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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人造心臟更進一步人造心臟更進一步———麻省總醫院引入—麻省總醫院引入
心臟形成的關鍵細胞用以培養心外膜心臟形成的關鍵細胞用以培養心外膜

“我們的研究引入了
一種細胞類型，它比我們迄今
能夠產生的細胞類型更接近人
類 心 臟 發 育 的 後 期 階 段
”——Harald Ott博士，麻省
總醫院胸腔外科醫生，哈佛醫
學院外科副教授

由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
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已經能製
造一種支持早期心臟發育但在
出生後不久就消失的不成熟細
胞。研究人員希望他們在
《Nature》期刊發表的這一進
展能幫助他們更接近於實現其
目標，既利用患者的細胞來生
成可以移植的功能性心臟組織
，類似於捐贈的器官，用於治
療心力衰竭等疾病。

這些細胞被稱為心外膜前
細胞用以形成心外膜——是覆蓋心臟外表面的一層膜。這層膜生成了能夠支
持出生前心臟發育所需的各種細胞。麻省總醫院的胸外科醫生、哈佛醫學院
外科副教授Harald Ott博士和他的同事開發了一種從人類組織誘導多能幹細胞
中生成心外膜前細胞的方法，多能幹細胞是由重新編程的成熟細胞（如病人
的皮膚細胞）種衍生出來的胚胎樣細胞。

當與心肌細胞接觸時，心外膜前細胞進一步發育成為心外膜細胞，並承

擔起支持胚胎心臟形成的重要作用——如促進鄰近心肌細胞的成熟。
Ott指出，科學家們能夠追溯心臟發育的早期階段，通過一次血液提取就

能產生數百萬個心肌細胞，但是心臟形成中其結構是非常複雜的。他解釋道:
“由於涉及到許多細胞類型和發育中心臟的三維環境的複雜性，很難追溯組
織發育的後期階段。我們的研究引入了一種細胞類型，這種細胞比我們目前
能夠產生的其他細胞更接近人類心臟發育的後期階段。”

能夠產生在心臟結構形成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細胞是心臟再生醫學戰略
中所必需的。 Ott指出: “雖然完成心臟發育的“拼圖”還需要許多板塊，但
這項工作為“拼圖”的完成增加了重要的一塊，既能夠幫助我們和其他人重
現心臟的發育，以開發治療心力衰竭的新療法。” 他設想，這種以細胞或組
織為基礎的療法將提供“按需”治療，以恢復或替換患有慢性器官衰竭(如心
力衰竭、末期肺病和腎病)的患者喪失的器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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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阿斯特捷利康藥廠今天指出，名為AZD7442的實驗性抗
體雞尾酒療法藥物，在第3階段臨床試驗，成功使COVID-19輕至中症非住院
患者的重症或死亡風險降低50%，達成主要目標。

阿斯特捷利康藥廠（AstraZeneca）生物製藥研發部執行副總裁潘加洛斯
（Mene Pangalos）說： 「早期投下我們的抗體藥物，可以顯著減緩重症發展
，且持續保護力超過6個月。」

阿斯特捷利康藥廠表示，將於下週與衛生當局商討臨床試驗數據，但未
詳盡說明。

此外，阿斯特捷利康藥廠也投入研究，將AZD7442療法用於保護對CO-
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免疫反應較弱的人，且已於上週向美國監
管當局提出作為預防性藥物的緊急使用授權（EUA）申請。

AZAZ抗體藥物第抗體藥物第33階段試驗結果階段試驗結果 重症或死亡風險減半重症或死亡風險減半

Harald OttHarald Ott博士博士
麻省總醫院胸腔外科醫生麻省總醫院胸腔外科醫生
哈佛醫學院外科副教授哈佛醫學院外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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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高水平對外開放持續推進
國際社會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前景

去年以來，全球經濟遭遇疫情衝

擊，中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率先實

現正增長，2020年經濟總量邁上百萬億

元新台階。今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産

總值同比增長12.7%。近期發布的一系

列數據顯示，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

面沒有改變。國際社會看好中國經濟發

展前景，認爲中國作爲全球經濟增長重

要引擎的地位將進一步鞏固。

貿易保持逆勢增長勢頭
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今年前

8個月，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

24.78 萬億元，同比增長 23.7%，比

2019年同期增長22.8%。我國外貿連

續15個月正增長。

中國國家外彙管理局日前公布的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國際收支

保持基本平衡格局，呈現三大特點：

一是貨物貿易順差同比增長，二是服

務貿易逆差同比收窄，三是直接投資

延續較高順差。

“疫情背景下的全球貿易中，中

國經濟表現最佳。”法國《世界報》

引用世貿組織公布的數據稱，中國在

世界貿易出口市場中的份額從2019

年第四季度的16.6%上升到2021年第

一季度的18%。中國對日本、歐洲國家

和美國等市場的出口增長尤爲搶眼。

英國智庫牛津經濟研究院近日發

布報告稱，中國出口的良好狀況表明

，發達經濟體無法與中國“脫鈎”。

以美國爲例，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比例

仍在增加。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

代表博雷利曾坦言：“與中國經濟

‘脫鈎’完全不符合我們的意願，也

與我們自身利益相悖。”

有分析認爲，在當前疫情防控形

勢下，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之所

以能一直保持逆勢增長態勢，一方面

是由于外部需求回暖，加上中國率先

實現複工複産，對中國出口形成了良

好支撐；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國自身經

濟實現持續快速增長，國內經濟穩中

向好，助力中國進口的增加。

世界銀行在最新東亞和太平洋地

區經濟形勢報告中上調了今年中國經

濟增長預期。《華盛頓郵報》援引美

國康奈爾大學貿易政策教授埃斯瓦

爾· 普拉薩德的評論稱：“中國經濟

仍將繼續保持增長，並憑借突出表現

，進一步鞏固中國作爲全球經濟增長

重要引擎的地位。”

吸引外資能力不斷增強
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最新發

布的調查報告，美國企業在華繼續保

持強勁的業績記錄。10多年來，絕

大多數受訪企業在華保持盈利，創新

與競爭能力不斷提升。

調查的受訪對象是107家在華運

營的美國企業。95%的受訪企業稱過

去一年中國業務實現盈利，64%的受

訪企業稱其中國業務營收實現增長，

超過40%的受訪企業計劃在未來一年

加大在華投入。

上海美國商會聯合普華永道(中

國)不久前發布的相關報告也顯示，

338家受訪美國企業中，約78%的企

業表示對公司未來5年在華業務展望

感到“樂觀或比較樂觀”，比去年高

出近20個百分點。調查結果也證實

，沒有任何企業計劃“把在中國的生

産活動轉移回美國”。

中國歐盟商會近期發布的2021年

商業信心調查報告顯示，73%的受訪

企業在2020年實現盈利；68%的受訪

企業對所在行業未來兩年的商業前景

持樂觀態度，同比增長20個百分點；

60%的受訪企業計劃在2021年擴大在

華業務規模。

585家中國歐盟商會會員企業接受

了這項年度調查，調查報告代表歐盟

在華企業的主流態度。報告指出：

“中國市場的韌性爲歐洲企業應對新

冠肺炎疫情危機提供了急需的支持。”

中國歐盟商會秘書長唐亞東表

示，中國市場已經成爲歐盟許多跨

國企業全球業務的重要支柱。今年上

半年，來華發展的歐洲企業不僅數量

更多，覆蓋的領域也更寬，涵蓋制造

、商業服務、咨詢、互聯網、信息技

術、金融服務等。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今年初發

布的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吸收了

全球近兩成外資，首次超過美國成爲

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國。美

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

究員尼古拉斯· 拉迪分析，今年外商

直接投資仍在繼續加速流入中國，全

年總量或將達到曆史新高，在全球占

比有望進一步上升。

俄羅斯《報紙報》評價稱：“在

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整體下降的背

景下，中國實際使用外資大幅增長，

令人印象深刻。”

高水平對外開放持續推進

“外資之所以格外青睐中國市場

，主要有3個原因：一是中國最早控

制住疫情，並率先複工複産，爲跨國

企業在華經營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是

中國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爲外資企

業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三是中國經

濟將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勢頭。”比利

時安特衛普大學經濟學教授希爾文·

普拉斯赫特這樣分析。

今年以來，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

持續推進。8月4日，法國巴黎銀行宣布

已獲得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托管

資格。獲得此項托管資格後，法國巴

黎銀行可直接支持境外機構投資者進

入中國股票和債券市場、參與全領域

的中國資本市場。中國證監會網站顯

示，此前QFII托管行共有19家，其中

有6家外資銀行獲得此項托管資格。

法國巴黎銀行全球托管行中國區

負責人菲利普· 科東庫夫表示：“隨

著外資參與中國市場的限制逐步放

寬，預計境外機構投資者將會更加

青睐中國資本市場。能在QFII新規

取消投資額度限制並擴大投資範圍

之後獲得該項托管資格，對于剛進入

境內托管領域的機構來說，是令人興

奮的。”

8月6日，美國投行摩根大通獲

得中國監管部門批准，成爲首家外商

獨資券商。《華爾街日報》認爲，這是

一家國際公司首次獲批設立獨資券商，

是中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舉措。摩

根大通董事長傑米· 戴蒙在一份聲明中

對此表示歡迎，稱這是“我們許多客戶

贏得的世界上最大的機遇之一”。

中國證監會網站8月5日公布關

于核准設立富達基金管理(中國)有限

公司的批複文件，標志著富達基金(

中國)成爲繼貝萊德後國內第二家外

資獨資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另有多家

機構也在申請公募基金牌照。

“中國經濟以其穩定性給西方投

資者留下良好印象。”俄羅斯當代國家

發展研究所所長索隆尼科夫表示，“投

資者更青睐有保障、可預測的投資環境

，中國提供了這樣的投資環境。”

