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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總醫院發現了乳腺癌細胞擴散到麻省總醫院發現了乳腺癌細胞擴散到
大腦後的潛在治療新策略大腦後的潛在治療新策略

“迄今為止，靶向療法主要集中在
癌細胞的遺傳脆弱性上。 我們的工作表
明，癌細胞所處的環境可以決定其代謝
脆弱性並且在製定治療策略過程中應將
其考慮在內。”

Rakesh K. Jain博士，麻省總醫院腫

瘤生物學E.L.Steele實驗室主任
一項新的研究表明，當乳腺癌細胞

擴散到大腦時，它們必須增加脂肪酸的
產生以維持他們在那裡的生存，脂肪酸
是脂肪的組成部分。這項由麻省總醫院
和麻省理工學院（MIT）Koch研究所的
研究人員領導的研究成果發表在《Na-
ture Cancer》上，研究指出了一個潛在
的新靶點以縮小繼發於乳腺癌的腦腫瘤
。

靶向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
(HER2)的療法已經改變了對錶達HER2
的乳腺癌患者的治療方式，但是這種癌
症細胞的腦轉移通常是致命的，因為它
們對抗癌治療產生了耐藥性，而這些治
療在身體其他部位是有效的。這在一定
程度上是由於血腦屏障保護大腦免受循
環毒素和病原體的侵害，但癌細胞一旦
到達大腦，癌細胞的變化也可能會發揮
作用。

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可能是轉移到
大腦的癌細胞遇到了相對於身體其他組
織，腦組織內的營養可利用性發生了變
化。因此，惡性細胞可能需要改變它們
的代謝方式和代謝物，以維持腫瘤的存
活和生長。為了研究這種可能性，研究
人員在老鼠身上設計了實驗，評估了進
入大腦和身體其他部位的乳腺腫瘤之間
的代謝差異。

研究小組發現，對於在大腦中生長
的乳腺腫瘤來說，獲取脂肪的途徑是有
限的。作為應對，這些腫瘤細胞的脂肪
酸合成增加，這是一種叫做脂肪酸合成
酶的酶活性增加的結果。 “與我們的臨
床前研究結果一致，相對於未轉移的腫
瘤，患者腦轉移的臨床標本發生了脂肪
酸合成酶的過度表達。”聯合研究的主
要作者、麻省總醫院腫瘤生物學 E.L.
Steele實驗室的Gino Ferraro博士表示。

研究結果表明，當癌症擴散到特定
器官時，潛在的治療策略可以利用該部
位的營養可利用性差異，通過抑制癌細
胞利用營養物質的能力，來引發癌細胞
可能的死亡。

“迄今為止，靶向療法主要集中在
癌細胞的遺傳脆弱性上。 我們的工作表
明，癌細胞所處的環境可以決定其代謝
脆弱性並且在製定治療策略過程中應將
其考慮在內。”論文合著者，麻省總醫
院腫瘤生物學 E.L.Steele 實驗室主任
Rakesh K. Jain博士表示，同時，他也是
哈佛醫學院放射腫瘤學 Andrew Werk
Cook教授。

研究小組注意到一種叫做TVB2166
的脂肪酸合成酶抑製劑目前正在轉移性
乳腺癌患者中進行評估。 “然而，這種
化合物不具有腦通透性，有症狀的腦轉
移患者被排除在了這項試驗之外。因此

，這種治療方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還有
待於使用具有腦穿透性的脂肪酸合成酶
抑製劑進行研究。”論文合著者Mat-
thew Vander Heiden博士表示，他是麻
省理工學院Koch研究所的副所長，也是
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Broad研究所的
成員。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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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篩檢與疫苗是防範COVID（2019冠
狀病毒疾病）疫情擴散的利器，印尼總統佐科威要
求降低國內PCR篩檢費用，以提高檢測人數；斐濟
則是強制公務人員施打疫苗。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
versity）網站追蹤數據顯示，全球至少436萬1054
人病逝，至少2億712萬3811人確診。

以下為全球各地過去24小時的疫情與相關發展
：

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5日公布，國內新
增9例COVID-19確定病例，分別為2例本土及7例
境外移入；另確診個案中無新增死亡。新增本土個
案均為無症狀感染、關聯不明。

截至目前國內累計1萬5852例確診，分別為

1330例境外移入，1萬4469例本土病例，36例敦睦
艦隊、2例航空器感染、1例不明及14例調查中；另
累計110例移除為空號。2020年起累計821例CO-
VID-19死亡病例，其中813例本土，另8例為境外
移入。

全國COVID-19疫情警戒第2級將至8月23日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15日表示，暫無警戒再降
級規劃，但考慮國內疫情控制樂觀，考慮擴大可鬆
綁防疫限制場所。

另外，台灣自購24.96萬劑莫德納疫苗15日下
午4時10分，由華航自盧森堡運抵桃園機場，為國
內COVID-19疫苗添助力，台灣採購的莫德納疫苗
共計到貨150萬劑。

全球至少全球至少436436萬萬10541054人病逝人病逝 至少至少22億億712712萬萬38113811人確診人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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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法國經濟加快復蘇顯著回暖

