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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攝影

休城畫頁

美國叱咤一時的流行樂團天後小
甜甜布蘭妮，在周三6月23日與自己
的父親對薄公堂，控訴自己13年以來
在父親監護下的痛苦生活，指出父親
做為自己的監護人，逼她工作、限製
她自由、貪圖他的財產，甚至強迫她
避孕，種種行徑讓她苦不堪言，因此
想要訴諸司法奪回自己的自由，在社
群媒體上投下一顆震撼彈。

小甜甜布蘭妮1990年代末期躍
登美國歌壇，不論是老少都對她耳熟

能詳，剛出道時一曲《Baby One
More Time》空降告示牌，日後又有
《Oops!...I Did It Again》、《Toxic
》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時至今日，許
多人對於她的歌曲仍然瑯瑯上口，她
也被視為美國流行文化的經典人物。

然而，布蘭妮在2007年開始經
歷了各種生活重創，從閃婚又離婚、
敲破狗仔車窗、剃髮、進行精神治療
等，加上媒體大肆報導有關她的新聞
，讓她最終從神壇上跌落，甚至在

2008年時，被法庭宣判失去了 「自我
管理權」 。從財務到個人生活，都要
由父親作為監護人決定。

在周三6月23日，39歲的布蘭妮
在法院上控訴自己的父親，指出父親
在這13年的監管歲月中，控製他的起
居、外貌，逼迫她繼續巡演賺錢，甚
至要求她裝避孕器。布蘭妮表示 「我
想要有自己的小孩」 、 「我想要拿回
我的人生」 ，她在法庭上越說越激動

，法官還要數度請她放慢語速度。
布蘭妮68歲的父親詹姆士，目前

和一家財富管理公司一同監管著布蘭
妮近6000萬美元的資產，除此之外
還有一名專業人士看管布蘭妮的個人
生活。

布蘭妮指出： 「如果我可以工作
，就不該被監管，法律應該修正。監
管就像是虐待，讓我感覺無法完整的
活著。」

近來一部新紀錄片《陷害布蘭妮
》（Framing Britney）上映，又讓布
蘭妮回到了群眾的視野，這部影片講
述了布蘭妮是如何在輿論壓力、噬血
的媒體下最終 「社會性死亡」 ，許多
媒體、甚至名人如 Justin Timberlake
都出來為當年自己對布蘭妮所作的事
情道歉，也讓人們再次意識到媒體對
於公眾人物會造成多大的精神上的摧
毀，許多民眾也發起 「解放布蘭妮」
（#FreeBritney）活動，希望能讓她
擺脫監管。

圖片來源：路透社

陷害布蘭妮陷害布蘭妮：：小甜甜布蘭妮在法院小甜甜布蘭妮在法院
上發表上發表 「「自由宣言自由宣言」」 控訴生父控訴生父

CDCCDC 將全國暫停驅逐令將全國暫停驅逐令
再延長再延長3030天天，，但將是最後一次但將是最後一次

拜登政府已將全國范圍內的驅逐禁令延長 30 天，以
幫助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無法支付租金的租戶。

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主任羅謝爾·瓦倫斯基
（Rochelle Walensky）博士將驅逐暫停延長至 7 月 31 日
，原定於 6 月 30 日結束。瓦倫斯基博士指出，這將是最
後一次的延期。

目前，租客若符合以下條件就有資格不被驅逐：
在2020年或2021年曾收到紓困支票
2020年不用向國稅局（IRS）申報任何收入者
2020年或2021年的個人收入低於99,000元，或聯合

申報低於 19萬8000元

有領取SNAP、TANF、SSI、SSD等補助者
白宮週三承認，大流行之下的各項保護措施將不得不

在某個時間段結束，但希望這些過度期可以循序漸進，不
影響大規模社會動盪。

本週，數十名國會議員寫信給總統拜登和瓦倫斯基，
呼籲不僅延長暫停期限，而且要有更多措施保護租客。這
封由馬薩諸塞州民主黨眾議員艾安娜·普雷斯利、加利福尼
亞州的吉米·戈麥斯和密蘇里州的科里·布什提出，內容呼
籲白宮盡快將新冠救援計劃中近 470 億美元的緊急租金援
助送到租客的手中。

（封面圖片：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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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年年66月月1919日日，，美南電視主持人美南電視主持人Sky DongSky Dong前往採訪前往採訪
美國德州福遍糖城市法律平等協會美國德州福遍糖城市法律平等協會SOJESSOJES聯手各社團聯手各社團
在福遍學區大樓背後的在福遍學區大樓背後的Buulhead Camp CemeteryBuulhead Camp Cemetery陵園陵園
舉行的舉行的SLSL9595紀念活動上紀念活動上，，採訪有亞裔背景的德州第採訪有亞裔背景的德州第2626
區州議員區州議員Jaccy Jetton.JaccyJaccy Jetton.Jaccy表示表示，，公平來晚了公平來晚了，，但終但終
於來了於來了。。他呼籲亞裔選民們積極參與政治他呼籲亞裔選民們積極參與政治，，為自己的權為自己的權
益發聲益發聲。。

20212021年年66月月1616日日，，the Crohn's and Colitis Foundation South Texas Chapthe Crohn's and Colitis Foundation South Texas Chap--
terter 宣布了宣布了 20222022 Women of Distinction Honorees and Ambassador!AnneWomen of Distinction Honorees and Ambassador!Anne
Chao, Elaine Croucher, Joni Fichter, Maureen Higdon, Mandy Kao, HeidiChao, Elaine Croucher, Joni Fichter, Maureen Higdon, Mandy Kao, Heidi
Rockecharlie, Joy Sewing, Heidi Smith, Jo Dee Wright, Rini Ziegler, andRockecharlie, Joy Sewing, Heidi Smith, Jo Dee Wright, Rini Ziegler, and
Vicki West (Ambassador).Vicki West (Ambassador). 等榮選為等榮選為Women of DistinctionWomen of Distinction 20222022獲獎人和大獲獎人和大
使使。。 20222022年年Winter BallWinter Ball頒獎典禮將於頒獎典禮將於20222022年年11月月2222日舉行日舉行，，網址是網址是https:https:
//one.bidpal.net///one.bidpal.net/20222022winterball Ballwinterball Ball

20212021年年 66月月1212日日，，由全美華人合作論壇主辦的華裔參選投票分享會由全美華人合作論壇主辦的華裔參選投票分享會，，在線上舉辦在線上舉辦
。。分享會召集人分享會召集人、、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主席林建新表示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主席林建新表示，，當前全美華裔居民積極當前全美華裔居民積極
參與各地的選舉活動參與各地的選舉活動，，參政議政熱情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參政議政熱情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當前階段當前階段，，維權和追維權和追
求族裔平等是華裔居民最為重要的社會活動主題求族裔平等是華裔居民最為重要的社會活動主題。。全美各地的華裔精英普遍認為全美各地的華裔精英普遍認為，，
培養和選舉華人政治人物培養和選舉華人政治人物，，是最為立竿見影的途徑是最為立竿見影的途徑。。總統選舉之後總統選舉之後，，美國多州及主美國多州及主
要大城市都開始了黨內初選要大城市都開始了黨內初選，，如新澤西州已經開始了州長角逐如新澤西州已經開始了州長角逐，，多個大型城市也在多個大型城市也在
進行主要市政官員的選舉等進行主要市政官員的選舉等。。本次分享會目的是繼續加強本次分享會目的是繼續加強““華人支持華人華人支持華人””的共識的共識
，，會議希望不僅是紐約地區居民以實際行動投票支持楊安澤會議希望不僅是紐約地區居民以實際行動投票支持楊安澤，，而且全美地區華裔居而且全美地區華裔居
民都應該聲援楊安澤民都應該聲援楊安澤，，當選紐約市長當選紐約市長。。在會議中在會議中，，發言嘉賓就各地選舉情況交換了發言嘉賓就各地選舉情況交換了
意見意見，，還就華人如何參與選舉提出了建議還就華人如何參與選舉提出了建議，，還分享了多個華人政治人物參與選舉的還分享了多個華人政治人物參與選舉的
心路歷程心路歷程。。

20212021年年66月月1919日日，，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在中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在中
心與哈里斯郡衛生署合作施打疫苗的現場錄製視頻心與哈里斯郡衛生署合作施打疫苗的現場錄製視頻，，介紹全介紹全
面啟動的中國人活動中心將逐漸如美國主流接軌面啟動的中國人活動中心將逐漸如美國主流接軌，，加大力度加大力度
提供服務華人社區的各項服務措施提供服務華人社區的各項服務措施。。

美國總統拜登於美國總統拜登於 20212021 年年 66 月月 1717 日將每年的六月節日將每年的六月節(June(June--
teenth)teenth)簽署為全國法定假日簽署為全國法定假日，，以紀念美國結束奴隸制度以紀念美國結束奴隸制度。。 66月月
1919日日，，美國德州福遍糖城市法律平等協會美國德州福遍糖城市法律平等協會SOJESSOJES聯手各社團聯手各社團
在福遍學區大樓背後的在福遍學區大樓背後的Buulhead Camp CemeteryBuulhead Camp Cemetery陵園舉行了陵園舉行了
SLSL9595紀念活動紀念活動，，全美華人聯合會全美華人聯合會UCAUCA休斯敦分會負責人施慧休斯敦分會負責人施慧
倫博士在現場接受媒體採訪倫博士在現場接受媒體採訪，，介紹百年來美國各族裔為爭取平介紹百年來美國各族裔為爭取平
等權益所做的不懈努力等權益所做的不懈努力。。

20212021年年66月月1919
日日，，疫情期間疫情期間
開幕的怡茗軒開幕的怡茗軒
茶室成為美國茶室成為美國
糖城的一座世糖城的一座世
外桃源外桃源。。三五三五
知己知己，，上流社上流社
會有品位的氣會有品位的氣
質美女和嘉賓質美女和嘉賓
經常光顧品茶經常光顧品茶
，，消磨時光消磨時光，，
品味人生品味人生。。圖圖
為休斯敦時尚為休斯敦時尚
界 氣 質 美 女界 氣 質 美 女
Grace HeGrace He何芙何芙
蓉女士身著中蓉女士身著中
國傳統旗袍國傳統旗袍，，
陀扇舞姿亮相陀扇舞姿亮相
怡茗軒怡茗軒。。

