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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年過耄耋未伏櫪，猶向綠茵寄深情。
9月1日，2022年“高地健康80後童心杯”國際軟法·慈善

高爾夫聯誼賽在北京東方天星華普休閒健身俱樂部舉行，來自企
業界、體育界、新聞界等社會各界的數十位愛心人士相聚球場。
此次比賽作為北京晚報高帝杯慈善高爾夫賽的衍生賽事，是繼8
月30日第20屆高帝杯結束後，在9月1日這個全國中小學開學的
日子舉辦，參賽者年齡皆在80歲以上。

賽事主辦方、廈門高帝集團董事長陳建輝表示：“‘童心杯
’作為‘高帝杯’的衍生賽事，二者宗旨一致。北京晚報‘高帝
杯’是在2003年非典時期，社會鼓勵進行體育運動的背景下創
建的，至今已經連續舉辦20屆，賽事本著健身健心的理念，推

廣陽光運動，努力回報社會。
‘童心杯’同樣如此，呼籲大家
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並且希望該
賽事依然能延續20十年，二十年
後大家百歲相聚”，延續對健康
生命的熱情。

本次比賽由廈門高帝集團、高
地泉（廈門）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地數字發展有限責任
公司主辦。高帝集團始創於 1995
年，經過二十多年的不斷創新與
變革，悉心構建集新型產業運營
模式和競爭優勢，創造與當代社
會相融的“互利、利他”的價值
體系，戮力踐行長遠的發展戰略
，公司已然成為一家集房地產開
發、酒店開發、高端健康養生、
國際投資等多元化的新型集團企
業。

公司響應國家弘揚“中華文化自信
，中醫走向世界”的號召，立足於國內項目的同時，結合海外的
產業資源，與華美中醫學院進行股權合作，利用休斯頓華美中醫
學院在醫學中心的各項資源，拓展跨國業務聯盟；與國藥控股
（福建）合資醫藥產業，投資健康產業，旨在為“健康中國”作
出力所能及的事情。集團著力引入西醫高科技術，通過中醫藥理
論創新，實現技術上的突破，使中西醫藥相互補充、協調發展，
堅持中西醫並重，努力實現中醫藥健康養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創新性發展。將國際高端醫學引入中國，推動中醫走向世界。

集團在廈擁有的五緣灣健康產業項目，緊鄰復旦大學附屬中
山醫院廈門醫院，擬打造中西醫互補的健康養生、中醫理療、月

子中心、美容美體於一體的養生平台，採取差異化策略打造健康
、理療、養生相結合的新型產業模式，對接國內頂尖中醫學院，
進行學術研究交流及相關諮詢。項目以“健康智能”為核心，導
入AR\VR\MR+ 先進的AI人工智能等輔助信息科技手段，結合
我國傳統但歷久彌新的中醫經絡理論實踐和現代領先前沿的科學
技術完善人類生命體驗，滿足全生命週期的多元化需求，做到線
下示範、線上銷售、平台連鎖、基金發展，為廣大客戶提供“家
”的生命體驗。展望未來，公司將發揮各地的區位優勢和樞紐作
用，秉承我們經營“家”的使命，堅持客戶為本，致力創造全領
域、全週期的美好生活，矢志成為做到互利、利他的時代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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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夜談杏林夜談2525
談天說地之八談天說地之八：：莊敬自華莊敬自華((下下))
作者：成彥邦 (8) 解祝由科之迷

思
將中醫學細分

各科，其中有一門 「祝由科」 不為人們所知曉
，祝由科相當於今日的心理科、精神科，中西
都採同屬一類的醫療方法，甚至採宗教信仰的
感性療法，當然就有鬼神的感染力了，從而達
到心理醫生用口頭分析勸慰的功效，不能不說
宗教的神鬼之功不可滅。道家 用畫符、唸咒、
作法來驅走病魔，臨場也玩一點變戲法的魔術
，使病人心口俱服，這些方法都各有用場，病
人也各有感受，而病勢因之輕鬆。我自己對祝
由科研究不夠透徹，可以說還沒出師。所以在
不收病人診療費時，偶一為之，治些表面看來
不是病的病，諸如 「潔癖」 、 「偏食症」 、
「上癮症」 等，我多用在本就沒病的兒童身上
，例如成長痛症（growing pain），或自己的家
人身上，諸如青少年人的青春痘、偷針眼或麥
粒腫（stye），和幼童睡覺不寧的脾虛症上，
當作心理建設和無關生死的療法。我用簡單的
兩句話，八個字來解釋祝由科：

祝你健康
由它病去

第一句“祝你”指的是病人，"祝”不光是祈禱
，也用不同的方法來祝。第二句的“由它“指
的是病魔或病源。

第二句的 “病去 ”兩個字有兩層意義，第
一層：病管不了，第二層：病沒了，病好了。
祝由科與傳統其他各科治病方式，有很大的不
同，光解釋八個字就繞了不少圈圈，也就是說

要玩一點文字遊戲，看得出這科受道家思想的
影響很大。這就是中醫心理科和精神科的源頭
。此科也把局外人看得一頭霧水，認係神秘式
的醫療方法；為長久以來中醫受到歧視和詬病
的原因之一，外人不知道這一門學問，其實祝
由採諸多 「意念」 的治療方法。殺雞的目的是
為了儆猴，一旦儆猴的目的沒達到，外人卻把
殺雞很認真地當作虐待動物來處理，要把局外
人弄明白，真的是雞和鴨講啊，雞婆費盡口舌
傳情，鴨公呱呱亂叫，轉頭不顧而去...；氣得
人半條命沒了，我不知你丁大夫的見解如何？
同意不同意我的看法？ 」

丁大夫抓住機會，馬上搶著說： 「哎喲！
成大夫呀！我不但完全同意你對鬼神的看法，
想不到你一語道破了經典文學和傳記文學的實
質區別，承教、承教了，我等於上了醫學和文
學兩堂課，何止是勝讀十年書啊！

非常慚愧，我自己對祝由涉獵淺薄，根本
說不上一句夠份量的話。不過，成大夫呀！你
的八字真言： 「祝你健康，由它病去！」 一語
道破天機，就算是祝由專家，也不及你的智慧
啊。要知今天的心理科、精神科仍在你八字真
言的框架下打滾呢。
(9) 創作力和想像力

讀你的〈古今對話〉，我看出了你的宏願
，懷痌瘝在抱之心，想方設法解決民瘼。

成大夫，你的想像力非常豐富，偷懶雖然
是發明的原動力，如果沒有想像力也是枉然；
「想像力」 這玩意，如果沒使你成為發明家，
我們會多一個出色的小說家。

我本來還想聽聽你另一個十年的運程，如
何融各家醫學於一爐的過程，聽了你搞通華佗
醫學，而且獨具慧眼，雲人之未雲，將青囊書
的來龍去脈研究探索清楚，作學問的功夫了得
，你的貢獻已經給醫學和病家們受用無窮了。
夠了！夠了！我原先還有點要測你醫學的深度
，如今根本沒資格當這個考官。你治好了我的
病不說，你的五、六種發明已夠說明一切，尤
其富鹼寶PhB的發明，那是世上多少中西醫學
家、生物學家、病理學家、生物化學家們夢寐
以求的願望，將華寶（Otto H. Warburg）的假
說證實為理論了，連華寶自己工作到生命的最
後一天都沒有成功，遺憾以歿，卻被一匹意料
之外的黑馬完成了。這等基礎科學與醫學的突
破，恁誰也不會相信，這些不願相信，偎大邊
的不相信，帶有偏見的不相信，對你來說淡泊
如浮雲，人不知而不慍，正是我佩服你的這種
人格特質，要不然，這個世界反而會多出一個
極度憂鬱症患者了。
(10) 莊敬自 「華」

我發現你的無師自通是因為有深厚的中文
底子，而且涉獵寬廣，不但將中西醫理搞懂搞
通，除了音樂以外，你似乎對其他各專業都有
某種程度的瞭解。要不然，你怎麼會為美南報
社寫了十五、六年的政治笑話專欄，每週一篇
，一千字的文稿，這等功夫非尋常人幹得下來
的；還由台灣漢湘文化出版社發行於世，嬉笑
諭人於正，不懼逆流的膽氣更不多見呀！

太超過了！這哪裡是莊敬自強概括得了的
？簡直是莊敬自華呀！這“自華”來自飽讀詩

書，氣自華。而你！讀飽詩書，氣更華了！除
了莊敬自華的修養外，在人格上你還具有弘毅
的格局，那種胸襟寬廣，氣度恢宏，意志堅強
，剛毅不屈的特質，如此你能接受各種挑戰，
堅持奮戰，完成一項項醫學使命啊！ 」

我啞口沉默，呆住了好一陣子，終於接口
說： 「哎喲！你講什麼來著，平常我會借耳背
拒聽、拒收的，真的不敢當！你對我的瞭解遠
超越了我的父兄，說來說去我不過是沈溺於中
醫學，設法醫癒難治的病患，樂此不疲，為了
更加有效地治癒病人，不斷尋求良藥，永遠不
懈而已。在這些過程中我算是幸運者，怎攀得
上莊敬自華四個字啊，你的鼓勵永遠銘記在心
。我們的談話，一開始是你對我的文字基礎有
興趣，不知道你是否還想聽下去？請你不要再
在莊敬自華上下功夫了， 「華佗再世」 四個字
，已夠給我苦頭和甜頭吃的了，得了罷！再來
個 「莊敬自華」 豈不要掌控我的生亡了嗎？請
你把與人為善的情懷收歛一點罷，我早視名利
若雲淡風清，發明的各種藥有療效就好，何需
再耗有限生命來落實 「自華」 兩個字，如果行
得通，寧以謙和換增歲月，免落入徒遭人忌的
漩渦！ 」

