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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美國麻省總醫院美國麻省總醫院““芯片實驗室芯片實驗室””
技術或有助於確定肝病有效療法技術或有助於確定肝病有效療法

隨著生活方式的迅速轉變，我國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病率也日益上升，並已成為重
大的公共衛生問題。有數據顯示，我國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病率已經超過29%，到2030
年，脂肪肝將會成為中國慢性疾病防控中的最大負擔。非酒精性脂肪肝是指除酒精和其
他明確的損肝因素所致的臨床病理綜合徵， 其主要特徵為肝細胞內脂肪的過度沉積。研
究結果和臨床結果都證實，脂肪肝可能會發展成為脂肪肝炎、肝臟纖維化、肝硬化甚至
是肝癌。

當前，治療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藥物尚未獲批，預計這或將成為未來慢性肝病治療和
肝移植需求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近日，由美國麻省總醫院研究人員領導的團隊研發出
一種“芯片實驗室”技術，可用於模擬細胞中非酒精性脂肪肝不同階段的疾病進展，從
而篩選有效藥物。

研究人員利用芯片平台評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致病因素 (如脂肪和氧氣濃度)對肝細
胞的影響。通過該平台，研究人員對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疾病進展進行了詳細研究，同時
疊加並評估了炎症信號等其他影響因素。此外，“芯片實驗室”還可用於測試試驗藥物
對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作用，從而確定是否進行下一步臨床試驗。

“該平台的獨特之處在於，在單個芯片上的某一連續肝組織中，我們能夠研究處於
不同階段的酒精性脂肪肝，以及肝組織對兩種致病因素和不同治療方法的反應。”該研

究的資深作者，美國麻省總醫院醫學工程中心研究員O.Berk Usta博士表示，“該技術
有助於加速確定用於治療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有效藥物，治療範圍涵蓋了良性的脂肪堆積
到嚴重的並發症，如肝纖維化，肝硬化和肝癌。”

該研究的第一作者，同為美國麻省總醫院醫學工程中心研究員的Beyza Bulutoglu博
士指出：“為了對疾病的發展過程有更完整的了解, 我們還需進一步研究非酒精性脂肪肝
的病理特徵和疾病進展形式，但該芯片平台已為基於實驗室的非酒精性脂肪肝藥物療效
篩查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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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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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仍處於大
流行階段，各國醫療資源都大量投入醫治染疫病人，對醫
療保健系統帶來沉重負荷。有鑑於醫療資源的有限，外媒
報導一位73歲男子因心臟病發作須送醫急救，但竟然遭到
43間醫院拒絕，最終雖得以入院，卻因延誤治療不幸過世
，令人感到悲戚。

阿拉巴馬州73歲男子Ray Martin DeMonia，在8月底
突發心臟病症狀，需緊急送醫治療。但當地急救人員在聯
繫三個州、43家醫院後，都被以沒有重症病房為由拒收。
最終DeMonia 被送往 322公里外、密西西比州的Rush
Foundation醫院救治，但終究因為延誤治療，在9月1日
過世，距離他74歲生日僅3天。

此憾事之所以發生，與美國以及在阿拉巴馬州嚴重的
新冠肺炎疫情有絕對相關。阿拉巴馬州醫院協會副主任
Danne Howard指出 「國家處於危險境界，COVID-19確
診病患自8月中旬起激增，並在近期達到高峰。」 他悲傷
的表示 「我無法預測明天會有什事情發生，但可以確信不
是朝向正確的方向邁進。」

疫情對於醫療體系帶來的壓力無比沉重，報導指出在
週二，阿拉巴馬州加護病房（ICU）病人人數比該州的
ICU病床多出83人；週三ICU患者則比可用床位多出94
人。阿拉巴馬州醫院協會指出這些患者有一半以上都正在

對抗新冠肺炎。Howard直言情況並不會很
快緩解。

不過即便如此，Howard 仍堅強表示
「我們並沒有認輸，但這是可怕且嚴重的
情況。」 她進一步表示，醫院有能力可以
擴大量能，但是缺乏醫療人員的支援。她
也分享這也就是她們為何如此積極尋找額
外資源的緣故，因為 「就不必做出困難決
定，面臨生死交關的情況。」

面對摯愛親人的離去，DeMonia的家
人在他的訃聞中沉痛呼籲 「為了紀念Ray
，如果你還沒有接種疫苗，請趕快去接種
。這樣才能把醫療資源留給非新冠肺炎的
緊急病患，DeMonia不會希望其他家庭再
次遭遇跟他一樣的景況。」

除了面對感染新冠肺炎的病患，阿拉
巴馬州醫院協會持續尋找足夠的醫療人員
與資源，儘管這當中有部分都得因應颶風艾達災情後的影
響。他們也積極鼓勵人們保持社交距離，並且提醒唯有緊
急情況發生才需前往醫院。

在阿拉巴馬州之所以會面臨新冠肺炎病患持續增加，
與該州民眾抵制接種疫苗的情況也有關。根據美國疾病管

制與預防中心（CDC）統計，全美平均完成一劑、兩劑接
種的比例各是63.1%、53.8%，對比阿拉巴馬州的數據則
是63%、53.7%，約與全美的情況持平或是略低。而當前
美國仍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國家，確診數已衝破4
千萬，來到40955260例，近28日則有4276417例確診。