20212021年年66月月1919日晚日晚，，美國休斯敦頗具規模的東亞印巴傳媒集團美國休斯敦頗具規模的東亞印巴傳媒集團Navroz MediaNavroz Media
NetworkNetwork邀請政要顯赫貴賓邀請政要顯赫貴賓VVIPVVIP來到位於來到位於StaffordStafford市的市的GSHGSH活動中心參加活動中心參加
YEH SHAAM SITAARON KE SAATHYEH SHAAM SITAARON KE SAATH明星紅毯音樂晚會明星紅毯音樂晚會，，世界世界HotMamaHotMama品牌品牌
創始人和創始人和20212021年中國國慶晚宴主席陳韻梅女士受邀前來出席盛會走紅毯年中國國慶晚宴主席陳韻梅女士受邀前來出席盛會走紅毯。。

20212021年年66月月88日日，，CPRCPR 教具到教具到
位了位了！！全美最高認可度的全美最高認可度的CPRCPR
證明等你來拿證明等你來拿。。休斯頓第一家休斯頓第一家
AHAAHA認證認證CPRCPR證書的中國學校證書的中國學校
————CCMSCCMS休斯頓慧慈按摩學休斯頓慧慈按摩學
校最新開設的校最新開設的CPRCPR課程將於美課程將於美
國獨立日假期後的國獨立日假期後的20212021年年77月月
66日首次開課日首次開課！！認真做教育的認真做教育的
譚校長向世界名人網記者介紹譚校長向世界名人網記者介紹
，，按摩執照有了按摩執照有了AHAAHA認證認證CPRCPR
認證才完美認證才完美。。詳情可查詢小林詳情可查詢小林
老 師 微 信 電 話老 師 微 信 電 話 ：：
832832--766766--6441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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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礦機價崩 比特大陸停售維穩
中國停電嚴打“礦工”大逃亡

中 國 經濟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6月28日（星期一）3

隨着中國各地清理比特幣挖礦項

目，礦機開始遭遇拋售，大量二手礦機

價格暴跌後湧入市場。在市場大震盪

下，比特幣挖礦設備大型企業比特大陸

（BITMAIN）更發布公告稱，為緩解客

戶出貨壓力，旗下螞蟻礦機決定全球暫

時停售現貨。

●中國今年整頓比特幣
挖礦項目，令礦機成燙
手山芋，很多礦主急於
出貨而不惜大幅降價拋
售，比特大陸更暫時停
售現貨意圖穩定市場。

路透社圖片

比特大陸公告稱，“為回籠資金或減少礦機在
境內滯留時間，部分中國客戶正在轉賣機

器。然而，礦場建設並非一蹴而就，二手市場出
貨壓力很大，為了幫助行業平穩過渡，螞蟻礦機
決定全球暫時停售現貨。”

半價出讓都無人問津
實際上，自中國整頓比特幣挖礦項目以來，

曾經價格一天一漲的礦機已經成為燙手山芋，很
多礦主急於出貨不惜大幅降價拋售。有礦機投資
者表示，今年5月購買了一台價值17,500元（人
民幣，下同）的螞蟻礦機，才過了一個多月，現
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價格腰斬，掛8,000元都無人問
津。該名投資者更發現，平台上有不少和他所掛
礦機型號相同的二手商品，價格直接跌到6,000
元，說明有人願意巨虧65%以上急於出貨。有業
內人士表示，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電力資
源。

6月18日，四川發改委、四川能源局下發
“關於清理關停虛擬貨幣挖礦項目的通知”。通
知要求各市（州）於6月20日前完成省內26個疑
似虛擬貨幣挖礦重點項目的甄別、清理和關停工
作，同時要求發電企業立即停止向虛擬貨幣挖礦
項目供電。

有平台布局海外“挖礦”
全球比特幣算力中有65%來自中國，其中四

川的水電站又貢獻了其中大量算力。此次四川省
的拉閘斷電，使得比特幣全網算力大跌超過
17%，跌至今年新低91.2EH/s。加上此前內蒙
古、新疆、青海、雲南等地均相繼叫停挖礦和清
退整頓礦場，目前數量巨大的二手礦機湧入市場
衝擊了新礦機的銷售。據OKEx Insights資深編輯
Adam James估計，中國的比特幣挖礦禁令可能導
致該國多達90%的挖礦活動下線。有加密貨幣礦
場的運營者Mike Huang 說，“許多礦主正在退

出該行業，礦機賣得像廢鐵。”
比特礦業(BIT Mining)21日表示，已將首批

320台礦機運抵哈薩克斯坦，第二批和第三批總
計2,600台礦機也將在7月1日前抵達。比特礦業
CEO楊險峰表示，公司正加快在海外布局高質量
挖礦資源。該公司也已在德克薩斯州投資加密貨
幣挖礦數據中心。

比特大陸在公告中亦提及，“現在，比特大
陸全體商務同事同樣迎難而上，疫情之下，緊急
出海，與客戶一起為行業尋找優質的電力資
源。”路透稱，比特大陸已前往美國、加拿大、
澳洲、俄羅斯、白俄羅斯、瑞典、挪威、哈薩克
斯坦、安哥拉、剛果（布）、印尼等多個國家，
尋找優質的電力資源。但業內認為就算礦機、礦
場遷往海外，但也不可能馬上可以解決電力的問
題，通常情況下1萬台礦機一個月要消耗4,500萬
度電，短期內海外很難有地方可以容得下中國那
麼多拋售的礦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央行等四部委聯合推出降
費措施，進一步向實體經濟讓利；初步測算，全
部降費措施實施後預計每年為市場主體、社會公
眾減少手續費支出約240億元(人民幣，下同)，其
中惠及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超過160億元。銀
保監會稱，將降低ATM跨行取現手續費，預計
降費讓利規模約為每年40億元。

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刊登的新聞並稱，降費措

施涵蓋銀行賬戶服務、人民幣結算、電子銀行、
銀行卡刷卡、支付賬戶服務等五方面，並將於9
月30日起正式實施。

人行減ATM跨行取錢費用
另外，人民銀行配合銀保監會推出降低自動

取款機（ATM）跨行取現手續費長期措施，適應
異地養老、醫療等需求，便利現金使用。

中國銀保監會新聞稿稱，此次調整，同城
ATM跨行取現手續費標準下調至每筆不超過3.5
元；取消異地跨行取現手續費按取款金額一定比
例收取的變動費用，固定費用與同城業務標準一
致。ATM跨行取現手續費將顯著降低，同城業
務降幅10%以上，大額異地業務降幅達80%以
上。

下一步，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發改委、市
場監管總局等四部委將密切跟進降費措施落地情
況及實施效果，確保直達基層、直接惠及市場主
體。

四部委聯手降低支付手續費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國自營勘探
開發的首個 1,500 米超深水大氣田
“深海一號”25日在海南島東南陵水
海域正式投產。氣田投產後，深水天
然氣將通過海底管道接入全國天然氣
管網，每年將向粵港瓊等地穩定供氣
30億立方米，可滿足粵港澳大灣區四
分之一的民生用氣需求，使中海油在
南海天然氣供應能力提升到每年130
億立方米以上，相當於海南省目前全
年用氣量的2.6倍。

汪東進：掌握打開寶藏“鑰匙”
“深海一號”是世界首座十萬噸

級深水半潛式生產儲油平台。中海油
董事長汪東進表示，“深海一號”大
氣田的成功開發，標誌着中國已全面
掌握打開南海深海能源寶藏的“鑰
匙”，實現從300米向1,500米超深水
挺進的歷史性跨越。

業內人士認為，國際上一般將水
深超過300米海域的油氣資源定義為
深水油氣，1,500米水深以上稱為超
深水。全球超過70%的油氣資源蘊藏
在海洋之中，其中40%來自深水。

“深海一號”大氣田距海南省三
亞市150公里，天然氣探明地質儲量
超千億立方米，最大水深超過1,500
米，最大井深達4,000米以上，是中
國迄今為止自主發現的水深最深、勘
探開發難度最大的海上超深水氣田。

為高效開發“深海一號”大氣
田，中海油採取“半潛式生產平台+
水下生產系統+海底管道”的全海式
開發模式，並為其量身定製了全球首
座十萬噸級深水半潛式生產儲油平
台——“深海一號”能源站。

汪東進預計，到2025年，中國
南海鶯歌海、瓊東南、珠江口三個盆
地天然氣探明儲量將達1萬億立方
米，建成“南海萬億大氣區”，有效
帶動周邊區域經濟發展和能源結構轉
型，助力“雙碳”目標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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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一號深海一號””大氣大氣
田首口開發井開鑽田首口開發井開鑽。。

