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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3 日中午
日中午，
， AREAA 全美
地產協會休斯敦分會在金山酒樓舉辦
月會，
月會
， 邀請 Asset Preservation Inc 商
業 地 產 專 家 Cindy Pham,CCIM 主 講
The Power of Exchange – 1031 專業
講座。
講座
。 近百會員出席
近百會員出席，
， 收穫頗豐
收穫頗豐。
。圖
為會長 Dan King、
King、 副會長 Marry Tran
Victor Lee 及部分與會人員合影
及部分與會人員合影。
。黑馬
地產經紀人阿芳 Susan Chang 與剛剛
考取房地產執照的 Sky Dong 也前來學
習專業知識，
習專業知識
， 吸取專家養分
吸取專家養分，
， 打卡充
電。

2021 年 11 月 7 日 ， 八週的德州文藝復興節
進入第四周，
進入第四周
，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在來
美國 31 年紀念日的當天特別邀請 30 年前來
過德州文藝復興節的著名小兒科醫生於群陶
曹明慧夫婦故地重遊，
曹明慧夫婦故地重遊
， 品嚐火雞腿
品嚐火雞腿、
、 Fun
Funnel Cake、
Cake、冰激凌三明治
冰激凌三明治，
，選購 Lastforever
的 Woodrose 和掛耳式寶石耳環
和掛耳式寶石耳環，
，在 16 世紀
英式 Rose Garden Wedding Chapel 拍攝浪
漫結婚紀念日合影，
漫結婚紀念日合影
，體驗國王與王后曾經擁
有的貴族歲月……時光倒流，
有的貴族歲月……時光倒流
，青春依舊
青春依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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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都值得慶祝！ 2021 年
每一天都值得慶祝！
10 月 28 日是一個普通的日子
， 也是休斯敦浸會大學 HBU
創始人、
創始人
、 擁有數千家分店的
斯 圖 爾 特 產 權 公 司 Stewart
Title 創始人斯圖爾特莫里斯
斯圖爾特博士 102 歲的生日
， 由 HUB 聲樂教授 Summer
Song 策劃主唱
策劃主唱，
，世界最頂級
小提琴、
小提琴
、 大提琴及鋼琴家共
同演出的一場“
同演出的一場
“ 慶祝生命及
藝術 Celebration Life and Art
” 為主題的最高水平音樂會
在 HBU 莫里斯演藝中心溫馨
舉行。
舉行
。 Morris 先生親自出席
並含著熱淚全程出席了這一
場精心準備的音樂饗宴，
場精心準備的音樂饗宴
，每
一位出席的藝術家和貴賓都
沉浸在對生命的無限讚歎和
感慨中。
感慨中
。

2021 年 10 月 30 日，為期八週的德州文藝復興
節進入第三週，
節進入第三週
，世界名人網特邀才華橫溢的北
美亞洲國際大舞台總導演陳連紅前來錄製視頻
，為推廣得克薩斯州最大的文藝復興節做貢獻
，在停車場巧遇財商專家
在停車場巧遇財商專家、
、世界名人網金融理
財主任 Kathy Fan，
Fan， 特別帶著遠方的客人前來
采風。
采風
。德州文藝復興節是世界最大的文藝復興
節，每年數十萬人沉醉其中
每年數十萬人沉醉其中，
，忘掉煩惱
忘掉煩惱，
，放下
憂愁，
憂愁
，是休斯敦市民必須參加的每年一度的盛
典。

2021 年 11 月 11 日，八年創下上億銷售業績
八年創下上億銷售業績、
、
剛剛買下中國城最核心地段房地產的億達國際
地產投資集團董事長、
地產投資集團董事長
、國際高端房地產投資專
家 、 房地產開發管理公司執行總裁 Ada Wang
招待來自德州 Corpus Christi 和伊州芝加哥的
投資家。
投資家
。圖為成功人士集體擺蒲士亮相鼓勁
圖為成功人士集體擺蒲士亮相鼓勁，
，
獲得更多的輝煌。
獲得更多的輝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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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6 日，位於休斯敦
12001 Richmond Ave 大 街 的
Cafetopia 蛋 糕 店 最 美 老 闆 娘
Irine Dong 正 在 出 爐 Matcha
Mini Puffs 小泡芙
小泡芙。
。 Irine 不僅
Crepe Cake 千層蛋糕遠近聞名
， 而且愛心無限
而且愛心無限，
， 上個月剛剛
在 INSPO 和休斯敦中國藝術中
心聯合主辦的青少年藝術展慈
善拍賣上競購了僑社名人黃琛
女士千金 Isabell Gu#14
Gu#14 號作品
《鳥》。

GMCC 萬通貸款進軍德州
萬通貸款進軍德州！
！ 2021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日下午，
，美南新聞世界總部二
樓 International Internet Conference Room 舉辦的招聘說明會上
舉辦的招聘說明會上，
，三位創始
人金敏誠 James Jin、
Jin、趙一鳴 Charles Zhao、
Zhao、周平 Raymond Zhao 介紹高速
成長的 GMCC 萬通貸款 Direct lender 直接申核
直接申核、
、直接放款高達五百萬
直接放款高達五百萬，
，在
休斯敦、
休斯敦
、 奧斯汀
奧斯汀、
、 達拉斯
達拉斯、
、 聖安東尼奧等各大城市誠招有經驗
聖安東尼奧等各大城市誠招有經驗、
、 高效率
loan processor ， 待遇優厚 Full benefits (health insurance , 401
401kk match)，
match)，
多成長機會，
多成長機會
， 意者可以 Email resume 簡歷至 info@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 國際區
區長、
區長
、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
、 AREAA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創始人亞商會
Chair Elect 李雄
李雄、
、原密蘇里市市議員 CCIM 商業地產教父 Danny Nguyen、
Nguyen、
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協會創始人 Grace Jacobson 及亞裔
及亞裔、
、印巴裔
印巴裔、
、越裔投資
家均出席並表示支持萬通貸款來到德州，
家均出席並表示支持萬通貸款來到德州
，共榮共贏
共榮共贏。
。
2021 年 11 月 8 日晚
日晚，
， 擁有
6000 多位
多位“
“ 永久居民
永久居民”
”的
休斯敦動物園舉行每年一度
的 TXU 感恩聖誕開燈儀式
， 邀請 VVIP
VVIP、
、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
義工們攜家屬和朋友前來預
覽，中國人活動中心聯合主
辦的中美乒乓外交五十週年
籌備主席陳韻梅女士特別受
邀前來出席欣賞這一富有異
國情調的燈光盛會，
國情調的燈光盛會
，並體會
主辦方做為拯救動物環球努
力的領導者為拯救野生動物
、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所做
的點點滴滴和不懈努力。
的點點滴滴和不懈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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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額再創新高

品牌品質成關鍵 細數“雙十一”亮點

“雙 11”成交數據持續增長的背後
，是衆多商家不斷優化服務、提升消費
體驗的努力。
隨著供給側不斷優化，“雙 11”將
有利于進一步激發消費潛力，更好發揮
消費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作用。
每年的“雙 11”，都會成爲人們重
點關注的話題。今年，各大平台的“雙
11”成交數據，依然保持了增長的勢頭
。“雙 11”成交再創新高，在推動消費
提質擴容的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再次印
證了中國消費市場的巨大潛力。
成交火熱，交易額再創新高
截 至 11 月 11 日 23 時 59 分 ， 京 東
“雙 11” 累計下單金額突破 3491 億元
，超過去年同期。11 月 10 日 20 時，在京
東平台，家電成交額 5 分鍾破 20 億元，
娛樂電視、分區洗洗衣機、新風空調、
洗地機同比增長均超 5 倍，高端筆記本
電腦成交額同比增長 260%，嬰幼兒食用
油和調味品成交額同比增長了 30 倍。
截至 11 月 11 日 24 時，天貓“雙 11”
總交易額達 5403 億元。在天貓，一批中
小品牌銷量實現跨越式增長。11 月 1 日 0

增長 600 倍，貴州修文猕猴桃産業帶的
總銷量同比增長 10 倍。
實體零售門店也在試水新零售中迎來
新增長。今年“雙 11”，銀泰百貨上線
微信小程序，與線下門店共同提供更便
利的消費服務。同時，全國的銀泰百貨
時起，至 11 月 11 日 23 時，已有 698 個去 門店提供專櫃包郵發貨服務，讓消費者
年成交額過百萬元的中小品牌，今年銷 可以更輕松地完成購物，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0 日，快遞單量同比增長 44%。
售額突破千萬元。
在蘇甯易購平台，線上線下消費融
服務優化，下單購物更從容
合趨勢顯著。11 日 0 時至 12 時，到店體
“怎麽會這麽快！”11 月 10 日 20 時
驗人次同比提升 122%。在全國範圍內，
剛過，京東快遞員就將一箱猕猴桃送抵
包括蘇甯易購北京聯想橋店和北京慈雲
寺店在內的多家門店，11 日 0 時至 10 時 陝西省渭南市消費者蔺先生手中。這件
的銷售額已突破 1000 萬元，12 小時蘇甯 商品是京東陝西武功縣智能供應鏈中心
試運營以來的第 100 萬單。
易購北京區域的銷售額破億元。
李政波認爲，經過多年的發展，消
商務部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宏觀
消費首席專家李政波表示，“雙 11”不 費者在“雙 11”購買下單的習慣也在發
僅展現出我國消費市場的巨大潛力，也 生變化。比如，選購時間變長、更加注
將進一步提振消費信心。以“雙 11”爲 重商品品質、消費心態更加理性、更
代表的促銷活動，已經成爲很多消費者 加關注配送體驗等。這些變化，一方
認可和接受的重要購物節點，有助于進 面可以釋放新的消費需求，同時也對
一步激活消費市場活力，促進消費市場 平 台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 。 品牌商家和物
流企業需要更好地應對訂單峰值，用持
升級。
在今年“雙 11”促銷中，農産品上 續平穩的優質服務增加消費者關注度和
行成爲一個亮點。電商平台發揮流量優 品牌黏性。
今年“雙11”，蘇甯易購物流整體履
勢，暢通農産品上行通道，促進農民增
收，助力鄉村振興。在淘寶特價版上， 約率達99.8%，家裝發貨量實現同比增長3
産地直供模式的甘肅蘋果受到消費者的 倍，一次送裝完成率提升到98.7%。
除了配送，消費者還關心商品退換
廣泛喜愛，一上線就被一搶而空。在京
東平台，生鮮産品霸王蟹實現銷量同比 服務。今年“雙 11”，唯品會平台一方

