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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極右翼組織極右翼組織 「「守誓者守誓者」」(Oath Keepers)(Oath Keepers)
因參與去年國會暴動事件而被起訴因參與去年國會暴動事件而被起訴！！

（本報記者黃梅子）2022年1月6
日美國司法部以煽動叛亂罪起訴 「守
誓者」 的領導人以及10位成員。煽動
叛亂罪，就是指試圖 「以武力推翻、
或催毀美國政府」 。

值得註意的是，過去美國不常用
煽動叛亂罪起訴被告，因為不但具有
政治色彩，而且很難成案。事實上先
前司法部長加蘭（Merrick Garland）也
不太願意以煽動叛亂罪的罪名起訴，
不過之後調查局調查人員與華盛頓特
區檢察官花了很多時間蒐證，而後的
起訴書也揭露守誓者在襲擊國會大廈
之前做的計畫，不但招募成員、準備
武器也企圖破壞2020年的大選結果。

羅茲在2020年11月得知美國大選
結果後，就開始向其他成員發送訊息
，鼓吹 「以武力反對總統政權的合法
轉移」 。而檢察官也表示，羅茲在
2020年12月，計畫攜帶武器去支援國
會大廈的行動。

檢察官也指出，進攻國會大廈的
那天，部分守誓者成員帶著裝備衝入
大廈，另一部份則在外支援，作為
「快速應變小組」 。由於守誓者將武

器存放在維吉尼亞州的一間旅館中，
「快速應變小組」 的任務，就是協助

快速將武器送入華盛頓特區。
目前在調查闖入國會大廈的案件

中，司法部已經起訴超過725人。其中
有165人認罪、70人判刑。

「守誓者」 是誰，為什麼攻入國
會大廈？

「守誓者」 是一個組織鬆散的右
翼團體，主要由現任或已退休的警察
、急救人員或軍人組成。這個組織認
為美國聯邦政府正在侵犯他們的權利
，而成員在守誓者闖入國會大廈之後

，大幅增加。2021年1月6日，美國國
會參眾兩院舉行聯席會議，要確認拜
登的當選。不過會議中川普支持者闖
入國會大廈，不但導致議程中斷，更
造成人員傷亡。當時美國極右翼組織
「守誓者」 （Oath Keepers）也參與其

中。
美國司法部依煽動叛亂的重罪起

訴 守 誓 者 的 領 導 人 羅 茲 （Stewart
Rhodes）、以及其他10位成員，是司
法部首次以煽動叛亂的罪名，起訴國
會大廈襲擊事件的參與者。

司法部在2021年時就開始陸續追
查守誓者成員，7月時就有部分守誓者
成員認罪，並且表示會與檢方合作。
過去羅茲一直否認自己在2021年1月6
日時有犯下任何罪刑，而報導也分析
，是透過當時的一路追查，最終才起
訴守誓者的領導人。

56歲的羅茲（Stewart Rhodes）是
右翼民兵組織 「守誓者」 的創辦人和
領導人，他和組織內另一成員巴耶荷
（Ed Vallejo）俞2022年 1月 13日遭到
逮捕。另9名與 「守誓者」 有關的男子
，先前在同案中依較輕罪名遭到逮捕
，如今也被指參與了共謀煽動叛亂罪
行。

