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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彈一日遊 美股仍反覆
【香港商報訊】本港時間 25 日晚間，美股周三早盤
反覆由升轉跌。儘管前一交易日美股暴漲，市場人士
仍擔心其後市不佳，仍聚焦關注疫情發展及其經濟影
響，以及各國的應對措施。

道指一度刷新 87 年來最大升幅
受白宮與美國參議院就抗疫紓困刺激計劃即將達成
協議等因素影響，當地時間 24 日，紐約股市出現報復
性反彈，道指高開高走，最多升 11.54%創 1933 年以來
最大升幅，標普 500 指數亦從 2016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強勁反彈，創下 2008 年 10 月以來最大單日漲幅。
市場分析人士認為，美國股市從技術層面已有反彈
需求，貨幣和財政政策改善了市場人氣和流動性，而
疫情走勢將對美國股市下一步走勢有更重要影響。

富國銀行表示，股市大漲得益於對美國參議院就總
規模近 2 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達成協議的樂觀預期。
傑富瑞集團全球股票策略首席策略師肖恩‧達比
說，熊市是殘酷的，並通常警示經濟衰退的到來。不
過，多個風險指標已經觸頂，只有信貸利差不正常，
這預示市場底部已經靠近。

分析人士睇淡經濟前景
不過，摩根大通執行董事尼古勞斯‧帕尼吉特佐格
洛表示，市場上可能有相當多的空頭回補，這只是暫
時提升了股價。
而據法國廣播電台 25 日報道， 「末日博士」同樣不
看好美國經濟。具有代表性的悲觀論者、紐約大學經
濟學教授努里埃爾‧魯比尼在 24 日美國股市暴漲時，

仍向市場的歡呼聲潑出了冷水，對前景十分不看好。
魯比尼還提出了令人擔憂的預測，他認為由新冠疫
情導致的經濟危機將比 20 世紀 20 年代末的大蕭條更
加嚴峻。當天美國股市大漲，外界期待可能是 V 字反
轉，但他表示： 「不要期待什麼 V 字或 U 字反轉。經
濟即將遭遇 I 字，甚至都不是 L 字的急轉直下的衝
擊。情況將比金融危機時更加糟糕。更進一步來說，
我們已經具備了出現比大蕭條更甚的超級蕭條的條
件。」
對於美國議會即將通過 2 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
案，他表示： 「可能很快就會通過，但這種大規模援
助不僅在美國，還應在歐洲和世界各國同時進行。但
是歸根結底控制疫情的速度將成為市場復蘇的決定性
變數。」

標普指歐美下行風險日增
標普全球評級 25 日發布報告指出，該機構最新預
測，歐美經濟面臨的下行風險與日俱增。
上周標普全球評級預測美國第二季度 GDP 同比將收
縮 6%，但現在看來這個數字至少還要高一倍。此外，
目前預計美國第一季度 GDP 同比也將有所下降。歐洲
今年上半年 GDP 的下滑態勢看起來與美國類似，但由
於疫情對歐洲的衝擊開始得更早，因而歐洲第一季度
GDP 降幅在一定程度上要大於第二季度。
標普全球評級認為，疫情的傳播速度及高峰時點仍
存在高度不確定性。一些政府機構預測疫情高峰將出
現在 6 月至 8 月間，該機構目前在評估經濟和信用影
響時即採用這一假設。

疫情攻陷英國皇室

查理斯確診
【香港商報訊】當地時間 25 日，英國白金漢宮證實，皇位順位
第一繼承人、71 歲的皇儲查理斯王子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
性。皇室聲明稱，查理斯一直表現出輕微的症狀，但身體狀況
良好，目前在蘇格蘭家中自我隔離，如常處理公務。至於其
妻子、康沃爾公爵夫人卡米拉，檢測結果則呈陰性。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
截至北京時間 25 日 11 時 30 分，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超過 42 萬例，達到 422915 例。全球死亡病例達
18915 例。