面通過與品牌加強供應鏈合作，保證商
品優質好價，同時繼續堅持“滿 88 順豐
包郵”“7 天無理由退換貨”“面對面
退換貨”等服務舉措，進一步提升購物
體驗。
今年“雙 11”，“先享後付”的消
費模式也受到不少消費者的青睐。消費
者只用付首付就可以消費現貨商品，並
在規定時間內分期付款。今年“雙 11”
，樂信旗下的先享後付平台聯合線上線
下數百個品牌爲用戶提供服務，覆蓋手
機、電腦、服飾、日用百貨等品類。促
銷活動開售僅 2 小時，線上訂單量就比
平常增長了 10 倍。
持續升級，品牌品質成關鍵
作爲觀察中國消費市場的一個重要
窗口，“雙 11”的成交數據也能看出中
國消費市場升級的趨勢。
“在天貓平台，德州扒雞銷售額已
經是去年的近 4 倍，旗下新品牌‘魯小
吉’的奧爾良雞腿、自熱雞煲等新品也
受到很多消費者的喜愛。”山東德州扒
雞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經理崔宸說。
今年“雙 11”，更多老字號開始嘗試
用新的方式跟消費者互動，取得了不錯
的銷售成績。今年，共有 184 個老字號
在淘寶直播間跟消費者見面。截至 11 月
11 日 8 時，220 家老字號品牌在天貓“雙
11”銷售額同比增長超 100%，其中包括
金徽、桂花莊、白水杜康等多家中西部

地區的老字號，回力等品牌的銷售額更
是突破了 1 億元。
健康消費成爲“雙 11”的熱點之一
。在京東健康平台，“雙 11”開場 1 分
鍾，一款魚躍制氧機的銷售額就突破百
萬元；開場 5 分鍾，京東大藥房成交額
同比增長超 100%；開場 10 分鍾，蟲草、
枸杞、花膠等産品成爲增速最快的 3 個
滋補品類。
在蘇甯易購平台，中高端家電受消
費者熱捧。成套家電的銷售同比提升
46%，更符合綠色低碳理念的節能低耗
家電産品（新一級能效空調、節能冰
箱）銷量增長 39%，帶有健康洗烘功能
的洗烘一體機銷量增長 28%。
今年“雙 11”，服務消費也是一個
關鍵詞，家政、汽車保養、體檢、家裝
等服務受到消費者關注。途虎養車平台
的數據顯示，“雙 11”期間，輪胎、機
油、車品銷售額同比增長近 20%，保養
訂單同比增長近 40%。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
究員李勇堅認爲，線上線下深度融合，
讓“雙 11”呈現出新的特點。一方面，
線上平台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進一
步優化了購物體驗；另一方面，線下購
物也在積極轉型，與體驗、娛樂、社交
等元素日益交互，爲消費提供更多的便
利。供給側不斷優化的“雙 11”，將有
利于激發更大的消費潛力，更好發揮消
費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作用。

土耳其最快地鐵線路試運行 “中國造”地鐵列車刷新時速紀錄
綜合報導 位于湖南株洲的中車株洲電力機車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車株機”)透露，由其爲土
耳其研制的“伊斯坦布爾新機場地鐵線路 176 輛地
鐵車輛采購與調試項目”地鐵列車，近日已在連接
伊斯坦布爾新機場和市中心的地鐵線路上“開跑”
，時速達到 120 公裏。
參加試乘的土耳其交通和基礎設施部長阿迪

爾· 卡拉伊斯梅洛盧(Adil Karaismailolu)說，這刷新
了土耳其地鐵運行時速紀錄。據悉，該地鐵線路正
處在試運行階段，將于明年開通。
2020 年 1 月，中車株機與土耳其交通部基礎設
施投資總局簽訂 176 輛地鐵列車項目購銷合同，合
同要求實現 60%土耳其本地化率，項目列車爲 4 節
編組，設計時速 120 公裏。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

球的背景下，中車株機僅 6 個月就完成項目新造地
鐵列車下線。
伊斯坦布爾新機場地鐵線路試運行約 30 公裏
，“中國造”地鐵列車采用的全自動駕駛設計和車
輛重聯運營技術，以及全新開發的適應大坡道高牽
引特性的架控牽引系統等，在試運行過程中，展現
出平穩、高速、高效、舒適的優異性能，得到土耳

其交通部長和媒體的高度贊譽。
作爲連接機場和市中心的重要交通紐帶，伊斯
坦布爾新機場地鐵線路國際乘客日流量預計超過 60
萬人次。阿迪爾· 卡拉伊斯梅洛盧說，在未來三十
年內，這條地鐵線路還將爲土耳其節省約 301 萬美
元(2920 萬土耳其裏拉)，主要是減少了道路維護成
本、空氣汙染和出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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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華工商婦女會周日下午舉行
「房地產投資及管理菁英論壇
房地產投資及管理菁英論壇」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於
周日（11 月 14 日）在賴清陽、李迎霞的新旅館 「Courtyard by
Marriott Sugar Land/Stafford 」 會議廳舉辦 「房地產投資及管理
菁英論壇」 使全場七十位與會者在短短不到三個小時內聽到休士
頓五星級地產經紀人、地產開發商、資深律師、貸款專員等八人
，對地產業界深刻、精譬的演講，及經驗分享，所有與會者皆感
獲益良多。而當天列席的貴賓， 「世華工商婦女會」 名譽總會長
黎淑瑛也在講座前盛讚 「世華工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 是 「世華
」 在海外 76 個分會中第一個成立分會的。她也提及她在 2014 年
在一片荒地中蓋 「希爾頓花園旅館」 才有今天非常熱鬧的 「中國
城」 盛景。她也謝謝李迎霞為今天的會議提供場地。 另一位貴
賓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也上台致詞，希望大家到斯坦福市來買
房、做生意。斯坦福市現正迅速發展中。房地產免稅的政策，使
斯坦福市的 90 號公路，每天有 12 萬輛車進出，而 Costco 也剛
剛進來。
主持人林富桂律師首先介紹當天首位主講人：李雄：德州地
產負責人、西南管理委員會主席、2022 年亞裔商會主席，又名
休士頓中國城市長。從 1985 年開始從事地產行業。
李雄表示：做 「市長」 是義務的奉獻，只有 「房地產」 才是
我的正業。從 1985 年至今，能夠堅持做房地產的沒幾個人，而
我只作 「房地產」 這一塊。當年，百利大道第一個中文招牌是我
架起來的，那時，美國的主流報紙，拼命攻擊，說他們看不懂。
今天的 「中國城」 來之不易，請大家別忘了這過程。從 59 號公
路到 6 號公路這一段 7 miles 的百利大道沿線的 「中國城」 發展
，是一個 「奇蹟」 ！當時不被 main stream 看好。休士頓從我來
時的 200 多萬人，到現在 700 多萬人口。從 1985 年至現在，經
過多少起伏，有人容易賺錢，也有人賠錢。因此，找到一個好的
經紀人，有如挖到一塊寶。找 「可靠」 的經紀人，帶給我們商機
。要賺錢，要找 partner ,要對的、合適的人， 「物業管理」 需負
責的人。 「賺錢」 的竅門，不在錢，而在 「人」 ！ 「好東西」 常
是外州人買去。過去 12 個月，休市房地產漲了 25%， 「成事在
天」 「事在人為」 ，他認為投資方面，應跟大的開發商走。
1985 年時，紐約、洛杉磯、休士頓的平均房價八萬元，而今，
又成了如何局面？他認為現在人口增加快，房地產還會有另一漲
幅。
第二位主講人唐心琴，現為 「達心地產」 負責人， 「糖城廣
場」 開發商，1985 年開始從事房地產行業。
唐心琴說：當時沒有工作，在偶然機會下，做房地產。她講
了一句心得： 「在最艱難時你要熬過，你就賺到了」 。這些年來
，我們做了十幾個專案，其中三個在 Sugar Land, 六個在 Missouri City。要先想：這塊地，它的 「用途」 是什麼。譬如有塊
地，打算建 Shopping Center, 要看看它的對面是否有塊地，建
Shopping Center ? Location 是否方便很重要。要作 marketing,
先請專家幫你分析這塊土地的用途？它以後的潛力。要作好 「企
劃書」 。譬如 「敦煌廣場」 它建好五年後才繁榮。因此，要找對
這個區熟悉的開發商（休市著名的開發商如劉明綱、李兆瓊）、
要作好計劃書，算好你的成本、收入，且在蓋的過程中，你自己
一定要 「親力」 而為，了解進度，如 City 的 permit,以及與 「團

