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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發達國家土特產 分享進博商機
東帝汶貓屎咖啡 阿富汗手工地毯 盧旺達牛油果油受青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東帝汶

的貓屎咖啡、阿富汗的手

工地毯、尼泊爾的唐卡、

盧旺達的辣椒……越來越

多沒有華麗包裝，卻帶着

當地人最誠摯熱情的“土特產”亮相進博會。根據大會此前的

發布，本屆進博會共有145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參展，其

中，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也包括一些最不發達國

家。為最不發達國家企業提供展示免費的舞台，平等共享中國

發展機遇，是進博會的傳統。有連續多年參展的展商說，從一

個極簡的展架開始，我們在中國找到了發光的舞台。

“今年我們在籌備產品時，並沒有特意去尋找
新展品，是當地農民在咖啡農口中得知了

貓屎咖啡因為進博會大開銷路，便迫不及待請我們
把他們引以為傲的香辛料也帶來了。”東帝汶國家
館執行館長助理鮑書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由
於貓屎咖啡價格較高，而東帝汶當地的整體家庭收
入又相對偏低，通常每賣掉1公斤的貓屎咖啡，對
當地人家就是整個家庭幾個月的收入。貓屎咖啡在
東帝汶的年產量大概只有600至800公斤，去年我
們一次性拿了550公斤的配額。”得益於中國的採
購量，東帝汶的咖啡農在疫情期間得到了實實在在
的收入上的幫助。鮑書麟感慨道，從2019年第二屆
進博會上的一個極簡的展架，到第三屆的一個9平
米標攤，到第四屆18平米的展位，再到今年的36
平米，免費的展位扶持讓東帝汶的產品能夠盡情在
進博會上展示。

“中國朋友喜歡這種紅地毯”
“其實，在中國並沒有鋪地毯的傳統，但通過

進博會，我們卻發現手工地毯意外受歡迎。”阿富
汗小伙SHAMS ULLAH早年來中國留學後就愛上
了這裏，先是在浙江做出口貿易，這兩年又因為進
博會做起了進口生意，希望通過進博會，把越來越
多家鄉的好物帶來中國市場。“這是我們第三次參
加進博會了，第一屆只帶了地毯來。” SHAMS
ULLAH指着地毯說，“中國朋友喜歡這種紅色地
毯。”首次參展收穫不俗後，去年他又帶來了阿富

汗的松子，今年更是將阿富汗的青金石工藝品帶來
展示。記者也注意到，相比往屆，展館內阿富汗手
工地毯的展位明顯增多了，上前詢問的觀眾也從最
初的溝通了解，變得開始貨比三家。

“卡瓦粉沖劑顏色像咖啡，喝下去像酒”
“我們來自瓦努阿圖，位於南太平洋西部，在

地圖上是這個位置……”來自瓦努阿圖的姑娘
ROXANE是第二次來進博會了，會一點點中文的
她，很樂於向人們介紹自己的國家和特色產品，有
些時候說不清楚了，就掏出手機搜索一番，圖文並
茂地來個生動展示。今年是瓦努阿圖的產品第五次
來到進博會了，今年展品分散在兩個展館。“瓦努
阿圖的礦泉水，這種卡瓦粉，還有Noni果汁都是我
們的明星產品。”說起家鄉的特產，從原料到製作
工藝，ROXANE都瞭如指掌，向中國消費者形容
起卡瓦粉的食用方式和味道更是簡單直白，“用水

沖飲就行，它的顏色有點像咖啡，但喝下去感覺像
喝酒……”作為展館內少有地將標準展位也布置一
番的展台，ROXANE分享道，“你看我們掛在這
裏的裝飾，其實是我們傳統的草裙。”她一邊說一
邊搖擺起來。她這一個表演，讓南太平洋特色產品
大受歡迎。

“咖啡、牛油果油，很多人來諮詢”
另一邊，來自盧旺達的姑娘AIMEE如黑珍珠

般美麗，為了參加進博會，她特意遠道而來，牛油
果油、辣椒、咖啡在這幾天裏頗受青睞，“特別是
我們的咖啡、我們的牛油果油，很多人來諮詢。”
得知上海在近年來興起咖啡熱，AIMEE眼前一
亮。而首次來到進博會現場的她也感嘆道，工作之
餘看到了進博會這個巨大的平台，除了各國的特色
產品，“還有很多世界上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都在這
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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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也門的阿拉丁和
他的“神燈”已經是第三
次來進博會了。香港文匯
報記者連續數天路過也門
的展位，都能看到這位小
伙子在熱情地向一批批客

商推薦着展台中各式精美產品——銅質的駱
駝、晶瑩剔透的飾品，以及風靡全球的童話
《一千零一夜》中的“神燈”。或許是前來
諮詢的中國客人太多了，阿拉丁說話間總會
不自覺地中英文穿插，偶爾蹦出來的一句中
文會讓人有些錯愕，卻也增加了親切感。進
博會讓阿拉丁的願望成真，“每一年都有
40%的增長，我明年肯定還要來啊。”

兩年多前，阿拉丁通過中國大使館了解
到上海正在舉辦進博會，他早早報了名。在
2020年，他首次帶着自己的“神燈”參展，
簽訂的銷售合同總額達到100萬元人民幣。
像阿拉丁一樣，最初因為大使館的介紹而了
解到進博會的展商不在少數。懷着激動而忐
忑的心情，他們前來參展，意外收到令人驚
喜的反饋——引以為傲的家鄉產品備受喜
愛，銷量暴增，家鄉的名字被人們熟知，家
鄉的文化和故事也能講給更多人聽……

“會一點點中文”、“我打字給你”、
“你是我的朋友了”……為了更好地和喜愛
產品、欣賞家鄉文化的客商交流，阿拉丁們
也在暗自努力。幾年來，小小的展位被他們
運用到了極致，從最初簡樸的陳列展示或紙
張介紹，到如今按系列、類別掛滿擺滿琳琅
滿目的商品，幾平方米的空間為他們帶來了
大大的商機，越來越多的阿拉丁，在這裏夢
想成真。

阿拉丁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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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門展商阿拉丁和他的“神燈”。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阿富汗手工地毯備受中國消費者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瓦努阿圖姑娘介紹當
地特色的卡瓦粉和Noni
果汁。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盧旺達姑娘專程來上
海參展進博會，盧旺達
牛油果油、辣椒、咖啡
等頗受青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2022年11月12日（星期六）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周文超

申報總重量：200磅
實際重量：756磅

相差
3.78倍

鐳射燈鐳射燈

申報總重量：3,600磅
實際重量：9,852磅

相差
2.74倍

66部部LEDLED屏幕屏幕 88組喇叭組喇叭

申報總重量：1,600磅
實際重量：12,240磅

相差
7.65倍

4例虛報重量的空中裝置及機械組件

申報總重量：1,080磅
實際重量：5,141磅

相差
4.76倍

燈光支架裝置燈光支架裝置

MIRROR紅館演唱會今年7月28日發生巨型屏幕墜下壓傷兩名舞蹈員事故，香港特區政府

專責小組和警方完成3個月的調查。警方11日展開第一波追究刑責行動，拘捕演唱會總承辦商藝

能工程及次承辦商協興隆5名高層職員，揭發有人涉嫌“作假甩漏”4宗罪，包括虛報LED屏幕

等懸掛裝置的重量，而真假重量相差竟達2.7倍至7.6倍，又未有為鋼索等機件確保達到安全質量把關，甚至隱瞞LED屏幕事發

前有升降問題。警方懷疑有人為盡快獲批出場地及省時慳錢，故意向康文署報細裝置重量，以致屏幕不勝負荷墜下。警方表

示，調查廣泛及未完結，估計會有下一波拘捕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總承辦商藝能工程有限公司

負責由籌辦、構造舞台，向康

文署申報場地許可證，演唱會

期間對舞台有絕對控制權

1. 向康文署呈交場地申請文件中，
虛報一批裝置及機械組件的重量

2. 當涉事升降裝置完成安裝後，無
人安排合資格或適當的工程師作
詳細檢查

3. 身為演唱會總承辦商，未有確保
相關機械零件及裝置達到一定安
全及質量水準

4人涉嫌欺詐及容許物件由高

處墮下被捕

招亮民（63歲），業務總監

吳凱瑩（40歲），項目經理

梁耀祖（48歲），項目經理

林志華（59歲），技術統籌

次承辦商協興隆工程有限公司

負責安裝、檢查及實際操作

LED屏幕

1. 未有確保相關機械零件及裝置達
到一定安全及質量水準

2. 事發當日早上，肇事LED屏幕升
降出現問題，人員曾調校，事後
未有向任何人報告或安排合資格
工程師作檢查

1人容許物件由高處墮下被捕

白漢傑（44歲），高級技術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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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報懸掛裝置重量 兩承辦商兩承辦商55人被捕人被捕
紅館墜屏傷人案 隱瞞事發前屏幕已有升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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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5名男女（40歲至63歲），其中3男1女為
MIRROR演唱會工程總承辦商藝能工程有限公

司職員，涉嫌“欺詐”及“容許物件從高處墮下”罪
名，餘下1名男子為次承辦商協興隆舞台工程有限公司
的高級技術員，涉嫌“容許物件從高處墮下”罪名。

虛報與實際重量最多相差逾7倍
西九龍總區刑事部（行動）警司鍾雅倫11日在公

布調查結果表示，藝能在是次演唱會中籌辦、構造舞
台及直至真正表演，過程中對舞台有絕對控制權，而
LED屏幕是由協興隆負責安裝、檢查及實際操作。根
據警方調查，無證據顯示藝能及協興隆有採用過任何
措施確保相關機械零件及裝置達到一定安全及質量水
準以可以穩妥使用，而在有關升降裝置完成安裝後，
也沒有安排合資格或適當工程師詳細檢查，以確保升
降裝置可安全運作。

最誇張的是，警方發現藝能在呈交給康文署的場
地申請文件中，嚴重報細懸掛裝置及機械組件的重
量。這些裝置的真實總重量比其申報重量多逾四
倍，包括LED屏幕在內的4種懸掛裝置，虛報重量
與實際重量相差2.7倍至7倍多。警方相信該組申報
數字並非有人搞錯量度單位，有理由相信藝能故意誤
導康文署，而被捕的4名藝能員工，是負責製作及承包
有關文件。

承辦商疑虛報數據圖省時慳錢
鍾雅倫表示，藝能涉嫌提供虛假數據的主要目

的，是希望令康文署盡快推出其演出許可。警方估
計，倘藝能提交真實數據，康文署可能會有新的要
求，藝能就可能需要更多額外時間和金錢成本，去重
新計算過紅館天花重量分布，以及重新安排及設計天
花支架的布置等，未必能夠趕得上準時“開騷”。

