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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寶華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董事
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
鴻盛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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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2 日中午
日中午，
，德州安徽同鄉會創會會長張聞回到
休斯敦，
休斯敦
，在滋味成都邀請同鄉會的同事們一起聚餐聯誼
在滋味成都邀請同鄉會的同事們一起聚餐聯誼。
。圖
為張聞、
為張聞
、承寧
承寧、
、汪宏正
汪宏正、
、范玉新
范玉新、
、方勝
方勝、
、張經坤
張經坤、
、趙美萍
趙美萍、
、
王福生等在由中國老街韻味的巨幅牆畫前合影。
王福生等在由中國老街韻味的巨幅牆畫前合影
。

2021 年 12 月 12 日，環球之星美食節在新殿餐廳舉行
環球之星美食節在新殿餐廳舉行((原 Chi
China Bear)美食評選
Bear)美食評選、
、美食大賽及品嚐活動
美食大賽及品嚐活動。
。圖為美食節主席黃
琛和出席美食節的餐廳負責人和嘉賓們在迎賓大門外合影。
琛和出席美食節的餐廳負責人和嘉賓們在迎賓大門外合影
。

2021 年 12 月 8 日，AREAA 休斯敦在 Uptown 舉辦 Blue Santa 聖
誕玩具為主題的月會，
誕玩具為主題的月會
，會員們紛紛帶來玩具捐給 HPD 警官基金
會，轉給聖誕節期間需要玩具的孩子們
轉給聖誕節期間需要玩具的孩子們。
。圖為會員 Sandy Xu 協
助警官們將捐獻來的玩具打包。
助警官們將捐獻來的玩具打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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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9 日上午 9 點至下午 4 點，亞商會會員之一文
夢地板在總部展示廳舉辦聖誕流水席，
夢地板在總部展示廳舉辦聖誕流水席
，邀請客戶
邀請客戶、
、嘉賓和
員工共度一個溫馨健康的聖誕節。
員工共度一個溫馨健康的聖誕節
。

2021 年 12 月 13 日 ， 由原首都銀行總裁
由原首都銀行總裁、
、 現保富富銀行
(Preferred Bank)德州區
Bank) 德州區 CEO 戴建民 David Tai 侄兒 Dr.
Lin 和 Mattioli Vision 視力矯正專家 Dr. Fred Mattioli 一行
訪問美南新聞世界總部並在美南電視接受主持人馬健專
訪 ， 介紹最有特色的第三代激光矯正視力手術
介紹最有特色的第三代激光矯正視力手術。
。 圖為休
斯敦黑馬地產經紀人阿芳(Susan
斯敦黑馬地產經紀人阿芳
(Susan Chang)在見面會上與資
Chang)在見面會上與資
深銀行家戴建民合影。
深銀行家戴建民合影
。

2021 年 12 月 12 日 ， 休斯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在賴清陽
休斯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在賴清陽、
、賴
李迎霞最新收購的 Marriett CourtYard 旅館會議室舉行聖誕
聯歡聚會，
聯歡聚會
，祝賀賴李迎霞代表本會出任 2022 年休士頓中華
公所共同主席。
公所共同主席
。圖為老四川全美第十七家店
圖為老四川全美第十七家店、
、休斯敦第二家
店長小偉特別趕來祝賀並與剛剛出版《
店長小偉特別趕來祝賀並與剛剛出版
《美國旅館及商業地產
的商機與法律》
的商機與法律
》的賴清陽大律師洽談
的賴清陽大律師洽談、
、合影
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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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3 日至 14 日，GMCC 萬通貸款在休斯敦糖城總部辦公室舉行為期
兩天的資深貸款專員培訓活動，
兩天的資深貸款專員培訓活動
，系統介紹萬通貸款在 Great Jumbo Rate for A+
Buyers、
Buyers
、Jumbp Specials、
Specials、Jumbo Express、
Express、Buy without Sell First Program、
Program、
Invest Loans、
Loans、NON-QM Programs 等各個 GMCC 強項上展開推廣
強項上展開推廣，
，出席的人
員均為德州休斯敦本地資深貸款專家，
員均為德州休斯敦本地資深貸款專家
，不少已經加盟了萬通貸款
不少已經加盟了萬通貸款，
，搶得先機
搶得先機。
。

2021 年 12 月 11 日，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應約陪同前來休斯敦幾內亞共和
國(Guinea)
(Guinea)駐美大使楊森
駐美大使楊森(Kerfalla
(Kerfalla Yansane)夫婦前往休斯敦太空中心參觀訪問
Yansane)夫婦前往休斯敦太空中心參觀訪問
。圖為結束後王總編安排大使夫婦來到享譽全美
圖為結束後王總編安排大使夫婦來到享譽全美、
、獲獎無數的大四川 888 Bis
Bistro 餐廳品嚐正宗川菜美食
餐廳品嚐正宗川菜美食。
。

飲食健康

如何延缓面包老化？
如何让面包变得更好吃，一直都是
一个非常值得钻研的话题，除了从配方
研发阶段就用心制作外，面包出炉后的
最佳品尝时间也是有限的，“面包老化
”是所有面包师不得不直接面对的一个
问题。
可以说从面包出炉的那一刻起，
“老化”就一直伴随着面包，且这个过
程无法避免，更不能逆转，面包师们所
能做的就是用技艺和手段减缓老化的过
程。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减缓面包老化呢？
面包老化指的是面包内部组织逐渐
变干硬的过程，具体表现为表皮失去光
泽，水分流失，风味流失，硬化掉渣，
可溶性淀粉减少等。
针对面包的特性，老化无法避免，
但却能够在制作的过程中通过技艺与原
料的添加大大延缓老化的过程。
影响老化的因素包括配方、面粉、
糖、乳制品、油脂、乳化剂、酵种、包
装、保存。
配方
选择合适的配方，高含水量的配方
可以促进面团充分水合，形成面筋，提

高面包的保水性。
不过也不能添加太多的水，要结合
配方的配比以及面粉的吸水性，否则还
可能会加速面包老化。
面粉
蛋白质含量高，质量好的面粉，更
有利于减缓老化，因为蛋白质品质越好
，吸水量越高，面筋结构强，相对的最
终面包淀粉含量就较少，面包老化速度
则会大大减缓。
一款好的面粉影响的不仅是产品的
口感口味，对于减缓老化也有积极的作
用。比如金像牌精研日式面包粉，甄选
全球优质小麦，传承日本长粉路精研制
粉工艺，以 0.38%低灰分，<0.2%低纤维
，及细腻白亮的粉质，达到日本“特等
粉”的至高标准，让面团更筋道、吸水
性更强、熟化度更高，让面包呈现出特
有的细腻组织和绵柔口感。
糖
糖在发酵时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
糖，果糖具有很强的保水性，可以延缓
面包的老化，但是糖的比例也不能太高
，太高则会影响面团中面筋的结合，从
而影响面团保水性，影响面包老化的速

度。
乳制品
乳制品中的乳糖虽然会被乳酸菌消
耗，但是不会被面包酵母消耗，所以乳
制品中的乳糖就会在面团中发挥作用，
其具有很好的保水性，可以有效防止水
分蒸发。
油脂
油脂减缓老化的案例在烘焙中还是
非常常见的，很多重油面包或蛋糕都可
以拥有非常久的保质期。这是因为油脂
可以包覆淀粉分子，阻止糊化淀粉分子
重结晶，延缓水分蒸发，从而延缓面包
老化。
同样油脂也并非越多越好，过多的
油脂会让面包组织变得粗糙，所以还是
要注意配方的配比。
乳化剂
蛋黄中的软磷脂和乳化剂，可以与
淀粉分子相结合，形成螺旋装结构，阻
止水分子从淀粉中移出，从而保住水分
，同时被乳化的油脂也可以扩大包覆面
积，同样可以延缓水分的蒸发。
酵种
利用天然酵种，可以起到延缓面包

老化的作用。比如中种、烫种、
鲁邦种、老面等，都可以抑制或
减缓面包老化。
此外，酵种的加入，也会给
面团带来大量的乳酸菌，发酵产
生的乳酸不仅有助于软化面筋，
还同样具有良好的保水性。
包装
除了通过面包的原材料以及
制作技法来改善面包老化，还能
通过产品包装得到改善。
经过有效包装的面包可以有
效控制面团的水分流失，使面包
维持松软湿润的组织质地，未包
装的面包直接接触空气较易受到影响，
从而影响口感。
面包包装时候的温度也值得注意，
面包中心温度需冷却至＋30°C（±1°C）
，接近人体手心温度即可。
保存
首先，面包保存不建议放冰箱冷藏。
因为冰箱的冷藏室是一个循环冷气系统，
面包的水分在冷风作用下会不断流失。
可以将面包冷却至要求温度后密封
冷冻储存，在-18°C 的环境下面包中 80%

水分都会被冻结成稳定的状态，达到延
缓老化的作用。
针对料理包、夹馅面包，因为加入
了馅料，保质期通常为一天。三明治、
奶油类冷藏保质期为一天，饼店可以适
当控制制作量。
对于饼店经营者来说，面包老化是一
件非常无奈且需要直面的问题，如果能够
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有效延缓这个
过程，无疑将会大大提高我们的产品品质
，并且在消费者中形成良好的口碑。

蚝油不是油 选用有讲究
烹饪美食，很多家庭偏爱用蚝油来
提味增鲜。无论是炒菜、凉拌还是调馅
、烧烤，似乎都少不了这个美味“氛围
制造者”的参与。然而，蚝油并非是
“万能提鲜剂”，其购买、使用和储存
还有很多容易被人忽略的“冷知识”。
选：蚝汁含量是关键
生蚝，又称牡蛎，不仅肉鲜味美，
营养也较为丰富。按照国家标准限定，
蚝油必须是将生蚝蒸煮后的汁液浓缩，
或直接把生蚝肉酶解，然后再加入盐、
糖、淀粉或其他一些原料、添加剂，加
工制成的调味品。所以，蚝油虽然名字
叫油，但其实是属于汁类调味品。
品质较高的蚝油除了能调味儿，还
含有一定量的氨基酸、矿物质锌、牛磺
酸等营养元素。
市面上的蚝油品类繁多、价格迥异
。但它们到底是生蚝取肉熬汁的浓缩精
华，还是各种增味剂与增稠剂的组合配
伍，就需要仔细甄别了。
华东理工大学食品药品监管研究中

