是某一個機構憑一己之力能夠完

成的事，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所以

，需要地方政府、商業銀行和相關機構

共同發力，推動數字人民幣生態建設。

對於業內廣泛討論的數字人民幣何時推

出問題，考慮到現階段數字人民幣所面

臨的各方面挑戰，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

學院副院長張曉燕告訴記者，目前，數

字人民幣還有一段較長的路要走。值得

註意的是，監管也曾多次強調，數字人

民幣正式推出尚無時間表。



BB44
星期二       2021年6月22日       Tuesday, June 22, 2021

休城新聞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NBANBA過去過去1515 年來搶年來搶77大戰第一場進入了大戰第一場進入了
““生死攸關生死攸關””的加時比賽的加時比賽，，雄鹿隊在比賽中頂住了杜蘭特創造雄鹿隊在比賽中頂住了杜蘭特創造
NBANBA搶搶77大戰大戰4848分紀錄的壓力分紀錄的壓力，，在週六在週六（（66月月1919日日））晚上以晚上以115115::
111111 擊敗網隊擊敗網隊，，最終打進東部決賽最終打進東部決賽。。

如果布魯克林籃網球星凱文如果布魯克林籃網球星凱文··杜蘭特最後投籃稍微遠一點杜蘭特最後投籃稍微遠一點，，
或者如果他的腳稍微小一點或者如果他的腳稍微小一點，，他會以他會以33分球結束比賽分球結束比賽，，當時投籃當時投籃
後記分牌已顯示後記分牌已顯示110110::109109，，但視頻重播顯示他的腳尖觸及到紅線但視頻重播顯示他的腳尖觸及到紅線
，，比分改寫比分改寫109109::109109進入加時賽進入加時賽。。

杜蘭特成為杜蘭特成為NBANBA有史以來在第七場比賽中得分最高的有史以來在第七場比賽中得分最高的 NBANBA
球員球員，，可惜輸掉了系列賽可惜輸掉了系列賽。。

密爾沃基雄鹿隊的克裏斯密爾沃基雄鹿隊的克裏斯··米德爾頓說米德爾頓說：“：“我們很幸運我們很幸運，，他他
的腳趾在線上的腳趾在線上，，他只能得他只能得22分分。”。” ““但是一旦他投中那一球但是一旦他投中那一球，，我我
們就必須忘記它們就必須忘記它，，比賽還要繼續比賽還要繼續，，那是遊戲規則那是遊戲規則。”。”

這給了雄鹿隊第二次機會這給了雄鹿隊第二次機會，，雄鹿隊用它兌現了東部決賽的門雄鹿隊用它兌現了東部決賽的門
票票。。

安特托昆博安特托昆博（（字母哥字母哥））血拼血拼5050分鍾分鍾，，得到得到4040分和分和1313個籃板個籃板
，，米德爾頓在加時賽還剩米德爾頓在加時賽還剩4040秒遠距離投籃命中秒遠距離投籃命中。。

安特托昆博說安特托昆博說：“：“歸根結底歸根結底，，在比賽最後一天在比賽最後一天，，我盡量不想我盡量不想
太激動太激動，，也不想太低沉也不想太低沉，，但我幾乎有點情緒化但我幾乎有點情緒化，，因為球隊真的盡因為球隊真的盡
力了力了。”。” ““我們保持鎮定我們保持鎮定，，我們還落後我們還落後22分分，，很多人不相信我們很多人不相信我們
能做到能做到。”。”

比賽接近尾聲比賽接近尾聲，，當杜蘭特兩次跳投不中時當杜蘭特兩次跳投不中時，，雄鹿隊堅持了下雄鹿隊堅持了下
來來，，最後一次跳投還剩最後一次跳投還剩 00..33 秒秒。。

杜蘭特說杜蘭特說：“：“我們在加時賽中表現出色我們在加時賽中表現出色，，我們只是沒有擊敗我們只是沒有擊敗
他們他們。”。” ““尊重密爾沃基雄鹿隊的準備方式尊重密爾沃基雄鹿隊的準備方式，，他們如何在所有他們如何在所有
系列賽中挑戰我們並在所有系列賽中做出調整系列賽中挑戰我們並在所有系列賽中做出調整。。我們尊重那個俱我們尊重那個俱
樂部樂部。”。”

杜蘭特打滿了杜蘭特打滿了5353 分鍾分鍾，，並用轉身跳投迫使加時賽並用轉身跳投迫使加時賽，，這距本這距本

可以在比賽還剩一秒時投中可以在比賽還剩一秒時投中33分球贏得比分球贏得比
賽不到一英寸的距離賽不到一英寸的距離，，這個不到一英寸這個不到一英寸
的距離奪走了本賽季籃網隊贏得冠軍的的距離奪走了本賽季籃網隊贏得冠軍的
機會機會。。

他說他說：“：“我的大腳踩到了紅線我的大腳踩到了紅線。”。”
““我剛剛看到我離用那一投籃結束他們我剛剛看到我離用那一投籃結束他們
的賽季有多近的賽季有多近。”。”

