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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網特邀美國世界名人網特邀美國seniorsenior乒乓外冠軍乒乓外冠軍、、原安徽同鄉會會長承寧原安徽同鄉會會長承寧
擔任特邀專家全程報導採訪擔任特邀專家全程報導採訪20212021休斯敦世乒賽休斯敦世乒賽。。圖為圖為20212021年年
1111月月2222日日，，備戰世乒賽的中美兩國混雙跨國配對組合備戰世乒賽的中美兩國混雙跨國配對組合，，進行了進行了
首次合練並交換球衣後首次合練並交換球衣後，，承寧采訪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樑及合練承寧采訪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樑及合練
球員後在主賽場留影球員後在主賽場留影。。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323日日--2929日日，，20212021休斯敦世乒賽在休斯頓市休斯敦世乒賽在休斯頓市
中心喬治布朗會展中心盛大舉行中心喬治布朗會展中心盛大舉行，，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
、、亞商會同時成為社區合作夥伴亞商會同時成為社區合作夥伴。。 Be Part of History inBe Part of History in
HoustonHouston在休斯敦深入人心在休斯敦深入人心。。圖為亞商會企業家培訓班成圖為亞商會企業家培訓班成
員員、、平安旅行社負責人展示自己推廣的旅遊產品平安旅行社負責人展示自己推廣的旅遊產品。。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626日日，，德州文藝復興節進入感恩節週五和聖誕主題德州文藝復興節進入感恩節週五和聖誕主題，，世界名人網世界名人網
特邀美國亞洲國際大舞台總策劃兼總導演陳連紅女士再次前往德州文藝復興村特邀美國亞洲國際大舞台總策劃兼總導演陳連紅女士再次前往德州文藝復興村
錄製視頻錄製視頻。。十六世紀歐洲風情十六世紀歐洲風情，，建築和服飾建築和服飾，，各種特色的美食和演出讓陳導流各種特色的美食和演出讓陳導流
連忘返連忘返，，興致所至也盛裝參與其中興致所至也盛裝參與其中，，成為一道德州文藝復興節上的風景線成為一道德州文藝復興節上的風景線。。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929日日，，在喬治布朗會展中心舉辦的在喬治布朗會展中心舉辦的20212021休斯敦休斯敦
世乒賽獲得了圓滿成功世乒賽獲得了圓滿成功。。圖為來自圖為來自HITTAHITTA休斯敦國際乒乓球休斯敦國際乒乓球
學院的小球員們在大賽現場擔任球童的留影學院的小球員們在大賽現場擔任球童的留影。。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323日至日至2929日日，，在喬治布朗會展中心舉辦了為期在喬治布朗會展中心舉辦了為期
一周的一周的20212021休斯敦世乒賽休斯敦世乒賽。。社區合作方之一的中國人活動中社區合作方之一的中國人活動中
心不僅在售票心不僅在售票、、宣傳宣傳、、社區推廣等各方面出力社區推廣等各方面出力，，還特別舉辦還特別舉辦
了中國球迷日了中國球迷日。。圖為中心副執行長圖為中心副執行長、、乒乓晚宴主席乒乓晚宴主席May ChenMay Chen
與粉絲們在事先準備的簽名橫幅上簽名並呈遞給中國乒乓球與粉絲們在事先準備的簽名橫幅上簽名並呈遞給中國乒乓球
代表隊簽名作為永久的紀念代表隊簽名作為永久的紀念。。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929日日，，20212021世乒賽總決賽頒獎儀式上世乒賽總決賽頒獎儀式上，，中國中國
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作為社區合作方代表受組委會之邀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作為社區合作方代表受組委會之邀
為決賽冠亞季軍獲獎選手頒發具有德州傳統意義的牛仔帽為決賽冠亞季軍獲獎選手頒發具有德州傳統意義的牛仔帽
和德州黃玫瑰和德州黃玫瑰Texas Yellow RoseTexas Yellow Rose，，巧合的是巧合的是，，彭梅的微信彭梅的微信
網名沙漠玫瑰網名沙漠玫瑰，，恰好與德克薩斯黃玫瑰互通款曲恰好與德克薩斯黃玫瑰互通款曲，，寓意非寓意非
凡凡。。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323日日--2929日日，，20212021休斯敦世乒賽在休斯頓市中心喬治布朗會展中休斯敦世乒賽在休斯頓市中心喬治布朗會展中
心盛大舉行心盛大舉行，，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亞商會同時成為社區合作夥伴亞商會同時成為社區合作夥伴。。休斯敦休斯敦
芩氏保險芩氏保險、、第一貸款第一貸款、、美聯水泥負責人芩偉文美聯水泥負責人芩偉文Sam ShumSam Shum作為鐵粉在比賽現場作為鐵粉在比賽現場
接受美南電視和世界名人網聯合採訪接受美南電視和世界名人網聯合採訪。。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929日日，，在喬治布朗會展中心舉辦的在喬治布朗會展中心舉辦的20212021休斯敦休斯敦
世乒賽獲得了圓滿成功世乒賽獲得了圓滿成功。。圖為世界名人網記者陳韻梅和網紅圖為世界名人網記者陳韻梅和網紅
主播譚冰冰一起聯合特別專訪大賽主持人主播譚冰冰一起聯合特別專訪大賽主持人M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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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隨著奧密克戎毒株在英國不斷擴散，英鎊對

