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
Tuesday, November 30, 2021

張瑞張瑞
瑞源保险事务所負責人瑞源保险事务所負責人
Benefons Insurance ServicesBenefons Insurance Services
近近2020年行業經驗年行業經驗,,前美國保險行業副總前美國保險行業副總

代理代理8080++家家AA級保險公司級保險公司

高口碑高性價比高口碑高性價比,,免費比價專業咨詢免費比價專業咨詢

汽車汽車//房屋房屋//醫療醫療//紅藍卡紅藍卡//商業商業//人壽年金人壽年金

電話電話﹕﹕214214--937937--42874287 中文直線中文直線﹕﹕214214--971971--80268026
微信微信﹕﹕1214971802612149718026

電郵電郵: info@benefons.com: info@benefons.com

人物風采人物風采



BB22
星期二       2021年11月30日       Tuesday, November 30, 2021

德州本地新聞

麻省總醫院又發現全球第二個艾滋病自愈患者麻省總醫院又發現全球第二個艾滋病自愈患者
為治愈艾滋病提供可能路徑為治愈艾滋病提供可能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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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上週上週

感恩節假期感恩節假期，，週五因為週五因為COCO--
VID-VID-1919新毒株的消息引發新毒株的消息引發
了人們對經濟可能重新封鎖了人們對經濟可能重新封鎖
的擔憂的擔憂，，股市經歷了兩個月股市經歷了兩個月
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尤其尤其
石油股和航空股石油股和航空股。。疫情和政疫情和政
策的不確定性仍對近期市場策的不確定性仍對近期市場

的平靜構成了可信的風險的平靜構成了可信的風險。。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道瓊斯工業
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489934899點點（（週跌幅週跌幅22%%，，年漲幅年漲幅1414%%），）， 標標
普普 500500 指數收盤指數收盤 45954595 點點（（週跌幅週跌幅 22..22%%，，年漲幅年漲幅
2222..33%%），），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1549215492點點（（週跌幅週跌幅33..55%%，，
年漲幅年漲幅2020..22%%）。）。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歷史上歷史上，，感恩節後的股市表現不錯感恩節後的股市表現不錯。。自自19501950年以年以
來來，，標普標普500500指數超過指數超過8080%%的時間都在感恩節後上漲的時間都在感恩節後上漲
，，1212月平均漲幅月平均漲幅11..55%%。。感恩節與黑色星期五標誌著感恩節與黑色星期五標誌著
假日購物熱潮的開始假日購物熱潮的開始。。雖然今年供應鏈中斷可能會一雖然今年供應鏈中斷可能會一
定程度上限制購物選擇定程度上限制購物選擇，，但分析師認為整體假日消費但分析師認為整體假日消費

支出將出現健康增長支出將出現健康增長。。全國零售聯合會全國零售聯合會 (NRF)(NRF)預測預測，，與與20202020年年
相比相比，，今年的假日銷售額將增長今年的假日銷售額將增長 88..55%-%-1010..55%%。。

最新數據顯示最新數據顯示，，美國消費者個人儲蓄率為美國消費者個人儲蓄率為 77..55%%（（儲蓄佔可儲蓄佔可

支配收入的百分比支配收入的百分比），），這是過去這是過去2525年以來的第三高儲蓄率年以來的第三高儲蓄率。。雖雖
然這與疫情大封鎖期間然這與疫情大封鎖期間（（消費者無法消費消費者無法消費））的峰值相比大幅下降的峰值相比大幅下降
，， 但儲蓄率仍顯著高於但儲蓄率仍顯著高於 66..55%% 的長期平均水平的長期平均水平，，這將推動消費者這將推動消費者
支出增長支出增長。。此外此外，，工資增長率為工資增長率為 44..22%%，，是自是自 20072007 年感恩節以年感恩節以
來的最高水平來的最高水平，，為消費提供了額外的動力為消費提供了額外的動力。。強勁的消費是金融投強勁的消費是金融投
資市場增長的利好因素資市場增長的利好因素。。

勞動力短缺對經濟仍然是一個不利因素勞動力短缺對經濟仍然是一個不利因素，，而新的而新的COVID-COVID-1919
毒株可能帶來的限制會擴大這種錯位毒株可能帶來的限制會擴大這種錯位。。然而然而，，上週報告的就業數上週報告的就業數
據顯示據顯示，，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創下疫情后新低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創下疫情后新低。。隨著我們進隨著我們進
入入 20222022 年年，，勞動力市場將繼續走強勞動力市場將繼續走強，，失業率預計會從目前的失業率預計會從目前的
44..66%% 進一步下降進一步下降。。自自 19501950 年以來年以來，，當感恩節時失業率低於當感恩節時失業率低於
44..55%% 時時，，次年消費支出次年消費支出（（佔佔 GDPGDP 的的 7070%%））平均增幅為平均增幅為 33..11%%，，
次年標準普爾次年標準普爾 500500 指數的平均漲幅為指數的平均漲幅為 55..44%%。。

儘管上週五市場對疫情的最新發展做出了負面反應儘管上週五市場對疫情的最新發展做出了負面反應，，但最近但最近
市場情緒的鐘擺一直處於樂觀區域市場情緒的鐘擺一直處於樂觀區域，，這反映在這反映在 20212021 年僅出現過年僅出現過
一次單日一次單日 55%% 的回調和全年遠高於平均水平的股市漲幅的回調和全年遠高於平均水平的股市漲幅。。在美聯在美聯
儲開始減少貨幣刺激措施的同時儲開始減少貨幣刺激措施的同時，，疫情新毒株威脅重新出現疫情新毒株威脅重新出現，，市市
場在明年也許不如去年和今年如此樂觀場在明年也許不如去年和今年如此樂觀。。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牛市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牛市
即將消亡即將消亡，，而是隨著我們前進而是隨著我們前進，，近期異常低的股市波動和近期異常低的股市波動和 2020%%
以上的年收益不會被複製以上的年收益不會被複製。。

2021年12月1日是第34個“世界艾滋病日”，我國今年宣
傳活動主題為“生命至上，終結艾滋，健康平等”。艾滋病由感
染艾滋病病毒（HIV）引起的，HIV是一種能攻擊人體免疫系統
的病毒。它把人體免疫系統中最重要的CD4T淋巴細胞作為主要
攻擊目標，大量破壞該細胞，最終使人體喪失免疫功能。

前不久麻省總醫院、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醫學院下的拉貢研
究所（Ragon Institute ）發現了世界上第二例未經治療就自我痊
癒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他是世界上第二個在沒有服用
抗病毒藥物，也沒有接受過骨髓移植的情況下，完全憑自身免疫
系統清除體內艾滋病病毒，實現自我痊癒的人，這為治療艾滋病
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徑。

艾滋病在感染過程中，HIV將其基因組拷貝放入細胞的DNA
中，形成了一個病毒庫。在這種情況下，病毒能有效地躲避抗
HIV藥物和身體的免疫反應。在大多數人身上，新的病毒顆粒不
斷地從這個病毒庫中產生。抗逆轉錄病毒療法（ART）可以阻止
新病毒的產生，但不能消除病毒庫，因此需要每天進行治療以抑
制病毒。

有些人被稱為控制者（elite controllers），他們的免疫系統
能夠在不需要藥物的情況下抑制HIV病毒。儘管他們仍然擁有能
夠產生更多HIV病毒的病毒庫，但一種稱為殺手T細胞的免疫細
胞可以在不需要藥物的情況下抑制病毒。

醫學博士徐宇（Xu Yu）是麻省總醫院、麻省理工學院和哈
佛醫學院下的拉貢研究所（Ragon Institute ）的成員，他一直在
研究精英控制者的HIV病毒庫。她的研究小組確認了一名患者的
基因組中沒有完整的HIV病毒序列，這表明她的免疫系統可能已
經消除了HIV病毒庫——科學家稱之為滅活療法。徐宇的團隊對
這個稱為“（San Francisco Patient）舊金山病人”的數十億個
細胞進行測序，尋找可以用來製造新病毒的任何HIV序列，而沒
有發現任何一個。這一非同尋常的發現刊登在2020年《Nature

》期刊，是第一個報導的已知的無需幹細胞移植的滅活治
癒的案例。

徐宇的小組現在報告了第二個未經治療的HIV感染者
，被稱為Esperanza（埃斯佩蘭）病人，與舊金山病人一
樣，在超過11.9億個血細胞和5億個組織細胞的測序中沒
有發現完整的HIV基因組。這份發表在《Annals of Inter-
nal Medicine》（內科學年鑑）上的報告可能代表了第二個
滅活治癒的實例。

