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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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淑李 淑 惠惠
專業老人健康保險顧問專業老人健康保險顧問

樂於助人樂於助人﹐﹐服務親切周到服務親切周到﹐﹐口碑超讚口碑超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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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電話:: 281281--758758--91529152
地址地址:: 96009600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111111,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大休斯敦地区为河南水灾募捐倡议书

尊敬的大休斯敦地区的各位侨胞，大家好！
近日来，河南省郑州市及各地普降暴雨，几百年不遇的特

大暴雨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巨大生命及财产损失，已经有50余人

丧失生命。为表示一份我们对祖国同胞的爱心，中国人活动中
心，美南河南同乡会，美南报业电视传媒集团共同发起，帮忙
组织赈灾募捐活动，有意为灾区献份爱心的同胞，请按下面的
方式捐款。

中国人活动中心，美南河南同乡会是非盈利机构，您的捐

款可以抵税，捐赠活动结束后我们会为您开出免税证明及公布
捐款名单及捐款用途。

请在备注处注明支付人全名以便财务核对及张榜公布。

一. 中国人活动中心捐款付款方式：
Chinese Civic Center donation options:

1. Zelle pay(quick pay) ：please send payment to：
ccc.houston95@gmail.com

2. Paypal 支付（扫描二维码）

3. 支票付款请寄：
Chinese Civic Center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Memo备注处请注明支付人全名，支付项目。

二.  美南河南同乡会捐款方式：
Henan Fellowship Asssciation of Southern USA donation 

options:

1. Zelle pay(quick pay) henanfosusa@yahoo.com 请注明捐赠单
位
2. 赞助支票请写：Henan Fellowship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USA
请寄：6901 Corporate Dr. 218, Houston,TX 77036

捐款截至日期2021年7月31日

非常感谢！

中国人活动中心 美南河南同乡会 美南报业电视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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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社區

買二手車時，要先檢查車的
狀況。首先確認各種附屬設備，
如電動雨刮器、收音機、反光鏡
、溫度表、加熱器、除霜器、燈
具、轉向信號、空調裝置等的工
作情況。

然後進行下列項目檢查：(1)
車身油漆。觀察車身油漆有無撞
落後重新噴上，查看排氣管、鑲
條和窗子四周是否有多餘的噴漆
，如有，證明該車有過翻新，此
可作新舊程度的一項參考；(2)車
身損壞程度。觀察車身各接縫。
如出現不直，縫隙大小不在。線
條變曲，各裝飾條有脫落，證明
該車出現過事故，進行過整修或

車廂大修；(3)車身鏽蝕程度。主
要檢查防護板、窗子、水槽、底
板、各接縫處有無鏽蝕，如鏽蝕
嚴重，證明汽車較舊；(4)減振器
和懸掛系統的情況。用力壓下小
轎車一角，放鬆後汽車應能彈回
，並能自由跳動盪1~3次。如不能
自由跳動或出現響聲，證明減振
器或懸掛系統彈簧工作不良；(5)
前傳輸線定位情況。用千斤頂把
前車輪頂起，用手左右、上下擺
動前輪，如出現間隙，表面軸承
、球頭有磨損。觀察前輪磨損是
否均勻和兩邊是否有裂紋，如偏
磨嚴重，證明前輪定位不準，車
子行駛的裏程較多；(6)轉向情況

。把汽車存放在平地。車輪迴正
，轉動方向盤、檢查自由行程是
否過大，看轉向拉桿及球頭是否
權曠等。

對舊汽車的外觀認真檢查後
，可啟動試車，汽車應滿足下列
條件：(1)起動性應良好； (2)
發動機低、中、高速無異常響聲
；(3)排氣管排出的應是無色氣體
，如果冒藍煙，證明機油參加燃
燒，發動機已無法正常使用；(4)
起步應平穩，離合器無打滑和振
動現象；(5)變速靈活，如跳檔、
換檔困難或有響聲，證明同步器
磨損嚴重；(6)傳動軸和驅動橋應
無振動和噪音；(7)方向盤操縱靈

活，不跑偏，高速無擺動；(8)製
動可靠；(9)約 15公裏左右試車，
水溫及變速器、驅動橋的油溫正
常；(10)帶自動變速器的汽車，應
進行製動試驗，如發動機轉速過
高，證明離合器已磨損，自動變
速器使用壽命不會太長。

通過以上檢查車輛基本正常
，價格又合適的話，您就可以考
慮購買啦！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2626-- 舊汽車的檢查項目舊汽車的檢查項目

汽車廢氣淨化( Catalytic Converter)
指的是將汽車廢氣中的有害成分轉化成
無害的物質。汽車排出的廢氣中對大氣
造成汙染的主要是一氧化碳、碳氫化合
物和氮氧化物三種氣體。催化淨化器一
般都安裝在汽車底盤上，與內燃機的排
氣系統連結在一起。從內燃機排出的廢
氣通過淨化器的催化劑床，便轉化為二
氧化碳、氮和水。汽車廢氣淨化的效率
計算需要靠氧氣傳感器的幫助經過計算
機的計算獲得。如果汽車廢氣淨化( Cat-

alytic Converter) 的效率不達標， 汽車的
發動機故障燈（check） 就會一直亮，故
障代碼是P0420 或者P0430。

催化式排氣淨化器有氧化型、雙床
型、三元型等多種型式，其中最常用的
是三元型催化式淨化器。當汽車廢氣通
過淨化器的通道時，一氧化碳和碳氫化
合物就會在催化劑鉑與鈀的作用下，與
空氣中的氧發生反應產生無害的水和二
氧化碳，而氮氧化合物則在催化劑銠的
作用下被還原為無害的氧和氮。

所謂三元型催化式淨化器是指汽車
廢氣只要通過淨化器本身，就可同時將
廢氣中的三種主要有害物質轉化為無害
物質的一種高效率淨化器。三元型催化
式排氣淨化器的淨化效率十分高，可以
淨化90%以上的有害物質，是現代轎車
上一種標準裝置。當然，三元型催化式
排氣淨化器也不是全能的，它只能適用
於無鉛汽油做燃料的汽車，如果使用含
鉛汽油，廢氣中的鉛就會復蓋催化劑，
使淨化器停止工作而不起任何作用，所

以現在的車用汽油一般都是無鉛汽油。
如果您汽車的 check Engine 燈亮了

，很有可能是廢氣淨化器除了問題，需
要趕快到修車廠檢查，及時更換廢氣淨
化器。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2727-- 汽車廢氣凈化汽車廢氣凈化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3333-- 空調使用誤區空調使用誤區
誤區1—— 空調性能不良時才清洗空調。
空調濾清器要定期更換，否則會產生霉味，

因此最好每年的春季過後更換一次。另外，冷凝
器也要定時清洗，而且要將水箱拆下來，清洗才
能徹底。

誤區2 ——空調出風口方向隨意調。
有的車主在使用空調時，不注意調整空調吹

風的方向，這不利於發揮空調的最佳效果。正確
的做法應該是，開冷氣時將出風口向上，開暖氣
時將出風口向下。

誤區3 ——整個冬天都不開空調
一些地區的冬季比較暖和，有的車主整個冬

天都不使用空調。長時間不用空調會導致其橡膠

圈老化，空調內部各部件上的潤滑油也會變乾，
定期啟動空調能讓各部件接受潤滑油的潤滑，維
持良好狀態，因此在冬季空調也最好每週啟動一
次。

誤區4—— 長時間開著空調
有的車主常常在上車後就一直開著空調，長

時間使用空調會使冷凝器壓力過大，這會對製冷
系統壓縮機造成損耗，如果車內溫度已經達到舒
適的溫度，就可以把空調關掉，隔一會兒再開。

誤區5 ——夏季進車立即開內循環
在炎熱的夏天，很多車主習慣一進車內就打

開空調的內循環，認為這樣可以讓車廂內溫度下
降得快一點。因為車內的溫度比車外溫度高，所

以這樣反而效果不好。剛進入車內的時候，應該
先開窗通風，並開啟外循環，把熱氣都排出去。
等車廂內溫度下降之後，再換成內循環。

誤區6——長時間開內循環
應該開一會兒內循環，再開一會兒外循環，

讓新鮮空氣進入車廂。不能開著內循環在車內睡
覺，也是這個道理。

誤區7—— 先熄火再關空調
有的車主常常在熄火之後才想起關閉空調，

這對發動機是有害的，因為這樣在車輛下次啟動
時，發動機會帶著空調的負荷啟動，這樣的高負
荷會損傷發動機。因此每次停車後應先關閉空調
再熄火，而且也應該在車輛啟動兩三分鐘後才打

開空調。
誤區8—— 從不使用大風量
有的車主因為不喜歡空調開到高擋時發出的

噪音，因此很少或從不將空調開到大風量。空調
使用時會吸進很多灰塵，定期開大風能將空調風
道內表面的浮塵吹出來，這是保持空調清潔的一
種簡單的方法。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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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一美國股市各上週一美國股市各
大指數均有不小程度的回調大指數均有不小程度的回調，，道指下跌道指下跌700700
點點，，標普標普500500包括週一的五天內下跌了包括週一的五天內下跌了33%%
，，引發了最新一輪的關於股市危機的頭條引發了最新一輪的關於股市危機的頭條
新聞新聞。。不過星期二開始的股市上漲使得危不過星期二開始的股市上漲使得危

機論快速消失機論快速消失。。週一的跌幅被隨後幾天的週一的跌幅被隨後幾天的
增長迅速抹去增長迅速抹去，，股市在上週五再次觸及歷股市在上週五再次觸及歷
史高位史高位。。得益於強勁的經濟增長得益於強勁的經濟增長、、積極的積極的
投資者情緒投資者情緒、、美聯儲強流動性美聯儲強流動性，，週一的下週一的下
跌並不符合市場系統性回調的條件跌並不符合市場系統性回調的條件，，而是而是
由於最近新冠病例的增多和由於最近新冠病例的增多和OPECOPEC成員國成員國
決定增產而導致的暫時性回撤決定增產而導致的暫時性回撤。。截止上週截止上週

五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3506235062點點（（週週
漲幅漲幅11..11%%，，年漲幅年漲幅1414..66%%），），標普標普500500
指數收盤指數收盤44124412點點（（週漲幅週漲幅22%%，，年漲幅年漲幅
1717..55%%），），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1483714837點點（（週週
漲幅漲幅22..88%%，，年漲幅年漲幅1515..11%%）。）。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雖然週一的大幅度回調是暫時的雖然週一的大幅度回調是暫時的，，但但

