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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星期日       2022年1月16日       Sunday, January 16, 2022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體檢+化驗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休城畫頁

慘了慘了！！澳大利亞再次吊銷德約科維奇的簽證澳大利亞再次吊銷德約科維奇的簽證
世界第一夢想可能破滅世界第一夢想可能破滅

【美南新聞泉深】澳大利亞墨爾本消息：世界網球明星諾瓦克·德約科維奇在澳大利亞政府第二次
吊銷其簽證後再次面臨驅逐出境。

澳大利亞移民部長亞曆克斯·霍克週五表示，他在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開始前三天，以公共利益為
由，利用他的部長裁量權撤銷了這位 34 歲的塞爾維亞人的簽證。

預計德約科維奇的律師將在聯邦巡迴法院和家庭法院（擔負著調整家庭乃至社會關系的全國性法
院）對取消簽證進行上訴，因為他們在第一次取消後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但霍克說，他“以健康和秩序良好為由取消了簽證，因為這樣做符合公共利益”。
霍克在一份聲明中說：“莫裏森政府堅定地致力於保護澳大利亞的邊界，特別是在 COVID-19 大流行方面。”他指的是總理斯科特·莫裏森。他沒有提到德約科維奇是否在感染期間外出進行社

交活動。
這是德約科維奇自上週抵達墨爾本想衛冕澳網冠軍以來第二次被取消簽證。
維多利亞州政府和賽事組織者澳大利亞網球協會批准他免於COVID-19 疫苗接種要求，這顯然讓他獲得了旅行簽證

。
但澳大利亞邊防部隊拒絕了豁免，並在抵達墨爾本後取消了他的簽證。在周一法官推翻這一決定之前，德約科維奇

在一家移民拘留酒店度過了四個晚上。
墨爾本的移民律師基安·博恩（Kian Bone） 表示，德約科維奇的律師面臨“極其困難”的任務，要在周末獲得法

庭命令，讓他們的客戶下週參加比賽，時間就是生命！
博恩說：“對於德約科維奇來說，在周末獲得他需要的參加比賽的結果將是極其困難的。霍克延遲做出決定幾乎是

懲罰性的。”
博恩在霍克做出決定前幾個小時說道：“如果你離開的時間比他現在的時間晚，我認為從戰略的角度來看，就他們

（法律團隊）可以獲得什麼樣的選擇或補救措施而言，他（霍克）真的阻礙了德約科維奇的法律團隊的行動。”
律師需要向聯邦巡迴法院和家庭法院的值班法官或聯邦法院的高級法官提出兩項緊急命令：
一項命令是禁止將德約科維奇驅逐出境的禁令，就像他上週獲得的命令一樣；第二個是命令霍克給德約科維奇簽發

打球的簽證。
博恩說：“第二個命令幾乎沒有先例，法院很少給政府行政官員下令簽發簽證。”
澳大利亞政府這次真的想要讓這位已拿到20個冠軍的德約科維奇成為網壇世界第一的夢想破滅，他這次若有機會

衛冕，就是世界第一。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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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休斯頓報導) 根據房地產專家的預測，
2022年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趨勢是房價將持續上，租
房市場將繼續的增長，租金會繼續地小幅上揚，抵
押貸款利率亦將上升，銀行的抵押貸款利率則略高
於3%。由於供應鏈和勞動力不足的情況，會減緩新
房建設的速度，而房屋建造的速度不足以滿足購房
者的需求，所以房價會繼續上漲。

想為自己創造更優質的生活，買房子是其中關
鍵性的條件之一。自從新冠疫情後，房市需求量大
，無論買房是為了投資或是增加生活質量，都需要
找到一位值得信賴的專業人士，在諸多繁雜過程中
能放心又省心。

休斯頓有位傑出的地產專家，他叫做Edward
Wang，客戶對他稱譽有加，獲得滿分的評比。在首
屆金鷹地產“奧斯卡獎”中，他榮獲 「傑出服務獎
(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能深得客戶之心，來
自於他優質的服務、對市場的分析與洞見，也源於
他以客戶優先，將心比心，客戶能感受到他的真誠
與專業。

分享投資功夫與心得
Edward過去是IT專家，擅長運用大數據分析

趨勢，知道哪裡是潛力地段。他因成長環境以及愛
好，自己本身有做地產投資，對房地產領域一直有
所研究，他將自己的經驗與心得分享出來、並將地
產資訊散發給朋友，讓朋友們都穫利頗豐，當他最
後真的踏入地產業時，在很短的時間內便闖出一片

天。
以客戶的角度來考量
和Edward接觸過的人都會覺得，他態度非常的

親切溫和，做事很認真。他把客戶看做朋友，像是
為自己家人買房子一樣，他知道買賣房子是人生的
大項目，經紀人要站在客人的角度，理解住戶或投
資者的需求，用他們的視野來看最需要的是什麼？
同時，客戶已經把一切託付給房仲 ，房仲們需要更
加用心的幫客戶仔細注意買賣房子的細節，跟客戶
一起衡量分析所有的交易，提供他們房地產最新的
消息，點點滴滴都要很細心。

1031延稅優惠與協助退伍軍人貸款買房
Edward近期運作比較多的是1031的案例，就

是物業交換，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幫客戶延遲交稅

並且再創造賺錢的機會，就是轉投資將房地產買賣
的淨賺運用在其他的房地產上。此外，Edward也幫
助退伍軍人貸款做房地產，美國政府對退伍軍人貸
款買房有優惠政策，符合條件的民眾可以諮詢Ed-
ward。

疫情後的房市火旺
新冠爆發後，許多專業人士在家上班，年輕專

業的高收入者對空間的需求增加，希望能有自己的
房子，自己的活動庭園。房地產市場非常火旺，有
些人用現金還不一定搶得到房子。

其背後因素，還有一點是民眾怕錢會貶值，希
望可以買能保值的項目，房地產恰恰算是很好的選
擇，保守但是會固定成長。長期而言，房地產是穩
定的投資，有人自住、有人投資再租出去。出租的
話，一直會有現金進來，相較於目前銀行利息低，
房租收入豐厚許多。因此，把錢放到房地產上是許
多人會做的選擇。另外，年輕人有了工作之後，不
再選擇租房子，自己買房也是積蓄的好辦法。

德州房市穩定成長
德州的房屋市場很穩定，很多外地人搬來德州

居住，以從加州搬來的最多。德州的生活條件好，
房價好，生活便利，物價比較划算，油價便宜，天
氣也好，加上商業成長比美國其他城市來得更穩定
，因此不斷有人口遷移進來。

Edward有很多從外州來的客戶，主要都是靠口
碑與客戶介紹。Edward對客戶非常的專心，不會一
口氣接太多客戶，都是先把每個客戶應該做的事圓
滿達成，把每一個項目都做到盡可能的好，難怪乎
他的顧客滿意度如此高。客戶皆樂於幫他再介紹新
的客戶。

口碑超好
在住宅房地產領域，每一個合作都有評分，在

休斯頓這麼多地產經紀人中，Edward的評分非常的
高，並且口碑相傳，因為他盡力的幫助客戶達成夢

想，每一筆成交都代表他所費的心血與努力，佳評
是一點一滴的累積出來，他的評分這麼高，絕對是
實至名歸。

在 Houston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的網站
www.har.com中，每筆合作都會評估經紀人，包括
能力、專業知識、溝通互動、客戶經驗等，買主的
第一手經驗積累每個經紀人的評分，我們發現，
Edward Wang在所有項目都是滿分，顯示客戶對他
百分之百的滿意。

高品質的服務團隊
Edward同時受過中式與美式教育，中文英文俱

佳，可以與美國人、亞洲人、甚至黑人打成一片，
他的背景兼具中西教育的優點，更多元化，接受度
也更廣，因此各個族裔的人都樂於與他互動。

目前Edward組織一個服務團隊，希望培養出有
共識有默契、能一起努力的合作夥伴。目標是專業
周到、客戶第一、注重品質，讓客戶能得到最好的
服務。

Edward專精於房屋買賣、租賃、投資，包括商
業及住宅。連絡電話: 832-453-8868。電子郵件:
info@ewassociatesrealty.com。

口碑出眾口碑出眾、、值得信賴的地產專家值得信賴的地產專家: Edward Wang: Edward Wang
提供優質的服務提供優質的服務 對房地產市場深具慧眼對房地產市場深具慧眼

