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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一機在手

輕鬆便利

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帳戶餘額

轉       帳

付       款

福安醫療保險福安醫療保險
了解醫療系統了解醫療系統﹐﹐精通醫療保險精通醫療保險
20232023奧巴馬健保奧巴馬健保::低收入或特殊情況還可申請低收入或特殊情況還可申請

老人保險老人保險:: 全年任何時間都可換到五星級計畫全年任何時間都可換到五星級計畫

免費諮詢免費諮詢﹑﹑申請申請﹑﹑及各種售後服務及各種售後服務

服務僑社服務僑社2020餘年餘年﹐﹐經驗豐富經驗豐富

電話電話﹕﹕713713--561561--37983798﹑﹑832832--303303--58815881
email: williamwxue@yahoo.comemail: williamwxue@yahoo.com

地址地址::69016901 Corporate Dr., Ste.Corporate Dr., Ste.122122,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人物風采人物風采

必須在每次抽獎時使用您的免費 Advantage Club 卡積極玩老虎機或桌面遊戲（如官方規則所示），您才有機會獲勝。 不包括撲克室遊戲。 每人限領一(1) 
份獎品。 免費老虎機自獲勝之日起 30 天內有效。 圖片僅供參考。實際獎品可能有所不同。 管理層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促銷活動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產品和品牌名稱均為 Louis Vuitton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Louis Vuitton  不是本次促銷活動或 Coushatta Casino Resort 的讚助商或附屬機構。 優惠不
適用於被排除在外的客人。 活動和日期可能會發生變化。 Coushatta 支持負責任的遊戲。 致電 877.770.7867。 Coushatta Casino Resort 由路易斯安那州
的 Coushatta 部落擁有和經營。 一些例外情況適用。 Coushatta Advantage Center 提供官方規則。 訪問 ccrla.com 了解完整的活動信息。

I-10 exit 44  •  800.584.7263   •  ccrla.com

® ®

免費 遊戲 贈品

2晚奢華的贈品
 10次獲勝機會！

在每次抽獎時玩您最喜歡的老
虎機或桌面遊戲，您就有機會獲勝。

3 月 4 日 & 25 日
每小時幸運獎 7pm-11pm

贏得奢華的 Louis Vuitton 設計師
名牌包高達 10,000 美元免費老虎機遊戲！

®



（本報訊）警方稱，週一早上，一名學生在達拉斯地區的一
所學校開槍，造成一名學生死亡，另一名學生受傷，隨後以謀殺
罪名被捕。

據警方和學區官員稱，槍擊事件於早上 6 點 55 分左右發生
在阿靈頓郊區的一所高中校園內，當時許多學生在春假後第一天
返校。

阿靈頓警察局局長艾爾·瓊斯週一表示，一名男學生被槍殺
，一名女受害者在被彈片“擦傷”後正在接受醫療救治，傷勢沒

有危及生命。他拒絕透露他們的年齡或年級。
瓊斯在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另一名男

學生當場被捕，並被控犯有謀殺罪。警察局長
拒絕透露嫌犯的身份，因為他是未成年人，但
表示他被關押在該地區的少年拘留中心。

槍手在沒有進入拉馬爾高中大樓的情況下
逃離了現場，並在“幾分鐘內”被有關人員拘
留，瓊斯說。他說，調查人員找到了槍擊案中
使用的一把槍，但槍手的作案動機和他拿到武
器的地點仍不清楚。

瓊斯說，槍擊事件發生時，負責在學校的
警察不在場，這起事件發生在警察開始執勤前
不久。

阿靈頓獨立學區發言人安妮塔·福斯特表
示，學校在槍擊事件期間進入封鎖狀態，但校
車和其他抵達的學生在開課前被轉移出校園。
警方表示，他們在上午 10 點 40 分完成了對
學校的搜查。

據 校 長 馬 塞 洛·卡 瓦 佐 斯 (Marcelo
Cavazos) 稱，學校工作人員於上午 11 點左右
開始讓躲在大樓內的學生與父母或監護人團聚，週二所有課程停
止，週三學生和教職員工可以使用校方的心靈輔導諮詢。

在得克薩斯州，犯有謀殺罪的人可被判處死刑。檢察官最終
決定在案件中提出何種指控，而這些指控並不總是與逮捕時提出
的指控相同。

德州週一校園發生槍案德州週一校園發生槍案 一死一傷一死一傷

比特幣漲聲再起比特幣漲聲再起 一度衝破一度衝破22..88萬美元大關萬美元大關

由於銀行業動盪由於銀行業動盪，，促使部分投資人轉向數位資產促使部分投資人轉向數位資產，，比特幣上比特幣上
週以週以44年來最佳表現收盤年來最佳表現收盤，，昨天一度突破昨天一度突破22萬萬80008000美元大關美元大關，，今今
天仍徘徊在天仍徘徊在99個月高位附近個月高位附近。。

路透社報導路透社報導，，市值最大的加密貨幣比特幣昨天觸及市值最大的加密貨幣比特幣昨天觸及66月月1212日日
以來的最高點以來的最高點22萬萬84748474美元後美元後，，今天在亞洲盤下跌今天在亞洲盤下跌11..88%%，，報報22萬萬

75497549美元美元。。
比特幣上週大漲比特幣上週大漲2626%%，，1010天漲幅超過天漲幅超過3535%%，，主因美國矽主因美國矽

谷銀行谷銀行（（SVBSVB））及瑞士信貸及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Credit Suisse））連環爆連環爆，，引發引發
市場波動市場波動。。

總部位於新加坡的數位資產金融服務公司總部位於新加坡的數位資產金融服務公司MatrixportMatrixport研研
究和戰略部門主管狄爾森究和戰略部門主管狄爾森（（Markus ThielsonMarkus Thielson））表示表示，，比特比特
幣的幣的 「「動能完全來自流動性動能完全來自流動性，，因為比特幣也是一種流動性因為比特幣也是一種流動性
工具工具」」。。

他預計比特幣今年底可能達到他預計比特幣今年底可能達到44萬萬50005000美元大關美元大關，，因為因為
央行將把加密貨幣列入資產央行將把加密貨幣列入資產，，而如今情況就像而如今情況就像20212021年比特年比特
幣創下歷史新高時一樣幣創下歷史新高時一樣。。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Fed））昨天表示昨天表示，，聯準會與其他聯準會與其他
大型央行將透過提高美元供應進入金融市場的頻率來深化大型央行將透過提高美元供應進入金融市場的頻率來深化
流動性流動性。。

市值第二大加密貨幣以太幣昨天也攀升至市值第二大加密貨幣以太幣昨天也攀升至 77 個月高點個月高點
18461846..5050美元美元，，今天報今天報17681768美元美元。。
AIAI改變世界影響力大過電和網路改變世界影響力大過電和網路

觀察家表示觀察家表示，，通用人工智慧通用人工智慧（（AGIAGI））的興起將為世界帶的興起將為世界帶
來來 「「數量級數量級」」的變化的變化；；但但，，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準備好了嗎？？

法新社報導法新社報導，，AGIAGI可將人們從瑣碎的任務中解放出來可將人們從瑣碎的任務中解放出來，，並開並開
創一個富有創造力的新時代創一個富有創造力的新時代。。但專家警告但專家警告，，這種歷史性的範式轉這種歷史性的範式轉
變可能威脅就業變可能威脅就業，，並引發無法克服的社會問題並引發無法克服的社會問題。。

舊金山新創公司舊金山新創公司RunwayRunway執行長陳思齊告訴法新社執行長陳思齊告訴法新社，，從電力從電力

到網路到網路，，過去許多技術進步帶來強大的社會變革過去許多技術進步帶來強大的社會變革，， 「「但我們現在但我們現在
關注的是智慧本身…這是我們第一次能夠創造智慧本身關注的是智慧本身…這是我們第一次能夠創造智慧本身，，並增加並增加
它在宇宙中的數量它在宇宙中的數量」」，，因此變化將因此變化將 「「比歷史上其他所有技術變革比歷史上其他所有技術變革
還要大還要大」」。。

陳思齊表示陳思齊表示，，這種令人興奮但也令人恐懼的改變是這種令人興奮但也令人恐懼的改變是 「「雙面刃雙面刃
」」，，我們希望它是一種我們希望它是一種 「「盡可能可控盡可能可控」」的工具的工具。。

去年底發布的去年底發布的ChatGPTChatGPT使使AGIAGI的夢想離現實更近了一步的夢想離現實更近了一步，，
開發開發ChatGPTChatGPT的的OpenAIOpenAI本週又發布了更強大的版本本週又發布了更強大的版本GPT-GPT-44。。

微軟支持的微軟支持的OpenAIOpenAI大獲成功大獲成功，，在矽谷引發競賽在矽谷引發競賽，，科技巨頭科技巨頭
紛紛試著提升它們的紛紛試著提升它們的AIAI工具水準工具水準，，但對聊天機器人偏離軌道仍但對聊天機器人偏離軌道仍
抱持謹慎態度抱持謹慎態度。。

AIAI興起讓人產生人類工作是否受到威脅的問題興起讓人產生人類工作是否受到威脅的問題，，也對創作的也對創作的
真實性打上問號真實性打上問號，，因為歌曲因為歌曲、、圖像圖像、、藝術等是由軟體而不是人所藝術等是由軟體而不是人所
創造創造。。

