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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Dignity MemorialDignity Memorial 公司公司

最美的墓園最美的墓園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
最受華裔人士喜歡最受華裔人士喜歡
五月份隆重推出優惠五月份隆重推出優惠::
高達高達 1717% OFF%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折扣生前計劃墓產優惠折扣
6060 個月個月 00%%利率利率﹐﹐無需信用評估無需信用評估
身前契約高達身前契約高達 1010% Off% Off
僅在五月底之前有效僅在五月底之前有效

立即致電立即致電﹕﹕832832--913913--58885888

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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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本報訊】全球至少329萬4812人死於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至少1億
5822萬1430例確診。

疫情從2019年12月在中國爆發，迄今絕
大多數感染者都已康復。但有些人在痊癒後數
週甚至數個月內，仍持續感受到症狀。

上述數據是依據各國衛生當局每天提供的
統計，不包括俄羅斯、西班牙和英國等3國的統
計單位其後提出的重新估算數據，且數據只是
實際染疫總數的一部分，因為許多輕症或無症
狀患者一直未被檢測出。

全球9日通報新增1萬378人病歿、68萬
6590起確診病例。根據通報數據，新增病歿人
數最多國家依序為印度（3754 死）、巴西
（1024死）、哥倫比亞（495死）。

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累計58萬1755
人病故、3270萬7993例確診。

其他疫情嚴重國家還包括巴西（42萬2340

人喪生、1518萬4790例確診）、印度（24萬
6116人喪生、2266萬2575例確診）、墨西哥
（21萬8985人喪生、236萬5792例確診）及
英國（12萬7605人喪生、443萬4860例確診
）。

依照染疫死亡人數占人口比例，匈牙利是
死亡率最高國家，每10萬人就有295人染疫喪
命；接下來依序為捷克（277人）、波士尼亞-
赫塞哥維納（268人）、蒙特內哥羅（245人）
和北馬其頓（244人）。

亞洲共計37萬9747死、2997萬589例確
診；中東地區共計13萬5224死、809萬4629
例確診；非洲共計12萬4449死、463萬5864
例確診；大洋洲共計1060死、4萬4011例確診
。從區域來看，歐洲累計109萬2979死、5155
萬82例確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累計95
萬4972死、2993 萬1605例確診；美國和加拿
大共計60萬6381死、3399萬4659例確診。

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撰稿人：Yingying Xu, Financial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
ment Advisor (RIA)ment Advisor (RIA)】】上週一季度經濟和上週一季度經濟和

企業財報數據繼續出台企業財報數據繼續出台。。考慮到消費者對經考慮到消費者對經
濟的重要性以及就業條件對消費者的重要性濟的重要性以及就業條件對消費者的重要性
，，月度就業數據報告總是引起市場的關注月度就業數據報告總是引起市場的關注。。

上週五公佈的上週五公佈的44月就業報告顯示月就業報告顯示，，44月份增月份增
加了加了266266,,000000個工作崗位個工作崗位，，大幅低於預期大幅低於預期
的近的近100100萬個工作崗位萬個工作崗位，，引起市場關注引起市場關注。。
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3477834778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22..77%%，，年漲幅年漲幅1313..66%%），），標普標普
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42334233點點（（週漲幅週漲幅11..22%%，，年漲年漲
幅幅1212..77%%），），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1375213752點點（（週週
跌幅跌幅11..55%%，，年漲幅年漲幅66..77%%）。）。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個月創造了上個月創造了266266,,000000個新工作個新工作，，但卻但卻

大幅錯失了預期的大幅錯失了預期的100100萬個工作崗位萬個工作崗位。。與與33
月份的新增月份的新增770770,,000000的收益相比的收益相比，，這是一這是一
個顯著的放緩個顯著的放緩。。但是但是，，這是過去六個月中這是過去六個月中
第三高的增長第三高的增長，，1111月至月至11月平均每月增長月平均每月增長
僅僅6363,,000000。。本周初請失業金人數本周初請失業金人數（（一種更一種更
具前瞻性的措施具前瞻性的措施））降至自疫情開始以來的降至自疫情開始以來的
最低水平最低水平，，這表明這表明44月份令人失望的就業月份令人失望的就業
增長更多是時機而非趨勢的作用增長更多是時機而非趨勢的作用。。紓困支紓困支
票和延長的失業救濟正在造成勞動力需求票和延長的失業救濟正在造成勞動力需求
和勞動力供應之間的不匹配和勞動力供應之間的不匹配，，因為有些失因為有些失
業人群可能並非十分緊迫的重返工作崗位業人群可能並非十分緊迫的重返工作崗位

。。隨著我們今年的前進隨著我們今年的前進，，這種不平衡狀況可這種不平衡狀況可
能會得到糾正能會得到糾正。。隨著經濟進一步放寬限制隨著經濟進一步放寬限制，，
預計今年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將推動招聘勢頭預計今年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將推動招聘勢頭

。。
失業率從失業率從44月份的月份的66..00％微升至％微升至66..11％％。。

儘管表面上並不樂觀儘管表面上並不樂觀，，但去年這個時候的失但去年這個時候的失
業率為業率為1414..88％％，，反映出已經發生的勞動力市反映出已經發生的勞動力市
場的重大復蘇場的重大復蘇。。美國總就業人數仍比疫情之美國總就業人數仍比疫情之
前水平低前水平低55％以上％以上，，但令人鼓舞的是但令人鼓舞的是，，44月份月份
的勞動力參與率的勞動力參與率（（佔勞動力人口的百分比佔勞動力人口的百分比））
升至升至 6161..77％％，，儘管仍遠低於儘管仍遠低於 20202020 年初的年初的
6363..44％的水平％的水平。。這項指標的增長很重要這項指標的增長很重要，，因因
為這將表明工人正在重新進入勞動力隊伍為這將表明工人正在重新進入勞動力隊伍，，
增加了工人總數和總收入增加了工人總數和總收入，，這些收入可以支這些收入可以支
持健康和持續的生活持健康和持續的生活，，促進消費支出促進消費支出，，而消而消
費是對美國費是對美國GDPGDP的最大貢獻的最大貢獻。。分析師預計分析師預計，，
失業率今年可能有望下降到失業率今年可能有望下降到55％以下％以下。。

另一數據是每小時平均時薪較上月增長另一數據是每小時平均時薪較上月增長
了了00..77％％，，可能反映了勞動力短缺的一些短期可能反映了勞動力短缺的一些短期
影響影響。。同比數據顯示同比數據顯示，，工資增長了工資增長了00..33％％。。休休
閒和酒店業是薪資增長的主要來源閒和酒店業是薪資增長的主要來源。。提高工提高工
資可能是企業吸引工人的舉措之一資可能是企業吸引工人的舉措之一。。工資增工資增
長將會造成通脹壓力長將會造成通脹壓力，，儘管美聯儲預計通脹儘管美聯儲預計通脹
壓力將是暫時的壓力將是暫時的。。分析師在密切關注工資上分析師在密切關注工資上
漲以及當前家庭儲蓄增加的情況漲以及當前家庭儲蓄增加的情況，，以及未來以及未來
消費和通脹趨勢消費和通脹趨勢。。通脹擔憂很可能成為今年通脹擔憂很可能成為今年
市場波動加劇的風險之首市場波動加劇的風險之首。。

全球逾全球逾11億億58225822萬例確診萬例確診 超過超過329329萬人病歿萬人病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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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兩 地 產 經 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3 ●責任編輯：趙雪馨

80年代內地人心中烏托邦 有超級市場太幸福

痛心鑽石變石墨 香港天天在退步 陳
茂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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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喬中日前出席《灼見名家》活動時發表
演講，今年72歲的他憶起初到香港的

情景時仍難掩興奮之情。他大學畢業後，在
八十年代赴港打拚，“我來到香港，太繁華
了，很多很新奇的東西，特別印象深的就是
第一次進超級市場，看到那些商品琳琅滿
目，當時心裏想就是哪一天太太跟小孩也從
內地到香港，在逛超級市場可以隨便買東
西，太幸福了。”

香港當時似天堂 港人身份有光環
管喬中形容，八十年代的香港是不少內

地人心中的烏托邦，對於港人身份亦與有榮
焉，“（當時）香港在內地是一個非常正面、
輝煌的一個地域名詞，‘你是香港人，你從香
港來’，大家肅然起敬，所以香港的富裕、香
港的發展，對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好像是天堂、
好像是烏托邦、好像是未來希望的地方。”

