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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儀
Reliant 電力公司華裔市場負責人
為住家及商業提供通電﹑
為住家及商業提供通電
﹑轉換電力公司
轉換電力公司﹑
﹑續約電力等項目
可憑外國護照通電﹐
可憑外國護照通電
﹐提供優質服務
電話::
電話

713713
-898
898-8043﹒

Email: Yuyi.Lin@nrg.com﹒
Yuyi.Lin@nrg.com﹒
Wechat/Line ID: yuyilin2005
yuyili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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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緻的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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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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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商學院“商融實驗室
溫州商學院“
商融實驗室”
”暑期社會實踐隊出征
66位大學生奔赴全國
66
位大學生奔赴全國24
24地調研
地調研“
“兩個健康
兩個健康”
”實踐
【本報訊】近日，由溫州商學院傳媒與設計藝術學院 2020 級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學
生謝添、傳播專業學生錢晉、海紫曦幾位策劃、召集並組建，邀請該院閆歡老師、馬志
強老師指導的“商融實驗室”暑期社會實踐團隊經過學校批准正式出征。
“商融實驗室”的 66 位同學主要以溫商院傳媒與設計藝術學院傳媒類學子為主，也
包括藝術類、金融學院、信息工程學院、國際學院的溫商學子，足跡遍布全國七省、兩
個自治區、兩個直轄市，涵蓋浙江省溫州、杭州、寧波、溫州、金華、衢州、舟山、嘉
興、台州、湖州、紹興、麗水、海寧等 13 市，加之北京、上海、河南新鄉、山西太原、
大同，山東陽谷、廣西南寧、青海西寧、安徽毫州、貴州荔波、寧夏銀川等 24 地的民營
企業，學生們將進行為期 15 天的，以非公有製企業健康發展、非公有製企業主健康發展
的“兩個健康”為主題的社會實踐調研。
據了解，媒體融合實驗室理念由“商融實驗室”學生總編輯錢晉提出，“溫商實驗
室”將以本次社會實踐活動為基礎，擬建溫州首個由學生組建的校園融媒體實驗室。

“商融實驗室”學生總監謝添提出，借鑒主流媒體融合發展經驗，“商融實驗室”將採
納中央廚房的運行模式。目前，“商融實驗室”暑期社會實踐團隊已建立並運行自主品
牌微信公眾號、視頻號，採用眾籌模式完成首刊發布。
“商融實驗室”暑期社會實踐團隊學生邀請具有豐富理論與實踐經驗的閆歡教授、
馬志強教授作為指導教師，陪伴引導學生融媒體實驗室得以順利進行。在老師建議下，
團隊每位成員在出征之前認真研讀費孝通先生“溫州行”系列調研報告、溫州“兩個健
康”指標及國家關於非公有製企業、非公有製企業主健康發展的系列文件，以及溫商院
特色課程《溫商精神導論》的基礎理念。
期待 66 位同學經過 15 天的調研，實現對非公有製企業實踐的深度理解，歸納非公
有製企業和企業主健康發展的實踐規律，學習非公有製企業主身上的優良品質，增強自
主創業意識，以傳媒人特有的方式傳揚健康發展的非公有製企業故事，建構立體、全面
、真實的中國非公有製企業媒介形象。

輝瑞擬會美衛生官員
共商有無必要施打第 3 劑疫苗
【本報訊】美國輝瑞藥廠今天說，最快將於明天
會見聯邦衛生官員，討論是否有必要施打第 3 劑 COVID-19 疫苗；輝瑞正尋求監管機關授權追加施打輝
瑞與德國生技公司 BioNTech 共同研發的疫苗。
輝瑞（Pfizer）和 BioNTech 幾天前宣布，隨著變
種病毒在國際間快速傳播，兩家公司計劃尋求美國和
歐洲監管機關批准施打第 3 劑 2019 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苗，還說研究顯示，接種疫苗 6 個
月後抗體會開始下降，增加染疫風險。
路透社報導，此一舉措促使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
局（FDA）和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迅速
作出反應，表示美國人目前無需追加施打疫苗。
「華盛頓郵報」 率先報導，輝瑞藥廠發言人說，
公司代表預計明天與 FDA 官員見面。美國衛生及公共
服務部（HHS）未立即回應置評要求。
拜登政府首席防疫顧問、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

研究院（NIAID）院長佛奇（Anthony Fauci）今天接
受電視採訪說，美國衛生官員並未忽視未來對追加施
打疫苗的可能需求，尤其是在接種疫苗者出現突破性
感染之際，然而有關當局提出任何正式建議前，都需
要更多資料佐證。
歐洲官員表示，目前看來，疫苗似乎對變種病毒
具有防護力。加拿大也說，當局正在觀察變種病毒及
追加施打疫苗的可能需求。
儘管部分科學家也對施打第 3 劑疫苗的必要性抱
持懷疑態度，但其他人認為，這麼做可能對年長者和
其他弱勢群體有利，但目前還不清楚何時需要追加施
打疫苗。
部分公衛專家擔心，當其他國家還在為接種首劑
疫苗努力時，在已開發的富裕國家授權施打第 3 劑疫
苗，恐進一步加劇疫苗分配不公等問題。

鳥語花香

这种植物花不是花
果不是果，但还挺好吃

买麻藤有类似雄蕊的结构，靠昆虫传粉

买麻藤的种子

裸子植物大家都很熟悉，长松落落，
翠柏森森，松、柏、杉就是我们心目中最
常见的裸子植物的形象，它们也有个共同
的称呼：针叶树。因此，当今天的主角
——买麻藤，出现在你面前时，你一定会
小小的震惊一下……这货，竟和苍松翠柏
们，是一家人？
像雪松这样的松、杉、柏，是我们对
“裸子植物”最普遍的印象 | 含笑
为什么要“买”麻藤？
买麻藤是一个属，有20多种，分布于热带
地区。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买麻藤”
，“麻藤”是啥？一斤多少钱？买来有啥用？
翻开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记载着：
“……性柔易治，以制履，坚韧如麻，故名，
言买藤得麻也。”原来是说这个藤条纤维丰富
，像麻绳一样，买了这种藤就可以搓麻绳。
而比名字更奇怪的，就是买麻藤与其它
裸子植物大相径庭的造型。买麻藤是一种木
质藤本，藤条上长着对生的椭圆形叶子，有
看似很正常的羽状叶脉，枝叶被折断后会流
出液滴。等等！藤本、对生叶、折断有汁液
……这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像物种日历以
前介绍过的……夹竹桃科？更为甚者，买麻
藤还会开出穗状的“花”，结出红红的“果
实”，这样的形象，无论如何都很难和“裸
子植物”联系到一起啊！
买麻藤模仿被子植物的地方还不止这
些。学过植物学的同学可能还记得，被子
植物体内运输水和养分的结构，是中间穿
孔的导管和筛管；而裸子植物的则是不穿
孔的，称为管胞和筛胞。而买麻藤表示我
不管这些，既然姐姐可以，妹妹也一样可
以，它们长的也是导管和筛管，尽管发育
来源和被子植物的其实并不一样，但已经
有了相似的结构。
此外，买麻藤的“花”还是虫媒传粉
的。当年我一个师兄为了找到买麻藤的传
粉昆虫，跑去山上蹲了一夜，虽然他最后
还是没蹲到……不过有其他人记录到了，
是一些蛾子和甲虫在干这事。而多数裸子
植物都是风媒的，比如松树，花期时摇一
摇枝干，就能抖出大量的花粉。
被子植物的模仿者
幸好，植物学家们没有被表面文章所
欺骗。透过现象看本质，仔细观察这些
“花果“之后，买麻藤终究还是露馅了。

买麻藤属植物的种子
首先，买麻藤的“花”就有问题，它开出
来的类似穗状花序的东西，长得跟毛毛虫
一样，但实际上却缺乏真正的花结构，其
实只能称之为“孢子叶球”。更关键的是
，它的胚珠裸露在空气中，而真正的被子
植物，胚珠应该包藏在子房里面。
再者就是它的“果实”。所谓“裸子
”，就是裸露的种子，外面没有果皮果肉
啥的。买麻藤看似结的是红色的“核果”
，但仔细一想，果实是由子房发育来的，
而买麻藤连子房都没有，哪来的果实呢？
说穿了，这仍只是一颗单独的种子而已，
只是种皮结构比较复杂罢了，算不上真正
的果实。因此，买麻藤虽然外形上一枝独
秀，但本质上依然是裸子植物。
有意思的是，买麻藤搁这玩 Cosplay
模仿被子植物，而被子植物家族里面也有
反过来模仿裸子植物的，比如木麻黄。这
是一种大乔木，树形远看非常像松柏类，
也没有正常的叶片，连果实也跟小松果似
的——不过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果实，该有
的结构一样不缺。木麻黄常被用于防风林
，在南方的海边沙滩上，你很容易可以见
到这种树木的身影。
那么，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了：买麻藤
身为裸子植物，却长得像被子植物，那么
会不会，被子植物就是由买麻藤进化而来
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子植物是如何来
的一直相争无休，确实有一派学说就认为，

