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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體檢+化驗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休城畫頁

族群合融族群合融 共創輝煌共創輝煌 —— 德克薩斯德克薩斯
國際小姐大賽決賽定於國際小姐大賽決賽定於99月舉行月舉行

【美南新聞泉深】二十多年來，我們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和地
區的新移民在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敦西南區方圓五十英裏之內共
同打造了一座充滿活力的經濟區，包括中國城區(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 和 國際區 (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istrict)。這裏注入了多少先輩及後來新移民的血汗，這裏有許
多的成功人士和無數令人感動的移民故事。

美南新聞傳媒集團成功地舉辦了第26屆德州國際農曆新年
遊園會暨《春之聲》現場及雲端音樂會，慶祝亞洲這一盛大節日
。休斯敦市長、國會議員和來自各族裔的社區領袖以及多彩多姿
的文藝表演，從我們位於休斯敦的美南新聞總部電視台直播間向
全球直播。李蔚華董事長告訴特納市長，“我們要讓全世界看見
這座美麗的城市”，市長笑了 。

為了繼續長期利用美南國際電視台的攝影棚，我們已經策劃
世界不同族裔的社區文藝表演藝術家和文藝工作者在電視台演播
廳定期表演文藝節目，定期透過網絡媒體向世界傳播休斯敦新移

民的故事，並定期在攝影棚舉辦各族裔的禮儀
、歌舞、服裝、才藝等的培訓。其中包括華裔
、越裔、韓裔、印度裔、拉丁裔 (墨西哥、哥
倫比亞、委內瑞拉、秘魯）、黎巴嫩中東裔及
主流社區共分成十大組才藝小姐的培訓及選拔
賽。

經過半年之訓練和篩選，每組將分別選出
叁位優秀選手，角逐2022年9月24日在休斯
敦市中心希爾頓大酒店舉辦的線上及實體的
“德州國際小姐”（Miss Texas International） 大賽決賽及國際
貿易中心年會，並將向獲得德州國際小姐的冠、亞、季軍頒發皇
冠和桂冠，向20位優秀學生頒發獎學金。

今天我們回頭看看這個被新冠紛擾及疫情不斷的世界，確實
讓我們擔憂，但是我們必須一切往前看，一定要走出困境和痛苦
，面對陽光和正能量。

“德州國際小姐”大賽得到休斯敦市政府的支持，休斯頓特
納市長應邀擔任“德州國際小姐”大賽的榮譽主席。我們的籌備
工作已經在十個不同族裔的支持下展開，也會定期向社會大眾彙
報有關新進展，期待一場德州文藝選美大賽將在今年9月24日
隆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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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休城社區

据美国海军第 7 舰队发言人证实

，美国海军“卡尔· 文森”号航母战

斗群在南海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事故，

一架 F-35C 舰载战斗机在进行降落时

意外撞向了航母甲板，这架战斗机也

坠入南海。F-35C 是目前美国海军装

备的最先进舰载战斗机，旨在确保美

国海军在未来继续拥有绝对的海上制

空优势，目前 F-35C 才刚刚开始批量

列装美国海军航空母舰。这次 F-35C

意外坠入南海将引起美国海军高度的

紧张，因为这架 F-35C 承载着美国海

军太多的机密技术，而且坠入海域非

常敏感，美国海军已经开始迅速开始

了打捞工作，以尽快将这架战斗机打

捞上来，以免出现重大的机密泄露事

件。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国家的军舰

或战机坠入公海海域，别的国家可以

打捞吗？因为这些武器装备都拥有着

重要的情报，得到这些情报有着巨大

的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一般

来说，未经该国家同意而公开直接打

捞其沉舰或沉机将引起强烈的政治、

外交甚至军事上的冲突，因此为避免

引起政治和外交风波，对别国沉舰或

沉机的打捞行动多是隐秘进行，而非

公开行动。历史上美国便曾对沉没于

太平洋的前苏联潜艇进行过秘密打捞

，获得了重要的前苏联潜艇机密信息

。

1968 年，一艘前苏联 G 级常规潜

艇（携带核鱼雷）在距离美国夏威夷

基地 750 海里的海域附近意外沉没，

由于潜艇沉入了 5200米沉的海底，前

苏联方面认为当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

在如此深的海底将巨大的潜艇打捞上

来，单是进行精准的定位在当时而言

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前苏联放弃

了对这艘潜艇进行打捞工作。而美国

方面决心打捞这艘前苏联潜艇，因为

当时前苏联海军主要依靠的作战力量

就是潜艇力量。

事实上，当时美国也没有如此先

进的打捞船能在 5000米深的海底打捞

上千吨的重物，此前的深海打捞记录

是从5500米深处打捞起50吨的重物，

而这次要打捞的是高达 1500吨的潜艇

，美国需要更加先进的打捞船。为此

，美国中情局决心花费3.5亿美元建造

一艘全新的大型打捞船，即“格洛

玛 · 勘探者”号，该船排水量高达

35000吨，配备了为打捞苏联潜艇而专

门设计的各类打捞设备。“格洛玛·

勘探者”号的建造工作于 1971 年 5月

开始，1973 年 7 月完成舰体建造，

1974 年 5 月完成所有系统的整合。

“格洛玛· 勘探者”号的最大起重能

力高达 1300 吨，安全有效负载 840 吨

，短期的负载可达 1500多吨，是当时

最先进的深海打捞船，这为成功打捞

前苏联潜艇提供了基础条件。

1974年，“格洛玛· 勘探者”号出

发前往太平洋前苏联G级潜艇沉没的

海域，其对外宣称是进行海洋采矿行

动，实际则是对前苏联潜艇残骸进行

抓机打捞，整个打捞行动持续了近一

个月。事后美国中情局对外宣布，此

次打捞行动没有打捞到导弹、密码和

其他关键部件，只捞到 3条鱼雷和 1/3

的潜艇舰体。实际上，“格洛玛· 勘

探者”号从1974年到 1975年间先后进

行了3次打捞作业，捞到3枚SS-N-5型

导弹、1个氢弹头、1个水听器、数枚

533 毫米鱼雷和潜艇部分艇体。对于

美国此次打捞前苏联潜艇的行为，即

便在被媒体曝光后，前苏联也没有予

以正面的回应，因为前苏联此前并没

有承认有潜艇在该海域沉没，因为前

苏联只能是缄口不言。

此次美国“卡尔· 文森”号航母的

一架 F-35C 战斗机坠落南海，而南海

的平均水深在 1200米左右，而在中部

地区的深海盆地深度达到 4000米，最

深的马尼拉海沟更是达到了 5000米。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 F-35C 战机的具

体坠落海域在哪，不过鉴于美国航母

战斗群巨大的打击纵深能力，一般都

会选择中部海域执行任

务 ， 因 此 很 有 可 能

F-35C 坠机地点位于中

部的深海海域，打捞难

度非常大，并不亚于数

十年前打捞那艘前苏联

潜艇。

美国拥有世界最先

进的深海打捞技术，尽

管南海海域情况复杂，

但是美国打捞一架只有

20多吨的战斗机还是没

有 问 题 的 ， 不 过 由 于

F-35C 在坠入海中仍保

持着较高的飞行速度，

F-35C 机体极有可能已

经 发 生 肢 解 ， 因 此

F-35C 的零件散落范围

很可能会很广，这大大

增加了美国的打捞难度

。例如，2019 年日本空

中自卫队一架 F-35A 战

机坠入 1500 米深的海域

，而日本方面尽管全力

打捞也仅仅捞上来了黑

匣子和尾翼残骸。2021

年 11月，英国海军的一

架 F-35B 在地中海坠海，坠海深度

1600 米，在美国和意大利深海打捞船

的帮助下，英国海军打捞上来了其残

骸。

所以这次美国对F-35C的打捞也很

难做到整机打捞，因为这架战机极有

可能已经发生了肢解，美国极有可能

无法打捞到全部的 F-35C 关键部件。

目前，我们的深海打捞技术也并不弱

于美国，美国不可能长期在南海部署

力量来看护这架 F-35C，一旦美国打

捞力量撤离南海，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都可以前往南海进行打捞作业，这个

美国很难进行阻拦。鉴于 F-35C 舰载

战斗机的先进性，打捞这架 F-35C 残

骸具有巨大的军事价值，只要有可能

，相信很多国家都会前往附近海域进

行打捞作业，以探寻美国 F-35C 背后

的秘密。

其他国家能否打捞南海F35C坠机？

不要忘记，美国曾打捞过苏联潜艇

在職場上贏得先機在職場上贏得先機 與高新技術接軌與高新技術接軌
HCCHCC數百門課程為升學及職涯精設數百門課程為升學及職涯精設

(本報休斯頓報導) 新冠疫情後，許多人對自己
的專業有全新的領悟，如何化危機為轉機，盡量少
受限制，選擇 「對」的專業就太重要了，有高新技
術在身就不用發愁啦。因應疫情的變動，休斯頓社
區大學(HCC)協助莘莘學子與民眾攀升高科技生涯
，學成之後快速地就能找到工作。