綜合報導 受疫情影響，法國經濟

在 2020年經歷急劇下滑後，在 2021年

實現了顯著反彈。隨著疫苗接種的加

速與政府刺激計劃的逐步展開，經濟

復蘇勢頭不斷穩固。如何盡快穩定國

內疫情形勢，緊抓復蘇機遇推動轉型

發展，成為影響經濟復蘇可持續性的

重要挑戰。

近期，法國統計局發布初步統計

數據顯示，法國經濟在二季度延續了

上季度的復蘇趨勢，雖未完全恢復至

疫情危機前水平，但已逐漸步入穩定

復蘇區間，上半年已實現 4.8%的經濟

增長，將對實現政府預設6%的年增速

目標形成積極利好。但經濟學界也同

時提醒，疫情蔓延的警報遠未解除，

經濟疲軟的魔咒亦未打破，如何盡快

穩定國內疫情形勢，緊抓復蘇機遇推

動轉型發展，成為影響經濟復蘇可持

續性的重要挑戰。

據了解，法國統計局本次延續此前

評估模型，在充分考慮疫情沖擊及經濟

刺激措施的情況下，對法國經濟復蘇給

予了較為樂觀的預期展望。

數據顯示，法國二季度GDP環比

增長0.9%，高於此前預期0.2個百分點

，但當前GDP水平仍比 2019年第四季

度低 3.3%。法國統計局還向上修正了

前期部分經濟數據，即到 2020年第四

季度，經濟活動僅下降了 1%，優於

1.5%的預期降幅，而在2021年第一季

度，經濟活動保持完全平穩，優於0.1%

的預期降幅。

同時，法國二季度投資增速達

1.1%，高於疫情前的 0.3%，家庭消費

支出增長0.9%，高於一季度的0.2%。在

生產領域，法國二季度生產增長1.3%，

特別是市場服務領域復蘇明顯，增速達

2%，建築業增長1.5%，商品生產增長

0.6%，而製造業追趕幅度則較為溫和，

增速為0.5%。另外，二季度法國對外貿

易情況略有改善，整體對GDP貢獻為負

0.1%，高於上季度的負0.5%，其中出口

部門在運輸設備和農產品出口復蘇的推

動下增長1.5%。

法國經財部長勒梅爾對此表示：

“法國經濟的良好復蘇勢頭將使其能

在 2022年初恢復至疫情危機前水平。

”法國國際展望與信息研究中心發布

報告指出，得益於大規模的國家擔保

貸款，疫情的持續蔓延並未造成大規

模的企業倒閉，但未來仍存在出現大

規模企業貸款違約與壞賬的風險。同

時，公共支持措施雖有效降低了企業

的勞動力成本，減輕了企業負擔，但

也帶來了企業在稅收與社會債務方面

的持續積累風險。另外，

政府緊急救助措施強化了

勞動力市場彈性與家庭購

買力，為後續經濟復蘇奠

定了堅實基礎。

同時，綜合各方預測數

據，法國經濟復蘇中期展望

持續向好。法國央行在近

期發布的展望報告中指出

，受疫情影響，法國經濟

在 2020 年經歷急劇下滑後

，在 2021 年實現了顯著反

彈。隨著疫苗接種的加速

與政府刺激計劃的逐步展

開，經濟復蘇勢頭不斷穩

固。從宏觀角度而言，根

據近期商業趨勢調查，盡

管部分行業仍然存在供應

困難，但二季度經濟已顯著回暖，

特別是隨著家庭消費的持續增長，法

國經濟在三四季度將呈現強勢復蘇勢

頭。據預測，2021 年，法國GDP年增

速將達5.75%，略低於政府預期，但高

於歐元區 4.6%的平均增速，並將在

2022年和2023年分別實現4%和2%的增

長。

2021年，法國通脹率將上升至1.5%

，受工業投入價格對製成品價格的上行

影響，2022年核心通脹率將保持在0.8%

至2.1%之間，並在2023年保持在1.2%左

右。法國的家庭購買力也將在今明兩年

持續恢復，但仍取決於法國疫情期間積

累的龐大家庭儲蓄的使用程度與速度及

市場價格壓力等變量。

在勞動力市場領域，得益於政府

的緊急救助措施，法國勞動力市場呈

現出較強彈性，但在就業人口的快速

增長壓力下，失業率在 2022年上半年

將達到 9.3%，並從 2023年開始回落至

9%以下。

在消費領域，隨著經濟形勢的改

善，家庭收入將在 2021年至 2023年間

有所增長，推動家庭消費支出在2021年

下半年開始快速反彈。據預測，法國家

庭儲蓄率將從二季度的22%下降至17%

，並在2022年至2023年間降低至2019年

的水平。

在外貿領域，由於國際貿易復蘇及

旅遊業、航空業等受疫情沖擊最嚴重部

門的正常化，法國出口將出現反彈，

有利於發揮專業化外貿優勢，但從目

前數據而言，出口依舊低迷，改善窗

口仍未出現，且極易受疫情反彈及宏

觀經濟中的不確定性影響，預計將在

2023年恢復正常，並為經濟貢獻0.4個

百分點的增長。

但法國經濟學界則更多傾向於保持

謹慎。具體而言：

一是盡管經濟各部門間復蘇差距正

在縮小，但結構性失衡依然存在，其中

市場服務已接近疫情危機前水平，酒店

與餐飲業雖復蘇強勁，但仍面臨疫情反

彈的巨大不確定性因素影響，製造業恢

復更為溫和，但後勁依然不足，差異化

復蘇將進一步放大經濟領域的結構性矛

盾。

二是復蘇可持續性有待觀察。法

國經濟觀察中心近期報告顯示，法國

經濟二季度取得的亮眼成績部分與5月

以來逐步放寬防疫限製措施相關，但

面對疫情形勢反彈，特別是新型變種

病毒的持續肆虐，復蘇可持續性有待

觀察。同時，盡管法國家庭服務消費

持續復蘇，但商品消費恢復幅度有所

收縮，將製約其對經濟的提振效果。

另外，商業投資反彈步伐正在減緩，

資金短缺的短板效應將持續擴大，製約

對經濟的刺激效果。

三是法國政府當前執行的緊急救

助措施與經濟刺激計劃都是在 2020年

夏季製定的，缺少對當前疫情反彈等

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靈活性應對，因

時因勢向企業和家庭提供的針對性幫

扶效果有待提升。法國統計局經濟形

勢部主任朱麗安· 布蓋對此特別強調，

新型變種病毒對整體防疫形勢的影響

、原材料與零部件供應緊張能否在短

期內得到改善，將成為製約法國經濟

復蘇的重要因素。

四是持續性防疫措施與大規模刺激

計劃將進一步加劇財政平衡壓力，公共

債務的GDP占比將繼續攀升。據法國央

行預測，法國公共債務的GDP占比將在

2023年上升至115%以上，加之政府推出

的團結基金和部分社會繳稅等減免措施

將使財政收入大幅降低，增大公共賬戶

壓力，製約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與穩定

性。

法國國庫司首席經濟學家阿涅斯· 貝

納斯· 格蕾針對當前經濟復蘇特點特別提

醒：

一是歐盟理事會近期批準的法版

“國家復蘇計劃”（PNRR）將使法國獲

得400億歐元資金，有力推動了經濟復

蘇，特別是將加速歐洲優先鼓勵的數字

化與綠色增長，預計投資占比將分別為

20%和37%。格蕾解讀，依據當前法國

“國家復蘇計劃”中的幫扶重點，就業

保障、能源改造、生物多樣性、綠色基

建、綠色能源技術、商業融資等將成為

未來優先扶持的領域，但法國政府需註

意嚴格按照計劃中設定的目標與路線圖

穩步實施幫扶計劃，從而及時獲得歐委

會後續投資撥款。

二是龐大的刺激計劃也會相應帶來

公共收支失衡等風險。復蘇計劃不僅是

簡單地向經濟部門註入數百億歐元資金

，更重要的是對經濟復蘇進程進行有針

對性的公共幹預，充分釋放經濟復蘇潛

力，並根據實時面對的風險與挑戰進行

靈活調整。

三是要充分將刺激計劃與結構性改

革計劃緊密結合，進一步釋放投資計劃

的效果，特別是通過改善中期財政前景

提升刺激計劃的效率。

四是格蕾認為，歐洲國家的復蘇計

劃並不是凱恩斯主義意義上的刺激計

劃，而是歐洲經濟復蘇與轉型的重要

機遇，需要在充滿挑戰的復蘇之路上

有效推動歐洲經濟增長模式轉型與生態

轉型。格蕾強調：“成員國既然走上了

共同債務的道路，就沒有權利讓他們的

夥伴失望。”

五是盡快穩定當前國內疫情形勢仍

將是維護經濟復蘇基礎的重中之重。強

化民眾對政府防疫措施與疫苗接種計劃

的理解與支持，將成為構建經濟復蘇良

好環境的重點。

中 國 經 濟 2021年8月16日（星期一）3 ●責任編輯：李鴻培

滙豐英鎊定存息10.5厘冠全港
分析：銀行付高息 或反映風險度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美聯儲預料維持
低利率政策直至2023年，持續低息環境下，有銀行推
出高息外幣存款優惠，對於以收息為目標的“好息一
族”可謂甚為吸引，不過需留意的是，部分外匯表現
波動，敍造外幣定存隨時有賺息蝕價的風險，若買入
的外幣持續貶值，除了有機會蠶蝕預期利息回報，更
有可能“倒蝕”，因此在選擇外幣定存時宜謹慎選
擇，鎖定有升值潛力的外幣，甚至可以賺息又賺價。

以英鎊為例，英鎊兌港元曾由去年初10.3算跌至
年中的9.6算，若敍造半年期的英鎊定存，以約10.3萬
元港元本金，兌換成1萬元英鎊，年息2厘計，不計任
何手續費，半年期滿可袋息100元英鎊，連本金收回
10,100元英鎊，其時只可兌換成96,960港元，意味比
起當初本金反而少了6,040元，當中更未計匯兌差價及
可能涉及的手續費。

另外亦需要留意，雖然銀行以超高息作招徠，不
過通常存期極短，大多只有7天，以及設有存款上限，
變相令可賺取的利息極為有限，加上銀行優惠很多時都
附帶條款，最常見是需全新資金、經指定渠道、兌換資
金等。以年息10.5厘的7天存期為例，存1萬元，期滿
實則只穩袋約20元息。不過反之亦然，若存期比較
短，資金則更有靈活性，調配資金時更方便。

滙豐本月初推出外幣兌換及定期存款優
惠，其中英鎊的 7天定存，年息高達

10.5厘，入場2,000英鎊起，最高為等值2,000
萬港元止步，另外加拿大元及澳元的7天定存
同享有10.5厘年息，不過上述全部優惠都需
兌換資金、及只適用於入場門檻780萬元的尚
玉客戶，以同樣的外幣及存期計，卓越理財
客只享10.3厘年息，其他客戶則享10厘年
息。而以年息最高10.5厘為例，最低2,000英
鎊存7天，期滿料穩袋4英鎊利息。

多家銀行均高息吸英鎊定存
其他銀行方面，恒生、信銀國際、南商等亦

有提供10厘年息的英鎊的7天定存，優惠附帶不
同條件。除了英鎊外，同樣可提供高達10厘年
息的存款，亦包括人民幣，其中滙豐、信銀國
際、南商都有提供年息達10厘的人民幣7天存
款，入場由等值1萬港元至3萬港元不等，同樣
需兌換資金。至於美元方面，多間銀行提供年息
5厘的7天定存優惠，包括滙豐、南商、中銀香
港等。

拆息低企 港元活期息接近零
雖然有銀行為外幣定存提供超高息優惠，

不過在本港資金充裕下，港元拆息低企，其中
與樓按相關的1個月拆息昨報0.06554厘，連
跌5日，為逾11年半以來低位。在低息環境

下，大部分銀行港元活期存款已接近零息，有
部分提供定存優惠的銀行亦“焗減”優惠，其
中虛擬銀行富融近日調低3個月港元定存的年
息至0.8厘。

美匯強 英鎊年底或低見1.36
上商研究部主管林俊泓表示，市場預期美

聯儲將逐步退市及加息，料最快8月、9月將
宣布退市，料將進一步帶動美匯指數走高，預
期美匯指數年底將升至94.5水平，而在美匯走
高下，其他貨幣表現料相對疲軟，其中英鎊年
底或低見1.36算。而在眾多貨幣之中，他坦言
最看好的仍然是美元，又提醒投資者，在美元
走強下，其他貨幣表現有機會較弱，若投資者
敍造外匯定存，有機會無法補償匯兌風險，
造成賺息蝕價，籲市民需慬慎選擇。

華僑銀行經濟師謝棟銘則認為，雖然英國
6月GDP按月增長1%，好過預期，但市場憂
慮該國經濟增長動力可能已經見頂，不過英國
央行偏鷹派的立場，可能限制英鎊的跌幅。展
望未來，他預期英國經濟若進一步改善，同時
英國央行進一步減碼寬鬆，英鎊可能受惠，料
英鎊在1.38算會有較大的支持。至於美元方
面，他認為若更多美聯儲官員包括主席鮑威爾
釋放鷹派訊號，同時美國就業數據持續改善，
美聯儲可能在短期內開始縮表，屆時美匯指數
或將上試 93.2 甚至 93.5。

外幣存款息率一覽
英鎊

銀行

滙豐

恒生

信銀
國際

中銀
香港

上商

美元
銀行

南商

中銀
香港

信銀
國際

上商

人民幣

銀行

信銀
國際

滙豐

中銀
香港

信銀
國際

南商

註：銀行優惠不時調整，詳情以各銀行公布為準
製表：記者馬翠媚

年息

10.5厘

10厘

10厘

2厘

0.3厘

年息

5厘

5厘

0.55厘

0.45厘

年息

10厘

10厘

6.8厘

2.65厘

2.6厘

存期

7天

7天

7天

1個月

6個月

存期

7天

7天

6個月

6個月
或1年

存期

7天

7天

7天

1年

1年

入場

2,000
英鎊

等值1
萬港元

等值1
萬港元

1,000
英鎊

5,000
英鎊

入場

等值3
萬港元

等值5
萬港元

1,500
美元

1萬
美元

入場

等值1
萬港元
1萬人
民幣

1萬人
民幣

1萬人
民幣

1萬人
民幣

備註

需兌換資
金及指定
客戶
需兌換資
金及指定
條件
需兌換資
金及指定
條件
需兌換資
金及指定
客戶
新資金或
兌換資金

備註

需兌換資
金
需兌換資
金及指定
客戶
新資金及
指定途徑
開設
新資金或
兌換資金

備註

需兌換資
金
需兌換資
金
需兌換資
金及指定
客戶
新資金及
指定途徑
開設
新資金及
親身到分
行開設

美國新公布經濟數據強勁，加上美聯儲

偏鷹派言論，帶動美匯指數反覆走強，英鎊

匯價相對走低，不過英國6月份GDP按月

升1%超乎預期，刺激市場對英國央行明年

初加息預期升溫。而在香港，有銀行推出英

鎊7天定存優惠，年息達10.5厘冠絕全港，

不過匯市波動下，專家意見分歧，有分析看

好英鎊年底或高見1.4算，亦有分析認為利

息水平反映風險高度，銀行推出高息吸存，

背後或反映不看好其走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外匯波動大
小心賺息蝕價

●●美匯指數反覆走強美匯指數反覆走強，，多多
家銀行紛為不同外幣定存家銀行紛為不同外幣定存
提供超高息優惠提供超高息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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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去年12月，我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