买麻藤是现存被子植物的祖先。然而，近年
引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后，这个说法就站不
住脚了。研究显示，买麻藤和被子植物们
……没什么直接的联系，而是和外表上看似
大相径庭的松杉柏们的联系非常密切。基因
再次帮我们印证了这个事实：买麻藤的枝叶
长相都是虚的，那一颗裸露的胚珠，才是在
植物分类上的决定性因素。
说了这么多，有些同学可能要提问了
，你说的这个买麻藤，它特别是挺特别的
，但是它有啥用处吗？比如说……能吃吗
？您别说，还真能，许多地方都有食用买
麻藤的传统。买麻藤的种子结构和同为裸
子植物的银杏（白果）类似，有好几层皮
，仔细剥出里面的种仁，炒熟就可以吃了
。味道上微微有点苦，口感略带嚼劲，有
类似花生的香气。
在东南亚地区，人们会把买麻藤的种
仁压成薄片，然后油炸了像虾片一样当零
食吃，称为“Emping”，国内也有人做代
购，不难买到。在非洲等地，有些买麻藤
的嫩叶还会被作为蔬菜食用，可以说是一
点都不浪费。
关于买麻藤，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买麻藤还有个亲戚，也
很有意思。前面我们说买麻藤模仿的是被
子植物中的双子叶植物，而这个亲戚模仿
的则是单子叶植物，它就是百岁兰。下个
月，物种日历将为大家带来百岁兰的故事
，到时也请多多期待啦。

綜合經濟
星期二

2021年7月13日

Tuesday, July 13, 2021

B3

“黑黃金” ，被中國“啃”下了

釣魚發燒友手中的釣魚竿，高爾夫
球場上揮舞的球桿……這些看似普通的
運動器材，其製作材料是被譽為“黑黃
金” 的碳纖維復合材料——大絲束碳
纖維，但中國卻長期依賴進口。如今，
中國打破了這一技術壁壘，大絲束碳纖
維也正走入量產。
“這是中國要不到、買不來的獨門
絕技。”中國石化上海石化副總經理黃
翔宇向中新網表示。
新材料之王
強度是鋼的 7 倍至 9 倍
碳纖維是指含碳量在 95%以上的新
型高性能纖維，製造工藝十分復雜，
具有“輕質、高強、耐腐蝕”等優越
的綜合性能，被稱為 21 世紀的“新材
料之王”。

碳纖維原絲集束在一起，形成性能
不同的碳纖維絲束。在國內，每束碳纖
維基本處於 0.1 萬根-1.2 萬根之間的，稱
為小絲束碳纖維；每束碳纖維根數大於
4.8 萬根(簡稱 48K)的，稱為大絲束碳纖
維。
“48K 大絲束碳纖維直徑只有頭發
絲的 1/50，密度不到鋼的四分之一，強
度卻是鋼的 7 倍至 9 倍。”
黃翔宇告訴中新網，大絲束碳纖維
的最大優勢，就是在相同生產條件下，
可大幅度提高碳纖維單線產能和質量性
能，並實現生產低成本化，從而打破碳
纖維高昂價格帶來的應用局限，讓普通
百姓都能用得起碳纖維的優質產品。
目前，大絲束碳纖維在交通運輸、
能源、體育運動、基礎設施、工業製造
等領域都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其中既

有像釣魚竿、羽毛球拍這樣的體育用品 2%。
，也涉及飛機部件、軌道交通原材料、
車身等高端製造領域，是名副其實的
中國打破技術壟斷，實現量產
“黑黃金”。
盡管中國對碳纖維的研究起步較晚
，但如今大國外壟斷的局面，正被中國
“黑黃金”長期被國外壟斷
龍頭企業一步步打破。
《2020 年全球碳纖維復合材料市
上海石化是國內較早研發碳纖維並
場報告》顯示，2019 年大絲束碳纖維占 進行產業化生產的企業。為提高原絲產
全球碳纖維需求的 42.2%；到了 2020 年 能並實現大絲束碳纖維的規模化生產，
，該比例已提升到了 48.3%。大絲束碳 降低大絲束碳纖維的生產成本和使用成
纖維的市場需求正在迅速擴張。
本，2021 年 1 月，國內首個 48K 大絲束
然而面對加速擴張的市場份額，世 碳纖維項目在該公司開工建設。據介紹
界碳纖維的生產卻主要集中少數發達國 ，該項目投產後將一舉改變中國大絲束
家，技術壁壘森嚴。
碳纖維全部依賴進口、長期供不應求的
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碳纖維生產國， 局面。
其“三巨頭”——東麗、東邦、三菱麗
黃翔宇告訴中新網，中國碳纖維的
陽，占據了全球一半以上的 PAN 基碳纖 發展，一開始沿用日本的小絲束碳纖維
維市場份額。日本東麗更是全球碳纖維 技術路線，所以整個研究方向是怎麼做
生產第一大公司，其碳纖維產品覆蓋了 好小絲束。而大絲束碳纖維的研發思路
從小絲束至大絲束全系列範圍，並正持 跟小絲束是不一樣的，所要掌握的關鍵
續擴大大絲束碳纖維的產能。
技術也不一樣。
在大絲束碳纖維市場，美國赫氏則
“從 12K 小絲束到 48K 大絲束，並
占據了絕對優勢，全球市場份額高達 不是把噴絲口數量從 1.2 萬個放大到 4.8
58%。德國西格裏、日本三菱麗陽共同 萬個這麼簡單，中間要走過一條十分艱
占據了 40%的市場份額，其余企業只有 難的攻關之路。從 12K 到 48K，生產過

人民幣債券性價比吸引全球資金
境外投資者上半年增持逾 4500 億元
綜合報導 外資以平穩增持人民幣債券的態
勢，為上半年的人民幣債券市場留下重要定格。
中央結算公司 7 月 5 日發布的債券托管量數據顯示
，6 月份，境外機構的人民幣債券托管面額為
32998.35 億元，較 5 月增加 365.73 億元。
回顧上半年，境外機構投資者增持人民幣債券
規模逾 4500 億元。從外資對於人民幣債券的加倉態
勢可見，在境外機構投資者的資產配置組合當中，
人民幣債券愈發不可或缺。
業內人士認為，由於與發達經濟體相比較高的
利差、與新興經濟體相比較小的風險以及較強的價
格穩定性，我國債券資產兼具配置價值和估值優勢
。隨著經濟基本面向好、疊加債市對外開放不斷深

3

化，外資持有的人民幣債券規模將在長期內保持增
長。
2020 年以來，外資增持人民幣債券規模呈現加
速擴張局面。去年全年，中國債券市場國際資本流
入規模超萬億元，創下歷史紀錄。
今年以來，這一態勢得到加強。上半年，境外
機構投資者增持人民幣債券規模，較去年同期的
3199 億元增長逾四成。同時，境外機構也更為活躍
地參與人民幣債券市場。債券通報告顯示，6 月，
日均交易量達 305 億元人民幣，創歷史新高，月度
成交 6411 億元人民幣。
外資之所以頻頻加倉，利差是一大主要因素。
業內人士認為，全球負收益資產規模在過去兩年不

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

●責任編輯：于大海

斷擴容，導致大型機構對收益的需求飆升，而中國
資產的相對收益率較高。而且，人民幣資產以其
“低波動性”見長，對於境外投資者而言，可起到
分散投資組合風險的作用。
今年以來，10 年期中國國債收益率總體圍繞
3.52%的中樞上下浮動，上半年波動幅度不到 30 個
基點，同期，美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波動幅度高
達約 90 個基點。
“中國的 10 年期國債在維持一定吸引力的收
益率水平下，波動性方面也具有優勢，整體性價比
在全球市場較高。”中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明明表
示。
國際金融協會（IIF）最新發布的全球資金流

