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1年8月3日 星期二
Tuesday, August 3, 2021

煲
來
飽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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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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美福藥局美福藥局 (MedXPharmacy)(MedXPharmacy)
以愛心服務社區的藥局以愛心服務社區的藥局

-- 送藥到府送藥到府

-- 特殊無保險優惠特殊無保險優惠

-- 各類中成藥各類中成藥

還有家庭藥師計劃還有家庭藥師計劃﹑﹑特殊配藥製劑特殊配藥製劑﹑﹑弱勢群體保險減免計劃弱勢群體保險減免計劃

電話電話 281281--506506--24532453（（通中通中﹑﹑台台﹑﹑粵粵﹑﹑越語越語））

網購平台網購平台: www.pillbright.com: www.pillbright.com

地址地址﹕﹕69186918 Corporate Dr. Suite BCorporate Dr. Suite B55, TX, TX 7703677036

((中國城精英廣場內中國城精英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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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社區

在自動檔汽車使用中，有相當一批車
主對自動變速器的認識不足，沿用手動擋
的操作方法，導致車輛受損、壽命縮短。
下面我列舉一些汽車自動變速器使用中常
見的錯誤。

誤區1—— 自動變速器車輛長時間停
車時，換擋杆仍掛在D擋。

裝備自動變速器的車輛在等待通過信
號或堵車時，一些駕駛員常將換擋杆保持
在D擋，同時踩下制動踏板，若時間短，
這樣做是允許的。但若停車時間長最好換
入N擋(空擋)，並拉緊駐車製動。因為換
擋杆在D擋時，自動變速器汽車一般有微
弱的前移，若長時間踩住制動踏板，等於
強行製止這種前移，使得變速器油溫升高
，油液容易變質，尤其在空調系統工作時
，發動機怠速較高的情況下更為不利。

誤區2—— 自動變速器車輛高速行駛
或下坡時，把換擋杆撥在N擋位滑行。

有些駕駛員為了節油，在高速行駛或
下坡時，將換擋杆撥到N擋滑行，這很可
能燒壞變速器。因為此時變速器輸出軸轉
速很高，而發動機怠速運轉，變速器油泵
供油不足，潤滑狀況惡化，而且對變速器
內部的多片離合器來說，雖然動力已經切
斷，但其被動片在車輪帶動下高速運轉，
發動機驅動的主動片轉速很低，兩者間隙
又很小，容易引起共振和打滑現象，產生
不良後果。當下長坡確需滑行時，可將換
擋杆保持在D擋滑行，但不可使發動機熄
火。

誤區3 ——在自動變速器P或N以外
擋位起動發動機。

有些駕駛員在P或N以外擋位起動發

動機，雖然發動機不能運轉(因為連鎖機
構保護，只能在P和N擋才能起動)，但有
可能燒壞變速器的空擋起動開關。因為自
動變速器上裝有空擋啟動開關。使得變速
器只能在P或N擋才能起動發動機，避免
在其他擋位誤起動時使汽車立刻起步往前
竄。因此，起動發動機前一定要確認換擋
杆是否在P或N擋。

誤區4—— 自動變速器車輛坡道停車
時不使用駐車製動

裝有自動變速器的汽車在坡上停車時
，有些駕駛員只是使用P擋，而不使用駐
車製動，這樣做極容易引發事故。因為雖
然裝有自動變速器的汽車在P擋位設有的
停車鎖止機構一般是很少失效的，但一旦
失效就會造成意外事故。因此，在坡道停
車時，還是應該使用駐車製動器。

總之，自動變速器汽車相對於手動變
速器汽車而言，省去了離合器踏板，不必
頻繁地踩踏板，使汽車駕駛變得簡單、輕
鬆。但若操作不當，會人為地增加自動變
速器的故障發生率，降低其使用壽命。正
確使用自動變速器，不僅可以避免或減少
故障的發生，還會降低油耗，減少污染。

美南國際電視15.3之《修車師姐》節
目由完整修車廠徐雲主持，也可以在
youtube上訂閱STV15.3 Houston life頻道，
隨時收看《修車師姐》。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3030-- 要正確使用變速箱要正確使用變速箱

1. 剎車時有嗡嗡聲，或者在踩剎車時方
向盤發抖，這時一定要檢查製動蹄片( brake
pads)和剎車盤(brake rotor) 有無受熱變形，
或者是否剎車皮已經用光。如果不馬上檢修
剎車， 有可能會造成剎車系統更多的破壞。

2. 剎車踏板行程很長，剎車踏板有時一
踩就到底，感覺剎車踏板軟綿綿的或者有時
剎車失靈，這時一定要檢查剎車總泵( brake
master cylinder)或分泵( Caliper, wheel cylin-
der)是否漏油， 剎車管( brake hose)是否破損

漏油。
3.踩剎車時汽車方向出現向左或右跑，

這是剎車系統左右不對稱， 必須要檢查剎車
總泵或分泵的工作情況，剎車片和剎車盤的
厚度以及剎車管路是否有阻塞。

4. 剎車踏板感覺重，踩剎車比較費力或
者車子不能迅速停止，這時一定要檢查汽車
的剎車助力系統。看剎車助力泵（brake
booster) 是否失效或者真空管有無漏氣。

正常行駛條件下每行駛5000 miles 時對

製動蹄片檢查一次，不僅要檢查剩餘的厚度
，還要檢查蹄片磨損的狀態，兩邊磨損的程
度是否一樣，回位是否自如。還要檢查剎車
油的質量及是否有洩漏等，發現不正常情況
必須立即處理。一些車輛帶有製動蹄片報警
功能，一旦達到了磨損極限，儀表會報警提
示更換蹄片。達到使用極限大約在20%的時
侯蹄片須更換新片。汽車剎車液體也必須要
有必要的保養，因為長期的使用剎車使得剎
車液長期的受熱變質將對剎車系統造成很大

的麻煩。
美南國際電視15.3之《修車師姐》節目

由完整修車廠徐雲主持，也可以在youtube
上訂閱STV15.3 Houston life頻道，隨時收看
《修車師姐》。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3131-- 常見的剎車故障問題常見的剎車故障問題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3232-- 汽車的冷卻系統汽車的冷卻系統
汽車發動機有一個冷卻系統，那就是在缸體的

鋼桶周圍留有很多的孔，這些就好似為了冷卻發動
機所設置的水套，水套和發動機的水箱連接，通過
水泵( Water pump)促使冷卻液在其中循環通過在水
箱散熱器(Radiator) 內側的風扇和自動進入發動機艙
的外來氣流為經過散熱器的高溫冷卻液降溫，在回
流至發動機內，這就是汽車的冷卻的簡單道理.

汽車的冷卻液的循環有兩個方式，一個我們叫
它大循環，就是冷卻液在發動機內水套和散熱器這
個大環境下的循環。這是車熱了以後的循環系統。
另一個是小循環，就是冷卻液只在發動機水套內的
循環，這就是我們每天熱車的時候的冷卻液循環狀
態，當發動機冷卻液溫度高於90度時，冷卻液就開
始大循環了。所以我們可以通過水溫指示燈來判斷
冷卻液的循環狀態。在內外循環的選擇上，有一個
關鍵部件，那就是節溫器( Thermostat)，節溫器的作

用就像是一個開關，當水溫在90度以下時，處於關
閉狀態，冷卻液處於小循環，以便於發動機溫度的
提高，當冷卻液溫度高於90度時，節溫器打開，冷
卻液就開始大循環了。如果節溫器老化就會導致發
動機冷卻液溫度過高。

一、冷卻液不能用水來代替，大家都知道水的
沸點是100度，而冷卻液的沸點就高很多。因此我
們必須使用冷凍液來為發動機降溫，千萬別換成水
。冷卻液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即便沸騰了也不
會產生水垢，不會造成發動機水套的堵塞。

二、發動機長時間高速運轉，最好不要驟然熄
火。發動機經過長期的高速工作，尤其是在高速公
路上行走後，駕駛者會根據自己的身體情況，臨時
停泊在服務區內，解內急或進食、喝水等，這時候
有很多人都是把車開到服務區後馬上關閉發動機，
去做自己該做的事情了，這種做法是不好的。我舉

個例子來說明大家就明白了。一個長跑運動員講過
萬米以上的跑動到達終點後，不能馬上停下來，應
該繼續小量運動一下，讓心肺功能逐漸緩下來，才
能真正停下來，這樣人才不會出現問題。汽車也是
這樣，高轉速的發動機不能馬上讓其停止工作，正
確的做法是把車開到服務區後，怠速讓車運轉2-3
分鐘後關閉發動機，去做其他的事情，千萬別驟然
停止，這對發動機不好。

三、不能用冷水清洗剛剛停止運轉的發動機：
有很多人經常打開機器蓋用水槍清洗，這是完全不
正確的做法，大家要註意，你想剛剛停止工作的發
動機很燙，突然用水冷卻它，會是什麼狀態，發動
機突遇冷水降溫金屬的熱脹冷縮會出現問題，就像
人剛做完運動，不能洗冷水浴一樣。要等發動機停
止工作一段時間後再擦拭發動機。

四、養成經常檢查、清潔發動機的習慣，尤其

是要註意電瓶的清潔，保證電瓶狀態良好，否則電
解液在反應產生電力過程中產生的氣體和熱量就不
能散出，嚴重了甚至可能破裂，電解液就會腐蝕機
件。時時註意發動機各種液體的狀態，冷卻液、剎
車油、玻璃水等是否處在合理水平。總之，發動機
是汽車的心臟，保證發動機的正常工作才是我們能
夠保證車輛良好行駛的前提條件，務望大家多多關
註。

美南國際電視15.3之《修車師姐》節目由完整
修車廠徐雲主持，也可以在youtube上訂閱STV15.3
Houston life頻道，隨時收看《修車師姐》。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醫學博士醫學博士Howard KaufmanHoward Kaufman：：
結合三種治療策略可以顯著改善黑素瘤療效結合三種治療策略可以顯著改善黑素瘤療效

黑色素瘤是一種惡性程度較高的皮膚腫瘤，由於中國黑色素
瘤發病位置以肢端居多，很容易被忽視，所以大部分患者發現時
已是晚期。 2018年8月，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和中國抗癌協會臨
床腫瘤學協作專業委員會黑色素專家委員會根據近幾年統計數據
發現，中國黑色素瘤檢出率正在以每年兩萬例的新發病例增加
， 成為所有惡性腫瘤中發病率增長最快的一種。根據全球臨床
研究數據，傳統治療的有效率僅為9%。在黑色素瘤靶向藥維莫
非尼引進中國後，將治療有效率提高到57%。但一旦腫瘤發生
轉移，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仍然極低。

麻省總醫院研究團隊近期在針對黑色素瘤的治療中取得最新
進展，在細胞和動物實驗中，研究人員發現將分子靶向治療、免
疫檢查點阻斷和腫瘤靶向病毒這三種惡性黑色素瘤先進治療策略
相結合可以顯著改善預後。該項研究最近發表在《科學•轉化醫
學》（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雜誌上。

研究團隊在研究中發現，聯合使用溶瘤病毒T-VEC與MEK
抑製劑可顯著增強治療反應和腫瘤細胞殺傷，在該方案中加入
PD-1阻滯劑可進一步改善治療反應。研究中所用到的三種藥劑
都已獲得FDA批准，因此採用這三種藥劑做研究是可靠的。並
且基於在細胞及動物實驗中取得的研究成果，三藥聯用的方案完
全可以被應用於臨床試驗。

由於約一半的黑素瘤是由BRAF基因突變驅動，所以採用抑
制BRAF或MEK（同一通路中的另一個基因）的藥物能顯著改
善許多患者預後，但經常會出現耐藥性，特別是當幾種BRAF/