"這些發現，特別是第二個案例的確定，表明可能有一
條可操作的路徑，為那些無法自行進行滅活治癒的人提供
治療路徑。"徐宇表示，她也是麻省總醫院的一名內科研究
員。
她進一步解釋說，這些發現可能表明這兩名患者共有的特
定殺傷性T細胞反應在驅動這種反應，其他艾滋病毒感染
者也有可能實現這種滅活治愈。如果研究人員能夠理解這
種反應的免疫機制，他們也許能夠開發出治療方法，教會
其他人的免疫系統在感染HIV的情況下模仿這些反應。

徐宇補充道：“我們現在正在尋找通過接種疫苗在接
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的患者中誘導這種免疫的可能性，目
的是教育他們的免疫系統能夠在沒有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的
情況下控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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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宇博士
麻省總醫院、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醫學院下的拉貢研究所
（Ragon Institute of MGH）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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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盧森堡隊的倪夏蓮和莎拉盧森堡隊的倪夏蓮和莎拉··德納特一路過德納特一路過
關斬將挺進世乒賽女雙四強關斬將挺進世乒賽女雙四強。。她們在四分之一的比賽中表現十分她們在四分之一的比賽中表現十分
出色出色，，戰勝了印度的巴特拉戰勝了印度的巴特拉//卡瑪絲組合卡瑪絲組合，，挺進四強挺進四強。。

在今天在今天（（1111月月2828日日））的半決賽中的半決賽中，，她們遇到了強大的中國她們遇到了強大的中國
選手選手，，她們進入決賽的夢想被王曼昱和孫穎莎擊破她們進入決賽的夢想被王曼昱和孫穎莎擊破。。中國選手以中國選手以
毀滅性的方式拉開了半決賽的序幕毀滅性的方式拉開了半決賽的序幕，，以以1111--44，，1111::33連勝兩局連勝兩局。。
倪夏蓮和德納特的高光亮點出現在第叁局的比賽中倪夏蓮和德納特的高光亮點出現在第叁局的比賽中，，並設法抓住並設法抓住
這個局點機會這個局點機會，，但歐洲女雙還是錯失良機但歐洲女雙還是錯失良機，，因為王曼昱和孫穎莎因為王曼昱和孫穎莎
保持冷靜保持冷靜，，不慌不忙不慌不忙，，沉著應戰沉著應戰，，以以1414--1212結束比賽結束比賽。。

由於世乒賽沒有叁四名決賽由於世乒賽沒有叁四名決賽，，因此倪夏蓮和德納特已經確保因此倪夏蓮和德納特已經確保
了一塊女雙銅牌了一塊女雙銅牌。。這也是倪夏蓮時隔這也是倪夏蓮時隔3838年之後再一次站上世乒年之後再一次站上世乒
賽的領獎台賽的領獎台。。

在在20212021休斯頓世乒賽的賽場上休斯頓世乒賽的賽場上，，受到關注的並不僅僅只有受到關注的並不僅僅只有
實力超群的中國選手實力超群的中國選手，，這位這位5858歲的前中國乒乓老將也成了焦點歲的前中國乒乓老將也成了焦點
人物人物，，她曾經是中國乒乓球隊的一員她曾經是中國乒乓球隊的一員。。

19831983年的世乒賽上年的世乒賽上，，倪夏蓮是中國隊獲得女倪夏蓮是中國隊獲得女
團冠軍的主力隊員團冠軍的主力隊員，，並和郭躍華合作拿到了混雙並和郭躍華合作拿到了混雙
金牌金牌，，並且也得到了女雙銅牌並且也得到了女雙銅牌。。

倪夏蓮和德納特在本屆世乒賽上獲得女雙銅倪夏蓮和德納特在本屆世乒賽上獲得女雙銅
牌牌，，也是盧森堡曆史上的第一塊世乒賽獎牌也是盧森堡曆史上的第一塊世乒賽獎牌。。

賽後倪夏蓮表示賽後倪夏蓮表示，，雖然自己創造了盧森堡乒雖然自己創造了盧森堡乒
乓球的曆史乓球的曆史，，但她首先還是要感謝以前的中國老師但她首先還是要感謝以前的中國老師、、教練教練，，以及以及
祖國對她的培養祖國對她的培養。。她說她說：“：“真沒有想到真沒有想到，，3838年之後還能站上領年之後還能站上領
獎台獎台，，這是我做夢都沒有想到過的這是我做夢都沒有想到過的。。現在現在，，我在盧森堡被載入史我在盧森堡被載入史
冊了冊了，，不是代表我一個人不是代表我一個人，，是代表我們中國人是代表我們中國人。。我永遠是一個中我永遠是一個中
國人的形象國人的形象，，所以我覺得很光榮所以我覺得很光榮，，也很自豪也很自豪。。乒乓球可以打到這乒乓球可以打到這
個份上我們真的很幸福個份上我們真的很幸福，，我很感謝我很感謝，，也很感恩也很感恩。”。”

隨著出國熱的浪潮隨著出國熱的浪潮，，19891989年年，，倪夏蓮出國倪夏蓮出國，，並於兩年後定並於兩年後定
居盧森堡居盧森堡。。她的丈夫湯米她的丈夫湯米--丹尼爾森既是她的教練丹尼爾森既是她的教練，，也曾經是她也曾經是她
的搭檔的搭檔。。她在歐洲多年共叁次獲得歐錦賽單打冠軍她在歐洲多年共叁次獲得歐錦賽單打冠軍，，叁次歐洲十叁次歐洲十

二強賽冠軍二強賽冠軍。。
倪夏蓮表示在休斯頓享受了一段童話般的旅程倪夏蓮表示在休斯頓享受了一段童話般的旅程，，原計劃提前原計劃提前

打道回府打道回府，，沒想到挺進了四強沒想到挺進了四強，，要站在領獎台要站在領獎台，，只能等到世乒賽只能等到世乒賽
結束結束。。

賽後孫穎莎表示賽後孫穎莎表示：“：“我們很高興能重返世錦賽決賽我們很高興能重返世錦賽決賽，，無論面無論面
對哪個對手對哪個對手，，我們都會努力展現最好的表現我們都會努力展現最好的表現。”。”

陳夢和錢天一對陣日本選手伊藤美誠和早田希娜陳夢和錢天一對陣日本選手伊藤美誠和早田希娜22::33失利失利，，
明天王曼昱和孫穎莎對陣伊藤美誠和早田希娜爭奪女雙冠軍明天王曼昱和孫穎莎對陣伊藤美誠和早田希娜爭奪女雙冠軍。。