在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適時降準兩天後，中
國人民銀行（人行）9 日宣布，7 月 15 日起全面下調金融
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0.5 個百分點（不包括已執行 5%存款準
備金率的金融機構），釋放長期資金約 1 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此次降準迅速落地且為全面降準而非定向降
準，力度超出市場預期。本次下調後，金融機構加權平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1
人行預計，是次降準將釋放長期資金約
萬億元，一部分資金將被金融機構用於
歸還到期的中期借貸便利（MLF），還有一
部分資金被金融機構用於彌補 7 月中下旬稅
期高峰帶來的流動性缺口，增加金融機構的
長期資金佔比。央行強調，降準後，銀行體
系流動性總量仍將保持基本穩定。

堅持不搞“大水漫灌”
之所以實施此次降準，人民銀行表示目
的有三：一是在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的同
時，增強金融機構資金配置能力，為高質量
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
融環境；二是調整中央銀行的融資結構，有
效增加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的長期穩定資
金來源，引導金融機構積極運用降準資金加
大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三是此次降準降
低金融機構資金成本每年約 130 億元，通過
金融機構傳導，可促進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
本。對於當前的貨幣政策，人民銀行認為，
今年上半年已經基本回到疫情前的常態，此
次降準是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後的常規操作。
當前內地經濟穩中向好，人民銀行堅持貨幣
政策的穩定性和有效性，堅持正常貨幣政
策，不搞“大水漫灌”。
對於下一步，人民銀行在公告中提出，
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堅持穩字當
頭，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保持貨幣供應量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
，7 月 15 日起全面下
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0.5 個百分點
個百分點（
（不
含已執行 5%存款準備金率的金融機構
存款準備金率的金融機構），
），
釋放長期資金約1
釋放長期資金約
1 萬億元人民幣
萬億元人民幣。
。 資料圖片

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
配，搞好跨周期設計，支持中小企業、綠色
發展、科技創新，為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支持內需經濟恢復
由於今年上半年內需恢復遜於預期，出
口、房地產投資等前期主要支撐力量在下半
年面臨回調壓力，到二季度末經濟復甦出現
放緩跡象，而近期持續攀升的 PPI 以及國際
大宗商品的上升也在擠壓實體經濟的利潤。7
月 7 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保持貨
幣政策穩定性、增強有效性，適時運用降準
等貨幣政策工具。
這是 2018 年 6 月以來國務院常務會議第
七次提及降準或定向降準，前六次中有五次
均在兩周內落地，定向降準釋放流動性1,000
億至 5,500 億元，全面降準釋放流動性 8,000
億元左右。最近的一次即2020年6月17日提
出後則無動作。
之前業界根據國常會基調多預測是定向
降準。降準之後大型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普遍為 10.5%，股份制商業銀行大多在 8.5%
至 9.5%之間。此次降準不包括已執行 5%存
款準備金率的部分縣域法人金融機構，央行
稱，5%的存款準備金率是目前金融機構中最
低的，保持在這一低水平有利於金融機構兼
顧支持實體經濟和自身穩健經營。

向報告顯示，6 月份，流入新興市場國家的投資總
額約為 281 億美元，其中，有超過四成流向中國。
而在湧向新興市場債市的 189 億美元中，有 64 億美
元的“目的地”是人民幣債券，占比逾三分之一。
在良好的經濟發展前景支撐下，相對於其他新
興市場資產，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更強。“對比其
他新興經濟體，中國在經濟體量、經濟增速和經濟
發展穩定性方面均具有較大優勢，中國債券資產的
配置價值更優。”明明說。
世界銀行發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經濟展望》報
告預計，在需求上升和大宗商品漲價支撐下，新興
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今年將整體增長 6%。其中，
中國經濟預計增長 8.5%，高於此前預估的 7.9%。
此外，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是推動外資增持我國
債券的動力。明明稱，每一次對外開放的標誌性事
件，都會帶動外資持債規模大幅增加。隨著債市對
外開放深化，投資渠道便捷和政策支持將繼續為外
資增持我國債券資產提供動力。
2021 年 10 月起，中國國債將開啟被納入富時
世界國債指數（WGBI）的進程。業內人士認為，
這一標誌性時點過後，境外機構持債規模有望進入
高增長階段。

近兩年存款準備金率變化
2021年 宣布由 7 月 15 日起全面下調金
7月9日 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0.5 個百分
點，釋放長期資金約1萬億元
2020年 分兩次對農村信用社等定向降準
4月15日 累計 1 個百分點，共釋放長期資
和5月15日 金4,000億元
2020年 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對達到考核
3月16日 標準的銀行定向降準0.5至1個百
分點，釋放長期資金5,500億元
2020年
1月6日

全面降準 0.5 個百分點，釋放長
期資金8,000億元

2019年 全面降準 0.5 個百分點，釋放長
9月16日 期資金約9,000億元
2019年 全面降準 0.5 個百分點，釋放長
1月25日 期資金約7,500億元
2019年 全面降準 0.5 個百分點，釋放長
1月15日 期資金約7,500億元
註：貨幣單位為人民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應對經濟下行 降準周期未結束

力度時點均超預期 強調穩健幣策未變

策回歸常態後的常規操作，穩健貨幣政策取向沒有變。

國產“黑黃金”自由，有何意義？
碳纖維技術的發展，關鍵是在大規
模的應用上發揮作用。
中國石化上海石化先進材料創新研
究院總經理林生兵向中新網表示，在
“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發展風
力發電、氫氣存儲、汽車輕量化等方面
，都需要用到碳纖維。如果沒有自主研
發的大絲束碳纖維，新能源的發展會受
到很大影響。
“比如風電葉片，它用的都是大絲
束碳纖維。這些大絲束碳纖維目前國內
都沒有，都是靠國外進口的，不僅成本
過高，而且我們的進口還受到控製，
這就造成了這些新能源產業面臨著
‘無米下鍋’的局面，影響了產業的健
康發展。而掌握自主知識產權，實現大
絲束碳纖維國產化，就可以有效解決這
個問題。”
生活中，我們很多物品都用到了
“黑黃金”，現在你知道了嗎？

2021年7月12日（星期一）

人行全面降準 放水 1 萬億
存款準備金率為 8.9%，人民銀行強調此次降準為貨幣政

程中氧化碳化放熱反應的放熱量是巨大
的增加，而核心技術就是怎麼把這個放
熱量控製住。”他表示。

中國上一次全面降準是在
2020 年 1 月，此後即使是面對新
/1 冠疫情衝擊，央行在去年 3、4 月
兩次降準都是定向降準，重點支
持中小微企業。此次啟動全面降
準，多少有些出乎市場意料。不少分析指出，今年
二季度以來，中國經濟復甦出現放緩跡象，內需恢
復遜預期，出口、房地產投資等前期主要動力在下
半年面臨回調壓力。在此背景下中央迅速決策實施
全面降準，主要是希望通過逆周期調節應對下半年
可能加大的經濟下行壓力。

下半年流動性不會寬鬆

中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任濤指
出，中斷了一年多重啟降準操作，意味着降準周期
可能會再次打開，其背景在於經過長達一年的經濟
修復，經濟復甦動力弱勢開始逐步顯現，穩增長、
保就業與防風險的天平正悄悄向前者傾斜。從貨幣
政策看，當前M2與社融基本上已回歸至2019年的
常態水平，實體經濟的流動性困境開始顯現，需要
政策層面給予呵護。同時，過去一年多金融監管的
高壓政策某種程度上已影響到實體經濟，特別是中
小微企業。任濤認為，相對於其他經濟體來說，內
地存款準備金率仍處高位，存在下調的空間及政策
訴求，而且過去長達將近 10 年的降準周期目前趨
勢上並未結束，而降準可能也很難與貨幣政策的鬆
緊形成一一對應關係。不少分析指出，今年一個特
殊情況是政府債發行大量推到下半年，降準可以增
加市場流動性，降低政府發債成本。不過由於下半
年地方專項債發行量大，很多資金會到 2022 年支
出，就會造成市場流動性的收縮。市場預測，至少
1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專項債資金將轉到 2022
年支出，因此下半年即使實施降準等措施，流動性
可能仍不會很寬鬆。