時間回到二十世紀，曾經是內地人心目中
夢寐以求的烏托邦，何以在短短十數年間就黯
然失色？管喬中感嘆地指，“最近幾年在內地
講香港，我們都要小聲地、不敢大聲地說，因

為內地同胞對香港的誤解也很深”，他認為除
了近年發生黑暴事件，香港的地位確實在下
降，相對內地其他城市，“香港天天在退步，
人家是在進步”。

管喬中以香港、深圳及廣州在2018年至
2020年經濟表現作比較，後兩者無論在GDP
或財政收入皆見按年上升趨勢，反而香港只
停步不前、甚至出現倒退。他再以寧波為
例，指寧波2020年GDP比起香港雖仍有一
大段差距，然而單計去年度財政收入已是香
港的差不多一半，更重要的是寧波的經濟發
展前景，當地未來將全力建設兩個萬億級的
產業群，包括綠色石化及汽車產業，加上當
地現有多個萬億級的產業群，香港單一的產
業結構自然驟然失色。

嚴重貧富不均 博士都不敢生孩子
管喬中再一語中的地指，香港不是無

錢，只是財富過分集中在富豪手上，現時全
港有50多萬個千萬富翁，換算下總資產達到
5萬多億元，意味這6.7%的人口已掌握了大
概75%以上財富。他特別提到在香港打工雖

然工資高，但對於樓價極高的香港，一輩子
都買不起樓成為多數人的痛苦，又特別提到
其公司內部統計，旗下在廣州跟潮州工作的
員工，有逾48%均住在自置物業，而且呎租
亦遠遠較香港便宜，他形容員工在安居樂業
下，雖然內地員工的薪酬或只有香港的三分
之一，不過“他們日子過得很幸福、幸福感
好強”，相反“香港同事壓力很大、壓力甚
至大到不敢結婚，不敢生小孩，哪怕是博
士、碩士都一樣”。

首要解決高樓價 籲港人把握機遇
對於如何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管喬中

建議香港首要解決高樓價、高地價問題，
“石墨跟鑽石都是由碳原子組成，分別的是
排列方式；香港也一樣，可以建公屋，跟新
加坡一樣建組屋，棕地林地都可利用，誰說
香港沒地呢？”他建議，將建屋變為政府主
導的行為，真正做到“居者有其屋”，才能
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又呼籲港人需要審
時度勢，明白以往優勢不等於今日優勢，要
懂得把握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岑健樂）
內地日前公布“跨境理財通”實施細則，香港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其後出席論壇活動時表示，
人民銀行、香港金管局及澳門金管局正敲定跨
境雙向理財通業務試點的實施細則，料很快便
會落實推出，讓大灣區內居民可跨境投資區內
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以滿足居民理財需要。
而有出席活動的保險業界亦期望盡早推出“保
險通”。

南向債券通已準備就緒
陳茂波在致辭時表示，香港作為全球領先的

國際金融中心，亦是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粵港
澳大灣區的國際金融中心，“十四五”規劃在多
方面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深化並
擴大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而除了“跨境理
財通”外，他透露港府亦不斷與業界和內地相關
當局探討，擴大跨境人民幣資金雙向流通的渠
道，其中金管局與人行就債券通南向開通的實施
細則亦已準備就緒，相信亦會很快落實。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超過兩

年，陳茂波指這兩年間世界正經歷百年未見之大
變局，經濟重心正在由西向東移，國家的綜合國
力大大提升，國際政治格局亦同時起了深刻的變
化，他認為在這背景之下，國家今年較早前公布
了“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的遠景目標綱要，當
中提出的國家長期發展戰略和政府工作重點，對
香港未來發展意義重大。

陳茂波強調，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三個關稅區和三種貨幣的基礎上建設，國際
上沒有先例，而港府在去年11月正式成立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並委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
員，專職推進有關工作，他又指港府會與中央相
關部委、廣東省人民政府、深圳政府以及澳門特
區政府緊密聯繫，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尋求
政策的創新和突破，亦會繼續與本地持份者緊密
溝通及宣傳推廣，以加深社會對大灣區的認識。
對於“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香港定位， 陳

茂波認為這些定位中既有香港傳統優勢範疇，亦
包括一些新的角色和功能，例如區域知識產權貿
易中心和中外文化交流藝術中心等，其中在創科
方面更明確了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定位和整
個大灣區在這方面的互補和合作，這些都為香港
未來發展提供了新指引。

業界盼早日落實“保險通”
雖然“跨境理財通”通車在即，但“跨境保

險通”何時推行仍是未知之數。友邦香港及澳門
首席執行官馮偉昌日前表示，內地保險業務有很
大發展空間，希望“跨境保險通”可盡快開通，
為保險公司帶來更多發展機會。此外，他表示希
望可於大灣區內地城巿設立售後服務中心，為內
地客戶以及長期在內地生活的香港人，提供更便
利的售後服務。

一念石墨、一念鑽石。凱普生物

科技總裁管喬中，算是內地培養的第一

批碩士，八十年代赴港打拚，曾為自己

港人身份自豪過，亦見證過香港的繁華

盛世。時間轉眼過去，他感慨內地其他

城市天天進步、香港則天天退步，又扎

心地指出香港財富過分集中在小部分人

手上，一世都買不起樓成為多數港人的

痛苦，更造成深層次矛盾，又以石墨及

鑽石比喻香港迥然不同的前景，“兩者

都是由碳原子組成，分別的是排列方

式”，意指政府處理好樓價問題會讓香

港有截然不同的命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管喬中建議香港首要解決高樓價、高地價問題，以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銀行理財轉型發展空間大

銀行理財轉型正進入深水區。銀

行業理財登記托管中心在北京發布的

《中國理財市場2021年一季度報告》

（以下簡稱《報告》）顯示，截至

2021年3月末，中國銀行業理財市場

規模達25.03萬億元，同比增長7.02%

；全市場新增理財投資者817.15萬，

達4979.63萬，今年前3個月累計實現

理財投資收益2095.83億元，較好地

滿足了投資者的資產保值增值需求。

理財公司成為主力軍
數據顯示，理財公司已成為市場

主力軍。《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

3月末，理財公司新發產品1452只，

累計募集金額8.34萬億元，占全市場

比例達27.06%；理財公司存續產品規

模7.61萬億元，同比增長5.06倍，占

全市場的比例達到30.40%，成為第一

大機構類型。

從陸續發布的2020年上市銀行年

報來看，絕大部分銀行理財產品規模

穩步增長、產品凈值化率不斷提升；

理財子公司盈利能力增強，產品類型

更加豐富。

截至2020年底，銀行理財市場規

模已達25.86萬億元，當年累計為投

資者創造收益9932.5億元。上市銀行

在其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年報數據顯

示 ， 建 行 集 團 理 財 產 品 規 模 達

22248.48億元，其中母行15278.64億

元，建信理財子公司6969.84億元；

農行集團理財產品余額20277.27億元

，其中母行10779.13億元，農銀理財

9498.14億元；交行集團表外理財產品

平均余額10938.35億元，交銀理財子

公司產品余額5337.97億元。

在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銀行理財

子公司的盈利能力顯現。“截至目前

已經公布2020年業績報告的上市銀行

中，有14家理財子公司運行情況出爐

，且經營業績均實現盈利。”普益標

準研究員於康表示，由於不同銀行理

財子公司開業起點時間不同，以及由

母行遷移至理財子公司產品的整改工

作進度有差異，不同理財子公司管理

規模及經營業績差異較大，就滿足

2020年完整經營年度的理財子公司來

看，2020年，國有大行中，中郵理財

盈利最高，實現11.87億元的凈利潤

，股份行中招銀理財盈利最大，實現

24.53億元的凈利潤，且在目前已披

露業績數據的理財子公司中是盈利最

多的。

除中郵理財外，在國有大行理財

子公司中，交銀理財凈利潤為6.65億

元，較2019年度的8911.54萬元大幅

增長了647%。數據顯示，截至2020

年末，交銀理財總資產為88.74億元

，凈資產87.42億元，分別比上年同

期增加6.97億元和6.53億元。此外，

中銀理財、工銀理財和建信理財去年

的凈利潤均不到5億元，分別為4.55

億元、4.08億元和3.35億元，均較去

年有不同程度增長。在股份行的理財

子公司中，信銀理財和光大銀行的凈

利潤均超過了5億元，分別為5.95億

元和5.64億元。

產品仍以固收為主
在產品類型上，於康表示：“目

前銀行理財業務處於轉型過渡期，理

財子公司也屬於新晉經營主體，理財

子公司產品仍以固收類為主，但對權

益類資產的配置力度正逐步加強，多

數理財子公司發行了‘固收+’產品

，同時對混合類、權益類產品的研發

力度也不斷加強，正在不斷補足投研

短板，增強自身競爭力。”

