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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休城社區

2022年12月13日（星期二）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手拋起飛，在空中如鳥

兒一樣自由平穩飛行，154分鐘後

緩緩滑翔降落，一項新的吉尼斯

（或稱健力士）世界紀錄就此誕

生。香港文匯報記者12日從西

北工業大學獲悉，吉尼斯世界

紀錄官方日前正式宣布，西北

工業大學申請的撲翼式無人機

單次充電飛行時間吉尼斯世

界紀錄稱號挑戰成功，認定

的紀錄時間為2小時34分

38秒62。

單次充電翱翔154分鐘
西工大仿生無人機破世界紀錄

據了解，撲翼式無人機的飛行原理，主要
是模仿鳥類等生物撲動翅膀的飛行方

式。西北工業大學航空學院宋筆鋒教授團隊深
耕仿鳥飛行器研究20餘年，在鳥類飛行機理研
究、仿生飛行器設計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
成果。

“自然界的鳥類飛行能力驚人，研究牠們
的飛行機理和相關仿生技術，是發展新概念飛
行器與提升現有飛行器性能的顛覆性技術，世
界航空強國也都將仿生飛行技術列入了重點發
展領域。”據宋筆鋒教授介紹，從2001年開
始，他和團隊便致力於研製更仿生、更高效的
撲翼飛行器，多年來接連突破多項技術難題，
先後研製出“信鴿”“小隼”“金雀”“蜂
鳥”“雲鴞”“信天翁”等不同特點的仿生飛
行器，在飛行器續航時間、載荷能力、環境適
應性等方面更是不斷突破極限。

仿鳥類飛行方式“甚至引真鳥伴飛”
此次創造新吉尼斯世界紀錄的無人機，是西

北工業大學自主研製的“雲鴞”撲翼式無人機。
這款無人機具有仿生性、隱蔽性和便攜性，不僅

外形酷似鳥類，同時還能如同鳥兒一樣在空中自
由翱翔，有時甚至還會引來真正的鳥類伴飛。該
無人機採用了高升力大推力柔性撲動翼設計、高
效仿生驅動系統設計和微型飛控導航一體化集成
等關鍵技術，翼展1.82米，空載起飛重量為1千
克，手拋起飛，起降不受場地限制，滑翔降落，
不僅能夠按設定航線自主飛行，飛行過程中還能
實時變更航線。

2022年11月15日14時03分04秒，在吉尼
斯世界紀錄官方認證官和專業計時員現場見證
下，挑戰正式開始。隨着一聲號令，“雲鴞”
撲翼式無人機騰空而起，整個飛行過程均採用
自主航線飛行。16時37分42秒，無人機平穩降
落。經過吉尼斯世界紀錄嚴格認證，挑戰通
過，超過原紀錄63分鐘。

團隊成員：撲動翼設計迭代近20輪
“我們發明了氣動、運動和結構強耦合的

數值仿真與特種風洞試驗系統，為仿生飛行器
氣動特性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基礎。”宋
筆鋒教授團隊青年教師薛棟表示，他們基於對
鳥類翅膀高升力大推力機理的研究，發明了柔

性仿生撲動翼設計方法。而撲動翼的設計先後
迭代了將近20輪，經過一輪輪的數值仿真、風
洞實驗和飛行測試，最終得到推力、升力和功
耗等多項指標綜合性能最佳的版本，使此次參
加挑戰的飛行器的撲動翼具有非常優越的氣動
特性。

對此次成功挑戰吉尼斯世界紀錄，擔任
“雲鴞”飛行器總設計師的博士研究生孟瑞感
悟頗多。他表示，每一次外場測試時，負責總
體、撲動翼、驅動系統、飛控系統設計的同學
都會參與進來，一起解決飛行過程中遇到的問
題，討論改進方案。在不斷改進的過程中，使
得飛行器的性能得到了不斷提升。

坐落於陝西西安的西北工業大學，是一所
以發展航空、航天、航海等領域人才培養和科
學研究為特色的國家重點“一流大學”。自建
校以來，該校書寫了新中國歷史上的多個“第
一”。特別是在航空航天領域，學校參與了大
飛機、載人航天與探月、神舟系列飛船等科研
攻關和研製，一半以上的航空工業重大型號總
師、副總師，一大批航天總師、副總師都出自
該校，被譽為“總師搖籃”。

中國工商業聯合會
（下稱“全國工商聯”）
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2月11日在北京開幕，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代表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工商聯大會上致賀
詞。全文約3,000字的賀詞，強調民營經濟
是自己人、是國家長期健康發展的重要力
量，再次釋放出中央信任、重視、支持民
營經濟發展的重要信號，為其克服挑戰、
激發內生活力注入強大信心，也表達了在
“穩增長”的新形勢下，中央對民營經濟
進一步助力恢復市場活力、推動宏觀經濟
復甦的殷切期待。

在中國經濟中，民營經濟具有“五六
七八九”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
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
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
90%以上的企業數量。可見，作為經濟肌體
的“毛細血管”，民營經濟發展在穩增
長、穩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直
接關係到整個中國宏觀經濟的高質量發
展。

成立於1953年的全國工商聯，是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以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人士
為主體，具有統戰性、經濟性、民間性有
機統一基本特徵的人民團體和商會組織，
新華社闡述其角色為“是黨和政府聯繫民
營經濟人士的橋樑紐帶，是政府管理和服
務民營經濟的助手，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的重要組成部分”。

賀詞中強調，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
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是重大
經濟問題，也是重大政治問題，工商聯優
勢不可替代、作用不可或缺，並具體提出
“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
社會”的要求，要求民營企業家也應真正
以“自己人”的態度積極踐行，為國家長
期健康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應該看到，近幾年疫情反覆，加之國
內外形勢深刻複雜變化，市場需求不足、
融資困難等都讓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着前所
未有的壓力，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和預期也
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定影響。在很多關鍵
的發展節點上，中央始終旗幟鮮明地支持
民營企業發展，強調民營經濟的歷史貢獻
不可磨滅、民營經濟的地位作用不容置
疑。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專門主持
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提出“民營企業和
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二十大報告
則要求“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依法保
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營
經濟發展壯大”。◆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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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工大撲翼式無人機團隊進西工大撲翼式無人機團隊進
行外場飛行測試行外場飛行測試。。

陳瑞曾教授(Prof. Ray Chen)獲選美國國家發
明家科學院院士(National Academy of Inventors,
NAI)。消息傳出，各界無不敬佩與讚譽，因NAI
院士是學界發明家最高的榮譽，陳教授因展現高
度發明家精神，其傑出的發明，增進人類生活品
質、經濟發展和社會福祉而獲此殊榮。

陳教授是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電子工程系講座教授，也是UT第
1位獲此殊榮的臺灣籍教授。

1980年畢業於臺灣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陳
教授於1982年來到美國，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
校攻讀碩博士，1988年獲電機博士。1992年迄今
應聘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從事光電通訊和生
物科技的專業研究。他指導過56名博士生、17名
碩士生、帶領41名博士後研究人員和訪問學者，
多次獲得全美研究大獎，發表逾900篇的學術論
文及70個研究專利，同時主持超過120個美國聯
邦政府所支持的研究計畫。陳教授同時是美國電
機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美國光學協會和國際
光電工程學會的會士。

美國國家發明家科學院院士之榮譽，除了檢
視學者授權專利的數量，其智慧財產權資產的價

值和商業化也非常重要。陳教授成功地從包括
Intel Ventures在內的4家投資公司募集1,800萬美
元的A輪融資，用於聚合物光子器件專利，包括
可變光衰減器、密集波分雙工器、開關器和調製
器。這項技術最終被Finisar公司收購，經該公司
持續將該技術的產品商業化，最終於2019年9月
被納斯達克上市公司II-VI Incorporated以32億美
元收購。

陳博士IP組合中的另一項技術是噴墨列印技
術，其中可塑形表面可用於實現高品質的列印設
備，如天線和 RFID。這些設備本質上重量輕，
性價比高，非常適合機載和太空應用。美國民航
局曾在NASA製作的影片中強調這項技術。陳博
士也率領團隊獲得美國國防部及波音公司的計畫
合約。

陳博士授予德州大學的3項專利已經授權給
歐米茄光學（Omega Optics Inc. www.omegaop-
tics.com），以協助開發晶元實驗室生物感測器，
該感測器目前處於技術準備級別（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TRL）6，在美國和國外銷售了多
個原型。連同陳博士團隊提交的其他專利，歐米
茄光學（Omega Optics）目前正在尋求合作夥伴