5858歲老將倪夏蓮掛帥世乒賽歲老將倪夏蓮掛帥世乒賽
過關斬將挺進半決賽失利獲銅牌過關斬將挺進半決賽失利獲銅牌

攜手同行合作共贏
中德高端製造峰會赴四年之約

時序小雪，古越之都——浙江紹興

寒意漸深，萬裏之外的萊茵河亦冰花待

放，恰如世界經濟同此涼熱。

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同舟共濟

方能行穩致遠。聚焦新挑戰新機遇，11

月27日，中德高端制造峰會將再次于紹

興市越城區開啓對話，共謀爲全球供應

鏈産業鏈穩定注入新動力。

起而行之，無懼風雨。從2018年伊

始，每年的“古越之約”，不僅生動刻

畫了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方向路徑，

也敘寫著中德兩地制造業攜手發展、互

利共贏的一段佳話。

高端對話順勢而啓
架起合作共贏橋梁
回溯至三年前，2018年12月1日，

2018中德高端制造峰會首次在紹興啓幕

。彼時，全球經濟複蘇乏力，制造業成

爲備受關注的話題。

一頭牽著德國優質技術和産業，一

頭連著機遇無限的中國市場，恰逢時宜

的中德高端制造峰會頗受期待。

“合作共贏，是因爲沒有一個産業

可以閉門造車，高端制造業更是如此。

”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民建中央原

常務副主席馬培華出席並致辭說。

合作共贏也成爲此後曆屆中德高端

制造峰會的主旋律。

鏡頭，定格下這樣的瞬間——

德國弗勞恩霍夫機電系統設計研究

所科學自動化部門專家Dr.Christian Hen-

ke出席時說，德國技術需要更大的市場

，中國希望繼續學習德國的創新技術，

“此次峰會對續寫德中之間的成功故事

很有意義。”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顧佩華認爲，中

德兩國智能制造深度合作將不止改變兩

個國家的制造業，改變的將是全球制造

業格局。

歐洲科學院院士漢斯· 烏思克爾特表

示，在整個世界都需要進行轉型的時期

，希望德中兩國一定要攜手，共同合作

，讓兩國的民衆獲益，讓全世界共同獲

益。

每年的中德高端制造峰會也成爲探

路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導航器”。

文字，記錄下這樣的閃光點——

“智能制造就要把人工智能技術應

用到機械以及整個制造業的設計、加工

、裝配、服務等環節。”中國工程院院

士、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副理事長譚建榮

爲中國企業轉型升級指明新路徑。

“‘隱形冠軍’關鍵一點就是要專

注于産品與技術。”“德國隱形冠軍之

父”赫爾曼· 西蒙支招中國制造：專注、

創新、國際化。

三年間，超 50位中外專家院士

通過中德高端制造峰會碰撞智慧、啓

迪思路，爲中德制造合作探尋“有效

之道”。

跨越萬裏“牽手”
詮釋同舟共濟行穩致遠
2020年是充滿不確定性的一年，卻

也是無比“命運與共”的一年。

突如其來的疫情爲世界經濟帶來衝

擊。作爲世界兩大經濟體，中德在穩定

全球供應鏈産業鏈的作用至關重要。

當年12月，肩負著新課題的中德高

端制造峰會如約開啓。中德嘉賓以“高

端制造智聯德國”爲主題，尋找破局之

道和發展機遇。

峰會首次設立了德國線上分會

場，德國嘉賓通過線上參會、路演、

簽約、演講，擁抱率先複蘇的中國

市場。

變局當前，再創新局。此次峰會也

將中德高端制造合作交流推向新的高

度。會上，德國駐上海總領事歐珍博士

表示：中國經濟率先恢複對德國是重要

機會。

誠如其所言，疫情阻隔了相會的距

離，但隔不斷合作的步伐。經過近50年

的攜手同行，德國已成爲對華出口和投

資規模最大的歐洲國家，中國也已成爲

德國全球最大貿易夥伴。

與此相對應的是，峰會成果也在逐

年遞增。浙江中德創新科技産業園區

（籌）揭牌成立、德國石荷州經濟技術

促進中心戰略合作簽約、共建浙江國際

創新設計與智造研究院、數十個德國項

目意向簽約……三年間，中德兩國在紹

興實現多渠道、全方位深化交流合作，

諸多成果相繼落地。

2021年，世界經濟試圖“重啓”。

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之下，如

何貫徹落實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

借助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和産業變

革，以自主科技創新爲主要發展動

力，探尋新機遇？2021 中德高端制

造峰會開幕在即，中德嘉賓將共赴

四年之約。

此次峰會首次設立德國線下分會

場。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駐華代

表何若白 (Robert Herzner)，德國聯邦

前總統克裏斯蒂安· 武爾夫，德國工

程院院士、德國國家工業 4.0 科學委

員會成員吉塞拉· 蘭紮，中國工程院

院士、天津大學校長金東寒等專家

學者將通過線上線下，圍繞“高端

制造高質量發展”分享真知灼見。

中國主會場還將進行優質德國項目

意向簽約，推動中德高端制造合作

提質升級。

從最江南到最前沿
“洞見”古今中國
中德高端制造峰會連續三年紮根紹

興，也讓這座江南曆史名城步入開放前

沿，以嶄新風貌進入國際視野。

紹興市主要領導表示，紹興不僅是

一座人文底蘊深厚的千年古城，亦是一

座以制造業爲主體，不斷邁向高端制造

、智能制造的工業強市。

從2018年的“中德企業對接洽談專

場交流會”到2019年“中德項目需求對

接座談會”，在中德高端制造峰會的加

持下，紹興正成爲中德制造合作、制造

業轉型發展的模範生。

爲推動紹興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智

能化升級提供人才支撐，中德高端制造

峰會著力推動校企合作，以專家智庫賦

能地方發展。

繼越城區人民政府、濱海新區管委

會與天津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共建浙江國

際創新設計與智造研究院，在本屆峰

會上，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將與天津大

學浙江國際創新設計與智造研究院進

行關于智能制造技術技能培訓基地簽

約。

三年間，中德高端制造峰會也爲世

界透見新時代的中國打開了一扇窗。從

越城區集成電路小鎮到生物醫藥産業園

，再到迪蕩湖、魯迅故裏，曆屆峰會考

察期間，德方嘉賓由制造業産業走進千

年古城的“煙火氣”中，感受中國的深

厚底蘊和發展成就。

海納百川，大道致遠。三年間，中

德高端制造峰會形式在變，初心不變；

面孔有變，期待不變。

據悉，2021中德高端制造峰會由紹

興市人民政府主辦，浙江省經信廳、浙

江省商務廳支持，越城區人民政府、紹

興濱海新區管委會、中國新聞社浙江分

社、紹興市經信局、紹興市商務局、天

津大學浙江國際創新設計與智造研究院

承辦，中國民主建國會浙江省委員會、

浙江省國際投資促進中心、德國石荷州

經濟技術促進中心、德國EASIA GmbH

、德中文化技術交流促進會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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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健康飲食

1519年11月。这一年是阿兹特克祭

司们认定的第一个芦苇年，在这一年四

月的第九个风日，西班牙人乘着美洲原

住民见所未见的大船从尤卡坦半岛东部

登陆。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提特

兰城里，国内动乱内忧外患中的国王蒙

特祖马二世（Monctesuma II），决定亲

自接见这群皮肤惨白满脸卷须，手持奇

怪兵器的不速之客。

国王深信，他们就是羽蛇神奎扎尔

卡特（Quetzalcoat）派来的使者。阿兹

特克人的预言传说中，羽蛇神被对手流

放后，驶向了大洋，并承诺会在芦苇年

第九个风日里，身穿闪亮盔甲回归，向

敌人复仇，夺回失去的国土。仇视国王

的各个部族在古老预言的感召下开始欢

心鼓舞，一个又一个流言飞快地在帝国

各地传播。

黄金圣杯中热气腾腾，蒙特祖马二世

再次啜饮了一大口苦味的Chocoltl，在泡

沫的芬芳中感觉到了勇气和智慧的降临。

巧克力前传

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殖民者埃

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率领

西班牙军队入侵阿兹特克帝国。

表现西班牙人在阿兹特克帝国受到

迎接的现代绘画，来自Architect of the

Capitol | Wikimedia Commons

尽管弄不清楚羽蛇神使者的真实意

图，“精明”的蒙特祖马二世相信，开

门待客应当一脸真诚，除了向西班牙人

送上了精美的礼物，蒙特祖马二世还款

待科尔特斯饮用一种自己深爱的苦味热

饮。这种被阿兹特克人称为Chocoltl的

饮料，来自于一种叫“可可”的种子，

能让人感到兴奋，在阿兹特克人的语言

中，它的意思是“苦水”或“苦饮料”

