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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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瑞薇朱瑞薇
擁有多年住宅及商業貸款經驗擁有多年住宅及商業貸款經驗
專精專精 HH11BB﹑﹑LL11﹑﹑LL22﹑﹑EE11﹑﹑EE22 簽證貸款簽證貸款﹑﹑大型公寓貸大型公寓貸
款及建築貸款款及建築貸款﹐﹐也有不查收入也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貸款不查身份貸款﹐﹐
外國護照亦可貸款外國護照亦可貸款﹐﹐可做全美可做全美 5050 州州﹐﹐
專業而周到專業而周到
電話電話:: 915915--691691--90729072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人物風采人物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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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畫頁

最高法院週一（6月7日）一致通過裁
定，數以萬計因為人道因素而在美國的非
移民，若是非法入境，將不符合申請永久
居留綠卡的資格。

自由派大法官埃琳娜·卡根 (Elena Ka-
gan) 為法院寫道，根據現聯邦移民法明文
規定，禁止非法進入美國，且目前以臨時
保 護 身 份 TPS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留在美國的人，申請 「綠卡」 以
永久留在美國。

這項法規適用於那些因為原國家受到
戰火、或災難摧殘而赴美的人，他們可以
透過臨時保護身份不被驅逐出境，甚至是
在美國合法工作。目前大約有來自12個國
家、高達40萬人是以這樣的臨時保護身份
在美國生活。

卡根指出，雖然 TPS 計劃給予外國人
非移民身份，但這種身分提供的是暫時的

緩解，不等於有資格獲得永久居留。此案
使拜登政府與移民團體間出現矛盾，移民
團體指出，許多出於人道主義原因來到美
國的人，已經在該國生活多年，生下了美
國公民並在美國紮根。

目前有12個國家適用TPS 計劃。比如
2001 年，美國為薩爾瓦多移民提供法律保
護，因為當時 薩爾瓦多 發生了一系列地震
事件。來自其他 11 個國家的人民包括了海
地、洪都拉斯、緬甸、尼泊爾、尼加拉瓜
、索馬里、南蘇丹、蘇丹、敘利亞、委內
瑞拉和葉門。

封面圖片：路透社

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的一
些工作人員表示，他們已經做
好心理準備將要被解雇，因為
該院從本週一（6月7日）開
始強制執行新冠疫苗規定，員
工被告知，如果到今天還沒接
種疫苗，他們將被解僱。

一名註冊護士布里奇斯在
休斯頓衛理公會工作了六年多

，她指出去年在治療新冠患者
的那段時間，她已經感染過一
次病毒，因此她堅稱已經有抗
體了，不需要疫苗，他譴責院
方不應該干涉人們是否要施打
疫苗的決定。

到目前為止，已有 117 名
休斯頓衛理公會工作人員對院
方的這項規定提起訴訟。訴訟

內容甚至強調 「休斯頓衛理公
會的行為是強迫員工作為白老
鼠。」

雖然有些人反對新政策，
但休斯頓衛理公會的大多數工
作人員都已經完成接種，一名
工作人員指出，為了社區的更
大利益，這是最正確的做法。

最高法院裁定最高法院裁定：：擁有臨時保護身份非移民擁有臨時保護身份非移民，，
不符合申請綠卡資格不符合申請綠卡資格

不打疫苗就解雇不打疫苗就解雇！！休士頓醫院規定休士頓醫院規定
員工都要打疫苗員工都要打疫苗

大法官埃琳娜大法官埃琳娜··卡根卡根 (Elena Kagan)(Elena Kagan)

【本報訊】數據顯示，全球至少373萬1297人
死於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至少1億
7320萬2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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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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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全球直接或間接
因疫情死亡的人數可能遭 「嚴重低估」 ，恐比官方
通報的數字高出2到3倍。

全球6日通報新增7951人病歿、34萬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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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7死）、巴西（873死）、哥倫比亞
（539死）。

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累計59萬7628人病
故、3336萬2633例確診。

其他疫情嚴重國家還包括巴西（47萬3404人喪
生、1694萬7062例確診）、印度（34萬9186人喪
生、2890萬9975例確診）、墨西哥（22萬8804人
喪生、243萬3681例確診）及秘魯（18萬6511人喪
生、198萬3570例確診）。

依照染疫死亡人數占人口比例，秘魯是死亡率
最高國家，每10萬人就有566人染疫喪命；接下來
依序為匈牙利（309人）、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
（286人）、捷克（282人）和北馬其頓（262人）
。

從區域來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累計118
萬 726死、3397萬 9026例確診；歐洲累計114萬
3053死、5325萬6433例確診；美國和加拿大共計
62萬3352死、3475萬4889例確診。

亞洲共計50萬5866死、3748萬9435例確診；
中東地區共計14萬4897死、874萬8996例確診；
非洲共計13萬2299死、492萬4631例確診；大洋
洲共計1104死、4萬9548例確診。

麻省總醫院將針灸作為癌症患者的一種綜合療法麻省總醫院將針灸作為癌症患者的一種綜合療法

全球疫情確診逾全球疫情確診逾11億億73207320萬例萬例 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

當“J”在2013年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時，她知道將會有一
個漫長的療程。她也知道她希望將針灸等綜合療法納入她的治療
計劃。她能夠通過麻省總醫院癌症中心的Katherine A.Gallagher
綜合療法項目提供的服務獲得這項服務。

“從我接受治療的第一天起，我就非常感謝能通過Galla-
gher項目獲得各種健康和支持的服務，這些服務也適用於麻省
總醫院的所有癌症患者。特別是在化療、放療和康復期間，在麻
省總醫院定期持續地接受針灸治療，成為我管理焦慮、減少噁心
和減輕疲勞的能力基石。針灸師很好地了解我及我的病史，能夠
直接與我的醫療團隊溝通，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好地個性化我的針
灸療程，以補充我醫療計劃的每個階段。”

麻省總醫院癌症中心提供了許多支持項目，旨在幫助患者、
他們的家人和護理人員應對確診癌症所面臨的挑戰。綜合療法需
要多方面的方法來支持患者的整個治療過程。越來越多的證據表
明，針灸和指壓療法能夠幫助癌症患者控制副作用，提高他們的

生活質量。
針灸使用精細、無菌的針來刺激身體的特定區域，以激活能

量流動。指壓法包括用手在這些相同的點上施加溫和的壓力。它
有助於減輕壓力，緩解與癌症治療相關的症狀和副作用，例如:
• 食慾不振
• 便秘
• 腹瀉
• 口乾
• 疲勞乏力
• 淋巴水腫
• 噁心和嘔吐
• 疼痛
• 睡眠問題
• 泌尿和膀胱問題
• 頭痛
•

針灸團隊與腫瘤團隊的其他成員相互協助，以確定針灸或指
壓療法是否對特定的患者有益。

對針灸緩解症狀的功效進行了研究，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
針灸在減少癌症相關症狀的影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目前
對針灸在免疫的功效領域研究較少，但在中國進行的一些研究表
明，針灸在改善免疫功能方面確實發揮了關鍵作用，這對於對抗
癌症和治療引起的感染具有積極作用。

美國前十大癌症中心(據《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都有
包括針灸在內的綜合醫學服務或綜合治療項目。在波士頓地區，
許多人向癌症患者提供針灸治療。這一趨勢與癌症患者越來越多
地使用補充和替代藥物（CAM）的大趨勢相似，一些調查估計
這一趨勢的範圍在48%到83%之間。

針灸的作用機制已引起許多研究者的極大興趣。在動物模型
和人體中進行的大量針灸機理研究表明，針灸的作用主要是基於
對神經內分泌系統(包括中樞神經和外周神經系統)的刺激和反應
。