，看了由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简称

V&A博物馆）策划的展览——“源于自然的时尚

”。展览展出了400余件全球时尚珍品，这些展品

均与自然相关。展览探讨了时尚如何从自然汲取灵

感，时尚对自然的影响，以及设计如何推动消费转

变，鼓励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倡导更加可持续的

生活方式。

美丽又脆弱的甲虫裙

在展览中，有一件展品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

件1868年的英国礼服裙，由5000只绿点椭圆吉丁

（Sternocera aequisignata）的翅膀结合刺绣工艺镶

嵌在衣料里制成。素白色的衣料上，甲虫的鞘翅犹

如天然的宝石，在光线的折射下发出各色的光芒。

这与现在某些衣物的亮片设计类似，只是所用的素

材不同。

英国的这种甲虫礼服时尚风潮源自印度。在16

世纪到19世纪的莫卧儿帝国，当时印度的皇室和

贵族都会穿着由甲虫翅膀装饰的衣服，在帽子、披

肩、腰带上也会使用甲虫翅膀装饰，这些衣物后来

成为了很多博物馆的藏品。

18世纪末，这种时尚传入了欧洲，很多制衣商

人开始仿制印度风格的甲虫装饰衣物。做这种衣服

需要向印度人大批量进口甲虫的鞘翅。因为印度大

部分地区属于热带季风型气候，是昆虫的天堂，常

被用于装饰的吉丁虫尤其多。欧洲不具备这种气候

优势，只能找印度进口（日历娘：虽然“印度屎壳

郎”是传统相声《拴娃娃》里的段子，但印度出口

甲虫却是真正存在的……）。1860年，英国的鞘翅

进口量高达25000件每批次。

这种甲虫礼服制作起来麻烦，穿起来也麻烦，

需要穿着复杂的打底衣物，才能把它穿在最外层。

尽管这种做工复杂、价格高昂的甲虫礼服是身份地

位的象征，但是由于一些自然属性的缺陷，它并没

有在欧洲的上流社会流行开来。甲虫的鞘翅虽然坚

固，但也易碎，甚至连坐下都很难，只适合舞会这

种场合，加之难以清洗，很快它就淡出了时尚的舞

台。

迷人的“珠宝甲虫”

抛开时尚，让我们回到吉丁虫本身。吉丁虫是

一类甲虫，在昆虫分类学上属于鞘翅目吉丁虫科，

世界上已知的吉丁虫约有15000种以上，中国约有

600多种。它们主要产于热带，是热带湿热森林的

代表昆虫。

这类虫子在英文里被称为jewel beetles，直译

过来就是珠宝甲虫，因为它们的鞘翅常带有强烈的

金属色彩，图案多样。和其他甲虫一样，吉丁虫长

着两对翅膀，前面一对是坚硬美丽的鞘翅，后面一

对是柔软的膜质翅膀，皱缩在鞘翅的下方。

在很多热带地区，吉丁虫都被当地人作为饰品

，历史悠久，除了用于衣物，吉丁虫还被制作成标

本、项链和耳环，或者作为贴片装饰在衣物、珠宝

盒和其他手工艺品和艺术品上。而今，吉丁虫仍然

是一些艺术家的灵感来源和创作素材。

吉丁虫和其他漂亮的甲虫的鞘翅被用来作为装

饰品具有先天优势，这与它们色彩形成的原理有关

。在自然界中，生物的颜色分为两种，一种是色素

色，又称为化学色；另一种是结构色，又称物理色

。

色素色的缺点是性质不稳定，如果你做过昆虫

标本，就会发现有些昆虫标本隔了一段时间就会慢

慢褪色，由鲜绿变为黄白，这就是色素色所发生的

变化。

吉丁虫的鞘翅属于结构色，是通过物理结构产

生的色彩，不会褪色。产生结构色的原因是吉丁虫

鞘翅上的蜡层、刻点、沟缝等细微结构与光线波长

相当，通过干涉、衍射、散射等途径对入射光线产

生特定波长、特定方向的反射，因而产生了多彩的

颜色。简而言之就是鞘翅上有复杂细微的结构，我

们看到的是光在这些结构中反射出的颜色，多变又

多彩。

与成虫美丽的外表相反，吉丁虫的幼虫看起来

不太讨人喜欢，是一只大头的肉虫子，和天牛幼虫

有几分相像。中大型的吉丁虫幼虫生活在树木的韧

皮部和木质部之间，在木头里游走取食，留下弯弯

曲曲的隧道，隧道中充满虫粪。幼虫经过几次蜕皮

后长大，之后化蛹，蛹羽化出成虫后再从木头里钻

出来活动。

很多吉丁虫在农林业生产中是有害的，幼虫蛀

食树木可以导致树皮爆裂，枝干枯死，俗称“爆皮

虫”，成虫啃食树叶，造成树叶缺刻，影响植物生

长。只是，益害也是相对于人类而言，这些情况只

是发生于人工改造的环境。在生态系统完好的原生

森林中，吉丁虫并不会对环境构成危害。

五千片虫子翅膀
居然做出这么好看的裙子

形
形
色
色
的
吉
丁
虫

加州加州66人涉嫌選舉欺詐人涉嫌選舉欺詐
一名連任市議員和一名當選市議員被捕一名連任市議員和一名當選市議員被捕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加利福尼亞州一名市議員和加利福尼亞州一名市議員和
一名候選市議員及其他四人在一名候選市議員及其他四人在 66 月通過郵件投票在月通過郵件投票在
最終選舉中面臨選舉欺詐指控最終選舉中面臨選舉欺詐指控，，其中連任市議員僅其中連任市議員僅
以一票之差的優勢贏得連任以一票之差的優勢贏得連任。。

據市新聞社據市新聞社（（City News ServiceCity News Service））報道報道，，3434 歲歲
的康普頓市的康普頓市（（City of Compton)City of Compton) 議員艾薩克議員艾薩克··加爾文加爾文
(Isaac Galvan)(Isaac Galvan)被控串謀選舉欺詐罪和企圖賄賂罪以被控串謀選舉欺詐罪和企圖賄賂罪以
影響選舉結果影響選舉結果。。

據據《《洛杉磯時報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Los Angeles Times））報道報道
，，據稱加爾文試圖用音樂會門票賄賂登記處的一名據稱加爾文試圖用音樂會門票賄賂登記處的一名
員工員工，，該員工和一名選舉觀察員就加爾文事件向當該員工和一名選舉觀察員就加爾文事件向當
局發出警告局發出警告。。

市新聞社報道稱市新聞社報道稱，，其他五名被告之一是其他五名被告之一是 3434 歲歲
的傑斯的傑斯··道森道森（（Jace DawsonJace Dawson），），他是前康普頓市議他是前康普頓市議
會候選人會候選人，，據稱他與加爾文共謀贏得最終選舉結果據稱他與加爾文共謀贏得最終選舉結果
。。

洛杉磯縣檢察官說洛杉磯縣檢察官說，，其餘四名被告被指控使用其餘四名被告被指控使用
道森的家庭住址登記投票道森的家庭住址登記投票，，盡管他們並不住在那裏盡管他們並不住在那裏
。。報道稱報道稱，，這四名被告被指控非法投票這四名被告被指控非法投票。。

據市新聞社報道據市新聞社報道，，加爾文以加爾文以 855855 比比 854854一票之一票之
差擊敗對手安德烈差擊敗對手安德烈··斯派塞斯派塞（（Andre SpicerAndre Spicer）。）。

據據《《洛杉磯時報洛杉磯時報》》報道報道，，康普頓案是近一個月康普頓案是近一個月
來第二起選舉欺詐嫌疑人試圖影響洛杉磯縣郵寄投來第二起選舉欺詐嫌疑人試圖影響洛杉磯縣郵寄投
票結果的案件票結果的案件。。

據該報報道據該報報道，，去年去年 1111 月月，，將近將近 88,,000000 張選票張選票

郵寄給了郵寄給了““虛構的虛構的、、不存在的或已故不存在的或已故””的人的人，，用於用於
霍桑霍桑（（HawthorneHawthorne））的市長選舉的市長選舉。。報告稱報告稱，，這些選這些選
票均未計入該選舉的計票中票均未計入該選舉的計票中。。

據福克斯新聞此前報道據福克斯新聞此前報道，，兩名洛杉磯男子因霍兩名洛杉磯男子因霍
桑案被捕桑案被捕。。

洛杉磯縣地方檢察官喬治洛杉磯縣地方檢察官喬治··加斯康加斯康（（GeorgeGeorge
GasconGascon））在一份聲明中說在一份聲明中說：“：“選舉是我們民主國家選舉是我們民主國家
的基石的基石，，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保護選舉過程的完整性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保護選舉過程的完整性
，，並確保選舉是自由和公平的並確保選舉是自由和公平的。。洛杉磯縣人民期待洛杉磯縣人民期待
並應得到一個在各個層面都沒有政治腐敗的政府並應得到一個在各個層面都沒有政治腐敗的政府。。
””

據據《《洛杉磯時報洛杉磯時報》》報道報道，，加爾文和道森都於週加爾文和道森都於週
五被捕五被捕，，並被戴上手銬帶到法庭並被戴上手銬帶到法庭。。他們均不不認罪他們均不不認罪
，，並付擔保獲釋並付擔保獲釋，，等待進一步的法律訴訟等待進一步的法律訴訟。。

加爾文在康普頓市議會的未來還不清楚加爾文在康普頓市議會的未來還不清楚。。
據據《《長灘新聞電報長灘新聞電報》（》（the Press-Telegram ofthe Press-Telegram of

Long BeachLong Beach ））報道報道，，加爾文與之前的調查有關加爾文與之前的調查有關，，
包括他的私人律師涉嫌獲得難以獲得的大麻許可證包括他的私人律師涉嫌獲得難以獲得的大麻許可證
，，以及涉嫌安排一名同事的妻子在康普頓市政廳工以及涉嫌安排一名同事的妻子在康普頓市政廳工
作作。。

據報道據報道，，康普頓案中的其他四名虛假投票的被康普頓案中的其他四名虛假投票的被
告並未被捕告並未被捕，，他們何時出庭尚不清楚他們何時出庭尚不清楚。。

康普頓是一個擁有約康普頓是一個擁有約 9797,,000000 名居民的城市名居民的城市，，
位於洛杉磯市中心以南約位於洛杉磯市中心以南約 1717 英裏處英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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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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於飄雅活藝舉辦的展覽《點藝成金》雖然已經結
束，但是留給大眾的不僅是對一件件展品的回憶，更