近期與疫情相關的不確定性上升近期與疫情相關的不確定性上升、、對經對經
濟和企業盈利增長預期的高門檻濟和企業盈利增長預期的高門檻、、以及以及
對美聯儲刺激經濟措施將會轉變的預期對美聯儲刺激經濟措施將會轉變的預期
，，增加了股市出現明顯回調的可能性增加了股市出現明顯回調的可能性。。
上週上週，，DeltaDelta變種的擴散成為焦點變種的擴散成為焦點，，但分但分
析師認為析師認為，，通脹水平及其對美聯儲政策通脹水平及其對美聯儲政策
的影響將在今年餘下時間成為焦點的影響將在今年餘下時間成為焦點。。近近
期市場沒有大規模調整在很大程度上歸期市場沒有大規模調整在很大程度上歸
因於美聯儲過去因於美聯儲過去1313 個月實施的非常規刺個月實施的非常規刺
激措施帶來的安全感激措施帶來的安全感。。由於美聯儲可能由於美聯儲可能
很快就會開始討論縮減債券購買規模的很快就會開始討論縮減債券購買規模的
計劃計劃，，由此帶來的股市下跌可能性會增由此帶來的股市下跌可能性會增
加加。。不過當美聯儲在持續加息的情況下不過當美聯儲在持續加息的情況下

從寬鬆到緊縮政策時從寬鬆到緊縮政策時，，真正的打擊才會到真正的打擊才會到
來來，，目前看第一次加息會在目前看第一次加息會在 20232023 年之前到年之前到
來來，，但並不會馬上實施但並不會馬上實施。。

對經濟已過頂峰的擔憂加劇也可能導對經濟已過頂峰的擔憂加劇也可能導
致市場焦慮致市場焦慮。。預計經濟擴張還將在未來一預計經濟擴張還將在未來一
段時間內持續段時間內持續，，但但20212021年的預期年的預期 GDPGDP增增
長近長近77%%可能是此輪擴張中最強勁的一年可能是此輪擴張中最強勁的一年。。

隨著經濟的成熟隨著經濟的成熟，，增長步伐將放緩增長步伐將放緩。。回顧回顧
過去的三次經濟擴張過去的三次經濟擴張，，增長高峰年的股市增長高峰年的股市
平均回報率為平均回報率為 1111%%。。第二年市場平均上漲第二年市場平均上漲
55%%，，一路上平均出現一路上平均出現 33 次次 55%% 的回調的回調。。

市場下跌往往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出市場下跌往往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出
現現，，但下跌是系統性的還是暫時性的取決但下跌是系統性的還是暫時性的取決
於它的基本面於它的基本面。。在我們看來在我們看來，，目前這個市目前這個市
場的基本面仍然健康場的基本面仍然健康。。首先首先，，美聯儲政策美聯儲政策
仍然寬鬆仍然寬鬆，，儘管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開始儘管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開始
縮減其債券購買刺激措施縮減其債券購買刺激措施，，但美聯儲的政但美聯儲的政
策將在較長時期內保持歷史性的積極態度策將在較長時期內保持歷史性的積極態度
。。其次其次，，經濟仍有望以高於平均水平的速經濟仍有望以高於平均水平的速
度增長度增長，，GDPGDP 增長雖然已經從八十年來的增長雖然已經從八十年來的
最佳水平放緩最佳水平放緩，，但明年仍應以高於趨勢的但明年仍應以高於趨勢的
速度增長速度增長。。再次再次，，企業利潤在上升企業利潤在上升，，盈利盈利
增長是長期市場表現的強大驅動力增長是長期市場表現的強大驅動力，，而新而新
一輪財報也支撐了這一觀點一輪財報也支撐了這一觀點。。分析師認為分析師認為
，，對今年和明年兩位數盈利增長的預期應對今年和明年兩位數盈利增長的預期應
該會為市場提供支持該會為市場提供支持。。

認識到潛在的市場波動因素有助於讓認識到潛在的市場波動因素有助於讓
投資者設定切合實際的預期投資者設定切合實際的預期。。雖然回調的雖然回調的
可能性已經上升可能性已經上升，，但對市場有利的基本面但對市場有利的基本面
意味著回調或修正是暫時的意味著回調或修正是暫時的。。展望未來展望未來，，
投資者可以把回調視為加倉買入機會投資者可以把回調視為加倉買入機會。。資資
產配置方面產配置方面，，週期性投資週期性投資（（價值型價值型、、小盤小盤
股股））將更加受益於經濟復甦的新樂觀情緒將更加受益於經濟復甦的新樂觀情緒
。。

根據2017年國際糖尿病聯合會IDF發布的《糖尿病地圖》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糖尿
病患者已達1.14億，居於全球首位。預防和治療糖尿病已經成為我國當前重大的公共衛
生問題。糖尿病與不健康的飲食生活習慣有很大的關係，比如長期攝入高脂肪、高糖分
的食物，運動量不足等。除此之外，有研究表明，精神壓力也可能誘發2型糖尿病，並
使血糖控制更加困難。

為探究精神壓力與糖尿病這一關聯背後的機制，以及超重對精神壓力誘發糖尿病的
影響，美國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利用了232名非糖尿病患者的腦成像數據，通過18氟
代脫氧葡萄糖(18F-FDG)正電子發射斷層/計算機斷層掃描(PET/CT)成像技術，對大腦中
杏仁核區域的新陳代謝活動進行了分析。另外，研究人員也利用該技術對參與者的內臟
脂肪（VAT）進行了測量。這種主要存在於人體腹腔內的脂肪也是2型糖尿病的誘因之
一。

美國麻省總醫院的研究團隊以杏仁核活動強度作為評估壓力大小的指標，並以體重
指數（BMI）、內臟脂肪基準和內臟脂肪變化幅度作為評估是否超重的三種指標，將所
有研究對象分為了低體重、低壓力；低體重、高壓力；高體重、低壓力和高體重、高壓
力四個對照組，進行了三次分析。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精神壓力和糖尿病確有關聯。在所有對照組中，參與者無論是
否超重，杏仁核活動強度越低，罹患2型糖尿病的風險就越低；反之，杏仁核活動強度
越高，患病風險就越高。杏仁核活動頻繁者無論是否超重，罹患2型糖尿病的風險都可
能會增加五倍。此外，無論參與者體重上升或下降，杏仁核活動強度增加都會提高糖尿

病患病風險，而精神壓力大又超重的人群患病風險相對較高。
簡而言之，杏仁核活動和超重之間存在協同作用，兩者會共同增加2型糖尿病的患

病風險。研究人員甚至觀察到杏仁核活動與炎症和代謝障礙等糖尿病患病風險因素有關
聯。

因此，美國麻省總醫院建議在對高危人群進行糖尿病風險評估時，將壓力納入考量
。如此一來，一旦發現壓力導致的糖尿病高危患病人群時，醫生就可以採取積極措施，
比如壓力管理和正念減壓療法等，幫助阻止病情進一步發展，管理並降低2型糖尿病的
患病風險。

關於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

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
接受者，我們的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幾乎每
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
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
。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療法診治複雜
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
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
醫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2019年
，麻省總醫院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為全美第二。

美國麻省總醫院研究發現糖尿病與壓力有關美國麻省總醫院研究發現糖尿病與壓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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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政策頻出
金融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

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

圍繞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深化

金融改革開放，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

源，使中國始終是吸引外資的熱土。專

家認為，當前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呈現

有序穩步推進的發展態勢，隨著《中共

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

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

的意見》等重磅政策出臺，更多全球金

融要素資源將集聚，金融改革開放將向

縱深推進。在這一過程中，應統籌金融

開放與金融安全，使監管能力與開放水

平相適應。

金融開放取得積極進展
近年來，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有序

推進，取得積極進展。銀保監會數據顯

示，截至2020年末，外資銀行在華共設

立了41家外資法人銀行、116家外國銀

行分行和144家代表處，營業性機構總

數946家，外資銀行總資產3.78萬億元

。境外保險機構在華共設立了66家外資

保險機構、117家代表處和17家保險專

業中介機構，外資保險公司總資產1.71

萬億元。

同時，外資在金融領域細分賽道頻

頻落子。例如，上田八木貨幣經紀（中

國）有限公司日前在北京開業，該公司

由日本上田八木短資株式會社獨資設立

，是國內首家外商獨資貨幣經紀公司，

也是全國第六家、北京第二家貨幣經紀

公司。

貝萊德日前已取得中國證監會核發

的公募基金業務許可證，正式成為首家

獲準在中國獨資開展公募基金業務的外

商資產管理公司；此外，貝萊德建信理

財已於近期開業，成為第二家合資理財

公司。

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董希渺認為

，隨著金融對外開放步入深水區，外

資控股、外商獨資的金融機構批設進

入常態化階段。金融對外開放的廣度

和深度都在提升。在廣度上，過去金

融開放更聚焦於銀行業保險業，現在

包括貨幣經紀公司在內的各個金融細

分領域都在持續開放；在深度上，出

現了外商獨資的公募基金公司和外資

控股的理財公司。

頂層設計謀劃開放新藍圖
為實施更高水平金融開放創新，

今 年 以 來 重 磅 政 策 頻 出 。 日 前 ，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浦東新

