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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本報訊】受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疫情影響並延宕1年之後，第23屆世界石油大會
（World Petroleum Congress）5日至9日在美國休
士頓登場。

6日的議程由雪佛龍公司（Chevron）、埃克森
美孚公司（ExxonMobil）、沙烏地阿美石油公司
（Saudi Aramco）、挪威能源公司Equinor、法國道
達爾能源集團（TotalEnergies）等能源公司主管揭
開序幕，並展示他們的潔淨燃料生產計劃。

今年世界石油大會有許多重要人士無法到場，
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哈薩克共和國、卡達等8個主要
產油國的能源部長。

此外，阿根廷、赤道幾內亞共和國、希臘、土
耳其和羅馬尼亞部長，以及英國石油公司（BP）、
阿爾及利亞國營能源公司 Sonatrach 和卡達能源

（Qatar Energy）執行長也缺席本次大會。
主辦單位表示，今年許多重要人物缺席，主要

是受到 「旅行限制與對COVID-19變種株Omicron
的擔憂」 影響。一名發言人指稱，目前正在挑選與
會替代人選，其中包括邀請英國石油公司的美國領
袖來參加大會。

Omicron來襲的時機，適逢能源產業因疫情苦於
應付亞洲與歐洲天然氣與電力短缺。隨著旅行限制
再度實施，今年秋季達到多年高點的能源價格也開
始回落。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和俄羅斯等產油國聯盟
（OPEC+）上週同意釋出更多石油至市場，同時也
警告，如果COVID-19疫情導致需求下降，他們可
能中止釋出新石油。

麻省總醫院發現免疫細胞在與癌細胞鬥爭中生麻省總醫院發現免疫細胞在與癌細胞鬥爭中生
存下來的關鍵因素存下來的關鍵因素

疫情影響中疫情影響中 世界石油大會世界石油大會 休士頓登場休士頓登場

“這些信號，包括細胞因子IL-15，使CTL能夠存活足夠長的時間
，使其有效地清除癌細胞，並在理想條件下完全排斥腫瘤。”——
Thorsten Mempel博士，麻省總醫院免疫學和炎症疾病中心副主任

人體的免疫系統可以識別並攻擊癌細胞，但是當這些細胞能夠克
服這種攻擊時，患者體內就會出現惡性腫瘤。由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
員領導的研究揭示了在與癌症的鬥爭中免疫細胞存活所需的一些關鍵
因素。這項發現發表在《Cell》期刊上，指出了潛在的治療方法。

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CTL）是識別和摧毀癌細胞的細胞，它們首
先在排泄腫瘤的淋巴結中被激活。從那裡，它們進入血液，到達腫瘤
並與惡性細胞作戰。然而，腫瘤對CTL來說是非常不利的環境。當研
究人員使用成像技術檢查那裡的情況時，他們發現，為了在腫瘤中生
存，CTLs必須在癌細胞周圍組織的血管附近的區域停留一段時間。

資深作者、麻省總醫院免疫學和炎症疾病中心副主任、哈佛醫學
院醫學教授Thorsten Mempel博士解釋道: “在這些小環境中，它們能
夠與高度活化的樹突狀細胞群相互作用，這些樹突狀細胞提供 CTL 所
依賴的生存信號。這些信號，包括細胞因子 IL-15，使CTL能夠存活
足夠長的時間，使其有效地清除癌細胞，並在理想條件下完全排斥腫
瘤。”

Mempel和他的同事還想進一步了解CTL是如何進入這些生存小環
境的。他們懷疑趨化因子起著重要作用，趨化因子是指導免疫細胞遷
移並幫助它們在組織內找到彼此的趨化導向因子。論文主要作者，德

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免疫學系助理教授 Mauro Di Pilato 博士說:“我
們發現，一種稱為CXCL16的趨化因子在那些佔據血管相關的活化樹
突狀細胞小環境中高度表達，這種趨化因子的受體叫做 CXCR6，幫
助 CTL 在小環境中積累，因此對它們在腫瘤中的生存至關重要。”

這一詳細的理解可能有助於科學家為癌症患者開發更有效的免疫
療法。在另一個平行研究中，一個研究小組已經設計了CTL以表達更
多CXCR6。這種改變增強了細胞在癌症動物模型中控制腫瘤生長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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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rsten Mempel博士
麻省總醫院免疫學和炎症疾病
中心副主任
哈佛醫學院醫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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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休城畫頁

中國郵輪經濟現“揚升”複蘇趨勢
中國最大郵輪公司蓄勢待發

綜合報導 與2020年相比，中國郵

輪經濟出現了“揚升”的複蘇趨勢，一

個探底橫盤後的反轉“拐點”正顯露曙

光。這是近日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上海

校區舉辦的“2021中國郵輪經濟發展高

峰會議”上披露的信息。

在當天的高峰會議上發布了《中國

和亞洲郵輪經濟發展景氣指數》，其中

傳遞出三個重要信息：2021年中國郵輪

經濟由“戰略調整期”的延長期進入到

由內生驅動的“調整恢複期”；謀求産

業政策系統性創新，是進一步推動郵輪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在動力；深化

郵輪全産業鏈升級和價值鏈重構，是推

動郵輪經濟“雙循環”新格局形成的重

要內在支撐。

“拐點”的曙光還表現在11月30日

，中國最大的郵輪公司——中船嘉年華(

上海)郵輪有限公司正式宣布落戶上海寶

山區。中船嘉年華郵輪是由全球最大造

船集團中國船舶集團與全球最大的郵輪

公司嘉年華集團于2018年在中國成立的

合資公司。

中船郵輪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兼中船

嘉年華郵輪公司董事長楊國兵表示：

“中船嘉年華郵輪是中船郵輪打造産業

生態體系的龍頭企業，將紮根上海，全

面開展郵輪運營能力建設，加速郵輪産

業鏈的正向循環，助力中國發展成爲全

球領先的郵輪市場。”

目前，中船嘉年華郵輪船隊已向上

海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訂造2+4艘13.55

萬噸Vista級的大型豪華郵輪，首艘國産

新造大型郵輪已完成全船貫通，進入中

庭內裝階段。這艘大型郵輪總長323.6米

，型寬37.2米，最大吃水8.55米，最大

航速22.6節，最多可容納乘客5246人，

擁有客房2125間，預計于2023年交付使

用。中船嘉年華郵輪旗下第二艘國産新

造大型郵輪也已正式進入設計和建造階

段。

郵輪旅遊是中國旅遊業邁向休閑渡

假時代的新型業態，是提升人民群衆生

活品質的幸福産業，也是上海深化世界

著名旅遊城市建設的重要支撐。十年來

，中國郵輪旅遊蓬勃發展，已經成爲最

具活力、潛力的全球第二大郵輪客源的

市場，上海在其中起到了先行引領的關

鍵作用。

上海市文化和旅遊局局長方世忠表

示，去年以來一場影響深遠的新冠肺炎

疫情對旅遊業造成了史無前例的衝擊，

也成爲郵輪旅遊發展史上影響時間最長

、涉及面最廣、損失也最慘重的一次危

機。但疫情沒有改變中國旅遊業發展的

大邏輯、大趨勢，隨著中國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旅遊日益成爲人民群衆小康生

活的剛需、美好生活的必須、品質生活

的標配。

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上海

接待國內旅遊者已達到 2.25 億人次，

實現國內旅遊收入的 2748.5 億元人民

幣，較 2020 年同期分別增長了 32.7%

和 39.5%，恢複到2019年同期的84%和

80%。

方世忠指出，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的背景下，在人民群衆旅遊消費回暖升

溫的這樣一個情況下，郵輪旅遊正處于

疫情後複蘇的關鍵時期。上海需要借助

中國郵輪旅遊發展示範區的平台優勢、

積極爲郵輪旅遊全新啓航未雨綢缪、蓄

勢蓄能，打造中國郵輪旅遊疫後複蘇的

新時間、新樣板，更好地代表中國參與

全球郵輪業的競爭與合作，再造世界郵

輪領域的中國傳奇、上海品牌。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郵輪經

濟50人論壇發起人汪泓表示，中國郵

輪産業鏈各個環節都應該抓住機遇，

充分認識和把握郵輪産業發展規律。

在上遊，中國本土郵輪供應鏈體系加

快構建；在中遊，國際郵輪公司持續關

注中國市場、中國持續推動本土郵輪運

營能力提升；在下遊，中國郵輪港口建

設持續推進。在此背景下，結合全國各

地郵輪産業資源特色，明確郵輪産業發

展重點方向，實施差異化措施，逐步形

成各具特色、主題鮮明的郵輪産業發展

布局。

中國交通運輸協會郵輪遊艇分會常

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鄭炜航則就“後疫情

時代中國郵輪的機遇與挑戰”提出若幹

建議，包括升級港口和碼頭；發展特色

郵輪；改進旅行社生態模式，産品精細

化；提升消費者對郵輪旅行的認知；旅

遊城市要增加國際營銷；建立郵輪配套

産業鏈；高校需開設相關專業，緩解人

才奇缺的現狀。

而就在中船嘉年華郵輪落戶上海

寶山之際，其正式宣布啓動“海員招

募計劃”，旨在爲企業進軍亞洲市場

儲備豐富的優秀人才。業內人士認爲

，更多年輕血液的注入，將爲企業帶

來蓬勃生機與無限未來。與此同時，

以培養優秀管理人員爲目標的“船員

管培生招募計劃”也在推進中，中船

嘉年華郵輪方面表示，將爲熱愛海洋

事業的年輕人提供全方位的技術培訓

和實踐機會，共同書寫中國郵輪産業

的新篇章。

2021世界美發大會在廈演繹新時尚
綜合報導 2021世界美發大會(簡稱“世美會”)