人類會迴避教育人類會迴避教育，，轉而依賴軟體來代替他們思考嗎轉而依賴軟體來代替他們思考嗎？？可以信可以信
任誰任誰，，來負責讓來負責讓AIAI公正公正、、準確並適應不同國家和文化的任務呢準確並適應不同國家和文化的任務呢
？？

OpenAIOpenAI表示打算逐步建構表示打算逐步建構AGIAGI，，以造福全人類為目的以造福全人類為目的，，但但
也承認這個軟體存在安全缺陷也承認這個軟體存在安全缺陷。。

OpenAIOpenAI科學長蘇茨克維科學長蘇茨克維（（Ilya SutskeverIlya Sutskever））接受接受 「「麻省理工科麻省理工科
技評論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MIT Technology Review））訪問時表示訪問時表示，，安全是一個安全是一個
「「過程過程」」，，公司公司 「「非常希望各方能提出某種流程非常希望各方能提出某種流程，，允許較慢發布允許較慢發布

具備這些完全前所未見能力的模型具備這些完全前所未見能力的模型」」。。

比特幣上週以比特幣上週以44年來最佳表現收盤年來最佳表現收盤，，1919日一度突破日一度突破22萬萬80008000美元美元
大關大關。。 （（圖取自圖取自PixabayPixabay圖庫圖庫））

反歧視性德州反歧視性德州SBSB147147法案法案
國會議員格林主特召開多種族領袖峰會國會議員格林主特召開多種族領袖峰會

【美南新聞泉深】德克薩斯州議會參議員科爾霍斯特（Lois
Kolkhorst）提交了一份法案（Senate Bill 147，SB147），禁止某
些外國政府和相關實體在德州購買土地和房產，這些國家包括中國
、伊朗、朝鮮和俄羅斯。德州州長阿博特（Greg Abbott）表示，如
果法案獲得州議會通過，他會將其簽署成法律，這對美國華裔造成
巨大的傷害。大休斯頓地區華人社團多次舉行遊行示威活動和多次
組織召開會議聲討這一帶有種族歧視的法案，阻止這項違章違憲的
法案在德州議會通過成為法律。

單憑華裔的力量遠遠不夠，還需要聯合多種族民眾聯合起來，
共同阻止這種歧視華裔的法案通過。

德克薩斯州哈裏斯郡體育與會展公司 (The Harris County
Sports & Convention Corporation，HCSCC)總裁、休斯頓體育局
（Houston Sports Authority) 局長（President)、休斯頓NRG 體育
公園主席(Chairman) 詹姆斯·狄克遜 （James W Dixon）主教應邀
出席。他是第一次訪問美南新聞傳媒集團，李蔚華董事長向他介紹
了美南新聞集團旗下的新聞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並帶
他參觀了數字化圖像處理系統和自動化彩色報紙印刷設備，並指出
每天為100種不同族裔、不同語言文字的報紙、彩頁印刷。狄克遜
主席對美南新聞集團過去43年取得的成就表示欽佩並大加贊賞，並
指出未來會與美南新聞集團進行長期的合作。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介紹詹姆斯·狄克遜牧師除在
體育局任職外，還兼任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休斯頓分會
（NASCP-Houston)主席和信仰社區教會（The Community of
Faith Church)的領袖，在平等、民主、人權方面作出過巨大的貢獻

。他指出SB147 是德克薩斯州立法機構最近提出的一項法案，它禁
止來自中國、俄羅斯、朝鮮和伊朗的實體和個人在德克薩斯州購買
房產。這樣做，可以想像它會助長針對亞洲移民的仇外心理和令人
發指的本土主義，包括對尋求庇護者和綠卡持有者的損害，所有這
些人都合法地在美國境內居住。他說：“作為代表美國種族最多樣
化地區之一的國會議員，其中包括許多亞裔僑民，我發現這項法案
令人嚴重關切。 在亞裔美國人受到攻擊的時候禁止這些國家的人在
德克薩斯州購買房產是在煽動偏見的火焰。 我譴責這項法案，並與
當地領導人站在一起，反對這項歧視性立法。”

李蔚華董事長在介紹美南新聞集團時指出，集團從創建到現在
己經43年了，在全美10個城市建立了新聞中心和在美國叁個大城
市（休斯頓、達拉斯、華盛頓DC）發行日報，成為集新聞、電視、
出版、實業投資等業務在休斯頓乃至美國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報業電
視傳媒集團。 20年前又創建了國際貿易中心，為大休斯頓地區超過
一萬家中小企業提供諮詢、培訓、創建、投資、開發等服務。他接
著說，創建環球第一銀行，經過4年半的艱辛努力，遇到許多波瀾
挫折，終於購買了一家私人銀行，建成了環球第一銀行，成立了金
融中心，發展成為集新聞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叁為一體
的綜合性實體。他說在座各位都是從不同國家來的新移民，或多或
少會受到種族歧視的影響，我們必須追求人人平等，堅決反對種族
歧視。

詹姆斯·狄克遜牧師是本次會議的主旨演講人。他首先贊揚華裔
為美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所做的貢獻，這是有目共睹的。然後
他感謝在他從事牧師的初期華人對他的極力幫助。他說他需要一塊

場地建一座教堂，需要投資25萬美元，他自己沒有錢，沒有任何一
樣資產做抵押，沒有一家銀行願意給他貸款，他找到了一家華人開
辦的銀行（First National Bank)，董事長願意給他貸款，他得到消
息非常激動，他建成了信仰社區教會，教徒達到5000餘人。他說對
亞裔的歧視也是對全體有色人種的歧視，我們全體有色人種要團結
起來，勇往直前地一直戰鬥，一天也不能鬆懈。他把各個族裔描述
為通入墨西哥灣的各個小河，把墨西哥海灣描述為一團結的團隊，
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形成風暴，才能席捲全國，才能獲得最後的勝
利。

各旅裔領袖分別發表演講，抗議這一違章違憲的議案。
會後，筆者找到休斯頓NRG體育公園主席狄克遜，向他彙報今

年休斯頓牛仔競技表演的情況，並展示了筆者在牛仔節期間的新聞
報道，抱怨作為新聞人物和攝影記者，只能坐在記者的包間，不能
深入現場攝影發表在網站和報紙上，採用的一些圖片還是從《休斯
頓紀事報》購買的，希望能直接深入現場採訪報道。他說：“我是
第一個被任命為NRG體育公園主席的非裔美國人，我不是管理類型
的領導者，更像是一個創新的、有遠見的人，我會讓更多的人有更
多的機會。今天看到美南新聞的條件非常成熟，可以多為我們多做
宣傳，讓更多的華裔了解牛仔節。今年的牛仔節快要結束了，明年
你直接到我的NRG的辦公室找我，我會直接批准你去現場攝影，並
且發給你通行證讓你直接去VIP包廂。”筆者聽到後感到熱淚盈眶
，希望明年休斯頓牛仔節在VIP包廂可以見到更多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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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半年
巴菲特大舉加倉西方石油

股神巴菲特再度出手了。根據SEC 3月7日公

布的文件，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近日

開始加倉西方石油，買入了近600萬股西方石油股

票，持股比例達到約21.6%。

根據文件，伯克希爾在3月3日至3月7日期間

斥資3.55億美元購買了580萬股西方公司股票，每

股收購價格在59-62美元，是伯克希爾自第三季度

末以來的首次收購。

去年8月，伯克希爾獲得了美國聯邦能源監

管委員會的許可，可以購買西方石油至多50%的

普通股。

伯克希爾目前持有約2.002億股西方石油股票

，按周二收盤價60.85美元計算，價值122億美元。

這些股票將帶來約1.44億美元的年度股息，此前西

方石油宣布將股息增加38%。

除了西方石油公司的普通股外，伯克希爾哈撒

韋還持有近8400萬份西方石油的認股權證和價值

100億美元的優先股，股息率為8%。

巴菲特上次加倉西方石油，還是在去年的9月

底，當時的買入價格在每股57.9至61.3美元區間。

而當時“股神”加倉的消息壹度推動西方石油股價

壹路上漲，在去年11月壹度升至75.84美元的階段

新高。

在去年的前三季度內，伯克希爾不斷買入西方

石油的股票，並壹舉成為西方石油的單壹最大股東

。不過去年第四季度，隨著油價回落，伯克希爾暫

停了加倉的步伐。而如今，“股神”再度出手，或

許代表著其對於能源市場以及西方石油股價前景的

看好。

事實上，巴菲特早在2016年就開始配置石油股

。2016年7月，巴菲特開始買入雪佛龍，在隨後的

多年裏，又多次進行了買入。

整個2022年，巴菲特旗下伯克希爾大幅增加了

對能源股的投資。截至2022年底，伯克希爾是八家

巨頭的最大股東：美國運通、美國銀行、雪佛龍、

可口可樂、惠普股份、穆迪、西方石油和派拉蒙全

球。

其中，雪佛龍與西方石油的貢獻力度最大，兩

只股票全年分別上漲了61.56%和121.25%，成了伯

克希爾2022年股價穩定的基石，也是跑贏標普500

指數的關鍵。

此外，2月14日, 巴菲特旗下伯克希爾公布了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第四季度持倉情況。

