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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邊界睽違 20 個月重啟
墨西哥數百輛車排隊等入境
（本報訊）美國今天睽違 20 個月重開陸空邊境，數以百計的汽車在
重啟前來到墨西哥蒂華納市排隊等待赴美，但接種中國康希諾等未被世界
衛生組織批准疫苗的墨國民眾，仍遭拒之門外。
美國當局規定，入境的外國籍旅客須完整接種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
或世界衛生組織（WHO）批准的疫苗，這讓施打中國康希諾（CanSino
）和俄羅斯衛星-V（Sputnik V）疫苗的墨西哥民眾，無法與身在異鄉的
家人團聚。
美國開放陸路入境、鬆綁部分限制後，可能會促使移民動念赴美尋求
庇護，構成拜登政府的新考驗。
美國加州民眾龔薩雷茲（Maria Luisa Gonzalez）5 日帶著寵物狗前
往蒂華納（Tijuana）看獸醫並拜訪親友。回程她在聖地牙哥（San Diego
）和蒂華納之間的邊界關卡聖伊席卓入境口岸（San Ysidro），等得失去
耐心。
不過，並非所有打了疫苗的墨西哥人都能入境美國。
沮喪的龔薩雷茲表示，加快速度的措施沒用，當局設置的路標令人混
蒂華納一間私立大學的司機斯瓦瑞茲（Donato Suarez）感嘆： 「我
淆。
從沒想過，我會因為接種康希諾疫苗，而無法越過（美墨邊境）。」
蒂華納市議會預期美國重啟邊境後的用路盛況，本週表示已改變部分
斯瓦瑞茲希望到美國探視他已近兩年未見的親戚，他說： 「我們甚至
街道的路線，但民眾仍不知該往哪去。
計劃了邊境重開時要做些什麼。我們只能等了。」
蒂華納與聖地牙哥的邊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口岸之一，數以千計的人
斯瓦瑞茲並表示，在他工作的地方約 300 人陷入與他相同的困境。
天天經由此地工作、上學或購物。

美國麻省總醫院：免疫細胞標誌物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有望成為敗血症的早期診斷工具

敗血症是一種由感染引發的免疫性疾病，可能會造成組織損傷、器官衰竭，嚴重時甚至
危及生命，死亡率約為 15%至 34%。不易早期明確診斷是應對敗血症的一大主要挑戰，
這是由於敗血症缺乏特殊症狀，而且可引起該疾病的致病菌種類繁多。
而現在，來自美國麻省總醫院、布萊根婦女醫院、麻省理工學院、以及麻省理工學
院和哈佛大學布羅德研究所的研究團隊在敗血症的早期診斷方面邁進了一步。他們發現
，固有免疫細胞數量的增加和兩個特定基因的出現是敗血症的明確指標。這些研究結果
或能助力找到監測細菌感染患者罹患敗血症風險的新方法，並有望開發新型療法以阻斷
敗血症發生。
“敗血症的根本問題在於異常的免疫反應。我們發現一種新的單核細胞亞群（即固
有免疫細胞）——MS1 細胞的數量在敗血症患者體內顯著增加。”該研究的共同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傳染病科醫生兼研究員、布羅德研究所成員、哈佛醫學院教授 Marcia
Goldberg 博士表示。她與布羅德研究所的免疫學家、傳染病科醫生和工程師組建了一支
多學科團隊，對一小部分罹患早期敗血症的患者以及未出現敗血症的細菌感染患者進行
了對比研究。該團隊還明確了兩個同時出現的特定基因是敗血症的生物標誌物，這表明
更多敗血症的潛在生物標誌物尚有待發現。

儘管科學家們還不了解 MS1 細胞是造成免疫系統紊亂的原因或是免疫系統紊亂後的
結果，但發現該固有免疫細胞存在對未來的研究就已非常重要。 “這一單核細胞亞群有
望助力我們進一步了解免疫系統紊亂的原因。該研究結果不僅有望用於監測哪些細菌感
染患者可能會罹患敗血症，而且還有助於研發應對免疫系統紊亂的藥物，更有效地治療
敗血症。”Goldberg 博士說道， 該團隊目前正在為一項更大規模的研究募集資金，“如
果研究能夠覆蓋更多患者，我們就能進行更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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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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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宣布實施 Taper

如何影響資本市場？
“水”放多了自然要往回收。美聯儲 産等做法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疫情衝擊
宣布，將于11月啓動縮債計劃(Taper)，將 讓美聯儲 2020 年再次開啓大規模 QE 操作
每月資産購買規模減少150億美元。
，甚至在當年3月祭出“無限量”QE。
Taper 是伴隨著 QE 之後的美聯儲
Taper 如期而至
貨幣政策重要環節，其原意爲“逐漸變
在結束爲期兩天的議息會議後，美 窄”，目前美聯儲啓動 Taper 是逐漸縮減
聯儲于宣布，維持現行利率 0%-0.25%不 資産購買規模，逐步退出 QE。
變。同時，將于 11 月啓動縮債計劃，將
“放水”雖然刺激了經濟，但副作
每月資産購買規模減少 150 億美元，准 用也很大。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
備在必要時調整縮減購債規模的步伐。 楊德龍告訴中新經緯記者，美聯儲啓動
美聯儲決議聲明還提到，11月份稍晚 Taper 主要是爲了減少“放水”力度。
，美聯儲將購買700億美元美國國債和350
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劉春生在接受
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12 月 記者采訪時稱，通貨膨脹是目前美國經
將分別購買 600 億美元和 300 億美元。
濟面臨的最顯而易見的風險，隨著供應
可以說，上述兩方面均在市場預期 鏈緊張、聖誕購物季的來臨，顯得尤爲
之中。早在 9 月份美聯儲議息會議後， 突出。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就透露，可能最快在
“從一系列經濟信號看，美聯儲收
下一次會議上宣布(Taper)。他還提到， 緊 QE 應對通貨膨脹風險，以及退出經
逐步減碼量化寬松(QE)並在 2022 年中旬 濟刺激的信號是比較明顯的。”劉春生
左右結束是適宜的。
比喻，Taper 相當于慢慢踩刹車，逐漸縮
何爲 Taper？首先要解釋的是 QE， 減負債，通過這種方式使貨幣供應量逐
QE 指美聯儲通過購買債券、銀行金融資 漸下降，相比較看加息步子會更大。

加息預期增強？
鮑威爾曾表示將在2022年年中結束縮
減購債計劃，眼下市場對于美聯儲首次加
息的押注，也同樣集中在明年年中。
2022年美聯儲將召開8次議息會議，
據芝商所利率觀察工具(FedWatch)顯示，
加息25基點呼聲較高的時間是在明年6月
及 7 月，市場押注明年 6 月 15 日加息 25
基點的概率大幅升至 44.7%達全年最高
，7 月 27 日這一概率小幅回落至 43.8%。
今年 9 月份美聯儲議息會議後，鮑
威爾重申，縮減購債的開始時點和步伐
不是未來何時加息的“直接信號”，加
息需要滿足的前提條件“與縮減購債不
同、且更爲嚴格”，最起碼在結束減碼
QE 之前不會加息。
對于美聯儲加息節奏，劉春生認爲，
三季度美國 GDP 增速只有 2%，遠低于
市場預期的 2.7%，是否加息要看美國四
季度經濟走勢，若仍處于不景氣狀態，
美聯儲加息步伐肯定有所延緩。他同時
補充，“明年下半年美聯儲加息一次的
可能性是增大的，目前來看，Taper 節點
和加息節點還是有所匹配。”
東北證券研究所總經理助理沈新鳳
對記者表示，根據彭博數據，目前市場
首次加息預期已經提前到明年 7 月，美

聯儲會議的“鷹”“鴿”姿態與預期的
比較是主要影響。如果比預期的“鴿
派”，反而緩和市場情緒，反之亦然。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則對
中新經緯記者稱，美聯儲明年是否會加
息仍存不確定性，具體要看經濟運行實
際情況，如 Taper 進程、疫情是否反複、
通脹是否持續、就業市場恢複是否穩固
等，如果美國經濟複蘇不及預期，加息
也可能延遲到後續年份。
對資本市場影響幾何？
Taper 的啓動對資本市場有何影響？
股市、債市、美元、大宗商品等將是何
走勢？中國央行需要作何應對嗎？
對此，溫彬分析，從近期大類資産
市場表現看，9 月中下旬美聯儲 Taper 預
期強化，一度引起代表恐慌程度的 VIX
指數升至 25，美國主要股市出現相應
回調，美元指數和美債收益率有所回升
。未來，隨著美聯儲開啓 Taper，預計美
元指數將延續走強，美債收益率回升，
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場波動將進一步
加大。
粵開證券研究院首席策略分析師陳
夢潔認爲，當前市場已對 Taper 有較爲充
分的預期，靴子落地後對市場産生擾動
有限，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 Taper 落地