首批REITs上市 探路“彎道超車”
綜合報導 當前，諸多期待匯聚REITs。對於

“戰配”機構和專業投資者而言，在全球低利率時

代，尋求一份長期的穩健收益彌足珍貴；對於普通

投資者而言，公募REITs的加入可使資產配置組合

更豐富、多元；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盤活存量基礎

設施資產，推進地方經濟建設，使命如磐；對於監

管機構而言，護佑多層次資本市場，助力經濟發展

，創新即動力。

從全球REITs發展格局看，已有40多個國家

和地區設立了REITs 市場，REITs 市值在 2019 年

底突破 2萬億美元，REITs 已成為僅次於股票和

債券的第三大類基礎性金融產品。然而，從發

展程度看，根據安永最新報告，美國是目前唯

一被歸為成熟REITs市場的國家，其他發達國家

或地區不占絕對優勢，我國具有實現“彎道超

車”的潛力。

從全球REITs市場發展進程看，約有近一半的

REITs市場是本世紀第一個十年設立的，承載了

“嫁接資本市場為實體經濟融資”和“部分資產處

置與金融風險疏解”的功能。隨著這兩大基本功能

經過實證檢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加入REITs

市場設立大潮。

從產品設計機製看，由於底層資產必須是產權

清晰完整的實體資產，必須能夠產生長期、穩定的

現金流；收益分配一般不低於基金年度可分配利潤

的90%；基金總資產不超過基金凈資產的140%；

一系列安排使得REITs在全球市場具有了整體流動

性好、透明度高、分紅比例穩定、風險收益特征鮮

明等標簽。

從收益水平看，根據彭博數據統計，2012年至

2019年，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等國REITs市

場所創造的年化收益率主要分布在9%至14%，並

不遜色於相應國家的主要股指回報，但波動率顯著

小於相應國家的股票市場。

相對於全球REITs市場發展，我國基礎設施公

募REITs在盤活存量資產、化解金融風險、產品設

計機製等方面，充分借鑒了海外市場的發展經驗，

並進一步根據我國實際，開創了“公募+ABS”產

品結構。

相對於其他國家和地區，我國有著更為豐富的

基礎設施存量資產。根據國家統計局披露的基礎設

施累計投資額測算，截至2020年底我國基礎設施存

量近130萬億元。分省區看，四川、山東、廣東

、浙江、江蘇等 11個省區的基礎設施存量規模

超過5萬億元。以公路、鐵路為主的城市內與城

際間軌道交通，互聯網數據中心，汙染物處理

廠等設施為代表，都是REITs可投資標的；未來

若以8%的目標水平衡量，則意味著一個超過10

萬億元的潛在REITs市場，具有“彎道超車”的

實力。

首批公募REITs上市，是試水，是探路，更是

一種積極進發的宣言。但這類產品定價的核心在於

中長期價值的“錨定”，絕非是對短期交易價格的

隨波逐流，甚至對於短期交易不見得非常“友好”

，更不能懷著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去“炒新”“炒

缺”。

庫存缺貨PK銷量下滑
機構預測全年手機生產量或再下調

小米集團副總裁、紅米Redmi 品牌

總經理盧偉冰在其個人微博曬出小米的

“618”銷售成績，表示“‘618’後無

庫存一身輕，多款產品開始缺貨”。市

場普遍認為，盧偉冰此舉是在回應近期

網絡上出現的手機庫存爭議。據悉，OP-

PO前高管沈義人日前在某社交平臺發文

表示，由於擔心元器件缺貨，部分品牌

型號今年下單備貨過猛，“導致現在庫

存不少”。

根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最新報告，今

年5月，國內手機市場總體出貨量同比

下滑。“618”期間，多家手機品牌對不

同機型進行促銷。

“‘雙11’或繼續大幅優惠”還是
“升回原價敦促備貨”

在 OPPO 前 高 管 沈 義 人 看 來 ，

“618”折扣幅度較大的幾款機型 “雙

11”或將繼續保持大幅優惠態勢。

記者註意到，在沈義人該條微博評

論區，小米、OPPO、“真我”、一加等

手機品牌均被提及，其中，討論熱度較

高評論多聚焦於小米。

記者從“慢慢買”APP了解到，小

米多款機型在此次“618”期間降價幅

度較為明顯。其中，在“618”當天，

通過天貓小米官方旗艦店購買小米

11Ultra 僅需 5499 元起，較之其首發起

售價5999元下降了500元。據了解，小

米公司還就此情況對小米 11Ultra 首批

購買用戶作出補償。根據官方透露的

信息，參與小米用戶調研，小米會以

短信形式向用戶所填手機號發送耳機

領取鏈接，用戶可以只花一分錢購買

小米無線耳機。

數據顯示，小米在此次“618”期間

銷售表現較為突出。6月1日~18日，小

米在全平臺的累計支付金額突破190億

元，同比增長90%。此外，小米還宣稱

其在京東、天貓平臺取得安卓手機品牌

銷量第一。盧偉冰表示：“‘618’後無

庫存一身輕，多款產品開始缺貨。”而

且小米目前仍“很缺驍龍888和 870芯

片”，他還調侃道：“誰家有庫存我們

可以幫助消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該微博評論區，

小米公司Redmi產品總監王騰再次強調

芯片供應緊張，並表示K40Pro和K40已

經調回原價。據了解，在“618”開始前

，王騰曾表示收到小米服務部總經理孫

波的“備貨敦促”。

除了小米，記者也從OPPO方了解

到，“618”當天除火星版之外，OPPO

Find X3全系降價300元，OPPO K9系列

則降價200元。

從銷售情況來看，6月11日首銷的

OPPO Reno6，截至6月11日18:00，OP-

PO Reno6系列3000+價位段首銷日銷量

超過Reno系列歷史紀錄11%。

多家研究機構下調全年手機銷量
預期

根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最新報告，

今年5月，國內手機市場總體出貨量只

有2300萬部，同比下降32%。此前數據

顯示，4月國內手機市場總體出貨量為

2748.6 萬部，同比下降 34.1%。有消息

稱，近期國產手機大廠正集體向上遊砍

單，減少出貨量。

值得註意的是，手機用戶的換機周

期正在延長。近期，中國移動終端實驗

室發布的《2020年第二期5G終端消費趨

勢報告》顯示，用戶換機周期平均達到

了25.3個月，比去年10月報告的結果延

長0.7個月，而對比2019年第一期報告

延長1個月。而蘋果 iPhone的用戶換機

周期更長，達到27.1個月。

值得註意的是，市調機構Digitimes

Research此前已在最新報告中做出預測

，小米、OPPO、vivo等一線品牌的智能

手機出貨量將在今年第二季度下降。而

集邦科技(TrendForce)近期也下調了對今

年全球智能手機產量增長的預測，由

9.4%降至8.5%。

對此預測，集邦科技表示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各大手機品牌的生產與銷

售力度。而且其認為倘若印度市場新

冠肺炎疫情未能在第二季度獲得妥善

控製，2021 年下半年的景氣也將難以

樂觀，屆時全年手機生產量可能再度

面臨下調。

此前，天風國際分析師郭明錤

發布研報表示目前手機庫存量達到

歷史高點(9.5 周)，而正常手機庫存

標準僅為 4~6 周，他認為，手機庫存

量高反映了當前安卓 5G 手機需求不

振的現狀。

中信證券發布預測稱，展望今年第

二季度及全年，預期智能手機出貨量同

比增速或將放緩，下修全年智能手機銷

量預期至13.5億部，同比增長5%。就近

期手機出貨量情況，廣州日報全媒體記

者向小米和OPPO等手機品牌進行了解

，截至發稿，各品牌暫未對品牌出貨量

具體數據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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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在南佛羅裏達州邁阿密附近住宅樓倒塌後在南佛羅裏達州邁阿密附近住宅樓倒塌後
失蹤人士的一些家庭成員變得不耐煩失蹤人士的一些家庭成員變得不耐煩，，因為政府官員們敦促他們因為政府官員們敦促他們
在可能持續數天的緩慢而艱苦的救援工作中保持耐心在可能持續數天的緩慢而艱苦的救援工作中保持耐心。。

一位母親說一位母親說，，她擔心她她擔心她 2626 歲的女兒在佛羅裏達州瑟夫賽德歲的女兒在佛羅裏達州瑟夫賽德
（（Surfside)Surfside)的部分建築物倒塌後失蹤的部分建築物倒塌後失蹤，，她在周六拼命地敦促官員她在周六拼命地敦促官員
做更多的事情做更多的事情。。

這位母親在與失蹤人員家屬會面時告訴佛州和地方官員這位母親在與失蹤人員家屬會面時告訴佛州和地方官員：：
““我是一名母親我是一名母親，，我不知道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方式我不知道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方式。。............但想但想
像一下像一下，，如果您的孩子在那裏……如果您的孩子在那裏……。”。”

她在周六發佈到她在周六發佈到InstagramInstagram 的一段情感視頻中說道的一段情感視頻中說道：“：“我知我知
道您正在盡您所能道您正在盡您所能，，但這還不夠但這還不夠。”。”

在周四邁阿密海灘以北幾英裏處的一棟公寓大樓部分倒塌後在周四邁阿密海灘以北幾英裏處的一棟公寓大樓部分倒塌後
，，仍然下落不明的數十人的家人越來越不耐煩仍然下落不明的數十人的家人越來越不耐煩，，迫切希望搜救人迫切希望搜救人
員能夠更快地找到結果員能夠更快地找到結果，，他們一直在全天候挖掘廢墟他們一直在全天候挖掘廢墟。。

另一位家庭成員薩麗娜另一位家庭成員薩麗娜··帕特爾帕特爾 (Sarina Patel)(Sarina Patel) 說說，，她有叁名她有叁名
家庭成員在倒塌後失蹤家庭成員在倒塌後失蹤，，她感謝搜救工作她感謝搜救工作，，但她的家人但她的家人““很不安很不安
”。”。

她週六說她週六說：“：“我們堅持不懈我們堅持不懈，，努力變得堅強努力變得堅強。。祈禱奇蹟出現祈禱奇蹟出現
，，但由於今天缺乏更新而開始變得焦躁不安但由於今天缺乏更新而開始變得焦躁不安。”。”

““當搜救員們在瓦礫中工作時當搜救員們在瓦礫中工作時，，我們希望現在能得到更多消我們希望現在能得到更多消
息息，，然而然而，，我們得不到我們得不到。。我們永遠感謝他們的不懈努力我們永遠感謝他們的不懈努力。”。”

截至週六截至週六，，帕特爾的叔叔帕特爾的叔叔、、妻子和女兒下落不明妻子和女兒下落不明。。
邁阿密戴德警察局在周六晚的新聞發布會上說邁阿密戴德警察局在周六晚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死亡人數從死亡人數從

