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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6月5日，根據明尼阿波利
斯市和明尼蘇達州當局協商的改革方案，明
尼阿波利斯的警察今後將被禁止使用“鎖喉
”（ chokeholds）這一動作。

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5 日報導
，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當天召開緊急會議，
一致投票贊成立即對該市警察部門進行改革
，包括禁止警察使用“鎖喉”動作，並要求
警察在任何時候看到另一名警官未經授權使
用武力時進行干預。該協議將在得到法官的
批准後正式生效。

非裔美國人弗洛伊德於5月25日被明尼
阿 波 利 斯 前 警 官 德 雷 克·喬 文 （Derek
Chauvin）用膝蓋頂著脖子超過8分46秒後死
亡。

事件發生後喬文被逮捕，面臨二級謀殺

和過失殺人罪的指控。根據明尼蘇達州提交
的刑事申訴，另外三名參與拘留弗洛伊德的
警官也被解僱，隨後被控協助和教唆謀殺。

明尼蘇達州人權部門本周也對明尼阿波
利斯市警察局是否存在歧視有色人種的問題
展開了調查。

據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報導，由
於系統性和製度性的種族主義和長期存在的
警察問題，黑人、土著和有色人種社區遭受
了諸多不公平的待遇。喬治·弗洛伊德在拘
留期間的死亡再一次凸顯了這種持續性的傷
害。

據報導，自2015年以來，明尼阿波利斯
警察局的警官曾44次用“鎖喉”的動作讓人
失去知覺。有專家表示，這個數字高得異乎
尋常。

明市不再允許警察使用鎖喉動作明市不再允許警察使用鎖喉動作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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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前副總統拜登在昨晚贏得關島地區之初選
後，已經獲得超過壹千九百九十壹之選舉人票
， 正式登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寶座 ，將於五
個月後和川普爭奪美國總統大位。

在此國難當前，經濟下滑之關鍵時刻，我
們所面臨之國內外新情勢，應該如何面對是所
有國人應該重新選擇國家領導人之重要時刻。

從全球經濟和政治之觀點看來， 美國不斷
宣稱退出各種國際組織是非常錯誤之決定，我
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 有義務去承擔對全
球人口之貧窮帶來之社會問題， 如果還想有獨
善其身之想法那是不可能的事。

因新冠疫情及佛羅伊德虐死事件帶來的雙
重打擊， 已經充分暴露了我們多年來的社會問
題， 歧視有色人種是壹個早已存在的結構性問
題，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給予人民教育機會之不
均衡，全國國民基本教育仍然是以地方區域性
來實施， 稅收豐厚之富人區， 其學區必然優於
貧困學區， 久而久之，非裔及少數族裔地區之
學童都已輸在起跑點上。

美國經濟近數十年來，實體制造業已經逐
漸外移，大家在商店和大賣場中還有多少是美
國制造之品牌， 這個危機已經在這次新冠疫情
中充分顯現出來。

近年來華爾街之金融市場造成多半的年青
學子希望壹夜致富之奢望， 而不願在基礎理工
科學上下功夫，促使全國經濟繼續空洞化。

這些亟待國家領導人來解決之大方針大問
題， 是我們選民即將在五個月後來共同決定，
我們欣見拜登將角逐大位， 這也是我們有史以
來面對國難當頭， 世局混亂之時，決定世界命
運的壹次選舉。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0606//20202020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has earned
enough delegates to officially secure the
democratic nomination for president. His
electoral victory in Guam last night allowed him
to surpass the necessary 1991 delegates to
claim the nomination in August at the
democratic convention.

In his statement, Biden said Americans are
hurting and have suffered so much loss. So
many feel knocked down by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we are
weathering, he said.

Today, we as a nation are facing so many
challenges around the world. We continue to
withdraw from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organizations. This is a very big mistake. No
matter if you like it or not, the world has become
a global village. Look at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is is a worldwide crisis. We also
have a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help the rest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poor countries.

The education system continues to be the most
serious issue. All across the nation for many
years, the rich areas always have had better
school districts than the poor. Students today
don’t have equal opportunity to get their

education, and without an education foundation,
how are they going to find their future?

We are a nation that has lost so many
manufacturing jobs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When you walk into any store, how many items
are made in the USA? A lot of young students
want to go to Wall Street to become
stockbroker. They could easily become a
millionaire overnight. But not too many of them
want to study engineering or basic science.

As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and the richest
country, we should be looking at all the issues
facing u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this
election we are not only just limited to who wins
the national vote, but also how our vote will
affect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Biden Becomes DemocraticBiden Becomes Democratic

Nominee For PresidenNominee For Presiden

內憂外患內憂外患 國難當前國難當前
拜登將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將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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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伊朗放寬封鎖措施後，新冠肺
炎感染人數再次飆升，成為世界上首個放鬆封鎖
措施後疫情二次大爆發的國家。
伊朗單日新增新冠病例圖

為控制新冠肺炎蔓延，伊朗自2月份開始施
行封鎖措施，一直到持續4月中旬，日增感染人
數明顯下降後才逐漸解除封鎖措施。但從5月初
開始，伊朗的每日新增感染人數重新不斷攀升，
目前伊朗的日增感染人數已連續3天突破3000，6
月3日更是達到3574例，已超過解除封鎖之前的
單日最高感染人數。再次上漲的疫情數據引發了
伊朗群眾對之前第一波疫情數據準確性的質疑。
伊朗群眾認為，第一波疫情感染人數很有可能被
瞞報了。對此，伊朗衛生官員辯解道，“第二波
”疫情實際上是更好地檢測和數據記錄的結果。

再次上漲的日增感染人數讓伊朗總統哈桑•
魯哈尼（Hassan Rouhani）憂心忡忡，他斥責伊

朗群眾沒有好好重視新冠病毒。 6月3日，伊朗
新冠肺炎日新增病例和累計確診病例都再創歷史
新高，總統魯哈尼發表講話稱，“如果在我們國
家任何地方，還有人不重視病毒，不重視我的警
告，導致疫情再度爆發，政府將再次施行封鎖措
施。一旦再次封鎖，對我們的社會經濟將造成重
大打擊，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會很艱難。”

