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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 年年 88 月月 2626 日日
，，SD TalkshowSD Talkshow在在
美南新聞電視傳媒美南新聞電視傳媒
集團世界總部電視集團世界總部電視
演播大廳專訪哈里演播大廳專訪哈里
斯郡第三區專員斯郡第三區專員
TOM S RAMSEYTOM S RAMSEY
，，就最新的戴口罩就最新的戴口罩
政策政策、、因應人口增因應人口增
加帶來的基礎設施加帶來的基礎設施
的挑戰和工作機遇的挑戰和工作機遇
等方方面面展開對等方方面面展開對
話話。。 Sky DongSky Dong的的

輕鬆幽默與輕鬆幽默與Danny NguyenDanny Nguyen的專業火熱讓的專業火熱讓TomTom專員如魚專員如魚
得水得水，，脫口秀精彩紛呈脫口秀精彩紛呈，，值得打開電視值得打開電視，，上網一看上網一看。。

休斯敦中國城冰店奶茶店非常發達休斯敦中國城冰店奶茶店非常發達，，吸引了無數年輕人和網紅明星吸引了無數年輕人和網紅明星
在這裡打卡消閒在這裡打卡消閒，，稍息充電稍息充電。。 20212021年年88月月3030日日，，世界名人網總編世界名人網總編
輯王福生在與企業家友人在新天地輯王福生在與企業家友人在新天地NUONUO冰點會晤後特別專訪了東主冰點會晤後特別專訪了東主
Christine ChiChristine Chi。。 NUONUO利用利用14001400年前古法秘製的千層五彩冰與充滿年前古法秘製的千層五彩冰與充滿
藝術氣息的手工線畫組成了別具一格的現代氛圍藝術氣息的手工線畫組成了別具一格的現代氛圍，，使得高淨值白領使得高淨值白領
和年輕專業人士特別喜歡在這裡消閒上網和年輕專業人士特別喜歡在這裡消閒上網，，洽談業務洽談業務，，暢敘友情暢敘友情。。

20212021年年88月月2929日日，，僑界名人僑界名人、、美南江蘇總商會會長陳韻梅在全美印度美南江蘇總商會會長陳韻梅在全美印度
裔社區為阿富汗撤軍機場爆炸事件中遇難的美軍海軍陸戰隊裔社區為阿富汗撤軍機場爆炸事件中遇難的美軍海軍陸戰隊1313名士兵名士兵
舉行的燭光悼念活動上與去年剛剛當選為美國德州舉行的燭光悼念活動上與去年剛剛當選為美國德州2222區國會議員區國會議員TroyTroy
NehlsNehls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哥倆好哥倆好！！ 20212021年年88月月2828日日，，炎炎夏日炎炎夏日，，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巧遇剛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巧遇剛
剛為友人家里維修好空調的蒲師傅剛為友人家里維修好空調的蒲師傅，，蒲師傅曾於前年與王總一起參加過中蒲師傅曾於前年與王總一起參加過中
國城及時雨劉濤的生日派對國城及時雨劉濤的生日派對，，並得到濤哥的大力推薦並得到濤哥的大力推薦，，做工質量一流做工質量一流，，價價
格實惠格實惠，，口碑遠揚口碑遠揚，，這次見面是在工作完成之後這次見面是在工作完成之後，，在蒲師傅的工裝車前留在蒲師傅的工裝車前留
影影。。

20212021年年88月月2828日日，，休斯敦愛心組織休斯敦愛心組織CARECARE每年一度的每年一度的
給低收入小學生送文具活動獲得了圓滿成功給低收入小學生送文具活動獲得了圓滿成功！！飽受疫情飽受疫情
困擾的孩子們在新學年獲得了溫暖困擾的孩子們在新學年獲得了溫暖，，社區衝突和矛盾也社區衝突和矛盾也
在華裔智者的帶領下得到了化解在華裔智者的帶領下得到了化解。。圖為參與的社區領袖圖為參與的社區領袖
和義工們合影留念和義工們合影留念。。

休斯敦做生意跨界的非常多休斯敦做生意跨界的非常多，，而且樣樣精而且樣樣精，，20212021年年88月月2828日日，，廣廣
東四大名醫傳人東四大名醫傳人、、跌打療痛中心負責人羅榮華醫師在休斯敦王朝商跌打療痛中心負責人羅榮華醫師在休斯敦王朝商
場開設的古董店喜迎達拉斯著名僑領場開設的古董店喜迎達拉斯著名僑領、、企業家企業家、、著名的書法大師著名的書法大師、、
律師李中原父親律師李中原父親Stephen LeeStephen Lee和古董鑑賞家一起在忙忙碌碌的工作和古董鑑賞家一起在忙忙碌碌的工作
之余欣賞挖掘收藏的寶藏之余欣賞挖掘收藏的寶藏，，享受人間最美好的時刻享受人間最美好的時刻。。

20212021年年88月底月底，，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再次遭受水災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再次遭受水災，，GFGF家具家具
店床墊大王店床墊大王MackMack立即發特製的救援車載各種救災物資前往立即發特製的救援車載各種救災物資前往
災區災區，，呼籲民眾捐款出力呼籲民眾捐款出力，，並將自己在休斯敦的特大展示並將自己在休斯敦的特大展示
廳開放給有路州廳開放給有路州IDID的災民免費居住的災民免費居住，，同時提供熱食同時提供熱食。。床墊床墊
大王大王MackMack也是休市家喻戶曉的慈善大王也是休市家喻戶曉的慈善大王，，圖為勞工節慈善圖為勞工節慈善
大王正在發放免費大王正在發放免費AstrosAstros棒球比賽票給市民棒球比賽票給市民。。

休斯敦房地產疫休斯敦房地產疫
情以來持續火爆情以來持續火爆
，，美國遷移大軍美國遷移大軍
潮 湧 而 來潮 湧 而 來 。。
20212021 年年 88 月月 3131
日日 ，， AREAAAREAA
HoustonHouston會員會員、、
凱旋地產凱旋地產(Kar(Kar--
onsuka Realty)onsuka Realty)
黑馬經紀人黑馬經紀人SuSu--
san Changsan Chang又下又下
一城一城，，在不到兩在不到兩
天內就從接洽天內就從接洽、、
找房找房、、看房看房、、釘釘
板板、、貸款貸款、、過戶過戶
全線告捷全線告捷，，專業專業
的人士做事效率就是不一樣的人士做事效率就是不一樣。。 ““買房找阿芳買房找阿芳””在休斯敦在休斯敦
越來越廣為流傳越來越廣為流傳，，成為美談成為美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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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中 國 經濟 2021年9月4日（星期六）3 ●責任編輯：凌晨曦

自貿區19項新政擴改革開放
加大對港澳投資開放力度 有權審批設旅行社
中國內地再推自由貿易試驗區

改革開放新政。國務院近日發文，

在提升貿易、投資、國際物流、金

融、司法等領域提出19項改革開

放措施，涉及離岸貿易、跨境電

商、醫藥產品進口、網絡遊戲審

核、保稅維修、大宗商品期貨開

放、航空通道開放等多個行業。其

中，文件第一條措施便提出“加大

對港澳投資開放力度”，將港澳服

務提供者在自貿試驗區投資設立旅

行社的審批權限，由省級旅遊主管

部門下放到自貿試驗區。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自貿區新政主要對外開放措施
●支持自貿試驗區所在地培育進口貿易促進

創新示範區
●支持發展離岸貿易，支持銀行探索離岸轉

手買賣的真實性管理創新
●允許具備條件的自貿試驗區開展跨境電商

零售進口部分藥品及醫療器械業務
●以現貨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已上市成熟品種

為載體，加快引入境外交易者，建設以人
民幣計價、結算的國際大宗商品期貨市場

●允許開展本外幣合一銀行賬戶體系試點，
實現本幣賬戶與外幣賬戶在開立、變更和
撤銷等方面標準、規則和流程統一

●允許註冊區內符合條件的融資租賃公司與
其下設的特殊目的公司（SPV）共享外債
額度

●允許外國航空公司承載該城市到第三國的
客貨業務

整理：記者 海巖

國務院在《關於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貿易投資
便利化改革創新的若干措施》提出，在內地

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框架下，將港澳服務提供者在自貿試驗
區投資設立旅行社的審批權限由省級旅遊主管部
門下放至自貿試驗區。該措施適用於所有自貿試
驗區，由商務部、文化和旅遊部、國務院港澳辦
及各自貿試驗區所在地省級人民政府按職責分工
負責。

簡化審批流程 優化營商環境
內地旅遊業對港澳資企業率先開放。去年

商務部出台的《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
點總體方案》提出，下放港澳服務提供者投資
設立旅行社的審批權限至北京、天津、上海等
28個試點地區省級旅遊行政管理部門；此次審
批權限進一步下放至自貿區，業內預計將有利
於簡化審批流程、縮短審批時限，優化營商環
境，港資在內地投資設立旅行社有望獲得更多
當地政策支持。

此次自貿區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創新，推出

多項擴大開放措施，將惠及包括港資在內外商在
各自貿區進行投資和經營。

加快引境外交易者參與期貨
在金融領域，加快引入境外交易者參與期

貨交易，“以現貨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已上市成
熟品種為載體，加快引入境外交易者，建設以
人民幣計價、結算的國際大宗商品期貨市場，
形成境內外交易者共同參與、共同認可、具有
廣泛代表性的期貨價格。”

放開國際登記船舶法定檢驗
國務院文件提出，放開國際登記船舶的法定

檢驗，允許依法獲批的境外船舶檢驗機構對自
貿試驗區內國際登記船舶開展法定檢驗。在自
貿試驗區實行產業鏈供地，對產業鏈關鍵環
節、核心項目涉及到的多宗土地實行整體供
應。同時，推進開放通道建設，支持自貿試驗
區所在城市有關的國際機場利用第五航權，在
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允許外國航空公司承載該城
市到第三國的客貨業務。

