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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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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
ment Advisor (RIA)ment Advisor (RIA)】】上週市場聚焦在美聯儲政策上週市場聚焦在美聯儲政策、、deltadelta變體變體、、和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
美聯儲官員的評論為即將到來的貨幣政策刺激措施打開了大門美聯儲官員的評論為即將到來的貨幣政策刺激措施打開了大門，，不斷蔓延的不斷蔓延的 deltadelta變體擾亂了變體擾亂了
美國和世界各地的經濟重新開放進程美國和世界各地的經濟重新開放進程，，在阿富汗發生的恐怖事件引發了政治動盪在阿富汗發生的恐怖事件引發了政治動盪。。上周美國上周美國

股市的波動仍然很小股市的波動仍然很小，，延續了延續了88月份的平靜趨勢月份的平靜趨勢，，今年今年88月份市場走勢僅僅是過去月份市場走勢僅僅是過去1010年平年平
均月波動幅度的一半均月波動幅度的一半。。美國股市再次創下歷史新高美國股市再次創下歷史新高，，使今年迄今為止的收盤記錄達到使今年迄今為止的收盤記錄達到5050多多
個高點個高點。。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3545635456點點（（週漲幅週漲幅11%%，，年漲幅年漲幅1515..88%%），）， 標標
普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45094509點點（（週漲幅週漲幅11..55%%，，年漲幅年漲幅2020..11%%），），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1513015130點點（（週漲週漲
幅幅22..88%%，，年漲幅年漲幅1717..44%%）。）。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週出爐的上週出爐的77月份個人支出報告顯示月份個人支出報告顯示，，消費者支出較上月小幅增長消費者支出較上月小幅增長 00..33%%，，明顯低於明顯低於 66 月月

份的增速份的增速，，且低於過去六個月平均且低於過去六個月平均11..66%%的增速的增速。。這與上個月疲軟的零售銷售報告一致這與上個月疲軟的零售銷售報告一致，，引引
發了投資者對經濟復甦健康和持久性的擔憂發了投資者對經濟復甦健康和持久性的擔憂。。這與美聯儲減少經濟刺激措施的討論一起這與美聯儲減少經濟刺激措施的討論一起，，
在股市表現轉向更具防禦性的態勢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股市表現轉向更具防禦性的態勢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消費者信心指數的下降反映了在消費者信心指數的下降反映了在deltadelta病毒變體和通脹上升推動的條件下病毒變體和通脹上升推動的條件下，，以及暑期報復以及暑期報復
性消費熱情消退之後性消費熱情消退之後，，消費支出與之前相比顯得動力不足消費支出與之前相比顯得動力不足。。由於個人消費在美國經濟中所由於個人消費在美國經濟中所
佔的份額最大佔的份額最大（（佔佔GDPGDP的的7070%%），），這可能會導致第三季度的這可能會導致第三季度的 GDPGDP讀數略低於預期讀數略低於預期。。但這但這
不會阻止經濟仍在快速恢復和運行的大趨勢不會阻止經濟仍在快速恢復和運行的大趨勢，，且這一趨勢很可能會持續到明年且這一趨勢很可能會持續到明年。。在勞動力在勞動力
市場復甦和政府財政刺激的幫助下市場復甦和政府財政刺激的幫助下，，今年個人消費激增今年個人消費激增。。由於就業增長穩健由於就業增長穩健，，預計失業率預計失業率
將繼續下降將繼續下降。。工資以工資以2020年來最強勁的速度增長年來最強勁的速度增長，，77月份個人儲蓄率為月份個人儲蓄率為 99..66%%，，增加了約增加了約22萬萬
億美元的累積家庭儲蓄額億美元的累積家庭儲蓄額。。這些因素都為消費者提供了大量的消費動力這些因素都為消費者提供了大量的消費動力。。上週的耐用品報上週的耐用品報
告顯示商業投資前景依然光明告顯示商業投資前景依然光明，，這將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這將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供應鏈中斷和產能限制目前正供應鏈中斷和產能限制目前正
在阻礙增長在阻礙增長，，但分析師預計未來生產和商業投資的增加將滿足強勁的需求但分析師預計未來生產和商業投資的增加將滿足強勁的需求。。

儘管儘管1010年期利率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年期利率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但仍是但仍是 20192019 年初水平的一半年初水平的一半，，這意味著借貸成這意味著借貸成
本暫時不會阻礙經濟和企業成長本暫時不會阻礙經濟和企業成長。。分析師指出分析師指出，，實際實際1010年期收益率年期收益率（（經通脹調整經通脹調整））仍穩固仍穩固

處於負值區域處於負值區域。。鑑於美聯儲表態在近期不太可能加息鑑於美聯儲表態在近期不太可能加息，，經濟復甦勢頭暫時不會被利率限制經濟復甦勢頭暫時不會被利率限制，，
股市尤其是價值型投資和全球週期性資產類別股市尤其是價值型投資和全球週期性資產類別（（國際中小型股票和新興市場股票國際中小型股票和新興市場股票））仍會有較仍會有較
好的增長勢頭好的增長勢頭。。

（中央社哥本哈根30日綜合外電報導）世界
衛生組織（WHO）30日表示，至今年12月1日，
歐洲COVID-19染疫死亡人數恐將新增23萬6000
人。針對部分國家疫苗接種率過低，世衛組織亦
表示擔憂。

世衛歐洲區域辦事處主任克魯格（Hans
Kluge）表示： 「上週歐洲的（染疫）死亡人數增
加11%。一項可靠預測指出，至12月1日，歐洲
將新增 23 萬 6000 人死亡。 」 自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爆發至今，歐洲已有
約130萬人病故。

克魯格說，在世衛的53個歐洲成員國中，有
33國過去2週內的發病率超過10%。

克魯格將傳播率升高歸咎於傳染力更強的
Delta變異株蔓延、防疫限制與措施 「過度放鬆」
，以及夏季旅行人數激增。

克魯格告訴媒體記者，歐洲大陸的傳播率飆
升， 「讓人深感憂心，尤其部分國家的重點接種
對象疫苗接種率仍然很低」 。

克魯格強調，儘管歐洲約半數人口已完整接
種疫苗，但疫苗接種率已開始放緩， 「在過去6週
裡，由於部分國家無法取得疫苗，還有一些國家
的疫苗接受度過低，接種率下降了14%」 。

目前，在歐洲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完
整接種疫苗者僅佔總人口的6%，還有部分國家，
國內僅有1/10 的醫護人員已施打疫苗。

克魯格說： 「在我們的區域內，疫苗接種進
度停滯引來嚴重關切。」 他也敦促各國 「增加
（疫苗）產量、分享疫苗並設法獲取更多疫苗」
。

此外，針對多國宣布開打 「第3劑」 COV-
ID-19疫苗，世衛30日也改口，稱這是保護最脆
弱群體的方式之一，追加劑疫苗並非 「奢侈品」
。

本月稍早世衛曾說，現有資料尚無法證明施
打追加劑確有必要，而且還稱接種第3劑之舉將拉
大各國的疫苗貧富差距。

世衛憂心世衛憂心 至至1212月歐洲恐再增月歐洲恐再增2323..66萬人病故萬人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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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從智博會熱詞看數字經濟新格局

為期三天的 2021 中國國際智能產

業博覽會日前在重慶閉幕。作為中西

部重要的以數字經濟為主題的國家級

展會，“十四五”、工業互聯網、應

用場景、國際合作、中小企業等詞匯

頻繁出現在智博會“會展賽論”的各

個環節，成為觀察數字經濟發展的獨

特窗口。

高頻詞：“十四五”
“與往屆相比，本屆智博會最大

的不同就是舉辦在‘十四五’的開局

之年。”重慶工商大學副校長李敬

說，因此“十四五”成為高頻詞並不

令人意外。

“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

出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

政府，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

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

“‘十四五’規劃強調‘打造數字

經濟新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

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這為數字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在智

博會開幕式主論壇上，吉利控股集團董

事長李書福表示。

同樣提到“十四五”的還有聯想集

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元慶，他認為

“十四五”時期，社會經濟將全面、立

體地邁向數字化、智能化時代，“場

景+新 IT”模式將成為產業升級的驅動

力，實體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作為智博會重要活動的2021工業互

聯網一體化發展高峰論壇上，與會嘉賓

也認為當前工業互聯網呈現加速發展的

最大驅動力，來自於“十四五”將成為

我國製造業轉型升級關鍵階段的客觀要

求。

“製造業能否在‘十四五’期間利

用數字技術拓展出創新發展新空間，將

影響著中國製造未來是否能繼續在全球

保持競爭力。”忽米網首席執行官鞏書

凱表示。

高頻詞：工業互聯網
工業互聯網，貫穿今年智博會“會

展賽論”的全環節。

“近年來，數字

經濟對產業結構調

整、經濟社會發展

的影響日益加深。”

