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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園居
專為亞裔設計的 高級養老社區
含括生活護理(Assisted
含括生活護理
(Assisted Living)﹑
Living)﹑與失智照護
與失智照護(Memory
(Memory Care)
為長者們提供量身訂做的家庭生活方式
服務包括::用藥提醒
服務包括
用藥提醒﹑
﹑24 小時護理以及工作人員
小時護理以及工作人員﹑
﹑個人照顧
個人照顧﹑
﹑渡
假式餐飲﹑
假式餐飲
﹑交通車輛安排
交通車輛安排﹑
﹑日常居民活動
日常居民活動﹑
﹑郊遊散心
郊遊散心﹑
﹑禮賓和沙
龍服務﹑
龍服務
﹑家政清潔等
家政清潔等﹒
﹒
電話::
電話

281281
-729
729-8434

微信号::
微信号

pinesatbellaire

地址:: 12420 Bellaire Boulevard, Houston, TX 77072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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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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COVID19全球確診逾
全球確診逾11 億 9033
9033萬例
萬例 超過
超過409
409萬人病故
萬人病故
【本報訊】截至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19 日
10 時 ， 全 球 至 少 409 萬 3263 人 死 於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至少 1 億 9033
萬 3380 例確診。
疫情從 2019 年 12 月在中國爆發，迄今絕
大多數感染者都已康復。但有些人在痊癒後數
週甚至數個月內，仍持續感受到症狀。
上述數據是依據各國衛生當局每天提供的
統計，不包括其他統計單位其後提出的重新估
算數據，且數據只是實際染疫總數的一部分，
因為許多輕症或無症狀患者一直未被檢測出。
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全球直接或
間接因疫情死亡的人數可能遭 「嚴重低估」 ，
恐比官方通報的數字高出 2 到 3 倍。
全球 18 日通報新增 6820 人病歿、42 萬
8616 起確診病例。根據通報數據，新增病歿人
數 最 多 國 家 依 序 為 印 尼 （1338 死 ） 、 巴 西
（948 死）、俄羅斯（719 死）。
美 國 仍 是 疫 情 最 嚴 重 國 家 ， 累 計 60 萬
9021 人病故、3408 萬 7 例確診。
其 他 疫 情 嚴 重 國 家 還 包 括 巴 西 （54 萬

2214 人喪生、1937 萬 6574 例確診）、印度
（41 萬 4108 人喪生、3114 萬 4229 例確診）
、墨西哥（23 萬 6331 人喪生、265 萬 9137 例
確 診 ） 及 秘 魯 （19 萬 5146 人 喪 生 、 209 萬
3754 例確診）。
依照染疫死亡人數占人口比例，秘魯是死
亡率最高國家，每 10 萬人就有 592 人染疫喪命
；接下來依序為匈牙利（311 人）、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295 人）、捷克（283 人）和北
馬其頓（263 人）。
從區域來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累
計 133 萬 1019 死、3951 萬 645 例確診；歐洲
累計 118 萬 7771 死、5644 萬 5229 例確診；美
國和加拿大共計 63 萬 5520 死、3550 萬 3203
例確診。
亞洲共計 62 萬 4635 死、4266 萬 2427 例
確診；非洲共計 15 萬 7888 死、623 萬 4921 例
確 診 ； 中 東 地 區 共 計 15 萬 5214 死 、 990 萬
7847 例確診；大洋洲共計 1216 死、6 萬 9116
例確診。

美南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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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期國債收益率再次低於疫情前水平 ， 週
年期國債收益率再次低於疫情前水平，
期性板塊、
期性板塊
、 小盤股和價值投資的反彈放緩
， 中央銀行已開始討論政策轉變
中央銀行已開始討論政策轉變。
。 截止上
， 但自今年年初以來仍保持穩定且幾乎不 週五
週五，
， 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34699 點 （ 週
間斷的上漲趨勢。
間斷的上漲趨勢
。 剛剛結束的第二季度與 跌幅 0.5% ， 年漲幅 13
13..3% ），
），標普
標普 500 指
第一季度相比出現了一些重大逆轉，
第一季度相比出現了一些重大逆轉
， 如 10 數 收 盤 4327 點 （ 週 跌 幅 1.0% ， 年 漲 幅
【 撰稿人： 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Investment Advisor (RIA)】
(RIA)】上週股市有所下跌

15.2% ）， 納斯達克收盤 14427 點 （ 週
15.
跌幅 1.9%，年漲幅 11
11..9%）。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
最近，
最近
，圍繞 COVIDCOVID-19
19 Delta 變體的不
確定性給近期的全球前景蒙上了陰影，
確定性給近期的全球前景蒙上了陰影
，
並導致受益於重新開放和強勁經濟增長
的資產類別和行業的優異表現出現逆轉
。 因此
因此，“
，“平均
平均”
” 股票在上個月表現不
佳 ， 而大型科技股領漲
而大型科技股領漲，
， 推動標準普爾
500 指數走高
指數走高。
。分析師認為
分析師認為，
，這並不是周
期性和價值型投資的終點，
期性和價值型投資的終點
， 而是隨著現
代歷史上最快、
代歷史上最快
、 最強勁的牛市開始後預
期重新調整而暫停。
期重新調整而暫停
。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
將溫和走高，
將溫和走高
， 這可能會引發一些波動
這可能會引發一些波動，
，
並對高增長、
並對高增長
、 無盈利的公司的估值造成
壓力。
壓力
。 投資者可以相信
投資者可以相信，
， 預期的增長率
下降不會標誌著周期的結束。至少在
2021 年剩餘時間裡
年剩餘時間裡，
，經濟增長將保持強
勁並高於趨勢水平，
勁並高於趨勢水平
，增長 6.6%，如果普
遍估計證明正確，
遍估計證明正確
， 2022 年將增長 4.1%
。
最新公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顯示，
最新公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顯示
，6 月
份通脹較上年同期上升 5.4%，剔除食品和
能源的核心指數上漲 4.5% ， 為 1991 年以
來的最高水平。
來的最高水平
。 這是連續第四月上漲
這是連續第四月上漲，
，主

要受供應短缺影響的行業 ， 例如二手車價
要受供應短缺影響的行業，
格 ， 機票和酒店房價
機票和酒店房價。
。 這些類別佔消費者
價格指數的 10
10%
% ， 但佔價格上漲的 60
60%
%。
雖然上述價格壓力在很大程度上屬於暫時
性通脹範圍，
性通脹範圍
， 但價格上漲的基礎越來越廣
泛 。 分析師預計
分析師預計，
， 隨著供應趕上需求以及
與旅行相關的價格正常化，
與旅行相關的價格正常化
， 未來幾個月的
劇烈價格壓力將緩和。
劇烈價格壓力將緩和
。 但溫和並不意味著
通脹將像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一樣，
通脹將像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一樣
，持
續低於美聯儲 2% 的目標
的目標。
。 由於經濟疲軟
早於預期消除，
早於預期消除
， 工資增長強勁
工資增長強勁，
， 經濟衰退
帶來的永久性恐慌有限，
帶來的永久性恐慌有限
， 一旦最近的過度
增長消退，
增長消退
， 通脹可能會穩定在更高的水平
。
經濟活動明顯放緩、
經濟活動明顯放緩
、 醫療保健領域的
持續不確定性以及央行政策的轉變引發了
市場領導地位的變化和第一季度趨勢的部
分逆轉。
分逆轉
。 然而
然而，
， 由於經濟增長仍然強勁且
通脹比普遍預期更具粘性，
通脹比普遍預期更具粘性
， 第二季度的趨
勢並不能準確代表未來 12 個月的預期宏觀
背景。
背景
。 建議略微增持價值型投資
建議略微增持價值型投資，
， 包括公
用事業和必需消費品行業，
用事業和必需消費品行業
， 建議增持新興
市場和國際中小盤股。
市場和國際中小盤股
。 市場很少直線波動
， 所以麼保持長期投資
所以麼保持長期投資、
、 尋求優質產品和
通過多元化管理風險應該成為重點。
通過多元化管理風險應該成為重點
。

鳥語花香

能泡茶还能做泻药，这种植物在南亚的
快乐你想不到
2019 年 8 月，我和朋友在缅甸仰光
的野外采集昆虫，一路上炙热难耐，身
体也变得困乏起来。漫无目的地走着，
不经意间抬头一瞥，谁曾想，不远处的
一树胭红竟瞬间惊散满身的疲惫。
走进了才发现，原来这是棵大花紫
薇，国内虽然也有种植，但多是路两旁
的行道树，装点风景罢了。给这棵花树
拍完照，再走到一条高一点的路上，放
眼望去，密密延绵的热带雨林中，近处
的，远处的，耸立着的，隐藏着的，一
树树粉色花朵点缀着郁郁葱葱的密林，
好看极了。
亚热带的高大乔木
大花紫薇是一种千屈菜科紫薇属的
高大乔木，主要生长在亚洲热带和亚热
带地区。它的叶子质地像皮革，椭圆形
，长得很大，两面光滑。大大的花朵淡
红色或紫色，在树枝顶端形成较长的圆
锥花序，花轴、花梗及花萼外面还有像
糠粃一样的黄褐色毛。一朵花有 6 个花
瓣，雄蕊较多，成熟果实球形，会开裂
并散出细小的种子。花期在 5～9 月。
大花紫薇 Lagerstroemia speciosa 是林
奈命名的植物，紫薇属由林奈在 1759 年
命名和建立，他用瑞典商人 Magnus von
Lagerström（1691-1759）的名字作紫薇的
属名。Magnus 曾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董
事，他把自己多年来收集的许多植物都
提供给林奈做研究，他俩是朋友，林奈
以这种方式让自己的朋友永垂不朽。
但后来，林奈在 1771 年发表大花紫
薇时用的是 Munchausia speciosa L.这个
名字，也许他觉得大花紫薇与紫薇的差
距实在太大，不应放入同一个属吧。其
种加词“speciosa”是“美丽的”的意思
，大花紫薇的模式标本也放在了林奈博
物馆中。
到了 1806 年，一个叫 Pers 的人又把
大花紫薇移入紫薇属内，之前的
“Munchausia speciosa”变成了异名，大
花紫薇最后的合法学名变成了 Lagerstroemia speciosa (Linn.) Pers.。再后来，大
花紫薇的模式标本变成了胡克标本馆中
的藏品，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就要再
做更细致的考证研究才能明白了。
大花紫薇与紫薇

