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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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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hauemail@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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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安娜葉安娜
專精房屋買賣專精房屋買賣

2200餘年房地產經驗餘年房地產經驗﹐﹐全職服務全職服務﹐﹐專業熱心專業熱心
讓你的房子賣得快讓你的房子賣得快﹑﹑賣的好賣的好
電話電話:: 281281--766766--84818481
email: Properties@annaye.comemail: Properties@anna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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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3/9/2020 -3/15/2020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9 10 11 12 13 14 15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06:00-06:30 洋言洋語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洋言洋語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3/6/202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地名大會

國家回憶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海峽兩岸

今日關注

中華醫藥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3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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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今日關注

海峽兩岸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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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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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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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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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四       2020年3月12日       Thursday, March 12, 2020

▲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休斯頓論壇》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 3 月13号 （週五）中午1點。 

節目介紹：
休士頓論壇，由李堅強、馬健、常中政聯合主持，分析
探討國際、國家時事，涉及人文、歷史、科技、政治等
熱點議題。節目內容深沉且具有教育意義，對時事感興
趣的觀眾不容錯過這檔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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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時事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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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0余歲華麗木雕鋼琴將拍賣余歲華麗木雕鋼琴將拍賣 身世身世““坎坷坎坷””令人驚嘆令人驚嘆

壹架琴身布滿精致木雕的珍貴鋼琴壹架琴身布滿精致木雕的珍貴鋼琴，，33月月33日將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日將在以色列耶路撒冷
進行拍賣進行拍賣，，預計拍賣價可超過預計拍賣價可超過100100萬美元萬美元。。然而然而，，令人驚嘆的不僅是它令人驚嘆的不僅是它
的外觀的外觀，，還有其長達還有其長達200200余年的余年的““坎坷身世坎坷身世”。”。據報道據報道，，這臺鋼琴名叫這臺鋼琴名叫
““錫耶納之琴錫耶納之琴””(Piano of Siena)(Piano of Siena)。。由意大利都靈制琴師馬爾基西奧由意大利都靈制琴師馬爾基西奧
(Sebastian Marchisio)(Sebastian Marchisio)17991799年開始制作年開始制作，，曾漂泊至法國巴黎曾漂泊至法國巴黎、、北非二戰北非二戰
戰場戰場、、美國紐約與以色列等地美國紐約與以色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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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奶酪錦標賽現場世界奶酪錦標賽現場
““選手選手””等待被品嘗等待被品嘗

美國威斯康星州麥迪遜的美國威斯康星州麥迪遜的Monona TerraceMonona Terrace會展中心舉行的兩年壹會展中心舉行的兩年壹
度的世界奶酪錦標賽度的世界奶酪錦標賽。。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奶酪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奶酪、、黃油和酸奶的技術競爭黃油和酸奶的技術競爭
。。今年來自今年來自2626個國家的個國家的36673667名參賽者創下了賽會紀錄名參賽者創下了賽會紀錄。。

國際研究機構看多中國債市表現
近日中國國債正式納入摩根大通全球新興市場

政府債券指數，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再進壹步。多家

國際研究機構表示，中國債券市場富有吸引力，外

國投資者資金流入將持續增加，中國國債收益率將

出現回升。

中國債市富有吸引力
摩根大通向記者證實，已於2月28日開始實施

將中國債券納入其指數的計劃，整個實施過程將持

續10個月。摩根大通提供的信息還顯示，從2月28

日起，將有9只中國政府債券被納入其指數。

瑞銀集團全球資產管理新興市場策略師丘婉穎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在岸債券市場將因收

益率上行和多個指數將中國債券納入其中而出現資

金流入，鑒於目前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降至低

位，中國債券對外國投資者富有吸引力。

宏觀經濟研究機構MRB合夥公司分析師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個國家蔓延，給全球經濟增長

帶來不確定性，避險資本紛紛湧入美國、德國和日

本國債市場。不過，在這些發達經濟體國債市場短

時間出現極度超買以後，投資者將根據中國控制疫

情的積極進展，重新校準2020年增長預期。投資者

風險偏好可能重新燃起，並再次尋找高收益債券以

提高投資組合收益率。這壹投資轉換過程的受益者

是發達市場的高收益板塊和新興市場，尤其是新興

市場債市的高收益產品。

債市資金流入將增加
MRB合夥公司認為，自彭博巴克萊指數2019

年4月開始納入中國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主動投

資者逐漸增持中國債券的趨勢已經確立，外資在中

國債券市場份額穩步上漲。與其他新興市場相比，

外資在中國債市持有的份額仍然非常小，人民幣資

產仍存在結構性低配，外資在中國債市的持有份額

將繼續增加。

丘婉穎說，新冠肺炎疫情過後中國經濟將逐漸

回到正軌，國債收益率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回升。今

年壹季度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將處於2.8%至3%

區間，6月份將回升至3.1%，9月份和12月份將分

別回升至3.2%和3.3%。她預計，被動投資者、主

動投資者和儲備貨幣管理者資產配置有望在2020年

為中國債市帶來1000億美元資金流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人員認為，未來兩到三年

中國潛在外資流入增量將達到4500億美元。MRB合

夥公司表示，如果中國繼續推進資本市場開放和提高

貨幣機制透明度，這壹數字還有可能增加，未來外資

流入中國債市的規模將與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開放度

、相關法律制度不斷完善等因素有關。

復工復產步伐加快
出口恢復勢頭呈現

海關總署發布最新統計數據，今年

前兩個月我國外貿進出口4.12萬億元，

下降9.6%。

“盡管我國外貿受新冠肺炎疫情和

春節假期延長等因素疊加影響，進出口

數據有所下降，但從2月份情況看，進

出口值在逐旬提升，企業申報報關單量

逐旬遞增，進出境貨運量也在增長。近

期全國外貿出口出現恢復勢頭。”海關

總署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文指出。

短期波動不改長期向好趨勢
“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內對外貿進

出口造成壹定沖擊，但我國外貿發展

韌性強，企業的適應力和市場開拓能

力也很強。”海關總署有關司局負責

人指出，疫情對進出口的影響是暫時

和階段性的，外貿發展長期向好的趨

勢沒有改變。

從具體數據看，今年前兩個月出口

2.04萬億元，下降15.9%；進口2.08萬億

元，下降2.4%。從貨運量來看，1—2月

海關監管進出境貨運量7億噸，同比增

長2.8%，其中出口1.9億噸，下降3.7%

，進口5.1億噸，增長5.5%。

“我國經濟貿易具有較強的韌性和

慣性，外加大宗商品裝船期和企業進口

節奏的原因，前兩個月進口僅有小幅下

降，疫情對進口的影響尚不明顯。”海

關總署有關司局負責人表示。

前兩個月，大宗商品和重點民生消

費品進口較快增長：鐵礦砂、原油、煤

和天然氣等大宗商品進口量分別增加

1.5%、5.2%、33.1%和2.8%。同期農產品

進口值增長6.8%，其中大豆進口量增加

14.2%，豬肉進口量增加1.6倍，有力保

障了春節前後市場供應和重點民生商品

價格的穩定。

與“壹帶壹路”沿線國家進出口首
超三成

在總體下降的情況下，前兩個月我

國外貿進出口仍然表現出積極因素。與

“壹帶壹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的深化

拓展了我國外貿發展的空間，對穩定我

國外貿基本盤起到重要支撐作用。

海關統計顯示，今年前兩個月，對

歐盟、美國和日本等傳統貿易夥伴進出

口下降。對東盟進出口5941.1億元，增

長2%，東盟已成為我國第壹大貿易夥伴

。我國與“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合計進

出口1.3萬億元，同比增長1.8%，高出我

國外貿增速11.4個百分點，占31.7%，比

重首超三成。

據海關總署對2552家外貿樣本企業

調查情況，目前，80.6%的企業已經復工

。民營企業在外貿進出口中相對更具活

力。前兩個月民營企業進出口1.7萬億元

(同比下降6.6%)，占進出口總值的41.9%

，同比提升1.3個百分點。民營企業進出

口占比提升，反映了國內營商環境的持

續優化，是我國外貿內生動力和發展活

力的重要表現。

復工復產步伐加快，市場信心穩步
恢復

2月份外貿進出口值逐旬提升、企

業申報報關單量逐旬遞增……海關數

據監測印證著中國外貿的堅韌和強大

應變力。隨著疫情防控取得積極成效

，以及各項政策措施逐步落實，外貿

企業復工復產步伐加快，市場信心也

在穩步恢復。

“每年壹季度受春節因素影響，進

出口都會出現壹定波動，今年加上疫情

因素，進出口出現波動在所難免。但影

響是暫時和階段性的，中國外貿韌性強

，競爭力強，外貿發展長期向好的趨勢

沒有改變。”商務部外貿司司長李興乾

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與世

界各國的貿易往來遭遇現實困難，保訂

單、保市場、保履約是外貿出口商面臨

的最大挑戰。疫情影響是系統性的，需

要政府、生產企業及采購商等供需各方

共同應對。

在企業發揮自身優勢的同時，中

國政府面向全社會實施大規模減費降

稅政策，壓減企業綜合成本，幫助外

貿企業渡過難關。據李興乾介紹，加

大穩外貿政策支持力度，將進壹步突

出四個政策著力點：壹是金融支持，

擴大外貿信貸投放，滿足貿易融資需

求，支持有市場、有訂單的企業有效

履約，通過優先保障外貿資金鏈來暢

通產業鏈、供應鏈；二是保險支持，

進壹步擴大出口信用保險短期險覆蓋

面，促進費率合理下降，有效服務外

貿發展大局；三是財稅支持，進壹步

完善出口退稅政策，切實降低企業成

本，減輕企業負擔；四是推動貿易暢

通，加強與貿易夥伴的溝通協調，推

動世貿組織成員間加強合作，解除不

必要貿易限制措施，營造良好的國際

貿易環境，共同維護全球供應鏈的穩

定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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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油價暴跌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國際油價暴跌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擴散，，骨牌效應拖冧全球股匯金融市場骨牌效應拖冧全球股匯金融市場，，

環球經濟及金融危機一觸即發環球經濟及金融危機一觸即發。。在多重夾擊之下在多重夾擊之下，，香港正面臨經濟寒冬的威香港正面臨經濟寒冬的威

脅脅，，不少大行紛紛下調香港今年經濟增長展望不少大行紛紛下調香港今年經濟增長展望。。有分析認為有分析認為，，雖然是次疫情來雖然是次疫情來

得急得急，，對香港經濟造成打擊對香港經濟造成打擊，，失業率亦有機會上升失業率亦有機會上升，，但在疫情過後但在疫情過後，，香港持續香港持續

的社會不穩及貿易戰或為香港帶來更長遠問題的社會不穩及貿易戰或為香港帶來更長遠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蔡競文

■劉健恒預期，今年港經
濟至第4季才回復正增
長。

■吳卓殷料6月後疫情及
市況好轉，港經濟才重
拾增長。

多重夾擊多重夾擊 港臨經濟寒冬威脅港臨經濟寒冬威脅
大行紛降經濟預測大行紛降經濟預測 最快下半年才重拾增長最快下半年才重拾增長

香港去年受到中美貿易戰及修例風波引發的暴
力示威影響，經濟氣氛及與消費和旅遊相關

的活動受挫，整體貨物出口下跌，致使經濟去年下
半年連續兩季收縮，拖累全年下跌1.2%，是自
2009年以來首次錄得年度跌幅。考慮到環球經濟放
緩，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威脅，港府預測2020
年香港經濟實質增長負1.5%至0.5%。

渣打：復甦或較沙士時慢
不過，隨着近月疫情在全球擴散及金融市場大

幅波動，市場已進一步看淡環球經濟及香港經濟前
景。渣打銀行原本預測香港今年經濟增長為負
1.5%，主要受去年社會事件及貿易戰影響，但今年
以來疫情爆發令原已疲弱的經濟更雪上加霜，該行
最新將香港今年經濟增長預測下調至負2.4%。渣打
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預期，今年首3季GDP
增長都會呈現負增長，至第4季才回復正增長，而
且對比當時“沙士”時期，料本輪復甦速度將顯著
減慢。

彭博：首季經濟料急跌8.5%
彭博最新研究更預期香港首季經濟將負增長

8.5%，理由是疫情下，內地工廠生產減慢及亞洲供
應鏈大幅收縮，會大幅拖累香港的轉口經濟，因內
地是香港最主要的服務市場（佔整體約四成），當
中旅遊、運輸及金融服務業更佔整體服務輸出的八
成。彭博分析指，疫情對香港相關貿易及服務輸出
的影響會持續至第二季，在較好的情境預測下，第
二季經濟下跌1%，全年下跌0.8%；較差情境預測

下，第二季下跌3%，全年下跌1.2%。
不少人還擔心，在多種因素夾擊下，環球經濟

寒冬或再演變成新一輪金融危機，法國外貿銀行亞
太區經濟學家吳卓殷10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
為，參考2008年金融危機，香港當時受外部衝擊比
短期衝擊大，而是次會否演變為環球金融危機仍需
視乎很多因素，包括油組與俄羅斯會否達成協議
等。他預期今年首季香港經濟增長為負5%，料至下
半年才有機會重回正數，全年經濟增長料負3%。

吳卓殷認為，香港未來市況仍不太樂觀，除了
去年下半年起的社會事件為經濟帶來下行的壓力，
今年以來香港經濟持續受疫情發展影響，尤其在1月
及2月影響較大，料零售、酒店及貿易表現都未必太
快見到好轉，失業率亦有機會上升，料在6月後疫情
及市況逐漸好轉，香港經濟才有機會重拾增長。