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

代化建設引領區的意見》發布，這

意味著浦東新區將進一步發揮在匯

集全球金融要素資源方面的重要作

用。

“全球配置人民幣資產需求的逐步

增加，將衍生出對人民幣資產的風險管

理、法治環境、人才供給等一系列訴

求。”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

表示，在此過程中，上海將成為人民

幣資產的配置中心、風險管理中心、金

融科技中心、優質營商環境示範中心和

金融人才中心，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競

爭力會更進一步凸顯。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會

計學教授、中國金融研究院副院長李峰

表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應以增強

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服務構建新發展格

局為導向。

前者要求加大金融開放力度，實現

資源全球配置；後者強調完善金融市場

體系，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目前，上

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需提升金融市場、

機構和業務的國際化程度，並進一步完

善金融市場體系。《意見》中關於金融

業的若幹措施有助於彌補上海國際金融

中心建設的短板。

統籌金融開放與金融安全
專家認為，在擴大金融開放過程

中，將不可避免地產生一些風險和

挑戰，需要統籌金融開放與金融安

全。

今年，監管部門進一步優化監管規

則，完善金融機構母子公司跨境往來

規則。4月末，銀保監會決定豁免外資

法人銀行對母行集團大額風險暴露的

監管比例要求，這將有助於外資銀行

發揮在特色業務領域與境外母行的跨

境聯動優勢，在雙向開放中更好發揮

橋梁作用。

銀保監會表示，今年將繼續推進銀

行業保險業高水平對外開放，全面實施

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

理製度，進一步優化監管規則，增強開

放監管能力，積極支持在華外資銀行保

險機構穩步發展。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

會副主任徐洪才認為，應發揮國務院金

融穩定與發展委員會的作用，授權中央

銀行牽頭，會同相關監管部門和其他經

濟主管部門，製定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

相關法律法規和指引，引導金融機構行

為。把防控系統性風險的監測評估、預

警機製放在突出位置。針對系統重要性

金融機構順周期行為特點，提供有針對

性指引。

供需缺口或持續支撐國際油價
綜合報導 國際油價在前一個交易日大跌超6%

之後，20日出現明顯上漲。分析指出，雖然主要產

油國提高產量的決定令市場擔憂，但預計隨著全球

需求的回升，供需缺口仍將存在，國際油價料將持

續獲得支撐。

截至20日收盤，紐約商品交易所8月交貨的輕

質原油期貨價格上漲1美元，收於每桶67.42美元，

漲幅為1.51%；9月交貨的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

格上漲 0.73 美元，收於每桶 69.35 美元，漲幅為

1.06%。

受主要產油國調整產量和市場擔憂疫情形勢等

因素影響，紐約油價和倫敦布倫特油價19日分別

大幅下跌7.51%和6.75%，分別是去年9月8日和今

年3月18日以來的單日最大跌幅。

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與非歐佩克產油國

18日表示，將原定於2022年4月到期的現行減產協

議延長至2022年年底，並從今年8月開始每月將日

均總產量上調40萬桶。此外，會議還決定從2022

年5月開始上調阿聯酋、沙特、俄羅斯、科威特和

伊拉克等國的產量基線，合計上調幅度為日均

163.2萬桶。這在當前疫情形勢下引發市場擔憂。

不過，分析人士認為，主要產油國達成的逐漸

增產協議短期內不會造成市場供應明顯增加，反而

有利於穩定市場預期，油價後市面臨的最大變數仍

是全球疫情動向，市場或對此更加敏感。

加拿大皇家銀行全球大宗商品戰略負責人赫利

馬· 克羅夫特認為，市場可以消化每月增加的40萬

桶日均原油供應量。德國商業銀行分析師歐根· 魏

因貝格表示，此次歐佩克與非歐佩克產油國達成協

議，解決了內部分歧，有利於恢復投資者信心和預

期，對油價而言是利好。

還有觀點指出，從供需方面來看，雖然市場對

新冠變異病毒德爾塔毒株蔓延的擔憂在加劇，但全

球石油需求仍處於較快復蘇進程中，短期內石油供

應仍然存在缺口，這預計將持續支撐油價。

歐佩克表示，隨著新冠疫苗接種加速推進，全

球大部分地區經濟仍在持續復蘇，石油需求有明顯增

長跡象，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石油庫存下降。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預計，2021年下半年石油需

求將強勁反彈，預計全年能源需求將增加4.6%。盡

管產油國供應逐步增加，但今年下半年全球石油市

場仍可能出現日均150萬桶的短缺。

受疫情沖擊的影響，國際油價在去年4月曾跌

至負值，歐佩克與非歐佩克產油國也於當月達成減

產協議，日均減產970萬桶。自去年5月減產協議

開始實施以來，國際油價開始逐步回升。今年4

月，主要產油國決定，從5月開始逐步增加石油產

量，目前減產幅度約為日均580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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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力建區內綠色金融樞紐
大灣區系列財經沙龍在港舉行 探討減碳新時代綠色金融發展財

庫
局：

陳浩濂表示，綠色金融的發展將成
為推動和引導資金流向低碳經濟

的關鍵，而香港是國家的國際金融中
心，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金融中
心，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資金自
由流動、資訊自由流通、普通法制度、
與海外主要市場接軌的監管制度，以及
簡單和低稅等優勢。他在會上呼籲各界
與政府一起努力，“發揮香港亞洲領先
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發展綠色金融，以
綠色金融服務國家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
面綠色轉型，實現碳中和目標”。

王磊：探索綠色金融產品創新
華泰金融控股（香港）首席執行官王

磊提到，在全球攜手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的新
時代，國家“十四五”規劃以專門的篇幅對
綠色發展作出了具體的戰略規劃和部署，金
融在其中承擔着重要作用。他指出，在港中
資券商作為境內外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
在綠色金融發展方面應當做好積極的推廣
者、堅定的實踐者以及創新的服務者。他提
出落實到具體行動的三個着力點分別是，推
廣綠色金融概念、堅定推動自身的綠色發展
實踐，引導和推動金融資源向綠色專案傾
斜，以及積極探索綠色金融產品創新。

韓紀文：港擁優勢促綠色發展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執行總經理

韓紀文亦認為，香港具有高度開放和國
際化市場、法治體制、資訊和資金自由

流通等強項，特別是擁有“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有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重
要保障，有香港國安法的有力護佑，有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帶來的重大機遇，
完全可以通過支持國家和大灣區內綠色
項目投融資及標準認證，創新並豐富香
港綠色金融產品，快速有序推動香港綠
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發展。

專家獻策引領資金投綠色活動
同場的金發局政策研究總監及主管

董一岳，科大環境研究所首席發展顧
問、前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香港綠色
金融協會綠色債券及產品創新工作組聯
合主席、國際資本市場協會亞太區資深
總監張順榮擔任主講嘉賓，他們通過自
身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共同探討香
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城市，
應如何藉助金融樞紐優勢，引領市場資
金支持公私營機構投資到綠色和低排放
活動，努力實現2050年之前達至碳中和
的目標。

是次沙龍活動採取線上線下同步模
式，分別於多個不同平台同步直播，其
間有逾5,000名線上觀眾參加了活動，現
場互動氣氛熱烈。而出席活動的主禮嘉
賓包括，中聯辦經濟部部長孫湘一，國
家科技部駐香港辦事處總代表—京港人
才交流中心董事總經理劉志明，中大商
學院副院長趙善銘等。

董一岳：港監管健全讓投資者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香港

金發局政策研究總監及主管董一岳24
日出席“粵港澳大灣區系列財經沙
龍”時表示，香港有非常健全的市
場，加上監管機構的監管非常健全，讓
投資者十分有信心，而香港在2019年全
球綠債上市地點排名11位，雖然因應疫情

等關係，去年香港發債情況不及2019年，但他相信未來
“只要恢復通關，肯定會繼續提升”。

陸恭蕙：要熟讀國家環保政策
董一岳24日在演講時表示，去年有約510億美元資金

淨流入可持續基金，比2018年升了差不多10倍，他認為主
要因為市場本來就有很多投資者正不停尋找一些可持續投
資，而疫情下更加速市場人士將資金放進可持續的投資中。
他亦提到，各地都有嚴重的天災下，香港更有責任在金融上
幫助各地推動綠色發展。

香港科技大學環境研究所首席發展顧問、前環境局副局

長陸恭蕙則指出，中國有很多城市想做到
“海綿城市”，幫助地區應對氣候變
化，但資金不足，她相信香港可以和
內地城市討論合作，怎樣可以提供資
金去幫助發展。她呼籲香港金融人士要
熟讀內地的環保政策，認為香港人要越
明白國家政策才能幫助發展，而香港亦可
以先跟大灣區討論，怎樣幫助綠色金融發展。

張順榮：將資本輻射整個內地
國際資本市場協會亞太區資深總監張

順榮表示，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城市，
除了需要思考怎樣配合實現碳中和、大
灣區等目標外，更要思考怎樣將資本
輻射整個內地，以發揮重要作用。他
又指， 香港業界比較成熟、有國際經
驗、又聯通內地，可以讓資金能夠充分
幫助企業促進可持續發展。

●●董一岳董一岳 ●●陸恭蕙陸恭蕙

●●張順榮張順榮

●由華泰國際金融控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的“粵港澳大灣區系列財經沙龍”第三期：“減碳新時代的綠色金融
發展”24日在港舉行。中聯辦經濟部部長孫湘一、財庫局副局長陳浩濂、華泰金融控股（香港）首席執行官王磊、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執行總經理韓紀文等嘉賓出席。

在國家致力推動全面綠色轉型目標下，由華泰國際金融控股、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的“粵港澳大灣區系列財經沙龍”第三

期：“減碳新時代的綠色金融發展”24日順利在港舉行。活動旨在

推動香港成為國際綠色金融中心及成為理想的綠色金融樞紐，香港

財庫局副局長陳浩濂致辭時強調，特區政府十分有決心推動香港成

為區內綠色金融樞紐，並提供必要的基建和動力，以吸引更多機構

用香港的資本市場及金融和專業服務作綠色投融資活動和認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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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世间美好的事物，很多都是一旦错

过，便无从再觅，可有的却能仅凭雪泥

鸿爪，留下一丝线索，数十年、数百年

后，或可再次相遇，比如大花石蝴蝶和

竹生羊奶子。

大花石蝴蝶和竹生羊奶子均属“极

危”的植物，极富研究价值和经济价值

。

百年前，外国植物学家曾在我国云

南采集到大花石蝴蝶和竹生羊奶子的标

本，做过一些简单记录，此后这两种植

物就静静消隐在山河之间。物换星移几

度秋，等到有心人去寻觅其踪迹时，生

境的改变、人类的干扰，原本就稀罕的

，变得更加稀罕。

日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表示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以