根據紅館閉路電視片段顯示，意外中墜下的LED
屏幕在事發當日上午曾出現升降問題，協興隆職員用
梯爬高調校過屏幕及鋼索，但事後未有向任何人報告
或安排工程師再作檢查。

對演唱會主辦單位是否對數據造假知情，以及
舞台其他裝置是否有數據造假而涉及刑責，鍾雅倫
表示，警方審視過涉及事故的每一間機構和每一名
人士，及與律政司保持緊密聯繫，而律政司目前的
意見促成今次的階段性成果。接下來，警方的調查
可能發現其他刑事責任，屆時將會有下一波拘捕行
動。

對涉事鋼索及裝置零件的內地供應商責任問題，
西九龍總區刑事部（行動）警司鍾雅倫11日表示，香
港警方有透過內地公安機關協助調查，但警方與律政
司均認為，演唱會總承辦商及舞台製作公司有絕對責
任確保有關零件及裝置是安全和合適在香港應用，而
在刑事調查過程中，涉事鋼索及零件來自何處並非重
點，重點是有關人等在使用前有無作出確保安全措
施，以防止發生事故。

刑事調查MIRROR演唱會事故的40名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專案小組成員，過去3個
月日以繼夜搜集及分析證據，以及接見70名
證人錄取百多份口供。警司鍾雅倫在記者會
上慨嘆：“今次事故令年輕舞蹈員阿Mo造
成嚴重受傷，過去3個多月只能躺在床上，
無法自己照顧自己，相信康復道路很漫長。
無論警方在這次拘捕行動中拉多少人，之後
再拘捕多少人，甚至最後法庭能定多少人
罪，其實都是未能彌補Mo他在事故中所失
去的一切。”

警會晤70多證人 睇片一個月
鍾雅倫在11日的記者會上表示，是次事

故牽涉很多人士及公司，加上因為是次演唱
會籌劃接近一年，故調查行動十分龐大及需
時。據了解，警方在過去3個月調查中，共
會晤了70多名證人，包括事發時在一旁的舞

蹈員、音響人員及場地保安等，錄取超過100
份口供，同時審視大量文件。

由於事件被界定為刑事調查，紅館場地變
成案發現場，警方需要詳細搜證，但舞台設施
及機器眾多，單是全部搬走已花兩星期，且不
少機器操作涉及專業知識，需要找專家協助檢
驗等工作。同時，警方翻看了大量閉路電視影
片，包括整個舞台組裝過程的片段，影片總時
超過一星期，警方花了一個月時間才看完片
段。

鍾雅倫形容，今次調查規模屬十分罕見，
相信警方沒有遺漏一個證人，也審視過每一件
據物。他與調查團隊在過去3個多月的努力及
付出，目的是希望能夠為傷者及今次事故中受
影響人士討回公道及作出一個交代，“同好多
香港市民一樣，我衷心希望阿Mo可以盡快康
復，可以快舞台上再次跳舞畀大家睇。至
於其他受影響人士，亦希望可以盡快走出心理

陰影，盡快過返正常生活。”
意外中受傷的舞蹈員李啟言（阿MO）

至今仍然在醫院留醫，其康復進度引起外界
關注。他說，警方與阿Mo的家人有定期聯
絡，好高興知道其傷勢目前已穩定，又祝福
他早日康復。

楊潤雄：盼不再有人受呢啲苦
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在公

布調查報告的記者會上被問到有什麼話想對
阿MO說時，楊潤雄說：“一位28歲後生
仔、醉心舞蹈演藝的年輕人，過去3個月在
醫院接受連串手術，大家都唔想見到。”他
坦言，不論調查了多少東西，都無可能令時
光倒轉，希望對方身體早日康復，又承諾會
檢視意外原因，“當中有無位日後做得更
好，避免同樣事件再發生，日後不再有人受
呢苦。”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警方：拉人“找數”無補阿Mo傷重損失

◆涉紅館演唱會墮屏事件的兩個承辦商共5人11日被捕。圖為涉案公司一名男職員和女職員分別被警方拘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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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民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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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營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專營

李元鐘保險    www.johnleeins.com 
電話832-500-3228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微信和Line請加: johnleehouston李 元 鐘 保 險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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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發達國家土特產 分享進博商機
東帝汶貓屎咖啡 阿富汗手工地毯 盧旺達牛油果油受青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東帝汶

的貓屎咖啡、阿富汗的手

工地毯、尼泊爾的唐卡、

盧旺達的辣椒……越來越

多沒有華麗包裝，卻帶着

當地人最誠摯熱情的“土特產”亮相進博會。根據大會此前的

發布，本屆進博會共有145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參展，其

中，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也包括一些最不發達國

家。為最不發達國家企業提供展示免費的舞台，平等共享中國

發展機遇，是進博會的傳統。有連續多年參展的展商說，從一

個極簡的展架開始，我們在中國找到了發光的舞台。

“今年我們在籌備產品時，並沒有特意去尋找
新展品，是當地農民在咖啡農口中得知了

貓屎咖啡因為進博會大開銷路，便迫不及待請我們
把他們引以為傲的香辛料也帶來了。”東帝汶國家
館執行館長助理鮑書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由
於貓屎咖啡價格較高，而東帝汶當地的整體家庭收
入又相對偏低，通常每賣掉1公斤的貓屎咖啡，對
當地人家就是整個家庭幾個月的收入。貓屎咖啡在
東帝汶的年產量大概只有600至800公斤，去年我
們一次性拿了550公斤的配額。”得益於中國的採
購量，東帝汶的咖啡農在疫情期間得到了實實在在
的收入上的幫助。鮑書麟感慨道，從2019年第二屆
進博會上的一個極簡的展架，到第三屆的一個9平
米標攤，到第四屆18平米的展位，再到今年的36
平米，免費的展位扶持讓東帝汶的產品能夠盡情在
進博會上展示。

“中國朋友喜歡這種紅地毯”
“其實，在中國並沒有鋪地毯的傳統，但通過

進博會，我們卻發現手工地毯意外受歡迎。”阿富
汗小伙SHAMS ULLAH早年來中國留學後就愛上
了這裏，先是在浙江做出口貿易，這兩年又因為進
博會做起了進口生意，希望通過進博會，把越來越
多家鄉的好物帶來中國市場。“這是我們第三次參
加進博會了，第一屆只帶了地毯來。” SHAMS
ULLAH指着地毯說，“中國朋友喜歡這種紅色地
毯。”首次參展收穫不俗後，去年他又帶來了阿富

汗的松子，今年更是將阿富汗的青金石工藝品帶來
展示。記者也注意到，相比往屆，展館內阿富汗手
工地毯的展位明顯增多了，上前詢問的觀眾也從最
初的溝通了解，變得開始貨比三家。

“卡瓦粉沖劑顏色像咖啡，喝下去像酒”
“我們來自瓦努阿圖，位於南太平洋西部，在

地圖上是這個位置……”來自瓦努阿圖的姑娘
ROXANE是第二次來進博會了，會一點點中文的
她，很樂於向人們介紹自己的國家和特色產品，有
些時候說不清楚了，就掏出手機搜索一番，圖文並
茂地來個生動展示。今年是瓦努阿圖的產品第五次
來到進博會了，今年展品分散在兩個展館。“瓦努
阿圖的礦泉水，這種卡瓦粉，還有Noni果汁都是我
們的明星產品。”說起家鄉的特產，從原料到製作
工藝，ROXANE都瞭如指掌，向中國消費者形容
起卡瓦粉的食用方式和味道更是簡單直白，“用水

沖飲就行，它的顏色有點像咖啡，但喝下去感覺像
喝酒……”作為展館內少有地將標準展位也布置一
番的展台，ROXANE分享道，“你看我們掛在這
裏的裝飾，其實是我們傳統的草裙。”她一邊說一
邊搖擺起來。她這一個表演，讓南太平洋特色產品
大受歡迎。

“咖啡、牛油果油，很多人來諮詢”
另一邊，來自盧旺達的姑娘AIMEE如黑珍珠

般美麗，為了參加進博會，她特意遠道而來，牛油
果油、辣椒、咖啡在這幾天裏頗受青睞，“特別是
我們的咖啡、我們的牛油果油，很多人來諮詢。”
得知上海在近年來興起咖啡熱，AIMEE眼前一
亮。而首次來到進博會現場的她也感嘆道，工作之
餘看到了進博會這個巨大的平台，除了各國的特色
產品，“還有很多世界上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都在這
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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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也門的阿拉丁和
他的“神燈”已經是第三
次來進博會了。香港文匯
報記者連續數天路過也門
的展位，都能看到這位小
伙子在熱情地向一批批客

商推薦着展台中各式精美產品——銅質的駱
駝、晶瑩剔透的飾品，以及風靡全球的童話
《一千零一夜》中的“神燈”。或許是前來
諮詢的中國客人太多了，阿拉丁說話間總會
不自覺地中英文穿插，偶爾蹦出來的一句中
文會讓人有些錯愕，卻也增加了親切感。進
博會讓阿拉丁的願望成真，“每一年都有
40%的增長，我明年肯定還要來啊。”

兩年多前，阿拉丁通過中國大使館了解
到上海正在舉辦進博會，他早早報了名。在
2020年，他首次帶着自己的“神燈”參展，
簽訂的銷售合同總額達到100萬元人民幣。
像阿拉丁一樣，最初因為大使館的介紹而了
解到進博會的展商不在少數。懷着激動而忐
忑的心情，他們前來參展，意外收到令人驚
喜的反饋——引以為傲的家鄉產品備受喜
愛，銷量暴增，家鄉的名字被人們熟知，家
鄉的文化和故事也能講給更多人聽……

“會一點點中文”、“我打字給你”、
“你是我的朋友了”……為了更好地和喜愛
產品、欣賞家鄉文化的客商交流，阿拉丁們
也在暗自努力。幾年來，小小的展位被他們
運用到了極致，從最初簡樸的陳列展示或紙
張介紹，到如今按系列、類別掛滿擺滿琳琅
滿目的商品，幾平方米的空間為他們帶來了
大大的商機，越來越多的阿拉丁，在這裏夢
想成真。

阿拉丁的願望
��
��

◆也門展商阿拉丁和他的“神燈”。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阿富汗手工地毯備受中國消費者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瓦努阿圖姑娘介紹當
地特色的卡瓦粉和Noni
果汁。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盧旺達姑娘專程來上
海參展進博會，盧旺達
牛油果油、辣椒、咖啡
等頗受青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2022胡潤百富榜
排名 姓名 財富 變幅 公司