社會不穩貿戰衝擊更深遠
由中美貿易戰、社會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吳

卓殷認為疫情來得急速下，對香港經濟帶來的打擊
亦較大，不過社會事件及貿易戰帶來影響卻比疫情
來得長遠。他認為，未來仍需視乎香港社會事件發
展，但相信不會是一個短期問題，而由去年下半年

起，訪港旅客數字急跌，在低基數效應下，料旅客
數字再跌的機會亦較微，他強調香港本身仍具優
勢，惟未來或需思考如何持續發展。他亦提到，雖
然中美達成首階段協議，但協議內容始終較為模
糊，亦未知雙方會否繼續傾下去，及市場樂觀情緒
能否持續，相信疫情過後貿易戰或成為市場最大疑
問。

而港府在去年底起亦推出過不少紓困措施，吳
卓殷相信政府早前推出措施對企業現時面對困境都
有幫助，不過首要仍是解決疫情，因為香港無貨幣
政策，或只能靠派錢等財政政策去刺激經濟，然而
現時企業面對資金周轉困難，雖然有政府做中小企
融資擔保計劃，但亦需盡快完成貸款放款。

疫情對全球長遠影響不大
晨星股票分析師Preston Caldwell表示，自疫

情爆發以來，全球股市下跌了一成以上，認為市
場反應過大，然而該行預計疫情帶來的長遠影響
不大，主因疫情對生產力的損害較低，相信病毒
一旦消退，經濟信心應會迅速恢復。該行料新冠
疫情對2020年全球GDP平均影響為負1.5%，長
期影響為負0.2%。

■■香港在內憂外患夾擊之下香港在內憂外患夾擊之下，，經濟正面臨寒冬的經濟正面臨寒冬的
威脅威脅，，不少大行紛紛下調今年經濟增長展望不少大行紛紛下調今年經濟增長展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
TAD）最新報告指出，新冠疫情令
環球經濟備受挑戰，最壞情況下，
全球會蒙受2萬億美元的損失，料
石油、貿易出口國損失約1個百分
點的經濟增長。作為疫情重災區之
一的亞太區，評級機構標普更將其
今年經濟增長預測下調0.8個百分點
至4%，為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最
低。

UNCTAD料疫情將使某些國家
經濟陷入衰退，全球經濟增長或大
幅放緩至2.5%之下，而2.5%被視為
環球經濟陷入衰退的標誌。報告預
料，若增長放緩至2%以下，恐怕會
造成大約1萬億美元的損失；在最
壞情況下，損失會高達 2萬億美
元。年初數據顯示，世界銀行和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分別預測
今年經濟增長為2.5%和3.3%，暫時
未有調整。

石油商品出口國經濟將重創
報告指，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

經濟體將是石油、商品出口國，這
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將損失超過1%；
而那些與最初受到疫情衝擊的地區
具有緊密貿易聯繫的國家，也將深
受影響。若以地區劃分，疫情對發
展中國家（除中國）將造成2,200億
美元的損失。對加拿大、墨西哥和
中美洲等美洲國家來說，經濟增速
可能會下降0.7至0.9個百分點，因
大多數國家都與東亞、南亞的全球
生產鏈息息相關。

亞太經濟料增4% 海嘯後最低
疫情肆虐之下，多間金融機構

下調2020全年環球經濟預測。標普
尤其將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預測下調
了0.8個百分點至4%，為2009年金

融危機以來最低，亦遠低於過去十年平均水平
的6%。其解釋，疫情拖累令今年亞洲銀行的
信貸成本增加1,000億美元，信用評級亦面臨
壓力，中國的銀行將首當其衝。標普亞太區首
席經濟學家羅奇認為，以中國GDP全年增長
調整至4.8%的修訂估算，亞太區內經濟將損失
2,110億美元。

彭博首席經濟學家歐樂鷹更預測，若疫情
在環球嚴重擴散，今年經濟增長率由疫情前估
計的3.1%大降至只有0.1%。與沙士不同，新
冠肺炎感染人數更多、對經濟影響亦更大，疫
情已經變為全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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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凌晨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正在約旦
出戰奧運拳擊亞洲及大洋洲區資格賽的“神奇
小子”曹星如（Rex），北京時間周二凌晨不
敵烏茲別克的世界冠軍米薩夏利諾夫。需在遺
材賽勝出，才有機會登上東京奧運列車。要是
不幸落敗的話，便要等到5月再衝刺。

曹星如在男子羽量級（57公斤級）8強
戰，面對冠軍級拳手米薩夏利諾夫，3個回合
都處於下風，最終亦被判以0：5落敗。Rex賽
後透過社交網站發表感言：“已盡力，技不如
人。但仲未完結！繼續減磅！”他又透露賽後
發生小插曲，在藥檢時一度未能排出足夠尿

液，最後要多飲6支水才能完成。自己因為藥
檢時曾經咳嗽，一度惹來藥檢人員恐慌並立即
戴上口罩。Rex返回酒店後發現磅數回升到61
公斤，結果要立即到健身房跑步，直到幾小時
後健身房關門，體重才回落至57.7公斤。

Rex如今距離奧運只一步之遙，若在遺材
賽勝出，便立即可以前6名姿態進軍東京，否
則便要留待5月巴黎的世界區資格賽再爭取趕
上尾班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在曹星如正為東京奧運入場券努力的同時，香港

“美女劍手”江旻憓（Vivian）已累積足夠分數，篤

定成為亞洲及大洋洲區第1名，在遠征烏茲別克塔什

干站之前，提早拿到奧運女子重劍出線資格；加上國

際單車總會（UCI）確定香港單車隊在5個項目共獲7

個席位，香港已獲29張東京奧運入場券。

■■ 江旻憓獲得亞洲及大洋江旻憓獲得亞洲及大洋
洲區第洲區第11名名。。 FIEFIE圖片圖片

■■張敬樂張敬樂（（右右））與梁峻榮空歡喜一場與梁峻榮空歡喜一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曹星如於個人IG貼文為自己打氣。
曹星如IG圖片

■■江旻憓將可征戰東奧江旻憓將可征戰東奧。。 FencingTokyo FacebookFencingTokyo Facebook圖片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全英
羽毛球賽11日正式展開，仍然要爭取足
夠奧運積分的香港羽毛球隊，派出伍家
朗、李卓耀（男單）、張雁宜（女
單）、謝影雪和鄧俊文（混雙）五人出
戰，眾將在缺陣多時下目前已充滿作戰
意欲，勢必拚盡全力爭取佳績。

由於因入境問題關係未能參與2月在
菲律賓舉行的亞洲團體賽，之後的中國陵
水大師賽、越南挑戰賽、德國和波蘭公開
賽等亦取消，香港一眾羽毛球代表要在4
月28日公佈的名單中佔一席位，在餘下
不多的比賽便必須取得好成績。

根據奧運入圍規則，男、女單參戰
人數各佔38人，但參賽國家及地區如想
有2名選手參賽，兩人均必須排在世界
前16位，因此目前男單排名第8位的伍
家朗取得入場券的機會甚高；至於李卓
耀目前排第16位，在今次全英賽必須取
得好成績，才有機會保住參賽資格。女
單方面，排名第31位的張雁宜大有機會
入圍；至於謝影雪和鄧俊文在混雙排名
第9位，同樣參戰機會極高。

港將戴口罩惹注目
值得一提的是，早前已飛抵德國備

戰，並於日前到達英國的一眾港將，近期
均有戴上口罩，但眾將均不約而同表示，當地人似
乎依然對戴上口罩的人感到疑惑，令他們感到一些
壓力，但為了健康着想，一眾港將均表示不會理會
當地人的目光。

去年Vivian戰績登上個人高峰，不但贏得兩面世界盃金牌及
世錦賽銅牌，世界排名也一度升上首位，更成為年終世界

“一姐”。雖然下半年因右膝韌帶受創而休戰，復出後戰績也
未能重返頂峰，但她仍憑累積分數，篤定成為亞洲及大洋洲區
第1名，也意味着奧運資格已提前到手。港隊稍後會出戰女重
世界盃塔什干站，這也是其他劍手爭取奧運積分的最後機會。

此外，香港場地單車隊亦已獲國際單車聯會（UCI）最後
審核，共獲6個出線名額，包括女子爭先賽 :（2名）、女子凱
林賽（2名）、女子麥迪遜（1隊）及女子全能賽（1名），男
子麥迪遜席位則得而復失。張敬樂/梁峻榮早前在德國柏林舉行
的“2020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沒有完成賽事，最終名列17。

原先UCI將港隊與同樣未能完賽的美國隊同列為第16名，
這樣的話港隊的奧運排名便可以壓過愛爾蘭排第15位。由於排
名前列中包括7隊已憑團體追逐賽取得麥迪遜資格的車隊，港
隊有機會成為壓軸第8支出線隊伍。但經過UCI最新改動後，
排名已被愛爾蘭趕過，張敬樂/梁峻榮只得空歡喜一場。連同男
子公路賽在內，香港單車隊在5個項目總共得到7張入場券。

8強告負 曹星如戰遺材賽爭東奧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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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曹星如曹星如（（右右））承認敗陣承認敗陣。。 Olympic ChannelOlympic Channel直播截圖直播截圖

■■ 張雁宜有望取得東奧張雁宜有望取得東奧
入場券入場券。。 新華社新華社

陳浩鈴埃及壁球賽次圈出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壁球代表

陳浩鈴，於日前在埃及開羅舉行的Black Ball女子
壁球公開賽次圈賽事，以11：7、7：11、5：11
和4：11不敵東道主球手Yahthreb Adel出局；至
於其餘港隊代表何子樂、廖梓苓和湯芷穎，均於
早前首圈賽事被淘汰。

日本乒乓球賽落實推遲舉辦
國際乒聯10日宣佈，受“最近幾周日本國內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原定於4月21日至
26日在日本北九州舉行的2020國際乒聯世界巡迴
賽日本公開賽推遲舉辦。國際乒聯接下來的大賽
是5月12日至17日在深圳舉辦的中國公開賽，和
5月5日至10日舉行的香港公開賽，聲明說針對這
兩項比賽的最新信息，將於近期公佈。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暫停近兩個月
的港超聯賽事10日於將軍澳運動場重開，傑志在
閉門作賽下以5：1大勝冠忠南區，全取三分後升
上第二位繼續力迫“一哥”R&F富力。

傑志於今季未嘗敗績，不過和波太多令球隊
未能進佔榜首，今仗在費蘭度及蘇沙先任後備下
早段未見優勢；同樣有力競逐冠軍寶座的南區數
次反擊均甚具威脅，只是埋門處理一般，錯失入
球機會。漸漸站穩陣腳的傑志於14分鐘幸運地先
開紀錄，陳港斌自擺烏龍令傑志先拔頭籌；換邊
後南區防線再現失誤，傑志小將陳晉一把握機會
近門建功，其後傑志換入蘇沙後攻勢越來越盛，
朴俊烔的入球加上洛迪古斯梅開二度，助傑志最
終以5：1大勝有查維斯破蛋的南區，全取三分後
升上次席，僅落後榜首的富力三分。

今場倒戈相向的高美斯雖然沒有入球進賬，
不過在前線成功發揮牽制作用助傑志大勝一場，
這名射手表示已經與隊友建立默契，相信之後表
現會越來越好，並會以聯賽冠軍為目標：“今場
沒有入球是有點可惜，不過最重要是球隊贏波，
我們分數上與富力仍有一點距離，但絕對有信心
可以後來居上，期望自己能為球隊的爭標作出貢
獻。”

另外足總經過與國際足協及亞洲足協商討後，
宣佈原定於3月26日對伊朗、3月31日對伊拉克以
及6月9日對巴林的世界盃外圍賽將延期舉行。

港超聯閉門作賽下重燃戰火

傑志大勝南區升上次席

■傑志射手洛迪古斯（左）與對手中場陳肇鈞作
爭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攝

短說
長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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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畫頁

疫情加重 休斯頓牛仔節叫停
目前休斯頓地區的冠狀病毒感染者總數為

14人，德州的總感染人數為25人。
週叁截止中午11點，已經拉開序幕的休斯

頓牛仔節因冠狀病毒傳播而宣布叫停。
休斯頓市議會成員已經確認了這一消息，

週叁上午市議會在市政中心召開會議作出了以
上決定。而且中午已經向公眾發布了更多的相
關信息。

牛仔節組織方面已經表示該活動將在周叁
當天下午4點全部清場，這項休斯頓年度活動按
照原來的計劃將持續至3月22日。

在Montgomery縣，昨天出現首例病毒感
染者，患者為40歲，居住在該縣西北地區，該

縣學區已經對校園進行全面的深度消毒。疾控
中心仍呼籲民眾做好個人衛生，洗手時間超過
20秒等措施。

此外，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
星期叁正式宣布，新冠肺炎的疫情在全球已經
造成大流行。根據WHO對於大流行(pandemic)
的定義，是指一個疾病同時間在多個國家造成
傳染及擴散。而在過去兩週，新冠肺炎在大陸
以外的地區，感染人數增加了13倍。根據BBC
報導，譚德塞在記者會上還是呼籲各國政府單
位，即便新冠肺炎已經成為了大流行，還是可
以控制疫情。防疫政策必須在維持公共衛生安
全，以及維持民眾的日常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全美第一例兒童感染 德州一名三歲兒童染冠狀病毒