綜合報導 國慶假日期間，新能源車

主在高速公路服務區排隊4小時充電的

新聞上了熱搜。新能源車充電難問題，

再次引發關注。

不可否認，車流量陡增是新能源車

充電難的一大原因。據國家電網統計，

10月1日到3日，國家電網充換電服務

網絡總充電量同比增長59%，高速公路

充電設施充電量同比增長56.52%。10月

1日，高速公路充電量達到平時的近4倍

，創曆史新高。如此大的用電量和用電

頻率，考驗著新能源車充電設施的保障

供給能力和應急服務能力。

“充電一小時，排隊四小時”的尴

尬，值得反思。新能源車充電難的原因

是什麽？是充電樁安裝數量不足？還是

檢修不及時導致故障率較高？面對節假

日如此大的車流量，是否可做一些應急

准備？比如，在需求量較大的高速服

務區儲備一些移動充電樁，以便應急

使用，等等。

應該看到，近年來，隨著充電樁基

礎設施建設的大力推進，新能源車充

電難問題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但是，公共充電樁利用率偏低、私人

充電樁安裝率不高的問題依然存在。

一方面，隨著新能源車普及率不斷提升

，部分地區充電樁數量不足，影響了新

能源車的使用體驗；另一方面，由于布

局不合理、維護不到位，一些地方還出現了故障樁

和僵屍樁，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閑置。此外，由于

車樁生産企業較多，標准不夠統一，充電接口不兼

容的情況仍然存在。這些問題都有待于相關部門正

視和優化。

一些地方充電樁“有人建，沒人管”的問

題也需引起重視。據網友反映，一些高速公路

服務區充電樁存在不同程度的損毀，嚴重影響

了使用效率。有些充電樁無電源接入，還有些

充電樁出現問題聯系不到服務商，導致充電樁

變成“充電裝”。面對不斷增長的新能源車充

電樁，專業檢修和維修人員也必須及時跟進，

確保設備能夠正常使用。此外，相關部門還要

對充電樁産品質量和實際使用進行有效監督，

鼓勵服務商提供優質服務，嚴厲打擊個別企業

騙取補貼資金的現象。

小小充電樁，一頭連著民生，一頭直接影響

到汽車大市場。從目前反饋的問題看，構建布局

合理、高效完善的充電服務網絡已成爲亟待突破

的關鍵點。相關部門可利用大數據技術分析，爲

解決“在哪建”“建多少”問題提供數據支持，

還可嘗試探索加強公共樁、個人樁的入網和互聯

互通，提高充電使用效率，實現資源共享。只有

切實解決充電難題，才能讓新能源車真正走進千

家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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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9月服務業PMI重返擴張

據財新服務業PMI報告，疫情對服務
業影響減弱，服務業供給與需求雙

雙恢復，經營活動指數和新訂單指數均
回升至榮枯線之上。

新出口訂單弱
但海外疫情又起，服務業出口走弱，

新出口訂單指數錄得七個月來最低。同
時，服務業就業回暖，9月就業指數重回
擴張區間，但仍屬輕微。分項數據顯
示，新業務指數重返榮枯線上至53.1；但
新接出口業務指數微降並跌破50，反映
外需仍然低迷；投入成本與銷售價格較8
月皆加速上揚。

服務業價格繼續上升，服務業投入價
格連續十五個月上漲，背後原因依然是用工
成本、運費、原材料價格同步上漲。由於
市場需求尚可，成本上漲壓力部分傳導至
下游，服務業收費價格指數重回擴張區間。
調查又顯示，服務業界對未來一年繼

續保持樂觀，企業對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的信心較強，9月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在
擴張區間有所上升，但仍略低於長期均
值。

綜合PMI升至51.4
此外，得益於服務業恢復增長，9月

財新中國綜合PMI亦上升4.2個百分點至
51.4，顯示中國生產經營活動總量恢復擴
張，但整體擴張率低於長期均值。

財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喆表示，由
於9月疫情嚴重程度弱於8月，服務業快
速反彈。對比之下，製造業景氣度恢復程
度較為有限，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服
務業情況略好，但服務業投入和收費價格
加速上漲，通脹亦是隱憂。未來數月政策
重點應圍繞完善疫情防控和緩解供給側壓
力，在促進就業、維持原材料價格穩定、
保障供給平穩有序、能耗雙控達標等多個
目標中尋找平衡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9月內地疫情好轉，服務

業迅速反彈，9月財新中國通用服務業經營活動指數（服務業PMI）

大幅回升至53.4，較8月的46.7大增，重回擴張區間。 財新9月服

務業PMI 和日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走勢一

致，後者環比上升5.7個點至53.2，重返榮枯線上，顯示非製造業景

氣水平快速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人民銀行（央行）8日公布的第三季
銀行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銀行家宏觀經濟熱度指數為
38.6%，比上季下降7.3個百分點。數值與此前受訪對象預測
的48.4%相比，更是低近10個百分點。調查結果並顯示，貸
款總體需求指數為68.3%，比上季下降2.2個百分點。貨幣政
策感受指數為54.3%，比上季上升1.3個百分點。對下季，貨
幣政策感受預期指數為57.2%，高於本季2.9個百分點。

央行同步發布的第三季企業家問卷調查報告稱，宏觀經
濟熱度指數為39.8%，比上季下降2.2個百分點；產品銷售價
格感受指數為58.2%，比上季下降3.9個百分點。

儲戶調查結果則顯示，第三季收入感受指數為49.7%，比
上季下降1.5個百分點；收入信心指數為49.5%，比上季下降
1.4個百分點。就業感受指數為40.8%，比上季下降3.2個百分
點；就業預期指數為49.4%，比上季下降2.7個百分點。儲戶
對下季物價預期指數為58.7%，比上季下降0.8個百分點。

內地宏觀經濟熱度指數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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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香港首批獲
發牌的虛擬銀行，不少已投運逾一年，不過早前
公布中期業績顯示，全數仍處“燒錢”階段。
Visa8日發表最新研究顯示，有86%香港消費者
對虛銀有認知，當中一半已開設虛銀賬戶，高於
去年的21%。不過，保安問題仍是消費者的首要
憂慮，而虛銀中又以眾安銀行、螞蟻銀行
及 Mox最為受歡迎。

近六成人為獎賞開戶
《Visa 消費者支付取態研究 》在7月訪問

港澳台地區共2,000名消費者，了解消費者對數
碼支付、數碼銀行及商業未來等方面的取態。研

究發現，有近一半港人已經開設虛擬銀行戶口，
而開戶主要基於虛擬銀行的開戶獎賞、提供更高
存款利率，分別佔58%及55%，亦有36%認為
開戶更為便捷。

研究亦發現對比疫情前，四成香港消費者更
常使用其主要銀行的流動銀行服務，預計來年將保
持相同水平的增長，不過基於安全理由，令傳統銀
行仍佔據上風，其中有八成受訪者指仍會選擇傳統
銀行作為其主要銀行，有59% 認為對資金存入傳
統銀行感到安全，56%認為與傳統銀行交易可靠。

雖然研究認為香港消費者對虛擬銀行的認知
持續提升，但發現大多數人仍然更偏好傳統銀行
而非虛擬銀行，料有關障礙主要來自保安憂慮。

其中，有34%受訪者表示擔心賬戶或有更大機會
被黑客攻擊，有31%則擔心遭到欺詐或出現未經
授權交易。

流動支付安心感大增
然而用戶對流動支付越趨有信心，有61%

用戶在使用流動支付時感到安心，比去年的28%
大幅增加，但這類支付模式仍有潛在憂慮，其中
有近五分之一消費者曾經歷流動支付的保安漏洞
問題，而用戶遇到的兩種常見違規，包括沒有收
取適當費用，以及企業濫用個人資料，同樣佔
18%，其次是企業未有提供充足保安措施以保障
流動交易，佔16%。

港86%市民識虛銀 一半人有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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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內房
企債務危機陰霾擴大，花樣年在國慶假期
爆出美元債違約，到內地長假後8日復
市，花樣年兩期境內公司債暴挫，其中
“19花樣02”遭到腰斬，跌逾50%被兩度
臨停。公司創辦人曾寶寶8日向員工發
信，稱絕不躺平，正積極與各方溝通。

“19花樣02”腰斬54.19%
8日上交所公告顯示，因交易出現異

常波動，“18花樣年”和“19花樣02”先
後被臨停，後者復牌後跌幅擴至54.19%，
被二度臨停，而前者亦跌22.84%。公告又
指，花樣年截至到期日10月4日未能到期
償付約2.06億美元債務，公司稱已成立應
急小組，正在制定風險化解方案，以盡快
化解階段性困境，目前各項工作均有序開
展中。

事實上，內房銷售下滑正影響現金流
表現，花樣年8日於港交所公布截至9月底
營運數據，9月銷售額為約36.02億元人民
幣（下同），按年跌31.8%，相應已售建
築面積為約24.75萬平方米，平均售價為
每平方米約1.45萬元。今年首九個月累積
銷售額為約408.69億元，按年增長25%。

