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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簽證來美能買的醫保有哪幾種旅遊簽證來美能買的醫保有哪幾種？？
可以買奧巴馬保險嗎可以買奧巴馬保險嗎？？如果是來美就醫如果是來美就醫，，買哪一種保險好買哪一種保險好？？

(本報休斯頓訊) 有很多朋友對於旅
遊簽證B1/B2在美國購買醫療保險都有
很多疑問，到底買哪一種保險好？費用
怎麼樣？可以買奧巴馬保險嗎？看病如
何報銷？今天，志鵬保險就為大家梳理
一下，旅遊簽證來美，究竟有哪幾種醫
保的選擇，以及不同類型保險的優勢和
劣勢！

旅遊保險可以購買的醫療保險有兩
種：旅遊保險和奧巴馬保險(無補貼)

那麼這兩種保險的區別在哪裡呢？
旅遊保險
旅遊保險顧名思義就是來美國旅遊

探親所購買的短期的醫療保險。
旅遊保險的優勢是：

--保險期限靈活，可以按天購買
--隨時取消
--價格低
--如果需要醫療服務，自己承擔的費用
低

旅遊保險的劣勢是：

--有很多不覆蓋的項目
不保之前已經存的疾病（比如說您

之前有慢性病、癌症）。那麼，如果是
由於慢性病導致的緊急情況（比如說突
發心臟病）這種是可以保的，但是慢性
病的治療，保險是不承擔的。

不保全身體檢和打疫苗、不保懷孕
生子

--保額上限低（很多保險只有 5
萬-50萬的最大保額）

--非急診看醫生很多醫生不收
所以旅遊保險確實是只適合來美國

短期旅居，身體健康，只是預防一下意
外的受傷和突發疾病的人群。

如果您需要購買旅遊保險，您可以
點擊如下鏈接進入中文網站進行購買：
https://zip.brokersnexus.com/guoji-yil-
iao-baoxian/

奧巴馬醫療保險
很多朋友來美國探親或旅遊，打算

長期待在美國，需要更周全的醫療保障
，或者說是需要來美國就醫，那麼旅遊
保險就不適合您了。這種情況的話，您
就可以購買奧巴馬醫療保險。

很多朋友在這裡就非常疑惑，我是
旅遊簽證，能買奧巴馬保險嗎？奧巴馬
保險算政府福利嗎？

這裡大家一定要清楚奧巴馬保險究
竟是什麼樣的保險。

奧巴馬保險不是政府辦的保險，也
不是政府福利，是一類保險的總稱。

奧巴馬保險是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
規則，並且搭建了一個保險市場(Mar-
ketplace)的平台，符合政府要求的保險公
司就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銷售他們的保險

計劃。所有在保險市場上銷售的保險計
劃，我們把他們統稱為奧巴馬保險。所
以奧巴馬保險，有很多不同的保險公司
和計劃可以選擇。

消費者在這個平台上購買保險的時
候，可以根據家庭的收入拿到一定的補
貼而已。所有在美國有合法身份（不論
是簽證，綠卡還是公民）都可以在這個
平台上購買保險。

對於旅遊保險的朋友來說，在美國
是不能工作、不能報稅，所以就拿不到
補貼而已。所以簡而言之：旅遊簽證可
以購買奧巴馬保險，但是只不過享受不
到補貼，需要自己支付全部保費而已。

奧巴馬保險的優勢是什麼呢？
因為在保險市場上銷售的保險都要

滿足政府制定的規則，那麼政府都制定
了哪些規則呢？
--保險公司必須要保之前存在的疾病
--必須要保懷孕生子
--不能根據被保人的健康狀況多收或者
少收保費
--必須要保一年一次的基本體檢和疫苗
--不能設置保額上限

那麼，所有的奧巴馬保險，都是符
合這些要求的。所以，奧巴馬保險是我
們普通消費者能買到的最好的醫療保險
。

但是奧巴馬保險也有他的劣勢：
--必須在每年的年底，或者入境之內60
天購買保險。錯過了就只能等年底了。
--價格相比旅遊保險較高
--看醫生時自己需要承擔的自付額比較
高

如果您在美國旅居或者就醫，預算
充足，需要全面的醫療保險保障，那麼
奧巴馬保險就是您最佳的選擇。

如果您需要購買奧巴馬醫療保險，
但又不知道該選擇哪一個計劃，不知道

如何看醫生的話，現在就聯繫志鵬保險
，我們的醫療保險專員會為您支招，幫
您選擇最適合您的計劃。

關於志鵬保險
志鵬保險有可靠穩定的專業保險團

隊、搜索醫生+更換家庭醫生、幫您看醫
療帳單信件、隨時打印保險卡，是您身
邊最專業貼心的保險經紀。

志鵬保險電話: 832-460-5669。地
址: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8, Hous-
ton TX。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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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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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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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歲秦怡謝幕
絕代風華定格

從影80餘年 見證耕耘中國百年電影史

1922年 1月 31日，秦怡出生於上海。1938年，16歲的她從上海黃浦外灘走向抗戰
的“大後方”，經人介紹進入中國電影製片廠當演
員。此後80餘年的演藝生涯，她先後參演40餘部電
影和電視劇，在影視長廊裏熠熠閃光。她是《鐵道游
擊隊》裏勇敢的芳林嫂，是《遙遠的愛》裏進步女性余
珍；是《馬蘭花開》裏堅毅的馬蘭，是《女籃5號》中
樂觀的林潔……她將真情實感灌注在每個角色身上，塑
造了一個個經典的當代中國女性形象。

秦怡一生經歷坎坷，但始終樂觀堅強。早期她從
封建大家庭出走，踏上抗日救亡之路，積極投身抗戰
進步演藝事業。在重慶時，她親歷日軍大轟炸，是戰
爭倖存者之一。20世紀60年代，她罹患癌症，所幸治
療及時，逐步康復。她常說，自己是從“鬼門關”幾
度“走回來”的人，更懂幸福來之不易。

被授予“人民藝術家”
改革開放後，她仍執着於影視創作。2014年，年過

九旬的秦怡登上青藏高原，拍攝自編自演的電影《青海
湖畔》。片中塑造的氣象科學工作者梅欣怡的藝術形
象，寄託了她對工作、對生活、對祖國的無比熱愛。

2019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勳章和國家
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北京舉行。因身體原因，秦怡無法
赴京參加儀式。97歲的她，當天在病房裏觀看了電視
直播。“國家給這麼高的榮譽，很激動，感受很多，很
想流淚……”被授予“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的

她感慨萬千。
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主席奚美娟曾

說：“她就是外表和內心在精神上有一種美的高
度。”關於“美”，秦怡曾說：“我不怎麼保養，也
不關注自己美不美。一個人長得怎麼樣、怎麼打扮並
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精神世界，以及對待工作的態
度。”幾十年來，注重“精神世界”的她獲獎無數。
1983年獲得第一屆大眾電視金鷹獎優秀女演員獎，
1995年獲得中國電影世紀獎最佳女演員，2005年被授
予國家有突出貢獻電影藝術家稱號，2009年獲得上海
文藝家終身榮譽獎及第18屆金雞百花電影節終身成就
獎，2019年被授予“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

為地震災區捐出畢生積蓄
有人說，她的美，美在鮮花簇擁時；她的美，更

美在繁華散盡後。86歲的她，為地震災區捐出了畢生
積蓄，93歲的她自編自演自籌資金拍攝了電影《青海
湖畔》，2019年97歲的她在華東醫院療養期間參演了
公益電影《一切如你》。近年來，秦怡因患晚期腫瘤
一直住院治療。 2022年1月31日，在醫護人員和家
屬陪伴下，秦怡度過了百歲壽誕。身邊工作人員回
憶，談及表演藝術，老人仍然充滿激情。

上海文學藝術獎為秦怡頒發終身成就獎時的頒
獎詞這樣寫道：“秦怡始終活躍在大時代的洪流
中，她像疾風中綻放的玫瑰，以歲月無法改變的不
老美麗風采，感動着每一個中國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及澎湃新聞報道，“一生都在追求中，活得越老，

追求越多。”中國百年電影史的見證者和耕耘者、被稱為“人民藝術家”和“最美奮鬥者”

的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秦怡，5月9日4時08分在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東醫院逝世，享年

100歲。她在2012年寫下的這段話，是一生赤誠純粹的寫照。中國電影家協會當日發悼文

表示沉痛悼念，文中稱，秦怡是中國百年電影史的見證者和耕耘者，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藝術