由接受過腫瘤學專業培訓的臨床醫生實施的針灸是一種安全
有效的治療方法，可以管控癌症治療相關的症狀，同時使患者能
夠積極參與自己的護理計劃。

目前在了解作用機理和評估針灸對特定症狀的功效方面的研
究正在持續進行中。研究人員還在研究針灸的成本效益，以與標
準的護理相結合來幫助管理持續的疼痛，焦慮和其他症狀。預計
隨著越來越多證據地不斷出現，腫瘤針灸療法最終將被整合到標
準的腫瘤治療中。針灸在主要學術醫學和研究機構（例如麻省總
醫院和其他主要癌症中心）的成功整合突顯了針灸在癌症護理中
的必要性和價值。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
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
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
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
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
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
16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
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
級醫院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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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一季度全球樓市走熱 北美、歐洲、亞太多地房價漲幅空前
綜合報導 亞洲最大的房地產科技公司Juwai

IQI 集團 2日發布的《2021 年一季度全球房價報

告》顯示，一季度全球樓市熱潮洶湧，歐洲、美

國、加拿大和亞太部分國家和地區房價飆升。

這份報告顯示，今年一季度歐洲、亞太、北

美的許多國家，房價上漲不斷加速，已經達到

“一個驚人的程度”，而且這種“繁榮的程度完

全是空前的”。報告認為，低利率和貨幣寬松是

全球房價走熱的主要原因。

報告顯示，在目前已全球公布住房統計數據

的57個住房市場中，有43個市場的實際房價(即

根據通貨膨脹調整的價格)有所上升。從名義房價

來看，57個國家中，有50個國家名義房價上漲，

只有7個國家房價下降，占比近九成。

北美的住房市場表現強勁。在美國，一季度標

準普爾/凱斯-席勒全國房價指數(經季節性調整)上漲

了10.28%(經通貨膨脹調整)，比上年2.94%的增長有

了大幅提高。在極低利率和大規模政府刺激支出

的推動下，美國購房需求和建築活動強勁。

另外，美國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的美國房

價指數在2021年一季度同比增長10.54%，是有史

以來最高的年度增長記錄。同樣在加拿大，一季

度該國11個主要城市的房價上漲了8.39%，比前

一年2.92%的增長速度大幅加快。

歐洲國家中，黑山、斯洛伐克、土耳其、瑞

典和德國等出現強勁的房價上漲。

亞太地區的住房市場也在加快步伐。新西蘭、

斯裏蘭卡、中國大陸、韓國、中國臺灣和日本等

國家和地區房價漲勢較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今年4月份將其對

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修正為6%，比1月份

該機構所估計的5.5%的增速有所提升。據IMF測

算，去年全球經濟收縮3.3%。

值得註意的是，在2021年一季度的全球房價

調查中，最強勁的住房市場有黑山(+28.7%)、波多

黎各(+23.68%)、埃及(+22.61%)、新西蘭(+22.39%)

和斯裏蘭卡(+15.93%)。

Juwai IQI集團聯合創始人執行董事會主席喬

治· 奇米爾(Georg Chmiel)說：“全球樓市似乎因疫

情而興旺。”他指出，居家隔離使人們想要更大

的室內及戶外活動空間，升級換房的需求由疫情

催生。此外，在另一個國家擁有第二套住房也成

了更多高凈值人士的需求，亞洲跨境購房者也不

例外，亞洲是全球超高凈值人士最多的區域。

2020年 Juwai IQI亞洲跨境購房買家最心儀的10大

海外市場與上述房價上漲最快的國家也基本重

疊，反映出無論哪兒的買家都會有的“買漲不買

跌”的心態。

暢通國際物流 促進貿易發展
中國海關總署日前發布的統計數據

顯示，今年前4個月中國貿易貨物進出

口總值11.62萬億元，同比增長28.5%，

比2019年同期增長21.8%。中國進出口

貿易表現強勁，凸顯中國在全球供應鏈

中的重要地位，為推動世界經濟復蘇和

發展作出貢獻。當前，中方正與各方加

強協作，讓國際物流通道更加通暢，促

進貿易進一步發展。

“水果快線”——
助力東盟農產品出口
在越南南部金甌省，當地果農周國

凱正忙個不停，他家種植了200公頃香

蕉。香蕉采摘後直接送到加工車間進行

包裝、裝箱、冷藏。之後，這些香蕉將

通過胡誌明市卡萊港轉運，大約一周就

可抵達中國的大型商超。

受疫情沖擊，當地香蕉銷路不暢，

每千克價格一度跌至兩三千越南盾(1元

人民幣約合3610越南盾)。周國凱告訴記

者，當前，越中兩國間的海運航線成為

越南熱帶水果出口的重要渠道。他種植

的香蕉在價格和銷量上都有了保障。

據越南工貿部信息，疫情防控期

間，越南經海運對中國出口業務保持

穩定，鯰魚、對蝦等重點出口商品受影

響較小，有助於越南實現出口創匯目標

。工貿部還建議當地企業積極拓展海運

出口。

深圳瑉豐越南集裝箱股份公司物流

部總監楊錦鵬介紹說，從中國深圳到越

南海防港，海上運輸時間只需一兩天。

“兩國便利的物流網絡，為保持地區供

應鏈暢通提供了有力保障。”

目前，中國與東盟多個國家開通了

海上“水果快線”。2月27日，柬埔寨

到廣西北部灣港的“水果快線”開通，

來自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水果一周就可

運抵北部灣港。3月12日，北部灣港迎

來今年第100萬個標箱，集裝箱吞吐量

同比增長40%以上，充分顯示了中國與

東盟國家貿易、物流合作的強勁勢頭。

定製服務——
凸顯中歐班列吸引力
1月1日，滿載98個集裝箱汽車成套

散件的“江淮號”定製專列從合肥北站

物流基地發車，開往哈薩克斯坦庫斯塔

奈站。這是中國機械進出口(集團)有限

公司(簡稱中機公司)和安徽江淮汽車集

團(簡稱江淮汽車)今年通過中歐班列向

哈薩克斯坦合作夥伴發送的第一批汽車

散件。

抗擊疫情期間，中歐班列發揮國際

鐵路聯運獨特優勢，大量承接由空運、

海運轉移的貨源，實現逆勢增長。今年

前4個月，在阿拉山口口岸，進出境中

歐班列數達1918列，貨值超100億美元

，分別同比增長56.7%和80.5%。隨著運

量不斷增加，中歐班列的服務也越來越

精細化，以大型出口企業為服務對象的

“定製專列”應運而生，並展現強大吸

引力。

“定製專列優勢非常明顯。班列可

以根據企業要求優化作業流程，點對點

的直達使運輸、清關過程更加便捷。與

以往貨運列車相比，定製專列可節約7

天左右的運輸時間。”中機公司董事長

康虎彪告訴記者，2019年中機公司聯合

江淮汽車向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

及合肥國際內陸港發展有限公司申請開

通“江淮汽車定製專列”。截至目前，

僅向哈薩克斯坦生產基地就已累計發送

39列定製專列，共計1818個集裝箱汽車

成套散件。

在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開幕式

上，哈薩克斯坦首任總統納紮爾巴耶夫

對中歐班列給予高度評價。他強調，

2020年過境哈薩克斯坦的中歐班列數量

增長幅度超過60%。哈薩克斯坦正成為

具有競爭力的中轉運輸中心。

智能快遞——
提升歐洲物流業效率
4月9日下午，中國電商網絡“杭州

—列日”貨運航線的一架包機抵達比利

時列日機場。包機運載貨物近百噸，包

括醫用口罩、小家電、辦公用品及其他

日用品等。一家中國電商企業在列日的

項目負責人黃軍根介紹說，目前開通的

“杭州—列日”和“香港—列日”常態

電商包機航線，每周單程航班有18個班

次，“隨著中歐電商貿易不斷擴大，航

班數量很快還要增加”。

列日位於比利時東南部，從這裏

前往阿姆斯特丹、巴黎、法蘭克福等

歐洲重要城市只有幾小時車程，水陸

空交通設施完善。“經過兩年多運營

，列日已成為中國電商網絡在歐洲的

一級物流樞紐。”黃軍根說，歐洲消

費者在電商平臺下單後，“智能物流

大腦”馬上為客戶提供性價比最高的

物流方案，甚至可以享受“5 美元 10

日達”的跨境包裹服務。“5 美元 10

日達”指的是一單貨物價格達到5美元

及以上，可在10個自然日內送達。該

服務的物流時效與傳統國際快遞巨頭

相差無幾，但商家支付的物流成本能

降低一半左右。“由於性價比高，越

來越多的歐洲消費者選擇中國電商平

臺，貨運包機不斷增加。”