5 馬化騰 2,150億元 -32% 騰訊

6 丁磊(新上榜) 1,950億元 14% 網易

7 何享健家族 1,900億元 -11% 美的

8 秦英林、錢瑛夫婦
(新上榜) 1,850億元 9% 牧原

9 馬雲家族 1,800億元 -29% 阿里系

10 黃崢 1,700億元 -26% 拼多多

貨幣單位：人民幣 製表：記者 向芸

No.1
鍾睒睒

4,550億元 (+17%)
公司：養生堂

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于大海

曾毓群

2,300億元 (-28%)
公司：寧德時代

No.3

李嘉誠家族

2,200億元 (+2%)
公司：長江實業

No.4

No.2

張一鳴

2,450億元 (-28%)
公司：字節跳動

鍾睒睒蟬聯中國首富
身家逆市增650億 李嘉誠進身四大首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向蕓

貨幣單位：人民幣

受環球局勢動盪、新冠疫情反覆引致股市大跌，富豪身家也隨之而蒸

發。胡潤研究院8日在成都發布《2022胡潤百富榜》，截至2022年9月15

日，共有1,305位個人財富50億元（人民幣，下同）以上的企業家上榜，比去年減

少11%；上榜企業家總財富較上年縮水18%，至24.5萬億元。憑農夫山泉和萬泰

生物大股東身份的加持，68歲的浙商鍾睒睒財富逆市上升，按年增加650億元，不

僅以4,550億元的財富蟬聯中國首富寶座，更創下逾20年來中國首富身家的最高紀

錄。

兩家上市公司雙雙於2020年順利上市，助鍾
睒睒坐上2021年首富寶座。今年消費市場

雖然疲軟，但農夫山泉上半年仍多賺15%至46.1
億元，穩中有升；受益於疫苗行情向好，萬泰生
物預計前三季度賺得39.44億元，猛增2.3倍。彭
博數據顯示，鍾睒睒直接或間接持有農夫山泉約
64.2%的股份、及逾73%萬泰生物的股份，兩間
公司亮眼的成績令其穩坐中國首富寶座。兩間公
司自2020年上市起，股價反覆走高，與發行價
相比，農夫山泉迄今升近1倍，萬泰生物更升近
15倍。

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官胡潤直言，今
年傳統行業上升明顯，“鍾睒睒的財富差不多是
二、三名的財富總和。”

字節跳動創辦人張一鳴的財富比去年下降
950億元，仍以2,450億元位列第二；鋰電池企
業寧德時代創辦人曾毓群以2,300億元位列第
三，但財富也同比縮水900億元。

碧桂園楊惠妍財富蒸發1100億
幾家歡喜幾家愁，地產業倒退和互聯網巨頭

增長放緩，令相關持份者身家大跌。碧桂園聯席
主席楊惠妍的財富較去年蒸發1,100億元，是今
年榜單上財富下降最多者；下降第二多的則為騰
訊董事長馬化騰，股價大跌令其資產大幅蒸發
32%至2,150億元。備受財政危機困擾的恒大創
辦人、曾經的中國首富許家印，雖仍“榜上有
名”，但其身家縮至300億元，已經跌至172
位。

胡潤更笑稱，“李嘉誠5年來第一次超過馬
化騰，養豬的秦英林（牧原食品董事長）首次超
過馬雲。”94歲的李嘉誠最近一年開始拋售英國

資產，重新關注中國的地產投資，以2,200億元
位列榜單第四，比去年上升4位。其子電盈主席
李澤楷財富則大增62%至615億元，排名第64。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以1,800億元身家，跌至榜
單第9名。

17位“90後”企業家打入百富榜
值得留意的是，今年上榜的企業家中，有

70%是10年前未曾上榜。今年更有17位“90
後”上榜，比去年多3位。胡潤稱，90後企業家
善於服務年輕消費群體，今年3位90後白手起家
上榜，其中2位來自新消費領域。

榜單顯示，上榜港澳台企業家共140人，比
去年減少14人，只有9人進入榜單前100名。按
照城市分布來看，北京、深圳和上海仍是上榜企
業家居住最多的三大城市。

秦英林、錢瑛夫婦
(新上榜) 1,850億元 9% 牧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國
中期選舉開始投票，投資者觀望選舉結
果，市場預計共和黨有望重掌美國參眾兩
院，令美國總統拜登提早“跛腳”，前任
總統特朗普更可能捲土重來，令國際關係
及地緣政局再現變數。恒指在連升兩日累
漲 1,256 點後，8 日回吐 38 點，收報
16,557點，成交額大縮至1,049億港元。
此外，中美本周也會陸續公布其通脹數
據，特別是美國周四公布10月CPI報
告，市場預估美國通脹按年仍有8%升
幅；核心CPI方面，市場認為增速放緩幅
度不會太明顯，預估10月核心CPI將年
增6.5%，僅有小幅放緩，意味當地通脹
問題仍持續。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
中美在短期內都會公布消費物價數據，相
信在公布數據前，大市觀望氣氛仍會濃
厚，預計暫時先會在 16,500 點左右拉
鋸。另外，美國中期選舉已展開，多項民
調顯示，受通脹影響，共和黨有望在國會
改選中取得勝利，民主黨甚至有可能連參
議院也失去，令拜登下半任期面臨政治僵
局。

基金經理表示，美國兩黨黨爭嚴
重，共和黨一旦贏得參眾兩院，不單現政
府日後難以通過任何新法案，甚至連已經
推出的法案也有可能被推翻，當中可能包
括拜登政府向芯片及綠能廠商提供的大量
補貼法案，將令商業運作出現新情勢。另
一方面，共和黨對烏克蘭的支持力度不及
民主黨，俄烏衝突有望提早結束。不過，
共和黨對中國的態度更鮮明，對中國的打
壓或會更大，對港股及A股的後市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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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8
日A股大盤震盪回調，滬深三大指數縮量收跌。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064 點，跌 13 點或
0.43%；深成指報11,142點，跌64點或0.58%；
創業板指報2,432點，跌22點或0.91%。兩市量
能萎縮至8,358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淨賣出38億元。

消息面上，在華為全聯接大會上，管理層
稱，目前在通用計算方面鯤鵬已發展了10多家整
機夥伴，鯤鵬夥伴出貨佔比已經超過95%，進入
了金融、電力、運營商、政務等核心系統；昇騰
AI計算在中國建設了20多個人工智能計算中心。
民生證券分析，伴隨華為鯤鵬產業鏈崛起，包含
軟硬件在內的華為全國產化數字底座，有望在信
創中扮演重要角色，並在市場化競爭中持續做大
做強。

A股三大指數縮量收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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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美南時事通

（本報記者黃梅子）大家好，歡迎收看梅子故
事會，我是講故事的人黃梅子。今天給您講一個絕
世秘密：俄羅斯總統普京、英國女王、美國總統、
大明星都是蜥蜴人，這還不算什麼，就連上帝耶穌
也是蜥蜴人！蜥蜴人潛藏在人類上流社會， 控制地
球發展！

也許，你曾經無數次地想過，為什麼有的人天
生命就那麼好，出生在王室，過著奢侈的生活，為
什麼我的爸爸不是億萬富翁、為什麼我努力的終點
還達不到某些人的起點？我現在來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那些人都是外星人，他們是外星人裡的蜥蜴人
，他們天生具有超能力，他們本來就跟地球人不在
一個維度上，他們只是降維來到地球上，他們可以
隨意選擇自己的出身，他們不是人！

其實啊，蜥蜴人的存在一直是一個絕世秘密。
有很多人深信蜥蜴人就潛藏在地球上。科學家們一
直在研究外星人的存在，而且取得了一定的證據，

科學家們認為常見的外星人有五大類，分別是小灰
人、大鼻子、龍族、蜥蜴人及飛蛾人，而蜥蜴人的
樣子與人類的樣子最接近，他們會化身成普通人一
樣接近人類，就連多位名人都曾被拍到疑似在某些
場合露出蜥蜴人的本性。這有點像，中國神話傳說
裡的白娘子和小青都是蛇精所變，但是如果喝下雄
黃酒便會露出原形。蜥蜴人有四大特徵，第一大特
徵是瞳孔可以由圓形突然變成橄欖尖形，美國已故
的前總統老布殊就曾在在國民演說會上被拍到瞳孔
呈欖尖形。

蜥蜴人的第二大特徵是腮幫子。蜥蜴人喝水時
會像蜥蜴一樣腮幫子先漲大再喝水，普通人是喝水
後脖子長大。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就是典型
的腮幫子先脹大再喝水。

蜥蜴人的第三大特徵是下顎可以看到鱗片， 前
美國副總統戈爾曾在一次外事訪問期間被主流媒體
拍到下顎出現鱗片，他們一格一格播放畫面，清晰

看到下顎露出鱗片，因此大肆報導，並指出戈爾他
是一個變形蜥蜴人。

奧巴馬的保鏢也被拍到以蜥蜴人的形態現身，
他在觀察四周環境時像蜥蜴一樣快速向左右搖擺，
行為相當怪異。

蜥蜴人的第四大特徵是舌頭開叉。前不久去世
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就曾被舌頭出現類似開叉
，嘴部像蛇一樣出現小孔，而且她也被被拍到左眼
眼白位置突然充血至整個眼球，典型的蜥蜴人！

據說戴安娜王妃之死與揭發蜥蜴人有關。蜥蜴
人為了可以保留優良血統，他們大多數會與同種人
交配，有消息說查爾斯王子與戴安娜王妃離婚的原
因是因為戴安娜發現英國王室一家人可能都是蜥蜴
人，戴安娜王妃在日記裡指出曾向助手透露：“他
們不是人”的語句，而該助手也曾經出書講述事件
的經過，指出戴安娜想逃離他們的圈子，因此有陰
謀論者認為戴安娜的死亡並非意外而是被他殺。

蜥蜴人也入侵宗教， 梵蒂岡教堂佈滿了蜥蜴人
的痕跡。在教堂上出現的耶穌雕塑正面看是耶穌的
容貌，但是當遮蓋耶穌面容時只看頭髮部份時會發
現出現蜥蜴的側面，非常神奇。

在教堂外的裝潢也出現如蛇眼、鱗片、尖牙的
設計，感覺教堂就是蜥蜴人的總部一樣。

最後，我要告訴您的是，俄羅斯總統普京也是
蜥蜴人，你看他的面相，尤其是微微趴在桌子上，
抬頭看人時，太像一隻蜥蜴了。而且，只有蜥蜴人
才有這個膽識去發動俄烏戰爭，與所有西方國家為
敵。

本週一11月 14日晚上7點美南國際電視15.3首
播本期《生活故事會》。本週六11月19日晚上7:30
重播。歡迎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生活故事會生活故事會》》
絕世秘密絕世秘密：：蜥蜴人潛藏在人類上流社會蜥蜴人潛藏在人類上流社會，，控制地球發展控制地球發展！！

1992年春天，知悉一代美學宗師李澤厚獲準
離開大陸，來到美國科羅拉多州執教，筆者前往
採訪，而後在中副所發表的一篇訪問記。 2021年
十一月閱報得知他在科州逝世，哲人其萎，不禁
黯然！