心副主任刘少伟提醒消费者注意以下几
点：
一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一般来说
，正规渠道销售的蚝油，产品安全系数
相对较高，而一些小作坊生产加工出来
的蚝油等调味品，较易存在安全风险。
二是留心蚝汁含量。蚝汁含量越高
，品质越优。不过，现行蚝油国家推荐
标准虽然明确了蚝油必须含有蚝汁，却
并没有强制要求厂家标注蚝汁含量。因
此，消费者选购蚝油时，可以优先考虑
那些标签上明确标注了蚝汁含量的产品
。此外，按照我国商标法规定，配料表
中原料顺序依据实际添加量多少进行排
序。如果配料表中排在首位的是蚝汁，
那就说明所有配料中蚝汁含量最高；而
如果蚝汁没有排在配料表中第一位、第
二位的位置，就需要认真考量这款蚝油
的品质了。
三是查看生产日期。购买日期越接
近生产日期的产品，其新鲜度越高，品
质优良。

吃：把握时机和火候
蚝油虽然味道鲜美，却是“性格拧
巴的家伙”：一方面，它不耐高温；另
一方面，又必须借助一定的温度它才能
更好地释放鲜味。
刘少伟解释说，这种“拧巴”主要
是因为蚝油中的谷氨酸钠成分。谷氨酸
钠是一种呈鲜物质，70℃—90℃时溶解
最好最鲜。不过，谷氨酸钠被加热至
120℃以上时，就会形成焦谷氨酸钠，并
失去鲜美的味道。
对于网传“蚝油中谷氨酸钠加热时
生成的焦谷氨酸钠是一种致癌物，所以
，蚝油一旦加热就会致癌”的说法，刘
少伟强调，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焦
谷氨酸钠并不会致癌。但考虑到上述原
因，建议在起锅前再添加蚝油等呈鲜调
味品，这样既能满足鲜味释放所必需的
温度要求，又不至于因为长时间高温加
热导致鲜味流失。
除了注意时间上要恰到好处，刘少
伟还提醒消费者使用蚝油时注意以下几

个知识点：
一是做凉拌菜时不宜直接放蚝油。
可以先在锅中烧开适量的鲜汤或者清水
，关火后加入蚝油拌匀，然后再浇到凉
拌菜上，这样能保证蚝油在短时高温下
释放最美的味道。
二是不能和鸡精、辛辣调料、醋、
糖等调味品混合使用，因为这些辛辣和
糖醋调料的味道本身就比较重，会掩盖
耗油的鲜味，同时还会有损蚝油的特殊
风味；而鸡精和味精，本身和蚝油一样
含有谷氨酸钠，所以无需再画蛇添足。
除了上述调味料外，类似八角、豆瓣酱
、黄豆酱等味道浓烈的调味品，也不宜
与蚝油一起添加。
三是食用蚝油要适量。蚝油虽然鲜
美，但也是含盐大户，所以一定要限量
食用。添加蚝油的同时，要注意减少酱
油、食盐的添加量。
存：开盖就要放冰箱
蚝油是一种不太稳定的调料，一旦
开盖，应当放到冰箱里（0℃—4℃）冷

藏。
刘少伟提示，蚝油中含有 18 种以上
的氨基酸、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酯
、有机酸等物质。如果开盖之后蚝油长
时间在常温下、特别是温度较高的厨房
存放，很容易发生氧化分解，增加腐败
、霉变的风险，甚至产生黄曲霉毒素等
有害物质，增加致癌的风险。而这也是
网上一度流传的“蚝油致癌”之说的一
个主要原因。
因此，刘少伟提醒消费者，购买蚝
油时，尽量选择小瓶装蚝油，缩短存放
的时间，开盖后一定要放冰箱冷藏，并
尽快食用。
蚝油浓郁黏稠，很多急性子的居家
大厨习惯用甩的方式倒蚝油，但结果往
往是“一甩甩半瓶”。因此，有些商家
推出了家用蚝油挤压器来解决这个难题
。不过，刘少伟建议使用这种挤压器后
务必要及时冲洗干净并晾干，否则残留
在按压嘴泵和传输管上的蚝油很容易发
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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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元宇宙爆出首例性騷擾
虛擬世界裏誰來保護“我們”？
曆的算不算性騷擾？
華盛頓大學研究網絡騷擾問題的凱
瑟琳· 克羅斯則表示，虛擬現實具有沈
浸感和真實性，在這種環境中發生的有
害行爲也同樣具有真實性。“說到底，
虛擬現實空間的設計目的是讓用戶認爲
真的在某個特定空間裏，他們的每一個
身體動作都發生在一個 3D 環境之中。這
也是爲什麽在這個空間裏的情緒反應會
更強烈，以及爲什麽 VR 會觸發相同的
內部神經系統和心理反應的部分原因。
”她解釋道。
“Horizon Worlds”中的這位受害者
正是如此。她在帖子中寫道：“在普通
的互聯網上，性騷擾也不是個玩笑話。
但置身于虛擬現實中又增加了另一層感
受，使得感覺更強烈。我不僅被騷擾了
，而且還有其他人支持這種行爲，這讓
我在廣場上感到孤立無援。”

據 報 道 ， Meta 公 司 ( 前 身 爲 臉 書
Facebook)于本月初正式開放了其元宇宙
平 台 “Horizon Worlds” 。 據 報 道 ， 在
“Horizon Worlds”測試期間，一名女性
測試者報告了一件非常令人不安的事
——她在虛擬世界裏遭到了性騷擾。這
名測試者稱，有一個陌生人試圖在廣場
上“摸”自己的虛擬角色。她寫道，
“這種(不適的)感覺比在互聯網上被騷
擾更爲強烈”。

也不會是最後一起，只要有人躲在電腦
屏幕後面逃避道德責任，這種事就會一
直持續發生。
其中一件引發廣泛討論的事件發生
在 2016 年，當時一名女性玩家喬丹· 貝
拉米爾在 Medium 論壇上寫了一封公開信
，描述了自己在《城堡保衛戰(QuiVR)》
中被性騷擾的經曆。她表示，當自己正
玩得很開心時，一個陌生人突然追著她
探討
的角色亂摸。當時貝拉米爾感到的震驚
在元宇宙被性騷擾後該怎麽辦？
與現實生活中遭遇類似事件時沒有什麽
那麽，在元宇宙中遭遇性騷擾後該
爭論
差別。
身體沒被真實觸碰算不算性騷擾？
在貝拉米爾當時的公開信下方的留 怎麽辦？隨著元宇宙興起，這是一個十
外媒報道稱，這並不是虛擬現實 言板上，一直引發人們爭論的話題是： 分值得探討的問題，不少平台也正在試
(VR)世界中發生的第一起性騷擾事件， 如果她的身體沒有被真實觸碰，她所經 圖弄清楚這一點。因爲這一最新事件表

明，在平台想出如何保護參與者之前，
元宇宙永遠不會成爲一個絕對安全的地
方。
《城堡保衛戰》聯合創始人斯坦頓
指出，真正的問題或許在于，當你在玩
遊戲或參與元宇宙活動時，“遊戲開發
者與玩家之間的契約”。他解釋道：
“作爲玩家，我同意在開發者的世界
中，按照他們的規則做我想做的事情。
但一旦契約被撕毀，我感到不舒服，公
司的責任就是讓玩家回到他們想去的地
方，回到舒適的狀態。”
但問題是，確保用戶感到舒適是誰
的責任？
例如，Meta 表示，爲用戶提供了保
護自己安全的工具，有效地將責任轉移
到了他們身上。據報道，Meta 對這一性
騷擾事件進行內部審查後表示，測試者
應該使用一個名爲“安全區(Safe Zone)”
的工具，這是“Horizon Worlds”內置安
全功能套件的一部分。所謂“安全區”
就是一個保護性的泡泡，當用戶感到威
脅時可以激活它，在這個泡泡裏面，沒
有人可以觸摸他們的角色，也不能與他
們交談或者以任何方式互動，直到他們
發出信號，希望解除保護。

Horizon 公司的副總裁夏爾馬(Vivek
Sharma)稱這起性騷擾事件“非常不幸”
，但他同時表示，“這對我們來說仍是
很好的反饋，因爲我想讓屏蔽功能變得
簡單、容易找到”。
但事實上，Meta 世界裏的受害者要
麽沒有想到使用安全區，要麽無法訪問
安全區，這正是問題所在。克羅斯指
出：“對我來說，結構性問題是個大
問 題 。他們的解決方案是把它‘外包’
給用戶，並說，‘在這裏，我們給了你
照顧自己的權力。’”這明顯是不公平
的，而且也行不通。
斯坦頓則表示，平台需要做的是在
虛擬世界中發出某種通用的信號，例如
《城堡保衛戰》對遊戲進行了修正，遊
戲玩家可以伸展手臂做出 V 形手勢，自
動將冒犯者推開。
克羅斯認爲，在培訓課程中，平台
應該明確列出反映日常生活中普遍存
在的規範，因爲在現實世界中，你不
會隨意撫摸別人，應該把這一點也帶
到虛擬世界中。此外，另一個重點是約
束“攻擊者”，“這意味著要確保不良
玩家被發現、暫停或禁止參與。”福克
斯表示。

市場空間或超數萬億 自動駕駛距離我們還有多遠？
綜合報導 近一個月來，自動駕駛領域新聞不
斷：德國允許 L3 自動駕駛(即在特定環境中實現部
分自動駕駛)上路、自動駕駛卡車駛入京台高速開
啓常態化自動駕駛測試、北京開放中國首個自動駕
駛出行服務商業化試點……自動駕駛這一話題在
2021 年的冬天顯得格外“火熱”。
中信證券研報指出，自動駕駛預計將是萬億級
的廣闊市場，有望解決人力成本提升、交通安全、
司機短缺等諸多痛點，其中城市開放場景的市場空
間最大，城市場景包括 Robotaxi(自動駕駛出租車)
、環衛服務、城配物流以及最後一公裏配送。中信
證券研報認爲，Robotaxi 市場空間是自動駕駛應用
場景中最爲廣闊的一個領域。
目前，北京、上海、廣州、長沙、滄州等多地
已經開放自動駕駛常態化運營。在上海嘉定，時常

能看到裝備著各種傳感器的車輛在道路上行駛，除
了各種公司自動駕駛測試車輛外，還有很多正在運
營的自動駕駛出租車。據統計，截至 11 月，嘉定
有 18 家企業、超 200 輛車正在開展測試示範。
“我們的目標是建設國家智慧交通先導試驗區
，下階段，嘉定新城的‘未來感’會越來越豐滿。
智能出租、智能公交、智能物流等應用場景會逐步
落地，爲市民提供一種更好的、智慧的出行模式。
”上海市嘉定區交通委主任陸鳳此前接受中新社記
者采訪時說。
對于自動駕駛來說，安全性一直是外界關注的
重點。近期，由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聯
合同濟大學、百度 Apollo 編制的《自動駕駛汽車交
通安全白皮書》提出了“自動駕駛比人類駕駛更安
全，但並非‘零’事故”的觀點。