回顧2020年，對銀行理財市場來

說，影響力最大的事件之一莫過於

“資管新規過渡期延長”。2018年發

布的《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

務的指導意見》對銀行理財打破剛性

兌付、實現凈值化轉型提出明確要求

。2020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資

管新規過渡期延長到2021年底，這無

疑為銀行提供了更多調整的空間。

資管新規發布以來，銀行理財逐

漸從保本保收益的預期收益型產品，

轉向盈虧自負、不做剛性兌付的凈值

型產品。經過2019年的經驗積累和系

統完善後，2020年銀行理財凈值型產

品的發行速度進一步加快。從上市銀

行凈值型產品的占比情況看，絕大部

分都在一半以上，介於50%至70%之

間，最高為76.76%。

業內專家表示，隨著銀行理財轉

型的不斷推進，傳統老產品已逐步退

出市場，取而代之的是凈值型產品，

銀行理財步入新的發展階段，回歸本

源，做“真資管”。在資管新規與理

財新規確定的監管格局下，銀行理財

也積極調整發展理念與方向，完成從

“剛兌”至“轉型”的蛻變。未來，

銀行理財規模將告別無序擴張，凈值

型產品將進一步增加，銀行的資產管

理能力將持續增強，行業將由“大資

管”走向“真資管”。

加快開發個性化產品
“銀行業收入長期以凈息差為主

，但隨著國民經濟發展，低利率市場

環境一定會到來，銀行要在傳統存貸

款之外尋找更多元的發展空間，財富

管理能擴大非利息收入，使銀行擺脫

凈息差依賴。”招行2020年度報告首

次出現“大財富管理價值循環鏈”的

提法，吸引了外界關註。

當前，財富管理市場競爭對手眾

多，專業資管機構、互聯網公司各有

優勢，銀行如何面對競爭？“相比市

場化的資產管理機構，銀行的資產組

織和產品創設能力是難點和痛點。”

招行行長田惠宇表示，盡管過去幾年

已在有針對性地布局，但未來仍需繼

續加強。

“隨著整個居民財富不斷增長，

如何加快和推進差異化的服務，來滿

足客戶的個性化資產配置需求將是商

業銀行財富管理的關鍵所在，也是商

業銀行在傳統的存款和貸款業務之外

，打造我們的資管業務和財富管理的

第三支柱的發展必然要求。”

作為銀行理財轉型重要抓手，理

財子公司的發展思路也愈加清晰。

“債權類資產是銀行理財子公司投資

的重要方向，也是銀行理財子公司支

持服務實體的重要途徑。”信銀理財

有關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十四五”

開局之年，信銀理財將堅持以服務國

家戰略為方向，緊扣深化國企改革、

加大科技創新、融入國家區域發展戰

略三條主線，深耕先進智造、先進材

料、新消費和新型城鎮化等重要板塊。

隨著區域銀行理財子公司的陸續

獲批，其在功能上也在不斷探索新方

向。今年3月25日，成都銀行與渝農

商理財子公司共同發行成渝地區雙城

經濟圈建設主題理財產品，以實際行

動助力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滿

足成渝地區投資者多元化投資需求。

該產品為金融機構發行的首只以成渝

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為主題的理財產

品，成都銀行首期發行規模為7億元

，期限358天，產品類型為凈值型，

業績比較基準4.20%，產品募集資金

將全部投向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的

企業債券，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類企

業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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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廣東省文化和旅遊

廳通報稱，經初步測算，2021年

“五一”假期五天，廣東省共接

待遊客 4278.1 萬人次，同比增長

129.8%，較2019年同期增長11.6%

；收入265.2億元人民幣，同比增

長 156.0%，較 2019 年同期增長

13.7%。

據通報，假期期間，廣東

紅色旅遊持續升溫，全省文旅

部門整合紅色旅遊資源，推出

一批紅色旅 遊 主 題 活 動 和 線

路。“五一”假期該省納入監

測的 13 家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共

接待遊客 104.9 萬人次，同比增

長 176.7%，較 2019 年同期增長

4.9%。

“五一”假期，廣州著名紅

色景點農講所舊址升級改造後首

次亮相，坐落在茵茵綠草、樹影

斑駁的舊址紅墻，別具一格、

“紅”得更加鮮活，更加“圈

粉”。眾多市民和遊客前去舊

址“打卡”，如接受紅色洗禮的

中共黨員幹部團體，註重紅色基

因接棒的親子家庭，以及慕名前

來聆聽紅色故事的學生群體。有

遊客在此留言：走進歷史發生地

，有種穿越時空和歷史對話的感

覺。

廣東濱海遊、鄉村遊人氣也

十分高漲。“五一”假期，陽江

市海陵島大角灣、惠州巽寮灣、

茂名放雞島等濱海旅遊景區深受

遊客青睞；湛江沿海岸線鄉村景

點成為廣大遊客的重要出遊目的

地，徐聞“菠蘿的海”、角尾鄉、硇洲島、特呈島

等鄉村旅遊景點，成為遊客們熱衷選擇的目的地。

來自廣州廣之旅國際旅行社的信息顯示，

五天假期廣東旅遊市場呈現供需兩旺的繁榮景

象，從人流到價格都恢復到了旺季水平。今年

“五一”假期由於機票、酒店、地接等旅遊資

源維持高價位，導致在假期五天出發的旅遊價

格沒有出現明顯錯峰，整體旅遊價格較往年上

漲近兩成。

廣之旅總裁朱少東表示，從該旅行社“五

一”假期收客數據來看，廣東省內遊成績大大

超過預期。以廣州市為例，趕在節前正式開始

運營的多條“珠江日遊”成為了本地遊新亮點

；湛江、潮汕、梅州等地成為了省內長線和入

粵遊客青睞的旅遊目的地。其中，該旅行社

“五一”假期組織赴潮汕旅遊的人數較 2019 年

同期猛增 350%，對該旅行社省內遊營業收入起

到了極好的拉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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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城新聞

星期日晚間，休士頓Memorial 一帶當地
有民眾目擊到老虎在路上的畫面，根據現場
錄像顯示，這隻老虎脖子上有項圈，在某戶
人家的前院四處閒逛，直到有人走出屋子將
它帶入屋內。

一名鄰居何塞·拉莫斯（Jose Ramos）
從自家看到對面院子中的老虎，趕緊叫了
911，並拍下這隻大貓的身影。

在其中一個視頻中，可以看到一個男子
在前院裡，拿著槍對著老虎的人大吼大叫。
該男子後來被確認為一名縣警。目擊者稱，
在接受到報警後，有一名探員前往現場，試
圖拖住這名屋主，但屋主後來將老虎放進車
裡，並在警察到達之前把它帶走。

目前，警方尚未發布有關週日傍晚老虎
事件的進一步信息，這是過去幾年中第二次

在休斯頓發現老虎。早在2019年2月，在休
斯頓東南部的一處廢棄房屋中發現了一隻老
虎，最終有關單位將其轉移到德克薩斯州一
個未公開的庇護所。

根據2019年的報導，雖然休斯頓市不允
許養老虎，但在哈里斯縣許多地區，如果所

有人有進行合法的動物註冊，並遵守嚴格的
規定，包括在當地持有10萬美元的動物保險
並確保老虎的安全、確保老虎離其他家庭，
學校或兒童保育設施至少1000英尺等，就可
以合法養老虎。

德州立法者準備對流產採取全面的限制
措施，在許多婦女知道自己懷孕之前就禁止
該程序，並將可能對墮胎業者進行懲處。

德州眾議院上週四批准了參議院在今年
秋天通過的一項 「心跳優先」 法案，該法案
幾乎得到所有共和黨參議員和眾議院60多名
成員的支持。參議院需要先審查眾議院對立
法的更改，然後再將其呈交給州長簽署成為
法律。

該法案中指出，禁止在檢測到胎兒心跳
後還進行人工流產，通常胚胎在受精到出現

心跳，最早只需要六個星期。
倡導墮胎權利的人說，這項立法是全國

最“極端”的措施之一，因為該法案中沒有
保護到因強姦或亂倫而懷孕的人。除了對墮
胎的限制外，該法案還允許與醫生或婦女沒
有關係的幾乎任何人，都能起訴墮胎業者、
以及那些幫助他人進行墮胎的人。