丁大夫馬上回口： 「只要你不嫌煩，後會
有期 ，我一定洗耳恭聽。自從我退休後，我有
的是時間，你大力推行的 「寓醫於文」 和 「寓
文於醫」 ，從你的許多著作和論文中，我已看
到了文學和醫學接軌了，我看過你寫的許多的
極短篇小說，我一直想要知道你的創意和想像
力從何而來的？ 」 (全文完)

（中央社亞特蘭大1日綜合外電）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今天建議含12歲以上的數百萬合格民眾，應接種針對
Omicron的改良版疫苗追加針，以防疫情入秋後因BA.4、BA.5
等亞變種病毒肆虐而復燃。

美批准接種COVID-19二價疫苗對抗Omicron新變異株
路透社報導，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建議12歲以上民眾

接種COVID-19次世代疫苗作為追加針，籲12歲以上族群使用
輝瑞BNT的改良版疫苗、18歲以上族群使用莫德納（Moderna
）改良版疫苗。

隨次世代疫苗獲准使用，數百萬劑新疫苗將於週末展開配送
，加入全國各地的接種行列。

CDC的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ACIP）投票表決，以13比1
支持開放輝瑞BNT及莫德納的次世代疫苗接種。

CDC主任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在聲明中說：
「升級版的COVID-19加強針更能防止最近流行的COVID-19
變種。」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8月31日授權俗稱二價疫苗

的次世代疫苗使用，二價意指疫苗藥劑除能對抗COVID-19原始
病毒株，也能對抗Omicron的BA.4、BA.5亞變種。

FDA官員當時表示，他們認為相較原本的疫苗追加劑，次
世代疫苗應更廣泛地開放接種對象，因為它能幫助年輕族群免於
長新冠後遺症，避免染疫者在後續數月中飽受虛弱症狀所苦。

FDA同樣授權輝瑞BNT次世代疫苗用於12歲以上，莫德納
次世代疫苗則可用於18歲以上成人，但接種者必須距打完基礎
劑系列或前次加強針至少2個月以上，往後單價疫苗將不再提供
這些族群作為追加劑使用。

輝瑞今天表示，他們可望10月初向FDA提出申請，授權讓
5歲至11歲兒童使用次世代疫苗。

CDC和FDA官員先前表示，他們相信接種次世代疫苗能趕
在冬季來臨前強化人們對病毒的免疫力，屆時人們待在室內的時
間變長，病毒將更易傳播。

美國目前僅開放50歲以上、免疫低下族群或高風險對象接
種第2次加強針。

今天的會議中，CDC官員建議染疫民眾應至少等完成隔離

後再接種次世代疫苗，不妨考慮間隔3個月再施打。
疫苗製造商尚未完成次世代疫苗的人體臨床試驗，CDC的

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裡有部分成員因數據不足持保留態度。多數
次世代疫苗的可用數據，都來自實驗室及動物試驗。

委員會成員、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小
兒科教授桑傑士（Pablo Sanchez）在表決時投反對票。他說：
「我明白我們需要更好的疫苗，因為很顯然儘管已大規模接種，
卻仍有大量染疫個案。但我對是否要建議民眾施打沒有完成人體
試驗的疫苗，感到相當掙扎。」

根據FDA在6月時的說法，人體試驗不是授權次世代疫苗的
必要條件，就好比每年流感疫苗都會轉換病毒株一樣。

「華爾街日報」 引述CDC的資料指出，美國有約70%的人
打過兩劑的基礎劑，這些人中又有約一半接種過加強針，50歲
以上符合第2劑追加針的人裡有1/3已打過第2劑加強針。

CDC指出，BA.5是美國目前的流行株，超過88%的確診者
都是感染BA.5。

「紐約時報」 採訪一些免疫學家指出，專家認為接種次世代
疫苗作為加強針，應與前次接種疫苗或確診間隔4到6個月，如
此方能誘發較強的免疫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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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裏巴巴發布2022 ESG報告：
創造商業之上的價值

阿裏巴巴集團正式發布《2022阿裏巴巴

環境、社會和治理報告(Environmental So-

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以下簡稱

“ESG報告”)，展現了對於環境、均衡發展

、企業治理等壹系列問題的思考與行動。

報告開篇，阿裏巴巴集團董事會主席

兼首席執行官張勇表示：“ESG意味著創

造商業之上的價值，它既為解決壹系列全

球性挑戰提供了行動框架，也是阿裏巴巴

走向102年的重要基石。”他希望，未來外

界能通過兩份報告來認識和理解阿裏巴巴

：壹份是財報，另壹份是ESG報告。

ESG這壹概念來源於海外資本市場

。與財報不同的是，ESG報告為投資者

提供了諸多企業的非財務信息，並聚焦

企業的健康度以及與社會的連接度。據

了解，阿裏巴巴此次發布的ESG報告，

既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提出的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相契合，又

包含助力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等有中國

內涵的議題。

報告認為，在數字經濟時代，平臺公

司是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載體，公司有責任

將社會責任融入商業設計，匯聚平臺之力，

推動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出，中

國在可持續發展轉型中的數字化創新，也能

為其他國家和地區帶去經驗借鑒。

聚焦三大板塊關註七個方向
阿裏巴巴發布的ESG報告，共涵蓋

“修復綠色星球”“支持員工發展”

“服務可持續的美好生活”“助力中小

微企業高質量發展”“助力社會包容和

韌性”“推動人人參與的公益”和“構

建信任”七個方向。

在環境領域，阿裏巴巴的關註點從

減碳擴展到綠水青山。2022財年期間，

阿裏巴巴通過能源結構轉型減碳619944

噸，阿裏雲使用的21.6%的電力來自於

清潔能源；截至2021年底，阿裏巴巴公

益基金會共同成立的千島湖水基金，在

5000畝農田上采取農業護水管理措施，

減少化肥農藥帶來的水汙染。

在支持員工發展上，阿裏巴巴努力構

建平等、尊重、包容、多元的文化和工作

環境。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財年末，在

阿裏巴巴全體員工中女性占49.5%，女性在

董事和高級管理層中占39%。此外，共有

2007名殘障人士在阿裏大家庭工作。

在服務可持續的美好生活方面，阿

裏巴巴致力於為欠發達地區和數字弱勢

群體帶去更包容普惠的消費體驗。2022

財年，新增年度活躍消費者中超70%來

自低線城市和農村。截至2022財年末，

菜鳥在全國建設了1000多個縣級共配中

心並覆蓋400多個脫貧縣，及5萬多個鄉

鎮和村級物流站點。

在助力中小微企業高質量發展上，阿

裏巴巴致力於用科技提供門檻更低的數字

化工具。在工信部認定的4620個國家級專

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中，65%的企業是阿裏

雲的客戶。在2022財年，阿裏巴巴技術相

關領域投入歷史性地超1200億元。

數字技術也在助力提升社會包容和

韌性，為應對突發災害提供緩沖。2020

年汛期，達摩院快速研發上線雷達影像

(SAR)水體提取模型，開展洪澇災害發展

情況監測分析，先後支持江西、安徽重

點區域洪澇災害監測工作。自2020年以

來，菜鳥協同50多家全球物流服務商，

向超150個國家和地區運輸包括疫苗在

內的超2.6億醫療相關物資。

在更廣泛的公益方面，阿裏巴巴堅持

“人人公益”。2022財年“新100計劃”

共支持49家公益組織共計85個優秀項目；

員工自發建立的技術誌願服務平臺“碼上

公益”，共有6000多名愛心極客參與，為

入駐的超過330家公益機構提供幫助。

在治理層面，阿裏巴巴建立三層可

持續發展治理架構，將ESG嵌入董事會

、高級管理層、集團及各業務單元，為

踐行ESG行動提供了長期組織保障。近

期又成立了風險管理委員會和科技倫理

委員會，每個業務部門都設有“個人信

息保護官”，保證隱私保護和數據安全

水平處於行業領先地位。

從2019年起，阿裏巴巴先後派出27

位“鄉村振興特派員”紮根農村。阿裏

巴巴的ESG行動與鄉村振興、共同富裕

等議題結合。

創造商業之上的價值
報告認為，平臺公司是開展ESG行

動的重要載體，平臺上天然活躍著眾多

生態參與者，匯聚平臺之力，可以放大

社會善意。2022財年，淘寶天貓上超過

220萬商家和5億消費者壹起通過“公益

寶貝”項目參與公益捐贈；阿裏巴巴與

公安部共同打造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布

平臺“團圓系統”，6年間共發布5038

條兒童失蹤信息，聯動社會各界，成功

找回4960個孩子。

報告指出，要真正讓ESG創造商業

之上的價值，就必須將其充分融入商業

設計，回歸真實場景，化解問題，推動

進步。比如，節能減碳已經成為許多中

小企業真實的需求。阿裏雲推出的“能

耗寶”，通過算法優化用電，在為環境

減排同時，也可為企業平均節能10%，

目前已有近1700多家企業使用。此外，

最近阿裏巴巴發布的“88碳賬戶”體系

，可以為10億消費者提供壹份看得見的

“個人碳賬單”。

報告也展現出，ESG行動本土化進

程在加速，呈現出與國內重大議題緊密

結合的趨勢，讓ESG的發展衍生出新的

中國內涵。從2019年起，阿裏巴巴先後

派出27位“鄉村振興特派員”紮根農村

；2021年，832個脫貧縣在阿裏巴巴平

臺銷售額達1281億元；阿裏健康的醫療

助力培訓了7萬多人次縣級醫院醫生。

財報展現業務健康度，ESG報告展

現企業價值感。“比起以往任何時候，

我們都有責任也有能力做出改變。”張

勇表示，阿裏巴巴未來將每年發布ESG

報告，向社會公開階段性目標、行動和

進展。“ESG應該是壹把圍繞價值、責

任和風險的標尺，驅動阿裏巴巴采取切

實、明確、有耐心的行動策略，並通過

搭建高度透明化和嚴謹的指標體系，時

刻自我審視、自我提升。”