白皮書指出，人是交通安全中最不確定的因素
。根據 CIDAS(中國交通事故深入調查)數據庫顯示
，2011 年至 2021 年 5664 起乘用車參與的事故案例
中，駕駛員人爲因素占比約爲 81.5%。其中，因駕
駛人無法對危險進行提前識別和感知，導致駕駛人
主觀錯誤造成事故占比 79.9%。
那麽更安全的自動駕駛，距離落地還有多遠？
中國人民大學未來法治研究院副院長王瑩認爲，讓
“無人汽車’”有法可依是其商業化的關鍵。
王瑩指出，“無人駕駛”商業應用的立法給學
界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因爲法律永遠是悲觀主義
的，首先要想到事故，想到風險如何去防範，如何
去進行規制。”不過王瑩也表示，隨著學界和智能
網聯汽車産業界的交流互動日漸深入，一些問題和
擔憂正在被解決。

交通運輸部也在近日發布《交通運輸“十四五”
立法規劃》，規劃在“加強智慧交通創新發展立法
研究儲備”一欄中，提出要探索研究建立自動駕駛
、智能航運等智慧交通前沿技術應用相關法律制度
，探索研究在相關立法項目中建立無人化載運工具
管理制度。
雖然自動駕駛距離落地還有一段時間，但技術快
速成長也在各種層面開始影響汽車産業。中國汽車工
業協會副秘書長柳燕表示，中國L2級自動駕駛(即車輛
部分實現自動化)功能市場滲透率正在逐年遞增。
柳燕指出，近年來，中國企業與地方政府聯合
商業創新，積極探索衆多場景的自動駕駛應用服務，
從消費者出行到貨物運輸、Robotaxi、自動泊車、幹
線物流、無人配送、礦山重載、港口物流等多種場
景不斷湧現，並形成規模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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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
盛大”“
”“震撼
震撼”
”聖誕節平安夜在
波利尼西亞文化中心看南太平洋歌舞秀
【美南新聞泉深
美南新聞泉深】
】夏威夷吸引力排名第一的波利尼西亞文化
中心 (Polynesian Cultural Center, PCC) 是一個以家庭為中心的
文化旅遊景點和生活博物館，
文化旅遊景點和生活博物館
， 位於夏威夷歐胡島北岸的萊耶
（Laie)
Laie)。
。 PCC 歸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歸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The Church of Je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Saints， LDS Church）
Church） 所有
所有，
， 於 1963
年 10 月 12 日建成
日建成，
， 佔地 42 英畝
英畝（
（17 公頃
公頃），
），歸屬附近的夏
歸屬附近的夏
威 夷 楊 百 翰 大 學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 Hawaii
Hawaii，
，
BYU-Hawaii) 所有
所有。
。
PCC 依山傍水
依山傍水，
， 你可以看見各種熱帶植物鬱鬱蔥蔥
你可以看見各種熱帶植物鬱鬱蔥蔥，
， 整潔
的環形遒路兩旁和各種建築周圍都聳立著的棕櫚樹和松樹，
的環形遒路兩旁和各種建築周圍都聳立著的棕櫚樹和松樹
，到處
都是五顏六色的花圃和碧綠如茵的草地。
都是五顏六色的花圃和碧綠如茵的草地
。這裡婉蜓的人工湖
這裡婉蜓的人工湖，
，巧
妙地把文化中心分割成 7 個自然區
個自然區，
，區內各個村落的建築設施均
保持本民族幾百年前的傳統風貌。
保持本民族幾百年前的傳統風貌
。
PCC 是非營利機構
是非營利機構，
， 票價比較貴
票價比較貴，
， 但不向聯邦和州政府交
稅，收入用於日常運營和支持教育
收入用於日常運營和支持教育。
。 PCC 大約 1,300 名員工中
有 70
70%
% 是 BYU-Hawaii 的學生
的學生。
。 自開辦以來
自開辦以來，
， PCC 已為 12
12,,
000 多名 BYU-Hawaii 學生提供了經濟援助
學生提供了經濟援助，
，75
75%
%的學生來自世
界各地。
界各地
。學生在學期期間每週最多可以工作 20 小時
小時，
，在休息期
間可以工作 40 小時
小時。
。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
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
，PCC 的收入用於日
常運營和支持教育。
常運營和支持教育
。
表演者在村里展示來自波利尼西亞各地的各種藝術和手工藝
。 PCC 除了白天的展覽和示範外
除了白天的展覽和示範外，
，還提供額外收費的晚間表演
，它是一個名為 《哈：生命之息
生命之息》
》 （Hā–Breath of Life）
Life）的多
元文化波利尼西亞節目，
元文化波利尼西亞節目
，該節目以來自波利尼西亞各地的歌曲和
舞蹈為特色，
舞蹈為特色
，是一個生動
是一個生動、
、充滿活力的作品
充滿活力的作品。
。
白天看波利尼西亞民族特色
PCC 裡的房子
裡的房子，
， 造形各異
造形各異，
， 有圓有方
有圓有方，
， 屢頂和圍牆都是用
茅草建成。
茅草建成
。村落之間由假山相隔
村落之間由假山相隔，
，山上松柏挺立
山上松柏挺立，
，瀑布鳴響
瀑布鳴響，
，常
青藤盤繞，
青藤盤繞
，一座座小木橋橫跨湖上
一座座小木橋橫跨湖上，
，又把各個村落連成一個整體
。 遊人可乘坐小船和獨木舟
遊人可乘坐小船和獨木舟，
， 穿行於花番鳥語的村落之間
穿行於花番鳥語的村落之間。
。
PCC 是一個可參與性非常強的文化場所
是一個可參與性非常強的文化場所，
， 在這裡可以看他們跳
舞、表演
表演，
，而且來到這裡最不可錯過的就是和他們一起舞蹈
而且來到這裡最不可錯過的就是和他們一起舞蹈，
，開
心地參加各種活動。
心地參加各種活動
。

PCC 表演以傳統村莊為中心
表演以傳統村莊為中心，
， 每小時都表演和文化學習經
驗發生在這些村莊。這些村莊包括
驗發生在這些村莊。
這些村莊包括：
：夏威夷
夏威夷（
（Hawaii
Hawaii）、
）、薩摩亞
薩摩亞
（Samoa
Samoa）、
）、奧特羅阿
奧特羅阿 （Aotearoa
Aotearoa）（
）（present-day
present-day New ZeaZealand)（
land)
（今新西蘭
今新西蘭）、
）、斐濟
斐濟（
（Fiji)
Fiji)、
、大溪地
大溪地（
（Tahiti)
Tahiti)、
、湯加
湯加（
（Ton
Tonga)、
ga)
、馬克薩斯群島
馬克薩斯群島（
（The Marquesas Islands)。
Islands)。
夏威夷村
跳草裙舞，
跳草裙舞
，學習釣魚
學習釣魚，
，並在夏威夷村莊品嚐一些 poi
poi。
。聆聽
夏威夷弦琴演奏的歌曲，
夏威夷弦琴演奏的歌曲
，玩古老的夏威夷遊戲
玩古老的夏威夷遊戲。
。
薩摩亞村
波利尼西亞文化中心最受歡迎的村莊！
波利尼西亞文化中心最受歡迎的村莊
！在展示著名的薩摩亞
幽默感的文化展示中了解薩摩亞人！
幽默感的文化展示中了解薩摩亞人
！
奧特羅阿村
新西蘭島村是您了解毛利人的地方。
新西蘭島村是您了解毛利人的地方
。觀看著名的毛利武士舞
蹈哈卡，
蹈哈卡
，了解毛利紋身和圖騰的意義
了解毛利紋身和圖騰的意義，
，並學習如何玩擲棍遊戲
並學習如何玩擲棍遊戲。
。
斐濟村
觀看傳統的斐濟舞蹈、
觀看傳統的斐濟舞蹈
、演奏 derua
derua（
（竹樂器
竹樂器）
）並學習如何製
作椰子油。
作椰子油
。 斐濟村包括傳統紋身示範
斐濟村包括傳統紋身示範、
、 德魯阿課程以及參觀 6
層樓高的傳統斐濟寺廟。
層樓高的傳統斐濟寺廟
。
湯加村