有200多名醫生連署寫信抗議，該法案
將使醫生 「面臨輕率的訴訟風險」 ，並讓醫
護人員出於擔心被起訴而不願提供信息。

（封面圖片：路透社）

休斯頓休斯頓MemorialMemorial 一帶一帶老虎出沒老虎出沒！！

德州通過反墮胎法德州通過反墮胎法，，人權人權、、醫師醫師
團體抗議團體抗議

馬斯克主持馬斯克主持《《週六夜場週六夜場》》 解釋解釋
為什麽民眾認為他是位有爭議的人物為什麽民眾認為他是位有爭議的人物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特斯拉和特斯拉和
SpaceXSpaceX 首席執行官埃隆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馬斯克（（Elon MuskElon Musk
））本週末在本週末在《《週六夜場週六夜場》（》（Saturday NightSaturday Night
Live)Live) 電視節目中作為嘉賓主持人電視節目中作為嘉賓主持人，，花了大部花了大部
分時間獨白分時間獨白，，解釋了為什麽許多人認為他有解釋了為什麽許多人認為他有
爭議爭議。。

這位出生於南非這位出生於南非、、現年現年4949歲歲、、曾經是世曾經是世
界首富的億萬富翁說界首富的億萬富翁說，，他相信可再生能源的他相信可再生能源的
未來未來，，人類應該成為人類應該成為““多行星太空文明多行星太空文明””的的
主宰主宰。。

他開口說他開口說：“：“我想我想，，如果我只是在推特如果我只是在推特
（（TwitterTwitter））上發布上發布，，那也會很好那也會很好。”。”但他仍但他仍
然要上然要上《《週六夜場週六夜場》。》。

這位首席執行官為主持這場這位首席執行官為主持這場《《週六夜場週六夜場
》》露面而大張旗鼓露面而大張旗鼓，，五分鍾的表演真令人笑五分鍾的表演真令人笑
逐顏開逐顏開。。

馬斯克聲稱自己是第一位患有艾斯伯格馬斯克聲稱自己是第一位患有艾斯伯格
症候群症候群（（AspergerAsperger ‘‘s Syndrome)s Syndrome)的的《《週六夜場週六夜場
》》主持人主持人，，他說他說““至少是第一位承認患有該至少是第一位承認患有該
病病””的主持人的主持人。。艾斯伯格症候群指的是自閉艾斯伯格症候群指的是自閉
症譜系中的一種發育障礙症譜系中的一種發育障礙。。他並開玩笑地說他並開玩笑地說
，，他的語調不足他的語調不足““使喜劇性格增強使喜劇性格增強。。 ””

但是他承諾但是他承諾，，他他““非常擅長在仿真模式非常擅長在仿真模式
下運行人類下運行人類”（”（pretty good at running humanpretty good at running human
in emulation modein emulation mode）。）。

他提到在推特中寫的一條推文他提到在推特中寫的一條推文：“：“ 44 月月

2020以後再過以後再過6969天天，，哈哈哈哈，”，”他對可能通過有他對可能通過有
爭議的帖子冒犯的任何人說爭議的帖子冒犯的任何人說：“：“我只是想說我只是想說
我已經再次發明了電動汽車我已經再次發明了電動汽車，，我正在派人乘我正在派人乘
坐火箭宇宙飛船去火星坐火箭宇宙飛船去火星，，您以為我也會變得您以為我也會變得
冷酷冷酷，，是個普通的人嗎是個普通的人嗎？”？”

馬斯克還抱怨因為他在喬馬斯克還抱怨因為他在喬··羅根羅根（（Joe RoganJoe Rogan））
的播客上露面時抽了煙的播客上露面時抽了煙，，有些人將他的性格有些人將他的性格
貶低了貶低了，，現在人們覺得他好像從播客到播客現在人們覺得他好像從播客到播客
中被點亮一樣中被點亮一樣。。

他辯護道他辯護道：“：“發生過一次發生過一次！”！” ““這就像這就像
將辛普森將辛普森（（O.J. SimpsonO.J. Simpson））被排除為被排除為''殺人犯殺人犯''一一
樣樣，，僅此一次僅此一次！”！”

他還開玩笑地解釋了他小兒子的名字他還開玩笑地解釋了他小兒子的名字““
XXÆÆA-XiiA-Xii”，”，發音為發音為““貓在鍵盤上奔跑貓在鍵盤上奔跑”。”。

在馬斯克獨白的結尾在馬斯克獨白的結尾，，他把他的母親帶他把他的母親帶
上了舞台上了舞台，，就像就像《《週六夜場週六夜場》》劇組成員的母劇組成員的母
親在星期日的母親節之前都出現一樣親在星期日的母親節之前都出現一樣。。

她母親開玩笑地說她母親開玩笑地說，，她對母親節的禮物她對母親節的禮物
感到很興奮感到很興奮，，但她希望這個禮物不是馬斯克但她希望這個禮物不是馬斯克
最喜歡的狗狗貨幣最喜歡的狗狗貨幣（（DogecoinDogecoin）。）。據報道據報道，，
狗狗貨幣價值在演出期間不斷下降狗狗貨幣價值在演出期間不斷下降。。

馬斯克承認馬斯克承認：“：“是的是的，，狗狗貨幣在不斷狗狗貨幣在不斷
地貶值地貶值。”。”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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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諾）一家
團聚慶祝母親節是為人母親的卑微願
望，但對78歲的黃婆婆而言卻是遙不可
及。她的丈夫數年前因為癌症過身，兒
女及孫兒等家人都在廣州居住和工作，
疫情下出入境均要接受隔離檢疫令他們
一家人超過一年未能見面。即使是母親
節，黃婆婆亦只能孤單地度過。為了一
家團圓，黃婆婆早前已完成接種兩劑新
冠疫苗，只待通關就能起行北上。

母憂花甲兒感冒發燒辛苦
香港與廣州的距離不遠，惟這百多

公里的路程在疫情下變得這麼近、那麼
遠，過去一年多因為出入境均要接受14
天強制隔離檢疫，黃婆婆被迫與家人分
隔兩地，“舊年年初二控關前，好似走
難咁返香港，之後就冇再見過面。”

為打發時間，黃婆婆將自己的行程
排得密密麻麻，與朋友飲茶、唱粵曲或
行山，但仍無法抵消與家人的相思之
苦：“以前每逢大時大節都會返內地同
家人團聚，仔女每月亦會抽一個周末返
港陪我。家肯定會覺得孤獨，心會悒
住悒住，仔女好鍾意我煮餐飯、煲湯畀
佢哋，好希望可以再一家人開開心心坐
埋一齊食飯。”

女憂耄耋母頭暈身㷫跣倒
“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黃

婆婆的三名子女雖然都已經五六十歲，
甚至已為祖父母，但黃婆婆仍十分擔心
子女在內地的生活：“有特別嘢佢哋都
唔會話我知，我會擔心佢哋，感冒發燒
都會睇好醫生先同我講話已經好返，唔

會病緊同我講好辛苦。”
身在內地的黃婆婆女兒人同此心，

每日一早起床上班前都會打電話給媽
媽，如果黃婆婆稍為遲聽電話就會大鑼
大鼓地經黃婆婆身邊的朋友尋人。黃婆
婆的女兒接受香港文匯報視像訪問時表
示：“好擔心佢一個人生活，用電話視
像功能同真係見到面相差好遠，有咩頭
暈身㷫佢可能會瞞住我，萬一佢喺廚房
或洗手間跌倒，連平安鐘都撳唔到點
算？”黃婆婆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期
間，特意與孫女視像對話。兩嫲孫談及
逾一年未能見面時，黃婆婆一度感觸落
淚，躲到廚房抹乾眼淚。

他們一家人談及母親節願望時不約
而同地表示，自己已接種兩劑新冠肺炎
疫苗，希望兩地政府可以放寬出入境的
檢疫規定，方便分隔兩地的家庭團聚。

黃婆婆的孫女說：“雖然嫲嫲仲好
健康，但始終年紀大都係想見多一面得
一面，以前母親節會一家人食飯，但自
從疫情爆發，大時大節或嫲嫲生日都只
能我們喺內地的家人坐埋一齊，開視像
同嫲嫲一齊食飯，大家都好心酸！”