巴菲特在四季度增倉了3只個股，分別為建築

公司路易斯安娜太平洋(LPX.N)、媒體及娛樂公司

派拉蒙全球(PARAA.O)和蘋果(AAPL.US)，減持了8

只個股，包括臺積電、美國合眾銀行、動視暴雪、

雪佛龍等。

其中，蘋果仍是投資組合中的第壹大重倉股，

持倉市值為1163.05億美元，占全部投資組合比例

為38.9%。

而值得壹提的是，2月9日，根據港交所披露

文件，伯克希爾哈撒韋於2月3日出售了423.5萬股

比亞迪H股股票，平均價格257.9港元/股，持股比

例降至11.87%。

這是2023年以來，港交所第3次披露伯克希爾

哈撒韋減持比亞迪H股，也是2022年8月該公司首

次減持以來的第9次披露。

此外，據 2022 年三季報顯示，伯克希爾新

建倉臺積電，共買入 6006 萬股，持倉市值達 41

億美元，並且成為前十大重倉股，占總倉位比

例為1.39%。

隨後，在去年第四季度，該公司將持有的臺

積電股份從第三季度的約6000萬股削減至約830

萬股，減倉幅度高達86%，報告並未披露大幅減

持原因。

在年報中，巴菲特還討論了該公司的未來

。鑒於巴菲特今年已是 92 歲高齡，有關他何

時退休也壹直是外界所關心的話題。巴菲特

此前已經明確表示過，在伯克希爾主管非保

險業務的副董事長格雷格· 阿貝爾將會是他的

接班人。

巴菲特在信中透露，伯克希爾未來的CEO將用

他們自己的錢購買公司的股票，並且將會是他們凈

資產的很大壹部分。據悉，阿貝爾去年在伯克希爾

的股票上花費了逾6800萬美元。

矽谷銀行破產沖擊開始蔓延
英國180家企業求政府幹預

矽谷銀行爆雷影響恐蔓延至全球多地。

雖然華爾街堅稱，矽谷銀行爆雷不會

帶來系統性影響，不過矽谷銀行破產的沖擊

已蔓延至英國、新加坡、加拿大等地。

英國科技公司致函財政大臣
此前，英國央行發布公告稱，將會

把矽谷銀行金融集團英國附屬公司

(SVB UK)列入銀行破產程序。

SVB UK將停止(向客戶)支付和接受

存款。隨後，SVB UK10日表示，該公司

自2022年8月就是壹家“單獨運營的銀行

機構”，其資產負債表與矽谷金融集團是

區分開的，並擁有壹個獨立的英國董事會

，來自客戶存款的資金在英國得到管理，

受到英國央行下轄監管部門審慎監管局

(PRA)的管理。而據外媒報道，PRA正密

切追蹤英國銀行業和更大範圍的市場形勢

，並與受其監管的企業保持密切的聯系。

英國央行公告發布後，與美國同行

們壹樣，英國初創企業開始擔憂能否拿

到存款和給員工發薪的問題。11日，約

180家科技企業的負責人致函英國財政

大臣傑裏米· 亨特請求政府出手幹預。他

們稱：“存款損失有可能破壞英國科技

行業並使生態系統倒退20年，許多企業

將不得不在壹夜之間陷入非自願清算。”

英國財政部表示，亨特11日上午與英國

央行行長貝利就有關問題進行了交談。

該部負責經濟事務的官員當天晚些時候

還同受影響的公司舉行圓桌會議。

而在美國，接手矽谷銀行的美國監

管機構美國聯邦存款保險(FDIC)正在將

前者資產變現，最快於周壹將部分矽谷

的無保險存款返還給儲戶，比例在30%~

50%左右，甚至有可能更高。這筆金額

將部分取決於FDIC在周日晚間之前將資

產變現的進展。2022年年底，矽谷銀行

擁有超過1750億美元的存款和2090億美

元的總資產，其中大部分都是因美聯儲

加息而貶值的債券和國債。

英國教育軟件初創公司Lingumi的首

席執行官馬瑟(Toby Mather)透露，公司

85%的現金均存在SVB UK。他試圖轉

移壹些賬戶中的存款，但截至周六晚上

，他不確定這是否奏效。

“成功提取存款這事兒在過去看起

來再正常不過，但現在卻讓我們面臨生

死攸關的時刻。”他稱。

坐落在倫敦的基因初創公司Ochre

Bio的創始人奧梅拉(Jack O'Meara)周末

也在試圖提取存款，但沒有成功。他稱

：“如果政府不進行幹預，可能真的會

摧毀這壹代創業企業。”

此外，英國初創企業家們更為擔

憂的還是，SVB的崩潰將限制未來風

投資本對英國的投資，壹段時間以來

，英國的企業已經因英國脫歐而面臨

很多壓力。

其他國家初創企業同樣恐慌
不僅僅英國，矽谷銀行在加拿大、

丹麥、德國、印度、以色列和瑞典等國

家都有分行。

德國金融監管部門德國聯邦金融監

管局(BaFin)目前也在審時度勢，並持續

跟進監管。多國科技企業創始人們都開

始警告稱，如果政府不幹預，矽谷銀行的

倒閉可能會在全球各地剿滅初創企業。

在新加坡舉辦的沃頓商學院校友

聚會上，有與會企業家稱：“矽谷銀

行爆雷事件對科技行業的影響不容小

覷，因為存款對科技初創企業至關重

要，這些企業通常需要大量現金來支

付巨額支出，包括研發成本和員工工

資。如果這些存款在破產或重組過程

中最終不得不受損，壹些科技初創企

業可能會面臨現金流短缺困境，甚至

不排除破產風險。”

監管文件顯示，在加拿大，矽谷銀

行母公司矽谷金融集團在該國的附屬公

司2022年報告了4.35億加元(約合3.14億

美元)的擔保貸款額，較2021年的2.12億

加元翻番。

根據該行之前的壹份聲明，其在加

拿大的客戶包括電子商務軟件提供商

Shopify Inc.和制藥公司HLS Therapeutics

股份有限公司。

總部位於多倫多的廣告科技公司

AcuityAds Holdings周六稱，該公司在矽

谷銀行有5500萬美元的存款，占其現金

的90%以上。該公司的股價在暴跌14%

後，於周五停止交易，理由是矽谷銀行

的“形勢正在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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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20億鎊SVB英分支 滙控急挫
投資者憂影響派息 避險情緒升溫 金融股捱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美國矽谷銀行（SVB）倒閉
令全球金融市場陷入大波動，港
股、日股及韓股14日都大跌。在
世界金融市場一片混亂之中，內
地股債市場卻表現相對“淡
定”，尤其低估值的中資銀行股
更受到一些投資者的追捧，料其
有望取得更好的表現。市場相
信，一向穩健的內銀股或迎來曙
光。

彭博數據顯示，自矽谷銀行
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各期限國債
殖利率波動僅約1個基點，10年
期國債期貨漲幅在0.1%左右。周
一美國垃圾債市場中，風險最高
債券的利差飆升至1,000個基點以
上，中國的AA級企業債信用利差
則變動不大。

“中國是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追蹤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

KBW納斯達克全球銀行股指數顯
示，上周指數下跌5.2%，周一再
度重挫4.3%。自矽谷銀行倒閉以
來，指數回報率已縮水5.6%，僅
有的四隻未跌成份股且均為中資
銀行，分別是工商銀行、建設銀
行、農業銀行和中國銀行。

市場人士分析，相較其他經
濟體，中國的利率風險較低，且
中國政策具有連貫性，疊加中美
利差收窄、成長分化，預計在這
場矽谷銀行引爆的市場波動中，
中國將走出相對獨立的行情。澳
新銀行資深中國策略師邢兆鵬評
價，就利率風險而言，由於通脹
水平較低，“中國是一個安全的
避風港。”

中資銀行股應獲得更高估值
中資銀行股的表現重獲市場

期待，建銀國際分析報告指，
“在動盪時期，中資銀行股值得
市場給予更高的估值”，博鴻資
產則相信“中資銀行股的股價仍
未反應全面經濟復甦”。

在外圍市場動盪之下，市場整
體預計人民幣將從這場危機中受
益，資金主動流入將佔主導地位。
14日北向資金全天淨買入A股7.55
億元人民幣，一連兩日淨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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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無免費的午餐，滙控13日宣布以1

英鎊收購美國矽谷銀行(SVB)的英國分支

(SVB UK)，但滙控披露計劃向SVB UK

注入20億英鎊流動資金以維持其正常營

運，市場憂慮這會拖累滙控業績及影

響未來派息，令該股遭遇強烈沽壓，

滙控在港股時段14日曾跌6.3%，大

市也因市場憂慮SVB風險擴散，避

險情緒升溫，在銀行股普遍下跌拖

累下，恒指下跌448點或2.3%，

收報19,247點，成交1,310億元

（港元，下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美國一周內倒了3家銀行，繼續引發市場憂
慮。市場人士認為，美國還有十多間銀行有

潛在問題，加上瑞信公布本身在財務報告程序中發
現“重大缺陷”，社交媒體上有關該行財務狀況的
風暴驚嚇了客戶。隔夜美國的地區銀行繼續遭洗
倉，拖累KBW銀行指數續瀉近12%，為三年來最
傷，美大型銀行股也普遍跌近2%至7.5%。14日亞
太區市場亦受壓，日股曾急挫逾700點，港股最多
也曾跌573點，收跌448點，收報19,247點，再失
100天線（19,311點）。