上月銷售額按年跌31.8%
此外，花樣年創始人曾寶寶8日向員

工發出一封“寶爺家書”。曾寶寶在信中
向全體員工指：“事情來了，不逃避；遇
到問題，去解決。花樣年絕不躺平，這是
我和公司管理層的態度，也是每一位員工
對業主、對合作夥伴及投資人的承諾。”
對於違約事宜，曾寶寶稱目前公司管理層
正積極與政府部門、境內外金融機構、合
作夥伴誠懇磋商，早日走出流動性困境，
希望給予公司時間與信任。

該公司8日晚又在港交所公告稱，已
委任華利安（中國）公司為其財務顧問，
以評估集團的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探尋
所有緩解當前流動資金問題的可行解決方
案，並盡快為所有持份者達成最佳解決方
案，並為此已委任盛德律師事務所為法律
顧問

●花樣年創
始人曾寶寶
強調“絕不
躺平”，公
司正與多方
磋商，希望
給予時間與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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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当太阳黑子出现时，天文学家会解

释：“这是受磁场影响产生的光斑，每

十来年一次的常见现象。”

而如果你生活在汉朝，浪漫的楚人

会神秘兮兮地告诉你：“瞧，那是一只

黑色乌鸦，就是它拉动着太阳在天穹穿

梭。”

科学尚未启蒙之时，楚人的浪漫气

质孕育了无数自然神话。可经受岁月磨

洗之后，它们很少流传至今。幸运的是

，在长沙出土的一副古代棺木上，我们

得以看到汉朝人脑海中的“神奇动物世

界”，这便是马王堆一号墓的锦饰内棺

以及覆盖其上的帛画。

羽化而登仙

马王堆之所以闻名，主要归功于经

久不腐的鲜尸。人们不禁问道，是不是

棺材的特殊材质造就了绝佳的防腐空间

？实际上，放置尸体的内棺是楸木（Ca-

talpa bungei）打造。这种材料上至帝王

陵冢，下至荒山野坟都在使用。真正稀

奇的，反而是棺木的装饰。

棺木四壁粘贴着刺绣图案，仅以手

工成本计也是价比黄金。而比刺绣更珍

贵的，则是棺盖上方的“贴花绢”。这

种装饰不仅用到各色绢布，还需要翠鸟

的羽毛。翠鸟羽毛艳丽非凡，文人墨客

称赞翠鸟时极尽浮夸之词，比如南朝诗

人江淹（也就是江郎才尽的江郎）写道

：

“彼一鸟之奇丽，生金洲与炎山，

映铜陵之素气。”

为了把美丽据为己有，古人一边写

诗赞美，一边把尖刀捅进翠鸟胸膛，用

翠羽制成工艺品。可每只鸟的羽毛毕竟

有限，于是商贾滥捕滥杀，导致汉晋时

期就已经出现了“羽不供用”的可怕局

面。中原贵族想要获得翠羽，主要依靠

闽粤或西域进贡，山长水远，成本高昂

。

正是因为翠羽稀少昂贵，往往只用

于装饰小件首饰，而像马王堆这样用翠

羽装饰棺材的做法实属罕见。那么，当

时的人为什么要不惜代价为棺盖贴满翠

羽呢？

考古学家认为，鸟的羽毛在汉代是

“成仙”象征。一个人但凡得道升仙，

身上就会长出几寸长的羽毛。而在马王

堆外层棺椁的画像中，仙人也被描绘成

了长满羽毛的“鸟人”形象。因此，马

王堆内棺上的翠羽或许也寄托着对墓主

人死后羽化登仙的浪漫想象。只是，这

种浪漫是用无数翠鸟的鲜活生命换来的

。

阴间飞翔的鸟

楚人爱鸟羽，更爱画鸟，甚至把它

们的形象镶嵌进了神话中。在内棺的棺

盖上方紧贴着一幅T型帛画，画中的鸟

类形象数不胜数，它们陪伴着画中的墓

主人畅游虚幻时空。只不过，这些鸟类

的象征含义与今时今日大不相同。

譬如帛画下部绘有一种双目并置的

怪鸟，脚踩灵龟，遥望仙人。从外形上

看，这正是猫头鹰。虽然现代社会将猫

头鹰视为智慧化身，但是汉朝人却认为

它们愚笨、懒惰，甚至会吃掉自己的母

亲。曹操就有句名言叫“放枭（猫头鹰

）囚凤”，讽刺朝廷包庇恶人而惩办清

官。显然，猫头鹰被当成了反面典型。

那么帛画包含了“令人生厌”的猫

头鹰，这究竟意欲何为，难道在批评墓

主人的人品？学者认为，画师应当运用

了猫头鹰的另一种意涵：阴间之神。猫

头鹰常在夜晚活跃，而夜晚是死亡的象

征，代表墓主人进入阴间。

相比之下，帛画上部更有阳间气息

。比如右上角赫然立着一只神气的乌鸦

，身后还衬着一轮红日。在近代传统中

，乌鸦被认为是不祥之物。有趣的是，

乌鸦在汉代反而是神鸟。人们相信太阳

黑子就是一种名为“金乌”的乌鸦，它

长着三只脚，每日背负着太阳划过天穹

。

乌鸦脚下有飘荡的藤蔓，藤蔓上长

满了光球，好似红彤彤的柿子。这一场

景正符合《山海经》中所讲的扶桑树，

而光球则是还没有被乌鸦驮上天的太阳

。可在传说中，扶桑树上栖息的太阳有

十颗，而画中只有九颗。有人认为，这

是粗心的画工数学不好，数漏了。也有

人提出，这九颗太阳是被后裔射下来的

倒霉蛋，死后落入阴间陪伴墓主人。

更常见的说法是，这九个太阳契合

了道教所说的“九天开则九日俱明于东

方”。古人认为，当九个太阳聚齐之时

，九重天门大开，修道之人可以升仙。

看来，马王堆的墓主人可能是个修

仙爱好者。生前未能得道飞升，就指望

死后生命蜕变。

鲛鱼神丹

修仙是秦汉上流社会的时髦，而修

仙方法各不相同，或绝食或炼丹。考古

学家认为，马王堆墓主人更向往去蓬莱

仙岛求药。

帛画的底部是一对其

貌不扬的大鱼，代表了汉

朝人心中的“大鲛鱼”。

这种鲛鱼并不是现代人所

说的马鲛鱼，而是海中神

兽，原型或是鲸鱼。《史

记》记载，徐福寻仙丹多

年而不得，因为没法交差

，就谎称海中有“鲛鱼”

阻挠。帛画中的大鲛鱼被

大力士狠狠踩在脚下，而

他的双手则举着仙丹。显

然，大鲛鱼已被征服，仙

丹稳稳地送到了墓主人手

上。

紧接着在画面的中部

，墓主人吃了仙丹，身旁

仆人奉上“玉浆”。这玉

浆也是一种昆仑山神药，《神农本草经

》记载说，临死前喝下五斤，死后三年

尸体面色如初。

食罢仙丹，饮罢玉浆，墓主人终于

迎来了最向往的时刻——升仙。在帛画

的上部，我们看见天官守在门旁，这便

是南天门了。墓主人在仙鹤的围绕下飞

入天门，她的身体也出现了不可思议的

变化。原先苍老的面容不见了，变成了

少女的脸庞。老态龙钟的身影也不见了

，她的双足化作蛇尾，象征着无限的生

命力。

终于，墓主人得道飞升，生命永存…

不过很遗憾，这一切仅仅停留在画中。

真正的墓主人埋在黑暗的墓穴中。

那密封性极好的墓穴甚至比昆仑山的玉

浆有用得多，即使两千年后皮肤依旧有

弹性，关节活动自如，胃里还留着最后

一顿饭吃的香瓜。

只是，她再也不能继续幻想极乐世

界的模样。

这口国宝级棺材上，记载着汉朝人的动物世界

棺盖上铺盖的T型帛画

美中乒乓外交美中乒乓外交5050週年晚宴新聞發布會週年晚宴新聞發布會
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為慶祝美中乒乓外交為慶祝美中乒乓外交5050週年週年，，中國人活中國人活
動中心將於動中心將於1111月月2020日日((週六週六))晚在晚在 Westin Oaks Houston at GalWestin Oaks Houston at Gal--
lerialeria （（地址地址：： 50115011 Westheimer At Post Oak, Houston,TXWestheimer At Post Oak, Houston,TX
7705677056 ））舉辦大型慶祝晚宴舉辦大型慶祝晚宴，，預計預計450450--500500人會參加人會參加。。因此因此，，
中國人活動中心於中國人活動中心於1010月月99日日((週六週六))在中心在中心130130活動大廳召開新聞活動大廳召開新聞
發布會發布會。。

新聞發布會由劉揚威主持新聞發布會由劉揚威主持。。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博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博
士介紹嘉賓並做主旨發言士介紹嘉賓並做主旨發言。。他說道他說道，，今年是乒乓外交今年是乒乓外交5050週年週年，，
第第565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也將於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也將於1111月月2323日至日至2929日在休日在休
斯頓斯頓George BrownGeorge Brown 會議中心舉行會議中心舉行，，這是北美的首場比賽這是北美的首場比賽，，也是也是
美國和休斯頓的首場比賽美國和休斯頓的首場比賽，，預計觀看球賽的人員會達到預計觀看球賽的人員會達到44萬餘人萬餘人