美元匯率不斷下挫。10日截至第一財經記者發稿

時，英鎊對美元報1:1.3209，位於今年以來低點。

外匯交易商City Index的數據顯示，交易員

所持英鎊期貨總空頭敞口增至9.1萬英鎊合約，

創2019年10月以來最高水平。由於總多頭數量基

本持平，凈空頭敞口已被推至兩年半以來最看跌

水平。

嘉盛集團資深分析師華納（Joshua Warner）在

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奧密克戎毒株在英

國不斷擴散，該國政府加碼防控措施，不僅使英國

經濟復蘇前景暗淡，也影響了市場對英國央行12月

的加息預期。英央行的貨幣政策、英國疫情及經濟

走勢是近期影響英鎊走勢的關鍵因素。

奧密克戎 「發威」
華納認為，近期英鎊持續下挫，首要原因在

於奧密克戎毒株在英國不斷擴散，英國政府加碼

了防疫舉措。

英國衛生安全局9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在過

去24小時，英國新增249例感染奧密克戎毒株病

例，幾乎是前一天新增病例數的2倍。「到12月

底，英國感染奧密克戎毒株的病例數可能會超過

100萬。」英國衛生大臣賈維德表示。

為防控疫情，英國政府再度加碼了防疫舉

措。從 10 日起，英國民眾在劇院、電影院等

多數室內公共場所必須佩戴口罩。下周，英國

民眾也需按要求盡量在家工作，並使用疫苗通

行證。

華納稱，疫情和防疫舉措趨嚴，為英國服務

業前景帶來不確定性。鑒於服務業在英國經濟占

比較重，該國第四季度經濟增速將有所放緩。

市場研究機構IHS Markit的數據顯示，英國

11月服務業PMI指數已有所下降，為58.5，低於

前值58.6。據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測算，英國政

府此番加碼防疫措施，將有可能使該國經濟產出

縮減約2%。

華納進一步表示，對於奧密克戎毒株不斷擴

散、英國經濟增速放緩的擔憂，市場對於英央行

推遲12月加息的預期也隨之升溫。

一項對分析師的調查顯示，在奧密克戎毒株

未出現以前，近70%的受訪者認為英央行將在12

月加息15個基點。但8日的調查結果顯示，只有

54%的受訪者繼續持此觀點。

英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鷹派成員桑德斯本周

甚至表示，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動態，英

央行「靜觀其變」是有意義的。

華納還表示，近期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放

棄「通脹暫時論」，並稱可能將提前幾個月完成

縮減資產購買計劃。這意味著美聯儲將變得更為

鷹派，這也成為了打壓英鎊的另一因素。

後市走勢如何？
展望英鎊後市走勢，華納稱：「英鎊只有收

復跌勢，並突破1.333的阻力位，才有望展開有

意義的反彈，之後應聚焦在1.3370的點位。」

在瑞士信貸首席英國經濟學家普哈尼（Son-

ali Punhani）看來，英央行在2022年初加息的可

能性仍然很大，因為英國當前通脹仍然高企，且

勞動力市場已逐步修復。

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該國10月

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4.2%，漲幅為

2011年11月以來最高。英央行副行長布羅德班特

本周表示，該國CPI在明年4月可能將穩超5%。

此外，該國10月企業在職人數持續增加，至2930

萬，較上月增加了16萬。這意味著，在該國政府

薪資補貼計劃結束後，失業率並沒有上升。

位於英國的外匯研究機構Monex Europe 外

匯分析師哈維（Simon Harvey）認為，英國政府

未來的防疫政策、新冠疫苗普及情況，將影響後

續英國經濟走勢。

牛津大學下屬數據機構Our World in Data的

數據顯示，截至9日，英國接種兩劑疫苗人群占

其總人口68%。

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辦事處主任克盧格近

日表示，接種新冠疫苗對減少重癥和死亡病例仍

然有效，歐洲區域各國應立即行動，采取加大新

冠疫苗接種、推行加強針接種。

此外，哈維還表示，有鑒於奧密克戎毒株目

前不只在英國出現，還要看該毒株對全球經濟的

影響。全球經濟的復蘇進展，將成為觀察英國經

濟復蘇情況的坐標系。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

娃上周表示：「由於奧密克戎毒株的出現及不斷

蔓延，IMF對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可能會下調，這

一毒株增加了我們戰勝疫情的不確定性。」

IMF10月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將增長5.9%，明年

將增長4.9%。

多種因素打壓下英鎊一路跌至年內低點

受中國進口豬肉的影響，歐洲養豬業格局正發

生變動，西班牙將成為新晉歐洲頭號養豬大國。

12月7號，海關總署發布數據，1~11月，肉

類（包括雜碎）進口872.4萬噸，去年同期894.5

萬噸，同比下降2.5%。在這些進口的肉類中，豬

肉占比最大。其中，西班牙是中國最主要的豬肉

進口國，占比超過30%。

中國豬肉進口量占全球近一半
中國是傳統的養豬大國，生豬存欄占全球比

重超過一半，穩居世界首位，但近年來首位度有

所下降。2014年，中國生豬存欄占全球比重達到

最高峰，占58.61%，隨後持續回落；2018年，占

55.53%。受非洲豬瘟疫情沖擊，2019年、2020年

，分別下降至49.17%、44.68%。

根據美國農業部（USDA）官網數據，從豬

肉產量來看，2020年，全球豬肉產量為9787.5萬

噸，中國豬肉產量4113萬噸，占比42%；全球豬

肉進口量為1037萬噸，中國進口量480萬噸，占

比46%。

之所以全球占比持續下降，布瑞克· 農產品

集購網生豬研究員殷天舸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從短期來看，非洲豬瘟疫情導致豬肉減產；從中

期來看，經濟前景不確定，家庭債務壓力增加，

疊加新冠疫情沖擊下的消費疲軟；從長期來看，

人口結構變化帶動飲食結構變化，2013年後，中

國勞動力人口數量占比下降，豬肉占肉類消費比

例也隨之降低。

為滿足國民肉類消費需求，豬肉進口也是重要

措施。2014年之前，中國豬肉進口量僅占全球8%

左右。隨後，豬肉進口開始逐步增長。尤其是2018

年8月，中國暴發非洲豬瘟疫情，豬肉產量大跌，

豬肉短缺，豬價大漲，帶動豬肉進口激增。

根據USDA數據，2020年，全球豬肉進口量

為1037萬噸，中國達到480萬噸，占比46.29%。

與此同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豬肉

產量4113萬噸。這意味著，進口豬肉占國產豬肉

比重已超過10%。

殷天舸稱，具備價格優勢的進口豬肉，正逐

漸在穩定國內豬價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西班牙將問鼎歐洲養豬界
中國進口的豬肉，主要來自於歐洲、美洲。

主要豬肉進口來源國，分別是西班牙、巴西、美

國、丹麥、荷蘭、加拿大。根據海關總署數據，

2021年 1-10月，中國進口豬肉（包括豬雜碎）

442萬噸。其中，西班牙99萬噸，占22.40%；巴

西45萬噸，占10.18%；美國37萬噸，占8.37%。

毫無疑問，西班牙是中國豬肉進口第一大國。

早在2018年，有一些德國豬肉供應商重新獲

準進入中國市場，德國以23萬噸、西班牙以22

萬噸位列中國豬肉進口前兩位。在這一年，德國

超越西班牙成為中國最大的新鮮和冷凍豬肉供應

商。然而到2019年，出口33萬噸的德國，就被

出口38萬噸的西班牙反超。

殷天舸解釋稱，一方面是西班牙豬肉價格更

有優勢。2018年，西班牙豬肉產量就超過了470

萬噸，產能過剩嚴重，豬價較低，在中國市場上

更具備競爭力。2020年，西班牙出口豬肉182.6

萬噸，其中出口中國93萬噸，中國成為西班牙

最主要出口國。

另一方面是西班牙出色的非洲豬瘟疫情管理

水平。從2020年到2021年間，德國持續受到非

洲豬瘟疫情困擾，對中國豬肉出口處於間斷狀態

。西班牙通過良好的品質，搶占了2020年至今中

國豬肉市場的空缺。

雖然西班牙是傳統養豬國家，有著濃厚的豬

肉飲食文化基礎，其生豬養殖產業成熟度高、產

量大、出口品質好，但在歐洲大陸，一直以來，

德國都力壓西班牙，占據歐洲頭號養豬國。

如今，受惠於中國巨大的豬肉進口市場，西

班牙後來居上，近年來，大有取代德國、問鼎歐

洲養豬界的勢頭。

2020年，德國豬肉產量達511萬噸，西班牙

豬肉產量達500萬噸。根據歐盟委員會數據，西

班牙2021年前六個月的豬肉總產量為260萬噸，

比去年同期增長4.1%，並且有望連續第八年增長

。相比之下，德國的豬肉產量下降1.3%至252萬

噸，並將連續第五年下降。

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

朱增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2015年至2020

年，德國豬肉產量下降36.6萬噸(6.7%)，而西班

牙豬肉產量增加近170萬噸(49.1%)。盡管2020年

德國豬肉產量仍然超過西班牙7.8萬噸，但很明

顯，德國將在2021年失去第一的位置。

中國豬肉進口量占全球近一半
西班牙將 「問鼎」 歐洲養豬界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時代時代》》周刊周刊1212月月1313日宣布日宣布，，世界首富世界首富、、特斯拉的特斯拉的CEOCEO、、SpaceXSpaceX的創始人埃隆的創始人埃隆··
馬斯克馬斯克（（Elon MuskElon Musk））被評為被評為20212021 年的年的““年度風雲人物年度風雲人物”，”，該出版物還引用了他作為影響者的堅韌不拔的該出版物還引用了他作為影響者的堅韌不拔的
精神精神。。

《《時代時代》》周刊指出周刊指出，，馬斯克一生都在與仇恨者作對馬斯克一生都在與仇恨者作對，，現在看來現在看來，，他終於可以將仇恨者安置在他們的位他終於可以將仇恨者安置在他們的位
置上了置上了。。 20212021 年是埃隆無界年是埃隆無界（（Elon UnboundElon Unbound））的一年的一年。。 44 月月，，SpaceXSpaceX 贏得了贏得了 NASANASA 的獨家合同的獨家合同，，將美將美
國宇航員送上月球國宇航員送上月球，，這是自這是自 19721972 年以來的第一次年以來的第一次。。 55 月月，，馬斯克主持了馬斯克主持了《《週六夜現場週六夜現場》（》（SaturdaySaturday
Night Live)Night Live) 。。