港股金融股捱沽，除滙控收跌4.7%外，渣
打大跌7.2%，大新銀行跌6.1%，中銀跌3.4%，
東亞跌2.9%，友邦挫4.4%，平保及國壽亦跌
2.9%及4.1%。市場人士指出SVB事件令手持大
量美債的金融機構盈利受損，是金融股弱勢的主
因。

摩通評收購“類似國家任務”
對於滙控收購SVB UK，高盛發表研究報

告認為，雖然要注資20億英鎊，但就滙控而
言，這個交易的規模較小，所收購貸款佔集團

貸款的0.7%，存款則佔集團存款約0.5%。高盛
指，滙控英國分隔銀行（編註：根據英國監管
要求分隔當地零售銀行）擁有大量過剩資金頭
寸，截至去年底止，全年擁有770億英鎊的過
剩存款(貸款2,040億英鎊及存款2,810億英鎊)，
交易是對滙豐銀行英國商業銀行業務的補充，
可增強其為技術和生命科學領域的創新公司提
供服務的能力。

摩根大通則看淡滙控是項收購，認為滙控與
SVB UK之間並沒有明顯協同效應，更質疑這是
防止英國小銀行的流動性風險而進行的“國民服
務行為”。報告稱，收購SVB UK的價格雖然是
1英鎊，但實際價格需取決於SVB UK的資本缺
口。認為此收購對滙控影響屬中性，惟對SVB的
同行及子公司來說則是負面。而對亞洲的銀行而
言，那些存款業務薄弱且高度依賴美元批發融資
的小型銀行會受壓，而內地的國有銀行則會在波
動的市場中跑贏。

美銀行業危機蔓延 打擊氣氛
富昌金融集團聯席董事譚朗蔚稱，美國銀行

業危機正逐步蔓延，現時見債息急跌、美匯同樣
急跌，反映當地市場出現恐慌性拋售，投資者憂
慮再有銀行倒閉，引發骨牌效應，事實上，美國
銀行股的跌勢正蔓延至歐洲。

譚朗蔚直言，目前市場最大的風險，乃流動
性風險增加，市場恐慌情緒未能在短期內平伏。
港股14日跌近450點，見今年以來低位。譚朗蔚
表示，恒指無可避免受到拖累，假如短期不能重
返19,900點以上，料跌浪仍會持續，有機會下望
18,300點水平。

港股跌浪料持續 下望18300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認為，矽谷

銀行事件雖然未見有燃起全球金融市場的即時流
動性風險，但是以首當其衝的美股來看，美國銀
行危機仍在發酵，目前要注意其短期波動性風險
未散並且有進一步加劇可能。走勢上，恒指仍處
於尋底跌勢，相信仍有下跌探底的空間。他建議
操作上保持高度警惕性，但可利用市場短期波動
加大找相對比較好的介入點位，趁低逐步吸納優
質強勢股品種。

貨幣單位貨幣單位：：港元港元

1414日收日收5353..6565港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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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華橫溢的創作歌手佩斯利榮登才華橫溢的創作歌手佩斯利榮登
休斯頓牲畜展和牛仔競技表演名人堂休斯頓牲畜展和牛仔競技表演名人堂

【美南新聞泉深】3 月 18 日星期六，就在
布拉德·佩斯利 (Brad Paisley) 登上休斯頓牛仔
競技表演舞台演出前幾個小時，他被推上休斯
頓牲畜展和牛仔競技表演名人堂 (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 s Star Trail of
Fame）。這位吉他手加入了 繼Brooks & Dunn
、 Reba、 Charley Pride、 Elvis Presley、
Gene Autry（有史以來第一位表演者）、Roy
Rogers、 Alan Jackson、 George Strait 和
Selena 之後的名人堂行列，這些名人排列在
NRG 體育中心二樓的一面金牌牆上。

週六，他在休斯頓牲畜展和牛仔競技表演
（HLSR）組織者舉辦的揭幕儀式上作了簡短發
言。

他說：“世界上沒有比這這更好的事情，
您們意識到這一點。”

這個名人堂是為在牛仔競技表演活動中做
出顯著成績的表演者保留的榮譽。對於一些人
來說，比如 Reba 和 Strait，這是關於長久和普
遍吸引力的影響。雖然 Selena （1993 年、
1994 年、1995 年）和Elvis Presley （貓王）
（1970 年、1974 年）只在牛仔競技表演中出
現過幾次，但他們的出現已經成為兩個不同人
群的神聖文化裏程碑。

自1999 年以來，布拉德·佩斯利以充滿活
力的表演取悅歌迷，並因其聲樂和音樂才華贏
得了多項著名獎項。佩斯利是一位才華橫溢的
歌手和技巧嫻熟的詞曲作者，他創作或合作創
作了 24 首熱門歌曲中的 21 首。

他的最新專輯《Love and War》（愛與戰
爭）收錄了 16 首以佩斯利為主打的歌曲，包括

歌曲《Today》（今天）和《Last Time for
Everything》（一切的最後時刻）。這張專輯
是佩斯利連續第九張在公告牌鄉村專輯榜上排
名第一的錄音室專輯。

像許多藝術家一樣，佩斯利擁有一個令人
難以置信的平台，他用這個平台回饋社區。
2001 年，他創立了布拉德·佩斯利基金會，該
基金會支持各種慈善組織，包括美國癌症協會
（The American Cancer Society）和聖裘德
兒童研究醫院 (St. Jude Children’ s Re-
search Hospital)。

作為休斯頓牛仔競技表演的長期演唱者，
佩斯利於 3 月 18 日星期六重返NRG星形旋
轉舞台，進行他的第 15 次表演。

他在牛仔競技表演的出場時間在：2001 、
2005、2008、2009、2010、2011、2012、
2015、2015、2016、2017、2018、2019、
2022、2023。

他的前五名歌曲：《Whiskey Lullaby》
（威士忌搖籃曲）、《She’s Everything》
（她就是一切）、《Mud On the Tires》（輪胎
上的泥）、《I’m Gonna Miss Her》（我會想
念她）、《When I get Where I’m Going》
（當我到達我要去的地方）。

自 2014 年以來，佩斯利參加了每屆的牛仔
競技表演的演唱，如果沒有 COVID 改變世界的
計劃，週六晚上將是他的第 17 場表演。

牛仔競技表演的舞台，無論在哪一屆，對
佩斯利來說都像家一樣。這位 Grand Ole Opry
和吉他名人堂成員可能是休斯頓牛仔競技主題
公園的觀眾最熟悉和喜愛的歌手。

他已經成長為現代鄉村音樂中溫和、滑稽
的一面的代言人，而這正是人們一直需要的。
他與沉悶的現代帽子行為、嚴厲的獨立基調傳
統主義者和說唱音樂背道而馳。佩斯利是那個
演奏熱門歌曲、炫耀他挑剔的手指並與房間裏
的每個人一起喝啤酒的家夥。除了佩斯利之外
，今年的牛仔競技表演陣容中沒有其他人與烏
克蘭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一起錄制過歌曲
。

星期六晚上，佩斯利在售罄的日場觀眾面
前將他的牌匾揭幕帶來的溫暖帶到了舞台上。

佩斯利以刺耳的河比利吉他彈唱《River
Bank》（河岸）拉開了序幕。佩斯利演唱第叁
首歌《Perfect Storm》（完美風暴），好像是
一次巡演。當舞台轉向體育場西側時，佩斯利
將 這 首 歌 變 成 了 《The Literal Love Boat
Theme》（字面上的愛船主題），這是電視主

題曲的翻唱。當
然 ， 接 下 來 的
《Water》（水）
是下一首歌。

音樂視頻一
直是佩斯利的多
媒體創意果醬，
他確保將他的視
頻作品中的一些
寶石灑到佈景和
屏 幕 上 。
《Waitin’ On a
Woman》（等待
一個女人）伴隨
著安迪·格裏菲
斯 (Andy Griffith)
在音樂視頻中必
不可少的客串。
對 於 《Celebrity
》（名人），佩
斯利用自己的來
自該行業的病毒
視頻的吉祥物，
在滑道座位上做
了一個小客串。

對於霧濛濛
的山區即興表演
，佩斯利和他的樂隊成員帶著可以移動的樂器
和他一起在泥土上進行公路旅行。

佩斯利對人群說：“您們是百威啤酒、牛
糞和香檳古龍水的完美結合。”他將《I’m
Still A Guy》（我還是個男人）帶入了後面的曲
目。
Brad Paisley song Setlists、
River Bank、Wrapped Around
、Perfect Storm 、The Literal
Love Boat Theme 、Water 、
Waitin’ On a Woman 、Then
、 Celebrity、 Last Time For
Everything 、 Old Alabama 、
Im Still A Guy 、This is Coun-
try Music
American Saturday Night (with
Dan Crenshaw on tambourine)
Ticks、She’s Everything
佩斯利演唱的歌曲中文列表（翻
譯）
《河岸》《包起來》《完美風暴

》《字面上的愛船主題》《水》
《等待一個女人》《然後》《名人》《最後一
次》《舊阿拉巴馬州》《我還是個男人》《這
是鄉村音樂》《美國星期六之夜》《蜱蟲》
《她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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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在地球的底部，海之南、极之北，重叠生活