次次，，引起各界的高度重引起各界的高度重
視視，，美國副總統卡瑪拉美國副總統卡瑪拉··
哈裏斯也應邀出席哈裏斯也應邀出席。。

乒乓外交究竟是怎麽乒乓外交究竟是怎麽
回事回事？？楊執行長指出楊執行長指出，，
19711971 年年 44月月 44日日，，叁獲叁獲
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冠軍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冠軍
的中國運動員莊則棟在的中國運動員莊則棟在
日本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日本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上贈予美國運動員科恩上贈予美國運動員科恩
一塊印有中國黃山圖案一塊印有中國黃山圖案
的杭州織錦的杭州織錦，，科恩感動萬分科恩感動萬分，，可惜可惜
身除了一把梳子外什麽也沒有身除了一把梳子外什麽也沒有，，回回
賓館後連夜趕制一件印有圖標的運賓館後連夜趕制一件印有圖標的運
動衫動衫，，第二天送給莊則棟第二天送給莊則棟，，從此建從此建
立美中民間乒乓友誼立美中民間乒乓友誼。。球隊將此事球隊將此事
上報給中央上報給中央，，受到周恩來總理和毛受到周恩來總理和毛
主席的高度重視主席的高度重視。。隨後於隨後於44月月1010日日
至至1717日日，，邀請美國乒乓球協會邀請美國乒乓球協會44位位
官員和科恩官員和科恩、、雷塞克等雷塞克等99位運動員位運動員
及其及其22位配偶和幾名美國新聞記者位配偶和幾名美國新聞記者

一起經香港抵達北京一起經香港抵達北京。。科恩等成為自科恩等成為自19491949年以來第一批獲準進年以來第一批獲準進
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美國運動員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美國運動員。。期間周恩來每天都有詳盡期間周恩來每天都有詳盡
明確的批示應對各種突發情況明確的批示應對各種突發情況。。如如19711971年年44月月1212日日1111時周恩來時周恩來
在批示中特意指出在批示中特意指出““可以安排他們去參觀故宮可以安排他們去參觀故宮”；”；44月月1313日晚建日晚建
議議““看樣板戲的劇場看樣板戲的劇場”；“”；“既然政協禮堂不太合適既然政協禮堂不太合適，，應安排在人應安排在人
民大會堂叁樓小禮堂參觀民大會堂叁樓小禮堂參觀”；“”；“對樣板戲劇場的變動給予妥善安對樣板戲劇場的變動給予妥善安
排排””等等。。美國隊在北京和上海進行了兩場友誼第一美國隊在北京和上海進行了兩場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比賽第二的
比賽比賽。。作為回報作為回報，，美國乒乓球隊邀請中國乒乓球隊健兒訪問美國美國乒乓球隊邀請中國乒乓球隊健兒訪問美國
。。於是於是，，中國乒乓球隊於中國乒乓球隊於19721972年年44月月1111日回訪美國日回訪美國。。隊員參觀隊員參觀
了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基地了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基地，，遊覽了奧蘭多迪士尼樂園遊覽了奧蘭多迪士尼樂園。。

美中兩國乒乓球隊互訪轟動了國際輿論美中兩國乒乓球隊互訪轟動了國際輿論，，成為舉世矚目的重成為舉世矚目的重

大事件大事件，，被媒體稱為被媒體稱為““乒乓外交乒乓外交”。”。從此結束了美中兩國從此結束了美中兩國2020多多
年來人員交往隔絕的局面年來人員交往隔絕的局面，，使美中和解隨即取得曆史性突破使美中和解隨即取得曆史性突破。。
19721972年年22月月2121日日，，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美中關系解凍美中關系解凍，，開啓開啓
了美中外交關系的大門了美中外交關系的大門。。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女士介紹本次晚宴的冠名贊助商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女士介紹本次晚宴的冠名贊助商
牛角尖和本次晚宴共同主席莎莉女士牛角尖和本次晚宴共同主席莎莉女士。。

晚會主席陳韻梅發言晚會主席陳韻梅發言，，介紹副主席陳皙晴介紹副主席陳皙晴、、秘書長楊寶華秘書長楊寶華，，
副秘書長張佳莉副秘書長張佳莉，，並介紹冠名贊助商牛角尖及廈門高帝集團美國並介紹冠名贊助商牛角尖及廈門高帝集團美國
華美中醫學院等兵乓外交華美中醫學院等兵乓外交5050週年晚宴的贊助商週年晚宴的贊助商。。

本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組委會成員之一徐建勳律師指出本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組委會成員之一徐建勳律師指出，，根根
據來自國際乒聯的消息據來自國際乒聯的消息，，今年今年1111月月2323日至日至2929日舉行的美國休斯日舉行的美國休斯
頓世乒賽單項賽在參賽名額方面將做出重大調整頓世乒賽單項賽在參賽名額方面將做出重大調整：：各成員協會最各成員協會最
多只能派遣叁名選手參加比賽多只能派遣叁名選手參加比賽，，例外情況是例外情況是，，若該成員協會選手若該成員協會選手
名列世界排名前名列世界排名前100100，，可獲得額外一個參賽名額可獲得額外一個參賽名額；；若選手排名世若選手排名世
界界2020強強，，又可獲得另外一個名額又可獲得另外一個名額。。簡而言之簡而言之，，休斯頓世乒賽將休斯頓世乒賽將
採用新的採用新的33++11++11規則規則，，像中國這樣的頂尖強隊最多可以派出像中國這樣的頂尖強隊最多可以派出55人人
參賽參賽。。

他說他說，，指整體上指整體上，，將有男女各將有男女各128128名單打選手名單打選手、、6464對男子對男子
雙打組合雙打組合、、6464對女子雙打組合和對女子雙打組合和6464對混合雙打組合出現在休斯對混合雙打組合出現在休斯
頓世乒賽賽場上頓世乒賽賽場上。。他回答了記者和聽眾提出的問題他回答了記者和聽眾提出的問題。。

美南銀行副總裁莊幃婷美南銀行副總裁莊幃婷、、德州和統會前會長鄧潤京德州和統會前會長鄧潤京、、中國人中國人
活動中心董事會秘書長謝忠分別致詞活動中心董事會秘書長謝忠分別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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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賣風中送外賣風中送 人命值幾錢?

平台保險限制多保額少
惡劣天氣下，不少人仍要

冒雨開工，他們若是受薪僱
員，僱主一般會按法例要求為
他們購買勞工保險，但對外賣
員這類自僱人士來說，勞保並

不適用。據悉，一些外賣平台會為旗下每位外賣員
提供“團體人身意外保險”，但限制較多，保額也
遠遠比不上勞工保險。根據資料，僱員不超過200
人，以每宗事故計算，勞保的投保金額不少於1億
元（港元，下同）；超過200人，以每宗事故計
算，投保金額不少於兩億元，但意外保險僅100萬
至200萬元保額。

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9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市面上的外賣平台均
以自僱方式招攬外送員加入，故他們不受勞工保
險保障，但部分外送公司有為送餐員提供“團體
人身意外保險”，覆蓋員工送餐時發生的意外事
故，一旦發生意外，可以提出索償申請，惟由於
保額不大，有外送員會自行再買意外保險。

羅少雄指出，若外送員在黑雨和三號風球，
甚至八號風球下工作，自行購買的意外保險仍然會
生效：“（意外保險）保唔保最主要睇你係唔係刻
意去做危險嘅事，比如打風去衝浪，就未必保；但
工作唔算係刻意去做危險嘅事，所以就會保。”

羅少雄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改變行業現況，
當中食肆由堂食轉攻外賣比例激增，外送員的人
數亦急增，不少外送員，尤其是電單車外賣員和
年輕外賣員會購買個人意外保險，一般保費為
1,000 至 2,000 元一年，保額為 100 萬元以下：
“電單車外送最危險，自然多人買（意外保
險）；年輕人就覺得反正唔貴，就算之後唔做外
送員，個保險都會保足一年，轉行都有多個保
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香港
連日受颱風“獅子山”影響，天氣惡
劣，多區頻生交通意外，惟部分外賣
員仍須冒着風雨送餐。立法會議員陸
頌雄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早
前的調查發現三成電單車交通事故與
外賣員相關，而外賣平台在惡劣天氣
下，要求外賣員送餐是高危工作，形
容是草菅人命，建議政府立法監管。

陸頌雄表示，外賣平台在惡劣天
氣警報下未有及時截單，外賣員需要
在暴雨下繼續送餐是草菅人命，“在
天文台宣布懸掛紅、黑色暴雨、八號
颱風信號時，除必要工作，如醫生、
警察等，應一律暫停，沒有理由要求
這些員工在高危的情況下工作。”

他認為，在惡劣天氣下，外賣平
台應即時截單及停止送餐服務，向受
影響客戶作出賠償，而非要求員工堅
持送餐，“天雨路滑，加上外賣員心
急送餐，很容易出意外。”

陸頌雄指出，根據早前調查，過
去有數十宗嚴重交通意外事故與外賣
員有關，而在電單車事故中，佔三成
與外賣員相關，雖然現階段大部分平
台都有為員工購買意外保險，只要外
賣員發生任何意外都獲保障，但保額
遠低於正常勞工保險，“（意外保險
賠償）一天約 400 元（港元，下
同），但按全職一個月20,000元收
入，一工800元的八成，最少都500、
600元。”

