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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1-800-318-2596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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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宣布制裁美對台售武相關人員

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9 月 16 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說，為了維護中國主權和
安全利益，中國政府決定對參與美對
台售武的雷神技術公司董事長兼首席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執行官海耶斯、波音防務公司總裁兼
首席執行官卡爾伯特實施制裁。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
5 日發佈通
有記者問：美方 9 月 2 日宣布總額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11.06 億美元的售台武器計劃後，外交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部發言人表示，中方將採取堅決有力措
施，堅定捍衛自身主權和安全利益。請
學生開放登記。
問發言人是否有進一步消息對外提供？
毛寧說，美國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
武器，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
個聯合公報特別是“八．一七”公報的
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規定，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中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方對此堅決反對，予以強烈譴責。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她表示，為了維護中國主權和安全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利益，中國政府決定對參與此次售武的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雷神技術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海耶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斯、波音防務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卡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爾伯特實施制裁。
美年齡未滿 18 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中方再次敦促美國政府和有關方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面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報規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軍事聯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繫，停止製造台海局勢緊張因素。中方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將根據形勢發展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堅定維護自身主權和安全利益。”毛寧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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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片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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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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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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十四乘組將擇機第二次出艙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 16 日從中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獲悉，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組將於近日擇機實施第二次出艙活動。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自 9 月 2 日圓滿完成首次出艙活動以來，神舟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十四號航天員乘組先後完成了出艙活動恢復、機械
的最後一絲希望。
臂測試與操作、第二次出艙活動準備等工作，持續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從 3 月開展空間材料研究、高等植物培養等空間科學實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試）驗項目。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目前，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狀態良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好，空間站組合體運行穩定，具備開展
出艙活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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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全周跌 點 見半年低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內
地 16 日公布 8 月份多項主要經濟數
據均按月回升及勝預期，不過，市
場憂慮經濟數據偏強，或會令內地
經濟刺激力度有所緩減，加上人民
幣匯價續弱勢，A股主要指數跌幅都
達到 2.3%，拖累港股向下。恒指最
多跌過 252 點，低見 18,678 點創 6 個
月 低 位 ， 全 日 仍 跌 168 點 ， 收 報
18,761 點。由於富時指數換馬，大
市成交升至 1,240 億元，為兩周以來
最多。

600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
2022年9月17日（星期六）

技術上仍處下行趨勢

全周計，恒指跌 600 點或 3%，
見半年低位。中薇證券研究部董事
黃偉豪表示，港股現階段依然難有
向上突破的動力，技術上仍處於下
行趨勢。若要扭轉目前弱勢，港股
技術上要回升上 20 天線，即收復
19,500水平，才可確認反彈趨勢。
然而，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高級
經濟學家吳卓殷說，內地8月工業、
零售和固定資產投資都好過市場預
期，但主要支持仍然來自政府的投資
或減稅降費政策，來自這方面的經濟
動力能否持續，將是一大疑問。8 月
份內需有一定程度反彈，但要觀察消
費情緒會否持續轉好，若大政策方向
沒改變，加上防疫政策的影響，內需
數字可能已經見頂。
離岸及在岸人民幣兌美元曾先後
失守“7 算”，市場亦關注歐美聯手
限制中國高科技發展，美國總統拜登
也簽行政命令，加強審查影響美國安
全的特定交易。科技股沽壓再增，科
指成份股除中芯外全線下挫。科指全
周累跌 5.4%，跑輸大市。騰訊再挫
2.3% ， 美 團 跌 2% ， 阿 里 巴 巴) 跌
1.5%，京東跟小米齊跌1.7%。

傳內房鬆綁煞停 碧桂園挫7.6%

據報部分內地城市煞停原本放
寬的樓市調控，碧桂園急跌 7.6%，
是跌幅最大藍籌。其他內房股也回
調，碧服跌2.6%，龍湖跌3%。
金融股個別走向，港元拆息普
遍上揚。與樓按相關的1個月同業拆
息 連 升 6 日 ， 再 升 18.32 點 子 至
2.35982 厘 ， 創 1 個 月 新 高 ， 亦 是
2019 年 12 月 31 日後最高。拆息上升
有利大型銀行，滙控升 0.4%，恒生
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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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中國上月主要經濟指標回升好於預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消費同比增速至5.4%
國家統計局：穩經濟政策效應逐步顯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8 月中國經濟頂住局
部疫情散發、高溫乾旱限電等不利因素
影響，主要經濟指標回升並好於預期。
國家統計局 9 月 16 日發布數據顯示，
1-8 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年內首次
回升，消費累計增速也由負轉正，8 月
單月消費同比增速加快至 5.4%，高於 7
月 2.7 個百分點，為 3 月以來最高。專家
指出，當前經濟在低位初步企穩，整體
增速仍較低，需要進一步加大政策力度
支持消費和房地產復甦。

另外，隨着穩定產業鏈供應鏈、支持重點
行業生產的政策見效，工業生產供給穩

中有升，疊加低基數影響，8 月規模以上工業
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 4.2%，增速較 7 月回升
0.4 個百分點。汽車業恢復較快，8 月汽車產量
增長39%，汽車行業增加值增長30%以上。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在國新辦發
布會上表示，在外部需求收縮、國內疫情散
發、極端高溫天氣等多重因素影響下，中國 8
月經濟頂住壓力持續恢復，運行在合理區間，
主要指標出現積極變化。
展望四季度經濟走勢，付凌暉表示，國內
需求逐步擴大，一方面，穩投資政策持續加
力，項目開工保障增強，支持設備購置和更新
升級，新開工項目個數和計劃總投資均保持較
快增長，有利於基礎設施和製造業投資穩定增
長。另一方面，就業總體穩定，在疫情精準防
控和促消費政策作用下，居民消費有望逐步恢
復。特別是汽車和家電消費優惠政策發力，有
利於拉動大宗商品銷售的增長。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指出，8 月主
要經濟指標回升，只有出口走弱，工業、服務
業、消費、投資、地產銷售同比均不同程度改
善。不過，一些指標改善主要受去年低基數影
響。比如，8 月消費同比增長 5.4%，其中貢獻
之一是去年的低基數，去年 8 月消費同比只有
2.5%。從環比看，今年 8 月消費下降 0.05%，
比 7 月 0.12%的降幅略有收窄。主要消費品
中，汽車零售增速較高，同比達 15.9%，高基
數下手機類銷售則出現同比負增長。投資方
面，8月基建投資大幅加速，一方面，是因為6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
月以來政策持續升溫，開發性政策性金融工具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
落地；另一方面，去年三季度基建投資處於負
口罩。
口罩
。
網上圖
增長區間。

需採積極政策挺消費或房地產顯著復甦

由此，郭磊認為，當前經濟“低位初步企
穩”，但經濟整體增速仍然較低，消費和投資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增速較低，尚不能推動總需求走出低位，出口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則在繼續放緩趨勢中，從海外經濟趨勢預測，
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明年出口大概率低於今年增速。因此經濟在短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圖片
前8月基礎設施投資加快
期企穩後仍面臨需求缺口，需要繼續採取積極
“從近期情況看，推動基礎設施投資增
政策，支撐消費或房地產至少之一有顯著改
長、促進汽車等大宗商品消費等穩經濟政策效
觀，以對沖缺口。
應逐步顯現，1-8 月份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長進
中信證券宏觀分析師程強認為，當前經濟
◆8 月中國經濟頂住局部疫情散發
月中國經濟頂住局部疫情散發、
、高溫乾旱限
一步加快。8 月份，汽車銷售對消費增長的帶
運行的矛盾核心依舊在地產產業鏈，房地產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電等不利因素影響，
電等不利因素影響
，主要經濟指標回升並好於預
動作用也在增強。”付凌暉稱，下階段，隨着
售降幅縮窄，但投資降幅進一步擴大，下一步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 5 日在《紐約時報》刊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
期。圖為四川成都市錦江區的民眾在大型超市內
政策的持續發力顯效，將進一步鞏固經濟恢復
要進一步推動19項穩增長接續政策及保交樓、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
購物。
購物
。
中新社
基礎，推動經濟回升向好，持續發展。
房企紓困政策落地。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1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許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其他防疫物資。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隨着
勢有所改善。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8
月就業
疫情相較7月更加嚴峻，對就業產生一定擾動，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
穩就業政策落地顯效，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連
形勢總體穩定，城鎮調查失業率和
31 個大城
但大中城市在常態化核酸保障下保持正常生產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放、穩定、安全。 5.3%和 5.4%，較 7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續四個月下降。國家統計局
16 日發布數據顯
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
生活狀態，用工需求有一定支撐，31
個大城市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
示，8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錄得5.3%，較7月
月分別下降 0.1 和 0.2 個百分點，顯示大城市就
0.2 個百分點，改善幅度更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城鎮調查失業率下行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下降 0.1
個百分點，16-24 歲青年人失業率也在
業有所好轉。16-24 歲年輕人口失業率從 7 月
大。後續保就業穩增長措施陸續落地，在常態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
連續四個月創新高後，回落至18.7%。
的 19.9%下降至
18.7%，是去年 11 月以來首次
化核酸檢測與持續的就業政策呵護下，用工需
球。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渡難關。
二季度受上海疫情等超預期因素影響，就
回落；25-59 歲人口調查失業率則持平於 7 月
求將進一步提振。同時，高校畢業季之後，失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降至 5.3%

業壓力加大，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在 4 月錄得
6.1%，升至疫情兩年多來高點，此後就業形
◆責任編輯：周文超