着两种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大型掠食性海鸟，北

方巨型海燕( Macronectes halli )和南方巨型海燕

（Macronectes giganteus）。

顾名思义，南方巨海燕的总体上集中的位置

再稍微偏南一些。这两个物种可以通过喙尖的颜

色来区分：南-绿色，北-红色。

它们成年后身高近 1 米，翼展 2 米 1，无

愧巨型之名。

鹱（hù）

虽然常用叫法是巨海燕，但这两种巨鸟在鹱

形目（Procellariiformes）中独占了巨鹱属（Mac-

ronectes）。这些海鸟鼻孔是管状的（下图来个特

写），不像真正的海燕，鼻孔都沿着喙的顶部连

在一起。

鹱，是一个极老极老的字，甲骨文里就有，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文献资料，《山海经》

的“瞿如”， 即《玉篇》《篆隶万象名义》的

“鸜”，也就是《广韵· 铎韵》及后来字词书中

的“鹱”字——释为“水鸟”。

汉字简化之前，历朝历代的文人多多少少都

自己造字改词儿，猫子觉得知识有时候硬吞下去

就得了，真不用特别较劲——就像"囫囵吞枣"这

个成语本身，似乎"鹘仑吞枣"才是本来的样貌，

欢迎史学爱好者给猫子补课。

“鹱”仑吞肉

说回正题，上面这张照片是在南乔治亚岛附

近拍摄的。这只南方巨型海燕 ( Macronectes gi-

ganteus ) 正在大吃特吃一只死去的南极海豹幼

崽 ( Arctocephalus gazella）。

南、北巨型海燕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寒冷的南

极，在陆地和公海都过着艰难的生活，它们必须

消耗比地球上几乎任何其他鸟类都多的卡路里。

正因如此，它们的进食习惯必然是多种多样的

。这些鸟巨大而弯曲的喙使它们能够撕开尸体，狼

吞虎咽地吞食冲上岸的海豹和鲸鱼的腐肉、内脏。

而在没有陆地的开阔海域，巨海燕不但以鱿

鱼、磷虾和鱼类为食，并且经常化身为可怕的猛

禽，攻击企鹅和其他海鸟，逼其吐出鱼来当"买

路费"，不给就直接吃掉。

根据2003年版的《动物生命百科全书》，巨

型海燕会杀死、吞吃小企鹅、生病或受伤的成年

企鹅、以及任何比自己个子小的海鸟，甚至还会

挑战信天翁这样大的海鸟——曾有目击到巨型海

燕捕食成年塘鹅、黄鼻/黑眉信天翁，把它们死死

摁在水下淹死。

配得上《山海经》的技能

摄影师都知道要和巨型海燕尽量保持距离，

不止是因为它们凶残。

许多鹱形目的物种都有一个令人难忘的防御

策略——如果大胆的野生动物、人类摄影师、或

其他什么会动的威胁靠得太近，成年、幼海燕都

会喷射出胃油，恶臭的油。

虽然喷火、喷毒的生物在游戏、奇幻中屡见

不鲜，但现实自然

界会使用远程喷射

武器的动物凤毛麟

角，尤其是从嘴里

喷，更是屈指可数

。

怎么进化来的

？

还是和艰难的

生活有关。巨型海

燕会产生由蜡酯和

甘油三酯组成的胃

油，储存在胃腺中

，这是在长途飞行

中提供富含能量的

食物来源，胃油会

提供给雏鸟和伴侣

。

当这些恶臭的

物质从嘴里喷出后

，可以作为抵御捕

食者的防御措施。估计鹱里某只老祖宗被敌人吓

吐了，喷了对面一脸得以大获全胜，这种"易吐"

基因就这么传递下来了。

怎么样，喷毒（臭），它们的能力配得上

《山海经》里面的各路神仙妖怪了吧。

巨型海燕对肉的近乎永不满足的追求也使它

们处于危险之中。

尽管它们远离人口中心，但吃大量的肉意味

着靠近食物链顶端，这会摄入高水平的重金属和

其他污染物，包括阻燃剂和滴滴涕。巨型海燕也

经常尾随渔船寻找残羹剩饭，成为渔网、线的牺

牲品。

巨型海燕：你们囫囵吞枣，我是“鹱”仑吞肉

我们听说过风信子金刚鹦鹉（紫蓝金刚鹦鹉）

和李尔氏金刚鹦鹉，它们是两种模样十分相似蓝色金

刚鹦鹉。

风信子金刚鹦鹉

在野外这2种全蓝金刚鹦鹉，不是专业人士很难

分清楚；风信子金刚鹦鹉是世界上最大的鹦鹉，体长

1米，翼展1.3米左右，体重1.5-1.8千克；李尔氏金刚

鹦鹉体长70厘米左右，翼展0.9米，体重920克左右

。

从体型大小也能区分出来，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李尔氏金刚鹦鹉下巴的黄色皮肤面积比风信子金刚鹦

鹉的大一些，眼角的黄色皮肤形状像凤眼，有明显的

微笑眼角，羽毛颜色也要更深蓝一些。

李尔氏金刚鹦鹉

李尔氏金刚鹦鹉全世界目前大约有1200只，

2008年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极危物种。

风信子金刚鹦鹉全世界目前大约有6800只，

2013年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濒危物种。

李尔氏金刚鹦鹉比风信子金刚鹦鹉更为稀有，

近几十年来，这2种金刚鹦鹉受盗猎影响，数量一直

在减少。

显而易见，它们都有巨大的鸟喙，非常有力，

那它们为什么要长这么大的鸟喙呢？

巴西巴伊亚州

我们今天就来科学地揭秘一下。

为了搞明白这2种金刚鹦鹉的巨型鸟喙的真实作

用，2015年西布耶教授带领我们深入巴西和玻利维亚

两地开展实地研究。

首先弄明白了它们主要以小冠巴西棕榈树种子

、黑黄檀种子，甘蔗棕榈果、西雅棕榈果等18种植

物的种子为食。

巴西 潘塔纳尔湿地

在巴西潘塔纳尔湿地，里约热内卢动物园，玻

利维亚，我们通过安装自动触发式相机来拍摄风信子

金刚鹦鹉和李尔氏金刚鹦鹉，直接记录了它们采摘

1700多个水果和坚果的过程。

在我们看来，这2种大型金刚鹦鹉都有所谓的浪

费食物的习惯，其实这种浪费是必须的。

一对李尔氏金刚鹦鹉

刚开始我们一直怀疑它们会完全消化掉这些果

实中的种子，后来的结果是，它们在传播种子上起了

很大的作用，完全不是靠哺乳动物进行传播的。

即使是由各种棕榈树生产的最大，最坚固的坚

果，它们也能够轻松地将其打开。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两种鹦鹉与它们所吃种子的

关系，我们的团队进行了数十次考察，并在巴西和玻

利维亚它们的2个栖息地，安装了35个红外触发的照

相机。

相机拍摄的照片

从相机记录的信息来看，这两种金刚鹦鹉采摘

棕榈果后将它们去皮，然后再将其运到远处的栖息地

，在那里用它们的大嘴巴将果壳咬裂，用舌头拨出来

种子吃掉，其实它们飞行的过程中，鹦鹉携带的棕榈

果会有一些掉落下来，起到了传播种子的作用。

大部分掉落的棕榈果都是完好无损地被土地保

存下了，有60%的几率得到发芽生长。

有时候金刚鹦鹉也会去地上捡由猴子弄掉的棕

榈果，这些果实往往距离母树太近，而没有机会发芽

，通过这2种鹦鹉的觅食活动，带来了二次传播的机

会。

掉在地上的棕榈果

这2种全蓝金刚鹦鹉传播的种子距离差别很大，

风信子金刚鹦鹉为1-1620米，李尔氏金刚鹦鹉为

3-1000米，这些距离与果实大小无关。

这2种金刚鹦鹉与棕榈树的生存竞争，大嘴巴是

被逼出来的：

棕榈树为了保护自己的种子不被吃掉，往往果

壳进化的又厚又硬，而聪明的金刚鹦鹉随之进化出来

又弯又大又锋利的鸟喙，和熟练使用爪子的技能，表

面看鹦鹉是更胜一筹，实际上棕榈果还有一招，就是

成熟了的棕榈果容易脱落，逃掉，减少了被鹦鹉全部

吃到的概率。

里约热内卢动物园

这2种金刚鹦鹉和棕榈果之间的竞争关系非常久

远了，多项分子研究已经确定了鹦鹉何时开始使用爪

子抓握果实，大部分金刚鹦鹉早在大约6600万年前

就开始吃棕榈树的果子了。

风信子金刚鹦鹉用爪子抓握种子

棕榈树和金刚鹦鹉共同进化一直到现在，鹦鹉

要想吃美味的棕榈果，就得被逼进化自己的大嘴巴，

进化再进化，在南美洲地区的几十种棕榈树都依赖于

金刚鹦鹉进行种子传播。

如果这2种金刚鹦鹉灭绝了，将会是一场生物链

的断裂，后果很严重。

目前2种全蓝的金刚鹦鹉的灭绝速度远远大于棕

榈树的生长速度，保护它们应该是全人类的事情。

鹦鹉的大嘴巴是怎么来的？答案：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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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與在京港生座談勉報效家國 邀中醫港生回港工作

望下次見你望下次見你時時 能給我把把脈能給我把把脈

 &
17日清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和訪京團隊成員一同到天安
門廣場觀看升旗禮。他在社交平台
上表示，這次是他上任後首次在天