斯坦福明星學校斯坦福明星學校，，入學考試入學考試11月月2121日前報名日前報名
沒有居住區域限制沒有居住區域限制，，可跨區就學但需通過考試可跨區就學但需通過考試

拜登增加聯邦政府對學校病毒檢測的支持保持學校開放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隨著奧密克戎毒株在美國的快速傳播隨著奧密克戎毒株在美國的快速傳播，，病例數激增病例數激增。。據霍普金斯大學據霍普金斯大學

1111日數據顯示日數據顯示，，全美全美1010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突破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突破140140萬例萬例，，再次刷新自疫情在美國暴發以來單日再次刷新自疫情在美國暴發以來單日
新增病例最高紀錄新增病例最高紀錄。。感染率非常高的病例導致許多學校辯論學校關閉以進行更多遠程教學感染率非常高的病例導致許多學校辯論學校關閉以進行更多遠程教學。。

為了緩解這個問題為了緩解這個問題，，拜登政府正在增加聯邦政府對學校新冠病毒檢測的支持拜登政府正在增加聯邦政府對學校新冠病毒檢測的支持，，以在以在OmicronOmicron
激增的情況下保持學校開放激增的情況下保持學校開放。。白宮週三宣布白宮週三宣布，，將從本月開始向學校提供將從本月開始向學校提供500500萬次快速檢測和萬次快速檢測和500500
萬次基於實驗室的萬次基於實驗室的PCRPCR檢測檢測，，以緩解供應短缺並促進學校安全重新開放以緩解供應短缺並促進學校安全重新開放。。這是在新冠病毒救濟法這是在新冠病毒救濟法
授權用於學校測試的授權用於學校測試的100100億美元以及該法律指定用於讓孩子繼續上學的億美元以及該法律指定用於讓孩子繼續上學的13001300億美元的基礎之上億美元的基礎之上。。

教育部長卡多納教育部長卡多納CardonaCardona表示表示，，學生們需要待在教室裡學生們需要待在教室裡，，該公告表明政府致力於幫助學校保該公告表明政府致力於幫助學校保
持開放持開放。。各州正在向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申請測試各州正在向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申請測試，，並補充說他預計最早將於下週開始分發並補充說他預計最早將於下週開始分發。。學學
校是社區的中心校是社區的中心，，它們應該開放接受教學它們應該開放接受教學。。這一推動是拜登政府為擴大新冠病毒檢測的供應和可這一推動是拜登政府為擴大新冠病毒檢測的供應和可
及性而做出的廣泛努力的一部分及性而做出的廣泛努力的一部分，，因為它面臨著對全國檢測的排長隊和供應短缺的越來越多的批因為它面臨著對全國檢測的排長隊和供應短缺的越來越多的批
評評。。白宮週三宣布白宮週三宣布，，布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主任英格爾斯比博士布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主任英格爾斯比博士
將加入其新冠病毒應對團隊將加入其新冠病毒應對團隊，，以監督其檢測計劃以監督其檢測計劃。。

從周六開始從周六開始，，私人保險公司將被要求支付每月為被保險人進行的私人保險公司將被要求支付每月為被保險人進行的88次家庭新冠病毒測試的費次家庭新冠病毒測試的費
用用，，並且政府即將推出一個新網站並且政府即將推出一個新網站，，以允許美國人要求最終將可以運送到他們家的以允許美國人要求最終將可以運送到他們家的55億次免費測億次免費測
試試。。週三宣布的學校測試計劃是在芝加哥的全國第三大公立學校系統在教師和官員之間就重新開週三宣布的學校測試計劃是在芝加哥的全國第三大公立學校系統在教師和官員之間就重新開
放政策陷入僵局後關閉數日之後宣布的放政策陷入僵局後關閉數日之後宣布的。。拜登總統將重新開放學校並保持開放作為優先事項拜登總統將重新開放學校並保持開放作為優先事項。。

白宮新聞秘書白宮新聞秘書PsakiPsaki週一表示週一表示，，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我們都非常清楚我們都非常清楚，，我們希望看到學校開我們希望看到學校開
放放。。她列舉了為學校提供的大量資金作為政府確保我們已做好準備並已做好準備的證據她列舉了為學校提供的大量資金作為政府確保我們已做好準備並已做好準備的證據。。解決大解決大
流行中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所需的資源流行中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所需的資源。。新一輪的測試僅能覆蓋全國學校超過新一輪的測試僅能覆蓋全國學校超過50005000萬學生和教育萬學生和教育
工作者中的一小部分工作者中的一小部分。。政府希望這些測試將填補那些難以通過現有聯邦資金確保測試或面臨更易政府希望這些測試將填補那些難以通過現有聯邦資金確保測試或面臨更易
傳播的新冠病毒變體爆發的學校的嚴重短缺傳播的新冠病毒變體爆發的學校的嚴重短缺。。政府還在努力瞄准其他聯邦政府支持的測試站點政府還在努力瞄准其他聯邦政府支持的測試站點，，
以支持學校測試計劃以支持學校測試計劃，，包括在學校設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站點包括在學校設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站點。。此外此外，，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將於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將於
本週晚些時候發布新指南本週晚些時候發布新指南，，以幫助學校實施以幫助學校實施““留考留考””政策政策，，在該政策中在該政策中，，學校使用快速檢測來與學校使用快速檢測來與
課堂上檢測呈陽性的人保持密切聯繫課堂上檢測呈陽性的人保持密切聯繫。。

（本報訊）在去年八月份，斯坦福市政學區（Stafford Mu-
nicipal School District， 簡稱 SMSD）的第一所明星重點學校
（STEM Magnet Academy） 正式開辦，目前正在招收2022-2023
學年3-9年級學生。 STEM是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的簡稱，
學校重在培養未來醫學和科技方面的優秀人才。 在新任校長梁
競懿（Ginny Liang）全權領導下，召募了20餘位經驗豐富又優
秀的教職員，招收了來自於斯坦福市、糖城、黎城、KATY等地
區共180餘位學生。 學校採用了生動的教學方式，啟發式的課程
，吸引了許多重視教育的華人家長。 為了讓孩子們接受優質的
教育，家長們不惜每天長途開車帶著孩子來求學。

梁校長說，她感謝市議員譚秋晴女士的支持，及在市議會為
教育界發聲，新學校的開辦得到了斯坦福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梁校長和譚議員都在台灣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移民美國後她們
把自己的孩子們培養得非常出色。 她們的孩子都是在醫生行業
和計算機領域的精英。 她們深知華人家長對孩子的期待，也懂
得如何在美國的教育系統中培養精英孩子，特別是華人的子女
。

梁校長曾是中廣流行網的知名主持人，正是為了孩子們的前
途移民到美國。 她不但獲得美國教育碩士學位，並有近二十年
在美國公立學校的教育工作經歷。 她曾任得州國際領袖學校的
副校長，管理過1400位學生及125位教職員。 她不僅學歷經歷
俱佳，還有卓越的學校管理才能，她很有信心能將該校打造成大
休斯頓地區最優秀的學校。

梁校長深知一個明星學校的發展離不開優質的領導和老師團
隊。 她親自面試所有的老師，並挑選了資深老師中佼佼者，還
對老師們進行了STEM教學理念的培訓。 她每天都是第一個來
學校，最後一個離開，梁校長的敬業精神令人敬佩。

她認為學校的任務是採用最先進而嚴格的課程設計和創新的
教學大綱，著重數學、科學、第二語言（西班牙語和中文）及計
算機科學等。 學校提供了多元化的課程及豐富的課外實踐活動
：機器人、計算機編碼、專案式學習、STEM挑戰、學生會、少
年榮譽協會和各種課後俱樂部等 。 為了培養學生全面發展，多

才多藝，學校特別成立了機器人俱樂部、
數學競賽俱樂部、國際象棋俱樂部、科學
俱樂部、電子傳媒俱樂部、舞蹈俱樂部、
交響樂團、戲劇俱樂部、跆拳道俱樂部等
等。

學校不僅注重學生在學校內的學習，
還提供多樣化的課堂外實踐活動。 學校舉
辦了莊重的穿白袍儀式，在儀式中學生宣
誓成為最優秀的學者。 學校還支持鼓勵學
生為社區服務，12名學生代表向社區內三
所養老院發送了 200 張學生們的自製的
LED發光聖誕卡。 學校還組織學生們盛裝
觀看胡桃夾子芭蕾表演，並和芭蕾舞者學
習交流。 明年春季學校還會創建一個學生
自己 TED talk，提供舞臺，鍛煉他們公眾
演講的能力。