不過，有逾半外賣員並不知道有
相關保險，陸頌雄建議他們有需要可
以向工會求助，及向相關平台了解。

在颱風“獅子山”影響下，香港 9日

大部分時間懸掛八號東南烈風信號，市面

部分服務暫停，外賣平台成為市民安坐家

中“醫肚”的好幫手，不少外賣平台在八

號風球生效初期仍繼續接單，甚至有平

台營辦商額外付 3元（港元，下同）

附加費，利誘外賣員冒着狂風暴雨

送外賣。多名外賣員 9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嘆道：“我哋條命

就值幾蚊？”他們直言，平台營

辦商雖然支配外賣員一舉一動，

但雙方沒有僱傭關係，外賣員屬

“假自僱”，既沒有勞工福利，

工作期間發生意外也無勞工保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出，有

外賣平台走法律罅，逃避僱主責任，

建議特區政府立法規管外賣平台，加

強對員工的勞工保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冒雨送貨

風中掃街

艱難前行

颱風吹襲下，香港9日市面颳起
狂風大雨。香港文匯報記者在

八號風球生效期間，在大圍遇見一
名非主流外賣平台的送遞員，他狼
狽地逆風而行，其間小心翼翼護着
手上的外賣貨品，沒有理會記者的
提問。

小額附加費利誘冒雨開工
原來，有部分外賣平台，尤其

一些規模細小的平台，即使在惡劣
天氣下仍繼續接單，甚至額外支付
3元至10元的附加費，吸引外賣員
冒雨開工。在主流的外賣平台方
面，外賣平台foodpanda在天文台9
日早上6時40分懸掛八號東南烈風
及暴風信號後17分鐘發出公布，通
知外賣員暫停送遞服務；deliveroo
在一小時後亦在社交平台發出相似
的公告；UberEats在近4小時後才
向外賣員發出相關通知。

早前因失業轉職外賣員的甘先
生9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天氣愈惡劣，外賣平台的生意
愈火爆，“市民都怕出街淋濕，打
個電話或者撳個掣就有外賣，幾方
便。但我哋（外賣員）就搵命
博。”除非是八號以上的風球，否
則外賣平台一般都會如常運作，
“即使傾盆大雨都要如常送餐，無
法子啦，為生活，只好頂硬上。”

有時因為太多外賣員在惡劣天
氣下停工，外賣平台會支付十元八
塊的附加費，吸引他們開工接單。
甘先生慨嘆：“我哋條命就值十蚊
八蚊？”在滂沱大雨下駕駛電單車
送外賣其實十分危險，“路上人多
車多，人哋四個轆（房車），我們
只有兩個轆（電單車），出事的話
好嚴重。”

雖然是高危職業，但他指出，
外賣員與平台無僱傭關係，平日無
勞工福利，一旦出事，平台可以將
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在簽約
（合作合同）時，平台沒有詳細說
明我們有任何保障。平台話就話有
幫我哋買保險，但不清楚相關金
額，其實咁高危，平台應給予外賣

員更高額
的保險保障。”

同時在兩間外賣平台
接單的外賣員Vicky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部
分外賣員的經濟能力有限，雖然明
知惡劣天氣下開工，出意外並無保
險可賠，但為了賺多一蚊得一蚊，
不少外賣員反而希望在惡劣天氣下
開工，“今天（9日）早上，有外
送員接到單，送到早餐，收到小費
感開心，豈料之後平台暫停服務，
大半天沒有收入了。”

為安全減速送餐 遲到收負評礙接單
他坦言，外賣員是手停口停的

行業，平台營辦商不會保障他們的
生計，而在惡劣天氣下工作，外賣
員工作壓力加重，“昨日（8日）
黑色暴雨警告下工作，難免有危
險，尤其是電單車外送員，他們為
了安全會減速送餐，但遲咗會被客
人黑面，收負評的話，平台會將外
賣員評級下降，影響之後接單。”
Vicky冀市民可以有點同理心，多點
體諒。

foodpanda 9日在回應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表示，一直以員工安全為
首要考慮，因此在天文台發出八號
烈風及暴風信號或黑色暴雨信號等
情況下會立即啟動應變程序，包括
盡快對外發出暫停服務通知。
deliveroo則表示，在極端天氣下會
盡快停止平台送餐服務，並會繼續
審視及檢討相關營運程序，保障外
賣員安全。

外賣平台八號波續接單 外賣員“假自僱”工傷無保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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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號風球下八號風球下，，外賣員外賣員
冒着狂風暴雨送外賣冒着狂風暴雨送外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10月8日，由文牧野執導，寧浩監製，易烊

千璽領銜主演電影《奇跡》正式官宣殺青，橫跨

夏秋兩季艱辛拍攝，終於即將與觀眾見面。作為

文牧野導演時隔三年的第二部長片作品，《奇跡

》重聚了「藥神班底」，除了監製寧浩，編劇鐘

偉，攝影指導王博學，美術造型指導李渺，音樂

指導黃超等主創悉數回歸；而劇本由周楚岑、修

夢迪、文牧野、韓曉邯、鐘偉共同打磨。作為建

黨百年獻禮片，延續《我不是藥神》濃烈的現實

主義，《奇跡》講述了一段發生在南方深圳熱土

，逆轉人生的拼搏傳奇。易烊千璽領銜的「打工

人」故事如何展開，又有哪些演員陣容將要曝光

，《奇跡》值得期待。

由文牧野執導，寧浩監製，易烊千璽領銜主

演電影《奇跡》自開機以來，便備受矚目。10月

8日，在國慶檔期尾聲，《奇跡》劇組正式官宣

殺青，橫跨兩季艱辛拍攝後，緊鑼密鼓進入後製

階段。此番官宣，令人愈加期待《奇跡》將何時

與觀眾見面。2018年，新人導演文牧野的首部長

片作品《我不是藥神》憑借開拓性的社會現實題

材取向，成為年度現象級電影；時隔三年，文牧

野又將聚焦時代中的哪些可能性？面對又一部

「藥神」的期待，誠如文牧野曾言：「讓自己從

一個故事裏走出來，再進入到另一個故事裏，這

個過程你需要一些時間去轉變心態。」相比《我

不是藥神》切入民生的社會價值，《奇跡》將更

關註平凡人生中的內心驅動。

伴隨此次殺青，領銜主演易烊千璽的接地氣

的「打工人」造型也正式釋出，一身樸素的打

工青年，忙碌於飛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作為

近年備受矚目的演技派新人代表，易烊千璽連

續以堅韌普世的少年形象，完成了一次次真摯

動人的銀幕表演，《我不是藥神》中徐崢領銜

的「藥神小隊」亦是觀眾心中不可磨滅的群像

表演。在文牧野導演的角色萬花筒下，易烊千

璽又會轉變出哪些新鮮特質？《奇跡》又將上

演怎樣的群像故事？對於演員的選擇，文牧野

有自己的理解：「我在選演員的時候，無法把

每一個具體的標準單列出來，我會考慮這個角

色他像不像，跟當初構想角色時是否一致？對

於這個角色的人物塑造，能否完成？是否會給

我驚喜？演員是一個整體框架，他們彼此之間

是一個互相搭配的陣形，除了個人，還得充分

考慮演員之間的配合是不是好。」

由文牧野執導，寧浩監製，易烊千璽領銜

主演電影《奇跡》自開機以來，便備受矚目。

10月 8日，在國慶檔期尾聲，《奇跡》劇組正

式官宣殺青，橫跨兩季艱辛拍攝後，緊鑼密鼓

進入後製階段。此番官宣，令人愈加期待《奇

跡》將何時與觀眾見面。2018年，新人導演文

牧野的首部長片作品《我不是藥神》憑借開拓

性的社會現實題材取向，成為年度現象級電影

；時隔三年，文牧野又將聚焦時代中的哪些可

能性？面對又一部「藥神」的期待，誠如文牧

野曾言：「讓自己從一個故事裏走出來，再進

入到另一個故事裏，這個過程你需要一些時間

去轉變心態。」相比《我不是藥神》切入民生

的社會價值，《奇跡》將更關註平凡人生中的

內心驅動。

伴隨此次殺青，領銜主演易烊千璽的接地氣

的「打工人」造型也正式釋出，一身樸素的打

工青年，忙碌於飛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作為

近年備受矚目的演技派新人代表，易烊千璽連

續以堅韌普世的少年形象，完成了一次次真摯

動人的銀幕表演，《我不是藥神》中徐崢領銜

的「藥神小隊」亦是觀眾心中不可磨滅的群像

表演。在文牧野導演的角色萬花筒下，易烊千

璽又會轉變出哪些新鮮特質？《奇跡》又將上

演怎樣的群像故事？對於演員的選擇，文牧野

有自己的理解：「我在選演員的時候，無法把

每一個具體的標準單列出來，我會考慮這個角

色他像不像，跟當初構想角色時是否一致？對

於這個角色的人物塑造，能否完成？是否會給

我驚喜？演員是一個整體框架，他們彼此之間

是一個互相搭配的陣形，除了個人，還得充分

考慮演員之間的配合是不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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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8日，由文牧野執導，寧浩監製，易烊千璽領銜