國外品牌反應遲鈍 中國新能源車已占全球六成
綜合報導 近日舉辦的2022世界新能源汽車大

會上透露，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車累計銷量突破2000

萬輛。今年上半年，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超過422

萬輛，同比增長66.38%，再創新高。其中，中國新

能源汽車銷量達到260萬輛，占全球銷量六成以上

；市場滲透率超過21.6%，保有量突破1100萬輛。

這個數據和大部分人尤其是壹線城市公眾的體

驗是高度吻合的。如果放在三年前，壹般老百姓首

次買車還是循規蹈矩先去看燃油車，如今幾乎是逆

轉過來，往往就去主動接觸新能源車。

伴隨國內新勢力和傳統勢力的新能源車崛起，

是合資企業的全面尷尬和豪華品牌的水土不服。放

眼看去，除了大眾的電動車有些存在感，其余的合

資品牌幾乎都沒能拿出像樣的電動車品牌。有的大

廠至今還停留在對電動化擘畫藍圖，實際沒幾個人

買賬的狀態。豪華品牌相關車型少，同等價格的比

國內的要差，車機反應太弱也是公認的。

相比於國外品牌的遲疑不決、反應遲鈍，國內

新勢力廠商獲得了難得的機遇。這個機遇既是補貼

政策帶來的，也是產業高度參與分工的成果。誠如

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表示，近年來，中國順應汽車

產業變革趨勢，統籌推進技術創新、推廣應用和基

礎設施建設，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取得積極成效。

盡管現在大家還在抱怨和擔心充電樁不足夠，

但這就像擔憂停車位不夠壹樣，最後也不能阻擋國

人購車的信心和步伐。因為辦法總比困難多。電池

廠商技術突破後續航直奔1000公裏，插電混合動力

的成熟讓純電之外還能用油，再不濟也有增程式可

以用油發電體驗電車壹把。

電動化程度的提高，伴隨的是智能化水平的提

升。除新能源汽車整車加速增長外，智能網聯汽車

技術加速落地，高精度傳感器、車用軟件等需求持

續提升。這個過程中培育起的相關產業，也讓國內

企業受益匪淺。國內的電動車已經開始出口，並逐

步獲得國外認同。這樣的彎道超車，也和當初的構

想高度接近。

當然，21.6%的市場滲透率，還是壹個比較低

的比例，這也反映出基礎設施不完善帶來的消費阻

礙。但新能源車的增長勢頭已經起來，且不可逆轉

。燃油車的天花板就擺在那裏，繼比亞迪之後，長

城、長安汽車這樣的燃油車大戶也號稱2030年要停

售燃油車。既然走向電動化是不可避免的，那麼，

部分國外品牌還在傳統賽道繼續收割，即使還能賺

錢，在形象上其實就已經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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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獨角獸數量半年增24%
中國5家企業進佔前十 抖音估值1.3萬億最高
新冠疫情未有阻止獨角獸發展的腳步。

胡潤30日公布的《2022年中全球獨角獸

榜》顯示，全球獨角獸企業數量在截至今年6月30

日半年內增長了24%，達1,312家，其中榜單前十

的企業有一半來自中國。抖音以1.3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的估值保住全球價值最高的獨角獸頭

銜，但估值大跌43%；美國億萬富翁馬斯克旗下

SpaceX估值超越螞蟻集團，升至第二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這份榜單列出了全球成立於2000年後，價值
10億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在30日的第

八屆中國廣州國際投資年會暨首屆全球獨角獸
CEO大會上，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官胡潤
稱，今年上半年全球每天都有兩家新獨角獸誕
生，使總數達到1,300多家。

SpaceX估值超螞蟻
考慮到今年上半年全球股市還蒸發了13萬億

美元，按照這個速度，2022年可能會超過去年，
成為獨角獸和顛覆者最好的一年。上半年全球獨
角獸企業增加了254家或24%，達1,312家。美國
仍然領先，增138家，達625家；中國增11家至
312家，排行第二。

抖音以1.3萬億元的估值保住了全球價值最高

的獨角獸頭銜，但估值下降了43%；埃隆．馬斯
克位於加州的SpaceX估值增長25%至8,400億
元，超過了螞蟻集團，螞蟻估值下降20%至8,000
億元。金融科技是全球獨角獸的主要行業，有168
家獨角獸（增29家）。

深圳的微眾銀行和北京的京東科技分別以
2,200億元和2,000億元的估值躋身全球10大獨角
獸之列。

大灣區獨角獸達62家
胡潤說，據統計獨角獸企業創始人平均年齡

44歲，三分之一是連續創業者。金融科技、生物
科技、電子商務、軟件服務、健康科技、企業服
務等是獨角獸“誕生”的熱門行業。“這些行業
受衝擊最大、改變也最大，誕生獨角獸也最

多。”
從城市來看，舊金山仍然是全球獨角獸之

都，有176家獨角獸，增加了25家；紐約以120
家取代北京位居第二，增加了35家；北京以90家
排名第三；上海以69家保持第四；深圳和班加羅
爾分別以33家位列第六；廣州則以19家獨角獸企
業超過波士頓名列11位。中國的長三角地區共有
126家獨角獸，增加了1家；粵港澳大灣區共有62
家獨角獸，增加了11家。

紅杉資本連續第三年成為全球最成功的獨角
獸投資機構，投資了全球六分之一的獨角獸，軟
銀超過老虎環球基金成為第二，前三大投資機構
共投資了全球44%的獨角獸。阿里巴巴孵化了最
多的獨角獸，有5家；吉利孵化了4家；京東、廣
汽和百度分別有三家。

◆第八屆中國
廣州國際投資
年會暨首屆全
球 獨 角 獸
CEO 大會召
開。
香港文匯報
記者帥誠攝

中銀全年貸款或中單位數增

國航南航同錄虧損
中國國航30日公布，上半年淨虧194.3億

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年同期的虧損67.9
億元進一步擴大；上半年營收239.5億元，同
比下降36.4%，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多點散發
影響。
另一方面，南方航空30日亦公布，上半年

淨虧114.9億元，上年同期則凈虧46.9億元；
上半年營收408.2億元，同比下滑20.86%。因
疫情衝擊和油價高企，人民幣貶值也引致匯兌
損失。

香港科技探索多賺33%
香港本地網購平台HKTVmall母企香港科

技探索30日公布上半年業績，純利錄1.278億
元（港元，下同），按年升33.4%，每股盈利
為0.14元，派中期息8港仙，按年持平。HK-
TVmall上半年訂單總商品交易額為41.86億
元，增加37.7%。平均每日訂單量增加4.64萬
張，按年增27.1%。
財務總裁黃雅麗表示，消費券帶動4月訂

單量增超過三成，上半年網購佔有率升到
64%，去年同期則為53.1%。該股30日收報
4.73元，升1.5%。 ◆記者 莊程敏

中信股份半年淨利500億
中信股份30日公布，上半年營業收入按年

升11%至3,924億元（港元，下同），淨利潤
按年升13%至500.5億元，並派發中期股息每
股0.20元，按年升33%。該股收報8.18元，升
1.11%。期內，集團綜合金融服務板塊錄得淨
利潤305億元，按年增長5.1%。先進智造板塊
錄得淨利潤4.1億元，按年增長20%。
中信澳礦繼續降本增效，上半年出口

1,010萬濕噸鐵精粉，保持中國進口鐵精粉市
場佔有率第一。中信金屬持續提升貿易規模和
盈利能力，旗下剛果（金）KK 銅礦項目二期
和中信鈦業新6萬噸鈦白粉項目提前達產，全
力保障國家重要戰略資源的穩定供應。

◆記者 莊程敏

航天城甲廈料年底65%租出
新世界發展旗下總投資達200億港元的香

港國際機場SKYCITY航天城11 SKIES 陸續
分階段落成，其中甲級寫字樓K11 ATELIER
11 SKIES已於上月落成，三幢大樓總樓面面
積約57萬方呎。K11發言人表示，已吸引超過
20間國際及跨國企業簽訂租約，預計年底前出
租率達65%，其中14個共20萬方呎的混合式
辦公空間已全數租出。 ◆記者 梁悅琴

財經簡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受惠計入外匯
掉期合約的資金收入或成本後的淨利息收入及淨交
易性收益上升等，中銀香港上半年多賺7.1%至
134.72億元（港元，下同），每股盈利1.2742元，
派中期息0.447元。管理層出席業績會時表示，若
市場按目前步伐加息，料下半年該行淨利息收入和
淨息差有望保持趨升，全年貸款或錄中單位數增
長，又指會關注房地產行業變化情況，保證撥備充

足。期內，中銀香港提取減值準備前的淨經營收入
按年升8.7%至272.32億元，淨利息收入跌3.5%至
153.81億元；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跌22.7%至51.44
億元，受投資市場氣氛淡靜影響；淨保費收入則升
9.2%至98.46億元；淨交易性收益急升近2.8倍至
89.58億元。

上半年貸款及其他賬項減值準備淨撥備17.26
億元，按年升44.2%。至6月底，特定分類或減值

貸款比率0.46%，較去年底升0.19個百分點，由於
部分公司客戶貸款評級下降。一級資本比率為
19.55%，總資本比率為21.88%。

截至6月底，內房企業貸款1,029億元，較去
年底下降2.7%；佔集團客戶貸款比重6.1%，較去
年底下降0.5個百分點；內地房地產企業貸款總撥
備比率2.3%。該行指，客戶主要以業務在大灣區
及內地一、二線沿海城市的全國性布局龍頭企業為
主，整體財務狀況相對穩定。國企客戶貸款佔比
78%，民企客戶貸款佔比22%。投向中國內地使用
貸款佔比56%，投向香港使用貸款佔比42%。



美國宇航局準備嘗試第二次向月球發射阿爾忒彌斯火箭美國宇航局準備嘗試第二次向月球發射阿爾忒彌斯火箭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美國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地麵團隊美國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地麵團隊99月月33日週六正在準備嘗試第二次向月球日週六正在準備嘗試第二次向月球