杜蘭特增加了杜蘭特增加了 99 個籃板和個籃板和 66 次助攻次助攻
，，但沒有足夠的幫助但沒有足夠的幫助。。受傷的凱裏受傷的凱裏··歐文歐文
坐在下面觀看坐在下面觀看。。

詹姆斯詹姆斯··哈登因右腿筋緊繃缺席了前哈登因右腿筋緊繃缺席了前
四場比賽的大部分比賽後今天無法準確四場比賽的大部分比賽後今天無法準確
定位投籃定位投籃。。哈登得到哈登得到2222分分、、99個籃板和個籃板和99
次助攻次助攻，，但全場但全場1717投僅有投僅有55中中。。

哈登說哈登說：“：“我只是投出去我只是投出去，，試圖盡試圖盡
我所能我所能，，這令人我很沮喪這令人我很沮喪。”。”

這是自這是自 20062006 年西部半決賽達拉斯擊年西部半決賽達拉斯擊
敗聖安東尼奧以來搶敗聖安東尼奧以來搶77大戰中第一場需要大戰中第一場需要
加時賽的比賽加時賽的比賽。。

在米德爾頓投失叁分之前在米德爾頓投失叁分之前，，雄鹿隊以雄鹿隊以 109109--107107 領先領先，，但雄但雄
鹿隊得到了籃板鹿隊得到了籃板。。然後他們在一次投籃時違規將其翻轉然後他們在一次投籃時違規將其翻轉，，讓網隊讓網隊
在還剩在還剩 66 秒時獲得最後的機會秒時獲得最後的機會。。他們將球傳給了杜蘭特他們將球傳給了杜蘭特，，杜蘭特杜蘭特
試圖在叁分線之外試圖在叁分線之外，，甚至可能在叁分線上一個旋轉的轉身跳投甚至可能在叁分線上一個旋轉的轉身跳投，，
將比分追成將比分追成 109109平平。。

布魯斯布魯斯··布朗在加時賽開場後繼續投籃得分布朗在加時賽開場後繼續投籃得分，，但兩支球隊都但兩支球隊都
沒有再次得分沒有再次得分，，直到比賽還剩直到比賽還剩 11 分分 1212 秒時秒時，，阿德托昆博的投籃阿德托昆博的投籃
得分得分。。在米德爾頓打破系列賽的最後一場平局投籃得分之前在米德爾頓打破系列賽的最後一場平局投籃得分之前，，洛洛
佩茲在另一端封堵了杜蘭特的投籃佩茲在另一端封堵了杜蘭特的投籃。。

米德爾頓為雄鹿隊貢獻了米德爾頓為雄鹿隊貢獻了2323分和分和1010個籃板個籃板。。洛佩茲為雄鹿洛佩茲為雄鹿
隊拿下隊拿下 1919 分分。。霍羅迪擺脫了糟糕的投籃之夜霍羅迪擺脫了糟糕的投籃之夜，，得到得到 1313 分分、、88 次次
助攻和助攻和 77 個籃板個籃板。。

雄鹿隊在獲得雄鹿隊在獲得 NBANBA 最佳戰績後於去年在這一輪被淘汰出局最佳戰績後於去年在這一輪被淘汰出局
。。雄鹿隊叁年內第二次進入東部決賽雄鹿隊叁年內第二次進入東部決賽。。他們將在周叁晚上開始的他們將在周叁晚上開始的
系列賽中對陣費城系列賽中對陣費城7676人隊或亞特蘭大老鷹隊人隊或亞特蘭大老鷹隊。。

凱文凱文··杜蘭特和詹姆斯杜蘭特和詹姆斯··哈登都對賽季結束感到失望哈登都對賽季結束感到失望，，他們反他們反
思了他們在對陣雄鹿隊的第思了他們在對陣雄鹿隊的第77 場比賽中戲劇性的失利場比賽中戲劇性的失利，，並且在網並且在網
隊面臨賽季末的時候受傷缺陣等隊面臨賽季末的時候受傷缺陣等，，都表現出難以置信和失望都表現出難以置信和失望。。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搶搶77大戰杜蘭特空砍大戰杜蘭特空砍4848分分
雄鹿加時賽擊敗籃網進軍東部決賽雄鹿加時賽擊敗籃網進軍東部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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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務處國安處上周四

拘捕 5名壹傳媒及《蘋果日

報》高層，其中壹傳媒行政總

裁張劍虹、《蘋果日報》總編

輯羅偉光及該報三間相關公司，被控串謀黎智英及其他人“勾結外國

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19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控方申

請押後再訊，並反對兩人保釋。張劍虹、羅偉光申請保釋，稱會辭去

壹傳媒所有職務等多項條件。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認

為，沒有充足理由相信兩名被告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故

拒絕其保釋申請，被告還柙至8月13日再訊。

被告分別為張劍虹（59歲）、羅偉
光（47歲）、蘋果日報有限公

司、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及AD In-
ternet Limited（蘋果互聯網有限公
司），同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
十九（四）條。

控罪指，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
2021 年 4 月 3 日期間（包括首尾兩
日），在香港與黎智英及其他人一同串
謀，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
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
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
敵對行動。