中文语境中，先有紫薇一词，它
指的是紫薇属的另一种植物，早在唐
朝年间就有记载，而非特指现在大家
所熟知的剧中角色名字。大花紫薇的
花朵直径可以达到 7 厘米，远比紫薇
花大，可能因此得名“大花紫薇”。
相较于大花紫薇，紫薇在我国的种植
历史更为悠久，品种更为多样，应用
得也更为广泛。二者除了花朵大小不
一外，其实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特征
：大花紫薇花萼有 12 条棱，而紫薇花
萼平滑无棱。
紫薇可以在北方很好地生长开花，但
大花紫薇不行，它怕冷，不耐寒，我们国
家近年来只在南方少数地区开始引种种植
，主要用作行道树。它在雨林里能长到20

余米高，毕竟要跟周围的树木争夺阳光，
若长得矮了，就只能饿肚子。
但栽种在路旁的大花紫薇不太需要
担心阳光的问题。它长的地方宽敞，光
照充足，没有大树跟它争抢；营养匮乏
，长势不好时，还有人浇水施肥，好吃
好喝地伺候着。再加上人们定期修剪，
所以它开花时的植株不会太高。
南亚的神奇茶叶
大花紫薇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非常
常见，当地人常管它叫“banaba”，印
度人喜欢称呼它为“Pride of India”，
“queen's crape myrtle” ， “queen of
flowers”等，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种植
物对他们而言有多重要。在当地，大花
紫薇会被全方位开发成各种传统药物，

用它的叶片等制作的饮料还具有降血糖
的作用，颇受欢迎。
在菲律宾，大花紫薇叶子制成
的茶饮料被广泛用于治疗和预防糖
尿病，被誉为“天然植物胰岛素”
，口服有效而且没有副作用，还能
减轻体重却不影响食欲。同时呢，
当地人也会拿大花紫薇的叶片和根
来制作泻药，所以说，不是把大花
紫薇的叶子拿热水泡一下就可以成
为“茶饮料”的，弄不好轻则“一
泻千里”，重则中啥毒也说不定，
自己不要轻易尝试。
大花紫薇的花期集中在 5 月到 9 月
之间，它会集中在某个时间段内开花，
环境适宜时，它会开出大量的花朵，形

成满树繁花的景象。这样做既能在一定
时间内吸引足够的传粉昆虫来给它传粉
，获得更多传粉机会，又可以防止花朵
由于营养资源不足、极端干旱天气等原
因引起的高死亡率导致繁殖后代失败，
从而获得较高的生殖成功机率，更容易
留下后代。
大花紫薇在春季抽新芽，夏季开花
，秋季结果，冬季的绿叶还会变红，观
赏价值极高。在生产上，人们也不满足
单一的大花紫薇，为了培育出更多样的
品种来，常把紫薇和大花紫薇一起杂交
育种，但两个物种之间有生殖隔离，所
以培育出来的这些杂交品种大多不育。
大花紫薇的品种会越来越多，它在未来
也许会更加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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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世界 VR 產業大會雲峰會 10 月江西召開

新增韓國分會場
綜合報導 2021 世界 VR 產業大會雲峰會將
於 10 月 19 日至 20 日在江西南昌召開。本屆大會
除繼續選擇奧地利作為海外分會場外，還將新增
韓國分會場。
這是記者 15 日從在江西南昌舉行的 2021 世
界 VR 產業大會雲峰會新聞發布會上獲悉的。
2021 世界 VR 產業大會雲峰會由工信部和江
西省政府聯合主辦，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
院、江西省工信廳、南昌市政府和虛擬現實產業
聯盟共同承辦。大會繼續沿用“VR 讓世界更精
彩”這個總主題，分主題為“融合發展、創新應
用”。
江西省副省長任珠峰在發布會上表示，本屆
大會將在開幕式、會議體驗等多個單元引入 VR/
AR、AI、新型顯示等技術，進一步創新會議舉
辦和直播形式，通過主流媒體平臺、社交網絡向
全球實時發布。相較於去年大會，今年大會創新
增設了 VR+體育、VR+健康、VR+美好生活等活
動，全面覆蓋了技術、應用、平臺全產業鏈，涉
及文化、醫療、科技、教育等多個領域。
“海外分會場除繼續選擇奧地利作為分會場
，輻射歐洲 VR 產業主陣地外，今年還將新增韓
國分會場，輻射亞洲地區相關產業，真正搭建與

全球虛擬現實產業溝通對話平臺。”任珠峰如是
說。
虛擬現實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技術，
將深刻改變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對於驅動數字
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
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信息司二級巡視
員侯建仁介紹，依托雄厚的電子信息製造基礎和
廣闊市場，江西省、北京市、山東省、廣東省成
為我國虛擬現實產業重點企業的主要集中區域。
其中，江西省率先打造虛擬現實產業基地，出臺
多項政策扶持虛擬現實產業發展，在研發、推廣
、應用上不斷發力，歷經數年打造，已經成為中
國虛擬現實產業規模領先地區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本屆大會期間，工信部將在
大會現場發布近年來各地虛擬現實產業取得的最
新成果，並組織中國 VR50 強企業路演暨 VR/AR
供需對接平臺發布，突出成果轉化，助推產業落
地。
“我們將凝聚各方力量，努力把大會辦成引
領全球虛擬現實產業發展的風向標，匯聚產學研
用多方智慧，進一步激發虛擬現實產業的創新活
力，為虛擬現實產業蓬勃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侯建仁說道。

外資看好新福建新機遇
綜合報導 繼福建省國際投資促進大會後，
2021 中國-印尼“兩國雙園”全球推介會 15 日在福
建福州舉辦。多位外資企業、行業協會負責人指出
，新發展格局中的福建機遇十分廣闊，將繼續吸引
外資企業前來投資興業。
截至“十三五”末，福建省累計實際使用外資
1386.5億美元，77家世界500強企業在閩投資外資項目
213個。福建師範大學經濟學院黃茂興教授接受記者采訪
時表示，對於外向型省份的福建而言，過去發展的成果
離不開外商的支持，未來的歲月也將與外商共享發展。
邁入“十四五”，對於外資外企，福建仍魅力
不減。14 日舉辦的福建省國際投資促進大會上，福
建共對接簽約國際投資項目 92 個，總投資 1057 億
元人民幣。今年上半年，全省實際使用外資 240.4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2.8%。福建省商務廳廳長
吳南翔指出，“十四五”期間，將堅持高質量引進
來、高水平走出去，不斷提升雙向投資水平。

3

ABB集團1992年在廈門成立在華第一家合資企業廈門ABB高壓開關有限公司，至今已成為該公司全球
最大的創新和生產研發中心。ABB集團中國副總裁施世
傑說，該公司的發展得益於創新開放的文化及區域發展
戰略，良好的基礎設施及物流，完整、有序的電器產業
供應鏈以及高效的政府服務和配套政策。今後，ABB將
繼續與福建的合作夥伴攜手同心，共創未來。
目前，中國正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
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多位經濟專家
認為，先後獲批成為“海絲”核心區、自貿試驗區的
福建，在新發展格局下，新政策、新平臺將發揮積極
作用，推動外資外企加速入閩找尋新機遇。
在全球疫情仍在發生、世界經濟嚴重下滑的當
前，《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在投資
準入清單化、區域市場一體化、投資促進便利化、
要素流動順暢化等方面，為福建深度融入共建“一
帶一路”創造了更好的條件。中國駐日本大阪前大

中國經濟
兩地產經

●責任編輯：趙雪馨

使銜總領事李天然認為，RCEP 為福建經濟的高質
量發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將在產業鏈、供應
鏈、科研鏈等方面，對未來福建經濟的發展產生非
常重大的影響。希望福建和日本產業界高質量合作
，共同攜手開拓東盟市場。
今年1月，中國商務部、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印尼海
洋與投資統籌部簽署了《中國-印尼“兩國雙園”項目合
作備忘錄》，將推動中國-印尼“兩國雙園”項目合作。
印尼駐華大使周浩黎指出，希望將中國-印尼“兩國雙
園”項目打造成兩國產業的連通器，成為“一帶一路”
倡議與印尼“全球海洋支點”構想對接的旗艦示範項目。
中國美國商會有著逾百年歷史，會員企業近千
家。中國美國商會主席葛國瑞說，近年來，福建省
為吸引外資不斷提升產業環境、夯實產業鏈基礎，
出臺了一系列支持外資的優惠政策。同時，福建在
加大新開放領域招商，提高外資規模質量，新開放
新能源汽車、高技術船舶、飛機等製造業等領域成
為鼓勵外商投資的重點產業。在當前的新發展格局
下，福建在很多行業、領域都將迎來更多新的市場
機遇和產業發展機遇。中國美國商會會員企業將繼
續深耕福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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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易希