一項健康調查顯示，目前伊朗只有40%的人
仍然會保持社交距離，遠低於疫情剛開始爆發時
的 90%，伊朗衛生大臣賽義德•納馬基(Saeed
Namaki)提示稱，“民眾似乎認為疫情已經結束
了，但事實並非如此，新冠病毒任何時候都有可
能捲土重來，甚至比之前來得更兇猛，如果伊朗
人民不提高警惕，我們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

截至目前，伊朗已有167156例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死亡8134人。

默克爾決定撤離部分駐德美軍默克爾決定撤離部分駐德美軍，，
波蘭稱波蘭稱““不要就給我吧不要就給我吧！”！”

伊朗成為世界上首個放寬封鎖措施後伊朗成為世界上首個放寬封鎖措施後，，
疫情再次大爆發的國家疫情再次大爆發的國家

（綜合報導）目前美國總
統特朗普已經下令迅速從德國
撤出數千名美軍士兵，而波蘭
政府則希望撤出德國的美軍進
入波蘭。

據報導，特朗普的國家安
全 顧 問 奧 布 萊 恩 （Robert
O'Brien）最近簽署了一項備忘
錄。該備忘錄確定留駐德國的
美軍人數為 2.5 萬人。因此，
目前長期駐紮在德國的 34500
名美國士兵中，有9500人將在
9月之前撤離德國。

不過美國媒體沒有談及美

軍撤軍的原因，但在報導中提
到，特朗普曾一再要求德國增
加國防開支，並且要求北約國
家將其國民生產總值的2%用於
國防，然而德國距離這一目標
還很遙遠。並且，默克爾此前
還曾拒絕了特朗普的邀請，不
會參加本月在美國舉行的 G7
峰會。

目前白宮和五角大樓既未
證實這份報導也未否認。美國
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只是在
回答記者提問時說，"目前"沒
有做任何公佈。但是作為武裝

部隊總司令，特朗普要時常檢
查軍隊的部署以及國外駐軍的
狀況。這位發言人同時強調：
"美國將繼續與我們的親密盟
友德國進行合作。"

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在接
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希望將從
德國撤出的部分美軍能夠重新
部署到波蘭。他稱：“我深深
地希望，經過多次談判，現在
駐紮在德國的部分美軍能轉移
到我們波蘭。現在決定權在美
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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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迫使

歐洲不少知名博物館閉門謝

客，如今疫情逐漸緩和，那

些緊閉的大門準備重新打開

。但人們的體驗或跟疫情前

大不相同。多數博物館將限

制參觀人數，提升清潔消毒

程序，要求預先網上訂票。

往常每年這個時節，荷

蘭阿姆斯特丹的國立博物館

每天接待的參觀者人數多達

1.2萬。而本周開始，每天最

多允許2000人進入。不過，

關門冷清了那麽多星期，能

重新開放還是讓博物館館長

塔克· 蒂比斯(Taco Dibbits)興

奮不已。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

和倫勃朗故居博物館也準備6

月初重開。歐洲各地壹些主

要畫廊認為6月份是重新開門

的好時機，哪怕先“開個

縫”也好。

蒂比斯說，荷蘭的畫

廊 、 美術館和博物館重新

開 放 是 政 府 的 決 定 。 他

說：“我們都認為到了把倍

受熱愛的博物館還給荷蘭民

眾的時候了。國立博物館開

放時間照常，但眼下不會有

很多遊客。”