香港律政司19日由署理副刑事檢
控專員周天行代表；張劍虹由資深大狀
陳政龍代表、羅偉光由大律師李澍桓代
表，三間公司則由大律師許琪莉代表。

總裁判官蘇惠德在開庭時引用高等
法院原訟庭在黎智英違反國安法案中，

有關處理豁免《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9P條中報道限制的判詞，批准傳媒只
可以報道保釋程序中被告提出的保釋條
件，其他限制繼續生效，以保障被告日
後面對審訊的公平性。

案中5名被告暫時毋須答辯。控方
透露，警方在行動中檢取了超過40部
電腦及16個伺服器，需時作法證及進
一步調查，申請押後至8月13日再訊。
辯方不反對，但表示會為被告申請保
釋，控方則反對張劍虹及羅偉光保釋。

張劍虹申保稱辭壹傳媒全職務
張劍虹的代表律師申請保釋時

稱，張願交出 300 萬元（港元，下
同）現金及50萬元人事保釋金，居於
報稱地點、承諾不離開香港，並交出
所有旅遊證件，每周3天往長沙灣警
署報到，及承諾保釋期間不會直接或
間接聯繫任何外國官員或議員；不會

接受任何訪談及發表或轉載任何文
章，不使用社交媒體等及發表文章及
評論，不會以任何理由作出任何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同時，張會辭去壹
傳媒集團的所有職務，保釋期間不參
與任何媒體機構的運作事務。

羅偉光代表律師提出的保釋條
件 ，包括會承諾辭去《蘋果日報》總
編輯及公司董事職務、交出10萬至20
萬元保釋金，且由朋友以10萬元作人
事擔保，保釋期間不會直接或間接參與
涉及壹傳媒的運作及職務事宜，承諾會
跟隨任何可釋除控方疑慮的保釋條件，
包括禁足令、不准離港等。

最後，蘇官認為沒有充足理由相信
兩名被告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
為，拒絕兩人保釋申請。兩被告均放棄
8天保釋覆核，押後案件至8月13日下
午再訊，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兩被告
由囚車送到荔枝角收押所還押。

=�+7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保安
局日前引用香港國安法凍結三
間與《蘋果日報》運作相關的
公司資產，涉及 1,800 萬元
（港元，下同）。早前潛逃離
港的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
日前向《紐約時報》承認，包
括《蘋果》在內約700名員工
支薪上會有困難。《Bloom-
berg》19日引述消息人士稱，
《蘋果》僅有足夠現金繼續正
常營運數周，又稱若蘋果日報
的印刷業務被關閉，《蘋果》
會繼續在台灣電子出版，以及
透過眾籌支付記者薪金。

《蘋果日報》19日在報道
中則引述警方文件顯示，保安
局是次發出的凍結令長達兩
年。同時，警方並向壹傳媒行
政總裁張劍虹發信，表示除非
得到保安局許可，否則不得處
理被凍結的資產，任何協助或
教唆同樣犯法，違者可判監7
年及罰款，又警告張劍虹若處
理被凍結資產有機會被視為洗
黑錢行為，最高可判監14年及
罰款500萬元。

警方並特別指出，三間被
凍結資產的公司，包括蘋果日
報有限公司、蘋果日報印刷有
限公司及AD Internet Limited
（蘋果互聯網有限公司），因
為涉嫌違反國安法正接受調
查，任何人、公司或子公司在
金錢上或經濟上協助受查公司
運作，一旦受查公司日後有任
何行為涉嫌違反國安法，資助
一方都將被視作有份危害國家
安全。

警方消息指，保安局已根
據有關的凍結令，要求香港7
間銀行不可處理上述3間公司
的銀行賬戶內財產。

申解凍部分資產供支薪
《蘋果》19日報稱，有關

的管理層前日開會，討論員工
支薪方案，包括從集團的其他
子公司調動資金應急，但根據
有關的凍結令文件，有關方案
並不可行，故決定向保安局申
請許可，希望可以解凍部分資
產，以支付員工本月的薪金。

傳擬在台業務眾籌
壹傳媒截至今年3月31日

未經審核的銀行及現金結餘約
5.214億元，是次被凍結的資
產並非集團的全部資金，
《Bloomberg》19日引述消息
人士稱，3間公司被凍結的
1,800萬元只屬5億元現金的一
小部分，但《蘋果》仍未知道
是否可以提取現金。目前，該
公司的現金僅夠該報繼續正常
營運數周。該人士承認目前不
清楚如何支付員工薪金，甚至
不知會否與常規供應商繼續合
作。《蘋果》正尋求台灣業務
營運分支在GoFundMe.com和
PayPal上籌款，以維持印刷業
務及向員工支薪。

壹傳媒同《蘋果
日報》共5名高層周四
因為涉嫌危害國家安
全被捕，《蘋果》隨
即煽情賣慘，自稱翌
日報紙加印至50萬

份，叫讀者“爆買表態”，但唔知係啲黃
絲淨係識用把口支持，定《蘋果》已經劣
質到冇人想睇，所以就算唔少攬炒分子大
量購入再派街坊，都仍然滯銷。雖然《蘋
果》自吹“市民撐《蘋果》停不了”，但
19日嘅印紙數目就減半到25萬份，搞到
“連登仔”都忍唔住寸《蘋果》：“今
（噚）日得25萬（份），即係噚（前）日
頂多（賣）得廿幾萬（份）”。