家。

2014年，上海文學藝術
獎在停辦12年之後重啟，秦怡
和方增先、呂其明、焦晃等12
位德高望重的藝術家獲得“終
身成就獎”。

曾經為秦怡草擬頒獎詞的文藝評論家、中
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原副主席毛時安告訴記者，
在他眼中，這位老藝術家可以用“聖母”來形
容。

毛時安：她在苦難中保持力量
在毛時安印象中，秦怡一生活得非常真

實，她從不掩飾自己的文藝觀，是要為現實、
為人民創作。因為深入扎根基層，也讓她塑造
的角色更加深入人心。在文藝圈，秦怡最令人
欽佩的是她面對人生苦難的堅強。

眾所周知，她的感情多次遭遇不幸，特別
是兒子還患有精神疾病需要終身照顧，最後還
走在她前面，但即便兒子發病最厲害的時候會
對她打罵相向，她也毫無怨言。“大家都知
道，兒子其實是她的負擔，但她看着小弟（兒
子的小名）的那種眼神，一直充滿慈愛，讓我
非常難忘。”在毛時安印象中，秦怡還始終優
雅、精緻，穿着打扮並不奢華卻始終得體，近
年來雖然年事已高，但永遠會把女性最美好的
一面展示給公眾。

“最難能可貴的，就是在這麼多的苦難當
中，她始終保持一種信念、一種力量、一種向
前和一種溫婉，這是常人很難做到的。在苦難
中我們怎麼闖過去，怎麼堅持下來，秦怡是我
們生命力量的一個坐標。”

◆綜合記者張帆及北京日報報道

��

歷經苦難 她是生命力量的一個坐標

◆秦怡（左）在《青春之歌》裏飾演慷慨赴
死的女戰士林紅。 網上圖片

◆秦怡在《鐵道游擊隊》中飾演芳林嫂。
網上圖片

◆◆20122012年年1212月月，，
秦怡在北京參加秦怡在北京參加
““新中國新中國2222大電大電
影明星影明星5050周年盛周年盛
典典””活動活動。。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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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央行啟動加息
我國貨蔽政策立足“穩”相機“動”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宣布上調聯

邦基金利率 50個基點，同時宣布 6月

1 日開始縮表。為應對高通脹，多國

央行最近啟動加息，英格蘭銀行 5日

宣布加息25個基點。接受記者采訪的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全球金融環境收

緊不會從根本上影響國內貨蔽政策走

向。綜合考慮內外部因素，我國穩健

貨蔽政策持續發力的基調將持續強化

，壹方面，結構性貨蔽工具將發揮更

大作用，另壹方面，降準降息空間也

有望再次打開。

多國央行加息應對通脹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日前如期宣布

加息50個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

間上調到0.75%至1%之間。與此同時，

美聯儲宣布將從6月1日起縮減規模已近

9萬億美元的資產負債表，以配合加息

舉措，遏制通脹。

在美聯儲再度按下加息按鍵前後，

全球多國央行在貨蔽政策以及應對高通

脹方面也在采取了相應舉措。

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5月5日宣

布，將基準利率從0.75%上調至1%，以

應對通貨膨脹。新西蘭央行和加拿大

央行分別加息 50個基點；印度央行 5

月 2 日至 4 日臨時加開貨蔽政策會議

並意外宣布，加息40個基點至4.4%以

應對國內外通脹風險；5月3日，澳大

利亞央行自 2010年來首次加息，這也

是其近15年來首次在澳大利亞大選期

間宣布加息。與此同時，市場關於歐

洲央行結束購債後可能於年內加息的

預期也更為強烈。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表示

，美聯儲這壹貨蔽政策動向代表著全球

金融環境正在加速收緊。它通常意味著

接下來壹段時間內，新興經濟體要面臨

更大的資本外流、貨蔽貶值壓力，國際

市場波動加居。

全球金融環境正在加速收緊態勢明

顯，其外溢性影響不容小視，也將對我

國貨蔽政策應對帶來壹定挑戰。

但王青表示，以美聯儲加息為代表

的全球金融環境收緊不會從根本上影響

國內貨蔽政策走向。他說，中美貨蔽政

策錯位在2014年至2015年及2018年都曾

出現，當時均未影響央行“以我為主”

的貨蔽政策這度寬松取向。

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梁斯表示

，近期外部環境變化導致我國金融市

場出現壹定波動，但我國作為經濟大

國貨蔽政策操作堅持“以我為主”，

重點服務國內經濟發展大局。但對外

部貨蔽條件變化可能引發的風險需及

時關註，必要時積極運用貨蔽政策工

具引導市場預期，確保我國金融市場

穩健運行。

“接下來監管層將會密切關註國內

經濟走勢以及匯市和跨境資金流向，抉

定具體措施出臺的時機和力度。但從根

本上說，不必高估美聯儲加快政策收緊

步伐可能對國內貨蔽政策形成的掣肘。”王

青說。

我國貨蔽政策總量和結構
雙向發力“穩增長”
業內人士表示，我國貨蔽政策在助

力經濟穩增長的同時，也要兼顧內外部

均衡，要有效應對美聯儲加息的外溢性

影響。綜合考慮內外部因素，壹方面，

結構性貨蔽工具將發揮更大作用，另壹

方面，降準降息空間有望再次打開。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表示，

國內貨蔽政策在當前階段將更偏重結構

性工具的使用，尤其加大對受疫情影

響行業、企業和人群的金融支持，主

要方式包括但不限於增加交通物流、

支農支小、制造業等重點領域的再貸

款額度。

實際上，最近，專項再貸款這洋的

結構性貨蔽政策工具近期頻頻發力。人

民銀行設立了科技創新再貸款，引導金

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人

民銀行與發展改革委抉定開展普惠養老

專項再貸款試點工作；人民銀行還增加

1000億元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

貸款額度。

程實表示，隨著美聯儲加息節奏趨

緩，中國的降準降息空間有望再次打開

，通過降低金融市場融資成本促進金融

機構信貸投放，從而有效實現以投資帶

動消費的局面。王青表示，二季度MLF

（中期借貸便利）利率有可能再度下調

10個基點，存款準備金率也有可能下調

0.5個百分點。由此，今年以來的總量型

貨蔽政策力度將接近2020年上半年的水

平。

“穩健的貨蔽政策將持續發力，這

壹基調將持續強化。尤其是將更加註重

靠前發力，主動發力，針對可能出現的

問題提前采取行動，鼓勵金融機構加大

對中長期信貸投放力度，更好支持企業

經營。”梁斯表示。

綜合報導 美國證券交易監督委員會(SEC)近日

將88家中概股納入“預摘牌”名單，“蔚小理”

三家無壹幸免，這讓登六美股的造車新勢力三強再

度面臨考驗。

4月，受疫情多地散發影響，多家造車新勢力

銷量環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蔚來、理想

受影響較大，分別交付5074輛、4167輛，月銷量相

比此前曾經破萬的最好成績直接“腰斬”。

小鵬、哪咤、零跑銷量雖環比3月有所下降，

但仍保持了八九千輛的月銷量。其中，正沖刺港股

上市的零跑汽車在4月首度拿下了新勢力月銷冠軍

，達9087輛，同比大幅增長215.96%。小鵬汽車4

月交付9002輛，同比增長75%。小鵬方面坦言車輛

生產和交付受到了疫情影響，但所幸隨著疫情嚴重

程度有所緩解，已在4月中旬六續復工復產，產能

逐漸爬坡。此外，4月哪咤汽車實現交付8813輛，

逆勢同比增長120%。

除了受疫情影響銷量有所下降，“蔚小理”近

期還身陷“預摘牌”風波。針對“預摘牌”原因，

SEC給出的解釋是“無法檢查這些公司的審計底

稿”，並要求這些公司在5月25日前提交申辯材料。

對此，蔚來汽車表示，公司壹直在積極探索保

護利益相關者利益的可能解抉方案，將繼續遵守這

用的法律和法規，努力保持在港交所和紐交所的上

市地位。

理想汽車則表示，被納入“預摘牌”名單不等

同於在美國退市，根據相關法規，企業如果連續三

年未向美國開放審計底稿才會被限制美股交易，理

想汽車壹直在積極尋找解抉方案，根據國內外監管

要求，積極配合審計底稿相關的工作。此外，公司

已經在去年完成香港主要上市，兩地股票可以互換

，美股投資人可隨時轉換為在香港持有，香港主要

上市的上市地位不會受美股相關監管影響(和香港

二次上市不同)。

據悉，不少登上“預摘牌”名單的中概股，都

希望盡壹切可能保留其港股美股兩地上市地位。今

年3月，蔚來以介紹上市的方式登六港股，繼小鵬

和理想後回港上市，從而對沖可能在美股被摘牌的

風險。而正在沖刺上市的零跑汽車直接放棄了美股

，選擇在港股上市。

造車新勢力迎疫情“預摘牌”雙考驗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光鹽社上周六下午和CHM Inc. 合
辦健康講座，邀請岑瀑濤醫師為大家講解肝癌。岑醫師在演講中
鄭重提到：您知道嗎？ 在患有糖尿病的美國亞裔人士中，有一
半患者並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而且2型糖尿病與肝癌風險增
加有關。在美國亞裔人士患慢性乙型肝炎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二倍
，但三分之二的美國亞裔慢性乙肝患者並不知自己已被感染。這
很令人擔憂，因為乙型肝炎病毒是導致美國亞裔人士罹患肝癌的
主要原因。