李敬表示，作為數字

經濟賦能傳統工業

的主要抓手，加上

重慶是我國重要的

工業基地，工業互

聯網成為智博會熱

詞恰逢其時。

本屆智博會 7 萬

平方米的線下展覽中

，工業互聯網展區達

到 2萬平方米。圍繞

工業互聯網，舉行成

果發布和推介活動100

多場，50多種新技術

新成果首次公開發

布，在重慶市簽約總

投資2524億元的92個

項目，智能製造占比

達到四成。

包括吉利工業互聯網平臺等推出的

柔性車間、孿生工廠、智能汽車等，成

為本屆智博會上駐足觀眾最多的展臺，

邊緣計算、標識解析等也成為與會嘉賓

談及最多的專業詞匯。

工業互聯網一體化發展高峰論壇

、工業互聯網和智能製造高峰論壇等

重量級論壇均以工業互聯網為主題，

包括兩院院士、全球知名企業負責人

等嘉賓都圍繞工業互聯網發展發表了

主旨演講。

高頻詞：應用場景
讓許多參觀者印象最深的，是今年

智博會精心打造的眾多應用場景。

“場景是試驗空間、市場需求、彈

性政策的復合載體，是加速孕育新興

產業的重要工具。”李敬表示，抓住

場景，就抓住了數字經濟發展的關

鍵，“而場景也是重慶發展數字經濟的

最大優勢。”

“十四五”規劃《綱要》圍繞雲計

算、大數據等7大數字經濟重點產業，

也明確提出了智能交通、智能製造等10

大應用場景。

8月25日，西部（重慶）科學城在

智博會上首次向全球發布包含30個場景

項目、70個具體場景，總投資額近2400

億元的應用場景機會清單。

西部（重慶）科學城相關負責人表

示，西部（重慶）科學城已布局了未來

科學新應用、產業跨界新融合、城市治

理新模式、民生服務新體驗“四大應用

場景”，科學大道、科學會堂、科學公

園、科學谷等一大批在建重大項目，將

為前沿新技術率先應用提供廣泛的場景

機會。

在位於兩江新區的禮嘉智慧公

園，“智慧生活的一天”體驗項目通

過 60 個體驗場景、130 個體驗項目，

全方位展示 24 小時的智慧生活，讓

參觀者更真切感受智能時代、分享智

慧生活。

高頻詞：國際合作
雖然全球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復雜，

但本屆智博會仍然吸引了31個國家和地

區的610余家企業積極參加。

“隨著在全球創新中的地位愈發

重要，數字經濟正在成為國際合作的

新熱點。”李敬表示，近年來重慶乃

至西部地區在推進數字產業化、產業

數字化方面成效明顯，加上巨大的市

場機遇，自然也吸引著國際企業的目

光。

智博會期間，新加坡、印尼等東盟

國家代表與重慶、四川、廣西等西部省

市代表相聚一起，圍繞中新國際數據通

道建設、應用推廣、創新發展等話題熱

烈討論。

作為本屆智博會的主辦方之一，新

加坡組織30多家企業參展，分別展示自

動化設備、機器人製造、中新國際數據

通道建設等數字技術成果。

與此同時，48家英國企業參加本屆

智博會，通過舉辦主題路演、高峰論壇

等方式，展示先進數字技術，尋求合作

機遇。

與智博會同期舉行的中國－上海合

作組織數字經濟產業論壇，上合組織18

個國家全數參加。

此次論壇是上合組織首次舉行以數

字經濟為主題的高級別論壇。論壇的成

功舉辦，不僅為上合組織各成員國深化

數字經濟交流合作搭建了重要平臺，也

向世界傳遞出中國深度參與數字經濟國

際合作的重要信號。

高頻詞：中小企業
如何降低中小企業“觸網”“用

網”門檻，在本屆智博會上被反復提

及。

“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吸納了最廣

泛的就業，但在利用工業互聯網提升競

爭力方面還存在困難。”李敬表示，如

何為中小企業提供普惠性、公共性的工

業互聯網平臺服務，正在成為全社會關

註的熱點話題。

智博會期間發布的《工業互聯網平

臺賦能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研究報告》

顯示，我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總體向

好，但整體來看仍存在基礎薄弱、人才

供給不足、服務能力不強等瓶頸。

“當前，中小企業想要借力工業互

聯網，必須根據自身情況，推動低成本

、模塊化工業互聯網設備和系統在中小

企業中的部署應用，提升中小企業數字

化、網絡化基礎能力。”忽米網首席執

行官鞏書凱表示。

中國工業互聯網研究院總工程師張

曉彤則建議，應該引導解決方案提供商

圍繞中小企業實際需求，針對性研發

“小而美”的場景化解決方案，同時加

快建設共性基礎設施，多渠道降低中小

企業應用工業互聯網成本。

短短三天的智博會會期，湧現出的

高頻詞折射出數字經濟發展的新格局。

在最後一天的智博會閉幕式上，組委會

向全球發出邀請：歡迎明年再次相聚重

慶、相聚2022智博會，暢敘合作友誼，

分享智慧成果，共同開創數字經濟美好

未來。

兩 地 產 經 2021年8月30日（星期一）3 ●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人口老化加劇，銀髮市場越來越大。有香港初創企業看準患病長者在家的護理需

求，開創類似“Uber”式的平台提供專業的護理服務，除了讓一些全職或退休的護士、物理

治療師及保健員可以自由職業者形式接工作外，患有癌症、中風、認知障礙、需出院護理等

4大類長者也可在家中享用服務，這種以網絡平台配對式的長者護理服務在港算是頗新穎，

公司亦計劃進軍大灣區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
��

EVERCARE晨曦居家護
理服務共同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王維駿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在疫情期間，公司業務都有不俗
增長，原因是多了人不希望長者留在醫院或老人
院舍，反而會帶老人回家，這就間接刺激了公司
的業務需求。他透露，現時每日都有約數百個鐘
服務，公司去年已達盈利階段，下一步是希望進
軍大灣區市場，因其需求將是香港的10倍。

照顧患病長者需專業人員
談到創業由來，王維駿原本在美國從事金融工

作，後來回港，九十多歲的嫲嫲因一次不慎在下床
時跌到，令身體動彈不得，當時想找一些人員協助
她在家中康復，發現原來很困難，加上質素亦很參
差，便啟發了他成立Evercare。成立至今5年，業
績一直穩健增長，正因市場有很大需求。

他表示：“照顧健康情況還好的長者可以聘請
工人姐姐，但如果是患有較嚴重疾病如癌症、中風
等，便需要有專業知識的護理人員。”他續指，現
時長者人口已佔全港18%，香港每年有250萬住院
的次數，多於一半是長者，政府醫院亦不夠床位及
人手支援，而長者護老的市場更高達10幾億港
元，目前公司的市佔率只有數個百分點，仍有很大
的發展空間。

設評分平台增服務透明度
相比起其他上門護理公司，王維駿認為最大的分

別在於質素，其公司與理大合作舉辦全港第一個上門
護理課程，因護士通常培訓都是在醫院、診所的環
境，但在家居則很少，而且在一對一、無儀器的情
況下真是有很大分別。他續指：“加上平台引入科技
元素，令整個服務好透明，用戶體驗好好多。”他形
容服務與Uber類似，客戶不僅每次服務後可在平台
為護理人員評分，護理人員亦可透過平台即時將長者
的一些突發情況通知其家人。對於護理人員而言，平
台會為其建立個人檔案、工作經驗等，公司亦會為他
們設立職業生涯規劃，提供升職機會。

王維駿預計，香港有約100萬名長者，而大灣
區則有10倍甚至更多，隨着大灣區的發展，愈來
愈多港人想到大灣區工作及居住，安老服務潛力很
大。他計劃，在大灣區會設立一個營運團隊，相信
當地的護士對長者與香港的比例差不多，最重要的
是提供足夠的培訓，現時最大需求的職位是保健
員，照顧長者簡單的日常起居，相對要求不高，薪
金亦只有護士的三分之一。他為此專門參加了數碼
港舉辦的一些活動，了解了不少大灣區對企業的支
援政策，例如辦公室免租、人手補貼等，希望計劃
明年可以“起行”。

王維駿又指，香港創業主要是請人難，早前數
碼港舉辦的虛擬互動招聘博覽為其預先篩選了一批
合適的人選，節省了不少時間，2至3日間已有過
100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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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量日漸增
多，服務人員已由
護士拓展至物理治
療師、營養師等，

加上又計劃開拓大灣區市場，問及
他有否招攬投資者加入，王維駿坦
言，由於公司算是“輕資產”的行
業，投資金額不算大，目前不會急
於被投資，寧願慢慢一步步擴大業
務。

他認為，其實創業初期，都是
找到一個客戶及護理人員做起，慢
慢再透過介紹傳開，護理人員與客
戶就像“雞同雞蛋”的關係，愈多
客戶，才會有愈多護理人員加入，
愈多護理人員加入亦可吸引更多客
戶使用，但最重要仍是要做好服務
的品質。

王維駿希望做到與其他競爭者

有區別，例如公司會設立一所
Home Care Institue（在家護理機
構），透過醫生等專業人士去教公
司護理人員一些專業的照顧癌症、
中風等的康復護理，讓他們的服務
更專業稱職，“對於中風者而言，
康復的階段好緊要。”