為了把學校創建成第一名的品牌學校
，全體教學職員一起努力，半年的時間學
校聲譽日漸遠播，也得到了家長們的一致好評，在校學生取得了
一些可喜的成績。 在今年十二月的時候，學校八年級的學生提
前一年參加了德州STARR的代數考試，並且100%全數通過。
目前已有三名學生參加數學競賽進入州級，有幾名學生獲得了區
域和州內跆拳道比賽的金獎銀獎好成績，還有學生被選中加入休
士頓少年交響樂團。

斯坦福市華裔市議員譚秋晴表示，這所明星學校耗資2600
萬美元所打造，以培養優秀學生為重點，以私立學校的教學方式
，但以公立學校不收費的方式招生，不限學區。 目前印度裔和
華裔家長報考十分踴躍。 譚議員希望讓更多優秀孩子可以享受
這難得的教育資源，順利完成學業，為社會培育更多傑出華裔人
士。

Stafford學區總監Dr. Robert Bostic表示，STEM（科學，科
技，工程和數學）是促進贀療技術，編碼和機器人技術教育，變

成一個互相聯緊的整體，將跨學科的知識運用到解決眞質問題來
探索世界，接受 STEM 教育的學生將更有創造力，批判性思維
和效率，改革創新現實生活中的問題。 明星重點學校的學生，
在全球瞬息萬變的社會中做好升學及職業生涯規劃。

梁校長說，學校目前招收3-9年級的學生，歡迎重視孩子教
育的華人家長與她一起共同努力，為孩子打造光明的未來。 報
名請先到學校招生網站上填寫報考意願，填寫完後會收到學校發
出的申請鏈接和考試辦法。招生名額有限，欲報考需把握機會。
報名網站： https://stem.staffordmsd.org/admissions ；招生助理：
Diana De La Rosa
電話： 281-261-9200 EXT. 3861
電子郵件： stemmagnet@staffordmsd.org \ diana.delarosa@stafford-
msd.org
報名截止日期：1/21/2022

學生自製機器人實驗室學生自製機器人實驗室，，學生每日上最新學生每日上最新、、高科技一流的機器人實驗室的課高科技一流的機器人實驗室的課。。



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會議
周三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北約
總部召開，磋商俄方上月提

出的連串安全保障條件。4小時會議結束後，雙方寸土不讓，分歧
仍然未解。會議無果而終。

俄方在會後直斥北約調配大量資源遏制俄羅斯，美國則表示不
會放棄接納更多成員國。俄斥北約擴張 美國則指毫無威脅，各執
一詞。

俄羅斯副外長格魯什科向傳媒表示： 「北約的政策和軍事發展
，首要任務是遏制俄羅斯，為此調配大量資源，並沒有隱瞞，此為
北約的主要目的。這個事實，對基於其他原則建立歐洲共同安全的
嘗試，帶來破壞性影響。」他又指： 「美國及其盟友在所有區域中
尋求優勢，陸地、空中、海上，現在還有宇宙和網絡空間，在所有
可以進行戰爭的領域。」

格魯什科又指摘北約在過去25年來，不斷朝俄羅斯的方向擴
張，警告如果俄方不能扭轉目前非常危險的進程，莫斯科將 「別無
選擇」，只能實施 「反遏制」和 「反恐嚇」的政策。

美歐眾多政客表示：今次安保會議無果 ，歐洲和平危機未解
。恐現戰禍。愛沙尼亞總理卡拉斯周三受訪透露，聯同鄰國立陶宛

及拉脫維亞，與北約盟友商討增加在波羅的海三國駐軍
數量，以震懾俄羅斯。英國皇家海軍航空母艦威爾斯親
王號同日啟航，以北約快速反應部隊旗艦的身份，未來

12個月在大西洋、北歐及北極、地中海巡航，並領導其他北約成
員國軍艦展開演習。

卡拉斯指出：波羅的海三國猶如北約延伸而出的半島，因此三
國有安全疑慮。她證實，三國與北約盟友商討增加境內駐軍數目，
以發揮震懾作用。她稱： 「我們不應落入討論西方能做甚麼的陷阱
，因為西方並沒有做錯任何事，西方沒有建立軍事團體攻擊俄羅斯
。

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半島後，北約在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
維亞及波蘭，各自部署1,000名士兵。卡拉斯認為，應增援現有的
北約部隊。她又指西方可以與莫斯科展開有建設對話，但應該讓克
里姆林宮知道，侵略烏克蘭將面臨經濟制裁，付出巨大代價。

另一邊廂，威爾斯親王號將於夏天前往波羅的海，秋天則駐守
地中海，是去年秋天宣告具備全面作戰能力後的首場測試。艦長海
厄姆（Steve Higham）表示，俄方帶來的挑戰及威脅已經非常明確
， 「我們的職責是準備好隨時回應，提供最大限度的能力及靈活性
」。威爾斯親王號可以搭載美製F35B隱形戰機，其姊妹艦伊利沙
伯女王號去年完成首次海外部署，在印度洋及西太平洋執行任務。

不過，美國副國務卿舍曼表示，北約及盟友已明確向俄羅斯申
明，北約不會放棄敞開大門的政策，又指北約從來沒有使用武力、

強迫手段或實施破壞活動擴張。她還強調北約存在目的是保護自己
的成員國，北約並沒有主動去對抗，對俄羅斯也不構成威脅。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早前提出法案，要求制裁俄德的海底
天然氣管道項目 「北溪2號」，而美國一名匿名官員透露，華府已
大致擬訂好一旦俄羅斯進一步入侵烏克蘭而推出的制裁措施，措施
包括一系列的貿易限制。美方亦在研究若俄羅斯切斷能源供應，應
如何協助烏克蘭的應急方案。

民主黨參議員梅嫩德斯提出另一項制裁法案，如俄對烏採取敵
對行動，美方將全面制裁包括總統普京在內的俄羅斯政軍高層，以
及主要銀行機構。對象包括提供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
（SWIFT）結算體系的俄羅斯公司。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指
，梅嫩德斯的法案將重挫俄羅斯經濟。

知情官員指，華府與歐洲及亞洲盟友討論一連串的貿易制裁，
例如禁止美國商品、受美國管轄的外國製造貨品及含有一定美國成
分佔比的外國商品出口至俄羅斯。美方亦可能把俄羅斯列入最受管
制出口國家名單，與古巴、伊朗、北韓及敍利亞並列。

由於俄烏打仗可能嚴重影響烏克蘭及歐洲能源供應，美國政府
正制訂應變措施，以防俄羅斯突然減少輸出能源。知情人士指，相
關討論提到亞洲有高於平均水平的天然氣庫儲，而挪威是液化天然
氣的主要生產國，荷蘭、意大利、卡塔爾、美國亦有供應。

克里姆林宮昨日警告，若美國制裁普京將等同斷交。美國跟北
約國家的行動是 「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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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對網球
運動有喜愛
的世界各地
人士，都會

知道世界網球一哥乃是祖高域。這位仁兄一直拒絕接種新冠疫苗，偏偏
又要飛到規定不接種疫苗就不准入境的澳洲，參加今年的澳洲網球公開
賽。雖然他事前張揚已經得到比賽當地澳洲維多利亞省政府的醫療豁免

證明，但在入境的時候，被澳洲入境處人員扣查，審了八個小時，他都拿不出不種接疫
苗的原因，於是被取消簽證，照規定應該原機遣返，但他不服上訴，住在隔離酒店中等
候一月十日上庭爭辯。

塞爾維亞政府出來為他說項，但澳洲總理說公事公辦，規矩就是規矩。於是一場小
風波就升級到了兩國政府的外交層面。小事大作，完全是因為祖高域死都不講自己為甚
麼不可以打疫苗的原因，這就令人懷疑他根本就沒有可以免打疫苗的原因，一切都不過
是自高自大，覺得自己了不起而執意妄為。

新冠疫情之初，正當全世界加緊防範的時候，他已經非常高調地搞了個網球賽事，結果自己
中招，參賽的球員也有好幾個中招，最後要鞠躬道歉。如今又搞出這場風波來，莫名其妙的自尊
堅持，看起來只是自恃自己名氣大，來跟澳洲政府鬥氣。