休斯頓社區大學(簡稱HCC)是 休斯頓最著名的
社區大學，HCC擠身為全美最大的社區大學之一，
已在大休斯頓地區服務了50年，目前每學期給數萬
名學生提供副學士學位和證書課程。

讓自己在職場上更勝一籌
您知道嗎？休斯頓社區大學最快幾個月就能獲

得文憑證書，師資雄厚、學費低廉，在信息技術和
高級製造業贏得高薪不是夢，學習兩年就可以獲得
副學士學位，轉入四年制大學只要再讀兩年，就能
取得學士學位。無論是高中畢業生，或是在職人士
，若希望在職場上更勝一籌，就到HCC選擇理想
的課程。

HCC還提供快捷計劃，以幫助學生快速獲得認
證，從而盡早找到理想的工作。

HCC有許多校區，其中，西南校區與華裔人士
在地理位置上最接近，直接提供學術與技術課程給
華裔朋友，涵蓋高級製造、信息技術、數字通信、

視覺和表演藝術、商業、健康科學等學科。
在信息技術方面，像是網路安全、程序編寫(與蘋果
公司合作)、數碼遊戲機模擬、地理信息科學、商業
無人機操作等，都是熱門項目。在高級製造業方面
，包括三維打印(3D printing)、AutoCAD製圖、計
算機數控操作、製造業工程技術、機械技術等等，

市場的需求都頗高。
HCC西南校區共有四個校園，每個校園提供多

樣化不同的課程，讓學生很便捷就可以到適合他們
的校園，選擇他們喜愛的專業接受教育，包括:
WEST LOOP 校 園 、 STAFFORD 校 園 、 MIS-
SOURI CITY校園、及BRAYS OAKS 校園。

終身教育，不斷提升
社區大學的好處，是讓高中畢業之後沒有上四

年制大學的這一群學生能夠不離開教育，可以有繼
續學習的場所，能夠提升並且有改善與改變生活的
機會，讓學生達成更好的人生目標。

HCC課程的設計針對不同的人群，不論是應屆
學生、還是尋求成人教育的在職人士，都是HCC
的服務對象。社區大學的課程培訓人才，來滿足不
同行業的技能需求，讓學生畢業後找到工作、或在
HCC獲取學分和副學士學位後進入四年制大學在兩
年內完成學士學位。

HCC社區大學課程設置類別:
1. 四年制大學轉學組: 學生在HCC畢業後，取

得副學士學位。想繼續深造就讀的學生，可以轉念

四年制大學，HCC學分普遍被四年制大學承認，可
直接報讀大三的課程，繼續大學課程的後兩年，以
取得學士學位。

2. 副學士職業組: 學生在HCC畢業後，直接找
工作上班，因為學有所長，求職相對容易。

3. 短期專業證書 (Certificate) 組: 提供一邊工作
、一邊在 HCC 進修的機會，提升專業水平，在
HCC取得證書後可以在職場更上層樓，與行業需求
最新的技術相接軌。對現有工作不滿意的人，若是
希望轉換行業，HCC提供大量高新技術課程，能提
升學生的求職競爭力，換取更好的工作。舉例來說
，目前的三維印製（3D printing）以及網絡安全
（Cybersecurity）很紅火，學生來HCC進修，拿了
證書之後，立刻可以開闢新的職業機會，獲取高薪
。2020年，HCC成為德州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
家社區大學創設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或
簡稱AI)副學士學位課程。

在西南區的斯塔佛校園 （Stafford Campus），
有HCC和美國勞工部聯手建立的高級製造業學徒
項目，學生一邊在HCC學習一邊經由學徒項目在
製造業類公司當帶薪學徒，等一畢業有了證書，就
能成為正式公司職員，薪水也大為提高。另外，
HCC有夜校、以及週末的課程，讓不同人群選擇適
合的時間。

社區大學的優點
社區大學的優點有哪些？首先是學費便宜很多

，學生在HCC上頭兩年，然後轉到一般大學繼續
就讀，這樣子學費可以省很多。例如，若是住在
HCC校區範圍內的學生，在休斯頓大學修一門課的
費用可以在HCC修6門課。如果是HCC校區範圍

之外，則可以修3門課。
其次，優點還有課程多樣化(更多實用課程的選

擇)，如果想就業，可以選擇職業訓練及專業技能課
程，上課時間更有彈性，且注重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這些好處都讓不少人考慮進HCC就讀。

在師資部分，許多HCC的教授也在其他大學
教授，課程內容都一樣，教學同樣的紮實，而花費
卻更少。

為大眾提供免費課程
HCC西南校區的公關傳播行銷部主任鄭通表示，
HCC的學生在拿到副學士學位後，大多可以找到很
好的工作，學校也有專門的就職部門幫助學生找到
工作。

HCC對於符合資格的學生，提供免學費課程，
詳情可洽713-718-5381。亦有為所有公眾開設的
免費網上課程，詳情可洽713-718-5350。還有為
50歲以上年長者開設的免費網上課程，詳情可洽
713-718-5350。

報名入學網址: https://hccs.edu/virtuallobby、
https://hccs.edu/apply/，電話: 713.718.2000。



聯 合 國
人 權 事 務
高 級 專 員

米歇爾‧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原智利
2014年總統）週五（1月28日）告訴路透社，她
正在與中國就2022年上半年可能的新疆之行進行
談判，中方似有意放寬入境，但必須有所限制，
同時需要有人陪同來進行。為此，米歇爾提出必
須是“有意義地、可以不受監督地進入”該地區
。

早些時候，香港《南華早報》援引身份不明
的消息來源報導稱，中共已同意巴切萊特在北京
奧運會後訪問新疆。中共在北京冬奧會到來之際
突然舊話重提，其“誠意”倍受西方世界質疑。

“重要的是，這樣的訪問必須不受監督地、
能接觸廣泛地接觸到新疆的民間社會組織及地點

，並能與政
府官員進行
高級別接觸

。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一次例行的媒體

發布會上稱，中國歡迎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訪問新疆，“此行的目的是促進交流與合作，而
不是為了調查。

關於聯合國前往新疆調查的討論始於2018年
，因為有證據表明該地區存在龐大的集中營網絡
，但中共始終拒絕調查人員實地前往觀察。

世界人權組織擔心今次北京能夠主動提出這
樣的議題，是一個 「圈套」，其目的是讓即將於
2月4日開幕的奧運會 上，避免因中共在新疆地
區的人權劣行而受到外界的衝擊。

世界人權組織觀察出：北京冬奧不可能成為
“善 意的力量”。中共已同意讓聯合國人權高級
專員在北京冬奧會後訪問新疆，前提是只能“交
流”，不能調查，從而推遲了聯合國發布關於中

共在該地區涉嫌侵犯人權的報告。
國際人權組織呼籲聯合國盡快公佈該報告所

提供的調查結果。他們指責中共通過龐大的集中
營和大規模監控系統，不成比例地針對西北地區
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其它主要的穆斯林民族
進行迫害。聯合國的報告預計將是首次全面披露
中共大規模拘禁新疆穆斯林、控制其生育和強迫
其同化等侵犯人權的惡行。美國等多個西方國家
政府均稱其為“種族滅絕”。

中共否認在新疆侵犯人權，稱那些設施不是
集中營，而是提供自願參加的“職業教育和培訓
”，這些項目現在已經結束。

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衛士”（Chinese Hu-
man Rights Defenders）在推特上表示關切，認為
媒體報導中所謂的“訪問”“只是一個聰明的伎
倆”，目的是阻止巴切萊特公佈她的調查結果；
敦促她“盡快發布即將發布的報告……”。

隨著北京冬奧會開幕式臨近，此次賽事的讚
助商和國際奧委會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越來越

