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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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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785-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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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中央社）白宮今天將召開全球防疫峰會，預計將有百餘國
、組織與會。美國總統拜登預計將宣布再捐贈5億劑疫苗給低收
入國家，這讓美國捐贈的疫苗總數達到11億劑。

趁著聯合國大會召開之際，白宮召開全球防疫視訊峰會，預
計有超過100個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藥廠等代表與會
。拜登呼籲全球領袖共同合作，期望全球70%的民眾明年能完
成疫苗接種，終結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並重建
更良好的衛生安全，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預防與準備。

美國資深官員表示，美國承諾將捐贈6億劑疫苗，是全球疫
苗捐贈最多的單一國家。目前美國已經向包括秘魯、斯里蘭卡、
衣索比亞等100個國家運送約1.6億劑疫苗，超過各國總和。

官員透露，拜登將在防疫峰會上宣布，美國將再購買5億劑
輝瑞（Pfizer）／BNT疫苗捐贈給全球低收入國家。這5億劑疫
苗將由美國勞工在美國製造，並於明年1月開始發貨，這意味從
明年1月到9月，美國將向全球運送8億劑疫苗，這讓美國捐贈
的疫苗總數達到11億劑。

白宮全球防疫峰會 美將再捐5億劑疫苗援低收入國家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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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oday I was so delighted to return to
Cambridge. Almost two years ago we were
her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cience Center
sponsoring the McDonald’s education
workshop.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young
students attended the event to learn how to
get into a better college and apply for
scholarships. Many former Asian students
who attended Harvard gave lectures and told
their stories on how today’s students can
become a Harvard student.

Today we were here to visit a “Robot
restaurant” named SPYCE that is located
near Harvard Square. When we walked in the
door we saw several menu choices on the
wall that showed the salads and warm bowls
items they offered including chipotle lime
Latin salad, summer strawberry salad, golden
Greek salad, spicy noodle bowl, coconut
curry and rice bowl. After you order from the
screen and pay for your order, within minutes
your order is ready and the plates and bowls
are sent straight to you on a conveyor belt so

customers can enjoy the food right away with
very little waiting.

I was told this automated Robot cooking
system was invented by Harvard and MIT
students. These new technologies really
upgrade our food service industry. Robot
cooking will help restaurants enter a new

phase of operation.

I was so glad to meet my old classmate
Chairman Paul Chan again. He is the leader
in the Boston Chinese community. We
enjoyed our lunch together and talked a lot
about our old college life and how wonderful
it was and how much we loved it.

0909//2222//20212021

A Visit To SPYCE AtA Visit To SPYCE At
Harvard SquareHarvard Square

今午從察理河畔再返劍橋哈佛
大學廣場，已经是兩年前的此時，
我們在哈佛科學館舉辦了麥當勞升
學展，近三百位孩童參加了整天的
座談，他們都企盼有天能擠進哈佛
之窄門。
此行之目的除了重溫哈佛廣場

之學術溫馨氛圍，主要是走訪一家
由機器人掌廚的智慧型餐廳-斯拜斯
，從哈佛廣場東行一條狹長的街道
，走進大門時，食客已经云集，在
長型華麗的櫃枱上設有幾台點餐的
電腦，客人們在屏幕上點菜付款，
餐單上主要兩大類，其中包括冷盤

沙拉和熱炒麵及飯煲，當你的点菜
資訊輸入之時，廚房裡的機器人在
數分鐘內就把熱騰騰和新鮮沙拉盤
送上輸送帶，一個無人之交易基本
完成。
據稱這套全自動電腦控制之烹

調技術，是由哈佛及麻省理工學院
學生們硏究完成的機械人產品，我
親睹了這套新科技為我們生活帶來
的震撼，今午也和老同學波城僑領
陳家驊主席重逢，因疫情關係已有
兩年未回波士波，老友敘舊也是人
生一大快事。

重返哈佛廣場重返哈佛廣場 見機械人炒菜見機械人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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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國會選舉江山底定, 由現任總理
賈斯汀•杜魯多（Justin Trudeau）所領導
的自由黨雖然贏了, 但贏得並不多, 只在下議
院338席位中贏得158個, 距過半的170席
還差12席, 所以他只能組建少數派政府, 未
來還是必須跟小黨派合作與利益交換, 否則
政局不穩, 因此實質上這次選舉並未達到杜
魯多與自由黨所期望過半成為多數黨政府的
目標, 所以表面雖贏, 實質上並未贏。

加拿大實施的政治體制是”兩權分立
”, 由議會行使立法權，而由議會所組建的
政府則行使行政權, 等於是一體的兩面,下議
院共有338 個席位，佔最多席的黨，就成為
執政黨，該黨的黨魁自然成為國家總理, 好
處是民主開放,小黨可以存活。不過由於多
數黨往往不能過半, 所以在籌組政府過程中,
非得把政府職務分贓給少數黨, 而最大在野
黨常常聯合其他走極端的小黨在議會中反對
政府,對政府投出不信任票, 使政府窒礙難行
, 也正因此, 加拿大政府非常奇特, 往往出現
多數黨的少數派政府, 儘管有4年任期, 但往

往不到一半就壽終正寢, 在過去七屆政府中
竟有五屆是短命的, 政府效率不彰, 總理下場
只有兩個: 被趕下台或自行解散議會重新改
選組織新政府, 重頭再來。

賈斯汀•杜魯多出身政治之家, 他的父
親皮爾•特魯多曾擔任過三屆加拿大總理,
政績斐然, 賈斯汀•杜魯多延續父親的政治
薪火, 自從2015年當選總理以來, 也像他父
親一樣將連任三屆總理, 他原本希望藉著疫
情期間民眾對保守黨消極防疫不打疫苗的抵
制，所以提前兩年解散國會重新改選,期望
自由黨能單獨過半, 以籌組穩定的多數黨政
府, 只可惜民眾不願在疫情間舉行投票, 加上
在野黨指責選舉將浪費六億加元的國庫款,
所以杜魯多的計劃未能達成, 自由黨只比上
屆多得一個席次而已, 不過其他反對黨也選
得不好, 保守黨只獲得119席, 比上屆多3席
而已 ，該黨是反中國急先鋒,為贏得大選選
票,處處詆毀中國, 該黨黨魁奧圖爾在敗選後
表示:”這次大選分裂了加拿大”, 這純粹是
危言聳聽之詞罷了!

李著華觀點︰杜魯多贏不多--加拿大依然是不穩定少數派政府

追求提高疫苗施打率，是全球當前多國
追求的共同目標。但是相對於少部分富有國
家已開始施打加強針（booster dose），多
數低收入國家都還在為施打第一劑而奮鬥。
但不料，在全球疫情仍相當嚴峻的情況下，
竟然發現丹麥（Denmark）國內放著超過
66萬劑嬌生（Johnson & Johnson）疫苗不
打，讓學者痛批實在太不道德！

俄羅斯媒體《衛星通訊社》（SPUNTIK
）報導，丹麥國內竟然存有超過66萬劑嬌
生疫苗，且並沒有施打的計畫，就放著讓它
長灰塵。報導指出這款疫苗在 「斯堪地那維
亞國家」 （Scandinavian country，是指位
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上的國家，文化意義上
包含丹麥在內）幾乎是沒有未來，專家呼籲
要積極對這批疫苗採取行動。

丹麥曾發起過全國接種新冠肺炎疫苗的
計畫，但因為有引發血栓的疑慮，在今年4
月份即將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AZ
）疫苗排除在計畫之外，5月份則也因相同
疑慮將嬌生疫苗排除在外。在丹麥只有4.6
萬人透過自願接種方案選擇接種嬌生疫苗，