年內或再有一兩次降準

如是金融研究院研究總監楊芹芹指，下半年的
經濟下行壓力值得警惕。降準是逆周期調節的重要
手段，下半年適度放鬆貨幣、放鬆信用是必要的。
按當前的節奏，下半年可能還會有一至兩次定向降
準或通過降準置換到期MLF。下半年資金到期壓力較大，MLF
總到期量約4.15萬億元。
楊芹芹認為此次全面降準對A股和債市都是利好，特別是
A 股估值彈性大的成長板塊和金融板塊會相對受益。金融板塊
要全面分析，特別是銀行，主要是對下半年經濟下行及銀行不
良率上升的擔憂加劇。至於樓市，目前房地產已被盡量隔離在
降準降息的受益範圍外，調控還在升級，房貸也在收緊，降準
對樓市走勢影響不大，未來地產難有大漲機會，購房窗口逐漸
關閉。另外，下半年中美經濟周期錯位、經濟貨幣雙背離，美
國基本面向好，貨幣政策開始收緊、推動“加息”，中國經濟
由於峰值已過開始回落，貨幣政策會適度放鬆。因此下半年中
國可能會出現資本外流，人民幣匯率有貶值壓力，但幅度不會
太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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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萬富翁布蘭森在試飛中到達太空
並於週日安全著陸返回地球

【 美南新聞泉深
美南新聞泉深】
】 億萬富翁理查德
億萬富翁理查德·
·布蘭森在維珍銀
河的試飛中到達太空，
河的試飛中到達太空
，布蘭森和機組人員通過宇宙飛船的
17 個窗戶觀察了地球的美景和太空的黑暗
個窗戶觀察了地球的美景和太空的黑暗，
，然後於週日安
全著陸返回地球。
全著陸返回地球
。這是知名億萬富翁領導的新興太空旅遊
業務的一項最新舉措，
業務的一項最新舉措
，將會吸引更多富翁上太空觀光旅遊
。
這也是激烈太空旅遊競賽的一部分，
這也是激烈太空旅遊競賽的一部分
，發射前
發射前，
，布蘭森
與 SpaceX 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擁抱道別
馬斯克擁抱道別。
。馬斯克為維
珍銀河飛行致以最良好的祝願和“
珍銀河飛行致以最良好的祝願和
“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
！”
維珍銀河（
維珍銀河
（Virgin Galactic）
Galactic）集團創始人周日與叁名公
司員工一起發射升空，
司員工一起發射升空
，在明年開始商業太空飛行之前
在明年開始商業太空飛行之前，
，他
在最後一次飛行測試任務中飛到了地球上空 53 英裏
英裏。
。獲得
飛行員執照的布蘭森測試了宇航員的機艙體驗。
飛行員執照的布蘭森測試了宇航員的機艙體驗
。
該公司發布的一張照片顯示，
該公司發布的一張照片顯示
，布蘭森和其他叁人處於
零重力狀態。
零重力狀態
。
維珍銀河飛行器著陸後，
維珍銀河飛行器著陸後
，布蘭森在推特上說
布蘭森在推特上說，
，進入太

空“比我想像的更神奇
比我想像的更神奇”。
”。
布蘭森週日早上在推特上發布了一張他與
SpaceX 和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的照片
和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的照片，
，稱他
稱他“
“感
覺很好，
覺很好
，感覺很興奮
感覺很興奮，
，已經準備好了
已經準備好了。”
。”
布蘭森寫道：“
布蘭森寫道
：“重要的一天
重要的一天，
，很高興和朋友一起開始
新的早晨。”
新的早晨
。”
當布蘭森到達發射場時，
當布蘭森到達發射場時
，人群向他致意
人群向他致意。
。他揮手
他揮手，
，微
笑，並豎起大拇指作為回報
並豎起大拇指作為回報。
。
該公司報告稱，
該公司報告稱
，夜間天氣使機組人員無法開始飛行準
備並推遲了 90 分鍾的起飛
分鍾的起飛。
。
維珍銀河週六發推文：“
維珍銀河週六發推文
：“新墨西哥州太空旅遊的未來
新墨西哥州太空旅遊的未來
越來越近了！”
越來越近了
！”
他們乘坐太空船二號（
他們乘坐太空船二號
（SpaceShipTwo
SpaceShipTwo）
） ——維珍航空
專為旅遊設計的飛船—
專為旅遊設計的飛船
——到達亞軌道空間
—到達亞軌道空間。
。據太空公司稱
，這艘飛船是由維珍銀河的姊妹公司宇宙飛船公司建造的
。

太空船 II 號已經在 2018 年飛越美國空軍定義的太空邊
界，達到 51
51..4 英裏的高度
英裏的高度，
，創造了記錄
創造了記錄。
。
理查德·布蘭森的女兒揭示了億萬富翁太空旅行者在起飛
理查德·
前的最後幾個小時是如何度過的。
前的最後幾個小時是如何度過的
。
他的競爭對手科技億萬富翁傑夫·
他的競爭對手科技億萬富翁傑夫
·貝佐斯與布蘭森一
起參觀了他的藍色起源太空飛行。
起參觀了他的藍色起源太空飛行
。布蘭森成為第一個進入
太空的億萬富翁，
太空的億萬富翁
，貝佐斯於週六在 Unity 22 發財之前發送
了自己的美好祝福。
了自己的美好祝福
。
貝佐斯在 Instagram 的標題中寫道
的標題中寫道：“
：“祝你和整個團隊
祝你和整個團隊
明天成功和安全的飛行。”“
明天成功和安全的飛行
。”“祝你好運
祝你好運！”
！” 上面是布蘭森
的微笑照片。
的微笑照片
。
音樂家哈立德在布蘭森著陸後在美國太空港表演他的
單曲《
單曲
《新常態
新常態》（
》（New
New Normal）。
Normal）。
（圖片來自網絡
圖片來自網絡，
，版權歸原作者
版權歸原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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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界批“政治打壓”僅圖自保說辭 促政府執法清除反中亂港組織
一直以所謂“結束一黨專政”為綱領的香港“支聯會”10 日宣

特首、中央駐港官員及
特區政府官員表態

布，由於近月受“政治打壓”，為“應對嚴峻政治環境”而作出所
謂“策略性人手調整”：14 名常委中有一半辭職，並會遣散所有職
員。香港多位政法界人士 10 日表示，有關人等聲稱受到“政治打
壓”，只是有關人等企圖自保的說辭。香港國安法在港已實施
一年，“支聯會”即使縮減營運規模，但仍未放棄所謂“結
束一黨專政”綱領，無助減低其法律風險。特區政府有
權追究其違法行為，並要求特區政府果斷執法，

促交代清楚賬目來源及去留
香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形容“支
聯會”“又要威又要帶頭盔”。他指出，
“支聯會”知道自己之前在香港的所作所
為，以及一些口號都違反香港國安法，所謂
“策略性減少常委數目”，無非是部分常委
規避風險，意圖一走了之的自保手段。他要
求“支聯會”要交代清楚賬目的來源及去
留，以免有人中飽私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批評，“支聯
會”過去的政治主張明確且濃厚，組織了許多
荼毒年輕一輩的活動，而現在只是削減人手而
非完全解散，即仍有空間繼續破壞香港，令人
擔心“支聯會”會有下一步行動。他促請特區
政府不要鬆懈，要繼續嚴謹執法，並相信特區
政府一定會依法辦事，果斷執法，不會讓不法
之徒以任何方式逃避法律制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蔡耀昌
秘書，“維權部”召
集人，傳訊及出版
部、海外聯絡部副召
集人，財務部成員

麥海華
傳訊及出版部召集人

盧偉明
財務部召集人，教育
及青年部副召集人，
常務秘書部成員

黃志強
“組織部”
召集人

梁國華
常務秘書部副召集人

無助減法律風險
支聯會 縮營運規模

“支聯會”近月“尤其受到愈發激烈和明顯
的‘政治打壓’”，惟評估政治形勢下作出
兩項所謂“防風”措施，包括“策略性減少
常委數目”：在現屆 14 名常委中，有一半
即 7 人辭職，包括蔡耀昌、麥海華、盧偉
明、黃志強、梁國華、趙恩來及倫智偉。正
在還柙或服刑的李卓人、何俊仁和鄒幸彤等
7人則繼續留任。
“支聯會”聲稱，因應政治與法律風險
的增加，“支聯會”常委會認為應盡力保障
職員的安全，故將於本月底全面遣散所有職
員，並以“優於勞工法例標準”向職員作出
補償。“支聯會”承認，由於常委人數大幅
減少、所有職員被遣散，再加上近月有“小
部分”成員團體退出，對該會日後工作的推
展與組織運作確有所影響，但“不管面對任
何困難與挑戰”，該會將“繼續咬緊牙
關”、“一步一腳印”地“走下去”。
已辭任“支聯會”常委的蔡耀昌在接受
傳媒訪問時聲言，是次調整是因應目前政治
環境所作出的“防風”措施，以便有任何情
況出現時，可令“損害”減到最低。“支聯
會”仍有存在價值，暫時不會解散。
他續稱，即使常委數目減少，該會還有
“義工”及“友好”協助，並會繼續“一如
既往”推動“信念”和“工作”，更稱如明
年仍有能力和空間，會繼續爭取於 6 月 4 日
在維園舉行集會。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
“支聯會”即使縮減營運規模，但仍然維持
所謂“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無助減低法
律風險。假設“支聯會”其後解散，特區政
府仍可根據香港國安法追究該會在過去一年
間所涉及的違法行為。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被問及
若“支聯會”不撤回所謂“結束一黨專政”
綱領是否違法時表示，國家憲法寫明中國政
治體制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想推翻或有相反
的意見表面上已“有問題”，是否違法要視
乎證據和言行。