美新冠肺炎病患塞爆醫院美新冠肺炎病患塞爆醫院 77旬翁成人球旬翁成人球4343家醫院拒收家醫院拒收



國內外眾多科技巨頭競相入局
仿生機器人有何吸引力？

小鵬汽車(09868.HK；XPEV.US)正

式公布生態企業新成員——深圳鵬行

智能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鵬行智

能”)，並發布首款智能機器馬第三代

原型機。

小鵬汽車稱，該智能機器馬在動力

模組、運動控製、智能駕駛、智能交互

等方面均實現了對以往四足機器人的技

術突破，是全球首款可騎乘的智能機器

馬產品。目前，該智能機器馬尚未公布

具體的參數，也沒有量產上市的時間和

預售價。

紅星資本局註意到，國內外眾多科

技巨頭和車企都在競相推出自己的仿生

機器人，包括小米、百度、華為、特斯

拉、福特、豐田等。它們究竟打的是什

麼算盤？

小鵬發布智能機器馬
搭載全棧自研的智能駕駛技術
據了解，鵬行智能團隊 2016 年成

立於深圳，是國內最早投入足式機器

人研發的團隊之一，在機器人動力模

組、運動控製、智能駕駛、交互系統

等領域積累了多項核心專利。2020

年，鵬行智能獲得何小鵬及小鵬汽車

投資。

天眼查APP顯示，鵬行智能註冊資

本5000萬元，法定代表人為趙同陽。該

公司由廣東鵬行智能有限公司100%持股

，何小鵬為廣東鵬行智能有限公司的董

事長。

據小鵬汽車介紹，此次亮相的智能

機器馬具備可騎乘、強自主運動、情感

化交互等能力。

從外觀上看，該智能機器馬的高度

接近一名5-7歲兒童的身高，擁有前腿

“前膝後肘”、“直膝行走”的獨特小

馬形態。頭部、大腿和下半部分軀幹為

白色，上半部分軀幹和頸部為黃色，小

腿為灰色，四肢與軀幹的連接處、面部

顯示屏為黑色。

小鵬汽車稱，該款智能機器馬搭載

鵬行智能自主研發的高功率密度比動力

總成單元，運用精確的動力學模型結合

AI技術，其平衡性與敏捷性可以滿足小

朋友的騎乘需求。

該款智能機器馬融合了小鵬汽車全

棧自研的智能駕駛技術，采用視覺加激

光雷達的感知系統，具備自主運動、目

標跟隨、自動避障等功能；同時具備業

內領先的“多模態交互”能力，融合了

視覺、聽覺與觸覺交互，面部配置曲面

顯示屏，擁有豐富的表情與肢體語言。

鵬行智能足式機器人和小鵬匯天飛

行汽車，都屬於小鵬汽車在“未來交通

探索者”戰略下布局的生態企業。

科技公司紛紛入局
小鵬汽車不是第一家將智能駕駛技

術延伸應用到仿生機器人的企業。

8月10日，小米集團(01810.HK)公司

發布了一款機器狗“鐵蛋”，英文名叫

CyberDog。這是一款仿生四足機器人，

重14公斤，最快奔跑速度3.2m/s，能夠

完成跳躍、奔跑、打滾、握手、轉圈甚

至後空翻等多種動作，能夠自適應斜坡

、草地等各種地形，在外力幹擾下也能

恢復平衡。

“鐵蛋”搭載了英偉達邊緣AI超級計

算機 Jetson Xavier NX平臺，AI算力達

到21TOPS；擁有AI視覺識別系統，支

持自主跟隨、導航避障功能。與小米生

態鏈的其他產品一樣，“鐵蛋”內置

“小愛同學”。

目前“鐵蛋”仍處於工程探索階段

，小米公布了開源共創計劃。工程探索

版定價9999元，全球只有1000臺，目前

第一期首批體驗官招募已結束，有400

位用戶將參與眾測，名單將於9月8日14

：00公布。

而在 8月 20 日舉行的“特斯拉AI

日”上，特斯拉CEO馬斯克宣布，公司

可能會在2022年某個時候推出特斯拉機

器人的原型，將從事危險、重復或無聊

的工作。

據悉，AI機器人“Tesla Bot”由特

斯拉車型上的FSD車載計算機、視覺感

知系統和40個微型電機組成，高5英尺8

英寸(約合1.72米)，體重125英鎊(約合

56.7千克)，同時會有一塊屏幕作為臉部

交互。

它擁有人類水平的雙手雙腳，能夠

以約5英裏/小時的速度移動。四肢使用

40個機電推桿進行操作，通過力反饋感

應實現平衡和敏捷的動作，將能夠完成

的一些任務，包括跑雜貨店、撿拾家庭

物品和其他日常指令。

特斯拉機器人還將利用公司的一些

人工智能設備，Autopilot攝像頭將基本

上充當特斯拉機器人的視覺，而完全自

動駕駛計算機將基本上充當機器人的

內部器官。它將利用多攝像頭視頻神

經網絡。此外，神經網絡規劃、標簽

、模擬和工具也將被用於幫助特斯拉

機器人有效和高效地運作，同時準確地

執行任務。

它們打的是什麼算盤？
早在2005年，波士頓動力就推出了

第一代四足仿生機器人BigDog。如今，

其網紅機器狗Spot售價高達7.4萬美元。

國內外眾多科技巨頭和車企都在競

相推出自己的仿生機器人，包括百度、

華為、福特、豐田等。只是它們的機器

人目前大多尚未商業化。為什麼它們紛

紛涉足仿生機器人？

一是因為人工智能的市場前景。根

據我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

預測到2030年，我國人工智能核心產業

規模超過1萬億元，帶動相關產業規模

超過10萬億元。仿生機器人未來在服務

、工程、安防、醫療等領域的作用不可

估量，科技公司和車企有資本進行提前

布局。

二是為了技術儲備和反哺現有產

業。仿生機器人的核心技術包括人工

智能、感知系統、交互系統、工程力

學等，可以應用在智能手機、智能汽車

等領域。

小米集團副總裁常程在微博上指

出，仿生機器人未來在服務、工程、

安防、醫療等領域都蘊含著巨大的市場

潛力，另一方面也能幫助小米進行技術

布局，夯實專利儲備。此外，仿生機器

人的探索過程也是在做技術預研，其中

的機器視覺、導航避障、人機交互、AI

語音算法等技術可以反哺手機、智能家

居等產品。

常程也承認，小米機器狗“鐵蛋”

定價9999元是一個“賠本買賣”，但是

小米希望能夠通過鐵蛋搭建一個硬件開

發平臺，為開發者探索仿生機器人創造

可能。

紅星資本局註意到，特斯拉的AI

機器人“Tesla Bot”使用的技術和人工

智能設備全部來自車輛，被看做是特

斯拉未來的人工智能助理，主要是用

於與特斯拉智能車機的交互，未來則

會實現更多的人工智能應用；小米

“鐵蛋”擁有的導航避障、人機交互、

AI語音等技術，不僅可以反哺手機、

智能家居，同樣是智能汽車必備；小

鵬汽車的智能機器馬，搭載了小鵬汽

車全棧自研的智能駕駛技術，還擁有

多種交互能力，或許不能簡單地定義

為一個大型兒童玩具。

BB33
星期二       2021年9月14日       Tuesday, September 14, 2021

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3

疫
苗
接
種

疫
苗
接
種
派
消
費
券

派
消
費
券
通
關
憧
憬

通
關
憧
憬

民
生
商
戶

民
生
商
戶
趁
平
租

趁
平
租
開
店
擴
充

開
店
擴
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近兩年，嚴重打擊經濟，惟隨着

疫苗接種、消費券派發，以及恢復正常通關漸見曙光，本地零售

商企皆摩拳擦掌準備再戰市場。不少經營民生生意的老闆希望趁

住各項利好因素營造出的氣氛開設新店或是細舖搬大舖，尤其在

封關下未有大批外來客人來港消費下，受影響最大的舖位租金已

由“天價”跌至“地面價”之際。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4家決定

在疫市下擴張的零售商，老闆們直言“家開舖非常抵”，低廉

的租金成為香港百業復甦的原始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香港
疫情相對穩定，加上消費券效應，近期零
售及餐飲市道有起色，連帶租客對開業信
心增加，刺激舖位租務需求。有代理表
示，近期四出搵舖的租客主要是民生飲食
生意，一般每月租金預算以5萬至10萬元
（港元，下同）舖租為主，故令民生區如
深水埗長沙灣一帶的中小型舖位更加搶
手。目前已收到不少飲食及教育行業租客
的查詢。

深水埗重建帶出新氣象
中原(工商舖)黃泳珊表示，近年深水

埗舊區重建得如火如荼，加上不少發展商
收購區內樓宇重建發展，區內多個新樓盤
陸續落成入伙，多了年輕人入住，帶旺該
區的飲食娛樂購物需求，為區內舖市帶來
新的動力。

她舉例指，深水埗福榮街有一個地下
連一樓兩層飲食舖放租，亦可分開出租。

其中，地舖面積約2,550方呎，一樓面積約
3,620方呎，總樓面約6,170方呎，門闊達
約38呎，以每月約22萬元招租，平均呎租
約36元。如分開出租，地舖意向月租約12
萬元，一樓叫租每月約11萬元，一樓可設
獨立出入口及樓梯，方便租客經營。

“樹記腐竹”大埔舖月租15萬
此外，有業主趁近期租務氣氛向好而

出售物業。藥房大王龍豐藥房老闆謝少海
早前沽出大埔民生舖，賬面賺1,890萬元
或39%。該舖位於大埔鄉事會街9號寶蓮
樓地下2A號，在上月中以6,740萬元沽
出，面積約 1,500 方呎，呎價約 44,933
元。據悉，舖位租戶為有79年歷史的著
名腐竹店“樹記腐竹”，月租約15萬
元，租期至2023年2月中，新買家可享
2.67厘回報。樹記腐竹早期在深水埗經
營，直至2014年5月份由深水埗搬至大
埔。

經營月餅、蛋卷等餅食生意的皇玥
集團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嚴運波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公司一直密切
留意不同的放租舖位，之前亦有不同商
場的發展商或地舖代理邀請他們睇租
盤。他認為，決定開店首要考慮的是位
置，當然現在租金低水有很大優勢，而
公司今年已新開17間分店，總共擁有
26間分店。

月餅生意增 年內已開17店
嚴運波透露，疫情對各行各業影響

很大，而公司主打零售及企業生意，有
賴本地市民的支持，近兩年生意皆保持
增長。他提到，市民習慣提早認購月
餅，而公司今年各月餅產品中，最近已
有一款產品售罄，生意額比去年同期增
加67%，預計中秋節完結後，生意額會
比去年增加七成。

嚴運波提到，公司希望透過美食弘
揚中華文化，經濟總量龐大的粵港澳大灣
區是重要根據地，在通關後公司亦計劃在
大灣區甚至內地其他城市開設分店，“數
量一定比香港的26家分店多。”

生意受衝擊 賓館轉攻飲食
另一邊廂，從事RICCO特許經營

餐廳生意的張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
露，對於政府“半通關”可能導致外來
輸入個案會有少許擔心，但認為經濟不
能完全停止運作，現在租金有大幅下
調，直言“開舖好抵”。他又指，其他
行家已在早前開業“飲咗頭啖湯”賺了
一筆，現在開舖已經遲了少許。他又表
示，本身餐廳主打外賣生意，今次新開
的長沙灣青山道舖正在裝修，稍後開張
時會同時提供外賣及堂食，會觀察生意
情況再決定下一步擴充計劃。

一直有從事賓館生意的張先生表
示，捱完近2年疫情，原本盼望內地與
香港通關能帶來更多生意。然而，政府
今年卻修例，如賓館所在大廈公契寫明
禁止用作旅館或作商業用途，有權拒絕
發牌或續牌。而他自己的賓館牌照明年1
月將會到期，屆時接近七位數的投資額
或將“化為烏有”。他無奈指，本來期
待疫情好轉時，賓館生意“守得雲開見
月明”，可惜事與願違，惟有加碼投資
在飲食業，希望幫補多少。

飲品店開舖 業主有商量
同樣從事飲食業，飲品店戀茶舍老

闆莫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位於
長沙灣兼善里的新店剛在月初開張，主
要看中該區新住宅落成的民生需求，加
上業主願意跟租客合作，租金比起以前
更平更合理，所以選擇現在開舖。

他稱，以前旺區租金至少也要十多
萬港元以上，而一間分店每日只是賣百
多杯飲料，利潤相當有限，租金難以負
擔，完全做不住。他認為，9月15日後
每日有2,000個“來港易”，至少為香
港經濟帶來生機，從而令香港人“多點
錢使”，本地消費也會有所帶動。至於
會否再開分店，莫先生指會一直留意有
無靚舖，會視乎新店未來幾個月的生意
再決定。

至於以平高峰期九成租入旺角亞
皆老街及西洋菜南街交界原金行巨舖
的樓上（前稱樓上燕窩莊）發言人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今次租入旺角巨
舖是希望更多人能認識其品牌，除了名
貴燕窩及蟲草，亦包括大眾化的產
品。是次承租主要看中該舖人流非常
旺。又指目前市況已經是“好差”，但
已經在租金上反映。