而如今這項方案也已經結束。換言之，嬌生
疫苗在丹麥沒有被持續使用的機會。

丹麥是全球第一個全面解除與新冠肺炎
相關防疫措施的國家。根據Our world in
data網站統計，丹麥全國已完整接種兩劑疫
苗的比例達到74.65%，僅接種一劑者也有
1.81%，劑次人口比達到74.46%。正因為
接種疫苗的人口比很高，當前對於疫苗的需
求量已經大減。

但針對丹麥擱置這批疫苗，哥本哈根大
學的全球健康教授Flemming Konradsen指
出 「這真的很費解。」 而同一所大學的免疫
學教授Jan Pravsgaard Christensen也認同
他的意見，認為 「沒有理由將這些疫苗留在
丹麥。」

Flemming Konradsen補充說明，丹麥
仍舊選擇保有這批嬌生疫苗的理由很少，若
有，就是為了針對療養院內免疫力較低的民
眾來施打第三劑。不過他說明即便是要打第
三劑（或稱加強針），最可能的還是選用先
前施打的莫德納（Moderna）或是輝瑞/
BNT疫苗（Pfizer-BioNTech）疫苗。

丹麥66萬嬌生疫苗放著長灰塵 學者痛批不道德

「內戰造成赤貧和破壞，半數醫院和衛生所毀
於砲火，大量醫療人員逃到海外，醫療體系早就接
近崩潰。」 這是報導中對伊德利布省（Idlib）公衛
環境的描述。當地現在又出現2019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大爆發，情勢雪上加霜。

伊德利布省是與敘利亞總統巴夏爾．阿塞德
（Bashar al-Assad）政權對抗的反對勢力最後據點
，包括躲避內戰而自國境其他地區流離至此的民眾
，目前約有400萬人居住當地。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報導，伊德利布每個
擁擠帳篷居住區都有數以十萬計居民棲身，別說保
持社交距離，他們就連經常洗手都不可能做到。儘
管內戰進入第11年，當地現在暴力日益頻繁，情勢
更加險惡。

自從8月以來，伊德利布省COVID-19累計病

例數跳增達兩倍，已經超過6萬1000例。近數週來
，單日確診數已連日超過1500例，有關當局19日
公布當天有34起死亡病例。但因許多確診病例沒有
通報，數字應該是低報。

在砲火中、從瓦礫堆下拯救數萬人性命的知名
敘利亞救援組織 「白盔」 （White Helmets），他
們現在大部分任務變成將COVID-19病患送醫，或
是協助埋屍死亡病患。

伊德利布醫生聯合會（Idlib Doctors Syndicate
）本週疾呼國際救援組織協助時稱： 「一場醫療災
難正在上演。」

加護病房爆滿、氧氣奇缺、沒有檢測，疫苗接
種計畫遲未展開，當地正遭逢全球各國在疫情期間
經歷過的所有挑戰。

伊德利布疫情大爆發救援組織 「白盔」 疲於後送病患和埋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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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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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總統：當各項防疫措施到位
南非方可結束“國家災難狀態”
綜合報導 南非因新冠肺炎進入“國家災難狀態”已經超過500天。

針對南非何時結束“國家災難狀態”的問題，南非總統拉馬福薩15日在

國會接受質詢時回應稱，只有當南非各項針對疫情的防疫措施全部到位

時，南非方有可能結束當前“國家災難狀態”。

自南非於2020年 3月 15日因新冠肺炎疫情宣布進入“國家災難

狀態”以來，該狀態延續至今。因此，何時能夠結束“國家災難狀態”

，成為南非社會當前普遍關註的焦點之一。

對此，拉馬福薩坦言，南非的新冠肺炎疫情究竟何時能夠徹底結束

，目前尚無法判斷。在此情況下，政府當務之急是把各項防疫措施融入

到法律法規之中，以使南非的防疫工作日常化、常態化，從而更好地防

禦疫情的蔓延。

拉馬福薩解釋稱，南非政府將和衛生防疫專家共同研判評估南非的

防疫狀況，只有當各項防疫措施全部到位，以保證疫情不至於再度大幅

反彈時，南非政府才有可能終止“國家災難狀態”。因為該狀態一旦結

束，就意味著在“國家災難狀態下”發布的各項防疫法規和措施將不復

存在。

南非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高峰已接近結束，南非政府也於日前宣布放

松各項防疫措施，將針對疫情的“封鎖令”等級由三級下調至二級。截至

記者發稿時，南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計達到2869201例，死亡病例85468

例，而檢測呈陽性率已由最高峰時的30%以上降至當前的9.6%。

意大利通過健康碼法令
所有員工必須使用健康碼就業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確診病例5117例，死亡67例。截至16日18

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 4623155 例，死亡病例 130167 例，治愈病例