，後續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或將對市
場形成一定擾動。
劉春生分析，Taper 提高了企業使用
資金的成本，可能不利于美股的上漲；
對于 A 股市場，近幾年 A 股走出了自己
的獨立行情，對 A 股影響有限。債市方
面，Taper 的到來會給近期上漲的債市潑
一盆冷水，利率高企導致債券價格下降
，未來債市或會走弱。
中國央行要作何應對？沈新鳳
表示，我國貨幣政策也要以“我”爲主，
兼顧跨周期調節，預計年內流動性合理
充裕基調不變，但不會加碼貨幣政策如
降准降息，更不會加息。她進一步稱，
“我們測算認爲年內剩余時間我國宏觀
流動性缺口不大，流動性合理充裕完全
可以滿足。”
溫彬 提 到 ， 從 經 驗 上 看 ， 美 聯 儲
貨幣政策取向，也是我國貨幣政策調
控過程中需要考慮和關注的問題，但
我國經濟基礎較牢，貨幣政策獨立性
更強。目前而言，我國貨幣政策在保
持獨立性、堅持以“我”爲主的同時
，要提升前瞻性，預計央行會運用綜
合多種貨幣政策工具，調節市場流動
性和利率水平，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
持力度，並維護好安全穩定的貨幣金
融環境。

馬來西亞中總：參加進博會“從不缺席”
綜合報導 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以下簡
稱進博會)即將開幕，馬來西亞全國總商會總會長
暨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中總)總會長盧成全 3 日接
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中總“從不缺席”進博
會，相信進博會對馬來西亞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和馬
來西亞疫情後經濟複蘇都有巨大作用。
盧成全回憶道，首屆進博會，中總就組織 186
家企業參展，自己也親自參會。“進博會良好的組
織，參與進博會取得的巨大收獲都給我留下深刻印
象，”盧成全說，通過參加進博會，自己和馬來西
亞企業了解到中國企業對産品的需求，也親眼看到
中國市場的快速發展，大大增強了馬來西亞企業拓

展中國市場的信心。
在盧成全看來，進博會彙集全世界知名品牌企
業，能爲馬來西亞企業提供和世界各地采購商溝通
交流、洽談商機的優良平台。
因此，盧成全說，曆屆進博會，中總參會都得
到馬來西亞國際貿易和工業部、中國駐馬來西亞大
使館支持，是馬國內唯一組織百人以上代表團參會
的團體。即使受到疫情影響，在去年第三屆進博會
，中總不但現場設立中總館，還和中國合作夥伴共
同舉辦線上交流會，促成多筆簽約。今年進博會，
中總館設立的展位爲去年三倍，並將繼續舉辦線上
交易會，全方位推動馬中企業對接。

盧成全說，此次中總館不但繼續主推燕窩、咖
啡、餅幹、礦泉水、特色醬料、功能性飲料等馬來
西亞傳統優勢産品；作爲世界最大的橡膠手套生産
國，馬來西亞企業也將展示手套等防疫産品。
今年正逢中總成立百年，作爲新任中總總
會長，盧成全介紹說，中總將打造更多平台、
渠道促進馬中經貿往來。“中國已經連續十二
年成爲馬來西亞最大貿易夥伴，馬中關系曆史
悠久，中國正在打造‘雙循環’新格局且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即將落實，馬中在疫後
經濟複蘇上有巨大合作空間，”盧成全說，“馬來
西亞一定要抓住機遇！”

他進而指出，馬來西亞也已推出第十二個馬來
西亞計劃，積極推動産業轉型。因應這一轉型需求
，馬中在生物科技、數字經濟、綠色能源等方面有
很大合作空間，中總希望通過推動馬中加強合作，
協助馬來西亞提升科技創新能力。
據盧成全介紹，受疫情影響，中總通過視頻會
議等方式，積極和中國僑聯、中國貿促會、中華海
外聯誼會等友好團體對接，討論加強合作，幫助馬
來西亞企業進一步打開市場。此外，作爲馬來西亞
國家經濟行動理事會成員，盧成全也多次提出，和
中國經貿合作至爲關鍵，中總願扮演穿針引線角色
，協助政府招商引資。

休城社區

「嚴長壽會客室
嚴長壽會客室」
」 第一集圓滿播出
訪問原住民社運著名音樂家胡德夫

睽違了半世紀，
睽違了半世紀
，談及過往
談及過往，
，兩人有欲淚的感覺
兩人有欲淚的感覺。（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財團法人公益平台文化基
金會主辦的【 嚴長壽會客室】首集於 10 月 22 日圓滿播出
。
嚴長壽與胡德夫（Kimbo )認識半世紀，相遇在 「少年
不識愁滋味」 的年紀。走過 「半世紀」 各自有不同的際遇
發展。胡德夫選擇投入原住民權益社運，為原住民權益運

動發動者，用詞曲音樂，為自己族群發聲
，為台灣民謠之父。開設台灣第一家鐵板
燒。嚴長壽經營旅館業，致力於將台灣文
化推廣於國際，讓世界看見台灣。之後，
兩人一度失聯，直到 2001 年胡德夫在友人
家中的書架上看到一本名叫《 總裁獅子心
》的書。而透過一通電話，再續前緣…
胡德夫： 「Stanley 」
嚴長壽： 「Kimbo 」
他們倆聽出彼此，更成為海外觀光推廣
文化的戰友。面對八八風災，齊力連結資
源，協助重建花東，身體力行守護花東。
節目中兩人或唱或談，憶起過往，談到
海山煤礦、吳鳳的故事，從大地震、談到
賽德克同胞，談到花東的現在與未來，包
括疫情、氣候變遷、重大災難等等挑戰，
嚴長壽說： 「人類面對疫情及生活的態度
必須改變，人最後還是要回到與大自然、
生活、及自己的文化在一起。」 土地、環
境、文化的永續，都是我們要同面對與思

考的議題。
「嚴長壽會課室」 接下來的節目將邀請更多在花東耕
耘的朋友進行分享，透過系列對談，讓大家認識台東這片
被稱為台灣後花園的土地。而我們，也將透過彼此的努力
，讓台灣走向我們所嚮往的生活文明。

「 活出精彩
活出精彩」
」 音樂劇

胡德夫！不愧 「台灣民謠之父
胡德夫！
台灣民謠之父」
」 ，一開始又彈又唱西洋歌曲
一開始又彈又唱西洋歌曲，
，
引人入勝。（
引人入勝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恭賀何真當選 2022 年會長職務
（本報訊
本報訊）
）2021 年副會長何真是今年唯一的 2022 年會長候選人
。很高興和大家宣布
很高興和大家宣布：
：全體理事於 10
10//28 日投票選舉 2022 年會長
年會長，
，經
過嚴密選舉過程，
過嚴密選舉過程
， 由二位監事監票
由二位監事監票，
， 選舉結果揭曉由何真高票當選
2022 年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
年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
。
恭喜何真順利當選，
恭喜何真順利當選
，實至名歸
實至名歸，
，任重道遠
任重道遠。
。也盼美南分會姐妹們
繼續支持她。
繼續支持她
。讓我們共濟齊力
讓我們共濟齊力，
，同心協力發展會務
同心協力發展會務，
，回饋社會及僑社
。