文件還提出，完善仲裁司法審查，明確就
境外仲裁機構在自貿試驗區設立的仲裁業務機
構作出的仲裁裁決進行司法審查所涉及的法律
適用問題。

商務部：推動自貿區高水平開放
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

在國新辦舉行的政策吹風會上表示，此次在提升
貿易、投資、國際物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便利
度，以及探索司法對貿易投資便利的保障功能等
方面，提出了改革開放措施，期待它能進一步激
發市場主體的活力，打造發展的新優勢。通過貿
易投資便利化，在“准入”的基礎上便利“准
營”，推動自貿試驗區高水平對外開放。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資深研究員張斌指出，

此次國務院發文是內地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重要
舉措，涉及到旅遊、航運、金融、期貨、航空
等重要的服務業市場的開放，對吸引外資、便
利外商在華投資運營有積極意義。中國向外資
進一步開放服務業市場，便利外商在華投資和
資金使用，釋放進一步改革開放的信號。

●國新辦3日在北京舉行政策例行吹風會，介紹關於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創新若干措
施。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交通運輸部海事局負責人李宏印、商務部自貿區港司司
長唐文弘、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出席。 中新社

本
外
幣
一
體
化
試
點
擴
至
各
自
貿
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
務院文件提出將本外幣一體化試點擴充到各自
貿區，對多幣種資金進行收付結算和集中統一
管理。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資深研究員張斌指
出，這將進一步增強人民幣賬戶與外幣賬戶的
協同管理，極大便利自貿區內企業使用和管理
本外幣資金，提高外資企業資金使用效率。

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在吹風會上解
釋，人民銀行研究構建本外幣合一的銀行結
算賬戶體系，好處就是統一了過去多種銀行
賬戶，包括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外匯賬
戶、境外機構賬戶、自由貿易賬戶等多種賬
戶。

2020年9月，人民銀行印發《本外幣合
一銀行結算賬戶體系試點工作方案》及相關
試點辦法，從2021年7月開始，人民銀行在
廣州市、深圳市、福州市和杭州市四城正式
啟動試點，試點銀行提供賬戶多幣種結算服
務，存款人可根據自身經營和財務管理的需
要，選擇使用多幣種結算的賬戶管理本外幣
資金，從而提升了市場主體本外幣銀行結算
賬戶業務的便利性。

提高企業跨境貿易結算效率
王信指，目前來看試點運行平穩，社會反

映良好，不僅節約了企業財務成本和管理成
本，提高了企業跨境貿易結算效率，營造良
好營商環境，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完善宏
觀審慎管理框架奠定了賬戶基礎。

全球車企競逐碳中和
新能源汽車迎來機遇？

隨著世界各國紛紛製訂碳中和目

標，全球範圍內新能源汽車企業都在推

進碳減排工作。全球新能源汽車碳減排

現狀如何？車企邁向碳中和過程中，新

能源汽車扮演何種角色？這場“脫碳

戰”究竟應該怎麼打？

全球車企競相邁向碳中和
目前，外國主流汽車廠商已開始明

確在碳達峰和碳中和時間節點的減排目

標，有些甚至已製定明確的過程目標及

具體舉措和路徑。

戴姆勒表示，到2030年，梅賽德斯-

奔馳品牌電動乘用車銷量占比將達50%

以上；到2039年，梅賽德斯-奔馳將停止

銷售傳統內燃機乘用車，屆時其旗下所

有乘用車將實現碳中和。

沃爾沃在2019年提出“2040環境計

劃”，力爭在2040年前成為全球氣候零

負荷標桿企業。

中國長城汽車日前發布未來五年戰

略目標，表示將在2025年實現年銷400

萬輛，新能源車型占比達到80%，並將

於2045年實現碳中和；比亞迪啟動建設

中國汽車品牌首個零碳園區總部。

新能源汽車引領“脫碳”大潮
波士頓咨詢公司(BCG)董事總經

理、全球合夥人、汽車與移動出行業務領

域中國區核心領導謝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

表示，對於主流車企來說，要想在碳達峰

和碳中和關鍵時間節點達到減排目標，必

須加大投入生產更多的新能源汽車。

據了解，企業生產和運營範圍內的碳

排放量可分為三個範圍，其中，範圍一指

企業直接排放，如燃料燃燒、公司所有車

輛和其他逸散性排放；範圍二指來自外購

電力的間接排放；範圍三指外購商品和服

務、上下遊產業鏈及售出產品的使用過程。

BCG合夥人、汽車與移動出行業務

領域中國區核心領導團隊成員李科進一

步解釋，對於車企而言，範圍一和範圍

二的碳排放僅占整體排放比例的5%，而

95%的碳排放發生在範圍三環節，其中

上遊原材料供應環節占30%，下遊產品

銷售和使用環節占65%。如果把下遊排

放減少一半，相當於整體排放減少

30%-35%。

李科認為，對於新能源汽車來說，在

生產環節可通過改變能源形式、優化生產

工藝促進減排，但生產環節碳排放只占

5%，對整體排放影響相對有限；相反，上

遊和下遊碳排放對整體排放影響很大，尤

其是下遊。顯然，生產更多新能源汽車是

車企實現碳減排目標的重要舉措。

中汽協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7月

，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達到28.4萬輛和

27.1萬輛，同比增長1.7倍和1.6倍。

根據《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

(2021-2035)》，到2025年，新能源汽車的

銷量要占到總銷量的20%，到2035年，純

電動汽車將成為新車銷售的主流車型。

新能源汽車“脫碳戰”怎麼打？
李科指出，車企要想脫碳，首先需

要完成碳盤點，在此基礎上再去製定相

應目標舉措來解決相應問題。目前，中

國車企在範圍一、二中碳排放進程稍顯

滯後。中國汽車行業暫未列入碳交易市

場中，車企碳排查、能耗統計、配額分

配等還未完成，尚未明確如何通過改變

能源形式和生產工藝實現碳減排。盡管

目前車企開始考慮通過購買綠電、綠證

的方式減排，但中國很多省份綠電交易

機製還不完善。

此外，國外領先車企在新能源汽車領

域已經開始明確要求上遊電池供應商必須

用綠電生產電池，倒逼供應商節能減排。

在範圍三，中國表現較國外亮眼。

得益於中國大力推進電動化發展，倒逼

汽車廠商生產更多新能源汽車，提升滲

透率，使得中國車企在範圍三下遊環節

減排成效愈發凸顯。

謝天稱，邁向碳中和是全社會共同

的大事，不能單靠某個企業、部門完成

。對於車企來說，從生產到銷售涵蓋多

個環節，這是一條相當長的產業鏈，需

總體規劃、多方配合。

數字貿易促進新發展格局構建
綜合報導 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即

將在北京開幕。突出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首設數

字服務專區，是本屆服貿會的重要特色和亮點。無

人駕駛、機器狗巡檢、智慧交通、建築數字化、虛

擬主播、新視聽……服貿會上數字貿易盡顯活力。

未來，數字貿易有望加速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新發展格局構建。

數字貿易是以數字技術為手段、數字服務為核

心、數字交付為實現方式的新型貿易形態，包括貿

易數字化和數字化貿易，主要涉及信息技術服務、

數字內容服務和離岸服務外包等三大領域。數字貿

易既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產物，也

是產業創新和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支撐。

近年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興起

，國際產業分工加快重塑，數字經濟異軍突起，數

字貿易隨之蓬勃發展，日益成為全球服務貿易發展

和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

，2008年至2019年，全球可數字化服務的出口規模

已從1.9萬億美元增長至近3.2萬億美元；2019年，

數字服務出口占全球服務出口的比重達到52%。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和蔓延，進一步促進了

全球數字貿易的加速發展。

隨著數字技術與服務貿易加速融合，我國數字

貿易也蓬勃興起，日益成為我國服務貿易和經濟高

質量發展的新動能。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2016

年開展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以來，我國不斷深化

服務業對內改革、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數字貿易

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持續提高。據統計，我國

數字貿易占服務貿易的比重，從2018年的19.0%分

別增長至2019年的22.3%和2020年的25.6%；2020

年，我國數字貿易同比增長20.5%，增速高於服務

貿易整體增速15.6個百分點。尤其是，知識密集型

服務貿易日益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商務

部數據顯示，2020年和今年上半年，我國知識密集

型服務進出口分別增長8.3%、13.5%，占服務貿易

的比重分別提高至44.5%、46.5%。

不僅如此，數字貿易還是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

結合、相互促進的一個綜合性業態。發展數字貿易

，既有利於促進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暢通，也有利於

國際經濟循環的暢通，是推動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

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要途徑。一方面，數字

貿易有利於促進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暢通。提升供給

體系的適配性，是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的首要路徑

。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消費需求已經轉向個性化

、差異化、品質化。數字技術和數字貿易的發展，

可使供應商更容易實現個性化產品設計和定製，從

而推動國際貿易向大規模定製化方向轉變，進而推

動消費品供給向多樣化、定製化轉變，提升供給體

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

另一方面，數字貿易有利於促進國際經濟循環

的暢通。我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催生了巨大的

數字服務進口需求，既有力維護了全球產業鏈供應

鏈穩定，也極大促進了國際經濟循環的暢通。黨的

十八大以來，我國進口數字服務年均增長6.0%，高

出全球1.0個百分點。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

後，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遠程辦公、視頻會議、在

線教育、遠程醫療、跨境電商、網上展會等新業態

新模式異軍突起，更是對國際循環暢通發揮了重要

促進作用。

“數字開啟未來，服務促進發展”是本屆服貿

會的主題。大力發展數字貿易是加快構建國內國際

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先手棋。我國要順

應全球經濟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發展趨勢，

以數字貿易為抓手，加快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

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們要進一步推進金融業等現

代服務業、信息傳輸和軟件信息服務等高端服務業

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不斷引進高端服務，更好利

用國外先進服務生產要素助力我國服務業高質量發

展，打通國內經濟大循環堵點，為“十四五”時期

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未來，隨著新興經濟體的進一步崛起，“一帶

一路”倡議的推進，新循環必將後來居上。推動相

關經濟體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倡議，大力發展與

相關國家的數字貿易，將成為我國發展數字貿易、

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點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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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親子教育