（綜合報導）新冠狀病毒不斷蔓延，在北德州，本周二已經
確診一名兒童感染者，將成為全美第一例兒童病毒感染病患。

這名叁歲的兒童和他的父母病毒測試結果都呈現陽性，這名
兒童的父親在上周末從加州旅行回到德州Frisco 之後，測試結果

為陽性。而他的其他兩名家庭
成員的測試結果周二公布。

截止目前，疾控中心有關兒童感染冠狀病毒的病例極少，9
歲以下的兒童患病的比例不到1%。

疾控中心的網站稱，兒童患病的症狀比較輕，而且嚴重的並
發症也並非常見。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機構二月份的報告，19歲以下患病的幾
率比較低，在中國的比例為2.4%。

根據報告，兒童患病後的症狀比較罕見和輕度症狀，而且也
尚未發現在中國有兒童被傳染的例子。

這家位于德州 Frisco 的家庭，包括四位兒童目前都在進行
隔離當中。

（綜合報導）德國安聯首席經濟顧問Mohamed El-Erian週二重申自己從2月初就秉持的觀點
：股市將非常不穩定，目前仍處於下行趨勢中。週一的史詩級大跌發生前，他就預言美股需要從
2月史高下跌至多30%，才能形成築底。

最近幾週，在媒體上頗為活躍的他對散戶警示稱，這次美股跌入熊市似乎在所難免：建議大
部分散戶離場觀望，而不是恐慌操作，個人投資者應該抵制住想要趁低入場的衝動。市場在一段
時間內會變得很危險，以後會有機會留給散戶操作的，但不是現在。

此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非理性繁榮”概念的詮釋者、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
（Robert Shiller）也警告稱，市場崩潰遠沒結束，“恐慌才剛剛開始”，全球股市和經濟目前都
極度脆弱。

他擔心很有可能會陷入經濟衰退，疫情正破壞商業活動和投資意願，而“基於事實描述的恐
懼症流行病不一定與科學現實保持同步，但往往令人印象深刻，這對股市來說非常危險。”

多機構認為美股尚未觸底：恐慌才剛剛開始

西南管理區於西南管理區於33月月1111日舉行一年一度的日舉行一年一度的 「「犯犯
罪打擊叁月罪打擊叁月」」 （（March on CrimeMarch on Crime））午宴午宴，，今年活今年活
動場面盛大動場面盛大，，數百名社團領袖數百名社團領袖、、執法人員都到場執法人員都到場
參與參與。。

此次活動政商雲集此次活動政商雲集，，包括西南管理區董事會包括西南管理區董事會
成員成員、、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德州州議員吳元之、、駐台經文處處長陳家駐台經文處處長陳家
彥與經文處眾位同仁彥與經文處眾位同仁、、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與副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與副
主任楊容清主任楊容清、、當地商業人士當地商業人士、、休城警局多位警總休城警局多位警總
監監、、西區分局西區分局（（WestWest）、）、中西分局中西分局（（MidwestMidwest））
、、南吉順南吉順（（South GessnerSouth Gessner））分局局長與警官等都分局局長與警官等都
出席此次活動出席此次活動，，休斯頓市長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無法無法
到場到場，，但仍預錄視頻表達對西南管理區的支持但仍預錄視頻表達對西南管理區的支持。。

今年為因應疫情今年為因應疫情，，主辦方提前呼籲避免肢體主辦方提前呼籲避免肢體
接觸接觸，，以以 「「笑容笑容」」 代替握手寒暄代替握手寒暄，，並在會場設置並在會場設置
了消毒用品了消毒用品，，也將以往自助餐形式改成每人一個也將以往自助餐形式改成每人一個
餐盒餐盒，，以做好防禦措施以做好防禦措施。。

答謝午宴由執行長李純如主持答謝午宴由執行長李純如主持，，以儀隊執旗以儀隊執旗
拉開序幕拉開序幕，，西南管理區區長李雄致詞答謝所有合西南管理區區長李雄致詞答謝所有合
作的地方官員與社區夥伴作的地方官員與社區夥伴，，並指出西南區每月都並指出西南區每月都
會舉行一次治安會議會舉行一次治安會議，，開放給大眾參與開放給大眾參與。。執行長執行長
李純如也表示李純如也表示，，因有各界力量的配合因有各界力量的配合，，西南管理西南管理
區才能落實各項維護當地治安的項目區才能落實各項維護當地治安的項目。。

西南管理區負責項目包括維護休斯頓西南區西南管理區負責項目包括維護休斯頓西南區
治安治安、、都市營造都市營造、、商家維繫商家維繫，，多年來成效顯著多年來成效顯著。。
此次答謝午宴中此次答謝午宴中，，回顧了去年所執行的項目回顧了去年所執行的項目。。

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 「「Club CreekClub Creek 橋下拋橋下拋
石改造企劃石改造企劃」」 ，，該橋橋下過去因為地理位置差該橋橋下過去因為地理位置差，，
經常有淹水問題經常有淹水問題，，橋下成為許多遊民橋下成為許多遊民、、幫派幫派、、毒毒
品交易品交易、、賣淫者聚集地賣淫者聚集地，，嚴重影響當地治安嚴重影響當地治安。。

西南管理區公共安全主席西南管理區公共安全主席Peter AcquaroPeter Acquaro致詞致詞
表示表示，，這項計畫透過放置防洪石塊這項計畫透過放置防洪石塊，，改善橋下空改善橋下空
間間，，讓人無法在此逗留讓人無法在此逗留，，進而將犯罪份子驅離進而將犯罪份子驅離，，
此次計畫從此次計畫從20192019年規劃年規劃，，終於於今年初有大幅進終於於今年初有大幅進
展展，，正式展開工程正式展開工程。。

此次活動主講人休城警局第叁區助理首席巡此次活動主講人休城警局第叁區助理首席巡
警警Wendy BaimbridgeWendy Baimbridge演講表示演講表示，，對於西南管理區對於西南管理區
的幫助十分感謝的幫助十分感謝，，過去該橋往往是許多學生和家過去該橋往往是許多學生和家
長的夢靨長的夢靨，，如今治安著實大幅改善如今治安著實大幅改善。。

活動最後活動最後，，則進行執法人員與合作夥伴頒獎則進行執法人員與合作夥伴頒獎
典禮典禮，，答謝他們一年來的辛勞奔波答謝他們一年來的辛勞奔波，，為西南區治為西南區治
安穩定做出貢獻安穩定做出貢獻。。

本報記者蕭永群報導本報記者蕭永群報導

西南管理區西南管理區 「「犯罪打擊三月犯罪打擊三月」」 午宴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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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1日（星期三）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魯 冰

國際油價暴跌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國際油價暴跌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擴散，，骨牌效應拖冧全球股匯金融市場骨牌效應拖冧全球股匯金融市場，，

環球經濟及金融危機一觸即發環球經濟及金融危機一觸即發。。在多重夾擊之下在多重夾擊之下，，香港正面臨經濟寒冬的威香港正面臨經濟寒冬的威

脅脅，，不少大行紛紛下調香港今年經濟增長展望不少大行紛紛下調香港今年經濟增長展望。。有分析認為有分析認為，，雖然是次疫情來雖然是次疫情來

得急得急，，對香港經濟造成打擊對香港經濟造成打擊，，失業率亦有機會上升失業率亦有機會上升，，但在疫情過後但在疫情過後，，香港持續香港持續

的社會不穩及貿易戰或為香港帶來更長遠問題的社會不穩及貿易戰或為香港帶來更長遠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蔡競文

■劉健恒預期，今年港經
濟至第4季才回復正增
長。

■吳卓殷料6月後疫情及
市況好轉，港經濟才重
拾增長。

多重夾擊多重夾擊 港臨經濟寒冬威脅港臨經濟寒冬威脅
大行紛降經濟預測大行紛降經濟預測 最快下半年才重拾增長最快下半年才重拾增長

香港去年受到中美貿易戰及修例風波引發的暴
力示威影響，經濟氣氛及與消費和旅遊相關

的活動受挫，整體貨物出口下跌，致使經濟去年下
半年連續兩季收縮，拖累全年下跌1.2%，是自
2009年以來首次錄得年度跌幅。考慮到環球經濟放
緩，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威脅，港府預測2020
年香港經濟實質增長負1.5%至0.5%。

渣打：復甦或較沙士時慢
不過，隨着近月疫情在全球擴散及金融市場大

幅波動，市場已進一步看淡環球經濟及香港經濟前
景。渣打銀行原本預測香港今年經濟增長為負
1.5%，主要受去年社會事件及貿易戰影響，但今年
以來疫情爆發令原已疲弱的經濟更雪上加霜，該行
最新將香港今年經濟增長預測下調至負2.4%。渣打
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預期，今年首3季GDP
增長都會呈現負增長，至第4季才回復正增長，而
且對比當時“沙士”時期，料本輪復甦速度將顯著
減慢。

彭博：首季經濟料急跌8.5%
彭博最新研究更預期香港首季經濟將負增長

8.5%，理由是疫情下，內地工廠生產減慢及亞洲供
應鏈大幅收縮，會大幅拖累香港的轉口經濟，因內
地是香港最主要的服務市場（佔整體約四成），當
中旅遊、運輸及金融服務業更佔整體服務輸出的八
成。彭博分析指，疫情對香港相關貿易及服務輸出
的影響會持續至第二季，在較好的情境預測下，第
二季經濟下跌1%，全年下跌0.8%；較差情境預測

下，第二季下跌3%，全年下跌1.2%。
不少人還擔心，在多種因素夾擊下，環球經濟

寒冬或再演變成新一輪金融危機，法國外貿銀行亞
太區經濟學家吳卓殷10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
為，參考2008年金融危機，香港當時受外部衝擊比
短期衝擊大，而是次會否演變為環球金融危機仍需
視乎很多因素，包括油組與俄羅斯會否達成協議
等。他預期今年首季香港經濟增長為負5%，料至下
半年才有機會重回正數，全年經濟增長料負3%。

吳卓殷認為，香港未來市況仍不太樂觀，除了
去年下半年起的社會事件為經濟帶來下行的壓力，
今年以來香港經濟持續受疫情發展影響，尤其在1月
及2月影響較大，料零售、酒店及貿易表現都未必太
快見到好轉，失業率亦有機會上升，料在6月後疫情
及市況逐漸好轉，香港經濟才有機會重拾增長。

社會不穩貿戰衝擊更深遠
由中美貿易戰、社會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吳

卓殷認為疫情來得急速下，對香港經濟帶來的打擊
亦較大，不過社會事件及貿易戰帶來影響卻比疫情
來得長遠。他認為，未來仍需視乎香港社會事件發
展，但相信不會是一個短期問題，而由去年下半年

起，訪港旅客數字急跌，在低基數效應下，料旅客
數字再跌的機會亦較微，他強調香港本身仍具優
勢，惟未來或需思考如何持續發展。他亦提到，雖
然中美達成首階段協議，但協議內容始終較為模
糊，亦未知雙方會否繼續傾下去，及市場樂觀情緒
能否持續，相信疫情過後貿易戰或成為市場最大疑
問。

而港府在去年底起亦推出過不少紓困措施，吳
卓殷相信政府早前推出措施對企業現時面對困境都
有幫助，不過首要仍是解決疫情，因為香港無貨幣
政策，或只能靠派錢等財政政策去刺激經濟，然而
現時企業面對資金周轉困難，雖然有政府做中小企
融資擔保計劃，但亦需盡快完成貸款放款。

疫情對全球長遠影響不大
晨星股票分析師Preston Caldwell表示，自疫

情爆發以來，全球股市下跌了一成以上，認為市
場反應過大，然而該行預計疫情帶來的長遠影響
不大，主因疫情對生產力的損害較低，相信病毒
一旦消退，經濟信心應會迅速恢復。該行料新冠
疫情對2020年全球GDP平均影響為負1.5%，長
期影響為負0.2%。

■■香港在內憂外患夾擊之下香港在內憂外患夾擊之下，，經濟正面臨寒冬的經濟正面臨寒冬的
威脅威脅，，不少大行紛紛下調今年經濟增長展望不少大行紛紛下調今年經濟增長展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
TAD）最新報告指出，新冠疫情令
環球經濟備受挑戰，最壞情況下，
全球會蒙受2萬億美元的損失，料
石油、貿易出口國損失約1個百分
點的經濟增長。作為疫情重災區之
一的亞太區，評級機構標普更將其
今年經濟增長預測下調0.8個百分點
至4%，為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最
低。

UNCTAD料疫情將使某些國家
經濟陷入衰退，全球經濟增長或大
幅放緩至2.5%之下，而2.5%被視為
環球經濟陷入衰退的標誌。報告預
料，若增長放緩至2%以下，恐怕會
造成大約1萬億美元的損失；在最
壞情況下，損失會高達 2萬億美
元。年初數據顯示，世界銀行和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分別預測
今年經濟增長為2.5%和3.3%，暫時
未有調整。

石油商品出口國經濟將重創
報告指，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

經濟體將是石油、商品出口國，這
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將損失超過1%；
而那些與最初受到疫情衝擊的地區
具有緊密貿易聯繫的國家，也將深
受影響。若以地區劃分，疫情對發
展中國家（除中國）將造成2,200億
美元的損失。對加拿大、墨西哥和
中美洲等美洲國家來說，經濟增速
可能會下降0.7至0.9個百分點，因
大多數國家都與東亞、南亞的全球
生產鏈息息相關。

亞太經濟料增4% 海嘯後最低
疫情肆虐之下，多間金融機構

下調2020全年環球經濟預測。標普
尤其將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預測下調
了0.8個百分點至4%，為2009年金