美國司法部發表聲明說： 「在
2020年 11月3日總統大選後，羅茲與
同案被告和其他人共謀，以暴力阻撓

在2021年 1月20日執行總統權力移交
的相關法律。」

聲明說，為阻止國會認證拜登
（Joe Biden）勝選的程序，這些人製
定了 「闖入並企圖控製國會大廈建地
和建物」 的計畫。

聲明還說，就在被告採取這些行
為的同時，某些守誓者成員帶著武器
和彈藥留在華府郊區，準備在衝突升
高時，攜械前往國會大廈增援。

在司法部調查中遭到起訴的超過

725人中，這11人是第一批依煽動叛亂
罪名遭起訴者。這個非常罕用的罪名
改變了外界對這起攻擊事件的看法，
而共和黨人自國會遇襲以來一直試圖
避重就輕。

如果您想收看《美南時事通》，
請關註美南新聞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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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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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年年11月月11日日，，剛剛開幕的擁有世界上最大屋頂花園和休剛剛開幕的擁有世界上最大屋頂花園和休
斯敦市時尚生活休閒購物娛樂中心斯敦市時尚生活休閒購物娛樂中心POSTHTXPOSTHTX的創始人劉明的創始人劉明
剛先生的小兒子剛先生的小兒子Frank Liu Jr.Frank Liu Jr.英年早逝英年早逝，，引起震動引起震動。。在在11月月88
日舉行的追思會上日舉行的追思會上，，休斯敦市長特納特別為家人頒發了休斯敦市長特納特別為家人頒發了
Frank Liu Jr. DayFrank Liu Jr. Day褒獎狀褒獎狀，，表彰作為著名音樂人和建築設計師表彰作為著名音樂人和建築設計師
為徹底改變休斯敦市中心文化藝術生活帶來的貢獻為徹底改變休斯敦市中心文化藝術生活帶來的貢獻。。美國國美國國
會也特別將一面在美國國會山莊飄揚過的國旗通過飛機運來會也特別將一面在美國國會山莊飄揚過的國旗通過飛機運來
，，表彰他短暫而又精彩的一生表彰他短暫而又精彩的一生。。

20222022年年11月月66日下午日下午，，子天訪談錄子天訪談錄(SD Talk Show)(SD Talk Show)第四十二第四十二
集專訪了環境先鋒工程顧問公司集專訪了環境先鋒工程顧問公司(Environeer Engineering(Environeer Engineering
Consulting)Consulting)創始人創始人、、環保專家張嘯宇環保專家張嘯宇(Michael)(Michael)，，介紹美國石介紹美國石
油化工之都休斯敦在環保檢測油化工之都休斯敦在環保檢測、、廢水廢物廢水廢物、、商業地產環保許商業地產環保許
可等方面的專業實踐經驗可等方面的專業實踐經驗。。張嘯宇張嘯宇(Michael)(Michael)及其顧問團隊在及其顧問團隊在
業界有著十多年的經驗業界有著十多年的經驗，，觀眾們可以點擊觀眾們可以點擊YoutubeYoutube視頻聽視頻聽SkySky
帶給你的獨特專訪帶給你的獨特專訪。。

20222022年年11月月44日上午日上午，，邁克汗邁克汗(Mike Khan)(Mike Khan)在其競選總部在其競選總部，，宣宣
布競選德克薩斯州布競選德克薩斯州7676區州眾議員區州眾議員，，參加今年參加今年33月的共和黨初月的共和黨初
選選。。作為大邦作為大邦DabangDabang9999..55FMFM調頻廣播電臺的創始人和首席調頻廣播電臺的創始人和首席
執行官執行官，，KhanKhan是休斯頓的知名媒體人和商人是休斯頓的知名媒體人和商人，，現在希望提供現在希望提供
一個地方政治中的保守聲音一個地方政治中的保守聲音。。來自大休斯敦地區的企業家來自大休斯敦地區的企業家，，
社區翹楚西裔社區翹楚西裔IFIF雜誌創始人雜誌創始人Sonia GuimbellotSonia Guimbellot，，韓裔韓裔Jim KimJim Kim
，，華裔凱旋地產黑馬經紀人阿芳華裔凱旋地產黑馬經紀人阿芳Susan ChangSusan Chang，，等到場聆聽等到場聆聽
了了MikeMike 的競選說明的競選說明，，並在現場就選區範圍並在現場就選區範圍、、從政綱領及保守從政綱領及保守
務實的行動等廣泛領域提問務實的行動等廣泛領域提問，，Mike KhanMike Khan及其競選團隊一一回及其競選團隊一一回
答了問題答了問題。。

20212021 年年 11 月月 88 日日，，休斯敦黑馬房地產經紀人阿芳休斯敦黑馬房地產經紀人阿芳(Susan(Susan
Chang)Chang)在在 POSTHTXPOSTHTX 終於見到了自己的偶像房地產大亨終於見到了自己的偶像房地產大亨
Frank LiuFrank Liu。。通過貢獻社會通過貢獻社會，，在從業在從業5050年裡將房地產與整個城年裡將房地產與整個城
市和國家的發展緊緊連在一起而創造了超過市和國家的發展緊緊連在一起而創造了超過3030億美元成交額億美元成交額
的活生生故事激勵著年輕一代義無反顧地在創造財富的同時的活生生故事激勵著年輕一代義無反顧地在創造財富的同時
，，不忘回饋社會不忘回饋社會。。