飲食教育業最積極
5至10萬租最搶手

▶今年開 17
間分店的皇玥
集團認為，決
定開店首要考
慮的是位置，
當然現在租金
低水有很大優
勢。 記者

黎梓田攝

◀戀茶舍老闆莫先
生指，長沙灣新店
的業主願意跟租客
合作，租金比起以
前更平更合理，所
以選擇開舖。



20212021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
在休斯頓舉行在休斯頓舉行門票開始預訂門票開始預訂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20212021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
（（20212021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 Finals)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 Finals) 將於將於
1111月月2323日至日至2929日在休斯頓喬治布朗會議中心日在休斯頓喬治布朗會議中心（（GeorgeGeorge
R.Brown Convention Center)R.Brown Convention Center) 拉開戰幕拉開戰幕。。這是北美首次這是北美首次
舉辦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舉辦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也是休斯頓首次舉辦世也是休斯頓首次舉辦世
界級乒乓球大賽界級乒乓球大賽。。這是一場世界乒壇名將高手雲集這是一場世界乒壇名將高手雲集、、競競
爭激烈爭激烈、、前所未有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前所未有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冠軍爭冠軍爭
奪戰已箭在弦上奪戰已箭在弦上，，未來的世界冠軍向您招手未來的世界冠軍向您招手，，請您和他請您和他
們一起參加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乒乓球賽事吧們一起參加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乒乓球賽事吧！！

您將在喬治布朗會議中心您將在喬治布朗會議中心，，見證世界乒乓球錦標賽見證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總決賽總決賽，，參加一些標志性的和重大的乒乓球賽事參加一些標志性的和重大的乒乓球賽事。。一份一份
耕耘一分收獲耕耘一分收獲，，這是一場改變球員人生這是一場改變球員人生、、決定球員職業決定球員職業
生涯的一場大賽生涯的一場大賽！！在世乒賽總決賽上在世乒賽總決賽上，，每一刻都意味著每一刻都意味著
更多更多，，創造了一種重要性和不可預測性創造了一種重要性和不可預測性，，增強球員和球增強球員和球
迷的體驗迷的體驗。。

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是體育日曆上最負盛名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是體育日曆上最負盛名的
賽事之一賽事之一，，其轉播吸引了世界各地數百萬觀眾其轉播吸引了世界各地數百萬觀眾，，但沒有什麽能比但沒有什麽能比
親身體驗其獨特親身體驗其獨特、、無與倫比的氛圍更令人興奮了無與倫比的氛圍更令人興奮了。。現場觀看最激現場觀看最激
動人心動人心，，也是最難忘的時刻也是最難忘的時刻，，您可選擇以下最適合您和您的客人您可選擇以下最適合您和您的客人
的門票的門票，，享受這場盛大的體育盛宴享受這場盛大的體育盛宴。。

VIPVIP 套餐門票套餐門票（（VIP Package)VIP Package)
VIPVIP 套餐門票價格套餐門票價格$$500500，，已預售完已預售完。。
成為成為 VIPVIP 會員會員，，享受終極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的經驗享受終極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的經驗

，，在北美曆史上最大的世界乒乓球賽事中享受一生一次的體驗在北美曆史上最大的世界乒乓球賽事中享受一生一次的體驗。。
VIPVIP 套餐包括套餐包括：：

··在所有的比賽日在所有的比賽日，，在所有人前面在所有人前面，，首先進入訓練館檢查各位競首先進入訓練館檢查各位競
爭對手的實力爭對手的實力
··參加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的所有賽事參加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的所有賽事
··在所有比賽日坐在大賽主場館的在所有比賽日坐在大賽主場館的 VIPVIP 專屬座位專屬座位

··全天所有活動均可使用貴賓接待室全天所有活動均可使用貴賓接待室
··20212021 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賽事私人遊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賽事私人遊
··打印出席大賽貴賓憑證打印出席大賽貴賓憑證
··高級球員親筆簽名項目高級球員親筆簽名項目
··特別邀請出席官方活動特別邀請出席官方活動
週末通行證週末通行證（（WEEKEND PASSWEEKEND PASS））
週末通行證價格週末通行證價格：： $$210210 。。

組委會已經重新設想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決賽可以通達各處組委會已經重新設想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決賽可以通達各處
的優質通行證的優質通行證（（All you can access)All you can access)和和VIPVIP套餐套餐，，它們非常適合它們非常適合
與乒乓球愛好者與乒乓球愛好者、、客戶客戶、、家人和朋友互動家人和朋友互動。。

在休斯頓參加在休斯頓參加 20212021 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時尚度過時尚度過
感恩節感恩節！！購買週末通行證購買週末通行證，，可觀看可觀看1111 月月 2626 日至日至 1111 月月 2929 日所日所
有的比賽項目有的比賽項目，，並能現場觀看並能現場觀看1111月月2929日星期一的日星期一的20212021 年世界年世界
乒乓球錦標賽冠軍爭奪戰乒乓球錦標賽冠軍爭奪戰！！

週末通行證還包括在主賽場選擇半決賽和決賽的席位週末通行證還包括在主賽場選擇半決賽和決賽的席位。。
每日全通門票每日全通門票（（DAILY ALL-ACCESS TICKETSDAILY ALL-ACCESS TICKETS ））(MUL(MUL--

TIPLE SESSIONS)TIPLE SESSIONS)每日全通門票每天提供每一場比賽的門票每日全通門票每天提供每一場比賽的門票。。
對於無法想錯過任何一個瞬間的乒乓球愛好者來說對於無法想錯過任何一個瞬間的乒乓球愛好者來說，，每日全每日全

通門票是保證通門票是保證 20212021 年世乒賽總決賽每場比賽都有席位的完美選年世乒賽總決賽每場比賽都有席位的完美選
擇擇。。

初賽每日全通門票初賽每日全通門票
持持““每日全通門票每日全通門票””的來賓的來賓，，可於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可於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總決賽

預賽預賽（（第第 11 -- 55 天天））期間期間，，在大賽主賽場和在大賽主賽場和BB33 廳享用普通座位廳享用普通座位
。。

價格價格：：
1111月月2323日星期二日星期二$$ 2525 ((包括大賽主賽場及包括大賽主賽場及 BB33 大廳入場費大廳入場費))。。
1111月月2424日星期叁日星期叁$$ 2525 （（包括大賽主賽場和包括大賽主賽場和 BB33 大廳入口大廳入口）。）。
1111月月2525日星期四日星期四$$ 2525 ((包括大賽主賽場及包括大賽主賽場及 BB33 大廳入場費大廳入場費))。。
1111月月2626日星期五日星期五$$ 5050 ((包括大賽主賽場及包括大賽主賽場及 BB33 大廳入場費大廳入場費))。。
1111月月2727日星期六日星期六$$ 5050 ((包括大賽主賽場及包括大賽主賽場及 BB33 大廳入場費大廳入場費))。。

半決賽半決賽、、決賽每日全通門票決賽每日全通門票（（Daily All-Access Tickets,Daily All-Access Tickets,

Semifinals, Finals)Semifinals, Finals)
對於希望近距離觀看比賽的客人對於希望近距離觀看比賽的客人，，以及喜歡觀看世界上以及喜歡觀看世界上

最好的乒乓球運動員比賽的人最好的乒乓球運動員比賽的人，， 20212021 年世界乒乓球錦標年世界乒乓球錦標
賽總決賽半決賽和決賽的周日和周一的每日全通門票將賽總決賽半決賽和決賽的周日和周一的每日全通門票將
為您提供直接進入比賽的熱度為您提供直接進入比賽的熱度。。
價格價格：：

1111月月2828日星期日日星期日$$ 6060 ((包括出席在大賽主賽場舉行的所包括出席在大賽主賽場舉行的所
有活動有活動）。）。
1111月月2929日星期一日星期一 $$6060（（包括出席在大賽主賽場舉行的所包括出席在大賽主賽場舉行的所
有活動有活動）。）。
單場門票單場門票（（SINGLE SESSION TICKETSSINGLE SESSION TICKETS））
享受完美的一天享受完美的一天，，購買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決賽單場比賽購買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決賽單場比賽

的門票的門票，，在您的日程表上體驗精英乒乓球在您的日程表上體驗精英乒乓球！！您從下面的您從下面的
單場門票選項中選擇單場門票選項中選擇。。
每日每日 BB33 大廳門票大廳門票（（Daily Hall BDaily Hall B33 Access)Access)
憑借每日憑借每日 BB33 大廳門票大廳門票，，客人可以在客人可以在 BB33 大廳觀看世界大廳觀看世界

乒乓球錦標賽決賽現場直播乒乓球錦標賽決賽現場直播，，觀看眾多選手在比賽的前幾輪比賽觀看眾多選手在比賽的前幾輪比賽
中相互競爭中相互競爭。。
1111月月2323日星期二日星期二$$ 1010 ((早晚活動早晚活動--只准進入只准進入 BB33 大廳大廳））
1111月月2424日星期叁日星期叁 $$1010 元元((早晚活動早晚活動--只准進入只准進入 BB33 大廳大廳））
1111月月2525日星期四日星期四 $$1010 元元((早晚活動早晚活動--只准進入只准進入 BB33 大廳大廳））
1111月月2626日星期五日星期五$$ 1010 ((早晚活動早晚活動--只准進入只准進入 BB33 大廳大廳））
1111月月2727日星期六日星期六$$ 1010 ((上午活動上午活動--只准進入只准進入 BB33 大廳大廳））

注注：：週六下午週六下午//晚上或週日和周一的比賽晚上或週日和周一的比賽，，每日每日 BB33 大廳不開大廳不開
放放。。

每日大賽主賽場門票每日大賽主賽場門票--預賽預賽（（普通座位普通座位）（）（Daily GeneralDaily General
Assembly Main Arena Access-Preliminary Rounds) (GeneralAssembly Main Arena Access-Preliminary Rounds) (General
Seating)Seating)