呢兩日最大嘅假新聞應該係所謂
《蘋果日報》“賣斷市”。《蘋果日
報》自吹18日印咗50萬紙都“供不應
求”，噚日就繼續話凌晨報攤外已經出
現排住隊等買《蘋果》報紙，又聲稱因
為報販致電要求“加送報紙”，所以令
佢哋發行部嘅電話“響個不停”咁話。
但靠講係冇用嘅。雖然攬炒派區議員、
黃店同個別黃絲一大疊一大疊咁買，然
後用嚟派街坊，但仍然成街蟹貨囉！

網民“引擎仔”就喺18日晚9點喺
“連登”開post提供全港多區《蘋果》
積存嘅情況，一睇最少有近50個銷售

點積存大量《蘋果》，而且單位都幾乎係
用“幢”嚟計算，有人更分享街邊長椅擺
滿幾百份《蘋果》免費派都冇人要嘅相。
雖然唔少網民都留言話會提醒朋友幫手
“散貨”，但更多嘅留言都係幫帖主新增
其他《蘋果》滯銷嘅地點資訊，真係隔住
mon都感受到一股重重嘅無力感。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當晚即刻喺
facebook轉載該“連登”帖文並揶揄：
“《蘋果動新聞》，仲（做）乜唔講下
（吓）自己滯銷？”

網民：仲信港人會幫你爆買？
可能受到回紙數太多嘅“教訓”，

《蘋果》19日即刻cut一半紙，話印25
萬份。有“連登仔”就開post提醒大家
《蘋果》出紙25萬份，叫大家“再接再
厲”喎。但有市民當日傍晚就喺幾個fb
地區專頁，包括“沙田之友”、“馬鞍
山之友”、“將軍澳主場”等發帖，上
載便利店同報攤仲有大量《蘋果》待售
嘅相，“連登”亦有唔少網民熱心提供
各區便利店《蘋果》存貨嘅資訊，且存
貨量嘅單位都係以“大量”嚟形容。

呢啲時候總會有人死撐，好似有網
民就話，訂閱《蘋果》網上版嘅價錢平
過買實體版，所以先冇咩人買喎，但
“可憐小正太”反駁：“有心撐嘅話，

應該日日買實體／兩種都買。”
望住其他網民叫大家繼續撐《蘋

果》，“無尾bear”就希望大家睇清楚
現實：“50萬（份）跌到25萬（份），
你係咪想講就黎（嚟）贏？”“火箭隊
賓尼”亦話：“尋（18）日印 50 萬
（份），今（19）日得25萬（份），即
係噚（18）日頂多（賣）得廿幾萬
（份）。”“北千手卓一夫”就苦口婆
心：“其實佢平時印8萬份，今日印
double（16萬份）咪算囉，仲信香港人
會幫你爆買？”

去年8月肥佬黎被拉嗰陣，《蘋
果》都已經借題發揮連續加印報紙諗住
斂財，結果都係連日滯銷，冇諗過已經
有過一次經驗嘅《蘋果》仍然要“重現
歷史”，搞到“果”蹤處處，真係情何
以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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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量減半照滯銷《蘋果》山積淪廢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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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就算放喺街邊任人就算放喺街邊任人
攞攞，，都冇人要都冇人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同案被捕的《蘋果》副社長陳沛敏
（右）保釋後到庭旁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劍虹被押至荔枝角收押所張劍虹被押至荔枝角收押所。。 中新社中新社 ●●羅偉光被押至荔枝角收押所羅偉光被押至荔枝角收押所。。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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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發射圓滿成功，將“追

星星的人”帶入太空，今天，電影《大學》發布

的“仰望星空”版預告中，也有一個以探索宇宙

為理想的“追星星的人”。《大學》是一部以清

華大學為拍攝對象的紀錄電影，采用紀實的手法

呈現四位清華人不同的人生境遇與選擇，真實再

現了大學校園裏永恒的青春與理想。

清華天文系蔡崢：趁年輕，想為祖國“做點事”

清華大學的年輕天文學者蔡崢，獲得了“哈

勃學者”稱號的他本可以繼續任教美國名校，卻

毅然選擇了回到祖國。在國外時，他已在天文學

研究領域頗有建樹，但他卻始終未曾忘卻自己的

理想：為中國製造一臺世界領先的寬視場光譜巡

天望遠鏡，用“自己的設備、自己的技術”讓中

國的天文事業趕超世界一流。

由於學科的歷史發展和專業的人才要求等多

方面原因，我國擁有天文系的大學不多。清華大

學擁有著“數理化天地生”完整的理科布局，而

蔡崢正是在清華大學天文學系成立前夕回國，通

過面試、試講等選拔考核，成為了清華大學天文

學系的一名青年教師。

寬視場光譜巡天望遠鏡項目在推進的過程中

，面臨著技術、人才、管理、資金等多方面的挑

戰，擔憂和質疑聲也時常在蔡崢老師的耳邊響起

：“以前沒有做過技術含量這麽大的望遠鏡？”