西班牙北部的博物館古

根海姆畢爾巴鄂也準備重

開。博物館最開始計劃大部

分日子將於當地時間下2點開

門，但現在博物館正在與畢

爾巴鄂的市立美術館協調開

館時間；它關門的時候後者

開門。

意大利威尼斯的佩姬· 古

根海姆美術館的年代比畢爾

巴鄂古根海姆早，規模較小

，也是在6月第壹個星期重新

開放。而在羅馬，遊客將再

次得以觀賞歐洲藝術精萃之

壹 ， 西 斯 廷 禮 拜 堂 (Sistine

Chapel)穹頂的壁畫，那是米

開朗基羅從1508年開始創作

的。

不過，重新開放後，在

梵蒂岡博物館入口處，需要

測體溫，在裏面參觀時要戴

口罩。梵蒂岡當局還安排了

醫護人員在館內值班，隨時

應對突發情況。

丹麥的路易斯安娜現代

藝術博物館的地理位置堪稱

無與倫比，就在離哥本哈

根壹小時車程的海濱。主

體建築外面的雕塑公園和

館內展品交相輝映。這個

博物館 5 月底就重新開放

，揭幕的是丹麥首相弗雷

澤裏克森。和其他歐洲同

行壹樣，參觀者需要預先

上網買票。

法國巴黎的盧浮宮或許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藝術博物

館，計劃7月6日重新開放。

法國東部的盧浮宮朗斯分館

(Louvre-Lens)比它早壹個月開

放。

報道指出，博物館在執

行預先訂票規定時較靈活，

也允許在門口臨時買票進入

。不過，這壹切能否持續，

都取決於新冠疫情是否會卷

土重來，出現第二波高峰。

即使這些場館壹直開放，預

先訂票的做法很可能會持續

至少幾個月。

瑞士將進壹步放寬限制
足球場和電影院或獲準開放

綜合報導 據報道，瑞士將於 27日就進壹步放寬限制措施做出

決定，包括如何重新開放夜店和足球場。

瑞士《新蘇黎世報》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最多 4 人在餐

館就餐的規定將被取消，而政府可能會放松對公眾集會規模的限

制。

根據瑞士 3 月份發布的限制規定，最多允許 5 人在公共場合

見面，但現在可能會增加到 30 人。最多 300 人的私人活動將再次

被允許，兒童度假營地也將開放。

報道稱，預計瑞士政府將在內閣會議後向公眾公布其計劃。

《新蘇黎世報》稱，對於電影院、動物園、遊泳池和山區鐵

路等在 6 月 8 日開放的計劃，瑞士衛生部長阿蘭 · 伯塞特 (Alain

Berset)希望得以施行。

從 6月 8日起，夜店也將獲準重新開放，人員上限為 300 人；

足球場和劇院同樣可以開放，但人數不能超過 1000 人。政府要求

人們保持兩米社交距離的規定仍將有效。

瑞士已經重新開放了商店、學校和美容院。該國還在測試壹

款手機應用程序，以幫助追蹤新冠病毒感染者。

近日，瑞士新冠肺炎病例數有所減少，26 日新增 15 例，累

計達 30761 例，累計死亡 1648 人。

雷諾確認將全球裁員近1.5萬人
未來三年削減20億歐元成本

綜合報導 法國著名汽車制造商雷諾公司確認將全球裁員

近 1.5 萬人，其中在法國裁員 4600 人；未來三年削減 20 億歐元

成本。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汽車業遭受重創，銷售額嚴重下滑。

雷諾當天在新聞公報中表示未來三年削減20億歐元成本，縮減生產

規模，並生產更具盈利能力的車輛。

雷諾在全球有18萬名員工，在法國有約48500名員工。工會方面

透露，公司在法國的裁員主要通過自願離職計劃和退休計劃進行，

工會還將和政府代表就此進行進壹步談判。

雷諾表示法國國內的壹些工廠會進行重組，例如在巴黎郊區生

產電動汽車模具的工廠可能會停止組裝汽車，改為處理回收業務。

在國際領域，雷諾表示將凍結羅馬尼亞和摩洛哥的產能擴張計劃，

改善全球變速箱制造布局來削減成本。

雷諾透露，通過提高效率、簡化車輛設計和開發、提高零

件標準化可以削減 8 億歐元成本，通過資源優化重組可節省約

6.5 億歐元。

法國政府擁有雷諾公司15%的股份。法國官方指出，在雷諾管理

層和工會就法國工人和工廠安置問題的談判結束後，才會批準向雷

諾提供的50億歐元信貸支持。目前有關談判仍在進行中。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雷諾已在承受經營績效下滑的壓力，

在2019年錄得十年來的首次虧損。雷諾汽車試圖通過提高在環保汽

車領域的投資來防止收入下滑。

雷諾計劃未來將生產重點放在小型貨車或電動汽車等領

域，到 2024 年將其全球汽車制造產能從現在的 400 萬輛縮減至

330 萬輛。

意大利壹醫生稱病毒威脅減弱
意衛生部：防疫不可松懈

綜合報導 意大利醫生桑格裏洛表示

，新冠病毒的毒性已經減弱，其威脅力

正在逐步消失。對此，意大利衛生部副

部長贊帕指出，該論點有待科學證據進

壹步證實，並呼籲民眾保持警戒，防疫

不可松懈。

據報道，米蘭聖拉斐爾醫院重癥

醫學科主任桑格裏洛在接受媒體訪談

時說，通過最近10天的病毒檢測結果

顯示，新冠病毒的載量和壹兩個月前

相比已經微乎其微。從臨床的實際情

況上來看，病毒已經消失。根據他的

預測，6 月初再次爆發疫情的可能性

非常小。

桑格裏洛強調，目前醫院急診室

、重癥監護室基本上無新增患者，新

冠病毒和呼吸綜合征患者已經完全消

失。因此可以預計，“新冠疫情不會

再來”。人們完全可以恢復正常的生

活和工作。

針對桑格裏洛醫生的觀點，部分意

大利科研人員認為，新冠病毒的毒性減

弱或將成為未來的壹種發展趨勢。但意

大利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成員、負責新

冠病毒研究的肺病專家裏切爾迪(Luca

Richeldi)則表示，

最近幾周，醫院

承受的壓力的確

在大幅下降，但

不可否認新冠病

毒 仍 然 在 傳 播

。 某 些 研 究 現

在還不能完全證

實具有普遍性，

醫學界不應過早

地傳遞某些誤導

性信息，導致民

眾放松警惕。

意大利國家

傳染病研究所(INMI)負責人、世界衛生

組織高傳染病診斷和培訓合作中心主任

伊波利托(Giuspeppe Ippolito)指出，目前

還沒有國際權威醫療組織和醫學研究機

構證實新冠病毒的威脅力已經或正在減

弱，也沒有公開的科學證據及研究顯示

，新冠病毒對人類的攻擊力已經發生變

化。

意大利高級衛生委員會主席洛卡特

裏(Franco Locatelli)指出，事實上意大利

新冠疫情已經得到極大緩解和控制，但

病毒依然還在傳播，每天的確認和死亡

病例仍在增加。現在說新冠病毒已經消

失，顯然為時尚早，且不符合事實。

意大利衛生部副部長贊帕聲明表

示，目前還沒有科學證據支持病毒已經

消失的論點，衛生部不否認某些專家和

科研團隊的研究成果，但希望醫學專家

在未經證實研究結果存在普遍性的情況

下，不要過早釋放誤導民眾信息。現在

民眾仍需維持高度警覺和社交距離，避

免大型聚會，以及勤洗手和戴口罩。

英媒警告在疫苗研發上
搞“民族主義”會阻礙抗疫

綜合報導 英國《金融時報》發表題

為《為什麽疫苗“民族主義”會阻礙抗

疫》的深度報道。文章稱，在新冠病毒

疫苗研發方面壹味追求“第壹”、搞

“民族主義”是短視的。文章提出，各

國應以多邊方式合作研發，建立各國共

同受益的分配機制。

文章稱，疫苗研發工作當前已成為

全球各國應對疫情的核心工作之壹。中

國、美國、英國以及歐盟都投入大量資

源，爭取要在最短時間內將疫苗研發出

來。不過，許多專家認為，在疫苗研發

方面壹味追求“第壹”、搞“民族主義

”是短視的。

從研發進展看，疫苗研發至少需要

12至18個月才能完成。據統計，目前有

100多種潛在疫苗處於試驗階段。在成功

研發出壹些疫苗後，需要付出巨大的努

力，投入數百億美元，並開展復雜的組

織協調工作，才能在全球範圍內研發和

分配這些疫苗。

專家們認為，在疫苗的研發和分

配上，如果各國從狹隘的自身利益

出發，各自為戰，擊敗新冠病毒需要更

長時間。

阿姆斯特丹大學榮譽教授斯圖爾特·

布盧默說，“我們正以極端糟糕的狀態

來應對壹個全球性的挑戰。有些因素導

致當前形勢比過去困難得多。這場疫情

將放大以前隱匿於視線之外的政治和經

濟分歧。”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專

家戴維· 索爾茲伯裏表示，“目前沒有全

球性的權威機構有資金和影響力來指導

私營部門該如何做。”