發射阿爾忒彌斯發射阿爾忒彌斯（（Artemis)Artemis)火箭火箭。。這是一個高聳的下一代月球火箭這是一個高聳的下一代月球火箭，，美國宇航局美國宇航局(NASA)(NASA)在首次試在首次試
圖發射時遇到一些技術問題圖發射時遇到一些技術問題，， 希望本次能夠解決阻礙最初飛行的工程問題希望本次能夠解決阻礙最初飛行的工程問題。。

美國東部時間週六凌晨美國東部時間週六凌晨 22 點點 1717 分分，，發射控制器開始為發射控制器開始為 3232 層高的太空發射系統層高的太空發射系統（（SpaceSpace
Launch SystemLaunch System，，SLSSLS））火箭注入燃料火箭注入燃料。。該月球火箭將從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角該月球火箭將從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角（（Cape CanaveralCape Canaveral
））升空升空，，承諾在上一次阿波羅登月任務承諾在上一次阿波羅登月任務 5050 年後啟動美國宇航局雄心勃勃的火箭到月球年後啟動美國宇航局雄心勃勃的火箭到月球，，再到火再到火
星的阿爾忒彌斯計劃星的阿爾忒彌斯計劃。。

上週一的發射計劃以技術問題告終上週一的發射計劃以技術問題告終，，迫使無人火箭飛行的倒計時推遲迫使無人火箭飛行的倒計時推遲。。
航天中心項目副經理傑里米航天中心項目副經理傑里米··帕森斯帕森斯（（Jeremy ParsonsJeremy Parsons））週五告訴記者週五告訴記者，，測試表明測試表明，，技術人員已技術人員已

經修復了導致周一取消發射的洩漏燃料管線問題經修復了導致周一取消發射的洩漏燃料管線問題。。
阿耳忒彌斯任務經理邁克阿耳忒彌斯任務經理邁克··薩拉芬薩拉芬（（Mike SarafinMike Sarafin））週四晚上告訴記者週四晚上告訴記者，，火箭本身的另外兩個火箭本身的另外兩個

關鍵問題關鍵問題 -- 發動機溫度傳感器故障和絕緣泡沫中的一些裂縫發動機溫度傳感器故障和絕緣泡沫中的一些裂縫 -- 已得到美國宇航局滿意的解決已得到美國宇航局滿意的解決。。
天氣始終是天氣始終是 NASANASA 無法控制的額外因素無法控制的額外因素。。根據位於卡納維拉爾角的美國太空部隊的最新預測根據位於卡納維拉爾角的美國太空部隊的最新預測

，，在周六的兩小時發射窗口期間在周六的兩小時發射窗口期間，，有有 7070%% 的機會出現有利條件的機會出現有利條件。。
如果倒計時時鐘再次停止如果倒計時時鐘再次停止，，美國宇航局可能會在周一或週二重新安排另一次發射嘗試美國宇航局可能會在周一或週二重新安排另一次發射嘗試。。
該航天任務被稱為阿爾忒彌斯一號該航天任務被稱為阿爾忒彌斯一號 (Artemis I)(Artemis I)，，標誌著標誌著 SLSSLS 火箭和獵戶座太空艙火箭和獵戶座太空艙（（Orion capOrion cap--

sulesule））的首次飛行的首次飛行，，這兩個太空航天器分別根據美國宇航局與波音公司這兩個太空航天器分別根據美國宇航局與波音公司 (BA.N)(BA.N) 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和洛克希德馬丁公
司司 (LMT.N)(LMT.N) 的合同建造的合同建造。。

這也標誌著美國宇航局在阿波羅後載人航天計劃的方向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也標誌著美國宇航局在阿波羅後載人航天計劃的方向發生了重大變化。。此前數十年來此前數十年來，，航航
天飛機和國際空間站一直專注於近地球軌道天飛機和國際空間站一直專注於近地球軌道。。

阿爾忒彌斯以古希臘神話中阿波羅的孿生姐妹女神命名阿爾忒彌斯以古希臘神話中阿波羅的孿生姐妹女神命名，，目標是最早在目標是最早在 20252025 年將宇航員送年將宇航員送
到月球表面到月球表面。。

從從 19691969 年到年到 19721972 年年，，有有 1212 名宇航員在六次阿波羅任務中在月球上行走名宇航員在六次阿波羅任務中在月球上行走，，這是迄今為止唯一這是迄今為止唯一
多次將人類送上月球表面的太空飛行多次將人類送上月球表面的太空飛行。。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 Neil Armstrong )( Neil Armstrong ) 成為踏足月球表成為踏足月球表
面的第一人時說的這句話面的第一人時說的這句話：“：“這是我邁出的一小步這是我邁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邁出的一大步卻是人類邁出的一大步。”。”令人至今難以忘令人至今難以忘
懷懷。。

但是但是，，冷戰期間美蘇太空競賽中誕生的阿波羅冷戰期間美蘇太空競賽中誕生的阿波羅，，技術還不夠成熟技術還不夠成熟，，不像現在的阿爾忒彌斯那不像現在的阿爾忒彌斯那
樣以科學為導向樣以科學為導向。。

新登月計劃已經招募了新登月計劃已經招募了 SpaceXSpaceX 等商業合作夥伴以及歐洲等商業合作夥伴以及歐洲、、加拿大和日本的航天機構加拿大和日本的航天機構，，以最終以最終
建立一個長期的月球運營基地建立一個長期的月球運營基地，，作為更雄心勃勃的人類火星航行的墊腳石作為更雄心勃勃的人類火星航行的墊腳石。。

讓讓 SLS-OrionSLS-Orion 航天器離開地面是關鍵的第一步航天器離開地面是關鍵的第一步。。它的第一次航行旨在讓這艘重達它的第一次航行旨在讓這艘重達 575575 萬磅萬磅
（（約約260260噸噸））的飛行器在一次嚴格的試飛中通過其步伐的飛行器在一次嚴格的試飛中通過其步伐，，突破其設計極限突破其設計極限，，並旨在證明該航天器並旨在證明該航天器
適合宇航員駕駛適合宇航員駕駛。。

如果任務成功如果任務成功，，阿耳忒彌斯二號載人繞月飛行最早可能會在阿耳忒彌斯二號載人繞月飛行最早可能會在 20242024 年到來年到來，，隨後幾年內隨後幾年內，，該計該計
劃將首次搭載阿耳忒彌斯三號的宇航員登月劃將首次搭載阿耳忒彌斯三號的宇航員登月，，其中一名是女性其中一名是女性。。

SLSSLS 被譽為世界上最強大被譽為世界上最強大、、最複雜的火箭最複雜的火箭，，代表了美國航天局自阿波羅時代的土星五號以來代表了美國航天局自阿波羅時代的土星五號以來
建造的最大的新型垂直發射系統建造的最大的新型垂直發射系統。。

除非最後一刻遇到困難除非最後一刻遇到困難，，否則周六的倒計時應該以火箭的四個主要否則周六的倒計時應該以火箭的四個主要 RS-RS-2525 發動機及其雙固體發動機及其雙固體

火箭助推器點火而結束起飛火箭助推器點火而結束起飛，，產生產生 880880 萬磅的推力萬磅的推力，，比土星五號的推力增加約比土星五號的推力增加約 1515%%，，使航天器直使航天器直
衝雲霄衝雲霄。。

發射後約發射後約 9090 分鐘分鐘，，火箭的上級將把獵戶座推離地球軌道火箭的上級將把獵戶座推離地球軌道，，進行為期進行為期 3737 天的飛行天的飛行，，將其帶到將其帶到
距離月球表面距離月球表面 6060 英里的範圍內英里的範圍內，，然後飛出月球然後飛出月球 4040,,000000 英里英里（（6464,,374374 公里公里））並返回地球並返回地球。。

預計該太空艙將於預計該太空艙將於 1010 月月 1111 日在太平洋降落日在太平洋降落。。
雖然不會有人登上太空艙雖然不會有人登上太空艙，，但獵戶座將搭載三名模擬機組人員但獵戶座將搭載三名模擬機組人員———一名男性和兩名女性人體—一名男性和兩名女性人體

模型模型———配備傳感器來測量現實生活中宇航員會經歷的輻射水平和其它壓力—配備傳感器來測量現實生活中宇航員會經歷的輻射水平和其它壓力。。
該任務的首要目標是測試獵戶座在重返地球期間隔熱罩的耐用性該任務的首要目標是測試獵戶座在重返地球期間隔熱罩的耐用性，，因為它在從月球軌道返回因為它在從月球軌道返回

時以時以 2424,,500500 英里英里//小時小時（（3939,,429429 公里公里//小時小時））或音速的或音速的 3232 倍撞擊地球大氣層倍撞擊地球大氣層 -- 遠快於更常見的從遠快於更常見的從
地球軌道返回的太空艙重新進入地球軌道返回的太空艙重新進入。。

隔熱罩的設計可承受重新進入的摩擦隔熱罩的設計可承受重新進入的摩擦，，預計會將太空艙外的溫度提高到接近預計會將太空艙外的溫度提高到接近 55,,000000 華氏度華氏度（（22,,
760760 攝氏度攝氏度）。）。

SLS-SLS-獵戶座飛船經過十多年的開發獵戶座飛船經過十多年的開發，，經過多年的延誤和預算超支經過多年的延誤和預算超支，，迄今已花費美國宇航局至迄今已花費美國宇航局至
少少 370370 億美元億美元，，包括設計包括設計、、建造建造、、測試和地面設施測試和地面設施。。 NASANASA 監察長辦公室預計監察長辦公室預計，，到到 20252025 年年，，ArAr--
temistemis 的總成本將達到的總成本將達到 930930 億美元億美元。。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捍衛登月計劃對太空探索的一個好處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捍衛登月計劃對太空探索的一個好處是，，它創造了數以萬計的就業機會它創造了數以萬計的就業機會
和數十億美元的商機和數十億美元的商機。。