安門廣場觀看升旗禮，心情格外振奮。看着國旗在風中
飄揚，莊嚴而神聖，令他想起國家經過長期奮鬥，在各
方面都取得驕人成就，綜合國力日益強大。他強調，身
為中華兒女，我們都應感到自豪和驕傲，更努力為國家
的發展和昌盛作出貢獻。

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區政府會更積極和主動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發揮好“一國兩制”下香港“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國家高質量發展作出貢獻。
同時，特區政府也會引領香港青年更好地認識國家，培
養他們成為愛國愛港的社會棟樑，為國家的富強昌盛作
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特首天安門廣場觀升旗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一行17日在北京出席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聯盟“肩負使命 共創未來”在京港生座談會。圖為李家超與港生合
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出席本次活動的21位在京港生優秀代表，分別
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政法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北
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中醫藥大
學、中國科學院大學。有同學代表就自身專業領域
和青年發展、傳統文化等廣大青年關心的話題，和
李家超行政長官進行了友好的交流探討。

香港會越來越好 你們都是人才
座談會上先後有3位港生現場發言，分別就自

身專業領域和青年發展、傳統文化等廣大青年關心
的話題，與李家超進行了交流探討。清華大學博士
生周德志分享了自己研究的最先進的生物3D打印
技術，期待畢業後能繼續從事生物製造領域科學研
究，並用行動回報祖國。

來自北京中醫藥大學的黃凱琳則表達了自己對傳
統中醫學的喜愛，希望能用自己所學惠及民眾，回報
社會。攻讀國際關係專業、曾在香港警隊實習的中國
人民大學的劉濤表示，自己通過內地8年求學經歷，
對國家有了更深厚的感情，希望畢業後能加入特區政
府，參與到“北部都會區”發展，為建設香港作出自
己的貢獻。

“今天第一個感受就是你們比我好太多了，普
通話說得這麼標準，當然你們普通話比我說得好是
應該的，因為一浪推一浪。青年興則香港興，我看
見你們的活力和成就，真的很興奮，也覺得我們香
港會越來越好，你們都是人才。”在聽了港生發言
後，李家超興奮地讚揚道。

隨後，他一一點評了三位港生發言。他首先讚
揚黃凱琳對中醫的熱愛，想着如何在新時代推進傳

統醫藥，並為老百姓服務。“你的熱情令我很感
動，也相信你在這方面會做出很好的成績。希望下
一次看到你的時候，你能給我把把脈。”有趣的交
流方式令現場氛圍活躍了許多。

他又讚揚周德志從事創新醫學的成就。提到香
港基礎科研在生物科技方面比較有優勢，周德志
恰恰是這方面的優秀代表。“我非常高興，也對
你有很大期望，希望你在這方面做出更大成績。
無論你將來在內地工作還是考慮回香港工作，地方
不重要，貢獻重要，非常高興你有熱心為人民健康作
出貢獻的動力。”

熱烈歡迎有志港生加入特區政府
李家超更向劉濤發出邀請，熱烈歡迎他畢業後

加入特區政府。“相信你的成就和熱情在特區政府
裏應該可以發揮作用。”對劉濤提到的“北部都會
區”發展，他又特別提到，“你畢業後正是我們
‘北部都會區’要積極推進的時候，現在有很多計
劃和建設都在推行。畢業後，你如果回到香港參與
工作，正是我們需求的大量人才之一。”

參加座談的港生們表示，在北京香港兩地領
導的關懷和勉勵下，將會更加刻苦學習，早日成
長為愛國愛港力量，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發揮個
人所長，貢獻香港所需、國家所需，助力站在新
起點上的香港創造更大的輝煌，為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中國夢增光添彩。

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書記游鈞、北京市委
常委、統戰部部長楊晉柏、中央統戰部三局局長王
萍、香港中聯辦北京聯絡部主任蘇玉軍、香港北京
高校校友聯盟會長李然等參加座談。

“希望下次見到你的時候，你能給我把把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17日出席了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聯盟

（簡稱京校聯）“肩負使命 共創未來”在京港生座談會，與來自10所高校不同專業領域的21位在京港生優秀代

表暢談未來，共話青年發展。在座談會上，他笑着向一位在內地攻讀中醫藥的港生發出邀請，現場響起一陣笑

聲，座談會交流氛圍輕鬆活躍，充滿活力。他表示，在新時代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在座各位年輕、有擔當

的香港學生，在香港未來的發展中，都是重要的力量。“我鼓勵你們在內地繼續積極學習，將來發揮所長，肩負

共創未來的使命，貢獻社會所需，並為國家、為香港實現新飛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特
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肩負使命共創未來”在
京港生座談會上透露，特區政府推出的“高端
人才通行證”計劃，原訂於實施後1年始進行檢
討，但由於計劃自推出三個月以來反應熱烈，
“我已指示相關部門在今年中進行中期檢討，
積極考慮在現在全球百強大學名單以上，加入

更多優秀學校，無論是海外或內地的。相信會
有更多內地的重點學府在我們考慮之列。”

望港生說好香港故事
李家超致辭表示，香港在經歷三年多疫

情後，現在已經重新與內地和世界接軌，社
會正邁向全面復常，“你們當中不少都在香

港長大和生活，你們絕對有能力，也有責
任，在北京當好香港的宣傳大使，以你們的
親身經驗向內地的同胞朋友說好香港故事，
邀請你們在內地的朋友、同學、親戚到香港
感受一下東方之珠獨特的魅力，並考慮來香
港深造、工作和發展。”

李家超表示，青年興，則香港興。在新

時代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在座各位年
輕、有擔當的香港學生，在香港未來的發展
中，都是重要的力量。“我鼓勵你們在內地
繼續積極學習，將來發揮所長，肩負共創未
來的使命，貢獻社會所需，並為國家、為香
港實現新飛躍。”

北京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楊晉柏在座談
會上透露，將於今年5月在香港成立香港北京
社團總會，更好地聯繫關心北京、支持北京、
在北京生活工作過的香港人。

“高才通”反應熱烈 研加入更多優秀學校

◆李家超（左）在北京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
委員會主席易會滿（右）會面。

◆李家超（左）在北京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易綱（右）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
超17日下午分別拜訪了中國人民銀行和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就金融發展等事宜
交換意見。李家超表示，希望加強內地與香
港綠色金融合作，善用香港的投融資平台和
專業服務，支持國家邁向碳達峰、碳中和的
“3060”目標；探索進一步加強兩地債券方
面的合作，以擴大香港債券市場和發展離岸
人民幣固定收益生態圈。

李家超先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會
面。易綱表示，中國人民銀行會全力支持
香港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從政策和
措施方面提供有利因素和環境，亦繼續和
特區政府保持有效和積極的溝通和配合。

其後，李家超與中證監主席易會滿會

面。易會滿表示，會繼續與特區政府就擴展
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加強綠色和
可持續金融合作等議題作交流，進一步支持
香港發揮獨特優勢，提高國際競爭力。

李家超會於18日返港。他17日晚在總
結是次北京行程時形容，此行開啟了香港特
區政府與內地部委和中央機構的良好溝通和
互信的新篇章。在7天內，他和8位政策局
局長拜訪了11個中央部委和機構，通過面
對面的良好交流建立互信，亦代表了特區政
府的積極和主動，明確香港特區會更主動和
積極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主動和積極地
去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一帶一路”倡
議，推動和貢獻國家的高質量發展，為香港
謀幸福，為市民謀福祉。

續拜訪中央部委 商加強金融合作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17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觀
看升旗禮。 李家超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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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TÁR塔爾》是導演陶德菲爾德全新