“如何組織來自全國的力量？”面對這些聲音，

蔡崢嘆息卻堅持：“做件事不容易，但是我堅定

地還是要做下去”。在學校的鼓勵和支持下，這

位躊躇滿誌的青年教師踏上了去青海尋找臺址的

旅程。

清華大學校長邱勇說，“創新是九死一生的

事”。有些事總得有人去做，而清華人，總是願

意去做這樣的“有人”。這所有的故事，都匯聚

在一部特別的電影裏。

紀錄電影《大學》：仰望星空，更要腳踏實地

鑄造一臺望遠鏡，最少也要花費近七年的時

間，蔡崢願用七年人生來鍛造這一臺承載他夢想

的望遠鏡，不僅是仰望星空，更是腳踏實地。也

許一些人會思考：這樣執著的人，在清華大學裏

是普遍還是個例？這所學校裏生活工作的師生，

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群？

從紀錄電影《大學》中，就能窺得這個問題

的答案，因為這裏有著許多心懷廣大的人：在園

子裏攻讀九年的博士畢業生宋雲天揮別象牙塔，

經歷一番抉擇後更堅定了自己“造福一方百姓”

的理想；83歲的院士錢易榮休後依然躬耕於三尺

講臺，步履不停；剛剛度過18歲生日的“00”後

學生歷經高考、一波三折地考入心儀的學府，潛

心學習……

“大學，是熏養情操、探求誌向、獲取知識

、伴人成長之所在。《大學》，告訴咱們何為卓

越、又告訴咱們如何能卓越；《大學》，一部構

思精巧、又揮灑如潑墨的影片。它以當下故事紀

錄了清華大學之歷史傳承，‘入乎其內，故有生

氣’；它以大學之人與事，展示的是高等教育的

精神氣質，‘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清華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陳昌鳳說。

全清華創作團隊，歷時三年精心製作，長為

110分鐘，紀錄電影《大學》7月9日在全國院線

，與每一個追尋意義與懷抱理想的你相見。

我們的理想是星辰大海

《大學》發布
仰望星空版預告

6月 18日，電影《只是一次偶然的

旅行》發布幕後主創“旅友團建”特輯

，導演李孟橋，領銜主演竇靖童，主演

賀開朗，剪輯指導、特別出演田壯壯，

以及聲音指導張陽分享了自己在影片創

作過程中最深刻的感受，眾主演因“旅

行”而結緣，講述背後真誠動人的創作

故事。《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是新銳

導演李孟橋首部自編自導長片作品，講

述一個女孩因為偶遇一只“神蝦”而改

變旅行計劃，最後與自己內心和解的故

事，由竇靖童首次領銜主演，賀開朗主

演，王誌文、田壯壯、巴金旺甲、央吉

瑪、張大大、項偞婧特別出演。影片自

入圍第50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

元後，又受邀參加紐約新導演/新電影的

展映。6月12日在上海國際電影節首次

亮相後，收獲諸多好評，這部探討心靈

處境的動人物語，已於今日全國公映。

中國第五代導演代表人物田壯壯在

影片中特別出演，亦擔任影片的剪輯指

導。對於跨界新人演員竇靖童的表演，

他表示：“竇靖童在演員表達上沒有什

麽技巧，就特別樸實，感覺就是很自然

流暢地表達出來，看完成片我覺得很棒

。”竇靖童也分享她在片場中印象最深

刻的就是田壯壯老師，因為導演的一句

“您盡可能地別剃胡子和頭發”為了貼

合角色，田壯壯就將近半年沒有動過，

看起來“像野草一樣”，成功展現出一

位參透生死邊界的海邊智者，也對女孩

的內心旅途有了終點一般的啟發。據悉

，拍攝現場，田壯壯曾鼓勵竇靖童：

“導演覺得你可以，你就是可以，不要

想太多。”帶著這種松弛的心態，兩人

一同完成了整部電影最重要鏡頭之一，

伴隨老人點燃火焰，女孩在海邊彈起吉

他，仿佛所有的執念都在歌聲如訴中放

下。竇靖童坦言：“拍這部戲有種團體

戰鬥的感覺，很暖心。”

對於李孟橋導演的首部作品，田壯壯

亦不吝誇贊：“我很坦白講，不是說所有

的事情我都能夠完全看得懂或者全想得明

白，但是我覺得我能夠感受得到這點。而

且從劇本中的文字呈現到現在的影像上的

話挺出乎意料。電影特別靈動，具有想象

力，一枝獨秀。作品裏表達的很多東西，

確確實實是可以讓人思考很久的。是挺有

意義的一場旅行。”田壯壯認為這部電影

給自己的心靈打開了很多扇窗戶。也誠如

網友所說：“這或許是一部可以稱為夠怪

夠瘋的意識流公路電影，強烈風格化的敘

事語言，大膽的使用了黑白作為主調，配

上一些迷離的運鏡讓畫面更貼近一種思緒

的狀態；破碎的片段和意象化的鏡頭糅合

在劇情裏不停交錯，慢慢解開了這一切的

真相。”