獨居婆婆為訪問與孫女視頻動真情淚灑當場

母親營內等兒送美食母親營內等兒送美食 忽變出營嚐孫女親製蛋糕忽變出營嚐孫女親製蛋糕

現年78歲的馬太太與81歲丈夫同居於荃威花園R座
一個單位，平靜的退休生活早前起了波瀾：該屋

苑一名菲傭確診變種病毒，政府為徹底阻截傳播鏈，
要求大廈所有居民撤離到檢疫中心隔離21天。

親睹營內職員辛勞不好受
對是次撤離行動，馬太太希望大家少一點怨言、多

一點諒解。她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特區
政府都係為咗阻止變種病毒在社區傳播。”目睹政府人
員日夜奔波，她反而覺得有點心痛，“既然圍封屋苑時
所有居民的病毒檢測都呈陰性，還要全幢樓宇的住戶接
受21天隔離，是浪費政府的錢，加上我從（檢疫中心）
間房的窗戶往外望，剛好望到分餐的地方，只見工作人
員就是為了我們而要不停辛苦地工作，令我更不好
受。”

特區政府其後從善如流，放寬檢疫安排，令馬太太
能提前在母親節前夕回家進行自我監測，可以自由活
動，但她認為當前抗疫最重要，母親節慶祝節目也從
簡，只求一家平靜度過。

兒子查清營內設備囑添加
馬太太的兩名兒子俱已婚，孻仔育有兩名分別13及

16歲的女兒，住在荃威花園其他座，故平日不時見面。
馬太太說兩名兒子打算送一對波鞋給她，“原本打算母
親節前幾天與長子兩夫婦外出吃飯，母親節當天則留在
家中與孻子一家吃飯，兩名孫女更準備親手做蛋糕為我
慶祝！”

但再貴重的禮物，也不及在今次撤離行動中，兒孫
們表現的真摯關愛。她說，兒子甫知道兩老要被送往隔
離檢疫，即時翻查竹篙灣檢疫中心的設備資料，知道營
中缺乏物資，即馬上致電着兩老帶備被套枕袋，“結果
真的派上用場！我也帶了罐頭、幾個杯麵和電熱水壺入
來，不過原來電熱水壺這裡也有。”兒子原本還打算今
日將馬太太喜愛的食物送到檢疫中心，再託職員轉交兩
老，但馬太太不忍兒子奔波，“送食物要向中心申請
的，我叫他們不用這麼麻煩了。”

下周打第二針盼出埠旅行
馬太太本身是印尼人，兄弟姊妹等不少親戚也在印

尼。她與丈夫每年總會用一個月時間到東南亞旅遊和探
親，對上一次與印尼家人見面已是2019年12月的事。
為盡快再見家人，馬太太與丈夫4月27日已接種第一劑
復必泰疫苗，並預約5月18日接種第二劑。

“我長期有‘三高’問題，不過新抱是醫生，我接
種前已問過她意見，加上我兩個兒子的家庭也接種了，
他們打完第二針說無事才叫我去打的，我、我丈夫及一
名86歲街坊打咗都無事。”她認為，接種疫苗是一直以
來抵抗疫症的方法，今次“是一定要打的”，尤其她經
常外遊更應接種，可早日享受“旅遊氣泡”。

疫症強行拉遠了親人之間的距離，但彼此的心也是
連在一起。馬太太今年母親節願望，是希望市民盡快接
種疫苗，驅走疫症，令香港社會早日回復正常。

我們距離

新冠肺炎病毒

有幾近？所住

大廈有菲傭確

診變種病毒被

送往檢疫中心

隔離的馬太太，經歷這一役方知病毒就在身

邊。但患難中更顯母子情深，已成家立室的

兩名兒子甫知道父母要隔離檢疫後，憂心兩

老檢疫生活，連環call他們帶備被套枕袋、罐

頭、杯麵……入營後這些物資果真大派用

場，兒孫們原本計劃母親節把美食送到檢疫

中心，遠程慶祝佳節。正當一家人擬打消共

敘天倫的美夢之際，突然香港特區政府放寬

檢疫規定，馬太太與一眾“疫廈”居民獲准

提前在母親節前夕回家。她嘆謂：“人生遇

到一個咁奇怪的疫情，可算是天意！”病毒

變、政策變，不變的是親情，兒孫的一聲

“母親節快樂”足以暖在心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親情隔離不了親情隔離不了 天倫樂喜從天降天倫樂喜從天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諾）新冠肺炎
疫情令居家工作變成新常態，上班族不再一
定“坐定定”在辦公室工作。在一間國際投
資銀行負責社會公益事務工作的“香港創業
媽媽”主席梁思敏，想不到就因禍得福，在
家工作期間增進了自己和2歲半女兒的相處，
更親眼見證女兒成長的多個“第一次”。

緊迫的生活節奏令梁思敏錯過女兒不少
成長的時刻，“她6個月大時，首次食糊仔，
我錯過了。BB第一次食唔同嘢，佢肯定好雀

躍，我媽媽雖然有拍片，我哋亦有 Face-
Time，但始終不能親眼見到。”

不少公司在疫情下安排員工居家工作，
梁思敏也有更多時間與女兒相處，更親眼見
證女兒學會行路和第一次上學等多個重要時
刻，彌補之前的遺憾。

在家工作雖然較自由，但難免也有尷尬
場面：“有次我有5分鐘發言嘅會議進行時，
阿女喺隔離房由父親照顧，但佢不斷喊，又
敲門要入嚟要我抱，佢喺出面喊咗3分多鐘，

入到嚟我抱住佢用咗分半鐘哄，其間我要繼
續發言，不能突然熄咪，嗰5分鐘其他與會者
大部分時間都聽到有小朋友喊。”

不少雙職媽媽都同樣面對類似問題，就
是要在家庭及事業之間取捨，“不少僱主對
在職媽媽的需要缺乏認知，未能提供適切支
援，母親節願望係香港有更多日間託兒服
務，以及與外國一樣興起工作分享，令更多
媽媽以兼職方式繼續追夢，毋須再在陪伴小
朋友與工作之間作出艱難抉擇。”

居家工作遇稚女成長N個第一次

港穗這麼近 團聚那麼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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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太的兒子原本打算將母親喜愛的美食馬太太的兒子原本打算將母親喜愛的美食
送到竹篙灣檢疫中心託職員轉交父母慶祝母送到竹篙灣檢疫中心託職員轉交父母慶祝母
親節親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大批工作人員當天進駐荃威花園大批工作人員當天進駐荃威花園
為居民強檢為居民強檢，，之後之後RR座全體居民被座全體居民被
送往隔離營檢疫送往隔離營檢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阿民及母親互相送上阿民及母親互相送上
心意卡心意卡。。 懲教署供圖懲教署供圖

●●黃婆婆與孫女視頻傾偈黃婆婆與孫女視頻傾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周
日是母親節，對於天下母親而言，
有什麼比浪子回頭更為可貴？自小
在香港單親家庭中成長的阿民受黑
暴分子煽動，參與社會暴力事件而
與母親關係惡化，被定罪後於沙咀
懲教所服刑，一度迷失方向。母親
節前夕，他和母親參與了香港懲教
署與警務處合作的“並肩同行”計
劃，以藝術作為心理治療切入點，
引導阿民等在囚青少年醒覺自身問
題及探索潛能，並以全新角度感受
母親的關愛。

懲教署與警務處合辦的“並肩
同行”計劃，透過不同活動向在囚
青少年宣揚奉公守法觀念，灌輸正
面價值觀，並在母親節前夕舉辦
“畫出親恩 並肩同行”親子活動。
阿民的母親十分慶幸獲邀出席，並
感謝義工不遺餘力，令她與兒子解
開心結。

前年關係決裂今天冰釋前嫌
身為單親母親的她含辛茹苦帶

大兒子，但過去兩年社會暴力事件
令她與兒子關係決裂，兒子更因違
法而被判入勞教中心。她直言，今
次活動不但令她與兒子冰釋前嫌，
更讓她重拾信心，繼續積極配合懲
教署的更生工作，幫助兒子重新出
發。

阿民就感激懲教人員從旁協
助，令一度感到人生灰暗的他看到
一線曙光。這次活動令他反思犯罪
的沉重代價，並以繪畫方式，深情
表達虧欠母親和無法釋懷的感受。

是次活動以心理治療結合藝術
創作元素，讓在囚青少年了解自
我，並以非言語方式與母親溝通，
增進親子關係。他們在臨床心理學
家指導下與母親一起在小鞋子上繪
畫，以表達情感和思想，打破親子
隔膜，並在義工啟導下把心聲填寫
在心意卡上，連同小鞋子及康乃馨
送給母親，祝願母親節快樂。