未辭職

日發聲明，聲稱“過去一
“支聯會”10
年，香港政治環境急劇轉壞”，而

徹底清除所有反中亂港組織。

已辭職

●早前
早前“
“支聯會
支聯會”
”擺街站
擺街站，
，警方進行查
詢，並抄低其人員個人資料
並抄低其人員個人資料。
。 資料圖片

﹁
﹂

李卓人
主席，“海外聯絡
部”召集人，“維權
部”副召集人

何俊仁
副主席，教育及青年
部召集人，海外聯絡
部、“維權部”成員

鄒幸彤
副主席，傳訊及出版
部、教育及青年部、
“維權部”成員

梁錦威
常務秘書部召集人，
財務部副召集人，教
育及青年部成員

徐漢光
常務秘書部、財務部
成員

所作所為涉顛覆國家政權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認為，“支聯
會”過去所作所為明顯涉嫌顛覆國家政權。
自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支聯會”一直沒有
檢視自己的綱領及宗旨是否違法，更繼續進
行反中亂港行為，是明知故犯，完全不存在
所謂的“政治打壓”。近期不斷有反中亂港
團體瓦解或有所收斂，香港社會亦愈來愈穩
定，反映國安法非常有效。
她希望特區政府繼續加強對國安法的宣
傳，以求達到讓所有反中亂港團體在香港完
全瓦解的目標，並相信特區政府會繼續密切
監察，以防“支聯會”演變成其他勢力或地
下組織繼續為禍香港。

趙恩來
“組織部”副召集人

倫智偉
傳訊及出版部、教育
及青年部成員

鄧岳君
“組織部”
、教育及青
年部成員

陳多偉
“組織部”
、
“維權部”
成員

●上月 1 日，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會見媒體時表示，香港國安法第六
條說明大家都要維護國家安全，要視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為共
同義務。香港國安法內亦有適用的條
文，第二十二條列明四類違反國安罪
行的其中一類是任何人組織、策劃、
實施或參與實施，使用非法手段顛覆
政權，包括中央政權和特區政權，均
屬犯罪。相關法律將會成為特區日後
就某些行為、活動、口號是否違反法
律作出一個看法的基礎。
●上月 12 日，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
論壇”的主旨講話中表示，推進“一
國兩制”事業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那些叫囂‘結束一黨
專政’、否定黨對‘一國兩制’事業
領導的人，那些企圖把香港作為地緣
政治的棋子、遏制中國的工具、滲透
內地橋頭堡的人，是在毀壞‘一國兩
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真
正大敵。”
●上月，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接受
一電台訪問時表示，要讓香港市民認識
國家憲法下的憲制秩序，是由共產黨領
導的體制，“我們要接受、尊重國家的
體制。”
●今年 5 月，時任香港保安局局長李
家超於今年 5 月表示，所有港人、組
織及團體均受本地法律規管，執法部
門會視乎該組織有否違法行為，若有
足夠證據會檢控。
●今年 5 月，時任香港警務處處長鄧
炳強被問到喊出“結束一黨專政”口
號會否違反香港國安法時表示，要視
乎相關叫喊者的動機、場合和在場者
反應而定，這些都會是警方研究的方
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會員團體多“殭屍”
報大數無代表性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多個攬炒派團
體宣布退出“支聯會”。10日辭去“支聯
會”常委職務的蔡耀昌，在今年5月向媒體
宣稱該會由“200多個會員團體”組成，而
退出的會員團體“所佔整體比例不高”。
香港文匯報當時已經踢爆，在所謂“200多
個會員團體”中，最少有一半長期沒有參
與“支聯會”活動甚至早已解散，屬於“殭
屍會員”所謂“200多個會員團體”，根本
是在報大數。
蔡耀昌於 5 月對外宣稱“支聯會”當
時約有 200 多個“會員團體”。翻查“支
聯會”網站，其 2014 年的年報稱當時會
員團體數目為 217 個。其後，該會以“保
密”為由，不再公開其會員名單。
有知情者當時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
露，仍有參與“支聯會”活動的會員團
體實際不足兩成。
事實上，不少會員團體早已解散。
這些團體多屬過往因“社會運動”而成
立，但很快就不再運作甚至已經解散，
例如“中文運動中學生組”、“香港中
學生民主促進會”、“劉××中學聲援
學運籌委會”等。
當年，有大量以“××議員辦事處”
名義加入“支聯會”，但相關人等其後已
失去議員身份。香港文匯報向部分成員團
體查詢。沙田前區議員李寶明更直言，不
知道其辦事處何時加入“支聯會”，直至
自己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才獲悉。
有部分公務員團體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表示，他們曾於香港回歸祖國前加
入“支聯會”，但數年後已去信要求“支
聯會”將自己團體除名，惟至今不果。事
實上，他們已逾二十多年沒有參與“支聯
會”的活動。
由此可見，一直宣稱“代表香港市民”
的“支聯會”，根本就沒有社會代表性可
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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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他們正年輕》
首款手繪海報致不躺平的青春
由宋坤儒導演執導的抗美援朝紀錄電影《1950 他們正年輕》於今日曝光“正年輕”版手繪海報，海
報中，一條鴨綠江將歲月分隔，上方三位年輕的誌願軍戰士笑臉純真，背後盛開的金達萊花鮮艷奪目，海
報的下方一位老人在行軍禮，如同在向自己過往的青春歲月致敬。
電影《1950 他們正年輕》將於 8 月 20 日於全國影院上映，屆時將帶領觀眾一同見證一場跨越時空的
青春之歌。

“正青春”海報洋溢青春笑臉
26 位抗美援朝老兵銀幕致敬青春
《1950 他們正年輕》今日曝光的這款手繪版海報
，可以窺見故事的脈絡“憶青春致青春”。海報中的
鴨綠江，就像一條時間之河，命運之江。70 多年前，
一群笑臉如花的戰士跨過鴨綠江，為祖國和人民的平
安而戰，但他們的命運也因此改變。導演將鏡頭對準
26 位抗美援朝誌願軍老兵，通過他們的回憶，還原那
段崢嶸歲月。導演表示：“海報裏誌願軍是笑著的，
是因為在與這些老兵接觸的時候，他們的樂觀特別治
愈人，相信看這部影片的人，會有跟我們一樣的感受
。戰爭是殘酷的，但戰士們是樂觀的，他們相信未來
，我們才擁有現在。”
本片拍攝製作歷經近四年之久，主創團隊走訪全
國各地進行拍攝，收錄了不同軍種的老兵影像，包括
炮兵、文藝兵、軍醫、翻譯、後勤等等，更全面多視
角地看那場戰爭裏的每個人。他們之中，有我們熟知
的英雄，如近 90 歲高齡的周繼成，他曾經與黃繼光一
同並肩作戰，也有我們從不認識的英雄會首次出現在
銀幕上。
導演透露，四川榮軍院 1956 年的時候，傷殘抗美
援朝老兵有兩三千人，到去年，就剩下了 9 個老兵還健
在。這些還健在的老兵作為歷史長河中的英雄，我們
能把他們拍下來，是我們的榮幸，將這些英雄搬上大
銀幕，更是我們的榮幸。遺憾的是，我們片子因為疫