高的呼聲要求他們利用奧運會來抵制中共在新疆
、西藏和香港等地壓制異已和扼殺公民社會的行
徑。

一個由243個國際團體組成的聯盟週四呼籲
更多國家與美國一起對奧運會進行外交抵制，並
呼籲運動員和讚助商不要將中共侵權的行為合法
化。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國主任
蘇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在一份聲明
中說：“在東道國政府違反國際法、犯下嚴重罪
行的情況下，奧運會不可能像國際奧委會所說的
那樣成為一種‘善的力量’。”

維 吾 爾 人 權 項 目 （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執行主任奧馬爾‧卡納特（Omer Kanat
）在人權團體的聯合聲明中說：“奧運會的場面
無法掩蓋種族滅絕的事實。很難理解為什麼竟然
有人覺得今年在北京有可能慶祝國際友誼和‘奧
林匹克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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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專員欲到新疆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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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以為
很 遙 遠 的
2021 年，在

上周大除夕的晚上，一瞬
間就過去了。一年又一年
，從指尖悄然流失。回首
過去一年，收穫是年齡，
逝去的是歲月。坎坷也好
，順利也罷，都劃上句號'
。累也好，苦也好，只要
平安、沒有新冠感染，即

就很美好。 2O22年將是我們人生的
再度起航，希望美好的到來，醜坏的
溜走。

辭舊迊新，憧景未來。告別2021
，拥抱2022。容我許個心願。祝福我
們的親人幸福安康，心想事成'。祝福
我們的讀者幸福快樂，万事如意。祝
愿我們新的里程美好，事事順利。更
希望2022年疫情早日結束。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這是我這位老儒生，在二零二二

歲次壬寅年，所作的新歲
啟言。

閒話少言，書歸正傳。
壬寅年生肖虎，故新的一

年是虎年是也。虎被人稱為百獸之王
，又稱曰 「山君」，自古以來，都是
勇猛的代表，所以，勇猛的大將稱為
「虎將」；古代作戰之兵符，製成虎

形，故謂之 「虎符」；更有大將軍的
封號，名為 「虎賁大將軍」；三國時
，蜀漢的關（羽）、張（飛）、趙
（雲）、馬（超）、黃（忠）合稱五
虎大將，其忠勇的故事，更是膾炙人
口，流傳千古，凡此種種，均說明老
虎在古人心中，是何等威猛、無敵。

因為老虎凶猛，故民間又說：虎
能治邪、擋煞，中國北方的民眾，喜
給幼兒戴虎形帽，穿虎頭鞋，早年到
大陸旅行，看見百貨公司童裝部陳列
的虎形童帽童鞋，造型可愛，趣態可
掬，又見到那些戴着虎形童帽的嬰幼
兒，配上那胖嘟嘟的小臉，就更倍添
趣致、可愛。

又由於虎可以治邪、擋煞，民間
就更有給 「難養」（例如多病）的小
孩，佩戴虎牙，據說能為小孩擋煞，

保平安，又認為老虎可以治病，往昔
，某鄉人相信虎能治小孩 「生乍腮」
（即腮腺炎），只要用毛筆圈着患處
，當中書一 「虎」字，腮腺炎就會很
快痊癒云云；故每當腮腺炎流行時，
小孩的臉頰上，無不 「虎」蹤處處，
蔚為大觀，而孩子們也以有 「虎」字
為榮，而樂呵呵。其實，家長們在書
「虎」字之餘，還給孩子飲些清熱解

毒的草藥茶，這些涼茶才是治癒腮腺
炎的良藥呢。

若說老虎能治病，又確實不假，
中醫有以虎骨或虎的其他器官入藥，
療效亦頗為顯著，可是，如今老虎已
是頻危物種，受保護動物，任何老虎
的製品，都不能買賣或擁有。

虎類中的華南虎，是中國獨有的
虎種，主要分布於中國南方，除華南
外，還包括華東、華中及西南等地區
，由於濫捕及生態環境改變，至今已
是極頻危物種。鄉人又認為老虎怕蓑
衣，故又在門前懸掛蓑衣，說可防老
虎入屋傷人。」老虎又常被稱為虎患
，為虎害，故又有養虎為患之說，必
須除之而後快。

廣東省華南的鄉人，就是有打虎

之舉了，當他們知道何處有老虎出
沒，鄉人便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備齊武器、工具，組成獵虎隊，
進山獵虎，許多時都會捕得老虎歸
；鄉人把老虎除去虎皮，劏洗乾淨
後，將之與各種名貴藥材，同置大
甕中熬製，幾天幾夜的熬煮之後，
就會變成一大團漆黑的膠體，稱為
「虎膠」，有大補的功效，敞親的

姨母，其父親病後虛弱，姨母送上
少許 「虎膠」，其父親服過一劑，
身體已大至恢復，再次服用，活至
耄耋之年，身體仍然硬朗，直至九
十六歲高齡，才無疾而終，這又是
不是老虎膠的功效呢？

上述的獵虎，虎膠已是百年前
的事了，今日廣東已無虎可獵，亦
不能獵，而事實上，老虎也不一定是
凶殘無情之徒。反之受人景仰。你看
七十二年前的四月，由毛澤東帶領的
中國解放軍，以直搗黃龍之勢，橫渡
長江，撲向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佔
據了當年舊中國的半壁江山，勝利在
望。斯時毛澤東豪情萬丈，寫下了一
首名重千古的七律古體詩： 「人民解
放軍佔領南京」：

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
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
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
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
桑。」

詩中就有 「虎踞龍盤」一語，可
見老虎的是威猛無比，一代導師的毛
澤東，也要用它來襯托其詩句哩！

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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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話老虎

新春迎虎年 禁忌你要知
新 春 迎

虎年, 諸君
不 想 行 衰

運 ，以下筆者輯有年初一至年初九的禁忌，你要
有所知、有所避。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新冠疫情持續兩年，但願虎年能有新氣象，
人人可以如虎添翼，將衰氣全部踢走！新年伊始
，萬象更新，想行個好運，就要留意新年禁忌。
【大年初一 忌早上沖涼洗頭】
●初一切記不要直呼人全名叫起床，是不吉利的
，會令對方新一年事事都會被人催促，還有不要
睡午覺，古時有 「禁晝寢」，即是話如果新年第
一日做事散慢、就會影響事業運！
●早上忌沖涼洗頭，洗洗聲同 「死」讀音相近，

不吉利； 「髮」同 「發」讀音
相同，洗髮，即是洗走財運。
●出嫁的女兒不宜在這天回娘

家，否則會給娘家帶來一整年衰運。亦切忌用掃
帚打掃，否則會掃走運氣破財。
●忌食稀粥，會令新一年整年都貧窮，影響財運
，最好把除夕夜剩餘的飯，也在初一食光。寓意
有飯吃不完，年年有餘！
【初二 外嫁女回娘家送禮忌單數】水神的生日
剛好在初一、初二，所以要盡量避免洗衫。外嫁
女最好揀初二、初三回娘家拜年，送禮忌單數，
單代表單薄，所以禮物要成雙成對，要避免四、
七這些不吉利數字！這天不能睡午覺，勿懶洋洋
的樣子
【年初三赤口 忌拜年】大年初三也叫做 「小年
朝」，別名 「赤狗日」，赤狗是 「熛怒之神」，
會帶來不吉，亦稱 「赤口」，為免禍從口出，不

如乖乖在家，不要出外拜年了！
【初四 接神日】是傳統民間的接神日，迎接一
眾神明，包括灶王爺要點查戶口以及家神到家門
守護家人，相傳灶王爺會點名，要得神明保佑，
記得留在家中
【年初五 送窮日】由初一到儲到初四的垃圾，
儲了四天 「財氣」，到了初五後就變成 「窮氣」
，終於可以清理，謂之 「送窮」，可帶來好運與
財運。通常 「破五」之後，所有的禁忌都煙消雲
散，但是有些禁忌的，像是 「破五」之內不得以
生米為炊，而婦女不得出門，破五也稱作 「五忙
日」，這天禁止動土，否則可能會有災害發生。
【初六 百無禁忌 】這天沒有禁忌！百無禁忌的
這天，建議可以出門活動舒展筋骨。
【年初七 諸事不宜】人日即人類誕辰日，亦是
「七煞日」，諸事不宜，尤其不要出遠門。人人

