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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肯塔基州共和黨眾議員、即將成為美國眾
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的詹姆斯·科默 (James Comer) 週日表示，埃

隆·馬斯克發布的“推特文件”證明，總統
喬·拜登的競選活動期間試圖壓制有關亨特·
拜登的筆記本電腦的貪腐醜聞，即將到來的
新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調查將針對總統拜登
，而不是他的兒子亨特。

科默說：“馬斯克在這裏展示的證據表明
，拜登競選團隊與大型科技公司勾結，壓制
了一個我們現在己經知道拜登的100% 真實
的貪腐醜聞。”

他說：“民主黨人應該有的問題是，為什
麽他們如此害怕筆記本電腦的文件？答案是
因為筆記本電腦證明了喬·拜登向美國人民
撒謊，他利用他的影響力為他家人兜售並參
與了不正當的商業交易，筆記本電腦的文件
也證明喬·拜登參與了那些不正當的商業交
易。”

據《紐約郵報》報道，2020 年 9 月，參
議員羅恩·約翰遜和查克·格拉斯利發布的一
份報告顯示，與亨特·拜登有關聯的一家公
司在 2014 年從俄羅斯億萬富翁葉蓮娜·巴圖
琳娜（Yelena Baturina）那裏獲得了 350 萬美
元。

引用這份報告的電腦修理工約翰·保羅·麥克·艾薩克（John
Paul Mac Isaac）注意到，亨特·拜登筆記本電腦中包含的信息與

喬·拜登總統早些時候聲稱他從未與他的兒子有過海外商業交易
的說法相矛盾。

筆記本電腦的真實文件證明事實並非如此。亨特·拜登的筆
記本電腦包含的電子郵件表明，喬·拜登與 Burisma Holdings 的
烏克蘭天然氣高管瓦季姆·波紮爾斯基（Vadym Pozharskyi） 一
起參加了 2015 年的晚宴，還有合影照片為證。據報道，該公司
向亨特·拜登支付了 100 萬美元，以擔任其董事會成員，而當時
的副總統喬·拜登則領導了奧巴馬政府的烏克蘭政策。

此外，2017 年 5 月 13 日的一封電子郵件表明，正如亨特·
拜登前商業夥伴托尼·波布林斯基（Tony Bobulinski）後來證實
的那樣，“大人物”就是喬·拜登。該電子郵件將補充說，亨特
與中國能源公司 CEFC 建立的公司實體中的大人物喬·拜登將獲
得 10% 的股權。

科默告訴巴蒂羅莫：“實際上喬拜登會見了他說他從未見過
的每一個人，我們有電子郵件可以證明這一點，喬·拜登積極參
與其中。拜登家族所做的事情是出售與喬·拜登的接觸權。”

這位國會議員補充說：“這是對喬·拜登的調查，因為我們
認為這個家庭兜售拜登的影響力是國家安全風險。”

拜登違反了能源政策。這位國會議員說：“當你在筆記本電
腦上查看國家安全和證據時，能源政策就是國家安全。”

隨著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調查深入，拜登任職副總統的貪腐
醜聞將水落石出，他偷來了美國總統，他的執政時間還會有多久
？

亨特筆記本電腦文件暴露拜登利用其亨特筆記本電腦文件暴露拜登利用其
影響力參與不正當的商業交易影響力參與不正當的商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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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2 年年 1111 月月
2323 日日，， GoldGold--
enGate OneenGate One
AmericaAmerica 總 裁總 裁
Jimmy HuaJimmy Hua 展展
示其代理的來示其代理的來
自越南供應全自越南供應全
美的非常受歡美的非常受歡
迎的越南鯰魚迎的越南鯰魚
產品產品，，歡迎各歡迎各
地分銷商地分銷商、、批批
發商前來聯繫發商前來聯繫
、、洽購洽購。。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2626日日，，ILECGIILECGI結構工程公司贊助的休斯敦網球結構工程公司贊助的休斯敦網球
混合雙打挑戰賽在混合雙打挑戰賽在Clements High SchoolClements High School網球場舉行網球場舉行。。全體全體
選手合影后由劉牧做義工分組抽籤選手合影后由劉牧做義工分組抽籤，，結果結果Andy ChanAndy Chan和和LilLil--
liam Lamliam Lam榮獲冠軍榮獲冠軍，，Tri PhamTri Pham和和Giang DinhGiang Dinh榮獲亞軍榮獲亞軍。。

美國的感恩節就是分享快樂的日子美國的感恩節就是分享快樂的日子。。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2222日下午日下午
，，休斯敦警局休斯敦警局HPDHPD將將5050只火雞派放給位於中國城惠康超市對只火雞派放給位於中國城惠康超市對
面的百利新村的華裔居民面的百利新村的華裔居民，，讓他們分享感恩節的美國文化讓他們分享感恩節的美國文化。。
東主東主Ada WangAda Wang帶著經理和女兒也在現場與警官們一起做義工帶著經理和女兒也在現場與警官們一起做義工
，，非常溫馨非常溫馨。。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2222日晚日晚，，原密蘇里市議員原密蘇里市議員、、休斯敦商業地產翹休斯敦商業地產翹
楚楚CCIMCCIM教父教父、、DNDN商業地產商業地產CEOCEO首席執行官首席執行官Danny NguyenDanny Nguyen
受邀在受邀在WestChaseWestChase區的區的B&W Realty GroupB&W Realty Group為房地產從業人為房地產從業人
員和年輕人培訓商業地產中最熱門的零售中心和土地的營銷員和年輕人培訓商業地產中最熱門的零售中心和土地的營銷
，，將自己將自己2525年來的經驗和實戰介紹給聽眾並接受問答年來的經驗和實戰介紹給聽眾並接受問答，，全場全場
爆滿爆滿，，氣氛熱烈氣氛熱烈，，非常受歡迎非常受歡迎。。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2727日日，，德州文藝復興節進入最後的尾聲德州文藝復興節進入最後的尾聲，，最後最後
一周的主題是慶祝感恩一周的主題是慶祝感恩，，喜迎聖誕喜迎聖誕。。剛剛獲得剛剛獲得《《多彩世界多彩世界 生生
命共同命共同》》國際青少年繪畫邀請賽少年組第一名的國際青少年繪畫邀請賽少年組第一名的Austin HighAustin High
SchoolSchool高中生高中生Isabell GuIsabell Gu特別製作了一個黑鳥面具特別製作了一個黑鳥面具，，盛裝走盛裝走
在進入文藝復興村宮門外的大路上在進入文藝復興村宮門外的大路上。。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2424日感恩節當天日感恩節當天，，位於位於MemorialMemorial區的曉市頓華人浸信會區的曉市頓華人浸信會ChineseChinese
Baptist ChurchBaptist Church楊建牧師與數百位華裔教友和朋友一起分別帶來火雞和美食楊建牧師與數百位華裔教友和朋友一起分別帶來火雞和美食，，
一起度過了一個非常溫馨的感恩節一起度過了一個非常溫馨的感恩節。。艾隆貸款艾隆貸款BrokerBroker羅敏也帶著全家前來分享羅敏也帶著全家前來分享
感恩和榮耀感恩和榮耀。。穆迪花園歡欣鼓舞迎來了新寵穆迪花園歡欣鼓舞迎來了新寵！！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2222日中午日中午，，世世

界名人網記者受邀來到穆迪花園水族館見證由資深生物學家界名人網記者受邀來到穆迪花園水族館見證由資深生物學家
Maggie ReynoldsMaggie Reynolds在位於南大西洋的穆迪花園繁殖哺育小企在位於南大西洋的穆迪花園繁殖哺育小企
鵝鵝，，並為剛剛在並為剛剛在1111月月66日和日和99日出生的兩隻日出生的兩隻MacaroniMacaroni小企鵝小企鵝
稱體重及命名稱體重及命名。。兩隻可愛的小動物將在不久加入企鵝館的大兩隻可愛的小動物將在不久加入企鵝館的大
家庭與小朋友們見面家庭與小朋友們見面，，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2626日晚日晚，，韓麗玫獨唱音樂會感謝派對在休斯敦韓麗玫獨唱音樂會感謝派對在休斯敦
奢活藝術館溫馨舉行奢活藝術館溫馨舉行，，邀請演唱會各位老師邀請演唱會各位老師、、大師們和朋友大師們和朋友
們帶著家人前往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夜晚們帶著家人前往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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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
十二月二十三日餐會通知十二月二十三日餐會通知