曾與摩納哥親王對面而坐
據查理斯所屬的克拉倫斯宮透露，查理斯最近公務
眾多與多人接觸，難以得悉感染途徑。白金漢宮則表
示，93 歲的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本月 12 日曾見過查理
斯，目前女皇與丈夫菲臘親王，留在溫莎堡，身體健
康，正跟從適切的健康建議。值得一提的是，查理斯
在 10 日的一場水資源的活動上，曾與日前染疫的摩納
哥親王亞伯特二世坐在面對面的位置。亞伯特 19 日成
為全球首位確診的皇室成員、國家元首。在會見摩納
哥親王亞伯特後僅兩周，查理斯確診。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截至當地時間 3 月
24 日上午 9 時，英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升至 8077 例，
累計死亡 422 例。

研究指英半數人口恐感染
此外，根據牛津大學的研究人員建立的模型，新型
冠狀病毒在英國感染的人數可能已經遠遠超過了科學
家此前的估計，可能達到了英國人口的一半。主導這
項研究的理論流行病學教授古普塔說，如果這些結果
得到證實，就意味在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患者中，只
有不到千分之一的人病情嚴重到需要住院治療，絕大
多數只有非常輕微的症狀，或者根本沒有症狀。

哈佛校長夫婦確診
與此同時，現年 68 歲的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
巴科於當地時間 24 日宣布，他和妻子阿黛爾的新冠病
毒檢測結果均呈陽性。巴科在致哈佛教職員工的一封
信中說，他們夫婦 22 日出現咳嗽、發燒、發冷、肌肉
疼痛等症狀，23 日接受新冠病毒檢測，24 日下午獲知

在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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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他說，他們不確定如何被感染，但從 3 月 14 日
起已經居家工作，大幅減少了對外接觸。未來兩周他
們將居家隔離療養。
《哈佛大學校報》24 日援引哈佛大學衛生服務中心
數據說，截至 24 日下午，哈佛有 18 名教職員工新冠病
毒檢測結果呈陽性。哈佛已在月初將課程改為網絡授
課，建議學生春假後不要返回校園，並要求本科生騰
空宿舍。

美「病毒獵手」亦中招
此外，被譽為 「
病毒獵手」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流行
病學教授利普金教授 24 日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他在接
受霍士商業頻道節目採訪時，表示他的新冠病毒檢測呈
陽性。利普金警告說： 「
如果它能感染我，它就能感染
任何人。」主持人詢問是否知道在哪兒感染，他回答稱
這並不重要，因為美國現在到處都是病毒。據悉，利普
金目前僅有發燒、咳嗽及低燒等輕症。

確診人數翻番 紐約成美震中
【香港商報訊】新冠疫情席捲歐美，美國在過去幾
日爆發大量確診個案。25 日感染人數已增加至 55000
多人，超過 800 人死亡，重災區紐約州的確診個案達
25681 宗，佔全國接近一半，死亡 131 人。州長庫默形
容當地疫情擴散速度如 「子彈火車」，確診個案每 3
天增加一倍。
目前全美至少 14 州加強社交距離等防控措施，遏止
病毒繼續蔓延，包括加州、紐約州、伊利諾州、俄亥
俄州等州份陸續宣布封州封鎮，要求居民如無必要不
得外出。學者估計，美國將有超過一半人口，約 1.8
億人被迫留在家中，佔全美人口 55%。
總統特朗普期望，在復活節前重開國內商業活動，
但政府官員和衛生專家普遍批評，警告稱一旦讓人們
復工，將令醫療系統不堪重負，導致更多人死亡。