（ 本報訊
本報訊）
） 從遠方而來的牛仔大盜
從遠方而來的牛仔大盜，
，
奇遇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女孩 ， 讓他措手不
奇遇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女孩，
及的同時，
及的同時
， 却發現了一件事情
却發現了一件事情，
， 比金錢更
觸動他的心… 「 活出精彩
活出精彩」
」 是一個超越時
空，創新而寫實的故事
創新而寫實的故事。
。以中英雙語演出
以中英雙語演出，
，劇情幽默感人
劇情幽默感人；
；是感恩節期間
是感恩節期間，
，適合全家觀賞的精彩節目
適合全家觀賞的精彩節目。
。
「活出精彩
活出精彩」
」 是由曉士頓中國教會和演藝使徒聯合主辦
是由曉士頓中國教會和演藝使徒聯合主辦，
，在今年感恩節期間
在今年感恩節期間，
，給社區提供一個高品質
給社區提供一個高品質、
、適合全家觀賞
的節目，
的節目
，歡渡佳節
歡渡佳節。
。曉士頓中國教會已經有十多年製作大型音樂劇的經驗
曉士頓中國教會已經有十多年製作大型音樂劇的經驗，
，一向獲受好評
一向獲受好評。
。為方便更多社區朋友參加
為方便更多社區朋友參加，
，今
年再次在 Stafford Centre Theatre 演出
演出。
。 「活出精彩
活出精彩」
」 內容有生動的話劇
內容有生動的話劇、
、優美的歌曲和感人的真實見証
優美的歌曲和感人的真實見証。
。故事輕鬆幽默
，引人深思
引人深思；
；將會帶給你歡笑
將會帶給你歡笑、
、也滋潤你的心靈
也滋潤你的心靈。
。
如欲觀賞，
如欲觀賞
，請先在網上預訂免費門票
請先在網上預訂免費門票，
，表演當天憑票入場
表演當天憑票入場。
。由於網上門票並沒有特定座位號碼
由於網上門票並沒有特定座位號碼，
，觀眾要坐好的位置
觀眾要坐好的位置，
，
就必須提早到場。
就必須提早到場
。劇場大門在每場演出前四十五分鐘開放給觀眾入座
劇場大門在每場演出前四十五分鐘開放給觀眾入座，
，主辦單位呼籲來賓盡早到場
主辦單位呼籲來賓盡早到場，
，因為所有空位都會在
表演之前十分鐘，
表演之前十分鐘
，開放給即場拿票的來賓
開放給即場拿票的來賓。
。
演出日期：
演出日期
：
第一場：
第一場
：11 月 19 日 (星期五
星期五)) 7:30
30PM
PM
第二場：
第二場
：11 月 20 日 (星期六
星期六)) 3:00
00PM
PM
第三場：
第三場
：11 月 20 日 (星期六
星期六)) 7:30
30PM
PM
地點：
地點
：Stafford Centre Theatre - 10505 Cash Rd, Stafford, TX 77477
網上訂票及詳情：
網上訂票及詳情
：https://actsperform.org/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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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浙江總商會林光會長訪問休斯頓
休斯頓分會籌備會負責人吳彼特設宴招待

【 美南新聞泉深
美南新聞泉深】
】 全美浙江總商會林光會長於 11 月 6 日從
洛杉磯總部乘飛機抵達休斯頓 ， 參觀了正在開發建設的梨城亞
洲城，
洲城
，總商會休斯頓分會籌備會負責人吳彼特晚上在川之味餐館
設宴招待。
設宴招待
。林光會長介紹了全美浙江總商會從組建到發展壯大的
曆程，
曆程
，並談到全美浙江總商會成立伊始到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和挑
戰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戰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總商會休斯頓分會籌備會負責人提出了成
立分會的可行性和計劃，
立分會的可行性和計劃
，就未來的商貿發展交換了意見
就未來的商貿發展交換了意見。
。
2016 年 ， 林光順應時代的潮流
林光順應時代的潮流，
， 憑著
憑著“
“ 打火機大王
打火機大王”
” 在中
美兩國商政界的影響力，
美兩國商政界的影響力
，加上在美國東西部生活經曆和人脈資源
，發起成立全美浙江總商會
發起成立全美浙江總商會，
，得到了廣大浙商的支持和響應
得到了廣大浙商的支持和響應。
。
全美浙江總商會運用互相網+
全美浙江總商會運用互相網
+ 、 微信群
微信群、
、 Zoom 等現代手段
聯合全美各主要城市的浙江社團領袖和行業精英，
聯合全美各主要城市的浙江社團領袖和行業精英
，為社團建設打
造了一種創新模式，
造了一種創新模式
， 這一方式獨特 的運用
的運用，
， 解決了行業與距離
的瓶頸，
的瓶頸
，讓全美會員線上線下更好地實現即時互動
讓全美會員線上線下更好地實現即時互動，
，達到了在美
國／這一幅員廣寬國度裏互助雙贏的現實。
國／這一幅員廣寬國度裏互助雙贏的現實
。
林會長指出，
林會長指出
，目前全美浙江總商會會員分佈在美國二十幾個
州上百個城市，
州上百個城市
，成員是橫跨工商
成員是橫跨工商、
、金融
金融、
、科技
科技、
、地產
地產、
、醫藥
醫藥、
、教
育及政界等各個行業的優秀人士。
育及政界等各個行業的優秀人士
。
林會長說，
林會長說
，全美浙江總商會成立幾年來
全美浙江總商會成立幾年來，
，組織過 200 場各種
活動，
活動
，比如
比如：
：百人訪華團
百人訪華團，
，帶去了五十多個科創項目
帶去了五十多個科創項目，
，使商會樹
立了良好的形象；
立了良好的形象
；創立了
創立了《
《華人旅遊應急協助熱線
華人旅遊應急協助熱線》
》幫助來美旅
遊的人；
遊的人
；與中國電子商會每年舉辦多場高端大型的經濟論壇解讀
當前中美經貿政策；
當前中美經貿政策
；主辦了
主辦了《
《國際青少年藝術與科技大賽
國際青少年藝術與科技大賽》
》培養
年輕人才等。
年輕人才等
。
2019 浙江台風災情
浙江台風災情，
， 全美浙江總商會組織捐贈救災款達
115 萬元人民幣
萬元人民幣。
。
中國新冠疫情暴發期間，
中國新冠疫情暴發期間
，林光帶領全美浙江總商會向武漢和
浙江運送了價值一百七十四萬元人民幣的口罩、
浙江運送了價值一百七十四萬元人民幣的口罩
、防護服和醫用手
套等防疫用品。
套等防疫用品
。上半場抗疫剛結束
上半場抗疫剛結束，
，馬上投身下半場美國的防疫
抗疫行動，
抗疫行動
，第一時間成立防疫抗疫專委會
第一時間成立防疫抗疫專委會，
，先後為中國留學生提
供四大服務：
供四大服務
：1、開通留學生防疫應急熱線
開通留學生防疫應急熱線，
，包括免費郵寄四千

多件防疫用品包。 2、建立全美浙商
多件防疫用品包。
建立全美浙商-全美學聯抗疫
聯盟，
聯盟
，為全美一百多所大學學聯捐贈大量口罩
為全美一百多所大學學聯捐贈大量口罩，
，服務
幅射約 20 萬留學生 。 3、設立全美二十幾個留學生
家長微信群，
家長微信群
， 讓留學生安心
讓留學生安心，
， 家長放心
家長放心。
。 4、 建立
30 個留學生
個留學生“
“ 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
” 聯絡點
聯絡點，
， 及時解決留學生
就醫難的問題，
就醫難的問題
，為留學生提供系統的全方位服務
為留學生提供系統的全方位服務。
。
新冠疫情期間成立抗疫委會，
新冠疫情期間成立抗疫委會
，共發放 200 多萬份防
疫物資給需要的在美僑民、
疫物資給需要的在美僑民
、商會會員
商會會員、
、浙江老鄉
浙江老鄉、
、華
人社區、
人社區
、華人企業等
華人企業等，
，讓更多的華人享有防疫物品
讓更多的華人享有防疫物品，
，
同時，
同時
，還向洛杉磯地區多個城市政府
還向洛杉磯地區多個城市政府、
、警察局
警察局、
、消房
局、獄政廳
獄政廳、
、醫院
醫院、
、養老院
養老院、
、教會
教會、
、流浪漢
流浪漢、
、印第安
部落和非洲裔等弱勢群體贈送大量防疫物品，
部落和非洲裔等弱勢群體贈送大量防疫物品
，以提升
華人的正能量形象。
華人的正能量形象
。林光還發起成立了具有獨特資源
的全美浙江總商會青委會，
的全美浙江總商會青委會
，目前會員已多達八百多
目前會員已多達八百多。
。
林光說：“
林光說
：“創新是我們創會的主要訴求
創新是我們創會的主要訴求，
，我們做的
每一件事都充滿著創意，
每一件事都充滿著創意
，我們創造的的品牌都會堅持
做下去。‘
做下去
。‘無私奉獻
無私奉獻，
，不求回報
不求回報’
’是我們的立會之本
，只要有能力
只要有能力，
，只要社會有需求
只要社會有需求，
，我們都會義無反顧
地去做。”
地去做
。”
在中國加入 WTO 以後
以後，
，外貿作為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叁架
馬車之一，
馬車之一
，林光帶領美國國際安全打火機協會四次成功應對美國
的貿易壁壘，
的貿易壁壘
，為中國的外貿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為中國的外貿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媒體稱他為
媒體稱他為“
“打
火機大王”。
火機大王
”。事業成功不忘反哺家鄉
事業成功不忘反哺家鄉，
，在溫州投資工業園區和旅
遊大項目，
遊大項目
， 獲得
獲得《
《2007 回鄉投資模範浙商
回鄉投資模範浙商》
》 榮譽稱號
榮譽稱號。
。 在新冠
疫情暴發期間，
疫情暴發期間
，林光為僑胞和社區做了大量的防疫抗疫工作
林光為僑胞和社區做了大量的防疫抗疫工作，
，特
別為留美學生撐起了保護傘，
別為留美學生撐起了保護傘
，成為中國留學生的守護者
成為中國留學生的守護者，
，並獲得
2020 浙江省華人華僑
浙江省華人華僑“
“抗疫英雄
抗疫英雄”
”稱號
稱號。
。
1985 年 ， 林光從永嘉中醫院的醫生來美創業
林光從永嘉中醫院的醫生來美創業，
， 棄醫從商
棄醫從商，
，
做起了溫州的打火機生意。
做起了溫州的打火機生意
。 1996 年 ， 美國實施了 CR 法規
法規，
，要
求低於 2 美元的打火機安裝
美元的打火機安裝“
“防兒童開啓裝置
防兒童開啓裝置”，
”，由於當時的中
由於當時的中
國打火機均無 CR 裝置
裝置，
，林光辛苦經營幾年的公司一夜之間破產
倒閉。
倒閉
。後來
後來，
，經過多年摸索
經過多年摸索，
，林光認為在美國經商必須符合當地
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
，他重新出發
他重新出發，
，成立了幸運集團
成立了幸運集團（
（Lucky Sales, Inc.)，
Inc.)，
與同行合作，
與同行合作
，攻克了技術難題
攻克了技術難題，
，發明了
發明了“
“加重型防兒童開啓
加重型防兒童開啓”
”的
專利，
專利
，並將專利無償地與中國打火機企業共享
並將專利無償地與中國打火機企業共享。
。同時
同時，
，林光發起
成立了“
成立了
“美國國際安全打火機協會
美國國際安全打火機協會”，
”，並任會長
並任會長，
，與美國政府監
管部門聯邦消費品安全委員會（
管部門聯邦消費品安全委員會
（CPSC)
CPSC)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系
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系，
，
從此，
從此
，中國打火機重新疏通無阻地進入了美國市場
中國打火機重新疏通無阻地進入了美國市場。
。
林光四次奇蹟般的成功應對“
林光四次奇蹟般的成功應對
“貿易壁壘
貿易壁壘”。
”。如美國本土製造
如美國本土製造
商協會兩次向美國國會提出的 ASTM 法案
法案；
；Zippo 公司向美國國
際貿易委員會發起的 337 調查
調查；
；美國本土進口商向美國聯幫法院
起訴的“
起訴的
“不公平貿易和恐赫案
不公平貿易和恐赫案”，
”，林光積極應對
林光積極應對，
，都無不以勝利
而告終，
而告終
，成為華人利用美國法律賦於的權利保護自己的典範
成為華人利用美國法律賦於的權利保護自己的典範！
！
林光簡介
林光，
林光
，男，漢族
漢族，
，浙江省溫州市人
浙江省溫州市人，
，祖籍永嘉林山
祖籍永嘉林山，
，現任全
美浙江總商會會長，
美浙江總商會會長
，美國幸運集團董事長
美國幸運集團董事長。
。
林光是美國著名僑領，
林光是美國著名僑領
，現任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現任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浙江省第
十一屆政協海外特邀委員，
十一屆政協海外特邀委員
，溫州市第九
溫州市第九、
、十、十一屆政協海外特