如今身家超過如今身家超過 26002600 億美元的馬斯克於億美元的馬斯克於 20082008 年成為特斯拉的首席執行官年成為特斯拉的首席執行官。。該公司的第一款電動汽車該公司的第一款電動汽車
特斯垃特斯垃 RoadsterRoadster 於同年首次亮相於同年首次亮相，，最終緊隨其後的是特斯拉最終緊隨其後的是特斯拉 Model SModel S 轎車和特斯拉轎車和特斯拉Model X SUVModel X SUV。。

他的航空航天公司他的航空航天公司 SpaceXSpaceX 為私人航天工業創造了許多第一為私人航天工業創造了許多第一，，包括成為第一家將宇航員送往國際空間包括成為第一家將宇航員送往國際空間
站的私人公司站的私人公司。。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馬斯克被馬斯克被《《時代時代》》周刊評為周刊評為
20212021““年度風雲人物年度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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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健康飲食

你和猫猫沟通的时候，会不会喵喵

叫？若是换作一个日本人，他/她则大概

率会用“にゃ～”（音：nyan，类似中

文“娘”）来和猫猫打招呼。

不同语言中用来学动物叫的词各不

相同，有时甚至相去甚远。现代汉语常

用“呼噜噜”来形容猫开心得打呼的声

音，英语用“purr”，日语则用“ゴロゴ

ロ”（音：goro goro），匈牙利语用do-

rombolás （音：doromb），法语用 ron-

ron/ ronronner，德语用 schnurren（音：

shinuhen）。

明明是在模仿同一个声音，为什么

差这么多？人类怎么发明出那么多千奇

百怪的象声词啊！

在象声词上，人类只能达成部分共识

上面这些用来模拟现实世界里各种

声音的词叫作拟声词，也称象声词。广

义上的拟声词包括任何物体的声响和外

延，而狭义上的拟声词多指人和动物发

出的声音，比如哭泣、呐喊、猫叫、狗

吠、鸟鸣等。

拟声词与语音的关系比其他任何词

类都要更密切，按这个道理说，拟声词

在词汇的选择上应该尽可能向实际声音

靠拢，各国语言之间的拟声词也应该十

分相近。但，事实确实如此吗？

不同语种中，有时确实存在拟声词

类似的情况。拿羊的声音来说，中（咩

）、日（めー）、、法（bê）、英（mae-

hh）、丹麦（mæh）、德（Mäh）等国语

言都以类似“咩”的音来形容羊叫。

各个国家形容猫叫的声音也比较类

似，比如英语中的“meow meow”，匈

牙利语中的“miau miau”，西班牙语中

的“miau miau”等。

虽然中文日文在猫叫的声音上没能

达成一致，但两国语言在形容鸭子、牛

、狗等动物叫声上却非常类似：鸭子叫

在现代汉语中是“嘎嘎”，在日语中则

是“ガーガー”（音：gaga）；牛叫在

现代汉语中是“哞哞”，在日语中则是

“もーもー”（音：momo）；狗叫在现

代汉语中是“汪汪”，在日语中则是“

わんわん”（音：wanwan）。

有些语言还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动物

拟声词。比如英语中有专门用来描摹丘

鹬叫声（一种体型肥胖、腿短、长嘴的

涉禽）的词“peent”, 瑞典语中有专门

用来描摹驼鹿的“bröl”， 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有专门用来描摹刷尾负鼠的

“chortle”。而挪威乐团Ylvis则作了一

首歌专门用来形容狐狸的叫声！

德国老鼠哔哔叫？

明明都是猪叫，中文用“哼哼”，

英语用“oink”，法语用“groin”（音

似：嚯咿嚯咿），匈牙利语用“röf-röf”

（音似：嚯呋嚯呋）。

同样是公鸡打鸣，中文是“喔喔喔

”，英语是“cock-a-doodle-doo”，西班

牙语是“quiquiriquí”，（音似：ggo

gee oh）。

一样的老鼠，中文用“吱吱”，日

语用“ちゅーちゅ”（音：chu-chu），

意大利语用“squitt squitt”。与中文差距

最大的大概是德语中的 fiep/ piep/ fiep

piep（音：哔哔），同样的声音，现代汉

语却是拿来形容汽车喇叭或吹哨声的！

为什么不同语种之间动物拟声词的差距

这么大？

在完整的语言体系中，拟声词的形

成与发展并非机械的复制，而是受到发

音系统和文化习惯的影响，有着约定俗

成的特点。

以蜜蜂振翅的声音举例。人类的听

觉范围和声道局限，注定了我们只能听

到、模仿一部分的蜜蜂振翅声。另一方

面，现有语言体系中的音系会过滤、强

化某些发音规则，最终促使某个拟声词

的形成。

大多数语言中的蜜蜂“滋滋”飞，

而日语中蜜蜂飞翔的声音是“嘣嗯嘣嗯

（boon-boon）”，普林斯顿大学的语言

学家拜伦· 安（Byron Ahn）指出，基于

日语音系学规定，除了“n”的发音外，

日语单词一般不以辅音结尾（正因为如

此 ， 日 语 中 钟 表 发 出 的 声 音 不 是

“tick-tock”，而是“kachi-kachi”），

这也许是日本蜜蜂与众不同的原因。

安教授认为，音系学对拟声词的影

响在英语中也是类似的。在英语中，人

们不会用只有一个辅音构成的单词，比

如“Z”，如果想用一个辅音构成单词则

必须加入一个元音。因此，“Z”加上

“U”后，就形成了英语中蜜蜂的振翅

声（buzz）。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

说“uzzz”呢？语言学家们暂时无法回

答这个问题，很有可能“b”的加入只是

某个随机事件，而这之后，这种做法被

沿用了下来，形成了惯例。

但这种音系学影响并不是绝对的，

英语中仍存在用于形容狮子吼叫的

“Grrr”和让人闭嘴的“Shhh”。这两个

拟声词都没有元音！

破案了！象声词可能是瞎起的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根本上是

任意的（arbitrary），语言和语言联系的

对象之间存在一定随意性。现代汉语拟

声词研究的先驱耿二岭指出，拟声词作

为语言系统的一部分，具有人为的、非

本能的特点。因此，拟声词是否能惟妙

惟肖地进行客观描述并不重要，只要使

用者认可就行。

这种“约定俗成性”在书面文字中

尤其明显。以现代汉语的书写系统为例

，同一模拟对象常常可以用音近的拟声

词，比如水流声可以是“潺潺”也可以

是“淙淙”，鼓声可以是“咚咚”也可

以是“通通”。不少拟声词也存在“音

同形异”的情况，比如泉水之声“叮咚

”可以写成“丁冬”或“丁东” ；跳水

、下跪之声“扑通”也可以写成“噗通

”。

随着语言的发展，书写系统会产生

字体的变迁、符号的更迭（如拼音系统

的出现）等变化，拟声词也会随之改变

，拟声词与描摹对象之间的任意性有时

也会被放大。

《诗经》中《小雅· 鹿鸣》记有“呦

呦鹿鸣，食野之苹”，学过这首诗的不

少人仍知道“呦呦”是用来形容鹿的叫

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使用“呦呦

”形容鹿鸣的人却寥寥无几。

再比如，《郑风· 风雨》前两章有

“喈喈”、“膠膠”两个拟声词形容鸡

叫声。根据《汉字古音表稿》，“喈”