週五確認的四人死亡人數上升到週六的五人週五確認的四人死亡人數上升到週六的五人。。這就是我們對邁阿這就是我們對邁阿
密公寓倒塌中失蹤者的了解密公寓倒塌中失蹤者的了解。。受害者被確認為受害者被確認為8383 歲的安東尼奧歲的安東尼奧··
洛薩諾洛薩諾（（Antonio LozanoAntonio Lozano）、）、7979 歲的格拉迪斯歲的格拉迪斯··洛薩諾洛薩諾（（GladysGladys
LozanoLozano）、）、5454 歲的曼努埃爾歲的曼努埃爾··拉豐拉豐（（Manuel LaFontManuel LaFont））和和 5454 歲的歲的
史黛西史黛西··方方（（Stacie FangStacie Fang），），第五名受害者的身份尚未確定第五名受害者的身份尚未確定。。

邁阿密戴德市市長丹妮拉邁阿密戴德市市長丹妮拉··萊文萊文··卡瓦卡瓦 (Daniella Levine Cava)(Daniella Levine Cava)
週六表示週六表示，，現在有現在有 130130 人失蹤人失蹤，，156156 人下落不明人下落不明。。

官方尚未確定坍塌的原因官方尚未確定坍塌的原因。。官員說官員說，，南尚普蘭塔南尚普蘭塔（（ChampChamp--
lain Towers Southlain Towers South））的的 136136 個單元中約有個單元中約有 5555 個在周四淩晨個在周四淩晨 11 點點
3030 分左右倒塌分左右倒塌，，地上留下了大堆瓦礫地上留下了大堆瓦礫，，建築的其餘部分懸垂著建築的其餘部分懸垂著
建築材料建築材料。。

瑟夫賽德瑟夫賽德（（SurfsideSurfside ））市長查爾斯市長查爾斯··伯克特伯克特 (Charles Burkett)(Charles Burkett)
向沮喪的家庭保證向沮喪的家庭保證，，在所有人都從廢墟中被救出之前在所有人都從廢墟中被救出之前，，他們的搜他們的搜
尋工作不會停止尋工作不會停止。。

伯克特說伯克特說：“：“我們在完成任務之前不會停止我們在完成任務之前不會停止。。我們不會在今我們不會在今

天天、、明天或後天停止明天或後天停止。。我們不會停止我們不會停止，，直到直到
每個人都被拉出來每個人都被拉出來。”。” ““我們正在移動沉我們正在移動沉
重的建築材料來做到這一點重的建築材料來做到這一點............。。我們沒有我們沒有
資源問題資源問題，，我們有運氣問題我們有運氣問題。”。”

結構報告顯示該建築有一些結構報告顯示該建築有一些““開裂開裂””
據文件顯示據文件顯示，，大約叁年前大約叁年前，，一名工程師一名工程師

指出了建築物泳池甲板下方混凝土板的結構指出了建築物泳池甲板下方混凝土板的結構
損壞以及停車場損壞以及停車場““開裂和剝落開裂和剝落””的擔憂的擔憂。。

20182018 年年 1010 月的結構實地調查報告在瑟月的結構實地調查報告在瑟
夫賽德鎮網站上一夜之間發布的一系列公開夫賽德鎮網站上一夜之間發布的一系列公開
文件中文件中，， 《《紐約時報紐約時報》》率先報道了實地調率先報道了實地調
查的結果查的結果。。

根據結構現場調查根據結構現場調查，，泳池甲板和入口車泳池甲板和入口車
道下方的防水功能失敗並造成道下方的防水功能失敗並造成““重大結構損重大結構損
壞壞”。”。

報告指出報告指出：“：“泳池甲板和入口車道下方泳池甲板和入口車道下方
的防水材料以及所有建築物的防水材料已超的防水材料以及所有建築物的防水材料已超
出使用壽命出使用壽命，，因此必須全部拆除和更換因此必須全部拆除和更換。”。”

調查繼續說道調查繼續說道：“：“失敗的防水正在對這失敗的防水正在對這
些區域下方的混凝土結構板造成重大結構性些區域下方的混凝土結構板造成重大結構性
損壞損壞。。在不久的將來不更換防水將導致混凝土惡化的程度呈指數在不久的將來不更換防水將導致混凝土惡化的程度呈指數
級擴大級擴大。”。”

報告稱報告稱，，防水層鋪設在平坦的結構上防水層鋪設在平坦的結構上，，而不是鋪設在傾斜的而不是鋪設在傾斜的
混凝土板上混凝土板上，，因為後者會使水流失因為後者會使水流失。。這平坦的結構會導致水留在這平坦的結構會導致水留在
防水層上直至蒸發防水層上直至蒸發。。報告稱這種設計為報告稱這種設計為““重大錯誤重大錯誤”。”。

報告指出報告指出：“：“更換現有的甲板防水材料將非常昂貴……具有更換現有的甲板防水材料將非常昂貴……具有
破壞性並對這棟公寓樓的居住者造成重大幹擾破壞性並對這棟公寓樓的居住者造成重大幹擾。”。”

該報告的目標是該報告的目標是““了解和記錄結構問題的程度了解和記錄結構問題的程度”，”，詳細說明詳細說明
了停車場了停車場““遇險遇險//老化老化””的跡象的跡象。。

報告稱報告稱：“：“在混凝土柱在混凝土柱、、樑和牆壁上觀察到大量不同程度的樑和牆壁上觀察到大量不同程度的
開裂和剝落開裂和剝落。。............雖然其中一些損壞很小雖然其中一些損壞很小，，但大部分混凝土損壞但大部分混凝土損壞
需要及時修複需要及時修複。”。”

這份由莫拉比托諮詢公司這份由莫拉比托諮詢公司（（Morabito ConsultantsMorabito Consultants）） 的弗蘭的弗蘭
克克··莫拉比托莫拉比托 （（Frank MorabitoFrank Morabito））完成的報告沒有說明該結構是否完成的報告沒有說明該結構是否
有倒塌的風險有倒塌的風險。。

市長伯克特說市長伯克特說，，目前尚不清楚報告中提到的目前尚不清楚報告中提到的““建築物正在採建築物正在採
取哪些措施來解決這些裂縫取哪些措施來解決這些裂縫”。”。

邁阿密戴德市市長丹妮拉邁阿密戴德市市長丹妮拉··萊文萊文··卡瓦說卡瓦說：“：“我們將追查這棟我們將追查這棟

特定建築發生的事情的真相特定建築發生的事情的真相。”。”
審查該報告的德雷塞爾大學審查該報告的德雷塞爾大學（（Drexel UniversityDrexel University））結構工程教結構工程教

授阿比尤瓦授阿比尤瓦··阿哈耶爾阿哈耶爾（（Abieyuwa AghayereAbieyuwa Aghayere））表示表示，，其調查結果其調查結果
令人震驚令人震驚，，應該會促使對該建築的完整性進行進一步審查應該會促使對該建築的完整性進行進一步審查。。

該大樓公寓協會的律師肯尼斯該大樓公寓協會的律師肯尼斯··迪雷克托迪雷克托 (Kenneth Direktor)(Kenneth Direktor)
此前曾警告不要過早投機此前曾警告不要過早投機。。他說他說：“：“像這樣的事情是不可預見的像這樣的事情是不可預見的
，， 至少從結構角度看建築物的工程師沒有看到它至少從結構角度看建築物的工程師沒有看到它。”。”

尚普蘭塔樓的居民可自願疏散尚普蘭塔樓的居民可自願疏散
市長伯克特週六表示市長伯克特週六表示，，瑟夫賽德的建築官員對東和北的尚普瑟夫賽德的建築官員對東和北的尚普

蘭塔的結構進行了粗略審查蘭塔的結構進行了粗略審查，，目前目前““沒有發現任何問題沒有發現任何問題”。”。
他補充說他補充說：“：“所以這令人放心所以這令人放心，，但這不是深入研究但這不是深入研究，，我們將我們將

深入研究這座建築倒塌的原因深入研究這座建築倒塌的原因。。我想這最終會成為一個非常全面我想這最終會成為一個非常全面
的項目的項目。”。”

伯克特說伯克特說，，如果住在尚普蘭塔北部和東部的居民想要撤離如果住在尚普蘭塔北部和東部的居民想要撤離，，
他們可以自願外遷他們可以自願外遷。。

伯克特市長指出伯克特市長指出，，他們正在與聯邦官員就搬遷方案進行合作他們正在與聯邦官員就搬遷方案進行合作
。。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佛州建築物倒塌的搜救速度太慢佛州建築物倒塌的搜救速度太慢
令失蹤人士的家庭成員感到沮喪令失蹤人士的家庭成員感到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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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為香港治安帶來嚴重衝擊，亦為警隊執法帶來挑

戰。新上任的香港警務處處長蕭澤頤26日在上任後首個記者會上表

示，過去兩年香港充斥假新聞、假消息，整場黑暴就是一個謊言的

共同體，而這背後是有人推波助瀾的，用“違法達義”等卑劣說法

影響年輕人。警方一定會鍥而不捨收集證據，把危害社會繁榮穩

定、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繩之以法。針對有人聲稱警民關係“非常撕

裂”，他表示不認同，並強調很多市民經歷過黑暴更加支持警隊，

並相信未來會有更多市民明白警察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的初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蕭澤頤金句

●我們不分“鷹派”或者“鴿派”，相信歷任警務處處長都是剛柔並
濟、恩威並施，對於任何人的犯法行為，我們一定鍥而不捨收集證

據，把他們繩之以法，但對於守法的人，我們會竭盡所能保護他們。

●過去兩年大家清晰見到香港充斥假新聞、假消息，整場黑暴是一個謊
言的共同體。

●這背後有人推波助瀾，包括“法律學者”、有法律知識的前立法會議
員，他們經常講什麼“違法達義”、“有刑事記錄會令人生更精

彩”，更會講“有需要時用暴力可以解決問題”，這是一些卑劣的說
法，直接影響很多年輕人。

●我不贊同警民關係非常撕裂，很多市民經歷過黑暴更加支持我們。

●我明白也有市民仍然和警察敵對，但這是因為假新聞、假消息……我
絕對相信，假以時日會有更加多市民明白我們做警察的初心，最主要
是希望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對任何國家，國家安全絕對是重中之重，沒有國，何來有家，國家如
果不安全，人民如何安居樂業，（保障）國家安全不單是警察的工