邀委員，浙江省僑聯第十屆海外顧問
邀委員，
浙江省僑聯第十屆海外顧問，
，世界溫州人聯誼會副會長
，美國華人社團大聯盟監事長
美國華人社團大聯盟監事長，
，全美浙江總商會會長
全美浙江總商會會長。
。曾任第八
、九屆中國僑聯海外委員
九屆中國僑聯海外委員，
，聯合國全球協議成員
聯合國全球協議成員，
，美國商務部少
數族裔署經濟發展委員會顧問等等職務。
數族裔署經濟發展委員會顧問等等職務
。
個人榮譽包括“
個人榮譽包括
“2007 回鄉投資模範浙商
回鄉投資模範浙商”
” 榮譽稱號
榮譽稱號，“
，“改
改
革開放 30 年在外風雲溫商 30 人”，“
”，“2019
2019 美中經貿十大領軍人
物”，“
”，“美中建交
美中建交 40 年 40 位領軍僑領
位領軍僑領”，
”，2019
2019 年在世界浙商大
會上獲得了“
會上獲得了
“ 浙商文化建設傑出貢獻獎
浙商文化建設傑出貢獻獎”，“
”，“2020
2020 浙江省華人
華僑抗疫英雄”，“
華僑抗疫英雄
”，“2020
2020 中華慈孝人物
中華慈孝人物”。
”。曾經在中國
曾經在中國 CCTV
華人世界頻道 30 分鍾的記錄片
分鍾的記錄片《
《從中醫大夫變身打火機大王
從中醫大夫變身打火機大王》
》
，十次成為中國重要雜志刊物的封面人物
十次成為中國重要雜志刊物的封面人物，
，曾多次受邀參加中國
囯慶節的國宴，
囯慶節的國宴
，多次受到中央主要領導人接見
多次受到中央主要領導人接見，
，兩次幸運地受到
習近平主席的接見和親切握手，
習近平主席的接見和親切握手
，中國建國 60
60、
、70 週年國慶和抗
戰勝利七十週年慶典受邀出席天安門城樓前的閱兵觀禮
以林光為會長的全美浙江總商會，
以林光為會長的全美浙江總商會
， 經短短四年一屆的努力
， 已成為美國重要的華僑華人社團
已成為美國重要的華僑華人社團，
， 2020 年 ， 榮獲浙江省僑聯
繫統“
繫統
“先進集體
先進集體”
”榮譽稱號
榮譽稱號，
，榮獲中國國際商會浙江商會駐美國
（洛杉磯
洛杉磯）“
）“優秀聯絡處
優秀聯絡處”
”稱號
稱號，
，榮膺溫州市僑辦評定為
榮膺溫州市僑辦評定為“
“首批
溫州市海外示範性僑
團”，成為“浙商文
化共建基地”，是美
國洛杉磯郡政府郡長
頒發的“向抗疫英雄
致敬獎”獲得者，
2019 年榮獲浙商總會
馬雲會長頒給的“浙
商總會美國商會聯合
會”牌匾
牌匾。
。

休城畫頁

休斯頓音樂節慘案
ICU 護士
護士：
：天文節音樂會
觀眾“
觀眾
“太瘋狂了
太瘋狂了”
”

說唱歌手特拉維斯·斯科特

護士埃斯金斯和男友

【 美南新聞泉深
美南新聞泉深】
】 11 月 5 日星期五
參 加 了 休 斯 頓 NRG 公 園 致 命 的 天 文 節
（Astroworld Festival)音樂會的重症監護
Festival)音樂會的重症監護
室 (ICU
(ICU）
） 護士周六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
訪時表示，
訪時表示
， 她對休斯頓天文節音樂會演
出中發生的踩踏事件感到“
出中發生的踩踏事件感到
“ 不寒而栗
不寒而栗”
”
，“令人不安
，“
令人不安”。
”。

護 士 瑪 德 琳·
琳·埃 斯 金 斯
(Madeline Eskins) 告 訴 記 者 ：
“ 組織者我對我們所看到的事情沒有做
好任何準備。”
好任何準備
。”她指出她在休斯頓一家
她指出她在休斯頓一家
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工作，
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工作
， 在那裏她習慣
於“每週都會看到人們死去
每週都會看到人們死去”。
”。
她談到這場災難時說：“
她談到這場災難時說
：“這絕對是
這絕對是
太瘋狂了，
太瘋狂了
， 我一生中從未見過這樣的事
情。我很不安
我很不安。”
。”
說唱歌手特拉維斯·
說唱歌手特拉維斯
·斯科特 (Travis
Scott) 在他的家鄉休斯頓舉辦的一年一度
的音樂節上人潮洶湧地沖向舞台，
的音樂節上人潮洶湧地沖向舞台
， 造成
至少 8 人死亡
人死亡。
。埃斯金斯說她在 2018 年
和 2019 年參加了同一場活動
年參加了同一場活動，
，人群通常
會興奮地向前走，
會興奮地向前走
， 但今年不同
但今年不同。
。 這一次
， 隨著人群開始瘋狂地擠向舞台
隨著人群開始瘋狂地擠向舞台，
， 埃斯
金斯說她要讓男朋友告訴她的兒子她愛
他，因為
因為“
“這讓我覺得我要死了
這讓我覺得我要死了”。
”。
她說：“
她說
：“我真的
我真的，
， 真的以為我會被
擠到氣管被壓碎的地步，
擠到氣管被壓碎的地步
， 擠到我的胸口
， 我不能呼吸
我不能呼吸，
， 我以為我會死
我以為我會死。”
。”她說
她說
人群非常緊張，
人群非常緊張
， 她甚至無法轉動頭部
她甚至無法轉動頭部，
，
呼吸變得困難。
呼吸變得困難
。
“ 我試圖跳起來
我試圖跳起來，
， 擡起頭
擡起頭，
， 這樣我
才能呼吸空氣。”
才能呼吸空氣
。”