“我不明白你為什麽活得這麽沮喪”

、“這些富二代就是太閑”在影片夢幻現

實交錯的極致風格下，依然充滿了接地氣

而具有解構性的臺詞，它們無一不在反復

討論“心靈困境”的普世性。田壯壯表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痛苦，無論貧窮富

有，人都是有一種精神在指引你的生活，

快樂與否其實跟你感受的東西相關。”當

所有事物都被簡單的貼上一個標簽，人們

不加思考地去判斷這個名詞的正負極，其

實是一種慣性。6月12日，電影在上海國

際電影節展映後，一位觀眾觀影後激動表

示：“看完商業片後，我可能回去就該幹

嘛幹嘛，可是看完這個片，我就是想，人

到底活著幹嘛呢？越簡單越好吧。”正如

田壯壯所評價：“這部不同尋常的電影究

竟會給人怎樣的感受，需要觀眾自己去思

考。”

對於觀看電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

行》的大部分觀眾，這是一次前所未有

的視覺奇旅。而對於影片中的其他各位

主創，也是首次將一般的邏輯拋開，與

自己的內心合二為一。主演賀開朗談及

對於此次電影的參演感受：“感謝這部

電影給了我一個迷失的機會，電影裏每

次出現我的時候，都是女孩被動或者主

動看見‘自己’。”“富足、自由，但

痛苦並不會減少。這就是人類，永遠都

有苦痛，永遠都在找頓悟，找解脫。這

一代看似幸福，但很多人在迷茫中叩問

人生，尋找自我。這是一種當代年輕人

困境，之前很少被關註到，被如此呈現

於大銀幕。”伴隨影片上映，相信能為

更多觀眾帶來內心深處的共鳴。

6月18日，《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

》今日上映，即刻出發，跳脫邏輯，關

註內心，見人見智。

《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公映
竇靖童田壯壯“旅友團建”講述



第24屆上影節金爵獎得獎名單
最佳影片

評委會大獎

最佳導演

最佳男演員獎

最佳女演員獎

最佳攝影獎

最佳編劇獎

最佳動畫片

最佳紀錄片

藝術貢獻獎

最佳真人短片

最佳動畫短片

《東北虎》（中國）
《野蠻人入侵》（馬來西亞）
阿伯法周．賈利里《反身曲徑》（伊朗）
普彥．謝卡里《反身曲徑》（伊朗）
瑪澤娜．加耶夫斯卡《業餘愛好者》（波蘭）
《良心》（俄羅斯）
《良心》（俄羅斯）
《老鼠也能上天堂》（捷克/法國/波蘭）
《西西弗斯》（墨西哥）
《良心》（俄羅斯）
《生命之歌》（中國）
《輕度的瘋狂，持久的瘋狂》（法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

報道）第2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影節）

金爵獎頒獎典禮 19日晚在滬舉行。今

次，由章宇、馬麗主演的影片《東北

虎》獲得了金爵獎最佳影片獎項，來自

伊朗的普彥．謝卡里與來自波蘭的瑪澤娜．加耶夫斯卡則

分別獲得了金爵獎最佳男女演員。今屆上影節受到疫情挑

戰，仍成功傳遞出中國電影強勢復甦的信息。

劉德華確認演《流浪地球2》

綜合中央社報道歌手周杰倫與國際
拍賣公司蘇富比合作並策展的拍賣會18
日晚落幕，周杰倫此次提供3組演唱會
表演服拍賣，最後拍出港幣263萬元，
將全數捐給國際許願基金會做公益。

對於與蘇富比（Sotheby's）合作，
周杰倫希望能分享藝術為生活帶來什
麼：“我的願望是這次合作能夠讓觀
眾，以更加多樣的方式來挖掘藝術，欣
賞藝術，最終發現原來藝術就在你身
邊。”這次提供3組、共4套演唱會服
裝作為拍賣，此次拍賣的表演服裝，最
高價的一套落槌價為港幣100萬元。

周杰倫表示，非常感謝蘇富比的邀

請：“很
開心也很榮
幸成為這次的策
展人，相信又拉近
了大眾與藝術的距
離。”他笑說：“其實你
們也可以拿去穿，沒有關係
的，只是記得要拍照加標記我的
Instagram賬號。”

此次拍賣的金額將全數捐給為重症
病童圓夢的非營利組織國際許願基金會
（Make-A-Wish International），希望
能為病童盡一份力。周杰倫也感謝大家
競標演唱會表演服傳遞愛心。

香港文匯報訊 18日迎來60大壽的趙傳宅在家
防疫低調慶生，趙傳說：“今年生日正好逢疫情期
間，我想能夠健健康康地度過，再加上有家人陪伴
一起過生日，就是最好的禮物！”

趙傳透露每年生日總會收到孩子們D.I.Y的生
日卡片，他都會保存起來，他今年特別許下生日願
望：“一甲子就這樣過去，大小的事都曾經歷，今
年真是以不變應萬變的一年，今天生日許下祝願，
希望疫情快快退散，世界恢復正常轉動，人人完成
人生大夢！”