●李應樵

者 莊程敏）有“星之子”
之稱的香港青年發明家陳
易希，其創始結合加密貨
幣錢包功能的即時通訊程
式“Talk+”獲天價洽購。
由恒基地產創辦人李兆基
姪兒李應樵創立的 Fusion
NFT( 非 同 質 化 代 幣) 公 司
Coinllectibles 16 日宣布，
計劃收購陳易希開發的即
時通訊移動應用程式
“Talk + ” ， 涉 價 預 計 逾
1.5 億元（港元，下同）。

2003 年發明“人臉識別家居智
陳易希在
能保安機械人”，並於第 55 屆美國英

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中獲獎 ，美國麻
省理工大學更以其名字為小行星命名 ，故有
“星之子”之稱 。其後於 2016 年獲港府頒
授銅紫荊星章（BBS），其創立的科創公司
Bull.B Tech，多年來研發了包括 “Talk+”
等多個產品 。

發訊息方法傳遞加密貨幣
今次獲 1.5 億元洽購的“Talk+”App 有
何特別？它將即時通訊功能與加密貨幣錢
包結合，程式對訊息進行加密，包括
“Talk+”團隊在內都無法取得對話資料。
“Talk+”亦有刪除已發送訊息的功能，即
使對方已接收訊息亦能刪除。並支援多達
12 個加密貨幣幣種，亦設有多項錢包保安
設計。用戶能夠透過“Talk+”一鍵傳送加
密貨幣予通訊錄的朋友，毋須對方提供傳
送地址，過程無地域限制。
另外，該應用程式亦支援 QR 碼轉賬或
聊天室轉賬加密貨幣，並會為用戶提供即時
報價功能，供用戶參考各加密貨幣交易平台

● “Talk+”是一個具加密貨幣錢包功能的即時通訊程式。
用戶可即時線上買幣或向朋友傳送加密貨幣。

李應樵：協同效應巨大

NFT多應用於虛擬藝術品交易

目 前 “Talk + ” 的 研 發 團 隊 已 為 通 過
“Talk + ” 轉 移 Coinllectibles Fusion NFTs
進 行 連 串 技 術 工 作 。 李 應 樵 16 日 指 ，
“Talk+” 將即時通訊功能與加密貨幣錢包
結合，使用戶像向對方發送訊息一樣，可輕
鬆地進行加密交易，是次收購可以令不熟悉
加密空間的收藏家更方便、安心購買公司旗
下產品，是次收購能夠同時為 Coinllectibles
及Talk+兩間公司產生巨大的協同效應。
李應樵創立的 Coinllectibles 是一家公開
交 易 的 Fusion NFT 公 司 ， 通 過 其 Fusion
NFTs 以區塊鏈技術連繫藝術和收藏品行
業。Coinllectibles 最近與多位知名藝術家和
奢侈手錶品牌 ，包括 Marvel 圖像藝術家
Bosslogic 和瑞士名錶 Quinting 建立多項合作
夥伴關係。
陳易希亦指，NFT 是今年全球焦點，現在
越來越需要使用區塊鏈來解決現實世界的問
題，希望將區塊鏈應用變得更便利和普及，
讓每個人都可以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今次陳易希的
“Talk+”獲得天價洽購，與其能方便傳送加密貨幣功能
有很大關係，而這功能又與李應樵的“Fusion NFTs”正
好互相配合。
據投委會介紹，NFT 長寫為 Non-fungible token，中
譯“非同質化代幣”，是一種虛擬資產，透過加密形式
把特定資訊放到區塊鏈，以代表物件的擁有權，並透過
網上交易平台進行買賣。常見的 NFT 包括數碼圖像、畫
作、影音、短片、遊戲或動畫的虛擬角色及裝備等，亦
可以是其他事物，甚至是實物。
加密貨幣是“同質化代幣”，以比特幣為例，只要幣
值相同，每一個比特幣都是一樣的，可互換替代，亦可分
割成較小的單位。NFT則是“非同質化代幣”，即是每個
NFT 所代表的物件皆不一樣，不能互換替代，亦無法分
割。例如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的TopShot，是NBA
官方授權，把球賽精彩片段製作成 NFT (概念有點像官方
授權的球員閃卡)，對於熱愛籃球的人，可能會覺得是無
價之寶。亦由於 NFT 的上述特性，故此近兩年隨着“虛
擬藝術品”（或叫“數碼藝術品”）市場的興起，被廣泛
應用。

行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人民銀行 16 日發
布的《中國數字人民幣的研發進
展白皮書》披露，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數字人民幣試點場景已
超 132 萬個，覆蓋生活繳費、餐
飲服務、交通出行、購物消費、
政務服務等領域。開立個人錢包
2,087 萬餘個、對公錢包 351 萬餘
個，累計交易筆數 7,075 萬餘筆、
金 額 約 345 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未來將繼續穩妥推進數字
人民幣研發試點，不預設推出時
間表，進一步擴大試點測試應用
場景覆蓋面，實現特定試點區域
內的應用場景全覆蓋，打造數字
人民幣生態體系。
央行在白皮書中稱，數字人
民幣綜合使用數字證書體系、數
字簽名、安全加密存儲等技術，
實現不可重複花費、不可非法複
製偽造、交易不可篡改及抗抵賴
等特性，並已初步建成多層次安
全防護體系，保障數字人民幣全
生命周期安全和風險可控。

人行：穩妥推進數字人民幣研發試點

陳易希“Talk+”App獲1.5億出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

中國歐盟商會副主席、華南董事會主席高誌豪
表示，中國歐盟商會與福建有著深厚的淵源，期待
雙方未來在可持續發展、數字經濟、醫藥與醫療器
械等領域加強合作。
福建省有 1580 萬人本地人分布在 180 多個國家
和地區，僑資僑力仍是福建吸引外資的突出優勢。
美國華商會會長鄧龍說，美國華商會成立 20 多年
來，為中美兩國的貿易與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今後將發揮橋梁優勢，加強合作，推動更多福建產
品走入美國市場，走向全世界。
馬來西亞-中國總商會會長陳友信說，馬來西亞共
有700多萬華裔人口，其中一半以上祖籍福建。截至目
前，中國是馬來西亞最大的貿易合作夥伴，將促進馬
來西亞和福建的經貿交流和資源共享，馬中總商會將
鼓勵更多會員到福建尋找商機，積極參與福建建設，
也歡迎福建企業家到馬來西亞投資。
越南中國商會福建企業聯合會會長龔書熊指出
，越南中國商會福建企業聯合會凝聚了廣大駐越福
建企業，攜手各界促進中越經貿和投資發展。未來
將繼續為中越之間的經貿合作發揮橋梁紐帶作用，
為福建企業與越南的經貿往來提供便利的服務。

嚴格落實隱私管理

白皮書強調，數字人民幣體
系收集的交易信息少於傳統電子
支付模式，除法律法規有明確規
定外，不提供給第三方或其他政
府部門。人民銀行內部對數字人
民幣相關信息設置“防火牆”，
通過專人管理、業務隔離、分級
授權、崗位制衡、內部審計等制
度安排，嚴格落實信息安全及隱
私保護管理，禁止任意查詢、使
用。
今後數字人民幣體系將進一步
降低公眾獲得金融服務的門檻，保
持對廣泛群體和各種場景的法定貨
幣供應。沒有銀行賬戶的社會公眾可通過數
字人民幣錢包享受基礎金融服務，短期來華
的境外居民可在不開立中國內地銀行賬戶情
況下開立數字人民幣錢包，滿足在華日常支
付需求。
另外，央行認為數字人民幣具備跨境使
用的技術條件，但當前主要用於滿足國內零
售支付需要。未來將積極響應二十國集團
（G20）等國際組織關於改善跨境支付的倡
議，研究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領域的適用性。
根據國內試點情況和國際社會需要，人民銀
行將在充分尊重雙方貨幣主權、依法合規
的前提下探索跨境支付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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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汽車旅館發生槍擊事件
3 人死亡 2 人受傷
【美南新聞泉深
美南新聞泉深】
】據休斯頓警方報道
據休斯頓警方報道，
，週日晚上
週日晚上，
，休斯頓一家汽車旅館發生槍擊事
件，至少有 3 人死亡
人死亡，
，包括槍擊事件的嫌疑人在內
包括槍擊事件的嫌疑人在內，
，另有兩人受傷
另有兩人受傷。
。
警方稱，
警方稱
，槍擊事件發生在星期日晚上 11 點左右的宮殿旅館
點左右的宮殿旅館（
（Palace Inn）。
Inn）。他們補充
他們補充
說，在槍擊事件中喪生的兩人是在警察到達現場之前已被嫌疑人開槍打死
在槍擊事件中喪生的兩人是在警察到達現場之前已被嫌疑人開槍打死。
。
休斯頓警察局長馬特·斯林卡德
斯林卡德（
（Matt Slinkard）
Slinkard）在周一早上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在周一早上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當
警察局在接到一名據信是槍手的人打來的電話後對汽車旅館做出了回應，
警察局在接到一名據信是槍手的人打來的電話後對汽車旅館做出了回應
，該槍手錶示他
有武器，
有武器
，可能會向包括警察在內的其他人開槍
可能會向包括警察在內的其他人開槍。
。
警方說，
警方說
，當警察到達時
當警察到達時，
，在二樓陽台上的嫌疑人甚至在警察出巡邏車之前就向他們
開槍。
開槍
。在交火過程中
在交火過程中，
，沒有警官受傷
沒有警官受傷，
，嫌疑人死亡
嫌疑人死亡。
。嫌疑人是一名 30 多歲的非洲裔美國
男性，
男性
，也不清楚嫌疑人是被警察開槍打死還是自殺身亡的
也不清楚嫌疑人是被警察開槍打死還是自殺身亡的。
。