她當時告訴她的男朋友，“
她當時告訴她的男朋友
，“我們必
我們必
須擠出去 ”，他的男朋友說
須擠出去”，
他的男朋友說，“
，“我們不
我們不
能 ”。
”。實際情況是人太多太擁擠
實際情況是人太多太擁擠，
， 根本
沒法出去。
沒法出去
。
不久之後，
不久之後
， 她暈倒了
她暈倒了，
， 在她的男朋
友的幫助下，
友的幫助下
， 在 “ 人群沖浪
人群沖浪”
” 中 ， 她失
去知覺的身體被擠到安全處，
去知覺的身體被擠到安全處
， 她再次昏
倒 。 她說她帶著一瓶水在貴賓區醒來
她說她帶著一瓶水在貴賓區醒來，
，
她離開保安又回到人群中去救出更多人
。
她醒來後，
她醒來後
， 由於她的護理經驗
由於她的護理經驗，
，她
又會回去幫助那些受傷的人。
又會回去幫助那些受傷的人
。
埃斯金斯說她看到幾個人對他們進
行了心肺複蘇術，
行了心肺複蘇術
， 但似乎對他們如何處
理這種情況感到困惑。
理這種情況感到困惑
。
她說：“
她說
：“沒有進行脈搏檢查
沒有進行脈搏檢查，
， 這太
瘋狂了。”
瘋狂了
。”她告訴記者
她告訴記者，
， 她認為音樂會
沒有足夠的安保人員或醫務人員來應對
大規模人群，
大規模人群
，官方估計約有 50
50,,000 人參
加。
她說，
她說
， 雖然這一切踩蹈事件都在發
生 ， 但音樂會仍在繼續
但音樂會仍在繼續，
， 直到最終被停
止 ， 一些與會者仍在拍攝音樂會
一些與會者仍在拍攝音樂會，
， 但他

護士瑪德琳·埃斯金斯

們正努力讓人們活著。
們正努力讓人們活著。
埃斯金斯說，
埃斯金斯說
， 她對事件的處理方式
感到“失望”，而且醫務人員並不是
“ 真正的醫務人員
真正的醫務人員。
。 ……他們中的一些
人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幾乎沒有任何經驗
。”
對於那些在人群向前沖撞時倒地的
人 ， 她稱之為
她稱之為“
“ 死刑判決
死刑判決”。
”。如果她的
如果她的
男朋友讓她摔倒在地，“
男朋友讓她摔倒在地
，“我想我會成為
我想我會成為
送進醫院裏的人之一，
送進醫院裏的人之一
， 或者更糟的是
或者更糟的是，
，
如果你摔倒了，
如果你摔倒了
，你就起不來了
你就起不來了。”
。”
埃斯金斯補充說，
埃斯金斯補充說
， 事故現場
事故現場，
， 她不
認識正在接受她搶救的任何人，
認識正在接受她搶救的任何人
， 但她希
望其中“
望其中
“ 至少有一個
至少有一個”
” 活著
活著，
， 並指出她
正在做心肺複蘇術的一名患者沒有脈搏
超過 15 分鍾
分鍾，
，臉色發青
臉色發青，
，最後死亡
最後死亡。
。
她告訴記者：“
她告訴記者
：“這比我見過的任何
這比我見過的任何
事情都更可怕。”
事情都更可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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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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無法見父最後一面悲痛不已 夫妻分隔兒兩年沒見爸爸
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成為全港市民最迫切的頭等大事，內地與香港血濃於水，不少港人的親朋好友都在內地，控關措施隔開
的不只是關口，還分隔兩地親友，令他們無法相聚，更令不少港人無法見到內地至親的最後一面，其悲痛與遺憾之情難以形容。
有見及此，民建聯 6 日在荃灣發起“爭取通關意向聯署大行動”，讓市民在街頭及網上簽名，請求特區政府早日落實恢復正常通
關，首日在街頭及網上已收集超過 3,200 人簽名支持活動。每名聯署的市民，背後盡是段段骨肉分離的憾事，其中不僅有無法見

控關千里相隔 通關唯民所盼

到父親最後一面而悲痛不已的女兒，也有夫妻分隔兩年、小朋友兩年沒法與爸爸相見，亦有獨自來港升學及工作，兩年來與親人
無法相聚的港漂。他們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只有一個卑微的期盼──盡快恢復正常通關。

●立法會新界西南
選區候選人陳恒鑌為希
望免檢疫通關的持份者發
聲，發起“爭取通關意向聯
署大行動”。同區候選人還
有陳穎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老人家患腦退化 港夫婦難返身邊盡孝
“事情發生得太突然，
我們不准她出門，因為她出
上年和今年都是一樣，根本
門就不記得自己在哪，怎
沒辦法提前去隔離，21 天隔
樣回家都不會，有時在家裡
離時間太長，都來不及見最
自己跌了都不知道要爬起
後一面同處理喪事。”控關
來，吃飯洗澡都是難題。”
兩年期間，40 歲的張小姐在
張小姐與丈夫因為控關
內地的父親及家翁相繼離
不能返內地貼身照顧母親，
世，那份錐心之痛非筆墨能
感覺非常擔心及無奈。“婆
形容，6 日她帶住小朋友簽署
婆的身體狀況一個人在內
●張小姐帶小朋友簽 地，無人可以全天照顧，我
支持恢復正常通關。
張小姐表示，自己的父 名 支 持 恢 復 正 常 通 們肯定好擔心啦，但回去要
親剛於上周離世，未能見到 關。
時間同金錢成本，如果那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容易話說回就回了。”
他最後一面，非常傷心及遺
憾。而丈夫的父親於去年 3 月過身，丈
張小姐的 5 歲兒子亦開始要物色小
夫亦無法返內地見老人家最後一面，
學，學業不能耽誤，而丈夫的事業也不
“就同小朋友講爺爺、公公上了天，他
能耽誤過長時間，因此自己目前處於兩
又太小完全不明白自己到底失去什麼。
難處境，“兒子上學有好多事要處理，
沒帶他去見兩個老人家最後一面，覺得
如果我回去照顧老人家，小朋友沒人照
他以後長大都會覺得遺憾。”
顧，丈夫都沒空去搞小朋友學業的東
不過，最叫她操心的還是丈夫 80 幾
西，亦都不可能叫小朋友不上學、老公
歲的母親證實患腦退化，孤身一人在青
不上班，同我一齊回去，所以非常為
島無人照顧，“那邊的親戚隔得好遠，
難，想到頭大。”
不是好熟絡，年輕一輩又要上班，沒時
張小姐希望特區政府盡快解決“通
間經常上門照顧老人家。”婆婆身體狀
關碼”的問題，爭取早日恢復正常通
況令她生活不能自理，日常生活都是難
關，令他們以及類似情況的家庭可返去
題，“婆婆腦退化了，一個人在家裡，
老人家身邊盡孝。

嫲嫲：隔離似“坐監”內地孫：我好想你
65 歲的張女士與丈夫受
自見面接觸肯定不同。”張
控關影響在港獨居，兩年無法
女士現在最小的孫子已經 5
與內地的兒孫見面。張女士說
歲，她及丈夫都未能親自見證
孫兒們非常可愛，而兩年間在
孫子成長，感覺遺憾，“小朋
中秋節、春節等一家團圓的日
友一段時間變化好大的，3 歲
子都無法相聚，感覺十分傷
到 5 歲成長期變化肯定好大，
感，經常因為思念兒孫而流
不能親自見到都覺得好遺
淚，“之前這些節日可以團
憾。”
聚，年年都過去，現在不能一
此前，張女士想過回內
●張女士
齊過，日子差得遠，一想到他
地，但隔離成本太高，需不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們整日都要流眼淚。”
金錢以及時間，“現在要隔離
控關期間，他們雖然能與親人視頻
不敢回去，要（隔離）21天，時間太長，
通話聯繫，但只能稍微緩解思念之情，
又要不少錢，在酒店隔離好似‘坐監’，
“每次同孫視頻，他都會話嫲嫲快點回
老人家不行的。”她希望能夠盡快恢復正
來，我好想你啊，哭到我眼淚都出來，
常通關，令他們以及類似情況的家庭可以
視頻雖然可以見到都是隔住一層，同親
與家人團圓相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一眾受訪者只有
一個卑微的期盼
─盡快恢復正常
通關。 資料圖片