懲教署副署長黃國興和警務處
副處長（行動）蕭澤頤到場參與及
支持是次活動。

●●疫情令梁思敏有機會親眼見證女兒成長疫情令梁思敏有機會親眼見證女兒成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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閆妮、周冬雨演繹
“最潮”老媽，追星不僅僅是瘋狂

90後高歌因媽媽高蓓（閆妮飾）總是當眾提起自己不曾謀面的

爸爸是“羅大佑”，覺得很丟人，所以極少主動和媽媽交流。卻在

一次陰差陽錯的“尋父之旅”中高歌了解了母親年輕時的“傳奇故

事”：只身到深圳打工、做宇航服、賣健美褲、一個人生下自己

……二十年前的秘密逐漸浮出水面，高歌這才驚覺原來母親口中那

些“荒唐”的青春故事都是真的，母子間的隔閡也一步步縮小。但

此時命運卻和母子倆開了一個更荒唐的玩笑，高歌發現母親患上了

阿爾茲海默癥，記憶正在逐漸衰退，只有找到心中的“羅大佑”成

了母親放不下的執念。

特輯中眾主演表達了自己對這部電影中的情感和角色的理解。

閆妮說，最吸引自己的是高蓓對生活的熱愛： “她的一生其實很

艱難，一個人去打工，一個人撫養孩子，但她依然是一個樂觀且很

潮的媽媽。其實高蓓追逐“羅大佑”的過程，也是在找她自己”。

周冬雨更是動情表示：“這不是一部講追星的花癡偶像劇，重要的

是高蓓的執著與堅持。”愛情、親情、友情自然地貫穿融合，讓人

不禁跟著落淚。

母親節告白媽媽
她也是自己人生的女主角

你有多久沒有好好和媽媽說說話了？你可曾想過，偷走媽媽青

春時光的小偷也許不是時間，而是我們。在成為母親前，她們都是

肆

意而

活 的 少

女 ， 也 都

是自己人生的

女主角，卻因為愛

，把我們變成了她人生

的全部。

電

影 中

當高歌終

於在尋找 “羅

大佑”的旅途中理解了母親，逐漸解除心中對母親多年的誤會時，

卻發現母親已經開始遺忘自己，只能努力完成母親的心願，彌補遺

憾。“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孝而親不待。”不如趁這個母親節，

和母親聊聊她的故事，她的心情，也許你也會發現一段屬於她的

“傳奇羅曼史”。

電影《迷妹羅曼史》由榮信達（上海）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上

海博納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東方大地文化產業發展中心

（有限合夥）、武漢福星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影片由閆妮

領銜主演，周冬雨、魏晨特別出演，盛一倫、於小彤、郭姝彤主演

，秦海璐、黃覺特邀主演，劉循子墨、柯達友情出演，將於5月28

日溫情上映。

《迷妹羅曼史》發布母親節特輯

閆妮周冬雨閆妮周冬雨
共情迷妹老媽共情迷妹老媽

由李少紅監制，秦鵬
執導的電影《迷妹羅曼史》發布

“ 一個傳奇女子的羅曼史 ” 母親節
特輯 。 特輯中不愛和媽媽交流的 兒子高

歌（盛一倫飾）在尋找父親“羅大佑”的旅途
中揭開了“迷妹老媽”高蓓的別樣青春羅曼史，
同時卻發現媽媽患上了阿爾茲海默癥。這趟“尋父
之旅”將會發生怎樣令人感動的故事，母子之間的
隔閡又將如何解開，都將在5月28日電影上映時給
你答案。 電影由 閆妮 領銜主演，周冬雨、魏晨
特別出演， 盛一倫 、 於小彤、郭姝彤主演
，秦海璐 、黃覺特邀主演，劉循子墨、柯

達友情出演 ， 5月28日和媽媽一起
走進電影院，感受媽媽的傳奇

羅曼史吧！

由劉偉強監制、李達超執導的電影《維和防暴隊》日

前已順利殺青，並發布先導海報。電影聚焦中國維和警察

，講述中國維和警察防暴隊在海外執行任務的故事。影片

由黃景瑜、王一博、鐘楚曦、張哲瀚、谷嘉誠主演，片中

他們頭戴藍盔，全副武裝，再現中國維和警察為和平執甲

前行、勇毅遠赴的英勇形象。影片預計2022年上映。電影

由中中（北京）影業有限公司、捷成星紀元影視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萬達影業（霍爾果斯）有限公司出品。

電影《維和防暴隊》殺青
黃金班底致敬中國維和警察

電影《維和防暴隊》1100多名工作人員，歷時三年多

的籌備與拍攝，目前順利殺青。片中，中國維和警察防暴

隊在海外執行任務，為了維護安全與和平，在危險中前行

，枕著槍聲入眠。此次維和防暴隊的成員們又將應對全新

的嚴峻挑戰，向世界展現中國維護國際和平的大國擔當。

影片監制為執導《建軍大業》《中國機長》《中國醫

生》的劉偉強。導演李達超曾與劉偉強合作《烈火英雄》

等十余部作品，二人的默契配合亦讓人更加期待此次的精

彩呈現。電影以臺前幕後專業班底弘揚維和精神，傳遞了

中國人民對和平的珍視與熱愛，同時向全體維和人員致以

崇高的敬意。

彰顯青春正能量
《維和防暴隊》傳遞和平使命

值此殺青之際，片方首度發布了影片先導海報，在象

征和平的“維和藍”基調下，盡顯中國維和防暴隊英勇氣

勢。自2000年參與維和行動以來，中國累計選派維和警察

2600余人次，先後在聯合國9個任務區和聯合國總部執行

任務。21年光輝歷程，21年拼搏奉獻，中國維和警察為了

世界和平勇於擔當，為祖國贏得了榮譽，在聯合國維和史

上寫下濃墨重彩的篇章。在《維和防暴隊》拍攝中，一眾

青年演員也用青春彰顯正能量，真實演繹出維和警察承載

和平使命、傳遞友誼心願的面貌，展示出維和警察忠誠、

拼搏、團結、奉獻的精神，讓更多觀眾了解中國維和警察

的英勇風采。

電影《維和防暴隊》由劉偉強監制、李達超執導，黃

景瑜、王一博、鐘楚曦、張哲瀚、谷嘉誠主演，中中（北

京）影業有限公司、捷成星紀元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萬達影業（霍爾果斯）有限公司出品。

劉偉強監制李達超導演電影

維和防暴隊
2022上映致敬中國維和警察



香港娛樂 BB77
星期二       2021年5月11日       Tuesday, May 11, 2021

前夫賴弘國暴瘦 被爆受抑鬱困擾

鍾欣潼
回復苗條

形身脹暴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鍾欣潼（阿嬌）日前上內地綜藝節目《怦然心

動20歲》因身材暴脹引起外間關注，7日她現身時裝秀拍下不少美照放到

網上分享，見她明顯比之前清減。她的前夫賴弘國卻大相逕庭，近照上

的他暴瘦一圈，而他身邊友人爆出他患上抑鬱症，賴弘國亦透露最

近心情低落，沒食慾。

阿嬌和賴弘國去年3月宣告離婚，時隔一
年多，兩人卻同時身體出狀況。阿嬌之

前於綜藝節目《怦然心動20歲》亮相，身形
暴脹即引起網民熱話，其後拍檔蔡卓妍透露
阿嬌早前原來患上內分泌失調，但最重要她
開心和健康。日前阿嬌到武漢出席活動與佘
詩曼同場，當時身形仍未有改善。但到7日在
上海出席時裝展，阿嬌貼上多張照片，圓潤
臉龐變尖沒了水腫，所穿的服飾以皮帶束
腰，亦展現了腰間的線條，似是回復苗條以
最佳狀態示人。她更留言：“看了一場精彩
的fashion秀，你們喜歡我酷girl的造型嗎？人
山人海裏匆忙的合影，麻煩大家幫我把合照
傳給鍾漢良。”不少網友大讚“女神回來
了”，但亦有另外她同日出席活動的照片於
網上流出，見阿嬌是比之前清減，卻又未達
到最好的效果，所以亦有網民質疑阿嬌有P
圖，或是拍攝的角度問題。

賴弘國暴瘦近廿磅
至於賴弘國近日上載在上海與友人共聚

的合照，相中見原本身材精壯的他整個人瘦
了足足一圈，令網友們相當驚訝，紛紛問他
發生什麼事，對此，賴弘國本人親身回覆：
“老問題。”隨後，賴弘國被身邊友人揭露
他從2019年就開始有抑鬱問題，賴弘國也坦
言最近又開始沒食慾，更暴瘦9公斤（約19.8