的 4.3%。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指出，8月全國

業率季節性壓力最大的時點已過，青年群體失
業率將進一步改善。

2022年9月17日（星期六）

中國經濟續復甦 分析指美元強勢明年或告終

人民幣穿“7算”料僅短期
美匯指數走強，16 日升穿
110關口，其他非美元貨幣則表
現疲弱。繼人民幣兌美元離岸價周四跌
穿“7算”後，官方16日公布人民幣中
間價報6.9305，較上日中間價跌204點
子、為逾兩年來新低下，人民幣在岸價
16 日亦跌穿“7 算”。有分析認為，美
聯儲明年有機會停止加息，甚至開始減
息，屆時美元強勢將中止，人民幣有望
反彈至“6.7算”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算”，加
繼人民幣兌美元離岸價首先跌破“7
上官方開出中間價下調，在岸價16日在早段
交易時段已失守“7 算”關口，午後美匯指數續
強，人民幣跌幅進一步擴大，在岸價曾跌逾 300
點子，低見 7.0255。離岸價方面，在早段交易時
間輾轉偏弱，曾低見 7.042。截至 16 日晚 7 時半，
離岸價及在岸價分別報 7.0212 及 7.0097，分別較
上個交易日跌100點子及150點子。
美聯儲下周議息在即，市場預期美國將採取
更激進加息步伐。渣打亞太區金融市場主管陳銘
僑 16 日表示，美國持續進取加息下，料美元將持
續偏強，相對之下人民幣繼續走弱，料人民幣年
內保持“7 算”以下，惟中長期仍看好人民幣前
景。受內地防疫措施逐步放寬、人民幣國際化、
內地出口需求等因素支持，他看好人民幣明年有
望反彈至6.7水平。

人民幣兌韓圜歐元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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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僑認為，人民銀行並不擔心人民幣貶
值，亦未有為人民幣設下必須的堅守水平，只要
不是貶值太快便可接受，以確保市場不要賭人民
幣單邊貶值。他又指近期人民幣兌美元貶值，主
要是受累中美利率分歧，然而人民幣兌其他貨幣
實際是升值，如韓圜及歐元等。而目前，部分跨
國機構對內地市場暫時抱持觀望態度。
瑞穗銀行亞洲首席策略師張建泰則認為，除非
人行採取其他措施來支撐人民幣匯價，中間價繼續
偏強只能緩和人民幣貶值速度，而鑒於美元強勁及
美債收益率飆升，人民幣或跌向“7.1 算”，但他
不認為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人民幣跌幅會過深。有

交易員則認為，內地8月經濟數據向好，對人民幣
提振作用有限，後續經濟穩步復甦仍是匯率企穩的
關鍵，目前美元走強之下，監管方面更多的是採取
各種手段，去緩和人民幣貶值速度。

外管局籲企業勿賭匯率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王春英 16 日表示，匯
率的短期波動難以預測，她呼籲企業要做優做強
主業，堅持樹立匯率“風險中性”理念，不要賭
匯率短期升貶值方向和幅度，更不要試圖投機套
利，要科學運用金融工具管理匯率風險，才能更
好地應對外部衝擊。並指出，外匯管理局也將繼
續大力支持企業加強匯率風險管理。
另外，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 16 日出席財資
峰會致辭時表示，截至去年底，外資持有的在岸
股票和債券分別較 3 年前增長逾 3 倍和逾 2 倍，不
過受內地實施防疫措施及中美貨幣政策分歧等影
響，令今年流入在岸市場的外資有所放緩，但他
認為有關情況屬短期波動，不會扭轉外國投資內
地市場的長期趨勢。
余偉文亦提到，金管局早前與人民銀行宣布
優化現行貨幣互換協議的措施，包括擴大日間及
隔夜人民幣資金額度、降低隔夜回購協議的回購
利率等，未來會持續留意市場情況進行優化，支
持本港人民幣流動性保持在最高水平。他透露，
香港證監會、港交所和金管局正研究香港推出人
民幣計價股票交易的可行性，目前正與監管機構
商討如何推進，同時亦正與內地監管機構研究優
化跨境理財通的銷售安排、擴大產品種類和參與
計劃的金融機構等。

匯市走弱A股受壓 滬深指數低收逾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離岸
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相繼跌破“7.0”關口，影
響市場情緒，16 日 A 股走勢孱弱，大盤低開低
走。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126 點，跌 73 點或
2.3%，創逾16周新低，且錄得近四個月最大單日
跌幅；深成指報 11,261 點，跌 265 點或 2.3%；創
業板指報 2,367 點，跌 56 點或 2.34%。兩市共成
交7,994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金合計淨
賣出45億元。

證券、房地產、煤炭、燃氣、水泥建材、裝
修建材行業均下殺超 4%。採掘、能源金屬、物
流、貴金屬、多元金融、工程建設、電力、貿
易、釀酒等行業亦大幅下滑超3%。其他行業板塊
之中，僅航天航空、電子化學品微漲，其餘盡
墨；軟件開發、半導體等板塊則相對抗跌。
本周滬綜指累計下滑 4.16%，為七個半月最
大單周跌幅；深成指周跌 5.19%，創業板指周內
跌去7.1%。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師王漢鋒指，

16 日及近期的低迷表現由內外部綜合原因導致，
A 股市場估值已經偏低，市場情緒也接近歷史區
間的極致水平，市場流動性條件也較為寬鬆。如
果中國後續繼續沿着短期政策穩增長、中長期改
革舉措提活力的方向，釋放內需潛力，激發創新
活力，整體經濟及企業盈利增長有望逐步回歸正
常增長軌道，建議繼續關注政策穩增長舉措及外
部市場動態，對中國股市中期前景不宜過度悲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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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積極推動電力互聯互通

東盟電網建設邁出重要壹步
電力壹體化項目由老撾、泰國、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四國於 2014 年 9 月
共同提出，是落實東盟電網建設的重
要探路工程，旨在通過現有的電力互
聯設備提升互聯能力，使各國得到安
全、可持續的能源供應，為開發東盟
區域低碳和可再生能源提供機遇，提
高東盟能源的整體安全性和穩定性，
促進區域經濟協同發展。
根據規劃，東盟電網建設將采用
漸進式的發展策略，第壹步是實現成
員國之間的雙邊互聯，進而逐步延伸
到次區域互聯互通，建設北部(主要覆
蓋老撾、緬甸、柬埔寨、泰國、越南)
、南部(主要覆蓋新加坡、馬來西亞、
印度尼西亞)和東部電網(主要覆蓋文
萊、菲律賓)，最終建立完全壹體化的
東盟電網系統。東盟 2015 年制定的
《2016—2025 年東盟能源合作行動計
劃》明確在此階段要推進16個共45條
雙邊電力聯網項目的建設。根據2019
年年中發布的《東盟電力互聯互通項
目進展與展望》，到2018年已有14個
互聯子項目投入商業運營，送電規

模達 550 萬千瓦時。
老撾《萬象時報》評論認為，作
為首個涉及4個東盟國家的多邊跨境電
力貿易和首個可再生能源出口項目，
LTMS—PIP 項目正式啟動具有裏程碑
意義。老撾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占塔
本表示，LTMS—PIP 項目向著建設東
盟電網的目標邁出了重要壹步。
新加坡 95%的電力都是由進口的
天然氣發電獲得，進口的天然氣中七
成以上來自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
天然氣管道。新加坡能源市場管理局
認為，LTMS—PIP 項目是實現東盟各
國電網多邊跨境貿易的先行者，有助
於優化新加坡能源結構，未來新加坡
將從老撾電力公司進口更多電力。
各成員國積極促進能源合作
盡管東盟區域內能源資源種類
豐富，但各國資源稟賦及開發條件
不同，各國電力發展水平存在明顯
差異。分析認為，加強電力互聯互
通，能夠讓東盟各國發揮自身優勢
，滿足電力發展需求，促進東盟區
域能源可持續發展。
近日，老撾南歐江全流域梯級水
電站累計發電突破 100 億千瓦時。該
電站投產以來，安全穩定運行近 7 年
，為老撾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源源不斷
的清潔電力。老撾境內山地多、河流
落差大，具有較好的水電開發條件，
境內水電資源理論蘊藏總量約為 2.6
萬兆瓦，技術可開發總量為 2.3 萬兆
瓦。老撾能源與礦產部預計，到2030
年，老 撾水電站將增至100座。
發展水電資源是老撾發展經濟、
消除貧困、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
重要抓手。為此，老撾提出了打造
東南亞“蓄電池”的發展戰略，致力
於發展能源產業，加快水電站建設，
同時加快推動太陽能、風能開發。目前
，老撾各省會城市已實現電力供應，全
國94%的村莊和95%的家庭已通電，並
向周邊國家出口電力。
泰國壹直是老撾最大的電力貿

易夥伴，兩國簽署了多項諒解備忘
錄，以加強兩國之間的電力貿易。
今年 3 月，老撾和泰國政府簽署文件
，將泰國從老撾購電協議由 2016 年
簽署時的最大輸送功率 9000 兆瓦增
加至 1.05 萬兆瓦。
老撾在滿足國內用電需求的同時，
不斷提高外送潛力。老撾政府力爭到2025
年每年向鄰國出口最大輸送功率1.48萬兆瓦
的電力，其中泰國9000兆瓦、越南5000兆
瓦、緬甸500兆瓦、柬埔寨 200 兆瓦、
馬來西亞 100 兆瓦。老撾能源與礦產
部部長道馮表示，國際社會對綠色低
碳發展的需求不斷提高，老撾的水電
優勢將更加凸顯。老撾政府高度重視
清潔能源與可持續發展，將不斷加強
同東盟其他成員國之間的能源合作，
推進區域電力聯通。
加強政策和資金協調
隨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東盟
國家能源需求將保持高位增長。東
盟能源中心發布的《第六次東盟能
源展望》預測，到 2040 年，東盟能
源需求將比 2017 年增加 146%，未來
東盟電力供需矛盾將更加明顯。
國際評級機構惠譽認為，東盟
電網建設目前仍處於起步階段，大
多數交易是雙邊和單向的，各成員
國之間加強電力部門合作的主要障
礙是政策和技術問題，例如各成員
國的電力市場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
市場結構、機制、電價存在差異，
電壓、頻率不同等。
為協調政策，東盟能源部長會議
多次提出要加強合作，實現東盟國家
間聯網和電力交易，並對技術、融資
、稅費與價格、監管與法律框架、電
力交易和跨網交易等方面的合作做出
原則性規定。東盟能源部長會議還定
期制定東盟能源合作行動 5 年計劃，
其中就包括東盟電網建設。
與此同時，各成員國還對國內
機構和法規進行調整，以更好推進
東盟電網建設。以泰國為例，該國