父深圳返工難返港 子放學：為何沒爸爸接
蘇太太一個人
放學，他沒有，
帶住 10 歲的兒子在
都會問我為何自
香港生活，而丈夫
己沒爸爸來接，
在深圳工作，一條
孩子非常失落、
深圳河把一個家庭
傷心。”蘇太太
分隔兩地近兩年。
認為一個家庭
“丈夫要返工不能
中，父母有不同
過來，小朋友要返
的角色分工，而
學不能過去，無論
爸爸“缺席”兩
哪方都不能輕易進
年，代表了小朋
行 21 天的隔離。” ●小朋友在遊樂場遊玩，但只有媽媽的陪 友失去接受爸爸
蘇太供圖 的教育兩年，對
蘇 太 太 表 示 ， 伴。
有段時間兒子可以網上上課，曾想過帶
小朋友有較大影響，“8 歲到 10 歲都是
兒子返深圳與丈夫相聚，“但網上課堂
需要爸爸教育的黃金階段，而有些教育
同面授課堂肯定唔同，老師無法實時同
是身為媽媽給不到的，有些事情只能爸
小朋友講解功課，而小朋友亦都需要同
爸先做到，所以覺得沒有爸爸教育對小
佢啲同學進行交流，要有正常嘅社交，
朋友的性格都有好大影響。”
返咗去肯定冇。”
蘇太太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多點為與
兒子已兩年沒法與爸爸見面，也影
他們類似狀況的家庭考慮，盡快恢復正
響情緒，“他看到其他小朋友有爸爸接
常通關，讓他們可以一家人團圓相聚。

與父母分隔兩地 寧推遲結婚擺酒
來自福建省的 25 歲彭先生在香港理
工大學留學 4 年，現時剛畢業沒多久正
從事保險行業。彭先生表示，控關使他
首次與家人分隔那麼久，第一次體會到
“每逢佳節倍思親”是什麼滋味，“之
前寒假、暑假、放假都可以回去福建探
望家人，與他們相聚，因為時間不會相
隔太長，所以自己不會非常思念家人。
控關之後無法回去，春節一個人在香港
的時候，就真的第一次感受到獨自一人
身處異地思念家人是什麼滋味。”
彭先生剛與在大學相識的女朋友註
冊結婚，雖然現時香港酒樓宴會的防疫措
施放寬，但短期內不會考慮舉辦酒席，起
碼要等到恢復正常通關，才返福建辦酒
席，或者接父母來港補辦婚禮，“雖然妻
子的父母對此有點意見，但是那麼重要的
場合父母肯定不能缺席啊，所以我寧願推
晚一點，等父母在再舉辦。”
他直言，難抵思念之苦，今年年初
寒假期間往福建與親人相聚，回港時差
點趕不上學校的課程，而來回的隔離時

間太長，成本太高，“來回隔離的時間
加起來有 35 天，住隔離酒店的錢加起來
都有差不多兩萬元港幣，回來香港時還
差點錯過開學時間，當時真的非常緊
張、害怕。”
彭先生表示，當時能夠與父母相聚
過春節真的非常開心，雖然只有短短相
聚幾天，但回家一趟的成本真的太高，
家中亦非富有，最重要的是差點耽誤學
業，彭先生認為付出的代價太大，因此
這樣任性的決定只許一次，而以後亦不
再有。
控關更令彭先生覺得自己好像被困
香港，但幸好有妻子及朋友陪伴，還是
能夠繼續堅持，“如果真的一個人在這
邊，沒有家人沒有朋友，又回不去，真
的會堅持不了，會瘋掉的。”他身邊也
有不少情況類似的港漂、及在香港工作
的內地人，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盡快早日
恢復正常通關，令與他遭逢同樣窘境的
香港內地人隨時可以回鄉，而毋須承受
沉重的時間及經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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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三部被斃，漫威中國入華難

用時12年，漫威在中國達到巔峰
從2008年的《鋼鐵俠》，到2019年的《蜘蛛俠
：英雄遠征》，漫威用23部電影層層鋪墊，塑造了
一個廣闊的世界觀。截至《蜘蛛俠：英雄遠征》為止
，漫威電影宇宙已經收獲了超過225億美元的全球票
房，這20多部電影已然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觀，
超級英雄們在不同的作品中自如地穿行，在他們身上
發生的故事深刻地影響著全球的電影觀眾。
毫無疑問，漫威系列電影是整個 2010-2020年
代最成功、也是最賺錢的商業系列電影。
時間回到13年前，2008年4月30日，漫威影業
開山作《鋼鐵俠》在中國內地上映，甚至比北美提
前2天上映，在中國內地獲得了9200萬票房，雖然
票房略輸於同期上映的《功夫之王》的1.45億，但
是內地獲得了超強的口碑，位居當年的內地票房榜
第13名。
之後的《無敵浩克》《雷神》《美國隊長》也
都在內地上映，但是影響力較為一般，《鋼鐵俠2》
雖然獲得了1.75億票房並位居當年的內地票房榜第
10位，但是口碑並不如前作，影響力也有所下降。
2009年，迪士尼斥資42億美元收購漫威，但是
2011年及之前的漫威影業第一階段前五部電影，都
是由派拉蒙或者環球負責全球的宣傳發行。迪士尼
正式接手的第一部漫威電影，就是2012年漫威第一
階段收尾之作《復仇者聯盟》，2012年2月4日，
漫威影業在新浪開通微博並發布第一條微博，也宣
告漫威影業被迪士尼收購後，準備正式開拓中國內
地市場了。
迪士尼是好萊塢六大片商中最先進入國內的電
影公司，並於1996年在北京建立了辦事處，算下來
已有25年的駐京歷史。25年以來，迪士尼不斷擴展
「米老鼠」帝國在華的勢力範圍，2016年上海迪士
尼樂園開園更是標誌著迪士尼產業在中國的驚人實
力。
2012年5月5日，《復仇者聯盟》正式在內地
引爆，首日6600萬的成績就已經超過了《無敵浩克
》內地的累計票房，兩天狂收1.14億人民幣，輕松
創下超級英雄電影在華的首映新紀錄，並且超過了
同為周六開畫的《碟中諜4》與《功夫熊貓2》。最
終，本片累計票房高達5.68億，位列當時內地影史

引進片排行榜的第6位。
在《復仇者聯盟》上映前的一個月，DMG 與
迪士尼中國及漫威影業宣布，將正式合作拍攝2013
年的《鋼鐵俠3》，這也是中國與好萊塢第一次合
拍票房超十億美元系列電影。在那個合拍片還沒有
成為爛片標誌的年代，這一消息無不振奮著每一個
中國觀眾。
然而，隨後，DMG 不斷熱炒華人明星參演
《鋼鐵俠3》的消息，劉德華、吳秀波、吳京、姚
晨、劉燁、陳道明都曾流傳過進組的消息，最終在
2013年1月份，還有不到四個月影片就上映的日子
，才最終確定了王學圻和範冰冰的加盟消息。
然而，臨近《鋼鐵俠3》上映之時，才最終曝
出，《鋼鐵俠3》在內地是有著王學圻、範冰冰大
量戲份的特供版，特供版比海外公映版本長了4分
鐘。《鋼鐵俠3》之後，迪士尼中國和漫威也宣布
中斷與DMG的任何合作，從此之後，漫威的所有
電影都沒有任何第三方公司參投製作。
總體而言，漫威宇宙在第二階段雖有略有波
折，但是借著《復聯 1》在內地的大爆，solo 電影
總體都比前作有了較大的提升。《雷神2》比前作
票房翻了 3.5 倍，《美國隊長 2》比前作票房翻了
10 倍，《銀河護衛隊》和《蟻人》更是在延期超
過 2 個月的情況下，取得了 6 億左右的票房成績。
《復聯2》14.64億的票房也成為內地影史引進片第
三名。
進入第三階段的漫威電影宇宙，在內地的票房
逐漸進入穩定模式。從2014年的《美國隊長2》開
始，到2018年的《黑豹》截止，8部漫威超級英雄
solo 電影都是穩定在 6-8 億這個標準區間裏，而在
《復聯3&4》之後，《蟻人2》《驚奇隊長》《蜘蛛
俠：英雄遠征》等片的票房也節節高升，甚至能夠
取得近15億的票房成績。
從《鋼鐵俠》到《蜘蛛俠：英雄遠征》，這其
中除了2008年環球影業發行的《無敵浩克》小幅虧
損之外，其余項目皆實現了票房盈利。漫威影業用
一部又一部品控良好的電影，證明了其在中國強大
的吸金能力，被稱為好萊塢中國第一IP並不過分，
已經對前幾年曾經頗具分量的「侏羅紀世界」、
「變形金剛」、「速度與激情」實現了票房碾壓。
而《復仇者聯盟4》42.5億的票房成績，在海外更是