MEK抑製劑聯合使用時。瞄準PD-1這類阻止免疫系統攻擊腫瘤
分子的免疫檢查點抑製劑，也可顯著改善療效，但聯用檢查點抑
製劑可能具有毒性。另一種指導免疫應答抵抗癌症的方式是用利
用溶瘤病毒直接感染和殺死腫瘤細胞並激活先天性和適應性免疫
。該病毒是第一個，且為目前唯一一個獲得FDA批准的用於治
療黑素瘤的病毒。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團隊成員首先對BRAF抑製劑威羅菲尼
（vemurafenib）與T-VEC在人黑素瘤細胞系和黑素瘤小鼠模型
中的作用進行分析。雖然這種組合會導致BRAF突變細胞系中細
胞殺傷增加，但研究人員驚訝地發現，將T-VEC與MEK抑製劑
曲美替尼（trametinib，最初用作對照）相結合，可增加BRAF
突變和未突變黑素瘤細胞系的細胞死亡率。隨後，這一發現在黑
素瘤免疫活性小鼠身上得到驗證，並確定幾個潛在機制，包括其
對細胞毒性CD8 + T細胞和一組樹突細胞的依賴以及以PD-1和
PD-L1表達增加為特徵的炎症反應的產生。在上述研究取得成
功的基礎上，研究人員將T-VEC、曲美替尼和PD-1靶向單克
隆抗體三聯，成功根除了黑色素瘤小鼠體內更大的腫瘤。

總體而言，單獨使用T-VEC或MEK抑製劑曲美替尼在約
20％的動物中產生治療反應，將兩者聯合使用可將反應率提升
至50％，而三聯療法可提高至將近100％。此外，研究人員還嘗
試在結腸癌小鼠模型中行二聯和三聯治療，並得出到相似的結
論 ——將T-VEC與曲美替尼或抗PD-1相結合使用，小鼠存活
率顯著提高，而三聯組合則完全根除了所有治療小鼠的腫瘤。

雖然該實驗效果背後的機制仍然尚不清楚，例如，為何缺乏
BRAF突變的腫瘤的反應會得到改善？研究人員從結果中初步推
測可能與T-VEC和曲美替尼之間的相互作用有關係，但仍需進
一步研究。此外，結腸癌小鼠試驗的數據表明，這種三聯療法不
僅適用於黑色素瘤治療，也可能對其它類型癌症產生幫助，但具
體情況還需通過臨床試驗進行驗證。

關於Howard Kaufman博士
Howard Kaufman博士現任麻省總醫院腫瘤外科醫生，畢業於芝
加哥洛約拉大學斯特里奇醫學院（MD, Loyola University Stritch
School of Medicine）。

關於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的且規模最
大的教學醫院。麻省總醫院研究所是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
研究機構，下設艾滋病毒/艾滋病、心血管研究、癌症、計算及
整合生物學、皮膚生物學、基因組醫學、醫學成像、神經退行性
疾病、再生醫學，生殖生物學、系統生物學、光學醫學和移植生
物學等主要研究中心。據2015年自然指數（Nature Index）發
布的數據，麻省總醫院是在頂尖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最多的醫療
機構。 2018年8月，麻省總醫院再次榮登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美國最佳醫院”排行榜中的榮譽榜（全美共20家醫院進入榮
譽榜）。

（本報訊）美國總統拜登政府首席防
疫顧問佛奇今天表示，儘管 「疫情加劇」
，美國將不會為了遏止疫情蔓延再度實施
封城。

路透社報導，佛奇（Anthony Fauci）
表示，最早在印度發現的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變異株Delta使確
診驟增，當中大多數患者沒有接種疫苗。

他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政論節
目 「本週」 （This Week）訪問表示，目前
美國民眾接種疫苗的覆蓋率，足以避免封
城。

佛奇說： 「還不足以消滅疫情，但是
我認為足可使我們不至於陷入去年冬天的
處境。」

雖然全球陷入疫苗荒，不過美國任何

12歲以上的民眾都可以免費接種疫苗。美
國以發現金、送新車及其他獎勵措施鼓勵
民眾施打疫苗，卻仍有3成多的民眾還沒注
射。

佛奇表示： 「美國有1億符合資格的民
眾還沒有接種疫苗。」

另據路透社統計，過去10天，美國通
報的全國新增確診數幾乎增加一倍，即使
美國各州不會再度實施封城，但是Delta的
蔓延仍可能危及經濟。

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聯邦準備銀行總裁
卡西卡里（Neel Kashkari）告訴美國哥倫
比亞廣播公司（CBS）政論節目 「面對全
國」 （Face the Nation），Delta變異株使
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失業勞工感到擔憂，並
且可能延宕美國就業市場的復甦。

DeltaDelta變異株使疫情加劇變異株使疫情加劇 但美國不會封城但美國不會封城

麻省總醫院腫瘤外科麻省總醫院腫瘤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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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上季GDP增7.5%遜預期
經濟如要進一步復甦 還須廣泛疫苗接種

港府發言人表示，隨着環球經濟狀況改善及
本地疫情減退，香港經濟向着復甦的道路

邁進。今年上半年合計，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
增長7.8%。發言人續指，第二季經濟復甦仍然不
平衡。雖然貨物出口表現強勁並超越2018年同期
的高峰，但受環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旅遊業仍
然停頓。政府與消費相關的活動雖呈進一步改
善，但仍明顯低於衰退前的水平。因此，社會必
須努力實現更廣泛的疫苗接種，為達至更全面的
經濟復甦創造條件。按國民經濟核算定義計算，
第二季香港貨品出口總額（離岸價）按年上升
20.3%，而第一季的升幅為30.1%。

星展：全年GDP料增6%
星展銀行（香港）經濟研究部經濟師謝家曦

昨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第二季香港GDP的增幅
較第一季低，是因為貨品出口總額增長率下跌，
但由於第二季私人消費開支與本地固定資本形成
總額增速都有所加快，所以香港經濟表現算是表
現不俗。

展望下半年，在基數效應逐漸消退下，他預
料下半年香港經濟增長或放緩至4%至5%，全年

經濟增長約為6%。而在經濟持續復甦的情況
下，預料今年的失業率將進一步下跌至4.8%。

謝家曦又認為，於8月1日開始發放的電子
消費券對香港經濟表現有正面作用，不過由於
部分香港居民可能只是將消費券用於日常的生
活開支，而不是用作額外的非必需消費，因此
預計消費券對香港經濟的刺激作用有一定局限
性。

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關焯照指，上
半年香港經濟增長良好，是去年上半年因疫情而
產生低基數的影響。在基數效應逐漸消退下，他
預料下半年香港經濟增長將放緩至5%至6%，全
年增長約為7%。另外，他認為由於消費券將有
利於刺激消費與零售表現，故預期失業率將進一
步下跌，到今年底失業率將介乎4.5%至4.8%。
不過，他認為要失業率錄得較大跌幅，以及經濟
進一步增長，關鍵是要與內地恢復通關，令旅遊
業明顯復甦。

港府：變種病毒添不確定性
展望未來，政府發言人指出，環球經濟復甦

在短期內應繼續支持香港的貨物出口，雖然增幅

或較今年上半年異常強勁的表現有所放緩；服務
輸出也應持續增長。然而，更具傳染性的變種新
冠病毒在全球多地傳播，繼續為環球經濟前景帶
來不確定性。其他風險因素如中美關係、地緣政
治緊張局勢，以及主要央行貨幣政策立場的變
化，也值得關注，政府會密切留意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香港政府統計處7月30日公布今年第二季本

地生產總值（GDP）預估數字，第二季GDP較

上年同期實質上升7.5%，但較市場預期的7.8%

增幅為低。第二季經季節性調整而作相連季度比

較的GDP，則較今年第一季實質下跌1%，主要

由於貨物出口在第一季增長強勁後略為放緩。經

濟師及學者預期，隨着基數效應消退，下半年

GDP增幅會放緩，電子消費券的發放對經濟有一

定刺激作用，但要經濟進一步復甦，還須社會實

現更廣泛的疫苗接種，爭取盡快與內地通關。

香港第二季GDP主要表現
項目 按年變幅

本地生產總值（GDP） +7.5%

私人消費開支 +6.5%

政府消費開支 +2.9%

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23.7%

貨品出口（離岸價） +20.3%

貨品進口（離岸價） +21.4%

服務輸出 +2.6%

服務輸入 +8.4%

製表：記者 岑健樂

●●經濟師及學者預期經濟師及學者預期，，隨着基數效應消退隨着基數效應消退，，
香港下半年香港下半年GDPGDP增幅會放緩增幅會放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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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受部分企業集中進入設備檢修
期、局部地區高溫洪澇災害等極端天
氣影響，製造業擴張放緩，中國7月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回落至
50.4%，低於6月0.5個百分點。中國
製造業連續17個月位於擴張區間。

中國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
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表示，部分企業集
中進入設備檢修期，加之局部地區高
溫洪澇災害等極端天氣影響，製造業
擴張力度較上月有所減弱，但大多數
行業PMI仍保持在景氣區間。

成本升 中小企經營承壓
製造業PMI分項數據顯示，製造

業生產活動和市場需求不同程度放
緩，外需繼續放緩並連續三個月處於
收縮區間。原本增速放緩的原材料價
格再次反彈，製造業採購成本普遍上
漲。另外，小微企業經營壓力加劇，
7月小型企業PMI下降1.3個百分點至
47.8%。趙慶河稱，部分中、小型企
業反映，近期原材料成本上漲、訂單
減少、回款壓力加大等問題突出，企
業生產經營承壓。

非製造業方面，由於建築業淡季
回調疊加局部疫情和雨季的影響，7
月非製造業PMI較6月回落0.2個百
分點至53.3%，服務業PMI則在暑期
消費的拉動下微升 0.2 個百分點至
52.5%。其中，航空運輸、住宿、餐
飲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均較6月回升
10個百分點以上。

極端天氣影響 部分行業限產
中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明明表

示，7月PMI回落主要受河南暴雨、
部分行業限產等臨時性因素影響，製
造業整體向好的大趨勢沒有改變。
但隨着小微企業經營壓力凸顯，疊
加近期疫情擾動，經濟的結構不平
衡可能再次加劇，下半年宏觀政策
應更多偏向支持中小微企業和接觸
性服務業。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則指

出，新出口訂單指數已連續四個月下
降，從出口訂單回落到出口數據回落
大概滯後1至2個季度，下半年出口
增速下行壓力較大。全球生產能力漸
進修復，中國部分訂單被海外經濟體
分流，出口存在下行壓力，而國內消
費、投資較難形成有效對沖，經濟下
行趨勢基本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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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市兩周年
科創板“硬科技”底色凸顯

2019年7月22日，科創板開市，中

國資本市場改革新征程開啟。近兩年來

，從零開始的科創板用“硬科技”交出

了一份“硬核”答卷，正在激活連綿不

絕的中國科創生產力。

超六成公司業績預喜
科創板交出“硬核”答卷
又一家科創板上市公司捷報傳來。7

月16日，康希諾發布業績預告，預計公

司扭虧為盈，上半年營收同比增長

49532.59%到54495.85%，凈利潤為9億元

至 10.5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980.61% 至

1127.38%。

同花順數據顯示，截至7月16日，

科創板有98家公司發布上半年業績預告

，超六成公司業績預喜，28家凈利潤超

1億元，4家凈利潤超10億元。2019年7

月22日，科創板正式開市，首批上市公

司25家。開市兩年，如今科創板上市公

司達311家，總市值46359.96億元，合計

募集資金為3943.04億元。

科創板的“硬科技”底色持續凸顯

。數據顯示，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

藥、高端裝備三大行業上市公司數量占

比超70%。同時，科創板上市公司持續

加大研發投入，2020年，科創板公司研

發投入與營業收入之比的中位數為9%

，研發人員占公司人員總數比重平均

為 28.6%，平均擁有發明專利 104項，

均高於其他板塊。同花順數據顯示，

311 家上市公司去年研發投入總額達

421.93億元。

製度方面，聚焦支持“硬科技”的

核心目標，監管層堅守科創板定位。去

年 3 月，《科創屬性評價指引（試

行）》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企

業發行上市申報及推薦暫行規定》相繼

發布，確立科創屬性評價指標體系。隨

後，監管層又發布了一系列指引文件，

督促上市公司堅守科創定位。

“科創板成立兩年來，不斷書寫中

國資本市場新的歷史。”作為首批科創

板上市企業，奇安信董事長齊向東感受

深刻，“這兩年，科創板實現了很多製

度上的突破，充分證明了註冊製不是洪

水猛獸。三百多家企業在科創板落地生

根、茁壯成長，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新

活力。”

機構普遍看好科創板成長。浙商證

券分析，科創板呈現高景氣，預計2021

年、2022年的凈利潤增速分別為65%和

40%。川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

所長陳靂認為，無論從試點註冊製，還

是提升科技企業的聚集力、經營力及服

務實體經濟等角度，科創板都具備持續

投資吸引力。

服務實體經濟和國家創新戰略
激活科創生產力
在多個面向科技前沿的“硬科技”