发音接近于我们今天模拟鸡叫的“咯咯

”，“膠”发音接近于今天模拟公鸡叫

的“喔喔”。但时至今日，别说使用这

两个词来拟声了，恐怕连认识这两个字

的人都寥寥无几了，即便注了音，也恐

怕很难有人觉得这两个词像鸡叫了。

其他语言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古

希腊语戏剧家阿里斯托芬曾著有一系

列以动物为主角的作品，在剧本《青

蛙 》 中 ， 他 曾 用 βρεκεκξ

κοξ κο（发音类似：不理逼逼，

考啊考啊）来模拟青蛙的叫声。因为

影响力巨大，19世纪的丹麦作家安徒

生在《拇指姑娘》也借用了该拟声词

。但当戏剧家Matthew Dillon在 21世纪

把这个词翻译成英语“brekekekex, ko-

ax, koax”的时候，显然英语使用者们

并不买账，他们更倾向于用“croak”

之类的词来形容蛙叫。

再者，在实际生活中，拟声词的出

现往往伴随着模仿者的演绎，这也体现

了拟声词的语音、文字、模拟对象之间

的弹性空间。说回鸡叫，虽然文字都是

“咯咯咯”，但实际读起来却可以有音

调、音长、音高、 音量等层面区别

，从而让“咯咯咯”三个字抑扬顿挫，

更接近于实际的打鸣声，从而实现与公

鸡的“无障碍”交流。

哪怕有自然界的声音为基础，拟声

词作为语言也是为人类使用和服务的。

试想，如果有一天你的狗狗学会了“喵

喵”叫，你觉得它是学会了“猫语”还

是学会了“人话”呢？

中国猫呼噜噜，英国猫pur pur：拟声词还
带口音的？

致命的龍卷風席捲美國六州致命的龍卷風席捲美國六州 造成至少造成至少8080人死亡人死亡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在周五至週六期間在周五至週六期間，，美美

國阿肯色州國阿肯色州、、伊利諾伊州伊利諾伊州、、肯塔基州肯塔基州、、密蘇裏密蘇裏
州州、、密西西比州和田納西州共六個州至少發生密西西比州和田納西州共六個州至少發生
了了 3030 場龍卷風襲擊場龍卷風襲擊。。

據州和地方官員稱據州和地方官員稱，，龍卷風造成龍卷風造成8080 多人多人
死亡死亡，，其中肯塔基州最嚴重要其中肯塔基州最嚴重要，，至少有至少有 7070 人人
死亡死亡。。各州約有各州約有2020多萬人遭受停電困擾多萬人遭受停電困擾。。

週六早些時候週六早些時候，，總統喬總統喬··拜登告訴與他一拜登告訴與他一
起在特拉華州威爾明頓旅行的記者起在特拉華州威爾明頓旅行的記者，，他他““從今從今
天早上開始就一直在密切關注局勢天早上開始就一直在密切關注局勢”，”，此前他此前他
稱之為稱之為““美國曆史上最大的龍卷風爆發美國曆史上最大的龍卷風爆發””之一之一
，，造成六個州至少造成六個州至少 8484 人死亡人死亡。。

拜登說拜登說：“：“今天早些時候今天早些時候，，我致電了遭受風暴嚴重影響的州的州長我致電了遭受風暴嚴重影響的州的州長，，包括阿肯色州包括阿肯色州、、伊利諾伊州伊利諾伊州、、肯肯
塔基州塔基州、、密蘇裏州以及田納西州密蘇裏州以及田納西州，，並與少數黨領袖米奇並與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進行了交談麥康奈爾進行了交談。”。”

拜登說拜登說：“：“我想強調我告訴所有州長的話我想強調我告訴所有州長的話，，聯邦政府將竭盡全力提供幫助聯邦政府將竭盡全力提供幫助。”。”
拜登繼續說道拜登繼續說道：“：“我還批准了肯塔基州州長貝希爾我還批准了肯塔基州州長貝希爾（（BeshearBeshear ））幾個小時前要求緊急援助的聲明幾個小時前要求緊急援助的聲明，，這這

將在迫切需要時加快對肯塔基州的聯邦緊急援助將在迫切需要時加快對肯塔基州的聯邦緊急援助。。我隨時準備為各州州長做同樣的事情我隨時準備為各州州長做同樣的事情，，我已經向他們明我已經向他們明
確表示確表示，，如果他們要求宣布緊急狀態如果他們要求宣布緊急狀態，，聯邦政府將提供緊急援助聯邦政府將提供緊急援助。”。”

他補充說他補充說：“：“我還要求我還要求 FEMAFEMA 提供額外的聯邦資源提供額外的聯邦資源，，包括幫助提供臨時住房包括幫助提供臨時住房，，那裏的房屋已被摧毀或那裏的房屋已被摧毀或
嚴重損壞無法居住嚴重損壞無法居住。”。”

拜登告訴記者拜登告訴記者，，他確實計劃在情況允許的情況下前往該地區調查風暴造成的損失他確實計劃在情況允許的情況下前往該地區調查風暴造成的損失，，並補充說他今天早並補充說他今天早
上開始與肯塔基州州長交談上開始與肯塔基州州長交談。。

拜登說拜登說：“：“我說我很樂意來我說我很樂意來，，但我不想礙事但我不想礙事。”。”““我們不會妨礙救援和恢複我們不會妨礙救援和恢複，，但我確實計劃了但我確實計劃了。”。”
拜登說拜登說：“：“我現在為那些受害人感到心痛我現在為那些受害人感到心痛，，包括救援人員包括救援人員，，包括他們的責任和他們擔心的事情包括他們的責任和他們擔心的事情。”。”
拜登承認氣候變化可能在周五風暴的嚴重程度中發揮了作用拜登承認氣候變化可能在周五風暴的嚴重程度中發揮了作用。。
他告訴記者他告訴記者：“：“我所知道的是我所知道的是，，由於地球變暖由於地球變暖，，全面的天氣變化會產生一些影響全面的天氣變化會產生一些影響。”。”
他說他說，，他將責成環境保護局和其他機構調查氣候變化對週五致命龍卷風的具體影響他將責成環境保護局和其他機構調查氣候變化對週五致命龍卷風的具體影響。。
拜登說拜登說：“：“但事實是但事實是，，我們都知道當氣候變暖時我們都知道當氣候變暖時，，一切都會變得更加激烈一切都會變得更加激烈，，顯然它在這裏有一些影響顯然它在這裏有一些影響

，，但我不能給你一個定量的解讀但我不能給你一個定量的解讀。”。”
拜登還表示拜登還表示，，如果各州認為需要國民警衛隊如果各州認為需要國民警衛隊，，他將部署國民警衛隊他將部署國民警衛隊。。
拜登說拜登說：“：“國民警衛隊已被派往一個州國民警衛隊已被派往一個州，，但無論需要什麽但無論需要什麽，，提供這種幫助都在美國總統和聯邦政府的提供這種幫助都在美國總統和聯邦政府的

權力範圍內權力範圍內，，我們將提供任何需要的東西我們將提供任何需要的東西。”。”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BB55香港瞭望
星期二       2021年12月14日       Tuesday, December 14, 2021

特首：灣區科研要素趨便捷流通港粵互補為國家作貢獻

梁振梁振英英：：灣區疊加優勢灣區疊加優勢
鍛造科創鍛造科創““新合金新合金””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
究院院長高民究院院長高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盧靜怡攝攝

●●圖為國家超級計算廣州圖為國家超級計算廣州
中心南沙分中心中心南沙分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攝攝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廣州））
校長倪明選校長倪明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盧靜怡攝攝

●●圖為香港科技大圖為香港科技大
學霍英東研究院學霍英東研究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梁振英指出梁振英指出，，香港在推動創新方香港在推動創新方
面可以更加積極面可以更加積極、、主動主動、、有為有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圖為香港科技大學研究團圖為香港科技大學研究團