茶馬古道
追尋中國南方最後的馬幫足跡
沿青石板鋪就
的古道緩緩而
行，歷史的足跡
在眼前展開。
在眼前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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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疫情持續嚴峻
歐洲疫情持續嚴峻，西班牙衛生部 25 日表示，該國
在過去一天新增 7937 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再多 738
人死亡，累計有 47610 人染病，3434 人死亡。西班牙
已超越中國，成為全球死亡人數第二多的國家，僅次
於意大利。由於死亡人數太多，當局把馬德里一個溜
冰場改做臨時停屍間。市政府殯儀館因設施不足，停
收遺體。在醫療資源不堪負荷的情況下，西班牙軍方
已經要求北約提供人道協助。
意大利再多 743 人死亡，創單日第二高，新增確診
個案逾 5000 宗，比前一天增加 8.2%，累計近 7 萬宗。
總理孔特表示，考慮對違反封城令的人加重罰款，由
現時 206 歐元，增加至最高 3000 歐元。
安化茶馬古道，
安化茶馬古道
，
尚存有中國南方最
後的馬幫足跡。
後的馬幫足跡
。

你或許聽說過益陽的黑茶，也品嚐過它獨有濃郁的茶
香，你可否知道在中國黑茶之鄉的益陽安化，有一條
延續千年的茶馬古道，在這裏，銅鈴悠悠，馬蹄聲
聲，有着中國南方最後的馬幫足跡……
文/ 張思靜 圖/ 安化縣委宣傳部

茶馬古道是指唐宋以來至民國時期，連接內地產茶區
和西北、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茶馬交易的交通
要道，中國境內有兩條茶馬古道，一條在雲南，一條在
湖南益陽。益陽安化是古代有名的茶葉之鄉，產茶歷史
非常悠久，唐宋時期，茶葉產量譽甲天下，明時期，所
產雲霧茶、芙蓉茶，馳名中外，成為朝廷貢品。
在安化的崇山峻嶺和山澗溪流之間，神秘的茶馬古道
背後，還有着一個流傳已久的故事。話說明朝嘉靖年

如今的安化，
如今的安化
，再次因黑茶吸引世界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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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
青山、
、綠水
綠水、
、黑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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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西藏大
安化千兩茶仍採用古
喇嘛常常率幾
樸的方法製作。
樸的方法製作
。
百人進京禮佛朝
貢，受到嘉靖皇帝的
隆重接待。回藏時，西藏大喇嘛帶回嘉靖的許多賞賜，
其中佔大頭的是四川茶葉。但喇嘛們對賞賜的四川茶葉
不太滿意，就自己繞道湖廣收購茶葉，發現湖南安化的
黑茶最合他們的口味，茶葉香濃，且物美價廉。
隨着黑茶產銷的興盛，商家為了收購和運輸茶葉的便
利，在安化縣境內集資修建茶馬專道，這些道路
翻山越嶺，以青石板鋪就，沿途建風雨廊橋、茶
亭、拴馬柱等供歇息之用，綿延數百里。馬幫
和茶馬古道凝聚和集中了物流和人流，在茶
馬古道經過的好些水路、陸路交匯點，慢
慢而自然地形成了集鎮、驛站，以方
便馬幫和過往商賈行人買賣商品、

住宿歇足。高城峒、江南古鎮、永錫橋、洞市老街、唐
家觀、新化圳上、白溪、隆回灘頭、寶慶這些有名的老
市鎮，便是隨 「
茶馬古道」誕生、發展而來的。
而益陽安化縣江南鎮茶馬古道風景區內，至今還保留
着最為完整的一段茶馬古道。每逢山下市集圩日，山裏
人用馬匹馱着木材、山貨、茶葉等去山下的市集換取生
活物資，成群結隊，蔚為壯觀，也正因如此，安化縣內
保留有中國南方最後一支馬幫。
如今，茶馬古道上延續千年的故事已曲終人散，但安
化馬幫一直沒有完全消失，近年來，隨着全域旅遊的發
展，益陽 「馬幫遊」成為了國內知名的旅遊品牌，茶馬
古道上歷歷在目的馬蹄印，是歷史最好的訴說。
歲月如歌，茶馬古道已湮沒在歷史煙雲中，然而，穿
過歷史的塵埃，安化馬幫在新時代重放異彩，成為了代
表益陽旅遊資源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角色。
（安化縣委宣傳部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