。阿兹特克人相信，可可树是生命之树

，可可豆是羽蛇神带给人类的礼物。

与科尔特斯把臂言欢共进晚餐，蒙

特祖马二世深信，可可与水、辣椒和玉

米粉混合出的Chocoltl是自己的聪明才

智的源泉，一个被帝国臣民顶礼膜拜的

活着的神，用这种神的食物用来款待羽

蛇神的使者正合时宜。

多年以后，科尔特斯在笔记中写道

：“这种饮料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东西，

也是你能喝到的任何东西中最重要的食

物，因为喝了一杯这种液体的人，无论

走多远，都可以一整天不吃任何其他东

西。”后来，Chocoltl有了一个耳熟能详

的名字，chocolate，巧克力。

可可树

巧克力来自于可可（Theobroma ca-

cao）的果实。在阿兹特克帝国，能做苦

味热饮的可可豆极具价值，阿兹特克人

甚至用可可豆作为货币。

可可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热带

地区，学名由现代植物分类之父林奈命

名，可可属的学名Theobroma来自古希

腊语，由上帝（Theo）和食物（broma）

组成，意思就是“神的食物”，种名ca-

cao来自于美洲印地安人对这种植物的

称呼。

可可是一种树冠繁茂的常绿乔木。

可可树可以终年开花结果，每朵花只开

一天，每朵小花有5枚宿存的长披针形

萼片包围着5枚淡黄色的反卷的花瓣，5

枚线状的退化雄蕊张牙舞爪的样子让可

可的小花造型略显夸张。可可树的花量

极大，无数的小花排成聚伞花序，在树

干和较低的主枝上成群开放，吸引着它

们的知己，针尖大小的可可蠓。

通过蠓的传粉，可可的果实在树干

和树枝上发育，在数千朵花中，只有大

约40个左右的椭圆形果实最终会发育成

熟，大约经过半年时间，从淡绿色变成

深黄色或橙色。每个果实里大约有30-50

颗卵圆形咖啡色，如豆子般的种子，周

围覆盖着白色的粘质的果肉。

可可的果肉酸甜可食，早在4000多

年前就被生活在南美热带地区的古代奥

尔梅克人和玛雅语玛雅人等种族食用，

不过，可可豆却是分外的苦涩，根本无

法直接食用。可可豆的奥妙被奥尔梅克

人、玛雅人和阿特泽克人认识和掌握以

前，古代的印地安人并不了解巧克力的

滋味。

巧克力的滋味

只有经过自然发酵、烘烤、磨成糊

状、加入各种香料后，可可豆

才能变成让人愉悦的巧克力饮

品。在埃尔南•科尔特斯之前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

topher Columbus）等先行探险

者已经在新大陆沿岸的当地人

那里品尝过了这种饮料，但他

们对神的饮品并没有什么敬意

，加入了辣椒粉的巧克力热饮

对欧洲人而言，接受起来太辛

苦。

深入到阿兹特克帝国心脏

的科尔特斯十分狡猾，热情又

愚蠢的国王助长了西班牙人的

贪婪和野心，科尔特斯时时记

着他的神圣使命：把天主教带

到新大陆的“未开化”地域。

科尔特斯要的是巨大的财富、

黄金和珠宝、还有阿兹特克帝

国的土地和奴隶。

15世纪末，教皇亚历山大

六世（Alexander VI），西班牙

人罗德里格•波吉亚（Rodri-

go Borgia）颁布了《托尔德西

拉斯条约》，把位于子午线西

的一切土地的所有权和发现权

给予西班牙。如果新世界的土

著人能够皈依天主教，西班牙王国可以

把新世界的任何土地据为己有。

品尝过了Chocoltl，抛弃羽蛇神使者

的身份正是时候。科尔特斯实施了斩首

行动，300多名西班牙士兵、16匹新大

陆从未见过的马和4门小炮，绑架了蒙

特祖马二世。尽管阿兹特克人不断反抗

，但西班牙人利用了阿兹特克人的内部

矛盾，最终攻占了特诺奇提特兰城，彻

底摧毁了阿兹特克文明。

科尔特斯并没有忘记巧克力热饮的

奇妙滋味，他将阿兹特克人巧克力热饮

的方式带回了欧洲。用蔗糖和蜂蜜重新

调味，很快，巧克力热饮风靡了欧洲。

无比热爱巧克力的蒙特祖马二世，

此生再无机会品尝改良后的巧克力滋味

了，第二年，蒙特祖马二世被自己曾经

的臣民杀死。国王并不清楚，在阿兹特

克祭司们认定的第一个芦苇年的第九个

风日，西班牙人即将登陆墨西哥海岸，

船上飘扬着这样的横幅：

“兄弟们，伙伴们，让我们带着真

正的信仰，追随十字架的标志，我们将

征服它。”

正宗的巧克力，是要加辣椒的

可可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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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昨晚昨晚，，20212021休斯頓世乒賽混雙決賽產生休斯頓世乒賽混雙決賽產生
第一枚金牌第一枚金牌，， 中國隊中國隊““0000後後””混雙組合王楚欽混雙組合王楚欽//孫穎莎以孫穎莎以33比比00
擊敗日本隊張本智和擊敗日本隊張本智和//早田希娜早田希娜，，首度捧得世乒賽混雙冠軍獎杯首度捧得世乒賽混雙冠軍獎杯--
赫杜塞克杯赫杜塞克杯。。

首度參加世乒賽混雙項目就摘下金牌首度參加世乒賽混雙項目就摘下金牌，， 2121歲的國乒主力王歲的國乒主力王
楚欽向所有人表示感謝楚欽向所有人表示感謝。。

中國隊年齡最小中國隊年齡最小，，同為同為2121歲的歲的““小魔王小魔王””孫穎莎表示孫穎莎表示，，混混
雙是奧運會比賽項目雙是奧運會比賽項目，，對於她和王楚欽來說對於她和王楚欽來說，，是新的開始和新的是新的開始和新的
挑戰挑戰。。她說她說：“：“我們在混雙項目付出了很多我們在混雙項目付出了很多，，這枚金牌是我們最這枚金牌是我們最
美好的開始美好的開始。”。”

她在剛剛結束的女單二分之一比賽中她在剛剛結束的女單二分之一比賽中，，44--11輕取王藝迪輕取王藝迪，，挺挺
進決賽進決賽。。
樊振東挺進男單決賽樊振東挺進男單決賽

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東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東44--11輕取梁靖崑輕取梁靖崑，，挺進男單決賽挺進男單決賽。。
本次世乒賽本次世乒賽，，國乒在男單項目上抽簽不利國乒在男單項目上抽簽不利，，四名選手同在樊四名選手同在樊

振東駐守的上半區振東駐守的上半區。。內戰早早來襲內戰早早來襲，，樊振東樊振東11//88決賽就遇到了隊決賽就遇到了隊

友王楚欽友王楚欽，，樊振東樊振東44--22取勝取勝。。 11//44決賽決賽，，樊振東遇到隊友林高遠樊振東遇到隊友林高遠
的挑戰的挑戰，，在先輸一局的情況下連扳四局在先輸一局的情況下連扳四局，，闖進四強闖進四強。。梁靖崑梁靖崑44比比
33逆轉巴西名將雨果逆轉巴西名將雨果，，與樊振東會師半決賽與樊振東會師半決賽。。

首局首局，，樊振東輕松掌控局面樊振東輕松掌控局面，，取得取得99--22的絕對領先的絕對領先。。之後梁之後梁
靖崑追了幾分但效果不明顯靖崑追了幾分但效果不明顯，，樊振東樊振東1111比比55先下一城先下一城。。

第二局第二局，，雙方比分膠著上升至雙方比分膠著上升至44--44，，隨後樊振東連得七分隨後樊振東連得七分，，
沒給梁靖崑反擊餘地沒給梁靖崑反擊餘地，，1111--44輕松帶走第二局勝利輕松帶走第二局勝利。。

第叁局第叁局，，梁靖崑開始進攻梁靖崑開始進攻，，但樊振東都能及時給予回應但樊振東都能及時給予回應，，兩兩
人緊咬著比分人緊咬著比分，，從從66平一直糾纏到平一直糾纏到99平平。。樊振東正手進攻拿到局樊振東正手進攻拿到局
點點，，之後在多次推拉中他再次得分之後在多次推拉中他再次得分，，1111比比99，，樊振東把總比分擴樊振東把總比分擴
大為大為33比比00，，拿到賽點拿到賽點。。

第四局第四局，，樊振東開局出色樊振東開局出色，，絕路的梁靖崑被迫暫停絕路的梁靖崑被迫暫停。。梁靖崑梁靖崑
加強進攻連拿加強進攻連拿33分分，，雙方戰成雙方戰成77--77。。之後之後，，梁靖崑梁靖崑1010--77獲得局獲得局
點點，，樊振東追上樊振東追上11分後失誤送分分後失誤送分，，梁靖崑梁靖崑1111--88扳回一局扳回一局。。

第五局第五局，，兩人交替領跑兩人交替領跑，，在在66比比55領先後梁靖崑連得領先後梁靖崑連得22分分。。
之後樊振東緊緊追分之後樊振東緊緊追分，，比分來到到比分來到到99--99。。1111平後樊振東反拉連得平後樊振東反拉連得

22分分，，以以1313--1111鎖定勝局鎖定勝局，，進入決賽進入決賽。。
在決賽中在決賽中，，樊振東將對陣樊振東將對陣1919歲的瑞典小將歲的瑞典小將、“、“八邊形戰士八邊形戰士