BB44
星期二       2022年9月6日       Tuesday, September 6, 2022

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拉起腐烂原木的树皮，蹲下身子翻

动一把土壤，或者只是静静地坐着，凝

视一片野花中的来来往往。

理所应当的，应该看到生命。

无论你在看什么，它都不是微不足

道的——虫子们是地球生物机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部分。你所看到的小生物是

一切景观的生命线，是自然界赖以延续

的保障。

昆虫的重任

昆虫在4亿多年前首次出现在陆地上

，今天，它们承担着生态的重任——如

果没有昆虫，很难想象复杂的生态系统

会如何进化。

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地球上草食脊

椎动物的肉，绝大部分是被这些细小的

下颚吃掉的。昆虫消耗的动物肉是所有

尖牙利爪食肉动物加起来的数倍，比例

可能是10比1。

可以说，在任何栖息地，无论是非洲

的大草原还是一块小小的后花园，蚂蚁通

常都是最主要的食肉动物。如果你觉得这

结论听起来难以置信，请考虑一下，尽管

昆虫个体很小，但它们却非常多。

昆虫也为世界上大约25万种开花植

物中的绝大多数授粉。

这是一个“互利互惠”的版本，已

经存在了约1亿年，并产生了丰富的物

种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两万种蜜蜂

对开花植物生命的持续生存负有责任，

其中包括一长串我们吃的东西：水果和

蔬菜，从后院的桃李、南瓜、豌豆到进

口的樱桃、可可。

同样重要的是，昆虫是世界的食物。

绝大多数鸟类、蝙蝠，其他许许多

多脊椎动物物种，都非常依赖于吃昆虫

，如果没有可靠的六条腿零食供应，将

产生严重的连锁效应。

哦，对了，别忘了专业的垃圾回收

者，苍蝇和甲虫，它们清理粪便和处理

尸体（蛆）。

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如果你想了解

自然界，你需要了解昆虫。毕竟，世界

上所有的脊椎动物，从猫咪到大象，数

量、多样性上真的无法相比，它们只占

所有物种的3%。

消亡的昆虫

记得一位

小学老师在家

长会上点名批

评我——会被

教室里飞的虫

子分心。她完

全没有冤枉我

。自从上学以

来，苍蝇和其

他昆虫一直在

分散我的注意

力。

然而，今

天，这些分散

注意力的东西

越来越难找到

了。

面对密集

的耕作方式、

交通运输的增

长和城市发展

的蔓延，野生

环境和生活在

其中的物种数

量明显减少。

40 岁或 50

岁以上的任何

人都会记得，

特别是在夏季，夜间的路灯下，一群人

围着下象棋，头顶是密密麻麻的飞虫；

以及飞溅的昆虫残骸是如何覆盖汽车挡

风玻璃和前照灯的，以至于需要进行一

定程度的大力刮除才能将其清除。

对比现在，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但变化是缓慢的，以至于没有人意识

到发生了什么。这种效应被称为“基线

偏移综合征”——我们对自己所看到的

情况习以为常，却没有觉察到已经失去

了多少。

缓慢、稳定的削减不会敲响任何警

钟。这些数字可能会下降一半或更多，

但只要是逐渐发生的，就很容易错过。

一年又一年，基线不知不觉地向左移动

，成为“新常态”。

现在到处飞来飞去的昆虫比小时候

少得多，这首先是因为昆虫和其他自然

生物可以繁衍生息的荒野也少了很多。

我们为集约农业、城市园林所占用

的土地定期喷洒杀虫剂，其威力比之前

使用的杀虫剂大数百倍，最终被禁止使

用（DDT）。

即使是在公园，昆虫群一样稀少。

比如，沥青铺面、碎石、栽培的花朵没

有给蜜蜂提供什么食物，最糟糕的是，

铺设人工草皮——铺的像是一个无菌的

花园，没有蚊虫的沮丧，但也没有蜂蝶

的惊喜。

地球并不仅仅是我们的。从某种角

度上说，我们人类是这个由昆虫建造和

维护的星球表面上的新居民。

如果生态系统适合丰富多样的昆虫

生存，那么它们也绝对是大多数其他物

种的理想伊甸园，包括我们自己。

据说佛陀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觉悟

，洞见三界因果。小小的昆虫，所背负

的也是世界的生灭，希望你我，每个人

都能悟到。

关于昆虫的真相：
自然界赖以延续的重要生物，正不断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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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確診人數呈上升趨勢
BA.5個案料持續增至90% 專家倡推第四階段“疫苗通”

香港29日新增8,488宗新冠肺炎確診

個案。傳染力極強的新變異病毒BA.4或

BA.5已成為新冠病毒主流，佔新增確診

個案52.8%，之前染疫的市民更有可能二

次確診。香港衞生防護中心29日表示，

近日二次確診人數有上升趨勢。香港特區

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隆相信，香港的BA.5

個案佔比會持續增加至90%，每日新增確

診個案或上升至兩萬宗，整個9月仍處於

上升軌道，但“一刀切”收緊防疫措施的

代價太大，建議加強“老弱婦孺”等高危

人群疫苗接種率。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

中心總監何栢良建議特區政府馬上落實第

四階段“疫苗通行證”、取消接種第二針

與第三針的半年限制，把“疫苗通行證”

涵蓋至12歲以下人士，以及調低接種第

四針的年齡限制。只要降低重症率，入境

檢疫期甚至可以放寬至“0+7”。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
29日疫情

院舍及學校疫情
◆7間老人院及2間殘疾院舍出現確診個案

◆114間學校呈報206宗個案，包括153名學生和53名教職員，以下班別需停課一周：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12A班
•屯門加州天地幼稚園K3A班•大埔明雅國際幼兒學校PG1B AM班
•弘志幼稚園（東涌）PM班 •黃大仙陳蔭川欣康幼兒中心海洋課室
•沙田靈光幼兒學校K1友樂班 •上環Island Christian Academy 2B班

◆油尖旺區蔚思幼稚園K2A班上周五（25日）因有多宗個案開始停課，其後該校陸續再有學生及教
職員確診，累計14名學生及5名職員染疫，全校停課一星期

變異病毒
◆懷疑Omicron BA.4及BA.5個案佔比升至52.8%（88%為BA.5），BA.2.12.1佔比略降至6.9%

醫管局概況
◆現有2,556名確診者留醫，其中338人為新增患者
◆新增11人危殆，合計52人危殆，其中17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新增9人嚴重，合計40
人嚴重
◆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病房1名55歲男病人8月27日確診，調查後再發現8名男病
人染疫，該病房已暫停接收新症

◆17個月大男嬰轉危殆，昏睡情況增加，為保護男童呼吸道，防止他不
能夠呼吸，需插喉及使用呼吸機，但維生指數正常，並無發燒，仍

於瑪嘉烈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本地病例：8,252宗
•輸入個案：236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4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455宗

新增
總確診個案：

8,488宗

◆蔚思幼稚園全校有14名學生和5名教職
員染疫，全校停課一星期。圖為蔚思幼稚
園。 中新社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29日
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政府化驗所8月26日

的最新檢測結果顯示，懷疑Omicron BA.4及BA.5
個案佔比持續上升至 52.8%（當中 88%懷疑是
BA.5；12%疑是 BA.4），BA.2.12.1 佔比略降至
6.9%，BA.5已超越BA.2.2，成為香港主流新冠病
毒。雖然29日新增個案回落到九千宗以下，但她指
出每日個案有起伏，不能完全反映真實趨勢。

第五波期間，不少市民受BA.2.2感染，但隨着
BA.5成為主流，第五波的康復者也有可能再中招。
張竹君說：“二次感染我們暫時看到數字是1%至
2%之間，略略上升了少少，可能我們與第五波早
期，2月至3月開始時都距離接近半年，可能有些
人的免疫力都開始低。”

17月大男童轉危殆插喉
至於較早前確診的17個月大男童，情況轉為

危殆，他昏睡情況增多，要插喉及用呼吸機保護氣
道，維生指數穩定，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
及標準）劉家獻說：“他曾經抽筋，抽筋時試過呼
吸不順，甚至懷疑他曾停止呼吸，究竟會否有影響
呢，這些也有很多原因。”

政府專家顧問、兒科專家劉宇隆教授29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相信香港疫情會如海外一
般，整體疫情隨着BA.5佔比上升而升溫，直至
BA.5及BA.4佔比增至八九成時，疫情才會回落。

他以新加坡為例表示，當地疫情最高峰時，每
一百萬人口就有2,000宗確診，若以此推算，料香
港確診數字介乎1.4萬至2萬宗時才會“見頂”。但
新加坡防疫措施較香港寬鬆，因此香港疫情上升速
度仍較緩慢，料整個9月都處於上升軌。

但劉宇隆強調，嚴苛的入境檢疫措施會令香港
百業蕭條，而且輸入個案的比例較低，故現時“3+
4”的入境檢疫措施不能輕言收緊。而學生正常上
課最為健康，因此也應堅持面授課程，不應“走回
頭路”。只要加強“老弱婦孺”高危人群疫苗接種
率，堅持全港師生每日快測，就能順利堅持至混合
免疫平衡，疫情回落。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認為，目前
是推高混合免疫效果的好時機，建議特區政府盡快
考慮落實第四階段“疫苗通行證”，即取消接種兩
針後6個月的寬限期，鼓勵所有市民接種第三針，
以換取生活“復常”。

他又認為，目前境外抵港人士所帶的病毒，與
香港正在爆發的病毒並無分別，加上入境者有“黃
碼”及定期檢測安排，風險可控。特區政府應推行
入境檢疫隔離“0+7”的方案，作為提升疫苗接種
率的誘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文森）全港數
十萬中小學生將於周四開學，為加強保障整體校
園安全，教育局要求師生提前2天，即今日開始做
快速檢測，同時更新《學校健康指引》。局方表
示，29日已與校長代表交流，教界對此反應正
面。衞生防護中心亦認同有關做法謹慎，有助防
止校內傳播，讓學生能正常面授上課堂。有校長
表示，受疫情困擾兩年多，如今師生家長普遍認
為應於學業與抗疫間取平衡，期待能如常面授開
學不想依賴網課，相信家長都會盡力配合快測。
有校長則關注到措施通知期較短，加上學校要於
開學當天檢查3日（8月30日至9月1日）紀錄，
遇到有“烏龍”的學生，或會出現混亂。