能源部成立工作組，通過加強全國
的電網連接和高壓輸電線路改造，
促進泰國成為地區電力交易中心。
泰國電力局還與泰國證券交易所簽
署合作協議，對建立批發電力市場
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並就電力貿易
和商業方面的法規進行修訂。
除了東盟國家內部投資，東盟
外國家的壹些多邊銀行和金融機構
也積極參與東盟地區電網建設。
2021 年 3 月，由中國南方電網公司和
老撾國家電力公司共同組建的老撾
國家輸電網公司與老撾政府簽署特
許經營權協議，負責投資、建設、
運營老撾 230 千伏及以上電網以及與
周邊國家跨境聯網項目。
《東盟郵報》援引國際能源署
的數據報道，從現在到 2040 年，東
盟地區將需要 1.2 萬億美元的投資，
以實現電網的擴建和現代化，東盟
內部電力互聯互通對於東盟能源穩
定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東盟
秘書長林玉輝表示，未來 5 年東盟將
需要至少 3670 億美元來為其能源目
標提供資金，需要加強監管、政策
協調、擴大資金來源和改善投資環
境，以實現能源轉型目標。

百威亞太區最大精釀工廠交付

東盟是全球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區
域之壹，也是能源需求最旺盛的區域
之壹。加強東盟區域內的電力互聯互
通、統籌區域電力資源，不但有利於
地區國家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
，還將推動區域能源可持續發展。
日前，新加坡能源市場管理局宣
布從老撾進口電力，最大輸送功率
100 兆瓦，電力將途經泰國和馬來西
亞輸送到新加坡。此舉標誌著老撾、
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四國電力壹
體化(LTMS—PIP)項目正式啟動，籌
劃已久的東盟電網建設由此邁出重要
壹步。由於資源分布不均，電力生產
和消費區域不匹配長期困擾東南亞國
家。分析認為，東盟電網建設將推動
跨境電力貿易，不僅有助於促進東盟
區域經濟發展，還將為地區能源安全
和穩定做出積極貢獻。

綜合報導 記者從中集安瑞科獲悉，該公
司旗下成員企業中集安瑞醇科技有限公司已
於近期交付百威莆田精釀啤酒工廠。該酒廠
可年產 1 萬噸精釀啤酒，是百威亞太區最大的
精釀工廠。
據悉，此次交付的精釀啤酒廠位於福建
省莆田市涵江百威英博食品工業園內，同時
也是福建首家精釀工廠。該工廠建築面積約
7450 平方米，包含精釀工廠、辦公室、化驗
室、遊客參觀走廊及體驗區等。
相較於傳統的工業啤酒，精釀啤酒口感
更為新鮮醇厚、麥芽汁濃度更高、更具文化
和社交屬性，近年在國內消費升級的趨勢中
逐步流行，尤其受到年輕消費者的追捧。
《2022 淘寶天貓酒水行業趨勢白皮書》顯示
，2019 年至 2021 年，精釀啤酒消費規模復合
增長 39%，消費者數量復合增長 50%。精釀啤
酒也成為啤酒行業未來增長的驅動力，預計
到 2025 年，中國精釀啤酒消費量可達 26 億升
，精釀啤酒零售市場規模可達人民幣 1040 億
元，年復合增長 26%。
據了解，該精釀啤酒項目采用高標準創
新設計，從單壹廠區轉為多功能復合產業新
高地，以城市花園的綠色開放布局，代替過
去傳統封閉的工業廠區。同時項目采用裝配式建築，
其標準化設計、工廠化生產、裝配化施工、壹體化裝
修和信息化管理的流程，實現了節能、環保、全周期
價值最大化。

紀實文學

41 岁未婚妈妈，历时 4 年拿到生育津贴：“我从不后悔”
张萌（化名）发现自己怀孕时，她已经决定和男
友分手。
尽管未婚生育在国外不是新鲜事，但在中国除了
零星的法律文书或新闻报道外，这部分群体的困顿少
有人知晓，也几乎没有机构去认真统计过，到底有多
少女性独自面对充满未知的人生。
“一个人最痛苦的事情，可能就在于你本来是想
依靠一个人，有了希望，结果这个人坍塌了，你很狼
狈，发现反而不如从一开始就靠自己。”张萌对南方
周末记者坦言道，她不指望对方能够提供帮助，便爽
快地和对方说清楚，孩子的事情由她一人承担。
建档分娩、生育登记、为孩子落户、给自己争取
生育津贴，一边工作一边打官司……一个未婚生育的
女性，需要经历多少冷眼旁观。
张萌的争取生育津贴诉讼之路历时4年，被称为
“国内未婚生育申领生育保险金第一案”。很多人说
张萌“犯傻”，她却说从不后悔生下孩子独自养育，
“就是庆幸，非常庆幸，好像上天给了我一个珍贵的
礼物”。
2022年8月17日，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
刘娟回应媒体时称，关于领取生育津贴的门槛，可能
一些地方有提供生育服务相关材料的要求，但是只要
履行了生育保险的缴费责任，国家层面在待遇享受方
面是没有门槛的，“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权利和义
务对等”（具体参见2022年9月8日《南方周末》报
道《事涉2.3亿人，生育津贴“松绑”背后》）。
国家医保局正面回应的当天，张萌第一时间就看
到了该话题的微博热搜，并仔仔细细把视频看了一遍
。“能够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且给出很明确回答
，按照社会保险法，国家层面无需结婚证即可享受生
育保险待遇，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这令很多未婚生育女性以及关注未婚生育女性权
益保障的人士感到慰藉与振奋，或许从此时起，当谈
论未婚生育这件事时，人们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受阻
2017年，41岁的张萌，成了一个未婚妈妈。
在上海打拼多年，在这个繁华大都会，张萌看到
的多是开放、包容、尊重，人与人之间保持着恰到好
处的礼貌和疏离。
“我当时在一家合资企业就职，我和公司领导以
及人力部门说这个事情，他们都不在意（未婚生育）
，因为这在欧美国家太常见了。”张萌感叹。
以美国为例，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约
有1100万单亲家庭（孩子年龄在18岁以下），其中
约有80%是单亲母亲抚育孩子。
因此，最初她以为最大的压力会是来自观念传统
古板的父母。
“坦白之前，我其实已经做好了他们反对的准备
。”出乎张萌意料的是，父母不仅不反对，母亲还很
高兴，“因为她一直以为我在这样的年纪，再也不能
当妈妈，再也不能体会有个孩子是什么样的滋味”。
困难更多来自生育保险待遇申请受阻。
2017年7月，张萌所在的街道办不予受理张萌的
生育保险申请，原因是没有结婚证，无法给出计划生

育证明。她不服该行政决定，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政
府提出行政复议。但到了这年年底，复议的结果依然
是不予受理。
在找相关部门办理生育保险等手续时，张萌听了
太多“没有结婚证就不可以”“只要你领证就能给你
办”“谁让你自己不结婚”之类的话。有时候她也会
被激怒：难道未婚生育违法吗？难道一张结婚证就代
表符合公序良俗？难道结了婚就能摆脱一地鸡毛的爱
情？
国家医保局此次正面回应，给这一争议话题暂时
画上了句号。“这次虽然只是口头上的明确，还没有
看到一个正式的文件出来，但这不仅意味着支持未婚
生育群体争取应得的权益，也让整个社会了解到这个
群体遇到的困难，甚至可能比发一个公文效果更好。
”张萌说。
不过，地方基层的执行没有那么快和国家层面达
成一致。8月24日，一位来自河北的新妈妈南方周末
记者，看到国家医保局的新闻后，她也试图去找当地
的社保部门咨询，但得到的答复依然是需要结婚证才
能申领生育津贴。
“如果没有领到生育津贴，对我们来说确实挺有
压力的。”这位新妈妈称，因工作岗位原因还未与男
友领证，5月1日宝宝出生后住了一周保温箱，各项费
用加起来至今已经花了19000元左右。
破冰
近两年法律界对未婚生育的关注度逐渐提升，但
在张萌打官司的早期，很多事情仍处于“摸着石头过
河”的阶段。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的李珺律师是最早关注
张萌的律师之一，并成为张萌案一审、二审、再审的
代理律师。
尽管李珺开始就知道单身生育不违法、参保生育
保险的单身生育人员可以申领生育津贴，但她代理案
件之时还是给张萌泼了冷水：“你要做好准备，在现
阶段的上海，是没有胜诉的可能性的。”
工作关系，李珺接触到不少未婚妈妈群体，也代
理过冻卵、家暴等女性权益类案件。“我也是一位女
性，因为工作的关系看到太多女性遭遇不公平，但是
法律工作者再艰难也要争取当事人的应有权益。”
张萌争取生育津贴的四年期间，李珺也感受到社
会生育政策开始“破冰”——全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
、生育率不断走低、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这些变化
给类似张萌的单亲妈妈们带来了转机。
2021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
所主任朱列玉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国家明确非婚生育
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保障单身生育女性平等享受生育
保险待遇。
据《人民法院报》报道，朱列玉在建议中提到，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生育登记和再生
育审批的暂行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广东省
允许单身生育者办理生育登记，进而保障了未婚生育
妇女申领生育保险的基本权利，“建议将广东省的实
践做法向全国各地推广，切实保障单身生育女性平等
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从全国生育保险待遇来看，广东和上海是最早
向未婚生育群体释放善意的地方。”广东国鼎律师事
务所律师董晓莹长期关注女性权益，她也是帮助过张
萌的律师之一。
认同
2021年3月的一个午后，七万多元的生育津贴终
于打到张萌的银行账户上，银行交易类型标注的是
“生育金”。
回想起来，张萌认为这笔钱的到来颇有些运气成分。
2020年12月，上海市民政局发布《关于市卫生
健康委“申请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计划生育情况审核”
事项退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清单的通知》，
申请生育保险金的线上系统一度不再将结婚证设置为
必选项。
“一开始上线的时候，的确没有要求（提供）结
婚证，我们经常互相帮助的几个妈妈就试着申领生育
津贴，然后都申请到了。”张萌记得，拿到生育津贴
后，她接受媒体采访被个别未婚妈妈反对，“她们觉
得国家不可能明面上认可这一点（指未婚生育者领取
生育津贴），想偷偷摸摸全部办了再说。”
对此，张萌并不认可，她觉得这是一种“没有必
要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一大，生活就会处处
碰壁。
一部分未婚妈妈收入并不高，甚至徘徊在最低收
入或者失业边缘，这笔钱对于这些家庭非常重要。但
以张萌的经济条件来说，这笔生育津贴并不算很多，
某种意义上是承载了她对身份的认同，以及对法律和
社会的期许。
“我生孩子、养孩子，还得偷偷摸摸申请应有的
权益？很多妈妈状态不好就是因为首先她们不认同自
己的身份。”张萌说。
董晓莹也深有感触。2017年，她曾参与过单身
女性生育权现状及法律政策的调查和报告撰写，她发
现单身生育的女性大多“羞耻感非常强”，不愿意公
开自己的情况。“但是当前生育津贴大部分地区都只
能通过公司申请，所以许多单身妈妈必须告知单位自
己单身生育。”董晓莹说。
从调研中董晓莹还了解到，中国未婚生育群体主
要分为异性恋和同性恋，而单身异性恋群体又可分成
两大类，其一是相对积极主动成为母亲，其二是相对
被动成为母亲。
那份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不管主动还是被动，
当时单身女性生育主要遇到三重社会障碍：一是社会
抚养费，17个省市自治区对生育孩子的单身女性征收
社会抚养费；二是孩子户口问题，因为户籍资料本身
会成为“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证据之一；三是文
化歧视，缺少父亲的家庭被认为是“缺失的”，人一
定要走进婚姻才是“完整的”。
因此，董晓莹认为，张萌不光是为自己和孩子打
官司，也是在帮助上海甚至全国求助她的人。“她有
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甚至在一些公共平台公开谈
论自己未婚生育的情况，这比很多未婚妈妈都要勇敢
。”
转向