4376646例。

據報道，意大利政府16日正式通過全民健康碼法令，該法令要求意

大利所有公共部門，民營企業的員工必須使用健康碼就業，誌願協會工

作人員、保姆、鐘點工、水電工及其他自雇傭工必須持健康碼上崗，法

令從10月15日起實施。

對於沒有健康碼而無法到崗的公共部門員工，個人在連續缺勤第5

天後，工作合同將被暫停。私人企業雇工則在缺勤一天後，企業就可以

暫停工作合同，但當事人不會被解除工作合同。無論所在單位公私性質

，個人無法獲得停職期間的薪水。

如果員工在沒有健康碼的情況下，仍執意前往所在單位或企業工作

，一經發現將會被處以600至1500歐元罰款，而未能承擔核查健康碼責

任的雇主也將受到400至1000歐元的行政處罰。

法令還加快了新冠患者痊愈獲取健康碼的時間，原康復者在接種首

劑疫苗後，必須等待15天才能獲得健康碼。規則更新後，現在完成首劑

疫苗施打，可以立刻獲得健康碼。此外，新版法令規定了對於無法接種

疫苗的人群，將可以通過免費的新冠病毒篩檢得到健康碼。

意大利金貝基金會發布疫情周報指出，意大利12歲以上居民中已有

74.92%完成兩劑疫苗接種。在剛剛過去的一周，意大利疫情曲線全面下

降，新增確診病例減少了14.7%，死亡病例減少了6.7%，隔離病例減少

了8.8%、普通住院患者減少了3.3%，重癥患者減少了1.6%。金貝基金強

調，目前在新冠住院患者中，幾乎所有人都是未接種疫苗的人士。

走進包裹中的凱旋門：
“瘋狂夢想”終於成真 設計大膽眾說紛紜

綜合報導 走進被2.5萬平方米可回收

塑料織物包裹的巴黎凱旋門，近距離觀察

聞名世界的地標在被包裹中的變化。

保加利亞已故藝術家克裏斯托將這

一大膽設計取名為“L'Arc de Triomphe,

Wrapped(被包裹的凱旋門)”。他自上世

紀60年代便開始構思。然而在他生前，

該藝術項目並未實現。克裏斯托的侄子

弗拉基米爾· 亞瓦切夫在他去年5月去世

後，便成為凱旋門包裹項目工程的實際

執行人，完成他的遺願。

記者在施工現場看到，凱旋門包裹

項目工程16日已基本完工，施工人員正

在緊張進行最後的技術處理，以便按期

完成施工進度，使該藝術項目能夠在本

月18日至下月3日向公眾開放。

法國總統馬克龍為凱旋門包裹項目

揭幕，並接見了項目團隊。他說，藝術

家的“瘋狂夢想”終於成為現實，他對

此感到高興。他還提及凱旋門在2018年

底曾遭到破壞。

在凱旋門包裹項目工程組織方的安

排下，記者當天得以通過地下隧道走進

包裹中的凱旋門。盡管是中午時分，很

多施工車輛仍然留在現場，凱旋門四周

的防護欄還沒有拆除，多名施工人員在

用紅色繩索將塑料織物系緊。

記者看到，塑料織物已經覆蓋了凱

旋門的全部外表面，在陽光照射下略有

反光；紅色繩索格外引人註目。據悉，

項目團隊找到一種閃亮的造型結構，這

種目前使用的織物材料可以發出難以察

覺的光芒。在凱旋門內部，仍可以透過

塑料織物看到凱旋門上的浮雕文字。

在凱旋門內負責講解的工作人員露

西安娜告訴記者，此次包裹凱旋門所使

用的塑料織物完全是環保材料，可被循

環利用，滿足環保要求。她隨後將已經

被裁切成小塊的塑料織物樣品遞給記者

看，記者發現塑料織物極為結實，不易

變形，正面為銀色，背面是藍色。

記者登上凱旋門，看到凱旋門的頂

部也全被包裹了塑料織物。多名施工人

員正在從頂部垂直向下進行高空作業，

主要工作仍是對紅色繩索進行加固。亞

瓦切夫透露，施工人員近期的工作非常

繁重，他們中的不少人最近每天只能休

息一兩個小時。

凱旋門被包裹前後各有一個多月的

準備和拆除時間，主要是對凱旋門進行

必要的文物保護工作。記者註意到，凱

旋門下的長明火、凱旋門上的浮雕等都

受到嚴密的保護。

如何評價“被包裹的凱旋門”，法

國各界褒貶不一。法國文化部長巴舍洛

和巴黎市長伊達爾戈都對項目表示大力

支持。伊達爾戈形容克裏斯托是有遠見

的偉大藝術家。她們16日一起陪同馬克

龍走進包裹中的凱旋門。

克裏斯托生前的朋友、建築師拉蒂

在法國報章上撰文批評說，由於環保原

因，將凱旋門包裹起來是不正確的，時

裝業占全球年度碳排放量的10%。另外

，凱旋門包裹項目耗資1400萬歐元，在

新冠疫情中無疑是個不小的投入，引發

很大爭議。不過有法國媒體稱相關資金

未動用公共經費。

對於很多民眾來說，理解“被包裹

的凱旋門”所要傳遞的訊息是困難的。

一些人認為包裹起來的凱旋門並不美觀

。按照克裏斯托的構思，包裹凱旋門等

著名地標，傳達的是“隱藏”的信息，

試圖表明眼前的事物是可能轉瞬即逝的

，藝術品是脆弱的，應以全新的眼光審

視周圍的事物。

亞瓦切夫說，希望他的叔叔能夠對

項目團隊所做的工作感到滿意。他還表

示，克裏斯托“已經準備好了一切”，

包括每一個細節和視覺元素。克裏斯托

生前也曾包裹德國國會大廈、巴黎新橋

等。包裹著名建築物的項目如今又成功

增添了凱旋門。

對於民眾就“被包裹的凱旋門”發

表意見不一的評價，亞瓦切夫表示，希

望到下月3日凱旋門包裹項目結束對公

眾展出後，可以得到的評價至少是

“pas mal(還不賴)”。

18年來首次！
因向俄羅斯出賣商業機密，一男子在瑞典犯間諜罪被判刑三年

綜合報導 瑞典一家法院判

處一名47歲男子三年監禁，罪

名是為俄羅斯從事商業間諜活

動。報道稱，該男子曾向一名

俄羅斯外交官提供瑞典車企斯

堪尼亞公司（Scania）的機密信

息，以換取金錢。瑞典國家電

視臺報道稱，這是瑞典18年來

首次有人因間諜罪而受審。

報道稱，這次事件引發了瑞

典和俄羅斯之間的外交爭端，瑞

典政府隨後拒絕向兩名俄羅斯特

使發放簽證。作為回應，莫斯科

驅逐了兩名瑞典外交官。

美聯社表示，這名男

子名叫克裏斯蒂安· 迪米

特裏耶夫斯基（Kristian

Dimitrievski），他被控向

他的上線提供有關卡車與

巴士製造商斯堪尼亞以及

中資所有的瑞典汽車製造

商 沃 爾 沃 汽 車 （Volvo

Cars）的敏感企業信息。不過

哥德堡地方法院在周三的判決

中宣布，針對這名男子的後一

項指控無罪。

迪米特裏耶夫斯基是一名

居住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

的工程師，2016年至2019年期

間，他先是在沃爾沃汽車公司

擔任顧問，後來又在斯堪尼亞

公司工作。這名男子否認了上

述指控。法庭文件中沒有具體

說明他的國籍。

法庭判決稱，2016年，迪

米特裏耶夫斯基聯系了一名俄羅

斯大使館官員，兩人開始定期見

面，直到2019年，這名男子在

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一家餐廳與

俄羅斯外交官會面時被捕。

法院在一份聲明中說：

“地方法院得出結論，該男子

復製了沃爾沃和斯堪尼亞的秘

密信息……他隨後將這些信息

交給了俄羅斯大使館官員，而

他完全知道自己提供的信息將

有利於俄羅斯。”

瑞典檢察官早些時候曾表

示，這名男子的行為危及了瑞

典的安全，並要求判處“長期

徒刑”。在瑞典，間諜罪的最

高刑罰是6年。

警惕！
襲擊荷蘭的波蘭超市使用的是戰場上的地雷

綜合報導 今年6月在北荷蘭省貝弗

爾維克（Beverwijk）的一家波蘭超市中

發現的爆炸物，證明是殺傷力極大的人

員殺傷地雷，這在荷蘭首次發現，也是

迄今為止犯罪圈子中出現的最危險的爆

炸物類型。

這在警方一份機密內部文件中有所陳

述，並得到了北荷蘭檢察部的證實，該部

正在調查大量對波蘭超市的襲擊事件。

荷蘭警察工會 ACP 主席範德坎普

（Gerrit van de Kamp ）說：“我們對犯

罪分子使用這種武器感到非常震驚。這種

武器製造的損失是驚人的，警方對此表示

極大的擔憂。”

被稱為MRUD （Mina Rasprskavajuca

Usmerenog Dejstva）的地雷，最初來自南

斯拉夫戰場，於6月28日在試圖炸毀貝弗

爾維克的De Beverhof 購物中心的一家波

蘭超市時被發現，地雷尚未引爆。

這家超市之前曾兩次成為攻擊目標，

有爆炸物爆炸了，造成巨大的破壞。

對於6月28日的試圖爆炸案，兩名青

少年被捕，將於本月晚些時候首次出庭。

這種地雷，裝有 900 克炸藥和 650

個直徑為 5.5 毫米的小鋼珠，用於戰區，

可以導致多人受

傷和死亡，破壞

力比通常用於敲

詐和恐嚇的手榴

彈高很多倍。

北荷蘭檢察

部證實了地雷的

發現，但不想說

這種類型是否也

可用於其他的攻

擊。

檢察部發言

人 德 希 爾 （Ilse

de Heer）說：“在調查中，對爆炸物的結

構和強度會進行調查，包括上述地雷，但

不會對地雷的來源發表任何聲明。”