與傳統物流網絡相比，“智能物流

大腦”可實現對全球物流要素的智能連

接，包括從最前端的攬收快遞員，到最

末端的配送快遞員，用算法組合物流要

素，從而選擇最優物流方案。消費者和

商家可全程追蹤跨境物流信息，實時查

詢包裹位置。

在列日機場一側，由中國電商企

業投資建設的倉儲式大樓平地而起。

“這是數字貿易樞紐第一期工程，今

年下半年將正式投入運營。”據項目

總經理孫鐸魁介紹，數字貿易樞紐集

幹線運輸、報關、航空貨站、倉儲於

一體，運營後物流時間將比現在縮短8

到12個小時。

列日機場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

該機場貨運量在2017年為 72萬噸，到

2020年達到112萬噸。列日機場商務副

總裁史蒂文· 維哈瑟特表示，列日機場

與中國電商企業合作以來，貨運量不

斷攀升，極大地提升了列日機場的競

爭力。“數字貿易樞紐不僅將提高自

身物流效率，也將推動歐洲物流業向

智能化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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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展擴大灣區版圖 逾32億收購穗商場
太陽新天地可租面積5萬平米 租金大有提升空間
香港本地房託基金積極布局大灣

區，加快收購物業資產。領展日前宣

布，以32.047億元（人民幣‧下同）收

購位於廣州的太陽新天地購物中心及其

相關債務，較物業於2021年5月24日

估值的33.5億元略低，折讓大約4.3%。

成交後將是領展第七項內地物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據領展介紹，該物業位於廣州市天河區珠江新
城的東邊，為樓高8層連4層地庫的商業物

業，提供約9.01萬平方米總零售面積，可租用總
面積5.04萬平方米，以及一個有800個泊車位的
停車場。

商場去年虧損逾2691萬
根據估值報告，截至今年5月24日，購物中

心已訂立198份租約，佔可租用面積的70.3%。
該物業現時每月收入（不包括管理費）為約1,060
萬元，零售收入為每月約1,002萬元。於2021年
至2023年屆滿的零售租約，約佔該物業現時的基
本租金收入68%。

領展指，太陽新天地購物中心所屬目標公司
在2020年底止稅後虧損達2,691.65萬元。

今次收購將由現金儲備及債務融資撥付，並會
就大部分的外匯波動作出對沖安排。完成交易後，
資產負債率預計將由約19.2%，提升至約20.4%。

領展行政總裁王國龍表示，這次收購貫徹領
展投資組合多元化的業務策略，預期帶來長遠穩
定的收入。在內地一線城市收購高質素、能帶動
收入及具資本升值潛力的地產項目，有助集團收
益增長。憑集團豐富的零售資產管理經驗及與
廣州現有資產並行營運的協同效應，可望能提升
該物業的租賃情況，全面釋放其價值。

位處CBD料受惠上班族增長
他指，廣州的消費品零售市道於2021年首季

錄得強勁反彈。太陽新天地購物中心坐落於珠江
新城核心商業區和廣州國際金融城之間的市中心
黃金地段，該處人口密集且居民生活富庶。他表
示，中長期而言，相鄰地帶正醞釀重建，預期物

業將進一步受惠於上班族及居民客群的增長。
隨疫情發展，太陽新天地購物中心的業務

已趨向平穩。截至2021年5月24日，其租用率約
70.3%。目前該物業的基本租金收入遠低於同區
其他管理妥善的商場，加上一個前身為百貨公司
的空置舖位正待翻新，預期經重新定位、因應客
戶需要提升商戶及服務組合後，商場將改造成迎
合現代富裕家庭的綜合休閒及購物中心點，物業
租金增長潛力巨大。

領展又表示會以內部資金及融資安排支付這
項收購，並擬大部分對沖這項投資可能涉及的匯
價波動。根據領展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財務狀
況，交易完成後，領展的備考經調整債務對資產
總值比率將由19.2%上升至20.4%。

● 是次領展收購
的商場位處廣州市
天河區珠江新城的
東邊，樓高8層連
4層地庫的商業物
業，提供約 9.01
萬平方米總零售面
積，可租用總面積
5.04萬平方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玲） 中國聯通
將進軍動畫界。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近日為中國聯
通頒發了《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經營許可證》，獲
得該許可證後，中國聯通將充分發揮資源優勢，
通過與內容產業鏈上下游開展合作，打造開放合
作，逐步推出5G新直播等特色直播、自製網絡
劇拍攝、體育賽事VR直播、演藝活動，以及自

製動畫片等差異化內容產品。
據悉，中國聯通將與平遙縣政府聯合製作52

集大型動畫連續劇《古城小鏢師》，以及大型原
創數字文創項目《非遺城市共同體》和以宣傳廣
西侗族文化為代表的數字文旅作品《別有侗天》
也正在加緊籌備中。中國聯通於2019年6月獲工
信部頒發5G商用牌照，向5G網絡商用邁出了實

質性的一步，其他同時獲頒牌照的有中國電信、
中國移動及中國廣電。

另一方面，中國聯通公布與鵬城實驗室達成
戰略合作，雙方將建立領導會商溝通和日常聯絡
機制，圍繞網絡通信等領域重大科學問題和關鍵
核心技術，開展聯合攻關，共同承擔國家重大科
研項目。不過，花旗的研究報告指，維持對中國
聯通“中性”評級，該行認為中國聯通有盈利差
過同業的風險，因為用戶及收入增長呈弱勢，故
將其目標價由5.35港元降至4.45港元。

聯通獲發廣電牌 推自製動畫片

社
會
回
復
穩
定
國
際
金
融
機
構
港
增
聘
人
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
文）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社
會回復穩定，讓外資對港信心加
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更
加穩固。據路透社4日報道，一些
全球性銀行、基金和其他金融服務
提供商表示，他們正在香港積極招
聘人手。高盛集團、花旗集團、瑞
銀集團和其他一些銀行，今年分別
在香港招聘了數百人，現有的員工
隊伍大幅擴增。

多家全球性機構擴招數百人
花旗集團表示，將在2021年

增加1,500名員工，包括新增人員
和替代人員，是一年前招聘人數的
兩倍。花旗在香港有大約4,000名
員工。高盛發言人表示，預計今年
在香港的招聘人數將增加20%。高
盛在大中華區約有2,000名員工。

根據香港證監會數據，為從事
資產管理、證券和其他金融活動的
人員頒發的牌照數量正在回升。3
月底，發牌總數與9個月前相比增
長了1.7%，僅略低於2019年創下
的紀錄高點。

“香港有一些獨特優勢，將來
仍是我們許多本地和全球客戶進入
中國的門戶”，花旗亞太區企業銀
行的主管Kaleem Rizvi表示。“與
2019年的混亂局面相比，我所接觸
的商界人士都歡迎現在的和平與穩
定”，總部設在香港的私募股權投
資集團——太盟投資集團(PAG)的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單偉建說。

商界人士歡迎和平穩定
報道又引述銀行家和其他金融

服務專業人士表示，在香港工作的
大部分誘惑力來自於這個城市與中
國內地的密切關係及其帶來的業
務。這種業務正在蓬勃發展。2021
年第一季，通過連接香港與上海和
深圳交易所的股票互聯互通機制的
資金流量上升到了歷史高位。

路孚特數據顯示，今年前5個
月，企業通過香港上市籌集的資金
超過了過去4年同期的總和，這些
企業主要來自內地。大中華區併購
案也創下2018年以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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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當局稱當局稱，，一名明尼蘇達州男子週叁被捕一名明尼蘇達州男子週叁被捕，，他涉嫌與芝加他涉嫌與芝加
哥地區的一名哥地區的一名1515 歲女孩的冷案謀殺案有關歲女孩的冷案謀殺案有關，，該女孩在近五十年前被發現在田間被強姦刺該女孩在近五十年前被發現在田間被強姦刺
死死。。