生日，要互相尊敬，忌吵架打罵，正月罵人會敗

興一年，所以不要責罰小朋友，上司不要罵下屬
。
【大年初八 米缸不能空】米缸不能空著，以免一
年之中有斷炊之虞，這叫做 「聚財」。忌打碎器
物，這一天打破碗碟杯盤，意謂著這年會有 「破
運」。
【年初九 忌曬衣服】為天公生，即是玉皇大帝
誕日，忌曬衣服。
其餘新年的禁忌如下：

新年初勿買鞋， 「鞋」同 「唉」、 「捱」相
近，新年流流買鞋，就會有一整年都 「唉唉聲」
或 「有排捱」之意。忌用利器，利器有 「破」的
意味，可以破財、破運氣。
＊新年期間萬一衝口而出說了不吉利的字句，可
立即吐口水，說 「童言無忌」等話語化解。

筆者期望人人逢凶化吉、開開心心過一個好
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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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中國

年轻人正在成为咖啡市场的消费

主力。

据第一财经2021年12月30日发布

的《中国城市连锁咖啡消费报告》显

示，相较于中老年用户，年轻人更容

易接受咖啡，并已经成为咖啡消费的

生力军。

“朝咖夕食夜有酒”。对95后到

00后的Z世代来说，咖啡是不可或缺的

续命神器。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借

酒精还魂是常态，甚至有不少年轻人

直言“我可以不吃早餐，但必须有一

杯咖啡”。

年轻人喝咖啡，到底是在喝什么

？

当生椰拿铁代替奶茶，从大学生

到精致的搬砖人，喝咖啡不再只是潮

流文艺咖追求小资生活品质和社交需

要的表现，而是减脂养生、办公提神

，喝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社交终端产品到大众消费品，

这届年轻人，将现磨咖啡从文化服务

的神坛上拉了下来，逐渐还原其作为

大众消费品的本质。

“瑞幸生椰拿铁，我愿称之为

YYDS！”、“巨好喝！考试周的续命

水”、“一直断货，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有”……身处“瑞区楼”，随时喝

瑞幸是这届年轻人的职场理想。瑞幸

可达甚至代表着公司招聘的新竞争力

，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择业新考量标准

。

日前第一财经发布了《中国城市

连锁咖啡消费报告》，报告以星巴克

和瑞幸两家咖啡品牌为主要调研对象

，从年龄结构、用户习惯等多维度对

当下主流咖啡用户和市场进行了分析

。

报告显示，瑞幸在新一线城市和

二线城市的学生用户占比都达到了16%

左右的水平。在年龄层次上，瑞幸抓

住了新兴城市的年轻群体，在新一线

城市和二线城市18～24岁的年龄占比

上，都达到了25%以上，同时星巴克的

占比为12.04%和15.72%。

从App的使用偏好来看，瑞幸的用

户更多同时是bilibili 、得物等Z世代互

联网产品的活跃用户，他们投入更多

的时间玩手游，这也是瑞幸年轻层更

年轻的印证。

从这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连锁咖

啡品牌的用户画像，可以清晰地看到

中国咖啡消费群体扩大的轨迹——更

年轻的一群咖啡消费者正在成为主力

，瑞幸则是这些主力用户更为倾向的

品牌。

为什么是瑞幸征服了更年轻的消

费群体？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曾一

针见血地指出，瑞幸改变了入门消费

者在咖啡市场的被动局面：你不必懂

咖啡，菜单、配方、风味介绍都在手

机上，慢慢看、随便选，再找个自己

舒服的地儿，喝自己的咖啡——就很

爽，就很香。

根据德勤去年4月发布的《中国现

磨咖啡行业白皮书》，自2016年起，

以瑞幸、连咖啡为代表的“新零售”

咖啡，融合“自提+外卖”的消费模式

，使国内现磨咖啡市场格局发生了变

化。

随后，互联网品牌、小型精品连

锁咖啡店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单

价十几块的瑞幸咖啡，率先讲出了咖

啡赛道估值过亿的资本故事。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瑞

幸打破了中国咖啡消费被跨国连锁品

牌垄断的局面，解决了咖啡行业体验

成本高、便捷性不足的两大痛点，精

准拿捏年轻人的咖啡需求：便宜好喝

，方便快捷，轻松无压力。

钛媒体App编辑也找了三位年轻人

聊了聊平时喝什么咖啡，他们分别为

05后、00后和95后。

“现代人拒绝不了咖啡。”正在

北京一所高校读大二的00后学生栗子

向钛媒体App表示，平时在学校周边喝

得最多的是瑞幸、Tims、星巴克、Cos-

ta和便利蜂的不眠海。

“喝奶茶容易长胖，而咖啡在减脂期

也可以喝。我们学校旁边就有瑞幸，

我喝得很频繁。最便宜的是便利蜂的

不眠海，有时候给1.5折的券，三块多

就能买一杯生椰拿铁。瑞幸的产品不

会像便利蜂的不眠海咖啡那么甜，味

道、质感会好一些。”

作为在校高中生，05后朱小喝咖

啡主要是为了提神，他选择川岛咖啡

和隅田川咖啡这种挂耳咖啡粉，更方

便冲泡。

已步入职场一年多的95后小聪则

向钛媒体App表示，身边的朋友经常拿

着杯子去Manner接咖啡，也会买些咖

啡豆自己在家磨。“瑞幸更符合我的

日常需求，性价比更高，打工人中午

吃完午饭就能和同事来一杯。”