為化解這些難題，歐盟、世衛組織

以及比爾及梅琳達· 蓋茨基金會等機構嘗

試通過壹系列籌資峰會來確保可以通過

多邊參與的方式研發疫苗。

許多全球公共衛生倡導者擔憂，

沒有壹個各方認同的機制來決定如何

分配疫苗以及以什麽順序分配。非營

利組織“全球衛生委員會”執行董事

羅伊絲· 佩斯表示，“有些人擔心，較

富裕的國家會更容易獲得疫苗，而這些

國家中的富裕人群和社區比其他人更容

易獲得疫苗。個人防護裝備的供應上就

有這種情形。”

報道稱，全球疫苗免疫聯盟正在推

動疫苗在全球範圍內更公平地分配。該

聯盟首席執行官塞思· 伯克利今年4月提

出，疫苗應優先提供給醫療衛生工作者

，其次是疫情失控的國家，再次是老年

人和有基礎風險因素的人群，最後是其

他人群。

文章最後指出，如果能研發出壹

種或多種疫苗，大致上有兩種可能的

結果：世界重拾多邊主義、攜手合作

；或者壹盤散沙，每個國家都被迫各

自為戰。

瑞士將進壹步放寬限制
足球場和電影院或獲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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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北京存在阶级的话，那么二

环，五环将北京划成了三种不同的等级

。

二环内是真正的老北京人，他们一

口京腔说的地道滑溜儿，大多数人也是

热心肠儿，有着老北京人的特色。再往

外，就不算了。

南锣鼓巷的瞧不上苏州街的，公主

坟在以前也只不过是一片荒地。不过一

晃四十年，北京早已经成为了国际大都

市，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希望。

五环和六环的区分多在于北漂一族

，上班在五环内，下班在五环外。每天

来回穿梭在这个诺大的城市，都是为了

生活，也正是因为这群人的存在，让这

个钢筋水泥建造的城市，多了一丝温暖

和故事。

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北京五环和六

环之间。

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之间，存在着

一个庞大的群体，这群人被冠以各种标

签：北漂族/蚁族/追梦者。

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但是却

在这座城市结缘，一个个的爱情故事就

在这里上演。

1、时间：2013年 地点：马驹桥

刘健和女朋友小雯是初中、高中、

大学同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俩人就看

对了眼，反正大学的时候就光明正大的

在一起了。毕业后一起来到北京做了北

漂族。

两个人都是专科毕业，没什么能力

，毕业后就进了电子厂，富士康、京东

方、LG，这些工厂的名字，他们都叫的

朗朗上口。他们对未来唯一的规划就是

：走一步看一步。

在出租房里，两个人一待就是几年

，日子平淡且幸福，他们没有结婚的打

算，因为没钱买房。结了婚还不是在北

京飘着，索性俩人就也不谈结婚的事儿

。

可是世事难预料，老天总是喜欢冥

冥中跟你开一个玩笑：小雯怀孕了。这

种事儿在年轻人看来再正常不过了，偶

尔的擦枪走火在所难免。但对于刘健和

小雯来说，进退两难。

结婚?没钱，而且以后小雯不能上

班，所有的压力都要刘健自己承担;不结

?孩子怎么办?