下简称“种质资源库”）的采集员团队

，“费尽移山心力”，从这两种植物模

式标本采集地——云南蒙自的一处天坑

周围重新觅到了它们的芳踪，并着手实

施保护措施。

天坑是喀斯特地区石灰岩地层经过

地下河不断冲刷岩层并最终地表塌陷形

成的一种规模较大的陷坑状负地貌形态

。其四周岩壁陡峭，独特的地质地貌形

成了有别于周围区域的小气候和适合生

物生存的独特生境。

以前，人们一直把天坑作为喀斯特漏

斗的特例来看，2001年，我国学者正式提

议将这种喀斯特地貌命名为“天坑”。

天坑深可达数十到数百米，具有巨

大的容积，人类往往难以抵达，避免了

人为干扰。天坑底部往往与地下河相连

接，或曾有迁移的地下河道。

“国内外对天坑植物群落的研究，

以及近年天坑中众多新记录和新种的发

现都表明，天坑内部形成的相对独立的

生态系统，为一些动植物的生长发育提

供了避难所。就植物而言，它们更容易

分化形成有别于周边区域的生物类群，

具有植物种类丰富、植被类型特殊、区

系成分异常等特点，因此对生物多样性

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种质资

源库种子采集团队负责人张挺博士说。

为了对这一特殊生境下物种的种质

资源进行有效保存，2021年初，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种质资源库在高山

科学促进中心的支持下，联合红河州林

业和草原局对蒙自市周边的多个天坑进

行了初步调查，并于2021年6月17日在

无人机侦测和专业攀岩团队的协助下，

通过绳降的方式，对红河州蒙自市一处

直径超过100米、深度约60-100米的大型

天坑开展了种质资源的调查和采集工作

。

“这是种质资源库运行14年来，社

会力量首次参与种质资源的抢救性收集

工作。”张挺博士说，而且此次天坑调

查，种质资源采集成果颇丰。

大花石蝴蝶植株纤小而花朵硕大，

清丽可人，是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

生于海拔1200-2100米的石灰岩石壁或石

缝中，因其纤小植株具硕大花朵而得名

。

1895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廉姆· B· 亨

斯利根据威廉姆· 汉考克采自云南蒙自地

区的标本，描述为石蝴蝶属的一个新物

种，模式标本现存于英国皇家植物园邱

园标本馆，此后再无发现。有媒体报道

，我国云南文山、广西桂林、广东深圳

等地有发现和种植大花石蝴蝶，但经过

审慎鉴定，并非该种。

根据国际植物保护联盟（IUCN）标

准评估，大花石蝴蝶的濒危等级为“极

危”（CR），当时发现的个体数量不超

过300株，其中一个分布在公路边的居群

受人为活动的影响较大，生存受到了极

大威胁。

《中国植物志》所载大花石蝴蝶的

形态特征为：“多年生小草本。叶多数

，均基生，外部叶长达14．5厘米，具长

柄，内部叶小，具短柄或近无柄；叶片

干时纸质……花序4一10条，每花序有

1—3花；花序梗长2.5—5厘米；苞片2，

小，线形。产地分布：产云南蒙自。生

于山地石灰岩上，海拔约2100米。”

长期以来，大花石蝴蝶的庐山真面

目一直难以确定。国家标本平台仅能查

到两份大花石蝴蝶的标本，其中一份为

陈焕镛先生从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

馆交换而得，标本并不完整，仅有几个

叶片和脱落的花；而另外一份标本实为

石蝴蝶属其他种类。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韩孟奇，专门从事石蝴蝶属的研究。

2020年，他在云南蒙自附近找到了一个

大花石蝴蝶的居群。

“因为我们是做种质资源保护的，

韩孟奇博士把这个分布点的情况告诉了

我们。为了收集大花石蝴蝶的种子，我

们团队往返四次去观察它的花期、果期

。”张挺说，大花石蝴蝶在野外分布区

很小，结实率非常低，这可能也是它濒

危一个原因。

在汉考克发表这一物种124年后，种

质资源库采集团队终于在模式标本发现

地幸运地采集到第一批大花石蝴蝶种子

。

在这处天坑的崖壁上，张挺和队友

们能发现“百年相遇”的大花石蝴蝶的

一个新居群，这件事并不容易。“大花

石蝴蝶野生居群的环境很特殊，它不光

是在崖壁上，还是那种深凹进去的岩石

缝里，相当于维持了另外一个更小的微

环境；它对湿度要求比较高，温度和湿

度要稳定。”张挺说，他们从崖壁下去

时，是从多个角度一点点去找，把天坑

搜索了一整遍，最后才发现这个居群。

在不影响野外居群的情况下，他们带了

少部分活体，然后进行繁育。有了活体

以及去年采到的种子，大花石蝴蝶有望

告别灭绝或濒危的境遇。

张挺介绍，在苦苣苔科石蝴蝶属中，

大花石蝴蝶的花最大，花色艳丽，国外用

它选育出很多新品种，具有极高的开发价

值。目前市面上又比较流行微小盆栽花，

一些专业从事花卉新品种研发的机构已在

着手开发利用这一珍稀资源。

幸运的是，在天坑周边地区，张挺

和他的队友们还获得了另一种“百年相

遇”植物竹生羊奶子的成熟种子。

竹生羊奶子的模式标本由奥地利植

物学家韩马迪于1915年3月8日在云南蒙

自到蛮耗途中采集到，现存于奥地利维

也纳大学标本馆，在此之后再无该物种

的标本记录，至今已“消失”106年。再

次发现的竹生羊奶子个体数量不足20株

，且大部分植株生长在村庄周围，受人

为影响极大，其在IUCN的濒危等级也是

“极危”（CR）。

“在全球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生物

多样性快速丧失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

也面临压力。作为种子采集员，我们可

以说在与时间赛跑。”张挺说。竹生羊

奶子是胡颓子科胡颓子属植物。它之所

以进入张挺的目标名单，是因为研究的

空白和记录的贫乏。

《中国植物志》的记录，也仅来自

韩马迪的简单描述：产于云南东南部；

生于海拔1800米。模式标本采自云南蒙

自。

“但实际上国内并没有它的模式标

本、甚至没有一张线描图。查阅各种记

载、专著也好，大家都没有查到过，有

可能觉得它都消失掉了。”张挺说，但

他仍不死心，一遍遍查阅资料，但在偌

大的区域锁定一个物种，无异于大海捞

针。

张挺甚至查询过韩马迪的科考日记

，但日记里并没有提到这个物种，他又

分析韩马迪行走的大致轨迹和时间节点

，寻访当地老百姓，查找曾经古道的遗

迹。“运气还算比较好，最终还是在花

期找到了‘她’。”张挺说，但这次去

，看到农田边最先发现的两棵已经被砍

掉了。

竹生羊奶子种子量比较小，分布非

常狭窄，采集到一份至少2500粒标准采

集量，张挺他们还需要在未来两年间，

往返多次。

经初步清理，此次采集队按单株对

竹生羊奶子的种子进行的采集共收集到5

份约5000粒成熟种子，该批种子已根据

种质资源库的保存规范正在开展清理、

检测和入库工作。

“竹生羊奶子果实大，维生素C含

量非常高，有极高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

值，人工开发后，可作为果蔬饮料食用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种子

采集员吉亚东博士说。

在这个天坑内，采集队还采集到报

春花属、秋海棠属、石蝴蝶属和球兰属

等多种珍稀物种的种质资源。“相信不

久后，我们还会有新成果发表，给大家

带来更多惊喜。”张挺说。

比大熊猫还珍稀的极危植物
消失百年后从天坑“归来”

李長庚李長庚，，湖南省平江縣人湖南省平江縣人，，畢畢
業於原湖南省工藝美術職工大學業於原湖南省工藝美術職工大學。。
政協平江縣第十屆常委政協平江縣第十屆常委、、國家一級國家一級
美術師美術師、、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中中
央國家機關美術家協會會員央國家機關美術家協會會員、、李可李可
染畫院特聘畫家染畫院特聘畫家、、中國徐悲鴻畫院中國徐悲鴻畫院
特聘畫家特聘畫家、、南昌理工學院美術學院南昌理工學院美術學院
特聘教授特聘教授、《、《平江美術報平江美術報》》總編總編、、
平江畫院院長平江畫院院長、、懷甫美術館館長懷甫美術館館長、、
湖南省美術家協會會員湖南省美術家協會會員、、湖南省嶽湖南省嶽
陽市美術家協會理事陽市美術家協會理事、、湖南省平江湖南省平江
縣美術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縣美術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中央民族大學書畫院特聘畫家中央民族大學書畫院特聘畫家、、
文旅部書畫研究院特聘畫家文旅部書畫研究院特聘畫家、《、《中中
國書畫報國書畫報》》特聘畫家特聘畫家，，中國教育電中國教育電
視台視台《《水墨丹青水墨丹青》《》《名家講堂名家講堂》》欄欄
目簽約藝術家目簽約藝術家，“，“寫生中國寫生中國””中國中國
油畫寫生俱樂部會員油畫寫生俱樂部會員。。

中國畫作品被中國畫作品被::中央電視台中央電視台《《書書
畫頻道畫頻道》，》，中國教育電視台中國教育電視台，，中央中央
電視台電視台《《發現之旅發現之旅》，》，李可染畫院李可染畫院
，，少林寺少林寺，，澳門蓮花衛視澳門蓮花衛視，，湖南衛湖南衛
視視，，美國高樂藝術館美國高樂藝術館，，中國徐悲鴻畫院中國徐悲鴻畫院，，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人民大會堂等政府機關及文博人民大會堂等政府機關及文博
機構收藏並專題報道機構收藏並專題報道。。

李長庚簡介李長庚簡介

當代藝術家李長庚作品欣賞當代藝術家李長庚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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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不負責任的家長或會毀掉孩子的一生。日

前，警方以涉嫌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罪拘捕

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的5名骨幹。不過，有曾帶同子女參與該工

會舉行的“讀書會”的“黃家長”，日前在接受網媒訪問時，

竟聲稱涉事的繪本《羊村守衛者》、《羊村十二勇士》及《羊村清道夫》的故事“描

述非常中性”云云，反映黑暴未絕，與“黃家長”有極大關係。

事實上，由修例風波開始，就有“黃家長”帶同子女參與違法活動，甚至替

他們穿上全身“裝備”上黑暴前線作人盾。近日，有“黃家長”帶子女向刺

警兇徒“獻花”，向他們灌輸仇恨心理等。這些行為究竟對下一代有什麼

樣的影響，香港文匯報邀請多名教育專家進行分析，他們認為錯誤

的種子一旦埋下會禍害子女一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在修例風波
期間，有“黃家長”將
孩子當作“人肉連儂
牆”。

資料圖片

●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早
前舉行所謂的“親子導讀
班”現場，有“黃家長”竟
將煽暴繪本作“教材”，教
壞小孩。 網上圖片

●“黃家長”劣行
△教育專家分析

●●有被洗腦的兒有被洗腦的兒
童在修例風波期童在修例風波期
間間，，穿戴裝備上穿戴裝備上
““前線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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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村守衛者》、《羊村十二勇士》及
《羊村清道夫》等繪本所描述的全是一些歪理，
包括美化違法行為、美化修例風波中的暴徒惡
行、美化12逃犯及合理化醫護罷工等，含有煽
動仇恨、宣傳暴力之意圖，但有“黃家長”就和
子女參與言語治療師總工會舉辦的“讀書會”，
將涉事繪本當作“教材”，向子女抹黑警方的執
法行動，更聲稱要教導子女在面對“挑戰”或
“難題”時應該採取的“正面”態度，企圖透過
兒童漫畫，將自己子女沒法理解的政治議題，以
簡單、美觀的圖像傳播給他們，誘使他們憎恨政
府，憎恨司法制度，以及不遵守法例。