荷蘭刑偵研究所的調查詳細描述了

該地雷的發現，警方警告說，不要隨

便使用這種破壞力極大的爆炸物。

ACP 主席範德坎普：“警方必須在內

部提出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是，積極

與外界溝通，讓社會知道，這種武器

正在被犯罪分子使用。如果這樣的爆

炸物發生爆炸而附近有人的話，後果

是無法估量的。”

範德坎普認為，“犯罪集團使用地雷

作案，看來犯罪行為已經升級了。”

警方處理爆炸裝置有特殊的協議，總

是請來爆炸物處理小組EOD的專家。

自 12 月初以來，荷蘭多個城市的波

蘭超市至少發生了 12 起襲擊和襲擊未遂

事件，已逮捕了幾名嫌疑人，但未能阻止

襲擊。

犯罪分子一般選擇在沒有人的時候

作案，因此尚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據

警方和檢察部稱，恐嚇活動的動機仍不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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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拜登在白宮召開全球防疫視訊峰會時表
示： 「這是場需要動員全體之力解決的危機
。美國將成為疫苗的武器庫，將像我們在二
戰時期曾是民主的武器庫那樣。」

據報導，拜登宣布再捐 5 億劑 COV-

ID-19疫苗後，美國承諾捐贈的疫苗總量累
計達11億劑，超過全球其他國家承諾捐出的
總和。拜登這次宣布捐贈的5億劑疫苗是由
美國輝瑞藥廠（Pfizer）生產，意在幫助貧窮
國家。

拜登宣布美國再捐5億劑疫苗 協助開發中國家抗疫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今天結束

為期兩天的政策會議，投資人從容面對聯準
會釋出的最新訊號，包括暗示很快將縮減購
債，美股3大指數今天大幅收高。

道瓊指數終場上揚338.48點，或1.00%
，收在34258.32點。

標準普爾 500 指數揚升 41.45 點，或
0.95%，收在4395.64點。

那斯達克指數上漲150.45點，或1.02%
，收在14896.85點。

費城半導體指數漲升 66.99 點，或
2.00%，收在3412.02點。

聯準會暗示將縮減購債 美股大幅收高 道瓊上漲338點

拜登今天與馬克宏（Emmanuel Macron）通
電，尋求化解外交風波。這是美、英、澳15日宣
布成立新三方安全聯盟AUKUS，澳洲終止與法國
簽訂的建造潛艦合約，改與美國合作打造核動力潛
艦艦隊，致使法國大動作召回駐美、澳大使後，兩
人首度通話。

拜登與馬克宏兩人通話後發出聯合聲明表示，
兩人一致認為盟友間就法國和歐洲夥伴戰略利益公
開磋商，對情勢有益。拜登表達對此的持續承諾。

兩人也決定展開深入磋商，為實現共同目標，
確保信任創造條件並提出具體措施。拜登與馬克宏

也同意將在10月底於歐洲會晤，以達成共識並確
保此一進程。馬克宏並決定讓法國大使下週返回華
府，並與美國高階官員展開密切合作。

拜登則重申法國與歐洲參與印太地區的戰略重
要性，包括歐盟近來公布的印太戰略框架。美國也
認同歐洲建立更強大和更具能力防禦系統的重要性
，對跨大西洋與全球安全帶來積極貢獻，並與北大
西洋公約組織（NATO）形成互補。

在聯合打擊恐怖主義框架內，美國也承諾加強
對歐洲國家在非洲沙赫爾（Sahel）地區反恐行動
的支持。

拜登馬克宏通話盼化解齟齬 兩人10月歐洲會晤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今天結束
為期兩天的政策會議，決定維持基準利率逼
近於零，並且暗示可能最快於明年升息，早
於先前預期。

聯準會發表聲明指出，如果美國經濟持
續改善，聯準會將可能很快開始放慢每月購
債步調。購債意在降低長期借款利率，以鼓
勵借貸和支出。

美媒報導，聯準會一致投票決定，維持

短期基準利率逼近於零，但聯準會多數成員
認為，首度升息將發生在2022年。

這次暗示的升息時間早於先前預期。聯
準會今年6月公布經濟預測時，略過半數的
聯準會成員預期將在2023年開始升息。

聯準會指稱，COVID-19（2019冠狀病
毒疾病）病例攀升，減緩了美國經濟復甦腳
步，但聯準會可能準備好很快開始撤回刺激
措施。

美聯準會維持近零利率暗示可能最快明年升息

史丹佛大學弗利曼．斯伯格里國際研究所
（FSI）軍事安全政策專家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近日投書《紐約時報》；文
中指出，兩岸近日有許多跡象讓人擔心北京即
將對台動武，不論是軍機擾台、五角大廈的警
告，還是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日漸升級的言論；
但基於美國已騰出雙手、北京的戰略機遇期消
失、阿富汗成為北京後院的問題，以及台灣半
導體優勢等等，美軍撤出阿富汗絕對不會促成
北京攻打台灣。

儘管批判拜登自阿富汗撤軍的人認為，美
軍抽身會鼓勵北京動武。畢竟，撤軍意味著軟
弱、不願堅持與放棄贏得戰爭勝利，而這些都
是北京再考慮是否對台動武的因素。

但作者認為，真相是美軍撤出反而讓北京
的戰爭規劃者投鼠忌器，而不敢對台動武。首

先，北京會直接面對自中東地區騰出雙手的美
國。北京的政治目標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即恢復大陸做為世界強權的地位。透過研究
過去世界大國興衰史，顯示華府的嚇阻將阻止
大陸成為強權。

對北京而言，幸運的是美國在阿富汗、伊
拉克的泥淖，已消耗他們注意力與精力長達20
年。大陸趁此修建由北京到義大利沿線的公路
與港口，刺激國內經濟發展，擴張地緣政治影
響力。

一消一長下，美國則將大量資源投入反恐
戰爭。就當北京忙著在南海興建軍事基地，強
化軍事精準打擊能力的同時，美軍則拼命與叛
亂分子交戰、拆除即製爆裂物。

正因為阿富汗戰爭，北京才能漸漸增加在
國際舞台的影響力、削弱國際規範、拉攏國際

組織，以及擴大領土控制。作者認為，這只是
因為偶然的運氣；畢竟，當時美國深陷阿富汗
與伊拉克，無法以有意義的方式阻撓北京戰略
。

換言之，阿富汗戰爭的落幕讓北京的戰略
機遇期消失。當然，論者會提到過去10年內，
雖然阿富汗戰爭仍持續中，但美國總統早已嘗
試重返亞洲。歐巴馬政府於2011年宣示， 「我
們會將重心重新轉向亞洲」 ，川普總統的國安
團隊更將與北京的大國競爭列為首要任務。

不過，這些都是耍耍嘴皮子而已，並沒有
具體實際行動。從阿富汗撤軍來看，拜登的確
將國家安全的優先項目重新調整。甚至，集中
力量加強美國關鍵權力，進而與北京在戰略競
爭中交鋒更是他撤軍的主因之一。

隨著大陸在南海的擴張與軍事化，陸印邊

界發生的致命衝突，香港與新疆問題的發酵，
這些都反映出大陸愈來愈自信且咄咄逼人。特
別是北京在台海周遭軍事活動激增；2020年北
京軍機侵犯台灣更創下空前紀錄，空軍演習的
規模與複雜程度也與日俱增。與此同時，習近
平還警告任何妄想欺負大陸的外來勢力都將
「撞得頭破血流」 ，任何朝台獨的努力都將遭