””莫雷加德莫雷加德。。
陳夢夢碎大滿貫陳夢夢碎大滿貫

在在20212021休斯頓世乒賽女雙半決賽中休斯頓世乒賽女雙半決賽中，，陳夢陳夢33--44遭王曼昱逆遭王曼昱逆
轉轉，，無緣決賽無緣決賽！！

陳夢是當今世界第一陳夢是當今世界第一，，也是奧運會的新科女單冠軍也是奧運會的新科女單冠軍。。這次如這次如
果她能在本屆世乒賽奪得女單冠軍果她能在本屆世乒賽奪得女單冠軍，，陳夢將超越張繼科陳夢將超越張繼科，，創造史創造史
上最快大滿貫紀錄上最快大滿貫紀錄。。不過奧運之後不過奧運之後，，陳夢狀態並不好陳夢狀態並不好，，本屆世乒本屆世乒
賽表現不佳賽表現不佳，，頻繁失誤頻繁失誤。。綜合來看綜合來看，，王曼昱是目前狀態最好的國王曼昱是目前狀態最好的國
乒球員乒球員，，此前全運會也曾擊敗陳夢此前全運會也曾擊敗陳夢。。本次世乒賽本次世乒賽，，國乒女隊發揮國乒女隊發揮
出色出色，，55人全部闖入人全部闖入88強強，，其中王藝迪擊敗伊藤美誠其中王藝迪擊敗伊藤美誠，，陳夢連勝陳夢連勝
日本選手平野美宇和石川佳純日本選手平野美宇和石川佳純，，國乒強勢包攬女單國乒強勢包攬女單44強強。。

王曼昱和孫穎莎將進入今天王曼昱和孫穎莎將進入今天（（1111月月2929日日））女單冠軍爭奪戰女單冠軍爭奪戰
的決賽的決賽，，誰將稱王誰將稱王，，我們拭目以待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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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接種疫苗進
入公共處所護己又護人，還有助香港跟內地
和國際順利恢復正常通關進程。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譚耀宗27日表示，日後免檢疫到內
地的人士相信必須已接種疫苗，估計“安心
出行”加強版技術商討已近尾聲。香港特區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則認為，“疫苗護
照”是很多國家地區採取的政策方向，若香
港的接種率達八九成，才有信心對海外通
關，香港需要透過鼓勵市民打針，創造正常
通關條件，以復甦香港經濟。

譚耀宗出席一個公開場合時表示，特區
政府設立“疫苗護照”的構思仍在初步商討
階段，相信日後已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士出入
處所會較為方便，藉此動員及呼籲市民接種
疫苗。

他相信，接種疫苗將會是日後免檢疫進
入內地的條件之一，但由於不能完全強制市
民接種疫苗，特區政府仍要努力進一步推
廣。“若整體接種率高，香港會更安全。”

至於香港與內地健康碼對接準備工作方
面，譚耀宗表示，特區政府正加強“安心出

行”應用程式的功能，包括到內地前14天到
訪的地方有無確診記錄，使正常通關的工作
更容易銜接，估計技術上已商討得七七八
八，待中央政府最後確定。

陳智思：接種率高利對內外復關
香港日前出現兩宗確診個案帶有新的變

異病毒株，但譚耀宗相信對兩地恢復正常通
關的影響輕微，“特區政府已馬上推出措施
禁止非洲部分地區的旅客來港，相信能夠阻
止可能帶有病毒的人士來港，不會影響（正

常）通關進度太多。”
陳智思回應“疫苗護照”構思時表示，

很多國家及地區都朝“疫苗護照”的方向鼓
勵市民接種，他還引述專家指疫苗接種率愈
高，愈有利與內地及國際正常通關，“如果
不接種疫苗似乎不可以解決疫情，所以很多
國家（及地區）都走向這方向，雖然香港這
一刻沒有（疫苗護照的）要求，相信一定要
將疫苗接種加大力度，很多專家說去到八九
成才有信心開關讓海外國家（的旅客）來
港。”

他相信，“疫苗護照”將會有一個推展
的過程，強調特區政府無意強迫市民，只是
市民進入部分處所將會有不同的防疫要求，
包括是否已打針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香港特
區政府研究擴大“疫苗氣泡”，日後市民
除前往食肆用餐，到健身室、體育場所做
運動外，到美容院接受美容服務，也可能
需最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多位體育及美
容業界人士27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由於目前仍有三成市民未打針，估計
措施一旦實行，初期生意或減少三成甚至
一半，待市民習慣以及覺得確有需要前往
這些處所時，客量才會回升。他們建議特
區政府以身作則，先在政府設施推行“疫
苗氣泡”，以及放寬部分防疫措施。

盼實施後放寬限制
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李粵

閩表示，全港仍有三成市民未接種疫苗，
以此推算，當措施實行後，客量將相應減
少三成，但他估計影響屬短暫，待市民習
慣並有確切需要到場所做運動時，客量自
然會回升。目前，健身中心連教練在內，
每一訓練小組或課堂不得超過4人，他希
望實施“疫苗氣泡”後可進一步放寬有關
規定。

他認為，美國多個區域也有“疫苗氣
泡”的規定，都先在政府設施內實行，起
帶頭和示範作用，此舉可讓私人機構了解
到運作順利，使私人機構也不抗拒實行相
關措施，故建議特區政府仿效美國的做
法。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主席許慧
鳳相信，若“疫苗氣泡”措施實行，客量
或減一半。她表示，現時美容院仍需遵守
不少防疫規定，包括每一個被分隔的服務
範圍不得超過4人，員工需每14天進行一
次核酸檢測等，若日後新措施推行，盼防
疫規定也可作相應放寬。

譚耀宗料“安心”2.0商討近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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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香港特區政府正研究擴大“疫
苗氣泡”的可行性，考慮要求進入所

有餐飲業務處所及表列處所的人士都要最少
打一針，即包括各類食肆、健身室、戲院、
博物館、主題公園、美容院等，而因健康理
由無法打針者可豁免。

有消息人士解釋，有關措施提供市民打
針的誘因，盼盡快推出有助提升接種率，尤
其是長者，因為萬一再爆疫，長者出現重症
的風險較高，粗略推算重症入院的長者逾萬
人，醫院未必能負荷，接種疫苗料可將重症
長者入院人數減至數以百計。

聶德權：有利通關內外
聶德權27日回應有關消息時表示，政

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曾提出有關想法，特區
政府也正研究這個議題，相信稍後會有交
代。他解釋，現在香港的疫苗接種率僅七
成，只達到階段性目標，有需要推高接種
率至八成以上，才有利香港跟內地和國際
恢復正常通關。環顧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已

採取此做法，而在人多或高風險地方，政
府要求區分對待有打針和無打針市民，是
自然、正常的做法，“因為不打針市民所
造成的影響，可能要其他已打針的人埋
單。”

“疫苗氣泡”早已推出，其中D類食
肆早已要求同枱三分之二顧客已打一針，
金記控股旗下逾九成食肆都有加入D類食
肆。該公司高級市務及營運系統經理陳俊
銘27日帶香港文匯報記者參觀其中一間D
類食肆，“我哋一般將舖面分成CD區，D
區在初期是比較冷清，因市民的接種率較
低和不習慣，但隨着疫苗接種率日增，最
近D區尤其是中菜部分時有爆滿，因為這
區每枱可以坐更多人，較受鍾意高朋滿座
的客人歡迎，而且營業時間較長。”

陳俊銘表示，金記作為最早加入D類
食肆的公司之一，是因為認為“疫苗氣
泡”有助香港防疫，而近月疫情受控的事
實亦證明相關觀點。對於政府有意要求所
有食肆“變全Ｄ”，他相信初期或會有短

暫的“低迷期”，但目前難以估計生意額
跌幅，待市民習慣後生意才會再度回升。

盼小童豁免循序漸進
陳俊銘指出，金記對全港食肆“變全

Ｄ”持正面態度，但亦希望特區政府釐清客
人疑慮，包括兒童會否有豁免：“3至11歲
都未有得打疫苗，如果無豁免，好多有小朋
友嘅家庭都唔會出嚟食飯。”他續說，期望
政府可在過年後才實施新措施：“12月中後
期已經有好多人訂咗位做冬，目前已有六成
訂座率，如果政府突然擴大‘疫苗氣泡’，
好多人都未必打得切針。”

他又建議特區政府可循序漸進地實
施，比如一開始仍要求同枱三分之二人須
打一針，之後同枱四分之三人須打一針，
最後才是全部人都須打一針；而政府亦應
做好相關配套，如升級“安心出行”應用
程式，以方便食肆檢查食客的接種記錄：
“嘟QR code同時顯示針卡，唔使轉版面
去出示針卡。”