现实就是有那么多的无可奈何，最

后俩人一咬牙，决定打掉。之后俩人就

搬走了，好像去了另一个五环和六环之

间的地方。

再后来，听到刘健和小雯的消息，

是两年后。刘健和小雯改了行，俩人花

了三万块钱，去培训机构报名了为期一

年的软件测试工程师，然后进了一家银

行工作，现在依然在北漂，不同的是，

俩人结婚了。

2、 时 间 ：

2015年 地点

：顺义马泉

营

小A也是来

北京有好几

年的小伙了

，之所以称

他 为 小 A，

是因为我也

不知道他叫

什么名字，

只知道他的

职业是教别

人跳舞，至

于是什么类

型的舞蹈，

我也不确定

，但是受众

群体绝对都

是年轻成熟

的女性。

之所以

认识这个男

孩儿，是因

为他就住在

我朋友租的

房子的前面

，后窗户冲

着我朋友的

门，而每隔一段时间，小A就会往家里

带一位特别漂亮性感的女人，整夜无眠

，弄得我朋友也是心烦意乱。

朋友跟我提起他，也是透漏着

无奈和一丝丝的羡慕。

小A来北京已经好几年了，在

我朋友搬过来之前，他就住在这了，小

A的工资还算可观，只不过岁数越来越

大，却没有谈一位女朋友，又或者说，

没有谈一位可以结婚的女朋友。

像他每隔一段时间带回来的女

伴，不知道在他看来算不算女朋友，就

算是，估计这种短暂的爱情，只是用来

麻痹自己空虚的内心罢了。

用小A自己的话来说：我什么

样的女人没见过，只不过不相信了而已

。“不会再爱了”这种话，谁说只有女

人有权利说，男人看破了红尘，也是如

此。

3、时间：2015年 地点：生命科学园

在距离繁华的五道口只有四站地铁

的生命科学园附近，住着一群北漂的年

轻人，其中就有我的大学同学田文。毕

业后，田文和女朋友一起来到北京发展

，田文在大学时学习成绩还不错，不过

走上社会才发现，大学的那点东西到了

社会上，根本只是皮毛中的皮毛。

自己和女朋友规划的美好未来，几

乎是一步一个坎。田文学的是机械设计

与制造，在北京想要找到一家对口的公

司很难，他们为了节省开支，方便找工

作，就在生命科学园附近的群租公寓里

租了一间房子。

阴暗的走廊里，常年看不到太阳，

隐隐的有一股子霉味，卧室里的窗户感

觉有点儿多余，一间16平米左右的屋子

，包含了厨房，卫生间和卧室。其实这

几乎是每一间群租房的“标配。

两个人开始踏上了找工作的历程，

田文的女朋友学的是会计专业，相对更

好找工作。而田文就惨了，找了一个月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每天被这些烦

心的事儿搅合，两个人的感情也慢慢的

开始出现矛盾。毕竟田文作为男人，每

天还要让女朋友养着自己，实在觉得脸

上挂不住。

后来王文终于找到了工作，是类

似地铁维修员的岗位，不仅需要上夜

班，而且还经常出差，每次都把女朋

友一个人留在家里，工作看似找到了

，矛盾却更加激烈了。有时候，北漂

的无奈就在于，你无法在爱与工作之

前找到平衡。

两个人最后还是分手了，因为田文

觉得这种状况是暂时的，以后一定可以

熬出来，可他女朋友感觉看不到希望。

分手的那天，田文约了我去喝酒，

田文是一个很斯文的人，大学的时候也

从不把让自己喝醉，但那天，他醉的一

塌糊涂，哭的稀里哗啦。

2017年北京大兴大火之后，群租房

已经少了很多，离开的离开，留下来的

也住上了更“高级”的小区房，屋子里

多了一丝敞亮。

爱情故事还在不断上演，只是群租

房成为了历史，偶尔成为人们口中的故

事。

北京五环外，住在群租房里的爱情

中印尼經貿合作為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利益
綜合報導 中國駐印尼大使肖千2日在雅加達

表示，經貿合作是中印尼兩國關系重要組成部分，

為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利益。

當天，中國駐印尼使館舉行視頻記者會，30余

家中印尼媒體參加。肖千就中印尼經貿合作進行吹

風時作了上述表示。

據肖千介紹，近年來中印尼經貿合作發展迅猛

。今年壹季度中國在印尼實際投資13億美元，位

列印尼第二大外資來源國；中國連續多年為印尼最

大貿易夥伴，今年壹季度中印尼貿易額177億美元

；印尼長期是中國企業開展工程承包的前十大海外

市場之壹。中印尼經貿合作項目涵蓋三大產業，遍

布印尼各大主要島嶼。

中國投資不僅給印尼帶來資金，而且“授人以

漁”有效促進印尼科技發展。華為公司在印尼20

年建設9萬余個基站，與印尼通信部合作進行災害

管理試驗，為促進印尼通信技術發展貢獻力量；中

興通訊與當地企業壹起完成海面超遠覆蓋驗證測試

，實現海面場景網絡信號實際覆蓋70公裏，提高

了印尼海洋通訊保障技術能力；西電印尼生產的變

壓器成為印尼本地生產最大容量變壓器，實現了印

尼產變壓器電壓等級和容量的跨越，提高“印尼制

造”的技術含金量。

中印尼經貿合作有效促進印尼產業發展，

提升該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中國民企投

資的青山園區使當地在幾年時間從壹個偏遠鄉

村躍升為工業重鎮，填補了該國鎳礦加工、鋼

鐵、不銹鋼相關產業多項空白，使印尼壹躍成

為全球第二大不銹鋼生產國；中資維達貝園區

項目建成後，將成為全球首個從紅土鎳礦到鎳

中間品、再到新能源電池材料等產品的鎳資源

綜合利用產業園區，填補該國新能源汽車動力

鋰電池技術和產品空白，推動該國新能源汽車

產業發展。

中資企業直接和間接創造大量當地就業。青山

園區今年4月底在崗本地就業人數3.7萬人；在建的

維達貝園區首期計劃投資50億美元，目前已雇傭

當地員工近8000人、投產後將雇傭1萬名當地員

工；中資聚龍園區雇傭1萬名印尼員工、還開發

1.8萬公頃合作種植，惠及當地55個村莊約1萬個

家庭。

中資企業致力員工本地化，積極培養印尼員工

，提升該國勞動力水平。雅萬高鐵中方團隊向印尼

方傳授高鐵技術和知識，提升印尼方技術人員高鐵

知識技能水平；青山園區與印尼工業部合作建設金

屬工業理工學院，為該國理工專業學生提供良好實

習和就業平臺；華為在當地培養超過7000名數字化

人才。

肖千說，中印尼經貿合作還為提高印尼現代化

管理和工業化水平、促進該國制造業發展、提升國

際競爭力、增加國家稅收、提高產品附加值、擴大

出口等作出了積極貢獻。

韓國500多所學校暫停復課
首都圈疫情趨緊

綜合報導 韓國啟動第三批學校復課，但受首都圈聚集性

感染影響，500多所學校暫停返校。

近來，首爾、仁川、京畿道首都圈出現多起聚集性感染，

導致新增病例驟增。截至韓國時間 3日零時，累計確診病

例 11590 個；過去 24小時新增 49例，其中 48例出現在首都

圈地區。

韓國疾病管理本部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本部長鄭銀敬介紹，

截至當天中午統計，與首爾梨泰院娛樂場所感染相關病例達

272個，與電商公司Coupang富川物流中心感染相關病例達119

個，與仁川教會集體感染相關病例共55個。

韓國中央事故處理本部副本部長金剛立稱，新增病例中，

與教會感染有關的確診者持續增加，建議教堂停止面對面集會

；並建議首都圈民眾在本周末前嚴格限制社交活動，避免前往

餐廳等密閉場所。

首都圈疫情趨緊給復課造成影響。5月20日起，韓國高

三學生率先復課，此後不同年級分批返校。6月 3日，高壹

、初二和部分小學啟動復課，但首都圈的530多所學校宣布暫

停返校。

金剛立表示，盡管個別學校出現確診病例，但並未暴發校

園集體感染。他稱，將在嚴格遵守防疫指南的基礎上，繼續推

動復課計劃。

為防止校園感染，韓國教育部嚴格限制出勤率，要求首都

圈初中和小學復課後的學生出勤率控制在三分之壹以下，高中

生出勤率控制在三分之二以下。

韓國於5月6日進入生活防疫階段，有限制地恢復正常生

活。但受近來疫情影響，韓國防疫部門表示，如果不能控制蔓

延趨勢，將於6月14日重新考慮是否返回社交距離嚴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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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國家安全，針對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恐怖活動、防

止境外勢力干預的港區國安法立法勢在必行。根據《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的決定》，明確規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應當定期就香港

特區開展國家安全教育等情況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事實上，香港社會過往對國家安全