主演電影《奇跡》正式官宣殺青，橫跨夏秋兩季艱辛拍攝

，終於即將與觀眾見面。作為文牧野導演時隔三年的第二

部長片作品，《奇跡》重聚了 「藥神班底」 ，除了監製寧

浩，編劇鐘偉，攝影指導王博學，美術造型指導李渺，音

樂指導黃超等主創悉數回歸；而劇本由周楚岑、修夢迪、

文牧野、韓曉邯、鐘偉共同打磨。作為建黨百年獻禮片，

延續《我不是藥神》濃烈的現實主義，《奇跡》講述了一

段發生在南方深圳熱土，逆轉人生的拼搏傳奇。易烊千璽

領銜的 「打工人」 故事如何展開，又有哪些演員陣容將要

曝光，《奇跡》值得期待。

舒淇顛覆造型傾情演繹實力派
陣容聯手迎接全新挑戰

此次釋出的開機海報打破了觀眾對於

幾位演員的認知，首次披露的舒淇鄉村女

性造型引人關註。海報氛圍感極強，畫面

中一家三口各有心事地坐在甘蔗林前，擡

頭望著天空，看上去像是躲著烈日，也似

乎在尋找著什麽。而在另外一張海報中，

舒淇挺著孕肚一家人整整齊齊地笑著，十

分美好。但兩張海報似乎埋下了伏筆，看

似整整齊齊的一家人，仿佛又在尋找著什

麽，令人期待。

《尋她》中舒淇所飾演的角色陳鳳娣

，既是從被封建挾裹的村中婦女，也是沖

破束縛勇敢走出去的覺醒女性。母親、妻

子、自己這三重身份對陳鳳娣來說有著不

同的定義，對時尚女王舒淇來說是新角色

，也是新挑戰。舒淇這次顛覆以往時尚的

造型，以鄉村女性的形象出鏡，造型和角

色跨度很大。從海報上所呈現的效果來看

，舒淇飾演的鄉村女性，角色代入感極強

，令網友大呼期待。

片中的其他實力派演員同樣令人驚

喜，白客近年來主演了《被光抓走的人

》《革命者》《世間有她》等多部優秀

作品，《尋她》也是其首次出演鄉村父

親的角色，淳樸漢子理性正直，陷入家

庭與宗族傳統的沖突抉擇。張本煜繼

《沐浴之王》《尋漢計》後再度與青年

導演合作，唯利是圖、剛愎自用的「高

富帥」形象較以往的角色反差性十足，

與老搭檔白客的再次碰面更是頗具看點

。從電影《喊山》中顯露頭角的郎月婷

，此次扮演的人物角色林申在婚姻的妥

協與反抗中不斷掙紮，神秘氣質與人物

性格角色相稱。對於每一個角色對演員

來說，都是一次全新挑戰，期待可以為

觀眾帶來不一樣的精彩演繹。

探索女性題材全新視角看鄉村
女性如何沖破束縛走出去

電影《尋她》是導演陳仕忠的首部

長片處女作，作為極具探索精神的新銳

導演，其力圖通過對劇情向的家庭懸疑

新題材的探索，打造全新視角下的現代

女性主義話題力作，影片精準抓住中國

式家庭關系中女性所面臨的現實痛點，

引發現當代人的思考與共鳴。舒淇所飾

演的陳鳳娣作為億萬個中國家庭當中的

一位普通的女性，卻在一次追尋真相的

旅程中，拉開了女性自我覺醒的帷幕。

女性視角的現實主義題材和實力派陣容

的加持，令影片自發布首張概念海報以

來就受到眾多網友關註。

電影《尋她》的故事發生在一座靜謐

的南方蔗村，齊齊整整的陳鳳娣一家正在

等待家庭新成員的誕生，但一次意外的變

故卻打破了本有的寧靜和美好。在一一次

挫折和變故中，陳鳳娣開啟了尋找家人也

在尋找自我的覺醒之路。人性和親情間的

巨大考驗無疑是構成本片的最大亮點，電

影從鄉村女性的視角出發，以一座村莊高

度濃縮了當今社會仍舊存在的問題，極具

話題性。

電影《尋她》由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

司、上海突燃影業有限公司、東申未來

（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出品，由上海突燃

影業有限公司製作，影片正在火熱拍攝當

中，敬請期待！

舒淇突破性出演鄉村女性 電影《尋她》發布開機海報
由舒淇、白客領銜主演，張本煜主演、郎月婷特別出演，陳仕忠執導的現實主義女性題材電影《尋她》

近日於廣東惠州開機，今日重磅發布兩款開機海報，陳鳳娣（舒淇飾）一家三口在甘蔗林前盡顯樸實，一家
人整整齊齊洋溢著笑容十分美好，太陽雨下撐傘也別有深意，海報氛圍感、代入感十足。據悉，四位實力派
演員片中均有顛覆性造型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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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伍詠薇（伍姑娘）
與周祉君9日在八號風球惡劣天氣下出席他們聲演的
電影《愛登士家庭2》首映，伍姑娘老公練海棠也有
前來支持。兩位聲演主角都笑言在颱風下出門很
“麻煩”，周祉君更被的士司機“坐地起價”，但
也明白對方處境，沒有怨言。

伍姑娘再度聲演戲中女主角，她笑稱一定有加
片酬，她說：“有錢賺的地方就會見到我，配音我
都好喜歡做。”電影題材講述一幫班主角去酒店
staycation，伍姑娘坦言早前才與一班閨蜜去宅度

假，但口快快說錯去了三日一夜，她笑道：“我是
好想去玩三日，但只睡了一晚才對。因為疫情大家
都少出門，食肆又早收，一幫姊妹就提議‘爆房’
就可以促膝長談。”伍姑娘自稱是個宅女，平時很
享受留在家，只是有朋友很怕悶，她說：“其實現
在反而更健康，因為少出門，多留在家做運動。”
提到前天黑色暴雨下情況更惡劣，周祉君慶幸可以
留家工作，伍姑娘就堅持要出門，她說：“因為我
要去見情人，其實是約好做facial為首映作準備，我
下車進入店舖只有一、兩步，已經全身濕透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由一眾年輕演
員擔正演出的新劇《青年心城之撐起青春》10
日起一連五個星期日晚上播放，其中只有21歲
的年輕演員游嘉欣備受關注，年紀輕輕便擔正
做女一已獲不少支持，網友更讚她有鄰家少女
的味道和觀眾緣等。

游嘉欣在《青年心城》中飾演阿欣，正面
積極的她相信“吸引力法則”，遇上真愛會勇
往直前，形象討好。嘉欣與性格南轅北轍的男
主角林正峰將會發展感情線，並會有大量對手
戲，當中不乏甜蜜互動，首集便有他們中學時
期的甜蜜互動，穿上校服的嘉欣青春逼人。除

了大膽起用新一代演員，監製林肯及編審尚萬
強在劇中亦加入貼地元素，從劇中直接道出時
下年輕人面對的困境，當中不少對白發人深
省，如“只要不結婚、不買樓、不買車、不生
仔、不消費、不社交，就自然沒這麼多問題”
“住私樓住到劏房這麼落魄，為什麼？”“我5
年沒去過旅行，零娛樂零應酬，我終於成功上
車喇，同我捱杯麵供足25年樓的話，其實你都
可以。”每一句都恍如為時下年輕人發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洪欣9日度過51歲
生日，好姊妹蔡少芬和陳法蓉特別為壽星女開了個小
型生日派對慶祝，陳法蓉於社交平台分享了“港普
F4之最”的視頻，以及為洪欣慶生的合照並留言：
“洪美人！愛你的率直、義氣和‘過分可愛’！生日
快樂，天天都快樂。”蔡少芬亦於社交平台向洪欣送
上祝福：“生日快樂，你雖然經常氣我但我還是愛你
的！願你愈來愈美、可愛、活潑！”洪欣收到好姊妹
們的祝福，她也答謝說：“真是一份生日大驚喜！但
我不怕的，我要跟朱茵學護膚，跟蔡少芬學理財！”
她又對陳法蓉說：“明天開始我們就變得更美更有
錢！”

膺全球最賣座戰爭片
《長津湖》

票房突破36億人民幣

今年國慶檔電影總票房定格在43.87億人
民幣，成為史上票房第二高的國慶檔，

僅次於2019年的44.66億人民幣票房。截至
10月9日上午10點，據燈塔專業版數據顯
示，國慶檔火爆電影《長津湖》票房超過36
億人民幣（約5.59億美元），成全球戰爭片
票房第一，超過7,454萬人次觀看。上映以
來，《長津湖》氣勢強勁，已打破中國影史
國慶檔影片累計票房等24項紀錄。

其實，從《八佰》、《金剛川》再到
《長津湖》，自去年以來，多部歷史題材的
主旋律電影輪番上映，並且均取得了不俗票
房成績。《長津湖》也成為國慶期間的熱詞
之一，引發了全網熱議，在微博熱搜上，至
截稿時，上映中的《長津湖》已有至少19個
相關熱搜。其中，#長津湖定檔國慶#話題閱
讀量更是高達7億。

網友紛紛表示：“沒有一部戰爭片的沉
浸感能超越《長津湖》。”“簡直是戰爭片
的‘天花板’！”“這盛世如您所願，致敬

先烈！”

《雷霆救兵》留守三甲
《長津湖》的票房佳績，打破了由奇才

導演基斯杜化路蘭（Christopher Nolan）執導
的《鄧寇克大行動》（Dunkirk）於2017年所
創下的全球最賣座戰爭片5.27億美元（約34
億人民幣）票房紀錄。至於大導演史提芬．
史匹堡在1998年上映的大片《雷霆救兵》，
全球票房4.82億美元（約31億人民幣），只
能留守三甲。2020年上映的大熱電影《八
佰》，全球票房4.61億美元（約30億人民
幣），位居全球戰爭片票房第四的位置。
2001年上映的《珍珠港》排第五名，全球票
房4.49億美元（約29億人民幣）。以上五部
均是符合嚴格意義的戰爭片，並非只是涉及
戰爭背景屬性的動作片。《長津湖》由陳凱
歌及兩位香港導演徐克、林超賢聯合執導，
主演計有吳京、易烊千璽、李晨及胡軍等。
據悉，拍攝投資高達13億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以中國“抗美援朝”為題材的電影《長津湖》持續熱映，