第一響應人員後來發現了兩名死者，
第一響應人員後來發現了兩名死者
，一名西班牙裔男子和一名女子
一名西班牙裔男子和一名女子。
。他們被發現死
在陽台上。警方補充說
在陽台上。
警方補充說，
，嫌疑人在陽台上隨意開槍後
嫌疑人在陽台上隨意開槍後，
，另外兩人在停車場受傷
另外兩人在停車場受傷。
。
斯林卡德說：“
斯林卡德說
：“這是一個可怕而悲慘的場景
這是一個可怕而悲慘的場景。”
。”他補充說
他補充說，
，這兩名死者可能
這兩名死者可能“
“在最
初的電話打進來後大約兩到叁分鍾內”
初的電話打進來後大約兩到叁分鍾內
”被這名嫌疑人謀殺了
被這名嫌疑人謀殺了。
。
警方指出，
警方指出
，嫌疑人似乎並不認識這兩名受害者
嫌疑人似乎並不認識這兩名受害者，
，動機尚不清楚
動機尚不清楚。
。一隻手槍被找到
一隻手槍被找到，
，
但警方沒有詳細說明它是什麽型號的武器。
但警方沒有詳細說明它是什麽型號的武器
。
他說：“
他說
：“只是強調有時我們的警官在回應電話時是多麽危險
只是強調有時我們的警官在回應電話時是多麽危險。”“
。”“對於週日晚上失
對於週日晚上失
去生命的人來說非常悲慘—
去生命的人來說非常悲慘
——絕對是不必要的
—絕對是不必要的。”
。”
警方對槍擊事件的調查仍在進行中。
警方對槍擊事件的調查仍在進行中
。
（圖片來自網絡
圖片來自網絡，
，版權歸原作者
版權歸原作者）
）

(

警告”，聲稱受到香港國安法等法律約束，美企在香港做生意將
面對的風險增加云云。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 17 日分別發
香港瞭望

表聲明，對此表示強烈憤慨和嚴厲譴責，形容這是對中國政府和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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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會失敗。對美方的肆意妄為，中國人民必將給予迎頭痛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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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香江 幸甚至哉

色厲內荏 黔驢技窮

回應美國財政部所謂“制裁”

港澳辦： 中聯辦：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務院港澳辦網訊，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發言人 17 日發表談話，對美國政府宣布對我
中央駐港機構官員實施所謂“制裁”，並散布涉港營商
荒謬警示表示強烈憤慨和嚴厲譴責。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表示，美方對香港當前營商環境的評論純
屬一派胡言。香港國安法保香港安全、安定、安寧，有力推
動香港由亂轉治、重回正軌，也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
會環境。一年來，香港的新股集資額和銀行體系總存款額等重要
經濟指標均大幅增長，國際投資者普遍認為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穩固，營商環境更加優良。美方唱衰香港的
謊言早已不攻自破。
發言人表示，中國人民從來不信邪、也不怕邪。美方對中方
官員的所謂“制裁”，絲毫改變不了中國政府依法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定決心，絲毫動搖不了
中國政府官員堅定捍衛國家利益、忠誠履行職責的鋼鐵意志，反
而讓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進一步看清了美式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的醜陋嘴臉。
發言人最後強調，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不管是制定實施
香港國安法還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都是中國內政，美方沒有任何
資格橫加干涉。美方一再玩弄無用的“制裁”把戲，不僅充分顯露
出其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蠻橫霸道，戳穿其維護“民
主、人權、自由”的偽善面目，更暴露其色厲內荏、黔驢技窮的
“紙老虎”本質，令人不齒。我們對此予以蔑視，並堅信此舉只會
加快他們在香港的代理人──反中亂港分子的末日到來，只會搬起
石頭重重地砸在他們自己腳上！

●國務院港澳辦

資料圖片

律政司在聲明中表示，香港國安法
符合國際上維護國家安全的慣例，而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訂
明，可在有必要保障包括國家安全、公
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
等情況下，依法律規定對部分權利和自
由作出限制。“我們很驚訝有一些西方
國家對香港國安法展開無理的攻擊，故
意誤導國際社會。”
聲明特別提到香港國安法的域外效
力，表示條文符合國際法的“保護管
轄”原則。若身處境外的外國人對於一

美國政府無端抹黑香港營商環境，並對中聯辦官員實施所謂
“制裁”，指出美方這一舉動嚴重破壞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是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維護國家利益的公然挑釁，更是色
厲內荏的無聊政治表演，其霸權主義行徑注定徒勞無功。

中聯辦聲明指出，修例風波以來，面對香港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中
央堅持依法治港，果斷連續出手，推動“一國兩制”重回正軌，香港
不僅實現由亂及治的歷史轉折，而且正迎來穩定繁榮的光明前景，這一切
都將載入中國和人類的發展史冊。這裏倒是有必要指出，長期以來美國一
些政客在香港事務上扮演着極不光彩的角色，他們與反中亂港分子內外勾
連，肆意衝擊“一國兩制”紅線，妄圖發動港版“顏色革命”，他們才真
正是香港民主自由和高度自治的破壞者。此次美方炮製所謂“商業警
告”，是其在政治上失敗後，又企圖從經濟上干擾香港的發展，真實目的
昭然若揭，也讓世人看清了美國一些政客內心的孤立與無奈。
聲明表示，香港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代表機構，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
法履職盡責。我們將堅定地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堅定地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堅定地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全力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全力推動“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這是崇高的歷史責任，恪盡
職守，光榮正義，守護香江，幸甚至哉！美國對中聯辦官員的先後“制
裁”，除了更加激起我們對美國政客的蔑視、更加激發我們為國家利益而
戰的堅強意志外，毫無其他意義。
聲明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中國人民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
負、壓迫、奴役”，任何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遏制中國發展的企圖都注定
會失敗，對美方的肆意妄為，中國人民必將給予迎頭痛擊！

安全理事會實施。
其他所謂“制裁”屬於“單邊強制
措施”，不但與國際法和聯合國的框架
相違背，最重要的是違反了國際法規定
的不干涉原則。

單邊強制措施有礙和平穩定
律政司表明，單邊強制措施違反了
國際法下的不干涉原則，不是文明國家
的所為，有礙國際和平與穩定。面對國
際違法行為，各國有理由採取任何反制
或其他措施，以回應違反不干涉原則的
行徑。因此，中央政府採取反制措施是
合法的，亦為國際法所接受。
聲明最後強調，制定香港國安法是
合法行使國家主權及符合國際上維護國
家安全的做法，香港的司法制度和法治
維持堅穩，社會恢復秩序。香港的金融
市場在 2019 年後穩步上揚，已足以證
明香港國安法對香港穩定和繁榮的效益
和重要性。

資料圖片

外交部：我們將奉陪到底

國安法域外效力符國際慣例

個主權國家進行危害其安全或核心利益
的犯罪行為，該主權國家可透過具備域
外效力的法律行使刑事管轄權。
事實上，不少國家的國家安全法
律也具備域外效力，例如美國法典、
美國《盧根法》、新加坡《恐怖主義
（制止炸彈襲擊）法》、德國《刑法
典》等。毫無疑問，香港國安法的域
外效力是符合國際法的原則以及國際
慣例。
聲明強調，主權平等是國際關係
的基本慣例，也是國際法的基本原
則，《聯合國憲章》已清楚訂明有關
原則，而不干涉原則是主權平等的核
心概念，國際法院在 1986 年的判決裁
定不干涉原則是國際習慣法的一部
分。
聲明指出，在國家主權及不干涉原
則下，制裁只適用於極為有限的情況，
例如針對與恐怖主義或核武擴散相關的
問題，並應透過適當的平台─由聯合國

裁’ 廢紙一張 守護香江 幸甚至哉”為題的聲明，強烈譴責

●香港中聯辦

港律政司：“制裁”違反國際法不干涉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律政司 17 日發表聲明強調，香港國安
法符合國際上維護國家安全的慣例，並
指出“單邊強制措施”不但與國際法和
聯合國的框架相違背，更重要的是違反
了國際法規定的不干涉原則，並非文明
國家的所為。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中聯辦 17 日在網站發出以“美國‘制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美國政府發布所謂“香港商業
警告”，對7名中國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官員實施制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17 日在答記者問時表示，美方所謂
“制裁”充其量只是廢紙一張，通過制裁向中方施壓更
是癡心妄想。過去幾年，中方針對美方所謂極限施壓進
行了堅決鬥爭和有力反制。如果美方執意沿用這套伎
倆，我們將奉陪到底。
外交部發言人表示，美方炮製所謂“香港商業警
告”，無端抹黑香港營商環境，非法制裁多名中國中央
政府駐港機構官員，有關行徑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嚴重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予以強烈譴責。
發言人強調，中方始終堅持“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社
會秩序恢復，法治原則彰顯，發展重回正軌，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各項權利自由，外國在港投資者迎來更加安
全、穩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美方罔顧事實，無視商
界呼聲，企圖用所謂“商業警告”唱衰香港、恐嚇在港
外國投資者，再次暴露了美方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干涉
中國內政、阻撓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美方的卑劣圖謀
絕不會得逞。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發言人重申，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
中國內政。任何外部勢力企圖干涉香港事務，都將是蚍
蜉撼大樹自不量力。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
務、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將依法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捍衛
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綜合影視
星期二