品質為先

◀王維駿稱公司去年已達盈利階段，下一步是希望
進軍大灣區市場，因其需求將是香港的10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晨曦居家護理服務讓患有癌症、中
風、認知障礙、需出院護理等長者在家
中也可享用服務。 官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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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
由於政府的醫
療服務遠不夠
供 應 實 際 需

求，與私營合作似乎大勢所
趨。王維駿的 EVERCARE
晨曦居家護理服務，就受惠
疫情下的公私營合作，公司
現時每日都有約數百個鐘服
務，去年已達盈利階段。
他表示，以去年疫情為

例，有化驗所向其招手，提供
上門驗血測驗新冠肺炎病毒，
已做超過60萬個採樣，這亦
為其提供了一個不錯的收入途
徑；又如，公司去年與社署合
作，提供補貼高達九成費用，
專門為基層市民提供上門護理
服務，讓基層都有能力負擔
到。王維駿相信，大灣區的醫
療服務發展亦很大可能循公私
營合作方向發展。

已獲盈利穩打穩紮擴業務服務質素最重要

●晨曦居家護理服務提供個人護
理、陪診服務、陪伴關懷等各種服
務。 官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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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在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Brno）有一座规

模不大的博物馆，却每年都能吸引成千上万世界

各地的游客前来朝圣，只因为它的门前招牌上写

着一个光耀千古的名字：格里戈•约翰•孟德尔

（Gregor Johann Mendel），现代生物学的祖师爷

。

在这家博物馆里，游客们不但能够驻足观赏

孟德尔曾经种过豌豆的花园，参观他当年留下的

手稿，离开的时候还能获得博物馆赠送的豌豆种

子，并再一次回想起，中学时代被“绿圆黄皱、

高杆矮杆、紫白（花）种皮（鼓和瘪）”的豌豆

们支配的痛苦。

为生物学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孟德尔自始至

终都不是学术圈的人，他原本是一家修道院的神

父，因为懂一点科学知识，还曾长期担任他们小

镇的中学教师，搞科学研究纯属是个人爱好。在

他生活的19世纪，大多数科学家还在为生物的遗

传性状到底从何而来争论不休，孟德尔却已经想

到了要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找到“一个能够控制

杂交种的产生和发育的普遍通用的规律”。

在长达8年时间里，孟德尔像老农一样精心

栽培他的豌豆，并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将具有

对应性状的植株相互杂交，再去记录和分析这些

性状的遗传规律，终于发现了遗传学三大基本定

律中的两个——“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

”。

为什么孟德尔要用豌豆来作为自己的实验材

料呢？首先是因为，自然生长的豌豆花瓣是闭合

起来的，自己给自己授粉，不用担心外面飞来的

蜜蜂，把其他花的花粉带进来，这样就能精确控

制一株豌豆是不是杂交过。其次它的花朵又比较

大，可以用人工方式来杂交授粉；再其次，豌豆

的不同性状特点鲜明，高杆就是高杆，矮杆就是

矮杆，不会产生介于两者之间的植株；当然还有

一个原因，豌豆的种子不但数量多，而且长在豆

荚里面，非常容易统计数据。

其实孟德尔也用过一种名叫山柳菊（学名：

Hieracium umbellatum L.）的植物，但却因为它的

生殖方式过于多变，得到的结果一直不够稳定而

把实验数据搞得一团糟。这样看来，豌豆简直就

是上帝赐给人类发现遗传学规律的神物。

响珰珰一粒铜豌豆

不过我觉得，孟德尔之所以选中豌豆，还因

为它本来就是全世界都很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它

原产于亚洲西部和地中海沿岸，早在公元前7000

年前后的石器时代，我们人类就已经开始采摘豌

豆作为食物了。到了大约6000年前，还未正式踏

入文明行列的人类已经学会了种植豌豆。这种作

物可能是经南欧向西，以后又向北逐步传播，大

约在隋唐时代经丝绸之路进入了我国，有“胡豆

”、“回鹘豆”“小寒豆”等诸多别名。

在欧洲，中世纪之前的人们一般都是吃晒干

的豌豆种子，吃的时候磨成粉或是煮成粥，如果

有敢于炒熟干吃的猛男，这种硬邦邦的豆子一定

会崩坏一两颗牙齿，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心理阴影

。安徒生笔下有一位“豌豆公主”，睡觉的时候

身下垫了二十张床垫外加二十床鸭绒被，仍然能

被床板上的一颗豌豆硌得浑身酸痛。除了公主的

皮肤过于娇嫩之外，豌豆的硬度大概也不能说全

无作用。

我国元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说自己是“蒸不

烂、煮不熟、搥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

豆。”固然是出于市井切口，但也反映出一个问

题，豌豆这东西真的很硬。

干豌豆还可以拿来做零食，把它磨碎、去皮

、洗净、煮烂、糖炒之后，凝结成块的食物就是

老北京常吃的“豌豆黄（儿）”，味道香甜，据

说当年深得慈禧太后的喜爱。现在最常见到的豌

豆则是在超市里卖的零食“青豆”，不管是蒜香

还是原味，不管油炸与否，吃起来都又硬又脆，

保留了它们祖先的风骨。

荷兰豆并非荷兰发明

到了十七世纪，人们栽培出了可以吃嫩荚的

豌豆新品种——荷兰豆。当时的海上霸主荷兰人

把这些好吃的蔬菜品种带到了世界各地——比如

说中国的台湾和东南亚各地。据清朝乾隆初年的

《台湾府志》中记载：“荷兰豆，种出荷兰，可

充蔬品煮食，其色新绿，其味香嫩。”后来，下

南洋捞生活的广东人、福建人又把它们带进内地

，便也都保留了“荷兰豆”的称呼。然而到了荷

兰，“荷兰豆”却被叫成“中国豆”，究其根本

，到底它起源于哪里，竟然成了一笔糊涂账。

荷兰豆一般都是炒着吃，配腊肉或是素炒都

可以，当然也可以做凉拌菜，掐头去尾摘去老筋

，洗净，用开水焯，颜色变深即立刻捞出，加一

点盐和调味料拌一拌，味道清新，十分爽口。有

了鲜嫩可口的荷兰豆，人们还不满足，觉得它虽

然能够吃豆荚，但是里面的豆粒未免不够饱满，

于是又培育出了新类型的豌豆品种“甜豆”，它

的豆荚和豆粒都十分甜脆爽口，是现在的食物界

新宠。

我们大吃货国人连刚刚长出来的豌豆苗也不

放过，它的嫩茎叶又叫“豌豆尖”，味道清香、

质地柔嫩、滑润适口，用来热炒、涮锅、做汤都

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用来炒虾仁更是绝配。四川

大名鼎鼎的担担面里面，埋在面汤底下的豌豆尖

可以让整碗面味道鲜得不可方物，起到画龙点睛

的神奇效果。

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孟德尔大概没有口福品尝

这么多种豌豆衍生出的菜肴，他甚至没看到自己

的研究成果广为人知。他研究豌豆遗传实验的论

文仅在1856年本地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表，

除此之外几乎无人知晓。直到1900年，三位研究

遗传学的生物学家在查阅资料时，才发现他们认

为可以震撼世界的理论成果，居然早就被一个不

起眼的修道士发表过了。从那以后，人们才开始

把孟德尔奉为“遗传学之父”，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此时他已经逝世十六年了。

什么？荷兰人叫荷兰豆“中国豆”？

塔利班殺死阿富汗民謠歌手遭聯合國塔利班殺死阿富汗民謠歌手遭聯合國
文化權利和國際特赦組織的譴責文化權利和國際特赦組織的譴責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阿富汗一名歌手的阿富汗一名歌手的
家人周日表示家人周日表示，，在不明原因的情況下在不明原因的情況下，，塔塔
利班戰士在一個動蕩不安的阿富汗山區省利班戰士在一個動蕩不安的阿富汗山區省
份將一名土生土長阿富汗民謠歌手拖出家份將一名土生土長阿富汗民謠歌手拖出家
門門，，並在他的家門口開槍將他殺死並在他的家門口開槍將他殺死。。此次此次
殺戮再次引發了激進分子的擔憂殺戮再次引發了激進分子的擔憂，，即在他即在他
們的軍事閃電戰推翻政府後們的軍事閃電戰推翻政府後，，叛亂分子將叛亂分子將
重返他們在阿富汗的壓迫統治重返他們在阿富汗的壓迫統治。。

這位民謠歌手名叫法瓦德這位民謠歌手名叫法瓦德··安達拉比安達拉比
(Fawad Andarabi)(Fawad Andarabi)，，，，在被殺之際在被殺之際，，美國美國
正準備結束了一次曆史性的空運正準備結束了一次曆史性的空運，，數萬人數萬人
從喀布爾國際機場撤離從喀布爾國際機場撤離，，這是自兩週前塔這是自兩週前塔
利班接管阿富汗首都以來席捲阿富汗首都利班接管阿富汗首都以來席捲阿富汗首都
混亂現場的大部分混亂現場的大部分。。在伊斯蘭國附屬機構在伊斯蘭國附屬機構
（（ISIS-K)ISIS-K)發動自殺式襲擊導致發動自殺式襲擊導致 180180 多人多人
死亡之後死亡之後，，英國週六結束撤離航班英國週六結束撤離航班，，塔利塔利
班加強了機場周圍的安全班加強了機場周圍的安全。。