凡購買每日大賽主賽場門票的嘉賓凡購買每日大賽主賽場門票的嘉賓，，均可參加均可參加 20212021 年世界年世界
乒乓球總決賽的預賽乒乓球總決賽的預賽。。這些門票提供一般座位和進入大賽主賽場這些門票提供一般座位和進入大賽主賽場
和和 BB33 大廳體驗所有的活動大廳體驗所有的活動！！

價格價格：：
1111月月2323日週二日週二 $$2525 元元((早早、、晚時段晚時段))。。
1111月月2424日星期叁日星期叁 $$ 2525 ((早早、、晚時段晚時段))
1111月月2525日星期四日星期四 $$ 2525 ((早早、、晚時段晚時段))
1111月月2626日星期五日星期五 $$ 2525 ((上午場上午場)/$)/$ 4040 ((晚上場晚上場))
1111月月2727日星期六日星期六 $$ 2525 ((上午場上午場)/$)/$ 4040 ((晚上場晚上場))

每日大賽主賽場門票每日大賽主賽場門票--半決賽半決賽、、決賽決賽（（指定座位指定座位）（）（DailyDaily
General Assembly Main Arena Access-Semifinals,Finals) (SeGeneral Assembly Main Arena Access-Semifinals,Finals) (Se--
lect Seating)lect Seating)

凡在大賽主賽場購買座位的嘉賓凡在大賽主賽場購買座位的嘉賓，，均可出席均可出席20212021 年世乒賽年世乒賽
總決賽半決賽和決賽總決賽半決賽和決賽。。

價格價格：：
1111月月2828日星期日日星期日 $$3030((上午時段上午時段)/$)/$ 4040 ((晚上時段晚上時段))
1111月月2929日星期一日星期一 $$ 3030 ((下午場下午場)/$)/$ 5050 ((晚上場晚上場))

購票網站購票網站：：https://https://20212021wttc.com/tickets/wttc.com/ti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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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親子教育