伊利諾伊州內珀維爾伊利諾伊州內珀維爾（（NapervilleNaperville ））警察局說警察局說，，居住在明尼蘇達州居住在明尼蘇達州Mounds ViewMounds View、、現現
年年7676 歲的巴裏歲的巴裏··李李··惠普利惠普利（（Barry Lee WhelpleyBarry Lee Whelpley））被威爾縣被威爾縣（（Will CountyWill County））州檢察官辦公州檢察官辦公
室指控謀殺朱莉室指控謀殺朱莉··安安··漢森漢森（（Julie Ann HansonJulie Ann Hanson）。）。在周五的法庭聽證會上在周五的法庭聽證會上，，他放棄了引渡他放棄了引渡
，，預計將在幾天內遣返到伊利諾伊州預計將在幾天內遣返到伊利諾伊州。。

警方稱警方稱，，這名退休焊工在涉嫌殺人時年僅這名退休焊工在涉嫌殺人時年僅 2727 歲歲，，住在距離漢森家僅一英裏的範圍內住在距離漢森家僅一英裏的範圍內
。。

內珀維爾警察局長羅伯特內珀維爾警察局長羅伯特··馬歇爾週五說馬歇爾週五說：“：“在過去的在過去的 4949 年裏年裏，，警察局追查了許多警察局追查了許多
線索線索，，調查了許多嫌疑人調查了許多嫌疑人，，結果全部被否認結果全部被否認。”。”

漢森於漢森於 19721972 年年 77 月月 88 日失蹤日失蹤，，最後一次有人看到她騎著她哥哥的自行車離開家去看最後一次有人看到她騎著她哥哥的自行車離開家去看

棒球比賽棒球比賽。。第二天第二天，，她的屍體在內珀維爾的一塊田地裏被發現她的屍體在內珀維爾的一塊田地裏被發現。。調查人員當時說調查人員當時說，，她被她被
刺傷了刺傷了3636次並遭到性侵犯次並遭到性侵犯。。

馬歇爾說馬歇爾說，，當局在過去近五十年中繼續調查此案當局在過去近五十年中繼續調查此案。。他說他說，，分配到調查部門的每個人分配到調查部門的每個人
都認為調查此案是很常見的都認為調查此案是很常見的。。

馬歇爾說馬歇爾說，，在發現屍體的偏遠地區建造房屋之前在發現屍體的偏遠地區建造房屋之前，，警方會在她去世週年紀念日前往警方會在她去世週年紀念日前往
那裏那裏，，希望她的兇手能出現希望她的兇手能出現。。他說他說，，他們多年來一直在女孩的墓地做同樣的事情他們多年來一直在女孩的墓地做同樣的事情，，希望希望
兇手可能兇手可能““開始感到懊悔開始感到懊悔””並出現並出現。。

警方表示警方表示，，偵探們通過偵探們通過 DNADNA 和基因譜系分析方面的技術進步取得了進展和基因譜系分析方面的技術進步取得了進展。。官員們官員們
拒絕透露測試的細節或發現了哪些科學證據拒絕透露測試的細節或發現了哪些科學證據。。

威爾縣的州檢察官詹姆斯威爾縣的州檢察官詹姆斯··格拉斯哥格拉斯哥 （（James GlasgowJames Glasgow ））表示表示，，多年來多年來，，警方一直與警方一直與
漢森的家人保持聯繫漢森的家人保持聯繫。。

他說他說：“：“最後最後，，警方已經能夠給他們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希望得到的東西警方已經能夠給他們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希望得到的東西。”。”
漢森的家人在聲明中寫道漢森的家人在聲明中寫道：“：“正如你可能認為的那樣正如你可能認為的那樣，，我們的家庭經曆了一段漫長我們的家庭經曆了一段漫長

的旅程的旅程。”。” ““我們永遠感謝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此案的所有人我們永遠感謝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此案的所有人。”。”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4949年前因強姦殺害年前因強姦殺害1515歲少女的歲少女的
案犯終於通過案犯終於通過DNADNA鑒定技術落網鑒定技術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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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同染變種毒 首宗本地無源首宗本地無源
1717歲女確診母初確歲女確診母初確 4242天天““零無源零無源””斷纜斷纜

住所解封 打針鄰居“無有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

釵）染疫的17歲女學生居住在
天水圍天盛苑盛譽閣，港府4日
晚圍封盛譽閣為約850名居民
進行強制檢測，行動於5日晨結
束，未有發現其他居民確診。
大廈街坊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家中喉管無出現臭
味、老化等情況，加上香港已
展開疫苗接種，已打針的居民
表示“無有怕”，而不適宜打
針的居民亦已着家人打針，故
不太擔心疫情爆發。

850居民受檢無確診
港府4日晚將天盛苑盛譽閣列為受限區域，居民

需接受強制檢測，行動於5日晨10時完成解封。過程
中，有850名居民接受檢測，未發現確診個案，同時
無發現未檢測人士。

當日派員到訪320戶，有約20戶未有應門，相
信包括確診個案單位、其他接受隔離住戶及空置單
位，呼籲有關居民盡快聯絡政府部門，排除社區傳播

病毒風險。
居民張先生表示於區內出現確診個案並不擔

心，“只是少數個案，而且市民亦已經歷疫情的洗
禮逾一年，大家都有一定的防疫意識，加上政府在
堵截源頭上做了好多工作，只要繼續注意個人衞生
即可。”他由於有“三高”，因此不打算接種疫
苗，主要擔心副作用，“除非有醫生可以提供證明
確保我打針後不會有事。但身邊的朋友及親人都已
經紛紛接種。”

大廈喉管無老化泛臭
陳小姐上周已接種第一劑復必泰疫苗，因此對

區內出現確診個案不太擔憂，“只要更注重家中兩
名小孩外出時的衞生，經常叮囑他們不要到處摸，
常備足夠的消毒液、濕紙巾等，做足清潔措施就
得。”她說，一直以來未有發現家中渠管出現臭
味、老化等情況，相信不會出現喉管傳播病毒的情
況。

周小姐也已接種兩劑科興疫苗，“家裡喉管一
直以來無出現漏水、老化等情況，所以不擔心喉管
傳播。”她說，疫情已經維持一年多，明白該病毒
的習性，不太擔心了。

染疫女生就讀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
中學，潛伏期間除了上學外，亦有上過

補習班、參觀過香港國際教育展和行街，約
100名家人、老師和同學等密切接觸者需要接
受檢疫，包括其已經初步確診、未有病徵的媽
媽。

病毒傳播力較印度男高千倍
染疫母女的病毒量都高，CT值分別為18

和16至19，衞生防護中心暫時未能確定誰最
早受感染，但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在疫情記者會上指出，該名母親平日經
常到醫院探望親人，所以不時要接受病毒檢
測，上月30日進行的檢測結果對病毒呈陰性反
應，相信她們是近期受感染。

上月一名香港到上海的人士在當地確診，
患者潛伏期亦曾入住天水圍嘉湖海逸酒店，與
染疫母女同區，張竹君被問及兩宗個案會否有
關時表示，上海患者今年3月已經在意大利受
感染，到上海確診後除了被驗出CT值較高
外，亦對病毒有抗體，估計只是復陽個案，相
信其傳染性不高，加上未曾聽聞他與變種病毒
相關，估計與今次個案沒有關連。

不過，張竹君補充，多間大學進行的基因
測試結果都顯示，染疫女生所帶有的N501Y病
毒，與之前印度裔男子傳入香港的變種病毒株
不相同，香港之前的傳播鏈亦未見N501Y變種
病毒株，故肯定今次個案與輸入相關，但母女
的親友最近都沒有外遊記錄，需繼續追查她們
的感染源頭。

理工大學曾分析該名女生的病毒株，該
校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表示，
女生感染的病毒株屬於英國發現的N501Y