1日在廈門舉行，來自全國各地千余名美發行業精

英、時尚界人士共襄盛典。

主辦方介紹說，今年受疫情影響，世美會通過

互聯網直播形式，向世界各國速遞大會精彩實況。

本屆大會與法國巴黎高級定制協會(PACA)合作

，把頂級奢侈品牌秀和發型秀融合，將國際大牌思

維、時尚理念、設計理念引入美發行業，實現“破

圈跨界”。

LOFOHEA團隊的複古油頭秀從歐洲文化與當

代中國潮流中汲取創作靈感，打造新潮中國風；服

裝金頂獎得主計文波大師團隊和 Mizi主創的“跨

界大師秀”則將服裝時尚與發型時尚融爲一體。

後疫情時代，如何把握美發行業發展契機，成

爲美發人突破重圍的關鍵所在。本屆大會，特邀在

數據、新媒體、門店運營、項目銷售等領域有突出

建樹的業內精英，開設“流量匮乏時代探索美發高

端品牌增長新陣地”“美發全域智慧論壇”等主題

論壇，立足中國、放眼全球，從不同維度剖析、交

流行業發展趨勢和美發沙龍經營新理念，探討美發

行業新賽道，推動行業可持續性發展。

會上，中國商業技師協會美發專委會成立，

對于促進美發行業規模化、平台化、創新化，激

發行業內生動力有著積極的意義。未來專委會將

立足協會和其他優質資源，塑造新美業，爲推動

行業可持續性發展不遺余力；WHC日化全球發

展共同體成立，將致力于促進企業和品牌上下聯

動，集合行業資源，促進産業創新交流合作，推

動創新成果轉化與運用，不斷樹立日化行業發展

裏程碑。

世界美發大會與新絲路時尚集團在共建、

共商、共享的原則下，達成戰略合作夥伴關系。

雙方將整合行業的優勢資源，不斷加深美發行

業與時尚文化領域的交流，從而帶動“時尚+”

産業發展。

本屆世美會由中國商業聯合會、中國商報社、

中國美發美容協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美容化

妝品業商會、ICD世界發型設計家協會(中國)、英

國Fellowship for British Hairdressing、西班牙Salon

Look和歐芭集團有限公司等機構攜手主辦。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休斯頓火箭隊在連續輸掉休斯頓火箭隊在連續輸掉1515場比賽後場比賽後，，
在周日主場迎戰勝新奧爾良鵜鶘隊在周日主場迎戰勝新奧爾良鵜鶘隊，，44節比賽全部領先節比賽全部領先（（2828--2626
，，2929--2323，，3737--3636，，2424--2323），），以以118118--108108獲勝獲勝。。他們的表現相他們的表現相
對於北美其他主要體育聯盟來說也是具有曆史意義的對於北美其他主要體育聯盟來說也是具有曆史意義的，，他們以他們以
1515連敗又突如其來的連敗又突如其來的66連勝連勝，，創造了創造了NBANBA曆史曆史。。

據埃利亞斯體育局稱據埃利亞斯體育局稱，，20212021--2222賽季的火箭隊是賽季的火箭隊是NBANBA、、
MLBMLB、、NFLNFL或或NHLNHL曆史上第一支在至少曆史上第一支在至少1515場連敗後又連續場連敗後又連續66場場
獲勝的球隊獲勝的球隊。。

休斯頓火箭隊本賽季至少可以說是過山車休斯頓火箭隊本賽季至少可以說是過山車，，他們的表現一直他們的表現一直
在在 NBANBA 引起轟動引起轟動。。在連續丟掉在連續丟掉 1515 場比賽後以場比賽後以 11勝勝1616敗的戰績敗的戰績
在西部賽區墊底在西部賽區墊底，，也是也是 NBANBA 曆史上最糟糕的開局戰績曆史上最糟糕的開局戰績。。但現在但現在
火箭隊開始夢醒火箭隊開始夢醒，，獲獲66連勝連勝，，以以 77勝勝1616負的戰績排名上升到西負的戰績排名上升到西
部第部第 1313 位位。。

火箭隊老將埃裏克火箭隊老將埃裏克··戈登說戈登說：“：“我們現在的比賽方式應該成我們現在的比賽方式應該成
為標準為標準，，只要我們以正確的方式打球只要我們以正確的方式打球，，我就會抓住機會對抗任何我就會抓住機會對抗任何
球隊球隊。”。”他是火箭隊任期最長的球員他是火箭隊任期最長的球員，，也是也是 20172017--1818 賽季在火賽季在火
箭隊以箭隊以 6565--1717 的戰績贏得西部冠軍後僅剩下的唯一一位球員的戰績贏得西部冠軍後僅剩下的唯一一位球員。。

休斯頓明星中鋒克裏斯蒂安休斯頓明星中鋒克裏斯蒂安··伍德說伍德說：“：“這很瘋狂這很瘋狂，，這讓人這讓人
驚喜驚喜，，但您必須喜歡它但您必須喜歡它。”。”他在周日的勝利中以他在周日的勝利中以 2323 分和分和 88 個籃個籃

板領銜休斯頓火箭隊板領銜休斯頓火箭隊。。
火箭將迎來是否有第火箭將迎來是否有第77連勝的挑戰連勝的挑戰。。在在1212月月

88日週叁晚上日週叁晚上，，他們將在主場面臨曾經是火箭隊他們將在主場面臨曾經是火箭隊
巨星的詹姆斯巨星的詹姆斯··哈登率領的布魯克林籃網隊哈登率領的布魯克林籃網隊。。籃籃
網隊目前以網隊目前以1616勝勝77負的戰績在東部賽區排名第一負的戰績在東部賽區排名第一
，，火箭隊獲火箭隊獲77勝勝1616負負，，目前兩隊的數據正好以不目前兩隊的數據正好以不
可思議地可思議地、、巧合地顛倒巧合地顛倒。。作為火箭隊球迷作為火箭隊球迷，，我們我們
希望火箭隊在第希望火箭隊在第77連勝的爭奪戰中打好比賽連勝的爭奪戰中打好比賽，，贏得比賽贏得比賽，，創造奇創造奇
蹟蹟。。

火箭隊主教練斯蒂芬火箭隊主教練斯蒂芬··西拉斯說西拉斯說：“：“坦率地說坦率地說，，一開始我們一開始我們
真的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麽真的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麽，，我們沒有經曆過那些經曆我們沒有經曆過那些經曆。。我們剛剛我們剛剛
參加了訓練營參加了訓練營，，然後一場又一場的比賽然後一場又一場的比賽。。那些沒有經曆過那些時那些沒有經曆過那些時
刻的球員刻的球員，，沒有經驗沒有經驗。。我們做得越多我們做得越多，，我們就越能做的更好我們就越能做的更好。”。”

““這是我們必須確保保持或增加他們的場上經驗這是我們必須確保保持或增加他們的場上經驗。。今天我們今天我們
做得很好做得很好，，板凳球員真的很棒板凳球員真的很棒。”。”

西拉斯談到他們叁分球成功的關鍵時說西拉斯談到他們叁分球成功的關鍵時說：“：“在場上投籃更多在場上投籃更多
，，投籃更有信心投籃更有信心。”“。”“球更加有意識地輪轉球更加有意識地輪轉，，並注意助攻和額外並注意助攻和額外
的傳球的傳球。”。”

戈登說戈登說，，連勝的關鍵是雙重的連勝的關鍵是雙重的：“：“在防守端在防守端，，我們在競爭我們在競爭，，

在進攻端在進攻端，，我們有無私的心態我們有無私的心態，，將球傳給位置最好的人將球傳給位置最好的人。”。”
鵜鶘隊的布蘭登鵜鶘隊的布蘭登··英格拉姆拿下賽季最高的英格拉姆拿下賽季最高的 4040 分分，，這是自這是自

20192019 年年 1111 月月 44 日對陣布魯克林隊時砍下日對陣布魯克林隊時砍下 4040 分以來的最高的得分以來的最高的得
分分。。

英格拉姆說英格拉姆說：“：“我只是得到了一些空位我只是得到了一些空位，，找到了我的位置找到了我的位置，，
球進了籃筐球進了籃筐。”“。”“每當我空位時每當我空位時，，我的隊友都會找到我我的隊友都會找到我。”。”

鵜鶘隊主教練威利鵜鶘隊主教練威利··格林說格林說：“：“今天似乎我們無法用足夠的今天似乎我們無法用足夠的
力量進入任何狀態力量進入任何狀態，，然後我們只是沒有得到足夠的停止然後我們只是沒有得到足夠的停止............我們我們
試圖在下半場傳球試圖在下半場傳球，，情況好一點情況好一點。。只是要多投籃只是要多投籃，，但沒有進但沒有進，，這這
就是歸結起來的原因就是歸結起來的原因。。後半場我們做得好一點後半場我們做得好一點，，但沒有把比分翻但沒有把比分翻
過來過來。。後半場我們的助攻可能會更高後半場我們的助攻可能會更高，，但我們必須在那裏投籃但我們必須在那裏投籃。。
””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休斯頓火箭隊夢醒休斯頓火箭隊夢醒 1515連敗後連敗後
又又66連勝連勝首創首創NBANBA曆史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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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健康飲食