隊」 密切配合，知其進度。唐心琴最後也
作了預告：糖城廣場將在 2022 年 1 月 29
日作美南國際精品美食節園遊會。將有
20 個美食攤位，供遊客品嚐。歡迎踴躍
前往。
第三位主講人卿梅，建築工程專業畢
業，從事房地產開發，投資買賣 13 年，
連續 11 年被德州週刊評這為五星級資深
房地產經紀人，QQ 地產公司總裁。
卿梅表示：她來美 20 年，2008 年搬
來休士頓。房地產是她的謀生手段。她表
示：現在 「後疫情時代」 很多人買賣房子
，只要錄個 「視頻」 給他看，人不過來。
而如何作個好的經紀人？她認為經紀人的
生活，要起的比雞早，睡的比狗晚 ！
2011 年，有 60 個買家，她的手機，平均
用 700～8000 分鐘。她認為成功有三點
：（ 一 ）態度要誠信,自信，把每個房子
當自己的房子來賣，幫他們圓夢。要有自
圖為當天的貴賓及主講人在抽獎後合影（
（左起 ）卿梅
卿梅、
、賴清陽大律師
賴清陽大律師、
、斯坦福市副市長
信心，不斷歷練、學習。（二 ）深度， 圖為當天的貴賓及主講人在抽獎後合影
譚秋晴、
譚秋晴
、
李雄、
李雄
、
李迎霞、
李迎霞
、
孫玉玟、
孫玉玟
、
林富桂、
林富桂
、
何真、
何真
、
王藝達、
王藝達
、
張園立。（
張園立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作 「正能量」 傳播，作好的經紀人。
（三 ）成功，在您決定的那一刻開始。
03 年畢業。06 年從事貸款公司，作 「房屋貸款」 。是利家貸款
第四位主講人王藝達，藝達國際投資顧問總裁，國際高端房
創辦人，現任台商會會長，專精房地產貸款。
地產投資專家，及房地產工程開發管理公司執行總裁，八年創下
張園立說：如果 45 天內， 「信用分數」 45 天內，破了 5 次
近億銷售業績。
、10 次，只算一次。而如何貸到此款？必須名下所有貸款的金
王藝達表示：當年她從 Boston 轉到休士頓，經營過餐廳，
額不可超過 「薪水的一半」 。必須信用分數有 740 分以上。（華
進出口貿易，投資房子。對房地產本身有自己的愛好。2012 年
人 90%以上達此標準）。他表示：從 06 年做到現在，每天都有
考經紀人牌照，從 「住宅」 到 「商業」 ,凌晨二時睡覺，早上六
挑戰。其中，15 年的利率，現在是 2.1%～2.3%， 30 年的利率
時起床。商業諮詢，有 「危機」 也有 「商機」 。最近，她買下中
是 3.125%。
國城 「匯康」 對面的公寓。她認為：所有的投資、理財，只要你
第八位主講人孫玉玟：現為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台休士
有理想，有目標，就會實現。現在中國城商舖，只有 「出租」 ，
頓分台負責人，世華工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會長，房地產投資、
沒有 「銷售」 。到現在她還沒有具體方案。
租賃和管理多年經驗。
第五位主講人賴清陽大律師：是中美韓聯合律師事務所創辦
孫玉玟認為十件做 「管理」 應作之事：打掃乾淨、找好的房
人，南灣地產投資公司創辦人，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六家 Hil屋仲介、拍好照片、篩選房客、確定房客的收入,必須是房租的
ton,Marriott，La Quinta 連鎖旅館合夥人。
三倍、了解法律（禁止住房歧視）、小心蜜糖、釣魚公式、房客
賴清陽大律師說：他現在名下已有九家旅館（其中半年內買
的信用正常（650 分上下），不可以貌取人、制定政策，堅持執
六家）。他說：COVID 對旅館業衝擊大。COVID 造成沒有人上
行、每 3-6 月定期拜訪、對話必須 「書面」 ，以保護自己、讓房
旅館，70%的人在家上班，百業蕭條。而 「網拍」 買時要立下三
客買 「保險」 。
原則：（一）準備再虧三年，口袋要深（二）要有 PIP 150 萬
孫玉玟也提到十件不要作的事：不要租給家人或朋友、不要
（賠三年）的預算。（三）自己算盤要打，有商機也有危機。大
與租戶成為親密朋友、不要以自己名義擁有房屋、不要去追逐租
捨大得，小捨小得，不捨不得。他預備明年買奧斯汀六家酒店。
金的限期、不要給鑰匙、不要非法驅逐房客、不要在沒有適當通
他預期 5～10 年才能恢復 2019 年的景氣。
知下進入房子、不要在合約中提高租金、不可扣留房客的押金、
第六位主講人林富桂律師是誠信產權公司負責人，亞裔地產
養小貓、小狗的証明文件，不能給動物 deposit。
協會創會會長，銘傳傑出校友。
當天還有精彩的抽獎節目，分別由卿梅、何真、孫玉玟、張
林富桂律師提到 「授權書」 ，人在美國方便行使，如公證時
瓊文、唐心琴、王藝達、張園立、國泰銀行（James Wong）黎
人不左， 「授權書」 必需是本人去交代。在台灣，是地方法院公
淑瑛等人捐出現金、禮卡、禮券、投影機等廿多件禮物抽獎，全
證。我們可作登記，還有 「視頻」 過戶，不需本人簽字。
場皆大歡喜。
第七位主講人張園立：是銘傳第一屆男生，01 年來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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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華裔共和黨眾議員陳筱玲訪問休斯頓
為做出突出貢獻的華裔領袖頒獎

【 美南新聞泉深
美南新聞泉深】
】 德克薩斯州華裔共和黨
眾 議 員 陳 筱 玲 （Angie Chen Button）
Button） 於 11 月
12 日訪問休斯頓
日訪問休斯頓，
， 為華裔領袖李雄
為華裔領袖李雄（
（Kenneth
Li）
Li
） 和聶鵬翔
和聶鵬翔（
（Paul Nie）
Nie） 頒獎
頒獎，
， 表彰他們對
社區和新冠疫情期間在防疫抗疫方面做出的突
出貢獻。
出貢獻
。
陳議員指出，
陳議員指出
， 李雄是 Texas George RealRealty Group 的一家位於休斯頓的 Southwest RealRealty Group 全方位服務房地產公司
全方位服務房地產公司，
， 在他職業生
涯的 30 多年中
多年中，
，被稱為房地產專家
被稱為房地產專家、
、開發商和
顧問，
顧問
， 他一直致力於為他的社區提供卓越的房
地產開發，
地產開發
， 被 《 休斯頓郵報
休斯頓郵報》（
》（Houston
Houston Post
）評為十大傑出人物之一
評為十大傑出人物之一,,被《休斯頓紀事報
休斯頓紀事報》
》
(Houston Chronicle) 評為是建造休斯頓中國城
的先驅，
的先驅
， 並表示他是幫助社區發展的房地產經
紀人，
紀人
， 並將他在那裏的成功作為進入住宅和商
業房地產主流的入口。
業房地產主流的入口
。 《休斯頓紀事報
休斯頓紀事報》
》2002
年 8 月 11 日報道
日報道，
，在他的領導和影響下
在他的領導和影響下，
，休斯

頓批准了 21
21,,000
000,,000 美元的預算
美元的預算，
，
用於改善休斯頓西南區的道路重建
計劃，
計劃
， 並被州長任命為西南管理區
主席。
主席
。 李雄長期活躍於當地社區的
公共事務，
公共事務
， 曾任休斯頓台灣商會會
長 、 休斯頓中華總商會會長
休斯頓中華總商會會長、
、 休斯
頓華商協會會長、
頓華商協會會長
、 德州李氏家族協
會聯合主席、
會聯合主席
、 休斯頓華人社團聯合
會主席。
會主席
。他曾擔任 2011 年美國亞洲
房地產協會 (www.areaa.org) 創會主
席，他將於 2022 年擔任休斯頓美國
亞洲商會主席。
亞洲商會主席
。
她提到聶鵬翔是 LTL Group 的總
裁 ， 是電子元件和半導體的分銷商
。他也是一名連續創業者，他從
2020 年初開始創立 Ever PPE Inc，
Inc，
致力於為醫療保健系統和公眾帶來
最 高 標 準 的 NIOSH N95
N95 呼 吸 器 和
FDA 認證的外科口罩
認證的外科口罩，
，以克服 COVIDCOVID-19
19 大流
行期間 PPES 短缺的挑戰
短缺的挑戰。
。 通過在德克薩斯州
建立製造工廠並同時與海外供應商合作，
建立製造工廠並同時與海外供應商合作
， 為德
克薩斯州捐獻 2 百多萬防疫口罩
百多萬防疫口罩。
。
陳筱玲來自達拉斯，
陳筱玲來自達拉斯
，自 2009 年以來
年以來，
，她代
表達拉斯市的第 112 區的選民
區的選民。
。 她連續 7 屆獲
勝連任德克薩斯州共和黨眾議員，
勝連任德克薩斯州共和黨眾議員
， 目前正準備
2022 年的第 8 次參選
次參選，
， 希望獲得選民
希望獲得選民，
， 尤其是
亞裔選民的支持，
亞裔選民的支持
，繼續為社區服務
繼續為社區服務。
。
陳筱玲的父母在中國內戰後期選擇逃往台
灣 ， 一家七口住在一個 300 平方英尺的單間小
屋裏，
屋裏
， 沒有浴室或廚房
沒有浴室或廚房，
， 生活極其艱難
生活極其艱難。
。 她來
到美國，
到美國
， 作為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公共財
政和管理服務專業的研究生，
政和管理服務專業的研究生
， 她在那裏遇到了
她的丈夫達西·格倫·巴頓
巴頓（
（Darcy Glen Button
）。叁十多年來
）。
叁十多年來，
， 這對夫婦一直住在達拉斯
這對夫婦一直住在達拉斯，
，
陳筱玲將她的生活描述為“
陳筱玲將她的生活描述為
“ 德克薩斯式的美國

夢”。
陳筱玲有著悠久的公
民參與記錄。
民參與記錄
。 她是達拉斯
地區快速交通委員會的前
成員，
成員
， 活躍於商會和婦女
民權運動。
民權運動
。 她曾獲得基督
教女青年會和南衛理公會
大學的表彰。
大學的表彰
。 她擁有全美
華裔組織頒發的“
華裔組織頒發的
“ 企業成
就 獎 ” 。 2009 年 ， 德 州
人財政責任組織對陳筱玲
的評價為 85
85%
% ， 當時她被
稱為“
稱為
“ 納稅人的代言人
納稅人的代言人”
”
。 她獲得了德克薩斯州商
業協會頒發的“
業協會頒發的
“ 自由企業
冠軍獎”，
冠軍獎
”，並被德克薩斯
並被德克薩斯
州保守黨聯盟評為“
州保守黨聯盟評為
“ 勇敢
的 保 守 派 ” 。 2021 年 ，
在第 87 屆會議之後
屆會議之後，
，陳筱
玲被評為《
玲被評為
《德克薩斯月刊
德克薩斯月刊》
》最佳立法者之一
最佳立法者之一。
。
陳筱玲是德克薩斯州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在
她任職的每一屆會議上都投票支持大幅減稅的
立法者之一。
立法者之一
。 陳筱玲還通過了對教師
陳筱玲還通過了對教師、
、 圖書館
員、輔導員和學校教師和護士的大幅加薪
輔導員和學校教師和護士的大幅加薪。
。
陳筱玲目前是德克薩斯州眾議院國際關系
和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
和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
， 並擔任籌款委員會成
員。
她通過了立法，
她通過了立法
， 以更好地告知最近分娩的
婦女，
婦女
， 以協助她們獲得適當的後續護理
以協助她們獲得適當的後續護理，
， 並起
草了立法以改善獲得優質兒童護理的機會。
草了立法以改善獲得優質兒童護理的機會
。
她共同發起立法，
她共同發起立法
， 為學校安全提供執法人
員 ， 作為一個單獨的執法實體
作為一個單獨的執法實體。
。 她贊助了一項
法案，
法案
， 將特許經營稅豁免擴大到某些企業
將特許經營稅豁免擴大到某些企業。
。陳
筱玲在 2011 年和 20113 年都投票贊成通過兩
年一度的國家預算。
年一度的國家預算
。 她投票要求對那些領取失