舉辦澳網賽事的墨爾本是今次世界上封城應對病毒最久的城市，市民深受疫情之苦，兩年來
不管情不情願，都只有嚴守規矩，如今又怎麼可能為一個自以為是的網球手破例？管他是不是世
界一哥，要是這一次讓他就此過關，澳洲真是觸發騷亂都有可能。

其實打不打疫苗是個人的選擇，但不可能讓規矩來
遷就你的選擇。你可以 「堅持原則」不打疫苗，那就要
有志氣，不打疫苗不讓去的地方就不去。反之，又要講
原則又要佔便宜，結果只會變成一個拿原則當幌子小丑
。

至本人執筆前夕為.上，世界球王入境澳洲一事仍是
懸而未決，雖然前天澳洲聯邦法院宣判撤銷上周取消他
簽證的決定，但澳洲移民部長霍克(Alex Hawke)仍有權
力直接取消他的簽證，把他驅逐出境，雖然目前尚未決
定，但根據一項澳洲的民調顯示，澳洲人對他明顯地沒
有好感。有超過5成的民眾認為應該取消他的簽證。

這項民調的問題是： 「應該把他的簽證取消，並且
把他從澳洲驅逐出境嗎？」結果有高達51%的民眾認為
「應該」，只有 31%的民眾認為 「不應該」，另外有

18%的民眾表示 「不知道」。
而當問到對於他其人的感覺時，有43%的民眾表示

是 「負面的」，只有27%的民眾認為是 「正面的」，另
有30%的民眾表示 「不知道」。

祖高域曾拿下9座澳網冠軍，有 「澳洲王」之稱，不過澳洲人這樣對他沒有好感，倒是讓人
感到相當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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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狂妄的祖高域(Novak Djokovic)

薛尼波特高壽辭世
薛尼波特（Sidney Poitier）
是何方神聖？諸君不用猜想
，愛看美國電影的讀者當會

知道他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炙手可熱的美國荷里活天皇巨星，
他剛於新歲2022 年過後息勞歸主。消息傳出，不僅僅是美國影城
、連帶歐洲與港台影圈、一致發表悼念影壇巨人的音響：
「薛尼波特 曾獲頒奧斯卡終身成就獎」
「薛尼波特曾獲奧巴馬 頒發總統自 由勳章」
「薛尼波特是首位奪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的黑人」
「薛尼波特曾獲美國演 員工會最高 榮譽獎」

巴哈馬總理的通訊主任拉特雷‧拉明（Latrae Rahming）證實
，荷里活首位贏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的非裔男星薛尼波特週四
於美國加州洛杉磯家中離世，享年九十四歲。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和
前總統奧巴馬等政壇人士，也發聲哀悼這位傳奇演員。

薛尼波特於一九二七年出生於美國邁阿密，父母是巴哈馬人，
來自農民家庭。他的童年主要在巴哈馬度過，十五歲時返美國生活

。二戰後他投身荷里活，並在一九五○年憑電影《無路可走
》(No Way Out)嶄露頭角。他的演藝生涯在一九五五年出現
突破，當時他在電影《流氓學生》(lackboard Jungle)飾演反叛

高中生備受好評；於一九五八年憑《逃獄驚魂》(The Defiant Ones)
成為首個黑人演員獲奧斯卡男主角獎提名；一九六四年，更憑《原
野遊龍》(Lilies of the Field)奪得奧斯卡影帝大獎，是首位黑人獲此
殊榮。薛尼波特亦演出過《金龜婿》(Guess Who's Coming to Din-
ner)、《月黑風高殺人夜》（In the Heat of the Night）、《桃李滿
門》（To Sir, With Love）等名作。

薛尼波特在七○年代開始退居幕後，擔任導演，其執導作品包
括劇集《週末奇逢》(Uptown Saturday Night)、《騙神騙鬼騙財星
》(Let's Do It Again)、《你偷我取》(A Piece of the Action)等。他在
一九八○年後期及九○年代淡出大銀幕，在一九七四年獲英國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封為爵士，一九九七年擔任巴哈馬駐日本大使。之後
還兼任駐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大使。二○○二
年，他獲頒奧斯卡終身成就獎。二○○九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
向薛尼波特頒發總統自由勳章，是美國平民的最高榮譽。

薛尼波特一生演出超過五十部電影，當過導演且出過多本書。
他主演的《桃李滿門》（To Sir With Love）更被視為經典電

影，劇情講述一位黑人教師應聘到一所劣名昭彰的中學，面對一群
無心向學的頑劣學生，如何春風化雨將他們納回正軌，其後曾執導
多齣電影，在晚年2002年獲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又在2009年獲時
任美國總統奧巴馬頒發總統自由獎章。
薛尼波特是巴哈馬裔美國人，1964年，他憑藉在《原野百合花》
（Lilies of the Field）中的出色表演摘取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桂冠
，並成為奧斯卡獎史上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非裔演員。

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也提到了他的成就，以及他如何揭示了
“電影的力量使我們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薛尼波特在美國銀幕內外都有巨大的影響力，他的崛起反映了
美國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發生的深刻變化。隨著民權時代種族態
度的演變，種族隔離法受到挑戰並廢除，其出色的表演，反映了這
一社會進展。

他得獎.的To sir with love香港譯為：桃李滿門，當年我 仍在
澳門唸中學，業餘為港澳報章撰寫文章，我特為該片寫下它的觀後
感，在澳門 「學生雙週刊」上發表,得到澳門學生聯合會首老的賞
識，特聘本人為該刋編輯，即時我才17歲，成為澳門報刋歷史上
最年輕的編者，此雖己是50多年往事，仍舊對薛尼波特印像難忘
。

楊楚楓楊楚楓

BB44星期日       2022年1月16日       Sunday, January 16, 2022

美南人語



BB55
星期日       2022年1月16日       Sunday, January 16, 2022

縱橫中國

明星路线

对张庭公司的调查并不是12月底

才开始的。

2021年6月5日，石家庄市裕华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已经对上海达尔威

贸易有限公司涉嫌传销立案调查。

立案的原因，是接到了多起群众

举报。

达尔威，这个洋气的名字正是张

庭夫妇主体公司，TST的总部。

“TST庭秘密”，是达尔威旗下

的日化用品品牌，从护肤品开始，到

现在拓展到了燕窝等食品，以及美容

仪器类的产品。

品牌是2013年创立，从2014年开

始，就进军微商，主打的是“活酵母

”的概念。张庭担任TST品牌代言人

，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蒋依依、

林志玲分别担任过品牌单品的代言人

。

石家庄市裕华区市场监管局对外

回应称，此传销组织从2013年开始，

辖区内涉案人员多，具体人数不便透

露，但“涉案金额比较巨大”。目前

，此案已进入财务审计阶段。

巧合的是，6月5日刚立案调查，

7月，张庭的自身闺蜜兼合伙人小陶虹

，就宣布退出与张庭合开的公司，徐

峥出来解释道，“我老婆不适合经商

”。

9月，张庭夫妇注销了9家企业。

11月，陶虹退出张庭传媒公司股东。

在TST内部，陶虹被称为“二老

板”，各种活动都能看到她，2018年

的TST“微商大会”上，陶虹还化身

成功学女讲师，各种鸡汤信手拈来。

俩人之前都快好成连体人，经常

共同出席活动，一起拍小视频。张庭

夫妇在黄浦江边花了17个亿买了一栋

大楼，还曾经送给小陶虹和明道每人

一层楼。

徐峥也为老婆的“事业”摇旗呐

喊，亲自出镜，力证产品效果。

张庭跟徐峥曾经在2002年合拍了

《穿越时空的爱恋》，那时徐峥和陶

虹已经结婚。徐峥的演艺之路越走越

顺利，后来的“囧系列”更是华丽转

身，跻身十亿导演。

陶虹和徐峥，也成了张庭夫妇微

商事业进入大陆市场的重要桥梁。刘

涛、范冰冰、赵薇、李晨、牛莉、张

馨予、钱枫等明星，都曾经为TST站

台。

TST主打的口号就是，“一个品

牌、两对夫妻、四个明星”，“0囤货

0库存0压力0风险”。

庞大的明星阵容，自带流量，称

为TST最为独特的品牌优势。

微商之路

2019年，林瑞阳曾经说，“有118

万人踩在我肩头上赚钱”，每月光是

发薪水就要支付2.8亿人民币。

这118万人，就是TST的微商团队

。但是2.8亿，到底是“薪水”还是

“返利”呢？

TST采取的是“正价返利”的模

式，不同的级别返利点不同，团队业

绩越高，返利越多。“拉人头”被称

为“共同创业”，宣传噱头都放在了

各种“成功案例”，几乎都是90后全

款提车买房。

张庭夫妇聪明的地方就在于，目

标人群定位得十分准确，就是宝妈、

学生。

TST在宣传的时候号称，“加入

TST一分钱不用投”，0投资成为TST

上市股东，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代理商都需要自买自用，用她们

自己的话说，“一是为了冲基础业绩

，二也是为了拿小样去拓展新客户。

你自己不用，别人怎么相信这个好？

”