情的原因，製作時間比較長，有些片中的老人已經過
世，沒能在大銀幕上看到這部影片上映，是我最大的
遺憾。

每個人的青春都有一場仗要打
《1950 他們正年輕》呼籲青年“勿躺平”
作為一部紀錄片，本片不僅會有對 70 多年前歲月
的回憶，也會呈現老兵們現在的生活狀況，也記錄了
多年未見的老戰友重新聯絡上的激動瞬間。《1950 他
們正年輕》相較於以往的抗美援朝紀錄電影，首度大
篇幅聚焦“人”本身，聚焦戰爭背景下的個人命運的
呈現。他們曾經年輕，他們曾經也有夢想，一場戰爭
，他們的命運改變了，但他們無怨無悔。
作為本片導演，宋坤儒對當下青年的“躺平”話
題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假如當年他們躺平了，我
們會如何呢？這部電影不是一部普通的主旋律電影
，它是一部自帶強大共鳴與治愈的‘青春’電影。
這些老人身上流露出來的正是我們中國人一直延續
的打不垮，拖不爛，不服輸的民族精神，我覺得這
個也是我們這些年輕人在新的時代裏面所需要的一
種時代精神。也正是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負重前行，
才會換來我們向往的歲月靜好。這是一部適合所有
年輕人觀看的電影，因為每個人的青春都有一場仗
要打，雖然這部電影的主角都是老人，但講述的卻
是青春故事，我相信年輕人會在這部電影裏找到共
鳴，找到前進的力量。”

《再見汪先森》發布終極海報

《人生大事》發布影院版預告

守護你就是守護我的全世界

朱一龍飆方言對峙小女孩

“穿越”人間只為你
守護你就是守護我的全世界
此次曝光的終極海報以鋼琴黑白鍵鋪就的格子打底
，影片的兩位主角“汪星人”江米條和俠客穩占 C 位，
順著狗狗的目光看向海報左側，是一對戀人相互擁抱的
剪影。海報整體設計簡潔大方，卻又充滿了溫馨氛圍。
終極預告則透露了影片更多信息，十二歲的臘腸犬
“江米條”，在女主人方一一離婚的這天，滑稽地走完了
它的狗生。“忘掉主人”是狗狗們來到汪星世界後要做的
第一件事。汪星世界的掌門是一條叫“俠客”的巴哥犬，
它熱情地為江米條服務著。倔強的江米條不願忘記主人，
把掌門“俠客”揍了一頓，強行拽著俠客重返人間。它們
的靈魂附著在一個外賣小哥和一個“怪大叔”身上。“汪
星人”穿越到人間後，發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趣味橫生
的囧事。除了奇幻喜劇元素之外，影片還融合了警匪懸疑
、家庭愛情等支線，具備了一部成熟劇情電影的可看性。
而預告片中的臺詞“守護你已經成為我的本能”則揭示了
影片寵物與主人“不離不棄，生死相依”的主題。

奇幻喜劇直擊現實問題
催淚虐心引發觀眾思考

由王大治編劇導演，蕭子墨、張國強、呂曉霖、
柴碧雲領銜主演，高峰、馮秦川主演，王迅、楊新鳴
、李誠儒特別出演的寵物題材奇幻電影《再見汪先森
》今日發布終極海報和終極預告片，將於 7 月 9 日暖心
上映。影片以寵物為主角，融合了奇幻喜劇與溫馨感
人的家庭故事，讓觀眾在有笑有淚的觀影同時，引發
對社會問題和情感價值的思考。

電影《再見汪先森》以寵物狗為主角，緊扣當下社
會問題，將異想天開的奇幻元素與溫馨感人的家庭故事
相結合，通過鮮明的人物細節刻畫與奇幻喜劇的演繹手
法，力圖表現出人與寵物及親人間不離不棄的真摯情感
，向觀眾傳達出關愛與陪伴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引
發人們對於現實快節奏生活下產生相關問題的思考。
寵物題材奇幻電影《再見汪先森》由西安電影製
片廠有限公司、峨眉電影集團有限公司、北京啟泰遠
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王大治編劇及導演，蕭子
墨、張國強、呂曉霖、柴碧雲領銜主演，高峰、馮秦
川主演，王迅、楊新鳴、李誠儒等特別出演，將於
2021 年 7 月 9 日起登陸全國院線，與觀眾見面。

由韓延監製，劉江江執導，朱一龍領
銜主演，王戈特邀主演，劉陸、羅京民主
演，楊恩又特別介紹出演的電影《人生大
事》今日（7 月 8 日）曝光了影院版預告。
其中，朱一龍飾演的殯葬師莫三鼻形象正
式曝光，痞氣寸頭飆方言，與孤兒小文針
鋒相對，氣氛緊張，令人期待。
電影《人生大事》聚焦於國產電影極
少觸及的殯葬題材，講述了殯葬師莫三鼻
（朱一龍 飾）在刑滿釋放不久後的一次出
殯中，遇到了孤兒武小文（楊恩又 飾），
小文的出現，意外地改變了莫三鼻對職業
和生活的態度。在影院版預告中，可以看
到朱一龍一改往日文質彬彬的形象，他所
飾演的莫三鼻十分震怒地對小文大喊：
“你是上天派來毀老子的是不是？你是不
是覺得老子還不夠倒黴啊？”“戳死老子
，反正老子也不想活了！”短短兩句夾雜
著方言的臺詞展現出莫三鼻痞裏痞氣的小

人物性格，也揭露出二人之間劍拔弩張的
關系。小文紮著兩個丸子頭，手執自製紅
纓槍，宛如“小哪咤”般酷颯又頑劣，氣
場絲毫不弱。與莫三鼻的暴躁情緒截然相
反，當小文平靜又委屈地說出：“我以為
外婆在那個大盒子（棺材）裏”，與外婆
相依為命的她不諳生死之變，從孩子的視
角把外婆的棺材形容成一個大盒子，情緒
瞬間反轉，令人倍感心疼。
電影《人生大事》由韓延監製、青年導
演劉江江執導，這也是韓延首次為新人導演
擔任電影監製，繼《送你一朵小紅花》之後
再度續寫飽含深情的家庭故事。領銜主演朱
一龍顛覆了此前的銀幕形象，與小演員楊恩
又飾演的小文，展開了一段奇妙又感人的情
誼。王戈、劉陸、羅京民等實力派演員也會
以全新的角色與觀眾相見。
請持續期待由韓延監製、劉江江執導、朱
一龍領銜主演的殯葬題材電影《人生大事》。

娛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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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學友
提前慶祝生
日。

● Gigi 表示最
愛聽學友的
《分手總要在
雨天》。
雨天
》。

著名藝人張學友“登六
登六”
”
群星拍片祝壽 歌迷廣告應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10 日是著名藝人張學友 60 歲大壽，在圈中人緣極佳的學友獲群
星拍片賀壽，包括陳奕迅、譚詠麟、林俊傑、梁靜茹、庾澄慶、ELLA、李玟、江蕙、孫燕姿

●江蕙已退
下舞台，
下舞台
，仍
替學友生日
發聲。
發聲
。

等藝人，而內地多個地方包括廣州、上海及雲南等地的歌迷，均為張學友進行生日應援。
10 日正式“登六”，有網民 10 日晚在
張學友
微博上載學友獲唱片公司高層黃劍濤及一

阿倫叫學友多唱好歌
阿倫跟學友說：“歡
迎你加入永遠 25 歲的
大家族，唱多些好
歌給大家聽，例
如《每天愛
●周杰倫除了事業成功，
亦擁有美滿家庭。

●周杰倫與女兒彈琴
和諧又充滿默契。

鄧月平張沛樂 隔空送上蛋糕

眾同事為他預祝生日的片段，學友於片段中一身
便服打扮，而在牆上貼有“Happy Birthday”字
樣、室內還放有大型生日蛋糕和香檳，現場十
多位戴上口罩的人，包括環球高層黃劍濤等，
一起跟學友慶生。開了香檳後，學友在一眾拍
掌歡呼聲中感謝大家：“多謝晒！”
另外，環球唱片官方臉書 10 日亦上載
數十位紅星為學友“馬拉松式”生日祝賀
片段，當中包括陳奕迅（Eason）、譚詠
麟（阿倫）、梁詠琪（Gigi）、庾澄慶
（哈林）、李玟、江蕙（二姐）、任
賢齊、吳建豪、林俊傑、楊丞琳、陳
嘉樺、徐若瑄、梁靜茹和孫燕姿
等。