業救濟金的人進行毒品檢測 。 她支持禁止開車
業救濟金的人進行毒品檢測。
時發短信的法律。
時發短信的法律
。
陳筱玲支持禁止州政府參與執行聯邦槍支
法規的法案。
法規的法案
。 她投票決定減少獲得隱蔽攜帶許
可證所需的時間。
可證所需的時間
。 她支持州眾議院和參議院以
及美國眾議院的重新劃分選區法案。
及美國眾議院的重新劃分選區法案
。
陳筱玲投票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
陳筱玲投票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
。 她投票
決定建立貧困醫療保健的資格。
決定建立貧困醫療保健的資格
。 她投票決定在
公立學院和大學建立學生中心。
公立學院和大學建立學生中心
。 她還支持對投
票的選民進行照片識別。
票的選民進行照片識別
。 該措施最終於 2013
年 10 月生效
月生效，
，並在 2014 年 3 月 4 日的初選中
被廣泛使用，
被廣泛使用
，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 2013 年，陳
筱玲支持相關立法，
筱玲支持相關立法
，禁止選民提交多張選票
禁止選民提交多張選票。
。
休斯頓僑界領袖就目前亞裔社區經的濟發
展 、 產業的結構
產業的結構、
、 商貿的協調與交易
商貿的協調與交易、
、 疫情的
控制、
控制
、 就業率
就業率、
、 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
、 治安等問題交換了
意見。
意見
。

健康飲食

饮食选择关系儿童心理健康
《BMJ Nutrition Prevention & Health》期刊近
日发表了一项由东英吉利大学、安格利亚鲁斯金大
学和诺福克郡议会共同开展的研究，研究调查了学
童饮食选择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证明了水果和蔬菜不
足，早餐或午餐没有吃/喝东西，都可能会造成儿
童群体心理健康状况不良。因此，想要实现儿童心
理健康这一目标，需要学校政策和公共卫生战略的
支持，每日餐食至少包含两份水果或蔬菜。
有数据显示，高达 2%—3%的 6—12 岁儿童可
能患有抑郁症；此外，超过 7%的 3—17 岁的儿童患
有焦虑症，同时也有发展成抑郁症的风险。
身心发展不全，自我意识脆弱，生活阅历浅，
抗挫能力低，分辨能力差等都成为儿童青少年自身
诱发心理障碍的重要原因。当青少年尤其是儿童出
现心理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程度超出预期，抑
郁症、焦虑症乃至自伤等极端行为的呈现有低龄化
的趋势，人们已经认识到儿童早期心理健康的重要

性。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解决儿童群体的“心理困境
”，过去的研究也证实了儿童心理的复杂性和多变
性，受到了包括生物和遗传因素、人口因素和可改
变的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对肠脑轴的研究发现，进一步证
实了大脑和肠道及肠道微生物之间的关系，肠
道微生物和肠道细胞所产生的信号分子可以沿
着肠脑轴向大脑发送信息，进而影响大脑功能
、情绪和行为，反之，精神和情绪状态也会影
响肠道功能，因此，从日常饮食进行干预或可
影响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作为年轻群体健康的重要组成，整个
行业对于营养在心理领域的探索还尚在初期。营养
作为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可改变因素，错综复杂地参
与身体的发育和正常功能，被认为是影响身体健康
和心理健康的关键。研究人员也想通过营养干预来
改善心理健康并帮助他们自身充分发挥潜力。

这项研究从 50 多所学校中筛选研究对象，分
析调查了 1253 名 8—11 岁的小学生和 7570 名 12—18
岁的中学生。收集了学生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
、生活状况和不良经历（例如被欺负或在家中发生
争吵或暴力）的信息，调整了生活/家庭状况和不
良经历等重要变量，希望可以控制这些因素，更好
的发现饮食营养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营养变量和幸福感分数之间的关联
尤为显著。与不食用水果和蔬菜的中学生相比，每
天食用 5 份或更多水果和蔬菜的中学生幸福感高
3.73。与全国数据相比，此次调查中，儿童每天吃
5 顿饭的比例相对较高，大多数儿童（小学和中学
组中超过 70%的儿童）没有达到每天 5 次的目标，
约有 10%的儿童没有摄入水果和蔬菜。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也看到了早餐和午餐的重
要性，它与幸福感得分差异密切相关。与吃麦片、
烤面包或鸡蛋等传统早餐的中学生相比，早餐不吃
任何东西的中学生幸福感得分低了近 2.73。同样，

不吃任何午餐的儿童的幸福感得分比吃盒装午餐的
儿童低 2.95。在小学分析中，早餐或午餐的类型与
幸福感得分呈现出相关性，与中学数据中的情况类
似。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逐渐加
快，竞争和压力也越来越大，情绪起伏大、对未来
感到不安、睡眠障碍逐渐成为儿童群体面临的挑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团队协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进行的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显示，受访青年
（14—35 岁）中近三成具有抑郁风险，近一成有抑
郁高风险。超过半数青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问题。
其中中学在读学生 7.7%存在高抑郁风险。
为了孩子健康的成长，除了提供专业心理咨
询，和睦的家庭、稳定的学校/社会环境以外，营
养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也是重要的一环，例如之
前的研究证实了营养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镁、
叶酸、锌和长链脂肪酸的含量不足与抑郁症和焦
虑症有关。

坚果虽好 还得警惕滋生霉菌
坚果是指具有坚硬外壳的木本类植物的籽粒，包括核桃、板栗、杏核、扁桃核、山核桃、开心果、香榧、夏威夷果
、松子等。坚果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等，是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一类食品。但坚果在潮湿环境下，易吸收空气中的
水分，受霉菌污染。这可能会带来什么危害？食用和购买时应注意什么？
什么是霉菌？
霉菌是菌丝体比较发达且没有较大子实体
的部分真菌的俗称，也叫“发霉的真菌”。霉
菌种类繁多，现已发现的有超过 45000 种。食
品表面长出的一些绒毛状、絮状或蛛网状的菌
落，就是霉菌。
霉菌污染可能会使食品品质降低，但并不
是所有霉菌都是有害的。许多霉菌在发酵工业
、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如豆腐乳发
酵（毛霉）、抗生素（青霉素、灰黄霉素）生
产、植物生长激素（赤霉素）合成等。
坚果受霉菌污染有什么风险？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
品》（GB 19300-2014），烘炒工艺加工的熟
制坚果与籽类食品中霉菌不能超过 25 CFU/g。
如果检出坚果霉菌超过标准限值，可能意味着
其食用价值降低，甚至不能食用。
霉菌污染的坚果是否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
害，取决于霉菌是否代谢产生已知的、毒性明

确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
等，而黄曲霉毒素是强致癌物质之一，大量摄
入时会引发急性中毒。
消费者如何防范霉菌污染危害？
首先，细心选购坚果。建议消费者选择正
规场所，购买正规企业生产的产品，避免购买
过期食品。尽量购买密封包装的坚果，并选择
合适大小的包装，按需购买。
购买散装坚果时，要注意坚果外形和果肉
形态，挑选果实饱满、颗粒均匀、无霉斑、无
虫蛀痕迹的坚果。
第二，合理储存坚果。最好现吃现买，坚
果开袋后应尽快食用。如果吃不完，应密封保
存并置于阴凉干燥处，避免受潮。
第三，不食用霉变坚果。食用之前，如发
现坚果表面有丝状、绒毛状物质，或较为明显
的霉斑，请不要食用。
咀嚼时，发现有苦味、霉味或辛辣味，尽
快吐出来并及时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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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機機師初確 凱帆軒圍封強檢
有指機師駕駛艙無戴罩工作 國泰展開調查或採紀律行動



檢疫酒
店東涌福朋喜
來登酒店日前
發生空氣傳播
的交叉感染個
案 ， 1515 房
及 1517 房 的
兩名房客確診
“Delta +”變種病毒，住 1516 房旅客謝
小姐13日向香港文匯報投訴酒店的安排混
亂，批評確診者早於本月 6 日已送院，其
後另一確診旅客亦搬離，但酒店並無通知
住客。謝小姐在不知情下每日如常開門取
生活用品，直至12日晚看新聞才知自己處
境，“我每開一次房門都增加我一次感染
風險！”



(

機組人員接連成為香港防疫抗疫漏
機師初步確診新冠肺炎，並帶有 L452R
變異病毒株。他居住的大角咀凱帆軒，
由於屋苑共 3 座均使用同一住客出入
口，故該屋苑 13 日晚被圍封進行強制檢
測。有機組人員相繼“中招”，或與他
們駐外期間的防疫意識鬆懈有關，有報
道就引述消息指，有國泰機師在德國時
在駕駛艙無戴口罩工作。國泰回應表
示，會就相關指控展開調查，若職員有
不當行為，將採取紀律行動。針對有關
問題，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已與航空公司
商討應對方案。
◀ ▲由於凱帆軒
共3座均使用同一
住客出入口，故
該屋苑被列受限
區域，13 日晚被
圍封進行強制檢
測。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文森
13 日表示，確診的 53 歲男機師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於上月 31 日的檢測結果呈陰性，於本月 3 日離
港前往德國，本月 7 日由德國經航班 CX3166 抵港，
在機場抽取的樣本呈陰性。由於機師是豁免人士，他
毋須接種強制檢疫，可自行回家，其間亦可自由出入
社區。直至12日，他按規定到社區檢測中心採樣呈初
步陽性，Ct 值約 24 至 26，並確認帶有 L452R 變異病
毒株。他沒有病徵，曾於今年 3 月和 4 月在港接種兩
劑復必泰疫苗。