就这样，从自用到拉人头，从每

月1200的基础业绩，到5000、2万、10

万、25 万，返点就可以从 12%涨到

32%。

“不需要进行前期投资砸钱，只

要发发朋友圈，有人要就卖给他们。

”很多人入坑都是因为信了这套说

辞，但是一旦入坑，就会每天不断

地有各种鸡血打卡，来刺激代理商

完成更高的目标。

“只要买2万元货，就可以去

澳门，不过得自己出路费和住宿”

。月销售额超过2万，还可以获得

跟“林大哥”林瑞阳合影的机会。

对合影没兴趣？没问题，七星级

酒店、高级邮轮、各种奢华……总

有一款适合你。

只要连续3个月销售额超过10

万、发展新会员超过100人，就可

以拿到“创始人”资格，从这时起

，每个月就要接受总部考核，为了

保持“创始人”资格，就必须每月

都超过10万。

创始人的群还分为百万级和

千万级，群内日常就是晒单、分享

业绩、产品打卡。囤的货卖不掉？

不好意思，这是代理商自己的问题

，总部只考核业绩。

“等公司上市，创始人都可以拿

到股票”，“创始人可以世袭，自己

不做了可以给孩子”……这些说辞，

就像一根永远够不到的胡萝卜，好像

只要一直跑、跑得快，就一定能得到

。

但是每月10万的考核，并不是每

个人都能完成的。囤货太多，自用都

用不完，只能送人或者低价处理。时

间久了一盘算，头衔是保住了，钱怎

么没挣到？算了，要不还是放弃吧。

做到创始人，又被迫放弃，这样

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最关键的问题是，造成卖货困难

的根本原因，还是产品质量问题。TST

多次爆雷，被客户投诉产品会“烂脸

”。

在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官网上，大

部分TST产品的检查结果，都是四个

字：“责令改正”。

但是对于“烂脸”的问题，团队

有自己的一套说辞：你之前用的化妆

品铅汞含量太高了，过敏就是正常的

排毒现象。光用面膜怎么够呢，排毒

要来全套，水、乳、精华……一个也

不能少。

只要对方相信了，代理商当月的

业绩就有望完成了。

总部不关心代理商的囤货，代理

商也不会关心消费者的“脸”。这就

是“环环相扣”。

为了“帮助”代理商们迅速进入

状态，尽快完成业绩，总部甚至还贴

心制作了一整套“傻瓜式教程”，完

全是手把手在教，就差没用代理商手

机发帖了。

奢靡生活

底层代理商的血汗钱，成就的是

顶层代理商的腰包。而游戏金字塔尖

的，当然是张庭林瑞阳夫妇。

张庭以自己现身说法，把自己打

造成了每一个代理商都能触手可及的

“梦想”：

“庭姐和林大哥都这么有钱了，

完全可以在家躺着享受，可他们还在

努力打拼事业！”

“只要像庭姐一样努力，就可以

像她一样成功！”

“要做像庭姐一样，集美貌、财

富、才华、善良于一身的女神！”

参加过TST盛典的代理商，都对

一件事印象深刻。林瑞阳多次在盛典

上对台下的代理商们喊话：“是不想

成为庭姐？”

代理商宋蕊蕊曾经回忆到，听到

“林大哥”这句话，感觉热血沸腾，

“庭姐就是我的人生榜样，我们的领

袖，你说啥就是啥”，“回去玩命拉

人，玩命做业绩”。

塔尖的张庭夫妇，把自己打造成了

“励志偶像”，享受着微商团队的仰慕

，更享受着118万人创造的惊人财富。

售价298元的面膜被爆进货价只要

14元。就算给顶级代理商返利32%，

张庭夫妇依然赚得盆满钵满。

2019年 1月24日，在上海青浦区

举行的百强企业和创新创业人才表彰

大会上，上海达尔威被授予“百强优

秀企业”的称号。

在这份百强名单里，上海达尔

威名列榜首，力压中通、申通、上

好佳、新大洲本田、上海绿地等知

名企业。

2018年，达尔威的纳税额达到了

12.8亿。

相比之下，另一家中国历史最悠

久的日化企业之一，上海家化联合股

份有限公司，就显得太可怜了。上海

家化旗下拥有佰草集、六神、高夫、

玉泽等品牌，2018年的合并利润表显

示，当年的税金及附加是5560万元，

当年的利润总额是6.5亿元。

赚的钱还没有人家交的税多，产

品再好，也没有人家吆喝的好。

但是比交税更让人惊叹的，还是

张庭的炫富生活。

李湘也曾经炫富。2017 年参加

《拜托了冰箱》，李湘就说自家每月

伙食费7万元，全家总的生活开支，

每月都在60万。这番炫富，曾经让很

多人感慨，真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然而李湘比起张庭，真的连“小

巫见大巫”都不能算。在2014年，张

庭就在《小燕之夜》上留下金句，

“一周花掉的保养费用就要一万多块

人民币”。

特别搞笑的是，张庭曾经有一次

当众被怼的名场面，毒舌正是李湘。

在综艺《年代秀》上，张庭又开

始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家产品，各种功

能各种好。最后来了一句，“我们不

是卖产品，我们是做慈善”。

李湘当场就怼上了，“那你不应

该卖，送就好了。”

别忘了，李湘曾经是芒果台一姐

，这话怼得多么接地气。

张庭说的慈善，应该是另一种

。就是用收割智商税的钱，供他们

夫妇高调做慈善。名和利，一个也

不能少。

为什么说是“智商税”呢？

TST的主打产品，“活酵母面膜

”，也是林瑞阳的深情故事。据说是

为了能让张庭青春永驻，所以他20年

前就去法国，找到了一种活酵母，经

过多次改良，终于研发出了这款“活

酵母面膜”。

这个煽情故事，被某乎不少专业

人士的吐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任何化妆品都不能添加活菌，所以

“活酵母”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2021年双十一，TST旗下爆款产

品“活酵母新生面膜乳”，只用了1

小时，就卖出了10万组60万瓶。

张庭曾经在节目上说，上海北京

都有自己的多套豪宅，多到自己都会

忘记住哪层。

上海的豪宅就是个天空花园，可

以俯瞰整个黄浦江。

戏精套路深

有爱情的时候想要婚姻，有了婚

姻又想要钱，有了钱又想要好名声。

看上去，这是一个正常逻辑。但

是在张庭夫妇身上，逻辑链条上的每

一环都不正常。

爱情是抢来的，婚姻是强行上位

。在“微商”掩护下做传销，产品屡

爆质量问题，这样的钱算不算是“骗

”来的黑心钱？

唯一没变的是，不管是爱情、婚

姻里还是赚钱，这对夫妇还总是想里

外面子都是自己的。

结婚都20年了还一直哭诉委屈，

甚至有粉丝跑到林前妻的私信里大骂

，结果被林的前妻手撕。

2021年 5月22日，袁隆平去世，

举国悲痛，电视台和网络平台的节目

都有调整，比如《快乐大本营》就临

时停播了。

当天，张庭在直播开始的时候默

哀了一分钟，然后就像往常一样喜气

洋洋地带货卖喜庆四件套。

被网友痛批后，“女神”崩溃了

。她在直播间哭诉自己每天6点起床

，看稿子、吃东西，没时间休息，过

得好累，但是都不会跟先生讲……

翻译一下就是，我身家330亿，但

是我还要赚钱养家，我为什么不能直

播？谁去世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段痛哭流涕的演技，真的完全

不减不当年。就连台词都几乎如出一

辙。不一样的就是，当年是哭晕了被

架出来的……

人前痛哭卖惨，人后“河东狮吼

”。

林瑞阳也很“幽默”，明明是被

骂“抛妻弃子”没了事业，结果在人

家的演绎下，变成了“为了追求这个

女孩子，放弃了最喜欢的工作”。

单看结论，好像也没错。但是中

间加了这些解释，就快洗白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年被骂太惨

，在TST内部，员工们给“林大哥”