融危機以來最低，亦遠低於過去十年平均水平
的6%。其解釋，疫情拖累令今年亞洲銀行的
信貸成本增加1,000億美元，信用評級亦面臨
壓力，中國的銀行將首當其衝。標普亞太區首
席經濟學家羅奇認為，以中國GDP全年增長
調整至4.8%的修訂估算，亞太區內經濟將損失
2,110億美元。

彭博首席經濟學家歐樂鷹更預測，若疫情
在環球嚴重擴散，今年經濟增長率由疫情前估
計的3.1%大降至只有0.1%。與沙士不同，新
冠肺炎感染人數更多、對經濟影響亦更大，疫
情已經變為全球問題。

聯
合
國
：
疫
襲
全
球
料
失
2
萬
億
美
元

6 新聞娛
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依江）新冠肺炎疫情下
現各行各業均經歷風霜，粵劇界也無法倖免。儘管
台前幕後人士生計皆受影響，仍不忘以粵劇藝術支
持社會，為大眾加油。受粵劇老倌羅家英倡議，高
潤鴻、謝曉瑩夫婦分別負責音樂製作和寫詞，僅用
兩日時間就創作出抗疫曲《暮春三月》。謝曉瑩回
憶，當時羅家英早晨向她提出這個想法，中午她就
同先生開始籌劃，直到午夜完成所有音樂部分的創

作，次日凌晨才算全部寫完，之後又馬不停蹄開始
錄製。

高潤鴻負責音樂部分，譜曲外亦參與合唱，
更獨自吹拉多種樂器為抗疫曲伴奏，謝曉瑩說：
“因處於特殊時期，我們不想打擾到太多人，所
以音樂部分基本由我先生包辦，他一人‘玩’了
九件樂器，好辛苦。”而對於合作義唱的“金靈
宵”文武生龍貫天，她亦表達了榮幸與感激：
“原本只想請他唱一兩句，結果打給他，他直接
說‘我現在過來’，真的很感動。”

謝曉瑩表示這支歌曲是香港粵劇圈的第一支
“抗疫曲”，更是屬於香港人的抗疫之聲，表達
的是對全天下的祝福，期望疫情能早日平息。她
指受疫情影響原定的數場演出全部取消，而先生
高潤鴻因為負責音樂部分取消場次更多，但都已
妥善處理好退票程序，雖感覺愧對樂迷而有些心
理負擔，但希望當下各自還是以保重身體為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梁靜儀）曾
若華（Jude）11日到電台宣傳新歌《零分》，她
透露歌曲獲不少人翻唱，引發她在網上推出結他
教學版，也是件有益的事。Jude又說：“收到朋
友行山的片，發覺西貢情況如同旺角般多人，又
有好多垃圾，所以有計劃聯同朋友上山清理垃
圾。”Jude更發揮守望相助精神派口罩給有需要
的人，她透露：“早前為慈善機構，到屋邨派了
六萬個口罩，為免有公公婆婆排隊，我們把口罩
直接放在他們的信箱，早前再出動到油尖旺區搵
啲垃圾站，送出三千個口罩給清潔工人，希望幫
到他們。”

另外，近日忙於為新歌宣傳的胡鴻鈞，11日
亦脫下口罩去行山，行得興起，自稱“舞王鈞”
的他又在大自然伴着下拍片大跳洗手舞。至於古
天樂近日在微博發文談公德心，並附上一張近
照，他寫道：“放假去郊外行山當然是好節目，
不過留下大量垃圾就真是令人失望，特別是隨地
棄置的口罩，請大家放鬆心情的同時，也不要忘
記自己的公德心，感謝進行清潔工作的朋友，特
別是自發去幫忙的每位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謝東
閔（Brian ）日前為外購劇《慶餘年》
主題曲《最冷的一天》拍攝 MV，歌
曲亦是Brian第二首歌。導演拍攝MV
時為了營造一份冷的感覺，畫面都是
暗喑灰灰外，還加了飄雪效果，而 Bri-
an 就一個人瑟縮在被窩里面，胡思亂
想被孤獨感覺纏繞至失眠。 Brian 笑指
今次拍 MV 最大的挑戰就是要食麵：
“導演好好人話（說）怕麵發脹太難
食，叫工作人員等我差唔（不）多埋
位先（就位再）放湯，其實我最近戒
澱粉質，呢這完全是一個好大的誘
惑，仲（還）要連拍幾次唔同嘅角
度，幸虧原來自己都幾有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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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若華計劃上山清垃圾香港粵劇界一呼百應
僅兩日創出抗疫歌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內地女星劉亦菲與鞏俐、李

連杰及甄子丹主演，迪士尼二億美元投資的《花木蘭》

（Mulan），10日晚於美國舉行全球首映禮，女主角劉

亦菲一襲低胸金色長裙亮相，成為焦點，她全程表

現風騷，於紅地毯上大派飛吻又跟粉絲合照。

不過，在湖北武漢出生的劉亦菲其實亦十

分關心家鄉的疫情，並希望疫情盡快過

去，家鄉親友安康。今次唱主題曲

的美國天后 Christina Aguilera也

有同場，並跟劉亦菲合照，

李連杰亦偕兩位女兒來

看首映，甄子丹則

與家人盛裝赴

會。

劉亦菲近日在美國宣傳新片《花木
蘭》，首映上更接受外國傳媒訪問，

被問及有關新冠肺炎疫情，她以英語透露
也很擔心內地的疫情，相信在疫情發生後
大家都會非常擔心，而她出生於武漢，家
人都很小心去互相照顧，會多留在家中做
好預防措施，她也希望疫情能早日好轉過
來。而之前新冠肺炎在內地爆發，劉亦菲
也十分關注前線醫護人員，曾經捐款作出
援助。

電影傳遞平權信息
李連杰與甄子丹不約而同於訪問時說

出為何接拍《花木蘭》，主要都是為了女
兒，因這電影對少女們很有啟發性，希望
向女兒及其他年輕女性傳遞平權信息。

甄子丹表示，他女兒很小就陪着他一
起看1998動畫版的《花木蘭》，還會一起
唱片中的經典歌曲，他直言：“是我的女
兒讓我接下這個角色。”

另外，甄子丹大讚劉亦菲很勤力，她
做了很多準備工夫，因為很多中國女演員
都演過木蘭，而迪士尼的《花木蘭》是一
部英語電影，更是面對全球觀眾，可想像
她的壓力很大。

全球首映之後，大部分影評人都對
《花木蘭》讚不絕口，稱其雖然和1998年
的動畫有所不同，但動作場面很精彩、基
調亦顯得更成熟，可能是迄今為止最
好的迪士尼真人改編電影。

至於《花》將於本月27日
正式在美國公映，但礙於新
冠肺炎疫情，電影公司
已於上周公佈香港、
日本、韓國及台灣
等地將押後到
暑 假 才 放
映。

劉亦菲關心武漢疫情
《花木蘭》全球首映禮李連杰 子丹造勢

冀親友安康

■劉亦菲與澳門出生的
美 國 女 演 員 溫 明 娜
（左）合照。

■劉亦菲在
新片全球首映

禮上，以金色低胸
長裙現身。

■■李連杰專誠偕女兒來捧場李連杰專誠偕女兒來捧場。。 ■■甄子丹一家齊撐場甄子丹一家齊撐場。。

■美國女歌手Christina Aguilera表現出生鬼一面。

■■謝東閔謝東閔

■《花木蘭》女導演Niki Caro。

■■美籍越南裔女星美籍越南裔女星LanaLana
CondorCondor現身首映禮現身首映禮。。

■■謝曉瑩謝曉瑩、、龍貫天為抗疫粵曲錄音龍貫天為抗疫粵曲錄音。。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0年3月1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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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剧集《天桥上的魔术师

》，斥资8千万在汐止打造占地

2.5公顷的临时片场，预计近日全

数拆除。昨（3/8）特地开放媒体

採访参观，导演杨雅喆前日正式

杀青，趁空档到场与美术指导王

志成进行导览分享。面对外界大

叹可惜，杨雅喆表示：「拍片场

景总有被处理的一天，如果可以

给观众留下美好回忆就不可惜。

」

《天桥上的魔术师》是改编

自台湾当代作家吴明益小说，以

80年代中华商场为故事背景，剧

组从去年8月开始搭景，到11月

正式开拍，费时3个多月建造。

前期除了要蒐罗中华商场内外旧

照片与影片，也针对细节田调，

1：1真实还原。

剧组复刻中华商场小吃餐

馆、鞋店、旗袍店、唱片行等

50 家店，仅少部分为虚构。店

裡用品一应俱全，牆面材质、

色泽、涂鸦、广告贴纸等细节

都没放过，且配置独立电源，

收工时需每一间关灯拉上铁门

，王志成表示：「细节魔人会

给我们指教，尽量细节做好，

不给大家挑毛病。」

杨雅喆也指出：「虽不可能

追求到百分百，但在国外耗资钜

额的戏剧都很难做到这样的可拍

度，除了还原度高，演员走过每

间店都不穿帮，可以直接在裡面

做生意。」

杨雅喆 14 年前曾担任戏剧

《危险心灵》副导，之后参与众

多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编导，此

次算是回归戏剧圈，为打造出电

影规格，工作人员青一色找电影

班底，不过，他也自嘲：「电视

串流是未来趋势，所以我回来拍

戏，结果是搞死自己。」

今杨雅喆也宣布剧中魔术师

主角由庄凯勋饰演，除了造型细

节不断会有改变，魔术也经过魔

术指导训练，镜头前的手法表现

让他大为称讚；被问到片中小演

员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受控，他

笑说：「世上怎麽会有受控的小

孩，如果可以控制那就真的是魔

术了。」

《天桥上的魔术师》开拍至

今，随著照片陆续在脸书社群媒

体曝光，引起许多迴响，有民众

甚至佯装临演偷跑进场，还有和

导演并不熟识的友人主动表示想

到现场参观，皆被婉拒。

而原先公视规划开放片场给

民众参观，因武汉肺炎（新型冠

状病毒，COVID-19）疫情终止计

画。公视总经理曹文杰表示：

「未来片场将进行拆卸，部分的

陈设道具，公视将依序分类与妥

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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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寗去年以「日据时代的十

种生存法则」一举入围金钟戏剧

女配角，虽与奖项擦身而过，但

她今年主演的鬼片「女鬼桥」破

除新冠肺炎影响，上映12天获得

4100万票房，更拿下双周冠军。

她在片中角色举足轻重，饰演直

播主学姊，个性大方爱交朋友，

但她说这点和自己私底下个性迥

异，透露小时候曾经因为被排挤

、霸凌，导致现在对社交场合胆

怯，她说：「会因为那些排挤害

怕把心交出去。」

「我没有需要大家喜欢我，

你如果喜欢我，我会很开心，不

喜欢也没关係，我没有希望可以

人人好。」总被朋友吐槽很难约

的张寗思索半晌吐出这番话。很

难想像受访时大方健谈的张寗会

这麽想，她自剖个性在团体裡比

较边缘，面对公开场合的前一天

都会紧张到睡不著，她猜想可能

是从小到大被排挤的关係，让她

渐渐把心门关起来；学生时期，

她因为才貌兼具在校又出风头，

受到不少老师疼爱，就算违反校

规也没被教官惩罚，因而引起同

侪间的妒忌，一次在学校的公开

演出，站在台上的她被狂丢卫生

纸团，同时伴随著嘘

声，忆起不堪往事，

她仍笑著说：「事情

过去了。」

张寗现在满足身

边仍有几位志同道合

的老朋友，她也感谢

「女鬼桥」剧组，直

讚大家很快就打成一

片，而在片中和她饰

演闺蜜的詹宛儒也在

开拍前成天和她腻在

一起，她说：「感谢

他们，带著我进到团

体氛围。」

奇妙的是，害怕

人群的她却选择必须

接触人群的演艺工作

，但从张寗 IG 上写

著的标语不难解读出

原因，「我是女演员，不是女明

星」，每演出1个角色对她来说

像穿起盔甲，像是让她躲在别的

后面跟人进行沟通，对她来说是

在好不过的舒压。

张寗直喊：「演鬼片最爽，

最好释放压力！」她继「尸忆」

后再度挑战「女鬼桥」，这次动

作场面也不少，一共有4个摔倒

画面，整部电影拍下来摔了至少

50次，由于片中角色需求，她只

能穿著短裤、单薄衣服，每天新

旧伤重叠，身上各色瘀青都有，

但她却说：「很过瘾很享受过程

。」敬业态度也被动作指导誉为

「最会跌倒的女演员」，她开心

之馀也期许之后能拍武打片，或

尝试大姊头角色。

從小被霸凌站台上遭丟垃圾
張寗扮鬼滿身傷舒壓

爆笑喜剧的「大画特务」，

继韩国票房写下破5亿台币票房的

惊人纪录后，上週末在台正式上

映，在肺炎疫情衝击下短短3天全

台票房仍飙破500万，勇夺全台新

片票房冠军。而电影一面倒的好

口碑也轰炸全台，让影迷大讚：

「从头到尾满满的笑点，笑到肚

子痛！」、「动作戏打好打满，

看到脸都觉得痛。」、「忍不住

想衝二刷、三刷。」更有网友表

示在疫情苦闷的日子中，被电影

爆笑魅力疗癒了！

「大画特务」电影爆笑口碑

轰炸全台，其中亚洲男神权相佑

的刺激动作戏和搞笑演技惊豔全

场，尤其是他和郑俊镐不计形象

在车内上演「基」情戏码，堪称

全片最大笑点，权相佑表示剧组

本来担心两个上了年纪的成年人

演出那段戏会有包袱，但他们实

际演起来完全没有压力，他说：

「因为过程真的太好笑了，郑俊

镐前辈还即兴说了『萤光棒』的

台词，害我差点笑场。」郑俊镐

更表示在现场看回放时自己都忍

不住害羞了。而另一场郑俊镐、

李伊庚一起飙骂片中上司许城泰

的戏码，三人卯足全力互飙髒话

，甚至互相吐痰、吐口水也让观

众笑到并轨，网友直讚：「听不

懂韩文，但听他们骂来骂去莫名

纾压XD」、「名副其实的『口水

大战』！」、「如果是4D版本观

众一定也会被狂喷水。」更有网

友笑言二刷就为了重看这一幕。

「大畫特務」 全台飆500萬

奪新片票房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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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譯：這次《重生》演得挺撕裂
《士兵突擊》裏的史今、《雞毛飛上天》裏