到 「堅決粉碎」 。
傳統美國對台政策是戰略模糊，即不明確

承諾在大陸犯台時保衛台灣；不過，如何讓美
國對台承諾更為可信，並擴大對陸的軍事嚇阻
，則是美國政策制定者與專家正想破頭的事情
。近日對台7.5億美元軍售，就是在這樣脈絡下
的產物；加上邀請台灣出席民主峰會會議，再
再激怒北京。

美撤軍阿富汗鼓勵陸對台動武？ 學者：北京反更投鼠忌器



AA66
星期四       2021年9月23日       Thursday, September 23, 2021

神州日報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3

恒大事件愈發引起全球

金融市場擔憂，重演“雷曼

時刻”的聲音頻現，本周四

恒大其中一筆債息到期，將

面臨重大考驗。面對市場的

質疑，恒大主席許家印21日

在工作群中發出一封給恒大

所有員工的“家書”，向員

工表示問候和鼓勵，稱恒大

一定能盡快走出“至暗時

刻”，並承諾會向市場交出

一份敢擔當、負責任的答

卷。恒大汽車則向3名非執董

和逾3,000名僱員授出約3.24

億股購股權，以保集團整體

利益及長遠發展穩定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據悉，許家印在內部信中提及近日的財困，指
“當前，公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難，

全體恒大員工都經受着從未有過的嚴峻挑戰。各
級領導排除萬難、身先士卒、沒日沒夜，是保障
公司大局穩定的中流砥柱。”並向所有員工致以
最真誠的感謝。他稱，堅信恒大一定能盡快走出
“至暗時刻”，加快推進全面復工復產，一定能
實現“保交樓”的重大目標，向購房者、投資
者、合作夥伴和金融機構交出一份敢擔當、負責
任的答卷。

高盛：倘違約或有連鎖反應
雖然許家印屢次表示有信心渡過難關，各

大行卻各有說法。高盛分析員認為，恒大的債
務危機，有機會引出一系列的連鎖反應。一旦
恒大最終造成違約，將會令全球投資者面臨最
大的下行風險，全球股市也會因此受累。該行
還料，恒大事件更會直接拖慢中國今年經濟增

長，近期有個別負債較高的房企同樣遭到拋
售，反映恒大危機正在擴散。保守估計GDP將
減少1.4個百分點，但最壞情況，恐會拖累GDP
增長減少4.1個百分點。按2020年數據換算，恒
大總負債約相當於中國總GDP的2%。

富瑞：現系統性風險機會微
富瑞發報告直言，恒大違約遠不及“災難

級別”，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很低。該行
解釋，監管部門密切關注恒大，料一兩個月或
者至年底前，就會出手解決問題，或幫助取得
有建設性的改善，從而減少對市場及經濟增長
的影響。

瑞銀：其他內房再融資添憂
瑞銀則稱，恒大或將需要進行債務重組並

削減開支，預計市場對其他開發商的物業交付
及再融資憂慮將會增加，市場內還有10家開發

商有潛在風險，涉及合約銷售額共約1.86萬億
元人民幣，為恒大規模的約2.7倍。

本周四恒大將面臨重大考驗，其一隻債券
8,350萬美元利息支付的最後期限，9月29日還
有一筆4,750萬美元的利息到期。“恒大系”21
日整體表現依舊受壓，恒大股價曾跌逾7%，全
日跌0.44%報2.27元（港元，下同）；恒大物業
彈2.94%至4.2元，恒騰跌2.86%至2.04元，恒
大汽車未有升跌，收報2.9元。

恒大汽車授出3.24億股購股權
另外，恒大汽車宣布，向3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及約3,180名科研技術僱員等授出購股權，賦
予他們權利認購公司合共約3.24億股新股份，
約相當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約3.31%。行使價為每
股 3.9 元，較 9 月 20 日收市價 2.9 元溢價
34.48%；購股權有效期自9月20日至2028年9
月19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花旗
銀行發表報告指出，恒大事件不會成為中
國版的雷曼事件，相信內地監管機構會堅
守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為化解債務危
機爭取足夠的時間，減少因恒大違約造成
的風險及影響蔓延。

該行分析，部分銀行可能受到連
累，根據其對銀行高風險房企貸款敞口的
分析顯示，民生銀行、平安銀行和光大銀
行的信貸風險最大，而南京銀行、重慶農
村商業銀行、中國郵儲銀行則不易受到衝
擊。

巴克萊也認為，目前的市場環境與
雷曼時的情況並不相同，即便發生大規模
違約，也不能為中國“雷曼時刻”創造相
應的條件，就恒大債務的規模而言，對中
國經濟體量佔比來說非常小。

標普：內銀可消化恒大違約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則預計，中國政

府不會向恒大提供任何直接支持。標普評
級報告認為，只有在出現影響深遠的風險
蔓延，導致多個大型開發商倒閉，並對經
濟構成系統性風險的情況下，政府才會被
迫介入，若只是恒大一家倒閉並不會導致
這樣的局面。標普預計，恒大對其他大型
開發商項目的直接負面影響是可控的，即
使是出現違約的情況，也相信中國銀行業
能夠在不造成重大擾動的情況下消化恒大
違約。該行稱會留意潛在的連鎖反應。

晨星：不應視拯救恒大理所當然
晨星（Morningstar）研究分析師Pat-

rick Ge也指，恒大債券問題持續發酵，
投資者不應將中央拯救視作理所當然，華
融事件可以作為今次恒大的參考。但強調
兩者不能百分百作比較，因恒大只是一家
房地產發展商，擁有小量電動車業務，且
恒大債券息率偏高；華融則是金融機構，
其債券是投資級別債券。基於兩者性質不
同，中央處理兩家公司問題的手段也可能
有分別。據他與債券組合經理的了解，華
融的不良貸款組合對於中國金融市場有
“系統性風險”，但中央不一定會為恒大
提供拯救方案。

此外，標普表示，將周一股價暴瀉
近九成的新力控股評級，由“B”下調至
“CCC+”，並列入負面觀察名單。指新
力控股有約2.4億美元的優先票據將於10
月18日到期，但集團至今仍未有明確的
還債計劃，反映其缺乏風險管理及對外溝
通，料新力暫時也難以發債再融資或出售
資產，以套取現金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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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印拍心口 恒大敢擔當負責任
兩筆債息月內先後到期 將臨重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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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印21日給恒大所有員工的“家書”稱，恒大一定能盡快走出“至暗時刻”，並承諾會向市場交出
一份敢擔當、負責任的答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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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驍是個擁有60萬粉絲追蹤的“90後”科普Up主。視頻裏的他留

着板寸頭，講話語速很慢，白白淨淨的娃娃臉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鏡，雖

然31歲，看起來卻像個大學生。其實，他在浙江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的放

射科擔任住院醫師，研究阿兹海默病（港稱腦退化）超過8年，並以“羅

夕夕博士”為名在“西瓜視頻”科普相關的醫學知識。“很多同事至今

都不知道我在網絡上的身份，這是我的小秘密。”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做一個視頻網站影片的創作者，即“Up主”，是當下網絡熱潮。吃喝玩樂的輕鬆話題能吸引

百萬粉絲，嚴肅正經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話題同樣有龐大受眾群體。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一

批有學術和專業背景的年輕人在視頻網站嶄露頭角，將自己專業所長所學轉化為集知識性和趣味性

於一體的科普內容。今次邀請到三名不同領域科普視頻的“90後”Up主，向我們講述他們的“線

上線下”。

2013年，羅驍以優異
的考研成績拿到了浙江大
學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
然而選擇阿兹海默病作為
碩博連讀的研究方向，卻
是因為導師的相關課題組