一舉打破《阿凡達》的影史票房紀錄，問鼎全球電
影票房寶座。然而在2019年下半年達到最巔峰的漫
威影業，也從次年開始了由盛轉衰之路。

疫情沖擊，漫威布局被打亂
2020年3月，原定於5月公映的《黑寡婦》率
先撤檔。
而與新冠病毒影響其他好萊塢A級商業大片的
檔期不同，這次《黑寡婦》的撤檔不僅僅是一個獨
立事件，還將繼續影響未來兩年包括《獵鷹與冬兵
》《永恒族》《旺達· 幻視》《尚氣》《洛基》在內
的幾乎所有漫威項目。
也正因如此，原定 2020-2022年的漫威項目，
整體向後延期了1年-1年半。
而漫威電影的延期，相比其他好萊塢商業片
有著更大的影響，這在於漫威電影的相通性，正
如同《速激10》不會在《速激9》之前上映那樣，
被影迷戲稱為「漫威連續劇」的漫威電影宇宙具
有極高的連接性，這種相通性對於兩部貌似沒有
關聯的電影也尤其重要。從之後的項目也能看出
，美劇《獵鷹與冬兵》和《黑寡婦》之間的彩蛋
起了沖突。由此我們也能看出，無論是漫威電影
還是劇集，整個鏈條是早就布局好的，上映順序
不能輕易改變。
漫威的遭遇也是目前全球電影面對疫情時，最
典型的一個案例，在新媒體勢力不斷侵蝕院線電影
的當下，漫威作為其中最堅挺的勢力還能支撐多久
？離開了鋼鐵俠與美國隊長的漫威電影宇宙才剛剛
開始，新的問題又不斷浮現水面。這些問題目前仍
然沒有答案，也可能無法回答。
而除了疫情之外，漫威本身的品控也出現了
問題。如果說2020年之前，漫威每年只有2-3個電
影項目，那麼 2021 年之後，漫威的項目則直接翻
倍，平均每年都會有 3-4 個電影項目還有 3-4 個網
劇項目。
而漫威總裁凱文· 費奇一方面被盧卡斯的星球
大戰分了一部分心思，另一邊還要面對迪士尼集團
新任總裁鮑伯· 查佩克全面倒向流媒體的政策，承擔
漫威本身與迪士尼之間黏合劑的角色，種種外部條
件也終於讓這個漫威金牌製片人分身乏術。《黑寡
婦》《永恒族》的口碑都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問題，

B6
漫威今年第三部電影《永恒族
》本周起在全球各大影市陸續公映
。而該片的中國內地檔期，目前依
舊杳無信息。
2019 年 6 月 中 國 內 地 公 映 的
《蜘蛛俠：英雄遠征》到現在已經
兩年零五個月過去了，在這期間，
多部漫威電影都因為各種原因被拒
之國門外。目前來看，本片會和
《黑寡婦》《尚氣》一樣，徹底無
緣中國內地市場。
連續兩年內地票房掛零，這與
2019 年漫威在中國內地豪取近 70
億的票房成績形成了巨大反差。面
對疫情反復、政策限製、審美隔閡
等多項障礙，漫威在中國的市場還
能剩下多少呢？

而網劇口碑更是褒貶不一。漫威第四階段開局的三
部影片，口碑和票房很難說有一部實現了雙贏，這
是在以往任何時候都不曾出現的。
而他一路既往最放心，每年票房穩定增加的中
國市場，也在2020年之後，徹底變了一個模樣。

漫威中國票房要掛零到什麼時候？
在2019年7月舉辦的聖疊戈漫展SDCC上，漫
威影業總裁凱文· 費奇官宣了 5 部院線電影與 5 部
Disney+劇集，其中就包括第四階段重點布局的亞裔
超級英雄《尚氣》。
然而在尚氣以及其背後角色所自帶的種種「乳
化」風波以及迅速發酵的輿論，也給漫威第四階段
開局就蒙上了一層陰影。
今年3月底，《黑寡婦》放棄院線獨發，選擇
院線網同步公映。也幾乎在同時，被全網封禁的奧
斯卡最佳影片導演所執導的《永恒族》，也都傳出
了不能順利公映的消息。
而在今年8月，被內地觀眾寄予厚望的漫威大
作《黑寡婦》，卻迎來了「送審被斃」的消息。作
為漫威第四階段的第一部電影，《黑寡婦》的上映
可謂是命途多舛。從去年5月到11月、再到今年5
月、7月，《黑寡婦》一共經歷了三次改檔，最終
在7月9日北美院網同步上線，而海外大多數市場，
享受到了院線獨發的待遇。沒成想，《黑寡婦》最
終竟會無緣內地公映，也成為近年來罕見的好萊塢
大熱的非限製級影片無緣中國內地公映的情況，上
一部獲得此待遇的影片，還要追溯到2016年的第一
部《自殺小隊》。
而緊接著，北美定檔9月的《尚氣與十環傳奇
》以及定檔11月的《永恒族》，連續三部電影都復
製了《黑寡婦》的命運。
為什麼連續三部漫威電影送審都被斃，考慮到
目前我國的審查製度，並沒有任何官方說法，我們
也無法進行任何猜測。不過可以明顯感覺出，2020
年以來，迪士尼與官方的關系不再密切。
即便不屬於漫威影業本部的《毒液2》，其內地
檔期也一直處於遙遙無期狀態，而備受漫威粉絲以及
影迷期待的《蜘蛛俠：英雄無歸》從目前的進口片形
勢來看，提前或者同步北美公映的概率較低，或許只
能等到明年1月甚至更晚才能夠獲得公映機會了。

韓寒發長文匯報《四海》進度 辟謠該片轉售投資份額
11 月 3 日，随着电影《四海》新预告发布，
导演韩寒发长文，汇报该片的进展工作，同时
辟谣网上《四海》转售投资份额等消息。
韩寒表示《四海》的剪辑工作已经基本完
成，现在片长 120 多分钟左右。数百个特效镜头
正在制作中，还有一两场不牵涉到主演的戏没
有拍完，将在十一二月把这些努力完成。
他也辟谣网上《四海》转售投资份额等消
息，表示《四海》虽然制作成本不小，但出品
方都有能力与信心把这个片子做好，盈亏自担
，绝不会出现在外界向他人进行筹款，兜售，
溢价售卖所谓份额等行为。
韩寒原文：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这是我们《四海
》的最新一支预告片“少年阿耀奇遇记”，再
下一支预告片时，应该就是正式的长预告了。

宣发的同事们也好奇我会写什么样的文案，但
好像除了一些我们之前也常用的“热血，燃爆
，笑中带泪，泪中带笑”这种在电影行业被用
到的烂俗已经没什么公信力的词，好像一时也
想不出又不哗众取宠但又不落俗套的。最终这
一版本的短预告，我们的字卡是“亲情友情，
也许爱情”，也算不得妙。花哨的话不多说，
我想直接向大家汇报一下进展工作。
剪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现在片长两个小
时（120 多分钟）左右。数百个特效镜头正在制
作中，有一定难度但进展顺利。声音制作和音
乐创作同时在进行。还有一两场很简单的不牵
涉到主演的戏因为季节原因没有拍完，我们将
在十一二月把这些努力完成。这是《四海》这
部片子现在的情况。我们的拍摄周期很长，为
了好看的景和光影以及制作的精细，拍了将近

六个月，其中因为南方疫情也停机了一两次，
感谢各位演员朋友和主创同事给了《四海》这
么多耐心，也感谢各方对疫情的科学防控，让
我们还能继续创作。
电影中文名叫《四海》，我也不好说他们
算是纵横四海了，还是漂泊四海了，是四海一
家了，还是四海为家了。各自的命各自追寻吧
。英文名，叫《only fools rush in》。那天我正
好听到猫王的一首歌，唱到：“wise men said，
only fools rush in，but I……”。“智者说，只
有傻子才会陷进去呢，但是我……”。我就把
中间那句带走了。
这 支 预 告 Cue 了 11 月 11 日 后 全 国 上 映 的
《扬名立万》，由刘循子墨导演，我监制。每
次我看到《扬名立万》里的尹正和本煜，我都
完全会忘了他们还是《飞驰人生》里的孙宇强

和《乘风破浪》里的罗力了。足以见得《扬名
立万》的引人入戏。一部好电影预售刚开启，
谢谢大家的支持，观影也请注意防护。
最后，我们常会看到在网上《四海》转售
投资份额等消息，也发过一些声明和律师函，
都没什么效果。我借着这个机会再说一遍，我
们《四海》，虽然制作成本不小，但我们几个
稳定合作的出品方都有能力与信心把这个片子
做好，盈亏自担，绝不会出现在外界向他人进
行筹款，兜售，溢价售卖所谓份额等行为。今
年大家都经历很多，快到年底，每份收入都来
之不易，我们官 V 也会一起和大家工作，防止他
人被骗。
汇报有点长，下次再有实际的内容再和大
家同步。谢谢对电影的关心。《四海》———
热血，燃爆，笑中带泪，泪中带笑。