的陳江河、《紅海行動》中的楊銳、《我和我

的祖國》的高遠、《攀登者》的曲松林……作

為好戲之人，張譯的演技已備受觀眾認可。而

由他主演的首部網劇《重生》也於7日起在優酷

開播，此番他將挑戰壹名受重創失憶的刑警隊

隊長。近日該劇組織媒體提前看片，張譯也接

受采訪並直言這次演得挺撕裂。

挑戰失憶刑警 “我演完也開始各種失憶”
與懸疑電影《記憶碎片》壹樣，《重生》的

主人公是壹個失憶的人，講述了張譯飾演的刑警

秦馳作為“714槍案”的唯壹幸存者，在頭部受

到重創引發失憶的情況下，堅持與警局同事開展

前線刑偵工作，最終揭開真相。

《重生》是張譯首次出演網劇，他同時

擔任該劇藝術總監。當問及秦馳這個角色最

吸引他的地方，張譯認為，除了追查案件真

相，秦馳還將對自己曾經的人格進行追蹤：

“他不知道自己曾經是壹個怎麼樣的人，是

好人還是壞人?這讓我覺得很有意思，這類角

色我還沒演過。”

對於張譯來說，這個角色最大的難點是

“失憶”所帶來的：“如果再遇到這樣的角色

，我會建議導演不要把所有劇本都給到我，因

為當妳知道了記憶中的本來面目之後，還要去

扮演壹個失憶的狀態，是蠻撕裂的。”他更笑

言，自己每次演完壹個角色之後，這個角色身

上的某些特點，會長

時間地留在他的身上

。這次演完秦馳，也

有了與角色壹樣的遭

遇：“我開始各種失

憶，臉盲也越來越重

了，記人的名字、記

曾經的壹些事情，也

越來越記不清楚了，

所以我現在開始學會

寫日記了。”

演戲需要真誠
演到觀眾說“他就是秦馳”就行了
從《重生》前兩集來看，張譯劇中有很

多內心獨白，要透過復雜的眼神和內心活動

展現角色受創失憶後自我懷疑、被人懷疑、

又努力尋找缺失自我的心路歷程。這讓人不

禁想起張譯在《我和我的祖國》中戴著口罩

依然能征服大家的演技。張譯說，很多人問

過自己那個眼神戲是怎麼演的，“我也不知

道怎麼演的，但無論是《我和我的祖國》還

是《重生》，內心戲其實本著壹個‘真誠’

二字就可以了。”張譯更謙虛表示自己是個

網劇新人，希望有機會通過網絡和更多觀眾

拉近距離，“溝通也是壹個學習的階段”。

雖然外界紛紛誇贊他演技了得，張譯卻

感嘆，不同舞臺表演的區別就是對分寸的拿

捏，就像開車，開公交車的也能開小車、貨

車，可以來回切換，但自己現在切換得沒那

麼順溜，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學習。每壹個角

色對於他來說都是壹個新的挑戰。張譯認為

，表演不僅僅是壹個謀生的飯碗，更是壹門

需要從業者尊重的學科：“頂尖的藝術壹定

是有殘忍性的，就像芭蕾舞演員，訓練的時

候腳指甲都受傷了，但能夠跳出最美麗的

《天鵝湖》。”而對於這次顛覆性演繹失憶

刑警，張譯說，演到觀眾說“他就是秦馳”

就行了。

《獵心者》開播
李佳航攜拆謊小隊開門營業

由李蒞櫻任總制片人，天毅執導，李佳航領銜主演，王

玥兮、陳希郡主演的解壓拌飯輕喜劇《獵心者》發布“壹眼

窺心”版開播海報，將於9日晚正式播出。從已曝光的各種物

料中，可以窺見該劇笑點超密集，劇情接地氣的特色，如暖

心春風，解壓又治愈。

“戴朵花”爆笑解壓 硬核拆謊環環緊扣
該劇主要講述了拆謊專家戴猛（李佳航 飾）、套路女王

廖朵朵（王玥兮 飾）和呆萌CEO花笙（陳希郡 飾）通力合

作，為各色委托人解決人生難題，在破謊求真的過程中組團

成長的爆笑治愈故事。作為壹部解壓拌飯輕喜劇，《獵心

者》在給觀眾帶來歡樂的同時，聚焦真實而普遍存在的社會

熱點現象，高能話題貫穿全劇。其中被“三壹八”事件串聯

的懸疑元素令劇情節奏張弛有度，在棘手事件不斷發生的情

況下，想象不到的反轉總能帶來意外的收獲。環環相扣的情

節，貼合生活的內容，生動詼諧的演繹，定能牢牢抓住觀眾

的視線，不枉期待。

“戴花”相遇成師徒 朵朵對陣上演高手過招
在今晚即將播出的劇情中，面對當事人，靠破謊為生的

戴猛壹出場便展現超凡技能。在他的縝密推理和正義行動

下，順利解決了內有隱情的“仙人跳”事件。而這壹切被熱

血中二的花笙看在眼裏服在心中，他誠心誠意地開出優厚條

件，邀請戴猛加入自己的萬有咨詢服務公司，還拜對方為師

，學習如何成為壹名真正的鑒謊師。老板和員工，師父和徒

弟，債權人和債務人，戴猛和花笙結成“戴花聯盟”，被種

種關系“鎖”在了壹起。

就在兩人有了第壹單生意，準備大展宏圖之際，戴猛發

現事情並不簡單，有人從中作梗，和他暗中作對，此人正是

套路過花笙的“情感維護培訓師”廖朵朵。戴猛怒從中來，

和廖朵朵正式宣戰，兩人上演了壹場動口動手的高手對決。

劇情全程歡樂刺激又豐富，萬有三寶“戴朵花”集結完畢，

走心聯手幹大事！

今晚，跟著“戴朵花”壹起抽絲剝繭，還原真相，開懷

大笑。

王莎莎：
從“莫小貝”變身偶像劇女主

“當年的莫小貝現在都可以演

甜甜的戀愛劇了。”愛情輕喜劇

《愛上鄰家主廚》上線後，不少網

友驚喜發現，劇中活潑可愛的女主

角許開開就是《武林外傳》中的

“莫小貝”王莎莎，不禁讓人感慨

時光飛逝。劇集於近日收官，王莎

莎在接受采訪時直言“莫小貝”對

自己影響深刻，童星經歷特別珍貴

。此次是王莎莎首次出演偶像劇，

為了演繹甜蜜可愛的女生，她也是

瘋狂瘦身減肥，為此付出了“慘痛

的代價”。

在偶像劇中做“戀愛預習”
《愛上鄰家主廚》是王莎莎首

次出演偶像劇，劇中扮演的許開開

是壹個單純、鬼馬精靈的小女生，

和此前深入人心的“莫小貝”反差

相當大。對此，王莎莎坦言這次是

自己的壹個新嘗試，雖然反差很

大，但還挺好玩的：“演員就是要

勇於嘗試各種各樣的角色和作品類

型，對我來說不管接到什麼樣的角

色，能投入角色並完成

好的演繹，就很滿足很

開心了。”第壹次出演

偶像劇，王莎莎也為這

部劇付出了“慘痛的代

價”，為了拍戲瘋狂地

健身、減脂，體重據說

是達到了人生“高光時

刻”：“我好像達到了

7天不吃飯、不喝水也

不怎麼睡覺的狀態。”

她為此付出了“慘痛的

代價”：“後來我開始狂掉頭發，

這段瘋狂減肥期給了我慘痛的教訓

，所以現在雖然也在減肥但會采用

健康的方法。”

雖然拍偶像劇代價有點大，但

王莎莎也以全新的熒幕形象獲得關

註，不少網友看了這部劇後感慨：

當年的莫小貝現在都可以演甜甜的

戀愛劇了。對此，王莎莎自己也很

開心：“好像很多人印象中我還是

那個莫小貝，沒想到壹轉眼已經變

成莫大貝了。因為我之前也沒談過

戀愛，拍戀愛戲也是第壹次，也覺

得蠻有趣，相當於在劇裏做了戀愛

預習。”

希望出演更“走心”的角色
王莎莎直言，童年時能遇到莫小

貝這個角色，“特別幸運也特別驕

傲”，給自己現在的職業規劃帶來很

大影響：“有這麼多觀眾壹路看著我

長大，會感覺大家在互相陪伴著成長

，這份情感特別難能可貴。”

王莎莎因《武林外傳》而大受

歡迎，但之後她並未以童星身份繼續

活躍熒屏，而是選擇按部就班去讀書

。2011年參加藝考，還曾因為“落榜

北電”被熱議。2018年在上戲碩士畢

業，她坦言繼續深造的這幾年有了更

多靜下來去思考的時間，也接受了更

多的表演理念、理論以及有了很多表

演實踐，拓寬了自己的眼界。

除了影視作品，王莎莎對舞臺

表演也十分熱愛，曾憑在話劇《國

家的孩子》中的出色表現獲得上海

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獎新人主角的

提名。另外她在配音方面也頗有天

賦，之前曾參與《聲臨其境》的錄

制受到好評，王莎莎笑言喜歡配音

可能是演員的沖動：“我覺得我配

音的沖動更多來自對角色和表演的

渴望”。臺詞方面，王莎莎稱讀研

時遇上了教學經驗很豐富的老師，

即使是研究生每節課還是會被揪字

、揪音，從基本功進行打磨，“老

師也建議我們每天閱讀，練口條、

認識壹些生僻字，這個也變成了我

從課堂上延續下來的壹個習慣，現

在也經常會去做”。

說到未來的規劃，王莎莎表示

希望自己能越來越忙：“作為演員

壹定要不斷演戲，無論是話劇還是

影視作品，希望有更多機會去塑造

自己喜歡和期待的角色。”至於角

色類型，王莎莎稱特別想塑造走

“內心”戲路線的角色：“比較厚

重、經得起推敲而不是很符號化的

角色，比如演繹壹個女人的壹生，

從年少到成家立業有孩子這樣時間

跨度比較大的題材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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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在美國上映的《猛禽小隊和哈莉·