香港積極創造與

內地恢復正常通關的

條件，除收緊檢疫、

檢測及個案追蹤措施

外，疫苗接種率必須大幅提升。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聶德權27日承認，政府正研究擴大“疫苗氣泡”，要求

所有食肆、健身室、戲院等顧客最少須打一針疫苗才能進

入。打針才能進入食肆堂食並非新鮮事，目前的D類食肆已

要求同枱三分之二顧客已打一針。最早成為D類食肆的金記

控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分享經驗表示，初期人流的確較

為冷清，但隨着整體接種率日增，生意時有爆滿，故支持所

有食肆“變全Ｄ”，並建議升級“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做到一嘟QR code同時顯示針卡”，但同時建議特區政府在

過年後才循序漸進實施，讓市民適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高俊威

金記先飲頭啖湯 倡掃碼即見針卡
疫苗氣泡研擴大 全港食肆變全D

��(���
●● 香港飲食業界希望香港飲食業界希望““疫疫
苗氣泡苗氣泡””擴大後擴大後，，小童可小童可
以豁免掃碼以豁免掃碼。。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疫苗氣泡疫苗氣泡””措施正措施正
研究在食肆等表列處所研究在食肆等表列處所
強制使用強制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陳俊銘陳俊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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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要重拍鐵道兵的故事？
時隔這麽多年，為什麽還要重拍鐵道兵的