領域，科創板已匯聚了一批涉及各產業

鏈環節、多應用場景的創新企業，在促

進科技、資本和產業高水平循環中更進

一步。集成電路公司涵蓋了上遊芯片設

計、中遊晶圓代工及下遊封裝測試全產

業鏈，同時兼備材料和設備等支撐環節

；軟件公司產品廣泛應用於雲計算、大

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數字產業；生物

製藥公司重點介入癌癥、艾滋病、乙肝

等治療領域；工業機器人、光伏和動力

電池產業鏈等也均已初顯規模。

中金公司稱，經過近兩年發展，科

創板產業為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助

力科技創新做出了積極貢獻。

“正是科創板，把上市標準從持續

性盈利能力改為持續性經營能力，才讓

擁有核心技術和技術轉化周期較長的優

秀企業成功上市，並借助資本市場的力

量進一步做大做強。”齊向東說道。

“科創板就像中國科技創企發展的

一支助推器，彰顯著資本市場的蓬勃動

力。”石頭科技董事長兼CEO昌敬表示

，科創板設立是中國資本市場改革一項

重大舉措，它對於促進科技和資本融合

、加速創新資本的形成和有效循環，具

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兩年間，我們看

到以科創板為‘大本營’的新資本市場

服務者通過不斷努力和探索，精準對接

企業需求，有效提升了資本服務質效。

相信未來將有更多‘硬科技’企業在科

創板助推下，跑出國潮科技發展的‘中

國速度’。”

“科創板發展空間巨大，未來將引

領世界高科技的潮流，成為世界的領頭

羊。”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

長董登新說道。

改革仍在繼續，日前發布的《上

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 2020 年工作報

告》（節選）顯示，2021 年將繼續深

入推進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製改革

。堅守好科創板定位，助力突破關鍵

核心技術“卡脖子”難題，推動“應

科盡科”。

汽車產業趨熱運行 上市公司中期業績半數預增
綜合報導 汽車產業正在復蘇。截至21日收

盤，同花順汽車整車上漲3.58%，在66個行業板

塊中排名第一。24只成分股當中23只上漲，江淮

汽車、長城汽車、東風汽車紛紛漲停；比亞迪、金

龍汽車等漲超5%；福田汽車、廣汽集團、長安汽

車等漲超3%。

消息面，近日工業和信息化部新聞發言人田玉

龍表示，綜合國內外經濟形勢來看，受宏觀經濟持

續復蘇、國家明確穩定增加汽車等大宗消費政策和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等影響，2021年我國

汽車將保持穩中向好發展。此外，中國汽車工業協

會方面的分析數據顯示，6月份汽車商品進、出口

金額環比均呈小幅增長，同比保持快速增長，出口

金額增速更為明顯。今年二季度，汽車產業景氣指

數ACI為74，產業處於趨熱運行區間。中汽協的數

據顯示，上半年汽車出口量排名前十位的企業分別

為上汽、奇瑞、長安、東風、長城、吉利、北汽、

特斯拉、江汽和重汽。與上年同期相比，上述十家

企業出口量均保持快速增長勢頭。

上市公司的業績層面，20日晚間，長城汽車發

布2021年中期業績快報顯示，上半年營業收入為

621.59億元，同比增長73%，凈利潤為34.98億元，

同比增長205.19%。今年上半年，長城汽車銷量達

61.8萬輛，同比增長56.5%。截至21日記者發稿時

，汽車板塊已經有83家上市公司公布2021年半年

度業績預告，其中43家預增，占比超過半數，另

有6家公司預告略增。預增的公司當中，24家凈利

潤增幅超過100%，其中增幅最大的雙環傳動預計

上半年凈利潤增幅達到10966.66%。首創證券分析

認為，國內汽車行業過去3年負增長，2021年我國

汽車市場表現出明顯的復蘇態勢。國內來看，比亞

迪、蔚來和長城汽車已經成長為目前市值前三大的

汽車上市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新能源汽車逐漸成為優質成長

賽道，疊加我國“雙碳”目標願景，越來越多上市

車企正在發力布局。近期，中國一汽發布的“十四

五”期間技術創新規劃提出，計劃以產品與技術

的“電動化、智能網聯化、駕乘體驗化、安全健

康化、節能降耗化”為關鍵，走出一條新型綠色

低（零）碳發展的新道路。另外，廣汽集團正在

與華為開展深度合作，雙方將聯合開發系列智能汽

車，首款車計劃於2023年底量產。

華創證券分析認為，三季度汽車市場需求增速

開始轉向，疊加市場對芯片緩解有充分預期，板塊

股價可能會經歷調整。至今年四季度，汽車產業景

氣周期預計被芯片、中高端和新能源車拉長，批發

銷量有望超預期，並有望迎來業績上修。中銀證券

分析認為，隨著經濟復蘇，經銷商補庫存趨勢逐步

顯現，預計全年乘用車銷量將實現較快增長。同

時，消費升級帶來的高端換購需求仍舊旺盛。豪華

車繼續保持結構穩定特征，頭部企業產業鏈韌性強

，相關車企及供應鏈有望受益。具體到行業細分領

域，整車方面，乘用車銷量回暖車企將加劇分化；

零部件方面，隨著汽車銷量回暖，業績有望恢復並

與估值形成雙擊；新能源方面，2021年全年銷量有

望實現爆發，後續高增長確定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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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春天来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

子，一场小雨后，你仿佛闻到了属于

春天的味道，那味道有点湿润，有点

土腥……还有点熟悉，有点上头……

要知道人类对嗅觉的记忆其实要

比对视听的记忆更加持久牢固，往往

一种味道就能勾起一段回忆，比如蒜

末葱丝热油和滚烫的豉油交融在一起

，你马上就会想起逢年过节一家人吃

清蒸鲈鱼画面。

又比如六神花露水那混合着酒精的

刺鼻香气，会让你想起奶奶外婆的往事

或者夏日拥挤的集体宿舍，有些甚至不

用真正闻到，光是听到就能想起那副画

面，比如丁香和醋栗的味道。

那么春天的味道为什么那么令人

熟悉呢？不是因为你每年都细细品味

春天的气息，而是石楠花那腥臭的味

道让你想起了一个人寂寞的时光，又

让你想起了曾经翻云覆雨的日子。

看破不说破，懂得都懂……好吧

，其实就是石楠花的味道很像新鲜精

液的味道，大家都是人工授精养殖繁

育的，应该明白的吧：）

其实植物有怪味是一件再正常不过

的事了，比方说大王花，为了吸引苍蝇

等食腐昆虫，它的味道就非常恶臭，被

人形容为“无与伦比的难闻”。

又比如花黄水芭蕉，表面上看清

秀鲜艳，实际上却会散发出类似臭鼬

的厚重气味，更奇葩的是冬眠后的熊

还会把它当泻药吃，排空整个冬天宿

便。

不管怎么奇葩怎么恶臭，这些植

物也都是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活着，

它们也几乎不太会出现在人类的世界

里，毕竟谁惹一身臭呢？

可是问题到石楠这里就有点奇怪

了，不说味道背后的含义有多令人尴

尬，就这股子腥臭味也绝对是一顶一

的难闻，最可怕的是石楠在各大城市

遍地开花（字面意思），难免让人搞

不懂种植它们的动机。

每年一到四月份左右，石楠花就

会成为热门话题，比如在武汉的湖北

工业大学，礼堂有石楠花，科技楼有

石楠花，教学楼附近还有一条“石楠

花大道”，学生们早在疫情之前就已

经适应了每日口罩不离的日子。

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的高校，

可谓苦不堪言，华中师范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财经

大学、东南大学……相继沦陷。

对广大在南方求学的大学生，最

悲哀的不是吃不惯当地的食物适应不

了当地的气候，而是别人学校的校花

去参加选美，自己学校的校花是石楠

花（没有针对上海交大的意思啊）。

上海交大的同学们甚至还丧心病

狂地将石楠花里的精华提取出来，制

作成了“石楠纯露”，让校花时刻陪

伴在每一位幸运的学子身边。

瞎扯了那么多，所以石楠花的味

道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和那种体液

如此相似？

石楠虽然名字有点古怪，但它其

实是蔷薇科大家族中的一员，跟我们

常见的苹果、山楂、樱桃、梨都是扯

得上亲戚的。

它每年4-5月开花，复伞房花序远

看有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如果走近还

没被熏倒的话，石楠花其实也相当好

看，和蔷薇科的其他亲戚们开的花有

挺多相似的地方。

其实气味像精液的花也不是仅石

楠花一家，在模仿上更加专业的是板

栗花，确切地说是板栗的雄花（精液

味不就得是雄的嘛），由于它的气味

太有代表性，甚至被反过来用于形容

精液的味道。

不过呢，板栗花的气味其实和精

液的气味只是在嗅觉层面相似，若是

深究，它们所含有的挥发性物质其实

是完全不相同的。

2018年，张小平（Xiao ping Zhang

音）的“板栗花散发的精液样气味的

中性解吸萃取大气压化学电离质谱分

析”中指出，板栗花中鉴定出二十种

挥发物，大多数含氮，其中对精液样

气味贡献最大的是1-吡咯啉、1-哌啶，

2-吡咯烷酮和苯乙胺。

而精液中的气味来源主要是精胺

，这种物质被认为是由精囊分泌的精

囊液经前列腺氧化后分泌的，也是精

液正常的标志，如果没内味儿，很可

能是因为前列腺发生了病变，比如很

多前列腺炎患者的精液就闻不到这种

气味。

所以板栗花和精液算是殊途同归

，说不上谁模仿谁。至于石楠花，它

的气味从源头上来说是与精液更为相

似的，都是来自胺类物质。

像是蔷薇科山楂属、梨属的花，

味道同样相当上头，这是由于它们含

有三甲胺等物质。不过很遗憾，目前

还没有具体的研究找出石楠花气味的

真正源头，但是可以确定是挥发性的

胺类物质。

事实上在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

亚和美国，他们眼中的“精液树”并

不是石楠花，而是一种观赏梨花Pyrus

calleryana，气味的元凶也是三甲胺以及

二甲胺。

或许你会奇怪，这些植物为什么

要散发出这么奇怪的气味呢？答案也

很简单，当然是为了吸引昆虫为它们

授粉。

这背后的逻辑可能是因为胺类物

质与腐败的关联性，前面提到了精胺

的产生需要氧化的过程，微生物降解

蛋白质中的氨基酸也会产生胺类物质

，比如听起来就很恶臭的尸胺和腐胺

，这些物质的气味也是腐生昆虫寻找

食物的关键。

植物利用某些昆虫对这类气味的

喜好，骗它们来帮自己完成生育大计

是相当聪明的做法。所以很多在种属

关系上比较远的植物不约而同走上

“气味大师”的路子，算是“英雄所

见略同”。

好了，接下来就轮到那个终极问

题了，那么臭，为什么要种？

其实吧，石楠这种植物除了开花

的时候味儿比较大之外，就没有什么

明显的缺点了。它耐寒耐旱，耐贫瘠

，扎根深，萌发力强，还耐修剪，既

可以做灌木状丛植，也可以做乔木状

栽培，简直是为城市绿化而生的。

春季的花朵繁盛观赏性不错，秋

季的果实红艳也算养眼，还可以为留

鸟提供过冬的食物。

更强的是某些品种，比如红叶石楠

吸收对大气中二氧化硫的吸收净化能力

比较强，还有不错的滞尘能力，即靠茂

密的树冠降低风速使灰尘下沉到叶片或

地面，因此把它种在污染严重的工业区

和车流量大的路边都是极好的。

虽然每年总有那么一段时间有点

臭，但整个花期其实也就 7-10 天，忍

一忍就过去了，看在它其他优点的份

上，总归是算个好同志。所以石楠树

才会在南方被广泛种植，被各大高校

所追捧，不能因为一个缺点就否定了

它的全部。

如果这么说你仍然没办法接受石

楠花那令人尴尬的气味，那你不妨用

这种思路想一想：凭什么我们人类繁

殖的时候可以有内味，人家石楠树繁

殖的时候就不能有呢？

明知道石楠花的味道令人尴尬
为什么我们还那么爱种它？

東京奧運會上意大利人東京奧運會上意大利人
雅各布斯成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雅各布斯成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在東京奧林匹克體育場在東京奧林匹克體育場，，
意大利人拉蒙特意大利人拉蒙特··馬塞爾馬塞爾··雅各布斯雅各布斯 (Lamont Mar(Lamont Mar--
cell Jacobs)cell Jacobs) 創造了一項新的歐洲紀錄創造了一項新的歐洲紀錄，，他在東京他在東京
奧運會上贏得了男子奧運會上贏得了男子 100100 米決賽的驚人勝利米決賽的驚人勝利，，奪奪
得了金牌得了金牌。。