奎茵》是第八部DC宇宙擴展電影，也是2016

年《自殺小隊》的衍生。

該片由閻羽茜（《海上浮城》2018）執導

，其片名來自DC漫畫中全女性戰隊，獲得奧

斯卡提名的影星瑪歌特· 羅比（《性感炸彈》

2019）在影片中飾演小醜女哈莉· 奎茵。

除了羅比，影片強大的演員陣容還包括瑪

麗· 伊麗莎白· 文斯蒂德飾演女獵手Helena Berti-

nelli，朱尼· 斯莫利特飾演黑金絲雀Dinah Lance

，羅西· 培瑞茲飾演警探芮妮· 蒙托亞，埃拉·

傑伊· 巴斯科飾演Cassandra Cain，克裏斯· 梅西

納飾演紮斯先生，以及伊萬· 麥克格雷格飾演

黑面具Roman Sionis。

最後呈現出來的是壹部非常有趣、充滿動

作化的漫畫電影，並且比DC擴展宇宙（DCEU

）之前的壹些電影更具現實基調。當然這也歸

功於瑪歌特· 羅比飾演的這壹奠定其事業的角

色小醜女哈莉· 奎茵，還有女演員朱尼· 斯莫利

特在黑金絲雀壹角中的顛覆性表演。

《猛禽小隊和哈莉· 奎茵》的主線故事，

從《自殺小隊》裏小醜女哈莉· 奎茵（羅比飾

演）和小醜的分手開始展開。回到哥譚，現在

只有哈莉自己了，她發現犯罪首領黑面具Ro-

man Sionis（麥克格雷格飾演）想要她的命，因

為小醜已經不再保護她了。

在被 Roman 的司機 Dinah Lance（斯莫利

特 飾演）救下後，哈莉和Roman達成了壹項協

議，從壹位名叫Cassandra Cain（巴斯科飾演）

的女孩那裏，拿到那枚被偷走的罕見鉆石，作

為交換，Roman以及整個哥譚的黑社會要保護

她。

但Roman騙了哈莉，他打算暗殺她和Cas-

sandra，派出壹個精神錯亂的連環殺手紮斯先生

（Messina飾演）追殺他們。

與此同時，在路上還遇到了女獵手，她實

際上是黑幫首領的女兒Helena Bertinelli（文斯

蒂德飾演），她正打算為家人的慘死報仇；還

有壹名哥譚市的警探芮妮· 蒙托亞（培瑞茲飾

演），其實她早已和被稱作黑金絲雀的Dinah

秘密合作了，為了擊垮Roman。

現在，如果哈莉想要保護Cassandra並阻止

Roman和Victor，她將不得不學著和她的新盟友

黑金絲雀Dinah、警探芮妮以及女獵手Helena壹

起合作。

盡管《自殺小隊》不那麽盡如人意，但作

為壹個資深漫畫迷，從我在熒幕上看到瑪歌

特· 羅比的那壹刻開始，我就知道她天生就應

該去扮演DC角色哈莉· 奎茵。所以，我真的特

別開心能夠看到這位女演員和她的角色，都能

在壹部電影中充分施展她們的才華。

《猛禽小隊和哈莉· 奎茵》是壹部有趣、

難以預測、非正統以及有點狂野的電影，就像

哈莉自己壹樣。

從電影的開場動畫，我就能看出導演閻羽

茜是在刻意嘗試和以往DCEU影片不同的基調

，而她當然也做到了這壹點。

但這不是《小醜》，它的確與《自殺小隊

》甚至是更近的《雷霆沙贊！》（2019）同屬

壹個宇宙，而同時它又可以完全獨立存在。

我更傾向於將它的基調和《死侍》放在壹

起，就像《死侍》僅僅與更大的X戰警宇宙有

點聯系壹樣，《猛禽小隊》與其他DCEU電影

的聯系也只是那樣。

像《死侍》壹樣，哈莉· 奎茵也不是個可

靠的敘述者，經常跳脫出來。這個故事有點跳

躍，這也是它獨特的魅力之壹，但基本上是壹

個簡單的敘事，容納了大多數角色之間的充分

發展。

其中唯壹壹個我覺得並沒有足夠時間發展

角色的是女獵手，這有點遺憾，因為她是我在

漫畫中最喜歡的角色之壹。影片中有很多角色

，大部分角色都有足夠的熒幕時間，除了女獵

手，她的劇本有點缺斤少兩，很多時候都感覺

是硬塞進去的。

我也不喜歡瑪麗· 伊麗莎白· 文斯蒂德對於

其角色的詮釋。她將這個角色要麽演繹得很生

氣要麽沒有安全感，再加上沒有足夠的時間來

發展角色，這些表演上的選擇在熒幕上完全沒

有效果。

演員伊萬· 麥克格雷格和克裏斯· 梅西納很

顯然非常享受出演反派角色，不過他們對角色

的詮釋雖然令人愉悅，但在2020年的現在仍然

有點問題。

麥克格雷格在詮釋角色上有點過於張揚，

而梅西納的詮釋似乎說明他和Roman之間有著

某些浪漫的火花。如果這是導演希望這些角色

演繹的方向，那我只希望以壹種更有品味的方

式去實現。

另壹方面，朱尼· 斯莫利特在黑金絲雀這

壹角色塑造上，有突破性的表演。相比於女獵

人，我更喜歡他們對於這個角色的改編。

他們改了很多關於漫畫裏她的出身，而同

時也保留了很多她的核心特征。斯莫利特飾演

的Dinah十分出色，她為這個角色加入了很多

感情色彩，對於哈莉· 奎茵來說，她更像是厲

害的搞笑直男。

埃拉· 傑伊· 巴斯科的電影首秀就是Cassan-

dre Cain這個角色，她也非常享受。

而能看到奧斯卡提名者、《The View》前

主持人羅西· 培瑞茲回歸她所屬於的大熒幕，

也非常令人欣喜。和哈莉· 奎茵壹樣，警探芮

妮· 蒙托亞這個角色也是很多DC迷們鐘愛的，

她的原型來源於《蝙蝠俠》系列，而不是漫畫

。在影片中，培瑞茲也用壹種極為深刻的方式

將這個角色呈現了出來。

不過《猛禽小隊和哈莉· 奎茵》真的是壹

部哈莉· 奎茵電影，這壹切都應該歸功於瑪歌

特· 羅比，她不僅天衣無縫地轉變成奎茵這個

角色，而且作為制片人，是她把這部電影的概

念，從壹開始還是個原創想法的時候，就給了

片廠。

當然，羅比曾憑借其在《性感炸彈》的角

色角逐奧斯卡，她也參演了提名奧斯卡的影片

《好萊塢往事》，但她的職業生涯將由她詮釋

的哈莉· 奎茵而重新定義。

這位女演員也準備好回歸明年的《自殺小

隊2》中的這個角色，導演是詹姆斯· 古恩。

她在《猛禽小隊和哈莉· 奎茵》中的表演

，表明她對角色的把控很到位，忠於那些粉絲

們熱愛哈莉的地方，同時也能自由地探索這個

角色的脆弱面。

總之，《猛禽小隊和哈莉· 奎茵》是壹部

完全原創的DCEU影片，有著漫畫迷們會喜愛

的有趣和新鮮的基調，也會因為瑪歌特· 羅比

和朱尼· 斯莫利特的出色表演產生共鳴。

有趣、非正統、有點狂野
《猛禽小隊》是DCEU的《死侍》

受疫情影響，國內的影院已經好久沒有電影上映，近期更沒有國際影星來中國宣傳。不過中國

人民的老朋友範· 迪塞爾依然心系中國的影迷，表示自己十分想去中國做宣傳。

日前，範· 迪塞爾在新片《喋血戰士》的首映活動上表示，盡管疫情在全球多地爆發，他主演

的兩部新片《喋血戰士》（3月13日北美上映）和《速度與激情9》（5月22日北美上映）都會如期

上映，並表示“我們現在比以往更需要電影”。

範· 迪塞爾還表示，他非常喜歡與影迷互動，並很想來中國宣傳。他笑稱曾懇請《喋血戰士》

的片方索尼讓他去中國做宣傳，而對方壹副“要去妳自己去”的表情。

範迪塞爾範迪塞爾：：我十分想去中國做宣傳我十分想去中國做宣傳
強調強調《《速度與激情速度與激情99》《》《喋血戰士喋血戰士》》不會改檔不會改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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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说，河西走廊是世界四大文化体系的交

汇中心。

在唐代，东通秦蜀、西接西域的河西走廊，“襟带

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此地为丝绸

之路的交通要冲，是大唐的边防重镇与商业都会，是天

下富庶之地。塞外边城、丝路驼铃、酒肆琵琶、帅府宴

饮，流淌在盛唐诗人的梦里，被赋予了浓浓的诗意。

王翰慷慨高歌：“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

回？”

岑参举酒豪饮：“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

琶。”

王之涣深情倾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

门关。”

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到了中唐，诗人写起河西

，情绪就丧了不少。元稹听说过昔日河西走廊的繁华景

象，他在《西凉伎》一诗中写道：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

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

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

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

在诗中，元稹描写了盛唐时河西人烟稠密、喧闹不

已的场景，还想象名将哥舒翰置酒高会的场面，宴席上

有美酒佳肴、胡姬醉舞，有大宛进献的汗血宝马、吐蕃

进献的翠茸裘，让人为之陶醉，流连忘返。

可这样的河西，为何只残存在诗人的幻想中？元稹

笔锋一转，说出了真相：

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没尽空遗丘。

安史之乱打碎了盛世的繁华，河西沦落在战火之中

，就此开启了一段百年痛史。

安史之乱中，唐朝军队一开始败得惨兮兮，封常清

、高仙芝、哥舒翰等边塞名将与安史叛军交战连连失利

。唐玄宗一看形势不对头，拔腿就跑，躲进了蜀地。

唐肃宗到灵武（今宁夏银川）即位后，才在一帮文

臣武将的协助下组织起反攻，可是战争前期唐军主力都

快败光了，这可咋整？唐军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抽调

驻守河陇的精锐之兵增援，与安史叛军作战。

河西边防因此顿时空虚，常年虎视眈眈的吐蕃一看

，到了嘴边的肥肉，岂能让它溜了，于是在之后的几年

内，趁机出兵侵占了唐朝河西、陇右的几十个州。史书

记载，吐蕃“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

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数年间，西北数十州

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

到了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派20万大军从河西

一路杀到长安，唐代宗和他爷爷当年一样吓得够呛，也

跑路了。吐蕃人气焰嚣张，攻破长安后，将这座多灾多

难的国都抢掠一空，纵火焚烧，还拥立广武王李承宏为

帝，意欲建立一个傀儡朝廷。

唐朝宰相苗晋卿卧病在床，吐蕃人把他拉到宫中，

威胁他带个头服从安排。苗晋卿怒目而视，闭口不言，

吐蕃人一时也不敢轻易杀害这位老臣。

不久之后，名将郭子仪就率领三十骑兵奔赴前线，

迅速集合四处逃散的唐军，率军反攻，才再次收复长安

。唐代宗总算是虚惊一场，结束了这段意外的“假期”

。

吐蕃入寇长安，是当时不亚于安史之乱的头条新闻

。远在蜀地漂泊的诗人杜甫得知此事，在《释闷》一诗

中写道：“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

安史之乱后，大唐烽火连年，如今还险些酿成了如

西周末年犬戎灭国一般的悲剧。

吐蕃能够轻易攻破长安，其中的一大原因，正是河

西走廊的失陷。

吐蕃侵占河西后，唐朝京畿以西丧失屏障，门户大

开，朝廷与西域的联系也被切断，安西、北庭诸镇孤悬

异域。不少有识之士深知河西是边防重地，纷纷向朝廷

进言出兵夺回河西，但从盛世跌落的大唐，显然还没有

缓过劲来。

老杜为唐代宗捏一把汗，到了晚唐，河西走廊还在

吐蕃手里，“小杜”杜牧想到此事，也在《河湟》中愤

青一回：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唐代宗时，宰相元载经历过长安的变乱，对河西的

重要性深有体会，建议以原州（今宁夏固原）为起点，

逐步收回河陇地区，并主张尽快采取措施缓解西北边患

。

元载是个凤凰男，为人野心勃勃。他通过结交宦官

掌权，又在之后协助皇帝铲除了权宦，专权后排除异己

，因此得罪不少人。唐代宗也对专横跋扈的元载日渐生

厌，不仅没采纳他的建议，后来还将他治罪，给赐死了

。元载虽说人品受质疑，忧国之心还是有的。他未能派

兵收复河西，后来杜牧也不由得感到惋惜。

唐蕃两军对峙，唐军占不到多少便宜，朝廷早已认

怂。建中四年（783年），唐代宗的儿子唐德宗在位时

，被迫与吐蕃和好，双方签订了清水盟约。在议定国界

时，唐朝承认吐蕃对河陇一带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

的占有权，打不过你，就把地盘让给你了。

白居易后来在诗中写道：

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

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由于在清水之盟中，河西大部分土地划给了吐蕃，

唐朝西北边防形同虚设，皇帝不得不在离家门口不远的

凤翔（今陕西宝鸡）抵御吐蕃的进攻。本来在凤翔布防

就跟闹着玩似的，现实比理想更骨感。清水之盟不久后

，吐蕃就毁约再度发动战争。唐德宗这老实人受了欺负

也没辙，只好恢复与吐蕃的交战状态，河西就此成了一

个老大难的问题。

唐宪宗是中唐时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时吐

蕃进犯泾州（今甘肃泾川）、盐州（今陕西定边）等地

，宪宗派遣大将多次将其击败，也曾计划过收复河西。

但这个皇帝爱炼丹，到了统治后期沉迷于长生药，精神

状态不太稳定，朝政为宦官所把持，还没来得及西征就

先归西了。

多年后，杜牧也在《河湟》一诗中为此痛惜。

大唐河西往事：一段百年痛史，与一支铁血之师

河西走廊陷落的百年岁月，当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

热中。

建中二年（781年），吐蕃军攻陷沙州。唐将阎朝

带领城中军民抗争多年，在弹尽粮绝之际不得不与蕃将

相约，不许他们强行迁徙百姓，这才同意出城投降。谁

知，吐蕃人却出尔反尔，不仅伤害了当地百姓，还将多

年来一直与其做对的阎朝毒杀。

阎朝是当时河西官吏中少有的逆行者之一，他的前

任长官、河西节度使周鼎在陷入吐蕃重重包围后丧失斗

志，求救无果后主张焚毁城郭，向东逃窜。阎朝坚持主

战，他果断将周鼎抓回来，用绳子勒死，之后自领州事

，指挥沙州抵抗吐蕃。沙州军民集合在阎朝的旗下，奋

战于内缺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中，一守就是十年。

河西之地陷落本就让人心痛，当地百姓更是无辜遭

难，受到吐蕃残酷迫害。吐蕃攻陷河西各州后，将壮丁

掳为奴隶，命他们耕田放牧，劳作不休，而对丧失劳动

能力的年老者，动辄“断手凿目，弃之而去”。

史载，唐贞元年间（785年—805年），吐蕃军队

曾在河西俘获一万多名汉人，带回其领地为奴。当经过

一段峡谷时，悲愤不已的汉人俘虏停下脚步，向东边的

故乡辞别。有几百人直接哭到昏迷，还有人宁死不屈，

跳崖而死。

吐蕃人还实行文化专制，严厉禁止河西百姓穿汉家

服饰，说汉话。但在吐蕃的压迫下，每逢新春佳节，河

西各州百姓依旧偷偷穿起汉家服饰，祭祀祖先，向东遥

拜。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河西百姓反抗的呼声，

一直回荡在大唐边关。开成年间（836一840年），唐

朝使者途径河西，当地百姓见到唐使放声痛哭，问道：

“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

更让人气愤的是，唐王朝懦弱无能，不仅无力出兵

收复失地，还对冒死逃回的河西百姓百般猜疑，肆意虐

待。善于针砭时弊的白居易写有一首《缚戎人》，其中

说道：

自云乡管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

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

……

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

在唐代宗年间被迫沦落吐蕃统治的河西汉人，尽管

身披胡裘，仍怀着一腔报国热忱，几十年间不断有人从

河西逃回唐朝边境，却被黑白不分的唐军边将捉住，当

作吐蕃俘虏向朝廷邀功请赏。

白居易抨击为非作歹的边将，为无辜的没蕃百姓哀

叹：“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

随着河西失陷，距离长安更遥远的西域也与朝廷断

了联系。管辖天山南北的安西、北庭都护府，面对山呼

海啸般涌来的吐蕃大军苦守多年，最终也在风沙怒卷中

陷落。

郭子仪的侄子郭昕，自年轻时奉命坚守安西四镇

（碎叶、龟兹、于阗、疏勒），少年青丝熬成白发，度

过了四十余年。河西走廊被吐蕃所阻隔后，东方的故乡

成了安西将士回不去的远方。

到了与吐蕃最后一战时，郭昕与最后仅剩的将士

尽皆白发苍苍，在孤悬绝域中燃尽了自己的生命。唐

朝由于河西沦陷，断绝与西域的联系后，一些亲近大

唐的西域邦国相继覆灭。这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间

这一地区的发展，其中包括在宗教文化上的转变。龟

兹、于阗、疏勒等地，在唐代以前是西域重要的佛教

中心。

诗人张籍的《陇头》一诗写出了吐蕃入寇后，河西

军民的不幸遭遇：

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

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

张籍写到最后，怀着满腔热血追思良将，发出呼吁

：“难道就没有像汉代李广、李蔡那样的名将，来收复

河西，带领百姓们重回汉家故土吗？”