、潛在投資者及台灣的生產基地，以通過FDA的
批准程式和製造要求。

陳博士的各項專利非常有商業化價值，且前
景更加看好。陳博士在UT任教期間能夠指導學
生、專注研究、帶領創新研發，實在是名副其實
的發明家。

他受訪時表示，離開臺灣已整整40年，在他
年輕的時代，台灣並不富裕，不過許多胸懷大志
的年輕人，赴四海拼搏。今日的臺灣，經濟民生
富裕，深切期盼年輕朋友們走出小確幸，擁抱廣
濶的世界，同時讓民主自由成為勇於冒險嘗試的
基石。

更多陳瑞曾教授的研究如下：
http://muri2.engr.utexas.edu/
http://muri.engr.utexas.edu/
http://www.mrc.utexas.edu/people/faculty/
ray-chen

日期：2022年12月13日
發稿單位：駐休士頓辦事處
電話：713-840-3854/7135046060
電子郵件：shuya@mail.moe.gov.tw

臺裔教授之光 陳瑞曾博士獲選美國國家發明家科學院院士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 「中國人活動中心」主辦的“休
斯頓我的家”2023《擁抱春天》春晚，於周日（12月11日）下
午二時半，舉行第二次新聞發布會，共有中國人活動中心領導、
籌委會主席、藝術總監、顧問、總導演、各社團領袖近五十人前
往，由名主持人陸峻主持大會。

會議開始，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致歡迎詞，表示

現在北邊的氣候已開始下
雪，希望這枱節目給大家
帶來溫暖。

緊接著， 「中國人活動
中心」執行長方一川逐一
介紹與會的嘉賓，包括媒

體、社團代表和籌委會成員：主席黃琛、副主席楊賀民、共同主
席減稅王、榮譽主席楊萬青、總導演季家錦、藝術總監高曉慧、
藝術顧問宋海燕等人。希望今年的節目能把休斯頓文化充份展現
出來。其中又以 「高大上」為目標，邀請當地的美國政府官員，
包括當地議員、衛星城市市長、邀請他們參與我們，其中政要名
單，長達35名。

節目籌委會成員也逐一登台致詞：春晚主席黃琛表示：今年
主題： 「休斯頓我的家」期許走出 「新冠」陰影，走出更好家園
。二個半小時的節目，以 「創新」為重心，最後感謝所有人的支
持、贊助。

春晚榮譽主席楊萬青表示：在短短一個月內，休斯頓有40～
50個文藝團體報名，謝謝大家的熱情！選擇節目的大原則：尊重
晚會的 「藝術性」、體現群眾的參與。楊萬青還一一介紹參與的
導演組、HBU 重量級、藝術總監高曉慧、閃電之電、模特隊、
快樂舞者、王維國學生、皇家芭蕾舞學院、龍學天下、東北同鄉
會、少林寺二家、休斯頓京劇（六個花旦）、王飛雪… 包括了
：聲樂、舞蹈、器樂、小品、相聲…本地，加上 「大腕級」的，
平常買票都看不到。

今年的 「春晚」在2023年1月22日（大年初一）晚間六點
半，在Stafford Center 演出。當天晚間五時在該中心有酒會，邀
請政要、各社團會長、小型聚會一下。

春晚共同主席減稅王上台致詞：讓社區更強大，我會盡力幫

忙！我們大家一起
合作！

春晚總導演季
家錦介紹春晚的總
體策劃和節目的初
選進展：他表示參與春晚節目策劃，已歷經11年，每年報名單
位非常多，今年節目組、策劃組、導演組都提高層次，邀請全美
有實力的人，如紐約 「大都會歌劇院」最好的演員，男低音歌唱
家。把 「擁抱春天」提高層次，高老師很多設計，給大家一個驚
喜，但不忘圍繞主題： 「休斯頓我的家」。
春晚藝術總監高曉慧介紹春晚節目的藝術亮點：其中一個 「亮點
」，是該節目有三個導演，特別感謝積極參加的團體、個人，還
有武術，大家送來各種雞鴨魚肉，我們把它作成大餐。
春晚的藝術顧問宋海燕介紹春晚部分春晚大腕演員，如男低音歌
唱家，大都會歌劇院（2019金獎第一名），還有女鋼琴家，茱麗
亞音樂學院，現在巡演，在卡內基音樂廳125周年，與朗朗同台
；還有芭蕾獨舞演員，休士頓交響樂團，請上 「春晚」舞台，這
將是一場非常棒的盛宴。

另外，該晚會的執行長許涓涓，是給具體任務的 「共同主席
」之一。她致詞表示：任務艱鉅。這次演出，匯集太多大咖，堪
比 「中央電視台」的 「春晚」！希望大家踴躍購票，這是有史以
來最精彩的一場，她將全力以赴！

其他還有 「華夏學人協會」、東北同鄉會、及 「江蘇總會」
會長韓亮表示：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活動； 「南京大學校友會」
（交大）、安徽同鄉會的代表，紛紛上台作簡短談話，最後，在
場的籌委會主席、導演、總監、顧問及各社團代表、嘉賓，上台
合影留念。

陳瑞曾教授和妻子陳瑞曾教授和妻子RuthRuth目前定居於德州目前定居於德州
奧斯汀奧斯汀。。

”休斯頓我的家“2023《 擁抱春天 》春晚
周日舉行第二次新聞發布會

圖為參加第二次新聞發布會的籌委會主席圖為參加第二次新聞發布會的籌委會主席、、導演導演、、總監總監、、顧顧
問問、、各社團代表各社團代表、、嘉賓嘉賓，，合影於新聞發布會上合影於新聞發布會上。（。（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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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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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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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軟史上最大收購案要黃了？
美國FTC起訴阻止收購動視暴雪
科技巨頭微軟以687億美元收購動

視暴雪的計劃遭到阻攔。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美國聯邦

貿易委員會(FTC)於周四起訴了微軟，要

求其停止以750億美元對動視暴雪的收

購(根據暴雪的凈現金進行調整後，該筆

交易估值為687億美元)，並稱這項交易

可能會危害遊戲市場的競爭。

據彭博社，這筆收購是微軟有史以

來規模最大的交易，同時也是史上最大

的30筆收購之壹。微軟和動視暴雪於今

年1月首次宣布這壹事宜，並預計在明

年6月完成交易。《華爾街日報》稱，

這是拜登政府任內FTC嘗試阻止科技巨

頭合並的最重大行動之壹。

動視暴雪旗下擁有眾多全球知名IP

，《魔獸世界》《使命召喚》《星際爭

霸》《暗黑破壞神》等遊戲為其在全球

範圍內吸引了上億的月活玩家。

而微軟則生產硬件——Xbox主機遊

戲機，並在主機遊戲機市場與索尼的

PlayStation遊戲機、任天堂Switch遊戲機

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時這三家公司

也都在開發和銷售自己的遊戲軟件。此

外，雲遊戲市場也正處於起步階段，微

軟是全球最大的雲計算服務提供商之壹

，旗下Game Pass訂閱服務壹直是雲遊

戲市場的領導者。

據Bloomberg Intelligence分析師，微

軟完成該筆交易後，將控制全球約11%

的數字遊戲出版業務。

FTC稱交易違法，微軟：有信心完
成交易

該筆交易被FTC認定是違法的，因

為若交易達成，微軟將能夠直接影響到

其Xbox遊戲機競爭對手的用戶，“通過

控制動視暴雪的遊戲授權，微軟將有可

能通過操縱動視的定價，降低動視的遊

戲質量或玩家在競爭對手的主機和遊戲

服務上的體驗、改變動視內容的條款和

時間，或完全不向競爭對手提供內容，

從而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FTC競爭局的局長Holly Vedova說

道：“微軟已經證明其有能力、且不會

和遊戲業的競爭對手共享相關遊戲內容

。我們正在阻止微軟獲得壹家業內領先

的獨立遊戲工作室的控制權，同時阻止

微軟借此在這個不斷變化且快速增長的

遊戲市場中破壞競爭。”

在起訴書中，FTC表示，微軟此前有

收購、並利用有價值遊戲內容超越遊戲機

市場對手的記錄。在2021年收購知名遊戲

開發商Bethesda Softworks的母公司Zeni-

MaxMedia Inc.後，微軟就把Bethesda的幾

款遊戲變成了自己的獨家產品。

微軟方面則表示將與聯邦機構對簿公

堂，並稱相信這筆交易將會有利於競爭。

對於 FTC 的指控，微軟總裁 Brad

Smith回應稱，“我們仍然相信，這筆交

易將擴大競爭，並為遊戲玩家和遊戲開

發商創造更多機會。”他表示，微軟致

力於解決競爭問題，並在本周早些時候

向FTC做出了讓步。

動視暴雪首席執行官Bobby Kotick

也表示他有信心完成交易。他說：

“關於這項交易具有反競爭性的指控

與事實不符，我們相信我們會贏得這

場挑戰。完成交易後的公司將對市場

參與者有利。”