你多一些》。”Eason 對學友說：“繼續生生猛猛地唱
歌給我們聽，能夠讓歌迷一樣沉醉於你的歌聲之中，生
日快樂！”哈林則搞笑送祝福：“聽他唱我的歌很有成
就感，祝他身體健康，永遠不降 Key！YEAH！”Gigi
就表示最喜歡學友的歌曲是《分手總要在雨天》，而最
想聽學友現場演唱的歌，就是《如果愛》。
學友大壽，連隱退多年的“二姐”江蕙也現
“聲”。江蕙表示：“這個錄音讓我特別高興，不然每
天被疫情搞得心情亂七八糟的，祝福你生日快樂、闔家
平安、事事順心、萬事如意！”雖沒露面，但背景特別
選用江蕙 2015 年舉辦封咪演唱會時，張學友擔任嘉賓
合唱《家後》的合照。
此外，中國內地多個地方包括廣州、上海及雲南等
地，均有歌迷為學友進行生日應援。據悉，在上海正大
廣場、淮海百盛廣場、中山公園龍之夢共三個地點的大
屏幕，均有播放慶生短片，而有忠實歌迷在家悉心打造
生日派對，並展示其珍藏的學友專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
鄧月平與張沛樂（沙津）10 日到旺
角鬧市替香港開電視宣傳東京奧
運，向途人派發紀念品，大會出動
流動展覽車播放張學友為奧運獻唱
的主題曲，適逢學友60歲生日，大
會也安排眾人隔空送上蛋糕賀壽。
鄧月平表示臨近奧運也激發起
她的運動之心，近日經常玩排球、
羽毛球和打拳，最厲害連續5小時打
羽毛球，結果打到手有瘀傷。提到
最喜歡的奧運項目，鄧月平說：
“最鍾意看排球和跳水，讀書時我
是排隊校隊，覺得奧運好刺激和精
彩，都有幻想過努力入港隊，可惜
我不是精英。”沙津就笑稱每逢奧運最喜歡看女
運動員，尤其體操和跳水的姿勢優美。笑問會
否跟男友一起看，沙律說：“我們未經歷
過一齊看，不知他喜歡什麼項目，而
且不覺得他喜歡看女仔，就算
看男子運動都沒所謂，
最重要開心。”

●張沛樂拿着生
日蛋糕向張學友
隔空祝賀。
隔空祝賀
。

●林俊傑亦
有拍片替學
友祝壽。

●湯洛雯與馬
國明是獲得大眾
祝福的一對戀
人。

●學友粉絲打廣告替自己偶
像慶生。

眼中馬國明屬好老公

商天娥稱湯洛雯有福氣

周杰倫父女四手聯彈畫面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10日是
周杰倫女兒 Hathaway 6 歲的生日，而昆
凌在社交平台上載了一段周杰倫父女倆一
起彈鋼琴的視頻，並配文祝自己的小公主
“生日快樂”。而父女四手聯彈畫面更被
瘋傳，讓不少粉絲驚歎：“基因騙不了
人！”短時間內已累積18萬人按讚。
在片段中，周杰倫穿上印花外套，
頭戴標誌性針織帽，即使已經是兩個孩

子的父親，打扮依然嘻哈時尚，而 6 歲
的 Hathaway 則已經成長得亭亭玉立，她
穿上白色連衣裙，長髮及腰，氣質溫柔
優雅。和爸爸一起彈鋼琴時手法熟練，
極具音樂天賦，一看就知道是父母的掌
上明珠。而網友亦發現周杰倫家的鋼琴
是透明設計，放在大片落地玻璃窗前，
還能眺望城市夜景，絕美畫面有如電影
一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商天娥在最近有關育兒
的人氣電視劇中演活烏龍嫲嫲一角備受歡迎。她接受港
台《舊日的足跡》主持車淑梅訪問，暢談復出拍劇的因
由，以及與丈夫的甜蜜婚姻和對生兒育女的看法。
商天娥有份參演的電視劇即將大結局，她對劇集收
視滿有信心：“我 6 年冇拍劇，我係有信心嘅，因為朋
友都話‘餓’咗我嘅戲好耐。今次復出原因有二，一係
戲癮；二係同馬國明有關。我識咗佢好多年，佢成日喺
化妝間主動同我傾偈，娥姐前、娥姐後，我笑日日都見
佢，爆 show 爆到七彩，係咪儲錢娶老婆？佢話希望買多
間屋畀阿媽住，咁係咪代表家嗰間留畀自己？哈哈，
我唔可以代佢講嘢嘅。”商天娥大讚馬國明觀察力强、
心思細密，懂得以不同方式跟不同人溝通：“好似我個
樣咁嚴肅嘅，佢都有本事同我傾到偈，即係佢睇得穿每
一個人，所以我覺得呢個仔有佢自己安排同想法，佢直
情係個好老公，我覺得呢啲係湯（洛雯）小姐嘅福
氣。”
不少人把現時的《寶寶大過天》和年前的《BB 來
了》作比較，商天娥不以為然：“我都有睇《BB 來
了》，佢哋話呢套係《BB 來了》第二集，我先至咁大興

趣。不過，比較係正常嘅，咁先至有話題，我唔介意。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各有自己嘅忠實觀眾，有人鍾意佳
芯，我都好鍾意佢，但係香香（ 岑麗香）每一個位都係
咁靚喎！”商天娥強調自己確實很愛演戲，希望未來可
以演出更多好戲，亦無懼挑戰任何角色。
商天娥入行 38 年，是當年電視台力捧的花旦，但她
卻非常專注地談戀愛。她於 2010 年 40 多歲時才與男友
Patrick 結婚。有說男方之前暗戀她 10 多年，一直未婚默
默在等待她，商天娥聽罷哈哈大笑：“呢樣嘢你要問
佢，我唔方便問，我真係咁耐都冇問過佢。其實我唔介
意，亦都無所謂，大家都係 40 幾歲成熟嘅人，問咁多做
乜？我要嘅係家嘅佢！我好記得，我哋第一次單獨約
會，佢話：‘我唔係好有錢，你唔會介意嗎？’我就話
咁就好囉，我唔鍾意好有錢，夠就得啦！”
商天娥一直以來的心願是能夠生兩個女兒，可惜兩夫
妻遲婚未能如願，亦明白不可以強求：“我同老公曾經諗
過領養，好啦，真係要去領養嘅時候，老公係有潔癖嘅，
佢擔心細蚊仔父母 DNA 有乜嘢，萬一有惡習脾性等等點
算。我就話算啦，我哋放棄呢個念頭，兩個相親相愛就
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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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最具黃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
百樂公寓」」
全新裝潢 現正限量特惠中 歡迎把握時機
際公路，和 Westpark Pkwy 付費高速公路。使您
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輕鬆往來大休士地區，休士
頓市中心，IAH 喬治布什洲際機場，和世界頂尖
的醫療中心。
「百樂公寓」 是一個提供舒適和便利生活的
公寓社區。他們有一臥室、兩臥室和三臥室三種
戶型。這些戶型並配備了電灶，冰箱和洗碗機。
由他們努力工作且專業的管理和維護人員，以確
保公寓居民擁有舒適和享受的生活。
在 「百樂公寓」 居住，可說是休市的 「天之
驕子」 ！因為該公寓匯聚了敦煌、王朝、黃金廣
場的豐富機能，得天獨厚享有衣食住行育樂的便

(本報記者秦鴻鈞 ）提起全美 「中國城」 的歷
史，休士頓西南區中國城的發展，可說是奇蹟中
的奇蹟，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內，休市西南區的
快速發展令人嘖舌，而位於休士頓中國城最具黃
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 ，更是此黃金地點

利，與各大超級市場：H Mart 、大中華、百佳、
惠康等超市及各美食餐廳、排隊名店、醫療院所
、金融機構如華美銀行、Chase Bank、 恆豐銀行
、美南銀行、富國銀行 Wells Fargo、國泰銀行...
都在輕鬆步行可達的距離內，真實生活享有出繁
華、入寧靜的優越！
「百樂公寓」 因位於敦煌廣場隔壁，更是幾
分鐘步行可至中國城各個超市及餐廳。在此居住
，真可謂 「天之驕子」 ！ 「百樂公寓」 全新裝潢
，現正舉辦限量優惠中，歡迎電話洽詢詳情。
「百樂公寓」 地址：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2-8100

中最耀眼的一顆明珠，佔盡地利的優勢。 「百樂
公寓」 位於中國城生意最紅火的商場- 「敦煌商場
」 旁，並且距離數百家亞洲獨特的餐館和商店僅
幾步之遙。百樂公寓內的住戶可輕鬆直達鄰近的
高速公路，包括：Sam Houston 八號公路和 69 州