教育的認知不足，既缺乏有系統的教材，也沒有相關的學習架構，導致部分人對“國家

安全”這個名詞有重重誤解。香港文匯報訪問多位教育界人士，了解他們對國家安全教

育的看法，及在港推行的形式和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國家安全教育可包含內容（部
分）

◆認識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體系：

．中國憲法、國家安全法、反分裂國家
法、網絡安全法、核安全法、香港基本法等
（亦可加上擬定中的港區國安法）

◆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組成與職能

◆國家安全五大要素：

．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
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
安全為依託

◆國家安全包括範疇：

．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
社會安全、科技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
全、海外利益安全、太空安全、生物安全、深海安全、極地
安全

◆基本法相關內容：

．基本法序言明確規定“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
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從立法目的、起草及實施過程角度，了解基本
法如何體現“一國兩制”的初心；認識到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保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相輔相

成，不可偏廢

（可參考https
://ww

w.ns
edhk

.com
/）

．國防科技安全
．能源科技安全
．資訊科技安全
．海洋科技安全
．生物科技安全
．空間技術安全

．2019年 10月，全
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

生物安全法草案
．2020年2月，把生物安全納

入國家安全體系
．2020年2月，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

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國際貿易摩擦
．國際金融動盪
．產業安全問題，涉及裝備製造、紡織、汽
車、鋼鐵等經濟基礎產業
．資源安全問題，包括石油、天然氣、煤
炭、礦產、水資源等，是國家維護政
治、軍事安全的基礎
．糧食安全問題

◆網絡安全
．網絡欺詐，透過仿冒身
份、購物消費、中獎利誘、
虛構險情，或利用釣魚／
木馬病毒手段騙取財物
．網絡攻擊
．網絡竊密
．網絡勒索
．網絡霸權

◆社會安全
．暴力恐怖活動
．群體性事件

．公共安全問題
．安全生產事件

．公共衞生問題

◆密切關注疫情發
展，及時通報中央
有關疫情防控工作部
署

◆協助加強出入境管控

◆分享診療技術，提供部
分急需醫用物資

◆切實保障物資供應

◆接返滯留鑽石公主號郵輪和
湖北的香港居民

．香港治安情況、罪案率
．跨境罪案
．對槍械的規管
．對戰略物品的規管
．反恐工作
．重要基礎設施保
安協調中心
．入境政策/打擊
偷渡

．網絡安全

．貨幣體系
．銀行體系
．支付系統
．證券市場
．保險市場
．其他方面、投資者教
育及保障等

．傳染病
．輻射和核事故
．區域／國際公共衞生合作
．保障食物安全

◆治安方面

◆金融方面

◆衞生方面

◆科技安全

◆生物安全

◆經濟安全

資料來源：“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站、綜合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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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教師穆家駿指出中學教師穆家駿指出，，在現行政策中在現行政策中，，基本法基本法、、憲法教育嚴重不足憲法教育嚴重不足，，導導
致學生容易被煽暴派的片面之詞誤導致學生容易被煽暴派的片面之詞誤導。。圖為警察拘捕一男童圖為警察拘捕一男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攬炒派污名化港區國安法攬炒派污名化港區國安法，，教育界均指要扭轉被洗腦者教育界均指要扭轉被洗腦者
的錯誤印象的錯誤印象。。圖為青年暴徒大肆縱火破壞圖為青年暴徒大肆縱火破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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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遭污名化 政府應增講解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以高票表決通過《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
定》，明確規定行政長官應就開展國家安全教育
等情況定期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香港特區政府
教育局早前表示，國家安全教育是全香港社會的
事，如同基本法及憲法教育一樣，當港區國安法
落實並在港實施後，中小學以至大學教育都應當
讓學生學習並理解當中的條文以至背後的意義，
而局方會在法例訂立後考慮具體的推行細節。

港人對國家安全概念陌生
目前，對許多港人特別是青少年群體而言，

國家安全的概念仍相對陌生。過去幾年，香港主
要透過“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作有關的宣傳及
推廣。港區國安法的立法決定確立了特區政府在
這方面的責任，正是更有系統地落實國家安全教
育之時。

事實上，“國家安全教育”涵蓋層面廣泛，
包括認識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中央國家安
全委員會的架構等。同時，“國家安全”的概念
涉及範疇還包括生物安全、經濟安全、網絡安全
等，內容與生活各層面息息相關，有助擴闊學生
視野及提升其對國家的認同感（見表）。

本身是小學校長的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
示，“國家安全”分為“國家”及“安全”兩
部分，學校要先教導學生認識國家，然後再告
訴他們，若國家不安全的後果是什麼，建立他
們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有關教

育亦可以外國的‘顏色革命’為例子，讓學生
了解確保國家領土完整的重要性，不能讓他國
有機可乘，更要清晰教導學生不能作出哪些犯
罪行為。”他強調，“國民教育”與“國家安
全教育”相輔相成，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
則是前者的保障。“若學生對國家有認同感，
覺得‘我是一個中國人’，自然有責任保護國
家主權；另一方面，只有國家足夠安全，才能
夠推動國民教育。”

黃錦良認為，學校有必要進行升國旗、奏國
歌等儀式，增強學生的愛國情懷；繼而在教材、
課程中加強中史教育，讓他們得知國家現時的穩
定及發展得來不易。

教師深入淺出教學生為關鍵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

鄧飛表示，從香港這些年的政治環境可見，外國
勢力“擺明車馬”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回歸至
今仍未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單靠香港原有的
法律，只能打擊本地的犯罪行為，對外部勢力卻
束手無策。”要在香港推動國家安全教育，相信
會是以國家安全觀為主要內容，“包括港區國安
法的立法意義、立法目的等。”

他認為，由於國家安全觀牽涉專業的法律知識，
故教師能否深入淺出地教導學生是為箇中關鍵，“教
師需要告訴學生，法律在保障香港安全的同時，並不
會損害香港原有的自由；只有教師同時掌
握法律知識及教學手法，才能協助
學生將知識轉化。”

全國人大審議港區國安法立法決定的消息傳
出後，攬炒派即不斷將之污名化、妖魔化，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的香港教育界人士不約而同地指
出，要扭轉被洗腦者的錯誤印象，正是推行國家
安全教育的最大挑戰，特區政府必須加強宣傳及
講解。