力作，由凱特布蘭琪領銜主演莉迪亞塔爾，故

事講述德國知名管弦樂團史上首位女性首席指

揮家，原本正值事業巔峰、備受推崇，但她的

人生卻在短短時間內分崩離析，讓她就此跌落

神壇。這部電影強烈批判了權力，以及權力對

當今社會造成的衝擊！進電影院前先來看看奧

斯卡奪獎大熱門《TÁR塔爾》的3大看點吧！

《TÁR塔爾》看點一、強勢問鼎本屆
奧斯卡6項大獎

《TÁR塔爾》也是2023奧斯卡奪獎大熱門

之一，強勢問鼎本屆奧斯卡六項大獎，包括最

佳影片、最佳導演（陶德菲爾德）、最佳女主

角（凱特布蘭琪）、最佳原創劇本（陶德菲爾

德）、最佳攝影（弗洛里安霍夫梅斯特, BSC

）和最佳剪輯（莫妮卡威利）。

而凱特布蘭琪（Catherine Élise Blanchett）

在片中以精湛的演技將這位霸道、強勢和有強

迫症的女主角詮釋得淋漓盡致。也讓她以

《TÁR塔爾》拿下了包括威尼斯影展、金球獎

、英國電影學院獎…等共計27個最佳女主角的

獎項，真不虧是演技天花板啊！

《TÁR塔爾》看點二、《TÁR塔爾》
導演專為凱特布蘭琪量身打造

導演陶德菲爾德表示，《TÁR塔爾》這部

劇本是專門為了凱特布蘭琪（Catherine Élise

Blanchett）這樣優秀的演員編寫而成的，如果

她沒有接演這個角色，這部電影就永遠拍不成

！導演更表示在拍攝這部電影的期間，她超凡

脫俗的神級演技令人看得大呼過癮。！

而凱特布蘭琪也對劇本深感興趣，她表

示這個角色就像洋蔥一樣，有很多的層次可

以一層一層地剝開，導演成功地創造出一個

獨一無二的角色。此外，她還對故事的音樂

性節奏感到喜愛，認為這部電影將這些元素

發揮到了極致。

她說：「這部電影刻劃了一個人生和事業

即將跌入谷底的女人，身為一名演員，我發現

音樂經常是了解一個角色、角色的周遭環境以

及尋找故事之間連結的關鍵，而這部電影真的

是把這些元素發揮到極致。」

《TÁR塔爾》看點三、凱特布蘭琪為
戲下足苦功

凱特布蘭琪（Catherine Élise Blanchett）

表示很榮幸能夠扮演這樣的角色，並為之

付出努力。為戲自學德語、專業術語、彈

鋼琴和指揮棒，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學會

說德語、彈鋼琴，在電影中每一場彈鋼琴

的戲份，每個音符都是她親手彈奏的。每

天拍完戲之後，凱特布蘭琪就會直接坐在

鋼琴前面練琴，她也會練習說德語、美式

英語或是練習使用指揮棒，真的是為戲下

足了苦功。也用神級演技成功演活了天才

指揮家莉迪亞塔爾！

《TÁR塔爾》奧斯卡奪獎大熱門3大看點
凱特布蘭琪神級演技奪27座最佳女主角獎

由《密弒逃脫》威爾尼克、尼克強森執導，

續集《人肉搜索2：失蹤搜救》更貼近現代的網

路使用習慣，製作團隊融入FaceTime、抖音、約

會軟體與代買服務等時下最流行的應用程式，多

，複雜劇情更讓人猜不中結局。

以《犯罪心理》系列影集走紅的韓裔混血男

星丹尼爾海尼，對於精彩的劇本，他說：「這真

的是一個很燒腦的故事，而且全部運用社群軟體

在電腦螢幕上呈現，太不可思議了，劇組能完成

這部電影真的是一個里程碑。」

而飾演女主角瓊恩的女星絲托姆雷德Storm

Reid，早先曾演出過《高校十八禁》，她也表示

：「我一開始讀劇本的時候就被吸引住了，當我

以為我知道兇手是誰的時候，卻完全不是我想的

那回事，而且我當時一直在心中吶喊，這到底要

怎麼拍啊？」

對於《人肉搜索 2：失蹤搜救》對網路世

界的呈現，編劇阿尼許強調：「其實這個故事

是極有可能發生在你我的身邊，我們生活的世

界到處存在著監視器，如果你夠聰明，就可以

運用這些資源來達到目的。瓊恩就像時下年輕

人，隨時隨地使用手機、多頻超快速切換 app

、抽絲剝繭搜尋線索，在電影院大銀幕上看這

部電影，就能充分感受到時下網路世代的真實

生活。」

電影將於2023年2月24日上映。

《人肉搜索2：失蹤搜救》
劇情神翻轉

懸疑燒腦再升級，混血男神丹尼爾海尼加盟演出
烏俄戰爭持續膠著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y）

1年多來持續向外界求援

，在網路戰中打響名號

，多受到西方國家禮遇

。不僅官方交流，上個

月澤倫斯基也以遠端連

線方式在柏林影展中現

身，不過近日傳出澤倫

斯基有意也在奧斯卡中

露臉，但遭到主辦單位

美國影藝學院拒絕。

根據美國娛樂週刊

《Variety》報導，美國威

廉莫里斯奮進娛樂公司

（WME）知名經紀人辛

普森（Mike Simpson），代表澤倫斯基紀錄片

《Superpower》（暫譯《超級強權》）導演之一

艾倫考夫曼（Aaron Kaufman），日前向美國影

藝學院提出邀約，希望喜劇演員出身的澤倫斯

基能夠以視訊方式出現在美國廣播公司（ABC

）於當地時間12日轉播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不

過遭到學院拒絕，這也是澤倫斯基第2年遭拒。

《Superpower》由艾倫考夫曼和知名演員西

恩潘（Sean Penn）共同執導，2月於柏林影展首

映，西恩潘接受訪問時，亦不斷呼籲美國政府

向烏克蘭提供援助。

據悉，去年影藝學院拒絕澤倫斯基的請求

，是奧斯卡製作人威爾帕克（Will Packer）擔憂

，澤倫斯基的現身恐怕會讓奧斯卡被認為只關

注受害者多為白人的烏克蘭戰爭，而忽視其他

也在遭受迫害的有色人種。傳統上，影藝學院

也不太喜歡跟「政治」沾邊，不過尚未可知今

年澤倫斯基為何被拒。

而事實上，奧斯卡也不是唯一一個拒絕澤

倫斯基現身的電影盛會，去年9月，多倫多國際

影展（TIFF）也婉拒了澤倫斯基的請求，理由

是他們不願過多評論政治，不過他們也聲明影

展支持烏克蘭，且會在影展中播放多部烏克蘭

製作電影。

雖然如此，但大多時候澤倫斯基仍十分受

到西方國家歡迎，去年烏俄開戰後，澤倫斯

基就透過視訊方式接連出現在坎城影展、威

尼斯影展與葛萊美，去年9月更受紐約證交所

之邀敲響開市鐘。而今年1月，澤倫斯基也成

功亮相金球獎，並且西恩潘當眾讚賞烏克蘭

人民的團結與自由，只不過奧斯卡似乎沒有

要參一咖的打算。

戰爭紀錄片上月柏林影展首映

澤倫斯基欲 「露臉奧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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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雲遇“失散兒子”
樂見影壇新面孔樂見影壇新面孔

與Sammi分膺導演會頒獎禮影帝后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攝影 達里）劉青雲和鄭秀文

（Sammi）16日晚在“香港電影導演會周年晚宴暨年度頒獎典禮”

稱帝封后！青雲二度贏得殊榮，Sammi首次出席頒獎禮即登影后寶

座；而壓軸大獎“最佳電影”由備受爭議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

我》奪得。提到今年多了不少影壇新面孔競逐下月的香港“金像

獎”，有份再逐影帝的青雲認為絕對是好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林明禎
17日出席電訊商的專業照相館試“影”
會開幕禮，分享她與攝影師用手機拍照
的成果，同時明禎為新手機宣傳大開金
口，翻唱陳奕迅（Eason）的廣東歌《沙
龍》，MV推出數日後已有過百萬瀏覽
量，但她自嘲廣東話咬字不正，感覺像
唱泰文歌，更希望Eason不要聽到她的
版本。

首次個人獻唱廣東歌的林明禎只給
自己5分，說：“因為仍有很多地方可
以更好，廣東話咬字還是麻麻，很多人
聽了都說像唱泰文歌。”不過，明禎透
露媽媽年輕時是唱家班，讚她今次唱得
不錯，可能覺得女兒做什麼都是好的。
問明禎會否請Eason欣賞她的翻唱之作，
她大反應道：“希望他不要聽，怕他覺得
我破壞了他的作品。”有意進軍樂壇的明
禎，表示一直有計劃出廣東歌和普通話
歌，只是其他工作忙要推遲，說：“拍廣
告、拍戲和唱歌樣樣都想試，因為我的青
春只有這幾年，要把握機會。”笑指明禎
密密接工作要賺第一桶金，她說：“一桶
金即是多少錢？我在台灣出道三四年已賺
了第一個100萬台幣，可是都全花在住宿
和吃，很難想像香港人是怎樣儲錢買樓，
一定很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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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
周柏豪17日到港台為節目《港樂
．講樂》進行錄影，節目中柏豪
演繹多首廣東歌，當中還跟音樂
監製周錫漢傾湊仔經。柏豪現育
有一對子女，現他面對最大的煩
惱，就是為女兒準備入讀小學的
事宜，當他跟女兒說要於暑假去
學校面試，女兒只回他一句：
“我會扭計！”

柏豪明白女兒要進入人生另
一階段，知道父母不在身邊，不
捨得而有少許情緒，但也是成長
必經階段：“而我和老婆都不會
要女兒讀書要一定好成績，不會
給壓力小朋友，但也不能什麼都
不做，總之盡自己能力和責任，
要知道讀書不是父母喜歡，是小
朋友的感覺，會想她開心。”柏
豪指之前女兒報讀幼稚園都選擇
了多間學校，也是讓她讀自己喜
歡的幼稚園。

拒讓女兒做連詩雅婚禮花女
柏豪透露下月將又要回內地

及星馬開展15場巡迴演唱會，香
港演唱會則最快要到年底或明年
才考慮，因疫情過後，不少歌手
都“爭場”，所以要看場地才能

決定到演出日期。他笑言亦有跟
女兒說過將要隨時離開她不在
港，女兒即叫他不好去唱歌給別
人聽，留在房內唱有她陪伴，他
很明白女兒不捨之情，所以要是
不影響上學，某些站的巡迴演出
也打算帶她同行。