磅）。賴弘國認為自己可能目前獨自在內地
工作，要到下月底才回台灣，太久沒與家人
朋友見面，才導致心情低落，他相信自己能
挺得過去，還在努力打拚。

●阿嬌上載照片，見她
臉龐變尖，亦展現了
腰間的線條。

網上圖片

●同場阿嬌還
遇見在內地發展
不俗的港星鍾

漢良。

●從近照上所見，賴弘國(右)整個人瘦了足足
一圈。 網上圖片●現場照則見阿嬌雖然清減了，但未

達最佳狀態。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6

戴思聰徒弟搞音樂頒獎禮

陳小春鄭希怡亮相力撐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藝人經常要以不同面
目示人，尤其女藝人對衣着、化妝特別講究，鄭秀文
（Sammi）向來走在時代尖端，經常出秀和演出，服
飾可能只穿過幾小時，便不會再次穿上，但她原來也
有留起一些舊衣舊物，當中亦有着她的人生回憶。

Sammi於社交平台貼上一張14年前與現今穿上同
一件外衣作對照，她並貼文：“有些衣服，不只是布
料，而是人生。十四年前買的衣服，一直捨不得扔
掉，昨天穿上，一切猶如昨日。那年（圖左）穿上這
衣服出席演唱會記招。那時歷時兩三年的情緒病初
癒，仍在努力讓自己進入狀態。深刻記得在記招中努
力擠出笑容，但其實內心是怯怯的。”Sammi表示相
信下一個十四年，衣櫃會仍然保留這衣服，存放這份
“怯怯”的回憶。也提醒自己，“怯”後餘生的自
己，要珍惜和要有努力微笑的勇氣，她估計大概每個
人都會有怯的時間，還記得自己那時做了一個病後復
出演唱會，在循序漸進下重拾狀態。

約《金宵》監製
李施嬅預告有新搞作

重穿14年前舊衣
Sammi憶“怯怯”往事

●●鄭希怡稱不論是什麼工作鄭希怡稱不論是什麼工作，，她都會盡她都會盡
力嘗試力嘗試。。 ●●陳小春陳小春((左左))十分支持李大衛十分支持李大衛。。

●李施嬅跟《金宵》監製葉鎮輝喝紅酒。

●Sammi穿上舊衣與14年前的照片作對照。

香港文匯報訊 近年內地音樂業發展蓬
勃，北上開拓市場的除了香港藝人外，也包括
一些香港活動製作人。而身為已故戴思聰老師
愛徒的李大衛，在過去幾年在內地致力發展一
個名為“新音樂榜”的音樂排行榜，日前更耗
資千萬元（人民幣）在蘇州舉行“流行金曲嘉
年華”活動，並邀請到香港歌手陳小春及鄭希
怡（Yumiko）出席。

身穿黑色低胸配以短褲長靴的華麗套裝出
席的Yumiko，當晚獲大會頒發“最喜愛舞台風
範藝人”獎，更帶同多名舞蹈藝員大跳快歌
《相對濕度》及由自己填詞的《背叛被判》。
談及得獎感受，她感謝大會頒發這個獎項，令
她重新踏入歌手本行：“雖然現在我正在拍
戲，但即將會錄一首新的國語歌，之後亦有計
劃可以做多幾張。無論什麼工作機會，我都會
盡力嘗試！”

至於獲得“港台最具影響力男歌手”獎的
陳小春，當晚演唱了《友情歲月》和《獨家記
憶》。問小春近年發展較多在電影和電視綜藝
節目，可有計劃錄製個人專輯或新歌？他回應
說：“現在是比較多戲劇同綜藝節目的工作，
對上一次錄歌應該是錄《黃金兄弟》的電影歌
曲。現在新歌主力都是錄電影歌曲，還有幾首
未播出，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盼讓港樂在內地有更多曝光
對於希望推動香港及內地音樂融合發展的

李大衛，感恩在過程中得到前輩們的支持：
“往年‘新音樂榜’主力同華語歌手合作，如
張韶涵、胡彥斌、吳亦凡、邰正宵等。因為戴
老師的關係，我認識了很多香港歌手，他們都
認同我的理念，希望無論前輩級或新晉香港歌
手都可以進軍內地。始終香港音樂有自己的特
色，能在內地市場分享香港音樂是作為香港人
的一個使命。看看今天仍然在內地看到有人唱
Beyond 的《海闊天空》、張學友的《藍
雨》，又或者是張國榮的《當年情》，可想而
知香港音樂對內地影響了幾十年！現今雖然網
絡文化興盛，但反而香港新的音樂在內地市場
曝光率卻減低！內地人能夠數出香港出名的歌
手可能只有幾個，例如容祖兒、G.E.M.、李克
勤、陳奕迅、謝霆鋒等，所以希望我這個榜能
夠帶多點力量給香港音樂，等新一代的歌手能
夠有機會面向更大的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胡說八道
會”兩位好姊妹胡定欣、李施嬅分別完成新劇
《白色強人II》和《金宵大廈2》拍攝，二人可
以休息充電迎接新挑戰。早前宣布跟男友訂婚
的李施嬅，相約《金宵》監製葉鎮輝外出喝紅
酒，大讚監製對工作很有熱誠，慶幸她的演藝
路上能遇到對方，於言談間更透露他們有新搞
作在準備，令不少網友引頸以待。

另一邊廂，剛完成《白色強人II》外景拍攝
返港的定欣，即以運動裝打扮示人，表示休息
期間不可以偷懶，要開始做運動來保持狀態，
說：“心懶，身體跟着懶，我不可以再懶啦，
我要開始Training! Training! Training! 保持運動
先可以有好的狀態。”

從照片中見定欣的身形仍然很苗條，正是
定欣一直對自己的要求高，才可以一直拍到好
作品給觀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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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5 月1 號，中國長征五號B遙二運載火箭
在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一飛衝天，成功將我
國空間站天和核心艙，精準地送入預定軌道。
從此，中國空間站在軌組裝建造大幕拉開。這
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舉世華人為偉大的中
國航天人點讚！為偉大的祖國點讚！

中國空間站建造首戰告捷，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致電祝賀
，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向載人航
天工程空間站階段飛行任務總指揮部，並參加
天和核心艙發射任務的各參研參試單位和全體
同志，致以熱烈的祝賀和誠摯的問候。

天和核心艙與將於明年發射的問天實驗艙
、夢天實驗艙，共同組成一個“T”型的空間
站——“天宮空間站”，預計將於明年底建造
完成。

有人把已發射成功的天宮一號、天宮二號
實驗室比作“一室一廳的房子”，把天和核心
艙比作“太空別墅”。這一比喻頗為貼切。天
和核心艙體積龐大，是目前我國自主研製的規

模最大、系統最複雜的航天器，其長度比五層
樓房還要高，直徑比火車車廂還寬，體積比國
際空間站的任何一個艙位都大，重量相當於三
輛大巴。

天和核心艙不僅空間寬敞，裏面的設施也
一應俱全。艙內情景照明，可由手機APP控制
，專門配置了天地視頻通話設備，有支持航天
員收發電子郵件的測控通信網。此外還配備微
波爐、冰箱、飲水機、折疊桌等家居用品，以
及太空跑台、太空單車、抗阻拉力器等健身器
材。

天和核心艙成功發射，是給中國共產黨百
年華誕的一份厚禮，也是中華民族走向強盛的
見證。二○二四年國際空間站退役後，在一段
時間內，中國的天宮空間站，可能將是太空中
唯一的空間站。

國際空間站雖有“國際”之名，但實際上
只有參與建設的十六個國家可以“玩”。儘管
如此，這幾個國家所享有的使用時間和使用空
間，也極不均衡。但是中國的空間站，盡顯大

國擔當，明確向所有聯合國成員開放。目前已
有來自十七個國家的九個科研項目成功入選天
宮空間站首批合作清單，未來還會有國外航天
員在中國的空間站上工作和生活。

一九九二年，我國啟動實施載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發展戰略：第一步，發射載人飛船
，建成初步配套的試驗性載人飛船工程並開展
空間應用實驗；第二步，突破航天員出艙活動
技術、空間飛行器的交會對接技術，發射空間
實驗室，解決有一定規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
間應用問題；第三步，建造空間站，解決有較
大規模的長期有人照料的空間應用問題。