鄧飛表示，港區國安法的污名化問題嚴重，
“煽暴派以‘高度簡化’的政治文宣，令大眾產
生錯覺，以為訂立港區國安法就會直接導致‘一
國一制’。”香港社會想要克服這種既定印象較
為困難，特區政府要多加宣傳，加強對公眾的說
明。

黃錦良認為，不單港區國安法，特區政府以至
中央政府一直以來都不斷遭到抹黑，情況普遍，
“但這些都是源於不了解、不熟悉，以致存在誤
解。”因此，教育局、保安局需要合作，做
好宣傳和講解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黃錦良認為黃錦良認為，，學學
校有必要進行升國校有必要進行升國
旗旗、、奏國歌等儀奏國歌等儀
式式，，增強學生的愛增強學生的愛
國情懷國情懷。。圖為中學圖為中學
開學升旗開學升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社會過往對國家安全教育的認知不足香港社會過往對國家安全教育的認知不足，，導導
致部分人對致部分人對““國家安全國家安全””有誤解有誤解。。圖為幼童受煽圖為幼童受煽
動加入暴力示威者行列動加入暴力示威者行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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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有故事之油麻地 如問起油麻地年長居民，上世紀中期上海街的模樣，他們必定會告訴你：“仲旺過彌敦道。”作為當年九龍及新界巴

士的必經主幹道，它的兩端又分別是旺角碼頭及佐敦道碼頭，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那時九龍最主要的商業中心，沿街

店舖人聲鼎沸，也就是在這裡，安裝了最早的霓虹燈。儘管彌敦道擴建完成後，油麻地不可避免地走向老化，上海街生意

逐漸縮減，商業中心亦漸漸轉移向旺角，但仍有些許老字號店舖，於歲月蕩滌中，堅守在這條街上。因時下疫情，店舖生

意冷清，不少店主作最壞打算，“做唔到就關門。”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依江

“新東亞理髮店”的梁太最得意的，就
是他們的店舖亦很受年輕顧客歡迎。“也不
只有老人家，都有不少後生仔來的！”她自
豪地講。皆因梁師傅不似外面新潮salon理髮
師常無視客人意見自作主張，他肯傾聽，善
於理解又不乏耐心，執剪多年的他還有不少
“獨門秘籍”，因此剪出的造型很令年輕人
滿意。他們不僅口耳相傳，覺得滿意的便帶
更多朋友光臨，甚至還為理髮店開設了face-
book網頁助力宣揚，其中不少後生都成了常
客。梁太讚道：“後生仔好好，很尊重我
們，來剪髮還會買東西帶來，中秋又送月
餅，似朋友咁。”此外，店舖又是獨特的
“舊式”裝潢，剪髮工具都是珍貴少見老古
董，整個環境的復古風格亦十分得年輕一代
青睞，還曾有人借用店舖拍婚紗照。年輕顧
客的幫襯，的確煥活了店舖的氛圍，帶來了
新的可能。
在“祥盛檀香扇莊”，除老顧客會來購

買傳統香用於敬神拜佛外，近年來店舖亦不
乏年輕人光顧。年輕一代追求工作之餘的放
鬆享受，會買一些檀香等，帶回家點燃細
品，緩解生活壓力。店舖為此作出創新，開
始發展給年輕人用於享受氣味的香，還一度
開設周末教年輕人品香的課程。羅太笑言，
自家店不會固守“老土嘅feel”，都要應時作

出改變，對於新產品，她也很有信心，“只
要材料天然，就一定賣得出。”

保育老字號不能僅靠導賞團
油麻地的歷史遺蹟甚多，因此一些民間

組織或個人，都不時策劃導賞團進行遊覽介
紹。不少老字號店舖都表示，前幾年有過不
少導賞團到來，參觀店舖或是參加體驗活
動，但最近變得很少。儘管現下的疫情是最
主要的影響因素，但據店主們反映，油麻地
社區乃至政府對於老字號店舖的品牌和文化
價值處於一種忽視狀態，除了民間自發的文
化產業相關人士幫助宣傳、組織導賞，其餘
的困難也只能靠自己解決。
扶持和保育老字號，減免租金只是其中

一個片面的部分。如何重塑傳統品牌形象，
如何創造持續發展的可能等問題，亦都是每
家老店的燃眉之急。所謂活化歷史文化資
源，絕對不是打造幾個“618上海街”即可，
尤其是在當下的特殊時刻，更加科學、精
準、到位的扶持才能助力那些真正真實、珍
貴的歷史文化抵擋住一時風霜走到未來，讓
後世也能見到、觸到。當然，保育也取決於
老字號店舖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如果不能及
時調整商品結構和服務方式，那麼受到衝擊
也在所難免。

知足常安 睦鄰為樂
“後面的新填地街，早年是海邊，有很多‘水

上人’在那裡泊船，上岸買東西，然後再回到船上
出海數月。”祥盛檀香扇莊第二代傳人羅業強和太
太，也清晰記得上海街最鼎盛的風光。祥盛在上海
街屹立60多年，最早賣檀香扇，後來也開始賣
香，時至今日，賣香變為主營業務，舊日的檀香扇
卻只餘下少量珍貴存貨，“家係非賣品喇，自己
作收藏。現在檀木好貴，也沒有製作的師傅了。”
羅生說。透過店內商品的流變，可清晰看見歲月流
過的痕跡。
在經營發展方面，羅太比較“佛系”：“我和

我先生只想要維持日常生活的費用，以及能供子女
讀書就夠。”提及開店樂趣，她倒覺得在於和老
友、顧客的日常交際中：“這一區大家關係好好，
識咗幾十年，見到就打招呼，也會互相幫忙。”同
時，羅生夫婦也是出名的熱心腸，有些街坊老友不
懂得電腦、智能手機怎麼操作，就會拿到店裡來，
羅生夫婦會負責解答。“有時來只是來聊天，買不
買東西都無所謂，大家談天才是最開心。”羅太
說。

貼近年輕世代 老字號不再“老”