由於個人才疏學淺，程度不夠評述他的學問
和著作，本文謹記述1992 年筆者赴科羅拉多州專
訪、及 2000年他應美南華文作協和萊斯大學之邀
蒞臨休士頓，再度訪談的經過，本文也可視為新
舊世紀之交，一則追星族所述的學者名人軼事。

第一次接觸李澤厚的大作 「美的歷程」 ，是
八０年代中期返台探親，由一位高中時代的好友
所推介。出版人指出， 「這是難得一見的天才之
作…作者從哲學、文學、藝術、美學、歷史學…
的各種學術角度出發，將中華民族文學和藝術的
發展，從古至今作一系統和有機的銓釋，精思妙
解，隨處可見」 。

看完這本書，從評介文章中得知: 他動筆寫這
本書時正值下放勞動，當別人在牛棚裡做木工打
發時間，他卻能利用數月功夫，總結廿餘年對中
國古代美學思想的思考而完成了 「美的歷程」 ，
牛棚裡沒有參考書和舒適的書房，然而文字如行
雲流水，且字裡行間帶著一種詩情，提升了閱讀
的意境和效果，正是許多筆耕者夢寐難求的文字
造詣。

因為 「美的歷程」 十分好看，接著閱讀他所
寫的 「 我走過的路」 、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等
著作，日後讀到歷史學者余英時教授的評述: 「李
澤厚通過書籍使得一整代的知識份子，從共產主
義的意識形態之中解放出來。」 此語蘊涵了李澤
厚對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的貢獻和影響力 ！

當代新聞報導
上世紀九０年代初，家中一雙兒女踏入中小

學，我也開始投入自由撰稿的採訪行業，前此我
在新聞研究所徐佳士老師的推薦之下，由台北正
中書局出版 「當代新聞報導」 ，那時李澤厚先生
因六四同情學生而成為被中共當局被批判最多的
知識分子，不但著作被禁 ，而且受到停職檢查的
處分。其間透過西方政府和民間學界的遊說和努
力，於九二年初獲准出國，受聘前往科羅拉多州

學院哲學系講授中國思想史。
或許因為撰寫 「當代新聞報導」 之後，
一些採訪寫作的理論與規則逐漸開始在腦
海裡震盪發酵，心想不能老是紙上談兵，
也應該拿起兵刃到戰場上取得一些作業經
驗，當時我在居家附近休士頓地區所作的
報導也日見增多，但最後決定自費前往科
羅拉多州去採訪一位知名學者，確是一個

特殊的例子，其中最大的推動力是我對 「美的歷
程」 作者所存的敬佩之心和好奇。

那趟專訪旅行外表看似平常，然而事先的準
備工作卻十分繁瑣；必須要麻煩紐約華文媒體朋
友與李澤厚教授取得聯繫，徵求他同意接受採訪
，1992 年春李澤厚初來乍到美國，落腳科州的一
個山城，因為我看圖識路的能力差，怯於在陌生
城市開車，於是又動用我唸研究所時的室友劉紀
華的関係請她住在Boulder 城的學生把我從丹佛機
場送到Colorado Spring與李教授見面。同時為了
方便接送我的一位學生的時間，必須安排在週末
訪談，有一段接駁路程還勞駕了當時執教科州大
學的葛浩文教授（翻譯名家）。雖然一路行程順
利，但是採訪結果卻不盡理想；主因籌劃的時候
希望他談談對六四天安門的感受並且以歷史的角
度如何看待這次學生爭取民主運動。然而事與願
違，他拒絕回應這些敏感話題，追問之下，表示
： 「我以後還是希望每年都回北京走一趟」 。
聽完李教授的這番話，令我深切感受到一個採訪
者的無力感，並且能體諒在當時國內的情況之下
，一位異議者之進退難為！再加上一開頭我就心
無城府地回答受訪者，稿子將在中央日報的副刊
發表，他知曉這是一份國民黨的報紙，自然會提
高警覺。其實出現此一狀況並非不在意料之中，
最初在自家書房作沙盤推演時，曾有意向受訪者
拿出一份提問綱要，但又恐因此被拒絕，總之，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幸好我是自付旅行費用，除
了自我檢討之外，並沒有因未達預期目標而受人
責備，不料繳稿後，中副主編梅新先生竟給這篇
沒有抓住時事重點的專訪擬定一個帶有詩意的題
目： 「李澤厚的有情世界」 ，梅新不僅是台灣
「現代派」 新詩創作的傑出詩人，而且四度獲得

媒體副刊編輯的金鼎獎。
自認徒勞無功
數年後，我在圖書館翻閱一本 「大陸當代文

化名人評傳： 公民社會的開創者」 ，是由馬漢茂
和齊墨兩位漢學家主編，在李澤厚的那一篇裡兩
度引用1992年我訪問他的片斷，其一 : 「李澤 厚
回憶年輕時喜歡閱讀武俠小說，他並且認為武俠

小說對於滿足和培養
少年人的想像力是很
有益處的。 」 這項發
現稍許彌補了我當年
「徒勞無功」 的遺憾

。
那趟採訪還在無

意之間發現這位美學
大師的家居有情世界
！他的另一半年輕時
是一位舞者，早先曾
隨中國舞團出訪東歐
，回答我問題時吐字
輕聲細語，從她靈秀
的大眼和苗條的身材

可以想像當年的韻致和風采，當我轉身請教李教
授是否想念北京飯館的佳餚美味，他立刻表示，
我妻子的廚藝很好， 「即使在國內我也很少上館
子。」 當我要求為他們合影時，兩人選擇了一個
單人椅相擁而坐，毫無道學痕跡，顯然讓美學和
情趣自然走進生活。雖然李澤厚在他1995年所出
版的 「波齋新說」 的封底自抒: 「 齋」 與 「災 」
諧音，之所以有波齋者，乃東門失火波災池魚，
而遠遁故也」 。但是他這條遠遁的池魚，到了異
地仍可享受賢妻的體貼照顧和美食，揮灑自由發
言的空間，與好友劉再復對話，繼續出版像 「告
別革命」 的書。

千禧年2000三月，李澤厚教授應我所屬的北
美華文作協美南分會之邀 「細說美學」 ，休士頓
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斐克 Baker Public Poli-
cy Center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中美跨文化遊廊 」
主任劉瓊毅博士Steven Lewis 聞訊後，即聯袂邀
請李澤厚到該校談論五年前與劉再復合著的對話
錄: 「告別革命」 ，敘述他移居美國之後的思想近
況。

決心 「告別革命」
為什麼中國應該告別革命呢? 兩位學者認為影

響過去中國百年命運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革命，所
謂革命是指群眾以急劇暴力方式推翻現有製度與
權威的行動，但展望新世紀，不能再把革命當作
聖物，否則會將中國推向殘傷的泥淖，因此二人
主張以 「改良」 、 「建設」 代替 「破壞」 ，而決
心告別革命！但是李澤厚說: 這本書出版後，內受
大陸官方火力十足的批判，外受民運份子的夾攻
，兩面不討好，它也不准在大陸出版，不料 「告
別革命」 一詞卻變得十分流行。

李澤厚在萊斯大學的演講從大陸文革之後所
掀起的 「美學熱」 及後起的 「文化熱」 說起，到
了九０年代思想界出現了自由派和新左派：前者
認為政府不要幹預太多，應全面自由化，後者則
強調經改之後，造成貧富懸殊的現象，政府應多
加干預。在這場自由和平等的爭論之中，李澤厚
說他比較傾向自由派，他認為中國的自由不是太
多，而是不夠，而現在中國所需要的是自由，而
不是民主。

一位聽眾問及中國未來的民主前途，他很不
樂觀，他說： 「進步很慢，但火車開快了，又怕
容易翻車」 ，不過他認為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
台灣比大陸民主，美國比台灣民主，但美國的民
主又被商業、傳媒及廣告所控制，他指出中國人
實行民主 「激情有餘，理性不足 」 ，一直缺乏一
種形式觀念的建立，革命時談的是打破舊秩序，

更重要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形式程序， 「程序」 代
表理性的落實和具體化，民主不是為所欲為，他
說嚴復把約翰米勒的 「論自由」 譯成 「群己權界
論」 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早在上世紀五０年代，
李澤厚就主張大家研讀孫中山的 「民權初步」 ，
先學習怎麼開會。

李澤厚休士頓之行的第二日蒞臨美南作協，
演講題目是 「 從美學談起」 ；他先 闡釋美恆常在
實踐與動性過程之中出現， 譬如中國的文章需要
朗讀，讀韓癒的文章是一種味道，讀柳宗元的又
是另一種味道，讀出來以後便會影響你的思維進
而產生一種境界，這便是美的出現。他最後歸納
：美超出感性之上，包含道德社會或神聖的品質
，它在人類實踐動性之中影響個人思維，改造了
客觀世界，此為中國人理性美學的傳統，這位美
學哲學和歷史學者強調：華夏美學是以儒家思想
為主體的中華傳統美學，他認為 儒家有久遠深厚
的社會歷史根基，又不斷吸取、同化各家學說而
豐富發展，從而構成華夏文化的主流和基幹。

李教授來訪休士頓之時，恰巧當地博物館展
出三星堆的出土文物，是大陸卅七個博物館所調
來的珍藏，有位聽眾請問他的觀後感，李教授說
：非常精采 ！ ，三星堆所發現的青銅器，和以前
所發現商代的東西有些不同，學者們認為它代表
西南地區的巴族文化，具地域性的色彩，但李澤
厚認為它和其他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有些關聯，仍
舊受了中原文化的影響，從這件事可說明中國一
詞是 「文化」 的概念，而非 「種族」 ，他認為中
國的文化傳統一向接受、並吸取外來文化，最後
往往將異族同化，例如漢代的宰相有外國人當，
本來 猶太人是最難同化的民族 , 但現在河南開封
有採漢姓而不吃豬肉的猶太人村莊。

演講結束後，一位聽眾關心地詢問李教授移
居海外的轉折，李教授回答: 出國對研究生涯是一
種損失，但留在國內不能教書、招學生，不能發
表文章。而移居國外，可以隨便發表意見，可以
出版像 「告別革命」 這樣的書，不像在國內，做
了 「牛」 後，只能排泄一大堆廢物。李教授在休
士頓兩日行程除了演講、參觀太空中心和博物館
的三星堆展覽，並且會見了休士頓北大同學會的
故舊學生，安排接送陪行的美南作協會友，都稱
讚李教授絲毫沒有大學者的氣焰，就像論語裡所
形容 「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的君子。

世事洞明的學者
作為讀者和媒體記者，我們看到李澤厚先生

既有敏銳的理論思辦能力，又能深刻體悟審美的
精神，他早歲家道衰落，生活環境困苦，在上世
紀五、六十年代 因言肇禍，自謂 「被下放勞動，
因此在身體上和精神上所受的創傷折磨所在多有
。」 曾見網路文章說他 「不通人情世故」 的故事
，但這在顛沛流離的九十一年當中，實所難免。