对美术史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听说

过著名的画家萨尔瓦多· 达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达利本人的行事作风

也十分超现实主义，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

大师，而是大师从 1960 年代就痴迷的

……一种猫。

故事还得从这张照片讲起。

饲养一只虎猫，似乎确实凸显了主人

身份的与众不同。据说，达利十分喜爱这

只虎猫，几乎去哪都带着它，给它穷奢极

欲的生活，甚至带着它去公共餐厅用餐，

因而还吓到了餐厅中的客人。不过，它似

乎并没有陪伴大师终老，并且根据达利的

朋友所写下的回忆，这只被带出栖息地的

虎猫否得以善终，不得而知。

甲方狂喜的皮毛设计

为何一位艺术大师会沉迷于一只虎猫

无法自拔？当然是因为虎猫的皮毛花纹美

丽。达利曾亲口说过，虎猫的皮毛体现了

一种欧普艺术的设计美感。不过，这种美

丽也在上个世纪也几乎造成了虎猫的灭顶

之灾。尽管饲养虎猫是上个世纪许多名人

的一种时髦行为，但放在今天的中国，为

了凸显品味和财富去饲养这些非常规宠物

，本身就是没有品味的表现。因此，虎猫

可爱，云吸即可，切勿以身试法～

回到虎猫身上，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它们还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过什么？它们现