（（本報訊本報訊））為慶祝本黨這次在九合一選舉大勝為慶祝本黨這次在九合一選舉大勝，，本分部將於本分部將於1212月月2323號星期五晚上在號星期五晚上在NewNew
PalacePalace 地址地址12755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新皇宮舉行慶祝餐會和座談會新皇宮舉行慶祝餐會和座談會，，大家一起集思廣益大家一起集思廣益
來討論來討論，，我們要如何配合輔助本黨贏得我們要如何配合輔助本黨贏得20242024總統大選總統大選。。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餐費每位餐費每位$$2828..0000，，本黨將貼補本黨將貼補$$88 元元,,所以每位只需支付所以每位只需支付$$2020..0000 元元，，菜色豐菜色豐
富富。。當晚並有紅酒祝興並慶祝聖誕新年佳節當晚並有紅酒祝興並慶祝聖誕新年佳節。。如有興趣參加者請與唐心琴主委聯繫如有興趣參加者請與唐心琴主委聯繫，，電話電話::
832832--651651--28482848。。

「「亞裔選舉聯盟亞裔選舉聯盟」」 周日舉行圓桌午宴周日舉行圓桌午宴
歡迎連八任德州州議員陳筱玲歡迎連八任德州州議員陳筱玲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斯頓 「亞裔選舉聯盟」 自今年10
月29日在選前舉行一場 「中期選舉科普須知講座」 後，周日
（12月4日）中午在美南電視攝影棚再舉行圓桌午宴，並現場全
程綠影，歡迎連八任德州州議員陳筱玲（Angie Chen Button )。
席開七桌，共有近七十人與會，場面極為熱烈。由孫聞擔任主持
人。

「亞裔選舉聯盟」 主席楊德清首先在午宴上致歡迎詞，感謝
大家在百忙之中參加歡迎會，尊重亞裔的權益是參選人必須的，
本聯盟在選舉期間舉行過一次講座，很多僑領參加，效果非常好
，希望大家支持本組織的一些聚會，大家繼續參與。今天，非常
感謝州議員從Dallas 趕來本地，她德州 「國際關係及經濟發展

委員會」 已連任八屆，她做的非常好。主
持人孫聞補充：我們知道陳議員，同時也
擔任德州眾議院國際關係和經濟發展委員
會主席，她發起和推動的許多法案，都深
受德州民眾特別是華裔民眾的歡迎，比如
立法分娩婦女獲得產後續護理，立法改善
兒童護理機會，立法為學校提供執法人員
，支持禁止開車發短信法案等等。
陳筱玲州議員在會上致詞時特別感謝在

座的多年大力支持她的李蔚華董事長、黃
登陸黃小哥、鞏業蓬好朋友及小學、中學
、高中同學李素梅。談到從政經歷，她從
15年前到每家敲門拜票挨駡講起，一直到
現在Early voting, 有人開車開了一半，看
見她，把車窗搖下下來指著她駡 「You
are Chinese ,Don’ t worry ,Don’ t get
heart 」 。她說：二年前，我的區域變得
很藍，為了選舉，我花了三百萬美金，對
方花了七百萬，每天在電視上駡得稀嘩濫
，結果lost 9% 的選票。 「不管你是那一
黨，我要替你服務！ 」 我打電話給選民，
「勤勞」 非常重要！ 您比其同事努力三倍，您的努

力會有效果，我們家是江蘇人，我告訴曬黑的菲律賓人： 「I
like you ! 」 。反華的圈子（韓、日）看我們都一樣。我非常喜
歡 「亞裔選舉聯盟」 ，（Asian American ) 裡 「民主」 的真正含
義～每個人都可以參與。

楊德清主席並向陳筱玲州議員贈送書畫大師江宜橋繪製的國
書 「牡丹圖」 。江大師並現場在畫前提字 「群芳」 ，然後三人合
影留念。

會中並安排僑領陳灼剛、徐建勛律師、方一川、黃登陸、白
先慎教授分別上台致詞，指出陳筱玲州議員的從政，對我們在美
的華亞裔人士未未的處境提升和不凡的影響力。

僑領陳灼剛表示： 「亞裔選舉聯盟」 我贊成支持；徐建勳律
師表示：陳議員八次連任，
給華裔很好的榜樣，華裔年
輕人是否應該有 「參政」 、
「從政」 的概念？陳議員的
平易近人，帶來 「積極」 的
信號，對我們未來有重要的
意義； 「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長方一川表示：很高興
參加此活動，這次提前投票
的人增加，這是很好的趨勢
，大家要團結！他也提到將
於1月22日舉辦的休士頓
地區的 「春晚」 他正式邀請
陳議員前來參加。

「亞裔選舉聯盟」 的副

主席黃登陸表示：2000年時，Harris County 華人投票僅1100
人，到了2018年，華人投票人數已達11000人，其中2011年的
「中文選票」 有很大的幫助，他希望把Ford Bend 的 「中文選票
」 在二年內落實，不僅很快華人會受到重視，希望我們第二代也
能達到地位均等。

白先慎教授回憶 2000 年時，和關振鵬、黃朱慧美參加
「80-20促進會」 ，這20年來，新移民人數增加，所扮演的角
色愈來愈重要。他提到 「我們必須有聲音，才能面對問題」 如
10年前的陳霞芬案，後來美國政府賠償 「陳霞芬案」 150萬美元
。白教授說： 「我們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個民族文化滲
透在美國這塊土地上，如加州通過 「春節」 變成法定活動。

當天德州眾議員陳筱玲還為休斯敦華裔精英頒獎：（一）獲
得《德克蕯斯州2022年度傑出科學與個人成就獎》的是，楊萬
青博士。楊萬青夫婦當天感冒在家，，由楊德清主席代領。（二
）由陳筱玲州議員向丰建偉博士頒發 《德克蕯斯州2022年度傑
出科學與個人成就獎》，（三 ）由陳筱玲州議員向楊寶華先生
頒發《德克蕯斯州2022年度優秀企業家獎》。每位得獎人並當
場發表三分鐘得獎感言。

當天還在儀式中安插精彩的餘興表演。包括：歷屆春晚的優
秀演員的演唱演奏，包括：休斯敦的百靈鳥，劉春子為大家演唱
德語歌曲《笑之歌》；著名中提琴演奏家Newman Liu 演奏俄羅
斯民歌《 當我遇見你 》； 「水立方杯歌手大賽」 最佳歌手何佳
演唱《 大美中華 》；小小鋼琴家張雨菲為大家彈奏鋼琴曲《 彩
雲追月》.以及休士頓著名地產佳人、美女歌唱家王飛雪為大家
送上壓軸歌曲《聽聞遠方有你》。

最後，陳筱玲州議員由黃登陸先生、楊寶華先生引導至各桌
敬酒，並合影留念。

圖為陳筱玲州議員圖為陳筱玲州議員（（右四右四））與眾僑領在圓桌午宴上合影與眾僑領在圓桌午宴上合影（（右二起右二起））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長方一川執行長方一川、、 「「亞裔選舉聯盟亞裔選舉聯盟」」 主席楊德清主席楊德清、、
徐建勛大律師徐建勛大律師、、陳灼剛陳灼剛、、楊寶華楊寶華。（。（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陳筱玲州議員圖為陳筱玲州議員（（右右 ））頒發頒發 「「德克薩斯州德克薩斯州20222022年度傑出科學與個人年度傑出科學與個人
成就獎成就獎」」 給著名心臟科醫師丰建偉給著名心臟科醫師丰建偉（（左左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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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布，首10個月出口按年跌4.4%，進口
跌3.7%，有形貿易逆差3,155億元，相等於

商品進口貨值7.6%。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按
年下跌 11.6%，馬來西亞跌 25.1%、日本跌
24.1%、內地跌12.9%、印度跌9.9%，輸往新加
坡及韓國則升4.0%。除亞洲的目的地外，德國跌
21.1%、美國跌19.5%。