大约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同

学之间忽然流行起了一种名为“魔法鱼

”的小玩意。不同于需要带水和容器一

起售卖的小金鱼，魔法鱼的包装只有一

个简陋的纸盒，里面装着一袋不知为何

物的“干燥泥土”和其他杂物，此外看

不到任何水或活物的痕迹。

或许会有人问了，都说鱼离不开水

，这魔法鱼里不仅一点水都没有，而且

还有一袋“泥土”，难道这鱼是从地里

种出来的吗？其实鱼还真就在这包泥土

里，而这也是它的“魔法”所在了。

根据包装上的说明，将泥土泡入水

中后等待，其中便会“孵化”出小鱼。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孵出后的小鱼不论

是泳姿、形态、发育模式都和其它鱼类

一般无二，包装里的杂物中还附赠了海

水晶和卤虫卵作为幼鱼的食物。只需短

短数周，这些幼鱼便能发育为色彩鲜艳

的成鱼，之后一年左右便寿终正寝。

耐旱的小鱼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真正的鱼类，

所谓的“魔法”则来自其特殊的鱼卵。

这种小鱼名为贡氏圆尾鳉Nothobranchi-

us guentheri，不同于生活中常见的各类

柔软脆弱的鱼卵，贡氏圆尾鳉的受精卵

异常坚固，且极耐干旱，在无水干燥环

境中休眠数月后依然可以正常孵化。而

这一“开挂”般的逆天能力和其原产地

生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贡氏圆尾鳉来自干旱炎热的非洲大

陆，每年旱季它们生活的水域会有长达

数月的彻底干涸期。为了延续种群，这

些小鱼们会在旱季来临前将卵产于水底

的泥炭土中。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

些鱼卵产生了厚壳和休眠期等一系列应

对旱季的机制，较短的生命周期也使得

其种族的延续在一年一度的旱季面前游

刃有余。值得一提的是，贡氏圆尾鳉的

受精卵还曾随神舟七号上过太空。

拥有类似习性的小鱼还有一些，而

它们都来自贡氏圆尾鳉所在的鲤齿目，

属于“鳉鱼”的范畴中。观赏鱼界的玩

家们将这些色彩艳丽、产卵习性独特的

小鱼统称为“卵鳉”，相对应的则是以

著名入侵物种食蚊鱼和著名观赏鱼孔雀

鱼等花鳉科鱼类为代表的“胎鳉”。但

总的来说，这些鳉鱼都体现出了顽强而

惊人的环境适应性。

尽管“魔法鱼”贡氏圆尾鳉所展现

出的独特繁衍手段已经足够magic，但真

正被冠名“魔鳉”的却另有其鱼，而且

要更为特殊。

死亡谷中的顽强生命

美国西部莫哈维沙漠的死亡谷国家

公园是地球上最炎热的地区之一，这里

曾达到过56.7℃的极端高温。而在死亡

谷中心地带有一个石灰岩的洞穴，被称

为魔鬼洞，洞

穴中有一汪水

潭。水潭十分

狭小，只有约

3米宽，20米

长，最深处有

130 米左右。

由于魔鬼洞每

年有2个月的

时间无法获得

足够的阳光，

水中的藻类光

合作用降低，

水体缺少氧气

，而且水温长

期 维 持 在

33.3-33.9℃的高温状态。然而就是在如

此极端狭窄的水域里，依旧生活着一种

顽强的小型鳉鱼——魔鳉Cyprinodon di-

abolis。

1930年Wales在这个小水潭里发现

了这种全长2.5厘米左右的鳉鱼，并依据

发现它的洞穴将其命名为魔鳉。

和大多数生活于洞穴中的鱼类（如

之前讲过的金线鲃）一样，魔鳉的祖先

原本是一种生活在美国西部沙漠（那时

或许还不是沙漠）里的某种鳉鱼，后来

因为地质变化被困在了这个小水潭里，

进行了5-6万年的独立演化，本就具有

较强表型可塑性的鳉鱼逐渐适应了这个

狭小、高温的小水潭，成为其中特有的

魔鳉。值得一提的是，类似魔鳉这种地

质变化导致狭域分布的特殊小型鳉鱼，

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沙漠中还有好几种。

魔鬼洞水潭一端有一处石灰岩平台

，大约6米长3米宽，平台受阳光照射而

长满藻类，成为魔鳉唯一的觅食和产卵

场所。正是有了这处平台，魔鳉们才能

在这里生存数万年之久。由于生境狭小

环境恶劣，魔鳉通常都为一年生。每到

繁殖季节，和大多数鳉鱼一样，魔鳉也

存在鲜明的性二型表现：体型较小的雄

鱼体色会转为辉蓝色，鱼鳍变为黑色；

而体型较大的雌鱼则为黯淡的灰色。交

配过后雌鱼会将鱼卵产在布满水藻的石

板上，由于洞中食物贫瘠，魔鳉的繁殖

能力并不出色，这意味着一旦种群遭到

破坏它们很难短时间内快速恢复数量，

也为它们日后艰难的处境埋下了伏笔。

在刚被发现时，洞中的魔鳉上有成

百上千条。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

美国西南地区干旱，人们开始抽取地下

水灌溉农田。不加以节制的使用魔鳉生

活的水潭水位大幅下降，生境进一步被

压缩，许多魔鳉因此死去。1967年，魔

鳉成为濒危物种保护法案里的第一批物

种。1976年，美最高法院规定要保留魔

鬼洞的最低水位，减少地下水的抽取，

以期能保护魔鳉与洞中的其他生物。

日益减少的种群

然而生境压缩仍让魔鳉种群遭受了

严重的打击，到上世纪90年代，洞里的

魔鳉只有500余条，科研人员将魔鬼洞

用铁丝围起来，限制游客参观以保护脆

弱的魔鳉种群。然而和几种野外灭绝的

沙漠鳉鱼一样，气候变化导致的生境逐

步消亡使得魔鳉的种群在人类的保护之

下不增反减，魔鬼洞里的水温上升，对

鱼卵孵化和小鱼的存活造成了严重的影

响。另外，食物减少和基因多样性不足

，也时刻威胁着魔鳉的生存。

到2013年，科学家推测魔鳉的数量

可能只有两位数了，而在非繁殖季节只

能观察到35条魔鳉，于是人们开始采用

其他手段拯救这种神奇的小精灵。对于

物种的保护人们通常采取两种手段：就

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前者适合生境尚在

的物种保育，如在魔鬼洞附近架设铁丝

网。后者则适用于生境消亡的物种保育

，如朱鹮等。

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在魔鬼洞

外不到一英里的地方，启用了阿士梅多斯

鱼类保护区，建造了一个类似于魔鬼洞的

人工环境意图为魔鳉营造新的家园，又为

保险起见将一些魔鳉养在各大水族馆等人

工环境中期待它们能在异地开枝散叶，避

免将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中。

然而天不遂人意，这些背井离乡的魔

鳉或是死去，或是在新的家园里停止了繁

殖活动，又或是和闯入的其他鳉鱼发生了

杂交。对成鱼的迁地保护并未取得显著进

展，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魔鳉种群的萎缩。

人们开始转变思路，用绳结等制造人工产

卵环境，以此收集洞中的魔鳉卵带至洞外

孵化成幼鱼后放归洞中。

艰难求生的小鱼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2016年 4月

，三名醉汉闯入了死亡谷。他们开枪破

坏了魔鬼洞围栏的门锁，并在水潭边上

大肆破坏，一名男子甚至还跳进水里游

泳。最后留下了一地呕吐物、空酒瓶和

一潭浑水，甚至直接导致了一条成年魔

鳉死亡。当时正值魔鳉的繁殖期，三人

还毁坏了很多鱼卵，让魔鳉们艰难的处

境雪上加霜。

2018年 6月，科学家在经过系统观

察统计后只发现了38条魔鳉。然而洞外

繁育基地却迟迟难有进展。原来，魔鬼

洞中的水生甲虫不知何时也随着鱼卵进

入了繁育基地，并在其中大量繁殖，袭

击幼鱼和鱼卵。人们将甲虫全部清理出

去后，繁育基地里的鱼卵才得以成功孵

出幼鱼，之后人们再把这些幼鱼放生到

魔鬼洞里去壮大野生魔鳉种群。

等到2018年底再次观察时，魔鬼洞

里的魔鳉数量增加到了187条，短短几

个月就翻了好几倍。在人类的帮助下，

魔鳉又重新在魔鬼洞中站稳了脚跟。

有人说魔鳉是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

鱼类，但在我看来魔鳉比起如大鳉等已

经灭绝的同族，能在灭绝边缘得到人类

的帮助无疑是幸运的。事实上类似的抢

救性保育措施在许多沙漠鳉鱼身上都取

得了不错的成效，如被保护在墨西哥沙

漠人工模拟泉眼中的偏嘴裸腹鳉等等。

或许会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花大

代价去保护这些看起来毫无价值的小鱼

，而不是让它们和沙漠里那些化石一样

成为过去？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从功利的角度来

回答，但有能力维护其他物种在这颗星

球的生存权利，这或许便是人之所以为

人的价值所在吧。

醉汉下池狂欢洗澡
差点消灭了一个濒危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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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機制常見 港應研設健康碼
專家：市民不應抗拒 聶德權：政府持開放態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已連續 25日實現本地“零確

診”。隨着疫情進一步穩定，香港應否

啟用“健康碼”的追蹤功能，務求與內

地個案追蹤機制接軌，創造通關條件成

為熱話。香港特區政府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11日表

示，旅客使用追蹤系統已在多地常見，政府應考慮設立“健康碼”制度，市民

亦不應抗拒。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直言，通關需要某程度的對接，

“去到內地當然是跟內地（個案追蹤）制度”，而“健康碼”也有助香港控制

疫情爆發，故特區政府對此是持開放態度。

香港11日新增4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均
為輸入個案。本地社區維持“清零”逾

20多天，坊間普遍認為現階段與內地恢復通
關的條件已近成熟，只欠“健康碼”等技術
平台對接。

毋須視之為追蹤器
許樹昌11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出入

境旅客使用類似“健康碼”的追蹤系統在多
地都有實施，除內地以外，新加坡都有使
用。在疫症全球大流行時，跨境旅客使用健
康碼是安全做法。

為恢復雙向通關，他認為特區政府應考
慮設立“健康碼”制度，其他通關條件還包
括本地要持續“零確診”，及提高疫苗接種
率。

被問及香港至今未能推行“健康碼”的
原因，許樹昌表示，可能因為與內地的文化
不同，以及香港電話未有實名制等。他認
為，市民毋須對“健康碼”太抗拒，毋須視
之為追蹤器，而是視之為旅遊期間，一旦爆
疫政府能與旅客聯絡的一種方式。

翻查資料，早在今年7月，立法會資訊科
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時，創科局副局
長鍾偉強曾在會上表示，“香港健康碼”系統
已研發完成，可與粵、澳兩地互認，系統會載
有使用者的核酸檢測結果，及疫苗接種記錄，
只要一恢復通關，就可以開放給市民申請。

根據香港衞生署在去年8月時公布的資

料，上述提及的“香港健康碼”系統
本身並無追蹤功能。該系統旨在讓
已取得過關配額的人士把申請入境
所需的個人資料及檢測結果等轉換
到“粵康碼”或“澳康碼”，以符
合入境廣東省或澳門的健康申報和
豁免強制檢疫要求，所提交的資料
均為靜態資料。

聚焦如何快速控疫
被問及若要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

“香港健康碼”是否需要升級開發追蹤功能
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11日表示，對
開發有追蹤功能的“健康碼”持開放態度，
但具體需要由兩地專家商討最有效的追蹤方
法，“去到內地當然是跟內地制度，第二在
香港如何更掌握到風險情況，或有爆發時處
理如何。我覺得聚焦位應如何透過什麼方法
加強防控及追蹤力度，這本身萬一在本地社
區中有感染、有爆發，你能快速控制疫情，
我覺得應持一個開放態度去想。”

他說，如果內地容許港人免檢疫出入
境，一定會考慮香港的各項疫情風險因素，
包括接種率、追蹤檢疫能力、防控疫情力度
等。如果使用“健康碼”的追蹤功能，也有
機會引起市民對個人私隱的關注，故香港政
府需要加強解說。特區政府理解從內地角度
來看，要避免入境人士帶來境內爆發疫情的
風險，所以要想辦法令內地對通關有信心。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
府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去年11月推出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但至今仍有不少巿
民未有下載使用，進入部分處所時，只以
“填紙仔”方式登記個人資料，甚至直行直
過。警方近期加強執法，除向未有使用“安
心出行”及亂填資料的食客發出定額罰款
外，食肆負責人也被殃及，上月檢控45宗，
較7月的13宗勁升兩倍半。香港餐飲聯業協
會會長黃家和11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食肆難逐一核對顧客填寫“紙仔”的真
偽，建議政府棄用“紙仔”，立法強制巿民一
律使用“安心出行”，減低食肆因顧客亂填資
料而遭檢控的機會。

顧客填假資料 食肆受牽連
根據警方數字，今年6月至8月期間共

對食肆進行了逾700次巡查，對食肆的檢控
數字則有72宗，當中8月佔45宗，主要是
針對食肆違反每枱食客人數、堂食時間、
未有確保食客使用“安心出行”和“填紙
仔”，還包括員工未有接種疫苗或定期檢
測等。食環署亦巡查了不同食肆，8月時巡
查逾2萬次，檢控60宗，較7月的53宗稍
有增加。

黃家和11日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香港

經濟情況好轉，食肆生意增加，確有食肆實
行防疫措施時較鬆懈，如未有確保食客使用
“安心出行”或“填紙仔”便讓其入內用
餐，而現時疫情仍未完全平息，政府在“內
防擴散”原則下加強執法可以理解。

他指出，現時約有1.3萬B類食肆，佔
全港最多，C類及D類合共則只有約3,000
間，而進入B類食肆除使用“安心出行”
外，亦可選擇填“紙仔”，但“紙仔”投
入收集箱後，食肆難有人手取出核對顧客
資料，只有極少數高級餐廳會派員根據
“紙仔”資料，即場致電確認食客資料無
誤。一旦顧客填寫虛假資料，食肆亦會受

牽連，甚至因違反防疫規定被罰停止晚巿
14天，每枱人數亦減至最多兩人，對生意
造成打擊。

他建議政府立法，強制就算進入B類
食肆也須使用“安心出行”程式，與C類
食肆看齊，解決顧客亂填寫“紙仔”連累
食肆被罰的情況，而食肆則要確保食客有
使用該程式。

至於有食肆因員工未有完成接種疫苗
或定期檢測被控告，他同樣建議立法要B類
食肆員工須接種疫苗，以提升為C類食肆，
讓食肆每枱食客人數可增至6人及晚巿營業
至午夜12時。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高俊威）目前全港已接種首
劑新冠疫苗的人數超過430萬，接種率逾64%，不過，70
歲以上長者的接種率僅約27%，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11日形容，這是疫苗接種“最弱一環”，未來策
略是走入社區鼓勵長者接種，除在地區“洗樓”外，特
區政府正與醫院管理局商討在公立醫院設置長者注射
站，方便長者即場打針。據了解，當局計劃在個別龍頭
醫院試行，並傾向先服務到專科門診覆診的長者。

聶德權11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現時長者的疫苗
接種率偏低，故需積極推高接種率，以保護長者群組，
同時讓香港有更強的保護屏障。特區政府採取的策略，
是讓長者可在方便及容易到達的地方如商場、屋邨等地
接種；同時會透過地區團體邀請長者參加一站式健康講
座，進行一對一醫療諮詢，再即場打針。

他提到，長者經常要到醫院覆診，輪候見醫生也需
一段時間，若醫院設有注射站，可方便一些本想接種疫
苗的長者，在見過醫生知道自己病情穩定又完全適合接
種後感到放心，即時打針，故特區政府正與醫管局商
討，在一兩間醫院設置注射站。

據了解，因應普通科門診地方有限，故當局傾向先服
務到專科門診覆診的長者，在個別龍頭醫院試行，由於醫院
本身早已預留位置供職員接種，故可利用這些空間設注射
站。至於能否同時提供科興及復必泰疫苗，需再作研究。

“即日籌”安排已推行個多月，每日約2,000人使
用。被問及會否繼續擴大涵蓋範圍，聶德權表示，擴展
至5個特定行業組群的安排剛開始，特區政府會繼續觀
察，同時需視乎接種中心的處理情況，適時考慮進一步
擴大。他又表示，接種流感針及新冠疫苗需相隔14天，
故正研究應否在長者接種流感針後，同時為他們預約接
種新冠疫苗。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11日出席中大醫院一
個研討會時坦言，近期每日接種率均下跌，對本月底能否
達到七成接種率的階段性目標感到戰戰兢兢，期望市民特
別是長者積極接種疫苗，以應對下一波疫情。

警方加強巡查執法
餐飲業促強制“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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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碼”作為識別個人健康
狀況的防疫手段，在多個地區都有
應用，“綠碼”持有者被視為染疫
低風險者，准予進入指定公眾場
合。內地由於人口眾多，防疫管理
複雜，採取的是有大數據軌跡信息