在过得好吗？

虎猫，英文名 Ocelot，名字来源于

中美洲纳瓦特人语言中的“美洲虎”，学

名为Leopardus pardalis。是产于南美、中

美和墨西哥以及美国最南端、加勒比地区

的野生猫科动物。体长可达100厘米，尾

长45厘米，体重10~15千克，是虎猫属中

体型最大的一种。同属的小斑虎猫和长尾

虎猫与其外表相近，分布地区也接近。

“虎猫”的中文名和东亚的小野猫

“豹猫”撞衫了。要说区别嘛，最明显的

一点是豹猫眼圈的白色眼线往上延伸，一

直画到了额头上的两条黑纹里面；而虎猫

眼圈的白色眼线基本停留在眼圈里，额头

上的黑纹里面可能有点浅色，但没有明显

的白线。

虎猫有圆圆的耳朵，头上和四肢的黑

斑比较小，但身体上的斑纹会形成条状，

正如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每一

只虎猫身上的斑点也都不一样。一双大爪

子看上去非常好捏的样子。

虎猫是夜行性的猫科动物。趋向于单

独生活，并且拥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会用

尿液标记自己的领地。

一只虎猫可以拥有多少领地呢？根据

统计，雄性虎猫的领地有3.5~46平方千米

不等，而雌性的相对小一些，在 0.5~15

平方千米之间，可以看出，虎猫对领地的

需求还是比较高的。可以说是社交距离非

常大的一种动物了，个体之间几乎很少有

交集。能被目击到的更是少之又少。尽管

像芬兰人一样“社恐”，同一个大区域的

虎猫们，却会在一个或者几个同样的地点

都留下粪便。换句话说，虎猫们有自己的

“公厕”。

一对虎猫母女在深夜穿过潘塔纳尔湿

地。这个时间行动不怎么会遇到人类。图

片：Wikimedia Commons

虎猫倾向于选择植被密集、食物丰富

和接近水源的地方作为栖息地。这些栖息

地往往在海拔不高、地势平坦的地方，远

离公路和人类居住地。虎猫主要靠嗅觉追

踪猎物。它们的食物基本上是一些位于森

林底层的小型动物，比如犰狳、负鼠、野

兔等等，也会吃鱼和一些两栖动物。

不同地区的虎猫吃得也不一样：巴西

东南部的种群会吃小型的灵长类和啮齿动

物等，而墨西哥的吃蜥蜴吃得比较多。在

委内瑞拉这样旱季和雨季交替出现的国家

，虎猫会在旱季吃啮齿动物，到了雨季就

吃地上的螃蟹。有人计算过，一只成年虎

猫一天需要的食物在600~800克之间，才

能满足它的生存需要。为了吃，真是来者

不拒啊。

即便虎猫是肉食动物，它们也是有天

敌的。如北美的郊狼、短吻鳄、体型更大

的猛禽、毒蛇、美洲虎，猞猁等，甚至是

家养的猪和不拴绳的狗都可能置虎猫于死

地。

作为一种中型猫科动物，虎猫也十分

懂得如何避免竞争。在有些地区，虎猫的

栖息地与美洲狮等大型猫科动物重合，因

此它们会采取一些“避世”策略，如错峰

活动、利用茂密的树丛隐藏行踪等方法。

毕竟成年猫的生活都不容易。

虎猫一般两岁左右性成熟，终年都可

交配，在不同的地区，虎猫的交配时间各

有差异。怀孕后大约两三个月，一次可以

产下1~3只小虎猫。小虎猫刚出生的时候

，身体是灰色的，布满了条纹和斑点，随

着长大，它们的毛色会慢慢转变为金黄色

。

虎猫宝宝会在妈妈身边呆到两岁左右

，在此期间，虎猫妈妈几乎对小虎猫寸步

不离。小虎猫在性成熟之后就离开妈妈，

独立出去寻找自己的领地。尽管看上去都

是猫，但虎猫和家猫对繁殖的要求完全不

同，在人工环境下繁殖虎猫很困难。

前面也提到过，虎猫的英语名字来自

中美洲印第安纳瓦特人。自印加与阿兹特

克文明诞生以来，虎猫就与原住民人类产

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原住民们会将虎猫

的骨骼打磨成尖刺，用来在特定的仪式上

给祭品放血。美国考古学家 Zelia Nuttall

认为，虎猫是印加神话中，被羽蛇神奎扎

尔克亚特尔下放到人间的神祇：特斯卡特

波利卡的化身。他从天上落水，化身为虎

猫，之后崛起打倒巨人。

在委内瑞拉上奥里诺科河地区，亚诺

玛米人的萨满教入会仪式中，虎猫扮演了

天神与萨满之间的信使。新教徒在服用精

神性药物之后，在萨满的带领下体验自己

的灵魂被虎猫吞吃又复原的全过程，新教

徒将自己作为“食物”供奉给虎猫，这可

以说是猫奴的终极形式了吧。在秘鲁的摩

切文明所创造的艺术品中，虎猫也是一位

常客。

介于当时的原住民对虎猫和美洲豹傻

傻分不清，神话中的神祇是美洲豹还是虎

猫已不可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对艺术

的启发方面，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虎猫

都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

干枯的皮草与破碎的栖息地

虎猫在 1982 年的 IUCN 划分是易

危（VU）级别，主要原因是栖息地的碎

片化与皮草贸易。在 1960 年到 1972 年

左右，对虎猫和美洲豹皮毛的盗猎行动十

分猖獗，在1970 年的美国，仅一年就交

易了近14000 张虎猫皮草，是虎猫数量锐

减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自从美国、巴西等国家禁止了

虎猫皮草的交易之后，虎猫皮草的交易量

直线下降，到 1986 年，欧盟禁止了虎猫

皮草的出口。实力诠释什么叫做“没有买

卖，就没有杀害”。迄今为止，除了秘鲁

还有周期性的短暂狩猎活动之外，有虎猫

分布的其他国家基本都禁止了虎猫皮草的

贸易。

在 1996 年，虎猫的保护等级被下降

至低风险/无危（Lower Risk/least concern

）。到 2020 年，再次被调整为无危

（LC），在亚马逊雨林等地已经形成了

稳定的种群。但即便如此，零星的盗猎活

动和偶发的路杀（Road Kill）仍会威胁虎

猫种群的数量。

至于宠物贸易，则是在提及这种可

爱的猫科动物时绕不开的话题。至今仍

有人会捕捉虎猫的宝宝来作为宠物贩卖

，这种偷猎一般都伴随着杀死虎猫妈妈

这一残忍的事实。对种群数量的健康成

长是极其不利的。小虎猫来到人类的家

庭后，往往会到处撒尿来标记自己的领

地，会撕咬物品甚至主人的手指，并且

对主人有着极强的依赖性，是非常高需

求的宠物。放下其特殊的身份不谈，看

看城市里因为各种原因被弃养的流浪猫

狗，扪心自问，人类真的有资格取代它

们的妈妈吗？

破碎的森林，饥饿的虎猫

前面也提到，虎猫是一种社交距离和

日常饮食需要很高的动物。它们需要茂密

的丛林用来追踪猎物、躲避天敌，还有休

息等等。

如果仅仅是人类活动，还不足以引起

虎猫的数量下降。但伐木业的兴起，割裂

了虎猫们原本赖以生存的雨林，也让依赖

雨林生存的虎猫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根

据能量金字塔的理论，越是处在食物链上

层的消费者，越需要完整的栖息地来保障

它们的食物和生存。许多虎猫因为栖息地

的碎片化，不能支持其基本的温饱而饿死

。

因此，尽管目前 IUCN 对虎猫的划

分是 LC 级别，但截至定级发布的

2015 年，虎猫的整体种群数量是下降的

，并且在墨西哥和美国德州等地，其种群

仍处于易危（VU）状态。因此，保护虎

猫所在的森林，阻止森林的继续破碎化对

保护虎猫来说是当务之急。

虎猫远在南美洲，看上去与你我似

乎并无太大关系。但虎猫的命运，和神

州大地上的它的近亲又多少有些相似之

处。东北虎、华南虎、豹猫、兔狲等等

中国大小猫们，是否也面临着和虎猫同

样的命运，可能失去了野外的家园，可

能面临着母子分离之痛，可能曾经被捕

猎到近乎消失，从而从我们的文明中逐

渐销声匿迹。人类的文明，必须要挤占

如此之多的其他生物空间吗？我们和猫

咪们有没有互不打扰，和平共存的可能

呢？

发布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接近平安夜

了吧，希望人们，猫们，还有所有的野生

动物们都平安喜乐，吃得饱、睡得好。

这是艺术大师认证的，最美丽的猫

图为大师与他的虎猫 Babou 白天在树上休息的虎猫

““自由長旅自由長旅———楊剛藝術展—楊剛藝術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929日日，，由由
中國美術館主辦中國美術館主辦、、北京畫院協辦的北京畫院協辦的““自由長旅自由長旅
———楊剛藝術展—楊剛藝術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此次展此次展
覽是覽是““文化和旅遊部文化和旅遊部20212021年度國家美術作品收年度國家美術作品收
藏和捐贈獎勵項目藏和捐贈獎勵項目”。”。展覽分為展覽分為““唯變所適唯變所適””
、“、“汲古汲新汲古汲新”、“”、“亦中亦西亦中亦西””33個篇章個篇章，，展出展出
楊剛作品楊剛作品150150餘幅餘幅，，從寫實工筆到意像水墨從寫實工筆到意像水墨，，
““盡精微盡精微、、致廣大致廣大””地演繹精彩藝術人生地演繹精彩藝術人生。。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美術館館長中國美術館館長、、中國美中國美
協副主席吳為山表示協副主席吳為山表示：“：“楊剛先生追求大框架楊剛先生追求大框架
、、大格局大格局，，從從‘‘盡精微盡精微’’的寫實工筆的寫實工筆，，到到‘‘致致
廣大廣大’’的意像水墨的意像水墨，，盡量保留深層盡量保留深層、、生動的元生動的元
素素，，努力實現心中的極致狀態努力實現心中的極致狀態。。在寥寥數筆的在寥寥數筆的
中國書法式的意象造型背後中國書法式的意象造型背後，，凝聚著畫家幾十凝聚著畫家幾十
年的艱苦探索曆程年的艱苦探索曆程，，是絢爛之極而複歸平淡的是絢爛之極而複歸平淡的
產物產物。”。”

楊剛楊剛（（19461946--20192019），），北京畫院一級美術北京畫院一級美術
師師，，擅長水墨大寫意擅長水墨大寫意、、速寫速寫、、油畫油畫、、工筆等工筆等。。
連續連續33年以油畫年以油畫《《打靶歸來打靶歸來》、》、工筆畫工筆畫《《到政到政
治夜校去治夜校去》、》、版畫版畫《《陽光燦爛陽光燦爛》》入選全國美展入選全國美展
。。 19781978年年，，楊剛考入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研楊剛考入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研
究生班究生班，，在葉淺予在葉淺予、、蔣兆和蔣兆和、、李可染李可染、、李苦禪李苦禪
、、劉淩滄劉淩滄、、盧沉盧沉、、周思聰等先生輔導下學習中周思聰等先生輔導下學習中

國畫國畫，，畢業創作工筆重彩長卷畢業創作工筆重彩長卷《《迎迎
親圖親圖》》獲葉淺予獎學金獲葉淺予獎學金。。 19961996年年
參加大英博物館參加大英博物館““2020世紀中國繪世紀中國繪
畫傳統與創新畫傳統與創新””大型展覽大型展覽，，同年在同年在
中國美術館舉辦中國美術館舉辦““超越自我超越自我————’’
9696楊剛藝術展楊剛藝術展”。”。
楊剛是一位具有文化擔當與創造楊剛是一位具有文化擔當與創造
精神的藝術家精神的藝術家，，他深入生活他深入生活、、紮根紮根
人民人民，，創作了大量反映時代生活創作了大量反映時代生活、、
表達人民心聲的優秀作品表達人民心聲的優秀作品。。其作品其作品
在保留傳統底蘊的同時在保留傳統底蘊的同時，，呈現出藝呈現出藝
術的多樣性術的多樣性。。楊剛的藝術長旅楊剛的藝術長旅，，變變
的是內容的是內容、、形式形式、、語言語言；；不變的是不變的是
適從內心適從內心，，自由純粹的藝術追求自由純粹的藝術追求。。
充滿靈性的線條背後充滿靈性的線條背後，，是藝術家紮是藝術家紮

根生活根生活、、甘於沉寂的厚積薄發甘於沉寂的厚積薄發，，是深入人民是深入人民、、
熱愛人民的真情摯感熱愛人民的真情摯感。。

在此次展覽中在此次展覽中，，楊剛的夫人董正賀楊剛的夫人董正賀、、女兒女兒
楊肖向中國美術館捐贈藝術家作品楊肖向中國美術館捐贈藝術家作品3030幅幅，，使館使館
藏楊剛作品更加豐富藏楊剛作品更加豐富。。此舉充分體現了其家屬此舉充分體現了其家屬
的無私奉獻精神和對國家美術收藏事業的大力的無私奉獻精神和對國家美術收藏事業的大力
支持支持。。

展覽呈現於中國美術館展覽呈現於中國美術館11、、88、、99號展廳號展廳，，
將展出至將展出至1212月月55日日（（週一閉館週一閉館）。）。
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致辭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致辭

回顧在上世紀救亡圖存的革命運動和西學回顧在上世紀救亡圖存的革命運動和西學
東漸的文化交彙之際東漸的文化交彙之際，，一批有文化擔當的藝術一批有文化擔當的藝術
工作者工作者，，立足水墨本體立足水墨本體，，銳意探索銳意探索，，在中國傳在中國傳
統水墨畫向現代轉型的進程中統水墨畫向現代轉型的進程中，，走出了一條創走出了一條創
新之路新之路。。

楊剛先生正是這樣一位踐行者楊剛先生正是這樣一位踐行者，，在愈加開在愈加開
闊的文化背景下演繹精彩的藝術人生闊的文化背景下演繹精彩的藝術人生。。長期以長期以
來來，，他有意識地培養自己敏銳的藝術感覺他有意識地培養自己敏銳的藝術感覺，，並並
練就了捕捉瞬息情態的能力練就了捕捉瞬息情態的能力，，創作出大量面向創作出大量面向
生活生活、、抒發內心抒發內心、、生動傳神的速寫作品生動傳神的速寫作品。。與此與此
同時同時，，他通過對比他通過對比、、反思文化的異質性反思文化的異質性，，不斷不斷
尋覓符合自我精神氣質的藝術理念尋覓符合自我精神氣質的藝術理念，，展開水墨展開水墨
媒介的多面性嘗試媒介的多面性嘗試。。速寫與水墨彼此借鑒速寫與水墨彼此借鑒，，彼彼

此影響此影響，，終於醞釀出獨具一格的水墨速寫終於醞釀出獨具一格的水墨速寫
。。楊剛的水墨速寫楊剛的水墨速寫，，既有追求既有追求““速度速度””而而
帶來的鮮活與生動帶來的鮮活與生動，，更有一種更有一種““體量感體量感””
和和““永恆性永恆性”，”，令觀者得以感悟生命的瞬令觀者得以感悟生命的瞬
息和精神的律動息和精神的律動。。

早在中央美術學院附中求學時期早在中央美術學院附中求學時期，，楊楊
剛就打下了寫實造型能力的堅實基礎剛就打下了寫實造型能力的堅實基礎，，曾曾
先後到內蒙古參加遊牧生產和工作六載先後到內蒙古參加遊牧生產和工作六載。。
深入草原的生活深入草原的生活，，成為素材的沃土與創作成為素材的沃土與創作
動力的源泉動力的源泉———在那裏—在那裏，，楊剛完成了數萬楊剛完成了數萬
張速寫張速寫，，並開始創作工筆重彩畫並開始創作工筆重彩畫。。而此特而此特
殊的人生曆練與感悟殊的人生曆練與感悟，，也開啓了畫家探究也開啓了畫家探究
自然自然、、生命和藝術的通道生命和藝術的通道，，點燃了畫家藝點燃了畫家藝
術創作的靈感術創作的靈感，，還賦予了畫家作品充分的還賦予了畫家作品充分的
審美張力審美張力。。這一階段這一階段，，楊剛注重深入體驗楊剛注重深入體驗
和反映勞動人民的鬥爭生活和反映勞動人民的鬥爭生活，，創作了一批創作了一批
工工、、農農、、兵的英雄形象兵的英雄形象。。如油畫如油畫《《打靶歸打靶歸
來來》、》、工筆畫工筆畫《《到政治夜校去到政治夜校去》、》、版畫版畫
《《陽光燦爛陽光燦爛》》相繼入選相繼入選19741974年年、、19751975年年、、
19761976年全國美展年全國美展。。