隊和香港體育學院合作開展隊和香港體育學院合作開展

單車空氣動力學研究單車空氣動力學研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圖為精英單車運動員李
圖為精英單車運動員李

慧詩參與香港科技大學研
慧詩參與香港科技大學研

究團隊的運動空氣動力
究團隊的運動空氣動力

科研計劃科研計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1日以視頻連線

方式出席2021大灣區科學論壇並致辭。她表示，

很高興看到大灣區各項科研要素不斷實現便捷流

通，在科研資金跨境使用方面，內地過去兩年已

經批出了超過 4.4億元人民幣給香港的大學及科

研機構，開展項目研發或者是建立實驗室。香港

將用好中央支持，以全新的思維全力、全速發展

創科。香港也將繼續與廣東緊密合作，共同推動

大灣區建設，為國家的科創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2021大灣區科學論壇是由“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
盟發起，在中國科學技術部、中國科
學院、中國科協指導下，由廣東省政
府主辦。廣東省委書記李希，全國政
協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賀一
誠，2021大灣區科學論壇主席、“一
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主席白春
禮，2021大灣區科學論壇主席、廣東
省省長馬興瑞等出席了論壇。

人才器材資助 三方面惠港
林鄭月娥致辭表示，今年是國家

“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在創科
方面，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
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更
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化香港與內
地的科創合作關係，更首次將深港河
套納入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平台。今年
9月初，國家科技部公布了一系列新
的惠港措施，對港開放不同科技計劃
和資助更多專項項目，以及內地的大
型儀器設備，又歡迎香港的科技人士
和專家加入中國科協全國學會和進入
不同的專家庫等。

她強調，特區政府會用好中央的
支持，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以
全新的思維全力全速發展創科，包括
繼續完善創客生態圈，全面覆蓋科
研、融資、生產以及市場化，使創科
成為香港的新的經濟引擎，帶動經濟
轉型，創造更多元就業機會。同時，
香港會繼續探索有利各項創新要素進

一步跨境流動的措施，加強國際創科
合作，建設高水平科技技術設施和創
新平台等，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創科
發展相輔相成。

具體而言，香港已經宣布在香
港北部建設新田科技城額外增加
150公頃土地做創科用途，以匯
聚大量科研機構、科技企業及
人才，同時會大力推動香港在生
命科學方面的科研工作，包括在
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科園設立
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鼓勵海內
外與香港的專家合作進行研究，以及
便利臨床測試及數據流通。

初見成效 年內吸逾40位專家
林鄭月娥指出，香港也加強吸引國

際創客人員來香港發展，比如，今年推
出的傑出創科學人計劃，反應理想，首
批超過40位國際頂尖的科學家及學者已
經陸續在計劃下加入香港的大學工
作，助力香港創科發展。

據介紹，本屆論壇為首屆大
灣區科學論壇，吸引了來自全球
各地逾百位院士專家，通過
“線上+線下”的方式齊聚，共
同探討世界科學發展趨勢及其對
未來的影響等重要話題，推動粵港
澳三地和全球科技合作。據悉，本
屆論壇的6場分論壇分別聚焦納米科
學、生命科學、網絡通信、可持續發
展、海洋科學以及智能工業軟件，這
些皆為全球科學前沿熱點和廣東優勢
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2月11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2021年大灣區科學論壇致
賀信。

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

變局，全球科技創新進入密集活躍期，新一輪科
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全球經濟結構產生了深刻影
響。粵港澳大灣區要圍繞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戰略定位，努力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推動新

興產業發展。中國願同世界各國科學家、國際科
技組織一道，密切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加強重大
科學問題研究，促進共性科學技術破解，深化重
點科學項目協作，共同推進世界科學事業發展，

更好造福人類。
2021年大灣區科學論壇當日在廣東省

廣州市開幕，主題為“探索未來，共享
科學”，由廣東省人民政府主辦。

習近平致賀信 勉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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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11日在廣州出席
2021大灣區科學論壇並致辭。他表示，粵港
澳大灣區擁有多重疊加優勢，可產生新的化
學作用，鍛造出符合時代需要的粵港澳“新
合金”。在此過程中，灣區科創必須堅持全
球視野，堅持四個面向，即堅持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以提升國家的創新
策源能力和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為目標，積極
投入國際創新大局，聯手全球掌握機遇，應
對挑戰。

梁振英表示，作為國家重點謀劃發
展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粵港澳大灣區
內創新要素高度集聚，研發和成果轉化
能力突出，是推動國家科技發展的重
要高地。在今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發布的“最佳科技集群”排名中，“深
圳—香港—廣州”地區位列全球第二，確
立了大灣區全球創新領先者地位。在中央高
度重視和強力支持下，大灣區有了重大利好

政策，港澳地區更加深入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的高質量建設，河套、南沙、前海、橫琴等
重大粵港合作平台發揮創新引領作用，我們
對“探索未來”有了更充分的底氣和信心。

“超聯人”吸人才 加快創新流動
“香港科技大學落戶廣州南沙，九個月

後開學，揭示了香港的研發力量和廣東的生
產力量緊密結合的重要首例，意義深遠，值
得我們繼續支持和重視。”他說。

梁振英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有堅實的產
業基礎，“一國”加“兩制”的雙重優勢突出，
港澳的開放、外聯優勢疊加廣東的產業優
勢，將產生新的化學作用，鍛造出符合新時
代需要的粵港澳“新合金”。香港作為祖國內
地和國外的“超級聯繫人”，和大灣區其他城
市一道需要做、可以做、值得做的工作很
多，空間也很大，在加快創新要素跨境流
動、政策保障支撐、強化國際人才蓄水池作
用，包括吸引歸國人才等方面，可以更加積
極、主動、有為。

香 港 新 聞 2021年12月13日（星期一）4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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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2019年國慶檔那部講述1960年中國