此前早些時候總統喬此前早些時候總統喬··拜登設定的周二拜登設定的周二（（88月月3131日日））最後期限將從美國最長的戰爭中撤出所有最後期限將從美國最長的戰爭中撤出所有
軍隊軍隊。。週日週日，，美國軍用貨機仍然繼續駛入機場美國軍用貨機仍然繼續駛入機場。。

這位民謠歌手星期五的槍殺事件發生在安達拉比山谷這位民謠歌手星期五的槍殺事件發生在安達拉比山谷（（Andarabi ValleyAndarabi Valley），），該山谷位於喀布該山谷位於喀布
爾以北約爾以北約 100100 公裏公裏（（6060 英裏英裏））的巴格蘭省的巴格蘭省。。自塔利班接管該山谷以來自塔利班接管該山谷以來，，該山谷發生了動蕩該山谷發生了動蕩，，該地該地
區的一些地方處於反對塔利班統治的民兵戰士的控制之下區的一些地方處於反對塔利班統治的民兵戰士的控制之下。。塔利班表示塔利班表示，，他們已經重新奪回了這他們已經重新奪回了這
些地區些地區，，盡管鄰近的興都庫什山脈盡管鄰近的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 mountainsHindu Kush mountains））的潘傑希爾的潘傑希爾（（PanjshirPanjshir））仍然是阿富仍然是阿富
汗汗 3434 個省中唯一一個不受其控制的省份個省中唯一一個不受其控制的省份。。

歌手的兒子賈瓦德歌手的兒子賈瓦德··安達拉比安達拉比（（Jawad AndarabiJawad Andarabi））告訴美告訴美
聯社聯社，，塔利班人此前曾到安達拉比的家中搜查塔利班人此前曾到安達拉比的家中搜查，，甚至還甚至還
和這位音樂家一起喝茶和這位音樂家一起喝茶，，但周五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周五發生了一些變化。。
他的兒子說他的兒子說：“：“他是無辜的他是無辜的，，一個只會娛樂大眾的歌手一個只會娛樂大眾的歌手
，，他們他們（（塔利班塔利班））在農場朝他的頭部開槍在農場朝他的頭部開槍。”。”
他的兒子說他想要伸張正義他的兒子說他想要伸張正義，，當地塔利班委員會承諾懲當地塔利班委員會承諾懲
罰殺害他父親的兇手罰殺害他父親的兇手。。
塔利班發言人紮比胡拉塔利班發言人紮比胡拉··穆賈希德穆賈希德（（Zabihullah MujahidZabihullah Mujahid
）） 告訴美聯社告訴美聯社，，叛亂分子將調查這起事件叛亂分子將調查這起事件，，但沒有關於但沒有關於
殺戮的其它細節殺戮的其它細節。。
安達拉比演奏過吉恰克安達拉比演奏過吉恰克（（ghichakghichak），），一種弓式琵琶一種弓式琵琶，，並並
演唱過關於他的出生地演唱過關於他的出生地、、他的人民和整個阿富汗的傳統他的人民和整個阿富汗的傳統
歌曲歌曲。。網上的一段視頻顯示網上的一段視頻顯示，，他在一場表演中坐在地毯他在一場表演中坐在地毯
上上，，他唱歌時被家庭周圍的群山環繞他唱歌時被家庭周圍的群山環繞。。
他唱道他唱道：“：“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像我的祖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像我的祖國，，一個引以一個引以
為豪的國家為豪的國家。。我們美麗的山谷我們美麗的山谷，，我們曾祖父母的故鄉我們曾祖父母的故鄉。。
””

聯合國文化權利問題特別報告員卡裏瑪聯合國文化權利問題特別報告員卡裏瑪··本努內本努內 (Karima Bennoune)(Karima Bennoune) 在推特上寫道在推特上寫道，，她對安達她對安達
拉比之死拉比之死““深表關切深表關切”。”。

她寫道她寫道：“：“我們呼籲各國政府要求塔利班尊重藝術家的人權我們呼籲各國政府要求塔利班尊重藝術家的人權。”。”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艾格尼絲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艾格尼絲··卡拉馬德卡拉馬德 (Agnes Callamard)(Agnes Callamard) 也同樣譴責了這起殺人事件也同樣譴責了這起殺人事件。。
她在推特上寫道她在推特上寫道：“：“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20212021 年的塔利班與年的塔利班與 20012001 年不寬容年不寬容、、暴力暴力、、鎮壓鎮壓

的塔利班相同的塔利班相同。。2020 年後年後，，這方面沒有任何變化這方面沒有任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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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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創研 之細胞快遞
人類面對新冠肺炎這場硬仗，疫苗就如同保護我們的“盾”，是抗擊疫情最關鍵的手

段。目前全球已有多種疫苗投入使用，惟在保護效率、副作用、應付變種等方面，各項

疫苗技術仍持續有改進空間。為全面提升疫苗效率，香港城市大學科研團隊全球首

創，提出於人體中以微型機械人“護送”疫苗的構想，利用水凝膠及磁控技術，如

同郵差派信般，將疫苗成分精準送到免疫系統中的抗原呈遞細胞及淋巴結，過程中

可望保持疫苗活性，同時避免刺激其他不良反應，做到以最小疫苗劑量達到最大

功效。團隊已獲香港研資局逾600萬港元資助，正全力開展實驗爭取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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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研究的城大生物醫學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
任孫東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現有疫苗

雖然可以起到一定保護作用，但進入人體後依然會出
現不同的問題：“核酸疫苗容易被血清核酸酶降解，
轉送效率低且不穩定；而蛋白疫苗的血清半衰期短，
容易喪失活性。”

針對以上問題，團隊設計出體內藥物輸送的可降
解微型機械人平台，用兩款水凝膠微型機械人“護
送”疫苗進入體內指定細胞，從而提高疫苗整體效
率。孫東表示，這是為全球首創的嶄新概念，並將機
械人形容為“郵差”，可以將其疫苗準確遞送到目標
部位。

竹籠般有孔 溶脹控時機
孫東介紹說，第一款機械人名為“GelMA-PEI/

DNA microrobot”，是將疫苗融入其中。該款機械
人為直徑50微米至100微米大小的“多孔球形”水凝
膠，用以包裹核酸疫苗，並將其精準遞送到抗原呈遞
細胞。他表示，機械人為雙層結構，兩層水凝膠具有
不同的交聯度及篩孔尺寸，有如竹籠般擁有不同大小
的孔，以降解、變形和溶脹來調節孔的大小，以控制
釋放疫苗的時機，“從而刺激免疫細胞產生CD4及
CD8受體，讓其產生抗原及記憶。”

為了讓核酸疫苗與水凝膠機械人融為一體，團隊
想出了“改性”的方法。孫東提到，一般而言，核酸
帶有負電荷，為了讓水凝膠機械人能夠成為核酸疫苗

的載體，則需要透過“正離子改性”的步驟，利用
“聚亞乙基亞胺（PEI）”對水凝膠進行改造，讓機
械人產生正離子，“這樣兩者就能夠互相吸引，一拍
即合。”同時，加入PEI亦可保護核酸疫苗，“從而
減輕、拖緩藥物被降解的情況。”

直抵淋巴結 降解釋顆粒
至於另一款機械人名為“GelMA-GNP/Ag mi-

crorobot”，體積更小，直徑只有約10微米至25微
米。孫東表示，此款水凝膠機械人內部有許多載有抗
原蛋白的納米顆粒，“當機械人到達淋巴結部位降解
後，當中的納米顆粒即可釋放出來。”淋巴系統的樹
突狀細胞會將納米顆粒“吞噬”，此方式有如將抗原
蛋白呈遞予樹突狀細胞，從而指導免疫系統製造出抗
體。

孫東形容：“這款機械人就是將疫苗放進納米
顆粒，再由機械人帶着它走。”為了控制機械人精

準到達淋巴結部位，
團隊在水凝膠中混入

Fe3O4納米顆粒，從而賦予它磁驅動能力。屆時只
要運用磁控技術，即可控制機械人的移動位置。

現時接種新冠疫苗，發燒、肌肉疼痛為常見副作
用。“打疫苗需要較大劑量，我們現在至少要打100
毫克到200毫克的疫苗；但一針打進去，很多都沒能
產生作用。”孫東認為，“對人體而言，沒必要打那
麼多東西進去，現在很多反應都是未知的，在‘夠
用’的前提下，劑量當然是越少越好。”