雅各布斯週日雅各布斯週日（（美國時間美國時間））晚上以晚上以 99..8080 秒的秒的
時間獲得時間獲得100100米賽冠軍米賽冠軍，，他領先獲得亞軍的美國他領先獲得亞軍的美國
選手弗雷德選手弗雷德··克利克利 （（Fred KerleyFred Kerley ））00..0404 秒秒，，領先領先
獲得季軍的加拿大選手安德烈獲得季軍的加拿大選手安德烈··德格拉斯德格拉斯 （（AnAn--
dre De Grassedre De Grasse ））00..0909 秒秒。。

意大利在奧林匹克體育場度過了輝煌的幾分意大利在奧林匹克體育場度過了輝煌的幾分
鍾鍾，，在詹馬爾科在詹馬爾科··坦貝裏坦貝裏（（Gianmarco TamberiGianmarco Tamberi））
獲得跳高金牌後不久獲得跳高金牌後不久，，雅各布斯取得了短跑的冠雅各布斯取得了短跑的冠
軍軍。。

兩位意大利人擁抱在一起兩位意大利人擁抱在一起，，雅各布斯是第一雅各布斯是第一
個在奧運會上贏得個在奧運會上贏得 100100米短跑金牌的意大利人米短跑金牌的意大利人，，
也是自也是自 19921992 年英國的林福德年英國的林福德··克裏斯蒂克裏斯蒂 (Linford(Linford
Christie)Christie) 以來第一個贏得該短跑金牌的歐洲人以來第一個贏得該短跑金牌的歐洲人。。

2626 歲的雅各布斯說歲的雅各布斯說：“：“參加奧運會是我兒時參加奧運會是我兒時
的夢想的夢想，，很明顯很明顯，，夢想可以變成不同的東西夢想可以變成不同的東西，，但但
參加決賽並贏得冠軍使我的夢想成真參加決賽並贏得冠軍使我的夢想成真。”。”

““我要感謝一直支持我的家人我要感謝一直支持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們
，，還有我從小就是我頭號粉絲的媽媽還有我從小就是我頭號粉絲的媽媽，，以及一直以及一直
跟隨我的團隊和支持我的人跟隨我的團隊和支持我的人。”。”

在東京一個炎熱潮濕的夜晚在東京一個炎熱潮濕的夜晚，，氣溫徘徊在氣溫徘徊在 3030
攝氏度攝氏度（（8686 華氏度華氏度））左右左右，，當英國選手紮內爾當英國選手紮內爾··
休斯休斯（（Zharnel HughesZharnel Hughes）） 因搶跑而被取消資格時因搶跑而被取消資格時
，，比賽在緊張的情況下進行比賽在緊張的情況下進行。。

事實證明事實證明，，這對雅各布斯來說是一種運氣這對雅各布斯來說是一種運氣，，
他在第一次開始時的反應時間最慢他在第一次開始時的反應時間最慢，，起步慢了超起步慢了超
過半秒過半秒。。

雅各布斯雅各布斯、、克利和德格拉斯都在決賽中創造克利和德格拉斯都在決賽中創造
了個人最好成績了個人最好成績，，德格拉斯於五年前在裏約奧運德格拉斯於五年前在裏約奧運
會上贏得的銅牌會上贏得的銅牌，，現在又增加了一枚銅牌現在又增加了一枚銅牌。。

在叁屆冠軍尤塞恩在叁屆冠軍尤塞恩··博爾特博爾特（（Usain BoltUsain Bolt））從從
田徑隊退役後的第一場男子田徑隊退役後的第一場男子 100100 米決賽中米決賽中，，雅各雅各
布斯的獲勝時間比博爾特在裏約的時間慢了布斯的獲勝時間比博爾特在裏約的時間慢了00..0101
秒秒，，他不太可能成為牙買加人的繼任者他不太可能成為牙買加人的繼任者。。他過去他過去
一直在參加跳遠比賽一直在參加跳遠比賽，，直到最近的直到最近的 20172017 年才將年才將
注意力轉向短跑注意力轉向短跑。。

克利後來說到雅各布斯克利後來說到雅各布斯：“：“我真的對他一無我真的對他一無
所知所知。。我在我在77月第一次在摩納哥鑽石聯賽與他一月第一次在摩納哥鑽石聯賽與他一
起參加比賽起參加比賽，，他在這裏做得非常出色他在這裏做得非常出色。”。”

克利在克利在 66 月的美國奧運會選拔賽中獲得第叁月的美國奧運會選拔賽中獲得第叁
名名，，僅次於特雷馮僅次於特雷馮··布羅梅爾布羅梅爾（（Trayvon BromellTrayvon Bromell
））和羅尼和羅尼··貝克貝克（（Ronnie BakerRonnie Baker））———他之前被認—他之前被認
為是奧運會贏得為是奧運會贏得100100米決賽冠軍的熱門人選米決賽冠軍的熱門人選。。然然
而而，，布羅梅爾未能晉級東京決賽布羅梅爾未能晉級東京決賽，，貝克以第五名貝克以第五名
的成績落後於南非選手阿卡尼的成績落後於南非選手阿卡尼··辛賓被淘汰辛賓被淘汰。。

克利說克利說：“：“我完美地完成了比賽並獲得了一我完美地完成了比賽並獲得了一
枚銀牌枚銀牌，，我盡力了我盡力了，，我不能抱怨我不能抱怨。”“。”“這場比賽這場比賽
是一場美麗的比賽是一場美麗的比賽。。我獲得了個人最好成績和一我獲得了個人最好成績和一
枚銀牌枚銀牌。。我很幸運能夠處於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我很幸運能夠處於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
的階段的階段。”。”

在東京一個充滿事件的夜晚在東京一個充滿事件的夜晚，，坦貝裏與卡塔坦貝裏與卡塔
爾的穆塔茲爾的穆塔茲··埃薩埃薩··巴希姆巴希姆（（Mutaz Essa BarshimMutaz Essa Barshim
））分享了男子跳高金牌分享了男子跳高金牌。。兩人在決賽中跳出兩人在決賽中跳出 22..3737
米高後的記錄相同米高後的記錄相同，，但都未能完成但都未能完成 22..3939 米米。。

此前不久此前不久，，委內瑞拉選手尤利馬爾委內瑞拉選手尤利馬爾··羅哈斯羅哈斯
（（Yulimar RojasYulimar Rojas ））打破女子叁級跳遠世界紀錄打破女子叁級跳遠世界紀錄
1717厘米厘米，，以以1515..6767米的距離鎖定金牌米的距離鎖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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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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宗香港國安法案件被告唐英

傑日前被裁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及

恐怖活動兩罪罪成，判囚9年。美國

國務院宣稱，審訊出現“不公正結

果”，中方將香港國安法作為“政治武器”。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發言

人亦聲稱香港國安法“遏制香港政治多元性”“人權”和“政治自由”

云云。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7月31日批評美國和歐盟官員公然踐踏香港

的司法優勢的言論，與他們一貫出於政治動機干預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區內部事務的行徑同出一轍。特區政府促請美國和歐盟當局尊重法

治，不要試圖影響香港法庭行使其獨立司法權，否則將損害與香港特區

在多個彼此有共同關注和利益的範疇上的雙邊或多邊關係。

港府批歐美圖損特區司法獨立
指西方政客抹黑國安案判刑 將損彼此雙邊或多邊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網站訊，針對歐盟對外行動
署有政客近日就香港特區高等法院依
法判決首宗香港涉國安法案件說三道
四，惡意抹黑香港國安法和香港法
治，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7月
31日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外交公署發言人指出，香港是法
治社會，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有關
案件違法事實確鑿，香港特區司法機
關依法處置違法分子理所當然，不容
任何外部勢力置喙。

發言人強調，依法有效防範、制
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少數違法
犯罪行為，是為了更好地保障絕大多
數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更好維護法
治秩序。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多來，
市民合法權利與自由受到充分保護，
法治及司法獨立完整無損，百姓重享
安寧生活，社會正義得到伸張，事實
證明香港國安法是保香港安全、安
定、安寧，助“一國兩制”實踐行穩
致遠的良法善法。

標榜尊重法治卻干預司法
發言人批評，個別外國勢力把香

港國安法與“人權、自由”對立起
來，迫不及待跳出來替違法犯罪分子
“打抱不平”。這些人標榜尊重法治
與司法獨立，幹的卻是干預司法公正
的惡劣勾當；這些人聲稱維護人權自
由，卻無視危害他人生命安全與公眾
安全的犯罪行徑；這些人口口聲聲維
護國際規則，卻肆意踐踏國際法與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對他國內政指手畫
腳。這些卑劣做法再次暴露了他們的
虛偽“雙標”與蠻橫無理。

“我們敦促有關方面立即停止干
擾香港特區司法機關依法辦案，立即
停止損害香港法治與司法獨立，立即
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發
言人表示。

美國國務院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發言人近
日分別回應首宗香港國安法案件的判刑。

美國國務院宣稱，是次審訊出現“不公正”結
果，更抹黑中方把香港國安法作為“政治武
器”，以“壓制異見及人民權利自由”。歐盟外
交與安全政策發言人則聲言，香港國安法“遏制
香港政治多元性、人權和政治自由”，並呼籲停
止逮捕所謂的“民主派”，及停止針對“捍衛自
由民主的人士”。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7月31日發表聲明，表
示對有關的不負責任的言論表示極度遺憾和失
望。

發言人強調，香港對其法治引以為傲。普通
法的健全法律制度和包括終審權在內的獨立司法
權，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亦得到國際認同。
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法院的法官只會根據其本人
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並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
地區聘用法官；法官可獨立地行使司法權，不受
任何干預。

批歐美公然踐踏港司法優勢
發言人批評美國和歐盟官員公然踐踏香港的

司法優勢的言論，與他們一貫出於政治動機干預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內部事務的行徑同出一
轍，對此表示極度遺憾，並堅決反對。

重申量刑考慮已清楚列明
發言人強調，在有關案件中，被告人是經過

由3位高等法院法官負責審理、過程公平和公開
的審訊後才被定罪，案情和法庭就量刑所作的考
慮均清楚列明在書面判詞中，而在香港公開和透
明的司法制度下，所有人都能看到判詞內容；遺
憾的是，有關外國官員對這一切均置之不理。

發言人指出，每個國家都有權維護國家安全
和對任何違法行為果斷執法。自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美國及歐盟官員在毫無證據及基礎下，一而
再地指控這部重要的法律在香港被“濫用”，對
此感到震驚。他們對香港事務的無理立場，清楚
地顯示出他們的傲慢和雙重標準。

發言人重申，香港國安法清楚列出所規定的
4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和刑罰，奉公守法的人
士不會誤墮法網。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市民
在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
用於香港的條文下的權利和自由繼續受到保障。
此外，傳媒以及市民繼續行使監督的權利及批評
政府施政的自由。美國和歐盟聲稱香港人的權利

和自由被削弱的指控毫無事實根據。
特區政府促請美國和歐盟當局尊重法治，不

要試圖影響香港法庭行使其獨立司法權；它們輕
蔑的行為將損害與香港特區在多個彼此有共同關
注和利益的範疇上的雙邊或多邊關係。

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31日出席一公開活
動後批評，有關外國官員和政客無理攻擊香港國
安法，屬政治操作，是政治凌駕公義、無中生有
的批評，必須予以反對和駁斥。

李家超：判決彰顯法治精神
他強調，是次案件屬公開審訊，被告有資深

大律師代表，法官是根據事實及證據作出裁決，
並在判詞中清楚解釋判決理由，展現出法治精神
及實踐。

李家超指出，法庭充分指出有關罪案嚴重，
必須判處具阻嚇性刑期，亦要令社會大眾有一般
阻嚇性。任何人嘗試挑戰香港國安法，以至國家
安全的底線，都等同於引火自焚，會付出沉重代
價，終身後悔，呼籲市民不要以身試法。