周末带着女儿在楼下玩，几个年龄相

仿的孩子玩得兴起，哈哈哈笑个不停。

孩子们玩得正开心，却听到头顶传

来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天天，回家

了，不要玩了！”

原来是天天妈妈发话了。

天天仰起头，恳求妈妈：“妈妈，

就玩一会儿好不好，我才刚下来！”

“不行，就知道玩，都玩疯了，马

上回家!”天天妈妈直接拒绝了孩子。

孩子知道没戏了，灿烂的笑脸，变

得一脸沮丧，心不甘情不愿地回了家。

父母常常认为孩子玩是浪费时间，

因为在竞争无比激烈的社会，有这个玩

的时间，还不如用多看几本书，多做几

道数学题来得实在。

可父母忘了，对于孩子来说，“玩

”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让孩子玩好，其实很重要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游戏是儿童

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玩是孩子的天性，孩子在成长过程

中，需要通过玩来获得对外界的认知和

体验，远不是书本知识可以给到的。

来自上海的7岁的小男孩袁正国，

特别爱玩魔方。他从幼儿园大班开始练

习，两年多的时间里得了多项大赛的冠

亚军。

孩子的父亲说：“我们只是想给孩

子培养一个兴趣。”

而孩子的想法则更直接，想要破纪

录！

孩子在完成魔方后，兴奋得跳了起

来，不停地鼓掌，那种快乐溢于言表！

什么是“努力”，什么是“坚持”

，什么是“成功”，相信这个男孩在玩

魔方的过程中都体会到了，而这种体会

比任何人的说教都来得生动、深刻。

从玩魔方中，孩子收获了快乐，更

得到了一种成就感。

正是这种成就感，培养了他满满的

自信，这种自信会成为他的成长助力，

勇敢面对各种挑战而不畏惧。

会玩的孩子，未来生活才会丰富多彩

武打片里的那些大侠，武功卓越，

特别是那种“蜻蜓点水”的轻功，简直

让人惊叹！

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一位姑娘，

不但将这种水上漂的功夫练习得如火纯

青，更是让它传出国门，赢得许多国外

朋友的称赞。

她就是贵州

的24岁姑娘杨柳

，7 岁她就爱上

了“独竹漂”这

项贵州的独特民

间绝技，天天泡

在水里，玩得不

亦乐乎！

如今的她，

脚踩长竹，身穿

民族服饰，在水

面翩翩起舞！国

外网友看到她的

视频，纷纷惊叹

：“这是什么中

国功夫？”

但凡当年杨

柳姑娘玩“独竹

漂”的时候，被

父母说是不务正

业，她也不会有

如今让人羡慕的

多彩生活。

父母不让孩

子玩，可能会带

来下面几种伤害

。

第一：让孩

子成为只关注学

习的“书呆子”

父母不让孩

子玩的初衷大抵

都是希望孩子抓

紧 时 间 学 习 ，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

这样专心的孩子或许会在学业上有

所进步，却很容易成为只会埋头读书的

“书呆子”，只负责接收知识，却不懂

得如何运用知识。

成绩并不是唯一衡量的标准，培养

孩子的各方面能力才是未来他获得幸福

生活的保证。

第二：让孩子习惯接受父母的安排

，失去主动性

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会不断刺激

大脑，他们会自己想玩的花样，如何玩

得更公平，更有意思等等。

不让孩子玩，等于是直接剥夺了孩

子大脑的运转过程，长此以往，他们的

主动性会大大降低，而成为只会服从父

母安排的机器人。

第三：让孩子难以融入同龄人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朋友，在玩的过

程中，他们获得身份的认同感，学会了

与别人沟通交流的技巧，更明白了什么

是分享，什么是帮助。

一个什么都不会玩的孩子，很难想

像他要怎样融入这个环境，成为集体的

一员。

玩，会让孩子在学习中更加出色

在综艺节目《妈妈咪呀》的舞台上

，来过这样一位高能妈妈。

她叫赵旭峰，是个超级学霸，从一

个普通的幼儿园老师到哈佛深造，现在

的她，是一名大学老师。

她对教育很有研究，一直以来她有

个心愿，那就是能够带着孩子们把全世

界都走一遍。

她有三个孩子， 10岁、8岁、4岁

，从2017年到201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

她带着孩子们跑了国内147个城市和 4

个国家。

她从不让孩子们上辅导班，所有的

课余时间都用来旅行，包括寒暑假和周

末，一年有200多天的时间是在旅行的

路上。

在不断旅行中，孩子们学会了照顾

自己，照顾他人，生活能力得到锻炼，

见识和思维也得到发散式增长。

三个孩子中最大的是个女儿，五年级

，在联考中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

全校作文唯一一个得满分作文的人。

玩，从来就不是无用的。

孩子玩耍的过程，其实也是他认识

世界，探索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得以充分发挥天性，培养观察力

、创造力等更多好的品格，有这样锻炼

机会，他的学习又怎么会不出色？

小时候会玩的孩子，长大后的人生

之路也会更宽广。

每个年龄段都有该做的事情，让孩

子在该玩的年纪好好玩，才是父母对孩

子真正的爱。

父母要懂得放手让孩子去玩，让孩

子在不断玩耍的过程中，获得快乐，获

得成长！

该玩的年纪，就该让孩子好好玩一场

拜登阿富汗撤軍失敗面臨信任危機拜登阿富汗撤軍失敗面臨信任危機
他的國內和國際信譽毀損他的國內和國際信譽毀損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拜登總統正面臨著拜登總統正面臨著
對他擔任總司令能力的信任危機對他擔任總司令能力的信任危機，，他因拙他因拙
劣的阿富汗撤軍導致劣的阿富汗撤軍導致 1313 名美國軍人和超名美國軍人和超
過過180180名阿富汗人死亡名阿富汗人死亡，，還有美國人和阿還有美國人和阿
富汗盟友被困富汗盟友被困，，從而受到壓倒性的負面影從而受到壓倒性的負面影
響響。。

前國防官員前國防官員、、軍事領導人和國會議員軍事領導人和國會議員
批評拜登在美國最後一架批評拜登在美國最後一架 C-C-1717 飛機週一飛機週一
晚上從喀布爾機場起飛時將美國人拋在後晚上從喀布爾機場起飛時將美國人拋在後
面面。。盡管拜登幾週前承諾盡管拜登幾週前承諾““如果還有美國如果還有美國
公民離開公民離開，，我們會留下來我們會留下來，，直到我們把他直到我們把他
們全部帶走們全部帶走。”。”但仍有但仍有150150--250250名美國名美國
公民遺留在阿富汗公民遺留在阿富汗。。

美國外交政策專家還警告說美國外交政策專家還警告說，，美國的美國的
國際信譽已經下降國際信譽已經下降，，因為盟友和對手現在因為盟友和對手現在
都認為美國和拜登政府軟弱無力都認為美國和拜登政府軟弱無力，，無法保無法保
護本國公民和重要合作夥伴免受塔利班和恐怖分子襲擊護本國公民和重要合作夥伴免受塔利班和恐怖分子襲擊。。

此外此外，，上週四在喀布爾機場附近因上週四在喀布爾機場附近因 ISIS-KISIS-K 襲擊而喪生的襲擊而喪生的
1313 名軍人的家屬對拜登的錯誤決定表示憤慨名軍人的家屬對拜登的錯誤決定表示憤慨，，該決定直接導致該決定直接導致
其親人死亡其親人死亡。。

前國防官員稱拜登的決定使美國成為盟友的前國防官員稱拜登的決定使美國成為盟友的““不可靠夥伴不可靠夥伴””
。。

負責歐洲和北約政策的前副助理國防部長邁克爾負責歐洲和北約政策的前副助理國防部長邁克爾 C.C. 瑞安瑞安
（（Michael C. RyanMichael C. Ryan ））在一份聲明中告訴福克斯新聞在一份聲明中告訴福克斯新聞，，在拜登匆在拜登匆
忙離開阿富汗的忙離開阿富汗的““不明智不明智””決定之後決定之後，，美國的美國的““能力和意志都值能力和意志都值
得懷疑得懷疑”。”。

瑞安說瑞安說：“：“美國和北約軍隊在歐亞大陸中心的存在向該地區美國和北約軍隊在歐亞大陸中心的存在向該地區
發出了明確的信號發出了明確的信號，，表明美國及其盟友有能力和意願共同追求我表明美國及其盟友有能力和意願共同追求我
們的重要利益們的重要利益，，現在我們的能力和意願都值得懷疑現在我們的能力和意願都值得懷疑。”。”

““做出這一決定的單邊和倉促方式可能會強化歐洲許多地區做出這一決定的單邊和倉促方式可能會強化歐洲許多地區
現在根深蒂固的信念現在根深蒂固的信念，，即美國是一個不可靠的夥伴即美國是一個不可靠的夥伴，，並將削弱拜並將削弱拜
登總統追求其明確偏好與我們的盟友和夥伴密切合作的能力登總統追求其明確偏好與我們的盟友和夥伴密切合作的能力。。
””

前奧巴馬高級顧問大衛前奧巴馬高級顧問大衛··阿克塞爾羅德阿克塞爾羅德（（David AxelrodDavid Axelrod））稱稱
從阿富汗撤軍是從阿富汗撤軍是““一場災難一場災難””和和““失敗失敗”，”，並敦促拜登在塔利班並敦促拜登在塔利班
控制該國之際重新評估當地局勢控制該國之際重新評估當地局勢。。