綜觀其一生，能在動盪不安之時，為自己謀
得相對性的安穩生活，教書著作不輟，根據大陸
出版界的統計，李澤厚版稅超過百萬，在北京王
府井街擁有房產。他自己也說 「我個人經濟搞得
很好，回國都坐商務艙，都是花我自己的錢。」
因此可見他是一位會做學問又 懂得調理生活的人
。記得余英時有一次在訪問時曾說 「歷史和新聞
是同一門學科；歷史就是新聞，新聞就是歷史」
，僅以此文追悼李澤厚先生這位廿世紀中國轉型
期的哲學家、美學家和歷史學者 ！ （於2022年
十一月美東添記）

光陰似箭，轉眼遷離休士頓己逾一載，知悉我追隨半甲子之久
的美南華文作協即將舉辦年會和改選活動，心中溢滿思念與祝福！
憶及今年初撰寫追悼一代美學宗師李澤厚一文，以他千禧年三月、
應美南作協和萊斯大學之邀，訪問休士頓為主要內涵，本文一則緬
懷先賢，同時也紀述了那件腦力激盪的美南藝文盛事。

李澤厚的有情世界
石麗東石麗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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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Memorial Villages Campus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Memorial Villages Campus

Jeannette Ouyang-Latimer, M.D.
Infectious Disease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West Grand Parkway Clinic

Emily Sou, M.D.
Dermat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Memorial Villages Campus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Huma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and these Medicare Advantage plans: KelseyCare Advantage, WellCare Texan Plus, 
Aetna Medicare Advantage, and Humana Gold Plus.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  kelsey-seybold.com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Katie Choi, M.D.
Gastroenterology

Taiwanese

• Memorial Villages Campus

Annie Hsiao, M.D., M.B.A.
OB/GYN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Highlight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River Oaks Clinic

休城工商
休斯頓��產   停看���講座 ( ⼀百⼆⼗三 )

温��恩节�休斯顿凯�亚�城

�恩节家�套�外�⼤礼包活动
�⽲�產凱�亞�城 
�話�346-998-8000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產中國城
�話�713-630-8000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Q
超过25间�厅�种���提�预订轻�在家享⽤�恩节⼤�! 11⽉的�4个
星期四是�国的�恩节�是与家⼈团��谢�收的重�节⽇��恩节将��

�年休斯顿凯�亚�城举办「�恩节家庭套���⼤礼包」活动�隆重推出

�合3-8⼈�量的三��恩节套��满⾜顾客们不同的�求�

REALTY GROUP

346-998-8000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詳細�訊�洽UMRE辦�室� AMA@united888.com

��来点�辣⼝�的Thaicoon⽜⾁⾊拉(Yum Nua) �Donkey Yaki�⾖腐佐照烧酱与⼩�川
�锅⽓⼗⾜的����江��点�Phanh Ky营养�味的⽜⾁�⼦汤��点可点Zake Sushi
Lounge�果/��/抹�⼝味的��冰淇淋��Phat Eatery⻢来⻛味经典冰����物推�
Bingo Cake�����������(�恩节套�赠����或T恤���可选 6 个�)

1��客(�号码���客)请在�恩节�订购⼀����点��客订单�费�35元(�)�上�可
使⽤�客专�折扣码NEW5OFF折�5�元�订购⼀�成为我们的顾客�单后�会�过email或
简讯发�转盘游戏连结给�
2��客戶可在线订购�恩节套��并参加⼤转盘抽奖游戏
3�⼤转盘抽奖游戏奖项包�优惠折扣�免单�抽中优惠可在�恩节套�使⽤�
4�预购⽇期:2022/11/23-2022/11/27 ��时间:3PM - 7PM. 请于下单备注���的⽇期/时间

�恩节�鸡1只+6主�+6��+8饮�或�品或⼩吃�常旺⼴式�鸡��⼝�软�蜜汁叉烧饭�
���盛⼩�川�的综合�饭�Soju101辣�年�泡⾯�冬天暖�就点常旺烧�的虾云吞⾯�
⼗秒到云南过桥�线的西红柿⽜��线�Pho Best综合越南河�����⼩�川��辣的��
⾖腐�常旺烧��⼦烧鸡�家常⽜⾁��蓝�Maikai Hawaiian BBQ�虾仁��Soju101热腾
腾的泡�猪⾁汤���⼗秒到云南过桥�线�辣凉拌⻩�爽⼝�腻�⼩�推�⼗秒到云南过桥
�线的�辣⼝⽔鸡�Sul Bing Su�肠与�札瑞拉⼲�拼盘�Bingo Cake��的�洋���饮
品选Bingo Cake的�式/⿊�珍珠��（�恩节套�赠����或T恤���可选 8 个�)

6-8⼈套��套�每�$240�元（价值$480�元）

�何参与线上⼤转盘抽优惠�

凱�亞�城�恩节 豪华�恩节派对晚�

6-10⼈狂欢套�

＄200

＄320

＄480

AMA ON-THE-GO Home Delivery

5% O
FF

$5 O
FF

5% OFF$5 OFF

$5
 O

FF

5%
 O

FF

3⼈⼩家庭套�
4 -6⼈⼩型派对套�

＄100
＄240

＄160

套��选: �鸡 +主� +  副�+ 饮品 + �点/点⼼

扫码下单

预购时间� 11/23-11/27 |   ��时间 3PM - 7PM. 

�恩节�使⽤平台订购�
点�即�机会参与

幸�旋盘�赢��恩节套�
额�折扣�

居住在休斯顿凯�区域的朋友可��过「AMA On-The-Go」��平
台�⾃由�样���⼀�订购所�喜爱的�点�并只�⽀付⼀��
费� 凯�亚�城推出三��恩节�带组合�套��可在参与�恩节活
动�家中⾃由���我们�将提供��推�组合供�参考�

�恩节�鸡1只+4主�+4��+6饮�或�品或⼩吃���推��在家庆
祝�恩节�套�除了软��汁的⼴式�鸡��主��虾仁�⾖���
鸡蛋�洋��⼤���的星�����还�Phat Eatery��⻢来�⾊
�浆饭��⼝带����⽓再佐�Sambal辣酱�喜爱韩式�理不�点
Soju101韩式辣酱�猪⾁�辣�年���辣滋味满⾜你的味��

�恩节�鸡1只+2�主�+2��+3饮�或�品或⼩吃���推�: ⼀家
三⼝家庭过�恩节��软��汁的⼴式�鸡���Donkey Yaki蜜汁照
烧虾仁饭与⼗秒到云南过桥�线的西红柿�线�西红柿汤头煮过�线
带���滋味���推�⼩�川�⽟��虾仁�和Thaicoon��鲜�
材�制的内馅��中��⾄⾦⻩⾊���可⼝�春卷�佐���酱提
升⻛味��点可享⽤Yomie�s Yogurt健���/�果/��优格�(�恩
节套�赠����或T恤���可选 3 个�)

4-6⼈套��套�每�$160�元 (价值$320�元)

3⼈套��套�每�$100�元 (价值$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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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發達國家土特產 分享進博商機
東帝汶貓屎咖啡 阿富汗手工地毯 盧旺達牛油果油受青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東帝汶

的貓屎咖啡、阿富汗的手

工地毯、尼泊爾的唐卡、

盧旺達的辣椒……越來越

多沒有華麗包裝，卻帶着

當地人最誠摯熱情的“土特產”亮相進博會。根據大會此前的

發布，本屆進博會共有145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參展，其

中，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也包括一些最不發達國

家。為最不發達國家企業提供展示免費的舞台，平等共享中國

發展機遇，是進博會的傳統。有連續多年參展的展商說，從一

個極簡的展架開始，我們在中國找到了發光的舞台。

“今年我們在籌備產品時，並沒有特意去尋找
新展品，是當地農民在咖啡農口中得知了

貓屎咖啡因為進博會大開銷路，便迫不及待請我們
把他們引以為傲的香辛料也帶來了。”東帝汶國家
館執行館長助理鮑書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由
於貓屎咖啡價格較高，而東帝汶當地的整體家庭收
入又相對偏低，通常每賣掉1公斤的貓屎咖啡，對
當地人家就是整個家庭幾個月的收入。貓屎咖啡在
東帝汶的年產量大概只有600至800公斤，去年我
們一次性拿了550公斤的配額。”得益於中國的採
購量，東帝汶的咖啡農在疫情期間得到了實實在在
的收入上的幫助。鮑書麟感慨道，從2019年第二屆
進博會上的一個極簡的展架，到第三屆的一個9平
米標攤，到第四屆18平米的展位，再到今年的36
平米，免費的展位扶持讓東帝汶的產品能夠盡情在
進博會上展示。

“中國朋友喜歡這種紅地毯”
“其實，在中國並沒有鋪地毯的傳統，但通過

進博會，我們卻發現手工地毯意外受歡迎。”阿富
汗小伙SHAMS ULLAH早年來中國留學後就愛上
了這裏，先是在浙江做出口貿易，這兩年又因為進
博會做起了進口生意，希望通過進博會，把越來越
多家鄉的好物帶來中國市場。“這是我們第三次參
加進博會了，第一屆只帶了地毯來。” SHAMS
ULLAH指着地毯說，“中國朋友喜歡這種紅色地
毯。”首次參展收穫不俗後，去年他又帶來了阿富

汗的松子，今年更是將阿富汗的青金石工藝品帶來
展示。記者也注意到，相比往屆，展館內阿富汗手
工地毯的展位明顯增多了，上前詢問的觀眾也從最
初的溝通了解，變得開始貨比三家。

“卡瓦粉沖劑顏色像咖啡，喝下去像酒”
“我們來自瓦努阿圖，位於南太平洋西部，在

地圖上是這個位置……”來自瓦努阿圖的姑娘
ROXANE是第二次來進博會了，會一點點中文的
她，很樂於向人們介紹自己的國家和特色產品，有
些時候說不清楚了，就掏出手機搜索一番，圖文並
茂地來個生動展示。今年是瓦努阿圖的產品第五次
來到進博會了，今年展品分散在兩個展館。“瓦努
阿圖的礦泉水，這種卡瓦粉，還有Noni果汁都是我
們的明星產品。”說起家鄉的特產，從原料到製作
工藝，ROXANE都瞭如指掌，向中國消費者形容
起卡瓦粉的食用方式和味道更是簡單直白，“用水

沖飲就行，它的顏色有點像咖啡，但喝下去感覺像
喝酒……”作為展館內少有地將標準展位也布置一
番的展台，ROXANE分享道，“你看我們掛在這
裏的裝飾，其實是我們傳統的草裙。”她一邊說一
邊搖擺起來。她這一個表演，讓南太平洋特色產品
大受歡迎。