獨木舟表演結束後，
獨木舟表演結束後
，前往附近的湯加村
前往附近的湯加村！
！觀看有節奏的文化
表演，
表演
，在那裡您將學習同安拍手舞並參加擊鼓表演
在那裡您將學習同安拍手舞並參加擊鼓表演。
。
大溪地村
大溪地村每天舉行一次傳統的大溪地婚禮。
大溪地村每天舉行一次傳統的大溪地婚禮
。觀看著名的抖臀
大溪地舞蹈，
大溪地舞蹈
，站起來自己學習
站起來自己學習！
！品嚐美味的手工椰子麵包
品嚐美味的手工椰子麵包、
、竹竿
魚，看看椰子油是如何製作的
看看椰子油是如何製作的。
。
晚上觀看大型歌舞表演
表演主題：《
表演主題
：《哈
哈：生命之息
生命之息》（
》（H
Hā: Breath of Life ），
），是一
是一
場令人驚嘆的晚間表演，
場令人驚嘆的晚間表演
， 有超過 100 位波利尼西亞表演者
位波利尼西亞表演者，
，加
上特效、
上特效
、動畫和環繞立體聲
動畫和環繞立體聲，
，效果震撼
效果震撼。
。
這是一個由火、
這是一個由火
、歌和舞點燃的激情故事
歌和舞點燃的激情故事，
，是一個關於生與死
、愛與家庭
愛與家庭、
、勝利與悲劇的象徵性故事
勝利與悲劇的象徵性故事，
，並以波利尼西亞舞蹈
並以波利尼西亞舞蹈、
、
音樂和熾熱的火刀穿插其中。
音樂和熾熱的火刀穿插其中
。由波利尼西亞表演者組成的演員陣
容講述，
容講述
，這種情緒化和充滿活力的表演將真正讓您嘆為觀止
這種情緒化和充滿活力的表演將真正讓您嘆為觀止！
！這
個 90 分鐘
分鐘、
、舉世聞名
舉世聞名、
、屢獲殊榮的表演是必看的
屢獲殊榮的表演是必看的，
，也是一次真
正難忘的經歷。
正難忘的經歷
。
廣受好評的《
廣受好評的
《哈：生命之息
生命之息》
》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被描述
為“真正的盛大演出
真正的盛大演出，
，充滿了南太平洋文化的切分音符和協同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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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四輪驅動越野車馳騁夏威夷歐胡島古蘭尼牧場
【美南新聞泉深
美南新聞泉深】
】如果您到夏威夷歐胡島不去古
蘭尼牧場 （Kualoa Ranch）
蘭尼牧場（
Ranch） 參觀 50 多部電影和電視
節目的一些令人驚嘆的道具和拍攝場地，
節目的一些令人驚嘆的道具和拍攝場地
，那麼您的歐
胡島之旅就不算完美。
胡島之旅就不算完美
。 古蘭尼牧場是一個佔地 4,000
英畝（
英畝
（1,600 公頃
公頃）
） 的私人自然保護區和工作養牛場
，也是夏威夷歐胡島迎風海岸的熱門旅遊景點和好萊
塢及迪士尼的影視基地。
塢及迪士尼的影視基地
。
對於越野駕駛愛好者來說，
對於越野駕駛愛好者來說
，駕駛四輪驅動越野車
（ATV Raptor）
Raptor）馳騁在古蘭尼牧場上
馳騁在古蘭尼牧場上，
，是一次泥濘的
冒險，
冒險
，事前要簽好合約
事前要簽好合約，
，一切後果由自己承擔
一切後果由自己承擔。
。為了
近距離接觸電影、
近距離接觸電影
、電視劇拍攝場景
電視劇拍攝場景，
，我們提前一個月
預訂了門票，
預訂了門票
，加入自駕游團隊
加入自駕游團隊。
。越野車團隊由三位導
遊率隊，
遊率隊
，一人走在最前列
一人走在最前列，
，控制行駛速度
控制行駛速度，
，一人跟在
後面，
後面
，掌握全隊的安全
掌握全隊的安全，
，還有一人在中間穿插
還有一人在中間穿插，
，解決
行駛中遇到的問題。
行駛中遇到的問題
。
越野車團隊沿著畸形怪狀、
越野車團隊沿著畸形怪狀
、凹凸不平的的山路
凹凸不平的的山路，
，
在泥濘中馳騁，
在泥濘中馳騁
，穿越季節性溪流
穿越季節性溪流，
，並將我們帶入風景
秀麗的山谷和危險偏遠的地區，
秀麗的山谷和危險偏遠的地區
，途中會在風景名勝和
歷史遺跡停留下來，
歷史遺跡停留下來
，給我們講述有趣的故事
給我們講述有趣的故事。
。
在停下來的第一站，
在停下來的第一站
，導遊給我們講古蘭尼牧場的
歷史故事。
歷史故事
。 該牧場位於古蘭尼山脈腳下
該牧場位於古蘭尼山脈腳下，
， 由卡阿瓦
（Ka
Kaʻʻaʻawa
awa）
） 山谷
山谷、
、 古蘭尼
古蘭尼（
（Kualoa
Kualoa）
） 山谷和哈基
普烏 （Hakipu
Hakipuʻʻu ） 山谷組成
山谷組成。
。 從 13 世紀到 18 世紀
，這個山谷對古代夏威夷人來說是神聖的
這個山谷對古代夏威夷人來說是神聖的，
，因為酋長
La'a-mai-kahiki 在返回大溪地
在返回大溪地（
（Tahiti)
Tahiti)之前訪問了考
之前訪問了考
艾島（
艾島
（Kaua
Kauaʻʻi）後就在這裡定居
後就在這裡定居。
。它也是 Kapahu'ula
和 Ka'ahu'ulapunawai 聖 鼓 （sacred drums ） 以 及
Kauakahiakaho'owaha 聖山
聖山（
（sacred Hill）
Hill） 的所在地
，這個地理位置是毆胡島王國主權的關鍵
這個地理位置是毆胡島王國主權的關鍵。
。
1850 年 ， 一位美國醫生格里特·P·賈德 （Gerrit
P. Judd）
Judd） 博士以 1300 美元的價格在 古蘭尼購買了
622 英 畝 的 牧 場 ， 並 從 卡 美 哈 美 哈 III （Kame
Kamehameha III ）國王手中購買了離岸的莫科利
國王手中購買了離岸的莫科利（
（Mokoli'i
）島。賈德博士是第一個為卡美哈美哈國王將醫學期
刊翻譯成夏威夷語的人，
刊翻譯成夏威夷語的人
， 國王非常感謝他的工作
國王非常感謝他的工作。
。
1860 年 ， 賈德博士又購買了 2200 英畝土地
英畝土地。
。 1880

年 ， 賈德博士的兒子查爾斯又購買了 1188 英畝土地
。 這就是今天古蘭尼牧場有大約有 4000 英畝的土地
。
1941 年二戰期間
年二戰期間，
，美軍佔領了這片土地
美軍佔領了這片土地，
，成為古
蘭尼機場的所在地。
蘭尼機場的所在地
。戰爭結束後
戰爭結束後，
，牧場被歸還給賈德
博士的所有者和後代摩根家族。
博士的所有者和後代摩根家族
。迪士尼多次提出購買
這個農場用於電影電視劇的拍攝，
這個農場用於電影電視劇的拍攝
，但遭到所有者拒絕
， 因為這裡游客很多
因為這裡游客很多，
， 預訂還需要排隊
預訂還需要排隊，
， 2 小時的四
輪驅動越野車的費用是每人 150 美元
美元，
，還有拍電影電
視劇使用場地費，
視劇使用場地費
，這樣下去
這樣下去，
，這個牧場的收入無窮無
盡。
第二站導遊帶我們到電影電視劇拍攝現場，
第二站導遊帶我們到電影電視劇拍攝現場
，並介
紹了在古蘭尼牧場拍攝的一些有影響的電影，
紹了在古蘭尼牧場拍攝的一些有影響的電影
，如《侏
羅紀公園》、《
羅紀公園
》、《珍珠港
珍珠港》、《
》、《金剛—骷髏島
金剛—骷髏島》、《
》、《太
太
陽的眼淚》、《
陽的眼淚
》、《哥斯拉
哥斯拉》、《
》、《第
第 50 次約會
次約會》、《
》、《空
空
手道小子 II
II》、《
》、《侏羅紀世界
侏羅紀世界》、《
》、《勇敢者
勇敢者》
》等 50 多
部電影。
部電影
。
第三站導遊帶領我們參觀花了二十多年修建的海
邊影視基地，
邊影視基地
，美不勝收
美不勝收。
。
本次冒險自駕四驅越野車牧場狂奔，
本次冒險自駕四驅越野車牧場狂奔
，看到牧場地
貌多樣，
貌多樣
，從陡峭的山崖到波光粼粼的大海
從陡峭的山崖到波光粼粼的大海，
，從茂密的
熱帶雨林到開闊的山谷，
熱帶雨林到開闊的山谷
，從美麗的白色沙灘到翠綠的
懸崖斷面，
懸崖斷面
，大開眼界
大開眼界，
，是戶外休閒娛樂活動的天堂
是戶外休閒娛樂活動的天堂。
。

鳥語花香

加拿大鹅：确有其鹅，酿成大祸，曾被清理
最 近 ， 服 装 品 牌 “ 加 拿 大 鹅 （Canada Goose
）”被骂上热搜——面对商标绣错、部分脱线、面
料味道刺鼻等质量问题，该品牌的一则“更换条款
”却显示：除非相关法律另有规定，所有中国大陆
的专门店售卖的商品均不得退货。之后几天，“加
拿大鹅”才发布声明称，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
售卖的产品都可以退货退款。
“加拿大鹅”的双标行为，恐怕连累了一种鸟
的名声——毕竟，“加拿大鹅”才不只是一个品牌
名称，人家可是确有其“鹅”！在动物界，Canada Goose 指的是加拿大雁（Branta canadensis）。
身为“大鹅”的一种，加拿大雁战斗力极强
——尤其是在飞机撞击事件上。1990～2012 年间，
民用航空业至少有 1403 起与加拿大雁相关的鸟击事
件，频率与当地的加拿大雁种群数量相关。最著名
的一起鸟击事件，还造成了 6000 万美元的损失。这
种“破坏能力”，甚至让纽约市启动了加拿大雁清
理计划……
2016 年 12 月，影片《萨利机长》在国内上映
。由汤姆· 汉克斯扮演的男主角临危不乱，果断处
置险情，并在确认所有旅客都安全撤离之后，才最
后一个离开飞机。这场惊心动魄的迫降取材于真实
事件。
2009 年 1 月 15 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全美航
空公司（US Airways）一架航班号为 AWE1549 的空
客 A320 型飞机，从纽约州一机场起飞，前往北卡
罗来纳州的夏洛特。该架次起飞后不久就遭遇了鸟
群，两侧发动机都因吸入了鸟体导致故障，最终在
艺高人胆大的正副机长驾驶下，成功迫降在哈德逊
河上。机上 155 人全数获救。
这应该是人类航空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鸟击事
件，也被称为“哈德逊奇迹”。几经调查才发现，
能够“击落”上百吨重民航客机的鸟，就是加拿大
雁。
找出始作俑者
这起事故导致了至少 6000 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不幸中的万幸，没有人员死亡。但与该架班机发生
碰撞的鸟儿显然就没这么走运了。
如此严重的鸟击事故后，确定发生鸟击的具体
种类，为今后的航空运营做出预警，并采取针对性
的预防措施是至关重要的。为此，美国史密森尼学
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和 美 国 农
业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的研究人员
受邀参与调查工作。
2009 年 6 月，研究人员在美国生态学会旗下期
刊 《 生 态 学 及 环 境 前 沿 》 （Frontie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发表了封面文章。他们从两
台发动机上获取了近百份组织、羽毛及残片样品，
经 过 DNA 条 形 码 和 羽 毛 结 构 分 析 ， 指 出 与
AWE1549 航班相撞的是加拿大雁。
进一步测定羽毛样品中的稳定氢同位素含量，
研究者还确定，引发撞机的加拿大雁来自迁徙种群