蔚思幼稚園全校停課一周
衞生防護中心29日公布，接獲114間學校共

呈報206宗陽性個案，包括153名學生及53名教
職員。多校個別班級在過去一周有超過兩宗個
案，需要停課一星期，爆發規模較大的學校包括
蔚思幼稚園K2A班，上周四（25日）開始停課，

仍陸續有學生發病，累計14名學生及5名職員染
疫，因此全校停課一星期。

疫情升溫之際又迎來中小學開學，學生在校
園內的接觸勢將大增。教育局表示，29日與學校
議會及校長會代表就新學年開學安排以網上會議
交流，其中為加強防禦，會要求學校鼓勵師生提
早於今日起進行快測，學界對此反應正面，局方
今日會向學校發信通知詳情並更新《學校健康指
引》。

對小學生提前於開學前2天做快測，衞生防
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29日回應指，相關做
法是謹慎方法，可防止校內傳播，有助學生可以
正常面授課堂，防止病毒爆發。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校長孔偉成29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老師、家長和學生普遍
對如常面授開學感期待，“以前當然是抗疫行
先，但經過兩年多，大家都會覺得學業與疫情間
應取得平衡，明白返學其實好重要，相信家長們
會配合（提前快測）。”

他說，校內同事已隨時準備透過電子平台

提醒家長，相信提前快測是希望達到“早做早
知”的效果，亦可幫助學生預早適應每日快測的
安排，惟他亦關注學校是否需要仔細檢查共3天
的快測紀錄，“假如在開學日發現有同學（今、
明）2天無做快測，學校某程度上無咩可以
做。”

培僑中學校長伍煥杰表示，他是從新聞上知
悉提前2天快測的要求，正等待教育局的正式通
知，再盡快向家長發通告。不過他表示，部分新
生或未有學校電子通告的賬號，有可能錯過快測
信息，又關注到學校開學當天是否需要詳檢相關
快測紀錄，“學校一般會印製表格，供學生填寫
快測結果並由家長簽名，但亦會有一批學生會以
‘手機影相’方式作紀錄……如果要老師逐一去
看同學3天的檢測相片，有機會出現混亂。”

他直言，放長假後的開學日，難免會有個別
“烏龍”學生，“假如當日陰性，但未能提交之
前2天結果，學校應否讓學生課室？”他希望教
育局可清晰說明，幫助學校及教師消化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疫情
轉趨嚴峻，早前重開的亞博館新冠治療中心的床
位幾近滿額，醫管局日內將加開床位。另外，若
公院兒科病房爆滿，將使用成人病房接收兒科病

人，但加開床位接收新冠患者，同時需要從聯網
調動人手，或會影響公立醫院非新冠服務。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29
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上周重開的亞博館新冠
治療中心，初時提供200張病床，但截至28日已
有173名病人在該中心留醫，病床已接近飽和，
局方期望再加開100張病床。雖然亞博館最多可
提供400至500張病床，但由於加床需要增加人
手，或將影響公立醫院其他服務。

除亞博館外，劉家獻表示，每個聯網醫院都
有開病床收病人，第三階段病床調配將提供2,500
至5,000張病床，未來預測會隨確診人數增加。
這些病床包括兒科病床，一律劃為成人病房，但

當兒科病床爆滿時，便會使用這些病床接收兒科
病人，並已預留人手。由於公眾對指定診所及遠
程醫療需求越來越高，為調配更多資源，有部分
普通科門診服務受影響，期望公眾體諒。

另外，一共能提供786個床位的啟德檢疫中
心將於本周五投入運作，接收經衞生防護中心界
定為密切接觸者的安老院院友，初期有260張床
投入服務，提供基本膳食及護理支援，不另收
費。東華三院和基督教靈實協會將組成照顧專
隊，為中心內的長者提供暫時照顧服務，而衞生
署會協助長者進行醫學監察。社署表示，會繼續
密切留意疫情發展，如有需要，中心餘下的床位
亦會隨時啟用。

香港教育局促師生提前做快測

亞博館快爆滿 醫管局將加床

◆啟德檢疫中心共設有786個床位，接收經生防
護中心界定為密切接觸者的安老院院友。 中通社

◆教育局要求師生提前兩日快測。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左三）29
日到訪聖若瑟書院，了解學校防疫抗疫及準備開學情況。

蔡若蓮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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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電影《閃亮的軍號》曝全新預告
9月10日致敬教師節，全國銀幕上映

全國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牛犇領銜主演，

裴炯棋、王侃主演，韓天善導演的兒童電影

《閃亮的軍號》發布最新預告，影片將於 9月

10日致敬教師節，全國公映、傾情奉獻！用影

像傳遞紅色記憶，用銀幕故事詮釋出信仰的力

量和照金精神的傳承。影片講述了革命老區陜

西省銅川市紅色照金的少年們，在暑期踴躍參

加“小紅軍夏令營”，發現了鄭爺爺珍藏的紅

軍時期老軍號，去追尋紅色足跡，激勵他們克服

艱難險阻，勇往向前，鍛煉成長的故事!

近日在北京召開的研討會上，專家肯定了

《閃亮的軍號》在兒童電影敘事和藝術上的探索

與嘗試，電影最可貴的是以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照

金為背景，將弘揚照金精神恰如其分地貫穿始終

，傳達了宏大的思想價值！是壹部難得的少兒主

旋律電影，讓觀眾耳目壹新，了解新時代下少年

們勇敢堅強的新風貌，更能貼近觀眾，親近孩子

們喜聞樂見，引發共鳴！

紅色軍號鑄就軍魂
牛犇85歲高齡扮演老紅軍
在影片發布的最新預告片中，壹把飽經炮

火硝煙洗禮的紅軍老軍號拉開了故事的序幕。

牛犇85歲高齡扮演老紅軍戰士鄭紅兵，他鏗鏘

有力的呼喊：“我們還有孩子，讓孩子們繼續

地吹！”把紅軍留下的老軍號化作壹顆“紅色

種子”，傳承紅色基因給下壹代，賡續紅色血

脈。同時小演員鄭思源斬釘截鐵地回答壹句：

“我絕不當逃兵”。實現了這壹代人要承前啟

後的責任擔當，展現了戎裝少年們，鬥誌昂揚

戰沙場，探險模擬重走紅軍長征路，挑戰帶來

的成長！短短兩句話不僅讓我們感受了紅色基

因生生不息，代代相傳，看到了勇敢堅強的新

壹代，經受風雨磨練，茁壯成長，實現了文明

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成功，努力成為擔當民

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值得壹提的是，電影《閃亮的軍號》由著名

電影表演藝術家牛犇領銜主演，其塑造角色時認

真鉆研的精神以及本人采訪時與生俱來的幽默，

被稱之為“影壇常青樹”，已經85歲高齡的他

，此次飾演了壹名老紅軍戰士鄭紅兵，更是將老

戰士骨子裏的堅韌與對待晚輩時的謙和親切詮釋

的到位得體。牛犇在現場主動要求拍攝，在體力

上高難度爬高處取老軍號的鏡頭，他的敬業表現

讓所有主創團隊深受感動，是電影工作者學習的

榜樣，也讓觀眾更加對影片充滿了期待！

講好紅色故事
在童趣的影像世界中傳承紅色精神
用當代的少年兒童傳承紅色基因的故事，讓

過上富足生活的青少年了解到現實生活的來之不

易，有很重要的教育意義。該影片傳達出對老壹

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敬之情，挖掘出戎裝少年

對集體、團結、英雄的渴望，充分利用他們更容

易接受的表現形式，暑期參加“小紅軍夏令營”

，經歷壹段刻骨銘心的軍旅生活，去了解和感受

他們崇敬的革命英雄先烈，而作為壹個活生生的

學習榜樣，引導其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築牢理

想信念之基，更好地發揚革命精神和優良作風，

該影片充分實現了兒童電影的童真童趣與紅色基

因傳承的宏大主題的結合。

同時，影片突出壹個紅色軍號傳承的特殊視

角來構建故事，也賦予了其所特有的生動文化內

涵，淋漓盡致地融合了軍旅、探險、勵誌、傳承

的創新表達，打開了全新好少年鍛煉成長的視野

，真實體現了歷史與現實的血脈傳承。在當下積

極貫徹落實教育“雙減”政策，優化青少年成長

社會環境，搭建青少年溝通社會的橋梁起到了有

益的探索，使青少年走出教室，走出校園，走向

廣闊天地時對於夢想與現實，平凡與英雄，堅持

與放棄等深刻思考！在追逐夢想的道路上，經風

雨見世面，自強不息，收獲未來！以講好紅色故

事，傳承紅色基因，用紅色故事中蘊含的革命精

神和時代價值，培養青少年在社會實踐中明確人

生方向和堅定信念，厚植愛國情懷。

兒童電影《閃亮的軍號》由中國關心下壹代

工作委員會，中共銅川市委指導攝制，慶祝中國

兒童電影誕辰100周年（1922-2022）。陜西天朗

乾坤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千朗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總發行。9月10日，致敬教師節，

全國公映，傾情奉獻！讓我們壹起去體驗美好難

忘的童年記憶，在寓教於樂中回顧感人至深的故

事吧！

電影《世界上最愛我的人》曝“譚卓怒罵渣男”正片片段

戳中女性共鳴
今日，由黃嶽泰監制、執導，

王千源、譚卓領銜主演，黃楊鈿

甜、艾米、周鐵、安得路、鞏金

國主演，王大陸特別出演的電影

《世界上最愛我的人》正在熱

映。觀眾口碑持續發酵，直言

：“這是壹部能走進人心的親情

力作，真實展現了女性所面臨的

現實困境。”還有觀眾感嘆：

“電影拍的內容太真實了，道德

的拷問和情感的掙紮從頭至尾，

我也是從頭哭到尾，後勁太大。”