憑借紮實的造型基礎與優秀的作品憑借紮實的造型基礎與優秀的作品，，
楊剛順利地考入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班楊剛順利地考入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班。。
在劉淩滄在劉淩滄、、葉淺予葉淺予、、蔣兆和蔣兆和、、李可染李可染、、盧盧
沉沉、、周思聰等先生的教導下周思聰等先生的教導下，，他系統地學他系統地學
習中西繪畫技藝與理論習中西繪畫技藝與理論，，藝術觀念藝術觀念、、創作實踐創作實踐
也更加深刻成熟也更加深刻成熟。。這期間是楊剛工筆畫創作的這期間是楊剛工筆畫創作的
高峰期高峰期，，題材多表現平凡生活中的人性與風俗題材多表現平凡生活中的人性與風俗
文化文化。。造型方面造型方面，，他悉心揣摩敦煌他悉心揣摩敦煌、、南亞南亞、、古古
埃及等不同藝術的特點埃及等不同藝術的特點，，注重意象變形注重意象變形。。北京北京
畫院時期畫院時期，，楊剛受古代意象造型楊剛受古代意象造型、、西方現代線西方現代線
描描、、現代書法等藝術語言與思潮影響現代書法等藝術語言與思潮影響，，開啓了開啓了
向大寫意的過渡向大寫意的過渡。。 9090年代年代，，他以研究藝術本體他以研究藝術本體
作為新切入點作為新切入點，，嘗試嘗試““張力與表現張力與表現””的水墨實的水墨實
驗驗，，表現題材內容廣泛表現題材內容廣泛，，具象具象、、抽象相參抽象相參，，推推
出了出了《《人馬系列人馬系列》《》《墨像系列墨像系列》》等主題作品等主題作品。。
書法的美學特質和承載於其中的精神觀念書法的美學特質和承載於其中的精神觀念，，也也
為楊剛帶來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為楊剛帶來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他追求大框他追求大框
架架、、大格局大格局，，從從““盡精微盡精微””的寫實工筆的寫實工筆，，到到

““致廣大致廣大””的意像水墨的意像水墨，，盡量保留深層盡量保留深層、、生動生動
的元素的元素，，努力實現心中的極致狀態努力實現心中的極致狀態。。其作品中其作品中
的形象的形象，，無不帶有鮮明的性格特徵無不帶有鮮明的性格特徵。。它們絕不它們絕不
僅僅是眼與手的嫻熟配合僅僅是眼與手的嫻熟配合，，更是溶於胸臆的自更是溶於胸臆的自
然流露然流露。。在寥寥數筆的中國書法式的意象造型在寥寥數筆的中國書法式的意象造型
背後背後，，凝聚著畫家幾十年的艱苦探索曆程凝聚著畫家幾十年的艱苦探索曆程，，是是
絢爛之極而複歸平淡的產物絢爛之極而複歸平淡的產物。。

逝者已去逝者已去，，大愛永存大愛永存。。在這次展覽中楊剛在這次展覽中楊剛
先生家屬將其畢生最具代表性的先生家屬將其畢生最具代表性的3030件精品捐獻件精品捐獻
給中國美術館給中國美術館，，成為國家藝術寶庫的永久收藏成為國家藝術寶庫的永久收藏
，，也為我們的研究也為我們的研究、、學習學習、、繼承和發揚增添了繼承和發揚增添了
新範本新範本。。有感於此有感於此，，我代表中國美術館對於這我代表中國美術館對於這
種無私奉獻的精神表示感謝與敬意種無私奉獻的精神表示感謝與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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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港的東京奧運會內地奧運健兒代表團4日兵分多路與香港各界人士展開

深度交流互動，掀起熱潮。他們所到之處無不熱鬧沸騰，歡呼及喝彩聲此起

彼落。其中，兩場分別在維多利亞公園及伊利沙伯體育館進行的示範表演，

持票的4,000名市民一早到場親睹他們的風采。兩屆奧運乒乓球男單金牌得主

馬龍化身“金句王”，以一句“你比自己想的更強大”，為香港青年注入強

勁的正能量。有帶同子女到場觀賞表演的家長相信，“台上一分鐘，台下十

年功。”運動員今日的成就來之不易，希望子女從他們身上學習到永不言

棄、堅毅不屈的體育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郭正謙

4日上午在伊利沙伯體育館上演的“奧
運健兒展風采－羽毛球、劍擊、體

操及乒乓球示範表演”，開始前一小時已經
有大量市民排隊等候入場。出席示範活動的
包括體操運動員劉洋、朱雪瑩及鄒敬園，舉
重運動員侯志慧及呂小軍、羽毛球混雙組合
王懿律/黃東萍、劍擊運動員孫一文、乒乓球
手馬龍和許昕，以及舉重隊教練邵國強。香
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民政事務局
局長徐英偉、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前
國家隊代表郭晶晶及張怡寧亦有出席。

奧運健兒甫進場已經受到熱烈歡迎，不
少觀眾更自製橫額及標語引起偶像注意，劉
洋、朱雪瑩及鄒敬園率先登場，與香港體操
小將作交流示範，表演彈床、吊環、雙槓及
湯瑪士迴旋等絕技，均引來全場“嘩”聲四
起。

劉洋授“絕技”勉不畏困難
金牌運動員更傾囊相授必勝“絕技”。

劉洋透露，不畏困難是他的“撒手鐧”，
“在國家隊一星期至少練習六天，每天練習7
小時，要有精湛技藝，一定要有不怕苦不怕
累的精神，永遠保持堅定的決心。”呂小軍
直言期待香港運動員融入國家於2035年成為
體育強國的計劃大局，為實現目標一起奮
鬥。

王懿律、黃東萍，以及兩名乒乓球運動
員馬龍及許昕亦表演高難度球技，馬龍還一
展親民風範，不時向現場觀眾揮手，分享致
勝之道，他說：“要成為一名優秀的運動
員，自律是最關鍵，不僅是在訓練當中，更
是一種生活方式，希望所有年輕運動員都知

道，你比自己想的更強大。”
在維園游泳池舉行的“奧運健兒展風

采－跳水及游泳示範表演”也精彩絕倫，
跳水運動員王宗源、謝思埸、游泳運動員
楊浚瑄、湯慕涵、賽艇運動員崔曉桐、張
靈、呂揚、陳雲霞、獨木舟運動員徐詩曉
進場後，歡呼聲響徹全場，市民齊齊揮動
手中旗幟，令觀眾席泛起一片旗海。

首先是王宗源與香港跳水青少年隊成員
示範彈板和高台跳水，王宗源的奪金拍檔謝
思埸因傷患在身，在場邊為隊友擔任旁述。
每當王宗源在高台上準備作出跳水動作時，
觀眾們均屏息靜氣，默默注視，直至王宗源
躍下並流暢入水後，在場觀眾爆發出連綿不
絕的掌聲及尖叫聲。

每次落水後都引起觀眾歡呼喝彩，王宗
源還十分“鬼馬”，跳水前及上岸後都不忘
向觀眾劃出“愛心”手勢或揮手，把全場氣
氛推上高潮，王宗源最後還向觀眾席拋出有
他簽名的紙卷，引來一眾“粉絲”哄動。

父攜子觀賞 讚不屈精神
林先生帶着4歲兒子到場觀賞，他指一

家人早前“搶飛”好不容易，4日對跳水表演
的印象最深刻，“睇佢哋咁高跳落嚟，加上
動作完成得好靚，非常刺激眼球、好有觀賞
性。”林先生認為奧運健兒多年來堅持訓
練，才有今日的表現，不放棄的精神值得香
港新一代學習。

26歲栗小姐也帶着印有楊浚瑄照片及名字
的標語到場，為偶像加油打氣，她表示國家隊
及港隊的東奧成績是全港市民的驕傲，“任何
時候，他們拿獎大家都非常開心。”

內地奧運健兒訪中聯辦
駱惠寧：體現中央對港人關心

香港文匯報訊 訪港的內地奧運健兒代表團4日
到訪香港中聯辦。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歡迎致辭
中表示，代表團克服疫情影響如約到訪香港，體現了
中央對於香港市民特別是青年的關心。多年來，體育
人以自己的出色拚搏，推動和見證着國家強盛、民族
復興的步伐。對奧運健兒們在東京賽場再揚國威致以
敬意，對奧運健兒們在港為市民做精彩表演表示感
謝。

代表團團長、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楊寧致辭表
示，感謝香港社會各界人士長期以來對內地體育事業
和兩地體育合作的關心支持。代表團此行是在講好中
國奧運健兒為國增光的故事，展示新時代中國青年的
青春力量，生動詮釋奧林匹克精神和中華體育精神。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陳冬、秘書長王松苗，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劉光源，駐港國安公署副署長孫青野，解
放軍駐港部隊副政委王兆兵等出席活動。