2021年7月20日

B6

Tuesday, July 20, 2021

鄭愷：好演員其實很簡單，就是把戲演好
專訪那天，正巧也是電影《超越》上映的首日
。鄭愷在與工作人員結束了一天的路演活動後接受
了我們的獨家專訪。那天也正值杭州下暴雨，在淅
淅瀝瀝的雨聲中，我們開始了當天的對話。鄭愷坦
言，其實今天的心情非常緊張：“這一天我們劇組
的同仁們，基本大家手裏都拿著貓眼的專業版打開
看著那個跳動的數字——票房，做了這麽久的努力
，今天就像是交答卷的時候。”跟著鄭愷，讓我們
一起走近電影《超越》背後的故事。

勇敢踏出舒適圈，拒絕躺平
電影《超越》是由韓博文執導，
鄭愷、李昀銳、曹炳琨、張藍心、張
榕容領銜主演，李晨、金靖特別主演
的劇情片。該片將視角對準運動員的
職業生涯和轉型經歷，以真實的筆觸
勾勒人物群像。“百米飛人”郝超越
本是有著奧運夢短跑運動員，他小小
年紀就打破各種紀錄，師弟吳添翼更
是視他為偶像與精神支柱。可是隨著
年齡的不斷增長，郝超越發現自己各
項身體機能越來越跟不上，又在國外
遭遇車禍，最後選擇退役回老家創業
。但創業的路上並不是一帆風順，他
其實心裏還是不甘心、不認輸。最後
他被吳添翼等昔日好友打動，在綻放
的煙花下重新“奔跑”起來，並喊話
吳添翼“跑起來，別停下！”重新點
燃了生活的希望與夢想。
電影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橋段，
就是小師弟吳添翼剛進入體校時，對
心目中的偶像師兄郝超越狂“表白”
，不斷比心唱歌，引來觀眾一陣爆笑
。鄭愷笑言現實生活中也有令自己印
象深刻的男粉：“有很多小男孩兒幾
乎每次我們落地活動的時候都會出現
，也是那種小迷弟的類型，我覺得蠻
可愛的。”無論是電影中的郝超越和
現實生活中的鄭愷本人，其實都是粉
絲心中的偶像，作為一個能影響別人
的人物，鄭愷認為其實不需要刻意地
去做什麽樣子，因為別人喜歡你並以
你為榜樣，就是因為你身上的意誌和
品質感染到了他，或者他找到了想成
為的樣子。“所以其實我們需要做的
就是堅持自己的理想，然後保持初心
，在這條路上能夠繼續和我的粉絲們
一起成長，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這部電影是一個互相救贖的
故事。郝超越是吳添翼曾經的偶像，
引領著他往前跑的那個人。而吳添翼
則是最後拯救郝超越的關鍵人物，因
為郝超越不忍心看到小師弟從此毀掉
，即便年輕時期郝超越只是視吳添翼
為一個小跟班。“其實郝超越也在吳
添翼的身上看到了曾經的自己，他終
於直面了自己的人生，直面了自己的
錯誤和直面了自己的困境，然後希望
能夠沖破困境跑起來，於是才有了最
後電影高潮的那場戲，在河堤上奔跑
。”鄭愷解釋道。
其實電影最後的結局，幾乎就是
到了郝超越在河堤上重新奔跑起來就

結束了，並不像預想中的重回跑道參
加奧運會或者是當教練重新塑造八塊
腹肌，因為整個製作團隊想展示給觀
眾的是一種比較現實的觀點，而不是
最後觸底反彈一舉成名，鄭愷直言那
樣的結局“太假了”：“我們想了很
多版本，說郝超越最後應該幹什麽，
有可能他去跑馬拉松了，有可能他真
的成為體育老師了。但最終其實給了
一個很實在、很現實的結果，就是他
還是在他從商的那條道路上繼續努力
著，最終爭取到了一次跟李寧見面的
機會，沒有說他成功，也沒有說他失
敗，只是一次見面的機會。我覺得這
個非常妥當，沒有故意要去煽情，也
沒有故意要去拔高，其實到最後就是
致敬生活、致敬普通人、致敬平凡。
”
談及自己與郝超越的相似之處，
鄭愷坦言：“我相信我內心當中也會
有一個郝超越，曾經是對成功極其的
渴望，對贏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但
是慢慢地其實也隨著郝超越在成長，
我們塑造他，然後自己也會發生一些
改變，就會發現其實生活當中輸贏這
些東西需要去看淡一些，不要整天以
“贏”為終極目標去活著，這樣的話
會活得很累。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
當中，每天去享受生活給我們帶來的
驚喜和快樂，或者是自己一點一滴的
進步，這才是最終能夠支撐你活下去
的原因。”

人生，重在享受一路的風景
《超越》這部電影對於鄭愷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這一次，他
不僅僅是電影的領銜主演，更是電影
的出品人和監製。第一次當出品人和
監製的他，直言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
事情：“這整個過程的辛酸歷程，還
有包括像初創階段別人對你的看法和
質疑的眼光，這些我們都需要去承擔
。真是困難重重，有太多了都說不完
。”當然，除了種種難點之外，作為
深度參與的主創人員也是收獲滿滿。
可以把自己多年來對生活的理解與感
悟放進作品，可以駕馭自己的創作與
表達。鄭愷認為，自己嘗試做出品人
與監製，也是類似於電影中郝超越重
燃鬥誌的經歷。現在網上經常說“躺
平”等詞，很多人都想在自己的小圈
子裏呆著，不願意去做改變。而他認
為，一定要趁年輕多嘗試：“你年輕
的時候不做嘗試，等老了之後更不會

去做更多的嘗試和改變，所以一定要
膽子大一點。就像我這次嘗試去做電
影一樣，對我來說是人生的一大轉變
，因為要付出很多的精力、心血、金
錢等等，就像是踏出舒適圈的行為。
”
除了嘗試當出品人和監製，為了
更真實地呈現短跑冠軍的精神風貌，
鄭愷提前半年深入國家隊訓練基地，
開啟專業訓練。“亞洲百米飛人”蘇
炳添也現身拍攝現場，親自上陣示範
動作，為鄭愷提供專業指導。談及訓
練的過程，鄭愷稱確實要付出很多努
力，自己也是出現了肌肉拉傷等傷病
。“其實對我來說，就是高中的時候
接受過短跑訓練，但是畢竟也時過境
遷，所以幾乎是從零開始學習如何短
跑這件事。難點就在於我的年齡對於
短跑這項運動來說算是高齡了，所以
說如果要去達成很多動作、技術或者
體能上的指標，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反正挺難忘的，讓我重新體驗了一
把當運動員的感覺。”雖然訓練的過
程很艱難，但是鄭愷其實本身就很喜
歡“跑步”這項運動，認為這是與自
己“對話”的過程：“我覺得其實跑
步的時候是你在跟自己的生活與身體
對話的時候，可以去思考一些近期的
煩惱或者困擾你的問題，在跑步的過
程當中慢慢地可能都會迎刃而解，它
有一種不一樣的神奇魔力。”
整部電影製作、出演以及宣傳下
來，鄭愷認為自己最大的收獲就是得
到了很多人生觀與價值觀上層面上的
感悟，就像電影中說的，人生道路上
一定要“跑起來，別停下！”。這句
臺詞，郝超越其實不光是喊給自己的
師弟聽，要鼓勵他支持他，讓他繼續
跑起來，同時也是喊給他自己，證明
他這麽多年其實一直沒有勇氣去踏出
舒適圈去突破自己，邁出那一步。
“巔峰和輝煌只是一時的，但是理想
和信念要終將繼續。人生的路上其實
沒有終點，重在路上的風景和享受這
個過程，而不是去追逐輸和贏。不能
再多說了，你說多這就沒看頭了。”
鄭愷打趣道。