微軟若敗訴將影響其日後交易能力

事實上，除了FTC的之外，微軟對

動視暴雪的該筆收購也引發了其他監管

機構的擔憂。據《紐約時報》，這筆交

易已經接受了全球16家監管機構的審查

。《華爾街日報》提到，FTC提起訴訟卻

無需聯邦法院的緊急命令來阻止交易進

行，因為這筆收購仍在接受歐洲競爭管

理機構的審查，本就無法完成交易。

此外，競爭對手索尼也壹直是微軟

本次交易的反對者，雖然微軟壹再表態

承諾，索尼仍舊認為微軟有可能阻止索

尼等公司訪問動視暴雪的遊戲，尤其是

《使命召喚》。

Bloomberg Intelligence高級訴訟分析

師Jennifer Rie 表示，FTC很難打贏這起官

司，因為執法者必須證明，限制競爭對手

使用《使命召喚》或類似遊戲對微軟而言

是有利可圖的，而此前微軟已經承諾允許

競爭對手繼續訪問這款暢銷遊戲。

在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任教的視

頻遊戲專家Joost van Dreunen認為，反

壟斷機構對於企業給出的承諾已經持懷

疑態度，尤其是科技平臺的承諾。

Stifel Nicolaus分析師Brad Reback則

認為，這對微軟來說是壹個重要的挫折

，“在過去的二十年裏，他們壹直非常

努力地站在政府機構這壹邊，”Reback

補充說，如果微軟本次敗訴，可能會限

制微軟未來進行大筆交易的能力。

截至8日美股收盤，動視暴雪股價

下跌1.54%，報74.76美元/股；微軟股價

上漲1.24%，報247.4美元/股。

寶馬明年加快觸電，計劃2030年銷量壹半是純電動車
綜合報導 寶馬集團宣布，2023年在中國市場

推出的純電動產品將達到11款，屆時寶馬將擁有

全面的純電產品線，覆蓋幾乎所有細分市場。

按照規劃，寶馬集團將於2025年在全球交付

200萬輛純電動車，同年將推出在全新構架平臺上

打造的“新世代”車型。到2030年，寶馬集團50%

的銷量將來自純電動車型，這將推動純電動車累計

銷量達1000萬輛。此外，2025年寶馬集團旗下勞

斯萊斯、MINI品牌BMW Motorrad都市出行系列也

將全面電動化。

目前，寶馬在中國市場推出的電動車共有5款

，包括寶馬iX、寶馬i4、國產寶馬iX3、寶馬i3和

即將上市的寶馬 i7。寶馬明年將在中國市場國產

iX1，定價可能在30萬元以上，這壹定位可能與特

斯拉Model Y形成競爭。

今年以來，中國電動車市場快速增長。乘聯會

數據顯示，今年前11月新能源乘用車批發銷量達

574.2萬輛，同比增長104.6%。在11月份，新能源

車的滲透率已經達到了36.3%。不過，自主品牌和

特斯拉為新能源市場貢獻了絕大多數銷量。而傳統

豪華品牌和主流合資品牌在電動車領域的表現相對

欠佳，從整個市場來看，目前燃油豪華品牌的品牌

溢價尚未傳導到電動汽車市場上。

壹方面，傳統豪華品牌此前兩年在中國市場推

出的電動車產品較少，同時產品疊代速度相對較慢

。另壹方面，智能化水平缺失，無法迎合中國用戶

對於電動化產品的需求，被認為是外資品牌純電動

汽車無法復現燃油產品強勢表現的重要原因。和傳

統燃油車時代，在人機工程學、底盤舒適性等領域

進行本地化改良不同，中國用戶領先全球的智能化

需求，對海外車企提出了挑戰。麥肯錫的研究報告

顯示，中國市場消費者更在乎智能化上的體驗，超

過80%的中國消費者認為自動駕駛和智能互聯功能

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

豪華品牌正加快在產品和智能化技術領域的

本土化布局。2023年起，寶馬、奔馳和奧迪推出

的電動車產品開始增多，但撬動市場仍需要壹個

過程。寶馬等車企今年在中國市場投產了電動車

生產基地，同時在最為核心的電池領域開始加大

投資。不久前，寶馬宣布沈陽生產基地將進行動

力電池生產的大規模擴建，該項目投資總額達

100億元。此外，寶馬、奧迪、奔馳和大眾汽車

等均在北京、上海等地設立了研發中心，從事自

動駕駛、數字化、軟件等相關業務，同時與本土

科技企業合作，通過戰略合作或入股的方式打造

本地生態系統。

從整個市場來看，特斯拉搶奪了部分豪華車市

場。此外，國內造車新勢力推出的部分車型價格與

豪華車有所重疊。蔚來汽車推出的首款車型ES8的

起售價格就逼近50萬元。自成立之初，蔚來對標

的就是傳統燃油車豪華品牌的頭部陣營。理想汽車

推出的旗下第二款車型L9售價進入了40萬元以上

的豪車市場，小鵬汽車的旗艦車型小鵬G9也已經

上市，該車起售價在30萬元以上。

不過，蔚來、理想和小鵬等造車新勢力今年的

表現並不穩定，個別月份的銷量出現下降，國內電

動車市場格局還未穩定。業內認為，從寶馬、奧迪

和奔馳的規劃來看，2025年是壹個關鍵的時間節點

。自2025年起，寶馬集團將推出“新世代”車型

，新車型將率先使用大圓柱電芯。2025年起奔馳所

有新發布的車型架構也將均為純電平臺，其每款車

型都將提供純電版本選擇，同時將推出3個全新純

電車型架構平臺。

LMC汽車市場咨詢(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曾誌

淩認為，外資車企在新能源方面有技術儲備，只不

過之前較為謹慎。傳統豪華品牌產銷規模大，采購

議價的能力比較強，這樣比較容易降低成本。隨著

電動車發展，優勢會慢慢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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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出版社與亞馬遜出版社
（EHGBooks）正式出版發行劉正的專著《國際易經學史
》卷一、卷二。

您現在可以在亞馬遜網站（www.amazon.com）上辦理
網上訂購業務。您只需要點擊亞馬遜網站，輸入國際易經
學史，作品的紙質版本和桌面電子版本將能顯示出來，您
可選擇訂購。您也可以直接通過收索引擎輸入國際易經學
史，了解作品的介紹。
劉正的專著介紹

全書一函二卷共約80萬字。中國是《易經》文化的發
源地，而國內外學術界至今沒有人能夠撰寫涵蓋古今中外
《易經》研究學術發展史的專著。該書作者歷時幾十年的
探索和研究，現在終於完成《國際易經學史》一書。這樣
的專著需要作者俱有深厚的傳統經學和國際漢學的雙重學
術素養。

《國際易經學史》一書，是古今中外學術界對《易經
》在世界各國傳播與發展的歷史給予的第一個學術史的總
結。對於國內的《易經》熱和國外的中國文化熱、風水熱
和《易經》熱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和教育意義，也填補了
國內外學術空白。
劉正教授簡介

劉正，1963年生。族名劉元正，北京市人。著名古文
字學家、歷史學家和易學家。清代學術世家傳人，高祖是
清代同治叁年進士、著名史地學家和易學家、書法家劉鍾
麟。日本大阪市立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日本愛知學院大學
、京都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
東師範大學教授；已在海內外先後出版有關易學、古文字
學、海外漢學、近代人物傳記和思想研究學術專著四十幾
部，發表學術論文170多篇。 2015年底移民美國。現任國
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International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ociety）會長、終身高級研究員和講座
教授。

作者聯繫email ：kyotosizumoto@hotmail.com
聯繫我們
作者若有計劃在亞馬遜出版社出版發行專著，請與美

南新聞出版社聯繫。
聯繫人：朱全勝
微信號：VictoryVictoryZhu
美國電話：01-281-917-0504
Email: zhuqs26@gmail.com
作者需要提供的材料
作者需要提供出版發行書籍的全文word版本，包括著作的

中、英文名稱，作者的中、英文簡介，出版書籍內容的中、英文
簡介、作品目錄（選項）、書籍的圖文全部內容。目錄和內容僅
提供需要發行的語言（中文或英文或其它語言文字）文字。全部
文字均以 Word 文檔發到郵箱，不接受PDF文檔。亞馬遜需要一