香港體壇與內地密不可分，不少香港運動員藉着
內地的訓練資源進步神速，香港亦是一些國家隊金牌
選手的成名之地。在東京奧運取得一金一銀成績的乒
乓球國手許昕4日表示，香港是其福地：“2009年由
香港主辦的東亞運動會，我奪得了自己踏入成年組後
的首個冠軍，這個地方對我來說有特別的意義。”

許昕憶述，內地及香港運動員一起踏上東京奧運
女團頒獎台的情景，他認為這標誌着兩地體育交流合
作的成功，希望能吸引到更多年輕人投身體壇。

兩地運動員亦師亦友。國家隊女子重劍運動員孫
一文，與香港劍手江旻憓經常在比賽場上碰頭，江旻
憓4日表示：“每次都好享受可以與一文較量。每次
有大比賽，可以一齊出場，一文都會陪我對話，我們
都會沒那麼緊張。”她希望在孫一文身上學習“強大

的心臟”的心理素質。
孫一文分享道，這種素質來自千錘百煉的訓練，

“我覺得就是不斷的比賽，不斷的訓練，通過經驗的
積累，通過每天刻苦的訓練。讓自己做每一個動作的
時候，都會變得很自信。”

羽毛球混雙組合王懿律及黃東萍此前也是香港公
開賽的常客，一直很想念在香港比賽的感覺：“香港
的球迷很熱情，令我們感受到很大的支持。希望疫情
盡快過去，讓我們很快再與香港球迷見面，亦期待未
來和香港運動員有更多交流。”

東奧男子雙槓比賽金牌得主鄒敬園表示，自己能
從一個小地方踏上國際體育舞台，離不開國家在背後
的栽培，相信香港體壇有國家作為後盾下，未來將會
創造更多奇跡。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健兒伊館獻絕技 維園跳水贏掌聲 香江滿滿正能量

馬龍金句贈港青馬龍金句贈港青：：
你比自己想的更強大你比自己想的更強大

棄佳餚避禁藥 自律只為逐夢
內地奧運健兒在東京奧運會創下38金、32銀及

18銅的亮麗佳績，每面獎牌都滿載着運動員們不為
人知的奮鬥史。過程中，雖然有過無數次的失敗以至
迷茫，但他們仍咬緊牙關一一克服。他們生活極其自
律，忌食動物內臟、豬牛羊肉等食物，汽水等飲料更
是一滴不沾，以免不慎進食到興奮劑或禁藥，而放棄
吃喝玩樂只為追逐四年一度的“奧運夢”，那份堅持
令4日出席示範表演活動的香港青年運動員及觀眾都
動容。

內地奧運健兒與香港青少年運動員代表深度交
流，揭露刻苦的運動員生活。國家隊女子四人雙槳賽
艇選手崔曉桐透露，吃飯和訓練佔據生活的所有，偶

爾才會外出逛街，但所有活動都與其他隊員一起進
行，很少個人時間，“（隊員）幾個人長時間一起磨
練默契，最後賽場上配合得非常有默契，就是我們一
起很多年不斷磨練的結果。”

運動員更必須極為自律，嚴守忌口規條。男子
跳水運動員謝思埸透露，由於運動員有興奮劑檢測規
定，因此平時都要非常注意飲食，不得進食動物內
臟、豬牛羊肉等食物，避免攝取食物中的興奮劑，
“外出用膳可以吃的東西非常少。”所以，他們平時
盡量在泳隊食堂進食。至於汽水飲料，他感慨自從成
為運動員之後，幾乎沒有再入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兩地體壇密切 相互較量學習

● 乒乓球手馬龍
（右）和許昕（左）
聯袂獻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內地奧運健兒代表團到訪中聯辦內地奧運健兒代表團到訪中聯辦。。 新華社新華社

●●內地奧運健內地奧運健
兒訪港獻技兒訪港獻技，，
獲市民熱烈支獲市民熱烈支
持持。。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BB66綜合影視
星期二       2021年12月7日       Tuesday, December 7, 2021