是傳統手藝無論是給觀賞者還是師傅、學徒在心中留下的烙
印。其中當代工藝師、藝術家林繁盛（Fanson）就與傳統工
藝師廖榮想攜手為展覽帶來幾件鑄銅手工藝品，包括《回歸
的祝願》、《希望的角落》、《旺財的守護》等充滿能量的
作品。Fanson經常強調，即使廖師傅在行內已經60年，一手
一腳開拓了屬於自己的市場，卻仍然是非常謙遜又有能耐的
人。僅僅幾句對話，記者感覺到Fanson對廖師傅的情感不僅
僅建立於鑄銅作品，還有對他的超越師徒關係的敬佩。

從師父生活中取材創作
Fanson本身是一位香港雕塑家，也是廖師傅的徒弟。

Fanson告訴記者，為了回應他和廖師傅的關係，他特意和師
傅創作了《旺財的守護》和《回歸的祝願》來描述兩人之間
的聯繫。《旺財的守護》是一款狗的門環，Fanson憶述，廖
師傅的工場外總是有狗的出現，每當去找他的時候，狗就會
開始叫、變得很活潑，給Fanson留下深刻印象。“狗逐漸成
了廖師傅在相對孤獨的環境中的一種陪伴。”簡單如廖師傅
和狗之間無形的互動，讓Fanson很感動，因為廖師傅一直都
在工場默默鑽研，拓展自己鑄造工藝的業務，這樣的生活看
起來單調而乏味。廖師傅和狗的互動，卻展示了他人性化的
一面。因此，Fanson特地到流浪狗場拍攝不同狗的照片，再
讓廖師傅去挑選近似回憶中的忠誠伙伴，然後將牠的模樣，
雕成一個門環。

而《回歸的祝願》則是Fanson觀察到廖師傅身上經常繫
上的鑰匙鏈，上面寫着“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師傅從
1997年香港回歸那年創作，並用到今天，所以鑰匙鏈表面已
經有磨損的痕跡。Fanson作為廖師傅的徒弟，很希望重新塑
造物件的形態，將廖師傅鑰匙鏈上的祝福用新的方法演繹。
於是他就用了3D打印的技術，將祝福的語句保留，從鑰匙
鏈變成一個微微凹進去的兜，賦予功能之餘，也不失原來送
上的祝願。“老人家有時候會有自己的‘金句’和寄語。”
Fanson提到廖師傅很多時候都是毫無動機去創作，亦喜歡無
形中送上祝福。“我在廖師傅身上親眼看見他怎樣延續鑄銅
工藝和散發工藝的能量。”Fanson於是就將他有溫度的點
滴，轉化成一件糅合傳統工藝和當代元素的作品給觀眾呈
現，以此勾勒出他對廖師傅的情感。

傳統手藝師傅也是藝術家
“我們作為藝術工作者和工藝師的關係，除了學習技

術，也應該多觀察他們的生活。”Fanson覺得，無論是從事
藝術創作還是手工藝，都需要經過長時間磨練，因為有些過
程是無法取巧的。所以，在Fanson和廖師傅的相處、在廖師
傅和狗的互動中，這份內心的感動都推動他去創作。“這些
溫度和熱情，足以構成一個作品去訴說工藝師背後的故
事。”Fanson自覺有責任令大眾了解工藝師，因為大部分時
間，前來欣賞的人都將焦點投放於工藝品，但Fanson更希望
觀賞者關注到工藝背後其實是一個人。“工藝師到底是什麼
性情的人呢？什麼性格的人呢？”在Fanson心目中，廖師傅
是一個非常慷慨且善良的人，他將廖師傅的故事變成作品裏
面的元素和角色引入，讓作品能夠給觀眾呈獻工藝師的另一
個面向。從“賽馬會‘傳．創’非遺教育計劃”主持人視角
去看工藝師的劉志鵬提到，非遺或者其他傳統手藝大多經過
長年累月的千錘百煉，師傅日以繼夜不停在做，耗費很多時
間去完成一樣東西，他們善於使用大自然的材料，將自然界
的物料帶回來，經過處理後再將其用於生活上。“這個智慧
很重要。”然而，劉志鵬認為，卻很少人會真正去追索有關
工藝師的故事，因為工藝師大多都是社會上的“nobody”，
我們很少會用藝術家的眼光去看他們的成品。“其實很多非
遺或者傳統手藝師傅都是藝術家，只是我們都傾向於將他們
的身份平民化、一般化了。”因此，劉志鵬鼓勵學員對傳統
手工懷敬畏之心固然是好，但也應該多投放心思於學習師傅
的精神之中。

手藝師傅與學徒合力創作

近年將傳統手藝傳承並非新鮮的議題。熟悉傳統手藝的師傅給徒弟或者感興趣的

人傳授技藝，其技術與知識散落於不同的角落。傳統手藝附帶的，除了是過去的一種

謀生技能，給年輕的“追隨者”又留下了什麼？香港就有不同的展覽，通過展出師傅

和學徒合力完成的作品，不單單訴說傳統手藝的生平故事，同時也展示了師徒在彼此

分享的時光中產生的化學作用，其中最值得珍惜的，是其精神和靈魂價值的傳遞。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勿遺忘傳統手工藝
在既講求迎合科技的速度，同時又着重放慢腳步的年代，就像菲林相機雙重曝光的功能一樣，出現了重影、兩個主題交

疊微妙的視覺效果。要是將身處的這個時代幻化成一張照片，或許能捕捉到因為時代更迭而產生新舊交替的“瞬間”。擁有
百多年歷史的香港，似從老化到活化之間的瓶頸中漸漸找到出口，無論參與者或者是感興趣的人，應該怎樣為逐漸被遺忘或
者淘汰的日常，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何為這些產物製造更豐富的未來？漁網編織、金屬工藝、廣彩工藝、紮作、剪紙、吹
糖、麵塑、蒸籠製作等都因為工藝師退休和轉行，傳統技藝面臨失傳的危機，大眾要珍惜和重視一些平凡人中的奇才。

◀當代工藝師、藝術家
林繁盛（Fanson）。

飄雅活藝供圖

▼Fanson 的師父、
傳統工藝師廖榮想。

延續工藝背後的溫度和熱情

本年度由香港嶺南大學與香港藝術學院攜
手合辦的“賽馬會‘傳．創’非遺教育計劃”
來到第三年，透過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非
遺）的教育、展覽、講座、座談會等活動，傳
統手藝在香港逐漸受到大眾的關注和引起不同
的迴響。本年的展覽中，展出了由導師和學生
一同創作的作品，包括：紮作、長衫製作、剪
紙、吹糖、麵塑等，以傳統手藝作為基礎，並
融入到當代和生活的製成品。計劃主持人、嶺
南大學教授劉志鵬和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林淑
儀對於非遺在香港的發展抱着相似的理念：
“非遺並非一條鹹魚，而是一條活生生的
魚。”劉志鵬和林淑儀均覺得傳統工藝單單去
擺放並沒有意思，因此他們從校園作為切入
點，一同探討非遺在當代環境如何走進生活，
同時怎樣在傳統手藝中創作，“翻生”步入夕
陽的工藝，延續師傅的精神。

整個計劃開展了三年，進駐了香港一百多
間學校，劉志鵬和林淑儀憶述，開始的時候學
生對於非遺和傳統手藝相當抗拒，覺得過時的
東西和生活沒有太大的關係。可是經過導師在
活動上帶領他們從零做起，從不會拿剪刀到一
針一線去裁出自己的作品，活動不但增加了他
們對傳統手藝的認識，擴大了自己創作空間，
也收穫了嶄新的體驗。劉志鵬形容在他們看見
活動成果的時候感覺相當過癮，亦很有滿足
感。此外，學生通過自己的手作，連接了他們
和過去、歷史，甚至是和導師、傳統手藝師傅
的故事。有別於看書看電視劇，他們是前身接
觸了歷史，把自己跟昔日的人和工藝連結在一
起。

兼顧設計美學與實用性
林淑儀在訪問當天就正正穿上了一件注入

當代元素的長衫，卻沒有絲毫的違和感，是傳
統手藝糅合當代元素的完美演繹。她繼續指
出，藝術或者一門手藝往往要有一個基礎，有
屬於自己的文化才可以繼續建立下去，即使是

看似“過時”的事物，都可以發展出新意。舉
例在“賽馬會‘傳．創’非遺教育計劃”周年
展覽中，就有不同款式的長衫設計，在傳統的
技術之下，學院設計出屬於今天的服飾，有耳
目一新的感覺。“尤其是在重視自己和他人關
係的年代，工藝和藝術品可以幫助人表達自
己。”即使有成千上萬的傳統工藝品，風格可
以變化無窮，但講究的一件作品只能夠一個人
擁有。

傳統工藝從生活必需品到成為藝術品和一
種自我表達的工具，Fanson認為，即使藝術創
作中很容易尋求自我滿足，再添上美學，卻還
是希望作品能夠如昔日的手藝一般“貼地”。
尤其傳統手藝處於從功能性走向藝術的階段，
欣賞的門檻不應該那麼高，如此耐人尋味、不
明所以。反之，更應該讓觀賞者認為工藝品是
可以用上，也能欣賞。“我感受到工藝，源於
我們的生活，不是藝術創作那麼抽象，僅僅滿
足自己。”因此Fanson在創作作品的時候，不
但考慮到實用性，也有美和設計在當中，給觀
賞者多了一個方向去欣賞。“當我們開始標籤
的時候就會產生距離感。”劉志鵬和林淑儀就
同樣認為，藝術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因為有別
於過去較艱苦的生活，我們不再只為兩餐而
活，讓傳統工藝僅僅停留在一個位置。“生活
裏面應該有更多美在發生。”林淑儀很希望工
藝和工藝師的地位會隨着社會的進步而有所昇
華。

以校園為切入點
探討非遺如何走進生活

●香港嶺南大
學教授劉志鵬
（左）以及香
港藝術中心林
淑儀。

●藝術中心本年在香港
巴塞爾藝術展設“當代

非物質文化遺產”
的展區。

●計劃“翻生”了步入夕陽的工藝。

●校園是切入點之一，讓非遺走進生
活。

●《回歸的祝願》
飄雅活藝供圖

●Fanson雕塑作品《角落》。 飄雅活藝供圖

●●糅合當代元素的長衫設計糅合當代元素的長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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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像海報“眺望生活”延續了