此外此外，，奧巴馬的阿富汗大使瑞安奧巴馬的阿富汗大使瑞安··克羅克克羅克（（Ryan CrockerRyan Crocker ））
表示表示，，撤軍撤軍““坦率地說坦率地說，，造成了一場全球危機造成了一場全球危機”。”。他在接受采訪他在接受采訪
時說時說：“：“我擔心我擔心，，隨著塔利班獲得更多控制權隨著塔利班獲得更多控制權，，他們將追捕所有他們將追捕所有
在阿富汗說真話的人……當然還有那些直接幫助我們的人在阿富汗說真話的人……當然還有那些直接幫助我們的人，，比如比如
翻譯翻譯。。 ””

前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助理國防部長海諾前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助理國防部長海諾··克林克克林克（（HeinoHeino
KlinckKlinck ））告訴福克斯新聞告訴福克斯新聞，，國際社會將拜登退出阿富汗視為國際社會將拜登退出阿富汗視為““真真
正的恥辱性撤退正的恥辱性撤退”，”，這損害了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這損害了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包括在包括在
對手中國和俄羅斯以及它的盟友的眼中對手中國和俄羅斯以及它的盟友的眼中。。

克林克說克林克說：“：“我確實認為我確實認為，，目前的局勢絕對是一場災難目前的局勢絕對是一場災難，，具具
有更廣泛的國際影響有更廣泛的國際影響。。目前的混亂被視為和描繪為美國無能目前的混亂被視為和描繪為美國無能、、疏疏
忽和軟弱的悲慘混合忽和軟弱的悲慘混合，，這肯定會進一步加劇北京對美國衰落的敘這肯定會進一步加劇北京對美國衰落的敘
述述。”。”

他接著說他接著說：“：“我們從北京和莫斯科的宣傳中看到我們從北京和莫斯科的宣傳中看到，，我們的對我們的對
手正在幸災樂禍手正在幸災樂禍，，並傳達出美國不可信任並傳達出美國不可信任。。因此因此，，這不得不讓我這不得不讓我
們的朋友和夥伴感到擔憂們的朋友和夥伴感到擔憂，，特別是在台灣和烏克蘭問題上特別是在台灣和烏克蘭問題上。”。”

遇難軍人的家屬蔑視拜登遇難軍人的家屬蔑視拜登““笨手笨腳笨手笨腳””的決定的決定
在喀布爾機場爆炸案中喪生的軍人萊利在喀布爾機場爆炸案中喪生的軍人萊利··麥科勒姆麥科勒姆（（RyleeRylee

McCollumMcCollum））的父親吉姆的父親吉姆··麥科勒姆麥科勒姆（（Jim McCollumJim McCollum ））週二告訴週二告訴
《《福克斯與朋友們福克斯與朋友們》，》，拜登在其政府的軍事決策中的每一步都拜登在其政府的軍事決策中的每一步都
““失誤失誤”，”，導致他的兒子死於伊斯蘭國恐怖分子之手導致他的兒子死於伊斯蘭國恐怖分子之手。。

麥科勒姆說麥科勒姆說：“：“他處理這件事的方式他處理這件事的方式，，他在此過程中每一步他在此過程中每一步
所做的一切都絕對是倒退所做的一切都絕對是倒退，，而且我不明白他們是如何做出決定的而且我不明白他們是如何做出決定的
。。一個高中生可以做出比他們更好的決定一個高中生可以做出比他們更好的決定。”。”

萊利的母親凱西萊利的母親凱西··麥科勒姆麥科勒姆（（Kathy McCollumKathy McCollum）） 說說，，她將兒她將兒
子的死歸咎於子的死歸咎於““患有癡呆症患有癡呆症””的拜登的拜登。。

她在接受電台採訪時說她在接受電台採訪時說：“：“我的兒子才我的兒子才2020 歲零歲零 66 個月大個月大，，
正準備回家看他的兒子的出生正準備回家看他的兒子的出生，，而那個笨手笨腳而那個笨手笨腳、、癡呆症纏身的癡呆症纏身的
廢人拜登讓我兒子死了廢人拜登讓我兒子死了。”。”

海軍陸戰隊員卡裏姆海軍陸戰隊員卡裏姆··尼庫伊尼庫伊 （（Kareem NikouiKareem Nikoui））的父親史的父親史
蒂夫蒂夫··尼庫伊尼庫伊（（Steve Nikoui)Steve Nikoui) 在在《《今晚塔克卡爾森今晚塔克卡爾森》》節目中談到節目中談到
了導致他兒子死亡於喀布爾了導致他兒子死亡於喀布爾““混亂混亂””和和““沒有真正計劃好的沒有真正計劃好的””情情
況況。。

尼庫伊說尼庫伊說：“：“塔利班如此迅速地滲透到整個國家塔利班如此迅速地滲透到整個國家，，我們似乎我們似乎
只剩下這個小機場只剩下這個小機場，，這真的讓我感到擔憂這真的讓我感到擔憂 ，，我們從那裏得到的我們從那裏得到的
視頻和照片看起來有些混亂視頻和照片看起來有些混亂。”。”

政治領導人和退伍軍人抨擊拜登政治領導人和退伍軍人抨擊拜登““可恥可恥””的阿富汗撤軍的阿富汗撤軍
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成員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成員、、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本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本··薩斯薩斯

(Ben Sasse)(Ben Sasse) 週一在一份聲明中強烈批評拜登週一在一份聲明中強烈批評拜登““可恥可恥””地從阿富地從阿富
汗撤軍汗撤軍，，讓美國人落後讓美國人落後。。他說他說：： ““總統做出了將美國人拋在後總統做出了將美國人拋在後
面在道德上站不住腳的決定面在道德上站不住腳的決定。。恥辱是總統的選擇恥辱是總統的選擇，，願曆史永遠不願曆史永遠不
會忘記這種懦弱會忘記這種懦弱。”。”

愛荷華州參議員喬尼愛荷華州參議員喬尼··恩斯特恩斯特 (Joni Ernst)(Joni Ernst) 是第一位在參議是第一位在參議
院任職的女性退伍軍人院任職的女性退伍軍人，，她是全球反恐戰爭的退伍軍人和參議院她是全球反恐戰爭的退伍軍人和參議院
軍事委員會成員軍事委員會成員，，她抨擊拜登違背了對美國人的承諾她抨擊拜登違背了對美國人的承諾。。

她說她說：“：“多麽超現實和令人痛心的現實多麽超現實和令人痛心的現實：：美國把我們自己拋美國把我們自己拋
在腦後在腦後，，總統違背了我們對美國公民和那些與我們一起勇敢服役總統違背了我們對美國公民和那些與我們一起勇敢服役

的人的承諾的人的承諾。。塔利班正在慶祝塔利班正在慶祝。。毫無疑問毫無疑問，，塔利班和恐塔利班和恐
怖組織現在和將來給我們帶來的恐怖襲擊比怖組織現在和將來給我們帶來的恐怖襲擊比2020 年前更有年前更有
底氣了底氣了。。總統和本屆政府有責任清楚地了解這次計劃和總統和本屆政府有責任清楚地了解這次計劃和
執行不力的撤軍可能導致的後果執行不力的撤軍可能導致的後果，，美國人民的安全和保美國人民的安全和保
障取決於它障取決於它。。 ””
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凱文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凱文··麥卡錫麥卡錫（（Kevin McCarthyKevin McCarthy））週週

二在國會山召開新聞發布會二在國會山召開新聞發布會，，眾議院退伍軍人呼籲拜登眾議院退伍軍人呼籲拜登
迅速制定一項拯救被困美國人的計劃迅速制定一項拯救被困美國人的計劃。。
麥卡錫說麥卡錫說：“：“讓美國人離開的計劃是什麽讓美國人離開的計劃是什麽？？在我有生之在我有生之

年年，，我永遠不會相信美國政府會故意做出將美國人拋在我永遠不會相信美國政府會故意做出將美國人拋在
後面的決定後面的決定。”。”
猶他州前空軍猶他州前空軍 B-B-11 飛行員飛行員、、眾議員克裏斯眾議員克裏斯··斯圖瓦特斯圖瓦特

（（Chris StewartChris Stewart））在推特上說在推特上說，，總統的總統的““基本職責基本職責””是拯是拯
救被拋在後面的美國人救被拋在後面的美國人。。他說他說：“：“這是我們總司令的基這是我們總司令的基
本職責本職責，，但敵後仍有美國人想要回家但敵後仍有美國人想要回家。”。”
曾在阿富汗服役的前海軍海豹突擊隊員曾在阿富汗服役的前海軍海豹突擊隊員、、眾議員丹眾議員丹··克克

倫肖倫肖（（Dan CrenshawDan Crenshaw））在共和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在共和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們仍我們仍
在與塔利班作戰在與塔利班作戰，，拜登政府是時候認識到這一點並營救被困人員拜登政府是時候認識到這一點並營救被困人員
了了。”。”

克倫肖表示不相信拜登政府會承認塔利班為政府的想法克倫肖表示不相信拜登政府會承認塔利班為政府的想法，，他他
說說：“：“他們在我們的恐怖分子觀察名單上他們在我們的恐怖分子觀察名單上，，他們駕駛著我們的黑他們駕駛著我們的黑
鷹直升機鷹直升機，，我們的盟友被壓在下面我們的盟友被壓在下面。”“。”“他們四處走動他們四處走動，，殺戮狂殺戮狂
歡歡，，殺害美國公民和盟友殺害美國公民和盟友。”“。”“就是這些人就是這些人，，他們一直都是這樣他們一直都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必須與他們戰鬥的原因這就是我們必須與他們戰鬥的原因。”。”

克倫肖說克倫肖說：“：“昨天我們沒有結束任何戰爭昨天我們沒有結束任何戰爭，，我們仍在戰爭中我們仍在戰爭中
。。現在是我們的政府真正認識到這一點並認識到地面上仍有美國現在是我們的政府真正認識到這一點並認識到地面上仍有美國
公民仍在戰爭中的時候了公民仍在戰爭中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將他們救出來我們需要將他們救出來。”。”