作，每個人、每個市民絕對有責任確保國家安全。

●不想被警察拉到，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犯法。

●我們絕對沒有要針對任何媒體、任何人士，我們要針對的是任何犯法
的人、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人，我們一定會把他們繩之以法，我們執
法的信心堅定不移……我們一定會繼續執法，把所有危害社會繁榮穩
定、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繩之以法。

“新一哥”蕭澤頤26日中午12時
在香港警察學院會見傳媒。他

表示，過去兩年社會上充斥假新聞、假
消息，而整場黑暴更是一個謊言的共同
體。這些假新聞、假訊息，大部分已逐
步被證實是錯誤的信息，包括所謂“8
．31太子港鐵站死人事件”及“新屋嶺
強姦事件”等。

被捕女遭洗腦 竟憂會被強姦
他指出，假新聞及假消息令部分年

輕人誤以為被拘捕後“男的會被毆打、
女的會被非禮甚至強姦”，更透露一宗
極端例子：一名年輕女子被捕後竟向警
員遞上避孕套，聲稱“如果要強姦我要
戴避孕套”，由此可見假新聞及假消息
對年輕人的荼毒有多深。

蕭澤頤直言，假新聞及假消息的背
後有人推波助瀾，包括“法律學者”、
有法律知識的前立法會議員，他們經常
講“違法達義”、“有刑事記錄會令人
生更精彩”，更會講“有需要時用暴力
可以解決問題”，這是一些卑劣的說
法，直接影響很多年輕人。

他慨嘆，今時今日很多年輕人入
獄，不單影響一生前途，對他們父母的
影響更大，試想父母是如何艱辛養育子

女到升上大學，但最終被這班極之卑劣
的人毀掉前途。

蕭澤頤強調，雖然目前假新聞在法
律上未有一個定義，但任何可以讓警方
將發放假新聞及假消息的人繩之以法的
法律，警方作為執法者絕對歡迎。

黑暴後更多市民撐警隊
針對有人聲稱“警民關係嚴重撕

裂”，蕭澤頤表示不認同。事實上，有
很多市民經歷過黑暴更加支持警隊，只
是他們在黑暴期間不敢走出來公開表
態，但社會整體情況已由亂變治，令更
多市民敢於挺身而出譴責黑暴。

他坦言，明白確有部分市民和警隊
敵對，但這是假新聞及假消息抹黑警隊
所致，故每當出現假新聞及假消息時，
警察公共關係科必定會盡快作出澄清。
警隊亦會繼續以專業態度處理日常工
作，希望令所有香港市民明白，警隊是
一個專業、值得信賴的隊伍，相信假以
時日會有更多市民明白警隊的初心是保
障市民的安全。

“對任何人的犯法行為，我們一定
鍥而不捨收集證據，把他們繩之以法，
但對於守法的人，我們會竭盡所能保護
他們。”蕭澤頤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在
蕭澤頤晉升香港警務處處長後，其原來
的副處長（行動）一職，將由刑事及保
安處處長袁旭健署任。在香港國家安全
處處長蔡展鵬休假期間，兩名助理處長
（國家安全）簡啟恩及江學禮將分別署
理有關職務。

袁旭健接任副處長（行動）
據了解，若按照資歷及一般升級路

線，副處長（行動）一職原有機會由現
任行動處處長郭蔭庶出任，但他將屆退
休年齡，加上部分管理層也將屆退休年
齡，多個管理職位的接班人選在“時間
上面臨挑戰”。

蕭澤頤26日強調，警隊有非常完
善的人力資源管理架構，管理層每一位
人員都有相當經驗，可以勝任管理工
作，不會出現青黃不接問題。

將代替休假的蔡展鵬署理國家安
全處處長的簡啟恩，於1991年加入警
務處任職督察，曾任行動指揮、人力
資源管理及保安等職務，先後擔任西
區警區副指揮官、機場警區指揮官、
灣仔警區指揮官及港島總區副指揮
官，在2019年9月升為助理處長，掌
管服務質素監察部。

2020年9月，他出任助理處長（國
家安全1）。另一名署任者江學禮，
1996年加入警隊任職督察，先後在保
安部擔任多個單位指揮官，專責策劃安
保行動、要員保護、有關保安事務的情
報行動及聯絡工作，2020年7月，升任
助理處長 ( 國家安全2 )。

袁旭健則為警隊刑事部出身，2019
年3月升任助理處長（刑事），翌年7
月升任為高級助理處長，並擔任刑事及
保安處處長一職。

部署接班新梯隊“不會青黃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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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26日會見傳媒時表示，香港需要盡快完成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特區政府會盡一切能力做好所有
預備工作，但由於牽涉到一條比較大的法例，預計今
年未必有足夠時間完成。

鄧炳強表示，保安局今年會有數個修例範圍，
其中有關酷刑聲請的《2020年入境（修訂）條例草
案》已經完成，未來將着手消防方面的修例工作。
同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特區政府根據法律
必須要做，亦要盡快去做的事，特區政府一定會很
認真和嚴肅地做好法例，會盡一切能力，做好一切
預備工作。但由於法例較大，今年內未必有足夠時
間完成。

就有攬炒派中人炒作陰謀論，聲稱日前的特區政府
官員調動反映了所謂“文官退，武官上”的現象，鄧炳

強強調，社會不應這樣區分“文官”和“武官”，強調
雖然各官員的背景、以往的工作並不相同，但不會影響
團隊合作。“大家會各司其職，發揮所長，大家都是一
條心為香港社會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9年
12月港鐵銅鑼灣站發生懷疑跳閘事件，一名
休班警員追截嫌疑人時被37歲美籍律師
Samuel Bickett阻撓及襲擊。該名律師其後
被控襲警罪，日前在東區法院被裁定罪名成
立。美國媒體《華盛頓郵報》（The Wash-
ington Post）日前引述 Samuel Bickett坐監
前發表的聲明，稱該判決“動搖了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違反司法先例”云
云。

香港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日前
去信《華盛頓郵報》，批評有關報道有誤導
性，更無視案件事實，對香港警務處進行毫
無根據的指控。

郭嘉銓在給《華盛頓郵報》的信中，批

評該報刊登的題為“An American lawyer
tried to break up a scuffle in Hong Kong.
Now, he's in jail”的文章，其中暗示一名美
國公司律師“僅僅因為進行干預以防止一名
男子用警棍擊打一名青少年”而被判有罪，
非常具有誤導性。該報缺乏專業精神，令人
震驚。

偏袒搶警棍美籍律師
他指出，有關文章並未能完整準確地描

述案件，更無視案件事實，對香港警務處進
行毫無根據的指控。事實是，被告當時阻撓
一名休班警務人員逮捕嫌疑人，更在過程中
使用暴力搶奪警務人員的警棍，該文中將該
名警員形容為“襲擊者”非常不準確。

鄧炳強：盡力完成二十三條立法 警批《華郵》報道無理指控警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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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檔國漫電影《白蛇2：青蛇劫起》發