之前定檔海報的風格，背景依舊是

兒時的老屋，整體色調溫暖、眾人

形容親熱，只是相比之前，人物狀

態更顯活波。畫面中陽光燦爛，喬

家五兄妹趴在窗前，透過窗口向外

望，眼神充滿期盼，老舊的窗框、

斑駁的墻面與主人公們積極的狀態

對比鮮明，隱喻了他們對美好生活

的向往，彰顯出其樂觀向上的生活

態度。

基於群像海報傳遞出的陽光氛

圍，“時光KTV”系列人物海報也

以歡樂的風格展開。“時光KTV”

為單人系列海報，共16張，除了群

像海報中出現過的喬一成（白宇飾

）、喬四美（宋祖兒飾）、喬三麗

（毛曉彤飾）、喬二強（張晚意飾

）、和喬七七（周翊然飾），還出

現了很多新面孔，如項南方（唐藝

昕飾）、齊唯民（李佳航飾）、常

星宇（張佳寧飾）、葉小朗（周放

飾）等等。海報以紅、黑兩色為主

色調，復古感十足，畫面中的人物

姿態各異：有的端坐桌前，笑意盈

盈；有的揚起手臂，歡快舞動；有

的手臂隨意搭在沙發上，姿容瀟灑

；還有的低頭含笑，內斂含蓄。小

小一個動作，· 將主角們的個性完

美地勾勒出來，在其相應的拍攝花

絮中也對此做出了呼應。

海報拍攝之前，主演們先對自

己的角色進行了定位，並以此分為

“沈穩”和“歡樂”兩個隊伍。白

宇對大哥喬一成的定位是“安穩”

，順利成為“沈穩組”的代表，在

他的帶領下，其陣營中迅速吸納了

喬二強、齊唯民、喬七七等人。喬

四美則成為“歡樂組”的擔當，其

成員包括喬三麗、戚成鋼（侯雯元

飾）、楊玲子（王悅伊飾）等。他

們紛紛以KTV動作詮釋出“沈穩”

或“歡樂”的精髓，也將其人物特

點蘊含其中。

這些新角色的亮相令人驚喜，

在劇中，他們與喬家兄妹有什麽關

系？他們之間會發生什麽樣的故事

？令人充滿遐想和期盼。

《喬家的兒女》通過對喬家兄

妹幾人感情、事業及成長經歷的呈

現，去描摹不同人物在生活中所面

臨的種種矛盾、困境，不同性格的

五人經歷了不同的故事，做出了不

同的選擇。喬家兄妹即使生活困苦

，也從未放棄對美好未來的向往，

用心經營生活、努力奮鬥學習，最

終，一家人收獲了屬於自己的幸福

。正如“眺望生活”版海報中所展

現的那般，為了窗外的美好，大家

都努力地探出頭、向外擠，迎向那

抹燦爛的陽光。

多年來，家庭題材劇由於貼近

人民生活、反映現實問題，一直受

到觀眾的廣泛關註和喜愛，《喬家

的兒女》希望向觀眾展現一個既聚

焦普通百姓生活，又充滿愛與力量

的故事。更多精彩劇情，請於8月

17日鎖定浙江衛視、江蘇衛視、騰

訊視頻。

《喬家的兒女》曝人物海報
喬家兄妹開窗“眺望生活”

家庭情感劇《喬家的兒女》8月17日即將登陸浙江衛視、江蘇衛視、騰訊視頻，近日，該劇曝光了兩
組人物海報及拍攝花絮。喬家兄妹群像海報主題為“眺望生活”，色調溫暖、明亮，人物神態積極陽光；
“時光KTV”系列人物海報則復古感十足，全體主演姿態、笑容燦爛，歡樂的氛圍自畫面中洋溢而出。

《喬家的兒女》改編自同名小說，由正午陽光出品，原著作者未夕擔任編劇，張開宙執導，侯鴻亮
擔任製片人，白宇、宋祖兒、毛曉彤、張晚意領銜主演，劉鈞、周翊然、周放、曲哲明、侯雯元、孫安
可、王悅伊、孫伊涵主演，唐藝昕特邀主演，李佳航、朱珠、劉琳特別出演，張佳寧友情出演。故事以
三十年社會發展變遷為背景，描寫了喬家五個孩子在艱苦的歲月裏彼此扶持、相依為命的經歷，展現了
平凡生活中的堅韌與美好。

日前，電影《兔子暴力》發布了七夕

宣傳片“我願意為你”。宣傳片中，李庚

希化身少女水青深情“告白”母親曲婷

（萬茜 飾）。影片圍繞萬茜李庚希這對情

感“錯位”的母女，講述了一個愛與執念

的故事。故事發生在一座即將廢棄的工業

小城，在繼母陰影下長大的少女水青（李

庚希 飾），苦苦等待十七年，終於盼回了

朝思暮想的親生母親曲婷。曲婷很快融入

了水青的生活，她們一起度過了一段美好

時光。但是神秘男人老杜的到來打破了這

一切，無奈之下，水青決定用盡一切辦法

保護母親，守護失而復得的母愛……

萬茜李庚希母女情深
少女獨白顯美好心願

本次曝光的七夕宣傳片“我願意為你

”，好似水青寫給母親的真情“告白”，

滿載著孤獨少女的憂郁心事與美好心願。

在信裏，水青訴說著十七年來對曲婷的思

念，傾訴著受過的委屈，想象著在另一個

平行世界裏，母親可以陪伴自己快樂地成

長。如果時光能夠倒流，穿越隧道便能到

達有母親陪伴的童年，水青所遭受的冷漠

與欺淩是否能夠變成愛與溫情？面對終於

回歸的母親，水青許下“我願意為你做任

何事情”的承諾，願與曲婷永不分離。母

親的回歸，是否意味著水青光明未來的開

始？讓我們去影片裏尋找答案。

李庚希心酸往事祈願愛與真情
萬茜母女跨越時空七夕相見
《兔子暴力》聚焦少女成長與原生家

庭，而這水青這封信，更是能引起人們對

於原生家庭的回憶與共鳴。現實中，也有

很多“城市留守兒童”，爸爸媽媽常年外

出，或者工作繁忙，與孩子們聚少離多，

孩子們就在缺乏愛與陪伴的環境下長大。

父母的陪伴不僅僅是水青的心願，更是千

千萬萬個“城市留守兒童”的心願。《兔

子暴力》呼籲廣大父母給予孩子更多的愛

與陪伴，讓千千萬萬個孩子許下的七夕願

望美夢成真。

據悉，電影《兔子暴力》將於2021年

8月14日七夕檔全國公映，預售正在火熱

進行中。

《兔子暴力》發布宣傳片
李庚希深情告白母親萬茜

改編自殘奧會冠軍蘇樺偉真

人真事，由吳君如監製，尹誌文

編劇並執導，吳君如、張繼聰、

梁仲恒、馮皓揚領銜主演，盧海

鵬、錢小豪、胡子彤、麥沛東、

楊偉倫、鐘雪

瑩、蔡天諾主

演的電影《媽

媽的神奇小子

》將於 8 月 21

日、 8 月 22 日

、8月 28 日、8

月 29 日在部分

城市開啟超前

點映，9月 4日

全國上映。今

日 （8 月 13 日

）發布了“神

奇媽媽”特輯

，吳君如飾演

殘奧冠軍蘇樺

偉的母親，坦

言自己場場戲

都要哭，讓觀

眾看到了能將

殘障兒培養成

世界冠軍的媽

媽有多麽艱難

與神奇。

“ 吳 君 如

不演喜劇就要

賺足觀眾眼淚

”，定檔預告

發布後網友紛

紛感嘆。而在此次“神奇媽媽

” 特 輯 中 ， 吳 君 如 也 坦 言 ：

“場場戲都要哭，要把很不願

意拿出來的情感拿出來。”作

為一個將天生殘障兒培養成田

徑世界冠軍的媽媽，吳君如飾

演的蘇媽曾憤怒地怨天不公，

但在看到希望後不惜打四份工

來支持兒子跑步；跟兒子吵架

後會心痛到失聲大哭，但一路

走來近三十年她對兒子的愛與

信心濃厚且堅定。同樣為人母

的吳君如會不自覺與蘇媽產生

共鳴：“真的很明白做母親心

力交瘁的感覺。”網友看後也

表示：“太催淚了，我不但認

識了蘇媽這個剛柔並濟的神奇

媽媽，還讓我意識到我的媽媽

也很神奇！”

除了母愛的神奇與堅守，特

輯中還讓大家感受到了殘疾人及

其家庭的不易。吳君如探訪同樣

身患痙攣的童年蘇樺偉扮演者蔡

天諾的母親時了解到，她在日常

生活中就常被人歧視。片中，由

於蘇媽讓蘇樺偉學習走路到堅持

跑步，受盡了鄰裏的指責和議論

，連自己的丈夫都不理解她的用

心。正如吳君如對兒子說的臺詞

：“你殘廢是天生的沒人會怪你

，只會怪我。”殘障人士的不易

大家多少有所聽聞，但《媽媽的

神奇小子》從新的角度讓大家看

到了殘障人士的母親或其背後的

家庭有多麽艱難。

電影《媽媽的神奇小子》將於

8月21日、8月22日、8月28日、8

月29日在部分城市開啟超前點映，

9月4日全國上映。

《媽媽的神奇小子》神奇媽媽特輯
吳君如展現殘障兒母親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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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號手就位》已在香港開播，觀
眾可在“港台電視31”頻道收看，

一星期播足7晚，每晚8點30分播出。該
劇由李路、張寒冰執導，李易峰領銜主
演，陳星旭、張馨予、肖央、段博文、董
春輝、范雷等人主演。IQ爆棚的夏拙（李
易峰飾），在世界大學生超級大腦比賽中
一舉奪魁，卻被人誣陷；他的室友加勁敵
歐陽俊（陳星旭飾），也因作弊被取消了
學位資格；兩位死黨，加上“財迷”林安
邦（段博文飾）、對未來仍很迷茫懷着明
星夢的“歌手”易子夢（董春輝飾）。適
逢大學生入伍季，當他們看到火箭軍的宣
傳片感到非常震撼，開始盤算着入伍，每
個人心懷的目的都不一樣。