然而然而，，對拜登的批評不僅限於共和黨人對拜登的批評不僅限於共和黨人，，也來自民主黨成員也來自民主黨成員
，，他們主要不同意政府在他們主要不同意政府在 88 月月 3131 日任意撤出所有美軍的最後期日任意撤出所有美軍的最後期
限限。。

賓夕法尼亞州眾議員蘇珊賓夕法尼亞州眾議員蘇珊··懷爾德懷爾德（（Susan WildSusan Wild））指出指出，，美美
國將需要關於導致阿富汗在該國國將需要關於導致阿富汗在該國 2020 年後撤軍失敗的年後撤軍失敗的““一連串失一連串失
敗敗””的答案的答案。。

懷爾德說懷爾德說：“：“為了向前邁進為了向前邁進，，我們的國家需要就導致我們陷我們的國家需要就導致我們陷
入災難性時刻的一連串失敗得到答複和問責入災難性時刻的一連串失敗得到答複和問責，，我期待著利用我在我期待著利用我在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平台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平台，，從拜登政府那裏獲得關於出了什從拜登政府那裏獲得關於出了什
麽問題麽問題，，我們的部隊應該得到對真相的完整和不加修飾的描述我們的部隊應該得到對真相的完整和不加修飾的描述。。
””

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民主黨主席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民主黨主席、、民主黨參議員鮑勃民主黨參議員鮑勃··梅梅
嫩德斯嫩德斯（（Bob MenendezBob Menendez））本月早些時候指責拜登政府實施了一本月早些時候指責拜登政府實施了一
項項““有缺陷的計劃有缺陷的計劃”，”，該計劃該計劃““顯然沒有準確評估美國迅速撤軍顯然沒有準確評估美國迅速撤軍
的影響的影響”。”。

新罕布什爾州民主黨參議員瑪吉新罕布什爾州民主黨參議員瑪吉··哈桑哈桑 （（Maggie HassanMaggie Hassan））
也表示也表示““我們必須完成這項任務我們必須完成這項任務，，不管任何任意的截止日期不管任何任意的截止日期”。”。

亞利桑那州民主黨參議員馬克亞利桑那州民主黨參議員馬克··凱利凱利（（Mark KellyMark Kelly））是一位是一位
海軍退伍軍人海軍退伍軍人，，他表示更重要的是專注於獲得美國人離開阿富汗他表示更重要的是專注於獲得美國人離開阿富汗
而不是遵守而不是遵守 88 月月 3131 日的最後期限日的最後期限。。

自從阿富汗撤軍出現問題以來自從阿富汗撤軍出現問題以來，，至少有至少有 4545 名國會議員呼籲名國會議員呼籲
將拜登免職將拜登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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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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讀者尚未和Omni Art的兩個成員甘家瑋
（阿甘）和鄭潔瑜（Sandy）相見，卻可能

曾經與她們遍布在香港不同區域的3D地畫、壁
畫、樓梯畫等作品擦肩而過。而本次Omni Art就
為香港仔中心暑期推廣活動“海洋之約”創作，
利用壁畫的形式，將五米高的“幻彩水世界”、
以3D效果繪製的“躍破制限”和“魚樂無窮”的
熱帶“水族箱”帶進了香港仔中心露天廣場，以
豐富的海洋元素，為當區的人注入來自海洋的能
量、換上耳目一新的氛圍。Omni Art過去不乏以
海洋作為主題的作品，但這次能夠在“昔日漁
村”的原址繪製海洋生物，不僅為香港仔保留了
地區特色，也活化了南區其中一個角落的空間，
這些絢爛的色彩，無疑為街坊添上了歷史意義和
新的趣味。

述說本土故事和歷史
抬頭看高約五米的作品“幻彩水世界”，先是

鮮艷奪目的水母，慢慢將視線往下移，會看見海
草、海豚和一群小魚在游動，上下部分的結合，構
成了海底世界局部的景致。和一般展示藝術作品的
展覽不一樣，在公共空間創作有許多無法控制的因
素，而空間的大小、形狀和周遭的環境就是其中之
一。“幻彩水世界”身處的位置原來是一扇不起眼

的後門，凹進去的部分相當明顯，而Omni Art就嘗
試善用了這個陷進去的一角凸顯畫中的主角。“我
們就將海豚畫到像是要從裏面鑽出來一樣。”阿甘
憶述，由於那個空間比較黑暗，因此在海豚兩側亦
加插了大大小小、不同顏色的魚在游泳，豐富了畫
作的內容，也將本身的缺陷扭轉成位置和創作空間
的優勢。“3D壁畫和一般平面畫作最大的區別就是
對於視點的講究，3D壁畫往往都講求視點的精
準。”阿甘舉例，這次創作的時候因為要遷就海豚
的角度，所以建議觀賞者以打斜的視角看海豚的比
例、觀感才最正確。

除了現場環境和視角的考慮，展示在公共空
間和街頭的創作對於阿甘和Sandy而言，也可以藉
此述說關於香港的故事。她們認為，有別於一般
展於畫廊或者展覽場館的藝術作品，公共空間的
作品如壁畫，能夠用最直接的方式和觀賞者對
話，也可以即時引起人們內心的觸動。“我覺得
藝術首先會令人開心，其次能讓人思考。即使我
們有屬於自己要傳遞的信息，但是每個人看見
的、所收穫的都不一樣。”阿甘說。以Omni Art
過去在大澳的作品為例，同樣以3D壁畫和地畫結
合的方式，刻畫了大澳居民的生活狀態，例如：
棚屋、漁船和居民的活動，不僅吸引到遊人前來
打卡，也打開了大眾對漁村文化的議題，引起了

人們對香港歷史、文化和藝術的關注。“我們也
很希望香港有自己特色的產物。”Sandy分享到，
她們起初繪畫街頭藝術的時候都是向外國的藝術
家學習，但現在她就覺得香港是時候以街頭藝術
的方式，傳承自己的本土文化。

籲港藝術家要先尋根
因為創作，阿甘和Sandy經常在香港不同地

區東奔西跑，有時甚至要逗留一段時間，每次都
會跟當區的人進行交流，跟社區建立關係，亦因
此對自己的根開始有更深刻的了解。“香港人跟
其他地方不一樣的，是他們總是找方法離開香
港。香港人好像永遠沒有根、也找不到自己的
根。”阿甘留意到，香港人很多都很崇尚外國的
事物，尤其在藝術方面，往往會覺得外國的作品
比較好。她們舉例，過去聯繫她們合作的客戶
中，大多都已經想好一個主題讓她們去畫，並希
望她們按照國外的一些已經完成的作品作為參考
資料。

與此同時，香港對於畫的內容還是很有規
限。“現在在中環、上環等地區看見的街頭藝術
作品已經比較破格，但很多都是出自外國藝術家
的手筆。”阿甘和Sandy繼續表示，外國藝術家很
多時候會有比較多的空間去創作。Sandy說：“很

多客戶並非因為我們的風格或者創作理念而找我
們，所以我們自由發揮的機會也比較少。”阿甘
和Sandy均認為，香港其實也有很多很出色的藝術
家，但卻因為各種限制而少了發揮和曝光的機
會。香港藝術家想要得到大眾的關注和認同，兩
人皆認為香港人應該嘗試多欣賞本土的作品。
“香港很多本土文化是很獨特的，大家先重視其
他地方沒有的東西和文化，然後香港藝術在各方
面的發展才會逐漸明朗。”阿甘說。

走進“七有五性”社區 影片口碑持續好評

●社區公益活動支援河南抗洪。

巨型巨型““水族箱水族箱””現身香港仔現身香港仔

繽紛繽紛壁畫壁畫喚醒漁村回憶喚醒漁村回憶

近日港島南區香港仔中心一帶出現大型“水

族箱”。立體且巨型的金魚、海豚、水母等壁畫

創作活靈活現，呈現於區內商舖林立的心臟地

帶，這些海洋生物的進駐，讓街坊恍如置身於海洋

世界，亦喚醒了香港仔昔日作為漁村的回憶。繪製是

次壁畫的香港藝術團體Omni Art，不但希望嶄新的元

素能夠重塑老區的面貌，同時透過公共藝術的力量，

將本土文化和創作展現於香港不同的大街小巷。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香港仔中心暑期推廣活動香港仔中心暑期推廣活動““海洋之約海洋之約””其中帶來其中帶來Omni ArtOmni Art的的
壁畫作品壁畫作品。。

●●作品作品““躍破制躍破制
限限””

●●作品作品““幻彩水世界幻彩水世界””進駐香港仔中心進駐香港仔中心。。

●●阿甘阿甘（（右右））和和SandySandy
利用公共空間的創作述利用公共空間的創作述
說香港故事說香港故事。。

●●一群彩色的魚用於襯托海一群彩色的魚用於襯托海
豚豚、、改善空間黑暗部分改善空間黑暗部分。。

區區有故事之區區有故事之香港仔香港仔
●●熱帶熱帶““水族箱水族箱””設於設於香港仔中心其中一個商
香港仔中心其中一個商場外場外。。

《內地港人·百人百事》公益系列紀錄片首映
活動後口碑持續好評，近日在網上平台播出。日
前，我走進了內地的“七有五性”社區調研，準
備記錄居民生活，什麼是“七有五性”？本文一
一道來，先再看一下幾位觀眾對我們影片的精彩
影評及口碑：

天壇周女士：“普通人的視角，折射社會巨
變；香港同胞的參與，共享祖國母親的繁榮。被
普通人的故事打動，為中國的頑強崛起感動。這
些故事裏有你也有我，我們就是自己故事的朗讀
者。影片製作精良，團隊的嘔心隔屏都滿溢。觀
影，一次歡樂的體驗。”