張作者的近照用於作者的介紹。如果書中有圖片，請放在適合的
位置並在圖片下方加上註釋。

亞馬遜出版社負責彩色封面和封底設計及文字排版。如果作
者能提供自己設計的封面更好。

亞馬遜將印刷發行前的PDF文檔交給作者核對，作者核對完
後由亞馬遜出版商EHGBooks出版發行。

收費標準
書籍內容為黑白版本，全書在200頁或以內收費$999，超過

200頁收$1099。若要求內容圖片為彩色版本，著作在200頁或以
內收費$1099，加大版本收費$1199，超過200頁再加收$100。

發行內容包括紙質版書籍和桌面版（電子版）書籍，免費送

作者兩本紙質版書籍。作者以亞馬遜定價的60%（只付40%發行
費）折扣購買黑白版本的書籍，彩色版本的書籍以50%折扣購買
。

亞馬遜為作者提供著作費。若銷售的是紙質書籍，作者可收
到銷量額15%的著作費（銷售100美元給作者15美元），若是桌
面電子書籍，作者可收到30%的著作費（銷售100美元給作者30
美元）。

紙質書籍的銷售價由亞馬遜出版社根據作品的篇幅決定，桌
面版定價每份$9.99。

若作者需要出版發行專著，請通過e-mail聯繫美南新聞主辦
人獲得申請指導和出版發行合約書。

亞馬遜正式出版發行劉正的專著《國際易經學史》

Shadmehr (Shawn) DemehriShadmehr (Shawn) Demehri博士博士 麻省總醫院麻省總醫院
癌症免疫學和皮膚生物學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癌症免疫學和皮膚生物學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

疫情復燃疫情復燃美美CDCCDC建議建議1212歲以上接種次世代疫苗追加針歲以上接種次世代疫苗追加針

“我們展示了暴露於某些特定致癌因素的細胞如何變得具有免疫原性，即成為免疫攻擊的靶
點，以及如何利用這種暴露來治療諸如乳腺癌和其他上皮癌等主要形式的癌症。”——麻省總醫
院癌症免疫學和皮膚生物學研究中心Shadmehr (Shawn) Demehri博士

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發現了一種生物學機制，可以將暴露於如吸煙和紫外線等環境致癌因
素的細胞轉化為免疫原性細胞，這些細胞可以在治療上用於對抗耐藥性癌症。正如Science Ad-
vances 期刊中所報導的，該機制會刺激稱為趨化因子的小蛋白的釋放，而這些小蛋白又反過來招
募抗腫瘤免疫細胞（CD8+T 細胞）到腫瘤部位以阻止癌細胞轉移，進而可能提高新一代免疫療法
的有效性。

論文作者，麻省總醫院癌症免疫學和皮膚生物學研究中心Shadmehr (Shawn) Demehri博士
表示：“免疫療法近年來顯示出巨大的前景，但事實上它們對許多類型癌症的反應率非常低。我
們展示了暴露於某些特定致癌因素的細胞如何變得具有免疫原性，即成為免疫攻擊的靶點，以及
如何利用這種暴露來治療諸如乳腺癌和其他上皮癌等主要形式的癌症。”

眾所周知，CD8+T細胞能有效攻擊暴露於環境致癌因素的細胞。但在過去，科學界主要關注
的是基於這些暴露引起病人遺傳DNA中的突變作為免疫攻擊的原因。在他們與小鼠的實驗工作中
，麻省總醫院團隊首次證明了暴露於致癌因素的另一個後果，即通過吸煙、紫外線和污染等有害
環境因素造成的細胞非遺傳性改變，可能具有重大的免疫學意義。

“這一發現特別重要，因為它可能為目前不具實操性的 DNA 干預療法打開新的大門，因為沒
有臨床醫生想要將更多的基因突變引入癌細胞而只是為了使它們更具免疫原性。”Demehri 解釋
說: “我們發現，如果有另一種與致癌因素暴露相關的免疫原性因素，獨立於甚至與當前的突變存
在互補，那麼你可以將該因素引導到“冷腫瘤”（癌細胞周圍免疫細胞少）中使其變為“熱腫瘤
”（癌細胞周圍免疫細胞多），這意味著它會變得具有免疫原性，並且對免疫療法起反應。”

該因素是一種被稱為CCL21的趨化因子，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發現，該因子在暴露於
DMBA（一種類似於香煙煙霧中的致癌物質，一種聚芳烴）的小鼠的乳腺癌細胞中表達。麻省總
醫院癌症免疫學中心的研究人員Kaiwen Li博士表示：“正如先前的研究所顯示的，通過其信號傳
導，CCL21因子會招募CD8+T細胞，這些細胞將滲入腫瘤中，並與顯著降低腫瘤細胞轉移相關。
CCL21因子不僅能誘導抗腫瘤免疫反應以防止腫瘤轉移，而且能克服腫瘤中被稱為Tregs（免疫
抑制調節性T細胞）的免疫細胞對CD8+T細胞的抑製作用。” Kaiwen Li博士同時也是麻省總醫

院皮膚生物學研究中心和我國中山大學孫逸
仙紀念醫院泌尿外科的研究員。

作為這一獨特機制如何被用於實際治療
的案例，麻省總醫院團隊報告說，將CCL21
因子注射到腫瘤中可能能夠將冷乳腺癌轉變
為對當前免疫療法起反應的熱腫瘤。

Demehri博士強調：“我們希望研究人
員將利用這些發現為癌症免疫學的研究開闢
一個更廣闊的領域。具體來說，需要進行研
究來確定由環境致癌因素在各類癌症中誘導
的全套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目的是能夠利
用最有效的抗腫瘤免疫媒介。”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
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
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
的接受者，我們的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
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幾乎
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
精準的診斷和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
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病、神經
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
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
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
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中央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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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dmehr (Shawn) Demehri博士
麻省總醫院癌症免疫學和皮膚生物學研究中心首
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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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金引入歸化兵到本土深耕細作

卡塔爾足卡塔爾足運運因世盃迎來質變因世盃迎來質變
卡塔爾作為東道主雖然小組三戰全敗黯然出局，不過世界盃效應卻為這個中東國家的足運帶來無限生

機。該國國家隊被評為只會重金引入歸化兵的“八國聯軍”，但其實卡塔爾近年已將目光轉向本土青訓，足

球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保守估計已經超過十間，來自五湖四海的足球小將更為卡塔爾提供了大量足球人

口，他們均夢想有朝一日代表卡塔爾登上國際舞台，天時地利人和均已齊備，世界盃失利陰影令卡塔爾足球

迎來了正面的質變。 ◆圖/文：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 郭正謙 卡塔爾傳真

C朗世盃夢碎：永遠深愛葡萄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葡萄牙爆冷不

敵摩洛哥，無緣世界盃4強。最後一次亮相的基斯
坦奴朗拿度（C朗）一日後在社交網站發文坦承
“世盃夢碎”，他表示“永遠深
愛着葡萄牙”，但未有談及自己
去留問題。

C朗在葡萄牙出局後未有與
隊友一同向現場球迷道別，獨自
一人走入球員通道痛哭，是今屆
世界盃其中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
畫面。第5次參加決賽周的他，
在首場小組賽對加納射入一球爭
議12碼後便碌碌無為（沒什麼成
績），最後兩仗更被貶為後備，
結果續寫淘汰賽階段“零入球”

的不名譽紀錄，更不幸的是未能將葡萄牙從出局邊
緣拯救回來。

在國家隊出局的22小時後，C朗終於在社交網
站發文：“為葡萄牙贏得世界盃
是我職業生涯最大的夢想……不
幸地，這是個悲傷的結局，我的
夢想完結了。”他堅稱自己“永
遠深愛着葡萄牙”：“我從沒停
止為葡萄牙付出，現在沒什麼可
以說了。謝謝葡萄牙，謝謝卡塔
爾。”C朗在決賽周前與曼聯交
惡，並已協議解約恢復自由身，
他今次發文未有透露自己去向，
也沒交代將來會否繼續為國家隊
披甲。

◆C朗在社交網站發文坦承“世盃夢
碎”。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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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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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洛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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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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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報訊（特
派記者 郭正
謙 卡塔爾報
道）摩洛哥
歷史性躋身4
強成為世界

盃熱話，不過有批評指這支非洲新貴
只會防守、晉級只是有運，曾執教米
蘭雙雄和祖雲達斯的意大利名帥沙哲
朗尼強調摩洛哥的好成績絕非單憑運
氣，論整體性更可能是4強之冠。