娛
樂新聞
香港娛樂

●責任編輯：樓軒閣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6

2021年11月8日（星期一）

星期二

2021年11月9日

Tuesday, November 9, 2021

B7

吳君如出席五百場謝票活動不言苦

《媽媽的神奇小子》
中美電影節

獲電影節 金天使獎

《懸崖之上》
《中國醫生》

●吳君如笑言
得獎最重要多
謝自己。

●導演尹志文
希望電影為更多觀
眾帶來正能量。
眾帶來正能量
。

香港
文匯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第 17 屆
中美電影節和中美電視節 5
日在美國加州洛杉磯拉開帷
幕，數百名中美影視界人士及
政府官員等通過線上線下結合
方式參加了在喜來登酒店舉行
的開幕式暨“金天使獎”頒獎
典禮。
本屆電影節和電視節共收
到超過 600 部參展作品。張藝
謀執導的電影《懸崖之上》和
劉偉強執導的電影《中國醫
生》分別入選本屆電影節開幕
式和閉幕式電影。《懸崖之
上》、《中國醫生》等 10 部電
影獲得本屆電影節“金天使
獎”。《覺醒年代》等 10 部電
視劇獲得本屆電視節“金天使
獎”。《狂野時速 9》、《哥斯拉大戰金剛》
以及《爆機自由仁》被評為最受中國觀眾歡迎
的美國電影。
今屆電影節和電視節期間，組委會邀請中
美主流影視機構共同舉辦多場影視合作高峰論
壇、通過“雲端”圍繞影視作品如何推動國際
文化傳播與交流、後疫情時代中美影視合作的
機遇與挑戰等話題進行交流，上百家中美影視
公司將入駐影視“雲市場”洽談業務合作。由
於疫情持續，主辦方將在官方線上展映平台面
向美國觀眾推出公益展映專區。

﹁

奪兩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由真人真事改編，故事講述香港殘
奧金牌得主蘇樺偉與媽媽“蘇媽”的母子關係和奮鬥事跡的電影《媽
媽的神奇小子》，自今年 8 月在港上映至今已向 3,000 萬港元票房邁
進，並代表香港角逐第 94 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主角之一的
吳君如更在今屆“中美電影節”（Chinese American Film Festival）榮獲

媽
的
偉
最佳女主角，電影同時獲得大獎“金天使獎”，以表揚這一部優秀影
樺 項。
蘇
演 角獎
片。吳君如又表示總共去了 500 場謝票活動，並沒有感到辛苦。
扮 主
如
君 佳女
吳
●
獲最
媽榮
美電影節是由多間美國娛樂及媒體機構
即是我！”
於美國洛杉磯聯合舉辦之華語電影節，
冀更多人認識傷殘運動員
至今已舉行至第十七屆，電影節旨在推動中美
電影人之間的文化交流，過去亦曾有不少香港電影及演
君如續稱：“我更加想多謝導演尹志文，他堅持了
員獲獎，吳君如於電影中演出蘇媽角色，在今屆中美電
十年，要拍這部改編自蘇媽及蘇樺偉的感人故事，我更加
影節奪得“最佳女主角”獎項，君如也拍攝短片分享得
要多謝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更加要多謝一班很優秀的演
獎感受和向觀眾、台前幕後及大會致謝。
員，不過今次是有點可惜，這部電影沒有在美國的影院上
君如在短片中說：“這是一部好神奇的電影，由 8
畫，我也沒機會飛過來與你們謝票，但不緊要，電影已經
月中上畫到現在仍未落畫，由開始上畫當日開始，我們
在Netflix上架，北美的觀眾都可以看到，我在這裏向大家
總共去了 500 場謝票活動，很多人問我為何要這麼辛
先謝票，返去幫我看看齣戲，還要無限loop不斷播，到時
苦，原因是難得有一部電影這麼有感染力，很多觀眾看
Netflix數據愈高，大家便多些中文片看了。”
完後都不捨得離場，還要喊着多謝我們拍了一部這麼好
導演尹志文收到“金天使獎”獎狀時也十分開心，
的電影，我很感恩可以為這部電影謝票，我亦更加感
他表示：“這是該片在北美得到的首個電影獎項，和可以
恩，這部戲仍未落畫，你們已經給我獎
代表香港參加奧斯卡金像獎一樣令人
●香港殘奧金 振奮，我們希望這部電影可以走得更
項，多謝中美電影節，多謝各位評審，
牌得主蘇樺偉 遠，為更多觀眾帶來勵志的訊息和正
聽講這個獎項很重，我還有一個人是很
的故事獲搬上 能量，讓更多人認識這些永不
想多謝的，她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大銀幕。
物，就是這部電影的監製……
言棄的傷殘運動員。”

中

﹂

由
●張藝謀執導的
《懸崖之上》是抗日戰
爭時期的諜戰懸疑片。

●關禮傑一家人亮相節目
關禮傑一家人亮相節目。
。

父女檔亮相《男神廚房》
關禮傑終圓男神夢
傑哥就稱有幸參與《男神廚房》其中一
集，屆時父女檔會再出現，也實現他當男神的
心願。
鄭俊弘去年與何雁詩結婚後，因疫情關係
延至 7 日結婚一周年才補辦喜宴，早前他到美
國做演唱會和度蜜月，已有一段長時間不在
港，回來接受隔離後已為新劇《法證先鋒 V》
開工。
問 到 婚 宴 上 有 什 麼 表 演 節 目 ， Fred 笑
道：“近日都和兄弟姊妹過流程，大家都覺
得似演唱會多過擺酒，好熱鬧，我和朋友都
會上台唱歌，差不多每道菜都有一個表
演。”
笑指 Fred 要預吃打底以免餓壞，他說：
“都預告了沒得吃，會打底，不過我都是唱幾
首歌。”
Fred 透露已邀請《流行經典 50 年》的樂手
團隊到場助陣，因為他們擅長任何歌曲彈奏，
屆時也有點唱環節，不排除他與太太會一起上
台唱歌娛賓。

鄭
●俊弘表示補辦喜宴，將會似演唱會多過擺酒。

香 港
文匯報訊（記者
達 里 ） 鄭 俊 弘
（Fred） 、 關 禮 傑 （ 傑
哥）、關楓馨、薛家燕、肥媽等
人 5 日晚參與《思家大戰》錄影，傑哥
一家四口總動員上陣，表示第一次全家人上
節目，希望氣氛會好一些，心理負擔也少一
些，因為不用練歌綵排，玩遊戲可以嘻嘻哈哈
較輕鬆。
關楓馨謙稱不是玩遊戲高手，因她在外國
長大，腦海中習慣以英文來思考，要花時間翻
譯成中文，而且家人不可以提場，傑哥也認同
女兒弱點在中國傳統歷史和金庸、古龍等小
說。
笑問關楓馨喜歡上遊戲節目還是做《男神
廚房》，她說：“兩個節目都有不同，遊戲可
以跟家人一起，《男神廚房》就可以看男
神。”

傷
受
重 拍攝
嚴
戲 暫停
拍
角 擬將
主
女 豹 2》
《黑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文芬）
漫威英雄電影《黑豹》
（Black Panther）早前開拍續
集，由於男主角查特域克保斯曼
（Chadwick Boseman）已在 2020 年不幸
因癌症病逝，“黑豹妹”Letitia Wright 直接
變成續集主角。
據外媒報道，《黑豹 2》這部新
片將暫停拍攝，因主演 Shuri 的
圭亞那女星 Letitia Wright 8 月
底於波士頓片場受傷，她當時
在拍攝一場涉及吊鋼絲的戲
份，傷勢嚴重。她於 9 月前往英
● Letitia Wright 拍戲
國倫敦治療休養至今。
受重傷真當黑。
受重傷真當黑
。
據消息指，導演Ryan Coogler已
經拍完了劇組所有可能在沒有Letitia Wright的情況下進行
的戲，製作也將在11月下旬停工，進行重新調整，計劃在明
年初恢復拍攝。

巴西鄉謠歌手Marilia Mendonca
開秀前墜機身亡 終年26歲
香港文匯報訊 巴西 26 歲人
氣鄉謠歌手 Marilia Mendonca 6 日搭乘小飛機前往演唱
會場地時，在東南部發生墜
機意外身亡，與她同機的經
理人與助理也都罹難。截稿
前還不清楚墜機原因。
●Marilia Mendonca
據悉，墜機地點在巴西東
已成巴西鄉謠音樂的
南部 Minas Gerais。其經理人公 指標性人物
指標性人物。
。
司在聲明中說，她的唱片製作人
Henrique Ribeiro、助理 Abicieli Silveira Dias Filho 與機
上的正副駕駛機師也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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