在修例風波期間，亦有不負責任的“黃家
長”帶同年幼的子女一起參與非法集會和遊行，
甚至在他們身上懸掛政治標語，將孩子當作“人
肉連儂牆”，更有父母向幼子灌輸仇視香港警察
的偏激言論，令子女出現憎恨警方、不想再看到
警察的極端情況。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荃灣及葵青
區幼稚園校長會主席林翠玲表示，兒童在3歲至
4歲時，是形成道德觀念的重要時期，如果在這
時候向他們輸入顛倒黑白的觀念，很容易令他們
的思想變得扭曲，長大後有可能成為處事極端的
人，甚至形成反社會、具犯罪傾向的性格。

她強調無論出於什麼原因，家長不應因個人
情緒而將仇恨灌輸給子女，否則會影響他們的心
理健康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巨大而不可估
量的。

美化暴力

●今年7月1日晚，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外發
生了針對警員的“孤狼式”恐襲案，兇徒梁健輝
持刀刺傷一名當值警員後畏罪自殺身亡。事件本
來屬於恐怖襲擊，但有“黃家長”竟稱該名兇徒
為“烈士”、“勇者”，甚至帶同自己的子女到
案發現場獻花，向兇徒“致敬”，公然向兒童美
化暴力，甚至讓他們把企圖殺警的暴徒視為“英
雄”。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兒童在
成長階段對家長的信任度十分高，如果家長向子

女美化暴力，向他們灌輸使用暴力傷害他人，甚
至是殺害他人就會得到別人的尊敬和欣賞，這會
令兒童培養錯誤的價值觀，將來有可能仿效相關
行為。

他直言，社會上有很多反面教材，家長應該
小心教導子女什麼能學，什麼不能學，強調一旦
兒童的意識被扭曲，其性格亦會隨之變得極端，
或會成為一個冷血、對暴力麻木的人，長遠而言
有機會影響他們將來的家庭生活，亦會危害到社
會的安全。

煽動欺凌
●在修例風波期間，不少攬炒派、黑暴分

子故意抹黑香港警方，甚至針對他們及其子女
進行連串的起底行動，旨在尋找他們的住址、
聯絡方式等來作出騷擾。有“黃家長”甚至向
孩子灌輸偏激的“仇警”態度，煽動孩子去欺
凌、杯葛一些父母為警員，或者是意見不同的
同學。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荃灣及葵青
區幼稚園校長會主席林翠玲指出，欺凌不僅對被
欺凌者帶來傷害，而且會為實施欺凌他人的兒童
造成負面影響。

她強調，人與人之間應該保持和平、友好相
處，大家要互相尊重。如果兒童習慣了以言語攻
擊、行為暴力來欺凌他人而獲得滿足感、快樂，
未來很容易出現難以與人合作、缺少朋友、過分
主觀等問題，甚至認為“誰大誰惡誰正確”，為
他們將來的生活帶來負面影響。

灌輸仇中意識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對香

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等基本概念，是每個市民必須
認識的基本常識，而這樣的正確認識亦能幫助他
們更好地找到自己的位置，更好地融入社會發
展。不過，有“黃家長”就扭曲基本事實，刻意
“去中國化”。日前，有“黃家長”接受傳媒訪
問時宣稱，企圖分化內地和香港的《羊村守衛
者》是教孩子“學會了要勇敢‘守住’自己珍愛
的地方”。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年幼的
兒童通常不了解社會的情況、政策，亦沒有足夠
能力分析複雜的政治議題，只能依靠家長為他們
講解。如果家長扭曲事實，刻意向兒童灌輸錯誤
的資訊，就會令他們產生錯誤的想法，導致將來
的處事能力降低，甚至不能以客觀的標準分析事
物，有機會嚴重影響他們的學習和工作能力。

張民炳指出，所有人都應該對自己的國家有
所認識，並培育國民身份認同，只有這樣才能夠
好好發展自己的未來，又強調如果一個人失去身
份認同，就容易受他人擺布和教唆，從小教導孩
子認識國家是每個家長的責任。

●●有有““黃家長黃家長””帶同子女帶同子女
向刺警兇徒向刺警兇徒““獻花獻花”，”，美美
化暴力化暴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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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家長應以身作則
梁先生： 我認為一個合格的家

長，應該以身作則，引導子女積極、
正面的態度，絕不能教導他們以暴力
解決問題，或者是仇恨他人，因為這
樣會導致兒童的心智發展不健康，誤
以為暴力、犯法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方
法，最終導致他們在成長路上走歪，
引發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黃先生： 所有父母天職是要好好
照顧他們的孩子，同時教導他們認識
基本的事實，包括認識香港和國家的
關係、培育國民身份認同感等。不
過，有些家長在今時今日向兒童說歪
理，不承認香港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有可能影響兒童對於國家的認
識，影響這些孩子未來的個人發展。

劉太太： 家長在子女成長過程中
扮演重要角色。他們應該教導子女守
法、護法，並引導孩子樹立正確的人
生觀、價值觀，讓孩子健康成長。現
今社會出現有家長向孩子灌輸仇恨，
或以欺凌他人、排斥他人的方式去得
到滿足，這會影響孩子成長，容易令
他們培養出錯誤的價值觀。一個負責
任的家長應該樹立好榜樣，做好言
教、身教。

張女士： 兒童除了在學校學習
外，家長對他們的教育亦十分重要。
我認為家長有責任教導子女認識一些
基本的事實，例如要讓他們知道自己
的國籍、知道自己生於何地，知道國
家的情況，讓他們自小擁有相關概
念，意識到自己身為中國人的身份。
特別是現時學校相關教科書缺失和社
會風氣問題下，家長更應對孩子做好
國民身份認同的培育，避免他們產生
錯誤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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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金雞電影創投大會發布首款預告片，正

式公布2021年度新一屆金牌製片人評審團陣容。同時

項目公開征集截止8月10日，報名進入倒計時階段。

金牌製片人評審團
資源匯聚，搭建特別的“局”

金雞電影創投大會經過兩年的培育與打造，首創

“製片人評審團”致力於構建“專業評選體系”，通

過公平權威的評審流程和全方位的孵化方案，為電影

新人新作搭建起一座通往電影夢想的廣闊舞臺。

2021年，第三屆金雞電影創投大會將繼續探索創

新手段，堅持專業、權威、嚴謹、規範的規格品格，

攜手行業頭部資源，加大“創”的質量，加強“投”

的力度。緊緊圍繞選片、評審、投資三大環節展開工

作，並繼續配套升級，打造“金雞電影創投基金”、

“人才落戶計劃”和“主席團（監製）計劃”三大亮

點。

充分運用電影節的聚集效應、平臺優勢，使金雞

創投成為具有高關註度、高權威性、高孵化率的國內

甚至是世界範圍內一流的“最懂電影”的創投平臺。

“金牌製片人評審團”是金雞創投組的一個特別

的“局”，22位金牌製片人，他們是火眼金睛的“裁

判員”，負責從進入復評階段的（60+）個作品中，評

選決定出30個項目最終進入終極路演階段；他們是運

籌帷幄的“操盤手”，連續三年陪伴金雞創投的創建

和成長，打造了金雞創投專業專註、腳踏實地、開創

未來的平臺品格；他們是點石成金的“伯樂”，用自

己最大的熱情和最充實的資源，把一批批新人送上更

廣闊的夢想舞臺！

設立金雞創投千萬級基金池
推動項目良性發展

第三屆金雞創投“金牌製片人評審團”負責創投

項目的60強選拔，並最終與三位主評審（尚未公布）

一起評選出各類獲獎項目。金雞創投的“金牌製片人

評審團”成員均來自行業資深領袖，具有對電影項目

可行性的極為專業的判斷力，過往絕大多數的爆款電

影成功案例，均出自他們之手。

第三屆金雞創投“金牌製片人評審團”的成員包

括：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副會長王紅衛、壞猴子影業

CEO王易冰、萬達影視傳媒公司總經理尹香今、青崧

影業創始人葉寧、新聖堂影業創始人/導演田羽生、七

印象傳媒副總裁朱文玖、中國電影家協會分黨組副書

記/秘書長閆少非、北京電影學院副教授杜慶春、新麗

傳媒高級副總裁兼新麗電影總裁李寧、阿裏巴巴集團

副總裁/阿裏影業總裁李捷、浙江影視集團董事長總經

理楊揚、華誼兄弟副總經理張大軍、儒意影業總裁陳

祉希、君為傳媒集團創始人郝為、五元萬象影業總裁

姜偉、貓眼娛樂總裁顧思斌、電影頻道創作部主任唐

科、工夫影業總經理陶昆、工廠大門影業創始人/CEO

黃旭峰、七印象傳媒董事長梁靜、鳳凰傳奇影業總裁

蔣浩、騰訊在線視頻副總裁韓誌傑，共22名。

金雞創投的評委構成經過三年的醞釀，逐漸形成

了20位金牌製片人+3位著名導演（監製）構成的雙舵

體系，其中核心成員基本保持不變，並逐年優化。這

個評審團隊的穩定性有助於持續發酵金雞創投的孵化

能力，從評選到投資到製作到宣發等全產業鏈對項目

發力。今年，在中國電影家協會的組織指導下，金雞

電影創投大會啟動籌備設立千萬級創投基金池，由專

業基金和行業資本共同投資組成，用於長期支持金雞

電影創投大會選拔的優秀作品及優秀導演，以產業與

資本的雙向驅動，助力中國電影事業發展。

2021年第三屆金雞電影創投大會正在征集報名中

，報名截止8月10日，具體章程及報名通道，請登陸

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官方網站（www.zgjjbhdyj.com）

查詢。

2021金雞電影創投大會曝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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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新力量電影計劃聚焦商業電影創作
重磅委員會陣容鼎立支持

“海浪新力量電影計劃”面向國內外華語年

輕創作者開放，旨在扶持優秀青年電影創作人，

促進商業電影創作，是國內少有

的以華語電影商業片為重點的、

真正面向影院觀眾的、發現青年

電影人的活動。活動主要分為三

大版塊，大師分享、作品評選與

產業活動。大師分享即邀請名家

分享經驗，包括重量級導演、編

劇和製片人，促進中青代創作者

交流；作品評選即面向全社會征

集超過1000部原創作品，由評

委會選出的獲獎作品可優先獲得

製、發、放等資源；產業活動則

由發起企業相繼推出電影專項計

劃，扶持青年電影人，創作中國

好故事。與其他影展不同的是，

“海浪新力量電影計劃”設置了

常駐委員會和藝術委員會，藝術

委員會由行業內頂尖的導演、編劇構成，是“藝

術水準”的代言人，負責影展整體的藝術把控，

並以成員貼近市場的代表作品作為“海浪新力量

電影計劃”商業向的風向標。“海浪新力量電影

計劃”還擬邀40多位國內外傑出電影創作者參與

作品研討與名家分享。

海浪新力量電影計劃官宣預告海報雙發
海浪奔湧向前點燃希望之火

“海浪新力量電影計劃”重磅推出“奔湧”