好消息接踵而来。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指出，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
，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
最新的进展是，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等17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
见》，从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体系、完善生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构建生育友好
的就业环境等七大方面，提出20项政策措施。其中，
分娩镇痛、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等被首次纳入生
育支持措施。
董晓莹陆续参与多起与生育保险、辅助生殖相关
的案件。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目前，单身生育女性
在给孩子落户方面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困难，也有一部
分妈妈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到了生育津贴。
8月17日当天，国家医保局回应冲上微博热搜后
，关注者超14.3万、发帖量达181.8万条的百度贴吧
“未婚妈妈吧”中，一位IP属地为上海的网友转载了
这条新闻，标题为“单身妈妈终于可以拿到生育津贴
了”，并配文“大家不要放弃，总会成功的”。两周
后，一位广东网友回复，认为应扩展生育津贴对象至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诚然，生育保险的保障对象主要是在职职工，城
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尚未纳入覆盖范围。《2021年全
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生育保险覆盖
23752万人，而城乡居民医保人群超10亿人，约是生
育保险覆盖群体的4倍。
不过随着各项政策文件出台，可以预见的是，未
来女性权益的法律和医疗保障更加健全，生育保险会
覆盖更多群体，未婚生育群体更易申领生育津贴。
支撑
张萌看到这些令人兴奋的消息的同时，也陷入了
中年危机。公司因疫情原因要实行降本增效，张萌在
上个月正式失业了，父母帮助她接送照顾孩子，但这
段时间父亲也生病做了手术。
“9月份（孩子）开学后，我会有更多自己的时
间，到时候再认认真真找份工作。”张萌说。
她的坚韧、乐观和爱心让不少人动容。在李珺看
来，张萌一直很清楚自己的需要，也在努力争取，
“她就是为孩子创造条件，希望孩子生活在一个更加
美好和包容的环境中”。
2019年发表于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期
刊的一项社会学调查研究表明，有幼儿的单身母亲报
告抑郁或焦虑症状的可能性是有伴侣的母亲（partnered mothers）的两倍，特别是在面临经济、社会逆
境时，合适的社会支持相当重要。
“女性的焦虑感是很强的，求职、生育、晋升各
个方面往往疲惫不堪。如果我们眼睁睁看着女性人力
资源受困受限，那社会和企业的损失是很大的。”作
为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一直很关注女
性权益的议题。
冯丽娟在工作中接触过一些企业，会在企业管理
层等重要岗位上要求一定的女性比例，为女性的职业
发展提供指定导师，甚至提供心理压力疏导方面的专
业帮助。冯丽娟建议，为了让更多女性感受到关怀，
国内企业可以借鉴国际上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切实
减轻生和育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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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8 日 ， Flip Lok 發 明 人 、 慈 善 家 Anna Reger 在 BMW
West Houston 攜手 LCA Houston Int. Society 雜誌舉辦新車發布兼公
益活動推廣會上接受世界名人網專訪，
益活動推廣會上接受世界名人網專訪
，Anna 和 John Reger 夫婦主持
投資研發的閂鎖針對目前越來越亂的社會治安，
投資研發的閂鎖針對目前越來越亂的社會治安
，能在向一邊翻下就
會自動把門鎖住，
會自動把門鎖住
， 同時鮮紅的鎖頁上印著大大的白色 Call 911 號碼
提醒孩子們去打電話報警。
提醒孩子們去打電話報警
。能幫老師和孩子們爭取時間躲過壞人追
擊並儘快通知警察。
擊並儘快通知警察
。

2022 年 8 月 31 日，休斯敦姐妹城市協會在休斯敦美術館 Brown AuAuditorium 舉行由 Midland Energy 贊助的 One World Concert 2022
2022.. 並表
彰華裔第一位律師朱朝伯家族。
彰華裔第一位律師朱朝伯家族
。圖為華裔 EAZY START 創始人 Isa
Isabella Zhang 表演富有中國風情的詩與舞 The Broken Mother River，
River，
唯美深情，
唯美深情
，寓意悠遠
寓意悠遠，
，獲得全場觀眾的好評
獲得全場觀眾的好評。
。

2022年9月21日

Wednesday, September 21, 2022

2022 年 9 月 7 日，美國民主黨德州 26 選區州議員候選人李中
原(Daniel Lee)在著名時尚餐廳
Lee)在著名時尚餐廳 Fire Wings 舉行 2022 中期選舉
誓師籌款見面會，
誓師籌款見面會
， 獲得華裔民眾和社區領袖的廣泛支持
獲得華裔民眾和社區領袖的廣泛支持。
。
Daniel Lee 是著名僑領
是著名僑領、
、企業家
企業家、
、書法家李慶民 Stephen Lee
的長子，
的長子
，家學淵源
家學淵源，
，是著名家庭律師
是著名家庭律師，
，在 3 月 1 日民主黨內
初選勝出，
初選勝出
， 將在今年 11 月 8 日選舉中迎戰共和黨現任州議
員 Jacey Jetton。
Jetton。 圖為 Alice 蕭老師和位於敦煌的花纖媚美容
美體沙龍(Flora
美體沙龍
(Flora Beauty Salon)負責人遊女士前來支持
Salon)負責人遊女士前來支持。
。

2022 年 9 月 1 日，位於 Crab River 的中餐館 Peking Garden 悄
然來到人們的視野，
然來到人們的視野
，邀請世界名人網資深副總裁
邀請世界名人網資深副總裁“
“黃幫煮
”黃琛及一眾親朋好友前往 Soft Open 試餐
試餐。
。圖為熱情好客
的老闆娘與出席的嘉賓們合影。
的老闆娘與出席的嘉賓們合影
。

B4

2022 年 8 月 31 日，休斯敦姐妹城市協會在休斯敦美術館舉行
One World Concert 2022
2022.. 並表彰華裔第一位律師朱朝伯家族
。圖為 Harry & Antje Gee 夫婦獲獎後與晚會總導演
夫婦獲獎後與晚會總導演、
、青年表
演藝術家 Isabella Zhang 及父母家人等上台與世界名人網網上
電視台台長 Tina Pei 合影
合影。
。

2022 年 8 月 30 日，成立於 1965 年的 REDnews 在休斯敦著名
意 大 利 餐 廳 Maggiano
Maggiano’
’ s Little Italy Post Oaks 主 辦 第 二 屆
Houston Retail & Restaurant Summit，
Summit， 邀請著名商業地產教
父 、 CCIM 專家
專家、
、 DN Commerical 總裁 Danny Nguyen 與其
他專家一起組成三個 Panel,
Panel,介紹自己在各自領域能為大家提
介紹自己在各自領域能為大家提
供的服務和建議。
供的服務和建議
。圖為 Danny Nguyen 在現場
在現場。
。

2022 年 9 月 4 日晚
日晚，
，休斯敦德州東北同鄉會在中國城黃金廣場美味
居特別舉行慶祝中秋節參會，
居特別舉行慶祝中秋節參會
， 邀請會長
邀請會長、
、 理事們一起吃中秋月餅
， 聽王飛雪唱歌
聽王飛雪唱歌，
， 看會長許涓涓與楊賀民一起朗誦自己創作的詩
歌。圖為出席的歷任會長與理事們合影
圖為出席的歷任會長與理事們合影。
。