缺少人手。“剛開始我還是挺不樂意的，
畢竟很多相似專業的同學們比我研究的方
向酷多了。”彼時，他對阿兹海默病的概
念並不熟悉，唯一的印象來自於兩部電影
《擁抱這分鐘》、《永遠的愛麗絲》。

然而，現實遠沒有電影講述的那麼浪
漫。在8年的研究中，羅驍前前後後接觸了
800多個阿兹海默病的病例，用他的話來
講，是“看盡了人間的悲歡離合”。“從剛
開始的小小抵觸，到慢慢地去理解，再到如

今的同理心，與病患、家屬的無間交流改變
了我對這個病症的態度，也讓我最終發自內
心地選擇了它，作為我的研究方向。”

稱讚掛嘴邊 撫慰長者心
常年與長者打交道，讓羅驍成為了醫院

裏最有耐心的年輕人之一。“剛開始我也搞不
定啊，那時候我每周都要抽出一整天的時間，
為阿兹海默病的疑似患者做測試，他們經常做
一做覺得太難、或者覺得問題太多了，就拍案
而起，甚至把測試卷撕掉的都有，然後我就傻
愣在那兒，不知道該怎麼辦。”

久而久之，羅驍與項目組夥伴們總結
了一套應對長者的辦法：老爺爺（公公）
就讓女同學接待，老奶奶（婆婆）就讓男
同學接待；鄉音重的長者就盡量找當地的

同學接待，城市裏的長者就找普通話標準
的同學接待；一旦老人家流露出不耐煩的
樣子，就提前“休息”，給老人端上一杯
水，陪着聊會兒家常，等他這陣子的脾氣
過了，再繼續做測試。

“最重要的，是你要多誇誇他，他答一
會兒題，你就要發自內心地稱讚他很棒，給
他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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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主名片

Up主
賬號：羅夕夕博士

運營者：羅驍

自媒體經驗：3年

活躍平台：今日頭條、抖音、西瓜視頻

科普領域：健康、教育

粉絲量：今日頭條20萬
，“B站

”約16萬
，知乎13萬

編
者
按
:

八年難關重重 磨出耐心滿滿

如今，手握多個“爆款”視頻的“羅夕夕博士”，已然成為了
醫療科普領域的小網紅，還接到了不少廣告邀約。“我也考慮過要
不要接廣告，但最終還是放棄了，我不想把不確定的廣告內容植入
到視頻裏，我怕我的觀眾們看到了會真的相信，去購買使用。你也
知道，我有很多粉絲都是老年人，他們的信任感是很強的，我不想
利用這個去賺錢。”

拒廣告邀約 點擊量“變現”
除了每周上五天班、周末做一天患者測試，羅驍幾乎把剩餘的

時間都用在了錄製科普視頻上。“我現在已經得心應手了，但總體
來講，錄製一條視頻至少也要花上一個半小時，因為我要先查國內
外的資料，再錄20分鐘左右的原始視頻，最後把它剪成一條5分鐘
左右的科普視頻。不過，我一般會用一個下午的時間錄兩條至三條
科普視頻，再慢慢放到網上去。”花了那麼多的時間精力，又不去
“變現”，做這件事的動力在哪裏？羅驍說，一方面“西瓜視頻”
會給科普類的Up主更多的點擊量分成，另一方面，他很享受這種看
着粉絲數量每天上漲的過程。“有點兒像小時候玩遊戲的升級打
怪，我經常會給自己設立小目標，到月底要增加多少粉絲，到年底
要有多少粉絲總量之類，完成了就特別有成就感。”

“還有一個原因，是跟我的性格有關。”羅驍說，“我在生活
中是個‘小透明’（影響力和存在感都很低的人），除了周日的患
者測試，我的日常工作並不需要接觸病患，就坐在‘小黑屋’裏給
病人看片子、寫診斷，相對而言屬於比較內向的人吧。但是，在我
的視頻‘王國’裏，我就是‘羅夕夕博士’的主人，它展現了我生
活中沒有的那一面，很有意思。”

“不想利用長者信任去賺錢”

化

●● 羅驍羅驍（（後後））向病人解釋向病人解釋
腦退化腦退化。。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羅驍在家錄製視頻羅驍在家錄製視頻
作品作品。。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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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阿兹海默病的科普前，我很早就
在‘B站’註冊了賬號，當時主要

是為了記錄生活，發一些類似讀研感受、
如何寫論文之類的小視頻，純粹是自娛自
樂。”隨着與病患及家屬的交流越來越
深，羅驍逐漸產生了做病症相關知識科普
視頻的想法。“我經常碰到初診病患，他
們覺得自己就是愛忘事兒，這不就是老了
麼，怎麼能算是得病呢？”

回覆留言不怠慢 體諒長者自尊心
“而且，大部分初診患者根本不知道

應該去掛哪一個專科，有去老年科看的，
有去腦外科看的，有去內分泌科看，最後
轉了一大圈，才轉到我們手裏，這個時候
病情就耽誤了。”羅驍說，在國外一些較
早面臨老齡化問題的國家，會在醫院專門
設立“記憶障礙專科”。“雖然我們也在
往專科方向發展，但人們對阿兹海默病的

認識依然很淺，亟需專業化的普及工
作。”

於是，2020年，羅驍在“西瓜視頻”
發布了他的第一條科普視頻，專門談了中
國人對阿兹海默病的誤區。“人們普遍認
為老年癡呆不嚴重，實際上，一旦確診，
平均生存周期只有7年至10年；失去記憶
只是第一步，隨後病人會忘記如何吞嚥、
排便……慢慢死於嗆咳、肺炎感染；此
外，最新數據顯示，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
人裏，約5%會發展成老年癡呆，這並不是
一個罕見病。”

幾乎每天在通勤途中、吃飯間隙，羅
驍都爭分奪秒地回覆視頻留言，答疑解
惑。“我的粉絲有很多都快六七十歲了，
還有80歲的。老人家打字不容易，他們很
單純，真的希望你和他們講話。”羅驍認
真地說：“老年人自尊心很強，發信息一
定要回覆，不然他們會覺得不被重視，很

失落的。”
短短幾分鐘裏，羅驍的語氣平靜、清

晰，但很多人說看完很悲傷。視頻的最
後，他總結道，“這是一種殘酷的疾
病。”如今，羅驍已經發布了150條阿兹海
默病的相關科普視頻，其中“哪些人更容
易得老年癡呆？”有近百萬的播放量，評
論區裏也匯聚了不少經歷相似的家屬，他
們彼此分享病人情況、提問、互相安慰，
也讓更多人了解了這個“陌生”的常見
病。

投身腦退化科研 盼推進早期診斷
現在，羅驍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有

關阿兹海默病項目的負責人之一，這個項
目是研究早期診斷的，在一個人顯露非常
輕微的症狀前診斷出是否患病。羅驍與同
事們還會多學科聯合研發干預手段——放
射科做頭顱磁共振，檢驗科看血檢指標，
神經內科開藥，生物工程或者計算機工程
專門做數據的建模。“在我們醫院，這個
叫‘醫工結合’。”

通過醫者的不斷努力，在中國，阿兹海
默病的診斷時間點正在不停往前靠，甚至可
以在剛出現苗頭時就能及早發現。“進行醫
學干預後，患者的發病時間可以推遲5年至
10年，相當於給疾病踩了個急剎車，讓患者
能享受更長的一段有質量的生活。而對於患
者家屬而言，少去5年至10年的護理，也能
減輕家庭負擔。”