河西沦陷多年后，一位将改变河西地区命运的英雄

终于横空出世。

他，就是张议潮。

张议潮出身沙州豪族，自幼研读兵书，少年时亲眼

目睹河西陷落、民不聊生，被当时广为传唱的《无名歌

》深深触动。诗中哀怨地唱道：

君不见城外空墙匡，将军只是栽花竹。

君看城外栖惶处，段段茅花如柳絮。

海燕衔泥欲作巢，空堂无人却飞去。

这首河陇民谣，反映了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各州的

困境：深受吐蕃奴役的百姓在贫瘠土地上耕作，生活困

顿，还忍受着繁重赋役。他们不堪重负，试图逃离家园

。此地的断垣残壁，只能供吐蕃军官们栽种草木，城外

茅花如柳絮飞扬，格外凄凉，连燕子也不愿在这样残破

的空城筑巢栖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张议潮立下志向，一

定要带领乡亲们走出困境。与此同时，盛极一时的吐蕃

正在内乱和外战中不断走向下坡路，已为强弩之末。

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朝廷得知吐蕃衰弱，

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如何收复河西各州。三年后，河东

节度使与吐蕃军大战于盐州，取得大胜。次年，凤翔节

度使又一举收复了原州，当年元载以原州为起点收复河

西的计划再度提上日程。

几年后，又有河陇汉人百姓千余人千里迢迢前来长

安投靠，当时的皇帝唐宣宗亲自在城门接见，百姓欢欣

鼓舞，山呼万岁。

远在沙州的张议潮听闻这些好消息，仿佛得到了信

号：河西各州百姓，终于不再孤立无援。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见时机成熟，

与当地名门望族、豪杰义士联合，散尽家财，招兵买马

，在沙州起兵反抗吐蕃暴政。安史之乱后，时光已过数

十载，河西的汉人终于听到了冲锋的号角，他们揭竿而

起，响应张议潮的号召。

史载，张议潮亲率起义军与吐蕃交战，“启武侯之

八阵，纵烧牛之策”，以寡敌众，突破重重包围。八阵

指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创设的八阵图，烧牛之策则是战

国时期田单的火牛阵，史书以此描述张议潮出色的军事

才能。

吐蕃守军没想到，这么多年来犹如待宰羔羊的黎民

百姓，竟也拿起了屠刀，在惊慌失措中连连败退。吐蕃

权臣尚恐热得知河西起义的消息后勃然大怒，率领军队

再一次劫掠河西鄯（青海西宁）、廓（今青海贵德）等

八州，一路上烧杀劫掠。吐蕃兵遇上青壮就将他们斩杀

，又对老弱妇孺施以割鼻断足的酷刑，甚至以槊刺杀婴

儿为戏。

尚恐热原本是想以此举再次震慑河西百姓，没想到

结果适得其反。吐蕃人残暴的行径激起民怨，越来越多

的河西百姓挺身而出，投入到张议潮的义军中。张议潮

一鼓作气，修缮甲兵，且耕且战，先后带兵收复河陇地

区的沙、瓜、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等

十一州。

河西故土沦陷已近百年，汉人终于再次翻身做主。

张议潮收复失地后，不愿割地称王，而是派人向长

安告捷。由于通往长安的要道还掌握在吐蕃手里，使者

东行受阻，贸然前往，恐怕九死一生。

河西的高僧洪辩心生一计，派其弟子悟真担任张议

潮的入朝使者。僧人的身份正好可以作为掩护，摆脱吐

蕃人的盘问。悟真一路向东，走入荒漠，他辨不清方向

，不知前路在何方，也不知自己此生能否到达长安。他

舍生忘死，只希望把河西军民的英勇一事告知朝廷，让

天下人知道，在沦陷区生活了数十年的百姓，依然不忘

自己是大唐的子民。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悟真迂道东北，幸运地被天德

军（在今内蒙古）防御使李丕发现。在李丕的帮助下，

悟真终于到达长安。他历经艰难险阻，站在了唐朝的中

央，只为告诉人们，河西的百姓，将要重回大唐的怀抱

。

与朝廷取得联系后，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

再派其兄张议潭和起义诸将李明达、李明振等二十九人

为使者入朝告捷，并献上沙、瓜等十一州地图、户籍，

宣布向唐朝效忠。河西的回归，无疑是大唐桑榆晚景中

一丝难得的光亮，对帝国而言，相当提气。

唐宣宗得知河西军民来投，感慨道：“关西出将，

岂虚也哉！”

之前在《河湟》诗中为河西失陷痛心疾首的诗人杜

牧，此时心境大不同，欣喜地作诗歌咏张议潮立下的奇

功，以汉武帝平朔方、周宣王征夷狄作对比：

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镞遗。

汉武惭誇朔方地，周宣休道太原师。

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

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

之后，唐朝在沙州设立归义军，统领沙、瓜十一州

，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给予其高度的行政自由。

从此，归义军名扬天下。

张议潮率领的这支铁血之师，在河西以寡敌众，接

连抵御吐蕃、回鹘大军的进犯，甚至还以7000汉兵，

一举拿下河西重镇凉州。他给这片曾经繁华的土地带来

了久违的安宁。

张议潮不仅为巩固边防鞠躬尽瘁，还在当地恢复唐

朝礼制、汉人风俗，遂使“百年左衽，复为冠裳；十郡

遗黎，悉出汤火”。敦煌出土的诗篇中，不乏时人称颂

张议潮的作品，其中一首诗写道：

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在经营河西多年后，晚年的张议潮偶然间得知此前

被派入朝的哥哥张议潭去世的噩耗，便以69岁高龄不远

千里赶往长安。荣新江教授认为，张议潮此举是为替代

其兄作为归义军的新人质，以此表示对朝廷的忠诚。作

为一个高度独立的地方政府，归义军难免遭到朝廷猜疑

，所谓“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葵心向阳，俾上帝

之诚信”。

咸通八年（867年），功成名就的张议潮被唐朝晋

升为司徒，在长安享受优厚礼遇，此后几年远离战火，

平静地度过了余生。他去世时，吐蕃早已在内忧外患中

走向分裂，但唐朝也无力继续西进，难以借河西之地再

复西域。

此时，距离唐朝灭亡，也仅剩下不到40年，各地

起义不断爆发，下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五代十国正

悄然拉开帷幕。

张议潮生前挂念的归义军，在战乱中逐渐被人淡忘

，直到北宋时，河西各州才为西夏政权所兼并。那段百

年沉沦和英雄奋起的历史，早已铭刻在这片黄沙漫漫的

土地上。

大唐河西往事：
一段百年痛史，与一支铁血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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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经常有朋友问我关于美国的生活，