报告显示，瑞幸在上海实现了近

75%的门店开在办公楼集聚区内，为消

费者“下楼就能喝一杯咖啡”带来了

便利。

同时可以看到，瑞幸的用户在使

用时段偏好上，中午及午后这个时段

的占比高于星巴克。

这与瑞幸不断开发新品尤其是奶

咖、非咖啡饮品有很大的关系，午后

一杯奶咖是很多年轻人的刚需，年轻

消费者愿意把瑞幸当作下午茶的选择

。

与星巴克、Manner、Seesaw等精品

咖啡品牌相比，瑞幸的单店标准化程

度更高，数量也具备优势。第三季度

财报显示，截止2021年9月，瑞幸门店

达5639家，门店总数和城市覆盖均超

越星巴克，门店覆盖密度、点位选取

、规模效应和标准已远超国内其他品

牌。

按照门店大小，瑞幸店型主要有

悠享店、快取店两种。主打的快取店

占比超96%，门店面积小，对营收要求

也低，例如星巴克一家门店最少需要

日均400杯销量才能盈利，但瑞幸盈利

只需200杯甚至更低，以最小成本来撬

动市场。

方便快捷离不开瑞幸的自提和外

卖的运营效率，依靠前置仓、数字化

、智能供应链精准管理，瑞幸自建了

咖啡茶饮SAAS平台，打通客户端、门

店端和供应端三个接口；开通唯一的

手机端消费入口（App、微信小程序）

引导消费者下单，将交易数据沉淀在

线上，同时搭建属于自己的“流量池

”，它象征的是未来的智慧门店。

瑞幸代表性的自提模式，不再基

于商务社交场景的堂食消费，更是培

养了即拿即走的消费习惯和办公室咖

啡等更常见更多元的无限场景，这也

更契合年轻人即拿即走,不排队、零等

待的碎片式消费喜好。

瑞幸咖啡成立前期，通过在全国

做广告投放、迅猛扩张网点，层出不

穷地开展“新客户首杯免费”“买二

赠一、买五赠五”与“2.8折”、“5折

”大尺度优惠券等促销活动，还请来

了大牌明星张震和汤唯来做代言人。

在发展了第一批种子用户后，瑞

幸又通过裂变拉新、促活留存的营销

模式积累了丰厚的用户流量池。

以低价+补贴的打法出圈，瑞幸咖

啡曾备受争议，当时有不少声音提出

瑞幸会是下一个共享单车，认为这种

互联网营销的烧钱打法，太过急功近

利。

从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瑞幸减

少了优惠券的发放，但产品补贴减少

后，瑞幸的亏损并未扩大，反而在缩

小。

财报显示，2021年上半年，瑞幸

咖啡净亏损2.11亿，比2020年同期的

亏损减少了86%，总收入达到31.83亿

元，比2020年同期收入翻了一倍多，

亏损额度大幅缩小。

去年第三季度财报披露，瑞幸第

三季度总净收入为23.502亿元，较2020

年同期的11.43亿元增长105.6%，收入

翻倍的同时客户留存率和订单频次也

在双增长。

2021年，在《第一财经YiMagazine

》持续13年的“金字招牌”公司人品

牌偏好调查中，瑞幸的偏好度首次在

连锁咖啡类目中排名第一，“愿意推

荐瑞幸”的人数增长明显，偏好度达

到5.91%。

这个数字超越了星巴克的2.88%，

也超过了Manner、% Arabica 和 Seesaw

三个主打精品咖啡的连锁品牌。

可以看出，瑞幸补贴优惠的力度

在2020年收拢后，这种“隐蔽式”的

上调价格，无论是业绩表现还是品牌

偏好度，所带来的实效都比想象中更

好，也依旧是年轻人“本命” 。

补贴少了，为什么年轻人还爱瑞

幸？

一方面，德勤报告显示，随着一

二线城市工作节奏的加快以及消费者

饮用咖啡习惯的养成，“快咖啡”场

景的消费占比逐渐提升。

面对价格偏高的慢咖啡和便利便

宜的快咖啡的选择，年轻人走进一家

咖啡馆消费的可能在降低。

而且迫于盈利压力，以价换量对

于很多独立咖啡店来说不现实，但在

瑞幸这种连锁品牌这里却早已被践行

。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在成长

的第一阶段，瑞幸靠补贴优惠和流量

营销完成了对年轻咖啡群体的第一波

教育，随后通过产品创新、利用新品

的产品力和年轻化策略持续培养了年

轻消费者的品牌好感，占领了年轻人

对咖啡的味觉记忆。这是瑞幸持续受

年轻人喜欢的主因，也是服务跟产品

得到用户认可的关键。

从初代陨石系列，到厚乳拿铁、

丝绒拿铁，再到创下单月超1000万杯

销量的生椰YYDS等现象级单品，瑞幸

咖啡牢牢把控潮流风向频繁打造爆款

，通过饮品创新突破年轻人的味觉感

知，成为新的社交心头好。

签约利路修、“强迫”利路修营

业，拍魔性洗脑广告片；“人在海南

，刚下飞机，正在上树”——“强迫

”产品研发大大上树摘椰子；做街拍

时尚单品，还把“YYDS”这个梗给注

册了——注册成功了“歪歪滴艾斯”

商标......

瑞幸不仅做年轻人喜欢的，没有

认知门槛的饮品，还用年轻人热衷的

方式说话，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通

过明星营销和创意引流实现与年轻用

户的近距离互动。

在品牌战略层面：2021年樱花季

，瑞幸邀请谭松韵担任品牌大使。在

今年北京冬奥会上，瑞幸宣布18岁自

由滑雪世界冠军谷爱凌为品牌代言人

，发布“年轻，就要瑞幸”的品牌宣

言，配上“新年夺魁”的slogan，加强

对品牌年轻化的塑造。

2022 年新年伊始，瑞幸上架了

“新年第一杯”花魁 5.0 Dirty，并售

卖单品豆。从耶加到花魁，国民咖啡

瑞幸也开始上架曾经精品咖啡馆的标

配精品豆，提升产品品质，慢慢开拓

咖啡的精品边界。

咖啡市场正迎来快速扩容的发展

良机。总体基数较小、但增长潜力巨

大可以说是对目前国内咖啡赛道的真

实写照。

平安证券研报指出，现磨咖啡增

速高于咖啡市场整体，大陆年人均现

磨咖啡消费量仅为9杯，增长空间大，

而中国咖啡市场连锁化率不高，连锁

品牌仅占13%。

从雀巢为代表的速溶咖啡到以星

巴克为代表的高端连锁现制咖啡，这

其中的中间层有巨大空白，机会巨大

。

有私募机构的投资人向钛媒体App

指出，在大消费行业中，咖啡赛道确

实是趋势，像Manner、Tims这种新锐

咖啡品牌的估值已要快“上天”了。

“这还是在去年国内一级市场融

资出现断崖的背景下，2017年、2018

年一级市场的融资事件都是在一万五

以上，而2021年一年的总融资事件才

3900多起。”

创投市场逐渐冷静，一级市场投

融资活动受阻，持续降温，但在去年

，Manner、M Stand、Algebraist 代数学

家、三顿半等多家连锁咖啡品牌依旧

实现融资。

以单店起家的精品咖啡品牌Man-

ner去年一年内完成三轮融资、估值超

30亿美元，单店估值达1007万美元；

去年被喜茶领投、完成A+轮融资后的

Seesaw估值从原先的2亿飙升至10亿元

；抢占先发优势、门店数量已突破

5600家的瑞幸，去年4月获得2.5亿美

元的新一轮融资，有望重回规模增长

......

毫无疑问，精品连锁咖啡正在获

得资本的青睐和热捧。

与星巴克1330亿美元的市值，单

店393万美元的估值相比，这些新锐连

锁咖啡品牌单店估值普遍较高。但资

本及新品牌的纷纷布局，使得竞争加

剧，精品连锁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

着不小的挑战。

中场战事既已打响，对于咖啡品

牌入局者来讲，又该如何突围？

围猎新消费赛道，谁都想抓住年

轻人群这一消费主力，咖啡更不会是

一个例外。国内咖啡行业的故事，就

隐藏在Z世代的需求之中。

无论是日常休闲饮品，还是基于

对咖啡因的刚需，从年轻的用户开始

渗透与培养消费习惯和品牌力，是当

下相对容易的切入点。

这种消费者培育的目标，是让更

多人开始有 “每天都想喝一杯咖啡”

的需求度。

而“正在努力使咖啡成为中国人

的一种消费习惯”，曾是商业杂志

《Fast Company》对瑞幸的一句评价。

现在，它正将这种消费习惯的重

点放在以惊人速度崛起的这届年轻人

身上，努力教育咖啡成为中国年轻人

的一种消费习惯。

用已经在上海发生的咖啡市场历

程来推导未来会在更多城市发生的故

事：

作为全球最知名、最早打入中国

市场的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咖啡

进入中国前20年对国人认知咖啡起到

了普及的作用。

如今，瑞幸也开始承担这个角色

并进化使命：

从年轻咖啡品牌到教育青年喝咖

啡，借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和更年轻的

品牌定位，让人们接触咖啡的门槛更

低、年龄也更低。

对于还处于培育阶段的国内咖啡

市场来说，咖啡的中场战事才刚刚

开始。未来，谁抓住了年轻人的市

场，谁才能搅动咖啡行业的资本浪

潮。

这届年轻人，手握瑞幸

将咖啡拉下文化神坛



在國際獨立電影界擁有舉足輕重地位

的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於台

北時間1月29日公布得獎名單，其中，由

金馬影后陳淑芳配音、杜篤之操刀音效並

由謝文明導演執導的動畫電影

《夜車》，榮獲最佳動畫短片

Short Film Jury Award: Anima-

tion，成為首部在日舞影展獲獎

的台灣電影，這也是謝文明導

演繼2014年作品《禮物》入圍

日舞影展後的二度入圍，終於

圓夢獲獎，謝文明導演謙虛表

示：「我要特別感謝《繼園臺

七號》楊凡導演給予本片的指

導，以及孕育生長的台灣帶給

我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而

官方也於今日釋出三款絕美的

日舞影展獲獎海報，與影迷們

分享喜訊。

視覺風格強烈的《夜車》在

國際影展上拿下超過20座動畫

獎項，包括世界四大動畫影展

中的薩格勒布動畫影展首獎，

以及渥太華國際動畫影展觀眾

票選獎，創下華人動畫史上在

四大動畫影展中連續拿下兩項

大獎的紀錄，更因此獲得代表

台灣征戰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的機會，雖

然止步15強，卻隨即入圍動畫領域最高榮

譽之一的安妮獎，繼續角逐「動畫奧斯卡

」，前年一舉獲得金馬獎，如今再獲日舞

影展肯定，謝文明導演執導的《夜車》無

疑為台灣之光。

《夜車》根據台灣濱海沿岸地形打

造出懸疑驚悚的劇情，車上乘客各懷鬼

胎直到最後才謎底揭曉，日舞影展評審

更盛讚此片製造懸疑氣氛與說故事技巧

都令人驚豔，是一部寓意深遠又充滿娛

樂的黑色電影。此外，導演楊凡獲得威

尼斯影展最佳劇本的動畫長片《繼園臺

七號》，亦由謝文明擔任動畫導演，其

獨樹一格的手繪美學及作畫實力備受國

際青睞。無論是驚悚異色代表作《夜車

》、都市傳說般的恐怖愛情《禮物》或

是刻劃食人世界的《肉蛾天》，都可在

CATCHPLAY+影音平台上觀賞，讓影迷

們一同沉浸在謝文明導演奇異又迷人的

動畫世界中。

《夜車》描述深夜一輛開在濱海公路

的末班車上，一名貴婦乘客的珍珠項鍊被

偷，牽扯出群眾正義下的荒謬私刑與背後

隱藏的秘密...