““9090後後””線上科普線上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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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香水香氛市场，是一片新蓝海。许多行业报告给出了相
似数据：2017年中国的香氛市场规模约8亿美元，香水市场
规模在50亿至60亿美元左右；但到了2020年，市场规模便已
翻倍，二者分别逼近16亿和126亿美元，即便受到疫情冲
击，同比增长率仍超10%。香氛、香薰，这些我们印象中的

小众产品，正在迅速走进普通消费者的生活。
回望几年前的中国香水香氛市场，国际大牌林立，少见国

产品牌身影。但随着近年来“嗅觉经济”快速发展，一些国产
香氛异军突起，一改国际产品“独霸”市场的局面，征服了不少
年轻的中国消费者，用人气和销量证明自身和中国品牌的实力。

野兽派“露水青苔”味道香氛的配套扩香晶石。
本报记者 王晶玥摄

观夏的香氛产品。从左至右依次为白桦公路、昆仑煮雪、松美术馆。 本报记者 王晶玥摄

消费者正在了解五朵里香氛产品。 品牌方供图

“熊猫噗噗”系列室内香薰。
本报记者 王晶玥摄

在细分赛道上开疆拓土

2008年的新西兰，一位中国留学生见证了一
场不同寻常的装置艺术展：薄厚不一的黄蜡包裹
住苹果，散发出味道各异的气息，弥漫在学院
里。出于好奇，她在网上搜索“气味”“嗅觉”
等关键词，希望了解相关产业，可是发现关联内
容少之又少。

“科学研究显示，人类鼻子理论上可嗅辨出1
万亿种味道，可国内却无人探索‘嗅觉艺术’的
魅力！”年轻的留学生在这片空白领域中看到商
机，决心毕业回国后，打造一间收集气味的“图
书馆”。这就是国产品牌——气味图书馆及其创
始人娄楠石的故事。

当时，众多知名国际品牌已在国内站稳
脚跟，有相对固定的消费群，一个初出茅庐
的国产品牌能做什么？

气味图书馆的做法是“避其锋芒”，不在
国际大牌深耕已久的香水产品上过多纠缠，而
是扩大产品范围，在其他细分赛道上开疆拓
土。2009 年，娄楠石在北京三里屯开设了第一
家实体店，店里摆放各类香水、香薰甚至牙膏
等日用品，力图向顾客展示多种多样的味道和
丰富的气味承载体。2015 年，品牌组建研发团
队，推出在本土独立设计、生产的自有香水，
后又拓展品类布局，增加了沐浴露、身体乳、
洗手液等洗护产品，以及包括无火香薰、香氛
蜡烛等在内的家居香氛，这些产品在销量上取
得了可喜成绩。娄楠石说：“既然创业初衷围
绕‘气味’展开，就不该限制产品形式，香
水、香熏和主打香味的日化、美妆品都可以归
类到嗅觉经济范畴。”

事实证明娄楠石想法是正确的。除了香水，
越来越多的香氛类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比如国
产品牌“野兽派”，此前的销量冠军一直是永生
花产品，而现在销售额的前5名均与香氛有关。

新的消费趋势，让嗅觉经济成了新的风口，
也催生出各式各样的国产品牌和香氛产品：野兽
派推出扩香精油、晶石，散香器、室内香氛喷雾
等产品；DAILY LAB 专注打造车载香薰，将香
氛使用场景延伸至车内……持久留香的衣物洗
护产品也成为新增长点，味道各异的洗衣凝
珠、留香珠销量喜人，今年“6·18”期间，某
电商平台留香珠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 10 倍。花
样繁多的嗅觉经济产物层出不穷，这样一个前
景宽广的增量市场中，将有更多产品与“嗅
觉”结合，为香氛赛道开拓更多可能。

将中国文化融入香氛产品

某部讲述知名香氛的纪录片中，该品牌首席
调香师这样讲道：“制作香氛就像翻译，将铭记
于心的画面，融入制作过程。所以售卖香氛，等
同于售卖梦境。”

对中国市场来说，成功的香氛不仅在于产品
前、中、后调的香度，以及呈现怎样的画面、是否
能用语言文字描述，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足够贴近
国人生活。

娄楠石以气味图书馆的明星产品“凉白
开”为例对记者阐述：“大家都喝过凉白开，
这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记忆中的味道，推出以
此命名的系列后甚至不需过多解释，购买者就
能大致想象产品调性，有兴趣进一步了解。”

前调水分子矿物香，充分展现水本身的纯净
味道；后调加入醛香、龙涎香，仿拟铝壶煮水、

沸腾后自然晾凉留下的金属气息，从而做出了消
费者心目中的凉白开。今年，气味图书馆更以中
国人的城市记忆为出发点，推出了“凉白开”的
地域限定版，在不同版本的中调里加入了独具特
色的“气味情结”。比如，“北京版”凉白开使用
了蒲葵叶，植物芬芳令人感受到手握一把蒲葵扇
的老北京生活；“广州版”凉白开则采用薄荷元
素，冰冰凉凉的气味与夏季冰柜里那沁人心脾的

“冻滚水”重叠起来。
归根到底，国产品牌是要将国人的集体记

忆和情感具象化。娄楠石表示，观察生活细微
处，可以借鉴的素材非常多，热豆浆、西红柿
拌白糖、鲜榨西瓜汁、大白兔奶糖，这些稀松
平常之物皆可成为灵感来源。可以用来对比的
是，与“凉白开”同期推出的白玫瑰与木兰、
鼠尾草与海盐，味道虽也不错，但与国人回忆

无直接关联，结果并未爆火。如果说“凉白开
系列”诠释了用户对怀旧复古的热爱，那么以
观夏、五朵里等为代表的品牌则提供了另一种
研发思路——把充满东方韵味的故事融入设
计，承载起独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表达。

“点‘昆仑煮雪’那天，我足不出户……只
有一次下楼拿快递离开了屋子，回来才发觉家里
已经下过一场雪，长出一棵雪松来。”观夏产品

“昆仑煮雪”以松香为主调，搭配相应文案，将
购买者引入一片白雪皑皑、雪山巍巍的广袤无人
之境，寂静中，忽然嗅到雪松清冽，颇有“复行
数十步，豁然开朗”的氛围。

遍览这类产品，比如观夏的“书院莲池”“颐
和金桂”“浮光竹影”，五朵里的桂、梅、兰、含笑
4种花卉香氛，RECLASSIFIED调香室的“生旦净
末丑”……无一不是以东方美学的形象示人，其中
包含的传统文化元素也正迎合了年轻人喜好。

“几年前，一个法国团队来到云南，孵化普
洱茶相关的香氛品牌，但没有成功。我说，这是
你们法国人心中茶的味道，不是我们中国人
的。”观夏联合创始人沈黎说。嗅觉经济市场
中，国产品牌的优势就在于熟悉中国本土文化，
能够把产品放进国人的语境中。

在博物馆工作的小肖是国产香氛的忠实拥
趸，她对记者说：“送给朋友，可以依据文案，
选择款式；送给国外友人，他们会加深对中国的
认识——只有中国人能做出这样的产品。”