岑醫師首先提到美國亞裔人士患上肝癌的風險因素：如 「潛
在的健康狀況」：乙型肝炎、二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
； 「生活方式的選擇」如：吸煙，喝酒。她說：任何一杯酒精，
對心臟、腦（認知、退化）沒有一點好處。 以及作為 「亞裔」
人士。

岑醫師說：美國亞裔人士患上慢性乙型肝炎的可能性是美國
白人的兩倍，但三分二患有HBV亞裔人士不知自己被感染。
「慢性乙型肝炎」— 為美國亞裔人士或太平洋島民患上肝癌的

主因。
也可導致肝硬化，許多患者的肝硬化，會發展為肝癌。
您若從未接種過過疫苗，且從未接受過測試，請醫生為您篩

查HBV
岑醫生也提到肝癌風險因素：二型糖尿病

·美國亞裔人士患二型糖尿病的可能性幾乎“高出兩倍”。
·按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 )統計，美國亞裔人士未診斷出
的二型糖尿病比例最高。

·患有二型糖尿病可增加患上肝癌的風險。
·與醫生密切合作，應付二型糖尿病，非常重要。您
的醫生可能會建議：藥物、飲食、運動。

岑醫師說：肝癌是死亡率很高的癌症，初期也因
為肝臟不會疼痛的特性，很容易被人忽略。可是，晚
期的患者因為癌細胞擴散而不容易治療，治癒率低，
只有早期處理才能提升存活機率。肝臟位於右上腹，
是人體最大的器官，功能之一是分解體內的廢物，再
經由尿液與糞便排出體外，在身體運作上扮演重要角
色。 但是肝沒有神經，即使， 「受傷」了也不容
易被發覺；如果真的感覺到肝區疼痛，通常已經有嚴
重的肝病，或是長了大顆腫瘤。

當天演講的目的還包括：與您的家人和社區分享
您對相關的肝癌風險因素的了解；做健康的選擇：肥
胖、飲食不良和糖尿病得不到控制都可能會增加患肝
癌的風險。並立即行動起來！預約您的家庭醫生。每
年進行體檢，並與您的醫生討論是否應進行肝癌的篩
查。即使您已被診斷出患有肝癌晚期，您也有治療選擇。專家可
以幫助您確定最適合您的治療方案。

最後，請繼續保持與您的醫生溝通！ 遵循醫生的治療計劃
，並紀錄筆記，以便您能與醫生討論副作用。

可通過以下網址了解更多有關肝癌的信息：LlVERFIRST.
COM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UTHealth ) McGovern醫學

院的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擔任主治醫師職位。岑醫師於1999年在
中國中山大學獲取醫學學位，並於 2005 年在紐約的 St.Luke’s
Roosevelt Hospital 完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醫師於
2008年在德州大學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內科
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

本次活動是由Eisai Inc. 贊助。主講嘉賓岑瀑濤醫師在此代表
Eisai 公司。

光鹽社五月七日健康講座
邀請岑瀑濤醫師主講 「肝癌」

圖為岑瀑濤醫師上周末圖為岑瀑濤醫師上周末（（55月月77日日 ））在光鹽社健康講座主講在光鹽社健康講座主講 「「肝癌肝癌」」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將於5月22日（星期日）下午1時至3時假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11教室，舉辦會員聯誼/醫療講座
；邀請到會員蘇燕萍牙醫師和大家分享主題為 「如何幫助您的牙齒做出明智的決定」的口腔保健常識，歡迎會員及民眾踴躍報名參加。

牙齒要陪伴我們一生，要擁有一口好牙，必須長期確實做好口腔清潔保養，維持飲食後漱口或刷牙、使用牙線的好習慣；然而為什麽做到了以上的步驟，
卻仍是出現牙齒的問題呢? 還有，當有缺牙時，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就是該選擇哪一種形式的假牙，現代牙醫愈來愈進步，有那些選擇呢? 休士頓著名的蘇燕萍醫
師，同時也是美南分會會員，視病猶親總是掛著親切笑容，充滿愛心耐心為病患解決牙齒問題，是一位廣受民眾推薦的技術精湛且專業的優良醫師，在會長何
真的邀請之下，特別犧牲個人休假時間和大家面對面聊聊有關牙齒保健相關議題。

蘇燕萍 醫師，DMD畢業於賓州天普牙科學院，在成人和兒科普通牙科的各個領域方面都有豐富的經驗，專精於提供個人化的牙科護理服務，並引導患者
進行治療，以幫助他們保持有自信的笑容，蘇燕萍醫師精通英語、國語和台語。

講座除了安排互動時間為觀眾解答個人提問，還有提供精緻下午茶，更有精美禮品抽獎！座位有限，請立刻登記報名，報名請洽：何 真 832-866-3333 或
是裴俊莉 713-517-1566。 錯過了，牙齒會生氣喔！ 人場費用: 會員免費/非會員十元

世華美南分會五月份牙齒保健講座
暨會員聯誼開始報名

圖為蘇燕萍牙醫師圖為蘇燕萍牙醫師



BB44
星期三       2022年5月11日       Wednesday, May 11, 2022

休市新聞

僑鄉廣東

被俄羅斯佔領的伊齊烏姆市的瓦
礫中找到了 44具平民屍體

據哈爾科夫地區軍事管理局負責
人奧列·西涅胡波夫稱，在目前由俄羅
斯軍隊控制的伊齊烏姆市一座五層建
築的廢墟中發現了 44 具平民的屍體。

西涅胡波夫表示，該建築已被佔
領者完全摧毀，但尚不清楚事故何時
發生。

俄羅斯軍隊已經控制了伊齊烏姆
近兩個月。在此之前，該鎮受到了激
烈的爭奪和密集的砲擊。

西涅胡波夫說，留在伊齊烏姆的
當地人挖掘了該遺址。

他說：“沒有專門的拆除碎片的
設備，一切都是手工完成的。”

他補充說：“當然它不會全天候
發生。當沒有炮擊時，人們會出來嘗
試拆除這些倒踏的建築物。”

目前尚不清楚該地區的俄羅斯軍
隊是否知道該行動並允許取回屍體。

西涅胡波夫說，自從伊齊烏姆被
佔領以來，大約有 1,700 人被疏散，
而他所謂的“綠色走廊”仍然存在。

他補充說：“在那之後，佔領者
不允許將人們帶出或將人道主義援助
帶到那裏。”

他還說，哈爾科夫附近的小鎮齊
爾庫尼已經被解放，並將那裏的現場
描述為“全面戰爭罪”。

他說：“有很多被毀的房屋，很
多辦公樓，學校。有屍體，平民的屍
體。”“佔領者甚至沒有帶走他們自
己的士兵，他們在街上，在私人住宅
等等。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以清
理一切。”

哈爾科夫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表示
，“因違反戰爭法律和慣例，加上有
預謀的謀殺”的刑事案件已經立案。

檢察官辦公室說：“在 3 月 7 日
至 10 日期間，俄羅斯軍方系統地炮擊
了伊齊烏姆市。炮擊的結果是，公共
基礎設施和住宅建築被摧毀。 到目前
為止，遇難者的屍體已經從瓦礫中移
出，已經確認了14人的身份。”

烏克蘭情報部門稱俄羅斯人偷走
的穀物已經在地中海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部門表示，俄
羅斯軍隊在佔領區偷走的糧食已經運
往國外。

情報局聲稱：“從烏克蘭偷來的
穀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地中海掛著
俄羅斯國旗的幹貨船上。”

它說：“最有可能的目的地是敘
利亞。糧食可能從那裏走私到中東其
他國家。”