奉茶是要下跪的……

戏精夫妇的戏，这次能落幕吗？

“面膜夫妇”的传销人生

2021年的最后几天，又一对明星夫妇塌房，原因是，涉嫌传销。

12月28日，张庭和林瑞阳大公司涉嫌传销被查处，仅石家庄一处，冻结的资金就高达

6个亿。

针对媒体爆料，张庭公司马上做出了回应，称自己是一家“合法经营”的公司。

紧接着，人民日报的打脸就来了，用了醒目的标题：“剜掉网络传销毒瘤”。

12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任何人在大陆经商、创业，

首先必须依法依规”。

这对明星夫妇到底做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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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節闔家觀賞電影首選《諸葛四

郎－英雄的英雄》掀起一股「本土英雄」

熱潮，全台北中南的親子同樂特映活動湧

入超過6千人次報名，上週末「諸葛四郎

」本尊在台北場特映驚喜現身，又是踢腿

、又使出經典掌風，讓全場大小朋友為之

瘋狂。現場許多爸爸媽媽帶著小孩一起來

看電影，更有祖孫三代同堂的溫馨畫面，

有家長被片中藏有滿滿洋蔥的回憶殺惹哭

，離場時淚眼汪汪地說：「片尾彩蛋非常

感人，加上電影主題曲盧廣仲的歌聲太催

淚了！」

逼哭眾人的電影主題曲「英雄」由

三金滿貫得主盧廣仲量身打造，今日

（14日）曝光主題曲MV，盧廣仲穿透人

心的溫暖嗓音，搭配動畫中英雄們堅持

且勇敢集結的畫面與台詞，給予歌曲全

新感動力。首次為動畫電影創作主題曲

的盧廣仲，也是初次認識諸葛四郎這位

傳奇英雄，他認為四郎擁有「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的正義感，總是願意為了

他人挺身而出。盧廣仲也分享自己心目

中的英雄模樣，他說：「我想起小時候

在鐵工廠工作的爸爸，我記得他總是揮

汗如雨，用佈滿油污的雙手撐起全家，

他的努力與付出從來不是為了自己，而

是為了家人。」

《諸葛四郎─英雄的英雄》劇情緊

湊且激勵人心，情感層面涵蓋了親情與

友情，盧廣仲便決定為它搭配一首溫馨

的主題曲「英雄」，編曲及歌詞都能快

速被觀眾接收，他也希望大家看完電影

後，腦中還能迴盪著歌曲旋律。廣受大

小朋友喜愛的《諸葛四郎─英雄的英雄

》親子同樂特映活動從台北開跑，有1歲

多的孩子在媽媽懷裡看完電影，沒有哭

鬧還被逗得哈哈大笑，有家長分享放映

過程中孩子看得目不轉睛，自己看完則

是感動含淚。映後時「諸葛四郎」本尊

也華麗登場，讓大人、小孩驚呼連連、

拍手叫好，甚至在影城大排長龍只為與

四郎合照，監製葉佳龍看見親子同樂的

畫面，既欣慰又感動，他期待接下來中

南部也能刮起一股英雄炫風。

耗時3年、斥資5000萬元打造的動畫

電影《諸葛四郎－英雄的英雄》搶攻賀歲

檔期，於今年1月28日農曆春節磅礴獻映

，保證是親子闔家觀影首選。劇情描述魔

鬼黨領袖「笑鐵面」為了爭奪傳世神劍，

將桂國公主戴上鐵面具，威脅桂王拿鳳劍

交換解開面具的鑰匙。諸葛四郎受桂王託

付深入賊窟，正邪交戰時卻腹背受敵，困

境中英雄勇敢集結，和組織龐大的魔鬼黨

展開一場鬥智、鬥力的搶奪寶劍大戰。更

多詳情請見官方臉書：https://www.face-

book.com/JhugeShiro

《諸葛四郎－英雄的英雄》三金得主盧廣仲
暖聲獻唱電影主題曲 「英雄」 逼哭眾人

年關將至，桃園「中壢光影電影館」

1/16(日)非常難得地邀請到破億導演黃朝

亮蒞臨，與觀眾重溫已逝的草根演員豬哥

亮，懷念他生前多部詼諧逗趣的演出，黃

朝亮導演將傾囊相授如何拍出叫好又叫座

的賀歲片公式秘訣。而「中壢光影電影館

」也在一月放映榮獲柏林影展最佳劇本獎

洪常秀的新作《引言》。也是桃園最後一

次在大銀幕映演，1/15(六)晚間《引言》

映後座談會，由資深策展人塗翔文帶大家

分享洪式獨特的美學風格。除此之外「中

壢光影電影館」每日晚間將有五大主題，

輪番上陣熱鬧映演強檔電影，並提供市民

免費索票入場，千載難逢的機會，絕對不

容錯過。

位於桃園市的「中壢光影電影館」，在

2022年首月即推出「世界影展巡禮」主題單

元，本次將精選多部於各大國際影展中入選

之作品，帶領觀眾持續欣賞多元的藝術電影

！也在一月舉辦不少電影映後座談、講座，

向舊雨新知分享影視製作、電影內容等不同

多樣性。1/16下午14點將舉辦「賀歲片：關

於電影那些不厭其煩的公式」講座，非常難

得邀請到賣座賀歲片黃朝亮導演蒞臨，並在

講座上分享曾拍攝製作過破億春節賀歲片，

從《大尾鱸鰻》、《大釣哥》到《寒單》等

，部部在台院線上映叫好又叫座。而其中從

《大尾鱸鰻》、《大囍臨門》、《大釣哥》

等皆能看到已逝草根性代表演員豬哥亮，將

在講座上與觀眾一起懷念豬哥亮詼諧又幽默

的身影。

導演黃朝亮生於 1969 年台灣台東太

麻里鄉，台東一中畢業後，北上就讀文化

大學新聞系。大學畢業後由電視行腳類節

目入行，擔任過電視台節目製作人，拍攝

作品曾多次入圍金鐘獎。爾後跨足至 電

影領域，於 2009 年推出首部執導電影

《夏天協奏曲》，作品常以台灣在地文化

作為故事主題，在影視創作領域是少數能

兼容藝術及商業性質的導演，歷年來佳作

不斷。2013 年擔任《大尾鱸鰻》聯合導

演，該片當年在台灣締造破億票房佳績。

2015 年更匯集兩岸實力派演員，林心如

、豬哥亮、林美秀、寇世勳、李東學等，

共同打造台灣賀歲電影《大囍臨門》，該

片票房在台灣締造 1.6 億票房佳績。

2017 年黃朝亮導演與豬哥亮再次合作賀

歲片《大釣哥》，劇情仍是「笑中帶淚」

的溫馨喜劇，口碑依舊相傳，締造當年賀

歲片票房佳績。

一月「中壢光影電影館」本月選映多

達20部多樣類型的電影，共有五大主題

：「世界影展巡禮」、「影人專題：洪常

秀」、「首輪藝術電影」、「親子影院」

以及「懷舊劇場」等，每個單元規劃多部

必看經典，並將在一月起眾多熱鬧強片輪

番在本館放映。值得一提的是，以《引言

》榮獲2021柏林影展最佳劇本獎殊榮的

洪常秀，本館特別規畫影人專題，並放映

《引言》、《逃亡的女人》以及《獨自在

夜晚的海邊》，其中《引言》更是桃園短

期內最後一次在大銀幕映演的機會，1/15

晚間19:00邀請到資深策展人塗翔文進行

映後座談，與觀眾分享這位韓國作者導演

創作的獨特美學風格與概念。「中壢光影

電影館」為回饋廣大影迷，推廣藝文影視

發展，本館電影放映與講座、展覽等相關

活動，全面於Accupass網站上免費報名索

票入場（https://reurl.cc/RjbpXG）另有關於

更多電影放映場次與講座活動內容請至

「中壢光影電影館」官方臉書洽詢（https:

//www.facebook.com/TaoyuanArtsCinema）

「柏林最佳劇本」 洪常秀 「中壢光影電影館」 壓軸放映

五大主題熱鬧強片輪番上陣免費索票觀賞

2022第 24屆台北電影節將於6月 23

日至7月9舉行，招牌雙競賽「台北電影

獎」與「國際新導演競賽」1月15日開始

徵件，統一於3月15日截止收件，競賽獎

金豐厚，盼能實質鼓勵幕前幕後的電影工

作者，傳遞電影創作的熱情，歡迎所有符

合資格的影像作品踴躍投件，從這裡開始

連結觀眾、通往世界。

台北電影獎作為台灣電影最堅定的支持

者，一直以來拔擢本土優秀影像創作者，鼓

勵不同題材與表現形式，堅守國片的主場。

四類別影片「劇情長片」、「紀錄片」、

「短片」及「動畫片」皆可角逐各類別最佳

影片，並共同競爭演員與技術類等15項個人

獎項，以及最高榮譽百萬首獎。

去年台北電影獎百萬首獎頒發給紀

錄片《捕鰻的人》，是繼2014年《不能

戳的秘密2：國家機器》後，睽違7年再

度由紀錄片拿下最大獎，該片與最佳短片

《鋼琴課》皆是導演首次帶著作品入圍即

獲獎，最佳動畫片得主《夜車》亦傳來好

消息，入圍有「動畫奧斯卡」之稱的美國

安妮獎最佳短片。擔任去年影展大使的邱

澤，2019年以《誰先愛上他的》勇奪最佳

男主角，去年再以《當男人戀愛時》稱帝

，成為台北電影獎史上首位二度榮登影帝

的演員；而陽靚以電影《愛．殺》首次扣

關台北電影獎就榮膺影后，為耕耘多年的

表演之路交出漂亮的成績單。

2022台北電影獎1月15日開放報名，

四類別影片皆於3月15日截止收件，參賽

影片之短片、動畫片完成時間須於2021

年3月15日之後，劇情長片、紀錄片完成

時間須於2021年4月1日之後。參賽影片

之導演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或居留身份，

劇情長片必須符合文化部公告修正之「國

產電影片及非國產電影片認定基準」之國

產電影片。入圍名單將於5月16日公布，

並在7月9日舉行頒獎典禮公佈得獎名單

。相關報名資訊請見網址。

國際新導演競賽為台灣唯一針對新導

演首部及第二部長片所舉辦的國際競賽，

關注影像創作者在形式、敘事、題材掌握

與美學風格上的潛力，每年引介入選10

至12部影片，由5位國內外評審共同選出

「最佳影片」、「評審團特別獎」，並設

有觀眾票選獎及台灣影評人協會推薦獎。

國際新導演競賽一直以來扮演台灣觀眾

認識世界新銳和影壇趨勢的重要窗口，許多

在影壇上獨樹一格的導演皆曾於本競賽嶄露

頭角，如2019年柏林影展金熊獎《出走巴黎

》（Synonyms）導演那達夫拉匹（Nadav

Lapid），就曾於2015年勇奪國際新導演競

賽最佳影片大獎；去年於坎城影展「一種注

目」單元首映、由柯林法洛主演的電影《Af-

ter Yang》導演kogonada，其初試啼聲的作

品亦曾入選本競賽。去年12部入選作品來自

18個國家，最佳影片頒給年僅31歲的越南導

演黎豹（Lê Bo）奇幻而詩意的首部長片

《失落邊境》（Taste），塞爾維亞導演米莉

卡托莫維奇（Milica Tomovi）則以反映塞爾

維亞時代變遷與社會困境的《煙硝中，我們

狂歡》（Celts）勇奪評審團特別獎與台灣影

評人協會推薦獎。

為了選拔出最具潛力、勇於創新的影

像作品，國際新導演競賽引進不同文化背

景的評審觀點，曾邀請威尼斯影展金獅獎

得主陳英雄、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得主魯本

奧斯倫（Ruben Östlund）、坎城影展最佳

劇本獎《在車上》導演濱口竜介（Hama-

guchi Ryusuke）、金馬獎導演萬瑪才旦、

日本名導山下敦弘（Yamashita Nobuhiro

）等擔任評審，共同選拔世界影壇的新星

。2022國際新導演競賽自1月15日開放報

名，3月15日截止，5月16日公布入選名

單，影展期間公布得獎名單。

2022台北電影獎、國際新導演競賽1月15日開始報名 3月15日截止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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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篩出7人染Omicron 疫源不明
均居住香洲區南平鎮 密接者1732人次密2800人

據通報，7例陽性個案均居住於珠海市香洲區
南平鎮轄區，發現病例後，珠海市已迅速

核查上述人員在珠海的軌跡，對重點場所及人員
進行排查和分類管控，對重點場所以及場所全部
工作人員進行採樣，並對場所進行終末消毒。目
前陽性個案已全部轉移至定點收治醫院。

確診者在幼兒園工作
其中，確診女病例為53歲的楊某，在大規

模核酸檢測中發現。她家住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
將軍山榕園小區，與兒子、兒媳同住，在南屏鎮
榕園幼兒園上班。從1月8日到13日，其在珠海
市主要在南屏鎮活動，出行方式以公交車為主。
其中1月8日，乘坐B3路公共汽車到中山市坦洲
鎮十四村市場買菜，同日下午約2時到香洲區第
二人民醫院開藥，回家後一直在河排村活動。

同時，6例無症狀感染者行動軌跡亦公布。
其中，一個案為9歲的梁某某，是珠海香洲區廣
生小學四年級的女學生，家住香洲區南屏鎮十二
村成豐園，與父親、母親、哥哥、爺爺、奶奶同
住。其活動軌跡涉及南屏鎮十二村、廣生小學、
新都會芭哚藝術、南灣國際花園。

無症狀一家曾赴坦洲探親
另外一個女個案為39歲的焦某某，是南屏

拜瑞口腔醫療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家住香洲
區南屏鎮屏西四路。其活動軌跡主要是往返住家

及工作地點，以及乘搭公交車到訪廣東恒企會計
培訓學校。

其餘4個案是一家人，36歲的梁某某為遊艇
男司機，家住南屏鎮廣生一街，與老婆、兩個孩
子同住，工作地點為香洲區野狸島遊艇碼頭。其
小孩一個為廣生小學四年級學生，一個在榕園幼
兒園就讀。一家人曾去中山坦洲探望其妻的外婆
外，否認近期去過除家庭、工作、學習以外的場
所。

依據珠海市的流行病學調查，目前顯示病毒
的感染來源還是不明，但是根據目前已經發現的
7例陽性個案目前處在同一傳播鏈，而且鏈條比
較清晰。接下來，珠海市正抓緊按照科學的方法
來進行進一步的病毒溯源。

澳門：跨境師生今暫停回校
據通報，截至14日17時，珠海共排查出密

切接觸者1,732人，次密2,800人。
澳門教青局14日公布，因應新冠疫情的發

展，考慮到部分學校周六仍提供教學活動，宣布
高等教育院校及非高等教育學校所屬跨境學生及
教職員工於1月15日繼續暫停回校上課一天。

該局將透過學校通知相關跨境學生及其家長
和教職員工，學校將視需要實施在家學習的方
案，並豁免相關的缺勤和延後倘有的測考安排。
澳門高等教育院校及非高等教育學校學生及教職
員工的原有教學活動照常進行。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珠海市

14日晚召開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珠海市副市長張晨

通報珠海市7例新冠肺炎核酸初篩陽性，經市疾控中

心覆核陽性，基因測序初篩判斷為Omicron（奧密

克戎）病毒。根據流行病學的調查，7例陽性個案是同

一傳播鏈，有1例確診病例，6例無症狀感染者。其中

5人曾到過此前一天通報有確診病例的中山坦洲鎮。目

前珠海市正在抓緊進行進一步的病毒溯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天津本輪Omi-
cron（奧密克戎）引發疫情，有相當一部分感染者
是兒童。在海河醫院收治的37名患兒中，初期臨
床症狀主要是鼻塞、流涕、咳嗽、咽痛，部分有發
熱症狀，但高熱的情況很少。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
兒科副主任醫師張穎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示，經過
6天治療，孩子們都在好轉。

“本輪疫情中感染的孩子們輕症和無症狀的較
多，普通型的都很少，並未出現非常嚴重的症狀。
目前，有幾個孩子出現咳痰的情況，但並不嚴
重。”張穎說，“從西醫治療角度來說，我們主要
是觀察和對症治療，比如給發燒的孩子們吃退燒
藥，有咳嗽症狀的孩子們服用止咳藥，鼻塞的孩子
們用鼻噴劑，同時讓孩子們大量喝水。”