也有觀眾抒發真心：“再溫柔的

媽媽，只要為了孩子都會變成戰

士。”王千源譚卓同臺飆戲實在

過癮，兩位小演員的演技也令人

十分驚喜。

溫柔母親為女兒變“不屈戰士”
譚卓實力演技征服觀眾
“譚卓怒罵渣男”這壹段劇

情內容，展現出的單親媽媽群體

面臨的現實困境引起觀眾共鳴。

歐立春（譚卓 飾）在女兒江曉魚

（黃楊鈿甜 飾）突發重病後給渣

男前夫打電話，希望作為父親的

他能回國看看孩子，卻被殘忍拒

絕，終於忍無可忍：“四處生四

處不管，每個孩子都沒有爸爸，

妳配不上曉魚這麼好的孩子。”

有觀眾感慨：“譚卓演技太好了

，想不到有誰會比她更適合這個

角色，真正的演員，靠的是實

力”，更有觀眾為歐立春抱不

平：“既然選擇組建家庭，就要

對孩子負責，這是男人應該做的

。”實力派演員譚卓再演銀幕虐

心母親形象，身陷兩難境地，壹

心救女角色情緒飽滿。在面臨女

兒的巨額醫藥費時，壹句“我不

會讓我女兒等死的”，讓不少觀

眾當場落淚，“作為母親感同身

受，再苦再累，只要能救女兒，

相信每個母親都不會放棄。

影片中因孩子生病讓兩個家庭

在危難中相遇，現實的殘酷和時

間的緊迫成為他們身上背負的沈

重枷鎖。為救女兒，他們不惜以

身犯險，與時間賽跑，壹個是為

了能在女兒瀕危之際及時搶救，

學習醫療知識的父親丁壹鳴（王

千源 飾），壹個是變賣家產，四

處舉債為女兒籌錢治病的母親歐

立春。兩人雖身在不同的家庭，

但卻陷入同樣的絕望之中，他們

拼盡全力，也只是為了讓自己的

孩子能活下去。長大後才知道，

能為妳不顧壹切，永遠無條件愛

妳的人只有父母。

王千源譚卓引爆淚崩瞬間
觀眾表示壹包紙巾不夠哭
影片將鏡頭對準到女兒身患重

病的父母身上，真實地展現出了他

們面對病魔的無力與絕望。兩個家

庭為救各自女兒四處奔波，親情、

友情、矛盾的交織中，詮釋了壹段

動人故事。自8月26日上映以來，

口碑壹路攀升，許多觀眾被紮心的

救女情節和細膩感情所打動，“太

催淚了，壹包紙巾都不夠哭”、

“壹定要帶爸媽去二刷”、“看完

想爸爸媽媽了”，網友紛紛化身

“自來水”，表態要將本片推薦給

更多人。

王千源、譚卓兩位主演成熟的

演技，更是令觀眾贊不絕口，“不

愧是實力派演員，演技炸裂！看他

倆對戲很容易共情，眼神裏都是戲

！”兩位把女兒危在旦夕後強撐著

不敢崩潰，安慰女兒的隱忍情緒演

繹得十分揪心，成為引爆觀眾淚點

的重磅催淚彈。世界上最愛妳的人

永遠是父母，有些事，窮極壹生都

改變不了。大家壹定要去影院體悟

愛，感受愛，才能更加理解父母對

孩子的付出。

電影《世界上最愛我的人》由

山東最幕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夢想

國際影業（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頌歌影業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魚樂影業（山東）有限公司、北

京愛豆互動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

出品。影片正在熱映中，以愛之名

帶父母壹起走進影院，讓電影替妳

說出那句“我愛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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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美國年度樂
壇盛事“2022 MTV 音樂錄影帶頒獎禮”
（MTV VMA 2022）在當地時間28日晚間於
新澤西州舉行，韓國人氣女團BLACKPINK不
單現身演唱新歌《Pink Venom》，還奪得最佳
元宇宙表演獎和最佳韓國流行音樂獎兩大獎
項。其成員Lisa憑個人單曲《LALISA》贏得

最佳K-Pop大獎，讓她成為首位韓國個人女歌
手首度贏得VMA，威風八面。人氣男團BTS
（防彈少年團）奪得年度組合獎；另一隊男團
SEVENTEEN憑《Rick With You》奪得年度
Push演出獎。

另外，24歲說唱歌手Jack Halow抱回四座
大獎，其主唱歌曲《First Class》奪最佳夏日歌
曲外，與Lil Mas X合作的《Industry Baby》
獲頒最佳合唱、視覺效果及美術設計獎。Tay-
lor Swift 成功憑《All Too Well：The Short
Film》微電影MV拿下“最佳導演”、“最佳
長篇音樂錄影帶”和壓軸大獎“年度最佳音樂
錄影帶”。此外，典禮上一大亮點，就是荷里
活影星尊尼特普（Johnny Depp）化身為MTV
音樂大獎盃上的“太空人”，驚喜空降於
MTV舞台上方，邊降落邊開玩笑：“你知道
的，我需要工作！”

BLACKPINK
揚威VMA頒獎禮

◆◆BLACKPINKBLACKPINK演出掀起頒獎禮高潮演出掀起頒獎禮高潮。。

◆◆LisaLisa拿到大獎拿到大獎
喜形於色喜形於色。。

◆◆樂壇天后樂壇天后Taylor SwiftTaylor Swift是頒獎禮常客是頒獎禮常客。。

何雁詩讚兒子旺父

《長津湖之水門橋》摘長春電影節最佳影片

朱一龍馬麗分奪金鹿獎
最佳男女演員第十七屆長春電影節

獲獎名單
最佳影片獎：《長津湖之水門橋》
評委會大獎：《你是我的春天》

最佳導演獎：薛曉路《穿過寒冬擁抱你》
最佳男演員：朱一龍《穿過寒冬擁抱你》
最佳女演員：馬麗《這個殺手不太冷靜》

最佳攝影獎：《狙擊手》
最佳音樂獎：《如果有一天我將會離開你》

最佳剪輯獎：《鐵道英雄》
最佳編劇獎：《奇跡．笨小孩》

最佳處女作獎：李亘《如果有一天我將會離開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子
棠）英皇集團為慶祝迎接80周
年 誌 慶 ， 特 別 呈 獻 “From
Time To Timeless”（歷久不
渝）誌慶短片，分為上下兩集。
短片由張敬軒聲演，還得到英皇
集團主席楊受成（楊生）及副主
席楊政龍（Alex）首度獻聲，成
驚喜彩蛋。

短片中，軒仔以鬼馬聲音穿
梭時空，道出集團成立80年來
的經典場面與發展歷史。難得兩
位老闆開金口為短片配音，軒仔
除了分享開聲之道，還笑言能夠
向兩位老闆“作出指導”是人生
成就解鎖項目，大讚兩位好有天
分！而軒仔更親自兼任調音師，
務求令短片達至最佳效果。

今次錄音選址在 AVON
STUDIO進行，首次參與集團
周年盛事的軒仔表示：“加入公
司以來，第一次參與集團的周年
誌慶，感謝老闆們的賞識，選擇
在AVON這個為香港樂壇製作
無數經典金曲的地方進行錄音。
老闆和 Alex 雖然是第一次配
音，但完全得心應手，不用15
分鐘已完成，還很專業地以不同
節奏、語調錄了幾個版本。平日
多是老闆提點我有關工作及做人
處事的貼士，今次終於有機會為
老闆們提供錄音心得，唔知之後
有冇機會邀請到老闆同Alex參
與我新歌 featuring （友情演
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何雁詩產後
首度於商場主題活動中亮相，榮升媽咪只有3
個月，她已極速收身。她透露目前已回復生產
前的體重，她在佗BB時只重了17磅，可能是
懷孕期間仍繼續做運動，以及兒子又提早了兩
周出世，到生了BB之後，她維持一周3次的運
動量，故很快便已收身成功。

何雁詩29日是產後首度外出工作，她坦言
很掛念BB，於活動前都拿着BB的照片和片段
來看。她指愛兒現懂得跟她互動，也經常會
笑，不過湊B最辛苦是餵夜奶，自己無得瞓，
尤其最初段餵哺母乳，不過現已轉餵奶粉。何
雁詩表示每星期有一兩次自己的時間，由老公
鄭俊弘和媽咪幫手湊仔：“老公都好幫得到
手，比想像中出色，他還很放鬆享受湊仔過
程，反而是我比較緊張，所以換片和沖涼的任
務交給老公負責會很放心，我就負責餵奶和清
理。”愛兒出生後，老公多了工作賺錢又劇接
劇，何雁詩大讚兒子好旺爸爸，而老公在她產
後一個月便問何時追多個女，她則表示懷胎十
月自己都很疲累，還是待休息足夠後再去計
劃。她表示未來仍會繼續工作，明年想出新
歌，而在她懷孕期間曾報讀音樂課程，未來想
儲多些歌和多些錢再自資出唱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冶、林凱）第十七屆中國

長春電影節28日晚閉幕。《長津湖之水門橋》斬獲今

屆中國長春電影節金鹿獎最佳影片獎。朱一龍與馬麗

分別奪得最佳男、女演員獎。港星羅嘉良作為本屆長

春電影節最佳男主角頒獎嘉賓，對於香港與內地電影

文化市場不斷交流合作，感到十分欣喜。

憑藉電影《這個殺手不太冷靜》奪得今屆金
鹿獎最佳女主角的馬麗表示：“我是從話

劇走出來的，然後走向了電影，團隊的力量、
喜劇的魅力讓我一直保持着我最好的狀態。”
長春電影製片廠，同時也是一張行走的長春文
化名片。而憑藉着《穿過寒冬擁抱你》這部電
影，斬獲最佳男演員獎的青年演員朱一龍則表
示：“這是我第一次來長春，也是第一次獲得
這樣的榮譽，感謝長春電影節評委對我的鼓勵
和認可。”