Photo Provided By
名人掠影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世界名人網供圖 www.famehall.com www.zzi.net
2022 年 9 月 6 日，印心堂身心靈健康專家 Alice Hsiao 蕭老師出席正
在競選德州州議員 76 選區民主黨候選人 Dr. Suleman Lalani 主辦的
精神健康與槍支控制論壇，
精神健康與槍支控制論壇
， 與州議員 Ron Reynolds，
Reynolds， 福遍郡警長
Eric Fagan，
Fagan， 福遍郡檢察長 Brain Middleton，
Middleton， 精神科醫生 Asim Shah
，Moms Demand Action 非營利組織創辦人 Leslie Morrison,福遍教會
Morrison,福遍教會
牧師 Byron Stevenson 及來賓們合影
及來賓們合影。
。

休市新聞

亞馬遜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袁邵平藝術作品《邵平畫選》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出版社與亞馬遜
出版社（EHGBooks）合作出版發行的袁邵平藝
術作品《邵平畫選》於 2022 年 9 月 20 日正式在亞
馬遜網站（www.amazon.com）出版發行並開辦
網上訂購業務。您只需要點擊亞馬遜網站，輸入
《邵平畫選》，專著的紙質版本和桌面電子版本
都能顯示出來，您可選擇訂購。您也可以直接通
過收索引擎輸入《邵平畫選》了解作品的介紹。
內容簡介
公元 2019 年底世界爆發了新冠病毒大流行
......
疫情考驗著每個人的靈魂。
旅美國多年的著名皮膚科專家袁邵平醫師，
經歷了遠在中國的武漢，重慶...親友們相繼去世
，她本人也疾病纏身在休斯頓的醫院里手術開刀
......
在這兩多年的時間裡，已退休的她，以自己
在皮膚科長年工作的豐富經驗，為所有向她求助
的人們提供免費的醫療諮詢和幫助。除了養花種
菜，照顧好孩孫們的同時，還完成了上百張的國
畫作品，從中選編成冊。
從未經過專業訓練的邵平用畫筆傾訴內心的
感恩和無奈，感恩經過瘟疫的洗禮，活著，健康
地活著......；無奈，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謹將此小小的畫冊作為邵平女士七十歲的生
日禮物，獻給已在天堂的父母，弟弟，親友們和
前輩們。
與所有善良正直，勤奮付出的人們分享一份
內心的平靜與淡定，和諧與健康......
無論種族或膚色，無論派別或宗教，無論陸
地或海洋，無論太空或地心......
人類追求愛與被愛，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願
望是共同的。
邵平的畫，畫如其人。無論世界風雲變幻，
她總是堅守純正與誠信，從不爭芳鬥艷，踏踏實
實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以自己的綿薄之力，做
自己能做的和想做的事。
邵平如世間一朵最普通的蘭草，在不知不覺
中開放，散發著淡淡幽香，帶來清新氛圍和一份
好心境......
有陽光必有暗影，瑕疵美才是最真實的美。
每個人生都有故事。
若有閒暇，不妨翻翻邵平的這本畫冊，或許
您會有玄奇的發現，心靈的震撼......
如果您想要了解另一種別具風格令人心跳加
速的中國女軍醫在美國的故事，請靜心期待中國
女軍醫在美國長篇小說《凡塵天涯》出版發行。
袁邵平醫師

袁邵平，女，1952 年出生於中國湖南省邵陽
市。
當過知青，下過鄉，軍醫大學畢業，曾任職
軍醫。
曾任武漢市第一人民醫院皮膚科副主任醫師
，有不少科研項目成果和專業論文。
1998 年到美國，主持美國 MCY 健康中心多
年，近半個世紀的醫學科研和臨床實踐中接診治
、幫助了數十萬的患者，救死扶傷無數。
退休後養花種菜，照顧外孫們，熱心公益，
樂善好施，為所有的人醫學諮詢，看病行醫分文
不取；精心繪畫，陶冶情操，與世無爭，過著非
常簡樸而又充實的日子，把有生之年的每一分鐘
用到自己力所能及的現實之中。
聯繫我們
作者若有計劃在亞馬遜出版社出版發行專著
，請與美南新聞出版社聯繫。
聯繫人：朱全勝
微信號：VictoryVictoryZhu
美國電話：01-281-917-0594
Email: zhuqs26@gmail.com
作者需要提供的材料
作者需要提供出版發行書籍的全文 word 版本
，包括著作的中、英文名稱，作者的中、英文簡
介，出版書籍內容的中、英文簡介、作品目錄
（選項）、書籍的圖文全部內容。目錄和內容僅
提供需要發行的語言（中文或英文或其它語言文
字）文字。全部文字均以 Word 文檔發到郵箱，
不接受 PDF 文檔。亞馬遜需要一張作者的近照用
於作者的介紹。如果書中有圖片，請放在適合的
位置並在圖片下方加上註釋。

亞馬遜出版社負責彩色封面和封底設
計、排版。如果作者能提供自己設計的封
面更好。
亞馬遜將印刷發行前的 PDF 文檔交給
作者核對，作者核對完後由亞馬遜出版商
EHGBooks 出版發行。
收費標準
書籍內容為黑白版本，全書在 200 頁或以內
收費$999，超過 200 頁收$1099。若要求內容圖片
為彩色版本，著作在 200 頁或以內收費$1099，加
大版本收費$1199，超過 200 頁加收$100。
發行內容包括紙質版書籍和桌面版（電子版
）書籍，免費送作者兩本紙質版書籍。作者以亞
馬遜定價的 60%（只付 40%發行費）折扣購買黑
白版本的書籍，彩色版本的書籍以 50%折扣購買
。
亞馬遜為作者提供著作費。若銷售的是紙質
書籍，作者可收到銷量額 15%的著作費（銷售
100 美元給作者 15 美元），若是桌面電子書籍，
作者可收到 30%的著作費（銷售 100 美元給作者
30 美元）。
紙質書籍的銷售價由亞馬遜出版社根據作品
的篇幅決定，桌面版定價每份$9.99。
若作者需要出版發行專著，請通過 e-mail 聯
繫主辦人獲得申請指導和出版發行合約書。

中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文匯專題
新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體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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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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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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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在深圳，有一支由自閉症青少年組成的樂團——愛特樂團，成立 9 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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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由最初的 6 人擴展到 13 人，其中經常演出的 9 人，年齡由 15 歲到 39 歲。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自 2020 年 7 月開始，樂團在短視頻平台上分享日常排練和表演，至今已累積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了近千萬人次點讚，收穫超 35 萬粉絲。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自閉症患者因把自己封閉起來，猶如黑夜裏的星空，故被稱為“星星的孩子”。當走進音樂的國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度，美妙的音符猶如搭起一座天梯，“星星的孩子”打開心扉，被帶回我們的世界。成員們透過合練演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奏，學會相互配合，成就了這隊奇跡樂團。
◆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胡永愛 特約通訊員馬芷瑩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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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前，除了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日常演出，
日常演出
， 愛特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樂團每年會舉辦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一場專場演出。
一場專場演出
。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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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樂團取名為“愛特”，該詞源自自閉症群體英文
Autism Team 的譯音，同時寓意“愛護這群特殊的孩
子”。
“這些孩子加入樂團後，如果能以音樂謀生，當
然是最佳的結果。就算達不到這個目標，也能找點事
情做，交點朋友，學會合作。”樂團發起人孫莉莉是
一名自閉症孩子的家長，她的兒子貝貝今年 39 歲，
是樂團中年紀最大的成員。在樂團裏，無論成員年齡
多大，都被親切地稱為“孩子”。
1987年，5歲的貝貝被確診為重度自閉症。當時，
內地對於自閉症的研究剛剛起步，孫莉莉聽說香港對自
閉症的干預治療很先進，於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和
丈夫前往離香港最近的深圳，尋找盡可能的康復機會。
一次偶然機會，20 歲的貝貝接觸到了電子琴，
僅用了 5 年時間就考到鋼琴業餘十級，並獲得一份在
酒店大廳彈鋼琴的兼職工作。
在自閉症患者中，像貝貝這樣具有某一方面特長
的並非多數。即使是這樣的高功能自閉症患兒，隨着
年齡增長，融入社會和扶養的難題依然待解。2013
年，孫莉莉決定組建一支樂團，用音樂將自閉症家庭
聯繫在一起。

合奏幾經磨練 打破交流障礙
採訪那天上午 9 點半，愛特樂團的成員們陸續到
達排練廳。媽媽們幫他們放好樂器，協助調琴調音，
翻開樂譜。準備過程中，面對陌生的鏡頭，有的孩子
眼神躲避着，有的會直勾勾地看着，有的則緊緊攥着
媽媽的手縮在一旁……
當孫莉莉倒數“三二一起”時，孩子們彷彿立馬
進入了音樂世界，專注於自己的樂器。一首中國風曲
目《大魚》緩緩從他們指尖流淌出來，在鍵盤、排
簫、中國鼓等樂器的配合下，時而舒緩深情，時而堅
強有力。
孫莉莉穿行在孩子間，一隻手打着節拍，一隻手拿

▲愛特樂團排練室
內，基本每一位成
員的家
長都會到場，陪練
整個上午。
香港文匯報記者石
華攝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
口罩。
口罩
。
網上圖

▲樂團鼓手小睿與
媽媽。
香港■
文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匯報記者胡永愛 攝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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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最小 的
成員添添和
媽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胡永愛 攝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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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 5 日在《紐約時報》刊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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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的最後一絲希望。
深圳南山區陽光文體中心一樓，穿過一條沒有
着手機錄視頻。根據樂團目前的磨合情況，一首簡單曲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燈光的長廊，推開一扇較窄的玻璃門，那裏就
目排練上兩節課，孩子們就已經能熟練地配合演奏了。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從 3 月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是愛特樂團常年租用的排練廳。雖然空間並不是很
“剛開始並不是這樣。”孫莉莉告訴香港文匯報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大，但裝潢特別用心：以藍色為主調，讓人感受到一
記者，因為先天的交流障礙，這些加入樂團時已經具
球。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絲憂鬱和純淨，也隱含着一份希望和嚮往。
有一定獨奏基礎的孩子，在合練時遇到更大的困難，