“咖啡、牛油果油，很多人來諮詢”
另一邊，來自盧旺達的姑娘AIMEE如黑珍珠

般美麗，為了參加進博會，她特意遠道而來，牛油
果油、辣椒、咖啡在這幾天裏頗受青睞，“特別是
我們的咖啡、我們的牛油果油，很多人來諮詢。”
得知上海在近年來興起咖啡熱，AIMEE眼前一
亮。而首次來到進博會現場的她也感嘆道，工作之
餘看到了進博會這個巨大的平台，除了各國的特色
產品，“還有很多世界上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都在這
裏展示”。

3��(�

來自也門的阿拉丁和
他的“神燈”已經是第三
次來進博會了。香港文匯
報記者連續數天路過也門
的展位，都能看到這位小
伙子在熱情地向一批批客

商推薦着展台中各式精美產品——銅質的駱
駝、晶瑩剔透的飾品，以及風靡全球的童話
《一千零一夜》中的“神燈”。或許是前來
諮詢的中國客人太多了，阿拉丁說話間總會
不自覺地中英文穿插，偶爾蹦出來的一句中
文會讓人有些錯愕，卻也增加了親切感。進
博會讓阿拉丁的願望成真，“每一年都有
40%的增長，我明年肯定還要來啊。”

兩年多前，阿拉丁通過中國大使館了解
到上海正在舉辦進博會，他早早報了名。在
2020年，他首次帶着自己的“神燈”參展，
簽訂的銷售合同總額達到100萬元人民幣。
像阿拉丁一樣，最初因為大使館的介紹而了
解到進博會的展商不在少數。懷着激動而忐
忑的心情，他們前來參展，意外收到令人驚
喜的反饋——引以為傲的家鄉產品備受喜
愛，銷量暴增，家鄉的名字被人們熟知，家
鄉的文化和故事也能講給更多人聽……

“會一點點中文”、“我打字給你”、
“你是我的朋友了”……為了更好地和喜愛
產品、欣賞家鄉文化的客商交流，阿拉丁們
也在暗自努力。幾年來，小小的展位被他們
運用到了極致，從最初簡樸的陳列展示或紙
張介紹，到如今按系列、類別掛滿擺滿琳琅
滿目的商品，幾平方米的空間為他們帶來了
大大的商機，越來越多的阿拉丁，在這裏夢
想成真。

阿拉丁的願望
��
��

◆也門展商阿拉丁和他的“神燈”。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阿富汗手工地毯備受中國消費者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瓦努阿圖姑娘介紹當
地特色的卡瓦粉和Noni
果汁。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盧旺達姑娘專程來上
海參展進博會，盧旺達
牛油果油、辣椒、咖啡
等頗受青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小花小花游嘉欣游嘉欣成功上位成功上位
周嘉洛周嘉洛冧莊成冧莊成劇王劇王

TVB節目巡禮譚俊彥林夏薇企C位地位穩固

出席節目巡禮的藝員包括有譚俊彥、陳山
聰、袁偉豪、蔡思貝、周嘉洛、陳瀅、

陳豪、高海寧、黃翠如、連詩雅、陳自瑤、
胡定欣、姚子羚、洪永城、黃智雯等小生花
旦，以及表演嘉賓聲夢傳奇成員。
劇集方面，有8部明年重點推介的節目，分

別是《一舞傾城》、《狀王之王》、《香港人
在北京》、《你好，我的大夫》、《痞子殿下
2》、《隱形戰隊》、《寵愛 Pet Pet》及《羅密
歐與祝英台》。綜藝節目就包含消閒、輕鬆、資
訊、紀實、音樂及真人騷節目，計有《肥媽
李鼎》、《還原歷史名菜》、《豪遊咖啡》、《吃
貨橫掃曼谷》、《周遊日本》、《CP旅行團》、
《LAW霸女神》、《身體最誠實》、《重案實
錄》及《中年好聲音》等。J2自家製節目亦有《大
髮師》、《因為愛情》、《我要瞓鬥》、《奇蹟
的罐頭料理》、《得寵》、《還完神之食》、《冲
遊泰國（第八輯）》、《我瞞上機了》、《見步
行步．台灣篇》、《拋妻棄女走一會》、《荷蘭
筍工》、《尋找快樂的根源》及《解風東京》，
屢獲獎項的《無窮之路》也有新一輯跟觀眾見面。

胡定欣懷疑姚子羚有新歡
周嘉洛憑《痞子殿下2》、《寵愛Pet-

Pet》與《羅密歐與祝英台》三部重點推介劇
成為明年的“劇王”，姚子羚有《一舞傾
城》與《狀王之王》兩劇在手，游嘉欣亦有
《你好，我的大夫》及《羅密歐與祝英台》
兩劇在身。嘉洛笑稱自己是個最抵用演員，
笑言自暫別《愛．回家》後騷錢大減，慶幸
明年就開拍《痞子2》。獲力捧的新一代小花
游嘉欣，表示不知是否獲公司力捧，一如過
往有工作安排就去做，結果被周嘉洛取笑她

不用主動去𢱑 工作。
在內地工作大半年的姚子羚終於回港，

好姊妹胡定欣投訴她回港時很神秘，完全不
通知她們一班好姊妹。子羚解釋道：“因為
只返來幾日有很多事要處理，又要時間去適
應，最多我肉償來作補償。”稍後生日的姚
子羚，定欣笑言會在生日會上灌醉對方，查
探她是否在內地結識到“小鮮肉”，也希望
對方盡快找到好歸宿。講到姚子羚有兩部新
劇在手，她高興多年後再與王浩信合作，期
望明年在劇集中展現到新的一面。定欣對自
己有份演出的劇集未有成為推介劇而失望，
反而在未有新劇拍攝時去學唱歌和網球。

大合照獲安排站在第一排中間位置的譚
俊彥和林夏薇，未見明年有重點劇推介，剛
在馬來西亞完成電影《爆裂點》的譚俊彥表
示，差不多有一年時間不在港，所以都沒時
間幫公司拍劇，但明年就要“找數”拍新
劇，同時會主持新的飲食節目，負責發掘一
些奇特的菜式。對於今年無望再做視帝，譚
俊彥說不失望：“今年沒有想獎項，是另一
種心情，反而看到好多同事很努力，例如陳
山聰有6套劇、林敏驄又演得好、黃宗澤也有
劇上，到時我會在台下支持，如果真的要他
們之中揀視帝，我私心會投票給山聰。”同
樣今年沒有新劇推出的林夏薇，再贏視后機
會也很微，她說：“之後講過《法言人》會
播，但後來又不播是有點可惜，因為角色會
讓觀眾見到我不同的一面。不過，明年都有
《寵愛Pet Pet》，獎項不是重點，我希望每
個角色都給到觀眾不同感覺。”

黃翠如與洪永城明年將分頭行事做領隊
拍旅遊節目《我瞞上機了》和《拋妻棄女走

一會》，洪永城表示會將到亞馬遜地區拍
攝，計劃拍攝兩星期，由於翠如曾有到訪該
地區的經驗，也會跟她取經留意需注意的地
方。笑指洪永城又要離開女兒一段時間，他
稱到時會寫信給女兒，待她長大後就知道爸
爸當年的辛苦。

藝人Terry親手畫漫畫牆
負責為漫畫牆畫經典人物的藝人李偉健

（Terry），表示花了一個月時間準備，也要
多謝公司美術同事全力支持。問到漫畫牆的
構思由來，Terry說：“因為之前上綜藝節目
時我設計過隊服，公司就提議不如趁55周年
幫手畫55個經典人物，好開心可以畫到丁
力、許文強、掃街茂、方展博等經典角
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
難得與廣告客戶近距離接觸，一
眾男女藝人都傾力向客戶推介節
目，女藝人更打扮美艷吸引目
光，其中谷胸上陣的蔡思貝和少
有低胸示人的黃智雯最養眼，反
觀有“咪神”之稱的高海寧、張
曦雯和陳自瑤就收起性感。

蔡思貝與黃智雯都笑稱平時
不是行性感路線，只是近期忙拍
劇沒機會穿靚衫，加上是節目巡
禮的大日子，要打扮隆重跟客戶
見面。今年專注拍劇的黃智雯，
手上已有三套劇集包括《隱
門》、《隱娘》和《再見．枕邊
人》，她坦言今年工作忙已透支
身體，待拍完劇後要放假充電，
她說：“我已經在搶機票，因為
好想飛，加上自己12月生日，希望可以飛到，已經沒
有想要去哪裏，有機票就起行，今年工作已超額完
成，身體開始跟我說要休息。”蔡思貝有份演劇集
《你好，我的大夫》，雖然角色比較輕鬆，但有不少
文言文考起她，而且角色有不少喊戲，事前要做足功
課。她說：“因為角色都幾慘，但我喜歡這種自虐式
角色，辛苦得來有少少鍾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攝

影 郭木又）TVB《無綫節目巡禮

2023》10日於電視城舉行，超過

160位藝員向廣告客戶推介明年的

精彩節目，同時為慶祝TVB 55周

年台慶，特地製作一幅雲集55年

“TVB 經典人物漫畫牆”，選取

55年來陪伴大家成長的經典角色

及場景，為觀眾呈現集體回憶，

而總經理曾志偉、蕭世和、樂易玲

等高層就率領眾藝員進行大型切燒

豬儀式。

◆◆““TVBTVB經典人物漫畫牆經典人物漫畫牆””為觀眾呈現集體回憶為觀眾呈現集體回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陳豪主演的
《新四十二章》原定是台慶劇之一，現被抽起
改播朱晨麗有份演的《輕．功》，陳豪表示
事前已知情，因為劇集已改成“同步劇”，
要配合內地的上映日期，他說：“劇情要有
少少修改才可以安排播映，當初聽到抽起是
有少許不開心，但現在變成同步劇又開心
返。”

朱晨麗就表示從網上消息才知道改播《輕．
功》，她稱劇集在任何時間播出也沒有意見，高
興在劇中與黎耀祥及蔣祖曼合作愉快。今年有兩劇推出的
朱晨麗，有利在頒獎禮中爭獎，她說：“都是隨緣，做演
員拿到劇本就會盡情去發揮，盡量做到最好，不會想一定
要得獎的。”

馬國明10日出席《無綫節目巡禮2023》
透露明年推出的新劇《隱形戰隊》，他會扮
演很正經又有型的角色，對他來說很難
忘，他說：“因為我很少做正經又有型，
要做好醒目的幹探，對我來講是一個大挑
戰。”對於女友湯洛雯預告明年會結婚，馬
國明坦承他們已有共識，只是未定婚期，因
為他明年要拍攝兩部劇集。

馬國明想旅行結婚
馬國明笑稱女友講婚期時，大家都以為她是宣傳電

影，所以他也沒有收到太多祝賀訊息。問到想舉行哪種婚
禮，馬國明說：“我們兩個都想旅行結婚，因為我們都喜
歡旅行，但應該不會是日本，她很想去歐洲。”