功能的“健康碼”系統，但與內地健康碼系統已完成
互認的“澳門健康碼”，則不具備自動追蹤功能，相
信可供香港參考。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在去年4月回應當地立
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澳門《個人資料保護法》不允
許使用內地“健康碼”實行的追蹤功能，翌月澳門宣
布推出“澳門健康碼”以取代入境口岸健康申報系
統，申請人士需回答關於症狀、接觸史和外遊史等問

題，填寫個人資料及完成問題後，系統會產生個人專
屬的健康碼，但不會自動記錄用戶的活動軌跡。

新加坡的“合力追蹤”系統則與內地“健康碼”
功能類似，於去年3月首度推出，即有50萬人下載，
有關手機程式採用當地政府開發的BlueTrace協議，利
用藍牙低功耗功能自動記錄用戶行程。為方便沒有智
能手機的長者和兒童，當地政府更向他們免費派發可
隨身攜帶的追蹤器，今年 6 月起，新加坡要求在商
場、學校和辦公地點等高人流地點須強制使用。

英國“健康碼”與香港的“安心出行”類似，是
一款名為“NHS Covid 19”的手機程式，民眾到訪公
共場所時會被要求用該程式掃描二維碼，如果有關場
所後來出現確診者，程式會發出提醒，建議用戶自我
隔離14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澳康碼”無追蹤功能 可供港參考

▲澳門早前宣布推出“澳門健康碼”，對推動兩地正常往來發揮
關鍵作用。圖為澳門市民使用“澳門健康碼”過關。 資料圖片

●警方早前
聯同食環署
人員在沙田
一餐廳執
法。
警方供圖

◀◀圖為廣州所使用的健圖為廣州所使用的健
康碼康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古天樂為戲學裁縫
此次古天樂傾情加盟電影《梅艷芳》，擔綱

重要角色Eddie。Eddie是梅艷芳的造型設計師，

更是一生摯友。二人識於微時，從梅艷芳出道開

始，到她最後一場告別演唱會，二十年間Eddie

都陪伴左右。《似水流年》《壞女孩》《烈焰紅

唇》《妖女》等等每一首經典歌曲背後，Eddie

都為梅艷芳量身打造了一個個鮮明的舞臺形象，

顛覆、前衛、大膽、個性，締造出獨一無二的

“百變梅艷芳”，成就一代傳奇。

尤其是在梅艷芳最後的告別演唱會上，Eddie

為了幫助她實現“嫁給音樂、嫁給舞臺”的夢想

，傾盡全力設計了一套婚紗，而梅艷芳穿著這件

婚紗唱《夕陽之歌》的畫面，也成為永久的經典

記憶，這一催人淚下的情節也在影片中得到還原

。為了詮釋好這樣一位頂級設計師，古天樂在導

演梁樂民的幫助下，跟著特別邀請的裁縫師傅學

習裁剪技巧、縫紉技術等專業知識，努力使角色

得到更傳神的演繹。

古天樂引導王丹妮入戲

見到王丹妮第一面時，古天樂就稱贊：“第

一眼看到她的形象就很放心，無論形態還是說話

語氣都神似。”而他還曾因為王丹妮太像梅艷芳

被“嚇到”，古天樂笑談：“有一次在舊樓房拍

完戲，正當我返回休息時，在轉角的昏暗燈光下

看到丹妮的身影，那一剎那嚇了一跳，可想而知

她有多像。”

盡管已為角色下了不少功夫，還是新人演員

的王丹妮難免有緊張的時刻。一場古天樂為她試

婚紗的戲，王丹妮未能一下子釋放情感，十分忐

忑。但古天樂悉心傳授她心得，建議她回想自身

的傷感往事來激發情緒，進入角色。打開心扉後

的王丹妮，回憶起父母離異的身世、對父親陌生

記憶的遺憾很快入戲，甚至難忍悲傷，淚流不止

。

對於古天樂的幫助，王丹妮也十分感謝：“他

很忙，也有很累的時候，但每次拍攝都準備得很好

，值得我們後輩學習。還幫我研究臺詞、分享心得

，尤其是演繹情感戲，上了寶貴的一課。”曾經，

“一代天後”梅艷芳竭力提攜後輩，俠義性格便是

一段佳話，如今，古天樂對王丹妮的幫助，也不失

為一種“梅姐”精神的接力傳承。

《梅艷芳》古天樂演繹摯友Eddie

親授王丹妮演技助其入戲
由安樂影業出品、《寒戰》系列導演梁樂民執導的電影《梅艷芳》，今日發布“知己”版海報

，古天樂出演作為香港著名的時裝設計師Eddie，他陪伴梅艷芳二十年，打造了“百變天後”各種驚
艷世人的造型，有人將二人的關系稱為“東方的奧黛麗·赫本和紀梵希”。作為梅艷芳的一生摯友，
Eddie投註滿腔真情與才華設計了梅艷芳告別演唱會的婚紗，幫助她圓夢“嫁給舞臺”，這一經典造
型至今留在大家心中。“知己”版海報中，Eddie站在梅艷芳身後，看著她身著自己設計的婚紗，眼
神滿是鼓勵和嘉許，二人深厚情誼自然流露。

飾演梅艷芳的新人演員王丹妮，此前她詮釋的傳奇天後最具標誌性的舞臺造型和電影《胭脂扣
》形象，還原神韻恰到好處，收獲一眾好評與期待。一同發布的花絮視頻中，古天樂親自傳授王丹
妮演技心得，通過心理引導幫助她投入情緒釋放自我，告別演唱會一場戲開拍前王丹妮更是入戲到
痛哭，兩人戲裏戲外都堪稱良師益友。電影《梅艷芳》將於今年11月在香港上映。

準備戰鬥！全新“雪地伏擊”海
報展現雪原進攻前一刻

作為今年國慶檔最具關註度的戰爭

巨製，《長津湖》之前發布的“鋼七連

”預告中，吳京飾演的七連連長伍千裏

帶著全體戰士們趴在雪地上，隨著一發

信號彈照亮天空，下一秒，誌願軍戰士

如猛虎下山般沖向敵人，“一聲霹靂一

把劍，一群猛虎鋼七連”的氣魄讓敵人

心驚膽戰，也讓戰友們為之振奮！

此次發布的“雪地伏擊”版海報，

記錄的正是七連在發起進攻前的時刻：

雪地上，吳京飾演的七連連長伍千裏口

中含著哨子，眾人手握鋼槍，目光如炬

緊盯前方，時刻準備著下一秒就投入到

激烈的戰鬥當中去。

和影片中的七連戰士們一樣，現實

裏，《長津湖》臺前幕後的每個人，也

為影片國慶檔的上映做足了充分準備。

博納影業集團董事長、影片的出品人、

總製片人於冬表示，這部電影從籌備到

上映，對每個人來說也是一場“戰鬥”

：“長津湖戰役這段歷史，多年來一直

有人想拍，但因為種種原因一直無法實

現，久而久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這

段歷史模糊，如今這個‘攻堅任務’落

到了我們這一代電影人的手裏，博納影

業作為一家民營企業，有幸承擔這個重

任，我們責無旁貸，也會竭盡全力來完

成這個任務。影片從籌備到拍攝，每個

環節都像是在‘戰鬥’，每個人都像七

連的戰士一樣，以抗美援朝的精神激勵

自己全力以赴。我看到了這個過程，也

因此相信這部影片會打動觀眾，會讓人

們重新記得那段歷史和那些最可愛的人

，將抗美援朝的精神一代一代地傳承下

去！”

準備開幕！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
影節開幕影片選定《長津湖》

距離國慶檔還有20天，今日，《長

津湖》率先迎來一個好消息：即將於9月

21日開幕的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影節，

選擇了《長津湖》作為開幕影片。屆時

，影片主創也將出席開幕式，並向全世

界推介這部震撼人心的史詩戰爭巨製。

對於《長津湖》獲得的這次殊榮，

網友的反饋就是兩個字：值得。有網友

表示，知道這部電影拍得很辛苦，“但

真實戰場遠比拍戲要辛苦殘忍千萬倍，

希望未來能有更多人通過《長津湖》去

了解那段歷史，我們都不要忘了那些最

可愛的人！”也有影迷表示，要向敢於

“啃硬骨頭”的電影人表示感謝：“克

服重重困難來把這段歷史搬上大銀幕的

每一位電影人都是好樣的！”

《長津湖》全新海報展現進攻前一刻！

吳京率七連“時刻準備著”
將於9月30日國慶檔重磅獻映的史詩戰爭巨製《長津湖》，今日發布“雪地伏擊”版海報。海報上，吳京、易烊千璽、段

奕宏、朱亞文、李晨、胡軍、韓東君飾演的七連將士埋伏在冰天雪地之中，等待時機向敵人發動進攻。展現出了誌願軍戰士

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精神。

與此同時，將於9月21日開幕的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今日也正式宣布：《長津湖》將作為電影節開幕影片與觀眾見

面，屆時，影片主創也將出席開幕式，共同向全國乃至全世界推薦這部打破中國影史多項紀錄的戰爭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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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競徽鐘錶店開幕獲群星撐場

tag完是否要結婚？
吳卓羲吳卓羲否認戀上否認戀上菊梓喬菊梓喬：：

梁競徽11日接受訪問
時表示，疫情下自己

仍充滿信心，相信疫情過
去，一定會恢復香港原有的
活力，所以學習演藝事業之
外的東西，希望吸收過後再拓
展其他工作範疇。他更透露未
來經營生意以外仍有新思維，
計劃當自媒體成立製作公司找自
己的班底拍攝節目，正拉攏身邊
好友吳卓羲、胡定欣和陳山聰加
盟。
Ron 10日凌晨4時在社交平台