原本要在7月底於北流舉辦的《人生大夢》演
唱會因疫情延後至11月13日，他表示：“疫情期
間也不能亂跑，心情更是要定下來，所以乖乖
待在家裏面做固定訓練外，也想想這張新專
輯有些什麼地方需要改進，前陣子做的宣
傳上有什麼部分能再強化，如果疫情過
後要繼續做宣傳，能夠怎麼樣再調整會
好一些。”趙傳笑說：“我就是一個
閒不下來的人，要保持着‘一直動’
的狀態，身體要動、腦子也要動！”
他笑說：“突然60歲生日到來，

感覺像是做了一場‘人生大夢’！從來
沒有想過自己能活到60歲！”他又
說：“以前自己小時候看別人60歲，就
已經有很老的感覺，雖說自己當然比以前
老了一點，但沒有像以前我看60幾歲老人
那樣白髮蒼蒼，比較虛弱的感覺。可能自己一

直保持心理狀態像年輕人一樣，喜歡做一些年輕
人做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 近日網傳劉德華
（華仔）將亮相綜藝節目，引發外界關注，但華仔已
經否認，同時透露自己將會參與演出電影《流浪地球
2》。

18日是劉德華的影迷會33周年，華仔開直播和
粉絲聊天，近期有消息稱他會作為發起人參加男版

“浪姐”《哥哥的滾燙人生》，自消息傳出，引發
了不少熱議。他表示“從來都沒有綜藝計劃”，但
透露確定會出演《流浪地球2》，其實早前在《流浪
地球2》的新聞發布會上，華仔已到場支持。華仔在
直播中還透露明年會帶來《拆彈專家3》，而跟寧浩
合作的《全民明星》項目也在進一步的洽談中。

趙傳60大壽
慶幸心不老

義拍演唱會4戰衣

周杰倫籌逾260萬

●周杰倫拍賣開騷戰衣
做善事。 中央社圖

●●趙傳坦言活到趙傳坦言活到6060
歲歲，，感覺像是做了感覺像是做了

一場一場““人生大人生大
夢夢”。”。

●●趙傳宅家與孩子慶趙傳宅家與孩子慶
祝生日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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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面對疫情挑戰，第2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各單元評選依然成色十
足。今年電影節共收到來自113個國家和地區的報名影片4,443部。展映影

片中，世界首映73部，國際首映42部，亞洲首映89部，中國首映99部。今
年，上海國際電影節更成為全球如期舉辦且參與人數最多的國際A類電影節，向
世界傳遞了中國電影強勢復甦領跑全球的堅定力量。

在今年的電影節中，“新主流”、“青春氣息”、“回到歷史現場”等詞
匯成為聚焦主旋律影片的關鍵詞。例如電影《1921》，作為開幕電影備受矚
目，其中青年毛澤東、李達夫婦等形象塑造廣受好評。監製兼導演黃建新表
示，影片用了現代的電影手法去接近人物的內心，捕捉他們的情感：“我覺得
我們通過一系列的努力，打造出了一個情感豐富的電影。”

而上海電影節更為優秀電影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在頒獎典禮中，今年的金
爵獎評委鄧超與影帝段奕宏便直呼要“趕緊合作”。鄧超表示，上海國際電影節
聚集了眾多優秀的電影人，段奕宏更“揭秘”如何選擇導演，他點讚《1921》導
演黃建新，會耐心聆聽創作者的訴求甚至質疑的聲音，帶領演員找人物的狀態性
格，幫助演員成長，“像這樣的導演我們必須積極地尋求機會合作。”

女性角色具抗壓性
電影中的女性力量也不可忽視。作為最年輕的金爵獎評委，周冬雨直言在

評審過程中收穫很多，她更表示感受到了好電影對於時代的意義。同時，曾拍
攝過《戰狼2》、《李茶的姑媽》的演員盧靖姍也在此次電影節期間的論壇上表
示，不希望演“花瓶角色”，她說：“很多女性角色有着很強的抗壓性，我們
希望通過後續的形象塑造，傳遞女性的力量。”她也希望在參與電影拍攝時，
進一步加深她對女性角色的理解。《東北虎》主演馬麗更表示：“讓大家看到
飽滿、有力量的女性角色，我覺得非常智慧。”

其實，新銳導演耿軍執導的《東北虎》影片曾於2017年入圍上海國際電影
節創投項目，此番角逐金爵大獎甚至獲獎可謂意義非凡。電影講述了一隻東北
虎，一隻狗，一個鏟車司機，一個中學老師，一個詩人，一個討債者，一個孕
婦之間的矛盾。導演耿軍表示，《東北虎》是一個關於復仇的故事，全片呈現
出凜冽又動人的美感，他更感謝此次受到的肯定。主演馬麗則笑言：“好的電

影希望更多人能看到，你們眼光真
好。”

不單國產影片獲得關注，多部國
際影片得到了中國觀眾的青睞，也在
上海國際電影節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來自俄羅斯的影片《良心》此次獲得
三個獎項，包括金爵獎最佳編劇、金
爵獎最佳攝影以及金爵獎藝術貢獻
獎。來自馬來西亞的《野蠻人入侵》
更獲得了評委會大獎。