出口內地跌12.9%
進口方面，泰國跌 23.0%、新加坡跌

18.7%、內地跌18.3%、台灣跌13.4%和日本跌
13.2%。同時，來自越南升 57.8%和菲律賓升
20.1%。

按主要貨品類別分析，“通訊、錄音及音響設
備和儀器”出口貨值減155億元，跌22.7%、“電
動機械、儀器和用具及零件”減95億元，跌
5.1%、“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減70億
元，跌 15.1%和“非鐵金屬”減 27億元，跌

44.8%。“專業、科學及控制用儀器及器具”則增
71億元，升90.3%。進口方面，“電動機械、儀器
和用具及零件”減217億元，跌11.4%、“通訊、
錄音及音響設備和儀器”減159億元，跌22.9%和
“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減61億元，跌
14.9%。同時，“專業、科學及控制用儀器及器
具”增34億元，升36.7%和“雜項製品（主要包括
珠寶、金飾及銀器）”增22億元，升8.4%。

企業嘆“苦苦支撐”
政府發言人表示，展望未來，未來主要先進

經濟體通脹高企及貨幣政策進一步收緊，將於短期
內繼續壓抑環球需求，香港的出口表現會繼續承受
巨大壓力，政府會密切留意情況。

經營出口花園產品及發展自家品牌東江米
“東香醉”的創辦人楊健玉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公司一直有出口花園產品至歐美等地，
自中美貿易戰以來出口訂單每況愈下，加上受到

疫情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化等，運輸成本大增，
客戶下單時比以往審慎得多，今年出口訂單按年
跌了逾兩成。她表示：“我以往有兩個大客戶來
自美國及英國的連鎖店，但都因疫情關係已破
產，一些尾數亦收不到。如要找尋新客戶又需要
投入資金作宣傳，原本的業務已在苦苦支撐，再
投入成本是百上加斤。”

明年夏季訂單少30%
她指出，由於人民幣升值，客戶在購貨時成本

會大增，加上一些交通因疫情已封閉，運輸成本大
增，以“東香醉”為例，現時由內地運至香港的運
費升一倍，部分客戶都會因成本上升已減少訂單，
或迫使公司減價。有些客戶加價後可轉嫁給消費
者，才令其訂單量得以勉強維持。她透露，現時正
在接明年夏季的訂單，按年亦下跌約30%。坦言對
出口前景不樂觀，預計至少要2至3年時間慢慢由疫
情走出來，重新開放交通，出口才會有明顯改善。

香港出口連跌6個月，10月出口整體出口貨值為3,747億

元（港元，下同），按年跌10.4%，跌幅較9月擴大1.3個百

分點；進口貨值3,955億元，按年跌幅擴大4.1個百分點至11.9%，連

跌4個月；10月錄得有形貿易逆差209億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

5.3%。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外圍環境惡化及跨境陸路運輸依然

受阻下，上月商品出口貨值進一步下跌，輸往內地、美國及歐盟的出口

錄得雙位數跌幅，輸往大部分其他主要亞洲市場的出口表現減弱。有港

商亦表示，人民幣升值及交通運輸成本上升影響下，今年出口訂單下跌

逾兩成，並對前景感悲觀，預計需2至3年才能恢復疫情前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環球需求弱 港上月出口挫10.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新
華社發布疫情防控三連評，市場判斷動態清零措
施不斷優化可期，與之最相關的旅遊酒店及航空
機場股重拾升勢，勁飆4%及2%。惟因金融及科
技股乏力，滬深大盤28日均低收，上證綜指報
3,078點，跌23點或0.75%；深圳成指報10,829
點，跌75點或0.69%；創業板指數報2,298點，

跌10點或0.46%。兩市共成交7,583億元（人民
幣，下同），北向資金淨賣出37億元。

銀行股出現回吐
旅遊酒店股暴漲4%，華天酒店及峨眉山A

漲停，中青旅漲7%。航空股也明顯活躍，春秋
航空及華夏航空漲超4%，白雲機場、上海機

場、南方航空及中國國航約漲3%。
隨降準靴子落地，上周五躍升的銀行股

回吐，整體低收近2%。除青島銀行及蘇州銀行
微漲，交通銀行平收，其餘個股悉數收綠。證
券及保險股跟跌。醫療、半導體、房地產、計
算機設備及煤炭等行業股也集體走弱，拖累大
市表現。

香港文匯報訊繼上周三正式發布要
求金融機構支持房地產行業的“金融16
條”後，中國支持房企的“第三支箭”
落地。中國證監會28日再發布支持房地
產企業股權融資政策措施，包括恢復涉
房上市公司併購重組及配套融資，允許
符合條件的房地產企業實施重組上市
等。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分析認
為，支持內地房地產行業的各項政策已
接近歷史最寬鬆時期，恢復房地產上市
企業再融資是重要的政策寬鬆。

中證監發言人指出，為落實黨中
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積極發揮資本市
場功能，支持實施改善優質房企資產負
債表計劃，促進房地產市場盤活存量、
防範風險、轉型發展，證監會決定即日
起在股權融資方面調整優化5項措施。

調整完善境外上市政策
當中包括：一、恢復涉房上市公司

併購重組及配套融資。允許符合條件的
房地產企業實施重組上市，重組對象須
為房地產行業上市公司。二、恢復上市
房企和涉房上市公司再融資。允許上市
房企非公開方式再融資，引導募集資金
用於政策支持的房地產業務，包括與
“保交樓、保民生”相關的房地產項
目。三、調整完善房地產企業境外市場
上市政策。與境內A股政策保持一致，
恢復以房地產為主業的H股上市公司再
融資；恢復主業非房地產業務的其他涉
房H股上市公司再融資。四、進一步發
揮REITs盤活房企存量資產作用。五、
積極發揮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作用。開展
不動產私募投資基金試點，允許符合條
件的私募股權基金管理人設立不動產私
募投資基金，

發言人又表示，積極發揮資本市場
功能，支持實施改善優質房企資產負債
表計劃，加大權益補充力度，促進房地
產市場盤活存量、防範風險、轉型發
展。

中
證
監
發
﹁第
三
支
箭
﹂
內
房
企
允
股
權
融
資

新華社疫情三連評 旅遊酒店航空A股升

今年以來香港出口表現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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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證監會再出招支持房地產企
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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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揭露推特在馬斯克揭露推特在 20202020 年壓制亨特年壓制亨特··拜登貪腐醜聞的原因拜登貪腐醜聞的原因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推特推特（（TwitterTwitter））所有者埃隆所有者埃隆··馬斯克馬斯克

(Elon Musk)(Elon Musk) 星期五晚上發布了重磅炸彈星期五晚上發布了重磅炸彈，，揭露了導致這家科技揭露了導致這家科技
巨頭在巨頭在 20202020 年總統大選的最後幾週壓制亨特年總統大選的最後幾週壓制亨特··拜登拜登 (Hunter(Hunter
Biden)Biden) 貪腐醜聞的原因貪腐醜聞的原因。。

經過長時間的拖延經過長時間的拖延，，馬斯克將他的重大發現外包給了馬斯克將他的重大發現外包給了 SubSub--
stackstack 記者馬特記者馬特··泰比泰比（（Matt TaibbiMatt Taibbi ），），後者發表了一篇長篇文章後者發表了一篇長篇文章
，，講述了講述了 TwitterTwitter 幕後發生的事情幕後發生的事情。。

泰比寫道泰比寫道：“：“最初的一些控制言論的工具是為了打擊垃圾郵最初的一些控制言論的工具是為了打擊垃圾郵
件和金融欺詐者而設計的件和金融欺詐者而設計的。。慢慢地慢慢地，，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時間的推移，，TwitterTwitter
的員工和高管們開始發現這些工具有越來越多的用途的員工和高管們開始發現這些工具有越來越多的用途。。外部人士外部人士
開始請求公司操縱言論開始請求公司操縱言論。。開始是一點點開始是一點點，，然後更頻繁然後更頻繁，，然後不斷然後不斷
增加增加。”“。”“到到 20202020 年年，，相關參與者要求刪除推文已成為家常便相關參與者要求刪除推文已成為家常便
飯飯。。一位高管會寫信給另一位高管一位高管會寫信給另一位高管：‘：‘拜登團隊還有更多內容需拜登團隊還有更多內容需
要審查要審查。’。’回複會回來回複會回來：‘：‘已處理已處理’。”’。”