機員轉酒店 貨機不停法蘭克福
衞生防護中心指出，由於病人帶有變異病毒株，
傳染性和感染風險更高，他居住的凱帆軒共 3 座均使
用同一住客出入口，故特區政府13日晚在屋苑進行圍
封行動，患者於潛伏期在港到訪的地點亦被納入強制
檢測公告。國泰表示，為謹慎起見，已立即安排在法
蘭克福的機組人員轉換酒店，並盡快暫停貨機機組人
員在法蘭克福停留。有關貨機會按香港港口衞生署及
該公司的嚴格標準進行徹底消毒。
同日有消息指，數名身穿國泰制服的外籍機師，於
上月16日在法蘭克福，於駕駛艙工作時均沒有佩戴口
罩。也有消息指另一名參與閉環管理的香港機師，於上
月17日從德國抵港後，未有立即乘搭點對點交通進行隔
離檢疫，反而與一名無參與閉環的機組人員見面長達數
小時，再自行到酒店接受檢疫，違反防疫要求。
國泰回應表示，已經常提示機組人員，不論於
香港或海外地區，必須嚴格遵守相關防疫措施。該
公司正就這些個案進行內部調查，以確保全面合規
及達至最高安全水平。如有需要改善或合規要求未
能完全達標，會根據公司程序採取適當措施及行
動，此外亦會即時加強外站的檢查，並規定機組人
員回港後接受醫學監察期間的活動，亦將安排機組
人員每天接受檢測，稍後會公布指引詳情。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13日接受電台訪問
時表示，運輸及房屋局已與航空公司商討應對方案，
“每一天都要他們（機組人員）做檢測，他們非必要
的話又不能外出，這兩個加強措施會令他們就算真的
受感染，也可及早發現，將風險盡量減低。”

梁子超：難監管機員外地活動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對香港文匯報指出，
Delta 變種病毒在全球多地流行，如德國疫情變得十
分嚴峻，機組人員感染風險高，更直言政府 12 日公
布的加強機組人員防疫安排是“得個講字”，認為
政府要安排抵港的機組人員入住酒店，若他們工作
周期完畢，也應在指定酒店完成檢疫才能回家，以
減低病毒流入社區機會。他強調特區政府若不能堵
塞有關漏洞，要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是不切實際。
特區政府提出的措施，包括要航空公司加設貨機
機組人員停留外站的駐地監察人員，確保機組人員符
合閉環式運作要求。不過，梁子超直言特區政府難以
監管機組人員在外地的活動，且不少機組人員在海外
亦不會戴口罩防疫，“海外不少地方與病毒共存，當
地居民也不戴口罩，機組人員到外地，在群體壓力下
亦難戴口罩防疫。”

染疫機師播疫行蹤
日期

地點

10月26日晚上
大嶼山梅窩銀運路3號梅窩中心地下“中國熊”餐廳
10月27日中午至下午 深水埗荔枝角道733號深水埗公園游泳池
10月31日傍晚至晚上 大角咀海景街 46 號地下 Corner Stop Bar、大角咀海輝道 11 號
奧海城一期居食屋“和民”
11月11日下午
九龍荔枝角荔灣道1號荔枝角公園體育館
註：曾於同期到訪以上地點的人士，須於11月15日或之前接受檢測，若在11月11日至
13日期間已檢測除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旅客批爆疫酒店安排混亂

洞，13 日再多一名國泰航空 53 歲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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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沒提醒 看新聞才知

台灣旅客謝小姐本月 1 日抵港後入住
是次出事酒店，本來 15 日凌晨就結束檢
疫，但由於所住樓層出現空氣傳播的感
染狀況，她 13 日被送往竹篙灣檢疫，
“疫監”延長至本月 20 日才結束，她對
此表示理解，但對作為五星級酒店的福
朋喜來登的處理極度不滿。她批評，
1515 房的確診者本月 6 日已被送院，及後
她正對門的 1517 房確診者疑因開門取物
品時無戴口罩被感染，亦搬離房間，
“酒店從沒提醒，我開門取餐有發現門
口多了風扇。”
謝小姐 12 日晚看新聞才知有關狀
況，“酒店管理層有義務和理由告知
我！因我身處兩個確診房間中間，感染
風險是非常大。”她表示，兩患者的房
間相隔一段距離，“不清楚為什麼隔得
那麼開還能感染上，那就是這個病毒真
的傳播性很強，酒店方面卻沒有保障到
鄰近住客的權益。”
謝小姐曾致電前台詢問情況，員工依
然“一問三不知、每個人說法都不一
樣。”13 日下午 4 時才接到酒店職員來電
告知，可以離開，惟她事隔約一小時，被
安排送往竹篙灣檢疫。台灣入境香港只有
30天居留，撇除14天隔離本就所剩不多，
現在去竹篙灣再繼續隔離，“大大打亂抵
港計劃，希望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協助
我。”
截至截稿前酒店方面未回應香港文匯
報記者查詢。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訂錯酒店獲幫手“撲房”旅客讚港公僕一流
為控制疫情、減低入境人
士在香港本地社區“播疫”的
可能，港府去年 12 月起實施
指定酒店強制檢疫計劃。為監
督及保證計劃運行，香港食物
及衞生局特別設立指定檢疫酒
店計劃辦事處。該處員工不單每日到檢疫酒店巡
查有否違規，還會協助抵港旅客排憂解難。一名
訂錯酒店、其後獲該辦事處安排入住指定檢疫酒
店的旅客日前向香港文匯報大讚，自己曾到過世
界各地旅遊，香港的公務員工作態度屬一流。
今年 8 月，旅客李婉嫻由美國返港探親，但
委託的旅行社出錯，為她訂購了非指定檢疫酒
店的房間，但其他檢疫房間已經爆滿。當她知
道搞錯時人已抵港，“我整個人好迷茫，美國
的手機卡沒信號，聯絡不到個女兒，銀行卡也
都刷不到，一個人坐了十幾個鐘的飛機，又累
又餓。”幸好，指定檢疫酒店計劃辦事處的工
作人員積極幫忙聯絡，翌日下午安排她入住一
檢疫酒店房間。
當時，全港檢疫酒店房間非常緊張，工作
人員幾經周折，才為李婉嫻找到一間空房，但
需要聯絡其女兒付款，因為涉及錢款，擔心對
方誤以為是騙案，工作人員貼心地安排李婉嫻
和女兒視像通話，說明原委。李婉嫻後來順利
完成檢疫，並特意向有關工作人員贈送錦旗致
謝，“今次好好彩。我到過世界上不少地方，



香港公務員服務是一流的。”

如無法找到房間會送竹篙灣檢疫
香港指定檢疫酒店計劃辦事處合規總監
（行動及保安）區展秋表示，與李婉嫻類似的
訂錯房事件偶有發生，如果實在無法找到房
間，這些旅客會被送往竹篙灣檢疫中心完成檢
疫，幸目前有關問題已得到妥善解決。
檢疫酒店巡查也是該辦事處的重點工作之
一，為加強有關方面的工作，區展秋負責的行
動及保安團隊由 60 多人增至 78 人，負責每日到
各指定檢疫酒店巡查，檢視酒店防疫措施是否
做足，翻看酒店錄影查看檢疫人士是否曾違規
打開房門等。

違規住客交換零食走廊跑步
他笑說，遇到過不少住客違規，有些令人啼
笑皆非，有人聲稱夢遊半夜在走廊遊蕩，有兩間
對面房住客同時打開房門，互相投擲糖果，交換
零食，更有人直接在走廊跑步健身，“對於這些
人我們會判斷是否故意為之及情節輕重，這些嚴
重違規者會送往檢疫中心，累計已送走 280 多
人，部分人還會遭到檢控，違規情況輕微者如開
房門倒垃圾，會處以警告。”
早前，有檢疫酒店聘請的清潔公司消毒程
序不嚴謹，造成執房員打掃確診者房間後染
疫。區展秋表示，事後相關部門已更新清潔指

●香港食衞局特別設立指定檢疫酒店計劃辦事
處，協助抵港旅客排憂解難。左起：李婉嫻、 馮
浩賢、區展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引，要求每間房如出現確診個案，需要清潔人
員全程拍攝消毒影片，保證清潔時間足夠、程
序合規。
指定檢疫酒店計劃辦事處副處長馮浩賢指
出，該計劃至今已接待約 15 萬名旅客，下月即
將進入第六輪，新一輪將有 40 間指定酒店參
與，高中低檔次的酒店齊全，合共提供約 1.1 萬
間房，估計一段時間內檢疫酒店需求還會持續
上升。
他強調，抗疫是全球戰役，每個地區有適
合當地民情的應對方法，對比一些地區直接指
派酒店，香港允許旅客自主預訂的做法具人性
化，計劃亦在不斷升級改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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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名立萬》片尾曲唱響 「守護」
《七八九月》韓寒作詞張本煜開嗓

懸疑喜劇電影《揚名立萬》已於昨日 11 月 11
日晚上 18 點正式登陸全國院線，票房、口碑均領
跑同檔期電影。抽絲剝繭的懸疑氣氛、驚喜連連
的笑料、出其不意的反轉結局，讓觀眾力贊該片
為「今年看過最好看的華語電影」、「年度黑馬
、驚喜之作」。而同樣令觀眾印象深刻的，還有
電影中齊樂山（張本煜飾）對歌女夜鶯（鄧恩熙
飾）的守護段落，飽含深情又令人動容。
今日，由監製韓寒作詞、Akiyama Sayuri 作
曲、 彭飛編曲並製作、張本煜演唱的片尾曲
《七八九月》MV 動情上線。MV 中，大量電影新

鮮畫面首度曝光，配合悠揚舒緩的曲風、描寫細
膩的歌詞以及張本煜深沈的嗓音，唱出了「有一
種守護，叫一生一世只為一個人」的真摯主題。

韓寒作詞溫暖又戳心張本煜 「真心
故事」 守護真相
電影公映當天，作為監製的韓寒發文向觀眾
力薦，文中他就寫道：「當你在電影院裏度過仿
佛初識的前二十分鐘，它便會展現給你遼闊浪漫
與遺憾。」而他所說的「浪漫與遺憾」，也全部