故事呢？

一方面，盡管《鐵道遊擊隊》的故事對於

上一輩觀眾來說家喻戶曉，但是對於現如今年

輕一代的觀眾來說，或許並非那麽熟悉。然而

，歷史不應該被遺忘，鐵道兵的英勇事跡也應

當被廣泛流傳，激勵後人。因此，讓這群抗日

英雄們，以及那個年代的革命精神在當下年代

發揮出新的歷史意義，尤為重要。

另一方面，與曾經的電影以及電視劇版的

《鐵道遊擊隊》不同，這部《鐵道英雄》並非

由劉知俠的同名長篇小說改編而成，而是取材

於隸屬八路軍第115師的「魯南鐵道隊」的真

實抗戰事跡。這種做法，既是對歷史的尊重，

也是對經典的重塑，更能拉近觀眾與曾經那個

時代的距離。

從這兩點來看，《鐵道英雄》不單單是為

了向經典致敬，呼喚起觀眾們的愛國情懷；更

重要的，是要讓現在的觀眾們去了解歷史，尊

重歷史，緬懷歷史，乃至去設身處地地理解前

輩先烈們，並從他們的英勇事跡中，去體會到

戰爭的殘酷，以及如今生活的來之不易。

呼喚時代記憶，激發民族情緒，代表了國

產戰爭片全新精良水準的《鐵道英雄》，無疑

肩負得起這樣的責任和情懷。

回看過去，《戰狼2》《紅海行動》《長

津湖》等一系列戰爭動作片的口碑票房雙豐收

，證實了戰爭片類型在國內電影市場上所具備

的廣泛受眾和巨大商業潛力，而《鐵道英雄》

中高燃硬核的戰爭動作場面，同樣也讓它躋身

於優秀戰爭類型片的行列中。激燃的視聽音效

和戰爭場面、抗日戰爭的時代背景、鐵道兵奮

勇剿殺日寇的故事，這些元素都充分做到了內

心情感和觀影體驗的雙向共振。

另外，《鐵道英雄》也是一部能夠強烈引

發觀眾觀影情緒的視效戰爭大片。

無與倫比的美學意識，環境氛圍的烘托，

這些都賦予了影片風格化的氣質。在文戲方面

，人物展現出強烈的內心情感，無論是老王與

鍋爐工石頭、老洪與小護士之間建立羈絆，還

是他們密謀完成革命任務，都讓人無比動容。

而宏大的戰爭場面，一方面展現殘酷無情的一

面，令人看得揪心；另一方面各種近身肉搏和

槍械火拼，又看得人腎上腺素激增，熱血奔騰

，恨不得和這些鐵道英雄們一起上前殺敵，炸

鐵道劫物資。

極強的沈浸感與代入體驗，也讓觀眾們充

分感受到了那個年代人們的家國情緒，以及頑

強拼搏的革命精神。這一點無論歷經多久時間

的洗禮，都永遠不會褪色，對於現代人而言更

是尤為受用。

他們為什麽來演鐵道小分隊？
要想展現那個年代的歷史風貌，以及鐵道

兵們的時代精神，演員的表演是至關重要的。

本片由張涵予和範偉兩位實力派「影帝」

聯袂出演，飾演片中的老洪和老王。導演楊楓

表示在創作劇本時，腦海中就已經浮現了這二

位的形象。他們是全片的兩個靈魂人物。不僅

性格上要互相補充，同時還要展現出角色豐富

的層次感。

張涵予飾演的「老洪」自不必多說。老洪

是片中鐵道隊的領導者和決策者，同時也是親

力親為的執行者，他的身上不僅有一個革命英

雄具備的「硬漢」體質，同時也流露出「硬漢

」背面的一絲細膩柔情。可以說張涵予的銀幕

形象與老洪這個角色形成了完美貼合，甚至可

以說老洪這個角色是他過往銀幕「硬漢」形象

的一種延續。

回顧張涵予的銀幕形象，從《智取威虎山

》裏飆黑話打虎的剿匪戰士楊子榮、到《中國

機長中》強忍嚴寒安全迫降的中國機長劉長健

；從《中國醫生》裏拖病體不認輸堅持在一線

的抗疫院長張競予、再到《鐵道英雄》裏伏擊

敵寇身先士卒的抗日英雄「老洪」。變化的是

他的性格樣貌，不變的是他始終如一奉獻他人

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而範偉飾演的「老王，在片中從一開始以

「漢奸」形象示人，對日本人點頭哈腰笑臉相

迎；隨著劇情的發展，他真實的臥底身份公開

，臉上的表情也從最初阿諛奉承的笑，變成不

屑甚至帶有嘲諷的笑。

為了展現人物的神態轉變，導演在片中將老

王的形象設計成一個始終拎著酒瓶醉醺醺的「醉

漢」形象。酒能遮臉，更能掩飾人物內心的緊張

和不安情緒，這樣的處理豐富了老王這個人物更

加深刻和復雜的層次感，也賦予了這個人物完整

的弧光，範偉的表演更是惟妙惟肖。

老洪和老王只是那個時代下的普通勞動人民

，卻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一眾抗戰鐵道兵的英勇

群像。從他們身上不僅能看到角色自身的獨特個

性，同時也是那個逝去時代的光輝寫照。

在眾演員的保駕護航下，影片譜寫了一曲

以少勝多的勝利凱歌，也讓這場抗戰史上的偉

大奇跡，在歷經半個多世紀後重新煥發出新的

生機和歷史含義。

為什麽如今更該看《鐵道英雄》？
除了在情緒上引爆觀眾的共鳴，演員表演

上讓觀眾產生代入感，影片在製作階段更是付

出了大量的心血。

細節反復打磨，製作考究精良，為的就是

要讓如今的觀眾代入到歷史中，去感受屬於那

個年代的環境氛圍和人物的情緒狀態。這種電

影工業化水準的絕佳體現，不僅更符合當下觀

眾的審美，也是過往所有關於鐵道兵題材的影

片中看不到的。

據導演透露，影片有1/3都是棚拍完成，

為了盡可能還原歷史年代的氛圍感以及鐵道兵

的工作狀態，導演在北京最大的棚裏按照1:1

的比例搭建了一個真實的火車模型。從整個火

車的形式樣貌，到火車內部的裝飾設計，甚至

到火車表面塗漆的顏色和斑駁的暗痕，都盡可

能做到有史可依有跡可循，不僅要與當時的年

代感相貼合，同時還要與整部影片的美學風格

保持一致。

至於外景的部分，也是通過整個劇組「平

地起高樓」搭建而成。為了實現導演的美學設

想，整個劇組的美術部門在開機前就已經工作

了好幾個月，AB兩組共同施工，既要確保棚

拍的室內部分符合年代氣息，同時也要確保外

景戲不會受到現實的自然環境等方面的影響。

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整個劇組都付出了巨大

的努力，精良打磨呈現出的視覺體驗和細節張

力，更是還原了屬於那個時代的精氣神。

除了服化道方面，影片在整體的影像呈現和

美學風格上也可謂是頗具一格。雪白凜冽的大地

，鉛灰色的天空，泥濘漆黑的工廠，肅殺落寞的

黑白灰主色調凸顯出畫面的層次感，不僅展現惡

劣的環境，更襯托人物內心的情緒。而在這樣的

基礎上，不論是人物臟兮兮的臉龐和外套，還是

手指甲縫裏摳不掉的汙垢，都在側面展現抗戰的

艱苦不易，以及人物內心的堅韌卓絕。

綜合看來，影片對於這樣一個紅色經典進行

了重塑，在情緒和題材上引起廣大觀眾的共鳴，

讓當下的觀眾感受到昔日的歷史情懷和偉大使命

，受到感染的同時也銘記歷史珍惜當下。

同時，通過對於時代場景的還原，以及演

員們精湛的表演，影片更是給觀眾們帶來了強

烈的情感震撼。尤其是在大銀幕觀看時，那種

撲面而來的時代氛圍和美學質感，更是其他體

驗難以替代的。

從映後的一系列評價中，也足見如今的觀

眾們對於本片的認可和肯定。

「雙影帝太穩了！」「被範偉老師一個眼神

弄哭了。」「任誰看了不說一句範偉老師yyds。

」「節奏感真好，自始至終被劇情牽引。」「車

窗上畫黨旗一段情不自禁也想站起來一同宣誓。

」「鐵道英雄們給延續了一整年的愛國情懷畫上

了一個高燃而完整的感嘆號。」觀眾們留下了各

種各樣的好評，不僅了解的歷史，也抒發了情感

。貓淘雙平臺評分分別為9.1和9.0，這些都證明

了本片在多方面取得的鼓勵和成績。

盡管現如今的不少觀眾們，對於鐵道兵的

故事或許已經不那麽熟悉了。但歷史不該被遺

忘！那個年代的民族精神和氣節更應該是後輩

我們去積極繼承和發揚的。而這正是我們仍然

需要《鐵道英雄》這樣的電影的原因。

即便已經過去了這麽多年，鐵道兵的故事

依舊常講常新，在當下的和平年代中，更有著

不平凡的意義。

期待能有更多的年輕觀眾走進影院，觀看

《鐵道英雄》。這不僅僅是一次接觸歷史，了

解歷史，銘記歷史的好機會；同時通過對於英

雄事跡的講述，觀眾們更能夠激發內心的民族

自豪和愛國情緒，感恩先烈，珍惜當下，並啟

迪後人。相信《鐵道英雄》能夠給我們帶來更

多的感動。

為什麽要去影院看這部年度唯一抗戰大片？

「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靜悄悄。」
這首膾炙人口的經典旋律，想必當下的不少年輕觀眾都能跟著哼上幾句。

不過，若要問他們這首歌出自哪裏？又講了一個什麽樣的故事？恐怕有不少人
會支支吾吾答不上來了。

這首出自1956年的電影《鐵道遊擊隊》中的經典曲目《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
》，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觀眾，被廣為傳唱。如今，時隔65年後，在導演楊楓執
導的根據歷史真實抗戰事件改編的《鐵道英雄》當中，片尾請來天王劉德華再次
演唱了這首歌，既是對紅色經典的重塑，也是與歷史的隔空呼應和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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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新城勁爆頒獎禮2021》記者會有半
百歌手亮相，但新城電台與香港音像

聯盟（HKRIA）的合約於去年底屆滿後未有續
約，及至今年9月才達成協議，10月恢復再度派
歌到新城電台，未知是否因為這個原因，屬香港
音像聯盟的華納、環球及Sony Music三大唱片公
司27日均沒派歌手出席記者會。而由於長達10個
月沒派歌，三大唱片公司歌手的歌曲播放率亦大
受影響，也直接影到獎項角逐的機會。

新城知訊台節目總監程凱欣表示勁爆頒獎禮
賽制一向是以播放率及音樂小組作決定，而
HKRIA旗下的歌曲在10月才開始在新城電台播
放，到上周便“截榜”，故播放率上相對是“爭
少少”。但解封後三大唱片的歌手仍缺席支持，
程凱欣表示之前有一直保持溝通，亦有發邀請函
到各大唱片公司，這方面要去問唱片公司才清
楚。會否擔心三大唱片公司的歌手也缺席勁爆頒
獎禮？她表示一直都歡迎所有唱片公司和歌手到
來頒獎禮。至於今年會頒發多少個獎項？程凱欣
指會頒大約50多個獎項，數目會因應過去一年
音樂上的種類或特別情況作出微調。

軒仔自嘲“樂壇關愛座”
張敬軒（軒仔）上台領獎時，高舉獎項向現

場大班粉絲揮手答謝，他受訪時表示很開心得
獎，因27日沒預期會有獎，結果卻收到了“禮
物”。談到部分唱片公司早前才解決版稅問題，
10月才有歌派到新城，令軒仔得獎呼聲更高，軒
仔直言跟新城一直合作無間，亦互相支持，他認
同由年頭開始播放率高得獎成數也高，但個人及
創作獎項應與播放指數沒太直接關係，相信較有
資歷的歌手，在市場認受性方面會把握大一點。

提到他入圍叱咤《我最喜愛男歌手》五
強，以一敵四新人，他自嘲自己是“樂壇
關愛座”：“好開心今年樂壇

氣氛好熱鬧，多新

人新單位，反令自己似學嘢多一點，不會恃老賣
老。”問他這“關愛座”可以再坐多久？他說：
“長江後浪推前浪，好似新陳代謝般，我以前也
是小鮮肉，前浪推了上沙灘，再落下來變回後
浪，最重要憑作品講說話，有心思、新意就有熱
度，市場也會buy，這局面也等了很久，而且無
嘢係一定負面的。”軒仔更不想固步自封：“不
想攬住往績就印印腳，要捉緊自己的夢想，會與
一班新人般熱血，一起追夢，再有做新人的感
覺，不想做耐了就是但去做。”他讚今年樂壇的
新人，能令行業的水準提高，屬良性影響。

媽咪煮糊仔似水泥石屎
至於軒仔父母早前抵港，媽咪取代“遮遮”

(工人姐姐）位置照顧他起居飲食，軒仔苦笑又
無奈表示一日三餐菜式比“遮遮”更爆，似足分
子料理，其中一日早餐是用黑豆、芝麻、亞麻籽

和核桃煮成糊狀，似水泥和石屎，他雖然有畀面
試食，仍忍不住反問媽咪不要當他無牙，不過爸
爸要吃的更加入紅菜頭呈啡紫色似食物中毒般，
也只好祝福爸爸要保重！

鄭欣宜27日出席勁爆頒獎禮記者會時有點見
暈，她苦笑是因為女性每月發生的事情發生了，
所以感覺有點暈和比較疲累。談到27日寰亞有馮
允謙、ANSONBEAN及她三位歌手出席，算是
唱片公司中最多歌手撐場，欣宜也感覺犀利和勁
揪，的確公司花了不少心機和時間為他們製作唱
片。提到有部分唱片公司因版稅問題影響到10月
才派歌到新城，令欣宜增添拿女歌手獎的機會？
欣宜回應說：“無論怎樣，我都以一定會贏的心
態參與頒獎禮，也才對得住份作品！”她表示自
己有獎會非常開心，畢竟去年她簽約寰亞，公司
十分支持和信任她，獎項其實並非她個人的，是
公司整個團隊年尾的一個結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胡鴻鈞（Hubert）26日晚在九展舉行首場演唱
會，他的粉絲更一早在場外布置充滿心思祝賀演唱會成功之氣球擺設。現場星光熠
熠，星夢娛樂行政總裁何麗全及TVB助理總經理（藝員管理及發展）樂易玲，及一眾
藝人朋友到場支持。

Hubert以一身黑紗神秘造型唱出《今天之後》為演唱會揭開序幕，之後演唱多首
經典名作包括《心跳移植》、《到此一遊》及《情人自擾》。他又大晒琴技唱出《明
知故犯》，之後首位嘉賓炎明熹（Gigi）更在他的鋼琴伴奏下出場獻唱，合唱二人的
新歌《愛是帶種缺陷的美》，及分享了不少合作上的趣事。而另一位相識已久的嘉賓
鄭欣宜（Joyce），和 Hubert分享了相識多年的友情點滴，兩人在台上鬥 Rock 合唱
出《分手是常識吧》。不少歌迷均表示希望Hubert在台上脫衣騷肌，經過努力鍛煉之
後，終於十分識做的“找數”給歌迷，看到肌肉充滿線條美的Hubert在勁歌熱舞下，
大家都忍不住狂呼尖叫，表示非常滿意。