截至 10月 9日上午 10點，據燈塔專業版數據顯示，該片票房超過 36億人民

幣，更成全球戰爭片票房第一，《鄧寇克大行動》與《雷霆救兵》皆為其手

下敗將。

吳麗珠親睹梅艷芳當年遇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劇集《我家無難
事》即將迎來結局篇，劇情發展繼續出人意表，除
了楊明誤會了自己是關禮傑的親生兒子外，車婉婉
也驚覺她不是鮑起靜的親生女兒。而楊卓娜演後生
版鮑姐的表現也獲一致好評。

楊卓娜演繹鮑姐後生時難忍老公的不負責任，
最終決定要離婚，楊卓娜全程沒有流過半滴眼淚，
只憑語氣已能感受到內心多年的憤慨及抑鬱，其中
聲嘶力竭地喊出：“我一樣可以憑我一個女人的力
量，自己去撐起這個家，養大孩子！”以及“就算
你打死我，我都要離婚！”更是讓觀眾看到咬牙切
齒。

香港文匯報訊闊別娛樂圈多年的吳麗珠（珠
女）近日作客香港電台第一台《舊日的足跡》，與
主持車淑梅分享演藝逸事，她更憶述曾目擊已故樂
壇天后梅艷芳於娛樂場所被人掌摑的傳聞。

10日是梅艷芳58歲冥壽，珠女最難忘1992年5
月初那個晚上，她憶述說：“我同兩位女藝人照常
在《歡樂今宵》收工後去九龍塘的卡拉OK 玩，想
不到竟遇上阿梅被人掌摑的事。其實她是被人
‘打’了一拳，我親眼見到，她當時是由其他房間
走進來坐下，我們坐在附近，那個人由另外一間房
氣沖沖走進來，好像說阿梅不給面，我當時都不知
發生什麼事，我們怕到叫走，我沒叫阿梅一齊走，

因為我見好像有人幫她解決同面對。事出突然，我
怕到開車都腳軟……後來，九龍城警署叫我們去錄
口供，我當時真是好擔心阿梅……”珠女坦言：
“再見到阿梅我沒再提起，知道她去了泰國一陣，
再次回來應該已經是解決了。”

珠女形容梅艷芳生前是好人，“阿梅真是心地
好好，她做人好豪情，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她站
在台上誰可匹敵？我聽羅君左講，她有事阿梅就送
了一張沒寫金額的支票給她。我好佩服阿梅，她的
離開都有好多延續，她的慈善、她的故事，由4歲
一個歌女變成一個搞慈善活動這麼成功的人，她沒
有白活一生，我向她學習。”

伍詠薇自稱宅女愛留家

游嘉欣新作大爆貼地金句

洪欣想跟蔡少芬學理財

楊卓娜演技獲讚
霸氣決定要離婚

●● 吳麗珠吳麗珠（（左左））當年目擊梅艷芳遇當年目擊梅艷芳遇
襲襲，，難掩憂心難掩憂心。。

●●楊卓娜演技大爆發楊卓娜演技大爆發。。

●●伍詠薇愛做配音賺錢伍詠薇愛做配音賺錢。。

●《八佰》於2020年上映時反應極佳。

●《雷霆救兵》是史提芬．史匹堡執導的美國戰爭
片。

●《長津湖》講述人民志願軍
在惡劣環境下抗美援朝。

● 《長津湖》
處處流露英勇的
愛國情懷。

香港娛樂 BB77
星期二       2021年10月12日       Tuesday, October 12, 2021



休城工商 BB88
星期二       2021年10月12日       Tuesday, October 12, 2021

休城社區

2021年10月7日，恆豐銀行召開
了第三季度財報記者會，財報記者會由
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主持召開，休斯
頓當地董事會成員：副董事長高成淵,
董事錢武安，孫定藩，陳文全, 吳國寶
，荘興華，董事兼總經理張永男，貸款
部總負責人Fion Chen , 公關經理Jenni-
fer Zhou 及董事長秘書徐明雯列席參加
。
吳董事長在跟各位記者親切招呼後

，首先報告了恆豐銀行2021年第三季

的財報，吳董事長欣喜的表示截止九月
底，總資產達到22億3仟萬，稅前收入
近3仟8佰90萬元，稅後收入近3仟1
佰萬元，資產報酬率（ROA）1.90%，
投資報酬率（ROE） 17.0% , 績效率
（Efficiency Ratio ）39% , 總資本額突
破2億 5仟萬，感謝全體董事會成員及
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
談到銀行業務在疫情肆虐情況下的

經營狀況時,吳董事長表示，自去年至今
，受疫情影響，雖然外部環境惡劣，但

恆豐銀行的貸款業務始終保持強勁上升
趨勢。截止九月底，貸款總額比去年同
期有近10% 的增長，業績喜人。特別
要贊許在 Chief Lending Officer Fion
Chen所帶領的貸款部門。
Fion Chen 從事銀行業26年，是恆

豐銀行創始團隊38名成員之一，熟悉
銀行各部門業務，市場經驗豐富，瞭解
銀行企業文化，是恆豐銀行自行培養的
團隊管理人才。經過多年貸款業務知識
積累與能力磨練後，於去年8月3日晉
陞為貸款部總負責人（Chief Lending
Officer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恆豐
銀行在23年的已經歷程中，一直致力
於人才的培養，現如今，由銀行自行培
養的忠誠度高，業務能力強的業務管理
人才已脫穎而出，成為恆豐銀行的中堅
力量，這將更好的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談到業績的同時，吳董事長分享了

對於新市場開拓的經驗，特別提到了加
洲地區，恆豐銀行自2016年起進軍加
州市場，於2016年8月6日，兩家分行
同時開幕，為滿足業務需求並於2019
底開設第三家分行。如今，恆豐銀行在
加州建立了三個分行及一個Loan pro-
duction office ，截止到今年9月底，加

州地區的存款吸收已經超過3億，貸款
總額超過1億6仟5佰萬。事實證明，
當時進軍華人居多的加州市場這一策略
是完全正確的。
吳文龍董事長充滿信心的表示，

2021預計年收入可達到5仟2佰50萬
，將是恆豐銀行收益最高的豐收年。恆
豐銀行在努力經營市場業績的同時，也
將繼續不遺餘力的支持社區的發展，以
盡社區銀行應盡之社會責任。
恒豐銀行成立於1998年5月18日,

從臨時組合屋,38位員工的開始,經過23

年的兢兢業業的努力,總資產已達22.3
億,目前已成長為步入大型銀行的標準,
員工超過238人, 擁有總行和分行20處,
及 1個 Loan production office 的本地
創立之大型華資銀行，在德州的休斯頓
，達拉斯，內華達州及南加州共四個區
域都設有分行。恒豐銀行大樓,除已成
為休斯頓中國城的地標式建築外,也帶動
了中國城的經濟繁榮。在未來,恒豐銀
行將繼續秉持以心服務,服務至心的原則
,堅持誠信為本,專業為責,繼續為廣大民
眾提供專業優質的金融服務。

八月中秋己過八月中秋己過，，時序進入深秋時序進入深秋。。有澳門文友任有澳門文友任
兄生活優哉遊哉兄生活優哉遊哉，，時有詩詞作品送與同好欣賞時有詩詞作品送與同好欣賞。。日日
前有前有 「「秋月有懷秋月有懷」」 一詩贈我一詩贈我，，詩歌如下詩歌如下：：

「「楓紅葉落逐溪流楓紅葉落逐溪流，，幾度斜陽又仲秋幾度斜陽又仲秋。。玉露生玉露生
寒天色冷寒天色冷，，銀蟾弄影客心惆銀蟾弄影客心惆。。

一壺濁酒耽殘夢一壺濁酒耽殘夢，，半卷蕪詞賦別愁半卷蕪詞賦別愁。。聲蕩長空聲蕩長空
征雁遠征雁遠，，為誰不寐倚西樓為誰不寐倚西樓。。」」

我這位我這位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沒有即時附和沒有即時附和，，為的是為的是
近日忙於美國校區今年新增的近日忙於美國校區今年新增的 「「秋季休閒秋季休閒」」 的的55 天天
假期假期。。我任職校區我任職校區1212 年長年長，，從來沒有從來沒有 「「秋季休閒秋季休閒」」
55 天假期這會事天假期這會事。。因為每年因為每年1111 月下旬月下旬，，已有已有 「「火雞火雞
節節」」 七天休假七天休假，，那根本上不需要那根本上不需要1010 月份來個什麼新月份來個什麼新
花樣的花樣的 「「Fall BreakFall Break 」 「」 「秋季休閒秋季休閒」」 。。今年之所以今年之所以
巧立名目巧立名目，，我想校方乃考慮到我想校方乃考慮到：： 在新冠疫情肆虐之在新冠疫情肆虐之
下下，，整體校區教職員工工作既辛苦整體校區教職員工工作既辛苦、、又帶危險性又帶危險性，，
所以挑選所以挑選1010 月一個週末月一個週末，，及兩天閒日在內及兩天閒日在內，，一口氣一口氣
叫我們小休叫我們小休55 天天，，過後過後，，再來奮力工作再來奮力工作。。因為是新因為是新