對有狂徒在案件判決後致電恐嚇法官，李家
超表示，有違法紀的事情必須追究到底，已要求
警隊全面調查，必須將不法之徒繩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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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法律
界及政界人士7月31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批評，美國及歐盟政治凌駕公義，企圖干預
香港的獨立司法權。這是典型的美式、歐式雙
重標準，是外國勢力意圖利用香港干擾中國的
手段，又揶揄香港的反中亂港分子實際上已經
被美國等“用完即棄”，發聲只是為了榨取他
們僅餘的利用價值。

何俊賢批美謀借港壓制中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評，美國政府

意圖利用香港在輿論上壓制中國，其根本原因
在於害怕中國在經濟及各方面實力對其造成“威
脅”，而歐盟與美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歐盟
為了自身利益，表態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香

港市民對此根本毋須理會任何這方面的言論。

陸頌雄：榨取亂港分子剩餘價值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美國及

歐盟的批評毫無理據，是典型的美式、歐式
雙重標準。他舉美國處理國會暴動及美國種
族主義示威活動為例，指美國政府亦利用他
們本國的國家安全法例，判刑動輒10年以
上，超過14,000人被捕，卻沒有認為這是壓
制“異見”及“人民權利自由”。他強調，
每個國家都有國家安全法，美國政府及歐盟
只是想以唐英傑判刑事件作為藉口，企圖利
用香港干擾中國，又揶揄香港的反中亂港分
子實際上已經被美國“用完即棄”，西方發
聲只是為了榨取他們僅餘的利用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首宗香港
國安法案件被告唐英傑日前被法庭判囚9年，
台灣“陸委會”7月30日聲稱，這是“變相
對香港進行‘政治鎮壓’，企圖擴散寒蟬效
應，‘清除異議’”云云。

有政界人士31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出，台灣當局也設有維護當地安全的法
律，台“陸委會”此言強詞奪理，並質疑抹
黑國安法者，不排除就是亂港事件的始作俑
者之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指出，台灣當
局也有維護當地安全的法律，如今竟藉唐英
傑案大肆抹黑中央政府，明顯是雙重標準。

他強調，香港所有愛國愛港的市民都支持香
港國安法實施，一定會看穿台“陸委會”強
詞奪理的把戲。

陳勇籲警惕兩“獨”勾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唐英傑騎

電單車衝向警員，有可能造成嚴重傷亡，若
日後有其他人仿效，後果不堪設想，故判刑
絕非“政治打壓”，又相信只有黑暴勢力的
始作俑者才會不斷抹黑香港國安法，而台灣
當局近日收留了不少香港黑暴分子，顯示
“港獨”分子與“台獨”勢力勾連，香港特
區政府必須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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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揶揄亂港者已被西方“用完即棄”

台當局妄議裁決被質疑為“幕後黑手”

●美國和歐盟日前借首宗香港國安法案件判刑抹黑國安法，香
港特區政府發言人7月31日批評美國和歐盟官員公然踐踏香港
的司法優勢的言論。圖為被告唐英傑。 資料圖片

教局懲教協 全面剷毒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國安法的

實施令亂港勢力偃旗息鼓，長期從事反中亂港活動
的“教協”日前宣布，退出“民陣”“支聯會”等
涉嫌違法的亂港“大台”，企圖逃避追責。香港特
區政府教育局7月31日宣布，全面終止與教協的工
作關係，包括不會與教協或其代表舉行任何正式或
非正式會議；暫不處理教協轉介的個案或提出的關
注；全面檢視轄下的諮詢組織及相關的教育團體；
不再承認教協為教師舉辦的培訓課程。

香港文匯報7月31日報道，教協和“民陣”
“支聯會”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新華社及《人民
日報》當日分別發表評論文章，批評教協是必須鏟
除的毒瘤。教協31日在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聲稱
該會是“促進教育專業發展和維護教師權益的組
織”，“沒有煽動學生示威”，又稱該會自創會以
來，關心國家民族的發展，反對‘港獨’。”

行徑與教育專業不符
教育局發言人批評，教協自稱是一個教育專業

團體，局方在過去數十年，讓教協與其他教育專業
團體一起參與討論、協調和進行與教育相關的工
作，惟該會近年的言論和行徑往往與教育專業不
符，本質上與政治團體無異。

發言人指出，該會過去不但積極參與“民陣”
及“支聯會”，亦曾推動教師罷課，將政治滲入校
園。在社會動亂事件中，部分學生、甚至教師受影
響參與暴力及違法活動，教協並沒有發揮教育專業
的作用，加以教導及勸止，反而推波助瀾，實在有
違教育宗旨，犧牲學生福祉。發言人表示，教育局
不能再視該會為教育專業團體，並決定：
●不會與教協或其代表舉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會
議，也不會再就教育議題諮詢其意見；

●暫時不會處理教協轉介的個案或提出的關注，有
關人士可直接聯絡教育局、相關學校或團體等；
●教育局會全面檢視轄下的諮詢組織及相關的教育
團體，如有教協成員以該會代表身份出任委員或
其他崗位，局方會考慮終止其任期、不承認其委
員或成員資格、拒絕其參與有關會議或為此進入
教育局的辦公大樓；
●原則上，教育局不再承認教協為教師舉辦的培訓
課程，因此學校不應將教師在31日之後參加教協
的課程，計算在每3年150小時的專業發展活動
之內；如有特殊情況，學校認為可予承認，可與
所屬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商討。

李家超：必依法處理違規組織
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31日表示，他不會對個別

組織作出評論，但強調如有專業組織作出超出專業
或違規之事，有關部門會按法律法規處理。
李家超表示，任何組織的活動都受到法例規限，

無論是《社團條例》、《公司註冊條例》或工會登
記。他強調，專業組織應該為專業會員服務，如果
有專業組織作出超出專業或違規之事，有關部門會
按法律法規處理。

●●教協煽動暴亂教協煽動暴亂，，推學生陷入違推學生陷入違
法犯罪險境法犯罪險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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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漫視效大片《白蛇2：青蛇劫起》正在全國熱映

中，自上映起影片不僅票房突破3億大關，更取得淘票

票9.4、貓眼9.2、豆瓣7.3的好成績。在影片日前發布

的片尾《新神榜：楊戩》彩蛋中，木質古風飛船“破雲

而出”，展現出一個前所未見的“仙島蓬萊”。作為追

光動畫“新神榜” 系列的第二部作品，影片已官宣

2022年暑期全國上映。

新神榜第二部“楊戩”2022暑期上映
展現前所未見的仙界蓬萊場景

《白蛇2：青蛇劫起》片尾彩蛋曝光《新神榜：楊

戩》預告並官宣影片將於2022年暑期全國上映。彩蛋

中一艘木質古風飛船“破雲而出”氣勢如虹，楊戩站在

空艇尾部慵懶地伸完懶腰後一躍而下，隨後一個前所未

見的“仙島蓬萊”映入眼簾，加上彩蛋中“別具一格”

的配樂，整體觀感驚艷無比。

《新神榜：楊戩》與春節檔上映的《新神榜：哪咤

重生》都隸屬於追光動畫“新神榜” 系列， 《新神榜

：哪咤重生》曾憑借爽燃的動作場面和“東方朋克”視

覺風格的場景在春節檔獲得了不俗的成績。第二部《新

神榜：楊戩》又打開一個全新古風仙俠世界，凸顯追光

動畫不斷推陳出新、演繹經典神話的創作理念。

全國路演天津站歡樂上演
青白姐妹“雙向奔赴”感動全場

《白蛇2：青蛇劫起》“執此念，續前緣”全國路

演今天來到天津，影片導演黃家康、製片人崔迪、“寶

青坊主”配音鄭小璞在映後與到場觀眾熱情互動，主創

們不僅深入淺出地解讀片中角色表情刻畫上的技術升級

，還用“天津話”表演片中小青的臺詞，現場氣氛歡樂

無比。

自影片上映起，驚艷的視覺效果和動人的情感在各

平臺“喜提”好評無數，片中小青小白相守千年“雙向

奔赴”的姐妹情感動了無數觀眾，有觀眾表示看到片尾

時“直接破防了，姐妹倆一直在找對方的故事太好哭了

”。還有觀眾稱修羅城的新穎設定與超強的視覺體驗讓

她收獲到“暑期最值回票價的觀影體驗。”影片正在全

國好評熱映中。

國漫電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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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文化