布 IMAX預告，並曝光 IMAX專屬劇照，不僅

水漫金山、修羅四劫等宏大場面震撼視聽，也

正式宣告影片的 IMAX 3D版將於 7月 23日登

陸 IMAX中國內地超 710家影院。觀眾可以在

更具沈浸感的超大銀幕、更強大的數字音效系

統加持下，盡享一場淋漓盡致的視聽盛宴。影

片由上海追光影業有限公司、阿裏巴巴影業

（北京）有限公司、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嗶哩嗶哩影業（天津）有限公司共同

出品，北京泡泡瑪特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聯合出

品。

水漫金山經典重現製作超兩年
IMAX開啟驚艷視聽之旅

《白蛇2：青蛇劫起》作為追光動畫“新

傳說”系列的最新續作，由《白蛇：緣起》原

班人馬打造，製作水準再次升級，驚艷的視效

從新發布的 IMAX預告中可見一斑。青白姐妹

掀起滔天巨浪，氣勢磅礴的水漫金山大場面。

水漫金山一方面是經典重現，另一方面更蘊含

著小青小白生離死別的飽滿感情，是本片承接

白蛇傳說的重頭戲。無論在技術上還是情感上

，導演黃家康都希望呈現“屬於這

個年代的2021版水漫金山”。因此

，主創團隊從影片正式啟動開始就

著手製作，在水浪模擬、法術視效

等多個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測算和嘗

試，製作周期超過兩年之久。相信

觀眾定將在IMAX 3D版中淋漓盡致

地感受到不一樣的水漫金山。

幻境冒險盡顯國漫奇幻色彩
IMAX震撼視聽彰顯更多奇景

此外，IMAX預告還曝光了小

青在修羅城中的冒險場面，其中就

包括充滿想象力的“修羅四劫”中

的風劫和火劫。主創團隊從中國傳

統神話中汲取靈感，以四種神奇生

物代表修羅城中的四種劫難，此次

亮相其二。鳥頭鹿身的司風異獸飛

廉、以及 IMAX專屬劇照中代表大

火之兆的司火異獸畢方，在城內引

發席卷一切的劫難。IMAX 3D頂天

立地的超大銀幕、高清高亮的清澈畫

質，勢必會為觀眾呈現出一幕幕極具

中國式奇幻色彩的宏大場景。而同期

發布IMAX官宣圖中，古今建築並存，蛇頭形狀

的石像懸於半空，恢弘而奇異景象令人越發對修

羅城充滿好奇。相信IMAX 3D版將更有沈浸感

地帶觀眾走進這個腦洞大開、想象力十足的全新

世界，見證小青救姐歷劫的修羅城冒險之旅。

電影《白蛇2：青蛇劫起》由上海追光影業

有限公司、阿裏巴巴影業（北京）有限公司、天

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嗶哩嗶哩影業

（天津）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北京泡泡瑪特文化

創意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將於7月23日正式上映

，並同步登陸IMAX中國內地超710家影院。

由劉偉強監製、李達超執導的電影《維和

防暴隊》今日在“萬達之夜”發布先導預告，

維和防暴小隊集結亮相，幾位主演初露真容。

預告片呈現了中國維和警察防暴隊為了守護和

平，在異國他鄉直面重重危機，於槍林彈雨中

無畏前行的英勇形象。驚心動魄的宏大場面、

緊張刺激的打鬥場景令觀眾為之震撼。電影

《維和防暴隊》由黃景瑜、王一博、鐘楚曦、

張哲瀚、谷嘉誠、趙華為主演，講述中國維和

警察為了維護世界安全與穩定、遠赴海外執行

維和任務的故事。影片集結劉偉強、李達超等

一眾優秀電影人，金牌團隊誠意打造商業動作

巨製，將於2022年在大銀幕上與觀眾見面。

維和防暴小隊使命在肩守護和平 青年演員突

破形象精彩演繹

此次發布的預告中，海外維和任務危機四

伏，險象環生，中國維和警察防暴隊以正氣凜

然的精神面貌集結亮相。隨著黃景瑜鏗鏘有力

的臺詞點明中國維和警察的使命擔當：“你們

的一舉一動，代表的是中國！”王一博目光專

註舉槍巡視，面部帶傷的戰損形象引人註目。

鐘楚曦持槍冷靜射擊，神情堅毅。張哲瀚目光

堅定果斷出擊，盡顯颯爽英姿。谷嘉誠全副武

裝亮相，一路狂奔英勇無畏。趙華為的打戲幹

脆利落，點燃高能緊張的氛圍。幾位青年演員

此次突破形象演繹維和警察這一光榮職業，詮

釋使命在肩守護和平的青年擔當，令觀眾眼前

一亮，深感驚喜。

預告片中，激戰、爆炸、飛車等宏大場面

輪番上演，煙霧、海水、火光交織呈現，驚心

動魄的視效沖擊彰顯著影片的精良製作。維和

防暴小隊高燃的打鬥場景不禁令人腎上腺素飆

升，千鈞一發的危機時刻盡顯維和

任務之艱巨。30秒的預告呈現出高

能暢爽的商業大片氣質，將觀眾的

期待值拉滿。導演李達超透露“為

了拍攝一個3秒的鏡頭，會在幕後

準備20個小時”，影片製作之用心

可見一斑。

聚焦維和使命詮釋大國擔當 金牌團隊誠意打

造商業巨製

電影《維和防暴隊》殺青以來，觀眾一直

對影片十分期待：“對聚焦維和警察的電影很

感興趣”、“幾位主演維和警察的造型好颯”

、“看好劉偉強和李達超的合作”。《維和防

暴隊》的主創團隊與1100多名工作人員傾註無

數心血，努力為觀眾呈現精心製作的宏大場面

與真實動人的維和故事。導演李達超表示，中

國維和警察為了守護和平貢獻良多，他們的辛

苦付出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因此希望能以這樣

一部電影表達中國維和警察的使命與擔當、記

錄他們在海外執行任務的點滴，讓更多觀眾了

解這一偉大職業。

“萬達之夜”的活動上，萬達影視傳媒有

限公司總經理尹香今現場推介《維和防暴隊》

並表達了對中國維和警察誠摯的敬意：“他們

用赤誠詮釋維和使命與大國擔當，21年來持續

為聯合國維和行動貢獻‘中國智慧’、‘中國

方案’，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展現出不負使命重

托的中國力量，希望能通過這部影片讓更多人

看到維和警察的故事。”此次劉偉強與李達超

強強聯手，金牌團隊誠意打造這部維和題材電

影，力求以高質量高水準的商業動作巨製，致

敬無畏的中國維和警察，傳遞維護和平的崇高

使命。《維和防暴隊》作為萬達影業的重點項

目，將於2022年誠摯獻映！

電影《維和防暴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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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頭戴藍盔，全副武裝，在危險中前行

，枕著槍聲入眠，只為維護世界的安全與和平

。影片由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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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文采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

合出品。影片由劉偉強監製，李達超執導，黃

景瑜、王一博、鐘楚曦、張哲瀚、谷嘉誠、趙

華為主演，將於2022年全國上映！

《維和防暴隊》
劉偉強李達超強強聯手

2022年誠摯獻映

《白蛇2：青蛇劫起》發布IMAX預告

國漫巨製宏大視效引震撼 由大鵬執導，陳祉希擔任總製片人，蘇彪、

大鵬編劇的喜劇電影《洗白白》宣布開機，同時

發布概念海報。該海報充滿當下網絡元素，看似

正在點贊的手中卻握著一枚手雷，強烈的反差感

讓人耳目一新。這些元素的奇妙關聯不禁讓人陷

入深思，背後的內涵引發無限遐想。

王牌喜劇陣容
打造年度期待歡樂喜劇

大鵬在演藝界多棲發展，也在近幾年逐步受

到大眾的認可。他所執導的《煎餅俠》《縫紉機

樂隊》等影片中就體現出了對小人物的關註，聚

焦小人物對於夢想的執著追求，再現小人物的真

實生活和情感；在2020年拍攝的短片《花木蘭

》與短片《吉祥》都收獲不俗口碑，17分鐘的短

片《花木蘭》高級電影感十足，擁有極大的震撼

力和感染力，短片《吉祥》打破了劇情片與紀錄

片的邊界，具有極為先鋒的實驗意味。長篇電影

《吉祥如意》入圍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主競賽

單元，豆瓣開分高達8.4。在影片成為年度口碑

佳作的同時，也直接刷新了大眾對於大鵬的認知

，得到了影迷的認可。

概念海報蘊含深意
演繹喜劇沖突和張力

電影講述昔日“江湖大佬”魏平安，中年落

魄淪為墓地銷售，他的客戶韓露“入住”後卷入

一場桃色謠言風波，面臨墓地被“強拆”，為了

完成銷售業績，魏平安想方設法為韓露“洗白”

，鬧出許多笑話。魏平安試圖找到謠言的源頭並

查明真相，卻發現散播謠言的人並不在乎事實的

真相，只在乎他們所相信的真相。

這次發布的概念海報也暗藏玄機，蘊含深

意。點贊的手勢中握著一枚手雷，寓意著一個

網絡世界中看似日常動作，有可能會成為引爆

炸彈的火線。電影由上海儒意影視製作有限公

司、上海他城影業有限公司、天津貓眼微影文

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阿裏巴巴影業文化有限

公司共同出品。

《洗白白》開機
發布概念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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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夢》學員出騷夠淡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吳業

坤（坤哥）、JW（王灝兒）、《聲夢

傳奇》學員炎明熹、鍾柔美、林智樂

25日晚到主題公園演出音樂會。坤哥

近日迷上《聲夢》學員姚焯菲，可惜

25日晚到來的並沒有他的偶像，《聲

夢》導師 JW就笑他倆沒有緣分，不

過坤哥仍渴望終有一天可跟姚焯菲合

作，大讚對方又可愛又唱得，更賣口

乖地讚 JW一樣可愛，難道是想 JW出

手幫忙穿針引線？

坤哥與JW表示已有兩年沒一起唱歌，難
得他們仍很合拍，25日晚同場有《聲

夢》學員參與。穿上鮮紅色性感晚裝、中門
大開的JW被好友坤哥取笑，是否太久沒見，
所以要穿得性感來迎接他，可惜JW潑冷水
稱不是，只是難得有演出，找一件較喜慶的
服飾來扮靚。

近日成為姚焯菲粉絲的坤哥，希望之
後有機會在《聲夢》舞台上跟偶像合
唱，但也被JW拒絕，JW說：“沒機
會了，節目沒有找他。（這天知道
坤哥來所以不讓姚焯菲出現？）
這些是緣分，緣分沒有就是沒
有。”坤哥仍有信心將來有機
會與姚焯菲合作，但未到
要自薦爭取機會。JW就
稱近日身邊不少男性
朋友都被姚焯菲迷
倒，感覺像找
回初戀，

高興姚焯菲有這種魔力。坤哥就說：“好耐
沒試過追星，我都看了姚焯菲的飲水片三
次，好難得有個小妹妹又可愛又唱得，對上
一位已經要數到JW啦。”

炎明熹認改名助歌唱發展
炎明熹與鍾柔美都表示參加《聲夢》比

賽前有演出經驗，所以做音樂會演出都不會
太緊張。提到炎明熹13歲時的唱歌片段，獲
大讚清純又可愛，與現在的形象有很大出
入，她笑道：“竟然？可能當時衫清純少
少。（接受不到清純路線？）是意想不
到。”炎明熹沒為自己定下什麼形象，認為
每個階段都會有不同人喜歡。鍾柔美也讚炎
明熹說：“我認識她時，覺得她很高冷，但
熟絡後其實她為人很玩得和癲，當然都好
nice。”至於炎明熹原名叫王佳恩，改藝名參
賽是否有其他含意，她說：“以前個名比較
普通，自己想向唱歌發展，唱歌老師就幫我
找師傅改名，師傅話我缺火，就用了好多火
的名字。”炎明熹表示改名後覺得做事比之
前更順利。對她心理上很有幫助。

衛蘭傳授黎明雷頌德教法
而26日晚播出的《聲夢》繼

續第六輪比賽，另外5

位學員炎明熹、何晉樂、黃奕斌、姚焯菲及
鍾柔美出戰。姚焯菲的歌手導師是 JW，更揀
選了JW歌曲出戰。不過仍是學生的姚焯菲忙
於考試，JW忙於拍劇，二人爭取在拍劇的空
檔時間趕緊排練。姚焯菲指：“遇到JW老師
係好幸福嘅事，佢畀到安全感我。”不過JW
今次與姚焯菲合唱很緊張，因為自己不擅長
唱和音，覺得壓力很大。