有意見認為摩洛哥能夠晉身4強
只是獲得幸運之神的眷顧，不過曾執
教多支意甲班霸以及日本國家隊的名
帥沙哲朗尼則認為摩洛哥的4強席位
實至名歸，他認為所謂“只會防守”
的言論抹殺了球隊教練和球員的努
力：“摩洛哥踢出了完美的團隊足
球，他們的主帥利用球員靈活快速的
特點構建了戰術體系，他們的防守不
是一味大腳解圍，而是搶球迅速創造
空間踢反擊，這才是他們真正可怕的
地方，摩洛哥能夠取得4強席位絕對
不是運氣。”

沙哲朗尼亦點名大讚薛耶治及門
將耶辛尼保奴的表現，認為這兩名球
員是摩洛哥當之無愧的核心，是球隊
取得佳績的關鍵：“摩洛哥布防很
深，全賴薛耶治的回撤，才令他們由
守轉攻這麼順暢，而耶辛尼保奴就更
不用說了，今屆賽事最佳門將之一，
他不僅作出很多關鍵撲救，亦勇於用
波參與組織，是現代門將的典範。”

今屆世界盃出現多場爆冷賽果，
沙哲朗尼認為這是潮流趨勢，隨着下
屆決賽周增至48隊，預計會有更多非
洲或亞洲的“足球小國”嶄露頭角。

英媒爆修夫基無意帶兵征歐國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英格蘭在今

屆世界盃不敵法國8強止步，儘管未能連續兩屆
殺入4強，但整項賽事演出可人，大部分英國網
民都支持主帥修夫基留任；不過有英國傳媒報
道，修夫基無意帶兵出戰2024年歐洲國家盃，
博彩公司看好前熱刺教練普捷天奴為繼任人大

熱門。
在修夫基領軍之下，英格蘭近年在大賽成

績非常不俗。最近兩屆世界盃，“三獅軍團”
分別打入4強及8強；去年殺入歐洲國家盃決
賽，僅以互射12碼屈居意大利之後得亞軍。惟
向來高要求的英格蘭球迷，仍然不滿意修夫
基，更不時在比賽中向這位前國腳喝倒彩，令
52歲的他感到不受尊重。

修夫基與英格蘭足總的合約到2024年12月
才完結，足總亦已表態望他留任。不過修夫基
在不敵法國後向傳媒透露，還未落實自己前
途：“每次大賽後我都會跟足總開會研究未來
目標，以我現時的心情，還未到下決定的時
候，我要認定自己有足夠的魄力，才能作出正
確的選擇。”

◆

修
夫
基
（
左
）
12
日
率
英

格
蘭
隊
返
回
英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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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期間所有卡塔爾學生停課一個月，
有足球學校趁機舉辦冬季訓練營，吸引

大批十歲左右的卡塔爾足球小將參加。別以為
訓練營只是單純的興趣班，訓練每天早上8時
開始到11時結束，內容涵蓋體能、技術，甚
至戰術分析，每到分組比賽學員更是異常認
真，埋身碰撞甚至飛剷是家常便飯，失球後更
會自動自覺檢討。教練Zayed希望培養他們對
足球的興趣之外亦能打下投身職業足球的基
礎：“我希望他們知道成為職業球員不是口上
說說而已，要付出100％的努力，除了技術還
要有很強的心理質素，要從小就習慣競爭。”

政府青訓投放大量資源
卡塔爾人口不足300萬，本地人大概只佔

10％，有別於以往重金禮聘成年人球員入籍的
方針，卡塔爾足球現在將目光放在僑民後代身
上，從小培養技戰術及國家榮譽感，讓他們成
為國家隊的未來力量。來自英國的青訓教練
Sam已在卡塔爾工作五年，他親身感受到卡塔
爾足球正朝着健康正確的道路上發展：“卡塔
爾不缺錢，在這裏有最好的訓練設施，場地

完全不是問題，現在政府更投

放大量資源在本地青訓上，這批十歲左右的球
員來自不同國家，接受着一流的訓練，只要
（球員去外國職業聯賽踢球的）外流渠道逐漸
打通，我相信未來10至20年卡塔爾足球會一
鳴驚人。”

主辦世界盃從根本上改變了卡塔爾的足
球氛圍，小孩子夢想自己成為下一位美斯或C
朗，而父母們亦認為職業球員是一條可行的出
路。卡塔爾國家隊隊長哈辛海多斯的兒子就曾
在這間接受記者訪問的足球學校受訓，而他本
人更是每星期都會來看愛兒訓練。

來自埃及的11歲小學員Yasin年紀小小已
有了自己的足球夢：“我希望長大之後可以出
國踢職業足球，像我的偶像C朗一樣效力皇家

馬德里，然後代表卡
塔爾出戰世界盃，
全球球迷都會為
我唱歌和叫我的
名字。”
卡塔爾足球隊

在今屆世界盃雖
然三戰全敗，但
卻奠定了飛躍未
來的良好基石。

◆ 11 歲 的
Yasin 夢想如 C
朗般贏得全球球
迷的喝彩。

◆來自英國的青訓教練Sam（右）
已在卡塔爾工作五年。

◆卡塔爾的足球學校如雨後春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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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名帥沙哲朗尼認為摩洛意大利名帥沙哲朗尼認為摩洛
哥的哥的44強席位實至名歸強席位實至名歸。。
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郭正謙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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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票房賣座近 6億美金的