（廈門）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影片正在熱映中，同步登

陸IMAX中國內地超710家影院。

《白蛇2：青蛇劫起》彩蛋
《新神榜：楊戩》2022暑期將映

近日，在《中國醫生》《白蛇2：青

蛇劫起》掀起的暑期檔觀影熱潮後，於7

月30日，觀眾們又迎來了《怒火· 重案》

《盛夏未來》兩部新作品的熱映，再一次

滿足了觀眾觀影需求。其中，最受歡迎的

應該還是由陳正道執導，張子楓、吳磊領

銜主演的青春電影——《盛夏未來》。該

片主要講述了高考失利的少女陳辰（張子

楓飾）與擁有自由靈魂的少年鄭宇星（吳

磊飾）相遇後、面對成長中的種種難題勇

敢面對的青春校園故事。

在今年暑期定檔影片數量極其少數

的情況下，該片的熱映可以說吸引了不

少觀眾眼球，再加上張子楓、吳磊兩人

的實力加盟下，更是使得影片看點十足

。事實證明觀眾們對該片寄予的厚望是

對的，影片上映後除了票房穩步上漲，

更是獲得了觀眾們好評如潮，甚至還有

網友給出了五星好評，並評論道“近年

來最優秀華語青春片”。

電影裏沒有太多狗血劇情，而是通

過兩個學生在學校的日常的互動來進行

演繹，在一種曖昧又歡愉的氣氛下戛然

而止，給觀眾更多的遐想空間。同時，

臺詞和演員的演技也在此刻得以展現，

越是簡單的東西出來的效果越是能滿足

觀眾的胃口。還有電影中大量的校園情

節做到了真實還原，有笑有淚，學生時

代的記憶在熒幕上紛紛呈現，真實的青

春感讓往事歷歷在目。尤其是當看到鄭

宇星和Siri互動的時候，又好哭又好笑！

除了故事獲得共鳴和認可，該片的

選角也為影片增色不少。張子楓 和吳

磊 兩位演員的選擇非常貼合，他們兩

個人的精湛演技，摩擦出很是特別的火

花，並合力呈現出特別真實的青春感，

讓觀影的我們雖然面對校園情節，但是

卻很有代入感，仿佛置身故事裏，令人

有強烈的共鳴，內心也被深深打動，兩

人之間時不時搞個喜劇效果，總能讓人

發出會心的“幸福”微笑。

不過，最令人意外的是，郝蕾飾演

片中張子楓的母親，憑借紮實的演技讓

這個母親形象深入人心。角色不臉譜化

，電影中也沒有刻意去塑造一個偉大的

母親形象，而是用最平實的手法讓一個

活生生的母親形象躍於銀幕之上，母親

可以善良偉大，但母親不是神，她也會

遇到自己的人生難題， 足夠獲得觀眾

認可和共鳴。

總之，觀影過後，個人覺得，這才

是青春片該有的樣子，甚至是近幾年最

好的青春電影。不故作姿態，不無病呻

吟，也不尷尬煽情強裝生離死別，而是

真正去揣摩和呈現少年的心思與情感，

去分析和疏解他們的煩惱與困惑。張子

楓和吳磊，兩個主演的狀態都很對，朝

氣蓬勃卻又懵懂羞澀，情竇初開但又不

知將心事道與誰聽，用一個秘密交換另

一個秘密，用違心的謊言去試圖守衛自

己愛的人。

《盛夏未來》熱映，好評如潮
網友：近年來最優秀的華語青春片

根據“童話大王”鄭淵潔童話

作品《罐頭小人》改編的真人院線

電影《皮皮魯與魯西西之罐頭小人

》將於8月13日全國上映，這也是

鄭淵潔童話作品首登大銀幕。影片

由鄭亞旗擔任出品人，於飛執導並

編劇，田雨特別出演，洪悅熙、莊

則熙、劉一瑩等主演。今日，影片

發布“什麽是好孩子”版終極預告

片，魯西西（洪悅熙 飾）在罐頭裏

發現了五位極具特色的小人，在與

罐頭小人的相處過程中，皮皮魯

（莊則熙 飾）、魯西西與同學們的

學校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

經典童話IP首登大銀幕
再現童年記憶期待值拉滿
今日發布的預告片中，五位

“罐頭小人”的出現打破了皮皮魯

、魯西西兄妹兩人平靜的校園生活

，好學生魯西西面臨退學危機卻依

然我行我素，調皮的皮皮魯“逆襲

”成好學生，“差生聯盟”合夥作

弊，罐頭小人幫助同學們提高學習

成績……“不完美”小孩用自己的

勇敢、智慧交出了獨特的童年答卷

。而好學生與差生之間產生的一系

列化學反應也讓老師、家長對孩子

們的成長有了新的認識。

皮皮魯與魯西西在罐頭小人的

幫助下，收獲了珍貴的友情、明白

了親情的可貴，而皮皮魯與魯西西

的故事也影響著現實中的讀者，奇

幻的冒險經歷、獨特的故事視角，

陪伴著幾代人的成長，此次大銀幕

演繹真人童話故事，期待值拉滿。

還給童年一張電影票
沈浸式感受中國童話
此前舉辦的觀影活動中，有觀

眾表示終於在大銀幕上見到了自己

的童年夥伴——皮皮魯、魯西西，

也有網友表示要還給童年的自己一

張電影票。鄭淵潔童話作品中所呈

現的“中國童話”也成為了幾代人

共同的記憶。此次中國童話真人版

電影登上銀幕，不僅是送給當下小

朋友的禮物，也是幫大朋友們找尋

美好的童年回憶。

鄭淵潔的眾多作品不僅為小朋

友們打造了一個充滿想象力的童話

世界，還通過奇幻的故事、幽默的

個人風格傳遞不同以往的教育理念

。在《舒克貝塔傳》《皮皮魯傳》

《魯西西傳》等經典童話中，通過

會講話的老鼠、調皮的皮皮魯、罐

頭小人等個性化角色，將獨特的教

育理念融入童話故事中。他倡導家

長要解放孩子的天性，成長不應該

被成績定義，不完美的小孩身上也

有閃光點，不僅讓兒童讀者深有共

鳴，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眾多家

長的教育理念。電影《皮皮魯與魯

西西之罐頭小人》中，一系列冒險

故事讓家長與老師也深受啟發，正

如魯西西所講，“學習成績很重要

，但還有很多更重要的品質值得我

們珍惜”。

《皮皮魯與魯西西之罐頭小人》

探討好孩子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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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靜文潘靜文陳煦凝陳煦凝 主持兒童節目主持兒童節目

林盛斌培育兒子學劍擊林盛斌培育兒子學劍擊

張雨張雨綺綺公開姐弟戀公開姐弟戀

魏如萱承認曾吵架魏如萱承認曾吵架
與老公互相取消關注與老公互相取消關注

●●林道申長相林道申長相
精靈可愛精靈可愛。。

●● BobBob對培訓子女對培訓子女
不遺餘力不遺餘力。。

●●林道申拿起劍來似模似樣林道申拿起劍來似模似樣。。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劍擊運動員張家朗早前在
花劍個人賽中贏得金牌，激發更多人去學習劍
擊，原來林盛斌（Bob）已早着先鞭，幾個月前已
替兒子林道申（Jaye）報讀了劍擊班。Bob 7月31
日更在社交平台上載Jaye跟導師學習劍擊的片
段，可見Jaye雖然年紀尚幼，拿起劍亦似模似
樣。難怪Bob留言：“20年後，就到兒子奧運金
牌！”大家都期待這句豪言成真。

另外，港隊“劍神”張家朗在8月1日早與隊
友蔡俊彥、張小倫和吳諾弘出賽男子花劍團體賽
首圈。

而吳諾弘曾是TVB童星，當年他與郭可盈
一起拍過《酒店風雲》，7月31日郭可盈在社
交網留言為對方打氣：“還記得當年拍攝酒
店風雲、生日會、公開活動……等的點點滴
滴，你還是一個很可愛乖巧的小男孩，現在已
長大了，更為香港隊男子花劍團體出賽東京奧
運，好厲害呀！我們一定會準時09:45欣賞賽事！
Do your best，好好享受比賽，加油！請大家支持
吳諾弘！支持香港男子花劍隊！”，郭可盈亦上
載昔日合照，見吳諾弘還是小朋友，一臉稚氣。

至於區永權一家同樣深受東奧熱影響，眼見
今屆香港羽毛球混雙組合“鄧謝配”鄧俊文和謝
影雪力戰入到四強，雖然不敵日本組合，但已創
港隊歷史，港隊運動員得到佳績，區永權同樣感
到自豪，並帶妻兒一起打羽毛球，他上載兩個兒
子的打球片段，見他們打得有板有眼，區永權留
言：“若干年後，不知兩兄弟會不會有機會接到
‘鄧謝配’的棒呢？”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歌
手魏如萱日前因擔任國
際數位平台 Spotify
《EQUAL》封面人
物，個人主視覺繼張惠
妹之後，登上紐約時代廣場
20層樓高的巨幕。她得知消息開
心直呼：“真的是巨幕，心情非
常榮幸，超級開心！”魏如萱7
月30日舉辦新專輯《HAVE A NICE DAY》線上
記者會。受訪時她坦言早前確實和老公隆宸翰有一
些小摩擦，並親自曝光了吵架內幕。

魏如萱透露確實在疫情期間和老公有一些小
摩擦：“那個時候在家避疫，難免有一些爭
執”，而有次她發現老公竟把自己的IG關注取
消，“我就想說好啊，那我也取消你”，當被問
到會把老公的IG加回來嗎？她回應說：“我不
想加回去，我覺得還好啦，不用太關心這件
事”，她也透露其實隆宸翰IG的照片大部分都
是她拍的，且老公還會叮嚀她要拍好看一點。

關禮傑女兒關楓馨與陳聖瑜參選以來狀
態不俗，陳聖瑜表示仍可以做得更

好，只是外景拍攝頻密，皮膚曬黑了不少，
會多服維他命C補救。能夠入圍20強，陳
聖瑜滿意自己表現，慶幸自己在水上活動的
環節有不俗表現。關楓馨抱着每次都做好自
己的心態來參選，爸爸也有鼓勵她，沒有給
予額外壓力，問她有沒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關楓馨說：“進步空間一定有，例如自己上
台仍然緊張，跳舞也要練習多一些。”

梁允瑜未戒“粗口”
參選後被揭有講“粗口”習慣的梁允

瑜，坦承擔心過因負面新聞影響晉級機會，
她說：“以前做過錯事，最重要是知錯能
改。”笑問她是否已戒掉講“粗口”，梁允
瑜笑道：“很難戒的，但會在適當時候講適
當說話，私下與其他女孩當然有講粗話，當

作是辛苦完成一天工作後的
發洩。”上圍豐滿的陳懿德
羨慕其他佳麗有腹肌，不認
同自己有好身材是優勢，相信
評判會從各方面來評選晉級佳
麗。她說：“自6月參選以來
減掉16磅，現在很滿意自己的
身形，會繼續努力，保持良好心
態。”陳懿德自誇有堅毅一面，
因在酒店staycation期間能抵抗美
食，堅持自備飯煲來烚雞胸和吃
番薯來節食。

香港小姐項目統籌顧問鍾子綸對於佳
麗淘汰結果被流出，是否因內部保密工夫不
足所致，她表示沒有詳細了解情況，強調
31日才是官方公布正式20位入圍準決賽佳
麗，之前10天的 staycation已完成淘汰環
節。

港姐20位佳麗入圍準決賽

●施茉莉
獲送上生日
蛋糕。

●梁允瑜
坦言很難戒講
“粗口”。

● 關 楓 馨
（左）與陳聖瑜
參選以來狀態不
俗。

●● 2020位入圍香港小姐準決賽的佳位入圍香港小姐準決賽的佳
麗到屯門豪宅拍攝外景麗到屯門豪宅拍攝外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20位入圍香港小姐準決賽

的佳麗 7月 31日晚到屯門豪宅拍攝外景

片段，眾佳麗以沙灘裝示人，剛巧施茉莉

18歲生日，大會特意安排送上生日蛋糕慶

祝，眾佳麗也紛紛上前獻吻，令她喜出望外。

而經過之前10天酒店 staycation後，前後已有

8位佳麗被淘汰，只剩下 20位佳麗入圍準

決賽。大熱門佳麗關楓馨自言仍有不

少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台上較為

緊張及跳舞等。

●● 魏 如 萱魏 如 萱
（（左左））與演員老與演員老
公隆宸翰公隆宸翰 20182018
年宣布結婚年宣布結婚。。

●● 魏如萱紐約時代廣魏如萱紐約時代廣
場高樓巨幕廣告場高樓巨幕廣告。。

●●吳諾弘吳諾弘((左二左二))88月月11日代表香港出戰奧運日代表香港出戰奧運。。

●● 區永權一家四口打羽毛區永權一家四口打羽毛
球球。。

●● 郭可盈貼出當年與吳諾郭可盈貼出當年與吳諾
弘的合照弘的合照。。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8月2日（星期一）6

●陳懿德
自言飲食方面
非常自律。

關楓馨關楓馨
台上跳舞待改善台上跳舞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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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近日港人時時刻刻都在關註東即使近日港人時時刻刻都在關註東
奧運會上香港選手的比賽奧運會上香港選手的比賽，，不過在香港不過在香港
國際機場上國際機場上，，每天仍有大批港人離港每天仍有大批港人離港，，
人數達到千人之多人數達到千人之多，，現場分離場景蒼涼現場分離場景蒼涼
悲哀悲哀。。

那都是中國大陸一年前在香港實施那都是中國大陸一年前在香港實施
國安法國安法，，並改革香港的選舉製度並改革香港的選舉製度，，打壓打壓
民主抗議者民主抗議者，，加劇侵蝕香港人的權力和加劇侵蝕香港人的權力和
自由所產生的惡果自由所產生的惡果。。現今大量港人正在現今大量港人正在
用腳投票用腳投票，，加速移民加速移民。。目前香港居民的目前香港居民的
凈流出量每天超出一千多人凈流出量每天超出一千多人。。而在香港而在香港
機場每天都會出現一幕幕令人心痛的離機場每天都會出現一幕幕令人心痛的離
別景象別景象。。

放眼望去放眼望去，，大量人群在機場排隊等大量人群在機場排隊等
待安檢待安檢，，以展開他們的單程旅行以展開他們的單程旅行。。年邁年邁
的父母的父母，，拄著拐杖來送別他們的成年子拄著拐杖來送別他們的成年子
女和孫子孫女女和孫子孫女。。他們也可能在未來數年他們也可能在未來數年
內內，，無法再相見無法再相見。。他們擁抱著他們擁抱著、、哭泣著哭泣著
，，分離前合影留念分離前合影留念。。

據據《《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報導報導，，3232歲的歲的
CheungCheung近日在機場搭乘英國航空公司近日在機場搭乘英國航空公司

飛往倫敦的航班飛往倫敦的航班，，離別時父親流出了傷離別時父親流出了傷
心的淚水心的淚水。。

““很遺憾很遺憾，，我們在這種環境下離開我們在這種環境下離開
。”。”CheungCheung說說，，因為擔心受到政治報因為擔心受到政治報
復復，，他只透露了自己的姓氏他只透露了自己的姓氏。。

對於中國迅速侵蝕他們的自由感到對於中國迅速侵蝕他們的自由感到
憤怒和震驚憤怒和震驚，，香港人正在用腳投票香港人正在用腳投票，，加加
速移民速移民。。根據香港活動人士大衛‧韋伯根據香港活動人士大衛‧韋伯
（（David WebbDavid Webb））收集的政府數據收集的政府數據，，77月月
香港居民外流的速度加快香港居民外流的速度加快，，居民的凈流居民的凈流
出量每天經常超過出量每天經常超過11,,000000人人，，即使在即使在 新新
冠病毒大流行持續幹擾旅行的情況下冠病毒大流行持續幹擾旅行的情況下。。