◆超過160
位 TVB 藝
員登場推介
明年的精彩
節目。

高海寧密實亮相失色
蔡思貝谷胸最吸睛

談《新四十二章》被抽起 陳豪：改成“同步劇”

◆◆周嘉洛和游嘉欣分別包辦周嘉洛和游嘉欣分別包辦33劇劇
及及22劇成劇成““劇王劇王””、、““劇后劇后”。”。

◀ 高海寧剛續
約TVB。

▼蔡思貝(左)和黃智雯
成當日最養眼女星。

◀譚俊彥和林夏薇在
TVB的地位不變。

▶左起：姚子羚、
陳山聰和胡定欣3
位好友合體。

◆◆ 陳豪主演的陳豪主演的《《新四十新四十
二章二章》》被抽起被抽起，，改播朱晨改播朱晨
麗有份演的麗有份演的《《輕輕．．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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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發達國家土特產 分享進博商機
東帝汶貓屎咖啡 阿富汗手工地毯 盧旺達牛油果油受青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東帝汶

的貓屎咖啡、阿富汗的手

工地毯、尼泊爾的唐卡、

盧旺達的辣椒……越來越

多沒有華麗包裝，卻帶着

當地人最誠摯熱情的“土特產”亮相進博會。根據大會此前的

發布，本屆進博會共有145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參展，其

中，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也包括一些最不發達國

家。為最不發達國家企業提供展示免費的舞台，平等共享中國

發展機遇，是進博會的傳統。有連續多年參展的展商說，從一

個極簡的展架開始，我們在中國找到了發光的舞台。

“今年我們在籌備產品時，並沒有特意去尋找
新展品，是當地農民在咖啡農口中得知了

貓屎咖啡因為進博會大開銷路，便迫不及待請我們
把他們引以為傲的香辛料也帶來了。”東帝汶國家
館執行館長助理鮑書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由
於貓屎咖啡價格較高，而東帝汶當地的整體家庭收
入又相對偏低，通常每賣掉1公斤的貓屎咖啡，對
當地人家就是整個家庭幾個月的收入。貓屎咖啡在
東帝汶的年產量大概只有600至800公斤，去年我
們一次性拿了550公斤的配額。”得益於中國的採
購量，東帝汶的咖啡農在疫情期間得到了實實在在
的收入上的幫助。鮑書麟感慨道，從2019年第二屆
進博會上的一個極簡的展架，到第三屆的一個9平
米標攤，到第四屆18平米的展位，再到今年的36
平米，免費的展位扶持讓東帝汶的產品能夠盡情在
進博會上展示。

“中國朋友喜歡這種紅地毯”
“其實，在中國並沒有鋪地毯的傳統，但通過

進博會，我們卻發現手工地毯意外受歡迎。”阿富
汗小伙SHAMS ULLAH早年來中國留學後就愛上
了這裏，先是在浙江做出口貿易，這兩年又因為進
博會做起了進口生意，希望通過進博會，把越來越
多家鄉的好物帶來中國市場。“這是我們第三次參
加進博會了，第一屆只帶了地毯來。” SHAMS
ULLAH指着地毯說，“中國朋友喜歡這種紅色地
毯。”首次參展收穫不俗後，去年他又帶來了阿富

汗的松子，今年更是將阿富汗的青金石工藝品帶來
展示。記者也注意到，相比往屆，展館內阿富汗手
工地毯的展位明顯增多了，上前詢問的觀眾也從最
初的溝通了解，變得開始貨比三家。

“卡瓦粉沖劑顏色像咖啡，喝下去像酒”
“我們來自瓦努阿圖，位於南太平洋西部，在

地圖上是這個位置……”來自瓦努阿圖的姑娘
ROXANE是第二次來進博會了，會一點點中文的
她，很樂於向人們介紹自己的國家和特色產品，有
些時候說不清楚了，就掏出手機搜索一番，圖文並
茂地來個生動展示。今年是瓦努阿圖的產品第五次
來到進博會了，今年展品分散在兩個展館。“瓦努
阿圖的礦泉水，這種卡瓦粉，還有Noni果汁都是我
們的明星產品。”說起家鄉的特產，從原料到製作
工藝，ROXANE都瞭如指掌，向中國消費者形容
起卡瓦粉的食用方式和味道更是簡單直白，“用水

沖飲就行，它的顏色有點像咖啡，但喝下去感覺像
喝酒……”作為展館內少有地將標準展位也布置一
番的展台，ROXANE分享道，“你看我們掛在這
裏的裝飾，其實是我們傳統的草裙。”她一邊說一
邊搖擺起來。她這一個表演，讓南太平洋特色產品
大受歡迎。

“咖啡、牛油果油，很多人來諮詢”
另一邊，來自盧旺達的姑娘AIMEE如黑珍珠

般美麗，為了參加進博會，她特意遠道而來，牛油
果油、辣椒、咖啡在這幾天裏頗受青睞，“特別是
我們的咖啡、我們的牛油果油，很多人來諮詢。”
得知上海在近年來興起咖啡熱，AIMEE眼前一
亮。而首次來到進博會現場的她也感嘆道，工作之
餘看到了進博會這個巨大的平台，除了各國的特色
產品，“還有很多世界上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都在這
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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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也門的阿拉丁和
他的“神燈”已經是第三
次來進博會了。香港文匯
報記者連續數天路過也門
的展位，都能看到這位小
伙子在熱情地向一批批客

商推薦着展台中各式精美產品——銅質的駱
駝、晶瑩剔透的飾品，以及風靡全球的童話
《一千零一夜》中的“神燈”。或許是前來
諮詢的中國客人太多了，阿拉丁說話間總會
不自覺地中英文穿插，偶爾蹦出來的一句中
文會讓人有些錯愕，卻也增加了親切感。進
博會讓阿拉丁的願望成真，“每一年都有
40%的增長，我明年肯定還要來啊。”

兩年多前，阿拉丁通過中國大使館了解
到上海正在舉辦進博會，他早早報了名。在
2020年，他首次帶着自己的“神燈”參展，
簽訂的銷售合同總額達到100萬元人民幣。
像阿拉丁一樣，最初因為大使館的介紹而了
解到進博會的展商不在少數。懷着激動而忐
忑的心情，他們前來參展，意外收到令人驚
喜的反饋——引以為傲的家鄉產品備受喜
愛，銷量暴增，家鄉的名字被人們熟知，家
鄉的文化和故事也能講給更多人聽……

“會一點點中文”、“我打字給你”、
“你是我的朋友了”……為了更好地和喜愛
產品、欣賞家鄉文化的客商交流，阿拉丁們
也在暗自努力。幾年來，小小的展位被他們
運用到了極致，從最初簡樸的陳列展示或紙
張介紹，到如今按系列、類別掛滿擺滿琳琅
滿目的商品，幾平方米的空間為他們帶來了
大大的商機，越來越多的阿拉丁，在這裏夢
想成真。

阿拉丁的願望
��
��

◆也門展商阿拉丁和他的“神燈”。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阿富汗手工地毯備受中國消費者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瓦努阿圖姑娘介紹當
地特色的卡瓦粉和Noni
果汁。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盧旺達姑娘專程來上
海參展進博會，盧旺達
牛油果油、辣椒、咖啡
等頗受青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2022年11月2日（星期三）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李鴻培

四戰日本隊全勝
港女板球隊東亞盃稱后

麥明芯意大利青年乒賽摘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女子
板球隊於日本大阪一連4日出戰東亞盃，結果
以4戰全勝之姿稱后。

由於受到疫情影響，今次東亞盃是繼
2019年後再次舉辦，但國家隊及韓國皆沒有
參賽。港隊與擁有主場之利的日本交手4場，
並在首兩戰顯得略勝一籌。唯一可惜的是，隊
長陳嘉瑩在首戰勇戰受傷，在餘下三場賽事均
未能上陣，要改由Yasmin Daswani率領球隊
繼續作戰。

領先場數2：0後，港隊在第3場讓16歲
新秀Georgina Bradley及何情怡上陣，Georgi-
na Bradley取得國際賽上首頂帽子。港隊是先

擊球的一方，港隊今仗火力全開，在
只有兩人出局的情況之下取得142分
完成上半場。在下半場，日本採取進
取的打法，在第19個回合追至137
分，只需6分便能夠超分，港隊於最
後一個回合派出Mariko Hill投球，
讓對手僅取得2分的情況下獲勝，場數領先至
3：0，香港隊成功稱后。

雖然東亞盃冠軍寶座已落入香港隊手
上，不過第4戰戰況仍十分激烈。港隊完成20
個回合後取得101分。日本的表現越來越好，
力戰至最後一球成功追平比分，雙方均取得
101分，需要以Super Over分勝負。

Super Over加時賽的規則是每隊輪流擊
球及防守一個回合，擊球方只有三名擊球手，
而防守方只可派出一位投球手。日本隊先進行
擊球，港隊派出Mariko Hill投球，她們在兩
人出局的情況下取得4分。之後香港派出文涓
懿及Mariko Hill擊球，她們僅用兩球便擊出5
分，有驚無險以全勝姿態奪得東亞盃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WTT青少年賽日
前於意大利展開，港隊在首站賽事憑小將麥明芯於
U13女單連過兩關，最終僅不敵印度選手Syndrela
Das獲得銀牌。據香港乒總透露，一眾港隊小將從10
月30日起，一連出戰意大利、匈牙利、斯洛伐克及
黎巴嫩4站WTT青少年賽，在先上演的意大利站，
港隊派出江芷琳、李凱敏、吳詠琳、黃凱彤及麥明芯
5位女將出戰。

今年9月曾勝出泰國和格魯吉亞賽的麥明芯，於

今次意大利賽表現依然出色，在小組賽一局不失、3
戰全勝下首名晉級。淘汰賽階段首輪輪空直入8強，
緊接先後淘汰奧地利及印度選手殺入決賽。可惜決賽
面對印度球手Syndrela Das，麥明芯頭兩局連輸5：
11、10：12，雖然第3局以11：8“破蛋”，但第4
局再輸8：11，最終屈居亞軍。在U15比賽，於格魯
吉亞賽奪冠的黃凱彤，今站先後擊敗西班牙及澳洲選
手殺入8強，可惜面對埃及選手Hana Goda，黃凱彤
以2：11、6：11、6：11見負，無緣準決賽。

劉詩雯參選
國際乒聯運動員委員會
中國奧運冠軍劉詩雯日前更新個人社交平台稱，國際

乒聯運動員委員會換屆選舉在今年舉行，很榮幸自己能夠成
為候選人之一。她也公布了自己的競選宣言——“傾聽你
的聲音，共享魅力乒乓！”她表示，希望藉此機會讓運動員
的聲音被聽到，加強各協會、各年齡層運動員之間的交流，
同時鼓勵帶動更多女性參與到乒乓球這項運動當中。