電影《平原上的火焰》發布

「如火般愛你」情感特輯，領銜主

演周冬雨、劉昊然，主演梅婷、陳

明昊解讀角色情感與命運，四位演

員在影片中演繹兩代人的執著愛戀

。李斐（周冬雨 飾）與莊樹（劉

昊然 飾）從情竇初開到最熟悉的

陌生人，擦肩而過一別八載；傅東

心（梅婷 飾）心有不甘，用沈默

對抗著她與莊德增（陳明昊 飾）

的婚姻。在如火般熾熱、短暫的愛

情背後，他們還與命運、既定的生

活環境不斷抗爭，迸發出堅定的力

量。

如火愛情交織兩代人的
舊夢與執念

影片中，青梅竹馬的李斐與莊

樹因意外錯過平安夜之約，八年後

再次相逢卻早已物是人非，曾經互

相暗生情愫的懵懂少年長大了，卻

深陷謎案之中。特輯中，導演張驥

首談李斐莊樹間的情感，稱其中

「有一些讓人覺得唏噓的東西」，

周冬雨也表示，「八年，是對對方

的一種執念。」八年前，李斐、莊

樹懵懂、勇敢，如火般熱烈，一起

炸魚、烤魚，一起許下約定；而八

年後，兩人的關系變得復雜而微妙

，身份的懸殊、現實的無奈，成為

兩人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

而傅東心與莊德增的感情則更

加復雜，從當初的心動到柴米油鹽

後的平淡，思想上的差異讓情感裂

痕與日俱增。面對思想、性格完全

不同的莊德增，傅東心不滿於現狀

卻又無力改變。陳明昊在講述兩人

關系時表示：「傅東心始終用隱忍

和沈默，對抗著她的婚姻」，兩代

人如火般的感情濃烈卻短暫。

抵抗命運時代中尋找真
正的自己

《平原上的火焰》中以火連接

起李斐、莊樹、傅東心、蔣不凡

（袁弘 飾）、莊德增等人的情感

、回憶與命運。「火」不僅象征著

李斐與莊樹的愛情，也代表著影片

中人物不屈服於現實，與命運抗爭

的力量。在時代的洪流中，他們拒

絕既定的宿命，對自己的人生、生

活環境仍有一份抗爭。

李斐與莊樹之間，不僅有愛情

，還有與生俱來的使命感，他們身

上也有著一代人的縮影。周冬雨稱

「年少時期的李斐，是影片裏最自

由的人物」，李斐敢想敢做，身上

有傅東心的影子，卻「活得比傅東

心徹底多了。」莊樹則用實際行動

改變了自己的成長軌跡，成長為一

名刑警。劉昊然在特輯中表示，

「這兩個角色永遠在做的事情就是

，試圖去改變世界，最後發現自己

被世界改變了。」傅東心對過去的

釋懷、蔣不凡對真相的執著……他

們都企圖在與命運對抗中尋找真正

的自己。

電影《平原上的火焰》由刁亦

男監製、張驥執導、原著《平原上

的摩西》作者雙雪濤擔任藝術總監

，由上海貓眼影業有限公司、天津

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

無限自在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瀟湘電影集團有限公司、上海突燃

影業有限公司出品，綠光影業（上

海）有限公司、諸神聯盟影業（天

津）有限公司、成都盛世德晉文化

傳播有限公司、西部國家版權交易

中心有限責任公司、廈門硯石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天浩盛世娛樂文化

有限公司、平潭喜東東影視有限公

司聯合出品，將於12月24日全國

公映。

《平原上的火焰》曝情感特輯

周冬雨劉昊然詮釋 「如火般愛你」

由知名演員曹炳琨自導自演，田浩寧、林

博洋、李昀銳 主演 ，包貝爾、劉莉莉、沙寶

亮、劉陸、馬浴柯、張彤等特別出演的現實主

義佳作 《 只要你過得比我好 》今日（ 12

月 3 日）起登陸全國院線。 同時， 片 方於

今日發布了片尾曲MV《旅行》及公映海報，

父愛如山雖無言，卻是孩子身後最堅實的屏障

，這個冬天，有愛，有溫度，有眼淚。在影片

在超前觀影活動中， 收獲了來自觀眾和 業內

同行 如潮的好評：「父愛沒有聲音，但他默

默為我們扛起一條江，托起一條河。」 、

「 影片中生動的角色演繹、細膩的生活質感

、真摯的父子情感，無論是作為子女，還是身

為父母，都被片中的人物和情感所深深打動

。 」 、 「一定要帶我爸再看一遍！」今日

伴隨全國公映，影片的五大看點 帶你感受這

部溫暖療愈的催淚佳作 。

有愛又有療愈意義的 「 教科書級哭
戲 」 ！

此前已創造了諸多優秀影視作品的曹炳琨

，首次自導自演花費三年時間用心打磨，希望

能夠給觀眾朋友們帶來一個情感真摯、感人淚

下的父子故事。為此，他 也做了許多準備，

在拍攝前親身體驗外賣員生活，力求呈現最真

實的角色人生；最後一場臨終戲，為了還原癌

癥患者最真實的狀態，在一個半月內減肥暴瘦

50斤並在開拍前斷水3天，極度的減肥使他險

些失聰，如此敬業的付出令現場觀眾為之佩服

。 此外，在近日的首映禮上，作為曹炳琨的

好友，曹保平導演也到場支持，並對這位優秀

演員首次執導的作品稱贊有加，稱 曹炳琨此

次表演一如既往得好，這部影片看著就像是一

個有20年經驗的演員拍出了一部看上去似乎

有20年導演經驗的作品，很多場戲都拍得很

感動，真的非常好。 相信有著長達3年的積

累和布局，曹炳琨導演必將為觀眾帶來 一部

有愛又有療愈意義的 2021年底壓軸「催淚彈

」 ，每一場哭戲都堪稱 「 教科書級哭戲

」 。

看完這部電影，你會更愛家人！
影片中父子間的真情互動將觀眾帶入其中

，讓很多人勾起回憶：「影片中曹生和爸爸一

起做飯、做家務要工錢等等仿佛看到了自己與

父母相處時的影子，久久回味。」導演也表示

電影中很多 情節都源於自己的日常生活，真

實的生活細節也勾起了許多觀眾的回憶。 正

如今日發布的公映海報一樣，曹德望與曹生頭

上戴著報紙做的簡易油漆帽，幸福的表情洋溢

在臉上，兩人有趣又有愛的父子互動也令眾多

觀眾感觸頗深。而曹德望對於孩子無言的付出

，曹生超乎同齡的乖巧與懂事，讓不少觀眾想

起了自己的父母，在超前觀影中哭倒一片：」

這是我見過最懂事的小男孩，懂事的讓人心疼

」、「每個深沈的老爸心中沒說過或者沒來得

及說的話都是孩子我愛你」、「看完以後更能

理解父母了，趕緊給他們打個電話」。「愛你

的人都想『只要你過得比我好』，帶上家人一

起去電影看《只要你過得比我好》，你會更愛

家人。」、「只要你過得比我好，才是人世間

最深情的告白。」

非親生的父子竟然可以這麽親 ！
電影《只要你過得比我好》中這對無血

緣父子緊密的羈絆溫暖有力，親情的力量

令人動容 。曹德望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為曹

生鋪好一切，作為父親最簡單的遺願就是

希望孩子能夠安安穩穩的長大，比自己過

得更好。 曹生的到來給曹德望帶來了生的

希望，曹生並沒有因為原生家庭的缺失導

致性格缺陷。反而像一個小太陽一樣，溫

暖照耀著曹德望。親情究竟是靠什麽來維

系的？血緣、習慣還是希望？這部電影給

了觀眾不太尋常的啟示。曹炳琨導演表示

想通過這對父子的關系設定去表達：「不

是你發泄了憤怒，就能抹掉被傷害的事實;

身處泥潭的人。該怎麽面對比自己還要艱

難的無辜生命向自己的求救，是一起陷進

去，還是拉扯著活下去，是需要好好思考

的。」

《只要你過得比我好》今日全國公映
五大看點揭秘溫暖療愈的淚目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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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胡

鴻鈞、陳展鵬、鄭俊弘、谷婭溦、譚嘉

儀、肥媽及李龍基等 3日晚出席《AEG音樂排行榜

頒獎禮》，胡鴻鈞當晚共獲4個獎項成為大贏家，亦

為樂壇成績表開創好成績。谷婭溦亦贏得2獎，且在

活動舉行前15分鐘更成為百萬辣跑的車主，原來是其

爸爸送給她的禮物，獎勵她在樂壇取得好成績，而她

也準備讓媽咪成為第一位乘客。

獲父贈百萬跑車獎勵唱歌
有
成
績

谷婭溦3日晚共獲人氣歌曲及國語歌曲2
個獎項，她表示到港發展已6、7年，終

於能在樂壇有點收穫，希望保持這份衝勁，
繼續燃點心中這把火再發力。谷婭溦參與無
綫節目《聲生不息》，在港比賽完，將會到
其祖籍湖南再作第二輪比賽，大約要逗留4
個月，此行可以順道探望多年沒見的祖母，
並已買下靈芝及冬蟲夏草等補品送給她。

谷婭溦坦言過去一直靠家人在經濟上
支持，直到今年才開始賺到點錢，所以
也打算將所有收入回饋家人，本來也
想買禮物獎勵自己，可是太過昂貴又
買不起，最終是爸爸見她今年工作
有點成績，買了輛過百萬港元的
保時捷跑車送給她。她開心地
表示是在活動15分鐘前才成
為車主，但要等到明年7
月新車才運到香港，而
她已有車牌十多
年，相信可以
駕馭得到，

她 也

準備讓媽咪成為第一位乘客載她去兜風。
胡鴻鈞（Hubert）坦言為拿獎感到高

興，亦令他醒覺音樂頒獎禮陸續到來：“其
實我今年無論有否得獎，都自覺做了大贏
家，今年有劇集推出，又做了演唱會、唱到
喜歡的歌，即將又出唱片，是豐收的一
年。”問對拿音樂獎項有否信心？Hubert表
示入行首幾年會有好奇心，現則是以去派對
心態參加，獎項對他來說已不是最重要，作
品能獲得認同及賞識才最開心。

Hubert於演唱會過後只休息了一天，即
要開工，並特別慰勞台前幕後工作人員。提
到緋聞女友蔡思貝連續兩晚現身演唱會撐
場，更感動落淚，他笑言也會約她吃飯答
謝，卻因思貝忙於開工拍劇，待她完成工作
再約一班好姊妹何雁詩、陳瀅、賴慰玲等聚
一聚，笑問當中全女班，他也成了“姊
妹”？他擺出蘭花手笑說：“我們根本是一
群，我都是姊妹之一。”

陳展鵬想學讀心術
陳展鵬再踏足樂壇，於年初推出新歌，

現在更獲獎，他表示在疫境之下仍能簽約做
歌手也很艱難，但開心樂壇

可以百花齊放，他也希望排除萬難再繼續推
出新歌。而他自覺唱歌較拍劇容易專注，
因拍劇牽涉很多人，比較難控制。

談到展鵬跟太太單文柔為節目
《讀心專家》做嘉賓，單文柔被讀心
術師松明猜中她在超市挑選為展鵬安
排晚餐的菜式，展鵬說：“令我好有興趣
再私下約松明交流，可以更了解對小
朋友性格思維，之後再跟其他家
長分享。”展鵬又表示節目絕
無“造馬”成分，他解說：
“最初我估太太會煮蒸肉
餅，因為之前幾次她都失
敗，以為她會再試煮蒸肉
餅，沒料卻煮意粉又被大
師估中，感覺很不可思
議，如果我學識讀心可以
用來傾合約會好好
多，今次真的大開
眼界。”

媽咪是首位乘客
谷 婭 溦：

● 谷婭溦坦言過去一直靠
家人在經濟上支持。

●● 陳展鵬表示在疫境之下陳展鵬表示在疫境之下，，
仍能簽約做歌手也很難得仍能簽約做歌手也很難得。。

●● 胡鴻鈞表示會以去派胡鴻鈞表示會以去派
對心態參加頒獎禮對心態參加頒獎禮。。

●● 蔡思貝近日開始忙蔡思貝近日開始忙
於拍劇於拍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谷婭溦與父母曾亮相谷婭溦與父母曾亮相TVBTVB。。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阿祖）已故樂
壇天后梅艶芳
胞兄梅啟明日
前向高等法院入
稟，指安樂影片開拍
電影《梅艷芳》侵犯他持
有梅艷芳的商標，要求法庭禁止電影公司繼續
侵犯商標，並申索引致損失的賠償。

梅艷芳媽媽覃美金（梅媽）近日接受傳
媒訪問時，卻唱反調罵兒子梅啟明“財迷心
竅”，對他控告電影公司一事全不知情，今次
事件只是兒子自把自為沒跟她商量過，更不認
同兒子的處事方法，但也阻止不來，梅媽更透
露最近跟兒子有點不咬弦。梅媽4日再發聲明
跟兒子劃清界線：“本人梅覃美金就兒子梅啟
明最近入稟法院向安樂影片有限公司索賠侵權
一事，查本人從未參與此事件，亦不會參與此
後相關事宜及評論，特此發出聲明。”

被梅媽直斥“財迷心竅”，梅啟明反應
淡然表示“有咩問題”，並表示與媽媽沒問題
發生，還一起共住，每日相見，只是梅媽因老
人病入院住了兩星期。

香港文匯報訊港台《舊日的足跡》主持
車淑梅近日請來電影《梅艷芳》導演梁樂民
作客，並親解梅艷芳歌迷對其電影製作的提
問。淑梅姐更成功隔空訪問到梅艷芳大姨甥
潘文皓。

曾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和最
佳導演的梁樂民本身是梅艷芳歌迷，也因電
影公司老闆江志強的緣故而開拍電影《梅艷
芳》。電影上映後，梅艷芳的歌迷對梁導演
有三問，為什麼要將（電影中的）日本歌手
“洗白”？梁樂民表示：“我相信佢（那日
本歌手）係梅姐心中嘅初戀。喺女孩子嘅眼
中，初戀情人唔會係壞嘅，或者有一啲事佢
（梅姐）唔想知，甚至唔想被記錄……多謝
（電影公司）老闆負責知會咗日本歌手，片
中唔講佢全名就是出於對佢嘅尊重。”

至於為什麼梅姐為姐姐結婚而跟姐姐吵
架？梁導演：“因為嗰個年代姐姐出嫁就等
如失去咗一個相依為命、可以倚靠嘅親人，
相信佢（梅姐）本人都唔願意向大家表達嗰
種不捨嘅心情。”