上“Tag”了菊梓喬（Hana）卻沒
留下任何留言，隨即引發網民無限
猜想，聯想到Ron要公開認愛，又
或是Hana學Ron前度張馨予用Ron
賬號宣示主權的翻版，熱話登上熱搜
榜第三位。

Ron其後一臉輕鬆，記者
向他講恭喜，Ron便笑着解釋
事情始末：“其實因為鄧智偉
是共同朋友，我們認識了好多

年，但社交網上一直忘記互相加關
注，早幾晚我在等開工便刷手機，看到她（菊梓喬）的
名字，便關注她再tag一下告訴她知道，我以為是要這樣
通知她的！”（不是菊梓喬拿了你手機來公開戀情？）
Ron苦笑說：“想多了，我也不知這樣tag一tag網民反
應這麼大。”他坦言其實自己不太懂玩社交平台，加上
手指頭大容易按錯，故向來交由經理人代勞：“總之是
大家想多了，又講到是2.0版（張馨予2.0
版），好好笑！”但有傳他

跟菊梓喬被撞到於大埔一起拍拖逛百貨公司？Ron坦言
自己經常有去逛超市，卻從沒與Hana一起去過。不過他
承認傳聞發生後他有主動聯絡Hana，向對方說明這是場
誤會，她的反應只“哦！哦！”兩聲，笑問Hana有否表
示失望？他說：“我又沒問！tag就揀了，tag完是否結
婚？所以以後會看清楚個掣怎樣按！”

對Hana其實又有否好感？Ron只平淡地讚她唱歌好
聽，亦希望可以合作，但Hana是否他喜歡的類型、兩人
有否發展空間，Ron均不作回應，至於目前是否單身，
他說：“感情事不好講，想專心工作！”

胡定欣想拍女性角度劇本
胡定欣11日到賀梁競徽有份投資的鐘錶店，當獲知

對方有計劃開製作公司亦會預她的份兒，定欣即笑問是
否預她做“女一”，競徽笑答：“永遠女一！”定欣也
笑說：“我下半生收入都靠你了！”定欣大讚競徽犀
利，演藝事業以外，又開餐廳和鐘錶店，更會做製作公
司老闆愈做愈大，也希望他成功。問她會否也想入股競
徽的製作公司？定欣笑說：“是啊，做老闆娘，我其實
入行都近20年，演員以外，也想在演藝事業有些新刺激
和追求！”她表示在現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平台，
在網絡上播放，所以有資金和好劇本，都希望創作一些
作品，相信身邊同事也有相同的想法，而她最想拍女性
劇本，以時代女性角度去面對社會的問題。

當問到她知否吳卓羲與菊梓喬疑爆戀情，定欣笑言先
恭喜他，但當得知這傳聞時已經收工，否則會即場追問，
不過也不相信。吳卓羲即在旁搭嘴：“11
日晚開工，Bosco（黃宗
澤）坐我對

面也問我點回應！”定欣
笑說：“我們兄弟一場，不好踩多腳，相識這麼
久都希望他快點遇到心中所愛！”她又趁機問吳卓羲是否
仍是單身？吳卓羲笑着不作回應。定欣又指自己與吳卓
羲同是9月生日，開工時更一起切蛋糕，記者笑指吳卓
羲tag了菊梓喬傳緋聞，已送了生日禮物給自己，定欣
笑說：“哈哈，他送了最好的禮物給自己了，但其實
他的微博也沒加我！”此時，梁競徽、陳山聰亦笑謂
也沒關注他們，最終大家起哄嚷着一齊去tag吳卓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梁競徽（原名梁烈唯）有份投資的第二間鐘

錶店11日在尖沙咀開幕，他大打人情牌以友情價邀得好友吳卓羲、胡定欣、

陳山聰、高海寧、陳敏之、陳自瑤、戴祖儀、江嘉敏、鄺潔楹等任剪綵嘉賓。

梁競徽指自己只是小股東，之前第一間店開業一年半薄有微利可再作投資，此

外亦正計劃明年初開設私房菜。吳卓羲（Ron）10日在社交平台上“Tag”了

菊梓喬一下，網民馬上聯想到Ron要公開認愛，Ron其後否認戀情，並霸氣回

應：“tag完是否要結婚？”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阿祖）陳自瑤（Yoyo）11日

到賀梁競徽有份投資的鐘錶店，Yoyo表示由於
新劇延至11月才開工，現可多抽時間陪伴現就

讀4年級的
女兒開學。對於早前她與

老公王浩信罕有一同亮相周勵淇生日會，
被指粉碎感情亮出紅燈的傳聞，Yoyo回應說：
“去朋友生日好正常，大家毋須那麼震驚！”
不過對於影大合照時兩夫婦分開站，她說：
“不回應啦，知道大家好關心我，多謝大家，
但私人事不講太多了！”

偕夫現身
周勵淇生

日會 陳自瑤：
好正常毋

須震驚

●●陳自瑤陳自瑤

▼陳自瑤日前與王浩信齊陳自瑤日前與王浩信齊
齊亮相生日會齊亮相生日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菊梓喬被動菊梓喬被動
地捲入與吳卓地捲入與吳卓
羲 拍 拖 的 緋羲 拍 拖 的 緋
聞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梁競徽鐘錶店11日開幕，請
來群星撐場，認真夠面子。

●●胡定欣表胡定欣表
示也想做老示也想做老
闆娘闆娘。。

●●吳卓羲強吳卓羲強
調想專心工調想專心工
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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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湯寶如（湯
記）、楊玉梅、鄧梓峰等人10日晚參與中秋慈善晚
會演出，張達明有入場支持。湯記高興地表示當晚
是她疫情以來首次在港公開獻唱，很開心可以再踏
上舞台，希望各行各業能盡快回復正常。

疫情放緩下，香港本地娛樂事業開始回復生
氣，湯記早前返內地準備演出，可惜在21日隔離期
間，突然收到活動取消通知，令她大失所望：“好
悲哀地隔離到第14日時收到通知不能做，因為內地
疫情反覆，我已立即登記‘回港易’返港，結果我
在酒店看完整個東奧賽事。今次是我第3次隔離，
我已經受不了了。”

湯記稱隔離期間令她情緒不穩，得知不能演出
時更在房間內哭了出來，雖然收取了訂金，但情緒
爆發時又沒人安慰，感覺不好。問到再返內地做秀
會否有陰影時，湯記說：“都會有，但簽了約都要
再去，但不知何時，都是在廣東省內，因為怕坐飛
機，之後可能考慮在澳門隔離。”提議湯記可以在
港開秀，免卻隔離之苦，她說：“我都想，之前都

有在網上開秀，又覺得西九戲曲中心場館好靚，但
最快都要明年才實行到。”

楊玉梅十分支持湯記開秀，她一定會自薦做嘉
賓：“我比湯記幸運少少，年初做了一次，現在中
秋節又做，希望到年底時有機會再演出。”

湯寶如隔離期情緒不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莫文蔚（Kar-

en）為事隔 20年推出的全新廣東專輯《The
Vovage》，近日在電台節目訪問中，Karen透露
今次大玩高難度現場同步錄音，除新歌外，當
中重新灌錄數首經典金曲，多來自她與周星馳
（星爺）合作電影。

被問及電影上星爺對她影響最大，Karen直
認不諱說：“絕對很關鍵！那時一口氣接了好
幾部星爺的作品，當時不太為意，但回想起來
是很幸運！首次接觸是95年《西遊記》，也是
我首次做女主角的電影。私底下其實他很嚴
肅，在他身上，我學到那份專注，他可以百分
之二百投入工作，他真的是高人！腦轉得超
快，他不止會想好自己怎演，連整場戲怎拍也
想到，他經常跟導演鑽研劇本，他改劇本無所
謂，我最愛玩即興。”

星爺電影經常出現女主角扮醜，Karen《食
神》的“火雞姐”更是經典，原來，Karen從來
不介意被醜化：“我好記得他打電話來說新戲

預了我一個角色，說要醜樣，有棚爆晒出來的
牙，眼又有刀疤，我一聽已是開心到跳起！我
直情覺得好呀！是很難得演與別不同的角
色。”

莫文蔚欣賞星爺專注轉數快
●●莫文蔚直言莫文蔚直言
在電影上星爺在電影上星爺
對 她 影 響 最對 她 影 響 最
大大。。

●●湯寶如湯寶如（（右右））與楊玉梅與楊玉梅1010日晚參與中秋慈善日晚參與中秋慈善
晚會演出晚會演出。。

香港娛樂 BB77
星期二       2021年9月14日       Tuesday, September 14, 2021



休城工商 BB88
星期二       2021年9月14日       Tuesday, September 14, 2021

休城社區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東翻西看））））））））））））））））））））））））））））））））））））））））））））））））））））））））））））））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紐約博士亦受高科技炸騙 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楊楚楓

99月月2525日楊洪浩醫生專題講座日楊洪浩醫生專題講座：：
美國華裔人士患肝癌風險高美國華裔人士患肝癌風險高、、如何防範治療如何防範治療

肝細胞癌(HCC)是最常見的肝癌類型，在美國所有的族群中，
亞裔的肝細胞癌死亡率最高。

在患有糖尿病的美國亞裔人士中，有一半患者並不知自己患有
糖尿病，同時 2 型糖尿病與肝癌風險增加有關。

美國亞裔人士患慢性乙型肝炎的可能性是美國白人的兩倍，但
三分之二的美國亞裔慢性乙肝患者並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這很令
人擔憂，因為乙型肝炎病毒是導致美國亞裔人士患肝癌的主要原因
。

改變某些生活方式可能有助於管理肝癌風險。如果能及時發現
並籍由手術切除，肝癌是有可能被治愈的。不能籍由手術切除的晚
期肝癌也有幾種 FDA 批準的治療選擇。

將於9月25日舉辦的一場在線教育活動，特別邀請了來自洛杉
磯地區的 「腫瘤與血液病專科」 楊洪浩(Hank)醫師做為活動主講，
來討論為什麽美國華裔人士患肝癌的風險比較高。

活動中會討論的問題包括：
• 為什麽肝癌在華裔社群更為常見?