(為食書生
為食書生))父親節金冠樂陶陶 楊楚楓
6 月 20 號周日
號周日，
， 乃一年一度的父親
節。回顧歷史來看
回顧歷史來看，
，美國是先有母親節的
誕生，
誕生
， 相隔 40 年後
年後，
， 才有父親節的出現
。有社會學者認為
有社會學者認為，
，既然民眾以 「母親
母親」
」
為先，
為先
，有母親節出現後
有母親節出現後，
，可以為人類親情
及社會商業帶出
良機，
良機
，那麼
那麼，
，為什麼不緊接其後
為什麼不緊接其後，
，也
產生父親節，
產生父親節
，好讓美國民眾於每年 6 月份
，緊隨 5 月份慶祝母親節之後
月份慶祝母親節之後，
，鼓其餘慶
，再慶父親節
再慶父親節，
，為完完整整的一家人
為完完整整的一家人，
，添
加歡樂喜慶 呢 ？ 正是 「 從善如流
從善如流」
」 ，打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
，美國民眾每年便
開展了 5、 6 兩月同時為自己父母舉辦雙
慶的活動。
慶的活動
。
又因為美國是當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強國，
強國
，一切有關美國的民間活動
一切有關美國的民間活動，
，世界各
國各地人民，
國各地人民
，也樂於緊跟其後來參與
也樂於緊跟其後來參與，
，因

此造成今時今日的雙親節，成了世界潮流
此造成今時今日的雙親節，
，普天同慶
普天同慶。
。
這是應有此雙慶的。
這是應有此雙慶的
。
因為母愛如水深、
因為母愛如水深
、父愛亦如山重
父愛亦如山重，
，在
一個完整的家庭中，
一個完整的家庭中
，雙親缺一不可
雙親缺一不可，
，父母
猶如日月雙輝，
猶如日月雙輝
，永遠照料子女的健康成長
。特別是我們中華兒女
特別是我們中華兒女，
，愛媽也愛爸
愛媽也愛爸；
；一
如我一位香港詩友潘崙山兄所寫的 「七言
詩」 一樣
一樣：
：
椿庭茂盛播薰風，
椿庭茂盛播薰風
，福蔭芷園千載紅
福蔭芷園千載紅。
。
輝映萱堂同日月，
輝映萱堂同日月
，劬勞恩澤萬年隆
劬勞恩澤萬年隆。
。
（楚楓註釋
楚楓註釋：
：椿庭為父之代稱
椿庭為父之代稱，
，萱堂
乃指母親）
乃指母親
）
是以在美國遇上父親節的當天，
是以在美國遇上父親節的當天
，一如
母親節的周日一樣，
母親節的周日一樣
，中西食肆均是人如流
水、食客如雲
食客如雲。
。作為休斯頓市唐人街上的
頂級粵菜酒家金冠大酒樓，
頂級粵菜酒家金冠大酒樓
，當天備足了人

手及新鮮豐富的食物，迎接食客的光臨
手及新鮮豐富的食物，
迎接食客的光臨。
。
放眼望去，
放眼望去
，㕑房內
㕑房內、
、大堂上
大堂上，
，無論是出品
部的伙記、
部的伙記
、或是樓面部的侍應
或是樓面部的侍應，
，大家都精
神百倍，
神百倍
， 在馮老闆夫婦及 William 經理的
指揮下，
指揮下
，迎接一家大小
迎接一家大小、
、扶老攜幼的家庭
食客的到來飲茶食飯，
食客的到來飲茶食飯
，展開慶祝父親節的
序幕。
序幕
。
金冠酒家號稱為 「港式茶市
港式茶市」
」 。既然
是香港風格、
是香港風格
、當然具備香港式茶市的各款
精美點心，
精美點心
，來迎接佳客
來迎接佳客。
。當天無論是大型
圓枱的十二位的食客，
圓枱的十二位的食客
，又或是三
又或是三、
、四位的
細枱的小家庭子女，
細枱的小家庭子女
，大家都毫不手軟
大家都毫不手軟，
，飛
快地寫下心愛點心的份量在點心的帳單上
，迅速交給滿臉笑容的金冠侍應
迅速交給滿臉笑容的金冠侍應，
，有請他
們馬上傳遞入廚房之內，
們馬上傳遞入廚房之內
，加熱後送到食客
枱前，
枱前
，好讓大家開懷大嚼
好讓大家開懷大嚼，
，歡渡父親佳節
。

去年美國跟世界各地一樣，
去年美國跟世界各地一樣
，因為不幸
受到 「 萬惡
萬惡」
」 的新冠病毒的蹂蹁
的新冠病毒的蹂蹁，
， 整個
美國國土上的飲食行業，
美國國土上的飲食行業
，均陷入極度的災
難當中，
難當中
，去年的母親節及父親節
去年的母親節及父親節，
，都被迫
要關上大門來避毒，
要關上大門來避毒
，令到營商者大傷元氣
，也令到各地食客
也令到各地食客、
、家庭客
家庭客，
，失去了慶祝
雙親節的歡樂。
雙親節的歡樂
。幸好此刻天青雨過
幸好此刻天青雨過，
，在拜
登新總統的強勢領導之下、
登新總統的強勢領導之下
、加上盡忠職守
的醫療工作人員的辛勞照顧下，
的醫療工作人員的辛勞照顧下
，兇惡的疫
情逐漸退去，
情逐漸退去
，市面好景重現
市面好景重現，
，讓我們廣大
的華裔亞裔民眾，
的華裔亞裔民眾
，可以重新慶祝父母雙節
，抖擻精神
抖擻精神，
，在人生舞台上再次大步向前
。
正是 「人同此心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心同此理，
，」 至令
金冠酒家暨休市整個中西食肆於父親節當
天人頭湧湧、
天人頭湧湧
、笑聲滿堂
笑聲滿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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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
中國
的“ 躺平
躺平”
”和美國
和美國的
的“ 躺不平
躺不平”
”！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的部分
年輕人正在選擇“躺平”生活，這是
出於得過且過、隨遇而安的心態，還
是已經放棄了希望？那麽，美國的年
輕人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呢？也躺平嗎
？
網上有聲音說，在中國躺平容易
，有個基本的吃喝就行。美國躺平難
，每天各種稅、費、險、賬單、還貸
， 特別是房產稅，如果不掙錢支付，
連個躺的地方都沒有。
但美國的網友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們認為美國的社會福利——從租金
極低的政府樓，到俗稱“糧食券”的
食物補貼，基本可以涵蓋最起碼的衣
食住行。當然，盡管與中國相比較為
完善，美國的社會安全網仍是千瘡百
孔，在疫情中更被證明不足以幫到所
有處於困境中的人。而在物質之外，
“躺平”聽上去更像是一種心態：得
過且過，隨遇而安。這種心態在美國
曾被認為是一些年輕人的特征，在疫
情期間看上去也出現了擴大的趨勢。
曾經處於工作狂狀態的美國人，直面
過生死後開始意識到生活中還有更寶
貴的東西。有人從擁擠忙碌的大城市
搬到清凈安閑的郊區，有人索性提前
退休或辭職。這其中或許有無奈，也
或許是出於主動，邁出追求自己想要
的生活的第一步。
“躺平”最深的一層含義大概是
關於“希望”，隨著員工工作時間越
來越長，房價上漲速度快於收入，許
多中國年輕人擔心他們將成為第一代
不能超越父母的人。這種拒絕努力的
生活態度挑戰了中國長期以來的勤勞
奮發的文化傳統。

美國其實很早就有躺平的人和階
層，前總統奧巴馬在 1995 年出版的回
憶錄《我父親的夢想》提到奧巴馬當
年在芝加哥做草根維權工作時，到一
處破敗雕零的黑人區拜訪商家，正計
劃把自己的店鋪關門大吉的商會主席

解釋為什麽這個地區的黑人看上去已
經“躺平”：“這麽多年沒有機會，
你大概就能猜到，時間把我們心裏的
一些東西帶走了。”
奧巴馬在這段回憶中也提到，同
一個地區的亞裔移民仍然在沒日沒夜

地工作，他們的店鋪仍然很興旺。相
較於幾個世紀以來都看不到機會的黑
人，作為後來者的亞裔移民至少大多
還相信美國是個機會之地。即使很多
美國人現在也開始質疑下一代是否能
過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大部分懷抱

夢想而來的移民仍有足夠的理由相信
，他們的子女會有更好的未來。
他們大概就是那些因為稅、險、
貸而無法“躺平”的人。但這些生活
中的負累正如希望一樣，沈重卻也能
讓人保持激情。在這個荊棘密布的世
上，那些因為懷著希望而不能“躺平
”的人總歸還是幸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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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陳柯博士怎麽談論中國的“躺平”
和美國的“躺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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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