《捍衛任務》系列原班人馬打造

的最新史詩篇章《捍衛任務 4》

（英文片名：John Wick: Chapter

4）確定將與全美同步登台上映，

「好萊塢男神」基努李維(Keanu

Reeves)再度飾演身懷絕技的「殺

神」約翰維克，持續與殺手組織

「高桌會」展開對抗，本片耗資

破億美金成本，取景地橫跨歐亞

美三大洲，前往柏林、巴黎、紐約

、日本等多國實地拍攝，並進一步

擴大《捍衛任務》系列的「殺手宇

宙」世界觀。而《捍衛任務4》日

前於海外釋出預告後隨即引爆話題

熱潮，不到一週時間全球觀看次數

狂飆破1.32億，車庫娛樂也於今日

公布首款中文電影海報和預告，揭

露由曾在《牠》系列飾演小丑「潘

尼懷斯」的比爾史柯斯嘉飾演的

「葛雷蒙侯爵」為本集的全新反派

，並宣布《捍衛任務4》將於3月

24日與全美同步上映。

基努李維出道近四十年，向

來以親民作風著稱，日前，他前

往 聖 保 羅 舉 行 的 巴 西 動 漫 展

（CCXP22）宣傳《捍衛任務 4》

時，突然在台上下跪磕頭三次感

謝粉絲，充滿誠意的舉動，引發

現場粉絲暴動歡呼。在活動現場

，基努李維表示《捍衛任務4》是

他拍過最困難的電影，「就動作

場面而言，這部是我拍過最困難

的電影，但這也是《捍衛任務４

》很棒的地方。」此外，他也透

露了更多《捍衛任務４》的劇情

細節，「將會有多方人馬加入追

逐獵殺約翰維克的行列。」他更

表示，《捍衛任務４》中有大量

全新的動作場面，包含馬術、雙

截棍、弓箭等嶄新元素，絕對會

讓熱愛這系列的觀眾耳目一新！

除了系列作的熟面孔，《捍衛

任務4》也再加入兩名國際巨星參

與演出，一位日前甫推出《子彈列

車》的日本動作巨星真田廣之，將

為本系列帶來嶄新日式武打場面；

另一位則是台灣影迷非常熟悉的香

港動作巨星甄子丹，挑戰飾演盲劍

客角色「肯恩」，與基努李維在大

銀幕展開對決！光是預告片裡面兩

人短短的過招，就已經讓人看得目

不轉睛，不少網友直呼「葉問」對

決「殺神」實在是太夢幻的組合！

據傳製作團隊因為甄子丹在片中的

出色演出，讓肯恩一角擁有與約翰

維克截然不同的角色魅力，將有望

為他發展全新的劇情線！

《捍衛任務4》故事描述約翰

維克（基努李維 飾）經歷上集的

事件後，繼續與驅逐他的殺手組織

「高桌會」展開對抗，隨著懸賞金

額的不斷飆升，約翰維克將迎來他

殺手生涯最強大的對手……《捍衛

任務4》將於3月24日與全美同步

上映。

基努李維下跪磕頭謝粉絲
坦言《捍衛任務4》是演藝生涯拍過最困難的電影

曾在奧斯卡奪下2大獎的電影《小丑》，在去（2021

）年確定開拍續集《小丑2雙瘋》（暫譯），不過至今只

確定劇本與演員，不確定是否開鏡了。就在今（11）日

，導演陶德菲利普斯（Todd Phillips）突然打破沉默，在

社群上曝光「首張劇照」，只見再度主演的瓦昆菲尼克

斯（Joaquin Phoenix）眼神超冷血，不禁讓粉絲嗨喊「他

回來了」。

《小丑2雙瘋》（暫譯）在首集成功於2019年奧斯

卡，奪得影帝與最佳原創音效，隨後續集也拍板定案，

找回像是導演、主演等原班人馬，導演陶德菲利普斯今

日在IG上寫下：「第一天，我們的男孩。」同時披露首

張劇照，畫面中，瓦昆菲尼克斯正在給人刮鬍子，他上

半身脫光，身材依舊骨瘦如材，最嚇人的是，他毫無表

情、眼神超死，就如同首集般看了毛骨悚然。

據《Variety》的推測，場景可能是在「阿卡漢」瘋人

院，而當導演一公開劇照後，也立刻引來粉絲驚呼「他

回來了！」、「好期待」、「《小丑2》將會造成轟動！

」、「小丑本人來了」。

另外，除原班人馬的回歸，官方在8月更宣布，「小

丑女」哈利奎恩（Harley Quinn）將由女神卡卡（Lady

Gaga）擔綱，她將與影帝瓦昆菲尼克斯的小丑亞瑟佛萊

克（Arthur Fleck），一同在片中飆演技，最後指出本片

預計於2024年10月4日於美國上映。

《小丑2》開鏡！導演洩 「首張劇照」 超駭人

自 詹 姆 斯 岡 恩 （James

Gunn）和彼得沙佛蘭（Peter

Safran）聯合擔任DC影業的共

同執行長以來，DC宇宙的未

來發展一直備受外界關注，粉

絲們也好奇這位橫跨漫威和

DC兩大公司的重量級人物將

會如何將DC宇宙導向全新的

方向，而如今也迎來了他們上

任以來的一大變革。

根據好萊塢報導者（The

Hollywood Reporter）的消息表

示，岡恩和沙佛蘭近期正在討論並

規劃他們對於DC宇宙的藍圖，並擬

定他們將要提交給目前華納兄弟探

索公司總裁大衛拉斯札夫（David

Zaslav）批准的發展計畫，而這些計

畫當中並沒有先前已在籌備階段的

《神力女超人 3》（Wonder Woman

3），而業界人士則聲稱派蒂詹金斯

（Patty Jenkins）和蓋兒加朵（Gal

Gadot）合作的這部續集電影已胎死

腹中。

文章當中指出，派蒂詹金斯近

期提交了她和傑夫強斯（Geoff Johns

）共同撰寫的《神力女超人3》企劃

，然而岡恩、沙佛蘭和華納影業的

共同執行長麥可迪路卡（Michael

De Luca）、潘蜜拉艾比（Pamela

Abdy）等人卻告知她這部電影不符

合DC影業的未來計畫。在此之前，

兩部《神力女超人》個人電影皆是

由派蒂詹金斯所執導，而蓋兒加朵

也曾在《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

》 （Batman v Superman:Dawn of

Justice）和《正義聯盟》（Justice

League）登場過。

目前尚未得知他們對於DC宇宙

的未來規劃為何，和在可能發展的

重啟當中，不只是《神力女超人》

遭到腰斬，報導同時也指出DC影業

對未來的規劃可能是將自《超人：

鋼鐵英雄》（Man of Steel）以來開

啟的「史奈德宇宙」（Snyder-verse

）畫下句點，且同時將傑森摩莫亞

（Jason Momoa）的水行俠和亨利卡

維爾（Henry Cavill）的超人的未來

發展一同取消。而這兩個角色都傳

聞將在明年的《閃電俠》（The

Flash）電影中登場。

先前亨利卡維爾也曾在社群上

表示將會回歸飾演超人一角，且在

巨石強森（Dwayne Johnson）的撮合

之下，超人也在《黑亞當》（Black

Adam）的片尾畫面中短暫現身。而

《超人：鋼鐵英雄》的續集宣布也

並非為時過早，據傳一部由史奈德

宇宙的演員們主演的《正義聯盟》

也正在計畫中，但岡恩和沙佛蘭的

計畫中可能也會忽略這個項目，甚

至《黑亞當》的續集也無法倖免。

岡恩和沙佛蘭似乎已經準備讓

DC宇宙重新出發並大刀闊斧地進行

改造，而史奈德宇宙的存在與否對

於粉絲們仍是一個沸沸揚揚的話題

，史奈德宇宙的影響最終是否會阻

礙DC影業的發展則有待觀察。

慘遭腰斬！
《神力女超人3》將不會繼續發展

在痴痴等了十五年之後，成

龍終於親口證實《尖峰時刻4》

正在籌拍的消息。

1998年電影《尖峰時刻》描

述，香港督察成龍和洛杉磯警探

克里斯塔克意外聯手搭檔，試圖

在美國當地救出一名慘遭綁架的

中國外交官之女，兩人在一路追

查辦案之餘，也因為文化語言差

異而鬧出了不少笑話。

電影僅以三千五百萬美金拍就

，卻抱回了兩億四千餘萬美金的亮

麗票房，讓在亞洲成名已久的成龍

終於正式打進好萊塢。片商更乘勝

追擊一連拍出三部曲，全由導演布

萊特雷納一手操刀，總共抱回了近

八億五千萬美金。

就連影評網站爛蕃茄都因為創

辦人是成龍粉絲，才會為了本片而

特地在兩週內趕出網站程式，因此

對電影圈影響甚鉅。然而《尖峰時

刻》雖然曾在2016年推出影集版，

第四集電影卻遲遲沒有問世，讓長

年影迷等得好不心焦。

在第三集上映十五年之後，根

據Screen Daily報導，成龍如今終於

在沙烏地阿拉伯紅海電影節上鬆口

坦承：「我們正在商談第四集，但

劇本還沒有搞定。我今晚會見導演

，而我們會好好討論此事。」

雖然成龍沒有透露第四集是不

是仍由布萊特雷納回鍋執導，不過

現年六十八歲的他可絲毫沒有停下

腳步，非但接下來有《狂怒沙暴》

、《龍馬精神》兩部主演新片等著

上映，他還自編自製自導了《我的

日記》一片，目前也正在籌拍兩部

新片。

成龍透露，自己未來打算「少

演一點動作片，多演一點愛情片」

，更回憶到以前跟李小龍的共事經

驗。「李小龍所學到的東西，我全

都會。我每天都在表演這些技巧，

但李小龍才是第一個在大銀幕上做

出這些動作的人。」

成龍也解釋道，自己當初差點

推掉了《尖峰時刻》的演出機會，

因為他已厭倦在美國電影中被定型

為警察。不過經紀人說服他：「這

個角色不是美國出生的中國人，你

飾演一名前往美國的香港警察，甚

至說不好英語。」成龍才被這番話

打動，也就此打造出亞裔演員進軍

好萊塢的影史佳績。

苦等15年！
《尖峰時刻4》正在籌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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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庸《長安的荔枝》將拍電影