最後，梅姐一早已經宣布不領獎，她應
該不會為“最受歡迎女歌手”獎項而不安。
梁導演：“我哋只係設計一個機會，等梅姐
講述自己並非為後浪趕上而轉向（參與）公
益事務，佢嘅出發點對得起天地良心。”

另外，與梅艷芳失聯21年的梅愛芳長子
潘文皓，日前在社交平台表示他已在電影院看
了《梅艷芳》，並在帖文中抒發了感受。淑梅
姐成功透過長途電話訪問身在加拿大的文皓。

潘文皓表示：“其實六年級開始就喺呢邊

生活！當我知道有呢套電影，我一定要睇，裏
面一定會講好多有關媽咪同姨姨嘅事，爹哋、
細佬都有睇……印象中，媽咪（梅愛芳）係一
個好稱職嘅媽咪，好畀心機教我同細佬。佢係
一個好積極樂觀嘅人，遇到乜嘢難題
都係笑住面對，正如電影情
節一樣。姨姨係一個好
直、好有為、好堅強嘅
人，佢好鍾意講笑令身
邊人開心，時時刻刻
為人哋設想。細個嗰
時我有少少驚佢，因
為佢把聲好有力量同埋
威嚴，有冇畀佢鬧過我
唔記得，但係我真係有少
少驚佢，我知道佢係大明
星，佢係個永不放棄嘅人，電影中
佢話‘只要有信心、世上無難事！’呢一句正
正喺佢用生命話畀我哋聽。”

完成大學 感激姨姨教學基金
淑梅姐：“你知道姨姨一直搵你哋嗎？”
潘文皓：“我只係呢一排先知道……當年

我哋唔喺香港，唔知佢搵我哋，如果知道，爹
哋一定會帶我同細佬返嚟見佢，所以當我知道
佢一直有心搵我哋，亦係佢臨終前一個心願，
我真係覺得好難過。我家大個咗，可以幫佢
完成心願，即係佢可以搵番我哋喇！其實呢兩
三年，我有同姨姨嘅Fans聯繫返先至知道有呢
套電影，我先至知道有呢一件事，係佢哋話畀
我知……”

潘文皓談及近況：“我28歲，
有女朋友未結婚，我家做IT工
作。細佬都好好，佢都係做IT電影
後期嘅工作。爹哋好好，身體好好，
好健康。我都想返香港，如果可以，
我嚟緊呢半年內會返，上次2017年返過

嚟，今次我會探婆婆，佢98歲，我好想返
去見佢。”他又表示會睇（《梅艷芳》）第四
次，隔幾日睇一次，直到落畫，因為每一次
都有唔同感受。

淑梅姐：“有咩要對媽咪同姨姨承諾？”
潘文皓：“就係我要好好成長，好似佢哋

咁對自己同對身邊嘅人……姨姨講過希望有一
晚，大家食完飯出去望住星星嘅時候，會記得
佢，一個曾經為我哋帶來小小歡樂嘅朋友，會
記住佢個名叫做梅艷芳，我會一路一路記住佢
哋，永遠永遠以佢哋為榮！”文皓又特別補
充：“其實我同細佬好想多謝姨姨留畀我哋嘅
教學基金，等我哋可以順利讀完大學，家有
一份幾好嘅工作。”

淑梅姐表示，年輕人能飲水思源，十分難
得。

太遲獲悉梅艷芳尋親遺願
梅姐姨甥潘文皓深感難過

梅
啟
明
告︽
梅
艷
芳
︾侵
權

梅
媽
斥
兒
：
財
迷
心
竅

●● 梅媽今次罕見梅媽今次罕見
與梅啟明唱對與梅啟明唱對
台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由
王
丹
妮
主
演
電
影《
梅
艷
芳
》票
房
大
賣
。

●● 導演梁樂民接受車淑梅訪導演梁樂民接受車淑梅訪
問問，，並親解梅姐歌迷提問並親解梅姐歌迷提問。。

●● 梅姐大姨甥潘梅姐大姨甥潘
文皓文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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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梅子）11月 26日 ,黑
色星期五！恐慌再度襲擊全球金融市場
……

幾大肇因之首是 Omicron，，這個
被世界衛生組織 (WHO) 指定為關註的變
體（VOC），甫一出現就被人們貼上各
種標簽：“毒王”、“超級突變”、
“最兇變種”、 “最危險的毒株”等。
Omicron瞬間成為全球關註焦點，就股
票市場而言，幾乎可以用“聞風喪膽”
來形容Omicron的現身。

因為“令人擔憂”的突變以及“初
步證據表明該變體再次感染的風險增加
”，Omicron被WHO確定為第五種關註
的變體，而非“值得關註的變種”（VOI
）。這之前，共有“阿爾法、貝塔、伽
馬和傳播力最強的德爾塔”等四種變體
被世衛組織納入VOC。

盡管，有關Omicron的傳播性、致
病性和免疫逃逸能力等影響因素還存在
諸多不確定性，但資本市場被嚇壞了。

11月26日，歐美、亞太股市全線下
挫：英國富時（7044.03,-3.64%）、德
國 DAX （15257.03,-4.15% ） 、 法 國
CAC（6739.73,-4.75%）；道瓊斯指數
、 納 斯 達 克 、 標 普 500 分 別 報 收

34899.34(-2.53%)、15491.66(-2.23%)
、4594.62(-2.27%)。

VIX恐慌指數報28.65, 飆漲54.04%
；風險資產無一幸免。

市場重現疫情行情，醫藥、電子商
務股表現強勢，航空、旅遊、酒店股大
跌；波音(NYSE:BA)跌超6%，萬豪國際
(NASDAQ:MAR)跌6.10%。郵輪股和航
空跌幅大多在7%~12%之間。

疫苗股普遍走高，諸如輝瑞(NYSE:
PFE) 漲 5.80% 、 BioNTech(NASDAQ:
BNTX)漲 7.46%，因其宣布將於兩周內
公布旗下疫苗對新毒株的效果。

其次是“市場擔心新一輪封鎖，旅
行再度受限”，油價暴跌。11月26日布
油期貨下跌9.50美元，跌幅11.6%，結
算價報收72.72美元/桶。匯通財經分析
，油價隨著全球股市下跌，人們擔心這
一變種病毒可能會抑製經濟增長和燃料
需求。與此同時，因為是感恩節假期次
日，市場交投不足，外加紐約市場提前
收盤，這幾個因素可能也放大了原油跌
勢。但就此也有分析認為，能源價格大
幅下跌能緩解全球擔憂的通脹，美聯儲
加息預期有望推遲。

這一次歐美市場的巨震，發生在三

倍方差以外，是2020年3月歷史性暴跌
之後最大的單天暴跌，而美債則是那時
以來最大的單天漲幅。

諷刺的是，美國聖誕節大采購始於
感恩節之後，而感恩節之後的“黑五”
即“黑色星期五”亦是美國傳統購物節
；但供應鏈和成本等問題給2021年的
“黑五”蒙上陰霾。很多商店閉門謝客
，不鼓勵顧客蜂擁購物。其中大量零售
商，尤其服裝零售商，此前在季度財報
中警告庫存短缺和供應鏈受限。黑五往
往是商家全年打折最狠的一天，商店半
夜開始營業。很多美國人全家徹夜排隊
去搶購促銷品。但今年的黑色星期五，

打折最狠的卻是股票。
金融市場周五受驚了，全球政府機

構周六也沒閑著。英國、德國和意大利
周六發現了新的 Omicron 冠狀病毒變種
病例，英國首相鮑裏斯•約翰遜宣布了
遏製該病毒的新措施，而更多國家對來
自南部非洲的旅行施加了限製。歐盟國
家決定暫時封鎖來自南部非洲 7 個國家
的航班：博茨瓦納、斯瓦蒂尼、萊索托
、莫桑比克、納米比亞、南非和津巴布
韋。

截止目前，Omicron已在全球3個大
洲現身，意大利之外，南非，博茨瓦納
，香港，英國，以色列，德國，捷克，

比利時等均已通報境內確診病例。
從新冠疫情暴發到現在，起碼發現

了上百種變異株，但只有一個德爾塔能
留下來。只有等到Omicron傳播到一定
規模時，才能更好地判斷，目前它的傳
播規模還很小，主要限於南非。

那麽，新變異病毒傳染率如何?疫苗
有效嗎？是否需要恐慌？

Omicron新毒株的“極其大量”突
變，可能會帶來諸多功能增強。刺突蛋
白、衣殼蛋白的一大批結構突變，可能
帶來非常強而有效的免疫逃逸（抗疫苗
、抵抗中和抗體）。更棘手的是，一些
突變會增強細胞侵入能力，也就是增強
傳染性、人群擴散速度。

如此，現有疫苗仍然有效嗎？新疫
苗研發需要多長時間？

事實上，隨著新冠疫苗註射人數的
增多，不少國家已經準備與新冠病毒實
現共存，但結果會如何呢？

請看《美南時事通》主持人蓋軍和
僑領陳珂博士談Omicron出現 世界疫情
進入新階段!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美
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iTalkBB平臺收
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也可以
在 youtube 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
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
視的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OmicronOmicron出現出現 世界疫情進入新階段世界疫情進入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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