版特別預告和“希望”版官宣海報，宣布影展將

於9月8日到9月11日舉辦。“奔湧”版特別預

告混剪了優秀華語電影作品，各類優秀電影作品

著名場面和經典臺詞一一閃現，彰顯無數中國電

影人為華語電影貢獻力量、燃燒青春、創造奇跡

的風采。視頻基調隨著配樂越來越激昂向上，從

奔跑、跳躍到飛翔，觀眾的情緒也越來越高漲。

視頻以“無休無止奔湧向前”結尾，寓意著中國

電影新生力量不斷湧現，氣勢磅礴。

而在“希望”版官宣海報中，深藍的海面波

濤起伏，與遠處的天空連成一片。奇特的是，海面

中央生長起一棵大樹，樹梢燃燒著火焰，象征著噴

薄而出的希望，也預示著“海浪新力量電影計劃”

將成為助推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青春力量，疫情過

後的中國電影產業必將生機勃發，蒸蒸日上。

“海浪新力量電影計劃”將於9月8日在北

戴河阿那亞開幕，作品征集活動也即將重磅開啟

。屆時將邀請國內外眾多傑出電影從業者參加，

以作品放映、作品評選、作品分享及產業活動為

核心，以搭建青年電影人與電影一線從業者的溝

通交流平臺為契機，促進電影文化的多元化交流

與發展。青年電影人是電影產業的希望，是電影

產業未來的核心力量，只有更多新鮮血液的加入

，“海浪新力量電影計劃”才能真正實現多元化

交流與溝通，前浪帶動後浪奔湧，助推中國電影

這艘巨輪“直掛雲帆濟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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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牽頭，攜手多家業內知名企業與從業者共同發起的首屆
“海浪新力量電影計劃”將於9月8日到9月11日舉辦，它著力於發掘優質電影項目，
培育青年電影人才，為推動電影產業可持續良性發展貢獻力量。“海浪新力量電影計
劃”由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阿那亞國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阿裏巴巴影業集團、
英皇影業有限公司、北京新片場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新麗傳媒集團有限公司、萬達影
視傳媒有限公司、抖音文化（廈門）有限公司等多家影視公司提供支持（以上公司排
名不分先後）。7月23日，“海浪新力量電影計劃”曝光“奔湧”版特別預告與“希
望”版官宣海報，以極具風格化的物料先聲奪人，引發業界關註與網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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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韓國著名主
持人劉在石（圓圖）近日主持的綜藝節目
《劉QUIZ ON THE BLOCK》中有1名
工作人員確診新冠肺炎，因屬於“緊密
接觸者”，他與全體工作人員一起接受
檢測，其所屬經理人公司Antenna於24
日公布，劉在石的新冠肺炎檢測結果為
陰性。現在他的身體沒有特別的症狀，
但因將居家隔離2周的關係，有許多節目
都無法參與錄影，包括《Running Man》、

《第六感2》等。

劉在石 新冠檢測呈陰性

《愛．回家》變陣半直播東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高海寧（高
Ling）一向孝順顧家，日前高媽媽60歲大
壽，乖乖女的她便帶媽咪及爸爸去食餐好，
又預備了一個花師奶蛋糕為媽媽慶生，蛋
糕上面除了插了一塊寫有“靚媽子，
Happy Birthday”的牌，還有5個公
仔，代表他們一家5口。

高Ling又留言祝媽媽永遠幸
福可愛：“靚媽子的60大壽，
願你永遠是個開心幸福的小女
人，像花師奶一樣可可愛愛
一輩子，被我們捧在手心呵
護着，I love you so much
mum。”

她又寄語大家不要
吝嗇對家人的愛：“對
待家人或你愛的人，
請不要吝嗇你的親
親、抱抱和愛的話
語，我知道你會覺
得難以啟齒，但凡

事都有第一次呀，記得我第一次跟外婆說我想
你，話還沒說出口就已經開始哽咽，這些年每次
見面親親抱抱外婆，她都會激動到眼眶含淚，其
實簡單的一個擁抱和一句話，都包含着巨大的力
量，可以瞬間讓你和對方之間產生強烈的聯接，
那是一種很幸福，很溫暖的情緒感應。”

香港文匯報訊 黎諾懿最近接受《舊
日的足跡》主持車淑梅訪問， 暢談娛
圈歷程及展望，更開心share幸福家庭
生活點滴。

入行18年，曾經歷事業低潮的諾
懿慶幸獲知心好友鄭伊健扶持，現更懂
欣賞新晉演員。“我家都開始留意啲
新一代（演員），好似戴祖儀，呢個細
路女好有天分，佢喺《刑偵日記》演紅
姐個女，這是佢第二部（電視劇），佢
好聰明、好努力，仲有黃庭鋒都好好，
希望大家可以畀佢哋多啲機會。”

因不想被定型，“暖爸疫境廚神”
黎諾懿去年11月開始不再以烹飪形象
示人，他最近作了新嘗試，為馬來西亞
特備旅遊節目擔任監製。“已經拍好到咗剪片嘅時候，9月將
會喺馬來西亞上映，我希望下次做導演。”至於想唔想攞視
帝？他回應：“想嘅，但家唔係特別恨，我攞獎最大嘅目的
就係可以親自喺台上多謝幫助過我嘅人，（想話）你哋冇幫錯
人，多過我自己開心。”

諾懿於節目
內剖白，提起 5億
港元駙馬的稱號，
他繼續一笑置之：“我
冇壓力，太太係覺得我
可以付託終身先揀我嫁我。
其實時間可以證實一切，我
哋結婚快7年，如果真係唔使
做，好舒服，我上咗岸啦！你見
到我由早做到晚，連飯都煮埋，其
實我希望用自己嘅努力養活自己屋
企人，事業上繼續創出一片天！”

年尾將喜迎第二胎，但諾懿就自認
是緊張大師爸爸：“其實我對個仔有啲
內疚，佢玩波波池惹到珍珠疣，手仔傳染

到面仔，家面上有一粒印仔，我每次見到佢嗰粒印仔，
心裏面好唔舒服，如果可以早啲處理應該冇事，太太勸我
（個仔）大個咗可以去做激光，我就係一個緊張大師爸
爸。12月再做爸爸，究竟（BB）係男係女，畀我賣個關
子，不過我諗都同上次一樣唔敢剪臍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第78屆威尼斯影展近日宣布，今年以
《浪跡天地》勇奪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的華裔導演趙婷，確定加入
《上流寄生族》韓國導演奉俊昊領軍的評審團。

奉俊昊與趙婷可說是近年奧斯卡最風光的導演，兩人都是首度提名奧
斯卡，就拿下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大獎，讓亞裔影人在荷里活揚眉吐氣。
去年趙婷亦以《浪跡天地》拿下威尼斯金獅獎。

今屆評審團由奉俊昊擔任主席，陣容還包括：英國黑人女星Cynthia
Erivo、比利時女星維珍妮愛菲亞（Virginie Efira）、加拿大女星Sarah
Gadon、意大利導演Saverio Costanzo及羅馬尼亞導演Alexander Nanau。
今年威尼斯影展將於9月1日至11日登場。

自認緊張大師爸爸
黎諾懿喜迎第二孩

奉俊昊榮任威尼斯影展評審團主席

送蛋糕賀母60歲大壽
高海寧倡向家人示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梁靜儀）劉丹、呂慧儀、滕麗名（阿滕）、單立文

等人24日拍攝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適逢奧運正在進行，24日晚一集特

別以半直播形式進行，當中加入直播環節，“佳叔”鍾志光也會現身劇中，一邊

演戲，一邊為奧運做評述。呂慧儀亦表示自己做足功課看資料，以免講錯說話。

連日
來

不斷為奧
運節目做準
備 的 鍾 志
光，笑言雖然
睡眠時間不足，

但因為做他喜歡的體
育項目，一點倦意都沒

有，他說：“因為是2月29效應，即是
4 年先一次，我見到體育就特別精
神。”鍾志光稱奧運各種運動都有特
色，他除留意李慧詩有份出戰的單車項
目外，也會留意乒乓球賽事，他說：
“因為2013年日本成功取得主辦權，他
們銳意發展乒乓球，豪言要在中國隊手
中贏得金牌，且看到時結果如何。”提
到港隊劍擊手江旻憓8強出局，鍾志光
說：“她不用跟大家說不好意思，其實
是我們要多謝她才真，比賽不一定要爭
獎牌，她能突破自己的成績已經很
好。”

呂慧儀與滕麗名也有留意奧運賽
況，熱愛運動的阿滕，表示朋友都是港
隊單車手李慧詩的支持者，早前更相約
一起踏單車，但就嫌棄她踩得慢和擔心
她傷到腰部舊患，她說：“我就喜歡看
跳水，都知道江旻憓出戰劍擊項目，見
到有香港人參賽特別看得投入。”提到
劇集以半直播形式進行，阿滕稱當年
《真情》大結局也是以直播形式進行。
呂慧儀就表示事前要做足功課，以免直

播期間講錯說話。問到兒子有否收看奧
運，呂慧儀表示兒子喜歡游水和跳水項
目，也會讓他看其他類型運動，不過他
最緊張是媽媽的直播演出何時會播出。

曾樂彤黃靜藍為港隊打氣
另外，曾樂彤、黃靜藍、盧頌恩、

鄺芷凡及林靜莉等24日到荃灣出席有線
電視舉行的《全城集氣 為港打氣》啟
動禮，大會並邀得香港桌球運動員傅家
俊及香港羽毛球運動員葉姵延主持啟動
禮，一起為港隊打氣。

曾樂彤表示除忙於錄新歌外，又要
忙於宣傳奧運，她表示喜歡睇奧運，特
別鍾情劍擊及跳水比賽，小時候最愛與
媽咪競猜哪個運動員會勝出。她又透露
稍後會接拍一部電影，雖然未知角色，
但都很期待，而她對上一部有份演出的
電影已是《金手指》。她又稱之前為電
影試鏡，仍在等待消息中，可謂十畫未

有一撇。她表示最想有機會跟兒時偶
像、台灣女星林依晨合作，因很鍾意睇
對方的偶像劇，對方摘下最佳女主角獎
後仍去進修，是個值得學習的對象。說
到之前傳出林依晨退休，她豈不是很失
望？曾樂彤笑說：“自己做呢行，知道
未必係真消息，同埋我追得好貼，睇完
都係‘哦’咗一聲，希望對方家庭事業
都得意。”