泰比分享了泰比分享了 20202020 年年 1010 月那次交流的截圖月那次交流的截圖，，其中包含拜登團其中包含拜登團
隊據稱希望刪除的推文鏈接隊據稱希望刪除的推文鏈接。。

泰比寫道泰比寫道：“：“雙方都可以使用這些工具雙方都可以使用這些工具。。例如例如，，在在 20202020 年年
，，特朗普白宮和拜登競選團隊的請求都得到了滿足特朗普白宮和拜登競選團隊的請求都得到了滿足。。但是……這但是……這
個系統並不平衡個系統並不平衡，，它是基於聯繫人它是基於聯繫人。。因為因為 TwitterTwitter 過去和現在都過去和現在都
由一個政治傾向的人組成由一個政治傾向的人組成，，所以有更多的渠道所以有更多的渠道，，更多的抱怨方式更多的抱怨方式
，，向左翼向左翼（（民主黨人民主黨人））開放開放，，而不是向右翼開放而不是向右翼開放。”。”

記者開玩笑說記者開玩笑說：“：“ 內容審核決定的最終傾向是在您將要閱內容審核決定的最終傾向是在您將要閱
讀的文件中可以看到讀的文件中可以看到。。然而然而，，這也是對多名現任和前任高級管理這也是對多名現任和前任高級管理
人員的評估人員的評估。”。”

推特編造從推特編造從““誹謗運動誹謗運動””到到““俄羅斯的虛假信息俄羅斯的虛假信息”，”，自由媒自由媒
體聯手駁斥亨特體聯手駁斥亨特··拜登的貪腐醜聞拜登的貪腐醜聞。。

然後然後，，他迅速轉向了關於亨特他迅速轉向了關於亨特··拜登筆記本電腦被壓制的拜登筆記本電腦被壓制的

““推特檔案推特檔案”。”。
泰比在推特上發文稱泰比在推特上發文稱：“：“我已經看我已經看

到聯邦政府在壓制亨特到聯邦政府在壓制亨特··拜登筆記本電拜登筆記本電
腦的故事中發揮了作用腦的故事中發揮了作用，，但該決定是在但該決定是在
公司最高層做出的公司最高層做出的，，但首席執行官傑但首席執行官傑
克克··多爾西多爾西 (Jack Dorsey(Jack Dorsey））並不知情並不知情 ，，前前
法律法律、、政策和信託主管維傑亞政策和信託主管維傑亞··加德加德
（（Vijaya GaddeVijaya Gadde）） 發揮了關鍵作用發揮了關鍵作用。”。”

根據埃隆根據埃隆··馬斯克分享的調查結果馬斯克分享的調查結果
，，TwitterTwitter 前首席法律官維賈亞前首席法律官維賈亞··加德在加德在
20202020 年壓制亨特年壓制亨特··拜登筆記本電腦的貪拜登筆記本電腦的貪
腐醜聞中發揮了腐醜聞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關鍵作用”。”。

泰比寫道泰比寫道：“：“他們只是隨心所欲他們只是隨心所欲。。
一位前僱員這樣形容這個決定一位前僱員這樣形容這個決定：‘：‘黑客黑客
是藉口是藉口，，但在幾個小時內但在幾個小時內，，幾乎每個人幾乎每個人
都意識到這是行不通的都意識到這是行不通的，，但沒有人有勇但沒有人有勇
氣改變它氣改變它 。。''””

泰比隨後分享了加德泰比隨後分享了加德、、推特前信任推特前信任
與安全主管約爾與安全主管約爾··羅斯和推特發言人特羅斯和推特發言人特
倫頓倫頓··肯尼迪之間的交流截圖肯尼迪之間的交流截圖，，後者寫道後者寫道：“：“我正在努力理解將我正在努力理解將
其標記為不安全的政策依據其標記為不安全的政策依據。”。”

根據根據 泰比分享的另一張截圖泰比分享的另一張截圖，，推特前全球傳播副總裁布蘭推特前全球傳播副總裁布蘭
登登··博爾曼博爾曼（（Brandon BorrmanBrandon Borrman）） 當時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當時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我我
們能如實聲稱這是政策的一部分嗎們能如實聲稱這是政策的一部分嗎？”？”

TwitterTwitter 前副總法律顧問吉姆前副總法律顧問吉姆··貝克回答說貝克回答說：“：“我支持我們需我支持我們需
要更多事實來評估這些材料是否被黑客入侵的結論要更多事實來評估這些材料是否被黑客入侵的結論。”。”但補充說但補充說
：“：“我們有理由假設他們可能已經被黑客入侵我們有理由假設他們可能已經被黑客入侵，，並且有必要保持並且有必要保持
謹慎謹慎。”。”

泰比隨後透露泰比隨後透露，，民主黨眾議員羅民主黨眾議員羅··卡納卡納 (Ro Khanna)(Ro Khanna) 就就““強強
烈反對的言論烈反對的言論””與加德取得了聯繫與加德取得了聯繫，，並指出卡納並指出卡納““是我在檔案中是我在檔案中
能找到的唯一一位表達擔憂的民主黨官員能找到的唯一一位表達擔憂的民主黨官員”。”。

加德通過加德通過““深入研究深入研究””推特的政策來回應加州立法者推特的政策來回應加州立法者，，但卡但卡
納警告加德納警告加德““這似乎違反了第一修正案的原則這似乎違反了第一修正案的原則。”。”

卡納寫道卡納寫道：“：“我說這完全是拜登的一個黨派我說這完全是拜登的一個黨派，，並堅信他沒有並堅信他沒有
做錯任何事做錯任何事。。但現在的故事更多地是關於審查制度但現在的故事更多地是關於審查制度，，而不是相對而不是相對
無害的電子郵件無害的電子郵件，，而且它正在變得比以前更重要而且它正在變得比以前更重要。”。”

美國民主黨眾議員卡納警告美國民主黨眾議員卡納警告 TwitterTwitter 高級官員關於第一修正高級官員關於第一修正
案對在案對在 20202020 年大選期間壓制亨特年大選期間壓制亨特··拜登貪腐醜聞的影響拜登貪腐醜聞的影響。。

泰比的病毒式討論揭示了泰比的病毒式討論揭示了 TwitterTwitter 從研究公司從研究公司 NetChoiceNetChoice一一
天之內收到的一份報告天之內收到的一份報告，，據稱該報告對至少據稱該報告對至少““1212 名國會議員名國會議員 --
99 名共和黨人和名共和黨人和 33 名民主黨人名民主黨人””進行了民意調查進行了民意調查，，內容涉及科技內容涉及科技
巨頭巨頭。。 NetChoiceNetChoice 警告警告 TwitterTwitter，，華盛頓特區等待著他們的是一華盛頓特區等待著他們的是一
場場““血洗血洗”，”，國會山的一位人士將其行動比作國會山的一位人士將其行動比作““科技進入好萊塢科技進入好萊塢
的時刻的時刻”。”。

根據據稱泰比看到的根據據稱泰比看到的 NetChoiceNetChoice 發給發給 TwitterTwitter 的報告的報告，，民主民主
黨立法者之間的溝通表示社交媒體需要更多的節制黨立法者之間的溝通表示社交媒體需要更多的節制，，並表示並表示““第第
一修正案不是絕對的一修正案不是絕對的”。”。

泰比強調多爾西似乎並不知道推特採取的各種行動是在他不泰比強調多爾西似乎並不知道推特採取的各種行動是在他不
知情的情況下決定的知情的情況下決定的，，並指出他發給加德的一封電子郵件中提到並指出他發給加德的一封電子郵件中提到

了泰比本人寫的一篇批評推特行為的文章了泰比本人寫的一篇批評推特行為的文章。。
根據記者馬特根據記者馬特··泰比分享的埃隆泰比分享的埃隆··馬斯克的調查結果馬斯克的調查結果，，推特前推特前

首席執行官傑克首席執行官傑克··多爾西顯然不知道他的公司正在採取政策行動多爾西顯然不知道他的公司正在採取政策行動
來壓制亨特來壓制亨特··拜登筆記本電腦的貪腐醜聞拜登筆記本電腦的貪腐醜聞。。