好的演員其實很簡單，就是把
戲演好就行了
看過《超越》這部電影或者對此
有了解觀眾的都能很清楚地記得，電
影中鄭愷的形象從青年時期八塊腹肌

完美身材變成了擁
有啤酒肚的“油膩
大叔”，能很明顯
地看出郝超越從意
氣風發轉變到落魄
不羈的過程。為了
讓角色形象更真實
、更接地氣，鄭愷
選擇不采用道具化
妝等形式，而是利
用兩個月的時間“吃胖自己”。在創
作團隊商討過後，大家認為吃胖比減
肥容易些，所以在拍完青年時期後，
劇組先是停工了，留出一個月的時間
給鄭愷去增肥。但是停工這段期間正
好又趕上了疫情，所以停工時間從 1 個
月延長到了將近 3 個月，大家每天只能
通過視頻“雲觀察”鄭愷的體重情況
，每天都在問他吃沒吃東西。有時鄭
愷回答說在遛狗，大家都說“這太掉
肉了，趕快去躺著！”這在家躺吃的
生活也是又難又有點令人羨慕！我問
鄭愷為了拍攝電影這樣付出是否值得
，他肯定的點頭道：“值得！但我也
許不會經常幹這種事情，但是我幹了
一回這樣的事情，可能在我的從影歷
程當中，我自己可以給我自己畫個勾
，這一項 get√！”隨後他又稱其實這
也不是演員必須要做的犧牲，也要看
電影類型和個人選擇，如果胖只是為
了喜劇效果，那或許可以用道具。但
《超越》這部電影是很接地氣的，所
以更需要真實的形象，不然或許就會
讓觀眾出戲。同時，鄭愷也認為這是
作為一個男演員的執念：“我覺得這
對男演員來說可能是一個執念，就是
早晚得嘗試一把這樣的突破、這樣的
角色，好像不這麽試驗一次，感覺自
己始終沒有達到過自己心目中的巔峰
。當然整個一圈過程下來之後，我才
會發現原來那個時候急速的增肥、減
肥，這些事情對身體會造成一些傷害
與負擔，但是這已經是後話了，我們
當時在充滿著熱情要去做這件事情的
時候是無可阻擋的。”
鄭愷在增肥 40 斤後的形象曝光後
，很多網友笑稱“小獵豹”變“油膩
大叔”，鄭愷笑言“大叔”這種稱呼
對他來說無所謂，因為這是每個人的
成長中都會經歷的階段，所以他也會
很坦然的接受。“我覺得對於現在如
果是 15 歲以下的同學來說，你可以叫
我大叔，畢竟我大了你 20 多歲。20 多
歲的同學你就別叫我大叔了，因為你
們也快成大叔了。”鄭愷開玩笑道，
“其實無所謂，這都是人生賦予我們
的新階段，大叔階段你也要去經歷。
不能說每個人永遠年輕，永遠長生不
老，這不現實。任何人你都不可能一
直贏，你總會老去，你總會衰退，但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怕輸。所以
我覺得也是對於我這個年齡段的人來
說，特別能夠支撐我們的一句話。”
談及增肥後的減肥歷程，鄭愷笑言就

是控製飲食，還有結合網上的一些減
肥方法，但最重要的還是健康：“我
覺得減肥增肥這個東西因人而異，生
活開心最重要，開心了不管胖瘦你都
是健康的，健康最重要！”
《超越》這部電影，也令我們
重新看到了實力派演員鄭愷的演技
。雖然近些年鄭愷會常出現在綜藝
上，令很多觀眾過多地關註他比較
生活的一面，但鄭愷認為參加綜藝
其實也是拉近他與觀眾距離的事情
。《奔跑吧 5》正在播出和錄製中，
作為整個“跑男”系列九季的老成
員，鄭愷認為節目的意義是他因為
這個節目獲得了很多的觀眾，而這
些觀眾讓他成為了他們心目中的那
個人。“我覺得曾經讓我很感動的
一點，就是看第一季跑男的小朋友
現在可能都是一個中學生了，當時
的中學生可能現在已經大學畢業進
入社會了，我們住在了很多孩子的
童年記憶裏。我不敢說我能一直跑
到多老或者怎麽樣，也許有一天跑
不動了，可能也就不跑了，但是這
個節目我希望它可以永久的長存下
去。”
而作為演員的鄭愷，則是對表演
這件事也有著自己的理解與感悟：
“好的演員其實很簡單，就是把戲演
好就行了。曾經有人問我，說你有沒
有遇到過一個角色讓你抓耳撓腮、坐
立不安，或者寢食不安、難以入眠？
我覺得沒有，因為我不知道是我沒有
遇到還是什麽原因，但是我覺得作為
一名專業的演員，你在入戲之後和出
戲之後的表現應該是最專業的，這門
手藝對你來說應該是駕輕就熟的，這
才是一個好演員。如果說我每創造一
個角色，我都覺得很痛苦，那我可能
在戲劇學院沒上好學。所以我是覺得
做演員不必要吹噓自己塑造角色有多
麽困難，而是你塑造角色都覺得很簡
單、很有方法，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好
演員的標準。”
我問他在演戲的道路上有沒有過
對“爆紅”有執念，他笑著反問道：
“對我來說，我還有爆紅的機會嗎？
因為好像對我來說這個詞不太適用。
因為這麽多年作品也好、綜藝也好，
其實跟觀眾的距離已經很近了，大家
可能對我更期待的是會有什麽新鮮的
作品出來，而討論的已經不是爆紅不
爆紅的問題了。”
最後談及未來的工作重心，鄭
愷坦言《超越》這部電影對他來說
是一次勇敢的嘗試。現在對於他來
說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候，如果觀眾
對這部戲的反應還不錯，也許他還
有再一次的機會再去創作一些新的
作品給大家看，這對他來說可能是
比較想走的方向。
這就是鄭愷，一個不斷打破舒適
圈，享受人生路上風景的實力派演員
。跑起來，別停下！

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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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青年愛國情懷 《覺醒年代》廣獲好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內地電視劇
《覺醒年代》自7月12日起在香港播出，已獲得
各界關注及好評，多名受訪者表示，希望更多市
民尤其是青年人收看該劇，以加深對中國共產黨
和國家的了解，培養愛國情懷，珍惜當下美好時
代，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民建聯副主席陳
勇表示：“事實上，過往不少港人，尤其是一眾
從港英政府過渡到香港回歸成長的一代人，縱使
祖國近在咫尺，卻也不願意去好好認識和了解。
如今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總算重回正軌，我們不
妨通過看看《覺醒年代》學歷史，以史為鑒，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作為在 1997 年前受教
育的人，我雖

然在中學時讀過‘五四’運動的歷史，但學校卻
淡化了陳獨秀和李大釗在這場運動中的角色，更
不知道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跟中國共產黨誕生
的關係。”元朗區議員沈豪傑說：“《覺醒年
代》讓我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史和中國共產黨的初
心，而劇中每一個主角都有精湛的演出，是一套
高質量的連續劇，我衷心推薦給香港的朋友觀
賞。”

內容真實客觀 節奏緊湊
香港聲之動力藝術協會首席會長閻偉寧認
為，《覺醒年代》這部接地氣的電視劇內容真實
客觀、劇情節奏緊湊、角色人物豐滿、畫面製作
精良。更為值得一提的是，該劇注重年輕化表
達，引發許多年輕觀眾的共鳴和喜愛。
“這是一部少有的真實反映中共成立歷史
的紀實作品，值得

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細細觀看，從了解那群熱血青
年追求真理、燃燒理想的澎湃歲月開始，加深對
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了解，培養愛國情懷，珍惜
這個美好時代。”閻偉寧說。
香港青年協進會主席張琪騰稱，看到《覺
醒年代》裏一群愛國青年為改變中國，用鮮血和
智慧為國家尋找新出路，遙想當年革命先賢們對
真理的追求、對民族的熱愛，甚至可以犧牲自己
的生命來換取中國的光明未來，備受教育。
張琪騰說：“100 年後的今天，國家富強、
百姓安居，作為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新時代青年，
我們更應該用自己的方式，以青春之我建設青春
之國家。正如劇集播出後，有人問‘《覺醒年
代》有續集嗎’，亦有人回答‘我們今日的美好
生活就是續集’。”
香港再出發共同發起人、香港菁英會秘書
長高松傑表示對這部電視劇聽聞已久，在內

● 《覺醒年代
覺醒年代》
》是一套高質量的連續劇
是一套高質量的連續劇。
。
地年輕人中反響很大，因此儘管工作繁忙也要抽
空觀看。他呼籲香港的朋友特別是年輕人也抽空
看看，從而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歷史，只有認
清歷史，才能更好奔赴未來。希望更多人向這群
真正的愛國青年學習，建設更美好
的香港。

投訴酒店房小難做運動

方力申 直擊赴東奧
香港文匯報訊 代表香港無綫出發到
東京採訪奧運的方力申親身直擊報道在
疫情下前往日本的艱辛行程，他 16 日中
午 12 時於香港機場集合，直到 17 日凌晨
1 時半才抵達東京酒店，由集合出發到下
榻酒店，足足要 13 個半小時，真是馬拉
松式出門體驗，其間沒什麼好吃，認真
疲憊，他還投訴酒店房太小，不能做運
動。
奧運距離開幕倒數只剩數天，周奕瑋
東京（Jarvis）及吳業坤（坤哥）日前已作先頭部

隊，前往東京準備採訪於 23 日舉行的東奧開幕活
動，而曾代表香港出戰奧運的方力申（小方）16
日亦已出發到東京，17 日凌晨時分仍在社交平台
詳細報告抵達日本的情況。
由於日本新冠疫情嚴峻，小方出發前已透露
帶備逾百個口罩及大量罐頭赴日。小方今次一行

陸詩韻常飲黑咖啡 關注缺鈣

● 陸詩韻表示有跟貼
潮流多做直播帶貨。
潮流多做直播帶貨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陸
詩韻 17 日出席她代言的中港醫療中心
發布會，她表示近年香港人希望加深
對醫療服務的知識，例如接種疫苗，
以她為例只透過新聞得知有關資訊，
但沒有人能親自向她講解，醫療中心
就可以提供這方面的知識。
有定期做身體檢查的陸詩韻，開
始要留意自身缺乏鈣質的問題，她
說：“可能我喝太多黑咖啡，鈣質不
足易令到膝頭變弱，現在有時膝頭關
節都會有響聲。”近年主力做護膚品
生意的她，表示有跟貼潮流多做直播
帶貨，至於幕前工作則有電影演出商
討中，她說：“可能市道仍未恢復，
如果有好的角色都會做，最主要是看
時間，要我拍兩個月就不太可能，因
為會影響到自己生意，十多天的時間
就最好，要我客串參與都好開心，如
果有主角做就當然最好。”