作為國家級電影節，第十七屆中國長春電
影節金鹿獎十大獎項獲獎情況備受矚目，眾多
電影人一起見證了蓬勃發展的中國電影力量。
以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中的長津湖戰役後期的
水門橋戰役為背景創作的宏大敘事影片《長津
湖之水門橋》，摘得本屆中國長春電影節金鹿
獎最佳影片獎。

上台領獎時，博納影業董事長于冬感慨地

說：“長津湖系列是在疫情最肆虐的時候我們
艱苦拍攝，創作了這部鴻篇巨製，我特別要感
謝的是廣大觀眾，是廣大觀眾、有2.3億觀影人
次走進了電影院，是觀眾的合力托舉創造了中
國電影的影史票房新紀錄，98.4億元（人民
幣）的票房。”

本屆最佳導演是執導《穿過寒冬擁抱你》
的薛曉路，她表示：“感謝長春電影節對這部
電影的厚愛和對我的認可，以後會繼續努力，
爭取和更多的導演合作，拿出更好的作品。”

羅嘉良喜見香港與內地電影交流
當晚電影節閉幕，明星們穿過一個光影歲

月的長廊，步入紅地毯館。多位電影藝人、評
委齊聚長春，更有鄭鈞、胡夏、尚雯婕等明星
擔任表演嘉賓。作為本屆長春電影節最佳男主
角頒獎嘉賓，羅嘉良同樣備受矚目。在內地拍
攝影視作品多年，他深刻地感受到內地電影市

場文化的變化。“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電影出現
在銀幕上，我覺得非常棒。”

談及對主辦方長春的印象，羅嘉良表示，
已經不是首次來到長春市：“我來過很多次長
春，長春在電影界地位很重要，長春電影製片
廠是是歷史非常悠久的，好多年前拍過《昭君
出塞》，導演是長春電影製片廠導演，所以從
那個時候開始就知道長春電影製片廠。”

如今，香港與內地電影文化市場不斷交流
合作，羅嘉良也十分欣喜，他表示：“很多人
都在做這件事，大灣區助推發展，我們交流途
徑也很多，現在大家看到的東西、交流也很順
暢，出現很多不同的作品，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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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納影業董事長博納影業董事長
于冬出席長春電影于冬出席長春電影
節閉幕禮節閉幕禮。。

◆◆中國長春電影節閉幕中國長春電影節閉幕
式暨頒獎典禮式暨頒獎典禮2828日晚日晚
在吉林省長春市舉行在吉林省長春市舉行。。

◆◆馬麗憑藉馬麗憑藉《《這這
個殺手不太冷個殺手不太冷
靜靜》》獲得最佳女獲得最佳女
演員獎演員獎。。

◆◆羅嘉良羅嘉良（（右右））為最佳男主角頒獎為最佳男主角頒獎。。 ◆◆朱一龍獲獎並發表獲獎感言朱一龍獲獎並發表獲獎感言。。

◆◆何雁詩已回復生產前何雁詩已回復生產前
的體重的體重。。

◆◆軒仔笑言能向兩位老闆軒仔笑言能向兩位老闆““作出指導作出指導””是人生成就是人生成就
解鎖項目解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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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婦女正在整理和安排她的藥品一位婦女正在整理和安排她的藥品，，以決定如何支付她的醫療費以決定如何支付她的醫療費、、電費和電費和
電話費電話費。。根據美國國家能源援助主任協會的數據根據美國國家能源援助主任協會的數據，，目前大約六分之一的美目前大約六分之一的美
國家庭國家庭，，即超過即超過20002000萬戶萬戶，，拖欠水電費拖欠水電費

週二拜登為聯邦調查局辯護提倡禁止攻擊式武器週二拜登為聯邦調查局辯護提倡禁止攻擊式武器
拜登制定了拜登制定了370370億美元的計劃用於打擊犯罪和增加執法資源億美元的計劃用於打擊犯罪和增加執法資源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週二週二，，總統拜登有力地為聯邦調查局辯護總統拜登有力地為聯邦調查局辯護，，因為因為
該機構及其僱員自本月早些時候在前總統川普的佛羅里達州住所執行搜查令該機構及其僱員自本月早些時候在前總統川普的佛羅里達州住所執行搜查令
以來以來，，一直受到嚴厲的批評和暴力威脅一直受到嚴厲的批評和暴力威脅。。拜登在威爾克斯大學的拜登在威爾克斯大學的500500多人面多人面
前說前說：：看到對看到對FBIFBI的新攻擊的新攻擊，，威脅到執法人員及其家人的生命威脅到執法人員及其家人的生命，，這令人作嘔這令人作嘔
，，因為他們只是執行法律並做好他們的工作因為他們只是執行法律並做好他們的工作。。我反對取消對警察的資助我反對取消對警察的資助；；我我
也反對取消聯邦調查局的資金也反對取消聯邦調查局的資金。。拜登週二還利用他的言論來宣傳他的政府的拜登週二還利用他的言論來宣傳他的政府的
預防犯罪工作預防犯罪工作，，並繼續向國會施壓並繼續向國會施壓，，要求恢復早已過期的聯邦對攻擊型武器要求恢復早已過期的聯邦對攻擊型武器
的禁令的禁令。。

今年早些時候今年早些時候，，在紐約布法羅和德克薩斯州烏瓦爾德發生大屠殺後在紐約布法羅和德克薩斯州烏瓦爾德發生大屠殺後，，民民
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罕見地共同努力通過了槍支安全立法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罕見地共同努力通過了槍支安全立法。。這是近三十年來國這是近三十年來國
會批准的第一個重大槍支限制會批准的第一個重大槍支限制，，但拜登一再表示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但拜登一再表示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拜登決拜登決
心在這個國家禁止攻擊性武器的決定心在這個國家禁止攻擊性武器的決定。。我以前做過一次我以前做過一次。。我會再做一次我會再做一次。。拜拜
登在暫時禁止突擊式武器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登在暫時禁止突擊式武器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包括類似於包括類似於AR-AR-1515的槍支的槍支，，
他希望讓法律恢復原狀他希望讓法律恢復原狀。。週六週六，，川普將在賓夕法尼亞州舉辦自己的集會川普將在賓夕法尼亞州舉辦自己的集會。。賓賓
夕法尼亞州是一個關鍵的搖擺州夕法尼亞州是一個關鍵的搖擺州，，美國參議院席位和州長席位都在爭奪中美國參議院席位和州長席位都在爭奪中。。

拜登試圖通過承認選民的恐懼和讚揚執法來平衡他對犯罪的態度拜登試圖通過承認選民的恐懼和讚揚執法來平衡他對犯罪的態度，，但也但也
敦促對官員進行更多的問責敦促對官員進行更多的問責。。白宮還一再推動為當地警察提供額外資金白宮還一再推動為當地警察提供額外資金，，這這
些資金在拜登總統任期的最初幾個月被納入其全面的冠狀病毒救助計劃些資金在拜登總統任期的最初幾個月被納入其全面的冠狀病毒救助計劃。。拜拜
登制定了一項登制定了一項370370億美元的計劃億美元的計劃，，用於打擊犯罪和增加執法資源用於打擊犯罪和增加執法資源。。他希望國他希望國
會在五年內花費會在五年內花費130130億美元幫助社區僱用和培訓億美元幫助社區僱用和培訓1010萬名警察萬名警察。。另外另外3030億美元億美元
將用於清理法庭積壓案件和解決涉及謀殺和槍支的案件將用於清理法庭積壓案件和解決涉及謀殺和槍支的案件，，另外另外5050億美元將用億美元將用
於支持有助於在暴力發生之前阻止暴力的項目於支持有助於在暴力發生之前阻止暴力的項目。。此外此外，，拜登正在尋找拜登正在尋找160160億億
美元美元，，用於為預防暴力犯罪或為非暴力事件製定公共衛生應對措施的舉措提用於為預防暴力犯罪或為非暴力事件製定公共衛生應對措施的舉措提
供贈款供贈款。。

不斷上漲的成本迫使數百萬美國人
在支付醫療保健和水電費之間做出選擇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註冊護士尼爾森說，
在她20年的生涯中，她從未見過這麼多患者必須
做出在支付醫療保健或不斷上漲的水電費之間做出
選擇的可怕財務決定。尼爾森說，由於通貨膨脹導
致的成本上升，迫使她的70名固定收入患者中的
許多人必須考慮支付哪些賬單。隨著公用事業成本
、食品成本等一切都在上漲，他們的社會保障福利
並沒有增加，他們必須在食物、公用事業和藥物之
間做出選擇。根據美國國家能源援助主任協會的數
據，目前大約六分之一的美國家庭，即超過2000
萬戶，拖欠水電費。

納爾遜說，財務狀況變得如此嚴峻，以至於一
些患者還訴諸分藥來長期配給，或者幾天不服藥。
其他人沒有吃飯或支付某些賬單來維持生活。這真
是一種可悲的狀況。尼爾森每天接診的六名患者中
的許多人代表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因為害怕沒有足
夠的錢來支付住房和食物而放棄治療或完全減少藥物治療。估計有9800萬美國人跳過醫療保健或削減基本需求以支
付不斷上漲的醫療費用。 隨著6月份通貨膨脹率達到9.1%的四年新高，許多美國人必須決定支付醫療保健或不斷上
漲的水電費。

加利福尼亞州蒙特利公園加油站的價格讓她很難給她的車加滿汽油加利福尼亞州蒙特利公園加油站的價格讓她很難給她的車加滿汽油

拜登制定了一項拜登制定了一項370370億美元的計劃億美元的計劃，，用於打擊犯罪和增加執法資源用於打擊犯罪和增加執法資源。。他希望國會在五年內花費他希望國會在五年內花費130130億美元億美元
幫助社區僱用和培訓幫助社區僱用和培訓1010萬名警察萬名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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