李日朗女友黃靜藍24日以短裙現身
大騷長腿，她表示除宣傳奧運，稍後還
會拍廣告，正修讀社會科學的她透露今
年便畢業，也不排除之後會學以致用，
但她有感幕前發展不俗，都想有機會拍
劇及做主持工作。問到有意在娛樂圈發
展，為何不找男友擔任經理人？她笑
說：“佢好忙，成日返內地，唔能夠成
日照顧我，而且都知好多情侶合作有拗
撬嘅例子，自己都怕會同男友有拗
撬。”

呂慧儀做足功課免講錯說話

●● 奉俊昊憑藉奉俊昊憑藉《《上流寄上流寄
生族生族》》一鳴驚人一鳴驚人。。

●● 高高LingLing稱母親稱母親
做靚媽子做靚媽子。。

●● 車淑梅與黎車淑梅與黎
諾懿合照諾懿合照。。

●● 一眾一眾《《愛愛．．回家之回家之
開心速遞開心速遞》》演員皆支持演員皆支持
香港運動員香港運動員。。

●● 鍾志光留意李慧詩鍾志光留意李慧詩
有份出戰的單車項目有份出戰的單車項目。。

●●有線電視有線電視2424日舉行的日舉行的《《全城集氣全城集氣 為港打氣為港打氣》》啟動禮啟動禮。。



休城工商 BB88
星期二       2021年7月27日       Tuesday, July 27, 2021

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秦鴻鈞 ）近兩年來
的這場新冠疫情，改變了很多人的生
活型態。很多過去只把它當作 「睡覺
的窩」 的家居生活，忽然重要起來了
。它改變了很多上班族過往的習慣：
過去以公司為家，下班後又以餐廳、
交際應酬場合為家，真正的家都只是
筋疲力竭時回去倒頭呼呼大睡的地方
，隔天一早，又匆匆趕去公司報到。

疫情後生活型態徹底改變，每天
大家離不開的開會、上課生涯，統統
改在自家的電腦前舉行。一台電腦，
就是全世界。線上會議改變了過去的
開會、上課型態，甚至比過往參與的
人更多，範圍更廣，幾乎全世界各大
洲的人都可在同一時間在線上見面，
分享彼此高見。 「線上會議」 打破了
地域的局限，在一檯電腦的螢幕前，
全世界的人都來至眼前，大家在螢幕
前交流，分享自己的經驗、學識和智
慧。也徹底開拓了眼界～ 原來世界
就在家裡，這小小一台電腦前。

在家裡工作、思考、開會久了，

很多人開始重新審視這陪伴了自己幾
年、甚至幾十年的窩，才發現問題一
大堆：門前的大樹久未修剪，枝葉亂
長亂竄，把整個家的門面都給擋了。
尤有甚者，樹的枝幹爬到屋瓦上，把
門前的屋瓦都砸破了好幾塊…還有籬
笆，圍牆破了，地磚碎裂，草皮久未
修剪...一大堆的問題撲面而來，上班
族在重新審視自己的住家，才發現自
己實在太虧欠自己的房子- 這陪伴他
多年，對他不離不棄的家。

透過著名房地產經紀人秦鴻台
（Jennifer Yu )的介紹，記者找到
「華人經營，專業砍樹」 的專家李先

生（熟朋友都叫他“ 老李 ” ）。他
帶了一群工人前往工作，工作質量又
快又好，又價格廉宜，值得推薦給大
家。他專門負責修理樹枝，種竹，栽
花，種樹，舖草皮，修建帶克，籬笆
，修水泥小路，舖地磚，清理水槽，
清垃圾，排後院積水，搬家及一切雜
活。（全市最低價$60 元起 ）另外，
李先生還專業維修，重建各種籬笆圍

牆。包括專業維修、重建、新建各型
籬笆，範士，圍欄，圍牆。價格優惠
，並有 10 年質量保證，完工後滿意

付款，全市最低價。$120元起。
詳情請電：832-969-5083 （中文 ）
或832-988-8659 （英語 ）

77 月份開始月份開始，，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
隊隊，，陸續從阿富汗撤軍陸續從阿富汗撤軍，，由此一刻開始由此一刻開始
，，阿富汗的安全形勢阿富汗的安全形勢，，更趨嚴峻復雜更趨嚴峻復雜，，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批評美國是阿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批評美國是阿
富汗問題的始作俑者富汗問題的始作俑者，，需要以負責任的需要以負責任的
方式方式，，確保局勢平穩過渡確保局勢平穩過渡，，不能不能 「「錯上錯上
加錯加錯」」 ，，因撤軍而生亂和生戰因撤軍而生亂和生戰。。他又指他又指
出出：：美國應深刻反思為阿富汗人民帶來美國應深刻反思為阿富汗人民帶來
了和平還是苦難了和平還是苦難，，認真考慮如何致力於認真考慮如何致力於
地區的穩定地區的穩定。。

不只是中國要求美國反思不只是中國要求美國反思，，一些西一些西
方權威媒體亦發表文章方權威媒體亦發表文章，，形容這場戰爭形容這場戰爭
以慘敗告終以慘敗告終，，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要深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要深
刻反省刻反省。。英國英國《《經濟學人經濟學人》》發表題為發表題為
《《最長戰爭最長戰爭：：美國的阿富汗戰爭美國的阿富汗戰爭，，以慘以慘
敗告終敗告終》》的文章的文章。。文章指出文章指出：：美國已經美國已經
在阿富汗打了在阿富汗打了2020年仗年仗，，為此花費超為此花費超22萬萬
億美元億美元，，期間數以千計的美軍士兵死亡期間數以千計的美軍士兵死亡
，，數以萬計阿富汗士兵和平民喪生數以萬計阿富汗士兵和平民喪生。。現現
在在，，美國說要結束這場美國說要結束這場 「「令人遺憾的冒令人遺憾的冒

險險」」 說走即走說走即走，，令阿富汗政府無所適從令阿富汗政府無所適從
。。

雖說策劃雖說策劃911911襲擊的激進基地組織襲擊的激進基地組織
在阿富汗影響力己大大降低在阿富汗影響力己大大降低，，但僅此而但僅此而
已已，，其他反美武裝組織仍在阿富汗活動其他反美武裝組織仍在阿富汗活動
，，塔利班已經塔利班已經 「「可怕地捲重來可怕地捲重來」」 ，，控制控制
了阿富汗半個國家了阿富汗半個國家。。親西方的阿富汗政親西方的阿富汗政
府則府則 「「在美國人的鮮血和金錢滋養下滋在美國人的鮮血和金錢滋養下滋
生腐敗生腐敗，，在罵聲中不斷撤退在罵聲中不斷撤退」」
文章認為從理論上講文章認為從理論上講，，塔利班和美國支塔利班和美國支
持的阿富汗政府正就和平協議展開談判持的阿富汗政府正就和平協議展開談判
。。但談成的可能性很低但談成的可能性很低，，即便成了即便成了，，塔塔
利班的治理也是倒退的利班的治理也是倒退的。。

但比達成任何協議更有可能的是但比達成任何協議更有可能的是，，
塔利班試圖利用他們在戰場上的勝利塔利班試圖利用他們在戰場上的勝利，，
以武力推翻政府以武力推翻政府。。他們已經占領了許多他們已經占領了許多
農村地區農村地區，，士氣低落的政府軍士氣低落的政府軍，，則在放則在放
棄他們的陣地棄他們的陣地。。勢頭顯然在塔利班這一勢頭顯然在塔利班這一
邊邊，，至少至少，，內戰很可能會加劇內戰很可能會加劇。。而中國而中國
、、印度印度、、伊朗伊朗、、俄羅斯和巴基斯坦等其俄羅斯和巴基斯坦等其

他國家他國家，，將尋求將尋求 「「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缺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缺
」」 。。

有人擔心曾經為美國人做翻譯的當有人擔心曾經為美國人做翻譯的當
地人或遭報復地人或遭報復，，但他們忽略了大局但他們忽略了大局：：美美
國正在拋棄一個擁有近國正在拋棄一個擁有近40004000萬人口的萬人口的
國家國家，，讓其面臨可怕的命運讓其面臨可怕的命運。。

其實事情本來不必這樣其實事情本來不必這樣。。過去過去66年年
，，不到一萬的美國士兵和相當數量的其不到一萬的美國士兵和相當數量的其
他北約國家士兵他北約國家士兵，，足以維持阿富汗現狀足以維持阿富汗現狀
。。美國人的傷亡幾乎為零美國人的傷亡幾乎為零，，這場曾經激這場曾經激
怒選民的戰爭怒選民的戰爭，，在美國已成為政治上的在美國已成為政治上的
無關緊要之事無關緊要之事。。

文章指出自從成為總統以來文章指出自從成為總統以來，，拜登拜登
一直專注於中國和俄羅斯構成的所謂一直專注於中國和俄羅斯構成的所謂
「「威脅威脅」」 ，，這是這是 「「正確的正確的」」 。。但是美國但是美國
在阿富汗的部署卻是規模很少在阿富汗的部署卻是規模很少，，也沒有也沒有
真正影響到這一點真正影響到這一點。。美國新政府將長期美國新政府將長期
的僵局的僵局，，視為視為 「「繼續留在阿富汗沒有意繼續留在阿富汗沒有意
義義」」 的證據的證據。。而對於那些受此保護而對於那些受此保護、、免免
受塔利班襲擊的阿富汗人來說受塔利班襲擊的阿富汗人來說，，這一僵這一僵

局的是寶貴的局的是寶貴的。。
文章指出關於撤軍將如何損害美國文章指出關於撤軍將如何損害美國

的信譽和威望的信譽和威望，，將是一場長期辯論將是一場長期辯論。。以以
美國的財富和軍事力量美國的財富和軍事力量，，它不僅沒能建它不僅沒能建
立一個強大的立一個強大的、、自給自足的阿富汗自給自足的阿富汗，，也也
沒能打贏這場叛亂沒能打贏這場叛亂。。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美國美國
不再准備支持所謂的阿富汗政府盟友不再准備支持所謂的阿富汗政府盟友，，
讓許多阿富汗官員感到驚訝和失望讓許多阿富汗官員感到驚訝和失望。。中中
國和俄羅斯等美國對手將會注意到這一國和俄羅斯等美國對手將會注意到這一
點點，，美國的朋友也會美國的朋友也會。。

可是可是，，阿富汗戰爭從來就不是五角阿富汗戰爭從來就不是五角
大樓或整個國家真正關注的焦點大樓或整個國家真正關注的焦點。。從伊從伊
拉克戰爭到全球金融危機拉克戰爭到全球金融危機，，其他事件似其他事件似
乎總是比在阿富汗坎大哈發生的事情更乎總是比在阿富汗坎大哈發生的事情更
為重要為重要。。