比打針注射 副作用更少
由於水凝膠機械人具有“精準”遞送疫苗的優

勢，所需要的劑量自然就更少。孫東估計，比起一般
皮下注射及肌肉注射等手段，機械人遞送或許能夠減
少一定的副作用。團隊接下來會研究，究竟機械人能
夠攜帶疫苗的總量，以及多少劑量會產生最大的保護
力。他續指，“現在疫苗其實是供不應求，如果能夠
減少每次劑量，在生產方面可以避免浪費，而生產批
量亦能夠提升。”

為抗擊新冠肺炎，研資局早前推出“協作研究金與2019冠狀病
毒病及新型傳染病相關的一次性研究計劃”，以應對疫情對健康、
社會、經濟或環境等方面影響。由孫東領導的微型機械人送疫苗
項目，從計劃獲得近620萬港元資助，團隊目前已有多項初步
成果，正朝着提升機械人的負載量及磁控系統方向努力。

人體更複雜 過程仍漫長
該項名為“一種新穎的疫苗接種策略：使用微型

機械人平台進行DNA疫苗遞送和抗原呈遞”研究，資
助期於今年6月正式開始，為時36個月。不過孫東透
露，項目其實於去年3月疫情早期已開始構思，至年中遞
交計劃書並展開前期工作；他表示，整個研究項目於技術及
理論層面是可行的，團隊至今已進行利用小鼠驗證水凝膠機械
人的攜帶藥物的能力、利用磁場驅動機械人在微流體芯片中的
運動等實驗，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果，“小動物的體型小，難度較
低，磁場驅動力是足夠的；但人體的情況更複雜。”
孫東表示，提升機械人的疫苗負載量、開發更成熟的磁控驅動系

統，將是兩大急需攻克的難題，“相關實驗已經有一定的進展，我們下
一步要做的就是透過大量的實驗積累數據，為進一步進行人體實驗奠定
很好的條件，但這個過程仍然是比較漫長的”。

磁場動力夠 小鼠已成功

隨着尖端的生物醫學工程技術持
續發展，利用微型機械人在人體內運輸
藥物，再也不只是科幻與動漫作品的情
節。孫東認為，現時世界上尚且沒有微
型機械人的成熟產業，相信未來這會是
人類發展的重要方向。哪怕是治療大腦
疾病，未來亦有望利用微型機械人協助
治療，而毋須承受“開顱”的風險。

革命性發明 三年前誕生
“用可降解的水凝膠製造的微

型機械人遞送藥物，這幾年發展已
經非常快”，實際上，早在2018
年，由孫東領導研究團隊在學術
期刊《科學．機械人學》
（《Science Robotics》）刊登
出重要研究，成為國際上首
次研製出用於體內運載細胞
的磁控微型機械人。

該微型機械人直徑小於100微米，與
一根頭髮的直徑相若，並鍍上鎳以產生磁
力，成為革命性發明。

他表示，“在大的機械人方面，很
多企業的研究及產業都做得非常好；而
我們要做的，就是做沒人做過的東西，
創造新的知識。”他認為，微型機械人
是代表未來機械人發展的重要方向，
“這領域目前沒有成熟的產業，未來的
發展空間非常大！”

孫東又說，在日益重視醫療健康的
大趨勢下，“精準醫療”的價值非常
高；但人類有不少重要器官難以用傳統
的手術進行治療，“腦癌與腦神經弄在
一塊，這是難以做手術的；但只要是在
體內的器官，微型機械人自然可以去
到，例如眼球、大腦等，都可以利用它
們一點點地釋放藥物，這一定是可行
的，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治療新路向 腦病免開顱

●●孫東團隊正全力研發微型機械人技術孫東團隊正全力研發微型機械人技術，，將疫將疫
苗成分精準送到免疫系統中的抗原呈遞細胞及苗成分精準送到免疫系統中的抗原呈遞細胞及
淋巴結淋巴結，，希望能全面提高疫苗的使用成效希望能全面提高疫苗的使用成效，，同同
時降低不良反應時降低不良反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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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機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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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1-RBD
核酸疫苗

抗原呈遞細胞

●兩種微型機械人進入人體後的運
作機理，將核酸疫苗及載有抗原
的納米顆粒直接送到抗原呈遞
細胞，後者再激起B細胞及T

細胞的免疫反應。
受訪者供圖

人體的抗原呈遞細胞，是免疫系
統中辨識病原體及向其他細胞發出抵

抗訊號的關鍵，於疫苗產生保護作用的機制中至關
重要。如能以微型機械人把疫苗全部直接遞送，更
有效“喚醒”抗原呈遞細胞，可望激發更強免疫反
應，從而提升保護率。

疫苗是以安全方式，將病毒的基因物質或抗原
蛋白等送入體內，讓免疫系統產生抗體及記憶。過
程中，抗原呈遞細胞佔據了核心位置，它們會吞噬

病毒基因物質或抗原蛋白，並發出訊號，觸發
B細胞及T細胞等免疫細胞，產生抗體及可針對
受感染細胞攻擊。孫東表示，無論是核酸疫苗還
是蛋白疫苗，當中基因物質或抗原蛋白在人體中很
快就會降解，還沒去到抗原呈遞細胞就已經散失活
性，而水凝膠機械人可避免此問題，將其精準遞送
到目標細胞或淋巴結，再針對性觸發免疫反應。事
實上有關概念並不只適用於新冠疫苗，其他疫苗均
有可能實現，從技術層面全面提升疫苗效率。

“喚醒”抗原呈遞細胞 激發免疫反應

●實驗中負載細胞的
微型機械人共聚焦顯
微鏡圖。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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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少年》首日票房超過了