Alpha變種病毒，與第四波流行的病毒株及
印度男相關群組的南非發現N501Y Beta變種
病毒截然不同，而且染疫女生的病毒量極
高，傳染力較早前的N501Y Beta變種病毒群
組高1,000倍。預料未來會有更多密切接觸
者陸續確診，甚至引發新一波疫情。

母女未打針“播疫”足跡處處
理大早前亦曾分析去年9月到4月底，其

間29個輸入香港的N501Y Alpha，沒有一個和
該女生的基因排序相似，相信外防輸入有漏
洞，導致新的“走漏”個案，才令女生受感
染。該名女生及其家人都沒有接種疫苗，染疫
母女更於潛伏期於各區有頻繁的社交活動，包
括到紅磡都會道美食廣場、大埔熟食中心用
膳、到金鐘的練松柏律師行辦手續、到大埔順
福護老院及長沙灣聖辣法厄爾天主教墳場等，
“播疫”足跡處處。

港採用最好疫苗應盡快接種
林文健在疫情記者會上強調，香港已經

採取了全球最嚴謹的邊境防控措施，但最有
效仍是全民接種新冠疫苗，建立保護屏障，
“無論是印度也好或鄰近的台灣也好，經過
一段相對好的形勢，但變異病毒株一傳入
時，造成很大衝擊，可說是滿目瘡痍，令人
觸目驚心。”

他強調，香港現時採用的兩款疫苗都是各
自技術平台中最好的疫苗之一，可以有效應對
變種病毒，除了產生抗體外，亦可以令免疫系
統產生記憶細胞，即使日後抗體水平下降，記
憶細胞亦可以令感染後的病情較輕微，呼籲市
民積極接種。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港府港府44日晚圍封天盛苑盛譽閣日晚圍封天盛苑盛譽閣，，有有
850850名居民接受檢測名居民接受檢測，，未發現確診個未發現確診個
案案。。圖為大廈解封後小朋友落樓玩圖為大廈解封後小朋友落樓玩
耍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張先生：加
強防疫意識。

●陳小姐：已
打一劑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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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農業部食品安全檢驗局的USDACLG-AGON1測試方法

國際ISO 17025:2005（測試及校正實驗所能力的通用規定）認證

台方厚顏誣捏 萊豬有單有據

●●負責負責““瘦肉精瘦肉精””檢測的化驗所檢測的化驗所，，擁有擁有ISOISO
1702517025 :: 20052005 。。

●●化驗依照美國化驗依照美國 USDACLG-AGONUSDACLG-AGON11方法指方法指
引進行引進行，，發現發現44個樣本含禁用的克崙特羅個樣本含禁用的克崙特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文匯報日前
一連兩天報道，台灣多款輸港的豬肉製品“瘦肉
精”含量超標，台灣“農委會”和“陸委會”即
抹黑稱今次檢測“欠公信力”，更將事件政治
化，誣捏香港文匯報“做假新聞”云云。為正視
聽，香港文匯報決定公開購買有關產品樣本的收
據，及化驗所報告的部分內容，證明購買途徑合
法，買到冒牌機會極微，而化驗所具備國際ISO
17025:2005（測試及校正實驗所能力的通用規
定）認證。多名專家5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確認，該化驗所為香港特區政府認可，並採用

美國農業部食品安全檢驗局的USDACLG-AG-
ON1測試方法。

台灣今年1月起批准美國輸台豬肉含不超過
0.01ppm的“萊克多巴胺”（第二代“瘦肉精”
的化學名），但就禁止當地豬農使用“萊克多巴
胺”。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即宣布為保護消費
者健康，嚴禁進口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肉類產
品及台灣生產的或經台灣轉運的肉類產品輸入，
但香港特區作為台灣製品最大出口地，至今仍未
禁止台灣豬肉製品輸港。

超市購買 絕非冒牌貨
香港文匯報早前在香港多間大型超級市場購

買共8款台灣及美國的豬肉製品，有購物單據為
憑，絕非買到冒牌貨。而檢測結果亦發現，其中7
款（包括兩款美國，5款台灣）樣本的“萊克多巴
胺”超出香港法例規定的0.01ppm，更有4款含有
禁用的“克崙特羅”。

在報道刊出後，被驗出含“瘦肉精”的產品
生產商及台灣“農委會”和“陸委會”，均聲稱
過去的豬肉樣本通過化驗，未驗出“瘦肉精”萊
克多巴胺及克崙特羅，抹黑香港文匯報的檢測
“欠公信力”。就此，香港文匯報決定公開化驗

所報告的部分內容。香港文匯報委託的化驗所具
備ISO17025:2005（測試及校正實驗所能力的通
用規定）國際認證，該認證包括15項管理要求和
10項技術要求，通過認證代表符合國際標準，有
能力進行測試及校正。

相達生物科技董事長招彥燾表示，並非所有
化驗所都獲此認證，有此認證才有資格承接特區
政府的化驗工作。香港檢測和認證局主席于常海
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有關的ISO認證，證明實驗
室的水平，其作出的報告獲特區政府認可，香港
的政府化驗所亦獲ISO17025的認證。

化驗認證符合國際標準
有關化驗所的檢測方法，則為 USDA-

CLG-AGON1，即美國農業部食品安全檢驗局
（FSIS）實驗室指南中訂定的檢測方法，以測試
肉類中殘留的β腎上腺素受體興奮劑（Beta-ad-
renergic agonists），包括“萊克多巴胺”及“克
崙特羅”這兩款“瘦肉精”，測試程序是以乙腈
和異丙醇的混合物，提取肉類的“瘦肉精”殘留
物後，以氯化鈉、硫酸鈉和硫酸鎂鹽沉澱蛋白質
並使溶液脫水，再將提取物蒸發和在水中復溶及
過濾，通過“液相色譜”方法進行分析。

●●香港文匯報購買有關產品樣本的收據香港文匯報購買有關產品樣本的收據，，證明購證明購
買途徑合法買途徑合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連續 42日零本地不明源頭新冠

肺炎病例的記錄“斷纜”，一名住在天

水 圍 的 17 歲 女 生 5 日 確 診 （ 個 案

11852），被驗出帶有 N501Y（變種病

毒），是香港首宗源頭不明的本地變種病毒個案，其母親亦初步確診，母女倆潛

伏期間頻繁遊走各區“播疫”。香港理工大學分析該女生的病毒株，發現與早前

“走漏”到社區的印度裔男子的病毒基因不同，顯示社區有新一條傳播鏈，而且

母女病毒量極高，傳播力較印度男相關群組高1,000倍。香港衞生防護中心總監

林文健形容，香港正面對迫在眉睫的威脅，強烈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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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欲養而親不待，切中每對媽
媽與孩子的內心隱痛

導演張運防表示，電影《候鳥》取

材於現實故事，劇本歷經七年打磨，聚

焦了當下漂泊青年與空巢老人之間的相

處模式。女孩單飛（高麗雯 飾）為了

夢想獨自到廣州打拼，媽媽方文芝留在

甘肅老家。為了不讓對方擔心，她們習

慣了報喜不報憂。直至方文芝病重，單

飛才從醫院打來的電話裏知道母親的真

實近況。為了完成媽媽想看海的心願，

母女二人開車一路向南，在旅途中重新

敞開心扉，治愈彼此，而此時，方文芝

的病也越來越重......