關於關於 TwitterTwitter 當時不斷引用的所謂當時不斷引用的所謂““黑客材料黑客材料””政策政策，，泰比引用泰比引用
了了““多個消息來源多個消息來源”，”，他們表示該政策通常需要官方他們表示該政策通常需要官方//執法部門執法部門
發現黑客行為發現黑客行為。。但這樣的發現從未出現在一位高管所描述的全公但這樣的發現從未出現在一位高管所描述的全公
司範圍內司範圍內 2424 小時的小時的‘‘旋風式旋風式’’混亂中混亂中。。 ””

就連演員詹姆斯就連演員詹姆斯··伍茲也被泰比的推特帖子刷屏了伍茲也被泰比的推特帖子刷屏了，，他透露他透露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要求刪除他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要求刪除他在 20202020 年年 1010 月發布的一條推文月發布的一條推文。。
伍茲向福克斯新聞的塔克伍茲向福克斯新聞的塔克··卡爾森發誓卡爾森發誓，，他將起訴民主黨全國委他將起訴民主黨全國委
員會試圖讓他閉嘴的行為員會試圖讓他閉嘴的行為。。

泰比總結了這個話題泰比總結了這個話題，，稱其為稱其為““對我來說旋風般的對我來說旋風般的 9696 小時小時
”，”，但他開玩笑說但他開玩笑說““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對影子禁令包括對影子禁令、、提升提升
、、追隨者數量追隨者數量、、各種個人賬戶的命運等問題的回答各種個人賬戶的命運等問題的回答，，以及更多的以及更多的
問題問題。”。”

馬斯克本人開玩笑說馬斯克本人開玩笑說，“，“TwitterTwitter 文件的第文件的第 22 集集””將在周六將在周六
舉行舉行，，同時還有同時還有““現場問答現場問答”。”。

自上個月接任以來自上個月接任以來，，馬斯克幾乎沒有浪費時間在推特上留下馬斯克幾乎沒有浪費時間在推特上留下
自己的印記自己的印記。。

當談到當談到 TwitterTwitter 過去和現在在平台上策劃內容過去和現在在平台上策劃內容（（包括被審查包括被審查
的內容的內容））時採取的行動時時採取的行動時，，馬斯克一直表示要保持透明馬斯克一直表示要保持透明。。

眾所周知眾所周知，，TwitterTwitter 阻止其用戶在推文和私信中分享紐約郵阻止其用戶在推文和私信中分享紐約郵
報對亨特報對亨特··拜登筆記本電腦貪腐醜聞的報道拜登筆記本電腦貪腐醜聞的報道。。

當時當時，，TwitterTwitter安全部門聲稱這些文章違反了其安全部門聲稱這些文章違反了其““黑客材料黑客材料
政策政策”。”。 TwitterTwitter 時任時任 CEOCEO 傑克傑克··多爾西承認他公司的行為是錯多爾西承認他公司的行為是錯
誤的誤的。。

許多評論家認為許多評論家認為，，大型科技公司和媒體對亨特大型科技公司和媒體對亨特··拜登貪腐醜拜登貪腐醜
聞的壓制足以使選舉有利於他的父親喬聞的壓制足以使選舉有利於他的父親喬··拜登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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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違反香港國安法，被

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等罪行，法庭早前批准黎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到港為他辯護，香港律政司幾經上訴直

至向特區終審法院直接申請上訴許可，28日終院

拒絕了律政司的申請。香港各界高度關注，法庭

的裁決是否符合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精神，

會否導致國家安全風險。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

超隨即表明，將就香港國安法向中央政府提交報

告，並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香港國安

法，就沒有香港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

大律師，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案件的工作作出解釋。政府深夜發消息指，

李家超已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黃書蘭

律政司上訴終院遭拒 黎智英案英御狀獲准出庭

特首連夜提請釋法堅決化解國安風險

英國御用大律師Timothy Wynn Owen獲高等法
院批准以“專案認許”方式，為被控“串謀勾

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行的黎智
英出庭辯護；律政司經過多番上訴無效後，日前向
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28日下午終院作出裁決，
拒絕律政司的申請。李家超隨即於28日傍晚舉行記
者會，宣布將會在向中央政府提交的國安法履職情
況報告中講及這宗案件，並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
會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條作出解釋，以釐清：
根據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沒有本地全面
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師，可否以任何形式參
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

根據中央要求召開特區國安委會議
李家超介紹，他27日收到中央政府按香港國安

法第十一條發出的函件，要求就香港國安法實施以
來，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包括特區國
安委工作等有關情況提交報告，函件並有指明事項
的附件。李家超就此召開了香港特區國安委會議。

他強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

“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根據香港國安法第
三條，香港特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特
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應當有效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在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問題上，特區的立場清晰、堅定
不移。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兩年多，對維護香港秩
序和安全起了重要作用，不單撥亂反正，法治亦得
到鞏固。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各方面都
變得更安全穩妥。“我會梳理相關情況，並按中央
要求盡快提交報告。”

在宣布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決定
後，李家超表示，作出釋法建議的考慮和關注包括
八個方面（見表）。他特別提到，國家安全風險複
雜多變。外國及境外勢力對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和實
施持有敵視態度，多番公然試圖干預香港國安法的
實施。部分國家因政治利益和目的已宣布或採取措
施針對中國和香港特區，包括以不同形式制裁、限
制或禁止售賣及使用產品等，亦有外國官員或政客
公開施壓要求法律界甚至商界人士杯葛香港，阻止
他們參與香港正常活動。“因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未有停止，我們更要對其帶來的國家安全風險提
高警覺。”

“三沒有”構成潛在風險
李家超特別表明，在現行的制度下，香港特區

沒有有效方法可排除海外律師或大律師因其國家利
益而產生利益衝突；也沒有有效方法可確保其不受
外國政府、組織或個人施壓、脅迫或操控；也沒有
有效方法可確保其會遵從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三條有
關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私
隱的保密規定。他指出，“基於這些潛在風險，容
許海外律師或大律師參與處理國安案件，是否符合
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原意和目的？”

至於香港居民有選擇律師的權利問題，李家超
表明，被告人選擇律師的權利是指可從在香港擁有
全面執業資格的律師中挑選自己的律師，而非沒有
上述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即使危害國安犯罪案件
的被告人不能聘請海外律師為法律代表，也符合香
港國安法第四條及第五條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權利
和自由的要求。

香港國安法相關條文

第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立法
機關、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本法和
其他有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
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
活動。

第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司法機關
應當切實執行本法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現行法律有關防範、制止和
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
規定，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第十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就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
務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並就香
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
職責的情況提交年度報告。

◆如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求，行政
長官應當就維護國家安全特定事
項及時提交報告。

第六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
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

第六十五條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來源：香港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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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書蘭）
李家超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如
何處理黎智英危害國安案原定將於
後日開庭審訊的問題。李家超表
示，他會盡快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
報告，以及要求中央盡快考慮他的
提請；他並相信，像這樣重要的事
情，中央定會特別重視，事件會盡
快得到解決。他透露，律政司司長
將向法庭申請押後相關審訊，“做
法也是適當的。”

市民有權選擇香港律師
在被記者問到今次提請釋法

會否損害市民選擇律師的權利，

以及外籍法官處理國安案件是否
有問題時，李家超重申，香港居
民有選擇律師的權利，根據本地
案例說明，是指可從在香港擁有
全面執業資格的律師中挑選自己
的律師，而不是沒有上述執業資
格的海外律師。

他又強調，今次爭議僅針對從
海外來港、在香港沒有全面執業資
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師，而香港特
區的法官的任命是有推薦和被任命
的制度，亦須要經過品格審查，香
港國安法中亦有指定法官的制度，
確保國安法能順利運作，所以兩者
不能混為一談。

◆大批記者28日下午在香港終審法院外等
候頒布書面判詞。 中通社

特首建議提請釋法的八點考慮和關注
◆香港國安法是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為維護國

家主權和安全而制定的全國性法律

◆香港國安法相對香港特區本地法例有凌駕性

◆國家安全風險複雜多變，防範危害國家安全工
作絕不容易

◆外國及境外勢力對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和實施持
有敵視態度，干預香港事務未有停止