■■““成昌錶行成昌錶行””開業六十餘載開業六十餘載，，現下生意十分冷清現下生意十分冷清。。

■■吳漢輝一人獨坐店中整理存貨吳漢輝一人獨坐店中整理存貨。。

■■新東亞理髮店內梁成正在新東亞理髮店內梁成正在
為從沙田趕來的熟客剃鬚為從沙田趕來的熟客剃鬚。。

■■新東亞理髮店開在唐樓的二層新東亞理髮店開在唐樓的二層。。

■■祥盛第二代傳人羅業強和太太展示店中祥盛第二代傳人羅業強和太太展示店中
收藏的檀香扇收藏的檀香扇。。

■■祥盛檀香扇莊在上海街屹立祥盛檀香扇莊在上海街屹立6060多年多年。。

■■店內擺着陳漢興一家人的合影店內擺着陳漢興一家人的合影。。

■■陳漢興寫得一手陳漢興寫得一手
好毛筆字好毛筆字，，店舖亦店舖亦
承接題字服務承接題字服務。。

■■油麻地上海街有不少老字號店舖油麻地上海街有不少老字號店舖。。

行走於上海街，舊日商業的繁華興旺經已不再復
現，世俗煙火氣氛卻沉澱得恰到好處。對那些

於此地日復一日經營着具有幾十年甚至百年歷史老店
的店主來說，開店已是他們的生活；而走進他們店舖
的，是顧客，更是老友。但上年開始的社會動盪連同
今年的疫情，擾亂了街道的平日溫情，蕭條的經濟環
境下，這些老字號也有着相似或不同的甘苦喜憂。

上世紀60至80年代好繁榮
“成昌錶行”開業六十餘載，店主吳漢輝記憶中

最為困難的時期是二十幾歲剛剛創業之時，其次就是
當下光景。由上年七月開始，店舖生意都不是很理
想，而近日更受疫情影響鮮有人光臨，營業時間也從
以前的十點半到晚八點，改為晚七點就收。大部分時
間，吳漢輝都一人獨坐店中整理存貨。

“現在好少錶行提供修錶服務，最多寄回代理公
司去修。”從業多年的吳漢輝未曾打算退休，他原本
秉持“只要自己尚還健康就繼續經營”的念頭，做好
本已經不多的生意。他懷念社會安定且無疫情的時
候，每日修錶之餘與街坊、熟客閒話家常，也偶有遊
客會從毗鄰的喧鬧廟街轉至上海街來光顧他的錶行，
“安安分分地做，便還過得去。”

不想近來他又重新開始煩憂租金問題：“因為疫
情，無人出街，我仲需交租，有困難只得自己捱。”
已入耄耋之年的他深諳行業式微，儘管心中不捨這個
苦心經營多年的老字號，他仍是不準備收徒接手：
“學這個可能搵唔到食，不害人了。做唔到就關店
啦，可惜都沒辦法。”偶爾他也會想起上海街最為興
盛的時代，嘆道：“上世紀60到80年代都好繁榮，
現在油麻地整個區都老化了，街道也跟着老化。”

舊舖熟客 互不離棄
傳統上海理髮店俗稱“上海舖”，上世紀80年

代曾在香港風靡一時，但如今，上海街僅剩唯一一家
上海理髮廳“新東亞理髮店”。店主梁成夫婦，在經
歷了前業主收舖、店舖停業後，2013年又輾轉從街的
一側搬到了另一側的現址重開，仍是在唐樓二層。遷
徙之間，梁成已在這條街上為人們剪髮半個世紀之
久。店舖最近生意冷清，連結識幾十年的熟客都少了
光顧，原本那些老客，即使現今已搬走至天水圍、元
朗地區，都會每月不辭辛苦回到上海街來找梁生剪
髮、剃鬚，但因為最近疫情，大家都紛紛避免出門，
梁師傅表示理解：“人之常情嘛。”雖門庭冷落，夫
婦二人仍堅持照常營業，避免有老友撲空。正說話
間，店舖門響動，走進來的老人家是特地從沙田前來
找梁師傅剪髮剃鬚，梁師傅便忙活開來。
“不開店，在家兩個人無端端對住，也沒意思。

捱下先啦，等到疫情結束會好點。”梁太說。“捱”
是梁太說得最多的字眼：“租金、水、電都是少不了
的負擔，即使我們不需要人工，都需要搞定這三樣東
西。沒辦法，都要捱。”舊式理髮亦是式微的行業，
梁師傅亦無收徒打算：“這一行前景不太樂觀，幾乎
沒有前景可言。你教會徒弟，他都未必搵得到食。況
且後生仔都不學這個，他們會去學新潮的。”他所計
劃的未來，也只是趁自己身體康健，盡可能長久地將
店舖撐下去，服務和陪伴街坊、老友更長時間。

謹承傳統 守護祖業
相對於租舖營業的老字號，擁有自己物業的商戶

會稍許輕鬆，但亦無法絕緣於蕭條的社會現狀，店主
們無意做大生意，都是盡力守住家業即可。拉扯住他
們店舖大門的，一方面是想守住上代艱辛構築的品牌
信念，另一方面則更多是多年深厚街坊情誼的羈絆。
“鏡明畫框玻璃”是名副其實的老字號。店主陳

漢興的阿爺於1927年就創立了這間店舖，自搬至上
海街以來也已有六十多年。上年的社會動亂開始油麻
地遊客驟減，生意變少讓陳老闆略有煩憂，但仍有諸
多熟客不離棄，光是受訪期間，就有好幾個老客到
訪，或是來取裱完的畫，或是購買相框，交貨之餘，
陳生總會和他們閒聊幾句，親密恍似家人。陳漢興爽
朗地說：“周圍人都好熟，大家常常在一起聊天，聊
什麼都得，無不可言。”
“做生意最緊要就是，唔可以呃人。”陳漢興始

終銘記着父親的教誨，一路做到今日經歷過好多時
代，也見證了同一條街上許多店舖的興衰，單是近幾
年，他就親眼看到七八家鄰舖執笠——“沒人接手
做，就賣掉了。”陳漢興有他自己的堅持：“這是我
爸爸交給我的祖業，絕對不可以賣掉，做不動便租出
去。”他並不打算將店舖交由子女接手，因為他認為
做生意，光有學識沒有用，重要的是社會經驗要豐
富，即使有天自己退休，他也要確保接手那人有能力
可使得“鏡明”品牌長青，經營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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