核心團體 雄厚軍魂
轉轉折折，4個人一起走進了火箭軍

的王牌部隊“270旅”。適時“270旅”也
到了更新升級的時候，正面臨重大困境。
夏拙等人經歷了嚴苛的新兵訓練後，正式
成為了火箭兵新兵。旅長安雷（于波飾）
下定決心要改革火箭軍的傳統建制，組建
了一支核常兼備、機動性強的合成連“戰
刃連”，並且調集了全旅最優秀的老兵和
新兵，共同進入這支帶有實驗性質的連
隊。“270旅”四大長老郎永誠（肖央
飾）、陳浩峰（姜彤飾）、王顯民（范雷
飾）、侯繼東（淳于珊珊飾）等傾囊相

授，老兵和新兵慢慢在“戰刃連”產生化
學變化，他們之間的融合與蛻變，讓這支
連隊成為了全火箭軍的磨刀石。

在身懷絕技的老兵們帶領和感召下，
這群火箭軍新兵4人組成的核心團體，聚
集在一起就是一股無堅不摧、無往不勝的
雄厚軍魂。他們個個都是精英兵，聚是一
團火，散作滿天星。

新穎的題材、扎實的劇情和表演以及
幽默風趣的台詞，讓首部有關火箭軍題材
的電視劇在第二季的電視劇市場收視開出
紅盤。導演張寒冰解釋該電視劇名的由
來：“‘號手’是火箭軍一個站位的名
稱，‘號手就位’指的是站位戰士能夠迅
速到達指定的位置完成發射任務，亦是火
箭軍日常操作中天天用到的一個口令。號
手不僅是一個稱呼和一個崗位，更是一種
使命和榮耀。”通過夏拙等4人在軍營裏
的熱血成長故事，火箭軍的神秘面紗也展
現在觀眾面前。張寒冰續表示：“火箭軍
有它獨特的軍種氣質。中國所有軍隊的顏
色是統一的，他們聽黨指揮、能打勝仗。
但是他們每個軍種之間又有特屬於自己的
氣質，火箭軍是一個有點害羞的軍種，它
更像是一個科研單位、甚至像個企業，它
並不如陸軍或者是裝甲兵那種野戰部隊的
霸氣和野性，他們更多的是內斂、沉穩和
智慧。所以說，抓到屬於這個兵種的特別
氣質，也是我把握這個劇的一個核心要
素。把握住了這個軍種氣質，就有了跟以
往軍事題材作品的不同點。”

新老交替 薪火相傳
作為一個影視從業員，既要拍軍事題

材但亦要保密，對於如何在揭開火箭軍神
秘面紗的同時，另一方面要讓觀眾感受到
火箭軍特有的豪氣和燃點，張寒冰表示在
對白中作出細微的調整，盡量以讓觀眾感

覺到一個真實而神秘的火箭軍，又不會洩
密的原則去完成一個電視劇。

太平盛世，軍旅生活對於很多觀眾來
說是陌生而神秘。如何使這些新兵故事讓
熒光幕前的觀眾引起共鳴，主創團隊為人
物和情感等細節進行了很多貼地的調適。
譬如由李易峰飾演的夏拙這角色，由於IQ
超高而有着一股傲氣。其中一幕，講述他
制止了一次重大的導彈發射失誤，當時他
承受着巨大的壓力，當誤解洗刷過後，高
傲的夏拙掉了一次眼淚，令觀眾感受到少
年的成長。有“國民校草”之稱，歌手出
身的李易峰，甫出道當年已獲得“CCTV
時尚達人”冠軍，2009年即開始參演電視
劇演出並獲獎無數，《青雲志》、《麻
雀》等更為他奪得“最佳男演員”獎。

李易峰最近在受訪時表示，如果可以
選擇的話，希望不會繼續演超然高材生之
類的角色，想挑戰一些有障礙的角色，如
“結巴”之類。李易峰也曾經遭受過“靠
臉孔混飯吃”這種形容詞的非議。因此，
曾在事業高峰時他選擇沉寂了些時候，就
在2020年《隱秘而偉大》這“回歸”劇，
看到脫胎換骨的李易峰。於是，大家也就
很期待他在《號手就位》中的表現，造型
上因應入了軍隊而蓄了平頭裝，讓他添了
一份陽光氣，他塑造出來的夏拙，令人
“神往”，產生想要“與他為伍”的念
頭；他在《號手就位》的表現果然沒有讓
大家失望，成功轉型成為一名實力派演
員。李易峰就套用劇中的台詞：“新老交
替，這就是軍隊；薪火相傳，這才是軍
人！”夏拙他們“四大天王”的成長，其
實就是和“四大長老”的各個比拚中點滴
累積起來的。

而拍完《號手就位》後，令他非常欽
佩部隊的忍耐力，對每一件事的堅持和執
着，都源於他們對祖國無比清澈的熱愛，

讓他們能夠堅持下來；李易峰希望透過
《號手就位》一劇，能夠讓觀眾們更好地
認識中國火箭軍。

“我不僅要當一枚核彈，還要當一枚
高精準的核彈。”因為受到家裏的影響，
百發百中的號手歐陽俊的性格非常執拗，
因為他只有拿到第一名，才能獲得父親的
認可。起初，他不知道應該如何與人相
處，如何對戰友釋出善意，因此被人稱為
“孤狼”。其後在軍營的歷練中，在其他
戰友的幫助下，他逐漸解開心扉，也與父
母釋除誤會，他更加明白了軍人以及“號
手”的意義－不是拿到第一名，而是奉
獻和犧牲。從追求“小我”的成功到融入
部隊、至追求集體成功，從而逐漸蛻變成
重視戰友情的優秀火箭軍，這是歐陽俊的
成長。飾演歐陽俊的陳星旭2000年4歲已
經拍攝電視劇，代表作是2017年的電視
劇《射鵰英雄傳》。

《號手就位》裏的台詞打動了很多觀
眾，收視高企的同時，也獲得了很多網友
肯定的口碑。一位觀眾如此評論道：“節
奏快得飛起，劇情對白妙趣橫生，是近年
最好的軍旅劇。”亦有觀眾評為：“真是
一部良心劇，拍得很好，新時代的青春之
歌！”

《號手就位》第一集開播，新兵入營
開訓儀式上長官的訓示說得甚是：“只要
找準目標，就能設定軌道！只要能加滿燃
料，就能衝上雲霄！訓練所就是新兵的加
油站及發射台，新兵們就是自己命運的發
射號手。”而就着新兵的個性及其提問的
場合與時機，旅長安雷給予班長的回應
是：“既要統一思想，亦要保留個性，只
要是對部隊有利的意見，不論是誰都可以
提出，提出對的話，就應該接納修改。”
的而且確，時代進步，大家觀看事物的眼
光，要與時並進才是正確的方向。

《《號手就位號手就位》》激勵年輕人有使命感激勵年輕人有使命感

熱血新兵熱血新兵 燃點一股傲氣燃點一股傲氣
你時時刻刻在感受光榮的歲月過度頓悟

人生，在當兵的這段歲月裏，還會遇到多少

人，我不知道……但那些能讓我記住的，給

我感悟的人，我會認真地對待他們，珍惜他

們！就如《號手就位》是中國首部火箭軍題

材的電視劇，江湖俗稱“川東F4”就是火箭

軍。該劇是根據豐傑長篇小說《斑斕：畢業

了，當兵去》改編，講述一群大學生火

箭軍新兵投身軍營，在身懷絕技的中

國優秀老兵帶領下，共同進入一

支帶有實驗性質的連隊；這群

火箭軍新兵經歷了身體和精

神的雙重磨礪，最終成長

蛻變為中國火箭軍“王

牌號手”的故事。

●文：蕭瑟

▼▼陳星旭飾陳星旭飾
演歐陽俊演歐陽俊。。

●《號手就位》
以一群火箭軍新
兵為主，講述他
們成長蛻變為
“王牌號手”的
故事。

星 光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21年8月16日（星期一）6

適逢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多齣國劇乘勢而起。當中有線
和港台便分別播映《覺醒年代》和
《號手就位》兩套國劇。說句實在
話，這題材大概未必很多本地年輕觀

眾有興趣看，但相信總有捧場者……至少我60多
歲的外父，觀看《覺醒年代》時便顯得十分津津
有味。電視劇《覺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雜
誌》問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
關刊物為貫穿，展現了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
到中國共產黨建立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講
述了覺醒年代社會風情和百態人生。通過李大
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陳喬
年、鄧中夏、趙世炎等眾多歷史人物為中國尋找
出路的種種探索和思想交鋒，以及思想文化界的

一系列故事為基本。
筆者認為，若果要社會上不同年齡層，都必

須要按着既定的角度認識歷史，將之化成一套電
視劇，的確更容易令普羅大眾消化和理解。還記
得學生時代上歷史課，都有概略地講述二十世
紀初至中的中國歷史，但因為課程太緊湊，內容
都是蜻蜓點水般，今次透過《覺醒年代》，反而
有助離開學校多年的我，更具象化地認識這個時
代的面貌。

國劇一般來說，不是為娛樂觀眾而製作，教
育才是重點。考慮到《覺》的主要角色都是近代
中國史的重要人物，所以每個角色的人物設定和
造型，都作出適量的“顏值升級”，以增加視覺
上的可觀性。不過對我來說，《覺》最吸引的，
反而是吃的情節（利申：筆者乃《舌尖上的中

國》忠實粉絲）。大概中國人向來強調“民以食
為天”，所以劇集對“食”的描述十分細緻和講
究，透過不同的菜式與人們的食相，來側寫社會
不同階層人士的文化和生活面貌。當比較起無綫
劇的吃飯場口時，演員們都只是生硬地吃“道具
飯”或扒着空飯碗；《覺》的每餐飯菜，不管是
涮鍋、農家粗菜，以至街邊饅頭小吃，從演員的
食相看來，他們真心覺得有滋味，這也是此劇帶
給我意想不到的視覺享受。

近年主流劇集都喜歡創造一些亦正亦邪的角
色，以令到故事更具人性化。但《覺》這種國

劇，尤其是涉及創黨歷史的嚴肅題材，內容自然
更像教育電視一樣，直白而正面，這樣才能確保
將劇集訊息清晰傳給讀者。所以本地觀眾開始追
看的興致或者不高，但多看幾集之後，卻發現
《覺》會令人想起十多年前的電影《十面埋伏》
（當然論打鬥場面《十》無疑精彩得多）——同
樣是描述變革的大時代，同樣是講大人物做大事
之餘，也講到小人物前仆後繼，不惜犧牲自己也
要成就大業……其實若論整體質素，《覺》都算
是有一定可觀性，對香港人來說，有必要去看一
看這部有40多集的長劇。 ●文：視撈人