另談到好友連詩雅與陳家樂
下月中舉行婚禮，柏豪表示一早
已度期，當天整天會陪在她身
邊，希望新娘開開心心地出嫁；
而連詩雅本要求他的女兒做花
女，但柏豪為免女兒會搶風頭和
不聽指令，便拒絕對方的邀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張學友最新國語單曲《又
十年》走心的歌詞獲得廣大樂迷回響。學友對《又十年》歌
詞意境亦是感觸良多，唱着唱着就會想起從前，當想要找適
合的人選去拍攝這首歌曲的MV時，第一個出現在學友腦海
裏的，就是認識超過30年的老朋友劉偉強導演。

學友坦言並沒有哪一個十年比另外一個十年更重要，在
討論MV腳本時，由於劉導和學友都同意在每個人心裏的
“又十年”都有着不盡相同的回憶和故事，該拍一個怎樣的
“又十年”呢？監製導演劉偉強找來年輕導演王昱做一次腦
力激盪，王昱提議以較抽象的意識去呈現不一樣的“又十
年”，保留住聽歌者自己內心裏的故事畫面。

MV開頭，學友一人坐在單人椅，望着對面空無一人的
座位唱歌，彷彿是自己在跟自己對話。看似生活平淡無味
時，卻不經意間走進一個彼此有關，卻又完全相反的二元對
立的世界，從大自然的變化到現實生活的高樓林立，時光的
流逝，萬物大地不停地輪轉循環。以鏡像一變二、二變四延
展到萬花筒的萬千影像來表達人生的成長歷程，不論是過
去、現在或未來，每一段時空的轉變都會互相影響、互相重

疊。劉導請到吳樾老師
透過他蒼勁有力的書法
漫筆，在畫面上把蘊藏
在文字裏的人生歷練表
達得淋漓盡致。

在拍攝現場，學友
與劉偉強這兩位老朋友
一見面，幽默風趣的對
話立刻讓現場輕鬆起
來，拍攝過程非常順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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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冬陞、古天樂、許鞍華、洪金寶
和太太高麗虹、任達華、溫碧

霞、周秀娜、陳靜、林明禎、廖子妤等
眾多影星16日晚出席“香港電影導演
會周年晚宴暨年度頒獎典禮”，現場頒
發數個獎項，包括10歲巴基斯坦裔素
人男孩林諾獲“最佳新演員”，張同祖
獲頒“榮譽大獎”，Sammi憑《流水落
花》奪“最佳女主角”，劉青雲與韋家
輝憑《神探大戰》分別奪“最佳男主
角”和“最佳導演”，《給十九歲的
我》獲“最佳電影”。

青雲領獎時笑稱有人指林諾似是他
的兒子，繼而在後台還來個“父子”合
照。說到在導演會捧獎，隨後的“金像
獎”也大有機會再奪影帝？他笑問：
“係咪㗎？（有沒有信心？）信心唔係
講攞獎，係拍戲時有沒有，要做的都已
經做了。（勁敵多？）好事呀，影圈需
要唔同演員，今年多新面孔，我唔介意
大家一齊玩。”

至於如何慶祝，青雲表示未有時
間，因正開拍新片《爸爸》。提到他單
拖到場，太太郭藹明未有同行，他笑
道：“我哋單拖出街，劉太深居簡出，
一向很少應酬，工作方面交畀我啦。
（太太仲有沒有戲癮？）佢應該冇特
別。（唔准太太拍戲？）我唔係咁嘅
人，亦好支持女性有自己的工作。”

Sammi稱不再自我質疑
Sammi首登這個頒獎禮的影后寶

座，當負責頒這個獎的古天樂在台上揭
曉名單前，他已暗示心水是Sammi，但
打趣道：“如果唔係咪大鑊！”到打開
得獎名單的信封後，他再大呼：“真係
大鑊呀，係大獲全勝！”引得全場大
笑。

首奪導演會最佳女主角的Sammi
表示也是首次參與導演會晚宴，令她大
開眼界，並謂：“今次得到呢個獎意義
好大，因為得到專業導演評審的肯定；
覺得真係每一個年紀都唔好放棄，就算
中間有自我質疑，唔知條路點行，都要
捉緊對演戲嘅初衷，現在滿腦子都係想
着如何進步、如何演好唔同嘅角

色，唔會再質疑

自己。”Sammi又多謝導演和所有參演
演員，以及其信仰，令她無論人生中遇
上高低潮、灰心喪氣時，總有力量支撐
自己，不管得獎與否都心存感恩。問她會
否增添“金像獎”奪影后的信心？她坦言
不敢想，雖然偶然會有這想法彈出來，但
先後在電影評論學會及當晚的導演會獲得
兩個獎，已是好大肯定；並且這晚有眾多
導演和演員在場，會趁機會洽談有否合作
的機會，未合作過的人都想合作。

郭偉倫重申沒強迫拍攝
獲頒“最佳電影”《給十九歲的

我》的監製黃慧和導演郭偉倫上台領
獎，黃慧表示未有到場的導演張婉婷已
託她代言：“她（張婉婷）說懇請計劃
原創人的前任校長釋懷，就算時光倒
流，校長再叫她做這個紀錄片，她也
一定會義無反顧地一口答應；並
以有勇氣分享自己成長故事的
同學為傲，亦以這10年不計
酬勞、盡心盡力為理想的團
隊為傲，能夠適逢其會記錄過
去香港10年的變化，更以此為
傲。”

黃慧亦表示多謝導演會在
風雨飄搖的日子仍然頒這個獎給
她們，令她親身感受到香港電影業
界仍有擇善固執的人，要多謝的人
非常之多，最感謝是學校衡量法、
理、情及不同元素，將這部作品公
諸於世，令更多人從多方面了解
青年人在成長路上，經過幾多的苦
與樂，以及讓香港大部分的人可重溫
香港在這10年經過的蛻變。

郭偉倫致感言辭時表示，這部紀
錄片搞出很大件事，明白到現實是幾
殘酷，事件對業界生態是起了一些衝
擊，希望避免這類事再發生，學會如何
保護參與者和演出者的心理變化，以及
創作者的言論與創作自由。他續指要講
的是清者自清，沒有欺騙或強迫任何人
拍攝。他也表示暫時不會發表任何公開
言論：“要保障一些人，以免有些人
知道真相和真面目可能會受情緒困
擾，解鈴還需繫鈴人，希望學校、團
隊、學生可以和解。”

下月離港去各地巡唱
周柏豪擬攜愛女同行

◆◆獲頒獲頒““最佳電影最佳電影”《”《給十九歲的我給十九歲的我》》的監製黃慧的監製黃慧
和導演郭偉倫上台領獎和導演郭偉倫上台領獎。。

◆Sammi憑《流水落花》奪“最
佳女主角”。

◆◆洪金寶和太太高麗虹洪金寶和太太高麗虹1616日晚一起出席日晚一起出席。。 ◆張同祖獲頒“榮譽大獎”。

◀◀劉青雲與林諾在劉青雲與林諾在
後台來個後台來個““父子父子””
合照合照。。

◆周柏豪為女兒的入學事宜苦
惱。

◆林明禎不想Eason聽到她的翻唱之作。
◆學友對《又十年》歌
詞意境感觸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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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地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 Kona、Tucson、Santa Cruz、Santa Fe、Palisade、
Elantra N、Sonata，以及IONIQ 5為獲獎車型
• 現代汽車總共有六款休旅車型獲獎，反映出現代汽車休
旅車系列不斷增長的市場吸引力

現代汽車旗下八款車型榮獲了2023年Car and Driver的
編輯首選大獎：Kona、Tucson、Santa Cruz、Santa Fe、Pal-
isade、Elantra N、Sonata，以及 IONIQ 5。編輯首選大獎的
獲獎車型為Car and Driver編輯最強烈推薦的汽車、卡車、
跨界車，以及休旅車。從超過四百多款經過評估的車型中脫
穎而出，這些車被評為能夠滿足其車款類別需求的最佳車款
，同時還提供了卓越的價值和令人滿意的駕駛體驗。

北美現代汽車產品策畫總監Ricky Lao表示： 「我們非常

榮幸在2023年榮獲八項Car and Driver的編輯首選大獎。獲
獎的每一款車型都提供了創新設計、強大且高效環保的動力
傳動系統、駕駛人便利性，以及先進的安全功能。這些因素
顯然與業界專家和消費者引起了共鳴。隨著我們現代汽車在
休旅車領域的領導地位持續提升，我們對我們獲獎的六款休
旅車型感到特別自豪。」

Car and Driver總編輯Tony Quiroga表示： 「對於每年購
買新車的數百萬民消費者來說，購車選擇似乎無窮無盡，令
人困惑。我們的編輯首選大獎名單是一個購車榮譽榜和理想
的購車資源。從為青少年駕駛人尋找最安全的車型到尋覓一
台週末遊憩用的跑車，皆能在這個名單中找到合適的車款。
」
現代汽車Palisade休旅車型

於1955年成立，Car and Driver是汽車愛好者的權威雜
誌，也是值得購車者信賴的指南。完整的2023年編輯首選
大獎名單可在CarandDriver.com查看。

北美現代汽車
北美現代汽車專注於 「人類進步」 以及智能代步解決方

案。現代汽車為美國的消費者提供了滿載高科技功能的汽車
、休旅車，以及電動車陣容。 2022年，現代的820家經銷
商在美國總共銷售了超過七十二萬四千台車，其中將近半數
皆在現代汽車阿拉巴馬製造廠製造。請至 www.Hyun-
daiNews.com以及北美現代汽車華人粉絲俱樂部查詢更多相
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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