該局還表示，俄羅斯人“繼續將
在烏克蘭偷來的食品出口到俄羅斯聯
邦領土和被佔領的克裏米亞”。

它說，在主要糧食產區之一——
紮波羅熱地區的波洛希附近——儲存
的糧食和葵花籽正在準備運往俄羅斯
。

該局稱，一列俄羅斯卡車在俄羅
斯軍隊的守衛下離開了同樣位於紮波
羅熱地區的埃內爾霍達爾鎮，最終目
的地是克裏米亞。

哈爾科夫地區的糧食也被盜，從
赫爾鬆地區的馬拉·勒佩蒂卡村偷走的
1500噸糧食已運到克裏米亞。

上週，國防部表示，近 100 萬噸
烏克蘭糧食已經被盜。

德國將開始重新開放其在基輔的
大使館

德國外交部長安娜萊娜·貝爾博克
週二在訪問基輔時宣布，德國將開始
重新開放其在烏克蘭的大使館。

貝爾博克說，大使館將開始以有
限的能力運作，德國駐基輔大使安卡
費爾德豪斯（Anka Feldhusen）將再次
擔任德國駐基輔代表。

外交部長在講話中還表示，俄羅
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已成為自欺欺
人的受害者。

歐盟和英國指責俄羅斯對衛星提
供商進行網絡攻擊

歐盟和英國政府週二表示，歐盟
和英國指責俄羅斯在 2 月 24 日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和歐洲其他地方的數以萬
計的衛星調制解調器的互聯網服務遭
到黑客攻擊。

對美國電信公司 Viasat 擁有的衛
星網絡的網絡攻擊是烏克蘭戰爭中最
嚴重的網絡事件之一：它在俄羅斯全
面入侵前一小時中斷了烏克蘭的通信
，附帶損害包括擊倒數千依靠衛星網
絡在德國離線的風力渦輪機。

烏克蘭高級網絡官員維克多·佐拉
於 3 月 15 日稱這次黑客攻擊“在戰爭
一開始就造成了巨大的通信損失”。

歐盟執行機構歐洲理事會週二在
一份聲明中說：“這種不可接受的網
絡攻擊是俄羅斯在網絡空間持續不負
責任行為模式的又一個例子，這也是
其非法和不合理入侵烏克蘭的一個組
成部分。”

英國和美國的新情報表明俄羅斯
應對黑客攻擊 Viasat 網絡負責。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周二
沒有立即發表評論。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此前報道
，美國官員正在調查這一事件，將其
視為俄羅斯國家支持的潛在網絡攻擊
。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已要求俄羅
斯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表評論。

白俄羅斯開始對其軍隊反應部隊
進行第二階段檢查以應對北約演習

白俄羅斯國防部長維克托·赫列甯
（Viktor Khrenin）週二在白俄羅斯官
方媒體貝爾塔（Belta）的電報帳戶上
發布的視頻評論中說，白俄羅斯已開
始對其軍隊反應部隊的第二階段檢查
。

赫列甯說：“這一切都是為了對
自 5 月 1 日以來在北約國家領土上進
行的‘防禦者-歐洲’演習作出充分回
應的一部分。”

他說，白俄羅斯方面觀看了北約
演習，看到了“各營群參與的每一個
動作”和“他們計劃執行的任務”。

部長補充說：“了解可能來自他
們的威脅，我們做出了充分的反應；
我們在這些地區派出了適當的部隊。
”

據白俄羅斯國防部發表的一份聲
明稱，上周，白俄羅斯軍隊開始對其
反應部隊進行不事先通知的檢查，計
劃轉移大量軍事裝備。

烏克蘭國防部發言人奧列克桑德
爾·莫圖茲亞尼克上周叁表示，從白俄
羅斯共和國領土對烏克蘭軍事和民用
基礎設施發動導彈襲擊的威脅從未停
止過。

莫圖茲亞尼克上周表示：“如你
所知，今天俄羅斯軍隊正以白俄羅斯
共和國領土為跳板，向烏克蘭發起進
攻。事實上，正是因為如此，俄羅斯
部隊才能夠如此迅速地出現在首都郊
區。”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七十叁

侨 乡 广 东

油甘埔村位于东莞市凤岗镇东南部，与深

圳龙岗交界，地处临深片区和深圳都市圈核心

区，总面积 7.2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 4.4 万人，

2021 年村组净资产 20 亿元，先后荣获省“侨之

家”“广东省儿童友好示范社区”等称号。全村

旅居海外华人华侨5000多名、归侨侨眷约300名，

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苏里南、牙买加、法属圭

亚那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油甘埔村凝聚侨界力量，“以侨为桥”，以

全国第三届政协委员张有权、苏里南东莞同乡会

会长张丰年以及苏里南广义堂原议长江恺为代表

的 22 名海外侨胞通过回乡投资 1485 万多元，建

起 30 多栋厂房，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该村主动与深圳接轨互通，把握深圳地铁 10 号

线延长线机遇，借势发展高科技产业，人均年收

入达 10 万元。

近年来，油甘埔村对道路、绿化、河道、环

境卫生等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了观光花海、侨苑

新村、村民公寓楼，建成了融入客侨文化元素的

休闲广场、客侨会客厅，加强对江屋排屋楼、虾

公潭古建筑和 19 座碉楼等文化遗产保护。修葺

由华侨捐资的仕璘学校旧址用于综合服务中心、

“侨之家”和“侨胞之家”，定期举办客家山歌

沙龙、客侨文化节村级象棋比赛等活动。（宗禾）

广东侨村：东莞市凤岗镇油甘埔村

《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施行  聚焦外商投资权益保护
3月 1日，《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

（下称《条例》）正式施行，这是中国首个聚焦

权益保护的地方版外商投资条例，将为广东持续

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支

撑。多个驻粤外商投资机构认为，《条例》的实

施是广东进一步向外资企业发出积极的信号，将

为外资企业来粤投资注入“强心剂”。

广东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广东

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9 万家，累计吸收外资

5261.4 亿美元。其中，广东自贸试验区自成立以

来，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省近 1/4，成为广东吸引

高质量外资的“强磁场”。

突出平等保护
驻粤外商投资机构纷纷点赞

作为中国首个地方版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

例，《条例》与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等上位

法相一致，并结合广东实际作了补充和细化，体

现平等待遇，体现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体现

包容审慎，坚持外商投资促进、保护、服务、管

理一体推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从全国来看，目前仅上海出台了地方版的外

商投资条例。而广东出台的《条例》则聚焦“小

切口”，即针对权益保护领域，内容包括明确政

府职责及权益保护范围、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优化政务服务、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处理