登山隊首次實現珠穆朗瑪峰北坡登頂的電影

《攀登者》嗎？電影中最讓觀眾感到震撼和心

疼的，絕對要數胡歌飾演的楊光砸沖頂珠峰的

過程中不幸失去雙腿的故事。而楊光的原型其

實就是中國無腿登頂珠峰的第一人夏伯渝，而

他的故事遠比電影中展現的還要震撼和勵誌。

就在12月3日，以夏伯渝為主角的紀錄電

影《無盡攀登》終於上映，豆瓣開畫8.1、貓

眼評分9.5，無數影視評論員為這部電影打下

高分，絕對稱得上2021年下半年最值得觀看

的電影之一，

而與口碑爆棚

相對應的，則

是電影上映之

後格外慘淡的

票房，上映7天

票房僅160萬，

這也讓不少看

完電影之後深

深被打動的觀

眾自發地成為

了宣傳電影的

「自來水」，

通過朋友圈去

安利這部「叫好不叫座」的《無盡攀登》。

電影票房不佳其實早在主創團隊的預料之中

，近十年來中國電影市場鮮少有記錄類的電影能

夠獲得高票房，但這並不能擋住吳京、郭帆、胡

歌等一眾「大佬」拍攝好這部記錄電影的決心，

早在2019年《攀登者》開拍時，了解過「楊光」

的原型夏伯渝的故事之後，他們就策劃著將這個

圍讀劇本時惹人心潮澎湃的故事搬上大銀幕。

提起夏伯渝，不少人第一反應就是2018年

他穿著假肢靠自己的力量登上險峻珠峰的壯舉

，看著屏幕上精神抖擻眼神堅毅的夏伯渝，好

多觀眾都不敢相信這是一個身患癌癥且雙腿殘

缺的七旬老人。

故事還要從「重慶伢子」夏伯渝在1975年

第一次加入中國登山隊說起，身體素質極好且

對登山有著濃厚興趣的夏伯渝在第一次攀登珠

峰時就遭遇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在漫長且危險的登山過程中，夏伯渝將自己的

睡袋讓給了另一位睡袋被狂風卷走的隊友，結果自

己卻不慎凍傷小腿，不得不在醫生的建議下截掉雙

腿。此時的夏伯渝剛剛26歲，但是他的未來就要在

窄窄的輪椅上度過，大受打擊的他感到格外的絕望

，直到一位假肢專家出現，用專業的假肢向夏伯渝

證明，他可以借助假肢重新站起來。

為了鼓勵他，專家還列舉了一些國外的例

子，告訴他如果訓練得當，穿著假肢登山也不

成問題。

這句話給了夏伯渝很大的希望，咬著牙復

建、每天五點就起床運動，一點一點地為重新

攀登做準備，不知不覺間，他已經把「登上珠

峰」當成了自己的人生目標。

為了這個目標，他整整努力了四十年。在

這四十年裏，夏伯渝不斷地沖擊珠峰，卻次次

抱憾而回，雪崩和暴風雪成為了阻攔在他面前

的天然屏障，癌癥和血栓成為了他登頂最大的

困擾，三次嘗試登頂都遭遇了失敗。

距離珠穆朗瑪峰的峰頂最近的一次，僅僅

只有94米，若是拼上一把，說不定就能成功，

但與之相對的，是惡劣的極端環境還有生命垂

危的同行者。夏伯渝在榮耀與同伴的安全之間

艱難抉擇，最終還是放棄了這次登頂。

這也就意味著他這一整年的準備和幾十萬

元的登山費用徹底報廢，這次放棄遠比前兩次

還要讓觀眾感到揪心。

在《無盡攀登》這部電影中，最讓觀眾感到震

撼的，除了夏伯渝永不放棄的登頂精神，還有電影

所展現出來的珠穆朗瑪峰巍峨壯麗的風景。根據采

訪可以知道，整部電影的後期都沒有采用特效進行

合成，每一個呈現在大銀幕上的鏡頭都是通過三位

經驗豐富的高山攝影師跟隨夏伯渝攀登珠峰時所拍

攝下來的，觀眾之所以會覺得整部電影格外的震撼

和壯闊，是因為我們的眼睛真的通過鏡頭跟著夏伯

渝一起邁過了攀登珠峰時的艱難險阻。

觀眾能夠看到在面對巨大的冰川裂縫時，

夏伯渝有條不紊地跪趴著通過鋼梯，一低頭就

是萬丈深淵，凜冽的寒風裹著雪將天地間沁染

成昏暗的顏色，他也能咬著牙憑借經驗迅速通

過，長時間的登山讓他的斷肢被假肢接口磨出

血泡，不處理隨時都有可能會感染壞死，最可

怕的還是高海拔帶來的缺氧窒息感……

可以說，如果不是《無盡攀登》這部電影

，很多觀眾包括我自己，一輩子都不可能這麽

近距離地去感受登頂珠峰那一瞬間發自內心的

狂喜和實現夢想的輕松。

同樣讓觀眾感動的，還要數《無盡攀登》

中的「感情戲」。

憑借自己的力量不怕艱難險阻征服珠穆朗

瑪峰的硬核大爺夏伯渝，在面對自己家人的時

候，總會不自覺地露出一點愧疚。在鏡頭裏，

妻子和兒子非常支持他的夢想，妻子每次都會

在他出行前仔細檢查行李，準備一枚自己求來

的平安符，臨行前的一字一句滿是關心卻不會

說出半句讓對方放棄夢想的話。

她和兒子比誰都明白，支撐著夏伯渝熬過

四十多年病痛折磨的夢想到底意味著什麽，也

正是因為家人的支持，才讓夏伯渝毫無負擔地

去實現自己的夢想，也讓他從珠穆朗瑪峰撤退

時說了那句讓無數觀眾瞬間流淚的「登頂不是

終點，回家才是。」

與其說夏伯渝老爺子戰勝了自然，不如說

他終於戰勝了自己心底的執念，人因為夢想閃

閃發光，又因為勇氣造就不朽。

這部《無盡攀登》絕對值得一看！

貓眼9.5分，7天票房卻僅160萬

真為這部國產佳作叫 「屈」

由宇樂樂、優酷出品，郭峰、高曉曦擔任總

製片人，楊紫、井柏然、王嘉、菅紉姿領銜主演

的都市暖心療愈劇《女心理師》正在優酷熱播。

劇集以劇中人物的不同經歷，講述了多個心理咨

詢案例，帶動網友針對劇情涉及的親子關系、產

後抑郁、職場交往、空巢老人等社會議題進行了

廣泛的討論。《女心理師》以極具可

視聽性的創作手法及具備時效性的個

案，在為大家帶來優質影視內容的同

時，引發了觀眾對於戲內心理問題成

因的思考與戲外自我認知的審視。

觀照都市現實話題 《女心
理師》破圈層傳播獲好評

《女心理師》因劇集中極具代表性

的心理案例，自播出以來網友就對其

關註熱切。隨著劇情的發展，劇集的

案例選擇、創作尺度再到演員的演技

都引得觀眾頻頻稱贊，斬獲微博熱搜

210+，微博主話題閱讀量破21.8億，抖

音平臺主話題播放量達33.6億。#女性產後重回

職場有多難#、#產後媽媽感謝女心理師為自己發

聲#、#女心理師全員演技好頂#等多個相關話題

引發了大量討論。除此之外，藝人奚夢瑤微博發

文稱「最近在追《女心理師》，詹璐產後的故事

很觸動我」，並呼籲產婦家人多多理解和陪伴她

們。蔣靜的飾演者李夢在與德瑞姆心理聯合創始

人史佩綺互動中表示，「女性應該擁有自我意識

的覺醒，把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裏」。話題#奚

夢瑤說被女心理師詹璐觸動了#、#李夢說女性的

慰藉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均登上微博熱搜榜TOP1

。在新浪微博、嗶哩嗶哩、知乎等平臺，心理行

業的從業人士對劇集內容也進行了多角度的剖析

，從情緒表達、心理咨詢專業知識、社會意義等

多個層面對劇集予以肯定。破圈層的追劇熱潮也

為觀眾了解心理咨詢提供了更好的環境。

海南風情凸顯《女心理師》獨特風
采 遭綁架賀頓錢開逸如何脫困？

海南的風情仿佛與劇集的風格產生了天然的

契合感，許多觀眾在追劇的同時表示看完女心理

師想去海南旅遊了，獨特的風景也為心理咨詢的

表達增添了一份溫暖，讓觀眾在追劇時也能感知

海南的怡人景色。同時，海南網友自發在社交平

臺發布海南風景視頻及圖片，盛情邀請《女心理

師》觀眾前往海南旅遊，劇中的心扉夜話、小西

海、遊樂園，都成為了劇中人與觀眾特有的連接

點，帶動了遊客們的打卡熱情。錢開逸的飾演者

井柏然在發布微博時經常提及「東北小夥兒在海

南」，在作品之外也表達著自己對海南喜愛之情

。劇集在完成故事講述、實現社會價值之余，也

對海南風土人情的傳播及當地特色旅遊的宣傳做

出了極大貢獻。值得一提的是，劇集不僅在海南

取景，更得到了海南省旅遊和文化廣電體育廳的

大力支持。正是多方的共同努力，才成就了這樣

一部充滿溫度的作品。

在今晚即將播出的劇情中，李薇為救同事被

齊總綁架，賀頓和錢開逸前往救助過程中感情再

度升溫！葉家輝在趙希平家看到賀頓的督導師溫

良的名片，前去警告溫良遠離賀頓母女，二人之

間是什麽關系？姬銘聰的學生姚可欣舉報姬教授

騷擾自己，賀頓、錢開逸討論如何幫姬教授走出

困境，而姬銘聰卻對其中的關鍵信息閉口不談，

背後又有什麽緣由？《女心理師》正在優酷熱播

中，周六至周二每天更新一集，周三至周五每天

更新兩集，敬請期待！

聚焦 「不完美受害者」 《女心理師》全網熱議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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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吳文釗）一年一度的大型慈善籌款