在 20城路演中，不少觀眾都表示

“電影照進現實生活”：漂泊在外，

與母親聚少離多；缺乏真正的交流，

即使血緣親人也未必真正理解對方；

只有自己出門在外，才領悟到媽媽照

顧自己多麽不容易；當媽媽生病之後

，才發現自己早已丟失了最寶貴的東

西......廣州站路演，一位年輕媽媽便分

享了自己失去母親的親身經歷，引全

場淚崩。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悲傷，在

現實中頻繁上演。《候鳥》正是要打

破遺憾，讓所有孩子和媽媽及時說愛

。這是一部以親情為主題的成人童話

，一部滿是細節共鳴的“生活記錄”

，也是一部忍不住流淚的母愛史詩。

遠超預期！路演近尾聲好評仍
不斷

與常規敘事的同類型電影不同，

《候鳥》不僅註重母女二人關系中的情

感刻畫，更以一個令觀眾吃驚的反轉達

到“意外”效果，突顯了“盡孝要趁早

”的淚點。除了橫跨半個中國實景拍攝

，帶來壯麗美景，影片更以閃回的方式

回顧了這對母女多年來的相處點滴。

從小飛童年時期的“熊孩子”行

為，到上大學之後逐漸獨立，與母親

產生隔閡，電影可謂有笑有淚。不少

觀眾表示，媽媽提著掃帚追孩子、母

女牽手逛街、想給媽媽做菜結果翻車

等等片段，充滿生活細節，完全是自

己的真實寫照。整部電影真摯不浮誇

、催淚不濫情，遠超預期。

《候鳥》是一部適合親子共同觀

看的電影，更是一次關於愛的教育。

在親子觀影後，每對家長與孩子之間

都更加包容對方，也學會了換位思考

，理解彼此的難處。在浮躁社會環境

下，《候鳥》提醒每一個人回看來時

的路，不忘陪伴過自己的人。生活艱

難，有愛的陪伴，才能不畏前方。珍

惜血緣親情，不給自己留遺憾！

電影《候鳥》由張運防任總導演，

王元、劉柏威任導演，王姬、高麗雯、

王德順、陳朵怡、朱懷旭、張海燕、韓

兆、陸超、李澤漢、胡昌霖、任添琪聯

合主演。該片由霍爾果斯龍駿影視傳媒

有限公司出品，深圳前海君勝米倫影視

傳媒有限公司、黃山龍駿影視傳媒有限

公司聯合出品，深圳前海君勝米倫影視

傳媒有限公司攝製，深圳前海大自在影

視傳媒有限公司擔任聯合攝製，十品

（北京）影業有限公司擔任發行。6月

11日，帶上父母看《候鳥》，一起體會

親情的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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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母女故事的親情催淚大片《候鳥》再度於國際電影節上斬獲佳績。繼在巴黎國際電影節獲得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兩項大獎後，《候鳥》又在呂勒奧國際電影節獲最佳導演獎，並入圍五大洲國際電影節、金麻雀國際電
影節。目前，該片的全國20城路演已接近尾聲，“震撼”“催淚”“遠超預期”“想媽媽”等成為觀眾評價中
的高頻詞，看完電影的他們，也忍不住分享自己與媽媽的故事。漂泊的年輕人正如遷徙的“候鳥”，飛得再高，
也被期盼著多多回家陪伴父母。6月8日，一起在北京首映禮見證《候鳥》開啟回家之旅！

由李少紅監製，秦鵬執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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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溫情電影 《 迷妹

羅曼史 》正在熱映中，影片講述了

兒子陪媽媽追星，從而發現了媽媽肆

意瘋狂的青春羅曼史 。“ 媽媽也曾

是可愛的少女啊 ”、“ 最後的重逢

情節我哭了 ”、“ 好像回到了 90年

代 ”…… 溫柔細膩的情感表達 使不

少觀眾 開始反思自己和媽媽之間情感

表達的缺失 。

電影《 迷妹羅

曼史 》 用現實與

回憶交織的手法，

講述了一個中國式

親情故事 。 中年

迷妹高蓓（閆妮

飾）獨自一個人在

外打拼並撫養兒子

高歌（盛一倫 飾

）長大 ， 因為一

直告訴兒子他的父

親是羅大佑而被兒子誤會疏遠 。 但

當高歌決定揭開這個秘密，卻發現了

母親曾經所說的那些青春傳奇全部都

是真的，母子二人也更加深刻感受到

了彼此之間的愛與牽絆 。

此次發布的正片片段中，用一種

略帶童話感的形式，讓已中年的高蓓

跨越時空回到 1990年，和年輕的戀人

（魏晨 飾）一起完成了一曲雨中戀歌

。美麗的燈光、浪漫的氣氛以及臺下

見證的觀眾，這些 細節 展現感動了

不少 觀眾 。閆妮和魏晨也展現了頗

為不俗的演技，眼中自然流露出的脈

脈深情 不刻意煽情，卻打動人心。

觀影過後有許多 觀眾 不僅 被影

片中 高蓓和葉偉軍跨越二十年的愛情

甜到了，更是被愛情背後包裹著的親

情細節 打動落淚。“ 我們把媽媽的

強大想得太理所當然了 ”、“ 也要

好好地聽媽媽說話啊 ”、“ 希望我

的媽媽也有自己驕傲事，我希望媽媽

能快樂 ” 那些瑣碎的日常、爭吵，

仿佛 就 發生在你我身邊， 也 處處

充滿著 溫暖 與感動。

當高歌發現媽媽已經身患阿爾茲

海默癥，他才發現自己曾經錯過了多

少，又失去了多少，盡力完成的不再

僅僅是媽媽的心願，也成為了自己的

心願 。 在當下特殊的疫情環境之中

，在一切還能被記住的時候， 希望我

們都能 多和親人溝通交流，不留遺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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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情

與愛情交縱，正在熱映中 。

《迷妹羅曼史》治愈上映中
閆妮魏晨共譜浪漫雨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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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玲關愛台醫護

捐6座正壓檢疫亭

台灣女星大S和大陸富商汪小菲結婚10年，育有一
雙兒女，雖然過往頻傳離婚、情變的消息，兩人

都予以否認。2018年大S與汪小菲一起上大陸實境節目
《幸福三重奏》，曝光婚姻生活日常。今年3月下旬汪
小菲還為了慶祝結婚10周年，大手筆買下鴿子蛋鑽戒送
給大S。為了探望妻小，汪小菲在疫情期間不斷反覆進
行隔離，沒料到5日在沒有預警下爆出離婚的消息。

據了解，汪小菲目前人在北京隔離中，他在微博發
文說：“這是我隔離三次回大陸的景象，內需一切繁
榮，我們已經開業簽約10家店。而我的家人在台北根本
打不到疫苗。太無恥了，太低級了。這就是對比，這就
是差距，我們現在公司欣欣向榮，而台灣一片慘淡，在
台北的酒店同事你們辛苦了，幹不下去的話，在大陸有
幾十家店等你們來做店經理，工資翻倍。”

丈夫不知情 經理人降溫
據媒體報道，他們的兩岸價值觀差異太大，汪小菲

發文後，人在台灣的大S看了非常不高興，兩人在電話
裏大吵一架，甚至傳出正在辦理離婚手續。對於此事，
大S經紀人廖瑋琪表示：“夫妻倆就是吵了一架，一時
的氣話，哪對夫妻不吵架？沒什麼事。”汪小菲隨即亦
在社群媒體微博發文表示：“因為實在擔心家人，說了
一些不好的話，疫情期間確實情緒容易激動，希望家人
能平安健康。”對於大S聲稱正在辦離婚一事，汪小菲
僅向媒體回應“我不知情”。

大S脫口喊要跟汪小菲離婚，嚇壞身邊親友，妹妹
小S則表示對事情不是很清楚，但希望他們好好的。徐
媽媽直呼會勸勸女兒，而大S家婆張蘭也表示：“兒
子好着呢，媳婦也好着呢，全家都好着呢，生

活不能都是朱古力，難免會有酸甜苦辣。”她還表
示：“汪小菲10年前娶了媳婦一直恩恩愛愛，一直
承擔起家庭的責任，一直是有擔當的男人。”

至於製作人柴智屏和大S夫妻關係很好，她則
透露大S確實回應說要真的離婚。柴智屏表示，就
她了解，大S和汪小菲的個性都很直，以大S的個
性是不會輕易說出離婚的事。不過她也認為汪小
菲是個愛家的男人，她希望外界多給他們空
間，讓婚變事件能圓滿落幕。

對於今次婚變的消息，有網友得知消息
後相當震驚，紛紛表示“真的假的”、“不
會吧！兩人看起來很恩愛誒”、“怎麼
會！？好突然”、“不可能，我不
信”。不過也有不少人直言“兩人之間
感覺有很多問題”、“我怎麼不覺得
意外”、“應該是哥今（5日）天罵
台灣的話惹怒大S”。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芬）中國台灣藝人