載人航天工程每一步都充滿艱辛，但每一
步都走得很穩，所設定的每一個宏大抱負，逐
步變為美好現實。中國的每一次努力和每一項
成就，都在告訴世界：這是一個有夢想的大國
，也是一個有行動力和有擔當的大國呀！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 中國進入空間站時代中國進入空間站時代 楊楚楓楊楚楓

美國味全產品—美國味全產品— 令人懷念的家鄉風味令人懷念的家鄉風味
（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 「美國味

全公司」 是一家在美生產中式冷凍食品
和進口傳統華人食品的公司，銷售網遍
及美國、加拿大及中南美洲。美國味全
設有兩個工廠，六個負責銷售配送的分
公司。兩個工廠，一是位於加州洛杉磯
地區(Los Angeles)的八萬多呎廠房，第
二個廠座落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地區
(Nashville)的十四萬多呎廠房。負責銷
售配送的六個分公司分別位於洛杉磯、
舊金山、休士頓、亞特蘭大、芝加哥和
紐澤西，各自具備3萬多到10萬多呎不
等的倉儲規模。秉持四十七年來對食品
的熱忱及對品質的堅持，美國味全堅持
傳統再創新，藉由不斷投入之專業與技
術，致力於生產優質的傳統美食，便利
現代人的生活，並滿足海外華人對家鄉
味的思念。與此同時，美國味全積極拓
展美國主流與國際市場，希望可以讓更
多人品嚐中華美味。

安全的產品、優良的品質、風味的
傳承和工藝的創新是美國味全食品公司
一直以來堅持與追求的四個目標。

在食品安全方面，美國味全秉持維
護消費者利益為信念，堅持從源頭把關
，嚴守食品法規，日常生產作業有US-
DA / FDA / Health Department(美國
農業部駐廠,食品藥物管理局及縣市衛生
單位)的監督。在原材料採購方面，所
有在美國生產製造所需原料都要求供應
商提供標準保證函以及詳細的產品規格
書。美國味全依據聯邦政府的規範，製
定並嚴格執行相關的食品安全維護計劃
，來確保整個生產過程的安全。通過對
原材料採購和生產作業方面的嚴格規範
及管理，美國味全盡心提供消費者安全
、放心的產品。

在品質管理方面，美國味全擁有現
代技術與設備、嚴謹的品質管理團隊和
六個分公司溫控的配送車隊。在產品冷

凍技術上採用IQF (急速單凍) 或液態氮
，在最短時間內有效保存食品的鮮度與
營養，減少食品解凍後的水份流失，藉
此降低了產品因冷凍而造成的品質差異
，達成最好的保鮮效果。產品包裝亦使
用全自動磅秤及裝袋機, 快速準確地將
產品裝袋封合。每一袋產品均須通過金
屬及重量檢測機, 確保產品的重量與安
全性。美國味全食品公司堅守企業對社
會的責任，強調品質安全，落實我們對
消費者的承諾。

在傳承傳統方面，美國味全在美國
生產的產品包括水餃、煎餃、鍋貼、肉
包、餛飩、小籠湯包、春捲皮、木須皮
等幾十個品項，皆為傳統的中華美食。
同時，美國味全的進口部通過實地考察
、質量把控，帶來了數百種來自不同國
家不同地域各俱特色的產品。在美國味
全團隊整体努力合作下，實現了在美國
生產、國外進口的整合，從而保證了產
品組合的完成性及多樣性，除此之外，
美國味全擁有全美配送一條龍服務，將
南北傳統美食、各地特色風味都呈現於
市場上，以滿足不同國家、不同地域的
消費者懷念家鄉味的需求。

在開拓創新方面，美國味全產品的
不斷創新來源於企業內部源源不斷的活
力以及經驗豐富、具備專業技術與創新
精神的研發團隊。美國味全在傳承中華
傳統美食的基礎上，不忘與時俱進，推
陳出新，切合當下美國中餐流行趨勢，
開發出XO、是拉差辣味系列、四川麻
辣系列等辣味產品。同時，美國味全也
開發出全天然系列、有機系列等綠色食

品，滿足了不同消費者的多樣性需求。
無論現今或未來，美國味全食品公

司都將以一貫的堅持，用心傳承美味，
用心傳遞關懷，為社會盡最大的一份力
量。 憑藉著對食品的熱忱，品質的堅持
，以及人文的關懷，朝向永續經營的目
標邁進。

味全水餃系列味全水餃系列 :: 山東手藝山東手藝

（本報記者黃梅子）目前，拜
登總統有意延續川普對中國的政策
，視中國為全球競爭對手，而臺灣
在中美關系中就顯得尤為重要，美
國和中國都拿臺灣當試金石，在政
治遊戲中把臺灣作為棋子來布局。
而臺灣，也不甘於自己被擺布，想
要贏得自己應有的地位。外交無弱
國，只有自己強大了，才有話語權
。強大首先是經濟強大、科學技術
先進，在臺灣被視為“護國神山”
的著名晶片（芯片）制造商臺積電
現在的分量就非常重，以臺積電為
代表的臺灣半導體（semiconductor
）產業，成為了臺灣經濟逆勢成長
之主因。在各國出現“晶片荒”的
當下，臺積電已經成為全球產業的
戰略焦點。目前，臺積電已超越美
國英特爾及韓國三星，成為全球市
值最高的半導體公司。

2021年1月臺積電市值達5509
億美元，躋身全球前十大，與中國
騰訊及美國蘋果等巨型企業並列。
更多分析進而指出，半導體產業目
前不僅是臺灣經濟命脈，甚至在美
中科技戰下，成為臺灣參與區域戰
略角逐中的重要戰略物資。美國去
年已承認，在新型武器及戰機上，
使用了臺積電生產的晶片。
手機或電腦，汽車或軍事設備必備
的晶片（chip）不僅早已是人類生

活日常必需品，晶片生產業已深刻
地影響全球地緣政治。根據統計，
全球半導體年產值約4260億美金
，需求量僅次於石油，在電動車持
續發展的未來，半導體被認為正逐
漸取代石油的戰略地位。

美國彭博社分析，最近德國和
日本先後接觸臺灣，希望臺灣擴大
汽車晶片出口援救汽車產業。全球
“後疫情經濟”是“危險地”依賴
臺灣半導體，特別是臺積電。專家
用“矽盾”（Silicon Shield）來 形
容臺灣半導體產業的實力及重要性
，認為這一產業會是美國無法坐視
中國奪下臺灣，甚至將協助臺灣抵
禦中國大陸壓力的重要理由。從臺
積電可以看到臺灣在美中沖突中的
兩難處境。譬如，臺積電當年被特
朗普要求去美國設廠，恐失去中國
訂單，或被中國制裁；但臺灣更不
可能拒絕美國。他說臺積電處境就
好比“拳擊沙包”，兩方都有理由
因故對臺灣報以老拳。
然而，美中貿易戰尚無休止跡象，
臺灣蔡英文政府與美國關系更加緊
密。在後疫情時代，臺積電或臺灣
半導體產業與美國合作將越來越深
。2020年，臺積電宣布在亞利桑
納州設廠，計劃生產更高科技的晶
片，供給美商蘋果等大客戶。今年
二月，臺積電證實將前往在日本創

立研發中心。雖然中國有世界最大
的半導體市場，但尖端研發及設備
等沒掌握在自己手上，因此傾全國
之力加速晶片發展。中美關系越緊
張，中芯等制造商要獲得相應設備
或技術就越困難，影響技術遷移。
目前臺積電在中國的南京廠，受臺

灣法令約束，僅以生產12奈米（納
米）及16奈米晶片為主，但仍是中
國大陸制程技術最先進的晶圓廠。
此外，美國要臺積電到美國設廠，
亦有安全考量，譬如防範在臺灣的
的高科技商業間諜。因為，晶片也
是目前高科技軍武的重要物資，影

響印太區域安全。
沒想到的是，小小的晶片成為

「矽盾」 ，更成為美中新冷戰的戰
鬥前線，將臺美關係推向史無前例
的緊密新局，並且直接由美國政府
要求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

請看《美南時事通》主持人王
小穎、美南新聞總編輯蓋軍和德州
資深律師包傑生、僑領陳柯博士談
從臺積電 、 全球 「芯片戰」 ，看
美中臺間的愛恨情仇!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
《美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iTal-
kBB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sc-
daily.com，也可以在youtube上搜
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
頻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
目。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從台積電從台積電 全球全球 「「芯片戰芯片戰」」 看美中台間的愛恨情仇看美中台間的愛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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