（migratory population），而非生活在纽约州当地
的留居种群（resident population）。
“凶手”就是它
北美大地上北起阿拉斯加，南到墨西哥北部，
加拿大雁的身影可谓无处不在——头颈部全黑，脸
颊及喉部白色，黑白对比明显，身体多为深灰或褐
色。嗯，是撞机“凶手”没错了。
（学名当中的种本名 canadensis 源自地名，指
加拿大；属名 Branta 源自拉丁语，就是指一种雁
类，即黑雁属。所以，加拿大雁有时也会被称作
“加拿大黑雁”。）
冬季，生活在北方高纬度地区的加拿大雁种群
会迁到南方越冬，而在中纬度地区也有不做长途迁
徙的留居种群。
加拿大雁主要以草、植物根茎或水生植物为食
，常常会集结成大群活动。它们的适应性也不错，
已经被人为引入到了英国、欧洲大陆东北部和中部
（指名亚种 B. c. canadensis），以及新西兰（亚
种 B. c. maxima），形成了自由生活的野化种群。
大鹅们大多战斗力爆表，加拿大雁的亲戚灰雁
也是如此。它们不仅能一致对外赶走入侵者，内部
斗殴也毫不手（翅）软，雄性灰雁甚至会用翅膀互
扇巴掌。
逆势增长的“大鹅”
2019 年 9 月 20 日，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
一篇论文引发了广泛关注。研究人员通过评估公众
科学项目北美繁殖鸟类调查（The North American
Breeding Bird Survey，简称 BBS）获取的数据，发
现自 1970 年以来，美国和加拿大的繁殖鸟类里，有
303 种的数量呈现下降趋势，草地生境鸟类下降比
例最高，而森林鸟类种群数量下降最多。但是该研
究也指出，湿地鸟类的数量却逆势增长，包括加拿
大雁在内的水禽（waterfowl）繁殖种群的数量增加
了 56%。
另一项研究也指出，1970～2012 年期间，北美
地区加拿大雁的种群数量从 126 万只增长到了 569
万只，涨了近 5 倍——这些增量主要由留居种群贡
献，其数量从 25 万只猛增至 385 万只，增幅高达
15.6 倍。迁徙种群的数量从 1990 年至今则相对比较
稳定。
与此同时，在 1990～2012 年间，民用航空业已
知有 1403 起与加拿大雁相关的鸟击事件，其中近一
半造成了损失。而在 1990～1999 年间，鸟击事件的
发生率与留居种群数量的增加趋势呈现出较好的对
应关系。
加拿大雁个体较大，喜爱集群活动，且常会受
机场及周边环境中食物因素（尤其在开阔草地）的
吸引。种群数量日渐增加的它们，正成为航空安全
的一大威胁，也是许多机场鸟击防范的主要对象。
在加拿大雁种群数量增加的同时，人类的航空
业也在快速发展。越来越“拥挤”的天空，意味着
更多的“不期而遇”。数据显示，过去 20 年间，

美国的已知鸟击事件增长了 6 倍。
稳定同位素揭真相
由于很难凭借外形区分加拿大雁的迁徙和留居
种群，而通过 DNA 遗传证据甄别也存在一定困难
。因此，科学家们想到了稳定同位素（stable isotope）这一天然标记物。同位素是指具有相同质子
数、不同中子数的元素。某一元素的部分同位素具
有放射性，而稳定同位素则指不具有放射性的同位
素。
随着纬度、海拔高度以及距离海洋的远近，陆
地上的降水呈现出了规律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以
氢同位素的差异体现在相应区域的植物中，取食这
些植物的动物，其自身组织的氢同位素会与食物中
的相一致。
当动物迁移到另一个地区时，新的食物来源中
同位素的组成，会随着代谢逐渐影响动物组织原有
的同位素特征。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原有的同
位素特征仍会在一段时期内保留。因此，通过测定
组织中的同位素组成，就能获得动物在一定时期内
的活动区域及迁徙信息了。
研究人员将 AWE1549 航班上获取的样品、纽
约市本地留居种群，以及来自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区
迁徙种群的氢稳定同位素值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
，撞击该航班的加拿大雁与拉布拉多地区迁徙种群
最为近似，与纽约市本地留居种群的差距很大。因
此人们判断，“哈德逊奇迹”中被吸入发动机的加
拿大雁源自迁徙种群。
所以，针对迁徙或留居种群不同的生物学特性
，人们应当采取不同的鸟击防范策略和相应措施。
随着人们自然保护意识的兴起，捕猎加拿大雁
开始受到管制，保护区的建立也为种群延续及壮大
提供了庇护所。在纽约州哈德逊河谷和长岛等地，
更是有人开始向野外释放圈养的个体。到 20 世纪
50、60 年代，政府部门也参与进来，希望能增加数
量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狩猎需求。种种因素叠加在一
起，使得纽约州的加拿大雁留居种群日渐壮大。
城市及其周边的加拿大雁逐渐享受到了生活在
人周围的红利：更少的天敌，公园绿地等良好的生
活环境，人多的地方猎人自然也不便施展，热心市
民还会提供额外的食物来源。这些因素又使得留居
种群有了更高的存活率和更好的繁殖力。
反观迁徙种群，它们不得不承受漫长旅途中高的

死亡率、天敌的捕食、恶劣天气的影响，乃至沿途猎
人的伏击。这可能正是加拿大雁留居种群数量增加迅
猛，而迁徙种群却相对保持稳定的原因所在。
据估计，2009 年纽约市内就有留居的 2～2.5 万
只加拿大雁；此外，1990～2009 年间报告了 1238 起
加拿大雁的鸟击事件，其中 81%与留居种群有关。
于是，在 AWE1549 航班事故发生后，纽约市
相关部门立即想当然地开展了清除计划：2009 年 6
月至 2013 年间，共有 3658 只生活在距机场 5～7 英
里（8.05～11.27 千米）范围内的加拿大雁被活捉，
随后被送到禽类加工厂处理，产生的肉食则交由慈
善机构捐助给需要的人。
好消息是，在清除计划开展期间，纽约市肯尼
迪国际机场和纽约州拉瓜迪亚国际机场的鸟击发生
率确实有所降低。但这一结果不能完全归因于清除
加拿大雁，机场方面开展的其他鸟击防范工作也发
挥了作用。
鸟击防范，任重道远
118 年前，1903 年的 12 月 17 日，莱特兄弟完成
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完全受控、依靠机载外部动力、
机体比空气重、持续滞空不落地的飞行。第一架飞
机从此诞生，人类也由此开始了自主飞翔，正式进
入到已经被以鸟类为代表的飞行动物占据了亿万年
的天空。
随着人类飞行次数的增多，很快就出现了人与
鸟之间不期而遇的碰撞。有据可查的第一次鸟击发
生在 1908 年 9 月 7 日，一位名叫 Orville Wright 的飞
行员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Dayton, Ohio）附近上空
追逐一群飞鸟，并撞死了其中的一只。自那以后，
鸟击就成为人类飞行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存在。
正如加拿大雁的例子所示，纵观世界各国的已
有经验，鸟击（或扩大为野生动物撞击飞行器）防
范的首要工作，在于不同的机场要因地制宜，切实
搞清楚当地发生的鸟击事件中涉及到的具体种类，
从而甄别出真正对飞行安全构成威胁的物种；并在
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如栖息地改造、驱赶，
乃至致死性清除等防范工作。这些都有赖于平日里
扎实的基础数据积累、科学的分析和积极的处置应
对。
至于在机场跑道两边架上层层鸟网，无论鸟儿大
小，全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拦阻、捕捉，对于保障
航空安全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香港新聞
香港瞭望

港澳辦：美無資格對港民主發展品頭論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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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少數西方國家自身搞得一塌糊塗 竟擺“教師爺”架勢指指點點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下香港的民主發展必將取
得新的成功。
得新的成功
。圖為香港金紫荊廣場樹立的
國安法宣傳板，
國安法宣傳板
， 強調國安法保
強調國安法保“
“ 一國兩
制”，
”，還香港穩定
還香港穩定。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網訊，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 23
日發表談話表示，美國等少數西方
國家自身民主搞得一塌糊塗，卻擺

國務院
港澳

辦發言人
23
日表示，近
出一副“教師爺”的架勢，對香
年來，美國民主
港民主發展品頭論足，實在
亂象叢生，讓世
可笑！
人看清了美式民主
的虛偽、醜陋和衰
弱：權力制衡異化為否
決政治，以致聯邦政府屢次
停擺；選舉過程猶如“拳擊
賽”，造成政黨尖銳對立、社會
撕裂嚴重，甚至上演不承認總統選
舉結果而佔領國會的鬧劇；政客們熱
衷於煽情做秀，不關心國家長遠利益
和人民切身福祉，甚至把疫情當作政
治工具，致使在擁有最先進最豐富醫療
資源的條件下出現了 5,000 多萬人感染、
80 多萬人失去生命的悲劇；人權被喊得震天
作響，現實中卻並得不到切實保障：少數族裔
遭受系統性歧視，貧富分化日益加劇，每年有
數百人死於槍擊。有調查顯示，美國民眾對本國
民主制度已產生嚴重信任危機，許多國家不再認
為美國民主是值得效仿的“典範”。美國自己的民
主如此不堪，怎麼還有臉對別人指指點點？
發言人強調，民主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而是
各國人民的權利。符合自身實際、能夠解決問題的民
主才是真民主、好民主。香港基本法本已鋪就根據香
港實際情況，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的道路，但是過去一
段時間，香港社會一些人盲目追隨美式民主，香港內

外敵對勢力更是乘虛而入，利用選舉制度的漏洞，挑
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衝擊憲制秩序，危害國家
安全，並大搞對立對抗，造成社會撕裂加劇，民粹主
義氾濫，無政府主義橫行，“港獨”思潮蔓延，致使
香港陷入無休止的政治爭拗和政治動盪之中，經濟民
生難題無法解決，最終使廣大居民深受其害。

新選制優越性已充分體現
發言人表示，中央政府審時度勢，果斷決策，依
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正是為了推動香港民主發展重
回正軌。在這次立法會選舉中，新選舉制度的優越性
已經得到充分體現。與以往相比，候選人不再比激
進、爭出位、博眼球，而是比理念、比政綱、比能
力。辯論場上不再是相互攻擊謾罵抹黑，而是聚焦土
地房屋、交通出行、教育醫療、長者安老等民生問題

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香港發展問題各抒己見，深入
討論。有民調顯示，70.8%的受訪者認為新一屆立法
會能更好維護香港社會整體利益；有 72.8%的受訪者
表示對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依法履職、推動良政善治有
信心。事實充分證明，只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從香港實際出發選擇發展路徑，香港的民主道
路會越走越寬廣。

“一國兩制”下港民主發展必獲新成功
發言人最後表示，美國等少數國家該醒醒了。你
們不是民主“優等生”，更沒有資格當“教師爺”。
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
主制度充滿自信，對發展符合香港實際的民主制度充
滿自信。我們堅信，“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
必將取得新的成功，並提供民主實踐的新範例。