大S（徐熙媛）5日與中

國大陸富商汪小菲傳出

婚變，有媒體報道大 S

表示兩人正在辦離婚手

續。其經理人對此則

說，只是夫妻倆吵架，

一時氣話，沒什麼事。

汪小菲批台防疫失敗惹禍？

婚姻觸礁婚姻觸礁
大 傳驚
10年婚姻觸礁

香港文匯
報訊 據中央社
報道，全台維持防
疫3級警戒，今年金曲
獎頒獎典禮延期，典禮總
顧問陳鎮川有感疫情，邀請入
圍歌手重現SARS抗疫名曲《手
牽手》，林俊傑、田馥甄、韋
禮安、吳青峰等人用歌聲撫
慰人心。
《手牽手》當年由歌

手王力宏、陶喆作曲、
陳鎮川填詞，盼能在
SARS 疫情間激勵人
心。陳鎮川今年再因新
冠疫情有感，邀請王力
宏與陶喆重製歌曲，兩人
也贊成此想法，並邀請在台灣
生活多年的金曲歌王林俊傑擔
任製作人並重新編曲。

林俊傑表示，重製《手牽
手》意義非凡，希望以音樂給
予人們溫暖正能量。他認為原
曲在大眾心中已有深刻印象，
這次需要保持原有溫度但給予新面貌，還要
考慮2名饒舌歌手的特性：“必須拿捏好整體
調性和靈魂，再融合這世代的流行元素。”

傳遞溫暖力量
對比舊版本，2021年版本加入蛋堡杜振

熙的“別責怪、先不要、太多口水都無效、
手牽手、精神上的、互相理解、不能忘了”
歌詞，及“瘦子”E.SO創作的“需要你再多
一點的想像力、我都在聽、想像我們期待電
影美麗的結局、喜極而泣”，關切疫情的心
聲，更加傳遞溫暖力量。

今年參與演唱的歌手包含田馥甄、吳青
峰、李泉、林俊傑、韋禮安、孫盛希、蛋堡
杜振熙、萬芳、瘦子E.SO、譚維維、蘇慧
倫，以歌聲盼望疫情盡快過去，齊心合作渡
過難關。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新
冠肺炎疫情持續三級警戒，
留在日本東京生活的“台灣
第一名模”林志玲持續關心
台灣疫情。日前她再透過
“志玲姐姐慈善基金會”向
新北捐出6座正壓檢疫亭，
希望全密閉的空間，可以讓
醫護人員在採檢時保護自
己，更重要是保護台灣目前
緊張的醫療資源。

據悉，目前六座檢疫亭會先設置在疫情最嚴
重的雙北，土城醫院和新店耕莘醫院都已經設置完
成。另外，志玲姐姐慈善基金會早前也捐贈了100
箱飲用水至中正區及萬華區的社福中心。

大馬視帝留台抗疫
此外，大馬視帝李銘忠不畏嚴峻疫情留台齊

抗疫。在努力宣傳之餘，李銘忠不忘呼籲觀眾注意
自身健康：“謝謝在最前線的醫護人員，你們的努
力和付出是我們的支柱，辛苦你們了！希望疫情可
以趕快過去，還我們大家正常的生活。你們堅守崗
位抗疫，我們堅守在家防疫！英雄們加油！”

林
俊
傑
牽
頭
翻
唱
抗
疫
名
曲《
手
牽
手
》

余文樂夜蒲攬女
王棠云開腔護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余文樂自

疫情起已留台灣陪老婆及子女，不過原來他早
前已低調返港並完成隔離，而未有太太在身邊
的他完成隔離後，即急不及待夜蒲，日前就被拍
到無戴口罩夜蒲，又被拍到在室內吸煙及攬女咬
耳仔。
身在台灣的王棠云即在社交平台發文力撐老

公，並為余文
樂解畫說︰“阿
樂跟姐姐之間聊
個 天 而 已 ， 在
PARTY想講話也只
有這種方式吧，還
是有人傳簡訊？或

是……如果你們有其他
推薦的方式告訴我？我
下次試試看。其實本來就
覺得沒什麼，但是現在好
像浪費了太多社會資源及
關注，祝大家周末愉
快。”

● 王棠云對事件表現出
十分大方。

●林志玲捐出6座正
壓檢疫亭。

● 林志玲熱
心助力台灣抗
疫。

● 林俊傑
表示重新
製作《手
牽手》意
義非凡。

●●

田
馥
甄
以
歌
聲
盼
望
疫
情
盡
快
過
去

田
馥
甄
以
歌
聲
盼
望
疫
情
盡
快
過
去
。。

●張蘭相信兒子
跟媳婦不會輕
易離婚。

●●柴智屏希望大柴智屏希望大
家盡量給空間予家盡量給空間予
大大SS兩夫婦兩夫婦。。

●

大
Ｓ
與
汪
小
菲
曾
參
與
實
境
節
目
《
幸
福

三
重
奏
》
。

● 大 S 與汪
小菲10年婚姻不
時風雨飄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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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今年香港支聯會跟過去今年香港支聯會跟過去3030 年一樣年一樣，，申請在港島最大的維多利亞申請在港島最大的維多利亞
公園舉行悼念六四集會公園舉行悼念六四集會。。然而也像去年一樣然而也像去年一樣，，被警方以防疫為理由被警方以防疫為理由
加以拒絕加以拒絕，，事後支聯會即使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事後支聯會即使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也立即被駁回也立即被駁回。。

支聯會的全名為支聯會的全名為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是在是在
上世紀上世紀19891989年年55月北京學生由月北京學生由44月開始集結天安門廣場後成立月開始集結天安門廣場後成立。。這這
場由北京大專院校學生組成的悼念中國共產黨書記胡耀邦逝世開始場由北京大專院校學生組成的悼念中國共產黨書記胡耀邦逝世開始
，，演變成民眾反對貪腐演變成民眾反對貪腐、、爭取民主的全國性群眾運動爭取民主的全國性群眾運動，，最終在最終在66月月44
日入城的解放軍槍聲屠殺數以千計的手無寸鉄的學生和平民中終結日入城的解放軍槍聲屠殺數以千計的手無寸鉄的學生和平民中終結
。。這宗在官方口中這宗在官方口中 「「春夏之交的一場政治風波春夏之交的一場政治風波」」 的是非對錯的是非對錯，，當日當日
的新聞報道的新聞報道、、電視畫面電視畫面，，以至無數知名人士以至無數知名人士((包括今天位高權重的愛包括今天位高權重的愛
國者國者))的表現的表現，，足以讓今天的港人作出判斷誰是誰非足以讓今天的港人作出判斷誰是誰非。。前香港特首梁前香港特首梁
振英振英 ，，現在是香港親北京的代表人物現在是香港親北京的代表人物，，在八九年六四時期在八九年六四時期，，曾經公曾經公
開譴責了中國共產黨開譴責了中國共產黨，，他在六四後第二天他在六四後第二天，，在香港在香港《《文匯報文匯報》》中刊中刊
登聲明登聲明，，說說：： 「「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強烈譴責強烈譴責
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還有一位目前是香港親北京的建製派議員還有一位目前是香港親北京的建製派議員、、民建聯主席李慧瓊民建聯主席李慧瓊
，，她在當年她在當年66月月44日後公開說日後公開說：：六四六四 時中共中央大員在處理學生的時中共中央大員在處理學生的
““做法上做法上，，有嚴錯誤有嚴錯誤”，”， 「「將來歷史會還枉遭殺害的學生一個公道將來歷史會還枉遭殺害的學生一個公道
」」 。。就算這些說話是打擦邊球就算這些說話是打擦邊球，，但到了現在但到了現在，，他跟她二人他跟她二人，，還會這還會這
樣說嗎樣說嗎？？