餐廳老闆曾先生：“非常有意義的活動，用
100個內地港人真實故事，告訴香港年輕一代，乃
至世界各國華人華僑，是中國人都可以在祖國大

地獲得發展機遇的鐵證，是全世界所有中國人與
生俱來的福利。當然，如果你自己不承認自己是
中國人，那對不起，那些成功案例與你無關，你
當你的洋奴去，這是你的選擇。”

清華大學博士張先生：“作為清華大學的學
生，毫無疑問《抉擇》是我個人最喜歡的片段。
在受邀參加首映禮前，我不知道影片內容，《抉
擇》開始的時候給了我不少的驚喜。從人工智能
機器人實驗室，到蒙民偉音樂樓。既有前沿科
技，又有人文藝術，影片對校園生活體現得很全
面。由於疫情原因，我是剛剛結束在美國多年的
學習生活回國，在美留學期間接觸了不少來自港
澳台的同學和老師。時至今日，港、台學生仍然
對內地的高等教育存有偏見，認為內地的大學以
思想和政治教育為主，甚至超過對知識和技能的

培養。我們依然需要讓更多的香港年輕人了解內
地教育，接觸內地的學生，電影無疑是非常理想
的載體。以第三方的視角記錄和展示學校的真實
面貌，從客觀性、宣傳力度、傳播規模等，無疑
是遠遠高於學校自身的宣傳。非常感謝主創團隊
的努力！”

為了更好記錄內地社區居民生活呈現給觀
眾，我走進了北京豐台區的怡海花園作社區調研
和記錄“七有五性”居民生活的實況。在商會蕭
會長的帶領下，我第一次和怡海社區的王琳達主
席見面，在這個2001年建成的三萬多居民近九千
戶大社區裏面，大家都親切地稱呼她為“王媽
媽”。王媽媽帶我們參觀社區內配套，有幼兒
園、小學、中學、養老院、超市餐廳商店等生活
設施，我看到最有特色的就是配備了社區老年大

學。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她帶着我們到老年
大學裏的歌唱室，讓蕭會長與我和社區的數十位
老人一起合唱《我和我的祖國》歌頌祖國，有國
有家，我看到長輩們洋溢在面上的幸福表情，古
語有云“遠親不如近鄰”，我感受到這是現代已
淡化了的家園鄰里文化的一股難得的暖流。

●作者/圖片：文旅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
傳播大使 梁家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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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毒3》開機，預計2022年暑期公映。

雖然近幾年國產片票房記錄已經趨於穩定，

但是得益於票價的提升等多種原因，港式警匪片

的票房記錄卻在不斷重繪。2018年國慶檔的黑馬

《無雙》斬獲12.73億票房，打破2016年《澳門

風雲3》11.16億的紀錄。而這一紀錄又先後被

2019年暑期檔的《掃毒2》13.12億、2020年賀歲

檔的《拆彈專家2》13.14億打破。另外，今年暑

期檔的《怒火重案》，如果沒有疫情影響的話，

或許也將創造12億+的票房成績。

可以說，12億+已經是港式警匪片的極限了

，顯然《掃毒3》的目標也是這一成績。《掃毒

3》命名為《掃毒3天大地大》，但是很多港片

的香港片名和內地並不相同，最終內地片名依

然待定。邱禮濤依舊擔任導演，郭富城、古天

樂、劉青雲與內地演員楊采鈺領銜主演。影片

繼續由寰宇出品，而在上一部《掃毒2》的發行

方合瑞影業，則以全新的人間指南電影公司成

為第二出品方，接連發行多部爆款作品的聯瑞

影業成為第三出品方。

對於警匪港片來說，雖然具有一定的“套

路局限性”，但是其實一直深受市場的青睞，

是任何檔期的絕對剛需，最近幾年的《反貪風

暴4》《掃毒2》《使徒行者2》甚至是冷檔期

的《犯罪現場》，都取得了極為不錯的票房成

績。邱禮濤最近兩部警匪片《掃毒2》和《拆彈

專家2》都擁有不錯的口碑與票房表現，相信

《掃毒3》也能够繼續取得10億+的票房成績，

目前來看，明年暑期檔會是本片最好的選擇。

另外，邱禮濤導演素以“手快”著稱，近

幾年一直有一年兩部電影的速度推進，2019年

《家和萬事驚》《新喜劇之王》《掃毒2》、

2020-2021年《拆彈專家2》《感動他77次》，

而在明年，除了《掃毒3》之外，還有愛奇藝影

業出品、歐豪、穀嘉誠、俞灝明主演的主旋律

動作災難片《絕地追擊》。

《掃毒3》開機，
2022港片冠軍預定？

通过贴片七夕档新片《测谎人》，《门锁》线

下官宣定档9月19日中秋档。

在去年金鸡奖期间，恒业影业发布片单，这部

犯罪类型片《门锁》是其重点项目。由去年执导了

谍战剧《瞄准》的导演别克执导，白百何、白客、

范丞丞、王紫璇主演。与恒业最近的很多作品一样

，《门锁》也是一部翻拍电影，其同名原作2018

年12月在韩国上映，获得了不错的口碑，距离原

作上映不足三年，也显现了本片较快的版权交易与

制作流程。

2019年贺岁档，由恒业影业出品的《误杀》

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最终斩获了13.33亿

票房成绩。这也让恒业加速了对翻拍海外优秀口碑

悬疑犯罪片的布局。《误杀2》已经开机拍摄，预

计不久也将与观众见面。相对比10亿+量级的《误

杀》系列，中等体谅的《门锁》的票房目标或许在

3亿左右，因此三天小长假档期更为合适。

而伴随着《门锁》的定档，目前整个中秋档已

经扎堆了8部国产电影。另外考虑到目前多部好莱

坞电影依旧处于积压状态，预计还会有1-2部中等

体量的好莱坞分账片获得入驻中秋档的机会。

这其中的绝对一号种子，毫无疑问是本周定档

的主旋律动作灾难片《峰爆》。而除了《门锁》之

外，其他几部影片目前来看卖相相对一般。甚至有

几部影片在定档之后几个月都没有后续动作，可能

后续会撤档。而同样也是刚刚定档的《狗果定理》

，其实几个月前也定档过五一档和端午档，但是都

在公映前悄无声息的公映，此次再次定档中秋，能

否最终顺利公映也成为一大看点。

不过和其他小长假档期不同，距离国庆档仅有

11天的中秋档，并没有太高的票房势能可以释放，

2-3部破亿体量的影片就已经足够。目前距离中秋

档还有一个月，及时让处于积压状态的多部好莱坞

分账片定档才是缓解目前市场饥渴的关键。

白百何《門鎖》定檔中秋
又一個擁擠的小長假檔期誕生了

“賈科長”延遲了許久的新作《一直遊到海水

變藍》終於定檔了，將於中秋檔（9月19日）上映

，相比賈樟柯的其他劇情片，這部紀錄片其實一直

也以更低調舒緩的姿態存在。

影片聚焦社會變遷中的中國當代文學名家，如

賈平凹、余華、梁鴻，以他們敞開心扉的分享與個

人回憶為情感索引，進入國人的精神世界，並展現

出過去70餘年的中國社會變遷。從題材與內容及展

現形式來說都有著深沉的文學感，如導演賈樟柯對

於影片闡述時所說“我希望通過四代作家他們接力

的這種表達來談一談中國的心事。”

《一直遊到海水變藍》於去年年初的柏林電影

節首映，之後也在平遙國際影展、紐約電影節等進

行展映，此前也有展映版本資源流出，對於不少迷

影群體來說這部影片都不太陌生。現時豆瓣上該片

評分6.8（2000多人打分），對於影片評價也眾說

紛紜，可以看出對於這類題材青睞者、對於影片內

容所展現的時代有共鳴者還是被其所打動，但也有

不少人指出影片的形式、結構等存在問題。

其實對於這樣一部紀錄片，其本身在福斯觀影

群體中就是有較高門檻的，且《一直遊到海水變藍

》是以幾比特作家的訪談為重點呈現內容，這對於

日漸娛樂化的市場而言無疑是“嚴肅認真”的內容

，有人會很愛，但確實難以在福斯市場掀起廣泛關

注。

回看賈樟柯的導演作品，或許市場成績從來不

是最重要的，如2018年的《江湖兒女》票房6000

多萬，2015年的《山河故人》票房3000多萬，往

往叫好卻不甚叫座，但賈樟柯作品始終是華語電影

市場重要的存在，每次上映前也備受熱議，這一部

《一直遊到海水變藍》同樣如此。

影片定檔9月19日，也算是加入中秋檔之戰，

截至目前這個檔期內已經有七部影片了，包括《一

直遊到海水變藍》《關於我媽的一切》《日常幻想

指南》等都是中小量級影片，不過《關於我媽的一

切》在行銷助力下是中秋檔現時熱度最高的影片。

與同檔期影片相比，《一直遊到海水變藍》是一部

差异化明顯的作品，同時也是一部註定小眾的作品

，其票房天花板也不會太高，或在千萬級別。

不過獨特性內容依然是市場所需要的，百花齊放的

內容生態也尤其需要《一直遊到海水變藍》這樣的

影片登場。

中秋檔日漸擁擠
《一直遊到海水變藍》會成為驚喜嗎？

BB66綜合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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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的迷因以不同形式展示展出的迷因以不同形式展示。。

●●迷因結合科技形式展示迷因結合科技形式展示。。

●●迷因文化受時下青少年歡迎迷因文化受時下青少年歡迎。。

●●現場展出多現場展出多
幅經典迷因幅經典迷因。。

●●陳豪在一部古裝片中說了一句陳豪在一部古裝片中說了一句““同朕同朕checkcheck吓吓””也十分經典也十分經典。。

黑
人
問
號

Drakeposting
女
人
吼
貓

“
你
不
如
一
槍
打
死
我
”

“
啊
”
“
講
呢
啲
”

“
你
永遠不會成功”