机制等。

“《条例》是消除广东省本土企业与外资企

业待遇差异的非常关键的一步，为欧盟商会会员

企业提供了更多商业机遇。”中国欧盟商会副会

长、华南董事会主席高志豪说。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认为，《条例》不仅

突出平等保护，规定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

外的领域，不得针对外商投资设置准入限制，完

善了保护外国投资者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还建

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维护外商投资企业

合法权益。

“《条例》明确规定，省负责知识产权保护

的主管部门按职责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知识产权

快速协同保护机制，我为此点赞。”日本贸易振

兴机构广州代表处所长清水显司说，《条例》还

涉及标准、政府采购、高端及专业人才的工作许

可办理等相关规定，强化了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商

投资企业权益的保护，保障他们与中国企业享有

相同的投资环境。

当前，广东经济总量大、产业配套齐、消费

空间广、市场机制活、开放水平高，转型升级、领

先发展的态势明显。但随着长江经济带和京津翼等

区域以及周边省市的发展，省际间招商引资竞争激

烈，广东吸收外资工作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

“《条例》的实施是广东进一步向外资企业

发出积极的信号。”安永华南区主管合伙人黄寅

认为，《条例》提出的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知识

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快速维权，在大湾区的

高端人才可享受出入境优惠措施等，都是近年来

外资企业关切的领域，为外资企业来粤投资注入

“强心剂”。

提升引资质量
外资集聚战略性新兴产业

“华南地区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总体呈现上

升趋势。”哈利说，华南美国商会发布的《2022

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及《2022 年华南地区经

济情况特别报告》显示，2021 年，广州连续第五

年被受访企业列为最受欢迎的投资城市，其次分

别是深圳、上海和北京。

上述报告还显示，2021 年进行在华实际再投

资的企业占比同比增长 5%，恢复到疫情前的水

平。美资企业 2021 年再投资比例高达 80%。超

过 70% 的会员企业表示 2022 年有再投资计划，

2022 年在华再投资预算额超过 2.5 亿美元的企业

比例为 10%，相较去年增长 5%。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下，中国经济

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广东更是凭借日益提升的营

商环境，成为外商投资首选地之一。

广东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2021 年全省新

设外商投资企业 16155 个，比上年增长 25.6%；

实际利用外资 1840 亿元，比 2020 年同期增长

13.6%，两年平均增长 10.0%。

其 中， 服 务 业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同 比 增 长

16.5%，持续发挥领涨作用；高技术产业实际利

用外资增长 46.1%，外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

集聚态势；到资金额 1 亿美元（含）以上的外资

大项目 65 个，实际利用外资 168.2 亿美元、同比

增长 28.4%，成为外资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广东由最初依托地

缘及要素成本优势承接港澳台地区外资，到党的

十八大后不断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主动吸引世界

500 强等优质外资企业深耕发展，外资质量效益

显著提升。”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陈越华说。

一方面，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比如，外

资投向由初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电子信

息、石化、汽车以及现代服务业等高技术产业转

变，高技术制造业实际外资成倍增长，巴斯夫精

细化工一体化基地、埃克森美孚石油化工综合体

等投资总额超百亿美元项目加快落地。同时，与

欧美等发达国家交流合作持续深化，成功引进苹

果、英特尔、思科、通用、空客等一批高端欧美

外资项目。

另一方面，外资从引资向引技引智拓展。比

如，苹果、英特尔、三星、本田等世界 500 强企

业在广东均设立了研发机构。广东还成功引进了

深圳格拉布斯研究院、广州冷泉港研究院等一批

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核心的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建成了中国—乌克兰巴顿焊接研究院等 90 家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溢出效益不断提升。

“目前外企在粤投资大项目涉及石油化工、

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

等多个领域，成为中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寅认为，随着粤港澳大湾

区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外资企业在广东的投资会

更加集中在广东优势的产业，如先进制造、现代

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数字经

济等新兴领域。

（昌道励）

油甘埔村全景 受访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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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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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脊髓損傷研究籌款 魏賡香港跑第1

盧浩琛盧浩琛獲亞軍獲亞軍創最佳創最佳

◆◆魏賡以魏賡以5252..1313公里公里
贏得香港區冠軍贏得香港區冠軍。。

◆◆盧浩琛希望獲得更多參加國際大賽的機會盧浩琛希望獲得更多參加國際大賽的機會。。
Matchroom PoolMatchroom Pool圖片圖片

◆◆盧浩琛盧浩琛（（右右））與與德國球手德國球手Joshua FillerJoshua Filler先禮後兵先禮後兵。。
Matchroom PoolMatchroom Pool圖片圖片

盧浩琛國際賽戰績
2022年

2017年

2016年

2016年

2015年

2015年

2014年

2012年

美式9號球大師賽

亞洲室內暨武藝運動會

第一屆亞洲桌球運動會

世界青少年美式台球錦標賽

世界青少年美式台球錦標賽

亞洲男子及青少年花式撞球錦標賽

第八屆全國青少年美式台球錦標賽

第六屆全國青少年美式台球錦標賽

男子9號球個人/隊際

9號球隊際

男子青年組U19個人

男子青年組U19個人

青少年隊際

男子青年組U20個人

9號球個人

亞軍

第5名

季軍

第5名

季軍

亞軍

季軍

第9名

香港桌球上月傳出面臨精英評分降
級，即將失去A級資助的危機，

不過一眾運動員在國際賽上屢創佳
績，今次便由24歲的盧浩琛創造驚
喜。全球只有20位球手可以參與這項
美式9號球最重要的邀請賽，今次盧
浩琛能獲“外卡”參戰，印證香港球
手多年來的努力並無白費。

身為香港唯一獲邀球手，2015年
曾贏過美式世青銅牌的盧浩琛，首圈
先以 7：4殺退愛沙尼亞球手Denis
Grabe；次圈後再爆冷擊退2號種子、
美國公開賽5屆冠軍Shane Van Boen-
ing 7：6。

到第3圈巧遇39歲的科威特球手
Abdullah Alyousef，盧浩琛力戰之下
再次與對手戰至決勝局，有驚無險贏
7：6躋身4強。之後在準決賽，盧浩
琛遇上波蘭球手Mieszko Fortunski，

未有被對手的3屆歐洲冠軍頭銜嚇
怕，再接再厲贏對手7：5，昂然殺入
決賽。

女將溫家琪：為你高興
首次參賽即打入決賽，盧浩琛最

後一關的對手為2018年世界冠軍、德
國的Joshua Filler，不過這次香港球手
力戰下以6：9俯首稱臣。儘管未能續
寫神話，但這次亞軍已令盧浩琛打響
名堂。他賽後受訪時也並非太過失
望，更希望將來再有機會參戰：“這
是我球手生涯中最好的經驗，當中感
受實在不知用什麼言語來表達，希望
未來可以參加更多這些比賽。”

香港美式桌球女將溫家琪連日來
亦有在社文平台上支持師弟，她在
“捱夜睇波”後更寫上：“香港歷來
最佳紀錄！為你感到高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即將代表香港出戰亞
協盃分組賽的東方龍獅，賽前傳出主力離隊消息，有消息
指已効力4季的巴西翼鋒艾華頓，將轉投另一香港代表理
文旗下。本月25日便滿31歲的艾華
頓，自2015-16球季來港，7個賽季以來
為黃大仙、標準灝天、陽光元朗及東方
龍獅共上陣137場，錄得70個入球及34
次助攻。2019-20年度球星選舉因疫情
取消，但艾華頓仍贏得由球員及傳媒票
選的“球員之星”及“最受歡迎球星”
獎項，連同足總盃及銀牌兩度當選“最
有價值球員”，個人囊括4獎成為大贏
家。

然而，正當東方龍獅磨拳擦掌備戰下月的亞協盃之
際，卻傳出包括艾華頓及基頓等主力在續約條件上未與
會方達成共識，旋即向友會送秋波的消息。適逢理文有

意加強陣容深度，於是與艾華頓一拍
即合。

此外，今季被東方龍獅外借到香
港U23的黃威，亦會一併加盟理文。
由於兩人會在新球季才完成轉會，因
此都不會在即將舉行的亞協盃候命。

亞協盃J組賽事已落實在泰國武里
南舉行，根據賽程，理文與東方龍獅
會在6月24日的首輪分組賽相遇，同
組對手包括鄒北記及台南市FC。

中國隊（國羽）9日在曼
谷舉行的湯姆斯盃世界羽毛球
男子團體錦標賽（湯盃）中迎
來小組賽首個對手法國隊，儘
管部分場次比賽膠着，但中國
隊最終以5：0取勝。
其中，在首場男單比賽，

中國隊由陸光祖迎戰克里斯
托·波波夫。首局比賽兩人比
分交替上升，陸光祖挽救了三
個局點，以25：23取勝。第
二局依然膠着，陸光祖在17：
20落後時連救三個局點，但還
是以24：26輸掉第二局。決
勝局，陸光祖一度落後5分，
並因腳踝不適而請求接受治
療。但他隨後咬住比分，抓住

對手腿部不適的機會以21：15
獲勝，鏖戰118分鐘後為中國
隊取得首分。
陸光祖賽後表示，比賽打

得比較艱苦，這是中國隊湯姆
斯盃第一場球，自己也是第一
次經歷第一單打的身份。對手
非常具有衝擊力、非常能拚，
但自己還是做到了正常發揮，
無論領先還是落後都能集中在
如何解決問題上，尤其是在落
後的情況下頂住了壓力。
至於優霸盃世界羽毛球女

子團體錦標賽（優盃），中國
隊於8日晚以5：0輕鬆擊敗澳
洲隊，9日晚再以3：0挫西班
牙贏得二連勝。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全球165個國家及地區、超過16萬名
跑手於北京時間5月8日晚7時同時起
步 ， 參 與 Wings for Life World
Run，為Wings for Life脊髓損傷研究
基金籌款。結果日本的Jo Fukuda以
64.43公里，贏得男子全球總冠軍，俄
羅斯的Nina Zarina則以56公里，獲
得女子全球總冠軍。香港APP RUN
方面，長跑好手魏賡以52.13公里贏
得總冠軍，他的成績更在全球排名
34。

今年Wings for Life World Run
2022 App Run香港站當晚在跑馬地

馬場緩跑徑起步，透過Wings for
Life World Run手機應用程式，讓
香港選手與全球各地合共161,892名
跑手連結一起。參賽者只要被應用
程式的“終極者號（即一條移動終
點線）”追到，比賽就會完結。

香港站總冠軍魏賡表示：“這是
我第一次參加Wings for Life World
Run，以往參加過不少虛擬跑步比
賽，但卻從未參加過一個被終點追趕
的跑步比賽，感覺十分特別，過程亦
不輕鬆。”他希望明年去外地參加實
體的旗艦跑，“嘗試一下被真正的終
極者號追趕的感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再有香港桌球運動