◆香港國安法多條條文均要求香港特區有關機關
履行責任，有效防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

◆香港特區沒有有效方法可以：排除海外
律師或大律師因其國家利益而產生利益
衝突；確保其不受外國政府、組織或個
人施壓、脅迫或操控；確保其會遵從香
港國安法的保密規定。基於這些潛在風
險，容許海外律師或大律師參與處理國
安案件，是否符合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
安全的立法原意和目的

◆香港居民有選擇律師的權利，是指可從在香港
擁有全面執業資格的律師中挑選自己的律師

◆作為行政長官和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主席，就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按香港國
安法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來源：特首就香港國安法提交報告並建議提請釋法的聲明

特首建議提請釋法釐清的問題
根據香港國安法的

立法原意和目的，沒有

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

外律師或大律師可否以

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

作？

◆◆李家超李家超2828日晚在政府總部見記者日晚在政府總部見記者，，
表示會就國安法建議提請人大常委會表示會就國安法建議提請人大常委會
釋法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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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限三天愛上我》高甜開播
壹吻開啟甜蜜限時愛情之旅

由騰訊視頻、陜西芒果影視文化

有限公司、陜西廣電影視文化產業發

展有限公司、咕咕工作室出品，深圳

瑞思方中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霍爾

果斯小孔乘象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北京眨眼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青年導演林森執導，鄭藝彬、譚鹽

鹽領銜主演，紀壹瞳、安欽夫、馬

紫璇、翼小英、王子瑩等出演的現代

愛情奇“換”短劇《時限三天愛上

我》今日正式上線騰訊視頻，“百變

總裁”單壹凡與“鬼馬少女”夏洛洛

陰差陽錯不得不愛的契約戀愛故事即

將開啟！

劇情設定推陳出新
百億總裁大玩變身“吻不停”
《時限三天愛上我》講述了男主

單壹凡（鄭藝彬 飾）作為

百億總裁，雖然“財貌”雙

全，但冰冷外表下藏著壹個

不為人知的秘密：只要觸碰

他人五秒以上就會變成那個

人的模樣，三天之後才能恢

復自己的樣貌。壹場陰差

陽錯的邂逅，他意外找到

了能夠變回自己的秘方，

這個秘方就是壹位古靈精

怪，粗神經大條的女孩夏

洛洛（譚鹽鹽 飾），只要

兩人接吻就能變回自己。

為此，單壹凡強制把夏洛

洛留在身邊，壹場高冷總

裁與普通少女的奇妙戀愛

記正式開啟……

該劇在甜寵的基礎上玩

轉新意，極為新穎地加入

了接 吻 自 動 變 身 的 劇 情

設 定 ， 將 天 馬 行 空 的 奇

幻 色 彩 與 都 市 愛 情 題 材

完美結合，為原本固化的

“總裁戀愛文”註入了新

的生命力。而“接吻”的強

情節設定，讓男女主各種花

式吻戲不斷上演，甜寵值滿分。此

外，錯綜復雜的情節鋪陳，綠茶與

女主情感、工作互鬥，爭家產、鬥

青梅，人物關系不斷反轉等，也使

得該劇更加具有戲劇沖突性和可看

性。這種甜中加料，高能呈現密集

爽點的奇幻甜寵劇，相信定會為觀

眾帶來不少驚喜。

全員高顏值青春陣容在線狙心
男女主cp感十足磕上頭
為了讓觀眾有更好的觀劇體驗，

劇集啟用了壹眾高顏值實力派青年演

員。高冷帥氣的百變總裁單壹凡由青

年演員鄭藝彬出演，其憑借《聲入人

心第二季》《偶像練習生》被大眾所

熟知，在《靈域》《喵喵汪汪有妖怪

》等作品中均有亮眼的表現，陽光帥

氣、身材高挑的他簡直本色出演！古

靈精怪但溫柔善良的女孩夏洛洛則是

由曾在《我和我的時光少年》《我

在未來等妳》《我的初戀是暗戀》

中有不俗表現的譚鹽鹽飾演。從已

曝光的物料，網友們紛紛表示磕到

了，兩個人的互動太甜了，cp感簡

直是要彈出屏幕了。此外，紀壹瞳

、安欽夫、馬紫璇、翼小英、王子

瑩等演員或青春靚麗或實力出眾，

他們不僅自身特點鮮明，演技和實

力更是不容小覷。

高顏值青春組合與高甜戀愛模式

雙向加持，相信此次《時限三天愛上

我》定會為大家帶來與眾不同的觀劇

體驗，更多精彩，鎖定騰訊視頻全網

獨播！

《第二次擁抱》：
春山可望，未來可期

由尹麗川執導，陳數、杜淳領銜主演，張歆藝、李乃文、馬蘇、周

放、趙曉蘇、毛毅聯合主演的都市情感劇《第二次擁抱》即將於11月27

日在深圳衛視播出。該劇講述了四位都市女性在經歷生活波折與愛人漸

行漸遠後，如何重新尋找到自我，再次尋找人生幸福的故事。

該劇描述了四位中青年女性的家庭生活、事業發展，分別由陳數、張

歆藝、馬蘇、周放飾演，對應的男主人公有杜淳、趙曉蘇、李乃文、毛

毅，電視劇的主線以陳數飾演的方原的家庭變故開始，杜淳飾演的丈夫

為了公司發展借了P2P，結果運營不利被放貸公司起訴，方原放棄為保

住財產離婚的做法，而是賣房子籌錢救丈夫，並重返職場。在夫妻兩個

逐漸適應新的生活過程中，卻又遭遇丈夫和女歌星的感情糾葛、好朋友

抑郁自殺、項目開展中的道德拷問等等。同時，張歆藝飾演的金璐作為

壹個畫廊策展人，面對男朋友的真心相待，在經歷了是結婚還是單身的

糾結後，終於選擇進入婚姻，並改變了以自我為中心待人處事態度。而

馬蘇飾演的尤筱竹是壹個律師，丈夫（李乃文飾演）是壹個曾經出過劇

的編劇，整日在牢騷和資方的吵架中度過，總是逃避現實和責任，馬蘇

則因為在家庭角色中獨自承擔了經濟、家務等，感到疲憊，終於壹切在

筱竹疑似胃癌中得到了改變。丁木木是壹個鋼琴私教老師，獨自帶著女

兒生活，頻頻搬家並有點神秘，在劇情發展中逐步發現真相。而令人痛

心的方原（陳數飾演）曾經在報社的好朋友如英，因為丈夫涉嫌非法集

資、家庭暴力、長期在家失去回到社會的機會，最有抑郁自殺。

該劇在選擇演員時，首先考量了其與角色的適配度。在尹麗川看來，

方原是曾經的文化記者，註重生活細節，事事追求完美，工作能力也極

強。生活中的陳數便是優雅的代名詞，每壹件事都會安排得井井有條。

包括在拍攝現場，她總會坐在壹旁喝茶，看得出對生活質量很講究，觀

眾壹看就會相信她是方原。張歆藝飾演的金璐頗為“本色出演”。生活

中的張歆藝和金璐相似，性格外放、可愛又幽默。同樣作為壹位母親，

張歆藝也經歷過生育的痛苦與焦慮，在表達壹些態度的時候更顯真實感

。馬蘇飾演的尤筱竹是壹名律師，但生活卻壹地雞毛。在尹麗川看來，

馬蘇是很有“煙火氣”的演員，有她在的地方就很熱鬧。而周放與丁木

木在性格上並不像其他女演員壹樣契合。丁木木溫柔謹慎，周放的性格

更加大大咧咧。丁木木這個角色來源於尹麗川接觸過的壹名鋼琴家教。

有壹次家教遲到了，她連連表達歉意，並表示是因為電動車壞在了半路

。於是尹麗川便聯想了這樣壹位獨自撫養女兒的鋼琴老師。“周放的眼

神中有讓人心疼的東西，就像壹只鹿。”