晚會《歡樂滿東華2021》，11日晚於將軍澳電視城舉行，並由東華三院

主席譚鎮國及董事局成員陪同主禮嘉賓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進

行亮燈儀式。晚會其中一個高潮是由林子祥（阿 Lam）聯同聲夢四名

男學員合唱金曲，四子表現更獲阿Lam讚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譚俊彥、戴祖儀、陳
百祥、陳庭欣等人11
日參與籌款節目
《歡樂滿東華》拜
神儀式、祈求節目
順利及籌得好善
款。譚俊彥表
示與朱晨麗合
作表演歌舞
及 魔 術 表
演，笑稱上
次台慶表演
已啟發了他

的跳舞潛質，今次表演更會加添玩火元素。
與朱晨麗合作表演的譚俊彥表示綵排頗辛苦，因

表演內容需要保密，沒有多少人得知他們的內容：
“我們排過一次，幕後已經拍晒手掌，因為沒有藝人
公開演出過這種表演。”雖然有玩火成分，但譚俊彥
稱沒有危險性，最艱難的部分都由朱晨麗演出，所以
很佩服對方的努力。

今年屬視帝大熱之一的他，表示聖誕前都會落力
拉票，尤其要感謝海外如馬來西亞的粉絲，因為他們
已開始投票，之後他與家人過聖誕後，就要準備做跨
年騷和明年的台慶頒獎禮。

初次做東華司儀的戴祖儀自稱“小番薯”，很榮
幸與一眾前輩司儀合作，由於她對數字不敏感，現要
努力記好善款數字，避免直播時讀錯金額貽笑大方。
笑指她對數字不敏感，應該有不少朋友向她借錢時，
祖儀說：“是的，所以我大學畢業後已不會借錢給
人，因為借了出去很難追得回，有時甚至連自己都忘
了有借錢給人呢。”

林子祥偕聲夢四子
藝人跨代同台獻藝為《東華》出力

曲金唱合

●《拳王》演員即場上演慈善擂台戰。

●鄺美雲出錢又出力。

李秋元首開粵曲個唱叫好叫座譚俊彥為當上視帝積極拉票

1111日日晚晚大會司儀由汪明荃大會司儀由汪明荃、、陳百陳百
祥祥、、黎芷珊黎芷珊、、鄧梓峰鄧梓峰、、陳庭陳庭

欣欣、、區永權區永權、、崔建邦崔建邦、、戴祖儀及鄭衍峰擔任戴祖儀及鄭衍峰擔任，，晚晚
會由會由JWJW（（王灝兒王灝兒））與姚焯菲與姚焯菲（（ChantelChantel））一同表一同表
演揭開序幕演揭開序幕。。以大以大DeepVDeepV及露背性感打扮演出的及露背性感打扮演出的
JWJW表示表示，，很開心可唱到很開心可唱到《《愛愛．．回家回家》》主題曲主題曲，，
並與並與ChantelChantel拖手進場拖手進場。。

““明荃之友明荃之友””連續連續4040年義賣銀紙花年義賣銀紙花
說到她一身性感打扮說到她一身性感打扮，，她說她說：“：“好鍾意條好鍾意條

裙很靚及很閃裙很靚及很閃，，令人感覺開心啲令人感覺開心啲，，其實乜都睇其實乜都睇
唔到唔到，（，（有冇畀男友過目有冇畀男友過目？）？）自己着衫最緊要自己着衫最緊要
過到自己嗰關過到自己嗰關，，男友都冇話唔畀我着咩類型嘅男友都冇話唔畀我着咩類型嘅
衫衫。”。”年紀尚小的年紀尚小的ChantelChantel就表示不夠膽如就表示不夠膽如JWJW
般性感般性感，，並笑說並笑說：“：“我着咗會好驚我着咗會好驚，，大個啲就大個啲就
可以試吓可以試吓，，如果現在着就唔敢出街如果現在着就唔敢出街，，要配合返要配合返
年紀年紀。”。”說到打頭陣演出說到打頭陣演出，，ChantelChantel表示都有少表示都有少
少緊張少緊張，，之前綵排都有唔記得歌詞之前綵排都有唔記得歌詞，，不過有信不過有信
心做好節目心做好節目。。

汪阿姐的汪阿姐的““明荃之友明荃之友””每年都會捐出銀紙花每年都會捐出銀紙花
作慈善拍賣作慈善拍賣，，今年亦不例外今年亦不例外，，捐出銀紙掛畫捐出銀紙掛畫
《《善心和樂荃如意──九魚圖善心和樂荃如意──九魚圖》，》，底價為底價為
6868,,000000元元（（港元港元，，下同下同）。）。阿姐表示希望籌得阿姐表示希望籌得
更多善款就更好更多善款就更好，，因往年的銀紙花都籌得因往年的銀紙花都籌得2020萬萬
元元。。提到她與家英哥之前錄影的粵劇折子戲提到她與家英哥之前錄影的粵劇折子戲
《《李娃傳之刺目李娃傳之刺目》》已率先籌得已率先籌得7070萬元善款萬元善款，，希希
望播出時能獲得更多善長捐款望播出時能獲得更多善長捐款。。她又謂一班粉她又謂一班粉
絲支持了她多年來參與東華籌款絲支持了她多年來參與東華籌款，，並已連續並已連續4040
年捐出銀紙花拍賣年捐出銀紙花拍賣。。

晚會由阿晚會由阿LamLam聯同一眾聲夢學員冼靖峰聯同一眾聲夢學員冼靖峰、、
張馳豪張馳豪、、林智樂林智樂、、孫漢霖演出孫漢霖演出《《好歌連祥真漢好歌連祥真漢
子子》》合唱合唱《《敢愛敢做敢愛敢做》。》。演出後阿演出後阿LamLam接受訪接受訪
問問，，他大讚四位聲夢學員表現他大讚四位聲夢學員表現OKOK，，因為首歌沒因為首歌沒
有改有改KeyKey，，很多高音他們都唱到很多高音他們都唱到。。將於明年將於明年33月月
舉行個唱的阿舉行個唱的阿LamLam，，被問到是否要準備閉關綵被問到是否要準備閉關綵
排排？？他笑說他笑說：“：“我唔使閉關嘅我唔使閉關嘅，，又唔使練嘢又唔使練嘢，，
自己唱歌唱咗咁耐自己唱歌唱咗咁耐，，都唔使點練習都唔使點練習，，過程大致過程大致
一樣一樣，，只要保持到水準就只要保持到水準就OKOK，，同埋自己平時唔同埋自己平時唔

會亂飲酒同亂食嘢會亂飲酒同亂食嘢，，養生之道做得好好養生之道做得好好，，所以所以
唔使特別閉關苦練唔使特別閉關苦練。”。”

說到他的個唱難買飛說到他的個唱難買飛？？阿阿LamLam自言不知自言不知
道道：“：“不過想做到個演唱會開開心心不過想做到個演唱會開開心心，，因為疫因為疫
情大家困喺屋企好耐情大家困喺屋企好耐，，自己都兩年幾冇開自己都兩年幾冇開
騷騷。”。”由於阿由於阿LamLam的演唱會只開一場的演唱會只開一場，，以致不以致不
少人向他的兒子林德信追飛少人向他的兒子林德信追飛？？阿阿LamLam笑說笑說：：
““咁都冇辦法咁都冇辦法，，鬼叫佢係我個仔咩鬼叫佢係我個仔咩，，因為場地因為場地
所限所限，，應該冇得加場應該冇得加場，（，（屆時同個仔一齊上台屆時同個仔一齊上台
合唱合唱？）？）上台點都有機會上台點都有機會，，佢點都會出現佢點都會出現，，
（（會唔會同太太葉蒨文合唱會唔會同太太葉蒨文合唱？）？）佢應該喺控制佢應該喺控制
台個位台個位，，要同台演出要睇時間要同台演出要睇時間，，唔排除將來有唔排除將來有
機會機會，，因為太太呢排成日都喺屋企唱歌因為太太呢排成日都喺屋企唱歌。”。”他他
還透露稍後二人會一起參與倒數演出還透露稍後二人會一起參與倒數演出。。