黃海操刀概念海報曝光
近日，歷史小說作家馬伯庸做客

直播間，與俞敏洪和董宇輝為新書造

勢，並透露新作《長安的荔枝》將會

被拍成電影。爾後，電影出品方愛美

影視正式發布了由著名海報設計師黃

海操刀的《長安的荔枝》概念海報。

海報中嫣紅誘人的荔枝傳遞著盛唐恢

弘繁盛的氣息，也化作主人公壹騎紅

塵的征途，而枝椏上形如掌控的葉子

卻透著幾分雕零，恰如小人物在職場

困境之下的命運沈浮以及不甘淪落的

苦苦掙紮。

馬伯庸曬海報 俞敏洪神點評
《長安的荔枝》是馬伯庸出版的最

新歷史小說，靈感來源於唐代詩人杜

牧名句“壹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

荔枝來”。作者腦洞大開地構建了壹

個大唐“社畜”李善德拼盡全力跨越

五千裏路運送鮮荔枝的故事，風格沿

襲馬伯庸壹貫的時空緊張感，閱讀感

酣暢淋漓。

馬伯庸做客直播間暢聊新書的同

時，正式官宣了《長安的荔枝》將要

拍攝電影的消息，並親手為網友展示

了首款物料——由著名海報設計師黃

海設計的概念海報。以鮮嫩欲滴的紅

色荔枝為主視覺，樹梢上垂下的幾片

萎靡的樹葉組合成似乎有無形大手掌

控的形狀，籠罩著正在策馬揚鞭為荔

枝奔走的基層小吏，在由荔枝表面的

紋理構成的崎嶇之路上馳向遠方。果

實、枝椏、駿馬、長路組成的構圖，

象征了“壹騎紅塵妃子笑”背後小人

物無法掌控的命運和未知的前途。馬

伯庸也當場表示自己很喜歡這張海報

的設計，既契合了小說的情境，也很

符合“壹騎紅塵”的意境。

俞敏洪、董宇輝作為書粉，在直

播過程中與馬伯庸進行了大量有趣的

互動。三位讀書人直播營業，歷史掌

故信手拈來，妙語連連。看到海報

俞老師笑稱要為自己爭取電影演出

機會。作為杜甫的陜西老鄉，董老

師戲言自己可以在電影裏扮演荔枝

。玩笑歸玩笑，說到影視改編，馬

伯庸表示自己不會幹涉選角和影視創

作，直言“小說和劇本表達邏輯就不

壹樣，是兩個專業，專業的人只做專

業的事”。

歷史宇宙初見模樣
影視改編處處開花
在馬伯庸的文字宇宙中，詳盡的

歷史背景，紮實的文學功底、緊湊的

情節、層層懸念、以及巧妙的時空構

架，為其每部作品都帶來了極強的可

讀性和畫面感，被無數讀者津津樂道

。正因如此，馬伯庸的歷史小說也被

視為熱門影視改編的寶藏——《古董

局中局》、《長安十二時辰》、《風

起洛陽》、《風起隴西》等歷史小說

被先後改編成影視劇，並引發觀影熱

潮。《長安的荔枝》將是馬伯庸第二

部被搬上電影大銀幕的小說。

隋唐史專家於賡哲在該書序言裏

，對小說進行了精妙的評價——“馬

伯庸把他對歷史的稔熟與現實關懷結

合在壹起，使得文筆能直擊人的內心

。”其中有馬伯庸壹貫的故事魅力，

即“壹連串跌宕起伏的故事次第展開

，密不透風”，“但與以往不同，馬

伯庸介紹說，這就是部古裝版職場小

說，主角就是個職場社畜，用壹句話

總結就是“壹世功成萬頭禿”，用幽

默和荒誕方式講述主角的艱辛和痛苦

。小說最初在網絡連載就讓讀者欲罷

不能，推出實體書之後迅速榮登各大

暢銷書榜榜首，讀者紛紛以“古代職

場生存秘籍”、“大唐快遞小哥生鮮

配送”、“閱讀每壹行字，都是在閱

讀自己”品評此書。

此次《長安的荔枝》電影改編權

由愛美影視拿下，這也是愛美影視首

次探索古裝題材。成立十年來，愛美

影視出品過多部不同類型的影視劇作

品。近兩年開始聚焦“泛喜劇”領域

的深耕。這也是愛美“都市喜劇三部

曲”《溫暖的抱抱》、《絕望主夫》

、《籃球冠軍》之後，第壹次將視野

擴展到現實空間之外。正如該電影項

目制片人柳慶慶所言，喜劇是最易

到達觀眾的商業類型片，但是如何

在喜劇題材和表現形式上創新，並

形成持續穩定的產出，始終是喜劇

內容生產者面臨的最大挑戰。《長

安的荔枝》本質上是壹部驚心動魄

、飽含意味的“唐代職場社畜幸存

者指南”，所以既能快速獲得當下

觀眾的情感共鳴，又有燦爛奇絕的

視覺奇觀，相信會給觀眾不壹樣的

審美和震撼體驗。

《雪域雄鷹》12月13日將登東方影視頻道
90後軍旅版“致青春”書寫強國夢

由羅雷執導，肖順堯、盛冠森

、白威、馮丹瀅等主演的青春軍旅

劇《雪域雄鷹》將於12月 13日起

登陸東方影視頻道，每晚18:50五

集連播。該劇講述了壹群來自五湖

四海的90後，以青春和熱血挑戰高

峰、挑戰自我，最終成長為特種兵

的故事。

眾主演4000米高原上演極限挑戰
《雪域雄鷹》大膽啟用新生代

演員挑大梁，將目光聚焦鎮守祖國

邊疆的軍人們。這是壹群個性鮮明

、背景迥異的90後。他們從五湖四

海出發，來到西藏高原，生命的極

限之地——地球之巔8848。這片神

奇的土地帶給了他們意想不到的成

長和收獲。他們中的榮寧（肖順

堯 飾）從壹心追尋身世之謎的叛

逆男孩，成長為智勇雙全的殺破狼

突擊組組長；喬二（盛冠森 飾）從

壹個無藥可救的紈絝子弟，蛻變為壹

名為國捐軀的英雄；左佐（馮丹瀅

飾）這個永遠愛情至上的任性姑娘，

也懂得了軍人的大愛……他們壹次

次倒下又壹次次站起來，經受住了冰

雪的考驗和最嚴酷的捶打與磨礪，最

終成長為壹群真正的軍人，站到了屬

於自己人生的最高峰8848。

據了解，《雪域雄鷹》全程在

西藏拍攝，長達五個月時間。那兒

有高強紫外線照射，也有零下幾十

度的極寒天氣

，高山雪原、

泥潭沼澤，這

樣的環境對全

劇組人員來說

都是極大的挑

戰。如果說在

4000 多 米 的

高原堅持拍攝

已經不易，那

麼對於該劇的

幾位年輕主演

來說，每天還

要在4000多米的高原上進行嚴格的

軍事訓練則更是異常艱難。雖說幾

位主演都是主創團隊精挑細選出來

的“硬漢”“女漢子”，但面對極

地環境與高強度的訓練、拍攝依然

表示“吃不消”。主演肖順堯說：

“每天都在挑戰自己的極限，不這

樣逼壹下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

究竟蘊藏著多大的潛能。”

90後極地戰士展現新時代軍魂
高地、高海拔的拍攝除了對幾

位年輕主演帶來極大挑戰，其實對

於劇組的每位成員來說都是人生中

壹次難忘的經歷。導演羅雷曾在采

訪中談到表示：“雖然在籌備之初

就已經預想到了各種拍攝困難，我

們劇組的每壹個演職人員都做了相

當充分的準備，但到了真刀真槍上

陣的時候，困難比我們預想的要更

多、更大。劇組裏幾乎每天都有人

暈倒。因為任何壹個人、任何壹個

職能工種出現問題影響到工作都會

給整個劇組帶來沈重的打擊。所以

我們每天早晨的第壹件事情就是確

定劇組每個人的身體狀況。”

即便如此，幾乎每位參與了

《雪域雄鷹》的人員都感嘆，這將是

自己青春時光裏擁有的最彪悍、最錚

錚鐵骨的壹筆。人生觀、價值觀也得

以重新審視，有助於自己日後的成長

道路。將青春的成長故事融入保家衛

國的軍人榮譽中去。該劇的策劃人李

洋表示，在創作這部劇的時候，心裏

壹直有個執念，“我們需要相信，

需要信念，通過這些90後戰士的言

行帶給觀眾積極的信息，國家民族

的未來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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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邱禮濤執導、高至霆主演的災難動作電影《絕地追擊》首

次發布預告。該片講述了九十年代末我國西南邊境，“8077”邊防武警

特戰隊在壹次剿毒任務中，先後遭遇山洪災難和毒販的算計，死傷慘重

。為了犧牲的兄弟，“8077”幸存戰士誓死展開絕地追擊。其中青年實

力派演員高至霆飾演“8077”中的壹名緝毒特警王烈。

此次曝光的先導海報極具視覺沖擊力，畫面定格在驚天洪災暴發的

瞬間，山洪泥石流傾瀉而下，兇險奪命的洪災幾乎要將壹支正在執行緝

毒任務的武警邊防小隊無情吞沒。與此同時，英勇的武警戰士們正在與

壹群窮兇極惡的亡命毒販展開殊死交鋒。

官方發布的預告中，高至霆由壹身便裝變裝制服，寸頭造型，敬禮

、端槍姿勢酷帥有型，網友紛紛呼籲讓他把警服焊在身上。這是青年演

員高至霆首次出演武警戰士，與之前的青春角色吳柏松、運動員角色青

年陳敬業、年代角色畢來福大有不同，角色跨度之大引發廣大網友期待

！高至霆通過不少影視作品，向觀眾展示了中戲科班演員的專業與敬業

，相信這次在這個特殊題材巨制中，他亦有精彩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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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988-1668(OFFICE)    713-988-1634(FAX)    713-826-3388(CELL)    www.kennethli.com      www.swrealtygroup.com

30餘年地產經驗   
信譽品牌 地產精英  
全職服務 專業熱心

李 雄 負責人
Kenneth Li  CCIM. CRS. CIPS,GRI

kli@ccim.net

歷任：
全美亞商地產協會總會長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

休士頓都市計劃委員

國際亞裔青商會前會長

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席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主席

6918 corporate dr #A5 
HOUSTON TX 77036

-

歡迎預約參觀樣品房

有意者請聯繫：

祥瑞花園
TURTLEWOOD MANOR

盛大酬賓
6955 Turtl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2

德州地產  獨家代理  全新社區  拎包入住

社區配套簡介
˙ 55歲以上的門禁退休社區
˙ 全方位7/24實時監控
˙ 公共區域WiFi 
˙ 訂餐服務
˙ 配有健身房 , 圖書室
˙ 電影院 , 活動室
˙ turtlewoodseniorliving.net

物業管理部門 SWRG management LCC
德泰物業管理公司..