展示在了片尾曲《七八九月》簡單卻
有深意的歌詞之中。
「不會有人知道今天發生了什麽
，我會編一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故事
」。MV 開場，伴隨著齊樂山的獨白
，只見他傷痕累累的獨自一人坐在血
跡斑斑的屋中，陷入沈思。而關於他的
故事，關於神秘歌女夜鶯的往事，也在
歌聲中娓娓道來。「是年的四月，你在
風雪中走來……」「七八九月我猜陰霾
散開……」、「再等等看，等三月暖了
把房蓋……」，韓寒創作的歌詞飽滿又
給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間。
Mv 中也首度曝光了更多電影
精彩畫面——曾經身穿戎裝的齊樂山
，大家閨秀般的夜鶯原本相安無事，
轉眼間兵荒馬亂，他們也不得不坐上
遠去的列車；喜歡唱歌的夜鶯，登上
了夢寐以求的大舞臺，而齊樂山也在
暗中默默守護著對方；然而轉眼間，
血跡斑斑的房間又打破了那份守護下
的平靜……在「您的小小的歌鳥，現
在要遠行了」的傷感獨白中，這裏究
竟發生了什麽，夜鶯到底怎麽樣了，
跟隨著音樂情緒的層層推進，觀眾也跟隨著片中角
色，在困境中掙紮著尋找真相。而「我們也依然謀
劃著，假裝可以安排的未來」的歌詞，也像一只溫
柔的手，撫慰每一顆傷感的心。

有懸疑、有喜劇、有驚喜口碑票房
雙雙領跑 「光棍節」
電影《揚名立萬》講述一個始於劇本會的
故事，卻隨著劇情的推進在抽絲剝繭中層層

毛曉彤楊玏因「偷看對方手機」大吵
跨年首選電影《以年為單位的戀愛》
由毛曉彤、楊玏主演，黎誌執導，跨年夜上映的電影
《以年為單位的戀愛》(曾用名《一年之癢》)發布「難逃一
癢」版預告及海報。毛曉彤楊玏在熱戀一年後開始面對情侶
之間冷酷的現實難題，床頭再現 「情侶能不能看對方手機
」的吵架場面，引發網友沈浸式紮心共情「太真實了」！作
為 12 月 31 日跨年夜唯一一部愛情電影，《以年為單位的戀
愛》(曾用名《一年之癢》)拉滿跨年儀式感的同時，從現實
中情侶交往難題出發，真誠用心地探索「以年愛」的可能性
。12 月 31 日，願有情人都能「以年愛、年年愛」。

毛曉彤楊玏相戀一年難逃一癢
真實再現當代情侶吵架名場面引發沈浸式共情
電影《一年之癢》緊急更名為《以年為單位的戀愛》後
發布「難逃一癢」版預告，於跨年夜相識已經熱戀一年的陸
鹿珊（毛曉彤飾）與江宇（楊玏飾）陷入感情危機。好友崔
喜（孫千飾）的靈魂拷問讓激情不再的陸鹿珊開始反思這段
感情：當分享欲消失、共處時間不斷被擠壓、甚至出現另一
個 TA，我們應該如何面對？相愛不易，相守且難，影片力
求關掉愛情濾鏡，直面戀愛現實難題。預告中，毛曉彤楊玏
悲傷對峙，在生活的狼藉裏無奈發問：「這樣的日子到底什
麽時候是個頭？」。歷歷在目的是一年前熱戀的激情與浪漫
，而現在卻只有滑下臉頰的淚水，時光賦予的物是人非感讓
這一切都顯得更加扣人心弦。
成年人的愛情裏沒有童話，電影《以年為單位的戀愛》
(曾用名《一年之癢》)跳出夢幻的想象，將愛情還給生活本
身。影片生動詮釋了青年男女的真實戀愛歷程，獨在異鄉打
拼的酒店經理陸鹿珊（毛曉彤 飾）與創業中的江宇（楊玏
飾）在跨年夜相遇，電光火石之間，兩人的愛情火花迅速被

點燃。當火熱的愛情遇到冷酷的現實，如何以年為單位，以
你為主語，延長愛情的保質期，成為都市情侶的戀愛難題。

毛曉彤質問楊玏 「你還愛我嗎」 直面紮心現實
心酸過後 「以年為單位的戀愛」 終會如約而至
最新發布的「難逃一癢」版系列海報，相愛一年的陸鹿
珊與江宇經歷了從「新鮮」「甜蜜」到「冷戰」「反思」的
過程。溫馨的燈光、平實的視角，展現出北漂情侶的現實戀
愛歷程。「我以為我不理你，你會難過，沒想到更難過的是
我」，海報以第一視角坦白情侶戀愛過程中的心酸與委屈，
「我還愛你，那你呢？」紮心提問引發觀眾深深共情。電影
《以年為單位的戀愛》(曾用名《一年之癢》)聚焦當代愛情
關系，所講述的愛情故事不浮於美好的幻想之中，而是直面
各種真實困境，「相愛不易，相守且難」，即便如此，也想
盡力談一場「以年為單位的戀愛」。
在最新曝光的「難逃一癢」預告中，陸鹿珊的連環追問
讓所有身處感情生活的情侶都感同身受，代入感極強，引發
觀眾對於愛情的深層思考。從「有你我不一樣了」到「有你
沒你，我真的沒兩樣」，真實的愛情總會經歷重重考驗，這
是有情之人終成眷屬的必經之路。陸鹿珊和江宇是無數年輕
情侶的現實縮影，當他們認識到相戀的熾熱也會被現實的冷
水打濕的時候，才更能在愛情的反思中得到成長，跨過從
「無話不說」到「無話可說」的難關，學會珍惜真正的愛。
電影《以年為單位的戀愛》(曾用名《一年之癢》)由青
春光線、融光影業聯合出品，黎誌執導，毛曉彤、楊玏領銜
主演，孫千、張海宇主演，將於 12 月 31 日全國上映。跨年
之夜，記得牽住愛人的手，走進電影院，親口告訴 TA，想
要陪在 TA 身邊，一年又一年。

反轉，而結尾令人大呼意想不到的同時，也
讓不少觀眾的情感被徹底擊穿。電影公映後
，口碑票房雙雙領跑同檔期，也充分證明了
電影的品質和受喜愛程度。而為了配合雙十
一這個檔期的情緒感和儀式感，片方更是大
範圍的安排了「守護唯一」特別場次——在這
個特殊的場次裏，電影放映結束之後時間正
好是 11 月 11 日的晚上 11 點 11 分。從電影到現
實，「有一種守護，叫一生一世只為一個人
」的儀式感，也在此刻實現時空交匯。如此
別出心裁的安排，也贏得了大量觀眾的好評
：「沒想到一部懸疑片，比看一部情感戲還
要感動」、「電影就像一個浪漫的童話，特
別美好」；大量女性觀眾也為電影溫潤的情
感而動容：「從來沒有看過一個電影是這樣
維護一個女性的」、「當看到所有人都在為
一個女孩守護時，我忍不住哭了」。
除了感人至深的情緒共振和強劇情的懸疑感
，該片的喜劇元素也征服了觀眾，
「沒想到推理電影也能這麽好笑」、「比
我玩過任何劇本殺都好玩一萬倍」、「感謝
導演和諸位演員，拍出這麽好的電影，還要
二刷」。導演劉循子墨的大銀幕處女作，以
及多位實力派演員的傾情奉獻，也得到了廣
泛的稱贊，在電影的首映活動中，演員劉昊
然看完影片後就感嘆「不管作為一個觀眾還
是一個電影從業者，真的很喜歡這部電影」
，監製韓寒也表示，這就是一部創作難度不
小的電影，「但看完你便知道，這麽多優秀
的演員們……在子墨導演的電影世界中，產生
了奇妙的化學反應。」
電影《揚名立萬》由上海貓眼影業有限公司
、北京萬合天宜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上海亭東影
業有限公司出品，已於 11 月 11 日全國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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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紀念已故一代女星梅艷芳

●梁導與王丹妮近日到戲院謝票
梁導與王丹妮近日到戲院謝票。
。

的電影《梅艷芳》，12 日首日上畫，票房高達 311 萬港
●王丹妮與導演
梁樂民最開心看
到不少年輕觀
眾入場，可
以傳承梅
姐 的 精
神。

元，累積票房為 379 萬港元，創下今年港產片首日票房最
高成績。戲中扮演梅艷芳的王丹妮與導演梁樂民最開心看
到不少年輕觀眾入場，可以傳承梅姐的精神。而楊千嬅戲
中飾演陳淑芬，她特別在社交網晒出當年與梅姐的合照，
見她在梅姐面前特別顯得稚嫩及恭敬，她坦言透過電影重
新了解梅姐，感謝梅姐用生命影響生命。

《梅艷芳
梅艷芳》
》首日票房破 300 萬

千嬅感謝梅姐

用生命影響生命

演梁樂民與王丹妮特別到過戲院謝
導票，王丹妮高興觀眾欣賞該片，更認

為不會單看票房數字。梁樂民表示拍攝這部
電影是想將梅姐傳奇一生獻給觀眾們，所以
在戲院看到 90 後、00 後的觀眾入場就最開
心。王丹妮說：“可以傳承梅姐的精神，好
似她講只要有信念，無難事，一定會做到，
那種堅定和永不言敗的精神。”

王丹妮冀讓人更了解梅姐
梁導表示很感動有不同年齡層的觀眾捧
場，有些觀眾沒有忘記梅姐來看，亦有年輕
觀眾說本身已看了一次，仍會再帶同父母、
老爺奶奶再看多次。王丹妮也感動年輕觀眾
看完電影，跟她說要上網再多找梅姐的資料
及影片，想更加了解梅姐，能讓大家成為梅
姐Fans，便是這電影和她的使命。
楊千嬅在戲中則飾演陳淑芬這角色，之
前她都有協助到戲院落力做宣傳，更獻唱梅
姐的名曲《親密愛人》。而電影正式上映，
千嬅更透過社交平台幫手宣傳，並上載了多