而美國的政客和專家們一直在為是而美國的政客和專家們一直在為是
留還是走而苦惱留還是走而苦惱，，以至於現在撤軍終於以至於現在撤軍終於
發生發生，，已經不令人震驚已經不令人震驚。。外界認為這是外界認為這是
美國衰弱的標誌美國衰弱的標誌，，這種衰弱已經明顯存這種衰弱已經明顯存
在很長一段時間了在很長一段時間了。。

不管令人震驚與否不管令人震驚與否，，撤軍對阿富汗人來撤軍對阿富汗人來
說都是一場災難說都是一場災難。。如今如今，，普通阿富汗人普通阿富汗人
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安全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安全。。
根據聯合國和學者的估計根據聯合國和學者的估計，，去年的平民去年的平民
傷亡人數比傷亡人數比20012001年美國開始部署時高年美國開始部署時高
出近出近3030%%。。而阿富汗的經濟規模並不比而阿富汗的經濟規模並不比
十年前大十年前大。。

文章最後指出雖然美國從來不是要文章最後指出雖然美國從來不是要
解決阿富汗的所有問題解決阿富汗的所有問題，，但讓這個國家但讓這個國家
回到原點回到原點，，是一場發人深省的失敗是一場發人深省的失敗。。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美國慘敗於阿富汗戰爭美國慘敗於阿富汗戰爭 楊楚楓楊楚楓
圖為李先生及該公司員工正在為客人圖為李先生及該公司員工正在為客人

整治庭院整治庭院。（。（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如何使住家內外煥然一新如何使住家內外煥然一新、、亮麗體面亮麗體面？？
請找請找 「「專業砍樹專業砍樹，，專業籬笆圍牆專業籬笆圍牆」」 專家李先生專家李先生

圖為李先生攝於其工作車前圖為李先生攝於其工作車前。（。（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 上周末在休市圓滿舉行上周末在休市圓滿舉行
並舉行中華武術展暨第八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典禮並舉行中華武術展暨第八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典禮

休士頓華文教師研習結業休士頓華文教師研習結業 僑胞在臺權益陳奕芳解惑僑胞在臺權益陳奕芳解惑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由宏武學會主辦的由宏武學會主辦的 「「世界之星中華世界之星中華
武術錦標賽武術錦標賽」」 於上周末於上周末（（77月月2323日日--77月月2525日日 ））在休士頓西南區在休士頓西南區
Marriott HotelMarriott Hotel 盛大舉行盛大舉行。。並於周六上午九點半並於周六上午九點半，，舉行正式開幕舉行正式開幕
儀式儀式。。在簡單熱鬧的武獅表演炒熱現場氣氛後在簡單熱鬧的武獅表演炒熱現場氣氛後，，大會主辦人大會主辦人 「「宏宏
武學會武學會」」 負責人吳而立致詞表示負責人吳而立致詞表示：：去年因為去年因為COVIDCOVID 1919,, 我們很我們很
遺憾取消了遺憾取消了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 。。今年疫苗出來今年疫苗出來，，我們我們
終於看到烏雲之後的藍天終於看到烏雲之後的藍天，，經過一年多在家工作或學習後經過一年多在家工作或學習後，，我們我們
可以出來面對真是太好了可以出來面對真是太好了。。雖然今年比往年的三雖然今年比往年的三、、四月要晚一些四月要晚一些
。。感謝大部分報名參賽選手對我有信心感謝大部分報名參賽選手對我有信心。。很高興看到所有的功夫很高興看到所有的功夫
愛好者聚集在一起愛好者聚集在一起，，享受友好的比賽享受友好的比賽。。本次活動將為所有中國武本次活動將為所有中國武
術愛好者提供一個交流技術的共同點術愛好者提供一個交流技術的共同點，，幫助年輕一代了解中國武幫助年輕一代了解中國武
術的真諦術的真諦。。我們一起通過休士頓和世界各地的比賽來推廣武術我們一起通過休士頓和世界各地的比賽來推廣武術。。
多年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古老的藝術對青少年和成人都帶來了積多年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古老的藝術對青少年和成人都帶來了積
極的身心益處極的身心益處，，各個年齡段的學生都可以鍛練身體並學習自衛各個年齡段的學生都可以鍛練身體並學習自衛。。

在簡短的開幕式後在簡短的開幕式後，，比賽正式開始比賽正式開始，，經過一天的比賽後經過一天的比賽後，，正正

式優勝者正式出爐式優勝者正式出爐，，並在周日並在周日（（77月月
2525日日））上午十時半起的中華武術展暨上午十時半起的中華武術展暨
第八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典禮第八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典禮
上頒發上頒發，，今年由今年由Zachary BrionesZachary Briones 榮榮
獲此殊榮獲此殊榮。。在十八個由師傅率領其團在十八個由師傅率領其團
隊所作的隊所作的 「「中華武術展中華武術展」」 武功表演後武功表演後
，，正式頒發今年的正式頒發今年的 「「世界之星中華武世界之星中華武
術錦標賽術錦標賽」」 獲獎者獲獎者，，他們是他們是 「「傳統功傳統功
夫組夫組 」 「」 「兒童組～男生兒童組～男生 」」 ：：AndyAndy
Wang;Wang; 「「少年組～少年組～1010--1212歲男生歲男生」」 ：：
Daniel Hartai,Daniel Hartai, 「「1010～～1212歲少年組女歲少年組女
生生」」 ：：Breanna Zhu;Breanna Zhu; 「「少年組少年組1313～～1717
歲男生歲男生」」 ：：Dylan Ly;Dylan Ly; 「「少年組少年組1313～～
1717歲少年組女生歲少年組女生」」 ：：Jacquelyn Ly;Jacquelyn Ly;
「「成人組成人組1818～～3535歲男生歲男生」」 ：：JordanJordan
Woodle;Woodle; 「「成人組成人組1818～～3535 歲女生歲女生」」

：：Samantha Gould;Samantha Gould; 「「成人組成人組 3636～～4545 歲男士歲男士」」 ：：
Ryan Bergeron ;Ryan Bergeron ; 「「成人組成人組4646歲以上男士歲以上男士」」 ：：RobRob
RobinsonRobinson。。

在在 「「武術武術 」」 組比賽的得獎者是組比賽的得獎者是：： 「「兒童組兒童組77～～99
歲歲，，男生男生」」 ：：Chris Zhang;Chris Zhang; 「「兒童組兒童組77～～99歲歲，，女生女生
」」 ：：Peyton Hu ;Peyton Hu ; 「「1010～～1212歲少年組男生歲少年組男生」」 ：：EvanEvan
Zhuang;Zhuang; 「「1010～～1212歲少年組女生歲少年組女生」」 ：：Elaine Wang;Elaine Wang; 「「1313～～1717歲歲
少年組男生少年組男生」」 ：：Haitian TanHaitian Tan；； 「「1313～～1717 歲少年組女生歲少年組女生」」 ：：
Maggie Cheng,Maggie Cheng, 「「1818～～3535歲成人組歲成人組，，男生男生」」 ：： Zachary BrioZachary Brio--
nes, Carlos Guzmannes, Carlos Guzman。。

在在 「「傳統太極傳統太極」」 組比賽的得獎者是組比賽的得獎者是 「「1717歲以下少年組歲以下少年組」」 ：：
Zachary SiytangcoZachary Siytangco；； 「「1818～～4545歲成人組男生歲成人組男生」」 ：：Jason ReynJason Reyn--
olds;olds; 「「4646歲以上成年組男生歲以上成年組男生」」 ：：Mitchell PurperaMitchell Purpera。。

在在 「「太極太極 競賽競賽」」 方面方面，， 「「成人組成人組」」 ：：Scott HuckenbergScott Huckenberg；；

「「3535歲以下成人組女生歲以下成人組女生」」 ：：lucy Zhang,lucy Zhang, 「「3636歲以上成人組女生歲以上成人組女生
」」 Jim GuJim Gu。。
其他內功獲獎者其他內功獲獎者：：男士男士：：Michael BussemiMichael Bussemi 女士女士：：Sharon O-Sharon O-
BrienBrien。。

今年的獲獎者大多為外國人士今年的獲獎者大多為外國人士，，他們在得獎後不約而同表示他們在得獎後不約而同表示
：：因為熱愛中華武術因為熱愛中華武術，，使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使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除了可以鍛練身除了可以鍛練身
體和學習自衛體和學習自衛。。也接受中華文化的理念也接受中華文化的理念，，學習紀律學習紀律、、專注專注、、和尊和尊
重彼此重彼此，，在學習和實踐這門藝術的過程中促進全世界人民之間的在學習和實踐這門藝術的過程中促進全世界人民之間的
和諧與和平和諧與和平。。

(本報訊）為讓美南地區華文教師於疫情期間學
習不間斷，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於6月24日、7
月10日及7月24日舉辦3場線上華文教師教學研習
會，邀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陳立芬、臺灣彰化大學
教師楊曉菁及中原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主任連育仁
授課，以提升老師們數位教學技能。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特別於7月24日舉行的結業
式，說明疫情期間僑胞權利保障及僑委會提供的相
關服務。

研習會結業式以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林琬真致
詞開場，陳奕芳偕新到任副主任黃依莉致意後，向
參與研習近百位老師說明僑胞戶籍2年遷出權益影響
，同時介紹 「海外信保基金紓困方案4.0」 申請方式
及 「健康益友App」 使用方式。她以親身經驗表示

，曾因離開臺灣兩年被除籍，但返國即可申請恢復
戶籍及享有健保，並建議大家不要逾4年再返國，雖
然可恢復戶籍但不能馬上享有健保。她也鼓勵老師
們線上申請僑胞卡，可以利用 「健康益友App」 即
時和國內醫師進行線上醫療諮詢。

據了解，本次課程主題依序為 「學中用、用中
學-中文教學設計」 、 「華語文教學中媒體影像之設
計及應用」 及 「學華語向前走與複合教學的實踐」
，參與的老師都表示經過這次研習會，對於以後運
用既有教學素材與資源更得心應手，同時也學習到
如何事半功倍地進行線上教學；老師們也感謝國內
相關部會及僑委會對僑胞的關心。本次課程廣獲好
評，3場課程下來總共吸引美南地區超過200位教師
參加。各地華文老師熱情參與各地華文老師熱情參與

圖為圖為 「「第八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第八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 今年的獲獎者今年的獲獎者Zachary Briones (Zachary Briones ( 左左 ))
與頒獎人與頒獎人 「「宏武學會宏武學會」」 負責人吳而立負責人吳而立（（右右 ））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 所有得獎者頒獎後合影所有得獎者頒獎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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