增的假期增的假期，，日前日後日前日後，，都要好好打點都要好好打點，，是以難有閒是以難有閒
情寫詩回應情寫詩回應。。

不過我這位不過我這位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再忙也要再忙也要 「「醫肚醫肚」」
。。日昨於新榮記飯店中午餐時日昨於新榮記飯店中午餐時，，巧遇巧遇 畢文聲先生畢文聲先生，，
他向我送上高帽他向我送上高帽：： 「「楊兄素來以快筆稱著楊兄素來以快筆稱著，，跟港友跟港友
詩來詩往詩來詩往，，字數卅字數卅、、四十字四十字，，你有才情你有才情，，不需半小不需半小
時時，，便可以馬上回敬便可以馬上回敬，，為何今次停筆不覆為何今次停筆不覆？？」」

既蒙畢兄送上高帽既蒙畢兄送上高帽，，唧有不戴之理唧有不戴之理，，傾刻之下傾刻之下
，，即席寫下即席寫下

「「歡呼孟晚舟勝利歸來歡呼孟晚舟勝利歸來」」 詩句如下詩句如下：：
澟澟英雄氣澟澟英雄氣，，昂昂颯爽姿昂昂颯爽姿。。中華有巾幗中華有巾幗，，高節高節

比鬚眉比鬚眉。。
北美群休矣北美群休矣，，南冠一笑之南冠一笑之。。靠山如岱嶽靠山如岱嶽，，決勝決勝

自堪期自堪期。。
「「好詩好詩、、好詩好詩」」 楊兄不愧休市一代才人楊兄不愧休市一代才人！！」」 我我

連忙宣稱連忙宣稱：： 「「畢兄言重畢兄言重，，我不是才人我不是才人、、呆人才是呆人才是！！
因為不少生活上的工作因為不少生活上的工作，，我都是不通不曉我都是不通不曉。。」」

閒話家常後閒話家常後，，正是食宴時刻正是食宴時刻。。新榮記的食物出新榮記的食物出
品品，，早已傳遍休市早已傳遍休市，，大有名聲大有名聲。。我們入內進食我們入內進食，，簡簡
直是一種享受直是一種享受。。畢兄是榮記常客畢兄是榮記常客，，每逢週末每逢週末，，一定一定
上門光顧上門光顧。。他喜愛坐在榮記燒味檔口之前他喜愛坐在榮記燒味檔口之前，，慢條斯慢條斯
理理，，自食自飲自食自飲。。那天特別邀請我到來相聚那天特別邀請我到來相聚，，叫我聆叫我聆
聽他聽他4040 年來在休市以地產租售為生的經過年來在休市以地產租售為生的經過。。

我一向是朋友中我一向是朋友中 「「最受歡迎的聆聽者最受歡迎的聆聽者」」 ，，所以所以
樂於奉陪樂於奉陪。。在一壺普莉香茶在一壺普莉香茶，，點上燒肉點上燒肉、、火鴨雙拼火鴨雙拼
，，一碟蝦醬炒甕菜之下一碟蝦醬炒甕菜之下，，二人共食午飯二人共食午飯，，應是不俗應是不俗
。。但是畢兄為人豪爽但是畢兄為人豪爽，，強行向我介紹一下榮記的強行向我介紹一下榮記的
「「出名出名」」 的湯水的湯水。。 「「來一盅紅杞子黑鳥雞補湯來一盅紅杞子黑鳥雞補湯，，包包
你飲過番尋味你飲過番尋味！！」」 既然如此稱頌既然如此稱頌，，我倆又焉能錯過我倆又焉能錯過
？？一於去馬一於去馬，，叫上食之可也叫上食之可也！！

當女侍應送湯上來時當女侍應送湯上來時，，我嚇了一跳我嚇了一跳，，因為是一因為是一
個大湯缽的香噴噴的熱湯出現個大湯缽的香噴噴的熱湯出現，，淺嗜之下淺嗜之下，，份量既份量既
足足，，又是滿口皆香又是滿口皆香，，令我這個令我這個 「「大宋大宋（（餸餸））皇趙匡皇趙匡
印印」」 ，，馬上馬上 「「羅通掃北羅通掃北」」 ，，兩人盡興而歸兩人盡興而歸。。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新榮記出品精良獲讚賞新榮記出品精良獲讚賞楊楚楓楊楚楓

恆豐銀行第三季度財報恆豐銀行第三季度財報
各項數據表現靚麗各項數據表現靚麗，，總資產達到總資產達到2222億億33仟萬仟萬

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中中））率該行董事會成員率該行董事會成員、、貸款部負貸款部負
責人及公關經理合影於記者會上責人及公關經理合影於記者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左三左三））在記者會會上詳細介紹該行今年在記者會會上詳細介紹該行今年
第三季的財報第三季的財報。（。（記者秦鴻鈞攝影記者秦鴻鈞攝影 ））

（本報記者黃梅子）全球貨運市
場眼下正處於極度混亂的第二年。隨
著黑色星期五和聖誕節的臨近，8
月-11月過往通常是美國進口商采購貨
物的高峰期，他們需要為這一消費旺
季的到來提前備貨。然而現如今，這
些貿易商們正在被高昂的運費和曠日
持久的物流擁堵所“逼瘋”，一些人
正“望洋興嘆”，另一些人則“車到
山前仍無路”。

遠洋航行一船難求，船舶在港口
前排起長隊，貨物上岸後仍面臨卸貨
延遲——這些都早已成為全球航運業
所面臨的持久挑戰。而即便是貨物被
運往了美國內陸，集裝箱/底盤的稀缺
和緩慢的鐵路服務之間又會衍生出一
系列新的困擾。

再加上整個供應鏈各領域的勞動
力短缺，特別是卡車司機和倉庫工人
崗位的用工荒，今年的購物季美國貨
運市場無疑正在醞釀一場“完美風暴
”。

一些業內人士不無擔心地表示，
物流問題可能在另一緯度拖累美國好
不容易展露苗頭的消費復蘇。包括亞
馬遜、沃爾瑪、連鎖超市Target等零
售巨頭甚至表示，由於全球航運大塞
車，面臨交貨延遲困境，今年聖誕節
消費者恐空手而歸。而即便是能尋覓

到心儀的聖誕禮物，價格或許也將因
供應鏈成本的飆升而飛漲！

而在美國地面運輸方面，當地供
應鏈的許多問題如今都與鐵路系統有
關，盡管鐵路公司眼下正試圖對這種
說法進行反駁。

在德意誌銀行舉辦的2021年運輸
會議上，美國最大鐵路公司太平洋聯
合鐵路的管理層告訴投資者，除了大
量集裝箱湧入西海岸外，碼頭容量不
足也是物流服務問題的原因。該公司
執行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Jennifer Ha-
mann指出，“我們物流網絡之外的一
些困境，比如司機和集裝箱底盤短缺
，是導致火車物流延誤的罪魁禍首”
。

她指出，大約有2000個集裝箱仍
然滯留在堆棧中，因為太平洋聯合鐵
路沒有足夠的底盤配合集裝箱投入使
用。

今年7月，該鐵路公司暫停了從西
海岸港口運往芝加哥的國際集裝箱運

輸，為期一周，以便讓運輸網絡有時
間趕上進度。伯靈頓北方聖塔菲鐵路
公司也做出了類似的決定。

伴隨著美國經濟重啟，今年以來
美國家庭紛紛將疫情封城期間的積蓄
用於消費，推動了美國消費領域的強
勁復蘇。

然而，在物流問題導致商品供應
鏈成本飆升的背景下，今年底的美國
購物旺季是否真的能出現過往“買買
買”的盛況，無疑需要打上一個大大
的問號。每年11月感恩節至12月聖誕
節期間，是美國重要的傳統購物旺季
，營業額通常占零售商全年營收的
20%。

美國郵政近期已發布了關於2021
年假期旺季關鍵包裹產品臨時價格調
整的通知。從10月3日起，美國郵政
將征收聖誕購物旺季附加費，以抵消
海量包裹的額外處理成本。根據包裹
大小和派送距離不同，漲價幅度從
0.25美元至5美元不等，附加費政策
預計延續到12月26日。

美國郵政官網顯示，調價政策適
用於商業和美國零售競爭性包裹產品
，如優先快件(Priority Mail Express)、
優先郵件(Priority Mail )、包裹退貨服
務(Parcel Return Service)等產品。

目前，美國政府的失業救濟補助

政策即將於9月底到期，收入的減少和
物價通脹的上升一旦同時出現，無疑
將給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帶來壓力。

物價上漲對美國人的預算有明顯
影響，尤其是對收入較低或收入固定
的人。年齡在65歲或以上的人中，有
近三分之一抱怨通貨膨脹降低了他們
的生活水平；而收入處在最低三分之
一位或學歷為高中及以下的人中，大
約四分之一也持同樣觀點。

而如果消費者信心下滑，進而減
少傳統購物旺季的支出，那麽未來幾
個月美國的經濟增長也可能出現明顯
放 緩 。 包
括 高 盛 和
美 銀 在 內
的 投 行 近
日 已 經 大
幅 下 調 了
美 國 GDP
增 長 預 期
， 德 國 商

業銀行近期也不無擔憂地警告稱，美
國經濟復蘇的高峰可能已過。

請看《美南時事通》之《李恕信
談美國》主持人Vivan和全美政治領袖
基金會主席李恕信博士談當聖誕節購
物季遇上不斷飆漲的物價，如何因應
財務壓力和做個聰明的消費者？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iTalkBB
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
，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
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 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當聖誕節購物季遇上不斷飆漲的物價當聖誕節購物季遇上不斷飆漲的物價

如何因應財務壓力和做個聰明的消費者如何因應財務壓力和做個聰明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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