●千嬅早前偕《梅艷芳
梅艷芳》
》劇組在內地宣傳電影。
張自己初出道時跟梅艷芳的珍貴合照。她留
言道：“有幸能在電影裏重新了解梅姐，讓
我更加相信她的精神永遠存在，懷念她，感
謝她，作為後輩也得到鼓勵，感謝梅姐用生
命影響生命，感謝團隊一起傳承梅姐的美
好，十分感動。”
在舊照片中，千嬅仍很清澀，稚氣滿
臉，在梅姐面前顯得恭敬，似很敬畏般。至

《星空下的仁醫》結局篇
劇迷關心鍾嘉欣胎兒安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台慶劇《星
空下的仁醫》本周進入結局篇，讓觀眾最擔
心的是鍾嘉欣因救人心切，不慎與染有第五
病的病人接觸，病毒有機會透過母體傳染至
胎兒並對生命造成威脅，鄭嘉穎即緊張地要
求嘉欣放下工作，回家休養並作進一步觀
察。結局篇劇情將更重於鍾嘉欣、鄭嘉
穎、何依婷的三角戀，馬國明與周家怡的感
情也出現暗湧，因為關楚耀想與家怡再續前
緣，馬國明為免家怡受騷擾，竟擅自承認自

己是家怡的男友，讓關楚耀知難而退，怎料
此舉觸怒了家怡，令二人關係有變，產生更
深的誤會。而有濫藥習慣的羅子溢自倒掉所
有藥物後狀態每況愈下，不時臉青口唇白和
雙手發抖，觀眾對他也持兩極反應，有人不
認同他濫藥行為，也有人認為他長期活在母
親龔慈恩的壓迫下，患上情緒病兼壓力爆錶
是情有可原。劇情講述鍾嘉欣腹中胎兒可能
受到感染，到底兩母子能否渡過難關；羅子
溢與龔慈恩會否決裂等將成為結局焦點。

譚玉瑛揭做兒童節目主持契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緬懷昔日兒
童節目為主題的《童你一起長大了》14 日晚播
出最後一集，今集以“童你致敬”為主題，請
來兒童節目第一代主持 Sunny 哥哥和“兒歌之
父”鄭國江擔任壓軸嘉賓。
Sunny 哥哥與鄭國江這對經典組合，當年
攜手推出了多首膾炙人口的經典兒歌，包括

● 譚玉瑛透露被監製發掘加入兒童節目的原
因。

《刷牙歌》、《數字歌》及《在森林和原野》
等，由於歌曲大受歡迎，Sunny 哥哥獲頒發三
張金唱片及一張白金唱片，並獲邀出席《第三
屆香港金唱片頒獎典禮》，與當年紅極一時的
汪明荃、羅文、許冠傑等同台。Sunny 哥哥笑
言當時有開心到飄飄然的感覺，更帶了當年的
白金及金唱片上節目，和拿出兒歌錄音帶及
CD 與觀眾開心分享。至於鄭國江老師雖然已
年近八十歲，但看上去依然年輕，中氣十足。
曾為多首兒歌填詞的鄭老師，更會在節目中透
露首支兒歌填詞作品《齊齊望過去》的誕生契
機。
主持之一的譚玉瑛也在最後一集來一個終
極大揭秘，親揭當年為何加入兒童節目主持行
列，說：“事緣是監製在籌款節目中見到我做
接線生，他覺得我笑容好親切，所以就找了
我。”原來譚玉瑛當年在藝員訓練班成績優
異，製作組更特別找回她在藝訓班的考試演戲
片段與觀眾分享。

●“華星三寶”與梅姐的合照中，千嬅稚
氣滿臉更露出天然呆表情。
於合照當中，有當年“華星三寶”，除千嬅
以外，還有梁漢文和陳奕迅，那些年大家都
很年輕，值得緬懷。至於《梅艷芳》亦已在
內地上映，而千嬅與梁漢文最近亦於內地重
聚，一起於舞台上演出，千嬅坦言想起那些
年他們一起闖蕩音樂圈的日子，這次在舞台
上演時光老友記，兩人合唱了《可惜我是水
瓶座》、《拔河》和《朋友》三首歌。

●千嬅十分尊敬梅姐
千嬅十分尊敬梅姐。
。

離婚近十年撐起頭家

羅霖在兒面前逞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羅霖接受車淑
梅主持節目訪問，談及三名兒子已長大，她更於
去年榮升奶奶，其 22 歲二兒子 Jordan 在美國結
婚，但她仍未心急做奶奶：“我還未抱孫呀，不
心急，我鼓勵他們多些二人世界！”雖然羅霖未
見過新抱，但也了解她給她 100 分，自己還早已
將所有首飾分成三份，更特別選了一枚戒指送贈
媳婦，待日後見面時親自給她。羅霖開心地說
Jordan 已找到實習工作，並正儲錢修讀心理學碩
士，所以免收他的家用。
已離婚近 10 年，她自食其力把三兒子養
大，寧願賣樓租屋供兒子去美國讀書。她指兒子
在單親家庭長大導致心理有陰影，所以會在他們
面前扮強者，更不希望將負面情緒帶給他們︰
“我哭完出來也是對住他們笑。肥媽教我不可以
這樣，教我要做戲，等他們知道媽媽辛苦，要懂
得珍惜。以後我都要裝一下，要他們愛得及時。
他們成日以為我得 30 幾歲，我 50 幾歲腰骨好
痛，都要叫他們幫一下手。”
跟前夫劉坤銘已分開多年，羅霖表示也想和
對方做朋友，更加希望兒子們愛爸爸。她認為夫
婦離婚後成為陌路人沒問題，但對子女的成長就
最好有商有量，可是對方的想法不同，她也沒辦
法。“我教細路過時過節要有信息給爸爸，因為
你恨一個人，一世都會好辛苦，一定要放低，面
對未來。不可以憎人， 這只會折磨自己，好
蠢！我不講太多前夫的事，我不可以講他的壞
話，總之我們對仔女的相處方法是相反。”
羅霖表示三名兒子也贊成她拍拖，她亦曾帶
同小兒子跟男朋友一起旅行，不過怕因感情再遇
挫折而崩潰，現在她只專注工作賺錢，暫時為了
孩子放棄幸福。
此外，羅霖的 25 歲大仔 Nathan 數年前放棄
在美國大學修讀法律，回港轉讀平面設計，近日

羅霖與媽媽一同出席 Nathan 的畢業禮，三代同
堂合照，羅霖透露︰“因為疫情，延遲了大學畢
業典禮，感恩最後能夠順利舉行！祝願 Nathan
未來一切平安喜樂順利！”

●羅霖
羅霖((左)與節目主持車淑梅合照
與節目主持車淑梅合照。
。

●羅霖帶媽媽出席大仔畢業禮
羅霖帶媽媽出席大仔畢業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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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通天繩和中國古代的神仙索

（本報記者黃梅子）大家好，我是
講故事的人黃梅子，今天給您講一講世
界上最神奇的魔術，至今無人能破解--印度通天繩。
印度通天繩的神奇在於它的道具非
常簡單，不需要在大舞臺上借助光影效
果或者設置機關，就是一個街頭魔術師
帶著一個小孩在印度鄉間隨地表演，不
用事先架設舞臺機關，魔術師在地上放
一個籮筐，表演前將籮筐亮給觀眾看，
裏面空無一物，且籮筐是有底的。 然後
魔術師將粗繩放進一個籮筐裏面，並且
在表演前將籮筐亮給觀眾看，裏面空無
一物，而且籮筐是有底的。 魔術師也會
讓觀眾觸摸繩子，確定繩子沒有經過什
麽特殊加工。 接著他將碗口粗的繩子放
進了籮筐裏，並表示繩子是有生命的、
要讓繩子復活，賜予生命是神的旨意。
接著他對著籮筐吹笛子、搖手鼓，有時
還會念咒語。
“通天繩”魔術表演開始，魔術師
對觀眾介紹這是一條普普通通的粗繩，
他表示繩子是有生命的、要讓繩子復活
，賜予生命是神的旨意。
接著他將碗口粗的繩子放進了籮筐
裏，然後對著籮筐吹笛子、搖手鼓，有
時聽到魔術師口中念著什麽咒語，不多
久就看到繩頭從籮筐中冒出了頭，一條
繩子筆直地升起，緩緩地越升越高。然
後，繩子已經變成桿子一般，可以支撐
十歲左右的孩子往上爬。
這升起的繩子已經不是一條軟繩，
而是粗硬的桿子一般，直挺挺的往上竄
升，一直升到六英尺左右。魔術師停下
了吹奏樂器，繩子的上升也停住了。接
著他讓孩子爬上繩子。在孩子爬到頂端
之前魔術師就叫停了，叫孩子溜下繩子
回到地面，然後魔術師讓繩子也軟下來
倒地了。
這個魔術特別神奇，有很多人研究
印度通天繩的秘密，都沒有答案。有人
猜測是在籮筐下面挖了一個洞，有人藏
在洞裏，用鋼管塞在繩子裏，慢慢地升
出來，但是事實是魔術師可以在任何田
間地頭表演，根本不可能挖洞。也有人
推測，繩索中藏有像蛇骨狀的機關，中
間串有鋼絲一類細而堅韌的線，用力拉
緊， 「蛇骨」 便一節一節緊緊扣起來，