艱辛行程

20 人，於 16 日下午 3 時 20 分起飛，小
因為要分行李再排隊，再各自乘指定一
方自落機後，在日本機場由 16 日
人一架免費的士去入住的酒店，小方
晚 8 時半開始通過多個關卡，當
最後在 17 日凌晨 1 時 30 分才返抵
地工作人員安排他坐低，之後
酒店。
要準備“過去 14 日有冇去過
周奕瑋吳業坤歎壽司
疫症高危的地方”申報表、
護 照 及 東 奧 OCHA App，
小方還投訴酒店房間又小
之後還要提供深喉唾液樣
又熱：“間房小到打不開行李
本，而且還需呈交上香港醫
箱，怎麼做運動？這次回來一
院健康證明文件，連過多關之
定變肥仔！”之後他去便利店，
● 周奕瑋及吳業
後，再花了 2 個半小時才步出機
但限定只有 15 分鐘，雖然好餓，
坤享用日本地道
場。之後又要再花大半小時等待
但因為太晚決定不吃，只買了水。小
美食。
美食
。
旅遊巴，最終用上 3 小時 25 分鐘才成
方半夜 4 時才睡覺，早上 8 時 15 分起身集
功離開成田國際機場。
合。蔡卓妍留言：“辛苦！加油！”張繼聰也留
小方表示上了旅遊巴仍未可以即刻去酒店，
言為他打氣。

● 方力申終於上的士回
酒店。
酒店
。
● 方力申入境日本
方力申入境日本，
，難
關重重。
關重重
。

● 方力申在機場逗留了
很 久 ， 還 未 等 到 車 離 ● 方力申返到酒店依然
開。
苦不堪言。
苦不堪言
。
另一邊廂，周奕瑋及吳業坤應該沒小方這麼
淒慘，17 日周奕瑋才於社交平台上載兩人食日本
壽司的照片，這兩個“日本通”工作之餘不忘吃
好的。

李秉憲現身康城
為新片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第 74 屆康城電影節》於北京時
間 18 日凌晨閉幕，而由韓國三大男星李秉憲、宋康昊及任時完合
演的新作《非常宣言》於閉幕前在康城舉行首映禮。
李秉憲今年還會擔任閉幕禮頒獎嘉賓，他早於 2005 年及 2008
年兩度出席康城電影節，今次在新冠疫情籠罩下重遊舊地，表現
得相當雀躍。不過電影女主角全度妍及金素真就沒有在康城現
身。至於首映禮上，還吸引到意大利女星Asia Argento性感亮相。
《非常宣言》為韓國影史上首部空難片，宋康昊在劇中飾演
負責偵辦空難的刑警；李秉憲飾演雖然有飛行恐懼症，但為了女
兒仍搭機的乘客；全度妍則是因應緊急狀況的航空公司長官。電
影 於 康 城 首 映 後 贏 得 好 評 ， 康 城 電 影 節 藝 術 總 監 Thierry
Fré maux形容影片是“完美的類型電影”。

● 黃凱芹指戲曲中心十分
適合自己舉行演唱會。
適合自己舉行演唱會
。

● 左起
左起：
：任時完
任時完、
、李秉憲
李秉憲、
、導演韓在林及宋康
昊。

● 意 大 利 女 星 Asia
Argento性感登場
Argento
性感登場。
。

戲曲中心開秀 黃凱芹差點跌下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相隔 6 年再在港
開秀的黃凱芹，16 日晚於香港西九文化戲曲中心
舉行一連 3 晚演唱會，也成為首位於戲曲中心大劇
院舉辦流行音樂會的歌手。
疫情放緩下黃凱芹得以舉行音樂會，他感激
觀眾冒住生命危險來看他，亦早已接種疫苗保護
自己，他笑道：“我唱得起勁時便會噴口水，前
排觀眾戴了口罩應該沒事，我也接種了疫苗，萬
一怕的話，可以跟後排觀眾調位，因為價錢都一

樣。”唱到《雨中的戀人們》時，黃凱芹見到很
多觀眾舉高手機拍視頻，他走到台邊呼籲大家不
要再拍，轉為亮起手機燈為他打氣，其間他站得
太近台邊差點跌下台，幸好及時察覺沒有發生意
外。
成為首位在戲曲中心舉行流行音樂演唱會的
歌手，黃凱芹表示不是這原因才挑選場地，只是
他看了場地的資料覺得很適合，而且香港很少有
這種歌劇院模式的場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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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首家 「樂廚家居旗艦店 」
上周六在糖城百佳超市內隆重開幕
（本報記者秦鴻鈞 ）疫情肆虐，造成大家近
二年來生活型態的改變，愈來愈多的人這段期間
宅在家工作，經常下廚（總不能天天吃外賣），
也開始關注身處的環境和健康問題。休士頓首家
樂廚家居旗艦店（LeKITCHEN )於上周六（7 月
17 日）上午 11 時在糖城百佳超市內隆重開幕。開
幕當天，嘉賓雲集，包括：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
心董事長、德州地產總經理彭梅女士，中國人活
動中心執行長、安穩保險董事長楊德清先生，
Decor Floor 銷售總監何佳先生，維也納廚櫃董事
長孫自平先生，雅坤地板區域銷售總監 Jacob 等人
。
開業典禮由劉金璐主持，出席嘉賓各自發表
祝詞：祝賀 「樂厨家居」 風調雨順，生意興隆，
開張大吉。突破 「網購」 不方便，不一定合適的
缺失，祝賀大家能親自登門體驗、見識，享受樂
廚家居旗艦店所提供的各種高質量的設施，和一
流的銷售及售後服務 ！
「樂廚家居旗艦店」 董事長武渠林先生致詞
表示：感謝大家一起來見證此歷史時刻！樂廚家
居是 「樂廚家電」 在德州第一家旗艦店。他是加
州品牌、生產廠家，是一家集研發、設計、生產
、銷售、服務為一體的專業全屋定制家居的企業
。 「樂廚家居旗艦店」 主要為您提供安靜、高質
量的抽油煙機系列、爐台系列、蒸烤箱系列，以
及廚房櫥櫃、廚面、地板、整體衣櫃、玻璃移門

、餐邊櫃、衛浴櫃、廚房電器等多種產品。另外
，旗艦店擁有 100 多種不同面板搭配，1000 多款特
色五金配件及智能設備。使家具除了家具本身，
還兼具實用與美觀雙重的藝術品呈現家中。並由
經驗豐富的師傅為您作安裝服務。
武董表示：樂廚家居第一次以實際行動回饋
大家：凡在 7 月 16 日至 8 月 16 日（開幕首月）前
來採購的客人，有抽取抽油煙機及蒸烤箱的免單
大獎的機會；凡購買油煙機者，贈送蜂窩紋不沾
鍋（價值$169 ）；凡購買蒸烤箱者，送紫外線消
毒刀架（價值$109 ）；或購買油煙機或爐台者，
送超長質保服務（包括五年免費人工，10 年免費
更換零件，電機終身服務）。並且，凡入店了解
產品者，或每一位入店並掃碼樂廚微信群者贈送
禮品一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一場疫情，使太多的人從戶外廣闊的活動空
間，重新回歸平常生活的家庭。而只有長時間相
處，才發現家中平常忽略的缺失，如抽油煙機的
作用不完整，長期影響我們的心肺功能甚至健康
。而位於糖城百佳超市內收銀台對面的 「樂廚家
居旗艦店」 更是您出入百佳超市，一眼可見，不
會錯過的名店。讓 「樂廚家居」 陪我們度過每天
共處的每一寸空間，大家共享 「樂廚家居」 之樂
！
「 樂 廚 家 居 旗 艦 店 」 地 址 ： 3412 Hwy 6，
Suite M， Sugar Land，TX77478， 電話：（832