司局長：新選制為港繁榮提供制度支撐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會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時
表示，香港特區的新選舉制度符合“一國兩制”原則，符合
香港實際，為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確保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提供了制度支撐。香港特區政府一眾司局長 23 日在
社交平台發帖或撰寫網誌表示，感謝國家主席對香港的關心
和支持，以及對特區管治班子過去一年工作的認同。他們認同，新選制令來
自不同陣營的愛國者一同聚焦社會發展，將有助香港廣大市民樂業安居，民
主發展前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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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若驊

鄭若驊：
“一國兩制”必將獲更大成功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中央完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完全符合憲制秩序和
香港實際情況。世界上不存在一種單一的民主模式，選舉並非民主制度的唯一
途徑，協商、諮詢也是民主形式的渠道。中央完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完
全符合憲制秩序和香港實際情況。“一國兩制”方針定下了香港民主發展的
藍圖，並開啟了香港民主的新紀元，“我有信心‘一國兩制’的實踐必將取
得更大成功，香港必定繼續繁榮和穩定！”

●黃錦星

黃錦星：體現落實“愛國者治港”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新（選舉）制度體現“愛國者治港”得以落實，及社
會各階層各界別廣泛並均衡参與，符合“一國兩制”原則，有利香港特區行
穩致遠，造福社群。隨着不斷實踐和完善制度，“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可更
彰顯。

羅致光：領導人鼓勵如強心針

●羅致光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他們（國家領導人）的鼓勵猶如強心針，為特
區政府注入更多動力推動政策。勞福局會繼續努力，與新一屆立法會攜手並
肩，完善對香港的弱勢社群和勞工權益的保障和支援，共建關愛共融社會。

陳帆：港府必續弘揚愛國愛港傳統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中央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
引領下，特區政府定必繼續弘揚愛國愛港傳統，致力發展民生經濟，確
保香港繁榮穩定，市民生活安寧，進一步彰顯“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陳帆

陳肇始：港民主發展前景一片光明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感謝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對香港
的關心和支持，以及對特區管治班子過去一年工作的認同。有了穩
健及有保障的制度，可讓特區政府聚焦各項經濟民生工作，令廣
大市民樂業安居，而香港的民主發展前景亦是一片光明。

曾國衞：選舉彰顯新選制優越性
●陳肇始

圖：資料圖片

●曾國衞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兩次重要選舉的成功舉
辦，充分彰顯了新選舉制度的種種優越性，而選出來的選委
會委員和立法會議員雖然來自和代表不同階層和界別，但
他們的共同目標都是以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利益為依歸，致
力與特區政府聯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並解決一些深層
次問題，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友協：港民主實踐續深入“一國兩制”優越漸彰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國家主
席習近平日前在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時指出，香港由亂到治
的局面不斷鞏固，局勢不斷向好發展，而
選舉把“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到實處，為
香港實現良政善治開了好頭。香港各界人
士對此表示，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堅定了香
港同胞更好地落實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的信
心和決心，令香港社會各界受到極大鼓
舞，相信隨着香港民主實踐的不斷深入，
和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一國兩制”的
優越性將逐步彰顯出來。
香港友好協進會在 23 日的聲明中表
示，香港回歸祖國近 25 年的歷程充分證
明，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有利於維護國
家、香港和香港廣大同胞的根本利益。歷
史將證明，新選舉制度符合“一國兩制”
原則，符合香港實際，有助於“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一
套切合實際、行之有效的好制度。
該會相信隨着香港民主實踐的不斷深
入，和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一國兩
制”的優越性將逐步彰顯出來，並表示該
會將積極推動香港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推動香港政制、民主體制不斷完善，推動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同心同德、共同奮鬥。

省級政協聯：推港融國家發展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23 日發表聲
明，習主席的講話堅定了香港同胞更好地
落實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的信心和決心，為
香港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令香港社會各
界受到極大鼓舞。事實證明，“一國兩
制”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重
要保障。有國家作為堅強後盾，有回歸二
十多年積累的寶貴經驗和發展基礎，在全
港各界的同心協力下，香港的民主實踐一
定能夠再譜華章。

高敬德：習主席高度肯定新選制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
任高敬德表示，習主席高度肯定香港新選舉

制度是一套好制度，指明了香港未來民主發
展的路向，極大地堅定了香港社會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的信心。落實“愛國者
治港”原則的新選舉制度，作為確保“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
制度支撐，香港在選委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
成功舉辦的基礎上，應繼續堅持符合自身實
際、具香港特色的民主政制，以新選制的制
度優勢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更加
直接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為國家實現高質量
發展新格局助力，香港的民主發展道路必將
越走越寬廣。

馬豪輝：新選制體現“愛國者治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豪輝表示，新選
制是對香港實際情況最適合的制度，充分
體現“愛國者治港”原則。他期望廣大香
港市民能熟悉憲法和基本法，發揮香港的
優勢，未來在金融、貿易、航運等行業發
展作出貢獻。

梁君彥：新屆立會須全力以赴為港謀福祉
第七屆香港立法會候任議員梁君彥 23
日表示，習主席的講話對新選制的肯定，
表達了中央對於推進香港民主發展的初心
和努力，為香港民主之路指明了方向，而
習主席對特區政府工作的評價，除了是一
種肯定，亦明確要求香港各界必須全面落
實中央的要求，聚焦發展，推動香港全面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粵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歷史機遇，解決
社會積累已久的問題，故新一屆立法會須
全力以赴，為香港市民謀福祉，不負中央
以及廣大市民期望。

盧文端：中央關心港市民生活水平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在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示，習主席是次講話有多項要點，
首先中央肯定香港新選制是好的制度，強
調將繼續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確保“愛國者治港”，同時談到香港
經濟發展的內容，說明中央十分關心香港
市民生活水平。

綜合影視
星期二
由成家班第五代成員韓冠華執導，李治廷、屈
菁菁領銜主演，楊凱程、林小宅、王遠達、董
大慶、阿拉蕾、魏允熙、李澤人主演，克拉拉特別
出演的電影《極地追擊》發布“全員集結”版陣容
海報，不僅諸多新面孔驚喜亮相，而每位角色臉上
或喜或悲、或正或邪的表情更是賺足了眼球，讓觀
衆不禁期待這場生死遊戲將會如何收尾。
《極地追擊》曝光“全員集結”版陣容海報
正邪陣營再添強兵 大戰在即結局成謎
隨著電影“全員集結”版陣容海報的釋出，正
邪陣營輪廓初現，除了之前曝光的陌路小隊成員李
治廷、屈菁菁、楊凱程、林小宅、王遠達、董大慶
外，最新亮出的“東北老鐵”伊博也爲電影增添不
少歡樂的色彩，而克拉拉和蒲熠星的組合搭配方式
，更讓觀衆對電影有了更多的好奇，展開對劇情走
向的熱烈討論。究竟在這兩大陣營中，還會有怎樣
的隱藏角色等待被發現，令人無比期待。

2021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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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追擊》曝光“全員集結”版陣容海報

李治廷屈菁菁克拉拉上演正邪大戰

成家班執導動作戲 不耍花招全是絕活
近年來，優質動作電影的內容不足，讓一衆類
型片愛好者只能從引進片或經典港片中找到刺激的
快感，鮮少有團隊來創作一部現象級的中國動作電
影。而今年，成家班攜手院線電影實力派演員，合
力打造年度高品質網絡電影頂配之作，又再度調動
起觀衆對于動作片喜好的記憶。先前不斷釋出的帥
氣燃炸的動作戲片段及花絮，不由得讓觀衆感慨
“動作戲還得看成家班！”。影片最終會給觀衆帶
來怎樣的新穎體驗，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
影片由上海騰訊企鵝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恐龍影業有限公司出品，盛倉影業、甯波泰銳
格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講述天災人禍獸
襲的生存遊戲，與愛同行的正能量之戰，12 月 31
日，上騰訊視頻，解鎖成家班執導的電影《極地追
擊》，在 2021 跨年日，一起“動”起來！

是 BOSS
不給力還是我想多了？
《誰是兇手》收尾略顯寡淡

由趙麗穎、肖央、董子健等主演的新劇
《誰是凶手》就這麽來到大結局，感覺好像
才開始追，轉眼就完結了，16 集確實不算多
，但放到整個故事來看，真的有種仿若隔世
的感覺，一個案子過了十多年才破，把主角
們的生活都整不好了。
無論是在評論區，還是在《誰是凶手》
的劇評區，都可以看到，很多觀衆追劇的時
候特別認真，認真到連演員列表都沒放過，
就爲了跟著推理一番，然後趕在大結局之前
自己先畫個草圖，但最後有沒猜中結局，我
也是如此。
不過，在看完《誰是凶手》最後兩集後
，說實話我是有些失望的，感覺這個收尾略
顯寡淡，不知道是最終 BOSS 胡山泉不夠給
力，還是我自己想多了？
想到一個問題，如果滿分是十分，那
麽《誰是凶手》這個結局大家都會給幾
分？反正我覺得也就 6 分的水平，邏輯上
大部分能圓得過去，但是沒有太過驚豔
的部分，好在演員比較給力，無論是幾
位主角趙麗穎、肖央、董子健，還是最
後出來的劉桦，真的用自己的演技撐起
了《誰是凶手》的結局，不然的話，這
個結局會少了很多張力，甚至還不如
《八角亭謎霧》。
首先，海舟案的真凶是胡山泉這個，
相信有很多觀衆都猜到了，只不過最後兩
集胡山泉才正式登場，這個方式顯得太過
直白，感覺就是到了點，然後把這人往外
一推，就收了個尾，稍微填了些坑，而且還沒填滿，所
以這個結局顯得有些雞肋，說它不好吧，其實結局也算
是圓回來了，說它好吧，看完後沒有那種一身雞皮的感
覺。真的全靠演員的演技撐起來了，不然最後這結局就
像流水賬！
當然，也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吧，把海舟案的幕後真
凶想象地太過強悍，包括後面十多年一直給沈雨寄東西那
樣，以爲他是有條有理地在 PUA，結果他只是純粹有些妄
想症，以爲他做事嚴謹還有很強的反偵察能力，沒想最後
兩集他幾乎“白給”了。不知道怎麽形容，總的來說，
《誰是凶手》這結局，跟我期望之中的確實相差蠻大，但
確實有不算不好。
不知道大家看完《誰是凶手》結局後感覺如何？是跟
我一樣，還是說有自己的理解？如果讓你給分的話，這個
結局大家會給多少分？