衛蘭特意接同樣是學生的鍾柔美放學，更
在車上爭取時間練習，以“喵喵叫”練氣。衛
蘭指黎明及雷頌德對她非常重要，今次會集合
二人之教法教鍾柔美。李克勤聽完二人之演
繹，大讚衛蘭是一位有能力幫學員加分的導
師，同時大讚鍾柔美今次的演出比第一輪比賽
演繹《女神》表現大有進步。

而炎明熹第一次選唱R&B，導師江海迦
帶她到舒文的錄音室進行特訓。炎明熹在上
一輪比賽被狠批咬字不清楚，舒文今次幫炎
明熹改善咬字及懶音。

至於何晉樂揀選了李幸倪（Gin Lee）做
自己的歌手導師，Gin Lee指何有很多心結，
比賽期間一直被人誤解。Gin Lee覺得對方與
自己很相似，她之前參加歌唱比賽時同樣感
到非常迷惘，幸得林憶蓮的一句說話令她
重新振作。Gin Lee希望可以幫到
他順利晉級。黃奕斌一

早鎖定導師是周柏豪，並選唱鄭伊健的電影
歌曲出戰。不過黃奕斌不明白所選歌曲的意
思，柏豪與工作人員就即場演繹該電影的經
典場面。

吳業坤迷上姚焯菲

不忘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仁濟荃
情金曲夜》於25日晚舉行，葉振棠、李麗
霞（黑妹）以及陳浩德齊參與演出，觀眾反
應相當熱烈。

黑妹之前患上肺癌，先後入院動過三次手
術，不過當晚她穿黑色傘裙，打扮得很年輕，

整個人看起來很精靈。黑妹透露已經留在內地
有半年，有參與拍劇和唱歌工作，閒來常打高
爾夫球，這次專程回港做身體檢查，才會回應
做騷演出。之前入院動手術，黑妹指自己大抵
都已康復，但要注意飲食，減吃肥膩食品，更
戒掉最愛吃的雞，她坦言自己向來不做運動，
幸得陳浩德提醒她去打高爾夫球，她說：“之
前我不舒服，都希望長命一點！”是否想操回
少女身材？她笑答：“我都想，但不知是否可
以！”黑妹亦指之前有跟過周潤發去行山，身
體也逐漸有好轉。

陳浩德於疫情影響下已有一年多沒出
騷，表示在疫情下，本月初於屯門開的音樂
會，也是2019年延至現在才開得成，他又
笑謂自己年紀大又太久沒唱歌，也擔心會忘
記歌詞，故他叫大會安排歌詞器放於台前讓
他一邊看歌詞一邊唱。

香港文匯報訊 無綫節目《尋找家香情》由林溥
來(Patrick Sir)主持，與五位移居香港的異鄉人分享各
人離鄉別井、決心在香港追夢的故事，第二集邀得來
自馬來西亞的女歌手李幸倪（Gin Lee）擔任嘉賓，
分享她獨自赴港發展，進軍香港樂壇的旅程。

Gin Lee 2010年因參加歌唱比賽節目《超級巨
聲2》而來到香港，深深被這裏多元化的媒體生態
吸引，毅然決定移居香港展開音樂之旅。縱使她對

廣東話一竅不通，但憑堅毅過人的性格，她成功
克服語言障礙，並在節目中透露自學苦練廣東話的
方法，令為她首支廣東歌擔任監製的郭偉亮（Eric
Kwok）大感驚喜。Gin Lee 還憶述初期隻身赴港
時，連天氣也搞不清楚，馬來西亞長大的她沒有冬
天的概念，幸得一班粉絲為她送暖爐度過寒冬，而
到春天時又為家裏牆身出水而驚慌失措，粉絲又為
她送上抽濕機，為她解決生活上的難題，Gin Lee深

深被香港粉絲的熱情感動。
成名路上非一凡風順，

Gin Lee在節目中憶述歌藝事
業發展初期的掙扎，幸得到
Eric相助，成功簽約現在的唱
片公司，唱出一首首街知巷
聞、琅琅上口的廣東歌，包
括《雙雙》、《很堅強》
等，在本地各大樂壇頒獎禮
上勇奪歌手大獎，一步步蛻
變成香港樂壇小天后。回看
11年所走過的路，除了靠
很堅強的拚搏精神、很幫忙
的朋友，還有一班很支持的
粉絲，讓她感受到香港的人
情味和歸屬感。

注意飲食做運動抗癌魔
李麗霞幾近痊癒

李幸倪隻身到港
獲歌迷幫助照顧生活

●●JWJW以性感裝以性感裝
束亮相束亮相，，吳業坤吳業坤
也不敢四圍望也不敢四圍望。。

●●《《聲夢聲夢》》學員炎學員炎
明熹明熹((左左))和鍾柔美和鍾柔美
有份參與音樂會有份參與音樂會。。

●●葉振棠獻唱金曲葉振棠獻唱金曲。。

●●陳浩德需要歌詞器輔助陳浩德需要歌詞器輔助。。●●李麗霞這次回港也做了身體檢查李麗霞這次回港也做了身體檢查。。

●●姚焯菲姚焯菲((右右))指指JWJW老師能給她安全感老師能給她安全感。。

●衛蘭(右)與鍾柔美在
車上爭取時間練
習。

●●李幸倪李幸倪（（左左））幸得幸得
到郭偉亮到郭偉亮（（中中））相相
助助，，成功簽約現在的成功簽約現在的
唱片公司唱片公司。。

●●粉絲們令李幸倪感受到香港的人情味和歸屬感粉絲們令李幸倪感受到香港的人情味和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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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十七日北京時間十七日，，中國神舟十二號中國神舟十二號
載人飛船發射成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對此對此，，多家國際媒多家國際媒
體關注報道體關注報道，，發文點讚發文點讚。。

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說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說，，這將是中國這將是中國
迄今為止時間最長的一次載人航天任務迄今為止時間最長的一次載人航天任務
。。這次發射和隨後的飛行任務這次發射和隨後的飛行任務,, 再次證再次證
明中國在空間領域日益增長的信心和能明中國在空間領域日益增長的信心和能
力力。。在過去一段時間裡在過去一段時間裡，，中國已將月球中國已將月球
表面的岩石和土壤樣本帶回地球表面的岩石和土壤樣本帶回地球、、天問天問
一號探測器着陸火星一號探測器着陸火星，，以上這些都是非以上這些都是非
常複雜和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常複雜和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英國英國《《衛報衛報》》評價稱評價稱，，在中國共產在中國共產
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此次航天任務是此次航天任務是
一次極具聲望的盛事一次極具聲望的盛事。《。《衛報衛報》》援引中援引中
國航天員聶海勝的話說國航天員聶海勝的話說：“：“我們向前走我們向前走
的每一步的每一步，，都承載着黨都承載着黨、、國家和人民的國家和人民的
厚重期望厚重期望，，都將為人類和平利用太空貢都將為人類和平利用太空貢
獻中國智慧和力量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了神舟十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了神舟十

二號載人飛船成功發射的新聞二號載人飛船成功發射的新聞，，並指出並指出
，，這是中國快速發展太空計劃中的一個這是中國快速發展太空計劃中的一個
重要里程碑重要里程碑。。

美國美國《《紐約時報紐約時報》》還專門開設直播還專門開設直播
鏈接鏈接，，報道報道““中國將航天員送往空間站中國將航天員送往空間站
””相關進展相關進展。。文章對宇航員情況文章對宇航員情況、、發射發射
升空任務等開展全方位介紹升空任務等開展全方位介紹。。此外此外，，該該
報還提到中國的航天發展報還提到中國的航天發展。“。“近年來近年來，，
中國的太空計劃已經完成一系列非常成中國的太空計劃已經完成一系列非常成
功的發射和着陸功的發射和着陸。”《。”《紐約時報紐約時報》》稱稱：：
““最近一次是在五月最近一次是在五月，，它它（（中國中國））在火在火
星表面着陸了一個名為星表面着陸了一個名為‘‘祝融祝融’’的火星的火星
車車。。這使得它這使得它（（中國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後成為繼美國之後
第二個完成這一技術壯舉的國家第二個完成這一技術壯舉的國家。”。”

半島電視台在其官網刊文說半島電視台在其官網刊文說，，中國中國
成功發射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是該國五成功發射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是該國五
年來的首次載人飛行任務年來的首次載人飛行任務，，這進一步加這進一步加
快中國空間計劃的發展步伐快中國空間計劃的發展步伐。。該文援引該文援引
澳大利亞南昆士蘭大學天體物理學家霍澳大利亞南昆士蘭大學天體物理學家霍

納的評論說納的評論說，，中國在這方面所取得的進中國在這方面所取得的進
步是步是““不可思議不可思議””的的，“，“我認為我認為，，在過在過
去十二個月裡去十二個月裡，，中國確實把自己放在太中國確實把自己放在太
空探索的前沿和中心位置空探索的前沿和中心位置。”。”

法新社在其推特賬號發文稱法新社在其推特賬號發文稱，，中國中國
新空間站的首批宇航員已成功升空新空間站的首批宇航員已成功升空，，去去
執行中國迄今時間最長的載人飛行任務執行中國迄今時間最長的載人飛行任務
，，這也是中國建設成為太空大國的里程這也是中國建設成為太空大國的里程
碑式一步碑式一步。。

香港香港《《南華早報南華早報》》報道稱報道稱，，在太空在太空
探索領域探索領域，，相對而言相對而言，，中國是一個新手中國是一個新手
，，但中國希望其年輕的工程師和指揮員但中國希望其年輕的工程師和指揮員
們能够帶領它走向無垠的未來們能够帶領它走向無垠的未來。。

路透社關注到中國進行對外太空合作路透社關注到中國進行對外太空合作
的開放態度的開放態度。。該通訊社援引中國載人航該通訊社援引中國載人航
天工程辦公室主任助理季啟明的話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助理季啟明的話說，，
““相信在中國空間站建成後相信在中國空間站建成後，，也就是不也就是不
久的將來久的將來，，我們將會看到中外航天員聯我們將會看到中外航天員聯
合參加中國空間站的飛行合參加中國空間站的飛行。”。”