樂團取名愛特 寓愛護特殊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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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音樂搭心橋
星 兒 奏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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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碼看片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牽着蝸牛去散步
所有等待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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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磨合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學會相互配合 逐步接觸外界

排練還沒開始，小睿安靜地坐在
椅子上，拿着手機聽着即將練習的曲
目。排練開始後，小睿的身體會隨着
節拍舞動，眼神盯着前方，有時會笑
起來。那是一種孩童般純粹的笑容，
和他的精神世界一樣天真無邪。在媽媽眼中，這個時
候小睿是發着光的。

“小睿剛開始時，發現有些學員的節奏錯了，或
者演奏錯了，就會很生氣，停下手中的樂器。”小睿
媽媽回憶道。經過在樂團近7年的練習，小睿逐漸理
解其他成員存在的必要性，以及相互配合的重要性，
“比如上周有一個孩子在排練《大魚》時，多演奏了
一段，小睿雖然聽出來了，但沒有打斷他，也沒有
發脾氣，而是繼續敲着手中的中國鼓，默默跟上了
他的節奏。”小睿媽媽每當看到這些變化時，總是
很驚喜，因為這意味着孩子又進步了。
實際上，這群媽媽大多數在孩子學習樂器之前
並不擅長樂理。排練時，媽媽們不僅安撫出現狀況
的孩子，還要記下老師所教，回家後引導孩子反覆
練習，才與孩子們一起創造了這一個奇跡樂團。樂
團老師陳老師坦言，“現在教這些孩子跟普通孩子
都一樣，有時候他們更專注，我只是正常授課而
已，反而家長的付出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如今，愛特樂團在深圳已經小有名氣，成
員們的變化也是顯而易見：小岱因帥氣陽光、
手持陶笛演奏的形象而走紅網絡，一度吸粉無
數；文錦在排練時，發現身邊的夥伴沒有來，
會關切地問“涵涵呢？添添呢？”涵涵從前自
言自語比較嚴重，加入樂團後開始愛笑，也越
來越喜歡和外界接觸、與人溝通……



找到自信 學會自理
“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星星。”當小睿
第一次聽到這首兒歌時，立刻便能彈奏出曲子。“我
兒子就是一個天才。”小睿媽媽自豪地說，小睿能記
住幾十首曲子，彈的時候信手拈來。如今，19 歲的小
睿已經參加了一百多場演出，拿過大大小小的獎項。
“媽媽，什麼時候有演出？”在舞台上找到自信的
小睿，在生活上的自理能力有了質的飛躍，現在的小睿
有了金錢觀念，會為弟弟妹妹買零食回家，會拖地擦
窗，會為家人做飯。
兒子帶回的菠蘿批，是小睿媽媽吃過最好的食
物。“他去麥當勞自己買東西，會按照家人的喜好來
買，給弟弟買可樂，給妹妹買薯條，給我買了菠蘿
批。我當時很奇怪他怎麼知道我喜歡吃菠蘿批，原來
他把家人的喜好都記了下來。”

診金龐大 持續一生

疫情暫停演出 轉闖網絡平台
疫情前，樂團每年有十幾場到二十場不等
的演出機會，每次收入不高，大概千元左右。
此外，在深圳廣電的支持下，樂團每年還會舉
辦一場專場演出——星星音樂會，樂團成員們
要共同完成十幾個節目。受疫情的影響，愛特
樂團線下演出被迫暫停。樂團開始錄製短視
頻，通過線上分享日常訓練和演出，更多人
對自閉症群體有了全面、立體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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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團發起人孫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
莉莉（右）與陳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
老師（左）交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1
流。孫莉莉的兒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許
子貝貝（中）是
其他防疫物資。
樂團中年紀最大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
的成員。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
香港文匯報
記者石華 攝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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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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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難關。

▲愛特樂團每周會
在固定時
間進行直播。直播
中，他們
會以曲目的綵排、
表演等形
式，將音樂傳遞給
觀眾。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
真

目前，深圳培訓機構的干預治療費用一節課都是幾百
元，加上音樂等興趣的培養，對自閉兒家庭來說，這筆支
出幾乎要持續孩子的一生。“真的沒計算過花了多少錢，
但是至少在深圳買套別墅是足夠了。”小睿媽媽表示，當
看到孩子一點一滴的變化，一切都是值得的。
“上帝給我一個任務，叫我牽一隻蝸牛去散步。”小睿
媽媽的朋友圈曾轉發過這首短詩，或許正是無數自閉症家庭的
真實寫照。或許當你在等待蝸牛時，聞到花香，感到微風，看
到滿天的星斗時才明白，所有等待都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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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亞當》曝全新預告海報
「戰神覺醒」 重塑 DC 宇宙等級秩序

代表日本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

《七五計劃》法國後製準時上下班

由華納兄弟影片公司發行的全
新 DC 超級英雄動作冒險電影《黑
亞當》（暫譯）今日重磅發布全新
預告片及電影海報，DC 宇宙新勢
力全面覺醒，最強戰神黑亞當強勢
登場，新一輪 DC 超英狂潮即將席
捲全球！此番，全新物料驚喜曝光
諸多新鏡頭，戰力滿格的黑亞當，
擁有超凡能力的正義協會成員，以
及驚鴻一現的神秘反派等，都讓人
印象深刻，期待滿滿，網友對此感
嘆「《黑亞當》或許將在《海王》
之後稱霸 DC，再創輝煌」！

戰神黑亞當覺醒稱霸王者之
位遭受多重挑戰
影片今日發布的預告片中再曝
超多全新鏡頭，各種視覺轟炸的大
場面、燃爆銀幕的激烈對決，都吊
足觀眾胃口！預告中，封印五千年
之久的黑亞當重見天日，同時喚醒
了他身上被賦予的遠古諸神力量。
為了復仇，他將以自己獨一無二的
方式行使正義。然而，由鷹俠、命
運博士、旋風、原子粉碎者組成的
正義協會一經登場，便與黑亞當展
開激烈對戰。就在雙方僵持不下，
和平談判無果的情況下，新的危機
卻悄悄降臨。這一次，黑亞當究竟
作何選擇，摧毀世界還是拯救一切
，令人遐想無限！預告裡各種激燃
場面高潮迭起、硬核大戰超乎想象
，引人腎上腺素狂飆！黑亞當的王
者之戰即將打響，年度重磅 DC 巨
製引爆期待！

在同期發布的電影海報上，黑
亞當及正義協會旗鼓相當，劍拔弩張
間這場驚天大戰似乎即刻爆發。而在
另外五款角色海報上，超級英雄們犀
利的眼神更是印證了這場毀天滅地的
對戰精彩無限，看點滿滿！

全新物料亮點不斷黑亞當成
最顛覆英雄
數年前，由道恩· 強森出演全
新 DC 英雄黑亞當的消息一經公布
，便全球矚目、瘋狂吸粉。角色
亦正亦邪、我行我素的獨特風格
讓黑亞當成為了絕無僅有的超級
英雄，「顛覆傳統、顛覆認知」
是專屬於他的標籤。在此前的採
訪中，道恩· 強森曾對此解釋道：
「黑亞當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
為他有自己的一套行動準則，他
會為守護自己在意的東西而掀翻
整個世界」！製片人也補充道：
「黑亞當所具備的強大力量讓他
做了其他超級英雄不能做以及不
會做的事情，對於整個 DC 宇宙來
說，這讓他成為了一股顛覆性的
力量」。也正是這股與生俱來、
無視一切的能力，為黑亞當開拓
DC 宇宙版圖，重塑 DC 宇宙秩序
奠定了堅實基礎。
電影《黑亞當》由華納兄弟影
片公司發行、新線影片公司出品，
由佐米· 希爾拉執導，道恩· 強森、
薩拉· 沙希、皮爾斯· 布魯斯南等主
演。影片計劃於 2022 年 10 月 21 日
在北美上映，敬請期待！

日本影后倍賞千惠子主演電影
《七五計劃》將代表日本角逐第 95
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最佳國際電影，該
作品 4 年前曾在是枝裕和監製的《十
年日本》以短片形式問世，籌備 4 年
的長片遠赴法國後製，當地的作業環
境讓導演早川千繪有不同體悟。
早川千繪大學時期在美國紐約
攻讀攝影，在當地結婚生子後，返
回日本進入專門學校 ENBU Seminar
學電影製作，2014 年畢業短片《尼
加拉》入選坎城影展基石單元，也
加深了她追尋電影夢的決心。《十
年日本》是她首次參與製作的商業
片，她說：「拍獨立片的時候什麼
都得靠自己，包含訂便當、勘景、
申請拍攝許可等等，但和專業團隊
合作我才知道分工很細，也更讓我
覺得，若能夠與專業的人員一起，
我應該能夠拍出我想要的電影，變
得更有信心。」
她籌備 4 年的第一部長片《七五
計劃》背景設在不久的未來，描繪日
本為解決人口老化問題，國會通過
「七五計劃」，鼓勵 75 歲以上老人
自願接受安樂死。78歲的獨居婦人阿
道（倍賞千惠子飾）因高齡遭公司資
遣，她也開始思考自己的餘生。
是枝裕和導演監製的《十年日
本》以 10 年後的日本為主題，請到 5
位新銳導演製作短片，早川千繪的
《七五計劃》也在該作品中搶先曝
光。（原創娛樂提供）
《七五計劃》製片團隊協助早
川爭取更多資金，促成日本、法國
、菲律賓、卡達 4 國合作，電影後製
更遠赴法國進行，更請到曾入圍坎
城競賽片的《全面開戰》剪接師
Anne Klotz 協助《七五計劃》剪輯。