毋疑在毋疑在3232 年後的今天年後的今天，，有不少見風駛有不少見風駛𢃇𢃇的人士己改變了自己往的人士己改變了自己往
日的看法日的看法，，或者選擇失憶忘記或者選擇失憶忘記，，但依然仍有數以萬計的有血性的港但依然仍有數以萬計的有血性的港
人人，，由由19901990年開始年開始，，在一年復一年的在一年復一年的66月月44日晚上日晚上，，到維園出席由到維園出席由
支聯會舉辦的晚會支聯會舉辦的晚會，，點起手中燭光點起手中燭光，，默哀悼念枉死的亡魂默哀悼念枉死的亡魂。。亦有不亦有不
參與維園集會的港人參與維園集會的港人，，每年六四前後回憶這段刻骨銘心的悲劇每年六四前後回憶這段刻骨銘心的悲劇，，提提
醒自己毋忘人性中的善良和誠實醒自己毋忘人性中的善良和誠實。。

今天在香港施行國安法的新時代今天在香港施行國安法的新時代，，即使將來新冠病毒疫情過去即使將來新冠病毒疫情過去
，，但是可以想像得到但是可以想像得到：：支聯會支聯會((或其他團體或其他團體))獲批準舉行六四遊行集會獲批準舉行六四遊行集會
的機會的機會，，恐怕是接近於零恐怕是接近於零。。事實上事實上，，已有不少人質疑支聯會其中一已有不少人質疑支聯會其中一
個工作綱領──個工作綱領── 「「結束一黨專政結束一黨專政」」 為顛覆國家政權為顛覆國家政權，，有觸犯國安法有觸犯國安法
之嫌之嫌。。其實其實，，按寧嚴莫縱的原則按寧嚴莫縱的原則，，支聯會的其他工作綱領支聯會的其他工作綱領，，例如平例如平
反八九民運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等追究屠城責任等，，也可能構成國安法罪行也可能構成國安法罪行。。再者再者，，每每
年六四前後有關當年的新聞和評論年六四前後有關當年的新聞和評論，，會否在香港政府將來立法打擊會否在香港政府將來立法打擊
「「假新聞假新聞」」 的條例下的條例下，，無端端地變成罪行無端端地變成罪行，，也有很大的成數也有很大的成數。。在確在確
保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大方向上保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大方向上，，不符合官方立場的六四書刊不符合官方立場的六四書刊，，會會
否在香港公共圖書館內下架否在香港公共圖書館內下架，，以至若幹年後六四或相關的隱喻以至若幹年後六四或相關的隱喻，，又又
會否成為會否成為 「「敏感詞敏感詞」」 ，，不能言文不能言文？？我留意到新任香港廣播處長李百我留意到新任香港廣播處長李百
全近日指出一項節目全近日指出一項節目《《議事論事議事論事》》在在rollerroller播放六四長跑片段中播放六四長跑片段中，，乃乃
未經事前審批未經事前審批，，這個違反編輯管理機製這個違反編輯管理機製。。這個又是否預示在不久的這個又是否預示在不久的
將來將來，，香港電臺在政府機構中香港電臺在政府機構中，，帶頭迴避一切有關六四的議題帶頭迴避一切有關六四的議題？？

在發生六四的神州大陸在發生六四的神州大陸，，於今於今3535歲以下的青少年歲以下的青少年，，幾乎全部都幾乎全部都
不知道或沒有興趣去了解有關六四的歷史詳情不知道或沒有興趣去了解有關六四的歷史詳情。。至於當年親歷其境至於當年親歷其境
的人的人，，部份人仕已經塵歸塵部份人仕已經塵歸塵、、土歸土土歸土，，而另一部份人仕而另一部份人仕，，都已選擇都已選擇
為順民為順民，，一切向前看一切向前看。。3030 多年以來多年以來，，香香
港民眾可以公開悼念六四港民眾可以公開悼念六四，，公開抨擊當公開抨擊當
年下達屠城命令的鄧小平年下達屠城命令的鄧小平、、李鵬李鵬。。而香而香
港媒體亦可以回顧及評論當年事件港媒體亦可以回顧及評論當年事件。。對對
在六四失去摯愛在六四失去摯愛、、生命倒數的北京長者生命倒數的北京長者
，，以往每年維園的點點燭光以往每年維園的點點燭光，，讓他們感讓他們感
到一絲安慰到一絲安慰。。到了今時今日新政治製度到了今時今日新政治製度
強行通過的今天強行通過的今天，，即使此情此景不再即使此情此景不再，，
我相信不少港人依然會在每年六四聽到我相信不少港人依然會在每年六四聽到
良知的呼喚良知的呼喚，，在心中悼念亡魂在心中悼念亡魂，，並向難並向難
忘傷痛的天安門長者送上祝福忘傷痛的天安門長者送上祝福。。

臺灣的前總統馬英九近日也再一次臺灣的前總統馬英九近日也再一次
向中國北京發話向中國北京發話，，要求中共解除心魔要求中共解除心魔，，
還政於民還政於民，，平反六四平反六四，，對對 被殺害的家眷被殺害的家眷
，，作出合理賠償作出合理賠償。。只有這樣只有這樣，，才能拉近才能拉近
兩岸距離兩岸距離！！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 香港人毋忘六四香港人毋忘六四楊楚楓楊楚楓

觀音堂觀音堂66月月1212日日
再舉行露天全免費活動再舉行露天全免費活動

(本報訊)
觀音菩薩慈航引，
慈悲度眾暖人心。
無限慈悲無限愛，
慈悲眾生無災害。

各位佛友吉祥安康！德州休士頓觀音
堂繼續傳播正能量，我們將於6月12日(周
六)早上10:00-11:30在觀音堂停車場舉行露

天全免費活動，其中包括派發口罩，素食
飯盒，吉祥米，供果等吉祥禮品，數量有
限，每人一份，發完即止，歡迎大家前來
結緣。詳情請添加下方二維碼咨詢或聯系
832.736.1897。感恩您對休士頓觀音堂的
關註與支持。

觀 音 堂 地 址: 613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慈濟的斜對面）

學佛精進會增長智慧，
學佛慈悲會增長忍辱。

寬容大度，是彌勒菩薩的慈悲救度。
大度能容，就能放下一切人我是非。
包容越大，境界越高。
猶如一個倉庫，貨物越多，倉庫必定
又高又大。

人總是覺得自己很偉大，是因為太註
重自己。
當你在人山人海的人群中，你就會覺
得自己很渺小。

當你在飛機場，你會看到飛機場那麽
大，

但你坐上飛機在高空看飛機場時，機
場是那麽地渺小。

這個道理就是告訴我們，人生不可過
高地看重自己；
只有把自己的心融化在救度眾生中，
你才會超脫自我。

（本報記者黃梅子）臺灣突然爆
發新冠疫情，疫情嚴重、疫苗短缺，
美國和日本相繼提供疫苗給臺灣。臺
灣疫情爆發之後，日本政府最先反應
，第一時間將124萬劑AZ疫苗運抵臺
灣桃園國際機場。另一頭，美國拜登
政府也打算分送8千萬劑疫苗給全球，
第一批將捐助2500萬劑，其中亞洲國
家獲得約700萬劑，而且臺灣榜上有名
。

看似簡單的疫苗，其實底下暗流
湧動，臺灣疫情也提供給中國攻擊民
進黨政府的機會，疫情愈嚴重，人民
愈焦慮，開始有很多不同團體的人站
出來跪求政府不要阻擋疫苗的採購，
人命關天，只要有疫苗可打，不要在
乎疫苗從哪裡來？這樣的聲音壓倒一
切。

當臺灣人民極度渴望疫苗的時候
，中國不但沒有伸出援手，且屢屢用
「以疫謀獨」 封殺臺灣洽購疫苗的機

會，兩岸關係可能愈走愈遠。未來世
界每個國家都會被迫選邊站，臺灣的
人民，有誌大位的政治人物，恐怕都
會捲入漩渦中，這次疫情臺灣又被拱
上最前線。

請看《美南時事通》美南新聞總
編輯蓋軍和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僑
領陳柯博士怎麽談論為什麽沒疫苗？

從臺灣疫苗荒看美中臺關系角力
！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 iTalkBB
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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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疫苗為什麼沒疫苗？？

從臺灣疫苗荒看美中臺關系角力從臺灣疫苗荒看美中臺關系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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