《夜車》獲日舞影展最佳動畫短片
導演謝文明感謝台灣賜靈感

濃眉大眼長相帥氣的宋柏緯出道累

積不少作品，過往他角色多半是王子偶

像形象，這次在賀歲片《我吃了那男孩

一整年的早餐》中跳脫過去無厘頭演出

，宋柏緯認為這次演出的角色「感情觀

」是跟自己最相似的。去年他首次嘗試

主持，與黃秋生及KID共同合作，現在

不僅媒體感受到他的口條變好，他自己

也坦承這個嘗試對自己在演戲上有很大

幫助，「在鏡頭前會更沒有保留地付出

」，他笑稱常被KID捉弄，因此也丟掉

了「偶包」。

去年暑假票房冠軍電影《可不可以

，你也剛好喜歡我》片商，再度製作和

發行由暢銷小說改編的同名作品《我吃

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集合周興哲

及李沐、宋柏緯、何思靜、婁峻碩及林

鶴軒共同演出。宋柏緯這次在片中理了

個平頭，扮演高中吉他社社長，有顛覆

以往形象無厘頭演出，展現冷面笑匠的

一面，更大秀吉他才藝與歌喉，擺脫以

往王子形象。

導演杜政哲表示兩人第一次合作是在

執導的電視劇《若是一個人》時，當時覺

得宋柏緯是很「ㄍㄧㄥ」的人，曾提點過

他表演可以再放開一點，這次合作發現宋

柏緯願意打開心房，忍不住大讚：「柏緯

這次讓我看到跟以往完全不一樣的表演，

他做到了，非常厲害。」

宋柏緯在片中身為吉他社社長，為

了想讓吉他社恢復往日輝煌，過激的熱

血和句點王的對話，總是讓他受到其他

角色漠視的白眼，非常搞笑。他自認這

個角色跟自己某部份滿像，既

熱愛音樂、愛彈吉他，電影中

他總是在用完美比例泡奶茶，

正好奶茶就是他熱愛的飲品。

不僅如此，在感情上，此角

色認為在感情上努力就一定會有

收穫，真心喜歡人就會不顧一切

對對方好，「我以前在小一點的

時候，會這樣做，覺得這樣就是

戀愛應該有的樣子。長大之後，

對待感情比較趨於穩定，驚喜會

比以前少，現在是覺得在平常多

為對方多留一點時間，會比禮物

還珍貴。」

在片中，他與有「怪物新人

」之稱的李沐有最多場戲要一起

合作，他非常開心，「我們兩個

有滿多共同朋友的，但到這部電

影才一起合作，我非常期待，因

為從以前看她的戲劇作品和表演

經歷就是很仰慕她，覺得她表演很不錯

。這次一起對到戲真的有驚豔的感覺，

她是那種會馬上把你拉到戲劇狀態的對

手。」

宋柏緯也很幸運的在去年有機會和

黃秋生及KID一起主持《開著餐車交朋

友》，有著黃秋生大哥如此有經驗的的

演員分享人生體悟，宋柏緯崇拜的表示

：「秋生哥真的是一個表演藝術家，很

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他不會特別

講道理，就是分享拍戲的事情，需要我

們自己去體悟，我聽完後會自己去歸納

，也會再去看他的作品，看無數次。」

至於KID，宋柏緯則說會是分享一些

主持的經驗給他，尤其對於許多無法預知

的內容，KID讓他大方地放下了「偶包」

，「他常常會偷拍我說『你們看他又再化

妝』，類似這種開我玩笑，我就會慢慢覺

得很好玩。」

宋柏緯也在主持後，深切地感受到

自己在演戲上的放鬆，「因為主持不像

演戲會有劇本，都要自己發揮，尤其實

境秀是要在每個人給你東西後，靠你的

反應去呈現，這些東西是肯定會犯錯的

，但同時面對到錯誤要馬上去修正，正

視到自己的缺點，對鏡頭是毫無保留的

。現在拍戲我就不會只呈現準備好的東

西，會丟丟看別種表演，不要去設限有

缺點是怎麼樣的，說不定會有不一樣的

化學反應。」

平時喜愛玩吉他，也會創作的宋

柏緯是離合器樂團的吉他手，2019 年

推出第一首創作單曲〈溫開水〉後，

陸續都有音樂作品發行，這次在電影

中，他也有表演自己為電影創作的歌

曲，「那首歌是比較抒情的歌，我寫

了兩次，第一次是比較慢比較悲傷的

，但後來我覺得我片裡這角色，個性

比較不像這樣，對於一些不開心的事

情，是比較可以釋懷的，所以後來就

改成另一個版本。」

宋柏緯新片無厘頭演出吸睛
全靠Kid捉弄丟 「偶包」

繼《迴光奏鳴曲》之後，編導錢翔推

出王定國小說《妖精》改編的電影《修行

》，並再度與金馬影后陳湘琪合作。王定

國的小說從兒子的角度出發，看父母親與

小三之間的互動；錢翔的劇本則嘗試以丈

夫、妻子或小三為主線，3種版本都寫過

，一改再改，不過丈夫多年前出軌導致夫

妻關係降至冰點的基本故事不變。

錢翔表示，「其實丈夫的視角也很精

彩，但我是男性，更想知道女性怎麼想，

所以後來選擇站在妻子的立場來看，對我

的吸引力也更大。」劇本前後耗時3、4年

，片名則改為《修行》。

從小說到電影，錢翔坦言是巨大的挑

戰，由於王定國的小說很精彩，讓自己過

程中有些忐忑，但改編時有如站上巨人的

肩膀看世界，也激起一些想法。

「關於婚姻這件事，我想了很久。」

錢翔解釋，「不管男性、女性，一旦簽章

、步入婚姻，就展開一生的修行，甚至苦

修。性與愛是人的需求，但一夫一妻制的

框架卻讓很多人活得很辛苦。婚姻制度會

隨時代改變，今天違反社會規範的事，兩

百年前或兩百年後可能完全沒問題。但現

在這個年代，如果夫妻沒有生命共同體的

狀態，要靠希望、信念、包容、社會道德

撐下去，這種結構很容易會鬆動。」

從《妖精》到《修行》，觀點不同，

但曾以《迴光奏鳴曲》獲金馬影后的陳湘

琪始終是錢翔不變的女主角首選。「小說

最後描寫『妖精』的眼神時，我馬上想到

陳湘琪。」因陳湘琪是錢翔眼中「在表演

當下會魔幻轉身」的演員，錢翔希望陳湘

琪在《修行》的故事中選擇飾演妻子或小

三，但她看過劇本、實地田調時卻發現問

題。

關於偷腥男女視角大不同 導演錢翔：從妻子立場看最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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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見

字如面，聞聲若歸。

春節期間，人在大陸的台

生向島內親人寄出“新春

家書”，報平安送祝福，

感動了許多網友。

蘇雍竣：最想念台灣家人和鄉味香腸
2月1日，在清華大學法學院就讀研究生的台

灣學子蘇雍竣，用閩南話給家人拍了一段視頻
“家書”：“特別想念大家，尤其是台灣的一些
味道，最想念的，可能就是台灣的香腸。台灣香
腸雖然不是什麼特別料理，但記得在每年過年的
餐桌上，不管是阿嬤或是外婆家，那是一種家的
味道。”

2020年，蘇雍竣決定到大陸讀書。疫情之
下，他經常發一些照片和視頻，讓家人更多了解
自己在大陸的真實生活。“時間久了，他們也就
比較放心了，知道我在大陸生活得確實很好。”
蘇雍竣說。