員揚威海外！獲邀參加在直布羅陀舉行的美式9號

球大師賽（World Pool Masters）的香港精英運動員

盧浩琛，一路過關斬將殺入當地時間周日進行的

決賽，儘管最終以 6：9不敵德國球手 Joshua

Filler，但首次參賽即奪得亞軍，已創下個人最佳

成績。

傳東方悍將艾華頓 黃威投理文
國
羽
湯
盃
開
門
紅
優
盃
二
連
勝

◆◆有消息指東方龍獅球員艾華頓有消息指東方龍獅球員艾華頓
（（右右））將將轉投理文轉投理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式9號球大師賽 僅負德國名將

◆◆現年現年2424歲的歲的
盧浩琛首次獲盧浩琛首次獲
邀參賽邀參賽。。

MatchroomMatchroom
PoolPool圖片圖片

◆◆陸光祖鏖戰陸光祖鏖戰118118分分
鐘險勝對手鐘險勝對手。。美聯社美聯社

◆◆盧浩琛坦然面對得失盧浩琛坦然面對得失。。
Matchroom PoolMatchroom Pool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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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結論，因為世界觀越來越大，故事線越來越

長。

世界觀大了，往往故事的議題就不能停留在世俗

常見的層面。

在科幻奇幻領域，《2001太空漫遊》為什麼被封

神，因為它講述的主題超越了「人」，一部宇宙片真

正上升到宇宙的命題。

然後《星際穿越》就遭到部分觀眾吐槽了，你都

人類末日危機穿越蟲洞了，繞來繞去居然卻還只是俗

不拉幾的「愛」。所以相比《2001太空漫遊》格局就

低了。當然得益於諾蘭對全片的超強把控，口碑品質

還是十分優異的存在。

回到漫威這邊，在製片人中心制下，品質一直處

於不好也不壞的狀態，到第二、第三階段出現了一些

驚艷之作，但是到第四階段，在世界觀變得更加龐大

，但電影方面就出現了顯著的下滑。

從《黑寡婦》到《奇異博士2》五部電影，除了

《奇異博士2》暫時還算過得去，還有待觀察之外，其

他都只能算是平庸，甚至還出現了漫威影業的歷史最

差評價。

拍的片子越來越多，漫威的流水線痕跡越來越明

顯，而且越來越依賴情懷和粉絲效應。

《蜘蛛俠：英雄無歸》就是一個典型。

為了實現三代同框的影迷情節，漫威甘願犧牲故

事的邏輯性，但實際上在《蜘蛛俠：英雄遠征》就已

經犧牲了。

上一部是鋼鐵俠居然把如此危險的遺產留給一個

還在讀高中的孩子，這一次是奇異博士居然聽了這高

中孩子幾句話，就要施一個涉及全球人類的危險法術

，結果也是差點玩脫。

這不能說完全一樣，簡直如出一轍。一查看兩部

電影的編劇，果然都是同一組人。

緊接多元宇宙故事線的《奇異博士2》，標誌着漫

威多元宇宙時代的開啟。

故事是正式脫離地球，脫離地球所在的宇宙，去

到了其他宇宙進行冒險。

超級英雄不再是拯救地球，拯救宇宙，而是要拯

救更多的宇宙了。

但實際上，這場多元宇宙危機，本質上只不過是

一個媽媽找孩子，不惜大搞破壞的故事。

要是換成一個武功高強精神失常的女人，幻想自

己有孩子，不惜違法犯罪去搶別人的孩子，最後被警

察阻止感化，主題是可以完全一致的。

這就和一開始所說的那樣，世界觀越來越大，所探

討的主題卻很普遍，就容易讓觀眾產生一種錯位感。

就像在吃一個大餅，裡面卻什麼餡都沒有。實際

上只是外表膨脹變大了，吃進去就那麼一點。

所以很多科幻片就容易出現「披着科幻外衣的XX

片」的情況，觀眾是奔着科幻去的，看到的主題卻不

是科幻的，這種錯位感自然容易讓人失望。

當然這不是說借用宏大世界觀來說講述接地氣的

議題就一定不行，只是這非常考驗主創的能力，尤其

是導演。

而對於漫威這種爆米花商業片，要求自然要降低。

但漫威在第四階段顯然已經不那麼重視像《鋼鐵俠

》、《美國隊長2》這種故事紮根於現實環境的重要性。

加上得當的角色塑造，觀眾能夠相信這些漫威超

級英雄的傳奇故事。

當這世界觀越發脫離現實，觀眾便不再共情於角

色，只是看看特效，看看營銷噱頭，粉絲情節，長久

下去，這對漫威影業來說是非常致命的。

這也就是很多人感覺第四階段大不如前的重要原

因之一。

等蜘蛛俠和死侍也同框了；

X戰警也回歸了；

甚至你把小羅伯特· 唐尼再請回來客串一把，聯動

阿湯哥版鋼鐵俠。

在這些吸引觀眾的噱頭都拍完了，如果電影繼續

拍得那麼玄乎，恐怕漫威電影的票房就會開始斷崖式

下滑。

《奇異博士2》就很玄乎。

一個美國小姐莫名其妙就能打開多元宇宙通道，

她為什麼能有這種能力，那《洛基》裡的時間管理局

又算什麼？

電影沒說。估計凱文· 費奇也不知道怎麼圓。可能

是再把《洛基》聯動進來太複雜怕增加路人觀眾負擔

吧，反正美國小姐就變成了一個工具人。

她的作用和《蜘蛛俠：英雄無歸》裡的遺忘咒是

一個道理。

劇本利用一個很奇幻的強設定來作為劇情的鑰匙

，而且動不動就影響到全人類，很難讓觀眾代入進去

，多數人只會覺得這是電影，不是基於現實的。

DC也犯過類似的問題，那就是《神奇女俠1984》

，一個許願石就能把整個世界給顛覆，這種設定很容

易就會玩脫。確實派蒂· 傑金斯已經玩脫了。

和世界觀過於宏大而縹緲一起出現的，是漫威電

影宇宙越來越長的故事線。

前面三個階段觀眾還能有電影感，可作品數量一

多，電影也變成了連續劇。

更致命的問題是，前作的一些設定，不知不覺地

就被推翻了。

比如《洛基》出現一箱子的無限寶石，就讓《復

聯3》的故事顯得很無語；

還就那一部講天神組的，不只神奇地讓滅霸的行為

變得「合理」，更讓原來地球上的英雄故事變得蒼白。

觀眾看完不禁要問，所以那些超級英雄根本無法

主宰自己的命運嗎？

這其實也會盲目擴大世界觀所帶來的問題，

自己的新作把前作給坑了。

可以預見的結果是，等到所有情懷和噱頭消耗完

之後，如果漫威沒有及時回到現實，而是繼續任由作

品「漫畫化」，可能到第五階段，就得考慮怎麼把整

個宇宙重啟，或者直接拿一個全新的平行宇宙講述新

故事了。

《奇異博士2》之後
漫威只會越來越難 漫威影集《月光騎士》日前迎

來精彩大結局，奧斯卡伊薩克在片

中不僅要成為月神孔蘇的化身「月

光騎士」，更要一人分飾二角－溫

文儒雅的禮品店職員「史蒂芬」以

及傭兵戰士 「馬克 」，完結篇中

更有不少精彩動作戲，日前受訪時

也爽喊還想要再演，「我特別喜歡

史蒂芬這個角色，他真的是非常有

趣的一個人，如果可以推出非常有

趣的故事線，我很樂意再度扮演這

個角色」。

《月光騎士》於本週邁入完結

篇，史蒂芬和馬克在墜入冥河之後