早川說：「Anne Klotz 過去都是
為 法 國 導 演 史 蒂 芬 布 塞 （Stéphane
Brizé）剪接，我很喜歡她剪接出的
節奏感，所以就詢問法國製片是否
能請她幫忙。沒想到製片真的找到
了她，她讀完劇本也表明願意加入
，我們就將所有的影片都上字幕提
供給她做剪接。」
第一次與法籍剪接合作，早川
原本有些擔心語言的隔閡，「但我
看完她給我的成品，真的覺得自己
白擔心了。我在巴黎待了兩個月和
她一起做後製作業，我感受到我們
擁有一致的目標，所以合作起來很
順利。」
早川在日本做後製的經驗不多
，這回到法國，她特別注意到當地
人非常重視勞動規範，「他們很遵
守工時，也確保每位工作人員的工
作安全，整體環境相對來說是比較
好的。」在遵守規範的前提下，團
隊以完成最好的作品為目標，投注
相當的時間來進行後製作業，讓早
川非常感謝：「我很感謝製片水野
詠子還有其他的製片，為了我這樣
的新人，打造了一個很棒的作業環
境，我覺得自己很幸運，也很開心
電影獲得了不錯的評價。」

真人版《小美人魚》前導預告公開
海底生物介紹一輪...愛麗兒壓軸露面

1989 年 迪 士 尼 經 典 動 畫 電 影
《小美人魚》（The Little Mermaid
）真人版將於明年上映，首支前導
預告片在迪士尼 D23 博覽會對外公
開，女主角海莉貝莉（Halle Bailey
）說：「我相信在座的所有人都能
理解愛麗兒，以及她對我們所有人
的意義。」
1 分 24 秒的預告片維持著神秘感
，展示精緻的海底奇觀，各式各樣
海底生物、珊瑚，以及美人魚絢麗
五彩魚尾、身型，直到 1 分鐘左右才
讓海莉貝莉飾演的人魚公主愛麗兒
登場。她坐在海底望向海面，演唱
主題曲《Part of Your World》，唱
出渴望前進陸地生活的心聲。

海莉貝莉說自己從小是一個在
游泳池裡游泳的小女孩，想像自己
是一條美人魚，但從沒想過真的可
以演出美人魚，「演唱主題曲
《Part of Your World》的這三天是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經歷，感受艾麗
兒所感受到的所有感受、她的熱情
、不適，以及她所經歷的一切，對
我來說非常令人興奮，這真的是一
種榮幸」。
先前外界對於電影選角有不少
意見，有人批評好萊塢為了政治正
確種族平權，硬是將原本的白皮膚
女主角換成黑皮膚，不過海莉貝莉
一開口，嘹亮歌聲也獲得不少網友
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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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獄Ⅱ劫數難逃》順利殺青
眾星雲集重磅打造 「越獄系」 力作
《紅色衝浪板》發概念海報及預告

三人海邊宿命相遇

近日，由廣州國帆影業有限公司、帆娛文化（上海
）有限公司、品像（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
，海南澳洋文娛傳媒有限公司和昇格傳媒（香港）有限
公司聯合製作，孫立基執導的電影《一獄Ⅱ劫數難逃》
順利殺青。影片會聚了張繼聰、鄭浩南、張建聲、黃光
亮、蔡瀚億、林雪等實力派演員。港味十足，眾星集結
，挑戰「越獄系」話題之作，勢必掀起一場別樣的監獄
風暴！
逃獄求生重掀監獄風暴 群星雲集再塑港式經典
電影主要講述了於逸臣（張繼聰飾）在一次出差中
，因女秘書意外遇害身亡而含冤入獄。獄中不僅要與獄
霸司徒（黃光亮飾）周旋，還要面對兇殘獄長（鄭浩南
飾）的霸凌，只有獄警胡海（張建聲飾）勉強關照。獄
中本就度日如年，而一場致命的傳染病此時也悄然降臨
。面對「天災人禍」 於逸臣決定利用知識改變命運，
求生申冤。他將如何虎口脫險，為自己博得一線生機？
影片眾星雲集，「金句王」張繼聰出演影片中知識
分子於逸臣，他也憑藉知識的力量在獄中求生，想必還
有更多金句誕生。硬漢鄭浩南飾演內心扭曲的獄長，以
惡制惡令人聞風喪膽。還有被稱香港「四大惡人」之一
的黃光亮，兼備帥氣與邪惡氣質的蔡瀚億，和「經典大
佬」林雪共同加盟。值得一提的是張建聲的角色反轉，
此前塑造的刀疤哥兇狠生猛，本片中的張建聲翻身做
「好人」獄警，拍攝期間更是從三樓跌落，造成多根手
指骨折，但依舊安慰周圍人「仲行得走得（還走得跑得
）」，拼命三郎再次上線。

故事內核致敬「知識救贖命運」 罕見跨國監獄題材看
盡人性百態
《一獄Ⅱ劫數難逃》致力於打出差異化，所以在劇
本選擇和監獄設定上都精心打磨。主演的設定不再是壞
人越獄，而是好人申冤自證之路。這就決定了影片敘事
不能簡單粗暴，也更考驗了導演、劇本和演員演技，敘
事方式也會更巧妙嚴謹。以「知識救贖命運」為內核，
推進故事走向高潮。相比同類型影片簡單的「拳拳到肉
」衝擊，該片則更側重觀眾的「顱內暴擊」，堪稱越獄
題材的一次新顛覆。
此外，全新跨國界的監獄背景設定，為觀眾打造了另
類的「越獄系」。以往越獄題材中森嚴的制度化、統一性
，僅是對犯人權利的剝奪和自由的禁錮。但該片是對人性
和生存空間的極限挑戰，監獄重壓下的剝削再度升級。犯
人不再是人，是一件件「一次性工具」，在極端惡劣的環
境中勞作，在逼仄的空間中生存。跨國監獄中膚色人種各
異的囚犯，衣衫襤褸的「非標配」囚服，混亂秩序下的求
生，沒有規則，不見天日。主人公要在這種環境下生存都
難，何談堅守人性？更何談逃出生天？
據悉，拍攝期間在導演精益求精的把控下，全組演
員紛紛學會了自行喊「卡」。演員為了嘗試多種不同方
式來塑造角色，積極與導演探討劇情相關的更多可能性
。整個劇組為呈現最好的影片不斷努力。另外，還有更
多大場景未曝光，相信在眾星實力加盟下，《一獄Ⅱ劫
數難逃》一定能成就「越獄系」又一爆款。期待影片早
日與觀眾見面！

電影《紅色衝浪板》今日發布概念海報及預告，獨特的影像風
格與藝術氣質令人矚目。該片是「新銳導演」馬雪首部導演作品，
由馬雪、許偉豪編劇，許偉豪、李康生、黃炎、王悅伊、黃毅、邊
程、黃麗麗等共同出演。故事發生在一個罕有人知的衝浪聖地萬安
，三個年輕男女在此邂逅，碰撞出宿命般的人生方向。預告中，獨
具個人特色的影像風格下，熱烈的海風、起伏的海浪，搭配孤獨惆
悵的音樂，三個年輕人模糊又曖昧的情愫展露無遺，荷爾蒙的洶湧
澎湃，藍色海水的壓抑與張狂，讓影片氛圍更顯複雜、獨特。
《紅色衝浪板》是馬雪執導的首部電影長片。入行前，馬雪導
演在北京大學獲得韓語專業和藝術學專業的雙學位。從韓國首爾大
學輿論信息專業碩士畢業後，她選擇在韓國漢陽大學電影專業攻讀
博士學位，與眾多韓國業內頂尖影人系出同門。良好的藝術修養與
美學基礎，再加上專業的電影知識儲備，都為馬雪做導演奠定了堅
實的創作基礎。截至目前，電影《紅色衝浪板》已獲得第 10 屆布宜
諾斯艾利斯國際電影節主競賽最佳影片和最佳攝影、第 7 屆洛杉磯
獨立女性電影節最佳導演、第 10 屆溫哥華華語電影節最佳導演等；
入圍 2022 年阿那亞海浪電影周長片產業榮譽，已包攬來自美國、英
國、加拿大、西班牙、波蘭、阿根廷、印度、摩爾多瓦等海內外十
餘個國家的電影節獲獎及提名。作為年輕女性導演，馬雪創作時獨
特的視角以及率性先鋒的表達，最終形成難以被定義的獨特風格，
加上極具個人特色的鏡頭美學，堪稱作者性和商業性的完美結合。
電影《紅色衝浪板》由北京擴納國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北
京非同代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出品，北京俊馬影業有限公司聯合出
品；馬雪執導，馬雪、許偉豪編劇，許偉豪、李康生、黃炎、王
悅伊、黃毅、邊程、黃麗麗出演，還匯聚了新銳攝影師於麟軒
（《何處生長》），朴贊郁御用剪輯師金尚范（《老男孩》《小
姐》《親切的金子》《分手的決心》）及御用配樂趙慧媛（《小
姐》《特工》《局內人》）、資深調色師唐強（《路邊野餐》
《誤殺》《地球最後的夜晚》）、美術指導李冰（《誤殺》《我
和我的家鄉》）、造型指導劉寧（《烈日灼心》《不老奇事》）
、聲音指導趙甦晨（《街娃兒》《狼圖騰》）等海內外優秀影人
共同打造，敬請期待。

《狼群》上映首日同檔期上座率第一
張晉李治廷蔣璐霞組隊燃爆中秋
中秋檔唯一軍事動作爽片《狼群》已於 9 月 9
日全國上映，影片上映首日拿下同檔期上座率第
一，票房一路攀升，目前影片累計票房已近 1600
萬。影片自上映以來，口碑持續發酵攀升，反恐
精英打響境外保衛戰讓人熱血沸騰，狼群小隊拳
拳到肉的硬核打戲帶給觀眾最痛快的酣暢體驗。
9 月 12 日，影片曝光狼群小隊奇襲毀壞調壓
閥的正片片段，見所未見的特種戰鬥裝備和訓練
有素的作戰戰術讓無數觀眾大飽眼福。影片由呂
建民擔任出品人、總製片人，湯辰騏擔任製片人
，蔣叢導演並編劇，張晉、李治廷、蔣璐霞領銜
主演，正在熱映中！
狼群小隊奇襲恐怖基地觀眾直呼過癮
狼群出擊，有戰必贏！電影《狼群》講述了
境外恐怖分子妄圖破壞我國能源命脈，老刁（張
晉飾）率領的狼群小隊背水一戰，守護祖國海外
利益的故事。今日曝光的正片片段中，狼群小隊