在唱至演唱會主題曲《謝謝你的應援》時，Huber終於忍不住留下眼淚，最後在歌
迷的鼓勵下唱完這首歌，再加上encore部分，為現場所有歌迷帶來了一個難忘的晚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王灝兒（JW）、林奕匡
（Phil）及陳柏宇（Jason）27日到
將軍澳為商場開幕活動擔任嘉賓，
三人除了獻唱新曲外，更互相Jam
歌。

JW今年首次以演員身份入圍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1》，入
圍角逐“最佳女配角”、“飛躍進
步女演員”以及歌曲獎多個獎項，
她表示感到開心，但未想過有機會
得獎，對於自己有勇氣走出一步挑
戰做演員感到開心，希望來年可以
繼續推出新歌及拍劇雙線發展。

說到她加入星夢不久，公司又

捧出一班《聲夢傳奇》學員，問到
會否擔心公司資源被分薄？她稱不
擔心，並說：“唔會，公司好願意
畀好大空間去做音樂，好支持我
哋，相信資源唔會分散，可以做到
百花齊放，見到學員有好成績會戥
開心，唔會有做陪襯嘅問題。”

另外，JW的媽媽發現患上乳管
原位癌，她透露媽咪已接受手術，希
望做到根治。

問到會否擔心有遺傳？JW說：
“自己同家姐每年都做身體檢查，覺
得好重要，因為擔心發現得太遲，自
己亦會注意飲食及少飲酒，之前以許
願為由戒牛肉。”

胡鴻鈞首場演唱會騷肌“找數”

《夢斷城西》Stephen Sondheim辭世

JW不憂淪聲夢學員陪襯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新城勁爆頒獎

禮 2021》由於疫情關係，過去兩年只舉行網上頒

獎，今年復辦“實體”頒獎禮，並定於 12月 27

日舉行。前日記者會上，一眾歌手包括張敬

軒、鄭欣宜、許廷鏗、泳兒、馮允謙、菊梓

喬、鄭融、王君馨、谷婭溦、施匡翹、石

詠莉、ANSONBEAN等一同出席，大會更

即場頒發本年度樂壇第一個獎項“勁

爆播放指數歌曲”，由張敬軒的《俏郎

君》奪得，讓他先拔頭籌於樂壇成績表

上有個好開始。而鄭欣宜直言抱必勝心態

來參加頒獎禮。

欣宜抱必勝心態參加頒獎禮欣宜抱必勝心態參加頒獎禮

張敬軒奪樂壇首獎張敬軒奪樂壇首獎
感驚喜

●●軒仔媽咪煮的愛心糊仔軒仔媽咪煮的愛心糊仔，，賣相欠佳賣相欠佳。。

●●軒仔心底其實十分愛錫媽咪軒仔心底其實十分愛錫媽咪。。

●●胡鴻鈞一身肌肉沒胡鴻鈞一身肌肉沒
令粉絲失望令粉絲失望。。●●胡鴻鈞跟鄭欣宜相識多時胡鴻鈞跟鄭欣宜相識多時。。●●胡鴻鈞跟炎明熹同台合唱胡鴻鈞跟炎明熹同台合唱。。

●左起：陳柏
宇、JW及林
奕匡 27 日一
起出席活動。

●鄭欣宜表示以會贏的心
態參與頒獎禮，才

對得住自己的
作品。

●●《《新城勁爆頒獎禮新城勁爆頒獎禮》》
2727日舉行發布會日舉行發布會。。

●●張敬軒憑張敬軒憑《《俏郎君俏郎君》》奪得奪得
““勁爆播放指數歌曲勁爆播放指數歌曲””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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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GMCC萬通貸款正式進駐德州萬通貸款正式進駐德州

【美南新聞王潔】GMCC萬通貸款於上週在德州糖城舉辦了為期
兩日的貸款經紀人培訓，總負責人James Jin、Charles Zhao 和Raymond
Chou親臨現場，為學員答疑解惑，解讀萬通貸款的低利率優勢。

同日下午，GMCC萬通貸款在美南新聞會議室舉辦了商業推介會
。休斯頓商界領袖人物齊聚一堂，共同探討未來的商業合作意向。美
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亞洲商會主席李雄、菲律賓印度和泰國等商業
領軍人物出席了會議。

會議中，大家對萬通貸款的低利率和低首付表現出了濃厚興趣，
並進行了深度探討。據萬通貸款負責人James介紹，他們的特色之處是
為貸款人提供多種貸款項目選擇、為其量身定制，以求達到最優的價
格。

GMCC 萬通貸款銀行是南北加州華人最大的貸款公司（Direct
Lender），是房利美和房地美核准的直接賣家。目前，他們已與近百家
貸款投資機構合作，甚至可以內部審批，直接放款。大額套現高達500
萬美金。

會議中大家還對申請期限進行了交流，據James介紹，公司從申請
貸款到結束，最快十個工作日即可完成。但目前只針對1-4個房屋的貸
款項目，著重開發家庭項目，甚少涉及到商業貸款領域。

（本報記者黃梅子）今天我們采訪
兩位嘉賓，第一位是福遍郡尊敬的警員
達裏爾•史密斯警員，還有一位美麗的
女士莫妮卡是密蘇裏市A區市議員。

（史密斯警員）：很多人說，你可
以遠離政治，但是可以如果你做房地產
和其他生意，那麽政治就無法避免，事
實上，政治是每個生意人都避免不了的
事情。你的生意 如果沒有政治正確的安
全，你就不能在環境中運作。 所以，我
們如何一起工作以增加我們的幸福感呢
？主要的事情之一是，當你考慮公共安

全和企業時，你們都想進入一個安全的
地區，你們都想進入你的企業可以正常
發展的地區，所以警察周圍的公共安全
進入您的業務 ，參加您的商店培訓並向
你們展示你們可能想要尋找的一些東西
以保持安全， 這就是我們密切合作的地
方。

（主持人）：對於密蘇裏市在職的
市議員莫妮卡•羅利女士，我支持她
100 分，因為我覺得她是密蘇裏市理事
會的積極補充，這也是為什麽今天我們
采訪莫妮卡羅利，這樣我們不僅可以為

密蘇裏市做很多事情，而且可以共同保
護和服務本德堡縣的公民。

（莫妮卡議員）大家好，我的名字
是莫妮卡萊利，我很榮幸來到這裏今天
與你們交談，並進行一次精彩的訪問，
並告訴你們一些關於我自己的事情。我
作為本區的納稅人，我已經交了21年的
稅，我在我的家裏養育了七個孩子。當
然，我自己是密蘇裏市的一家小企業主
，所以我一生都在本德堡縣，我喜歡它
，我很期待有機會在電視領域的你們的
支持和幫助下，有機會擔任 A 區的下一
任市議員。我是看著密蘇裏市成長起來
的，當年我搬到那裏時，那裏什麽都沒
有，只有陸地草牛和鹿跑來跑去，我看
著那個社區變成了今天的樣子，所有的
新開發項目我都在那裏，當沃爾瑪剛建
成時，克羅格的 uh 就在那裏，所以現在
我們擁有所有這些基礎設施，我也不幸
地看到了它有點拒絕一些新機會，所以
當機會來臨時，呃，席位空缺。我想說
現在是時候挺身而出了，服務我的社區
，就像我過去 21 年來一直在做的一樣這
樣做，這太好了！所以我的首要任務是
什麽？我的首要任務當然是讓我們的居
民總是感到安全！我們目前的公共安全
部門也是高效和有效的，因此公共安全

是重中之重，以確保我們保持極低的犯
罪率，這樣才能使市民安居樂業。

請看《子天訪談錄》主持人子天和
商業地產經紀人阮丹尼采訪福遍線第二
區警官 Daryl Smith和 德州密蘇裏市A區
市議員 Monica Riley。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子
天訪談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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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天訪談錄子天訪談錄》》----------
專訪福遍郡第二區警官專訪福遍郡第二區警官 Daryl SmithDaryl Smith

德州密蘇裏市德州密蘇裏市AA區市議員區市議員 Monica RileyMonica R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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