700萬，排在日票房榜單第三名。這

部電影由殷若昕執導，張子楓和張宥

浩主演。影片講述的是友情式的青春

片，並沒有實質性的愛情。這部電影

的口碑一般，豆瓣評分暫時還未出，

整部電影的節奏較為緩慢，演員演技

都在線，尤其是張子楓，再次證明了

她適合出演主角。

該片的題材並不夠新穎。自從

《少年的你》大火之後，這類題材

完全處於“井噴”。雖然說這類題

材有一定的吸引力，但過多拍攝只

會缺失足夠的吸引力。同期上映了

多部新片，《失控玩家》獲得了

3000多萬的票房收入，口碑較好，

豆瓣7.7分。《再見，少年》基本無

力抗衡。今日是張子楓的生日，在

此祝她生日快樂！

首日票房超700萬
《再見，少年》首日獲得了700

多萬，排在日票房榜單第三名。同期

上映新片中，排在第二名，僅次於

《失控玩家》，但後者首日票房超過

了3000萬，奪得了日票房冠軍。

由於疫情的影響，部分影院已經

停業。從而導致上映電影的票房成績

都不是很高。在這種情況下，《再見

，少年》的首日票房成績還算不錯。

該片在貓眼上的預測最終票房成

績僅為3800多萬，這個成績比較符合

該片。因為影片的口碑一般，雖然有

熱度，但很難帶來高票房收入。畢竟

除了《失控玩家》會繼續熱映之外，

《怒火· 重案》仍舊後勁十足。

熱度尚可，上座率偏低
《再見，少年》的熱度尚可，排

片量為 21.2%，排名第二，僅次於

《失控玩家》。但該片的上座率非常

低，僅為2.9%。排在熱映電影中倒數

的名次。

雖然青春片的熱度一般都不高，

但這部電影由張子楓主演，張子楓有

著較高的熱度，可惜這並沒有讓影片

獲得較高的上座率。

《怒火· 重案》奪得了上座率日

冠。該片已經上映了近一個月，依舊

有著較高的熱度。在這種情況下，

《再見，少年》的排片量會出現進一

步下降。

口碑一般
《再見，少年》的口碑一般，雖

然豆瓣評分暫時還未出，但評價都不

高。影片屬於青春片，展現的是友情

，而不是常見的愛情。而這樣的友情

又顯得實在沒有太大的意義。

影片主要講述的是“好學生”黎

菲與“壞孩子”張辰浩各自經歷了時

代大潮下家庭的變遷，一起奮力而堅

韌地成長。

簡單的故事，簡單的劇情，緩慢

的劇情發展，演員演技在線，帶來的

觀影體驗很一般。這樣的電影有一定

的看點，但並不高。

友情式青春片
《再見，少年》講述的是友情。

青春本就有友情的存在。不管是男與

男或者男與女都有友情。但這樣的友

情持續時間往往較短。這部電影中的

黎菲和張辰浩的友情可以說只有一天

。

其實兩個人的友情本身就不夠牢

固，兩個人的世界也不一樣。雖然黎

菲覺得自己是張辰浩的朋友，但這樣

的朋友也只是自認為而已。

每個人的一生都會遇到很多朋友

，這些友情看似很重，但隨著時間的

流逝，接觸到不同的環境之後，這份

友情也就會變淡，甚至消失。這就是

青春中的友情。

“井噴”題材

《再見，少年》選擇的是“井噴

”題材，從《少年的你》大火之後，

這類題材有些泛濫。雖然有所區別，

但卻總能找到《少年的你》的影子。

這顯然會讓青春片越來越不受歡迎。

青春片可以有愛情，也可以有友

情，但總是無法離開青春活力，也無

法離開該有的沖動與憧憬。如果找不

到突破口，青春片也就會漸漸失去電

影市場。

這部電影中的張子楓演技精湛，

基本可以說是她獨自撐起來的質量。

影片中的張宥浩的表現略微有些浮誇

，其他演員的演技則比較一般。

影片帶來的感想

《再見，少年》這部電影帶來了

不少感想。青春逝去之後，未來終究

到來。不管曾經發生過什麽，一切都

將過去。黎菲和張辰浩的短暫友情，

完全無法經得住他人的抨擊，這主要

是因為他們所處的家庭環境不一樣。

家庭環境對孩子的影響非常大，

如果家長對孩子不夠關心的話，很容

易讓他們誤入歧途。哪怕其他人想要

去幫助他也很難。

每個孩子都會成長，他們成長的

環境往往並不相同。未來面對的人生

也會不同。沒有絕對的公平，只有更

好地努力，才能創造美好的未來。

《再見，少年》首日票房超700萬

張子楓演技精湛，友情式青春片

海報中一家四口依偎而坐，每個

人臉上都洋溢著溫暖的微笑，一張全

家福定格了家人相聚的溫馨時刻。據

悉，張歆藝在影片中特別出演“劉玫

”一角，與季佩珍在醫院中相識。作

為和季佩珍截然不同的角色，劉玫是

將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事業的火鍋店

老板。她積極樂觀，熱情善良，是屬

於當代女性的另一抹亮色，卻同樣溫

暖人心。對患病的季佩珍來說，劉玫

是支持自己和病魔戰鬥的同伴，更是

在人生後半程遇見的知心好友。影片

將於9月19日中秋上映，目前入圍第

11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角

逐天壇獎。

徐帆許亞軍海邊深情告白
一句“好想你”道盡思念
“這麽嚴重怎麽沒見她喊疼呢

”，直到親眼看見妻子的檢查結果

，李文舫才發現，原來身邊日夜相

伴的愛人一直在忍受著難以想象的

病痛。她竭盡可能地用自己的積極

和樂觀鼓舞家人，幫助工作不得誌

的丈夫、為女兒的人生操心、照料

著阿爾茲海默癥婆婆的起居，卻忘

了好好照顧自己。無盡的懊悔和自

責籠罩著李文舫，而他和女兒李小

美能做的，就是陪伴在她身邊，表

達自己的思念與不舍。

預告中最為動人的畫面，是季

佩珍與丈夫李文舫在海邊緊密依偎

，互訴衷腸。當季佩珍詢問自己離

開後，什麽時候他會想念自己，這

個看似木訥的丈夫，終於抑製不住

自己的情感，聲線發抖地吐露出了

心底的愛意“出門的時候；進屋開

燈的時候；生病，孤獨的時候；睡

覺的時候……”每句樸素的情話都

在訴說著“好想你”。

全家福海報定格家人溫暖時刻
真實共鳴引發期待

與預告一同發布的全家福海報則

展現了家人相聚的幸福時刻。畫面中

，一家四口依偎相坐，暖黃的燈光映

著他們溫暖的笑臉。相機定格住了一

家人溫馨的團聚瞬間。 “她叫季佩珍

，有她在，有家在”，這句話更是呼

應著預告的內容。母親作為家中的靈

魂人物，有她，就有家。她再普通不

過，仿佛來自你我的日常生活，但她

毫不平庸。每位母親的名字都值得我

們銘記在心。

不少網友在看過預告和海報後都

紛紛表達了對媽媽的想念：“我媽媽

也是這樣操心著家…好想她”“太像

我和我媽了，好想回家看看她”……

更有許多網友在評論中留下了自己真

實的親情故事：“月底就是我媽離開

的第三年了，以前總忙沒能好好陪伴

她，現在想起來陪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以真情換真心，最樸素的情感往

往最真摯，也能引發最真實的共鳴。

主演徐帆表示“這部戲真的很有力量

”，相信每一位觀眾都能在這部影片

裏感受到親情帶給自己的那份溫暖與

支持。

電影《關於我媽的一切》由中國

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有限公司聯

合出品。影片將於9月19日中秋上映

，敬請期待。

《關於我媽的一切》全新預告
徐帆許亞軍海邊告白“好想你”

由趙天宇導演，徐帆、張婧儀、許亞軍領銜主演，張歆藝特別出演，吳彥姝、李程彬、韓雲雲主演，陳明昊友
情出演的電影《關於我媽的一切》今日釋出“好想你”預告和海報。預告中，季佩珍（徐帆 飾）的病情日益嚴重，
母親未知的病情讓女兒李小美（張婧儀 飾）無助又揪心，也讓她慢慢開始學會珍惜與媽媽相處的時光。在海邊，丈
夫李文舫（許亞軍 飾）握住妻子的手，深情訴說對她的思念與愛意，樸素的情話中飽含牽掛與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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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洞映月非神話

天下第一缸天下第一缸 三峽三峽““小華山小華山””

發 源 於 “ 世 界 屋

脊”的長江，全長 6,387

公里，是中華民族的母親

河。“呼吸萬里，吐納靈

潮”，她不僅孕育了輝煌

燦爛的華夏五千年文

明，還造就了無數令人神

往的秘境。位於三峽庫區

的雲陽龍缸，被譽為長江

三峽最後的“香格里拉”和

重慶版的“小華山”，是其

最精美的典藏之一。雲陽龍

缸，地處四川盆地東部邊緣丘

陵向山地的過渡地帶，褶皺地

質、喀斯特地貌，造就了天坑、

峽谷、溶洞等千奇百怪的美景。

龍缸是一個橢圓形岩溶天坑，長軸

304至 326米、短軸 178至 183米，

深約 335米，其深度在中國排名第

三，世界排名第五，崖壁與地面幾

乎90度垂直，因此被譽為“天下第

一缸”。 ●文、攝︰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兵重慶雲陽報道

交通交通：：離景區最近的有重慶江北國際機場及萬州五橋機場離景區最近的有重慶江北國際機場及萬州五橋機場，，還有長還有長
江沿線遊輪江沿線遊輪，，高速可達雲陽縣城高速可達雲陽縣城。。

食宿食宿：：景區周邊有民宿景區周邊有民宿、、酒店酒店，，價格價格100100元至元至11,,000000元人民幣左元人民幣左
右右，，節假日需提前預訂節假日需提前預訂。。

日程日程：：適宜兩日遊適宜兩日遊，，可深度體驗當地民俗可深度體驗當地民俗。。
氣候氣候：：當地氣溫當地氣溫2020℃℃左右左右，，早晚略低早晚略低。。
其他其他：：徒步行程較多徒步行程較多，，穿登山鞋穿登山鞋，，帶雨傘帶雨傘，，年年

長者拄枴杖長者拄枴杖，，適當帶一些零適當帶一些零
食食。。

據雲陽縣志記
載，2007年前僅有
兩人曾到過缸底，一
位是當地徐姓老人，
另一位則是來自英國的

地質探險家。肖先生說，
重慶市探險協會曾採用單

繩升降技術下到缸底，不僅
發現了鳥類、蝙蝠，還發現了

石灶、石桌等人類生活的痕跡。
龍缸對面山頭上，還有一處古人

遺留下來的老寨子，據稱當時居住
在這裏的是西周時期的土著人——賨

（音cong）人。龍缸所在的清水土家
族鄉，是雲陽縣唯一的少數民族鄉鎮。

迄今，當地村民依然過着原始質樸的生
活，儘管語言和文字已經泯滅，但仍保
留着奉祭白虎、住吊腳樓、喝油茶湯、
唱土家山歌、跳擺手舞等古樸民風民
俗。賨人採取怎麼辦法下到坑底？為何
到如此深邃的坑底生活？這些不解之
謎，無疑為龍缸披上了一層神秘面紗。

重慶重慶雲陽龍缸雲陽龍缸賞神秘美景賞神秘美景

遊罷龍洞，一行人來到廣場上小憩，一
位壯實的土家漢子，扯着喉嚨吆喝遊客打尖
（方言，短暫休息的意思）。閒談中，我們
從這位土家漢子口中得知，龍缸有很多美
食，最地道的莫過於“九月香”，“九月
香”的生長季是每年六到十月，與豬肉一起
紅燒、做土雞湯鍋或者清炒皆可，“味道巴
適（方言，鮮美、好的意思）得很！”談話
間，只見一位婦女提着一個籃子走過來，裏

面裝着幾朵野生菌。“你們看嘛，這就
是‘九月香’！”土家漢子一把搶過
籃子介紹。菌桿粗壯，菌盤呈黃色，

盤底有一抹淺紅。看着這大山裏
的珍品，一下子刺激了記者

的味蕾，決定立即下山
品嚐“九月香”。

西周賨人住缸底

人間美味“九月香”

旅遊小貼士

今夏，在重慶雲陽縣友人肖先生帶領
下遊三峽，行至長江岸邊的雲陽縣城下
船。登雲梯、逛磐石、遊張飛廟，品嚐地
道的萬州烤魚之後，決定去龍缸景區遊
覽。從雲陽縣城出發，沿着S305省道一路
疾馳，約1.5小時車程便來到龍缸景區。遠
遠望去，八百里七曜山綿延起伏，龍缸位
於群山之巔，腳下的蓋下壩湖泊星星點
點，猶如一顆顆鑲嵌在群山裏的明珠。