架起与消费者的沟通桥梁

如果说传统电商借助文字和图片展示商品，缺
乏触觉和嗅觉的直观体验，那么线下店就是在构筑
买卖双方桥梁，变抽象概念为可看可触的实体产品。

“看到再多推荐，也不如亲自去闻一闻味道
如何。”娄楠石说，“嗅觉毕竟不能与视觉、文字
划等号，产品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实体店。”气味
图书馆在全国分设近 80 家门店，今年夏天还在
北京西单、上海环球港等商圈开设快闪店——巨
大铝壶型建筑内，4个展台分别呈现一款“凉白
开”地域限定版，顾客既可以了解各款香水，又
能通过游戏互动获得一份香水小样；铝壶装置展
外，还有购买“凉白开系列”其他产品的展区。

野兽派的门店设置则充分向顾客传达品牌自
身的概念与气质，相关负责人表示，野兽派崇尚

“花一样的生活”，不仅提供产品，更希望向消费
者传达一种精致优雅、具备一定审美的生活方
式。其线下店内可以看到，香薰分区往往紧邻另
一特色“鲜花分区”，配合精巧的小装饰、别致
的装潢，自有一种享受生活的意味。

在北京三里屯开设的“观夏客厅”显然也
有类似设想。沈黎表示，取“客厅”之名，是
寄希望于门店承载品牌倡导的生活美学，破除

“国货不高端”的刻板印象，而非扮演货架角
色。大金属屏风遮住店内装潢，顾客唯有经过

“洞穴通道”方能进入这间“洞穴式”门店。
走进去，抽象的水波纹镜子，由石雕艺术家一
笔笔雕刻的石材肌理墙壁，充满艺术感的石器
家具……这些装饰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观夏简洁
而具有巧思的设计。“未来，我们会根据每个
城市的风格特点做不同的线下体验空间，继续
夯实‘认真生活’的概念。”沈黎说。

谈及线上线下的关系，娄楠石认为两者需要联
动：线上加大曝光，为线下门店导流；线下充当线上
的展示空间，线下体验后到线上复购。目前看，由于
需要和店铺分成，大多数国产香氛品牌还未敢贸然试
水线下。但不可忽视的是，香氛产品重在实际体验，
实体店是未来国产香氛品牌需要考虑的内容。

国产香氛：“香”入寻常百姓家寻常百姓家
本报记者 王晶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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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有機會贏取最高 $10,000美元並與 The Peo-
ple's Shark的Daymond John會面

華盛頓 – AARP 樂齡會宣布了第三年度“Make
Your Move創業大賽”(Make Your Move Entrepreneur-
ship Contest) ，以幫助有抱負的企業家和 45 歲及以上的
小企業主，促進他們的創業精神和目標。比賽於 9 月 9 日
至 10 月 22 日舉行。

參賽者必須在比賽分享他們的職業目標、他們在大流
行中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如果有機會他們會問及Fubu 創
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和 ABC 電視節目 Shark Tank 中的
Daymond John 什麼問題。兩名大獎得主將分別贏得$10,
000 美元和與 Daymond John 的一對一視像會議。兩名二
獎得主將會分別贏得 $1,000 美元和與 Daymond John 的
一對一視像會議。參與者只需要報名便有機會贏取 $1,
000 美元。

AARP 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觀眾策略, 多元化、
公平和包容辦公室的副總裁 Daphne Kwok 說道:“自
2019 年以來，AARP 樂齡會昂然舉辦了 Make Your
Move 創業大賽，以慶祝、表彰和支持希望重振職業生涯
的年長企業家”，“隨著人們生活和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
，年長的員工擁有多年的重要經驗和技能，他們可以利用
這些經驗和技能讓他們的企業起步。 ”

如要查看官方規則、獎品說明及參加抽獎, 請瀏覽 https://
sweeps.aarp.org/makeyourmove2021/。 比 賽 於 美 國 東 部 時 間
2021 年 10 月 22 日晚上 11:59 結束。
關於AARP樂齡會

AARP樂齡會是美國最大的非營利性、無黨派組織，致力於幫

助和激勵50歲或以上的人群享有自我選擇的生活方式。 AARP樂齡
會在全國范圍內擁有近3800萬成員，它鞏固並加強社區，倡導對家
庭最重要的事情：健康保障，財務穩定和個人成就感。 AARP樂齡
會還發行全國最大的發行出版物：《AARP樂齡會雜誌》和《AARP
樂齡會簡報》。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中文官網 chinese.aarp.org
或關注AARP樂齡會微信公眾號 。

AARP樂齡會宣布“Make Your Move創業大賽”

（江念慈）大約是十一年前的事
了。我退休在家，龍隨雲師兄邀我一
同去菩提中心做義工割草，鍛鍊筋骨
，我欣然答應。是日清晨，如約各自
駕車到Jones Rd 與1960交口的購物
中心會面。準時到了約會地點，看見
藍寶、潘家漢師兄、龍師兄都先後到
齊了。 我們一行四人共乘一車前往位
在Waller County的菩提中心。他們
三人是那兒義工的老將，並且每人在
做工方面均各有所長。上車時，藍寶
理該坐前面，因為他個大腿長，然而
他卻讓位與我說：你坐前面，龍兄的

故事我都聽過很多遍了，我在後面還
可以瞇一下。他調皮的眨了一眼，我
也就當仁不讓了，感覺得出他們之間
濃濃的友情。 出發前我們先去藍寶的
店裡包了四個三明治就上路了。半路
經過290上的John Deere，大夥兒一
道下車，只見他們在店前陳列的各型
坐駕式割草機前很有經驗的品頭論足
一番，原來是藍寶要給菩提中心的割
草機買些零件。我才了解到藍寶自告
奮勇的承擔了維修菩提中心的這些割
草機。就如同他自己家用的一般，壞
了就掏腰包去買零件修理，沒有二話

。這種無私、寬大的情懷讓我十分折
服。同時對他們做義工的熱忱、擔當
、自發，印象極為深刻。 到達後，經
過一片片的原野及野花密佈的雜草地
，我們直驅烟房，就見藍寶把大卡車
開出，後面拖上割草機具。迅速地把
該維修的各式坐駕割草車一一檢修，
並為我準備好一部初學者適用的車，
大家就開始工作了。一天下來，我檢
視我的成績，卻是那麼小小的一片地
。我從未在艷陽下駕過如此顛簸的車
，從未被汽油薰得如此不堪，也從未
在花草塵飛撲鼻的空氣裡工作過。然

而，遠遠傳來了馬達聲，我遙望著他
們三人，都仍然精神地坐在他們各自
的車上，來來回回專心一意的割草。
尤其是藍寶，他的大卡車忽前忽後，
帥氣地在偌大的草原上馳騁，拖出一
片塵烟，在塵土灰揚的草原裡忽隱忽
現。他的毅力、耐力從他那種 「做不
完，不收工」 的態度可見一斑。這那
是割草，這簡直是三個菩薩在修行。
果真，他們在菩提中心正式啟用典禮
上被表揚為厥功至偉的西北三劍客。
在西北區與藍寶和梁晶晶熟識多年，
藍寶年輕時曾經一度任職休市電力公

司車輛運輸部門，我們算是先後同事
，曾經聽他談起過這些往事。在西北
佛學班我們同學多年，在西北聯誼會
他們是不可多得的會員，夫婦兩人大
方而無私，夫唱婦隨，永遠不吝提供
人力、物力，大家有目共睹。平時待
人極為厚道，對朋友永遠是那般熱情
，尤其Jenny 每每遇到總是先看到親
切的笑容。這麼令人喜愛的一對夫妻
，我們真是捨不得同時也痛心他們的
離去。

回憶 「跟藍光裕(Bao Lam藍寶)一起做工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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