許多移民正在接受英國提供的避風許多移民正在接受英國提供的避風
港港。。

今年今年11月月3131日日，，英國國民英國國民（（海外海外））
簽證簽證，，即即BNOBNO簽證開始受理申請簽證開始受理申請。。據據
英國內政部官網英國內政部官網66月月1818日更新的日更新的20212021
年第一季度信息年第一季度信息，，共收到共收到33..4343萬份申請萬份申請
，，其中其中22..0606萬份境外申請萬份境外申請，，11..3737萬份境萬份境
內申請內申請。。

據香港官方公布的人口統計數據顯據香港官方公布的人口統計數據顯

示示，，20202020年凈遷出香港的人口為年凈遷出香港的人口為66..66萬萬
，，中青年是移民主流中青年是移民主流。。香港首家愛爾蘭香港首家愛爾蘭
投資移民公司投資移民公司Bartra Wealth AdvisorBartra Wealth Advisor在在
香港就移民海外做了網上問卷調查香港就移民海外做了網上問卷調查，，共共
有有11,,200200人參與人參與，，主要是高收入人群主要是高收入人群，，
如公司白領如公司白領、、商人和專業人士商人和專業人士。。調查結調查結
果顯示果顯示，，正在移民和會考慮移民的比例正在移民和會考慮移民的比例
高達高達8484%%。。

英國政府預計英國政府預計，，55年內會有約三十年內會有約三十
萬香港人移民英國萬香港人移民英國，，這將是進入英國的這將是進入英國的
最大移民潮之一最大移民潮之一。。

與其他數千人一樣與其他數千人一樣，，當香港當局在當香港當局在
20192019年的反送中抗議中鎮壓民主抗議年的反送中抗議中鎮壓民主抗議
人士時人士時，，CheungCheung就開始計劃離開就開始計劃離開。。北北
京隨後出臺國家安全法限製了言論自由京隨後出臺國家安全法限製了言論自由
，，並導致大量民主活動人士入獄並導致大量民主活動人士入獄，，這也這也
再次堅定了他離開的決心再次堅定了他離開的決心。。

““原本原本，，我們還有一些希望我們還有一些希望，，200200
萬人上街抗議可以成為讓香港變得更好萬人上街抗議可以成為讓香港變得更好
的一個起點的一個起點。”。”CheungCheung說說，，但政府的但政府的
反應表明它是反應表明它是““反對反對””人民的人民的。。這個城這個城

市市““不再適合生活不再適合生活，，在每一個方面在每一個方面，，無無
論是政治論是政治、、經濟還是社會政策經濟還是社會政策”。”。

離開香港的人包括許多中產階級家離開香港的人包括許多中產階級家
庭庭。“。“他們擁有更多資源他們擁有更多資源，，因此希望能因此希望能
夠選擇孩子的教育夠選擇孩子的教育。”。”YipYip告訴告訴《《華盛華盛
頓郵報頓郵報》。》。

盡管有些人選擇移民臺灣盡管有些人選擇移民臺灣、、加拿大加拿大
、、澳大利亞或美國澳大利亞或美國，，但有很大一部分人但有很大一部分人
選擇前往英國選擇前往英國。。作為對中共安全法的回作為對中共安全法的回
應應，，英國去年放寬了對香港人的移民障英國去年放寬了對香港人的移民障
礙礙。。

接受接受《《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采訪的香港家采訪的香港家
庭認為教育是推動他們移民的一個因素庭認為教育是推動他們移民的一個因素
，，一些家庭指出港府在學校推動中共的一些家庭指出港府在學校推動中共的
所謂所謂““愛國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教育””運動運動。。學生們現學生們現
在必須從小就學習國家安全知識在必須從小就學習國家安全知識。。一些一些
出版商為了能通過教育許可官員的審查出版商為了能通過教育許可官員的審查
，，對歷史教科書進行了修改對歷史教科書進行了修改，，以符合北以符合北
京的觀點京的觀點。。

3232歲的歲的Jeffrey LauJeffrey Lau與妻子和兩個與妻子和兩個
兒子於兒子於77月月55日離開香港日離開香港。。他說他說，，他去他去

年幫助大兒子從本地學校轉到一所國際年幫助大兒子從本地學校轉到一所國際
學校學校，，但後來決定在英國讓孩子接受教但後來決定在英國讓孩子接受教
育是最好的育是最好的。。

““限製自由影響到我們的孩子限製自由影響到我們的孩子”，”，
LauLau說說，“，“我們選擇這個時候離開我們選擇這個時候離開，，是是
因為我的大兒子的學期結束了因為我的大兒子的學期結束了。”。”

盡管在英國還沒有工作盡管在英國還沒有工作，，但但LauLau並並
不擔心不擔心，，他做一切就是為了讓孩子能夠他做一切就是為了讓孩子能夠
自由生活自由生活。。

““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未來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未來。”。”他說他說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港人用腳投票港人用腳投票 每天千人離港每天千人離港 楊楚楓楊楚楓

王朝旅遊九月帶您暢遊美國中部王朝旅遊九月帶您暢遊美國中部

隨著更多的人接種疫苗，大家的防
疫意識提高，感染率的下降以及獲得更
多的科學證據，已經全劑量接種FDA授
權的疫苗或世界衛生組織授權應急使用
的疫苗的人可以安全地在美國境內旅行
。這是一個大好的消息，困了一年多的
大家終於又可以離開自己生活已久的城
市，出去走走了，哪怕是境內，也可以
給自己放鬆放鬆，等到疫情全退去後，
我們才瘋狂的走遍全世界吧！目前，我

們王朝旅遊已經開始重新上架了很多美
國境內的旅行團——黃石公園、美東美
西、夏威夷、坎昆、邁阿密/奧蘭多等等
，歡迎登錄到我們網站去細看。

還有一個最新的消息，王朝旅遊董
事長的私人團回歸——美國中部10日遊
（9/6/2021-9/15/2021），10 日暢遊阿
肯色州、田納西州、肯塔基州、密蘇裏
州、印第安納州、伊利諾斯州、堪薩斯
州、俄克拉荷馬州。蠢蠢欲動的大家也

紛紛通過我們的電子郵件和電話，甚至
迫不及待的來到我們公司諮詢旅行團的
細節，都要想著去旅遊。有人會想，這
些地方我早就去過了，但我可以明確的
告訴大家，去每個地方跟不同的人去會
有著不一樣的感官體驗；還有人問，現
在參加旅行團會不會有風險？我們的宗
旨是“一切站在客人的角度出發”，所
有旅行團都是做足了衛生清潔消毒，所
有工作人員接種了疫苗，旅行車定時消
毒，客人可以安心出行，只要有跟過王
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的私人團就會深
有體會這一點。

人生就是一次充滿未知的旅行，在
乎的是沿途的風景，在乎的是看風景的

心情，旅行不會因為美麗的風景終止。
走過的路成為背後的風景，不能回頭不
能停留，若此刻停留，將會錯過更好的
風景，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
享受每一刻感覺，欣賞每一處風景，這
就是人生。

旅行的意義不在其他，而在自己
“身體和心靈，必須有一個在旅行的路
上。”嘗試著走出去，你才會發現，世
界遠不是你在生活的城市一呆幾十年所
看的那樣，你會結識不同的人、聽到各
種曲折的故事、交到一輩子的朋友！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

aat713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

面精英廣場A14

亞裔地產協會亞裔地產協會20212021年交接典禮上週六晚在年交接典禮上週六晚在Westin GalleriaWestin Galleria盛大舉行盛大舉行
嘉賓雲集包括休士頓市長嘉賓雲集包括休士頓市長，，國會議員國會議員，，德州參議員等德州參議員等500500人與會人與會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
（（AREAA )AREAA )於上周六於上周六（（77月月3131日日））晚間在晚間在The Westin GalleriaThe Westin Galleria
大旅館舉行盛大的交接典禮大旅館舉行盛大的交接典禮。。嘉賓雲集嘉賓雲集，，包括包括：：休士頓市長休士頓市長SylSyl--
vester Turner,vester Turner,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德州參議員德州參議員John Whitemire,John Whitemire,
以及休士頓德州州議員吳元之以及休士頓德州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 )Gene Wu )及德州州眾議員武修及德州州眾議員武修
伯伯（（Hubert Vo )Hubert Vo )等人等人。。

大會在晚間六時左右正式開始大會在晚間六時左右正式開始，，由休士頓由休士頓1313台主播台主播MiyaMiya
ShayShay 擔任大會主持人擔任大會主持人，，在宣誓效忠及全體起立唱美國國國歌後在宣誓效忠及全體起立唱美國國國歌後
，， 「「亞裔地產協會亞裔地產協會」」 20192019--20202020休士頓分會會長休士頓分會會長Casey KangCasey Kang首首
先上台致詞先上台致詞，，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在休士頓舉行的六週年慶典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在休士頓舉行的六週年慶典，，
他並感謝所有成就他並感謝所有成就AREAAAREAA的人的人,,包括我們所有成員包括我們所有成員、、贊助商贊助商、、志志
願者和領導者願者和領導者。。正由於大家的貢獻正由於大家的貢獻，，本協會才能為我們的成員提本協會才能為我們的成員提
供分享學習及交流的機會供分享學習及交流的機會。。並在獲得支持下並在獲得支持下，，本會透過推動公平本會透過推動公平
政策和社區服務的工作回饋了我們的社區政策和社區服務的工作回饋了我們的社區。。我作為會長的目的是我作為會長的目的是
通過通過AREAAAREAA 與其成員之間更密切的關係和提供優質教育計劃來與其成員之間更密切的關係和提供優質教育計劃來
擴大我們的成員擴大我們的成員。。現在是我們逐漸從疫情的影響中恢復的時候了現在是我們逐漸從疫情的影響中恢復的時候了
，，歡迎新成員繼續加入本會歡迎新成員繼續加入本會。。能成為過去兩年的會長是一種榮幸能成為過去兩年的會長是一種榮幸
，，並希望新上任的並希望新上任的Dan KingDan King 會長一切順利會長一切順利！！

他並邀請他並邀請20192019～～20202020的眾理事會成員登台的眾理事會成員登台，，他們是他們是：：副會副會
長長 ：： Dan King, Nelvin J. Adriatic,Dan King, Nelvin J. Adriatic, 秘 書秘 書 Laurie Ford,Laurie Ford, 財 務財 務
Wai-Yen Lam,Wai-Yen Lam, 會員組主席會員組主席Ethan Tan,Ethan Tan, 商業主席商業主席Merry Tran ,Merry Tran , 公公
關主席關主席 Eriko Ishii ,Eriko Ishii , 制度主席制度主席 Victor Lee,Victor Lee, 廣告客戶主席廣告客戶主席MarkMark
Shim,Shim,名譽主席李雄名譽主席李雄、、名譽主席名譽主席、、創會會長林富桂創會會長林富桂、、EugeneEugene
Wang(Wang(20172017--20182018 前會長前會長），），逐一頒發獎盃並合影留念逐一頒發獎盃並合影留念。。

當晚出席的貴賓也逐一登台致詞當晚出席的貴賓也逐一登台致詞（（按發言順序按發言順序））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 Al GreenAl Green 表示表示：：美國國會議員艾爾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格林 (Al(Al

Green)Green) 高度讚揚了高度讚揚了 AREAAAREAA 領導人和董事會成員自領導人和董事會成員自 20152015 年在休年在休
斯頓地區成立以來為休斯頓大都市社區做出的貢獻和努力斯頓地區成立以來為休斯頓大都市社區做出的貢獻和努力。。
AREAAAREAA 是促進休斯頓經濟的重要資源是促進休斯頓經濟的重要資源，，並通過從抵押貸款申請並通過從抵押貸款申請
到房屋成交交易流程結束的專業服務幫助許多人獲得夢想中的住到房屋成交交易流程結束的專業服務幫助許多人獲得夢想中的住
房房。。為了表彰為了表彰 AREAAAREAA 休斯頓主要領導人的貢獻休斯頓主要領導人的貢獻，，國會議員國會議員 AlAl
GreenGreen 向向 44 位位 AREAAAREAA 領導人頒發了特別國會認可證書給以下領導人頒發了特別國會認可證書給以下
AREAAAREAA 領 導 人領 導 人 ：： AREAAAREAA 休 斯 頓 分 會 會 長休 斯 頓 分 會 會 長 Dan KingDan King；；
AREAAAREAA 休斯頓分會前會長休斯頓分會前會長Casey KangCasey Kang；； AREAAAREAA 創會會長創會會長 和和
AREAAAREAA 休斯頓分會會長林富桂休斯頓分會會長林富桂 (Dawn Lin)(Dawn Lin) 和和 AREAAAREAA 休斯頓分休斯頓分
會董事會主席李雄會董事會主席李雄 (Kenneth Li)(Kenneth Li)。。證書上寫著證書上寫著：：我我，，美國國會議美國國會議