）328-3157

圖為休士頓首家 「樂㕑家居旗艦店
樂㕑家居旗艦店」
」 於上周六上午舉行正式開幕剪綵儀式
於上周六上午舉行正式開幕剪綵儀式。
。由武渠林董事
長（中 ）與嘉賓 「中國人活動中心
中國人活動中心」
」 董事長彭梅女士
董事長彭梅女士（
（右三 ）執行長楊德清先生
執行長楊德清先生（
（左三
）及 「華人 IT 協會
協會」
」 會長江岳
會長江岳（
（左一 ）等人共同主持剪綵儀式
等人共同主持剪綵儀式。（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美南人語
美南人語)) 美國國慶的一週 楊楚楓
身為香港人，
身為香港人
，移居到美國
移居到美國，
，遇上今年的 7 月，真是百感交集
真是百感交集。
。
因為在這個敏惑的月份中，首先碰上的是指引中國人民由弱轉強的
因為在這個敏惑的月份中，
中國共產黨百年大慶。
中國共產黨百年大慶
。其次是香港回歸中國 24 年。更大的喜悅
更大的喜悅，
，是
美國 245 歲生日
歲生日。
。無論你對上述 3 個節日的的看法與想法有所不同
，此時此刻身為美籍華人
此時此刻身為美籍華人，
，首先要關注的
首先要關注的，
，當然是美國國慶
當然是美國國慶。
。
慶祝國家生日，
慶祝國家生日
，美國各界舉辦多項慶祝活動
美國各界舉辦多項慶祝活動，
，包括施放煙火與樂儀
隊遊行等，
隊遊行等
，氣氛熱烈
氣氛熱烈。
。總統拜登在白宮舉行傳統慶祝活動
總統拜登在白宮舉行傳統慶祝活動，
，期待美
國從新冠肺炎疫情中復甦。
國從新冠肺炎疫情中復甦
。去年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去年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幾乎所有的慶
祝活動，
祝活動
，均紛紛喊卡
均紛紛喊卡。
。
當天白宮的集會中，
當天白宮的集會中
，有過千人出席
有過千人出席，
，包括政府要員與軍眷
包括政府要員與軍眷，
，舉
辦慶祝活動的防疫措施不敢鬆懈，
辦慶祝活動的防疫措施不敢鬆懈
，沒有接種疫苗的與會者
沒有接種疫苗的與會者，
，必須戴
上口罩。
上口罩
。
拜登在會議上反思在疫情中失去的生命，
拜登在會議上反思在疫情中失去的生命
，並敦促美國人民接種
新冠肺炎疫苗。
新冠肺炎疫苗
。拜登先前曾設下希望 70
70%
%成年人口在今年國慶日前
接種至少 1 劑疫苗的目標
劑疫苗的目標，
， 不過因為部份人士拒絕接種
不過因為部份人士拒絕接種，
， 使得接種
速度減緩，而未能達成拜登所願。不過根據美國疾病防治中心
（CDC
CDC）
） 截至 7/4 早上 6 時數據
時數據，
， 全美已分發超過 3 億 8306 萬劑疫

苗 ， 其中逾 3 億 3060 萬劑已施打
萬劑已施打。
。 總人口中
總人口中，
， 54
54..9% 已接種至少 1
劑 、 47
47..4% 已完全接種
已完全接種；
； 成年人口中
成年人口中，
， 67
67..1% 已接種至少 1 劑 、
58..2%已完全接種
58
已完全接種。
。
7 月 4 日是美國獨立紀念日
日是美國獨立紀念日，
， 也昭示夏季旅遊正式展開
也昭示夏季旅遊正式展開。
。 隨著
施打疫苗的民眾增多，
施打疫苗的民眾增多
， 感染人數下降
感染人數下降，
， 美國民眾也逐漸擺脫過去 1
年多的隔離生活，
年多的隔離生活
， 許多人利用 3 天連假外出旅遊
天連假外出旅遊、
、 探親
探親。
。 外出度假
的民眾大幅增加。
的民眾大幅增加
。根據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統計
根據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統計，
，從 1 號到 3 號期間
，全美有超過 625 萬人次搭機往返各地
萬人次搭機往返各地。
。美國各地無論是國際機場
抑或是國內機場，
抑或是國內機場
，均出現大批旅客
均出現大批旅客，
，眾人排隊通關檢查的景象
眾人排隊通關檢查的景象。
。
美國運輸安全局（
美國運輸安全局
（TSA
TSA）
）發言人法布斯坦
發言人法布斯坦（
（Lisa Farbstein）
Farbstein）在
推特上表示，
推特上表示
，2 日當天全美機場安檢總數為 219 萬 6411 人，是疫情
爆發以來最高紀錄，
爆發以來最高紀錄
，也高於疫情爆發前的 2019 年同一天的安檢人數
。根據法布斯坦一連 3 天的推特計算
天的推特計算，
，全美共有 625 萬 8518 人次搭
機往返各地，
機往返各地
，這不僅讓各大機場湧現人潮
這不僅讓各大機場湧現人潮，
，也因為人手不足
也因為人手不足，
，許多
機場都面臨大排長龍，
機場都面臨大排長龍
，以及飛機延遲
以及飛機延遲，
，甚至取消的問題
甚至取消的問題。
。
回頭再看一下陸地。
回頭再看一下陸地
。美國汽車協會
美國汽車協會（
（AAA
AAA）
）宣布
宣布：
：從 1 到 5 日，
全美將有 4770 萬人移動
萬人移動，
，包括搭機
包括搭機、
、搭乘火車或巴士
搭乘火車或巴士，
，或是自行駕

車出遊 ， 比去年增加 40
車出遊，
40%
% ， 也是有紀
錄以來美國國慶第 2 高的旅行人數
高的旅行人數。
。
如同以往 一樣
一樣，
，施放煙火是慶祝
美國獨立紀念日的亮點，
美國獨立紀念日的亮點
， 而華府國家
廣場（
廣場
（National Mall）
Mall） 與紐約市東河
（East River）
River）上空的煙火施放最有看
頭。
此外，每年國慶在紐約科尼島
（Coney Island）
Island） 舉行的納森吃熱狗
大 賽 （Nathan
Nathan’
’ s Hot Dog Eating
Contest），
Contest
），今年因遵守社交距離規範
今年因遵守社交距離規範，
，規模大為限縮
規模大為限縮。
。
在國民歡樂之餘，
在國民歡樂之餘
，美國國土安全部居安思危
美國國土安全部居安思危，
，也有向國民發出
警告，
警告
， 「今年美國國慶並非安全無虞
今年美國國慶並非安全無虞，
，防疫管制鬆綁與國慶假期期
間，警方務必留意
警方務必留意，
，境內極端組織暴力加劇所構成的威脅
境內極端組織暴力加劇所構成的威脅。
。」
美國汽車協會（
美國汽車協會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表示
表示，
，預
料今年國慶假期的公路運輸將創高峰，
料今年國慶假期的公路運輸將創高峰
，估計將有 4360 萬民眾開車上
路，比 2019 年創下的紀錄還要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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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波疫情將至
衛生官員的 錯誤醫療信息危及人命
錯誤醫療信息危及人命！
！
（本報記者黃梅子）新光肺炎從
2020 年庚子年來時席卷全球，全球經
濟停擺，2020 年的東京奧運會推遲一
年，不料 2021 年依然只能在沒有觀眾
的情況下舉行。2021 年幾個國家都推
出了疫苗，但依然擋不住印度變異毒
株的瘋狂傳播，以前防守嚴密的東亞
地區，臺灣和越南也出現了大規模的
疫情。
臺灣的新冠肺炎疫情，於 2021 年
5 月下旬開始大爆發，截至 7 月 16 日為
止，短短兩個月，本土確診病例累計
破一萬四千案例、死亡病例累計超過
七百六十例。因疫情而衍生的種種光
怪陸離現象，直可媲美描述清末官場
腐敗現象的 「官場現形記」 。
疫苗的接種，是治療新冠疫情的
根本方法，臺灣政府宣稱購買的疫苗
是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聽得見
卻看不見，但民間需要疫苗恐急，望
眼欲穿，此時地方政府、慈善團體及
鴻海等公司，紛紛表達意願，願意捐
贈疫苗，但政府絲毫不以為意，六月
中旬，每天死亡案例超過二十案例，
此時對疫苗殷殷需求的迫切性，幾達
到官逼民反地步。六月十八日淩晨，
鴻海董事長郭臺銘公開喊話總統蔡英
文，必須親自獲得蔡的授權，鴻海才
能更進一步往下走，十八日中午，行
政院宣布要授權郭臺銘和臺積電採購
各五百萬劑輝瑞疫苗，十八日下午，
蔡英文接見臺積電董事長和鴻海郭臺

銘後，民進黨政府幾乎才定調民間採
購疫苗捐贈政府的新模式。七月十二
日，臺積電、鴻海聯合發布聲明，已
完成 BNT 疫苗採購相關合約簽署，整
個採購疫苗方算定案。
綜觀鴻海捐贈過程，從五月二十
八日宣稱有意出資購買到七月十二日
定案，中間過程，可謂一波三折；六
月三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
官陳時中宣稱， 「我敢講現在買不到
疫苗」 ，六月九日，行政院長蘇貞昌
回應疫苗跳票，將疫苗比喻為雞腿，
「這就像訂冷凍雞腿，廠商跟你說何
時到貨，結果沒生產出來，要罵訂貨
的人嗎？」 只能說，政府無能，推沒
貨，不讓別人買，怕自己買不到的謊
言被拆穿；後又因政府認為疫苗包裝
盒上的 「復必泰」 標籤，有辱臺灣國
格，百般刁難，非要去掉標籤不可，
進而拖延到貨期間，對照七月三日，
花蓮婦女為搶打殘劑而跌倒趴地的畫
面， 「要活命就要疫苗，臺灣打疫苗
打得這麼可憐。」 政府意識形態的作
怪，已到達匪夷所思的地步；可惡的
是，民進黨的立委，打了進口疫苗，
於六月十八日在立法院以 62 票反對添
購疫苗，你不覺得蔡政府太殘忍嗎？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政府不以
天下蒼生為已念，冷漠的忽視人民生
命的流失，也難怪總統可為美國總統
的老狗發出弔信，卻不願悼念逝世的
同胞。

民間捐贈疫苗，原為濟政府購買
疫苗之窮，但當鴻海宣稱購得疫苗之
後，政府官員個個表功，好像斯人不
出，就購買不到疫苗，真是本末倒置
，顛倒是非；過去的一年，政府編了
巨額的紓困預算，卻不見購買的疫苗
，而於採購程序卡關的官員，在鴻海

買到後還要表功， 「看過不要臉，但
沒看過這樣不要臉」 ，正足以描述這
種現象。
請看《美南時事通》美南新聞總
編輯蓋軍和僑領陳柯博士談論新一波
疫情將至 ，衛生官員的 錯誤醫療信息
危及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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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