正視自己的創傷，從另一個世界再

度返回埃及，一起對抗伊森霍克飾

演的反派邪教首領「哈羅」。於此

同時，他們代表的月神孔蘇與審判女神阿米特也在埃及進行火光四射的

雙神對決，不僅讓觀眾飽覽埃及的異國風光，動作特效更是精彩奪目，

讓人看得目不轉睛，刺激緊張的大對決場面也讓《月光騎士》在最終集

進入劇情高潮。

不僅如此，《月光騎士》第六集還有非常驚人的片尾彩蛋。在馬克

、史蒂芬攜手想要遠離諸神大戰的種種混亂回歸平凡生活，似乎也象徵

著主角具有的解離性身分疾患正在慢慢痊癒中，未料月神孔蘇仍有代理

人，最後就在影迷「竟然是他？」的驚呼聲中結束該集，也讓網友相當

好奇未來是否還會推出第二季。

奧斯卡伊薩克也曾坦言自己是漫威粉絲，也很高興能夠成為全新英

雄「月光騎士」，但更吸引他的是故事不僅有漫威一貫緊張刺激的動作

特效，更深入關懷精神疾病，讓他認為這根本就是「療癒系」英雄，因

此覺得這故事非常有深度。飾演反派角色的伊森霍克也在接受採訪時表

示雖然目前沒聽到任何關於第二季的計畫，但如果有相關規劃的話自己

很願意回歸，並開心表示：「如果大家很享受並且喜歡《月光騎士》這

部作品，那我想第一季可說是一個非常棒的起源作品，值得發展出更多

精彩故事。」

《月光騎士》故事敘述溫文儒雅的禮品店職員史蒂芬葛蘭特，某天

開始受記憶斷片及時常閃過他人記憶而困擾不堪，這個症狀使得他不可

控制地切換於自己創造出的不同人格之間，史蒂芬也因而發現自己患有

多重人格障礙，並與傭兵馬克史貝特共享身體。當史蒂芬和馬克的敵人

找上門，兩人必須協力控制本身的複雜多重人格，同時直搗埃及諸神致

命之戰的神祕核心。

《月光騎士》大結局
引網友瘋狂討論

埃及人神大戰高潮迭起

《自殺突擊隊：集結》實力

派女星薇拉戴維斯(Viola Davis)

也許很快就會以「阿曼達華勒」

身份回歸DC擴展宇宙了！

知 名 導 演 詹 姆 斯 岡 恩

(James Gunn)去年成功執導 DC

電影《自殺突擊隊：集結》

（Suicide Squad） 受 到 好 評 ，

HBO Max今年年初趁勢推出重

口味衍生影集《和平使者》

（Peacemaker）接續電影後續劇

情，以和平使者「克里斯多福

史密斯」為主角，詹姆斯岡恩

回歸擔任編劇並親自執導，播

出後口碑亮眼，話題熱烈也帶來強勁的收視成績，官方很快宣布續

訂第二季。

美媒《Variety》與《Deadline》今日（4）報導，HBO Max計畫開

發另一部「自殺突擊隊」衍生影集，目前尚未定名，由《守護者》編

劇克莉絲朵亨利（Christal Henry）負責劇本兼執行製作人，詹姆斯岡

恩與製作人彼得沙佛朗（Peter Safran）擔任執行製作人，劇組正在與

薇拉戴維絲討論加入主演並擔任執行製作人，故事架構建立在《和平

使者》第一季季終事件「阿曼達華勒」登場的基礎上，其他細節目前

都在保密階段。

薇拉戴維絲首次於2016年電影《自殺突擊隊》飾演「阿曼達華勒

」（Amanda Waller）她是美國政府兼秘密組織天眼局高層主管，負責

到美夢監獄組建一支由惡名昭彰的罪犯組成的「X特遣隊」並擔任最

高監管人，2021年她回歸電影《自殺突擊隊：集結》再度派出兩支隊

伍出任務。

《和平使者》第一季已於HBO GO上架，已正式續訂第二季，官

方目前沒有回應證實新衍生影集的消息。

《自殺突擊隊》宇宙擴大？
薇拉戴維絲有望主演
《和平使者》衍生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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餌遠：雖然穿著古代人衣服
但談吐和相處跟當代人是相通的

古裝諜戰居《風起隴西》日前在央視收官，居中，

餌遠演繹蜀國情報機關的主管馮膺，壹個很有故事性和

話題性的角色。再次接拍三國題材的作品，餌遠認為這

部戲講述的角度不壹洋，《風起隴西》中小人物舍去性

命去付出，特別感人。

“小人物的奉獻精神特別感人”
《三國》《呂布與貂蟬》《關雲長》……這不是餌

遠第壹次出演三國題材了，從前他演的都是諸如趙雲等

三國時代的大人物，此番在《風起隴西》中，他出演的

馮膺卻是壹個小人物。

“三國的故事我們從小就看，很多經典的故事和人

物都很熟悉。十多年前，我還是三十多歲的時候演過趙

雲，趙雲的辨識度高，大家心中都有壹個他大概的形象

，我只需要去把人物的狀態完成就好。這次我重演三國

題材，這部居沒有特別大的人物，或者說大人物的戲份

沒有那麼多，講的是小人物在時代大背景中的點點滴滴

，他們如何面對自己的信仰、生存、愛情、友情、立場

，有很多態度在裏面，更容易讓觀眾感覺到那個年代的

生活氣息。”

在餌遠看來，《風起隴西》每個小人物都有自己的

使命，都很有特點，也都挺不容易，“這些大時代背景

下的無名英雄，為了國家利益，為了信仰，舍去性命去

付出，特別感人。其實這些小人物的奉獻精神，並不比

被大家推崇的大人物做得少。”

餌遠飾演的馮膺也是其中壹個小人物。“他是主管

情報的司聞曹的負責人，職業屬性很強，狠

的時候很狠。但是內心也有壹些可愛的東西

，比如當時除奸的時候，他其實也是給了荀

詡壹條活路的。所以說這個人物不是那麼單

壹的狠，他有他的復雜性。”餌遠認為，馮

膺平時跟下面的人會開開玩笑，壹旦動真格

就有壹股狠勁，表面處事圓滑，實則心懷忠

義，壹心興復漢室。

這次塑造馮膺，餌遠采取的是生活化壹

點的演繹方式，“並不想端著架子去詮釋這

個人物。雖然我們穿的是古代人的衣服，但

我們的談吐及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應該

跟當代人是相通的。”

每次都開著彈幕看自己的戲

談及這次搭檔的演員，餌遠稱贊大家都很優秀。對

於陳坤飾演的陳恭，餌遠透露，陳坤為角色付出了很多

心血，“我們年齡相仿，我們是壹個年代的演員。他的

堅持和認真，都值得點贊。”

居中飾演餌遠小舅子的常遠，也讓餌遠贊不絕口，

“常遠老師天生喜感，我們在壹起的戲特別有意思。他

那種幽默，那種對細微東西的處理，不是特意設計出來

，而是自然而然流露出來。太好玩，太有意思。”

入行20多年，餌遠表示，20歲看壹個居本，與現

在40歲看壹個居本，理解和看到的點肯定是不壹洋的，

“慢慢長大，慢慢積累，演起來相對更得心應手壹些。

會更懂得居本真正想表達的，懂得人物，懂得裏面的情

感。”現在的他更從容淡定，面對外界的評論和意見，

他更加從善如流，“我的每部作品，如果有時間我都會

回看，而且每次都必須開著彈幕看。現在的觀眾審美水

平很高，能在彈幕中看到觀眾對於細節的發現和點評，

這些會幫助我不斷改進、修整、進步和學習，這是非常

重要的。”