員艾爾員艾爾..格林格林，，在在20212021 年年 77 月月 3131 日代表日代表
德克薩斯州第德克薩斯州第 99 屆國會選區的選民屆國會選區的選民，，向向
你們為在大休斯頓地區的亞裔美國人和你們為在大休斯頓地區的亞裔美國人和
太平洋島民社區促進可持續的房屋所有太平洋島民社區促進可持續的房屋所有
權機會的奉獻精神致敬權機會的奉獻精神致敬。。
德州參議員德州參議員John WhitemireJohn Whitemire 表示表示：：他他

說很感謝大家能聚在一起說很感謝大家能聚在一起，，要感謝要感謝
AREAAAREAA 亞裔地產協會在德州繼續對服務亞裔地產協會在德州繼續對服務
社區發展作出貢獻社區發展作出貢獻，，讓大家看得到亞裔讓大家看得到亞裔
的文化的文化，，讓年輕的族群看到更多元化的讓年輕的族群看到更多元化的
社會社會，，同時感謝吳元之中議員代表亞裔同時感謝吳元之中議員代表亞裔
族群族群，，前往華盛頓為爭取公平投票的法前往華盛頓為爭取公平投票的法
案而努力案而努力，，讓所有族群的投票都能公平讓所有族群的投票都能公平
公正公正，，能真正行使公民權利能真正行使公民權利。。
休士頓市長休士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表示表示：：休休

斯頓市市長特納斯頓市市長特納（（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在在
晚會上發言時對美國亞裔地產協會晚會上發言時對美國亞裔地產協會

（（AREAAAREAA））休斯頓的評價很高休斯頓的評價很高。。 他表示他表示，，他很榮幸他很榮幸
參 加 在參 加 在 Western GalleriaWestern Galleria 舉 行 的舉 行 的 20212021 AREAAAREAA
Houston Installation GalaHouston Installation Gala，，與與AREAAAREAA的領導的領導、、董事董事
會成員和大家庭成員會面會成員和大家庭成員會面，，慶祝慶祝 AREAA HoustonAREAA Houston，，
一個非盈利組織一個非盈利組織，， 取得的傑出成長和成就取得的傑出成長和成就。。休斯頓休斯頓
市特納市長稱讚市特納市長稱讚 AREAAAREAA 是商業倡議是商業倡議、、房地產政策房地產政策、、
專業發展和社區外展領域的領導者專業發展和社區外展領域的領導者。。因此因此，，特納市長代表休斯頓特納市長代表休斯頓
市向市向 AREAA HoustonAREAA Houston 表示祝賀表示祝賀，，因為該組織繼續成為房屋所有因為該組織繼續成為房屋所有
權權、、抵押貸款業務機會抵押貸款業務機會、、房地產專業人士和房地產投資的重要資房地產專業人士和房地產投資的重要資
源源，，並向舉辦的活動致以成功和最良好的祝愿並向舉辦的活動致以成功和最良好的祝愿。。因此因此，，我我，，休斯休斯
頓市長西爾維斯特頓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特納，，特此宣布特此宣布 20212021 年年 77 月月 3131 日在德克日在德克
薩斯州休斯頓為美國亞洲房地產協會休斯頓日薩斯州休斯頓為美國亞洲房地產協會休斯頓日。。

德州州議員德州州議員Gene WuGene Wu 表示表示：：德克薩斯州州議員吳元之德克薩斯州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Gene Wu) 與與 德克薩斯州州議員伍修伯德克薩斯州州議員伍修伯 (Hubert Vu)(Hubert Vu) 以視頻以視頻 向向
AREAAAREAA休斯頓分會發表聯合祝賀詞休斯頓分會發表聯合祝賀詞，，高度讚揚高度讚揚AREAAAREAA對亞洲對亞洲
社區所做的貢獻社區所做的貢獻。。此外此外，，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向向 AREAAREA 提供德提供德
州決議案州決議案，，以感謝他們在過去以感謝他們在過去 77 年中為在大休斯頓地區的亞裔年中為在大休斯頓地區的亞裔
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社區所做的貢獻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社區所做的貢獻。。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特別德州州議員吳元之特別
強調強調，，AREAAAREAA 力求領導與完善和授權強大的房地產專業人士和力求領導與完善和授權強大的房地產專業人士和
行業公司網絡行業公司網絡；； 今天今天，，它在美國和加拿大擁有它在美國和加拿大擁有 4040 多個分會多個分會，，會會
員超過員超過 1717,,000000 人人。。 吳元之特別強調吳元之特別強調AREAAAREAA ，，一個非盈利組織一個非盈利組織
，，領導人和董事會成員自領導人和董事會成員自 20152015 年年AREAAAREAA在休斯頓地區成立以在休斯頓地區成立以
來為休斯頓大都市社區做出的貢獻和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來為休斯頓大都市社區做出的貢獻和努力令人印象深刻；；然而然而，，
它是基於它是基於AREAAAREAA 休斯頓創會會長林富桂的巨大貢獻休斯頓創會會長林富桂的巨大貢獻，，現在擔任現在擔任
名譽主席名譽主席；； AREAAAREAA通過對公眾進行房地產交易教育通過對公眾進行房地產交易教育、、促進促進 AAAA--
PIPI 擁有的企業之間的合作以及為擁有的企業之間的合作以及為 AAPIAAPI 房地產經紀人提供培訓和房地產經紀人提供培訓和
網絡來推進國家組織的目標網絡來推進國家組織的目標。。 同時同時，，我們非常高興地祝賀我們非常高興地祝賀
AREAA HoustonAREAA Houston的主要成員的主要成員，，包括但不限於包括但不限於Dan KingDan King、、CaseyCasey
KangKang和和Kenneth LiKenneth Li的努力和貢獻的努力和貢獻。。我們向我們向 AREAAAREAA 休斯頓分會休斯頓分會
和所有參加面具晚會的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和所有參加面具晚會的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並希望面具晚會成並希望面具晚會成
為一個令人難忘和愉快的活動為一個令人難忘和愉快的活動。。

AREAAAREAA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全國主席全美亞裔地產協會全國主席Amy KongAmy Kong說說：：我們看我們看
到大量人口往德州遷移到大量人口往德州遷移，，而且而且““德克薩斯州有五分之一的德克薩斯州有五分之一的 AAPIAAPI
人口在哈里斯縣人口在哈里斯縣，，並且房屋自有率非常高並且房屋自有率非常高，，AREAA HoustonAREAA Houston 在在
使休斯頓多元化的使休斯頓多元化的 AAPIAAPI 社區擁有住房方面所發揮的作用社區擁有住房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而這而這

也是要感謝傑出領導者也是要感謝傑出領導者，，讓這一切都會變得不同讓這一切都會變得不同。。 在過去一年在過去一年
中經歷的非凡事件和會員增長中經歷的非凡事件和會員增長，，我必須讚揚董事會儘管存在障礙我必須讚揚董事會儘管存在障礙
，，但仍堅持發展但仍堅持發展 AREAA HoustonAREAA Houston。。 同時我很期待看到同時我很期待看到 20222022 年年
的新團隊為的新團隊為 AREAA HoustonAREAA Houston 帶來新的展望帶來新的展望。。 新任會長新任會長DanDan
KingKing 登台登台，，並帶領全體理事在全國主席並帶領全體理事在全國主席Amy KongAmy Kong的監誓下宣的監誓下宣
誓就職誓就職。。

新任會長新任會長Dan KingDan King 致詞表示致詞表示：：作為作為AREAAAREAA 20212021--20222022年年
度的會長度的會長、、為我們為我們AAPIAAPI 社區服務社區服務，，我感到無比榮幸和謙卑我感到無比榮幸和謙卑。。在在
此感謝休士頓分會歷任會長的成就此感謝休士頓分會歷任會長的成就，，特別感謝我們特別感謝我們20192019--20202020
年的會長年的會長Casey KangCasey Kang及其理事會及社區及其理事會及社區，，允許我繼續為您們服允許我繼續為您們服
務務，，使社區更強大使社區更強大！！

KeyNoteKeyNote 演講者演講者 Nao Kusuzaki Nao KusuzakiNao Kusuzaki Nao Kusuzaki 出生於日本出生於日本
愛媛縣愛媛縣，，33 歲開始在八塚芭蕾舞學校學習芭蕾歲開始在八塚芭蕾舞學校學習芭蕾。。 1010 歲移居美國歲移居美國
後後，，她繼續在華盛頓芭蕾舞學校和波士頓芭蕾舞學校接受培訓她繼續在華盛頓芭蕾舞學校和波士頓芭蕾舞學校接受培訓
。。 NaoNao 於於 20012001 年成為波士頓芭蕾舞團的成員年成為波士頓芭蕾舞團的成員。。20042004 年她加入年她加入
休斯頓芭蕾舞團休斯頓芭蕾舞團，，並於並於 20092009 年晉升為獨舞演員年晉升為獨舞演員。。她在古典和現她在古典和現
代劇目中擔任過眾多主角代劇目中擔任過眾多主角。。 她的一些特色角色包括她的一些特色角色包括：：胡桃夾子胡桃夾子
中的糖梅仙子和白雪公主中的糖梅仙子和白雪公主、、拉巴亞德雷中的尼基婭拉巴亞德雷中的尼基婭、、蝴蝶夫人中蝴蝶夫人中
的蝴蝶夫人的蝴蝶夫人、、睡美人中的丁香仙子睡美人中的丁香仙子、、天鵝湖中的奧黛特和奧迪爾天鵝湖中的奧黛特和奧迪爾
、、吉里吉里••基利安的嬌小莫特基利安的嬌小莫特、、小交響樂團和小交響樂團和 墮落的天使墮落的天使、、威廉威廉
••福賽斯的福賽斯的《《在中間有點高在中間有點高》、》、特懷拉特懷拉••薩普的薩普的《《在樓上在樓上》、》、克克
里斯托弗里斯托弗••威爾登的威爾登的《《衝刺衝刺》》和馬克和馬克••莫里斯的莫里斯的《《太平洋太平洋》。》。
最近最近，，她受邀於她受邀於 20192019 年年 33 月在維多利亞芭蕾舞劇院上演月在維多利亞芭蕾舞劇院上演《《天鵝天鵝
湖湖》》並演出奧黛特並演出奧黛特//奧迪爾奧迪爾。。 NaoNao 還通過製作為應對還通過製作為應對 20112011 年日年日
本地震而舉辦的慈善音樂會本地震而舉辦的慈善音樂會““希望之舞希望之舞””活躍於休斯頓社區活躍於休斯頓社區。。
20152015 年與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共同創作年與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共同創作 TSURUTSURU，，並導演和舞蹈並導演和舞蹈
慶祝休斯頓和千葉姐妹城市關係慶祝休斯頓和千葉姐妹城市關係 4545 週年的芭蕾舞表演週年的芭蕾舞表演，，在日本在日本
首映首映。。 NaoNao 是是 Creative Minds Collaborative Inc.Creative Minds Collaborative Inc. 的創始人的創始人，，該該
公司是一家非專業公司公司是一家非專業公司。。以舞蹈為主要媒介的藝術以舞蹈為主要媒介的藝術。。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右二右二 ））向向AREAAAREAA四位領導人頒發了特別國會認可證書四位領導人頒發了特別國會認可證書
（（左起左起 ））AREAAAREAA休士頓分會會長休士頓分會會長Dan KingDan King，， AREAAAREAA休士頓分會董事會主席休士頓分會董事會主席
李雄李雄、、AREAAAREAA創會會長林富桂及前會長創會會長林富桂及前會長Casey KangCasey Kang。。((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AREAAAREAA 20212021～～20222022 新團隊在全國主席新團隊在全國主席Amy KongAmy Kong（（右一右一））的監誓下的監誓下
，，宣誓就職宣誓就職。（。（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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