看看《《覺醒年代覺醒年代》》認識一個時代認識一個時代
視
評
視
評

●于和偉
在劇中飾
演 陳 獨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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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方廣告印刷公司新東方廣告印刷公司」」 遷移新址遷移新址
新店在八號公路近百利大道顧客福音新店在八號公路近百利大道顧客福音

（本報記者秦鴻鈞）現代生活無論食
衣住行育樂，道道都離不開廣告、印刷。
無論您是作任何生意，都需要張貼廣告，
無論是招牌，背景牆或旗子，乃至橱窗牆
壁貼圖、大幅的彩色橫幅海報、汽車貼圖
貼字，乃至彩色商業印刷、社團宣傳手冊
，都離不開廣告印刷公司。凡是在休市從
事商業、社團活動的人，沒有不認識 「新
東方廣告印刷公司」 的老闆Benjamin Li ,
他做事實在，確實，如期交件，令人信任
。雖然遠了點，位居休市西陲六號公路與
百利大道交口，為了他的印刷品質一流，
大家還是願意大老遠開車去找他印東西 ！

好消息 ！今後您印刷東西不用再老遠
開車去找李老闆了！就在休市西南區，中
國城的中心點上，八號公路與百利大道交
口不遠處（八號公路邊過百利大道往北下
一條小路路口商場內）即至。方便極了。
新店佈置的美崙美奐，引人駐足。 「新東
方」 最擅長印製的包括：招牌壓克力廣告
字母，標牌廣告旗幟橫幅、展示台字母、

LED 燈、燈箱立杆標牌、貿易展覽產品海
報、汽車貼圖貼字、T恤印花、繡花窗戶
、背景牆和旗子等。在印刷方面：有社團
、商品宣傳手冊、各式彩色橫幅海報、
LED 燈/ 燈箱桿，彩色商業印刷：如貿易
、展覽產品小冊子、演出節目單、乃至T
恤衫印刷、刺繡、櫉窗、牆壁貼圖、背景
牆和旗子、明信片、餐廳菜單、婚禮卡/照
片...等等。我們幾乎每天都生活在廣告、

印刷的世界裡，與 「新東方廣告印刷公司
」 有不解之緣。

「新東方廣告印刷公司」 （BK Print-
ing & Signs Co. )的新址：6601 W. Sam
Houston Pkwy S. #4, （Between Bellaire
& Harwin ) Houston ,Texas 77072, 電話：
（281） 575- 8794， Cell: (832)
782-3688 , E-Mail: bkprintingco@sbc-
global.net, 或bkhwy6@gmail.com

圖為圖為 「「新東方印刷公司新東方印刷公司」」 進口處進口處
及客廳及客廳。（。（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新東方印刷公司新東方印刷公司」」 位於八號公路位於八號公路
邊正門口邊正門口。（。（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新東方廣告印刷公司新東方廣告印刷公司」」 老闆老闆BenBen--

jamin Lijamin Li 攝於新店內攝於新店內。（。（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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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出生於澳門筆者出生於澳門，，中小學均在當地中小學均在當地

完成完成。。大學預科未畢大學預科未畢，，己被電台急召上己被電台急召上
班班，，擔任新聞及文藝撰寫工作擔任新聞及文藝撰寫工作。。2626 歲歲
移民來美移民來美，，跟隨雙親經營唐餐生意之餘跟隨雙親經營唐餐生意之餘
，，亦為港澳兩地報刋撰寫海外生活點滴亦為港澳兩地報刋撰寫海外生活點滴
，，匆匆四十多年匆匆四十多年。。際此悠長歲月中際此悠長歲月中，，筆筆
下未忘與澳門掛鈎下未忘與澳門掛鈎。。去年世界急爆新冠去年世界急爆新冠
病毒疫情病毒疫情，，環球各國各地環球各國各地，，紛紛中招紛紛中招，，
唯獨澳門與台灣唯獨澳門與台灣，，一支獨秀一支獨秀，，確診病者確診病者
稀少稀少，，真正逝世者為零真正逝世者為零，，因此得到世界因此得到世界
衛生組織的嘉獎衛生組織的嘉獎。。

想不到踏進八月想不到踏進八月，，澳門四百多天無澳門四百多天無
新冠本土病例的奇蹟結束新冠本土病例的奇蹟結束，，新冠疫情殺新冠疫情殺
個回馬槍個回馬槍，，而且是帶毒量更大傳染力更而且是帶毒量更大傳染力更
強的德爾塔變異株強的德爾塔變異株。。至令小城經濟至令小城經濟，，特特
別係餐飲業及賭業別係餐飲業及賭業，，又一嘢打回去年疫又一嘢打回去年疫
情初發時的原型情初發時的原型。。

這是澳門的不幸這是澳門的不幸。。今年五月廣州疫今年五月廣州疫
情對澳影響才剛剛平伏情對澳影響才剛剛平伏，，年中最大消費年中最大消費
旺季暑假剛剛展開旺季暑假剛剛展開，，市民正欲在暑期鬆市民正欲在暑期鬆
一鬆已禁錮了一年多的雙腳一鬆已禁錮了一年多的雙腳。。餐飲業界餐飲業界
亦寄望內地特別是鄰近廣東省遊客重臨亦寄望內地特別是鄰近廣東省遊客重臨

，，稍為重振一下市道稍為重振一下市道。。但晴天霹靂但晴天霹靂，，無無
論疫情防控如何嚴防死守論疫情防控如何嚴防死守，，套用句足球套用句足球
比賽術語比賽術語，， 「「久守必失久守必失。。」」 我的母校濠我的母校濠
江中學的舞蹈團學生江中學的舞蹈團學生，，月前赴國內西安月前赴國內西安
交流交流，，其中一位女學生受到感染其中一位女學生受到感染，，回澳回澳
導致父母兄長一家四口導致父母兄長一家四口，，均被証實患上均被証實患上
確診新冠肺炎確診新冠肺炎。。此際澳門正值暑假黃金此際澳門正值暑假黃金
期期，，好多已訂的飯局好多已訂的飯局、、社團宴會即刻無社團宴會即刻無
奈取消奈取消，，餐飲業又要進入過冬餐飲業又要進入過冬，，做老闆做老闆
真的是無語向蒼天真的是無語向蒼天。。

幸好澳門行政長官賀一城臨危不亂幸好澳門行政長官賀一城臨危不亂
，，馬上隨即批示馬上隨即批示，，澳門進入即時預防狀澳門進入即時預防狀
態態。。翌日上午九時翌日上午九時，，啟動全民核酸檢測啟動全民核酸檢測
。。雖然近期時而天氣悶熱雖然近期時而天氣悶熱，，時而大雨傾時而大雨傾
盆盆，，做核酸檢測的人眾多做核酸檢測的人眾多，，需時較長需時較長，，
但大部分居民都表示理解但大部分居民都表示理解，，以實際行動以實際行動
支持抗疫支持抗疫。。

今次感染者中的女學生今次感染者中的女學生，，曾在七月曾在七月
十九日下午於珠海乘坐航班前往西安進十九日下午於珠海乘坐航班前往西安進
行交流活動行交流活動。。經核實經核實，，該航班與南京關該航班與南京關
聯的兩個病例聯的兩個病例（（中山個案中山個案、、珠海個案珠海個案））
有關有關。。南京是此波疫情的源頭南京是此波疫情的源頭，，目前傳目前傳

播鏈已延長至江蘇播鏈已延長至江蘇、、安徽安徽、、四川四川、、遼寧遼寧
、、廣東廣東、、湖南湖南、、北京北京、、澳門等省區市澳門等省區市，，
三百多人感染三百多人感染。。

南京當局早前表示南京當局早前表示，，早期報告的南早期報告的南
京祿口機場保潔員病例的基因序列京祿口機場保潔員病例的基因序列，，與與
七月十日由俄羅斯入境的七月十日由俄羅斯入境的CACA九一九一○○航航
班的輸入病例基因序列一致班的輸入病例基因序列一致。。調查發現調查發現
，，保潔員參加了保潔員參加了CACA九一九一○○航班的機艙航班的機艙
清掃清掃，，工作完成後工作完成後，，因為防護洗脫不規因為防護洗脫不規
範範，，可能造成個別保潔員感染可能造成個別保潔員感染，，進而擴進而擴
散傳播散傳播。。

今次疫情告誡人們今次疫情告誡人們，，針尖大的窟窿針尖大的窟窿，，
也能漏過斗大的風也能漏過斗大的風，，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千里之堤潰於蟻穴
。。各地必須時刻緊繃疫情防控這根弦各地必須時刻緊繃疫情防控這根弦，，
克服麻痹思想克服麻痹思想，，毫不放鬆毫不放鬆、、持之以恆抓持之以恆抓
好各項疫情常態化好各項疫情常態化 的防控措施的防控措施，，織密紮織密紮
牢疫情防控網牢疫情防控網。。

南京傳播鏈的病例感染的是新冠病南京傳播鏈的病例感染的是新冠病
毒德爾塔變異株毒德爾塔變異株。。德爾塔是最早發現於德爾塔是最早發現於
印度的變異病毒印度的變異病毒，，毒載量為原始毒株的毒載量為原始毒株的
一千二百六十倍一千二百六十倍！！它是目前全世界傳播它是目前全世界傳播
力最強的新冠病毒之一力最強的新冠病毒之一，，無接觸十四秒無接觸十四秒

即可感染即可感染，，十天內可傳五代十天內可傳五代。。
當前當前，，澳門仍處於疫情爆發初期澳門仍處於疫情爆發初期，，

隨感染者一同前往西安交流的還有卅人隨感染者一同前往西安交流的還有卅人
，，他們及其家庭成員是否也受到感染他們及其家庭成員是否也受到感染？？
另外另外，，四名感染者在澳門活動多天四名感染者在澳門活動多天，，包包
括曾到餐廳進餐括曾到餐廳進餐，，是否有更多人被感染是否有更多人被感染
？？這些都有待進一步檢測這些都有待進一步檢測。。行政長官賀行政長官賀
一誠坦言一誠坦言，，不排除多次全民核酸檢測不排除多次全民核酸檢測。。