《跨過鴨綠江》以光影鑄英魂
光影鑄英魂，致敬不朽的抗美援朝精神！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出品、全景式譜寫抗美援
朝英雄史詩的電影《跨過鴨綠江》自 12 月 17
日上映後，在全國掀起觀影熱潮，觀衆通過
該片回顧可歌可泣的曆史，緬懷革命先烈，
追憶那段硝煙彌漫的歲月。截至昨天 18 時，
該片累計票房已超過 2000 萬元，上座率遠遠
超過同檔期其他影片，領跑賀歲檔市場。
作爲一部“全景式、史詩性”展現抗美
援朝戰爭的重大革命曆史題材作品，《跨過
鴨綠江》兼具史實性、藝術性和思想性。影
片從國際視野出發，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
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的視角講述，從中央領
導的戰略思維、志願軍將領的戰場謀略、前
線志願軍戰士的浴血奮戰等多個維度，再現
了東西兩線和五次戰役中一場場可歌可泣、
蕩氣回腸的戰鬥，全面還原了 71 年前那段波
瀾壯闊的峥嵘曆史，全方位呈現出我們爲贏
得這場艱苦卓絕、震撼人心的偉大戰爭最後

勝利所做的犧牲和努力，弘揚了中華民族不
畏強權霸權、敢于鬥爭、勇于勝利的鋼鐵意
志和頑強品格。
作爲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出品的首部故事
片電影，該片濃縮了總台“鍛造精品，重塑
高地”的格局和情懷。經過十個月的努力，
影片在堅持曆史縱深、國際視野、美學品格、
史詩風範的基礎上，優化內容、打磨細節，
基于曆史背景與事實，強化有利于調動觀衆
情緒的故事場景，在追求史實性的基點上展
現藝術的表達力，力求達到曆史真實和藝術
真實的平衡與交融。
《跨過鴨綠江》用光影記錄曆史，再現了
71年前的硝煙烽火和可愛可敬的革命先烈，有
溫度、有亮度、有濃度地傳遞家國情懷。
“純幹貨！節奏緊湊，內容充實”“演
員表演生動感人”“精彩程度不亞于《長津
湖》”……《跨過鴨綠江》讓觀衆全面了解
了抗美援朝戰爭，並被志願軍英勇無畏的精

神震撼和感動。一位網友留言說：“《金剛川
》和《長津湖》兩部影片都是從志願軍指戰員
的個人視角去展示，而《跨過鴨綠江》則是全
景式、多角度地帶領觀衆重返真實的戰場。片
中，我們不僅能看到黃繼光、邱少雲等戰鬥英
雄，丁勇岱飾演的彭老總更是給人留下深刻印
象，他是威嚴睿智的指揮官，更是愛兵如子的
好將領，片中數次出現了他流淚的場面，這在
以前的影視作品中不曾見過。”
該片的思想性和藝術價值也得到業內專
家的廣泛認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
授、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尹鴻認爲，該片
是一部重大革命曆史題材的鴻篇巨制，作爲
總台出品的首部故事片，是一部定位之作，
打造了“總台出品”的新標杆。
“《跨過鴨綠江》應該是第一部將紀實性
、全景式、傳記性和心靈性彙爲一體去反映抗
美援朝戰爭的故事片。它有突出的紀實風格，
嘗試以全景再現戰爭奇觀；它還是傳記性的，
以彭德懷司令員爲主視
角去透視戰爭中人的境
況，尤以‘心靈辯證法
’的筆觸去摹寫人物內
心世界的波瀾起伏，産
生出直指靈魂深層的強
勁力道。這也表明，國
産戰爭片在人物形象
塑造上邁出了新的有力
步伐。”北京師範大學
文藝學研究中心教授、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
主席王一川說。
北京電影學院黨
委副書記、副校長胡
智鋒表示，影片令
人熱血沸騰，觀者
從頭到尾都處于一
種 激 動 、 興 奮和震撼
的感受之中，整部作
品“視角獨特，血肉
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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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13屆澳門國際電影
屆澳門國際電影節
節《怒火
怒火》
》奪兩大獎

霆鋒憑港式動作片
霆鋒
憑港式動作片 稱 帝
香港文匯報訊 第 13 屆澳門國際電影節 23 日晚
舉行，英皇電影《怒火》榮獲評審高度肯定，連奪
兩大重要獎項，陳木勝（Benny）導演獲頒最佳導
演，在戲中表現早已贏得一致好評的謝霆鋒，亦大
熱榮膺最佳男主角，霆鋒不但親臨澳門領取獎座，
更代已故的 Benny 導演接受殊榮，場面感人！
23 日晚舉行的第 13 屆澳門國
電影《怒火》在
際電影節中，憑實力脫穎而出，連奪兩大

重要獎項，陳木勝導演獲頒最佳導演，霆鋒榮膺
最佳男主角，為隆重其事，霆鋒特別往澳門親領
影帝獎座，並替已故的 Benny 導演上台領獎，當
霆鋒以型爆姿態走紅地毯，瞬即成為全場焦點！
隨着新型變種病毒大流行，令疫情又添不明
朗因素，幸好港澳情況相對穩定，今屆澳門國際
電影節亦得以順利舉行，霆鋒表示：“年底開
始，電影或音樂的頒獎禮都會相繼舉行，我當然
希望疫情能保持穩定，讓更多實體頒獎禮順利進
行，使過去一年努力不懈的台前幕後，得到應有
的回報及獎項肯定。”
今次憑 Benny 導演的遺作《怒火》封帝，是
否別具意義？霆鋒點頭回應，自豪謂：“能夠憑
着港式動作片拿獎，我是特別開心，因為現在已
經沒有這樣的 Hong Kong action movie，加上陳
木勝電影的動作設計又是獨一無二的。我們還有
好多非常厲害的香港動作片導演，比如說徐克導
演，但他以拍古裝武俠動作片為主，林超賢導演
則專攻槍械以及部隊式戰爭……市場上，陳木勝
導演那種獨特的動作風格，基本上已經沒有，我
是因為喜歡香港動作片而拍電影的，所以這次
《怒火》反應好，特別開心！”

特別自豪

鋒亦說：“我跟導演合作了五六部電影，第一部動
作片就是跟他拍的，還有好多東西都是他教的，這
樣替他代領獎座，當然格外覺得可惜！”展望之後
不同頒獎禮，霆鋒坦言：“期望《怒火》得到更多
的評審肯定，對努力完成《怒火》的陳木勝導演，
有個好好的交代！”明年打算乘勝追擊，接拍其他
電影作品嗎？霆鋒笑言：“明年再說吧！”

《長津湖》榮獲最佳影片
而《長津湖》榮獲最佳影片大獎，出品
方博納影業集團董事長于冬作代表上台領
獎。徐帆憑借電影《關於我媽的一切》中
“季佩珍”一角奪得最佳女主角獎。

●內地女
演員徐帆封
后。

●謝霆鋒
親到澳門領最
佳 男 主 角
獎。

● 《 長 津
湖》拿下最佳影
片大獎，作為製片
人的于冬上台致
謝辭。

代陳木勝領最佳導演獎
贏得個人榮譽固然欣喜，這晚霆鋒更要替已
故的Benny導演上台領取最佳導演獎，感觸與
激動兼而有之，霆鋒在台上發表感言：“我
代表導演感謝澳門國際電影節，也感謝英皇
電影，他的好拍檔楊受成博士，所有喜
歡過陳木勝導演任何一部電影的觀
眾，謝謝大家！”霆

●霆鋒代表
陳木勝導演領
取最佳導演
獎。

開唱歌衫露前又露後

張敬軒：歌衫布錢不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達里）張敬
軒 18 場跨年演唱會《The Next 20 Hins Live
in Hong Kong 張敬軒演唱會》23 日晚正式於
紅館開鑼，軒仔父母有親自入場欣賞，老闆楊
受成博士帶領旗下藝人溫碧霞、周家怡、衛詩
雅、泳兒、曾樂彤、許靖韻、李靖筠、吳浩康
等人入場，而好友關智斌、劉德華、陳慧琳、
容祖兒、Twins、謝霆鋒、郭富城、惠英紅、李
克勤、張智霖、袁詠儀、古巨基等有送上花籃
祝賀演出成功。入行 20 年的軒仔一直呼籲粉絲
不要花錢送禮，粉絲們便合資 7 萬港元捐給慈
善機構來祝賀偶像。
軒仔穿上水晶燈皇袍亮相舞台，前面大
Deep V 開胸到肚臍位置，穿窿褲在重要部位發
出閃光，配合數十名舞蹈員獻唱《Do What

You Want》，演唱一曲後軒仔火速換衫，換上
藍底金色閃片大露背登場，恍如“藍寶石王子”
再現並獻唱《騷靈情歌》。一輪歌曲熱身後，軒
仔向四面八方鞠躬答謝，笑言要拜八角，多謝觀
眾成就他 20 年來的成績，說：“現在好像在發
夢，知道大家搶票辛苦，但今次好開心和觀眾有
更近距離。今次演唱會一再加場要多謝一班幕後
功臣，不過他們計錯數，結果我的歌衫布錢就不
夠，不是露前就露後，大家見不到多少次。”軒
仔又稱對上一次開《盛樂》音樂會時，父母因疫
情未能赴港，今次終可以入場欣賞，特別多謝媽
媽將他生下來，並隔空向媽媽獻飛吻，笑道：
“媽媽來港後幫我煮食，所以吃得很清淡，大家
都見識過我的‘英泥’早餐，爸爸就有點行動不
便，大家見他出入時可以幫手扶他一把。”

● 張敬軒的
開場歌衫甚
有看頭。
有看頭
。

● 軒仔爸爸捧場
軒仔爸爸捧場。
。

羅子溢楊茜堯晒一家四口全家福

● 羅子溢一家四口和樂融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早前秘密產
子的楊茜堯與老公羅子溢 23 日分別上載一家
四口照，楊茜堯發長文透露再為人母的心情，
表示近幾天收到很多朋友的祝福和問候，指家
中多了一位小寶貝，他的到來令全家欣喜萬
分，又指再一次體會小生命在身體裏成長，還
是充滿着莫名的興奮和悸動。楊茜堯除了多謝
醫護團隊外，也感激老公、媽媽和奶奶的照
顧，說：“謝謝老公雖然還像個大孩子般貪
玩，但也在努力學習中，感激我媽媽，一直勞