登臨山頂，頓覺眼前一片豁然開朗，
一顆4米多高的“迎客松”伸出濃密的樹
枝，好似在迎接遠方的來客。遠遠望去，
一個巨大的橢圓形深坑宛如一口石缸懸在
空中。走過一段在崖壁上開鑿的棧道，一
行人來到“缸口”。缸口在平面上呈不規
則的橢圓，缸壁趨於90度。缸壁上部草青
蔓碧，山花點點；下部四壁如削，石色青
白相間，絕壁縫隙處虬枝橫舒，古藤倒
掛。缸底葱葱鬱郁，垂蔭相蔽。

遊覽龍缸有兩條路，一條是懸掛在崖
壁上的棧道，另一條則是在缸口上開鑿石
梯。石梯依着山勢蜿蜒起伏，最寬處約2米
多、最窄處不足0.4米。人站於缸沿上，一
邊是千仞缸壁，一邊是萬丈深淵。遊人彷
彿在窄窄的魚背上行走，令人膽戰心驚，
因此稱之為“小華山”。繼續前行，一塊
約5米高的巨石映入眼簾，頂端橫臥一塊近
2米的長石條，一端偏向缸內，稍勾，酷似
鷹嘴，故稱“鷹嘴岩”。鷹嘴岩旁有一塊2
米高的石階，借助石頭的凹凸可以爬上
去。站在石階上舉目環視，萬丈缸壁盡收
眼底，四周群山環抱，人若飄浮在空中一
般。

沿着崖壁上的棧道繼續前
行，約莫半小時便來到“映月
洞”。映月洞嵌在懸崖峭壁
上，可容一人隻身通過。走進
洞內，一股涼意襲來，頓覺神
清氣爽。洞頂可見少許鐘乳
石，腳下則是流水形成的槽
谷。

肖先生介紹，每一年中秋
之夜，月亮從東方升起不久，
月光便充盈了整個洞身，集束
的銀光就像手電一樣，由北向
南穿洞射出。於是，當地的人
們便把這一奇特的景觀叫做
“穿洞映月”。當地老農介
紹，每逢中秋之夜，張果老便從月宮來到人間，觀賞這一年一度的
奇觀。這一段美妙的傳說，更讓映月洞增添了幾多神秘。

順着一坡石梯往下走，便來到“月影棧道”。棧道掛在懸崖
峭壁之上，走在明晃晃的玻璃之上，不免膽戰心驚。在棧道上
俯瞰下方，一株株“石筍”高低不一，蜿蜒曲折的石筍河猶
如一條飄帶環繞山谷。石筍河全長12.5公里，兩岸如削、
石筍摩天，如魔術般變幻出村姑、羅漢等各式人物。肖
先生介紹，在距今6,700萬年的新生代，由於地殼運動，
地表的石芽、峰叢、漏斗與地下的三層溶洞自成系統，
從而形成了壯觀的岩溶地貌和神秘的峽谷景觀。

穿過牽手棧道，漫步情侶廊，便來到雲端廊橋。
廊橋建在海拔1,010米高的懸崖上，形似一枚漂亮的花
瓣，可以720°欣賞周邊美景。廊橋懸挑長度26.68
米，距離地面高度718米，比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玻璃
廊橋懸挑長度還長5.34米，是世界最長懸挑玻璃廊
橋。走在玻璃鋪成的廊橋上向下俯看，清水湖猶如一塊
手掌大小的明鏡，不免讓人血脈賁張。

一位名人在遊覽龍缸後，留下了這樣一
首壯美詩篇：棧道凌空萬丈淵，洞映

山月臨缸沿/四壁刀削垂藤蘿，滿底林翠裊
紫煙/俯首絕崖驚心魄，回眸麗景美山川/
前路崎嶇多險阻，無限風光在登攀。

地下世界賽龍宮

●龍缸美味
“九月香”

●●龍缸缸底龍缸缸底

◀◀龍洞曲徑通幽最龍洞曲徑通幽最
窄處僅一人通過窄處僅一人通過

●●龍洞內千奇百怪的鐘乳石龍洞內千奇百怪的鐘乳石

●●壯美的石筍河壯美的石筍河

●●““穿洞映月穿洞映月””景點景點

●●懸掛在峭壁上的月影棧道懸掛在峭壁上的月影棧道。。

●●雲陽龍缸景區雲陽龍缸景區

四壁刀削萬丈淵

愛 漫 遊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8月30日（星期一）6

遊罷雲端廊橋，乘觀光車沿着盤山公路而下，
便來到“龍洞”入口。時值正午，太陽炙烤着大
地，雖然身處海拔1,000餘米的山裏，但仍感覺十
分炎熱。

入洞口，一股涼氣撲面而來，頓時感覺神清氣
爽。沿着旋梯一步步往下走，氣溫越來越低，好似
一下子進入寒冷的冬季。同行的女遊客抱緊雙臂，
冷得直打哆嗦。就在這時，不知是誰大喊了一聲：

這麼冷，要是有件羽絨服就好了！
龍洞由前後兩廳組成，前廳成不規則的長方

形，寬40餘米、高近50米、長120米，面積約
4,800平方米。洞內遍布千姿百態的鐘乳石，有
“龍床”“龍傘”“龍壺”“龍椅”“龍凳”，以
及“蓮台”和“天雞報曉”等自然景觀。在五顏六
色的彩色燈光裝扮下，彷彿置身仙境一般。

後廳呈五邊形，高30米、對角線長300約餘

米，面積近6,000平方米。裏面的鐘乳石儀態萬
方，有的形如獅、如象、如龍、如鳳，張牙舞爪、
展翅欲飛；還有的形似層層梯田，薄霧縈繞，流水
潺潺，彷彿天上人間。

這真是一座奇妙的地下“龍宮”，不少遊客對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發出驚歎。由於特殊的地質構
造，龍缸的溶洞群共為三層，構建了一個千奇百怪
的地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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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月月1212日日，，美國政府公佈了每十年一美國政府公佈了每十年一

次的美國最新人口普查數據次的美國最新人口普查數據。。該項公佈本該項公佈本
應於去年年尾向國民坦言應於去年年尾向國民坦言，，不過遇上百年不過遇上百年
罕見的新冠病毒疫情肆虐罕見的新冠病毒疫情肆虐，，美國政府首度美國政府首度
無法依計劃完成調查無法依計劃完成調查，，延長至今年年中才延長至今年年中才
可以正式公布可以正式公布。。對此對此，，廣大民眾均表示理廣大民眾均表示理
解解，，沒有任何一個族裔對此有所指謫沒有任何一個族裔對此有所指謫。。

今次姍姍來遲的人口普查報告今次姍姍來遲的人口普查報告，，顯示顯示
出全美族裔變得更加多樣化出全美族裔變得更加多樣化。。其中亞裔人其中亞裔人
口距離上一次口距離上一次 20102010 年的數據年的數據，，增長增長
3535..55%%，，總數為總數為24002400萬人萬人。。亞裔和亞裔混亞裔和亞裔混
血人種共佔美國總人口的血人種共佔美國總人口的77..22%%。。在這份在這份
最新的數據中顯示最新的數據中顯示，，20202020年約有年約有19001900萬萬
人是亞裔人是亞裔，，高於十年前的高於十年前的20102010年的年的14701470
萬人萬人，，達到達到570570 萬人之多萬人之多，，平均平均1010 年期年期
間間，，增加增加5757 萬人萬人，，比例佔到美國人口總比例佔到美國人口總
數的數的66%%，，而而20102010年則是年則是44..88%%。。

再加上再加上410410萬名被認定為壓抑或其他萬名被認定為壓抑或其他
種族群體的混血受訪者種族群體的混血受訪者，，包括太平洋上夏包括太平洋上夏
威夷原住民以及其他太平洋島民等威夷原住民以及其他太平洋島民等，，亞裔亞裔
或亞裔混血人口達到或亞裔混血人口達到24002400萬人萬人，，佔美國佔美國

總人口的總人口的77..22%% 。。20102010年到年到20202020年間年間，，
亞裔人口增長了亞裔人口增長了3535..55%%，，相比之下相比之下，，亞裔亞裔
混血人口增長了混血人口增長了5555..55%%。。

幾乎所有的群體都在十年間得到了人幾乎所有的群體都在十年間得到了人
口增長口增長，，並且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種族人口並且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種族人口
的增長尤為大的增長尤為大，，增長了增長了276276%%，，只有白人只有白人
人口下降人口下降，，比例為比例為88..66%%。。

目前白人人口仍然是美國最大的種族目前白人人口仍然是美國最大的種族
，，有有 22..043043 億人億人。。總體上包括混血總體上包括混血，，有有
22..354354億人億人。。多種族人口多種族人口20102010年為年為900900萬萬
，，現在為現在為33803380萬人萬人。。