在柴米油鹽的生活面前，詩意和遠方只能是錦上添花，喜怒哀樂才是

最真實的生活寫照。誰家都不例外，例外的只是喜怒哀樂的緣由和情節

。對於每壹個人來說，既然選擇了生活，就要勇敢去面對。而且要相信

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亦沒有壹成不變的幸福。正如劇中臺詞所說的那

樣，春山可望，未來可期。

徐璐《我們的當打之年》火熱開播

演繹逆風翻盤的當打人生
由徐璐、陳都靈領銜主演的女性都市劇《我們的當打之年》正式開播。該劇講述

了谷嶠（徐璐飾演）和袁歌（陳都靈飾演）兩個性格和人生軌跡截然不同的女性，在

大城市裏攜手同行、相互扶持、破立前行的故事。開播後成功吸引不少網友的關註和

討論，紛紛表示“喜歡徐璐演的谷嶠的人設”“很期待谷嶠在職場上的蛻變”。

逆風翻盤 詮釋當打之年
劇中徐璐飾演的谷嶠在畢業後選擇留在小城市生活，在即將步入人生新階段時，

壹場變故將生活軌跡扭轉。面對背叛自己的愛人和窒息的原生家庭，谷嶠勇敢地將過

去的生活“斷舍離”，開啟了全新的進階之路。劇中徐璐刻畫的谷嶠敢愛敢恨、果敢

堅毅，擁有著從頭開始的無限勇氣。徐璐通過兩集三種不同的哭戲，細膩地把角色內

心的情緒展現得淋漓盡致，極具層次感地加深了角色形象的飽滿度，讓人物充滿真實

感和煙火氣。

重啟人生 演繹進階之旅
《我們的當打之年》以獨特的女性視角聚焦都市女性的成長與蛻變，演繹真誠溫

暖的女性力量。徐璐飾演谷嶠時隔八年重啟職場生活，0經驗的職場小白將要面臨種

種女性職場困境，谷嶠該如何迎難而上、巧妙化解？面對如此嚴峻的職場生存考驗，

讓觀眾對谷嶠的奮鬥進階史產生了更多的好奇。

演員徐璐近年來不斷輸出優質作品，從《風聲》裏機敏聰慧的間諜顧曉夢，到剛

剛收官的網絡安全劇《妳安全嗎》中飾演的木桐，她用心雕琢每壹個人物，並不斷解

鎖多種身份。待播作品還有《月歌行》《金牌客服董董恩》《廣州十三行》《少女江

湖》等。據悉，古裝仙俠劇《月歌行》也已完成後期制作，也將會在近期與大家見面

，這也是徐璐首次嘗試仙俠劇。在已經露出的預告中，可以看到她靈動且堅定，充分

展示出柳梢俠氣勇敢的壹面。期待演員徐璐帶來更多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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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達華朱潔儀展示水墨畫
支持香港與內地藝術交流

陳十三今次在《驅》片身兼導演及
編劇，他透露是以舊有元素的另

一個時空全新故事，但有網民認為吳
千語演馬小玲不及當年萬綺雯的長腿
吸引，陳十三說：“沒必要比較，
是各有特色，當初的馬小玲也是
我選，太太（萬綺雯）都滿意新

版！”問是否也會找太太萬綺雯出
山？他大賣關子表示戲中會有連串驚
喜，且不止一個驚喜，而太太最近亦
已回港，內地的民宿生意暫交其他人
打理。

吳千語全片均穿黑皮褸短裙走型格
路線，跟從前很多色彩的馬小玲很不一
樣。由於動作多，拍攝前千語接受了兩
個月的訓練，而穿短裙拍打戲，她都做
足措施防走光（露餡）。電影已進行拍
攝，千語指日前吊鋼絲被吊到3、4層樓
高，最初她以為自己沒畏高，但吊到最

高點發覺也有少少畏高。她又透露戲中
要學練手印，不過最難反而是拳腳動
作，幸暫時也沒受傷，只是一些輕微碰
撞。提到網民指她不夠萬綺雯長腿吸
引，千語說：“都不能比，她的經典深
入民心，而且今次角色性格造型也不一
樣。”會否期待與萬綺雯一起兩個馬小
玲同場相遇？她笑指如果導演有安排，
她當然期待。

郭柏妍不用化老妝
黃宗澤與蔡潔一同受訪，而兩人

原來已6度合作，但都未有機會談情。
黃宗澤在《驅》片重演當年尹天照所
演的況天佑，他指只會有當年角色的
影子和感覺，對白會追上潮流，拍攝
手法也用到大量CG特技效果，他演出
前也重溫過該劇十多集。而戲中他有
大量吊鋼絲和CG演出，由於他演殭

屍，要戴兩副特製的隱形眼鏡：“這
是我人生第一次戴隱形眼鏡，加上我
眼比較乾，要勞煩工作人員為我戴上
和脫下來，過程感覺好難受，不過出
來效果挺恐怖，見到我都會被嚇
到。”另外他亦要戴殭屍獠牙的假
牙，但不是太過誇張，會以新方式去
嚇人。蔡潔演當年楊恭如飾演的王珍
珍，28日的戴眼鏡造型也有點對方的
影子，蔡潔坦言也自覺有點像楊恭
如，不過其他造型則會完全不同。

郭柏妍首次參與電影演出感覺好
興奮，因為以前只會去看電影，沒想
到自己會有機會在電影中出現。今次
她演一個60多歲但被殭屍咬過後外表
一直保持20多歲的圖書館管理員，她
不用化老妝演出，而在拍攝時，她聽
完吳千語和蔡潔吊鋼絲的經歷，自己
也好想有機會拍動作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棠）《滬港水墨藝
術巡展2022》 28日開幕，有份展出作品的任達
華和朱潔儀都有到場，而以水墨寫出“道”和
“拳”的郭富城因有事未能出席，大會更邀得
中聯辦經濟部貿易處綜合組處長馬戰軍主禮及
致辭。

任達華表示今次展出的畫作以“元”為
主題，是在這兩年疫情中創作近30幅作品中
挑選出來，最花時間的一幅畫了兩日時間，
而每幅畫的構思都是用天馬行空的想法、幻
想出外星人的樣貌，特徵是都有一對眼和
耳，表達溝通是需要用到眼睛對望，又專誠

起用了許多色彩，如像香港的霓虹燈，寓意為
黑暗注入明亮。而今次展出的作品是第一步，
他透露正計劃明年先出畫冊、再辦首個個人畫
展；並希望香港能有更多藝術館和平台，支持
香港和內地藝術家有更多機會合作與交流。

朱潔儀稱今次能與香港及內地的藝術家，
以及兩位藝術造詣高、堪稱是臥虎藏龍的影帝
一同展出作品，深感榮幸；亦希望在其他畫家
身上從中學習，令自己得以進步。她表示展出
的作品主力是以和暖的色調呈現香港景色，表
達對香港的情懷，而啟發點是受疫情影響，近
兩個月才開始跟朋友聚會，有溫暖的感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馬國明（馬
明）、黃嘉樂與婚禮攝影師太太江惠賢（Saman-
tha）28日一同出席“新婚生活易大賞”頒獎典
禮；新婚只有3個月的黃氏夫婦恩愛到場，表示
會努力造人，Samantha更指老公肖馬、與明年
兔年很夾，會全力配合。二人透露有意到土耳其
度蜜月兼再拍婚照，笑言可向有意明年結婚的馬
明獻計，邀請對方和湯洛雯（靚湯）同行，負責
出機票錢，Samantha就免費為準新人拍婚照。

馬明得悉嘉樂的建議後，表示沒想過土耳其
這個地方，但也可與靚湯商量，又指最近收到許
多人預早祝福、笑言大家也可預早給人情，縱使
未有擺酒的計劃，但有考慮過辦結婚派對，只是
賓客名單要小心處理，以免掛萬漏一，到時亦會
向嘉樂和林子善幾位已婚兄弟請教，但婚禮細節
仍要跟靚湯從長計議。提到已與靚湯搬到愛巢新
居，他稱搬屋真的有很多瑣碎事，暫時只執拾了
八成，尚要努力，但就自誇叻仔，由自小到大靠
媽咪、到現在自行處理家務做住家男，對洗衣