網絡紅爆迷因

這個紅遍全球的“黑人問號”迷
因，其主角是NBA球星Nick Young。
這個疑惑的表情是出自一段關於Nick
Young的紀錄片訪談中，他媽媽憶述
Nick Young童年時曾被稱讚“若努力
練習，會很了不起。”但下一秒，他
媽媽裝作嚴肅爆出一句“他是小

丑。”Nick Young
隨即露出這個經典
的表情，成為其中
一張廣為人知的迷
因。

這兩幕出自美國知名饒舌歌手
Drake 的歌曲“Hotline Bling”的MV

中，Drake 在 MV
曾擺出這兩個類似
“Yes/Ｎo” 的 姿
勢。其後這兩幅截
圖被擺在一起，並
配上不同的文字，
是流傳十分廣的經
典迷因之一。

Nick Young黑人問號

Drakeposting

這個同樣熱
爆全球的迷因是
由兩幅原本風馬
牛不相及的圖片
組成。圖中的白貓是一隻名為“Smudge”
的偏食貓，當時牠的主人上傳了一張牠望
着餐桌蔬菜的照片。後來，有網友把真人
實境節目《比佛利嬌妻》（Real House-
wives of Beverly Hills）中演員泰勒阿姆斯
壯（Taylor Armstrong）怒吼的一幕與
Smudge的這張照片結合起來，就這樣，網
民一個無厘頭的想法，成就了一張經典迷
因的誕生。這張迷因至今仍被配上不同文

字，繼續紅爆
網絡，例如發
展成日式浮世
繪風格，十分
搞笑。

女人吼貓

這個截圖及
對白出自1989年
的港產電影《喋
血雙雄》，由周
潤發及李修賢主
演。這個港產迷因不但在網絡廣泛流
傳，更被製作成聊天工具中的貼圖。

發哥“你不如一槍打死我”

此幕出自無
綫電視劇《鐵馬
尋 橋 》 主 題 曲
MV，主角鄭嘉穎
在唱主題曲時大
叫一聲“啊”，
此圖更被網民惡
搞出不同版本。

鄭嘉穎“啊”
此幕出自無綫

電視劇《拳王》，
但該句對白並非出
自劉江，由網民惡
搞配上。此圖不僅
紅爆網絡，更成為
不少港人的口頭
禪，劉江亦因此成
為網絡紅人。

劉江“講呢啲”

迷因又譯媒因， 目前比較公認的定義是通過模仿在
人與人之間傳播的思想、行為或風格，通常是為

了傳達迷因所代表的特定現象、主題或意義。迷因的定
義廣闊，除了一張圖，也可以是一段短片、一句說話或
者一張動態圖片。社交媒體的興起，對網絡迷因可謂推
波助瀾，只要打開社交媒體，各式各樣的迷因圖令人目
不暇給，總有一張能博君一笑。事實上，迷因的製作門
檻不高，只要迷因生成器在手，任何人都可以成為
meme maker。隨着時代變遷，因為迷因的影響力巨
大，用途也變得廣泛，例如有公司或機構在進行產品或
信息宣傳時，會採用迷因改圖，務求吸引網民眼球，以
收宣傳之效。流行全球的迷因文化，已成為我們的日常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近，有商場便舉辦迷因實
體展覽，展出多幅紅爆網絡的迷因圖。究竟對年輕人而
言迷因有何吸引之處？香港文匯報記者邀請了兩位同樣
等候入場觀展的中學生一起同行，了解他們喜愛迷因的
原因，以及迷因如何影響他們。

迷因定義廣闊 製作門檻低
最近，社交媒體網站9GAG與K11 Art Mall聯手，

即日起至9月5日於chi K11藝術空間舉辦展覽，把在網
絡上熱爆流行的迷因變成實體展品，有些展品更不單是
一張實體圖，而是配合了AR技術，讓“黑人問號”、
“災難微笑女孩”等的迷因在觀眾眼前動起來，部分迷
因甚至還配合了特殊的氣味。以往只能在虛擬世界看到
的迷因，以如此破格的方式展現出來，難怪展場門口打
起長長“蛇餅”。

“在我開始使用社交媒體時，就開始接觸迷因了，
大概是小學吧。”就讀中五的Apple告訴記者。她說，自
己一直很喜歡看迷因，因為覺得它們幽默搞笑，其中一
些更能一針見血地諷刺時弊。Apple常常在社交媒體分享
各式迷因，“看到好笑的就會分享，看到朋友因有共鳴
而點讚，會很滿足。”她續指，除了社交媒體外，使用
聊天工具時也會用到迷因貼圖，“有時一張圖已經足夠
表達心情。”Apple最喜歡的迷因是“女人吼貓”。此
外，她也嘗試利用迷因製作器製作迷因，期望有一天自
家製的“港式迷因”能夠衝出香港，紅爆國際網絡。

迷因除了是一張圖，也可以是一段短片、一句說話
或者一張動態圖片。它們被網友進行二次創作後，再在
網絡上快速而廣泛地傳播。雖然社交媒體的興起孕育了
迷因的成長，但是原來“迷因”一詞的起源，最早可追
溯至1967年。當時英國演化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提出。道金斯認為，文化資訊傳播的方
式與生物學上的基因十分相似，他利用生物演化遺傳的
概念，定義訊息被大量模仿、複製並再造的概念，因此
迷因的英文meme與基因的gene相似。根據道金斯對
“迷因”一詞的理解，他認為音樂、服飾、口號均可視
為迷因，這些東西可透過模擬、複製、再造，得以不斷
傳播。不過，隨着時代變遷，來到今天，迷因的定義也

隨之演變，可指
幽默或具諷刺意
味的圖文、影
像、字句等，在
網絡上快速而廣泛地傳播。迷因之所以能夠大量
湧現和廣泛傳播，皆因製作門檻不高，網民可
以根據特定的模板，因應不同情境配上不同的
文字，製成具話題性的迷因。它既可以傳遞信
息，也能引起共鳴，凝聚群眾力量。

融科技元素展出實體迷因
踏進展場，迎接觀眾的是一條粉紅色的

時光隧道，當中有三部播放不同迷因的機
器，觀眾只要按動按鈕，一幅幅在網絡上紅
爆的迷因便展現在眼前。穿過這個帶點科幻
味道的空間，便來到另一個展區──78幅迷
因隨着運輸帶徐徐轉動，當中有來自外國的
迷因，也有港產迷因。見到港產的迷因，Apple
顯得十分興奮。今次展出的港產迷因，相信不少
人都十分熟悉。例如發哥的“不如一槍打死
我”、陳豪的“同朕check吓”等。至於外國的迷
因，相信如“I know that feel”、或是李安納度在
電影《大亨小傳》中手捧酒杯的一幕，對港人而言
都不會陌生。Apple說，自己最愛的港產迷因是劉江
“講呢啲”。她表示：“最初我不認識劉江這位演員，
直至‘講呢啲’在網絡上廣泛流傳，才知道他是誰。”
Apple續指，“講呢啲”更成了朋友之間對話常用的口
頭禪。“這個迷因已經出現了好一段時間，但‘講呢
啲’依然是我們常常會說到的。就連WhatsApp聊天也不
例外。”Apple向記者展示了她與同行朋友Carmen的聊
天記錄──使用大量迷因貼圖進行對話。“有時懶得打
咁多字，一張meme已經表達了想說的。”Carmen說。

除了能在展場內欣賞實體迷因外，展覽亦加入了科
技元素，例如結合AR技術，令迷因頓時在眼前動起
來。此外，現場亦展出了一件名為“IN MEME WE
LOVE”的NFT（非同質化代幣）藝術品。這件作品結
集了過百張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的迷因，反映了迷因的歷
史與變遷。網絡及社交媒體的流行孕育了迷因的成長，
來到今天，迷因已經茁壯地長，巨大的影響力不容小
覷。然而，喜歡歸喜歡，Apple還是保持理智。她認
為，有時人們會透過迷因去理解一些事情，但這些迷因
多以圖片為主，容易簡單化一些事情，若要思考一些相
對複雜的事情，不應依靠迷因。“最重要的，還是要在
幽默中保持頭腦清醒，透過閱讀文字，理解事情發展的
脈絡，保持批判思考能力。”Apple說。

網絡“迷因”席捲全球

提到籃球員Nick Young、饒舌歌手Drake，

你可能未必認識他們。不過，你有很大機會在

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迷因（英語：meme，

又譯媒因，中國內地稱為模因，台灣則稱為

迷因），見過他們─前者的黑人問號、後者

則擺出“Yes or No”的表情與手勢，有點印象

吧？香港也有不少藝人明星成為迷因的主角，

例如發哥的“你不如一槍打死我”、劉江的

“講呢啲”等等，都是令香港人會心微笑的迷

因。迷因常見於社交網絡或聊天工具中，一幅圖

配上一些文字，其幽默啜核的風格，深受時下年輕

人歡迎。這些在網絡上被瘋狂轉載的迷因，究竟有

何魅力？也許就在於它能夠打破國家之間的文化隔

閡，以其幽默方式，或抽水，或嘲諷，或是純粹引人

發笑，借助巨大的網絡傳播能力，最終由小眾文化成為

流行全球的共同語言。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打破文化隔閡打破文化隔閡
展示無限創意展示無限創意

●●““IN MEME WE LOVEIN MEME WE LOVE””的的NFTNFT作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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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喝了口茶，和丁大夫聊天可
以心平氣和暢所欲言： 「你好奇，問
我文學底子從何而來，其實我文學基
礎不佳，出生於戰亂時期，小學讀了
八所學校，包括一所私塾，只讀了五

年時間，根基不固是必然的，後天的
不足 ，如果有先天的聰穎，可以補足
後天的失調，可惜，非常不幸的，我
不但沒有聰穎，而且天生有＂閱讀障
礙症＂（Dyslexia），被人視為傻瓜