713-271-9988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管理物業包括：頂好廣場，敦煌廣場，利和新村及精英廣場...等

住宅房地產  租/售/買賣/管理部門

713-826-3388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專業.負責.誠信.保密, 新房舊屋買賣.出租.管理. 一慣性服務,

 由1988年開始,服務至今, 信譽保證

住宅

夏季優惠價

$188,000

起售

                             1. 土地出售，西南區，近中國城，近Dairy Ashford與Westpark Tollway，面積4.74英畝，售價$1,350,000。
                             2. 土地出售，近百利大道與六號公路，面積2.98英畝，售價$1,049,000。
                             3. 旺舖出售，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3,697平方尺，售價$1,150,000。
4. 辦公室出售/出租，中國城恆豐大廈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1,896平方尺，售價$750,000。
5. 商/住兩用出售，中國城，面朝百利大道，面積5,000平方尺, 售價$650,000。
6. 土地出售，休斯敦東北方向，Kountze城，距離兩小時車程， 面積624英畝，售價$1,198,000, 經紀人電話：
    832-715-7569。
7. 倉庫出售，近中國城，面朝Beechnut大道，面積26,400平方尺，售價$2,500,000，經紀人 Walter Tjon，
    832-628-0670。
8. 旺舖出租，中國城頂好廣場內，惠康超市旁，黃金店面出租，面積650平方尺 到3000 平方尺。
9. 旺舖出租，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1,390平方尺～10,000平方尺。
10. 辦公室出租，中國城精英廣場內，面積2,100平方尺，月租$2,500。
11. 購物商場出租，13250 Farm to Market Rd529, 西北區，近290與八號公路，面積1,000平方尺～2,100平方尺。
12. 旺舖出租，10400 Harwin Dr，好運大道，近八號公路，面積3,000平方尺，月租$3,500包水電。
13. 旺舖出租/出售，中國城，中國文化中心對面，面積5,000平方尺，售價$550,000；可月租，面積700平方 
      尺 ～2000平方尺，月租$900起。
14. 旺舖出租，近萊斯大學，近69號公路，高級商業區，面積1,500平方尺，月租$4,000。
15. 好運國際廣場旺舖出售，7686 Harwin Dr，面積1,500平方尺～20,000平方尺，售價$295,000起。
16. 近中國城，20,000平方尺，獨立辦公樓出租，狀況極佳，可立即遷入，房租面洽，李先生：713-826-3388。 

1. 近Memorial 中餐館，年收入60萬，有錢賺，經營多年知名店，業主榮休，僅售$79,000。
2. 中國城，知名韓國燒烤店，百利大道上，2000平方尺，每月可凈賺2萬，欲購從速。
3. 休斯頓近45號及8號公路，獨立西餐館，設備及房地產出售價$950,000，請洽張先生832-628-0670。

                      1.公寓出租，Montrose區近市中心，單身公寓，1房1衛，月租$700，
                          MLS#65901683。
2.公寓出售，市中心近醫療中心，豪華公寓，3房2.5衛3個車位，面積1,836 
    平方尺,售價$639,990,MLS#3180527，經紀人Monica：832-715-7569。
3.土地出售，Alief 區近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2.98英畝，售價$1,049,000，
    MLS#28857728，經紀人Kenneth : 713-826-3388。
4.好房出售，Katy東南區，豪華別墅，優美湖景，5房4.5衛2車庫，
   面積4,568平方尺，售價$890,000，MLS#53292040。

商業

Broker:
 

  

tion by Southwest Realty Group of the property’s condition, quality or dimensions, nor is the summary a subsitute for the buyer’s ow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and due diligence prior to the time of sale. All buyers and their agents must secure their own inspection and conduct their own due diligence before purchase. 

832.734.6888
Kenneth Li

李先生
Agent: 832.768.2679Nicole Xi 奚小姐開放日： 週六，週日 下午 1:00 - 4:00

Broker: Kenneth 713-826-3388      Agents: Nicole 832-768-2679 中文  
 David 832-715-2864 韓文        Walter 832-628-0670 廣東話

   公司誠聘: 銷售代表或Agent

要求中英文流利，有房地產相關銷售經驗者優先。
有意者請聯系：Email：kli@ccim.net
Tel ：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生意買賣

休城工商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於9日舉行今
年最後一個大型社區活動，是籌劃已久的
簽名公証 「非法侵入」 証牌的表格、並與
警方代表見面並在飲品店茶敍討論社區治
安議題。管委會在敦煌廣場架設帳篷及桌
掎，警方及社區義工現場幫助業主的登記
簽名作業；休士頓警局及負責此範圍事務
的西區分局(Westside)，以及中西分局
(Midwest)、南吉順路分局(South Gessner)
皆派員參加活動。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其下治安委
員會主席Peter Acquaro、經濟及商業委員
會主席David Peters、中國城治安小組委員
會召集人Jonathan Shi 都在現場；為社區
人士熟悉的州議員Gene Wu、哈瑞斯縣助
理檢察官Mike Lester、以及社區領袖劉秀

美、積極於公共事務的業主王藝達等也紛
紛到場。警方要員包括休士頓警局副局長
越裔的 Ban Tien、 Westside 警 察局的
Commander Reece Hardy、 Lt.Johnnie
McGee等，其中還有廣受社區喜歡的警馬
隊伍，引得參與活動及路過民眾都輪流與
小隊合照。

管委會李雄主席多次強調，所謂Tres-
pass Affidavit 是一份針對 「非法侵入」 行
為採取法律行動的聲明文件。當業主或產
業代表人簽署對非法侵入行為執法的文件
，並經過公証後，警方便可以對侵入私人
產業甚至侵入搶劫或其他嚴重違法行為的
侵入者進入執法。否則，李雄主席說：如
果沒有這份聲明文件在警方檔案中，警方
可能將被迫將被補嫌犯放走；或是業者必

須當時到現場，警方才可以繼續在業者
面前進行執法程序。而9日這次活動中
，業者簽署聲明文件後可以當場公証，
這對業者及警方都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活動從上午11時進行至下午2時，經
過統計，此活動吸引了商業業主前來簽
署公証的 「非法侵入」 証明文件共計約
40份。在場警方人員也指出經過宣導，
社區人士也逐漸瞭解此步驟的重要性及
必要性；社區代表也表示西南區管委會
及警方代表能安排此活動，對社區包括
商業業主們，都是受到歡迎的貼心服務
。
另在與警方茶敍活動中，管委會主席
李雄、管委會中經濟及商業委員會主席
David Peters、社區領袖僑務委員劉秀
美、區域業主代表王藝達等，把握時間
與Lt.Johnnie McGee 討論治安，包括
最近也為地方電視台所報導的一件重大

案件，破案關鍵點是管委會今年早先贊助
安裝的監視錄影機錄到的資料。

針對此重要成果，Lt.McGee 表示這加
強了警民合作打擊犯罪的決心，也謝謝管
委會一向的支持及贊助。管委會主席李雄
則表示，將繼續贊助安裝監視錄影機，也
將繼續尋求任何對防範犯罪有效果的行動
。他也期待社區民眾更多的參與，支持警
方及管委會的努力。

此次活動由西南管委會全力籌劃贊助
，提供受歡迎的點心及與警方茶敍之茶飲
的商家，包括有 Three Uncles Toast 及
Gong Cha、 Kum Fu Tea、 Atcha、 Yum
Cha、Cafe 101等。

西南區管委會西南區管委會 「「非法侵入非法侵入」」 文件簽名及與警方茶敍活動文件簽名及與警方茶敍活動


	1214WED_B1_Print.pdf (p.1)
	1214WED_B2_Print.pdf (p.2)
	1214WED_B3_Print.pdf (p.3)
	1214WED_B4_Print.pdf (p.4)
	1214WED_B5_Print.pdf (p.5)
	1214WED_B6_Print.pdf (p.6)
	1214WED_B7_Print.pdf (p.7)
	1214WED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