歐洲航天局歐洲航天局（（ESAESA））和俄羅斯聯邦和俄羅斯聯邦
航天局接連在推特上發來祝賀航天局接連在推特上發來祝賀，，使用專使用專
指中國航天員的指中國航天員的““taikonautstaikonauts””一詞一詞，，
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astronautsastronauts””
（（宇航員宇航員）。）。

根據維基字典的解釋根據維基字典的解釋，“，“taitai--
konautskonauts””一詞由中文一詞由中文““太空太空””的拼音的拼音
和英語和英語““astronautsastronauts””組成組成，，最早於一最早於一
九九八年由馬來西亞華人趙里昱提出九九八年由馬來西亞華人趙里昱提出，，
隨着中國航天的不斷發展隨着中國航天的不斷發展，，外媒近年來外媒近年來
也開始逐漸使用這詞也開始逐漸使用這詞，，來稱呼中國航天來稱呼中國航天
員員。。

歐空局在推特上轉發了法新社的報歐空局在推特上轉發了法新社的報
道並寫道道並寫道：“：“祝賀中國國家航天局發射祝賀中國國家航天局發射
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將三名將三名‘‘taitai--
konautskonauts’’送入天和空間站送入天和空間站（（核心艙核心艙））
。”。”

有意思的是有意思的是，，除了除了‘‘taikonautstaikonauts’’
一詞一詞，，歐空局還在括號裡解釋了歐空局還在括號裡解釋了““天和天和

””一詞的意思一詞的意思————““天空的和諧天空的和諧(Heav(Heav--
enly Harmony)enly Harmony)。。

從一個英文名稱的更改從一個英文名稱的更改，，體會到世體會到世
界各個科學領域界各個科學領域，，均對中國今天的航天均對中國今天的航天
科技的讚賞科技的讚賞，，作為海外華人一份子的休作為海外華人一份子的休
市華人市華人，，相信會有一番甜蜜的感覺呀相信會有一番甜蜜的感覺呀！！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 國際媒體讚華飛船升空國際媒體讚華飛船升空 楊楚楓楊楚楓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疫情期間不打烊疫情期間不打烊
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 「「生生」」 之樂趣之樂趣

（本報記者秦鴻鈞 ）新冠疫情讓全世界的人
度過了一個難忘的2020年 !

宅在家的日子，雖然可照常工作，開會，上
課（網上進行），但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密切交
流，總覺得日子缺少了 「 生 」 之樂趣，過得單調
乏味。而宅在家久了，卻也發覺了過去忙亂生活
中忽略的美好～ 如 「美食」 的樂趣 !

美食，除了自己親自下㕑外，更愉快的是
「外賣」 的樂趣 ! 同樣是花錢採購，為什麼不品嚐
一些更專業的師傅的手藝 ? 而在休士頓開業 二十
年的 「中美酒樓」 雖然位於休市西南一隅，而不
少的休市大老闆們，下班時寧可忍受塞車之不便
，也要趕到 「中美酒樓 」 買幾道李老闆的拿手菜
，再趕回Sugar Landt的家，全家老小 「大塊朵頤

」 一番，這是疫情期間最大的
樂趣， 「中美酒樓」 憑其地道
的粵菜絕活，讓這些宅在家悶
壞了的人又重拾 「生」 之樂
趣 !

「中美酒樓 」 由李老闆
親自主㕑，所以他的成品，絕
對是 「真槍實彈」 ，絕不馬虎
，著名的招牌菜如：北京鴨、
鹹魚煎肉、南瓜芋頭炆臘味、
芹菜什菇炒臘味、玉子豆腐、
滑蛋蝦仁、菜膽靈芝菇、豉椒
或白灼桂花腸、節瓜粉絲蝦米
煲，以及特別推薦的菜色如：
干逼軟殼蟹、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西汁蝦球、羊腩煲等
等，該餐館還全天供應新推出
的超值特價菜，每道$5.5 元
，歡迎品嚐。

「中美酒樓」 位於 Bis-
sonnet 與 Leawood(Boone
Rd. 往西一條街）交口，地址
： 11317 Bissonnet ,Hous-
ton ,TX 77099, 電話：（281
）498-1280

（本報記者黃梅子）5 月在美國
是 AAPI Month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eritage Month），也
是亞裔（東亞、南亞、及環太平洋）
美國人慶祝自己歷史文化的一個月份
。自從疫情開始，美國各地有越來越
多亞裔（主要是來自東亞國家的族群
）被人突如其來地毆打及歧視，也有
越來越多和亞裔利益相違的法案被通
過。

現在的美國，黑命越來越貴，而
亞裔的處境則越來越惡化，雖然法律
通過了保護亞裔的法案，但民間仇亞
、歧視及日益惡化的治安，還有雨後
春筍般出現的教育平權法案以及美中
強權的對抗，都使得亞裔尤其是華裔
的日子不好過。

大家應該都已經很熟悉這個議題
。首先，是許多亞裔走在路上被不認
識的人莫名欺負的事件，包含正溜著
一歲娃的臺裔爸爸，被不認識的人莫
名從後方追打（舊金山）、遛狗的中
年女士被不認識的人刺死（爾灣），
臺裔女子走在街頭，被陌生人拆口罩
及拿槌子敲頭（紐約）......，以及數不
清的老人家走在路上無故被毆被刺......

等。新聞及警方在處理這些案件時都
盡量謹慎，除非犯案者明確說出仇亞
言論，否則往往都以犯案者有精神疾
病或用藥問題、無法控製等結論審理
。而不管輿論如何譴責這些案件，大
家就是沒辦法阻擋類似情事再次發生
。

接著，是越來越多路邊小店及市
井小民們被偷被搶，尤其是華人區、
中國城等地方。有些人說這些事情老
早就在發生，只是現在媒體才開始報
，但情況因為疫情而加劇，也有越來

越針對亞裔的趨勢。
針對仇亞、歧視及日益惡化的治

安，身為亞裔必須有個最基本的認知
，那就是我們和其他種族所面對的挑
戰是不一樣的：我們受到儒家與佛教
文化的薰陶，民族性相對溫和；加上
先天身材比其他種族都來得弱小，除
非大家是 「在道上混的」 ，否則確實
更容易被欺負。就算你我不會被欺負
，你我的父母與小孩也有可能會。在
我看來，身在一個食物鏈的底端，我
們需要的是非常強而有力的治安、警

察法律等，才能藉由其他的力量受到
保障。

然而這只是我的想法，我的許多
亞裔美國人朋友就不認同，因為大家
覺得自己是美國人，並不覺得自己是
亞裔。大家也覺得警察執法過當，對
非裔不公。但很不幸的是，從最近的
新聞就可以看到，這些犯罪並不長眼
睛，黑頭髮的永遠都是黑頭髮，大家
不會只找一代移民下手，而覺得二代
移民是自己人。這些二代移民被照打
不誤，被打了後大家也只能感慨、悲
傷與震驚。

這幾年美國在升學上開始越來越
把種族及平權法案列入考量的重點：
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本身的
定義，意即採取優惠性差別待遇（種
族配額）來糾正特定形式歧視的影響
。種族配額對於亞裔的影響甚大，因
為亞裔一直以來都對於教育極其重視
，子女在考試及就學成績方面整體來
說都較其他民族優秀，所以在許多好
學校 「佔了太高的名額」 ，讓其他人
覺得相較於各種族的人口佔比來說不
公平。

去年 UC 系統的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就宣布：不再參考 SAT
大學入學考試的分數（因為他們覺得
這對於家境不富裕的人或非裔、西裔
不公平），贊成 ACA-5 這項法案納入
種族及性別作入學參考（因為這樣才
能全面評量申請入學者的身家狀況）
，這些政策對亞裔的影響比白人還來
得更高，也將讓本來亞裔入學比例
「過高」 的狀況開始翻轉。

最後一點是關於美國對於中國的

態度。從川普上任後的抗中仇中政策
，到現在拜登並沒有再加強但也沒有
特別軟化的態度，及媒體對於中國的
描述等，基本上都呈現兩大強權在互
相製衡的意味。這樣的情形如果不惡
化，國泰民安；如果惡化的話，在美
的華裔就會倒楣。因為國與國間越不
友善，政策與百姓的風氣也會變得如
此，而這其實就是最近美國仇中風氣
的由來──最早就是從川普開始的。
臺灣人也許會覺得自己親美、與中國
不同；但除非是超級知識份子，大部
分的美國人無法區別臺灣與中國的差
異，會覺得我們這些講中文的就是中
國人，我們受到的待遇自然也是一樣
的。

很多亞裔是“啞裔”，平時關起
門來自己過自己的，只關心自己的利
益，和社會格格不入。我們應該積極
參與社會活動，發出自己的聲音，這
樣才不會被當成“啞裔”。

請看美南國際電視15.3《JJ觀點》
，本期話題—休斯頓新聞名人馬健、
國際貿易中心名譽主席金諾威談----
美國治安為何頻頻惡化? 亞裔如何自保
?

請收看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的
《JJ觀點》，美南國際電視已加入北
美最大的中文電視平臺，您家如果安
有 iTalkBB，收看效果更好！也可以在
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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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國際電視多平臺覆蓋，您隨時隨
地都可以收看到美南國際電視。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的的《《JJJJ觀點觀點》》
----美國治安為何頻頻惡化美國治安為何頻頻惡化?? 亞裔如何自保亞裔如何自保??


	0629TUE_B1_Print.pdf (p.1)
	0629TUE_B2_Print..pdf (p.2)
	0629TUE_B3_Print.pdf (p.3)
	0629TUE_B4_Print.pdf (p.4)
	0629TUE_B5_Print.pdf (p.5)
	0629TUE_B6_Print.pdf (p.6)
	0629TUE_B7_Print.pdf (p.7)
	0629TUE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