天津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介紹，最開始的病例
來自託管機構和小學，確實是因為聚集性，造成孩
子們在疫情初期佔比較高。但隨着疫情不斷變化，
已經看到確診病例中孩子的比例在逐步下降。張穎
提醒：“很多家長有僥倖心理，覺得自己的孩子不
會被感染。但是此次奧密克戎變異株表現為隱匿性
強、症狀輕，很容易被人忽視。”她說，從天津兒
童感染者的症狀來看，如出現咽痛、咽乾、咳嗽等
症狀要提高警惕，有相關症狀要及時去正規醫院就
醫。

兒科醫：孩子有咽痛等症狀需警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李
陽波 河南、陝西報道）以天津返鄉
大學生為“零號病例”的安陽疫情三
天時間內已經累計報告確診病例198
例，根據安陽市已公布的84例感染者
活動軌跡可以看出，此次安陽疫情集
中爆發於安陽市湯陰縣的湯陰育才中
學，目前已有67名師生確診，另外還
有3例為該校師生密接者。除河南
外，天津本輪疫情也出現了小學群組
傳播，相關群組又進一步將病毒帶入
社區，對於如何做好校園防疫提出了
新的挑戰。

據中國國家衞健委數據，1月13
日0時至24時，河南新增98宗確診，
其中安陽市69例、許昌市25例。涉
及湯陰育才學校病例中，學生共有64
人，年齡範圍為17歲-20歲，大部分
都是高三寄宿生。其餘3例為湯陰育
才學校教師，其中1月9日確診的該
校高三語文教師為天津返鄉大學生確
診病例的姐姐。據此前官方通報，安
陽市本輪疫情傳播鏈相對清晰。病例
感染病毒均為Omicron（奧密克戎）
變異株BA.1分支，與天津市津南區現
有本地疫情屬同一傳播鏈。疫情感染
來源為2021年12月28日從天津市津
南區返回安陽市湯陰縣的1名在校大
學生，該生目前一家四口均確診。

湯陰縣要求除核檢外不得外出
據了解，目前湯陰育才學校封閉

管理的 4,040 人閉環轉運至安陽學
院、安陽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安
陽職業技術學院3個集中醫學觀察
點。目前，已經集合育才學校小學部
一至三年級學生家長151名，到安陽
職業技術學院隔離點對年齡小的學生
進行陪護，同時安排移動、聯通，通
過開通WiFi等方式，為隔離點的學生
開通網課。由於Omicron防控形勢嚴
峻，湯陰縣進一步嚴格管控人員流
動，要求縣城區內所有居民除配合進
行核酸採樣外，一律不得外出。

●●珠海市民眾在一核酸檢測點採樣珠海市民眾在一核酸檢測點採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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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學開啟新學期教學工作西北大學開啟新學期教學工作。。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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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控6日升11%逼兩年高位
美聯儲官員估今年加息4次 金融股受惠

美國通脹數據高居不下，聯儲局有

多名“鴿派”官員都紛紛“轉軚”，呼

籲當局加息以遏制高通脹，富國、高盛、德銀、

摩通都料聯儲局今年將加息4次。雖然加息不利

股市表現，對科技股尤為不利，但卻利好金融

股，滙控再升1.7%，收報54.55元(港元，下

同)，見逾22個月新高，締造六連升，其間已累

升11.3%，由年初至今更累漲16.3%。大行看好

滙控後市，當中美銀再上調其目標價，由57.88

元升至61.9元，是本月內的第二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美國新公布的去年12月份通脹較前年同
期急升7%，為近40年來最高水平，

美聯儲決策者紛紛表態應更早採取行動，支
持今年3月就加息。隨着美國3月加息幾成
定局，包括美聯儲理事布雷納德在內的多位
決策者也暗示，他們希望今年開始縮減美聯
儲8萬億美元的資產負債表。芝加哥聯儲總
裁埃文斯亦表示，決策者最近預期2022年
將加息三次、每次25個基點，這是“一個
很好的開局”，他並補充，“如果數據沒有
足夠快的改善，可能會有4次加息。”

渣打中銀齊升見7個月高位
美國加快“收水”的消息雖然不利股

市，尤其是無盈利且又借債多多的高科技企
業，但加息卻有利傳統銀行股增加收入，故
此刺激傳統金融股如滙豐連升6日，滙控14
日再升1.678%，收報54.55元，見逾22個月
新高，6日累升11.3%，由年初至今該股更
累漲16.3%。14日同樣6連升的還有渣打，
14日曾高見54.45元，見7個月高，全日升
2.16%以近最高位的54.4元報收。中銀亦升
1.571%，收報29.1元，同見逾7個月高。大

新銀行升3.324%亦連升6日。
美銀指出，滙控在去年第三季，共持有

1,340億美元的普通股一級資產，比率為
15.9%，增長來自存款利差、抵押及貿易融
資所帶動，料將消耗有限的風險加權資產，
令該行資金維持充裕。美銀又認為，滙控資
本配置克制，有助未來估值獲重新評級，重
申對其“買入”的評級，目標價由57.88元
升至61.9元，為本月內第二次上調目標，潛
在升幅逾13%。美銀續強調，滙控預計每年
進行30億美元的回購，也是帶動目標價上
升的一個關鍵因素。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認
為，港股受一眾新經濟股全面低開所累，雖
市勢仍續見反覆，但相對本月恒指暫時由6
日之低位22,709點升至 13日早市之高位
24,561點，目前大市該屬緊扣高台而不下之
格局。他指出，從技術上，上升步伐確略偏
促，故高台稍見回吐乃正常現象，換言之，
只要恒指能續穩站於 50 天線，即約在
24,015點；10天線，約在23,660點及20天
線，約在23,395點之上，即整個大市技術上
仍處於續往上尋頂之形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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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予滙控評級及目標價
投行 評級 目標價(港元)
美銀 買入 57.88→61.90

高盛 買入 61

摩通 增持 57→58

花旗 買入 53.60

瑞銀 買入 48.50→51.90

大摩 與大市同步 48→50.40

●美國加息如箭在弦，利好傳統金融股，滙控股價今年以來拾級而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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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多家投資者突退出螞蟻消費金
融的增資擴股交易，消息再讓市場
擔心進一步拖延螞蟻上市日期，螞
蟻消金14日則回應稱，將盡快確
定新增資方案，確保落實整改。繼
中國信達13日突公告表示不參與
螞蟻消金的增資後，舜宇光學14
日亦公布，將暫緩認購螞蟻消費金
融6%股權的交易。

消息也拖累中國信達14日大
跌9.87%，收報1.37元(港元，下
同)；阿里巴巴亦跌2.19%，收報
129.3元。舜宇光學則升1.01%，
收報219.8元。

中國信達表示，經進一步商業
上審慎考慮，擬不參與螞蟻消金本
次股權認購。中國信達上月公布擬
斥資 60億元人民幣入股螞蟻消
金，按螞蟻消金的擴股方案，其旗
下南洋商業銀行增資前持有的15%
股權則縮水至擴股後4.003%，但
連同中國信達是次增資，中國信達
最終將合計持有螞蟻消費金融
24.003%股份權益，僅次於螞蟻集
團。

其他計劃參與增資的股東14
日亦陸續公告，暫緩增資交易。其
中，舜宇光學表示，收到螞蟻通
知，若干認購人退出股權認購協
議，螞蟻決定暫緩增資計劃；公司
將在螞蟻提出經修訂增資方案，以
及公司對該方案進行進一步評估
後，另行刊發公告。舜宇光學上月
公布，計劃斥資18億元入股螞蟻
消費金融成為第三大股東。

另外，A股魚躍醫療亦在深交
所公告指暫緩對螞蟻消金增資。公
司表示收到螞蟻消金通知，指中國
信達決定不參與今次增資，增資方
案尚需進一步調整，因此與其他合
作方協商一致，暫緩增資相關事
項，待螞蟻方面更新增資方案後，
重新評估相關投資事宜。此外，螞
蟻原股東千方科技在上月亦表示，
放棄對螞蟻消金增資優先認繳出資
權。

螞蟻消金14日隨後回應稱，
尊重投資者的商業決策，將在監管
部門指導下，積極和各方投資人共
同磋商，繼續按照市場化原則盡快
確定新的增資方案，確保消費信貸
業務整改落實到位。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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