其他或混血種族總數是其他或混血種族總數是49904990萬人萬人，，
增加增加129129%%，，超過非裔的超過非裔的46904690萬人萬人，，緊接緊接
著是亞裔與亞裔混血著是亞裔與亞裔混血24002400萬人萬人，，印地安印地安
人與阿拉斯加原住民人與阿拉斯加原住民970970萬人萬人。。拉美裔在拉美裔在
20202020年為年為62106210萬人萬人，，增長了增長了2323%%。。

白人將只有在全美五個州和哥倫比亞白人將只有在全美五個州和哥倫比亞
特區特區，，占據人口增長的一半以上占據人口增長的一半以上；；全美全美2626
個州的白人人口數量都下降個州的白人人口數量都下降；；包括內華達包括內華達
和馬里蘭在內的六個州和馬里蘭在內的六個州，，大多數人口是有大多數人口是有
色人種色人種。。

與此同時與此同時，，美國人口也將比過去更加美國人口也將比過去更加
老化老化；；估計全美有估計全美有3131個州的個州的1818歲以下人歲以下人
口口，，自自20102010年以來呈現下降年以來呈現下降。。

這種老一代比年輕一代要這種老一代比年輕一代要 「「白得多白得多」」
的轉變的轉變，，被美國人口統計專家弗雷稱之為被美國人口統計專家弗雷稱之為
「「文化代溝文化代溝」」 ；；隨著白人嬰兒潮退休隨著白人嬰兒潮退休，，少少
數族裔將推動美國勞動力的所有增長數族裔將推動美國勞動力的所有增長；；
20112011年出生的非白人嬰兒年出生的非白人嬰兒，，已首次超過白已首次超過白
人嬰兒人嬰兒，，過去過去2020年來的全美兒童人口增年來的全美兒童人口增
長長，，全靠西裔全靠西裔、、亞裔和多元種族者亞裔和多元種族者。。

今次人口普查族裔分析今次人口普查族裔分析 中顯示中顯示：：亞裔亞裔
占占66%% ，，而白人比率首度低於而白人比率首度低於6060%%。。20152015
年至年至20602060年間年間，，美國的西班牙裔和亞裔美國的西班牙裔和亞裔
人口預計將增加一倍人口預計將增加一倍，，而且而且1818歲以下人歲以下人
口很可能大多數是非白人口很可能大多數是非白人。。

在該份在該份20202020年人口普查報告中年人口普查報告中，，首首
度詳細分析族裔人口數據度詳細分析族裔人口數據；；分析人士指出分析人士指出
，，人口普查史上將首度出現白人人口下降人口普查史上將首度出現白人人口下降
，，而且占美國總人口比率將首次降至而且占美國總人口比率將首次降至6060%%
以下以下，，1818歲以下人口大多數是非白人歲以下人口大多數是非白人。。

布魯金斯學會人口統計學家威廉弗雷布魯金斯學會人口統計學家威廉弗雷

(William Frey)(William Frey)表示表示，，新人口普查數據證實新人口普查數據證實
白人人口下降比過去的預測足足提前八年白人人口下降比過去的預測足足提前八年
；； 「「如果如果2020年前告訴人們情況會如此年前告訴人們情況會如此，，
不會有人相信不會有人相信，，但經濟大蕭條後但經濟大蕭條後，，千禧世千禧世
代的類鴉片類藥物流行代的類鴉片類藥物流行、、出生率低於預期出生率低於預期
，，都讓白人人口加速下滑都讓白人人口加速下滑。。這個國家正在這個國家正在
發生巨大變化發生巨大變化」」 。。

弗雷並預測弗雷並預測，，這樣的趨勢將持續下去這樣的趨勢將持續下去
，，到到20452045年左右年左右，，白人人口比率將降至白人人口比率將降至
5050%%以下以下，，屆時將不存在種族多數屆時將不存在種族多數；；20152015
年至年至20602060年間年間，，西班牙裔和亞裔人口預西班牙裔和亞裔人口預
計將增加約一倍計將增加約一倍，，且多元種族人口可能會且多元種族人口可能會
因移民湧入和生育原因因移民湧入和生育原因，，增加三倍增加三倍。。20152015
年至年至20602060年間年間，，美國的西班牙裔和亞裔美國的西班牙裔和亞裔
人口預計將增加一倍人口預計將增加一倍，，而且而且1818歲以下人歲以下人
口很可能大多數都是非白人口很可能大多數都是非白人。。

人口普查局這五年來每年更新人口普查局這五年來每年更新20102010
年人口普查年人口普查，，都估算白人人口正在減少都估算白人人口正在減少，，
全國人口增長都來自有色人種全國人口增長都來自有色人種。。

20202020年年44月人口普查州人口總數顯示月人口普查州人口總數顯示
，，過去十年來過去十年來，，美國人口僅增長美國人口僅增長77..44%%；；

從從17901790年人口普查開始以來年人口普查開始以來，，只有只有19301930
年代的那十年年代的那十年，，低於這個比例低於這個比例。。人口增長人口增長
最快的州位均在美國西部和南部最快的州位均在美國西部和南部，，可以看可以看
到從其他國家和其他州湧入的人潮到從其他國家和其他州湧入的人潮。。

20162016年至年至20202020年的數據估計顯示年的數據估計顯示，，
在此期間的所有人口增長都來自有色人種在此期間的所有人口增長都來自有色人種
，，西語裔增長幅度最大也最穩定西語裔增長幅度最大也最穩定，，人口所人口所
占比率過去占比率過去3030年翻了一倍年翻了一倍，，達近達近2020%%，，
西裔人口增長幾占全國人口增長的一半西裔人口增長幾占全國人口增長的一半，，
推動包括德州推動包括德州、、佛羅里達佛羅里達、、亞歷桑納亞歷桑納、、新新
墨西哥和內華達等十幾個州半數人口增長墨西哥和內華達等十幾個州半數人口增長
。。

亞裔人口在亞裔人口在19901990年約占總人口年約占總人口33%%，，
20202020年人口普查報告所佔比例幾加倍至年人口普查報告所佔比例幾加倍至
66%%。。非裔人口占比在非裔人口占比在1212..55%%

全美亞裔或亞裔混血人口總數增至全美亞裔或亞裔混血人口總數增至
24002400萬人萬人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美食佳餚陪你迎中秋美食佳餚陪你迎中秋
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 「「生生」」 之樂趣之樂趣

（本報記者秦鴻鈞 ）新冠疫情讓全世界的人
度過了一個難忘的2020、2021年 !

宅在家的日子，雖然可照常工作，開會，上
課（網上進行），但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密切交
流，總覺得日子缺少了 「 生 」 之樂趣，過得單調
乏味。而宅在家久了，卻也發覺了過去忙亂生活
中忽略的美好～ 如 「美食」 的樂趣 !

美食，除了自己親自下㕑外，更愉快的是
「外賣」 的樂趣 ! 同樣是花錢採購，為什麼不品嚐
一些更專業的師傅的手藝 ? 而在休士頓開業 二十
年的 「中美酒樓」 雖然位於休市西南一隅，而不
少的休市大老闆們，下班時寧可忍受塞車之不便
，也要趕到 「中美酒樓 」 買幾道李老闆的拿手菜
，再趕回Sugar Landt的家，全家老小 「大塊朵頤

」 一番，這是疫情期間最大的
樂趣， 「中美酒樓」 憑其地道
的粵菜絕活，讓這些宅在家悶
壞了的人又重拾 「生」 之樂
趣 !

「中美酒樓 」 由李老闆
親自主㕑，所以他的成品，絕
對是 「真槍實彈」 ，絕不馬虎
，著名的招牌菜如：北京鴨、
鹹魚煎肉、南瓜芋頭炆臘味、
芹菜什菇炒臘味、玉子豆腐、
滑蛋蝦仁、菜膽靈芝菇、豉椒
或白灼桂花腸、節瓜粉絲蝦米
煲，以及特別推薦的菜色如：
干逼軟殼蟹、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西汁蝦球、羊腩煲等
等，該餐館還全天供應新推出
的超值特價菜，每道$5.5 元
，歡迎品嚐，中秋節首選。

「中美酒樓」 位於 Bis-
sonnet 與 Leawood(Boone
Rd. 往西一條街）交口，地址
： 11317 Bissonnet ,Hous-
ton ,TX 77099, 電話：（281
）498-1280

（本報記者黃梅子）2021年8月
20日下午，風和日麗、艷陽高照。休
斯頓完整修車廠董事長徐雲女士的兒
子Shan Xu與新娘Sampada Acharya

在徐氏農莊舉行了別開生面的印度教
古法婚禮。新郎是華裔，新娘是尼泊
爾裔，這場婚禮按照新娘家的傳統印
度教習俗在新郎家的休假農莊舉行，

雙方親屬出席，共同祝福新人新婚快
樂，白頭到老！

熱烈祝賀熱烈祝賀----
新娘新娘Sampada AcharyaSampada Acharya與新郎與新郎Shan XuShan Xu

新婚大吉新婚大吉！！幸福美滿幸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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