此外此外，，鄺美雲鄺美雲（（CallyCally））與胡楓演出的與胡楓演出的《《美美
人廚藝獻愛心人廚藝獻愛心》，》，CallyCally親手炸年糕籌款親手炸年糕籌款，，而她而她
更出錢又出力更出錢又出力，，捐出捐出4040萬元萬元，，連同其他善長捐連同其他善長捐
款款，，合共籌得合共籌得260260萬元萬元。。截至截至1111日晚日晚1111點點，，善善
款數字為款數字為9393,,043043,,793793元元。。

●譚俊彥聯同朱晨麗表演魔術。

●●演出前演出前，，環星老闆張國林環星老闆張國林((中中))帶領團隊帶領團隊
拜神拜神。。

●晚會由JW和姚焯菲揭開序幕。

●Gin Lee與一班男新人合作表演。

●●林子祥率領聲夢學員大展歌喉林子祥率領聲夢學員大展歌喉。。

●●藝人羅浩銘表演爆破藝人羅浩銘表演爆破，，贏得不少掌聲贏得不少掌聲。。

●●羅浩銘被封羅浩銘被封
新一代吳剛新一代吳剛。。

●●戴祖儀初次戴祖儀初次
做東華司儀做東華司儀。。

●●譚俊彥感謝譚俊彥感謝
海外粉絲的支海外粉絲的支
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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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環星娛樂製作的《梨元
秋夢情牽戲曲演唱會》日前假西九文化區
戲曲中心大劇院舉行。粵劇文武生李秋元
偕同四位花旦鄧有銀、衛御玲瓏、林芯菱
及楊小漫合唱四支名曲，還首度於演唱會
中獨唱南音《客途秋恨》，壓軸再與太
太、著名粵劇正印花旦黃小鳳合演折子戲
《情殞金蓮》。由於節目豐富，加上演奏
樂隊水平甚高，演唱者唱來聲情並茂，令
一眾戲迷看得如痴如醉。

李秋元首開演唱會，大獲觀眾好評，
環星老闆、音樂會總監張國林對這次演唱
會成績非常滿意，他在謝幕時宣布：“為
了支持推廣粵劇，環星作了一次新嘗試。
今次是李秋元首次開個唱，吸引力非常
強，除全院滿座外，更獲得大量好評，成
績非常優異，期待不久將來，環星與李秋
元再作第二次合作。”

在慶功宴上，李秋元興奮地表示：
“開個人演唱會是我的心願，可惜因為疫
情拖延了，這在我考慮放棄的時候，多謝
環星張老闆對我鼓勵支持，為我製作演唱
會，因為太緊張之故，我在開騷前患了感
冒，要連吃一周白粥，估不到完全沒有影
響聲線和體力，唱完最擔心的南音一折，
之後我已完全享受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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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通膨狂飆
，11月CPI年增率達6.8%，創39年新
高，萬物齊漲，民怨沸騰，連美國民主
黨議員都忍不住開炮，要Fed拿出對策
，不能光顧著華爾街，快點收緊貨幣政
策。

美國通膨有多嚴重？美聯社披露，
培根價格在過去1年上漲了 21%，雞蛋
價格上漲 8%。汽油飆升 58%，想要裝
潢家裡，要多花費 14%，買個二手車，
則要多付 31%。

儘管工資大幅上漲，但遠不及物價
，11個月，美國平均小時工資在計入通
貨膨脹後，實際上比 2020 年 11 月下降
了 2.4%。

富國銀行的經濟學家苦笑，美國勞
工部的 CPI，應該代表 「消費者痛苦指
數」 。

由於民眾經濟壓力越來越沈重，連
向來鴿派的民主黨議員也抓狂。美國聯
邦準備理事會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
）將在本周召開會議，許多民主黨議員
不爽高通膨對拜登政府帶來負面影響，
要求Fed加快縮表腳步,敦促Fed立即開
始縮減購債規模，並提高利率。

今年以來，通脹因素對股市的影響

可以說是非常模糊，對政策的影響是悲
觀的，而對經濟層面來說甚至是樂觀的
信號，因為它在不收縮利潤率的情況下
提振了銷售額。

誠然，標普500指數在此前數周持
續上漲，截至周一的19個交易日中有17
個交易日上漲，為1971年以來的最佳表
現。但昨日，美國月度CPI出現自1990
年以來的最大增幅後，股票遭到拋售，
其 中 納 斯 達 克
(15506.2651, -124.34, -0.80% )100 指
數下跌超過1%，創一個月來最大跌幅，
估 值 較 高 的 股 票 首 當 其 沖 。 高 盛
(385.73, -5.33, -1.36%)統計的一籃子未
盈利的科技股下跌約4%，同樣為一個月
來最大跌幅。

盡管不少美國企業克服了通脹並實
現了創紀錄的利潤，但對通脹和利率上
升的擔憂卻讓投資者愈發感到不安。

分析研究公司Quant Insight研究了
資產價格與二十多個宏觀因素之間的關
系，得出結論說，上個月標普500指數
對通脹預期上升表現出負敏感性，這是
三年來首次。隨著通脹持續升溫，投資
者如今對高成長性股票的估值更加敏感
。隨著CPI數據創31年來新高，投資者

開始在公用事業和消費必需品等避險股
中尋求避險。

與後疫情時代的許多事件一樣，目
前還不清楚股市是否會持續將通脹視為
威脅。即使在連續兩日下跌後，標普500
指數仍在其歷史高位附近徘徊。但金融
媒體評論認為有一點需要註意：如果通
脹擔憂加劇、股票遭大規模拋售，曾經
拯救股市的美聯儲這次可能無法出手相
助。

即使進行加息，可能也不足以扭轉

高通脹局面，因為通脹的源頭涉及供應
鏈中斷和財政支出，而這兩個領域是美
聯儲無法控製的。簡而言之，就是從超
長期的時間來看，股票可能成為投資收
益最高的投資品種。

而與美國等成熟的資本市場相比，
中國家庭普遍高配房產低配股票，當然
這種配置本身也是一個自我驗證和加強
的循環過程，而且在過去十年取得了很
好的實際效果。

不過房價不會一直漲，股票也不會
一直跌，從長期來看，收益率的均值回
歸就像萬有引力定律一樣總是會在不知
不覺中發揮強大的作用。中國消費者指
數上漲主要受到食品價格上漲的影響，
如豬肉等肉類 11 月比 10 月價格上漲
12.2%，最近幾年中國豬肉價格上漲兩倍
主要是因為受到非洲豬瘟的影響，雖然

在年初中國豬肉價格有所下降，但是歲
末年初隨著中國人飲食習慣對豬肉需求
猛增導致豬肉價格再次上漲。

中國人有在冬日儲存食品的習慣，
也是讓食品價格上漲的另外原因。中國
新寡疫情回升，政府在11月初呼籲民眾
儲存糧食來應對可能的隔離，加劇了食
品價格的上升。

請看《美南時事通》主持人陳鐵梅
和社會活動家楊勁濤談通膨猛於虎 疫情
暴露全球化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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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膨猛於虎通膨猛於虎 疫情暴露全球化弊端疫情暴露全球化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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