服、洗碗和倒垃圾尤其強項，但自爆也鬧出過糊
塗事件，曾把靚湯的白襯衫洗到染色，但強調彼
此相處愉快。

香港文匯報訊 近期忙於拍攝資訊節目及《愛．回
家》的關嘉敏（Carman）早前抽出空檔期參與家族旅行
活動，出發到韓國濟州島。

被問到去韓國是否放肆大吃大喝長胖回來？Carman
居然話：“不是呀！我是瘦了回來，因為不敢吃那麼多
怕回來穿不下出席TVB台慶的晚裝，我每次和美食合照
完之後都是吃2口就收手，之後就看着家人吃，自己就
唯有喝多幾口水就算，每晚就在酒店做運動。”

今次到在韓國可有異地情緣？Carman：“好可惜無
異地情緣發生，但是就充滿長輩緣，在韓國有餐廳侍應
及有馬來西亞旅客認得我，還叫我好好加油！”今年萬
千星輝頒獎典禮首次被提名飛躍進步女藝員，Carman表
示：“一收到消息被提名真的好開心好激動，到心情平
復後就同自己講有提名證明努力是沒白費，其實得到大
家那麼支持我真的好感動，無論結果是怎樣都好我都會
繼續努力，繼續做我喜歡的演藝工作。”

黃宗澤戴隱形眼鏡扮殭屍駭人

萬綺萬綺雯雯滿滿意意
馬小玲吳千語吳千語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我和殭屍有個約會》電影版《驅魔龍族馬小玲》28日舉行開鏡拜

神儀式，導演及編劇陳十三、演員吳千語、黃宗澤、蔡潔、郭柏妍、蘇麗珊、謝雪心、張永歆及童星

黃梓樂等出席。對於有指吳千語演馬小玲不及當年萬綺雯的長腿吸引，陳十三則表示沒必要比較，更

指萬綺雯都滿意新版人選。而扮演殭屍的黃宗澤則透露人生第一次戴隱形眼鏡，而出來效果相當駭

人。

計劃赴土耳其度蜜月
黃嘉樂夫婦想生兔寶寶

陳凱琳宣布懷第三胎

關嘉敏遊韓國
不敢大吃大喝

◆◆黃宗澤與蔡潔多次合作黃宗澤與蔡潔多次合作，，
過去拍戲都未有機會談情過去拍戲都未有機會談情。。

◆◆由於今次由於今次
拍 攝 動 作拍 攝 動 作
多多，，吳千語吳千語
早前已接受早前已接受
了兩個月的了兩個月的
訓練訓練。。

◆◆萬綺雯的招牌長腿極萬綺雯的招牌長腿極
富吸引力富吸引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驅魔龍族馬小玲驅魔龍族馬小玲》》2828日舉行開鏡拜神儀式日舉行開鏡拜神儀式。。

◆黃嘉樂夫婦有意約馬明（左）及靚湯一起旅
遊。

◆

陳
凱
琳
跟
鄭
嘉
穎
結
婚
後
已
誕

下
兩
個
兒
子
。

◆◆關嘉敏表示在關嘉敏表示在
外地有長輩緣外地有長輩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陳凱琳與鄭嘉穎
28日各自在社交平台上報喜，宣布即將迎來三胎
寶寶的出生，發文中提到：“人生有很多未知
數，但我知道和你相遇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事，很
高興和大家分享我們即將迎來一位家庭新成員，
我們的第三個寶寶。感謝大家的祝福！”他們同
時晒出一段視頻，視頻中鄭嘉穎撫摸愛妻陳凱琳
孕肚，夫妻二人甜蜜放閃。

鄭嘉穎與陳凱琳在2018年8月結婚，四年抱
三，實在可喜可賀，而網民亦送上大量祝福。



李元鐘保險李元鐘保險 以專業與豐富的保險規劃而著名以專業與豐富的保險規劃而著名
專精奧巴馬醫保專精奧巴馬醫保、、老人保險老人保險、、汽車與房屋保險汽車與房屋保險

(本報休斯頓報導)
美國保險之所以不可輕
忽，是因為萬一出意外
費用太高，在有狀況時
，集合眾人的力量，去
幫助一個人、家庭或機
構，在遇到意外時才有
一定的財務支付能力，
能適時解決問題，不會
打亂生活的秩序。無論
是老人保險、車險、房
險、或是健康保險、商

業保險，都要符合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因此，好的保險規劃，對每個人或是家庭、機構都至關重
要。
專業與經驗俱豐

李元鐘保險公司素來以擁有多個專業執照、與豐富的保險規劃經驗而著名，其保險顧問更樂
意站在消費者的角度，為每位客戶認真地研究保險計畫，做到更完美的風險管理。

不可諱言，對於消費者來說，能找到最好的計劃、並且節省比價的時間，是選擇保險公司的
重要關鍵。尤有甚者，在複雜的不同保險計畫中，能為消費者耐心解說，更能贏得客戶的青睞。

李元鐘保險公司的服務團隊，不僅了解保險業的內部運作機制，在客戶出險過程都能提供必
要且完整的協助，更能以自身經驗，詳細的為客戶的需求設想，貼心的為華裔民眾考量各種可能
性，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服務範圍

李元鐘保險公司的服務範圍涵蓋市面上大部分的重要險種，像是奧巴馬醫保、老人保險、汽
車險、房屋險、健康保險、商業保險、壽險等。
奧巴馬醫保申請

李元鐘保險公司獲得美國政府頒發2018至2022年健康保險公司精英獎，專精美國全民健保奧
巴馬醫保，免費諮詢、免費申請，每月保費可低至$0元。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民眾無需
擔心之前的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歡迎洽詢。
老人保險具口碑

在李元鐘保險公司，老人保險的服務非常周到，也最具口碑。大部分的老人家選擇保險公司

是看服務好不好，同時也要看能不能符
合需他們的需求。李元鐘保險公司的經
理會先跟老人家們細談，幫長輩們看他
們健康情況，怎麼樣的保險計畫最符合
，怎麼樣的計劃最貼近他們的需求與狀
況，後續的服務也非常好，贏得許多老
年人的肯定。

李元鐘保險公司也要提醒長者們，
每年的一月開始至三月底，老人健康保
險還可以換計畫，如果之前的保險計畫
不符合需要，或是自己的健康狀況、生
活狀況有變化，都可以尋求更好的可能
性，歡迎長輩們到李元鐘保險公司諮詢
。

有些老人家換保險公司是因為服務
人員回答不專業，沒有耐心解說，這在
李元鐘保險公司是不可能發生的。這裡
的每一個工作人員都非常親切、有耐心
，老人家對保險計劃有許多地方不了解
，所以工作人員都細心清楚的回答，讓
他們明白不同計畫的要點何在，對自己
有哪些幫助。
汽車保險

美國數百種汽車保險公司中，有人
喜歡比較價錢，找便宜的價格，也有人
比較看重保障的內容，多半的人在選汽
車保險時都是希望省錢，然而，需要注意保障項目是否完整，萬一出狀況能否獲得理賠，李元鐘
保險公司以專業、誠信的態度為客戶著想，提供最優的保險建議。
房屋保險

房子以其結構，年代久了會有故障或損毀的時候，有時也會遇到天災發生，不論是發生意外
或狀況，都希望能迅速有效的進行復原，以最小的代價讓民眾回歸正常生活。無論是哪一種房子

，李元鐘保險公司為客戶從個人信用紀錄、與多重保單
等外在條件，為客戶爭取最優惠的保險費率折扣。在房
屋保險裡，有非常專業的條文規定、與除外責任，業主
投保前一定要謹慎，看看哪些原因及項目是在保障範圍
、和除外範圍。

需要注意的是，德州的保單有分等級，有些看起來
價格比較低，但是有可能發生事故理賠的也不多。有些
有扣掉折舊，有些沒有，如果弄不清楚，民眾可以拿保
單來李元鐘保險公司，這邊的工作人員會幫你看所買的
保單內容與等級，是不是符合需要。

德州房屋保險的趨勢是上漲，價格慢慢往上，如果
你的信用分數好的話，買房屋保險會相對的便宜，因此
，維持好的信用分數也很重要。

詳情請洽休斯頓李元鐘保險公司Kevin 謝經理，電
話（832）500-3228，郵箱 Houston@johnleeins.com 。
地址: 7001 Corporate Dr., # 201, Houston。

休城工商 BB88
星期二       2022年12月6日       Tuesday, December 6, 2022

聯合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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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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