●●周冬雨周冬雨((左左))表示表示，，在評審過程中收穫很在評審過程中收穫很
多多，，感受到了好電影對於時代的意義感受到了好電影對於時代的意義。。

●●鄧超鄧超（（左左））直呼要與段奕宏趕快合作直呼要與段奕宏趕快合作。。

●●金爵獎最佳影片由金爵獎最佳影片由《《東北虎東北虎》》獲得獲得。。

●《上山》劇組亮相，倪
虹（左一）潔白色禮服吸
睛。

●《1921》劇組合照。

●《如果有一天我將會離開你》劇組亮
相。

娛 樂 新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6月21日（星期一）6 香港娛樂 BB77
星期二       2021年6月22日       Tuesday, June 2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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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隨著美國經
濟從新冠疫情的影響中迅速復甦並且
通脹升溫，美聯儲預計將在2023年底
之前加息，比3月時預期的時間要早。
2023年底，基準利率將從接近零的水
平升至0.6%。3月時，他們曾預計會保
持利率穩定直到2023年底。

美聯儲加息就是說美國的“央行
”要提高利息了，從而使商業銀行對
中央銀行的借貸成本提高。可有人還
是不懂，說得更明白點，以前是鼓勵
大家花錢，去旅遊，去買鑽戒，而現
在則是吸引大家來存錢，抑製消費，
老老實實在家呆著，出去得花錢。說
白了，加息就是控製美國民眾的花錢
欲望，讓錢更多的流進銀行，來降低
貨幣的流動性。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
來講，當美國民眾想貸款買東西時，
要付更多的利息，覺得好貴就不買了
，就降低了購買的欲望，當美國民眾

想去存錢時，發現存款利息好高，就
願意將更多的錢存進銀行，於是，就
會有越來越多的美元乖乖地流進銀行
，越來越少的美元在市面上流通，美
元的流動性就降低了，美元也就升值
了。

可有人就是想不通，美聯儲為什
麽要這樣折騰呢？這不是吃飽了撐的
，那才不是呢，這裏面的學問大著呢
？簡單地講，如果將實體經濟比作面
粉，貨幣比作水的話，只有水面比例
相協調的時候才能和成面團，做成蛋
糕，否則，水多了，面會稀了，水少
了，面會和不動，所以，美國是在協
調實體經濟與貨幣的關系，把握好水
與面的比例，爭取做出更大更可口的
蛋糕分配給美國民眾吃。

美國人和面跟全球其他國家有關
系嗎？全世界為啥緊張呀？這就要講
到資本的逐利性，資本具有逐利性，

哪裏有吃香喝辣的，就到哪裏去，當
美聯儲加息時，美元升值，手握資金
的人更願意到美國投資，搶一塊美國
經濟復蘇的蛋糕，這就是所謂的資金
外流中或資金外逃，在資金外流前，
資金是以資產的形式存在的，如股票
、債券，房地產，實體企業等，當美
聯儲加息後，那麽全球的資本將爭向

流向美國，海外的資產就會被拋售，
甚至會出現暴跌的情況，這不利於全
球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在外匯市
場上，因為美元是全球結算貨幣，這
就會造成其他幣種下行壓力增大，持
續貶值的風險增大，其他幣種就不值
錢了。可見，美聯儲加息，它不是小
事，它將影響所有人的投資和生活。

美聯儲加息對於房價會有多大的
影響？會導致還房貸的壓力變大，原
因很簡單，以前一個月還2000，現在
變成3000了，壓力自然就大了。

其實每次美聯儲加息對於我們的
普通老百姓似乎沒有多大的影響，因
為一些影響都在無形中，當我們聽說

加息後，可能影響已經悄悄的開始了
，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其實不必過於
驚慌！長期來看，物價是永遠在上漲
的。

請看《美南時事通》美南新聞總
編輯蓋軍和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僑
領陳柯博士談美聯儲透露加息意圖，
對市井小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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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聯儲透露加息意圖美聯儲透露加息意圖 對市井小民的影響對市井小民的影響？？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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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畫家的作品三位畫家的作品：（：（左起左起 ））那須雅城那須雅城《《 新高山之圖新高山之圖 》、》、馬白水馬白水《《 玉玉
山積雪山積雪 》、》、劉昌漢劉昌漢《《 玉山雲玉山雲 》。》。

塞尚塞尚《《 聖維多山聖維多山 》。》。

李可染李可染《《 黃山煙霞圖黃山煙霞圖 》。》。

劉海粟劉海粟《《 潑彩黃山潑彩黃山 》。》。石濤石濤 《《 黃山作品黃山作品 》。》。

黃賓虹黃賓虹《《 黃山湯口黃山湯口 》。》。

倪瓚倪瓚《《 松石望山圖松石望山圖 》。》。

黃公望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富春山居圖 》》無用師卷無用師卷。。 張大千張大千《《 廬山圖廬山圖 》。》。

明明··石濤石濤《《 廬山草堂圖廬山草堂圖 》。》。唐寅唐寅《《 廬山圖廬山圖》。》。

西方文藝復興代表作西方文藝復興代表作：：波提且利波提且利《《 春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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