今年作為冬奧會志願者，蘇雍竣主要參與國
家體育場（鳥巢）北京2022年冬奧會開閉幕式客
流引導的志願工作。在他看來，這是人生很有意

義的一段經歷，即便因此不能回台灣和家人一起
過年，依然十分值得。

周恩賢：媽媽，我很想念你燉的雞湯
春節期間，在清華大學讀大四的台灣學子周

恩賢一段向父母拜年並表示想念媽媽燉的雞湯的
視頻，讓很多網友動容。

由於臨近畢業學校裏有科研工作要忙，加上
疫情期間回家需要隔離、比較不便，周恩賢決定
留在北京過年。

雖然始終面帶笑容，但說到“快一年沒見”
“很想念媽媽燉的雞湯”時，他有點哽咽。對
此，周恩賢坦言，錄視頻時很激動，因為真的很
想家。大年初一，他把視頻發給爸媽，還打了電
話。“媽媽說，等你回家一定給你燉雞湯，想吃
什麼都做給你吃。”周恩賢開心分享道。

冬奧會期間，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機械工程及自

動化學院2019級本科生姚中玉將在阪泉綜合服務中
心擔任賽會服務助理。這個特別的春節，在志願者
駐地，他吃到了自己喜愛的肉丸、紅燒豬蹄、剁椒
魚等美食。

姚中玉：盼着疫後能去台灣看望伯伯們
“北京是一個廣闊的大舞台，之前舉辦的很

多大型活動我都遺憾地錯過了，這次能以志願者
身份參與到冬奧會這項國際賽事中，我感覺很光
榮、很有意義。”

姚中玉說，為了能成功入選，他在志願者報
名前就抓緊通過了英語四六級考試，並參加學校
組織的紅十字會救護培訓，獲得了相應證書。

近日，他通過網絡視頻向在台灣的大伯、三
伯送上新春問候，並祝願兩個侄子學業進步。姚
中玉說，伯伯們看到後很開心，家人之間的感情
都很好，疫情阻斷不了親情。

對於身在溫州求學、家住台灣桃園的大三學
生林敏來說，因為疫情防控，14天的隔離時間成
為這個春節回家團聚的最大阻礙。

林敏：在山東威海同學家過春節
在來自山東威海的室友王小穎邀請下，林敏

在威海“家”裏度過了一個熱鬧、難忘、幸福的
虎年春節。
“媽媽，我們晚上要吃餃子，這邊過年過節都

吃餃子。今天好像有兩種餡，一種是驢肉，一種是
韭菜和薺菜。”林敏在視頻裏告訴媽媽自己的過年
見聞。
寫“福”字、貼對聯、包餃子……林敏都樂在

其中。閨蜜之間的相處輕鬆愉快，而王小穎一家對
林敏的關心和照顧，沖淡了她不能回家的些許失落。
“威海人真的很好客、很熱情，讓我就像回到了家
一樣。”

◆在清華大學法學院就讀研究生的台灣學子蘇雍
竣春節期間擔任冬奧會志願者。 網上圖片

◆清華大四台生周恩賢臨近畢業有科研工作要
忙，加上疫情不便，留在北京過年。 網上圖片

◆冬奧會期間，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機械工程及自
動化學院的姚中玉擔任冬奧會志願者。網上圖片

◆在溫州求學、家住台灣桃園市的大三學生林敏在
山東威海的同學家過春節。 網上圖片

家書盡訴兩岸親情
在陸台生暖爆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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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港股2022壬寅虎年4日啟市大發虎威，承接牛年最後一個交易日的高開高

收，虎年贏得開門紅，恒指收市勁升771點或3.24%，報24,573點；

為自2009年之後13年最勁新春首日升幅。港交所主席史美倫在啟市儀式表

示，新的一年會繼續發揮市場領導者的角色，提升市場結構、促進綠色金

融以及互聯互通等多方面發展，為業界及投資者帶來更多機遇。市場人

士亦普遍看好虎年港股表現，其中，低估值是港股虎年最好的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面對新
冠疫情持續、中美關係緊張等問題夾擊，
香港多個行業受重挫，但香港經貿仍錄得
強勁增長。香港商經局局長邱騰華4日指
出，2021年是非常艱難的一年，但香港仍
能在貿易創下驕人成就，外貿總額創歷史
新高，年內有10萬億港元貨值貨物進出香
港，較2018年高近16%。他認為，陰霾下
貿易一枝獨秀，在美國施加貿易限制下仍
有突破，反映香港能在改變的環境中把握
有利因素。至於2021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內
地的駐港公司數目創新高，達9,049間，邱
騰華認為，數據證明了香港吸引力不減。

料加入RCEP後助拓市場
邱騰華4日在電台節目上預期，為進

一步拓展經貿，香港正積極爭取加入全球
最大經貿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他相信加入RCEP後，有助
香港進一步開拓市場。RCEP的15個成員
國將成為未來10至20年間增長最快經濟
體，而香港身處當中最有利位置，目前政
府正努力及早加入，RCEP將會於全面實
施後18個月增加新成員，相信香港會被首
先考慮。

另外，有數據顯示去年美國駐港總部
為18年最少，邱騰華認為，疫情下企業會
按自身情況作人手調配，或轉為電子商
貿、遙距工作。另外，因中美仍互相實行
懲罰性關稅，所以必然會影響兩地貿易。
但他強調，母公司在海外及內地的駐港公
司數目創新高，達9,049間，證明了香港吸
引力不減，從來都歡迎任何人到港經商，
並沒有設限。

爭取適時放寬防疫政策
對於市場擔心外資會因香港始終堅持

“清零”令來港經商卻步，邱騰華則相
信，外商在香港的優勢最大得益是安全，
無染疫擔心。防疫及經貿政策二合為一，
如不做好防疫工作，只會對各行各業造成
打擊，即使每個國家有不同措施，但目的
同樣是想保障市民健康。他指，將繼續與
商會聯絡，爭取適時放寬防疫政策。

他又透露，近日有個別商會向他提到
雖然出入境限制帶來不便，但在港盈利創
新高，可見外商正逐步克服困難。面對全
球嚴格的出入境限制使旅遊業受到重創，
邱騰華認為，過去兩年多倒閉的旅行代理
商數字不算多，不少旅遊代理已轉型，例
如轉為舉辦優質本地遊。

農曆新年假期期間，外圍市況造好，4日在
金融、科技及汽車股升幅凌厲帶動下，

港股虎年首個交易日補漲，大升3.24%創下近
13年來最強的新春首日升幅。大市虎年首日紅
盤高開590點，午後升勢更逾800點，全日收
升771點，報24,573點，成功收穫雙紅盤。科
指4日勁升3.05%，收報5,581點；國指亦升
2.81%，收報8,584點。惟由於A股仍休市，市
場缺乏“北水”，大市成交僅1,140億港元，
未配得上指數的升勢。

史美倫4日在內部新春開市儀式上表示，過
去一年面對不同挑戰，要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的地位，必須要不斷進步，提升市場競爭
力。港交所會繼續發揮市場領導者的角色，提升
市場結構、促進綠色金融以及互聯互通等多方面
發展，為業界及投資者帶來更多機遇。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亦展望虎年，香港
將在推動全球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上，發揮重
要作用，港交所將堅定專注於持續促進中國與
世界的雙向資本流動，同時把握香港市場及社
會大趨勢所帶來的各種機遇。

數據顯示，港股在過去三個虎年均錄得上
升，最高升幅為47%；另一方面，歷來牛年往

往都是股市轉折點。回顧去年整個牛年，全年
持續受多項因素打擊，包括疫情不斷反覆、全
球供應鏈中斷、通脹高企，內房債務危機以及
內地監管政策的收緊等等。恒指牛年累瀉逾
6,300點，跌幅兩成一，科指牛年跌48%。

反觀今年，一些不利因素漸見轉機，或將
使虎年港股一洗頹勢。內地監管政策在新一年
逐漸明朗，力度有望放寬；內房市場政策放
鬆，債務危機將得到緩解；人民銀行下調特定
貸款息率及今年對港股的低估值等，都是有利
虎年港股發展的積極因素。

專家：未來3個月上望26234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認為，牛年港

股調整至重要底部位置23,000點水平，低估值
是港股目前的最好支撐，相信港股在虎年有一
個好基礎、好開頭。然而，美國加息次數及幅
度、美股調整、俄烏緊張地緣政治、全球疫情
反覆對經濟造成的影響等，都是虎年港股的不
明朗因素。他認為，港股的節奏或將受到影
響，但依然維持正面看法，認為現時的安全邊
際相當足夠，在最理想的假設下，恒指在未來
3個月可以上試25,746點或26,234點。投資者