例如：美国生活费贵不贵？美国生活难

不难？美国人的花费有哪些？其实，在

哪里都一样，生活中都是衣食住行，柴

米油盐，电气手机保险汽车，医疗……

我想，如果只说一个人的生活成本

，未免有些片面，所以我在这边找了很

多资料，整理出一个基本的数据，可以

大概了解到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各项开

支，供大家参考。

服装

我常来往于中美两国之间，从美国

到中国，有时候我按照自己的喜好给朋

友带衣服。

常有朋友抱怨：满以为你从美国带

回来的是洋货，没想到，还是MADE

IN CHINA。饶了一圈，又回来了。何

必？

其实，当时买的时候，我也没想那

么多，就是个人判断质量比我在中国买

的好，而且同档次的东西价钱比中国便

宜。

比如，CK的内衣，其实价格差不

多就相当于国内品牌班尼路的价格。一

件T恤，几十美元或者十几美元就买得

到。而且商场酷爱打折，常能碰到4折

，有时甚至2折。

国内来的朋友来美国，物品陪她血

拼之后她告诉我，她在中国逛街买衣服

经常一件就要1000多块人民币。但是在

美国，除非你买LV或ARMANI这样一

线的牌子，如果只是买CK、DKNY之流

，想一次花掉1000美金还真是不容易。

再来说说鞋子。有网站调查过，美

国女性平均购买鞋子的费用，估计每年

为370美元，如果以一生来计算，估计

大约为25，000美元。这是一个平均数

字，而且美国人穿鞋子很注重舒适性，

质量太差的鞋子穿着不舒服，是卖不动

的。

食物

有一次，我国内的一个朋友带着孩

子来纽约玩，孩子要我请他去吃哈根达

斯。

我纳闷，哈根达斯是什么东东？孩

子居然嘲笑我说：高小姐，你OUT了，

连哈根达斯都不知道。

那是很高级的冰淇淋，很贵。

好吧，我只好很没面子地答应请他

去吃这种冰淇淋。但心里怀恨在心，哼

，看我哪天一定扳回一局。没想到，第

二天就给我逮到机会。

我带他们母子俩去逛街，只见小家

伙站在食品店的冷藏柜前发呆。原来哈

根达斯在这里卖得如此便宜，几美金一

大桶，买两桶的话还有优惠。它与一堆

杂七杂八的，花花绿绿的冰淇淋挤在橱

窗后面，一点都没有高级的影子。

我狠狠地买了两大桶促销装的哈根

达斯，可是小家伙却看都不看它一眼了。

弄得我本来想打击他的心情，都没

有了。我只能边看电视，边吃冰淇淋。

其实，平心而论，味道还是不错的。

这只是一个插曲。美国很多食物的

确比较便宜，比如我最爱的龙虾，看季

节，价格稍有不同，有时候8，9美元一

磅，有时候4.99美元一磅。

螃蟹，一般情况下华人超市里，是

按照一打12只来计算。螃蟹也是我的最

爱之一：我看到最贵的时候12.99一打

，便宜的时候6.99美元一打，鲜活鲜活

的。

这种龙虾个头不大，每只大概1磅

多一点，肉不像老龙虾那样结实，所以

，我个人一次要干掉2只，一餐下来，

也很便宜。

习惯了这种便宜的我，有次在北京

，朋友请在外面吃饭，看到龙虾的价格

是980元，没想到中国龙虾这个东东那

么贵，在纽约超市一只龙虾也就几美或

者10多美元……看到这个价格，高娓娓

当时都想改行专门干买卖龙虾的行当了

。

还有次我在日本福田机场转机，面

对一碗售价20美金的面条，惊为天价。

有一次去波士顿，一大早在最繁华

的闹市区，居然看到大一遍，用帐篷搭

起来的上千个摊位，美国人称呼的农夫

市场。这里的蔬菜比超市便宜一些。

今年元旦在纽约到餐馆招待刚从中

国来的朋友吃饭，吃的自助火锅，菜品

丰富包括：龙虾螃蟹虾鱼，当然牛羊肉

，各种冷菜蔬菜，还有日本料理等，新

年特别价每人33美元，加上税8%点多

和小费15%，每人价格43美元左右，已

经比较贵了。平常的价格晚上周末每人

27.99，平常时间每人16.99美元。

再来看看超市里其他物品的价格：

泰国米50磅装的，20美元左右一袋

。大白菜，每磅0.50美元左右。西红柿

1美元1磅。葡萄0.99元1磅。6瓶百威

啤酒7美元。3个或者5个橙子1美元。

价格有时会略有浮动，但不会涨太多，

大概也就涨个几分，几十美分。

吃饭

一家三口，在生活上，如果你不出

去吃喝，平平常常，一般的日子，每个

月差不多300-500美元就够了，还是加

一句：博友留言现在都涨价了。不过，

在美国，吃方面的花费真是不贵。

饮料

美国家庭每年平均花费于汽水的费

用，估计为850美元。

另外，消费网站的数据表明，目前

美国人平均每星期花费20美元以上，购

买咖啡，每年的总花费平均为1，092美

元。当然，每个人的消费金额也充满变

数。举例来说，去年春天网站Mint.com

的估计，每月美国人在咖啡厅的平均消

费为14.40美元，或少于每年175美元。

但是，并不包括在家里喝咖啡的成

本。然而，每年消费1，100美元的咖啡

，似乎仍然相当高。

出行

有人调查过，美国工人平均的通勤

费用，每年大约为1，476美元。

另外，2010年网站Bundle.com报告

，全国各地最昂贵的通勤费，美国人用

于气油和汽车开支，每年花费低于700

美元或800美元。

2011年，每户家庭平均花在汽油上

的费用为4，155美元。这是前所未有的

新高，去年汽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3.53美元。

如果加上保险，燃油和其他费用，

以汽车驾驶15，000英里来计算，每年

的费用大约为8，776美元。

娱乐旅游

美国人认为旅游是日常基本消费，

不能没有，不能节省。旅游消费对他们

而言并不算一项太大的开支。据统计，

美国人每年在旅游国际机票上的平均花

费是在2000美元左右，对美国许多年收

入在6万美元以上的人来讲，只占3%的

比例。一般来讲，一次出游，大概会花

费掉一个普通美国百姓半个月的工资。

圣诞节

节日期间，美国人平均花费超过

700美元购买节日礼物。2011年假日期

间，平均花费2，300美元购买礼物。

观看体育赛事

美国人平均花费于体育节目的收费

台，大约为100美元一年。不管他们是

否观看体育，他们还需要支付该电视收

费。

其他开销

医疗保险费 2011年，美国家庭的

雇主健康保险的费用，首次突破15，

000美元，一年大约为15，073美元，同

比2010年，只有13，770美元。

手机费用 据最近的一项调查估计

，美国人每年平均花费的手机费用为

605.95美元，包括每月定期收费，税收

，超支等，并不包括手机的成本。而且

，这是一般手机的估计，并不是智能手

机。使用iPhone的美国人，每年平均花

费大约1，900美元。

电力 2010年，美国家庭平均支付1

，419美元用于电力的开支，相比5年前

，增长大约300美元。

晒晒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开支

三年前，严梓瑞（音译）从家乡贵

州省贵阳市来到位于教堂山（Chapel

Hill）的北卡罗来纳大学读书，这是他

第一次来美国生活。与搬入其他国家的

人一样，严梓瑞发现现实中的美国与他

之前想象中的存在许多不同。

据Business Insider报道，他发现，

美国文化的许多方面，从食物到交通再

到夜生活，都与自己先前想象的存在差

别，其中一些甚至让他感到失望。

以下是严梓瑞认为美国文化中最让

他失望的14个地方：

1. 美国商铺关门太早

在我所居住的北卡州，除酒吧、夜

店以及24小时商店外，大多数商铺晚上

9时左右就关门了。这与我在中国时不

同。

中国的商店、饭馆和咖啡厅会营业

到比较晚。而在夜市，小商贩们晚上10

时才开始出摊，凌晨3时还在营业。

而在美国，如果想找个地方为期末

考试“临阵磨枪”，你几乎很少能找到

一家午夜仍在营业的咖啡店，也很难找

到吃夜宵的地方。

2. 美国大多数地方都鲜有人烟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因此在中国时我常能在街头巷尾看到

许多人。无论何时走出门去，你都能看

到很多人，他们在公园里锻炼身体，在

商场里购物，在咖啡店里聊天。

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1/4那么多，

而在美国的小城镇，住户就更为分散了

。

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城镇，我从没经

历过在各处都能看到人群的情况，给人

的感觉就像是身处“鬼城”一般。尽管

白天你能在街上看到外出的人，但让人

失望的是，日落之后，人们几乎很少在

户外活动。

3. 去哪都得开车

在美国，如果你没自己的

车，你又住在一个公共交通不

够便利的城市，那么你的生活

就会很艰难。

在中国，人们大多依赖于

公交车和地铁出行，而美国多

数情况下是个“汽车国家”。

如果你没车，那么去城镇的另

一端可能得花上你一个小时的

时间。美国文化的这个方面电

视和电影中鲜有提及，所以在

我来美国之前对此毫无概念。

4. 美国餐馆的食物很贵，并

且菜单上不标总价

美国餐馆里卖的食物可比

世界其他地方要贵得多。而更

糟的是，美国餐馆的菜单有些

“坑人”，因为标注的价格并

不包含税费和小费。

加上大约7.5%的销售税和

15%至20%的小费之后，饭费

的总价可以高得让你惊讶。

当地人或许并未意识到美国在这方

面的特别，但对于来自另一个国家、并

且那里菜单标价就是账单价格的中国人

来说，这一点还真让人失望。

5. 夏季室内温度很低

我住在美国南部，我发现夏天这里的

天气极度炎热和潮湿。当然，室内就是另

一番模样了。多数公共区域，比如图书馆

和商店，那里的空调会开到66℉（约

19℃）。如果我计划在图书馆待上2小时

以上的话，我会给自己带上一件夹克衫。

6. 计量单位不同

美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未采用公制计

量单位的3个国家之一，也是少有的使

用华氏度计量温度的国家之一。来自中

国的我需要学会在英制和公制单位间转

换，还要会换算华氏度与摄氏度。

7. 大多数人根本不在意时尚

在美国，大多数人把舒适与功能当做

穿衣打扮的两大首要因素。运动装和休闲

装是许多人的着装标准。你会看到人们穿

得更多的是安德玛（Under Armour，美国

高端运动品牌）而不是阿玛尼或LV。而

在中国，Gucci等奢侈品牌太过流行，以

至于许多人根本没意识到有很多冒牌货。

8. 人们更容易买到危险的武器，比如枪

支

如今，我仍对美国人在能够合法饮

酒前就被允许购买和持有武器这一规定

感到震惊。此外，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

人以及永久居民都能购买和持有武器也

着实让人惊讶。

至少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永远也不

会发生。中国对枪支有严格管控，仅有

个别职业的人群可以持枪，比如警察和

军队。

9. 美国人并不节能

美国有足够的资源可供人们使用，

这是非常好的。但以我的经历来看，许

多美国人并不会节约能源，这与我预期

的不同。

许多小事都让我觉得美国人不节约

能源。比如，洗手时，他们挤洗手液时

通常不会关掉水管。我还知道有人每天

出门前都不会关掉电灯，会让家里的几

个电灯白白亮上一天。我所在的大学，

很多建筑里的灯一周24小时的亮着。

10. 大学生为了合群而吸大麻

对于美国的年轻人来说，如果你想

表现得很酷或是被人们所接受，那么吸

食大麻几乎就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而相比美国，在中国很难获得大麻

，而违反大麻使用法律的惩罚也比在美

国要严重得多。

此外，中国的大学校园文化也更注

重学术，而不是注重群体，因此年轻人

很少会因此去吸食大麻。我想，对于很

多中国学生来说，如果他们曾吸过大麻

，他们也不会感到骄傲自豪。

11. 成绩好并不代表你就一定受欢迎

在中国的学校里，那些成绩好的学

生比那些成绩不好的要更受欢迎。中国

的家长和老师们都更信任成绩好的学生

，认为他们聪明、自律，能在学术上取

得成功。

但在美国，通常情况下，那些成绩

很好的学生并不总是最酷的。他们中的

许多人都被看成是“书呆子”。

我发现，在美国学校里，相比读书

聪明的学生，孩子们更看重那些会玩的

聪明人。

12. 很多时候你只能用现金或信用卡付

款

美国在技术层面上来讲很前进，但

支付方面却十分落后。

而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扫二维

码付款越来越普遍。人们根不需要携带

现金或银行卡，只要用手机扫一下二维

码，钱就能自动从移动钱包里扣除。

但在美国，大多数店面仍然只接受

现金和刷卡。

13. 美国家庭不如中国家庭亲密

我发现，我在美国的朋友们与亲戚

的关系不够亲密，尤其是像叔婶、表兄

妹这样的远亲。有时候，甚至父母和子

女、亲兄妹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疏远，因

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却不同。在中国，对家庭的

忠诚和奉献是摆在第一位的。而美国人

更自我一些，他们更多依赖自己，而不

是家人。

14. 在美国你吃不到既便宜又健康的食

物

美国的食物是最为多样的，你几乎

能在这里吃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但

是，大多数情况下，你能买得起的食物

都是最不健康的，像快餐，热量又高又

没营养。

而在中国，像面条、炒肉和蔬菜都

是餐馆菜单上价格最低的，比麦当劳里

的快餐还要便宜。

在美国生活，这些现象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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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清理費
Excluded Clean-up

JOSIE LIN獲邀在RE/MAX 全球第一房產公
司R4全球峰會 「地產無國界論壇」 推介休斯
頓

休斯頓聯禾地產負責人JOSIE LIN林女士最
近的工作行程一個接著一個，在2月24日獲邀
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RE/MAX 全球第一房產公
司R4全球峰會 「地產無國界論壇」 代表德州
地區發言，與參與論壇的歐洲、加拿大、美國
加州的代表一起分享業界的資訊，構建投資網
路。

JOSIE作為德州休斯頓享譽盛名的RE/MAX
UNITED聯禾地產負責人，在高達7000多與會
代表的論壇上，作為極少數幾個之一的亞裔代
表，不遺餘力地利用RE/MAX全球第一房產公
司這一世界最大最主流的地產平臺，向分佈在
世界各個角落的RE/MAX同行們推介休斯頓這
個作為全美第四大都會區的發展優勢：休斯頓
是德州最大的城市，地理位置優越、就業機會
多，房子便宜可負擔，而德州免州稅所營造的
營商環境，更是吸引了越來越多公司從外國和

外州搬遷到休斯頓，越來越多的餐飲、娛樂和
商業在休斯頓設點經營。 很多海內外的人士
找到JOSIE，希望JOSIE能協助他們在休斯頓投
資住宅、商業店鋪、工業廠房等，以及建立新
的商業體。 JOSIE運用自已多年在休斯頓地產
界建立起來的獨到商業眼光和廣泛人脈，通過
聯禾地產一站式地產綜合平臺，為客戶搭建商
業通道，找到理想的休斯頓地產投資機會，使
越來越多外國和外州的人知道和瞭解休斯頓，

並願意到休斯頓經商、投資或居住。
JOSIE從2016年開始將觸角延伸到休斯頓

KATY市，在會上JOSIE向全球各國和各地區的
代表分享了由她獨立
操盤的在休斯頓新地
標 --華人新生活圈
KATY 大學城的兩個
獨家專案，一個是開
盤一年已有超過80%
商 家 進 駐 的 KATY
ASIAN TOWN 凱蒂亞
洲城，另一個是這個
商圈唯一獨立產權，
並可售可租的公寓GRAND WEST CONDOS蒂凱

佳苑。 依附著人口的流入、大學
的落戶、KATY亞洲城的日趨興旺
等，KATY大學城商圈的發展可期
！ JOSIE的介紹引起各國各區代表
的很大反響和諮詢。

而JOSIE更會將她的地產王國從
現在已有的服務版圖和頂級代理人
的身份，向更高層次的地產發展商
延伸。

JOSIE LIN 接受主流媒體 FOX 26
NEWS獨家採訪，發表對休斯頓華

人新生活圈的展望
帶著對未來發展的躊躇滿誌，JOSIE勤奮

耕耘永不停步，緊接著在3月2 日她接受了
FOX 26 NEWS的獨家訪問，在由JOSIE領軍操
盤的 GRAND WEST CONDOS 蒂凱佳苑 MODEL
HOME進行了現場拍攝和報導，並對KATY亞洲
城進行最新現場播報，以及在同一商圈的新鄰
居 – 剛剛開業的 Andretti Indoor Carting and
Games大型卡丁車娛樂城，隨著各大專案陸續
完工開業，休斯頓華人新生活圈KATY大學城
日趨成熟，客流量也日趨可觀！

作為主流媒體的FOX 26 NEWS，已經開始
關註到休斯頓崛起的新地標KATY ASIAN TOWN
，隨著代表娛樂的大型卡丁車娛樂城，和代表
優質居住的GRAND WEST CONDOS 蒂凱佳苑陸
續在這一個商圈建成，休斯頓KATY大學城商
圈將開啟的全方位居住、飲食、購物、娛樂、
教育新體驗！

JOSIE LIN領軍的RE/MAX UNITED聯禾地產
是您進軍休斯頓的可信賴夥伴

而這一系列的新開發項目將逐漸將這個商
圈打造成華人新生活圈或多元族裔的新生活圈
，將有更多的建設和商機釋出，如果你在考慮
除了中國城以外的新選項，投資或做生意的契
機，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好地點，它的供應有限
，先搶先得。FOX 26 NEWS是美國主流的新聞
媒體，這次主動前來報導Josie林女士以及她
獨家代理的項目，讓亞裔的聲音在這個地產領
域更加流傳！Josie接下來將在商業開發項目
上有更多的琢磨，也能幫助更多華人同胞從進
軍休斯頓！Josie也很樂於與大家分享在房地
產方面的各種資源和契機，聯禾地產將是華人

，亞裔可以信賴的一站式房地產服務平臺，買
賣住宅，商業，生意，出租，管理和投資與開
發，Josie 的團隊都可以服務！歡迎洽詢！

敬請關註我們的微網站 ，並添加聯禾地
產的微信 ，獲得詳細的資訊。

Grand West Condos蒂凱佳苑：
地址：1207 Grand West Blvd. Katy, TX 77449

電話：346-998-8000

Katy Asian Town凱蒂亞洲城：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Katy, TX

77449

RE/MAX United聯禾地產
電話：713-630-8000(中國城)

346-387-9452(凱蒂亞洲城)
郵箱：josielinteam@gmail.com

休斯頓聯禾地產休斯頓聯禾地產JOSIE LINJOSIE LIN獲邀在獲邀在RE/MAXRE/MAX 全球第一房產公司全球第一房產公司
RR44全球峰會全球峰會 「「地產無國界論壇地產無國界論壇」」 推介休斯頓推介休斯頓，，並接受主流媒休並接受主流媒休

FOXFOX 2626 NEWSNEWS獨家採訪獨家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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