此外，劉詩雯表示，“我從四歲半開始打球，到目前
為止乒乓球已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未來也希望無論
在賽場內還是賽場外都能夠繼續發光發熱，為我熱愛的乒乓
球事業貢獻一份力量！”

此前，國際乒聯運動員委員會23人候選名單公布，中
國奧運冠軍劉詩雯及殘奧冠軍趙帥在列。根據相關規定，投
票將以線上方式進行。據悉運動員委員會共有10個名額，
任期為4年。評選結果將於11月14日公布。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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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 煒 在
鞍馬比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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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錦賽初賽只列22名

石偉雄石偉雄
““全身傷全身傷””

現年31歲的“石仔”今年完成體操世界盃4站賽
事後，累積足夠積分，並以世界排名第7身份殺

入世錦賽。賽事上周起於英國利物浦舉行，女將黃曉
盈及陳卓琳亦有登場。“石仔”在男子跳馬初賽，第
一跳獲得14.000分，第二跳則獲得13.233分，平均分
13.616排第22名無緣決賽；兩名女將在女子平衡木初
賽也分別獲10.266分及10.033分，未能突圍。
“石仔”賽後在社交平台總結今年成績，坦承一

直受到傷患影響：“比（賽）完啦！2022年嘅計劃終於
完啦，今年終於‘捱’過，對我來講今年是豐收的一
年，只不過收到的全部都是傷，不是這裏斷就是那邊裂，
被傷患困擾了一整年，不過就算日子多麼難過都要走下去，
唯有走慢些吧。”

為安全起見不使用“李世光跳”
他又表示，賽前的一個月前才能如常跑步，為安全起見也打消

了施展高難度動作“李世光跳”的念頭。為了巴黎奧運，他承諾“會
繼續走下去”：“我會盡快處理好傷患，接下來2023年開始計奧運分，

無論前面多難行，我都會繼續走下去，因為還未到終點。”

香港“跳馬王子”石偉雄自從失意於東京奧運後，一直未能完全擺

脫傷患，以致成績停滯不前。雖然他仍能以世界排名第7的身

份，獲得前8名直入世界錦標賽資格，但“石仔”在

今次世錦賽初賽只列22名出局。他賽後在社交

平台總結2022年成績時慨嘆：“今年是豐

收的一年，只不過收到的全部都是

傷！”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完季完季

◆◆麥明芯奪得銀牌麥明芯奪得銀牌。。
香港乒總圖片香港乒總圖片

◆◆香港女子板球隊奪得東亞盃冠軍香港女子板球隊奪得東亞盃冠軍。。 香港板球圖片香港板球圖片

◆ 劉詩雯公
布自己的競
選宣言。

劉詩雯
微博截圖

◆石偉雄在今年經歷高低起跌。
石偉雄Facebook圖片

◆石偉雄在社
交平台總結2022
年成績。
石偉雄Facebook
圖片

10月31日，2022體操世錦賽在利物浦繼
續進行，在當天男團資格賽中，中國隊以第4名進入決
賽，日本男隊以較大優勢排名資格賽第1位。

中國隊由張博恒、鄒敬園、孫煒、尤浩、楊家興組成，其中張
博恒是上屆世錦賽個人全能冠軍得主，鄒敬園則是東京奧運會雙槓項目
冠軍。

中國隊在第一個進行的單槓項目上表現出色，孫煒和張博恒分別拿到
14.833和14.733分，在所有參加這一項目的選手中分別排在第2和第3位。這個
單項中國隊拿到43.232分，僅次於日本隊的43.300分。

但在隨後進行的自由操、鞍馬、吊環、跳馬和雙槓的比賽中，中國隊均出現不
同程度的失誤，最終以249.929的得分排在所有參賽隊伍的第4位。

“今天我們的團體出了點問題，不管在體能上還是節奏上，都有一些失誤的動
作。”鄒敬園在賽後接受採訪時說，“回去要總結，希望在決賽的時候，沒有調整好
的地方可以調整好。”

由東京奧運會個人全能冠軍橋本大輝領銜的日本隊保持着穩定發揮，他們以
260.695分高居資格賽榜首，東道主英國隊以總分252.793分排名第2，美國隊以總分
252.295分排在第3。

此外，在個人全能項目上，日本隊的谷川航和橋本大輝包攬資格賽前兩名晉級決
賽，中國隊唯一完成6個單項的張博恒排名第5晉級，這位個人全能項目的衛冕冠軍同
時還進入了自由操決賽。

其他單項中，鄒敬園入圍了吊環和雙槓決賽，尤浩晉級了吊環決賽。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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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佛羅裏達州棕櫚灘消息
：唐納德·特朗普自 2020 年大選失敗以來一直
對美國投票的公正性發起無情攻擊，他11月15
日週二發起了在 2024 年重新獲得總統職位的競
標，旨在先發制人，超越共和黨的其他競爭對
手，為2024年的總統選舉再拼一次！

為了尋求與民主黨總統喬·拜登的潛在複賽
，特朗普在中期選舉一周後在他位於佛羅裏達
州的海湖莊園宣布了這一消息，在中期選舉中
，共和黨人未能贏得他們希望的國會席位。

在持續一個多小時並在美國電視台現場直
播的演講中，特朗普在一個裝飾著幾盞枝形吊
燈、排列著數十面美國國旗的舞廳裏對數百名
支持者發表了講話。

特朗普對著歡呼、揮舞著手機的人群說：
“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我今晚宣布再次參選
美國總統。”人群包括他的家人、捐助者和前
僱員。

當天早些時候，助手們向美國聯邦選舉委
員會提交了文件，該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名為
“唐納德·特朗普競選 2024 年總統”的委員會
。

特朗普避開了其它公開露面時的辱罵，而
是選擇批評拜登的總統任期的無能。特朗普回
顧了他在任期內的政策和成就。

他說：“兩年前我們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現在變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很快我們將再次成
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特朗普從他的劇本中闡述了熟悉的黑暗主
題，譴責移民。他說：“我們正在被毒害”，
並將美國城市描繪成犯罪浪潮的控制下，使他
們成為“血腥的汙水池”。

他說，他將推動對毒販處以死刑，對立法
者實行任期限制，並重新僱用因拒絕接種 CO-
VID-19 疫苗而被解僱的軍人。

盡管他抨擊了美國的選舉進程，但他並沒
有在演講中重述他在 2020 年大規模選民舞弊的
說法，也沒有提及 2021 年 1 月 6 日一群偽裝
成他的支持者對美國國會大廈的襲擊。

特朗普預測他的競選活動將遭到左翼團體
、華盛頓當權派和新聞媒體的反對。他說：
“但我們不會被嚇倒，我們會堅持，我們會在
洪流中勇往直前。”

在 2024 年夏季正式選出共和黨候選人的漫
長的道路之前特朗普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距離
第一場州級競選還有一年多的時間。

即使在這個以曠日持久的總統競選著稱的
國家，特朗普的宣布也比往常更早，這表明他

有意阻止佛羅裏達
州州長羅恩·德桑
蒂斯或他自己的前
副總統邁克·彭斯
等其他可能的競爭
者 參 加 共 和 黨
2024 年總統大選
提名。

德桑蒂斯在中
期選舉中輕而易舉
地連任州長。彭斯
在宣傳他的新書時
，試圖與特朗普保
持距離。其他潛在
的共和黨總統候選
人包括弗吉尼亞州
州長格倫·揚金、
德克薩斯州州長格
雷格·阿博特、前
南卡羅來納州州長
尼基·黑利和前國
務卿邁克·蓬佩奧
。

特朗普在中期
選舉中發揮了積極
作用，招募和提拔
的候選人與他的說法相呼應，即 2020 年的選舉
是通過廣泛的投票舞弊從他那裏竊取的。

但他在關鍵戰場州的許多候選人都失敗了
，這促使一些著名的共和黨人公開指責他提拔
了軟弱的候選人，這些候選人破壞了該黨控制
參議院的希望。

眾議院的控制權仍懸而未決，但共和黨人
有望贏得微弱多數。

特朗普將尋求他的政黨提名，盡管他在多
個方面都面臨麻煩，包括對他持有離任時取得
的政府文件的刑事調查，以及與他在 2021 年
1 月 6 日的襲擊中所扮演的角色有關的國會傳
票。特朗普稱他面臨的各種調查是出於政治動
機，並否認有不當行為，也沒有查出有不當行
為。

現年 76 歲的特朗普正尋求成為繼格羅弗·
克利夫蘭之後第二位非連續任期的美國總統，
格羅弗·克利夫蘭的第二任任期於 1897 年結束
。現年 79 歲的拜登上週表示，他打算競選連任
，並將可能會在明年初做出最終決定。

在愛迪生研究中心的一項民意調查中，十
分之七的中期選民表示，仍然非常不受歡迎的

拜登不應再次參選。在同一項民
意調查中，10 名受訪者中有 6 名
表示他們對特朗普持負面看法。

在他動蕩的 2017-2021 總統
任期內，特朗普提倡“美國優先”民族主義，
同時將自己塑造成右翼民粹主義者。他成為第
一位兩次被彈劾的美國總統，盡管國會民主黨
人未能將他免職。

在國會大廈遇襲前的一次集會上，特朗普
敦促支持者“拼命戰鬥”，並向國會遊行以
“阻止偷竊”，但隨後沖進國會大廈的暴徒未
能阻止國會正式認證拜登的選舉勝利。

根據路透社/益普索的民意調查，盡管法院
和州選舉官員駁回了特朗普的欺詐選舉主張，
但仍有約叁分之二的共和黨選民認為拜登的勝
利是非法獲得的。

特朗普贏得了許多美國人的熱情支持，尤
其是白人男性、基督教保守派、農村居民和未
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批評者指責特朗普在一個
非白人人口不斷增長的國家推行圍繞“白人不
滿”制定的政策。

自從他在 2016 年贏得總統職位以來，政治

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包括主要捐助者在內的
一些黨內人士對圍繞他的戲劇性事件感到精疲
力盡，這也為再次競選出現障礙。

他作為總統的單一任期是美國曆史上最具
爭議的任期之一。他確保了全面減稅，對移民
實施限制，並策劃了包括最高法院在內的聯邦
司法機構的右移。他疏遠了美國的海外盟友，
放棄了有關貿易和氣候變化的國際協議，並贊
揚了包括普京在內的海外獨裁領導人。

2019 年，在他敦促烏克蘭領導人就拜登及
其兒子的腐敗指控展開調查後，民主黨領導的
眾議院以濫用職權和妨礙國會的罪名對他進行
彈劾。由於共和黨的支持，參議院宣告他無罪
。

眾議院在特朗普卸任前一周再次彈劾特朗
普，這次是因為他“煽動叛亂”。他離任後被
參議院宣告無罪，他再次感謝共和黨參議員。

愛拼才會贏！特朗普宣布再次競選美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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