心勞力地照顧珍珠家姐，I love you 媽媽，還
有婆婆的幫忙和照顧，減輕不少負擔，有家人
和朋友們的陪伴是最好的止痛藥。”羅子溢就
發文表示作為丈夫，感激太太的付出，在懷孕
期間太太同時要照顧女兒和打理各方面的事
情，說：“當弟弟出世的時候，看到心心（女
兒）有微妙的轉變，感覺她突然長大，可能感
受到自己是姐姐，看到她主動摸弟弟、親弟
弟，我和太太都好感動，作為父母最大心願都
是希望自己的小朋友能快樂、健康成長！”

太太分娩痛足14小時

洪永城喜迎餅印女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洪永城（Tony）太太
梁諾妍順利誕下女兒“洪寶寶”Amber，Tony 23 日
以寶寶口吻公開喜訊，在網上平台發文：“大家好，
我叫 Amber，是人馬女，重 6.2 磅，想同大家打個招
呼，我在荃灣港安出世，我一出世，姐姐同叔叔就話
‘嘩，好像爸爸呀！’”
Tony 坦言希望女兒能像媽媽，表示太太分娩時痛
足 14 個小時，先後兩次催生都不成功，幸太太堅持到
最後一刻，差不多扭斷他的手才成功分娩。Tony 代女
兒表示會快高長大、孝順和好乖，會照顧媽媽，帶歡
樂給大家，並叮囑爸爸她已經餓了，要快點外出賺奶
粉錢。梁諾妍就稱會好好照顧女兒，作為她的最強後
盾，說：“最重要多謝洪生的手的陪伴，每當我作動
時痛到又暈又想嘔，真的差點扭斷他的手。”她解釋
生產過程中因為催生藥幫助到她開宮頸，痛了十多個
小時後，醫生建議要開刀來避免 BB 有危險，最後都母
女平安很健康，說：“寶寶出生後就即刻哭，連我都
跟住大哭出來，見到‘洪寶寶’平安地出生，什麼痛
楚都不緊要，一切都很值得，謝謝上天給我們一位小
天使，期待我們一家相處的日子！”

● 梁諾妍為洪永
城誕下女兒，母
女平安。
女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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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 專欄 2
S corporation 和 C corporation 的比較

從國稅局的的定義上看 C corporation 是公司的標準版。 S corporation 是
公司的變異版，因此具有一些稅務上
的優惠。C corporation 和 S corporation
的名字都是來源於國稅局稅法的章節
。C corporation 以次章節 C 的規定課稅
，S corporation 以次章節 S 的規定來課
稅。以此來澄清一個錯誤概念，S cor-

poration 是 小 型 公 司 ， 因 為 S 是 小
small 的縮寫。其實很大一部分 C corporation 也是小型公司。
既然同為公司，他們有很多相同
的特點。
1. 責任有限。公司的債務和責任
有公司內部資產來償還，與股東或者
會員的私有財產無關。如發生資不抵
債，公司可選擇破產保護或直接破產
。
2. 法 律 獨 立 。 在 法 律 意 義 上 C
corporation 和 S corporation 都是各自獨
立的實體。根據各種所在州的公司法
進行運營及管理。
3. 公司申請程序相同。公司成立
需要在州內遞交申請。州政府的批文
為 Certificate of Filing 和 Certificate of
Formation. 有了這兩個文件之後向聯邦
的國稅局申請稅號。三份文件齊備之
後既可到銀行開戶。此後公司便可開
業大吉。
4. 公司結構相同。S corporation 和
Ccorporation 都主要是由股東（會員）
、董事及公司管理層組成。股東（會

員）是公司的所有者。公司業務由公
司擁有。股東（會員）選舉董事。董
事局監控、引領公司運營並對決定性
事務做出決策。董事局選舉公司管理
人員。管理層對公司的日常業務及工
作人員進行管理。
雖同為公司，他們也有不同之處
。
1. 課稅不同。
C corporation 是稅法意義上的獨立實
體。其稅表為 1120 表，公司層面獨立
算稅並繳稅。繳稅後的凈盈利以分紅
形式發給股東。股東在個人還有上繳
分紅稅。所以這就是大家熟知的雙重
繳稅。這種形式的公司比較適合需要
大量使用資金的企業，如製造業、貿
易公司等。尤其是 2017 年稅改之後，
公司稅率降為 21%。為擴大公司業務，
股東選擇不分紅。這樣只需要繳納 21%
的稅，剩余資金可用於在生產。
S corporation 本身不需要繳稅。 S
corporation 的凈盈利以 K1 表的形式連
同股東個人的其他收入一起在個人稅
表上計算並繳納。所以公司的層面不

需要繳稅，可所謂的單重付稅。個人
稅率目前最高為 37%。2017 年稅改之
後還有公司凈盈利 20%的減免。這種
公司形式比較適合服務業，如醫生、
律師、會計師、建築設計師。主要以
技能賺錢，而不需要投入大量資金的
行業。因為總的來說 如果 C corporation 的股東拿走分紅的話，S corporation 的稅比 C corporation 的稅要低一些
。 但這種公司形式納稅的最大弊端是
無論股東是否將公司盈利拿到個人口
袋或者是留在公司繼續運轉，當年的
盈利必須在當年納稅。所以，有些股
東會有繳納不起稅金的現象，明明沒
有實實在在的拿到錢，卻要繳納一大
筆稅金。
2. 股東（會員）擁有公司的形式
不同。
股東（會員）限製： S corporation
的股東（會員）不可以超過 100 個，而
且必須是公民、綠卡持有者或者是稅
法意義上的居民。不可以是任何形式
的公司。這使得 S corporation 在融資方
面受到限製。同時是股份買賣收到限

製。
C corporation 沒有限製，甚至從來
沒有登陸到美國的外國人也可以成立
C corporation。股東可以是任何形式的
公司。這也為它在融資方面獲得便利
，並便於股票買賣。
股 票 形 式 ： S corporation 只 可 以
是單一股票形式。C corporation 可以有
多種股票形式。
公 司 上 市 ： S corporation 不 可 以
上市，C corporation 可以。
總之，兩種公司形式不分伯仲。
根據公司業務種類、財務狀況及融資
需求，權衡利弊，總有一款適合您。
無論從省稅到融資再到業務增長，希
望我們能協助您做出正確決定。
趙廣華（CPA 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 58 自駕遊五大因素不可少
開上自己的愛車，帶上家人駛離
城市去遊山玩水，是件愜意的事。就
不能打無準備之仗，“列計劃、查車
況、備物品、巧駕駛、再保養”，是
必不可少的。
步驟及方法
計劃清晰 方向明確
一份詳盡周密的計劃書是安全自
駕遊的保證。自駕出行要遊覽的景區
景點、往返的行車路線都得在計劃內
，比如哪裡要維修封路，哪裡開通了
新路，都要提前做到心中有數，這樣
可以大大節約時間。
此外，選擇合適的行車路線和休
息站點是很關鍵的，它可以讓你對所
需時間、路途費用有一個大概的估算
，還能減少不必要的花費，最大限度
地節省時間和燃油。具體為：先確定
要去遊覽的景區景點，再選擇行車路
線。
1. 全車檢查 保障安全
如果你不想愛車在半路熄火，全

家人打道回府的話，那麼在出遊前對
愛車全面檢查是必不可少的。燃油、
機油、蓄電池和輪胎預備胎氣壓都在
檢查範圍內。此外還要檢查是否帶好
了備用車鑰匙，檢查照明燈、信號、
喇叭、後視鏡、門鎖是否有效，玻璃
水是否充足，噴水泵能否正常工作，
雨刷片彈性是否正常等，一個也別漏
掉。汽車的一些小傷小患在短途行車
中可能顯露不出，可一旦長途行車就
會顯露出來，成為安全隱患。一定要
消除隱患，確保車況良好才能上路。
2. 備齊物品 確保暢通
要出遠門就別怕麻煩，必備的行車裝
備一定要帶齊，以備急用。修車工具
、打足氣的備用胎、簡易補胎工具、
千斤頂、滅火器、停車警示牌都是必
不可少的。此外，水壺、手電和備用
電池、燈泡也不要忘記。旅途中一旦
生病，一些常備藥也能派上大用場，
如感冒藥、消炎藥、黃連素、止血繃
帶、創可貼、維生素藥片和紅花油都

要收羅進來。另外，相關的證件如保
險卡，身份證、駕駛證、養路費、車
船稅單據等等一個都不要落下。
3. 不同路況 不同技巧
自駕出遊面臨的路況比較多，高
速路上，大貨車比較多，一般都會在
外道行使，超車時，應先轉到超車道
上，打左轉向燈同時用大燈晃幾下並
鳴笛通過。在遇到霧天時，一定要把
全車所有的燈打開，同時打開雙閃並
在外道行使，減到每小時 40 英裏以下
。汽車高速行駛很容易對駕駛員造成
速度感、車距感的模糊，所以在行駛
中一定要保持好車距，同時註意高速
公路上的距離標誌。在長途行駛中，
車上最好有兩名以上會開車的人交替
駕駛，避免疲勞駕駛。
盤山路上，多轉彎多盲區，因此行駛
在盤山路段的時候，首先要控製好車
速，過彎的時候要特別註意提前觀察
轉彎盲區鏡，採取轉大彎、走緩彎的
辦法，不可急轉方向，更不可在彎中

製動或掛空擋。
4. 回程切記 愛車保養
輪胎：旅行歸來後，經過長途奔
波，車和人一樣需要得到及時的養護
和休整。首先要給輪胎來一次細心檢
查，建議做四輪定位，測胎壓以及檢
查輪胎的磨損情況，來確定輪胎使用
狀況。
底盤：由於對路況不熟，很多車
主在旅行過程中都有刮底盤的經歷，
有時會出現愛車有輕微異響、方向盤
抖動、車輛停放位置出現油漬等現象
，這就說明汽車的底盤已經受損。建
議最好做一次專業的底盤防銹護理或
者做一次底盤裝甲，以絕後患。
清潔：許多車主在自駕遊歸來之
後都會去洗車，大部分人只是註重汽
車錶面的清潔，而忘記車廂內部的清
潔。實際上，無論在什麼季節，汽車
經過長時間的行駛，都會在車廂內累
積不少塵土和細菌，尤其是地毯、車
頂和門飾板等部位。因此建議在洗車

的時候，最好同時做一個車廂內部的
清潔和殺菌，防止車廂內出現異味、
黴變的現象。
剛剛駕車來到一個相對陌生的城
市，對這座城市的路段和特殊街路並
不完全了解，在駕駛的時候就要勤看
路標，配備一個 GPS 導航會讓一切都
化繁為簡。
完 整 修 車 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