當下當下，，德爾塔毒株肆虐德爾塔毒株肆虐，，全國已有全國已有
一百四十四個中高風險區一百四十四個中高風險區，，為常態化防為常態化防
控以來最多控以來最多。。面對嚴峻疫情面對嚴峻疫情，，澳門廣大澳門廣大
居民應盡快接種新冠疫苗居民應盡快接種新冠疫苗。。雖然疫苗在雖然疫苗在
應對德爾塔威脅時應對德爾塔威脅時，，有效率有所下降有效率有所下降，，
但依然有效但依然有效，，其中最大的好處其中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是可以
大幅降低發病風險大幅降低發病風險，，接種過疫苗的病例接種過疫苗的病例
總體上症狀都較輕總體上症狀都較輕，，病程也較短病程也較短。。

今次感染者中今次感染者中，，曾不同程度出現咳曾不同程度出現咳
嗽嗽、、咽痛咽痛、、發燒發燒、、味覺及嗅覺喪失等症味覺及嗅覺喪失等症
狀狀，，但均未及時就診但均未及時就診，，反映出部分居民反映出部分居民
對疫情警惕性有待提高對疫情警惕性有待提高。。居民若出現上居民若出現上
述症狀述症狀，，應主動做好防護並及時就診應主動做好防護並及時就診。。
廣大居民近期也應做好個人防護廣大居民近期也應做好個人防護，，戴口戴口

罩罩、、勤洗手勤洗手，，減少外出減少外出、、聚集聚集，，非必要非必要
不離境不離境，，尤其不要前往疫情中高風險地尤其不要前往疫情中高風險地
區區。。

雖然德爾塔毒株傳染力強雖然德爾塔毒株傳染力強，，但我國但我國
已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應對方法已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應對方法，，加加
上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上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有新冠疫苗有新冠疫苗
的助力的助力，，相信只要各界團結一心相信只要各界團結一心，，定能定能
早日戰勝疫情早日戰勝疫情。。

筆者心系美國筆者心系美國、、也心系馬交也心系馬交（（澳門澳門
別名別名），），祈望兩地民眾祈望兩地民眾，，早日脫離病毒早日脫離病毒
，，健康地在人生道路上健康地在人生道路上，，高歌猛進高歌猛進！！

使用智能鑰匙給車主帶來極大方便
，但有朋友發牢騷，忽然有一天智能鑰
匙出現故障害得自己耽誤了工作。還有
朋友表示，智能鑰匙接觸不良，鎖車的
時候需要按好幾次。這些情況基本都是
平時忽視智能鑰匙所導致。

更多的鬱悶則是車主在購車後沒多
久汽車智能鑰匙竟然沒電了，只能無奈
地更換電池，但第二塊電池還是沒過多
久就沒電了。這可苦了車主，真要遇到
急事，鑰匙沒電了該有多尷尬。

智能鑰匙現在已經基本普及到我們
日常出行的愛車上了，一鍵式開鎖、啟
車，都已經是家常便飯，可當你每天對
愛車無微不至地愛護和保養的時候，你
有沒有關注到你愛車的智能鑰匙呢？可
能很多車主的愛車是一鍵式啟動的，上
了車就把智能鑰匙放在前擋風玻璃附近
，還有車主習慣把手機、電腦和智能鑰
匙放在一起，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做法很
可能會讓你的智能鑰匙毀壞。

智能鑰匙的使用要注意幾點。首先

智能鑰匙會受到電磁干擾，手機來電的
時候輻射最大，兩者長時間放在一起會
導致智能鑰匙控制汽車的電磁波失靈。
對於擁有一鍵式啟動的汽車，很多車主
習慣進入車內就把鑰匙往前儲物台一扔
，這樣很可能會因為陽光的暴晒導致智
能鑰匙內部零件的老化。

智能鑰匙更換電池是很關鍵的，因
為智能鑰匙對電池的使用比較苛刻。車
主在更換電池的時候不要隨意根據電池
的大小來選擇電池，而是要去專業店進

行更換。
到了智能鑰匙丟失或者該更換時，車主
一定要攜帶駕照、車輛證明等證件，否
則就只能更換全車車鎖，這樣的成本會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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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1-- 智能鑰匙很脆弱智能鑰匙很脆弱，，車主需謹慎車主需謹慎

很多車主都知道汽車需要定期、例行保
養，如更換三濾、機油等消耗品，檢查輪胎
和製動系統的安全性等。但是，在車輛的運
行過程中，很多部件都在不斷地磨損，例行
保養、檢查範圍也遠遠不限於三濾、機油、
剎車片、火花塞等，很多地方如果平時不注
意檢查、維護，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出現意
想不到的故障。下面就是容易被忽視的一些
汽車部件。

1，點火線圈(Ignition Coil)
很多人都知道火花塞要定期更換，卻忽

略了點火系統其他部件的維護，點火高壓線

圈就是其中之一。在發動機運轉時，點火線
圈上經常有數万伏的高壓脈衝電流，由於它
長時間工作在高溫、多塵、振動的環境中，
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老化甚至破損。

2，制動盤（Brake Rotor)
制動盤與製動蹄片是一對摩擦兄弟，制

動蹄片磨損了，制動盤也會有一定的磨損。
這個道理是很淺顯的，很多人在保養車輛時
卻只注意更換蹄片，忽略了更換制動盤。制
動盤過度磨損帶來的後果很嚴重，一般來說
，在製動蹄片更換2~3次之後，制動盤也應
更換。別心疼錢，它帶給你的安全保障可是

無價的。
3，發動機支架（Engine Mount）
發動機支架是用來將發動機和變速器固

定到汽車的車架上的。由於發動機及變速器
的工作會產生震動，為了減少震動感必須要
靠能起緩衝作用的發動機支架， 一定是橡
膠做的。經過長期的高溫及震動和壓力的作
用產生老化橡膠破裂。一般來講發動機支架
（Engine Mount）的壽命只有6萬-8萬英里
。

4，電氣插接件
汽車上除了極少數重要的電氣插接件採

用金觸點，其餘大部分接頭都採用銅-鋅合
金，在正常情況下，它的可靠性是有保障的
，但如果車子長期在高溫、 高濕、顛簸的
環境下運行，這些接頭就有可能產生鬆動、
鏽蝕、接觸不良等故障，而一些稀奇古怪的
電氣故障也大多由此而產生。因此，在例行
保養時，應著重檢查車上的電腦、傳感器、
噴油嘴等部件的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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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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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一顆心臟，如果心臟停
止跳動，生命也將隨之消失。汽車也不
例外，發動機就是汽車的心臟，尤其在
春夏之交的季節，由於濕度較大，而且
氣溫時高時低，容易對發動機造成損傷
，因此，保養的好與壞直接影響著汽車
的性能和它的使用壽命。車主們最愛犯
的五大毛病是直接導致愛車產生“心臟
病”的原因。

不按期保養發動機
通常人們總是喜歡在改裝上投入很

多錢，但卻容易忽視按期給發動機做保
養。據統計，車輛因發動機保養不良造

成的故障佔總故障的50%。可見發動機
保養對延長車輛使用壽命能起到至關重
要的作用。當然也會給你減少不必要的
損失，要不怎麼會有“以養代修”這個
說法。

提醒：不僅僅是在常規的保養期限
內要進行發動機的養護，在駕駛經過一
些特別潮濕或者粉塵特別大的地區時，
都要對發動機的相關部件做一些檢查保
養。

機油變質及機油濾芯不暢
不同等級的潤滑油在使用過程中油

質都會發生變化。車輛行駛一定裏程之
後，性能就會惡化，可能會給發動機帶
來種種問題。為了避免這些故障的發生
，應該結合使用條件定期給汽車換油，
並使油量適中，一般以機油標尺上下限
之間為好。

機油從機油濾芯的細孔通過時，把

油中的固體顆粒和黏稠物積存在濾清器
中。如濾清器堵塞，機油則不能順暢通
過濾芯，會脹破濾芯或打開安全閥，從
旁通閥通過，仍把臟物帶回潤滑部位，
促使發動機磨損加快，內部的汙染加劇
。因此機油濾芯的定期更換同樣重要。

提醒：機油不要加少了，但也不要
加多了，不是越貴的名牌合成機油就越
好，適合你的愛車的機油才是最好的。

空氣濾芯堵塞
發動機的進氣係統主要由空氣濾芯

和進氣管道兩部分組成。根據不同的使
用情況，要定期清潔空氣濾芯，可使用
的方法有高壓空氣由裏向外吹，把濾芯
中的灰塵吹出。由於空氣濾芯為紙質，
所以吹的時候要註意空氣的壓力不能過
大，以免損壞濾芯。空氣濾芯一般在清
洗2-3次後就應更換新的，清洗周期可
以由日常駕駛區域的空氣質量而定。

提醒：購買質量好的廠家原裝提供
的正廠件空氣濾芯也很重要。

進氣管道過臟
如果車輛經常行駛於灰塵較多、空

氣質量較差的路況區域，就應該註意清
洗進氣管道，保證進氣的暢通。進氣管
道對於發動機的正常工作非常重要，如
果進氣管道過臟，會導致效率下降，從
而使發動機不能在正常的輸出功率範圍
內運轉，加劇發動機的磨損和老化。

提醒：盡量少走灰塵多的區域，同
時，空調格也要註意更換。

曲軸箱油泥過多
發動機在運轉過程中，燃燒室內的

高壓未燃燒氣體、酸、水分、硫和氮的
氧化物經過活塞環與缸壁之間的間隙進
入了曲軸箱中，使其與零件磨損產生的
金屬粉末混在一起，形成油泥。

少量的油泥可在油中懸浮，當量大

時從油中析出，堵塞濾清器和油孔，造
成發動機潤滑困難，從而加劇發動機的
磨損。此外，機油在高溫時氧化會生成
漆膜和積炭粘結在活塞上，使發動機油
耗增大、功率下降，嚴重時使活塞環卡
死而拉缸。

提醒：要減少油泥產生，使用高質
量的燃油是十分有必要的，所以建議車
主加油時盡可能到正牌的加油站。此外
，使用質量過關的潤滑油以及按照廠商
規定的保養周期對潤滑油以及機油濾清
器進行更換也是很關鍵的。另外，請經
常檢查自己愛車的機油油位，不足時應
盡快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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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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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 汽車維修保養中易被忽視的幾處部件汽車維修保養中易被忽視的幾處部件

4545-- 愛車愛車““心臟病心臟病””五原因五原因 忌曲軸箱油泥多忌曲軸箱油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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