兮兮的，學習、閱讀不勤快、
不用功，成績勉勉強強得過且
過混日子。這個病症最明顯的
缺失有閱讀困難、意識不集中
，心不在焉、拼音、拼字困難
， 永 遠 當 不 了 拼 字 蜜 蜂
（Spelling Bee)，不聽老師的
講課，人在課堂心在天邊、此
症整得我想方設法逃避閱讀和
背誦、再來就是發音錯誤，寫
字拼字亂搞一通。

「有這種症狀的孩子們，他
們左腦語言區不太靈光，思維
比較跳躍難理解。我是標準的
病患，甚至更嚴重些，我會把
Wells Fargo 講成 Fars Wellgo
的人，更不幸的是沒有人知道
我有此障礙，我的父母不知，
我的兄弟姊妹不知，我的朋友
不知，我的老師們不知，連我
自己也沒有自知之明，尤其在
一個學習環境是以記憶、背誦
、默寫、習唱、模仿為主流來
評估成績的環境中，我一不小
心便敬陪末座，歌唱考試僅拿
59分。記得小學時，老師出的
考題非常客氣：＂請小朋友試
一試回答下列各問題＂，我那
天肚子很不舒服，想上廁所拉
肚子，於是，趕緊回答了＂我
不想試＂，以為答完考卷了，
很神氣地第一個交卷，出教室
上廁所去了。毫無疑問那次考
試得鴨蛋，我的天呀！那要多
少次考試才補得上及格呀，更
糟的是還吃了一頓筍絲炒肉片
，挨了幾大鞭子。

「我就這樣渾渾噩噩讀了六
、七年書，大概初中二年級時
，學校舉行了一場數學科目的
程度競賽，每個年級有其各自
相當的試題，二年生的題目中

有一幾何題，證明梯形面積是（上
底＋下底）×高÷2。這本是梯形的
定律，比賽的時候，二年生都還沒有
學到，只學到正方形和三角形，我居
然把這題給解了，而且不是用的傳統

教科書的解法，可說另外找了一條去
羅馬彎路的解法。這次比賽我得了滿
分，獲第一名，還領了一些獎品回來
，從此全校風傳二年生有個＂怪胎＂
，成績不出色，數學還不錯。沒多久
全校舉辦書法比賽，那個＂怪胎＂又
拿下第一名，哇！這下可真教人刮目
相看了，連拿幾次第一名，獎品不重
要，我卻大增信心，悟出＂死讀書＂
不是唯一辦法，一定要讀出書中的奧
妙，書照讀，奧妙要自己去體會，從
此我不再把讀書視為畏途了。

「更妙的一次，在一年多後，學
校舉辦演講比賽，每班推舉三人參加
，講題三中選一，講稿自撰，演講完
畢，當場由評判老師們就演講內容提
出相關問題要求參與人回答。本班除
推舉大家都屬意的兩位人選外，最後
一人偏偏把我推出來，同學認為有我
參加的比賽都得過名次把我當福將，
另外以我班之下駟對他班之上駟，犧
牲打得分雖敗猶榮，大家心理不會有
負擔。那次比賽我得了第三名，評委
召集人的評語：帶稿演講扣分不少，
回答問題頗有急智，侃侃而談比演講
更好。一個被人認為頑劣、愚鈍的少
年人，一下子變成正常人了，但要一
個普通正常人走文學路仍是遙遠不可
及的，連精選的唐詩三百首都背不出
二、三篇的人，教他如何七步成詩，
教他如何倚馬可待呀！簡直是癡人說
夢話了。」

丁大夫連忙抬手阻止我說下去，
很誠懇的搶著說： 「成醫生，不必傷
感，我知道有閱讀學習障礙症的人可
真不少，世界上頂尖的科學家愛因斯
坦、發明家愛迪生，他連高中畢業證
書都沒有，卻擁有上百種發明，還有
班哲明．佛蘭克林、邱吉爾，他們既
是政治家又是半個文學家，佛蘭克林
還發明避雷針，電話發明人貝爾，音
樂大師莫札特他們都和你同病相憐呀
！再說帥哥湯姆酷死，人長得帥不說
，拍電影也賣力，有不少影迷呢，還
有那個男高音帕華洛蒂連五線譜都不
會讀，老師教一句，他學一句，完全
靠天賦嗓子好，音域寬廣，歌唱風靡

全世界，可惜死於胰腺癌了。
「你們這些左腦不發達的人，右

腦可管用得很啦，尤其優於思考和想
像力，善於解迷題、難題，有創意和
發明，具強烈的好奇心，對抽象的觀
念有具體的看法。我舉一個＂禪＂的
例子：普通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有禪意的人＂看山不是山，看水
不是水＂，禪到登峰造極時又＂看山
是山，看水是水＂了。有學習障礙的
人，從第一步跳到第二步，他們看山
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已搶先我們一
步了。

「成醫師我知道在你的生命中因
為此障礙受到無數的歧視和忽視、刁
難和傷害、誤解和委屈，那不正是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苦心志，勞
筋骨”嗎？。以你目前的成就來說你
已經是五、六項中藥配方的發明人了
，PHB富鹼寶更得到日本的專利，千
頭萬緒等著去解決和開發啦。你的文
學功夫是你的加分和前景，有了它無
往不利，你的發明是前無古人的，你
的醫學比主流醫學精彩多了，你自己
不去推廣還等誰？！中醫本身就是一
個孤兒，孤兒要活下去得自個兒想辦
法生存，將來靠的就是你的文字功力
去播種啦！」

我趕緊接口說： 「正在關鍵的時
候，被你打斷了，不過我還是要先謝
謝你這半個知音，有你的勉勵和鼓勵
，使我振奮，信心又增一成，許多年
來由於誤解和歧視，我聽了不少風涼
話不知是奚落還是忠言，總之，這些
偎大邊的諷言諷語好似真刀真箭，砍
得我刀刀見血，射得我箭箭透骨，我
拔箭再起，止血再戰，孤軍奮戰勇往
直前，幾乎沒有解釋的餘地和迂迴的
空間，把止血療傷的時間用來穩住陣
腳，要知被打落水的狗要翻身難乎其
難呀。你的鼓勵使我奮起，讓我站得
更堅定，不會溺水而亡，再一次謝謝
你。

「你看飯店老闆已暗示好幾次了
，要我們起身走路，你快買單我們回
診所再聊。」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從阿富
汗撤軍的混亂局面堪稱教科書級別，
如果要寫這樣一本書，書名可以是
《如何輸得精光》，內容包括：既沒
有人重視各方面的警告、也沒有掌握
充分的情報；既沒有周密的計劃，更
沒有穩妥的執行方案。

在美國撤軍這個問題上，有許多
值得細究的地方，但我們先來看一件
事。撤軍時機對嗎？美國選擇的撤軍
時間是所謂的 「戰鬥季節」 。這個詞
很別扭：難道阿富汗的戰鬥還分季節
？但在阿富汗，戰鬥季節從春天開始
，到了冬天到處天寒地凍的時候，塔
利班會回到他們各部落的根據地。那
麽在冬天下令撤軍更好嗎？冬天塔利
班部隊沒有集結，不能迅速填補美軍
撤出的真空狀態。

雖然最後的結果可能仍然是由塔
利班接管政權，但是幾乎可以肯定的
是，冬天將會有利於更加有秩序地撤
退。然而，拜登政府想要一個抓眼球
的日期，希望在9月11日前完成撤軍
，也就是 「911事件」 20週年之前這
樣一個人為的、自我設定的最後期限
。

拜登現在就是一個笑話，這可能
會對他的總統任期產生影響；而更為
重要的是，世界其他國家將如何看待
美國。

美國回來了嗎？
拜登在競選美國總統期間為了將

自己與特朗普區別開來，發出了三個
關鍵的信號：首先，他將更有同情心
；其次他更有能力；三，特朗普標榜
美國優先，而他的口號是：美國又回
來了。

但在他阿富汗撤軍的講話中，他
對過去20年中幫助過美國的成千上萬
的阿富汗人並沒有表示多少同情。至
於他的能力，即使是他最鐵桿的啦啦
隊也很難否認美國撤軍搞得一塌糊塗
。

這有可能造成嚴重的損害。
但就撤軍政策本身，拜登完全不

認為有任何做錯的地方。應該補充說
明的是，這其實也是數百萬美國人的
觀點。但認同這樣的政策是一回事，
在執行過程中出錯卻是另一回事。如
果恐怖組織因為塔利班的勝利而感到
有恃無恐，決定攻擊國外的美國人或
美國本土的美國人，那該怎麼辦？果

真如此，那將是政治意義上的滅頂之
災。

西方怎麼看美國？
接下來談談西方領導人現在如何

看待美國。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
•沙利文剛剛做了一次簡報，透露了
一個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小細節。沙
利文透露，自從喀布爾陷落以來，拜
登還沒有和其他世界領導人談過話。

鑒於有許多其他國家包括英國向
阿富汗投入了大量資源，這是不是有
點令人意外呢？

在沙利文的簡報之後，白宮宣佈
拜登已經與英國首相鮑裏斯•約翰遜
進行了交談。

七國集團今年在英國康沃爾舉行
會議和北約國家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
期間，與會各國的總理和總統們都透
露出對一位更外向型美國總統掌權的
由衷欣慰。

但是，在發生過所有這一切之後
，在眼睜睜看過美國是如何被羞辱，
看到拜登在聽完這些領導人的告誡之
後是如何執行撤軍政策之後，這些領
導現在應該有了更多的疑慮。

當然，除了塔利班之外，還有誰

會覺得他們從美國的撤軍中獲益最多
？當然有俄羅斯、伊朗和中國這三個
與阿富汗相鄰的國家啊。我不知道拜
登在就職典禮之後說 「美國回來了」
的時候，心裏是不是想到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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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登阿富汗倉促撤軍對國際社會造成的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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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阿富汗倉促撤軍對國際社會造成的後果拜登阿富汗倉促撤軍對國際社會造成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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