應保持正面、注意節奏。
恒指4日一口氣收復10天、20天、50天及

100天線，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4
日大市氣氛相對樂觀，但要留意A股復市後的
表現，以及美股近期波動性增加的影響，特別
是一些科技股，如臉書母公司Meta上季業績
遜預期，對今年首季的展望也較市場估計差，
導致其股價大挫，恐會窒礙本地科技股後市走
勢。

港股發 威
飆771點響頭炮

虎

◆史美倫(右)4日在內部新春開市儀式上表示，
港交所會繼續發揮市場領導者的角色。旁為歐
冠昇。

近13年最強新春首日升幅 低估值是最好祝福



「「拓連科技拓連科技」」 （（Noodle Inc.Noodle Inc. ））總裁張敏君召開記者會總裁張敏君召開記者會
介紹該公司營運總部從加州搬來休士頓的營運計劃介紹該公司營運總部從加州搬來休士頓的營運計劃

觀音堂昨舉行二場免費結緣活動
一在觀音堂，另一場在中華文化中心園遊會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觀音堂昨休士頓觀音堂昨（（22月月55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舉行二場積極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免費結緣活動舉行二場積極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免費結緣活動
。。一場在觀音堂禮佛一場在觀音堂禮佛，，並由並由LanaLana 師姐向信眾開示師姐向信眾開示，，分享學分享學
佛的心得佛的心得。。另一場在文化中心園遊會上舉行免費結緣活動另一場在文化中心園遊會上舉行免費結緣活動
。。其中包括派發口罩其中包括派發口罩、、紅包紅包、、素食飯盒素食飯盒、、素食食譜素食食譜，，吉祥吉祥
米米，，供果等吉祥禮品供果等吉祥禮品。。其中其中，，有不少外國人前來領取有不少外國人前來領取，，與與
觀音結緣觀音結緣。。其中前來幫忙者有許多來自外州來的其中前來幫忙者有許多來自外州來的 「「觀音堂觀音堂
」」 信眾信眾，，他們得知記者在他們得知記者在 「「中華文化中心園遊會中華文化中心園遊會」」 上沒看上沒看
到到 「「觀音堂觀音堂」」 的攤位的攤位，，還親自駕車載記者再跑一趟還親自駕車載記者再跑一趟，，果然果然
不虛此行不虛此行，，拍到這麼多感人的畫面拍到這麼多感人的畫面。。

觀音堂全體義工觀音堂全體義工，，恭祝大家新年快樂恭祝大家新年快樂！！吉祥安康吉祥安康！！願願
觀世音菩蕯的慈悲大愛灑遍人問觀世音菩蕯的慈悲大愛灑遍人問，，願更多的有緣人得聞佛願更多的有緣人得聞佛
法法，，離苦得樂離苦得樂，，願疫情早日結束願疫情早日結束，，世界和平世界和平！！

圖為圖為Noodle Inc.Noodle Inc. 張敏君總裁張敏君總裁（（前排左三前排左三））在在 「「台北經文處科技組台北經文處科技組
」」 游組長游組長（（前排中前排中））的安排下的安排下，，與休士頓金融業與休士頓金融業、、房地產業房地產業、、旅旅
遊業的代表會晤遊業的代表會晤。（。（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台灣 「拓連科技公司」（Noodoe

Inc. )總裁張敏君（Jennifer Chang ) 在 「台北經文處，科技組」的
安排下，在二月四日（周五 ）晚間在， 「Avenida Brazil 餐廳 」
召開新聞發佈會，向與會的休士頓銀行界，地產業及新聞媒體介
紹該公司的營運總部從加州搬來休士頓的發展情形。目前，該公
司已在德州投入四億二千萬，投入電動車充電、以及車聯網解決
方案。凡是只要想經營charger充電器的，都可來找她。目前已
有Audi, Volvo等汽車公司加入合作的行列。目前該公司在美國
11 州,全世界12個國家設廠。現在他們把營運總部從加州搬來休
士頓，希望成立營運總部，現在正在找合適的建築、安裝公司及
開車的，希望在休士頓得到很大的支持。

來自台灣，於2013年創立的Noodoe（拓連科技）為一家軟
體技術研發公司，洞燭機先看到電動車未來發展與充電商機，專
注於電動汽機車充電、以及車聯網解決方案。總部設立於美國
Delaware 州，於 2017 年由總裁Jennifer（張敏君）在美國先在加

州成立分公司，坐落在柑縣。日前更積極在德州休士頓市成立
營運總部， 專注在充電設備創新研發，安裝工程, 維護安檢 ,遠
端監控, 售後服務, 金流交易等服務.。

Noodoe的使命在於加速零汙染電動運輸的轉型，並建立電
動運輸的友善環境，同時引領世界轉變為停車即充電的目標，
以讓這個社會能夠更環保、環境可以更永續經營。

Noodoe順應電動車發展趨勢開發不同類型產品，如AC慢
速充電設備、DC快速充電設備、及家用充電設備。同時，針
對不同業主，如購物中心、飯店、停車場、集合式住宅等設計
不同的自動化EV充電商業模式。不僅提供服務自動化解決方案
，並有助相關業主停車場另闢財源。

Noodoe核心技術 為Noodoe EV OS，是一套全球運營的電
動車充電管理系統，讓準備進入電動車充電服務的企業，可以
立即運用系統來管理符合 OCPP 1.6Json 的充電設備。由於系統
架置於 AWS，技術運用無遠弗屆，並提供全球通用的金流支付
平台，讓電動車充電服務24小時，全自動提供服務。Noodoe
EV OS 如同雲端上的 「機器人」，不僅對充電設備正確下達指
令，且每60秒自動偵測、診斷與修復軟體產生的相關問題，讓
充電設備運作正常。

Noodoe 美國分公司積極於全美布局市場，冀望在拜登基
礎建設投資利基下，積極尋求與各州政府、市政府、機場、商
場、辦公大樓、停車場等合作設立充電站，提供該公司特有
Noodoe EV OS充電網絡軟體智能服務。在台灣總公司60餘位工
程師緊鑼密鼓的進行研發，為需求日趨擴大的電動車充電服務，
提供最創新的技術應用，包含負載平衡、需量反應 ADR、智慧
排程、充電漫遊 Roaming、車主優惠方案、與雲端訂閱服務等。

Noodoe冀望透過多元化的創新商業模式，以品牌聯盟策略
、異業結盟策略、及直客策略進攻電動車充電市場，同時，透過
全球技術合作計畫 「Powered by Noodoe」讓任何想要提供充電
服務的企業，能夠快速獲得電動車充電市場領導廠商所需的一切
。讓全球企業如新創公司或跨領域企業，快速運用 「Noodoe
EV OS 的充電設備」、 「Noodoe EV OS 管理既有的充電設備」
，投入電動車充電產業，一起為交通電動車化、零碳排與環保的
目標邁進。

未來，公司將持續研發智慧及自動化平臺，取得領先關鍵，
提升充電站能源管理能力，以協助政府解決電動車時代來臨所遭
遇之用電挑戰。同時，跨平台串接不同廠商的充電站，以增加執
行能源管理成效。能源管理技術成果亦可讓其他營運廠商導入，
共同維護用電環境，進而帶動我國電力系統之調度彈性與效率提
升。Noodoe(拓連科技)目標希望創造成功商業模式，讓充電成為
一個新興營利事業，並複製該模式推進全球市場，建立品牌，成
為台灣廠商在電動車時代的驕傲。

當天出席的僑界代表包括：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王文清協
理、資深專員林傾益，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吳炳輝經理，以及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總會長、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席、休士

頓亞裔商會會長李雄、休士頓旅遊局亞太處長姚崇義， 「台北經
文處科技組」組長Tiffany Yu 博士及本市華文媒體代表多人。

圖為圖為Noodoe Inc. (Noodoe Inc. (拓連科技公司拓連科技公司））總裁張敏君總裁張敏君（（立者立者））在新聞在新聞
發佈會上介紹該公司現況及未來發展前景發佈會上介紹該公司現況及未來發展前景。（。（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觀音堂昨在中華文化中心園遊會上與大衆結緣的攤位圖為觀音堂昨在中華文化中心園遊會上與大衆結緣的攤位。。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昨在觀音堂內昨在觀音堂內LanaLana師姐師姐（（左立者左立者））正向信眾開示正向信眾開示，，介紹學佛介紹學佛
的方法與心得的方法與心得。（。（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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