變得硬而且直；鬆開牽引，則又變軟。
但是，這種猜想經過試驗之後證明並不
成立。而掌握這門技術的印度魔術師一
直不肯披露秘訣，所以這個謎底至今無
人能解，號稱世界頭號之謎。
其實，這個印度通天繩在中國古代
有個更高級的版本叫“神仙索”。2010
年吳宇森執導的武俠電影《劍雨》，就
重現了神仙索的精彩場面。
而關於神仙索的傳說有兩個，第一
個是出自唐朝的《原化記》，另外一出
是《聊齋誌異》。
唐代的《原化記》記載的是大唐盛
世玄宗開元年間的事兒，中國古代的
秦朝和漢朝曾有禁酒令，民間不得
三人以上聚會飲酒，否則罰金四兩。只
有遇朝廷慶典，或豐年，特許臣民歡慶
，大家才敢暢飲狂歡。唐代風氣開放，
政令開明，已經不禁止民間聚會，但帝
王為表彰太平盛世，仍然時不時頒賜恩
典，舉國吃喝慶賀。
每當這個時候，民間都有各種名目
的慶祝活動，地方政府也響應中央號召
，積極舉辦燈會、表演之類。在那個娛
樂活動匱乏的年代，實是難得的盛事。
地方上把節目準備工作分別下派到
各部門單位，各單位之間免不了存了份
兒攀比的心，生恐準備的節目不夠精彩
，給人比了下去。大丟面子不說，若因
此攤上個 「敷衍聖意，辦事不力」 的罪
名，危及仕途前程，那豈不是得不償失
？
當時是以縣作為行政單位，也就是
說縣與縣之間比拼，當時浙江嘉興縣的
縣官就把這個準備節目的事兒分配給兩
個副手，縣尉，大概相當於今天的副縣
長吧，這兩個縣尉也把準備節目的任務
層層下發，下發到手下的典獄長，這個
典獄長又下發到他手下的獄卒，這些獄
卒在看守監獄的時候就叫苦連天，時間
倉促，到哪裡去準備上好的節目？一個
獄卒嘆氣說： 「這次，咱們栽定啦，明
天就要表演，到現在也沒拿出個像樣兒
的節目，咱們那位上司生起氣來，哥兒
幾個怕是沒好果子吃。」 這些獄卒頓時
一片嘆息，有個獄卒道： 「實在不行，
張大哥再演一回爬樹吧。」 那姓張的獄
卒苦笑道： 「爬樹算哪門子節目，何況
上次演過，還惹來上司好一頓罵。」
所有的獄卒都唉聲嘆氣，忽然有人
「嗤」 的一聲笑了出來，大家一看，是
個囚犯，正一臉幸災樂禍瞧著眾人。有
一個獄卒破口大罵道： 「你給我老實點
，笑什麼笑！」 囚犯仍舊笑著說： 「小
人倒是會變一點戲法，只是困在這牢裡
，沒法演給諸位看。」 這些獄卒一聽，
仿佛撿到了寶貝一樣，他們相互望了一
眼，問那囚犯： 「你會變什麼戲法兒？
」 囚犯答道： 「我會 「繩技」 。」

準備節目是近來各衙門頭等大事，
典獄長也正為此事愁破了腦袋。獄卒報
告上此事，典獄長大喜，問道： 「這人
所犯何罪？」 獄卒道： 「交稅不及時而
已，也沒有什麼重罪。」 典獄長登時放
寬了心，不是殺人越貨的悍匪大盜就好
辦。他親自去問那囚犯： 「你說你會玩
繩技？可是會繩技的人著實不少，似乎
也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戲法兒。」 囚犯
笑道： 「大人請放心，小人的玩法與旁
人不同。一般的繩技，無非是將繩子兩
頭系起來，然後在繩索上行走、轉圈兒
。小人只用一條五十尺長的繩子，也不
用系，往空中一扔，那繩子自會淩空騰
舞，變化無方，如若蛟龍行天。」 典獄
長驚喜不已，聽這廝言之鑿鑿，想來再
差也差不到哪去。
第二天，嘉興縣文藝演出正式開始
。典獄長有意想讓這囚犯晚一點出場，
以收驚艷之效。前面的節目一一演過，
也沒什麼出類拔萃的。到囚犯出場時，
只見他手捧一捆百尺長的繩索，款步走
上戲臺。將繩子扔在地上，拾起一頭，
擡手向上一拋，那繩索沖天而起，其勁
如筆，直刺雲霄。全場觀眾仰頭遮眼，
那繩索越升越高，竟沒有絲毫衰勢，百
尺長的繩索一會兒就沒入雲端，繩頭早
已芒不可辨，連繩尾也離地而起。囚犯
忽然縱身一躍，攀住繩索，一齊升向天
空。觀眾驚呼聲中，那繩子猛的一甩，
囚犯便如同盪著一架巨大的秋千，飛入
雲端，遠揚不見了。
現在我們來講《聊齋誌異》中的神
仙索。
時間來到清朝順治年間。此時，
《聊齋誌異》的作者蒲松齡，還不到 20
歲，這一天他來到濟南府考 「童生」 ，
就是考秀才。那一天是立春——古時候
，立春是重要節日，官府組織盛大的迎
春會，趕春牛、撒豆、搶春，商賈們紮
起彩樓，擡了去衙門前，地方官出席，
官民同樂。似乎全城的官商百姓在這一
天都湧到了街上，舉城歡慶，熱鬧非凡
。
蒲松齡自然要湊這個趣，他們幾個
趕考的年輕人夾在遊人裏來到衙門前，
遠遠望見堂上坐了幾個官。
忽然，有個人挑了兩口竹箱，領著
個小孩擠到遊人之前，向官員跪下行禮
，似乎有所陳述。但是周圍亂哄哄的，
所以聽不清楚那人說些什麼。
只見幾個官員笑了起來。一會兒，
一個小吏走上前，扯著嗓子叫他開始表
演，蒲松齡才知原來這人是個變戲法的
。隱約聽見他問道： 「老爺們想看什麼
戲？」 官員們交頭接耳商量一陣，那小
吏又大聲問他有什麼拿手好戲，戲法師
說： 「小人能顛倒時令，隨手取到反季
節果實。」 官員便讓他取桃子。

遊客們聽見要表演把戲，紛紛都安
靜了下來，吹吹打打的也停了演奏。
當時正值初春，桃花剛剛盛開。這
個季節要找枚桃子，在清朝初年的確不
是件容易事。戲法師故意擺出一副愁眉
苦臉，道： 「長官們真是難為人，眼下
冰雪未消，卻到哪裡取桃子？可是話已
出口，倘若違命不取，長官們又要見怪
。」 他領來的那孩子道： 「父親既已應
諾，豈可推辭？」 戲法師唉聲嘆氣道：
「為今之計，只有如此了。兒子，當前
咱們人間嚴寒，遍地積雪，是萬萬找不
到一株結實的桃樹的。只有在九天之上
，據說西王母的蟠桃園中，四季如春，
百草不雕。據說王母娘娘的蟠桃園，三
千年結一次果。咱們想個法子到天上去
，或可偷得幾枚仙桃。」
那小孩露出不相信的神色，說：
「哎呀，天這麽高，咱們怎麼上得去？
」
戲法師得意洋洋地說： 「你爹自有
妙術，看好了！」
他從竹箱裡取出一大盤繩索，拿起
一端，望空中一拋，那數十丈長的繩索
便筆直掛在天上。觀眾們驚嘆不已，齊
刷刷地仰起脖子看，那繩索的一頭已鑽
入雲霄，看不見了，是在令人難以置信
。

這時候，戲法師招呼小孩道： 「過
來兒子！爹爹年老體弱，爬不上去，你
便替爹走一趟吧。」 小孩一臉不情願，
撅著嘴道： 「爹爹好糊塗，天這麼高，
我要爬到幾時？若是繩子忽然斷了，我
豈不是要摔死？」 戲法師陪著一副笑臉
，彎了腰哄孩子道： 「爹已答應了長官
們，兒子聽話，就為爹辛苦一遭，待會
取到仙桃，長官們自有重賞。」
小孩雖然不大情願，只好開始爬著
繩子上去，手腳十分麻利，猶如猴兒一
樣很快就爬得很高了。觀眾們無不手心
出汗，生怕小孩一個不慎跌落下來，方
才鬧哄哄的場地，此時鴉雀無聲。不一
會兒功夫，小孩已爬到極高，變作一個
小黑點兒，慢慢瞧不見了。
這個時候大家都驚呆了，不知道這

小孩兒上哪兒去了，大家開始窸窸窣窣
地議論起來。忽然，天上掉下來一個東
西，戲法師伸手接著，是枚碗口大的桃
子，便拿了獻給官員。那幾個官兒相互
傳看，目瞪口呆，也不知這桃子是真是
假，還有點蒙圈。戲法師喜滋滋的仰著
臉，等著第二枚桃子時，那繩索突然一
晃，迅速墜落下來。全場發出 「啊」 的
一聲，都不知天上出了什麼變故。
看那戲法師時，只見他神色慘變，
驚呼道： 「糟了！有人砍斷了繩子！」
話音剛落，天上掉下一物，正是那小孩
的人頭，接著，殘肢碎體紛紛掉落了一
地。戲法師捧著兒子的腦袋大哭道：
「定是偷桃的時候給人發現了！我可憐
的兒啊！你死的好慘！」 眾人看見這等
悲慘的變故，紛紛嚷了起來，嘆息者有
之，掩面者有之，恐懼而臉色慘白者有
之。堂上的官員也站起身來，指指點點
，焦躁不安。
戲法師哭著撿起兒子屍骸，放進竹
箱裡，慢慢蓋好蓋子。向官員們跪下叩
首道： 「小老兒就這麼一個兒子，隨小
人走南闖北，朝夕不離。可憐…可憐他
小小年紀，為了給各位老爺取桃子，落
得這般悽慘下場！請…請老爺們大發慈
悲，賞小人些喪葬費用，安葬了小兒，
小人當結草銜環報答老爺們的恩德啊…
」 說著連連叩首，痛哭不已，真是聞者
傷心，見者流淚。
那幾個官兒好生尷尬，萬萬想不到
居然鬧出人命來，慌忙各自取了很多金
銀送給戲法師。戲法師將金銀揣進懷裏
，忽然破涕為笑，伸手輕拍那口裝屍骸
的竹箱，道： 「小八，還不快出來謝過
各位老爺賞，更待何時！」 竹箱蓋子彈
起，一個頭髮蓬亂的小孩鑽了出來，向
堂上官員叩謝恩賞。眾人定睛一看，正
是那戲法師的兒子。
從這兩個中國古代的故事來看，印
度的通天繩比起中國古代的神仙索還差
了一截，神仙索是拋向空中，繩子便懸
住了不動；通天繩則是盤踞在地上，緩
緩升起，而且繩子只能升起一段，無法
做到整條繩子全部騰空。
不過，神仙索已經失傳了，而印度
的通天繩一直流傳到今天，親眼看過
“通天繩”魔術的人，都不相信魔術師
真有能耐把繩子升上天，一直覺得這是
幻術，不是魔術。
其實，如果在另外空間裏，有什麽超能
力、或有什麽生命在發揮作用，也不是
常人的眼睛在常人這個空間場所能透視
的。
畢竟，科學研究也有發現，同時存在的
空間場也不止一個。比如四維、五維、
多維空間。
“通天繩”魔術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是不是也有另一個空間的作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