從業生涯哪個角色更具挑戰？餌遠說，其實沒有哪

個角色更困難或者更容易，就看角色離自己遠還是近。

角色離自己近壹些，表演起來相對容易；角色離自己遠

的話，就要做更多的準備工作，自身也要具備更多的功

夫和能耐。

餌遠把自己的演戲心得分享予剛入行的年輕演員，

那就是“多拍，多演，多去體驗生活，把生活的點滴積

累下來”。

《壞蛋聯盟》
有反轉有感動有搞笑有驚喜
《壞蛋聯盟》是壹部優點和缺點

都十分明顯的合家歡動畫影片。不記

得在哪兒看到過壹句話，“壹個從小

被打上暴力標簽的人，他也不知道暴

力之外的其他道路了”，這電影就這

個意思，永遠要避免給其他人打標簽

，給善良壹個機會，小朋友們看完能

明白這個道理就非常值了。

影片講述以偷盜、搶劫為生的犯

罪團夥的故事，大灰狼先生是團隊領

袖、成員還有毒蛇、食人魚、毒蜘蛛

、大白鯊，它們原本是自然界中險惡

無比的獵食者，生來就被當成壞人，

沒人幫他們當好人看，他們只能通過

不停犯罪來實現自我價值，偶然的機

會他們發現原來當好人可以讓自己更

快樂，於是開始了冒險故事。

整個影片的節奏非常優秀，情節

設計得也很圓滿，有點意外居然還不

錯，甚至有壹點夢工廠早期作品的影

子。整部電影有反轉有感動有搞笑有

意外，大盜集團各有所長分工明確，

最大的好人反而是最大的壞人，壹見

鐘情，反轉再反轉，毛茸茸的動物，

把這些經典的元素和橋段做好也是壹

種明智的拍法。食人魚情急之下開嗓

大秀歌喉那裏有笑到。

這部影片算是夢工廠穩定發揮，

幽默，友情，反轉，在完成孩子們童

年時的大盜夢的同時也告訴了大家樂

於助人的快樂，有反轉有驚喜，並且

闡明了現在社會上的壹個現象，外表

和善可愛美麗的不壹定是好人，兄猛

狡黠醜陋的也不壹定是壞人，影片內

涵可以說是用心了。

湖南企發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的婷

婷在其代寫的影評中寫道，影片的故

事很間單，但是作畫還蠻喜歡的，也

有壹些笑點，看起來輕松不用過腦。

模板套路的居情，胡來的展開和轉

折，沒啥好深究的主旨，但卻能在這

個條件下做到好看，還塑造了幾位有

魅力的角色，屬實不容易。這當然不

是夢工場動畫最好的水準，甚至夢工

場動畫本身都已經快要退化成好萊塢

二流廠牌了，但距離《魔發精靈》

《寶貝老板》等之流已經是非常可看

的了。尤其是在當下這個全球電影產

能都急居萎縮的情況下，這洋的作品

還是希望能夠再多壹點吧。

是啊，今年的五壹檔實在太貧乏

了，還好有這麼壹部搞笑動畫。居情

有趣帶著伏筆反轉，笑點密集制作精

良，團夥作案的時候配合有趣又巧妙

。動物角色塑造壞蛋團除了很明顯的

反派和自我覺醒狐貍，都很可愛有趣

又帥。雖然表層形式很精彩，內容主

旨比較俗套，但動物性格刻板印象讓

我想到《瘋狂動物城》。好與壞人性

的經典探討，看到最後還是蠻感動的

，距離優秀差口氣，卻依然讓人看得

高興。

所以為什麼要對壹部動畫的居情

要求這麼苛刻呢？《壞蛋聯盟》的制

作水平絕對頂尖，配樂場景剪輯無可

挑剔，故事所有埋的伏筆都圓了，感

覺套路是因為珠玉在前，單拎出來的

話絕對是優秀的故事，笑點密集，人

物形象也豐滿並且充滿魅力，甚至壹

部動畫的飆車戲的剪輯都表現得酣暢

淋漓、好於絕大部分動作片，是那種

忍不住想給別人安利的電影。

沈
騰
馬
麗
新
電
影
來
了

科
幻
喜
居
《
獨
行
月
球
》
今
年
上
映

沈騰、馬麗這對黃金組

合終於再次合作了!

自從二人在《夏洛特煩

惱》中出演夏洛、馬冬梅後

，這對曾經的黃金組合就再

沒壹起出演電影，兩個人各

自忙著自己的事業，連同臺

都很少出現。

去年的春晚，二人同

臺表演小品《還不還》，

默契的合作逗笑了不少觀

眾，很多人都期待兩人能

夠再次合作，終於，這部

《獨行月球》今年就要上

映了。

從居情上來看，這部

電影不僅“含騰量”是

100%，可能大部分都是沈

騰壹人在月球上的獨角戲

，電影的好壞可以說是和

沈騰個人的表演直接掛上

了鉤，甚至連馬麗都不會

有太多戲份。

電影間介：2033年，為

了抵禦小行星的撞擊，拯救

地球，人類在月球部署了月

盾計劃。全員撤離時，維修

工獨孤月（沈騰飾）被領隊

馬藍星（馬麗飾）落在了月

球。不料月盾計劃失敗，獨

孤月成為了“宇宙最後的人

類”，開始了他在月球上破

罐子破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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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餘年地產經驗   
信譽品牌 地產精英  
全職服務 專業熱心

李 雄 負責人
Kenneth Li  CCIM. CRS. CIPS,GRI

kli@ccim.net

歷任：
全美亞商地產協會總會長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

休士頓都市計劃委員

國際亞裔青商會前會長

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席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主席

6918 corporate dr #A5 
HOUSTON TX 77036

-

歡迎預約參觀樣品房

有意者請聯繫：

祥瑞花園
TURTLEWOOD MANOR

盛大酬賓
6955 Turtl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2

德州地產  獨家代理  全新社區  拎包入住

社區配套簡介
˙ 55歲以上的門禁退休社區
˙ 全方位7/24實時監控
˙ 公共區域WiFi 
˙ 訂餐服務
˙ 配有健身房 , 圖書室
˙ 電影院 , 活動室
˙ turtlewoodseniorliving.net

物業管理部門 SWRG management LCC
德泰物業管理公司..

713-271-9988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管理物業包括：頂好廣場，敦煌廣場，利和新村及精英廣場...等

住宅房地產  租/售/買賣/管理部門

713-826-3388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專業.負責.誠信.保密, 新房舊屋買賣.出租.管理. 一慣性服務,

 由1988年開始,服務至今, 信譽保證

住宅

夏季優惠價

$188,000

起售

                             1. 土地出售，西南區，近中國城，近Dairy Ashford與Westpark Tollway，面積4.74英畝，售價$1,350,000。
                             2. 土地出售，近百利大道與六號公路，面積2.98英畝，售價$1,049,000。
                             3. 旺舖出售，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3,697平方尺，售價$1,150,000。
4. 辦公室出售/出租，中國城恆豐大廈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1,896平方尺，售價$750,000。
5. 商/住兩用出售，中國城，面朝百利大道，面積5,000平方尺, 售價$650,000。
6. 土地出售，休斯敦東北方向，Kountze城，距離兩小時車程， 面積624英畝，售價$1,198,000, 經紀人電話：
    832-715-7569。
7. 倉庫出售，近中國城，面朝Beechnut大道，面積26,400平方尺，售價$2,500,000，經紀人 Walter Tjon，
    832-628-0670。
8. 旺舖出租，中國城頂好廣場內，惠康超市旁，黃金店面出租，面積650平方尺 到3000 平方尺。
9. 旺舖出租，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1,390平方尺～10,000平方尺。
10. 辦公室出租，中國城精英廣場內，面積2,100平方尺，月租$2,500。
11. 購物商場出租，13250 Farm to Market Rd529, 西北區，近290與八號公路，面積1,000平方尺～2,100平方尺。
12. 旺舖出租，10400 Harwin Dr，好運大道，近八號公路，面積3,000平方尺，月租$3,500包水電。
13. 旺舖出租/出售，中國城，中國文化中心對面，面積5,000平方尺，售價$550,000；可月租，面積700平方 
      尺 ～2000平方尺，月租$900起。
14. 旺舖出租，近萊斯大學，近69號公路，高級商業區，面積1,500平方尺，月租$4,000。
15. 好運國際廣場旺舖出售，7686 Harwin Dr，面積1,500平方尺～20,000平方尺，售價$295,000起。
16. 近中國城，20,000平方尺，獨立辦公樓出租，狀況極佳，可立即遷入，房租面洽，李先生：713-826-3388。 

1. 近Memorial 中餐館，年收入60萬，有錢賺，經營多年知名店，業主榮休，僅售$79,000。
2. 中國城，知名韓國燒烤店，百利大道上，2000平方尺，每月可凈賺2萬，欲購從速。
3. 休斯頓近45號及8號公路，獨立西餐館，設備及房地產出售價$950,000，請洽張先生832-628-0670。

                      1.公寓出租，Montrose區近市中心，單身公寓，1房1衛，月租$700，
                          MLS#65901683。
2.公寓出售，市中心近醫療中心，豪華公寓，3房2.5衛3個車位，面積1,836 
    平方尺,售價$639,990,MLS#3180527，經紀人Monica：832-715-7569。
3.土地出售，Alief 區近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2.98英畝，售價$1,049,000，
    MLS#28857728，經紀人Kenneth : 713-826-3388。
4.好房出售，Katy東南區，豪華別墅，優美湖景，5房4.5衛2車庫，
   面積4,568平方尺，售價$890,000，MLS#53292040。

商業

Broker:
 

  

tion by Southwest Realty Group of the property’s condition, quality or dimensions, nor is the summary a subsitute for the buyer’s ow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and due diligence prior to the time of sale. All buyers and their agents must secure their own inspection and conduct their own due diligence before purchase. 

832.734.6888
Kenneth Li

李先生
Agent: 832.768.2679Nicole Xi 奚小姐開放日： 週六，週日 下午 1:00 - 4:00

Broker: Kenneth 713-826-3388      Agents: Nicole 832-768-2679 中文  
 David 832-715-2864 韓文        Walter 832-628-0670 廣東話

   公司誠聘: 銷售代表或Agent

要求中英文流利，有房地產相關銷售經驗者優先。
有意者請聯系：Email：kli@ccim.net
Tel ：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生意買賣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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