組隊奇襲恐怖分子基地，任務目標是將已動了手
腳的天然氣閥徹底銷毀。技術擔當火球（劉智滿
Mark 飾）率先釋放無人機，獲取敵人位置，觀察
手柯童（李治廷）、狙擊手賽亞人（張衣飾）瞄
準就位，妖怪（蔣璐霞飾）、彈殼（唐國忠飾）
、蒼蠅（葉瀏飾）潛入敵人深處，老刁一聲令下
，工廠外聲東擊西完美配合，一套戰術動作行雲
流水，分秒之間速戰速決。狼群小隊向觀眾呈現
了一場「高精尖」的特種實戰，讓人意猶未盡。
不少觀眾稱讚道：「一氣呵成，全程高能，
絕不拖泥帶水」、「在大銀幕看到這樣的實戰戰
術，太驚艷了」、「孤狼雖狠，狼群更凶」、更
有觀眾表示「在影院的視聽加成下，沉浸式體驗
了一次真人吃雞，過癮！」。
中秋檔唯一軍事動作爽片口碑持續發酵引發全網
熱議
作為中秋檔唯一軍事動作爽片，電影《狼群

》上映以來全網好評如潮，不少觀眾觀影之後紛
紛表示這是「今年難得一見的爽片」，「很久沒
有在電影院看得如此酣暢淋漓」、「不可多見的
高質量軍事動作爽片」。電影燃點與爽點兼備，
父子使命與家國情懷並存，有血有肉有淚，給觀
眾帶來了獨特的觀影體驗。對於硬核刺激的動作
打戲和槍戰、爆炸的場面，不少網友力贊「全程
無尿點，幀幀扣人心弦」，「動作打戲高潮迭起
，刺激過癮」。
而電影全實力派打星的陣容更是被提及頗多
的一大亮點，張晉、蔣璐霞雙武英級演員配置，
令影片動作戲含金量與觀賞性大增。不少網友表
示「你可以永遠相信張晉的動作電影，一如既往
乾淨利落」，「看到李治廷堅持動作片的這條路
，真的很感動」，「眼神就沒有從蔣璐霞身上移
開過，這就是巾幗不讓鬚眉的最好呈現」。
除此之外，狼群小隊的兄弟情誼和守護祖國

海外利益的勇氣，更令無數觀眾動容，不少網友
談及觀影感受表示「狼群小隊身旁有兄弟，心中
有祖國」、「這群為國戰鬥的邊境暗夜行者，值
得我們的尊敬」、「向在槍林彈雨中為我們的和
平生活負重前行的勇士們致敬」。
2022 首部軍事動作爽片《狼群》由蔣叢執導
並編劇，呂建民擔任出品人和總製片人，湯辰騏
擔任製片人。春秋時代（平潭）影業有限公司出
品，北京光線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盛耀蔚萊（北
京）國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雲南金彩視界影業
股份有限公司、雲南文化產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
責任公司、廈門項王電影有限公司、北京世紀明
軒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夢馬人（北京）影視傳媒
有限公司、北京中關村科學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卓然影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瀟湘電影集
團有限公司、湖南蠻好電影有限公司發行及宣傳
，影片正在全國熱映！

休城工商
星期三

2022年9月21日

B8

Wednesday, September 21, 2022

歡迎休士頓人來 「藏寶屋」 掘寶
保證令您驚喜不已，滿載而歸
（本報記者秦鴻鈞）喜歡收藏古董的人，
肯定他們的人生過得比一般人多彩而豐富。不
僅每天都有驚喜，一段時間下來，更賺得滿鉢
滿盆，腰纏萬貫。
老休士頓人對 「Yan Sushi 」一定不陌生
，林先生夫婦在休市交了不少的好朋友。現雖
已從餐館界退休，卻在另一個領域異軍突起，
做的紅紅火火— 開設 「藏寶屋」，令人跌破
眼鏡、驚喜不已。
「藏寶屋 」果然寶物不少，很難一下子
窺探全貌。大致包括：日本 18 吋以上古董高
級大盤、龍銀：袁世凱大頭、小頭；美國各式郵票、錢幣、各國銀幣；百年歷史的瓷器、花瓶、還有鑑賞家，名為花輪哥鑑
定的玉器，還有天津羊脂玉麒麟、母子玉戒指、玉項鍊；台灣郵票、錢幣套幣、早期紙鈔等等，無法一次講完，歡迎蒞臨
「藏寶屋」親自來掘寶!
「藏寶屋 」的地址：906 n Travis’ave Cameron TX 76520（走 8 號 再走 290 往 Austin 方向直走別轉彎 到一個 t 字路口紅
綠燈時左轉約一哩再走 12 公哩即到 Cameron）, 聯系電話：254-910-0007， 254-408-2398 （可聯絡林太太 ）

（美南人語
美南人語))喜聞陳帆律師 樹新枝 楊楚楓
筆者源自港澳地區，上世紀 1973
年移民來美，立足於美國德州休斯頓，
從事唐餐店業務達 35 年之久。
2009 年有意改變生涯，固賣掉飲
食業務，從事本人原在香港所喜愛之新
聞媒體之寫作報導工作。
在轉業之前，本人曾在休市一家馳
名的西餐館內任職，因為受到該餐廳的
不公平看待，發生訴訟官司，幸好認識
了年青有為、學識豐富的陳帆律師，代
為公堂對薄，取得公義，得到美國公司
的 合理賠償。
經此一役，我考慮到白己既然是美
港報刊雜誌之間的 「自由撰稿人」
（Freeland Writer), 遂產生與陳律師事
務所相互合作之念頭。在往後的 10 年
光景中，我每月為陳律師行撰寫海外移
民、交通事故、工傷賠償、種族歧視等
等法律解決事宜、代其公司宣傳。

光陰似箭，際此 10 年光陰中，我
獲悉陳律師是休市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
創始合夥人/主任律師，他畢業於中國的
外交學院，後獲得休斯敦大學法學院法
學博士；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美國聯
邦地區法院出庭律師；美國移民律師協
會會員。陳帆律師在企業人力資源、勞
動僱傭、公司治理職業等方面有豐富的
實踐經驗，同時熟悉公司法、商法，擔
任幾十家中資企業在美國的法律顧問。
在這 10 年的訴訟生涯中，陳律師
經常被邀請就各種企業治理、風險管控
、勞動僱傭以及商業移民等問題發表演
講，例如中資企業高管培訓、人力資源
培訓，美國商業、訴訟文化、勞工法講
座、移民 I-9 合規等。他更曾多次受邀
在美國不同的行業協會、專業論壇、休
斯敦律師協會職業再教育培訓會等場合
發表講演。

值得陳帆律師自豪的是： 他代表的
企業客戶包括石油和天然氣，建築工程
、鋼鋁製造、精細化工、食品加工、醫
療器械、加盟連鎖店、餐館酒店等，其
中有世界上最大的特種鋼製造商，美國
最大的游泳池建築服務公司之一，以及
中國頂級的鑽井鑽頭、抽油桿、抽油泵
、特種閥門製造商。
陳律師為其客戶提供快速、精湛的
綜合法律服務。十年歲月中，律師事務
所不斷擴展，擁有十多名美國執照律師
協助，總部設在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市，
此外在洛杉磯、矽谷、紐約、華盛頓均
設有辦公室，並在中國上海、北京、深
圳有自己的合作團隊。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久合
必分，分久必合，世事無常，理所當然
，新近，陳律師決定和他的合夥人 Brian Nguyen 分家，各自成立自己的新律

所。他們在美國 20 幾人的大團隊中，
基本上一分為二。經過十年磨煉，陳帆
律師跟其合夥人各自擁有一批謀臣良將
、正是兵精糧足，大家均有另起爐灶之
時。此刻各自分道揚鑣，前程似錦。
陳 律 師 的 新 公 司 命 名 為 MOSAIC
Paradigm Law Group PC 其寓意代表了
現代卓越律所的六大要素：
M-Mutual Respect (相互尊重）
O-Organization （組織管理）
S-Strategic Planning （ 戰 略 規 劃
）
A-Mutual Accountability （互相負
責）
I-Integrity （誠信正直）
C-Communication （交流溝通）
今後新公司將專注於中美商事交易
、投資併購、民商事訴訟、職業和投資
移民等業務，包括：各類商務爭議訴訟

和解決、工業廠房、倉儲設施、商用物
業、民用房地產投資、建築、租賃等商
務法律事務；以及高管聘用與解僱、公
司日常法律等一系列美國公司法、商務
法、知識產權法、勞工法、移民法等。
以陳律師十年的輝歷程，面對新的
路向，必然會鴻圖大展，揚威花旗！

李 雄 負責人
Kenneth Li CCIM. CRS. CIPS,GRI
kli@cci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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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8 corporate dr #A5
HOUSTON TX 77036
713-988-1668(OFFICE)

713-988-1634(FAX)

713-826-3388(CELL)

祥瑞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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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wrealty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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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

TURTLEWOOD MANOR
德州地產 獨家代理 全新社區 拎包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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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

盛大酬賓
歡迎預約參觀樣品房
6955 Turtl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2
惠價
夏季優,000
$188
起售

社區配套簡介

生意買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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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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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請聯繫：

Broker: Kenneth 713-826-3388
David 832-715-2864 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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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誠聘: 銷售代表或Agent

www.kennethli.com

歷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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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s: Nicole 832-768-2679 中文
Walter 832-628-0670 廣東話

Broker: Kenneth Li
李先生 832.734.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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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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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