• 有沒有什麽可能幫助管理肝癌風險的措施?
• 肝癌的風險因素有哪些?

• 肝癌是如何被診斷出來的?
• 肝癌可以被預防或治愈嗎?

• 肝癌晚期患者有哪些治療選擇?
• 華裔社群可以怎樣互相幫助?

活動時間：2021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美國西部時間上午
10:00-11:00

報名方式:登錄 https://chmagency.com/LA925 網頁報名參加。

了解更多有關肝癌的信息，請訪問 www.liverfirst.com/ch 楊洪浩(Hank)醫師，
醫學博士

主講者個人簡介
楊洪浩(Hank)醫師，

醫學博士，是加利福尼 亞
州 Alhambra 市瑞峰腫痛中
心的腫瘤與血液 科的專科
醫師。楊醫師在中國上海
第二醫科大 學獲得醫學學
位，就讀期間楊醫師被四
次 授 予 了 Outstanding
Medical Student Award 獎
項。1987 年，楊醫師在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Medicine 繼續攻
讀化學博士學位。隨後，
楊醫師於 2001 年在 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School of Medicine 完 成了腫瘤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從
2001 年至 2003 年，楊醫師曾在 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 擔
任血液腫瘤科的主治醫師職位。此 外，楊醫師不僅成功發表了經同
行評審的期刊 文章，他也曾是負責 5 個臨床試驗的主要研究者。然
而，除了在研究領域的成就之外，楊醫師在美國亞裔的健康領域也
一 直很活躍。他是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Ameri-
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 和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ancer
Research 等多家專業協會的成員。

（本文是講述一位精明的紐約博士，在高科技的
炸騙手段下，也中招失去20 萬美元）

（筆者為存忠厚，不公開受騙者的真實姓名，僅
以張勝利為名字來展述受騙經過。）

他的惡夢是從今年五月底一個叫劉詩詩的陌生女
子出現在他的臉書messenger上開始的，這位擁有高
學歷的紐約醫護工作者張勝利，無論如何也沒想到，
僅僅只是一問一搭的閒聊、幾句貼心的問候，幾個月
後，就讓他損失了二十多萬美金。自己受害後才慢慢
知道，身邊已經有至少兩位朋友，也是同樣詐騙手段
的受害人。張勝利說其本人對追回失款，已經不抱希
望，只是願意對媒體講出自己的遭遇，希望幫助其他
華人避免上當，也希望引起中國領事館的關注，敦促
中國警方端掉這個詐騙團夥。

張勝利在家人及朋友中，一直以高學歷、高智商
著稱，今次上了這樣的當，實在是 「老貓燒鬚，太過
丟臉，」

想他在紐約一家醫療機構工作卅多年，擁有博士
學歷，在今次疫情期間，曾經衝在抗疫第一線，醫院
上下，皆稱他為勇士。今年5月31日，他的臉書短信
賬號上，收到了一個叫劉詩詩的女子要求加入作為聯
繫人。開始之初，他並未理會，但對方隔三差五天，

就發來申請，張勝利 「手指一滑」 ，就通過了她的請
求。接下來的兩周裏，劉詩詩像個老朋友一樣，跟張
勝利天南地此地閒聊起來。關心他的生活和工作，並
透露了一些自己的信息：她是中國江西九江人，曾經
歷過短暫婚姻，因為父親工作調動關係，全家人來到
香港生活。父親在香港證監會擔任要職，因為父親的
門路，她被安排在父親的老戰友王老師身邊當助理，
而王老師是一家名叫Yasheng Global Limit的投資公
司的首席分析師。

劉詩詩閒聊時，很有耐心，但她並沒有立即勸張
勝利作任何投資，.這令張勝利的防範心開始鬆脫。
幾周以後，劉詩詩對張勝利說，她自己要到深圳出差
，在內地上Yasheng的網站速度太慢，問張勝利可不
可以幫自己管理一下賬號，並交給他自己的用戶名和
密碼。在劉詩詩 「出差」 期間，張勝利進入劉詩詩的
投資賬號，看到她的投資是大賺少賠，總是保持高幅
度的收益。待得劉詩詩回到香港後，這時候才對張勝
利說，如果他願意，自己可以幫他在Yasheng開設賬
戶，賺取合理回報。

這樣，張勝利便跟太太商量，太太為謹慎起見，
只答應給他兩萬美金，8月2日張勝利在一名自稱為
「客務部林經理」 的男士的幫助下，在Yasheng開設

了賬號，並按照指導將本金匯入對方指定的香港南洋
銀行賬號中去。僅僅兩天，他的兩萬美金投資就賺到
了1000美金。根據Yasheng的規則，投資額與交易
費綁定，投資額達到10萬美金後，一手交易收費就
從30美金降到20美金，達到20萬之後，交易費就降
到5美金。

此時，張勝利心雄膽大，看到賬戶運作情況良好
，就背著太太加大投資，最終投入了20萬。不到幾
天，20萬就變成了340萬。期間劉詩詩還鼓勵張勝利
從賬戶裡取出一些錢，試試轉賬的速度，張勝利提取
了吉利的388.88美金，錢兩天就打入了他在美國的
銀行賬戶。張勝利這下更放心了， 「我看到賬面上有
340萬美金時整個人都膨脹了，心想我有這麼多錢還
要上班幹什麼？」 張勝利說。

8月22日，張勝利收到林經理的信息，說他們在
交易時涉及違規操作，必須提前結束合同，張勝利可
以將賬戶裡的錢，轉回美國，不過要先繳納5%的香
港利得稅，相當於大約15萬美金，這樣才能把全部
款項從.香港匯回到香港。

張勝利有些疑惑，問對方為什麼不能直接從賬戶
裏扣除，對方顧左右而言他，這時張勝利才開始懷疑
自己可能上了當。這時候他的 「好友」 劉詩詩仍然在

臉書上寬慰他，說自己正在請爸爸出面幫助張勝利拿
回本金。 「我會跟爸爸商量，因為爸爸是證監會，剛
好是可以管到交易所的。我想爸爸肯定會幫我的。」
劉詩詩留言說。 「那是她跟我的最後一個短信，之後
就音訊全無，把我拉黑了。」 張勝利說。

Yasheng Global Limit交易公司的網站看上去顯
得很專業，甚至還有一些字跡小到看不清的獲獎證書
，但網站上除了 「開設賬戶」 和 「會員註冊」 兩個功
能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可以點開的連結，整個網站上
該公司唯一的聯繫方式，只有一個電子郵件。張勝利
說，事後他從親友口中得知，周圍已經有至少兩位朋
友，陷入了同樣的騙局，其中一人被騙了所有積蓄，
差點自殺。他現在也明白了，自己賬號裡的那些數字
，都是騙子用高科技手段做出來的假數字。唯一慶幸
的是，太太現在原諒了他。 「我給她看了聊天記錄，
她說如果換了她，她本人可能也會上當的。」 張勝利
說。

他說自己已經報警，但警察明確告訴他，可能無
能為力，現在只希望中國領事館能夠關注，敦促中國
警方端掉這個詐騙團夥。 「我的錢肯定是拿不回來了
，但我不希望看到更多華人被騙。」 張勝利說。

不過到我截稿時，仍未能與中領館取得聯繫。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視
15.3於2021年9月11日推出了新節目
《丁師傅私房菜》，再度請休斯頓名廚
丁德中師傅出山，第1集他在電視上教
大家做國宴級名菜“上海筍幹扣肉”，
觀眾和食客們看完節目不由得連連點贊
：姜是老的 辣！

丁師傅原為上海五星級酒店錦江飯

店名廚，來美國後先後開設洞庭、錦江
飯店等著名中餐館，目前他在中國城惠
康超市和糖城百佳超市開設“錦江”熟
食部，有不少保留名菜。五年前丁師傅
為美南國際電視臺主持了3年的《味全
小廚房》，贏得了味全食品公司和休斯
頓食客們的一致推崇。

《生活》節目製片人黃梅子此次邀

請丁師傅重新出山，錄製
《丁師傅私房菜》，也考
慮到如何吸引年輕觀眾，
所以力邀龍學天下中文學
校的美少女學生Joe Deng
和翁大嘴一起主持節目，
使得畫面賞心悅目，在

youtube頻道上博得了很高的點擊率。
如果您想跟著國宴名廚丁師傅學做

“筍子扣肉”，請收看美南國際電視
15.3每周六晚7:30首播，周日上午9:30
， 周一晚上8點，周二下午1:30重播的
《生活》節目。也可以訂閱我們的you-
tube頻道：Stv15.3 houston life.

丁師傅再度出手教做丁師傅再度出手教做《《丁師傅私房菜丁師傅私房菜》》
龍學天下美少女學生龍學天下美少女學生Joy DengJoy Deng 擔綱主持擔綱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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