20212021年年1212月月3030日日，，恆豐銀行在恆豐銀行在Del Frisco's Double Eagle SteakhouseDel Frisco's Double Eagle Steakhouse舉行舉行
20212021年度年終財報記者會年度年終財報記者會，， 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全體董事全體董事Chief LendingChief Lending
Officer Fion ChenOfficer Fion Chen，，公關經理公關經理Jennifer ZhouJennifer Zhou，，董事長秘書徐明雯列席出席董事長秘書徐明雯列席出席。。吳吳
董事長表示董事長表示，，截止到截止到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727日日，，恆豐銀行的總資產達到恆豐銀行的總資產達到2323億億，，年總年總
盈利稅前盈利稅前55仟仟22佰萬佰萬，，資產報酬率資產報酬率（（ROAROA））達達11..99%%，， 投資報酬率投資報酬率 （（ROEROE））
1616..88%% （（Before BonusBefore Bonus ），），為感謝全體員工的辛勤付出為感謝全體員工的辛勤付出，，今年的員工年終獎金今年的員工年終獎金
是十四周的薪金是十四周的薪金，，20212021年派發股利預計為每股年派發股利預計為每股$$33..0000。。

20212021年年11月月88日日，，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遜李特別將一面在美國國會山莊飄揚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遜李特別將一面在美國國會山莊飄揚
過的國旗通過飛機運來過的國旗通過飛機運來，，表彰為休斯敦市中心表彰為休斯敦市中心POSTHTXPOSTHTX時尚生活休閒購物娛時尚生活休閒購物娛
樂中心做出傑出貢獻的樂中心做出傑出貢獻的Frank Liu Jr.Frank Liu Jr.短暫而又輝煌的一生短暫而又輝煌的一生。。 Frank Liu JrFrank Liu Jr利用他利用他
的音樂天賦和建築設計才華獨創了的音樂天賦和建築設計才華獨創了713713 Music HallMusic Hall和眾多藝術和眾多藝術VenueVenue，，為休斯為休斯
敦市中心劇院區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藝術財產敦市中心劇院區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藝術財產，，造福無數民眾造福無數民眾。。

20222022美國中期選舉拉開戰幕亞裔參選火爆美國中期選舉拉開戰幕亞裔參選火爆。。 20222022年年11月月66日日
，，福遍用友福遍用友2525年從業經驗的名律師年從業經驗的名律師Surendran K. PattelSurendran K. Pattel在在
VFW POSTVFW POST 40104010美軍師部舉行美軍師部舉行Campaign KickoffCampaign Kickoff，，宣布競宣布競
選選240240th Judicial District Court Judgeth Judicial District Court Judge地區法官地區法官。。斯塔福副市斯塔福副市
長譚秋晴長譚秋晴、、德州德州2626區州議員參選人李中原區州議員參選人李中原、、政治顧問政治顧問BurtBurt
LevineLevine、、華裔企業家華裔企業家Paris JiParis Ji等近百人出席誓師大會等近百人出席誓師大會。。

20222022擁抱春天春節聯歡晚會準備工作緊鑼密鼓進行中擁抱春天春節聯歡晚會準備工作緊鑼密鼓進行中！！ 20222022
年年11月月99日上午日上午，，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執行長楊德清執行長楊德清
、、擁抱春天主席陸峻擁抱春天主席陸峻、、副主席王曉芬副主席王曉芬、、張經坤張經坤、、顧問陳皙晴顧問陳皙晴、、
著名主持人孫聞和舞台總監鄧潤京及後台工作組核心成員江岳著名主持人孫聞和舞台總監鄧潤京及後台工作組核心成員江岳
、、王宇王宇、、梁揚燕梁揚燕、、商粵生商粵生、、萬麗萍萬麗萍、、川渝同鄉會會長川渝同鄉會會長TracyTracy、、
天津同鄉會會長天津同鄉會會長、、執委房地產經紀人阿芳等均出席了擁抱春天執委房地產經紀人阿芳等均出席了擁抱春天
第二次新聞發布會第二次新聞發布會，，介紹節目選定最新進展介紹節目選定最新進展，，場地和售票工作場地和售票工作
也在有序進行也在有序進行，，預祝預祝11月月2323日給您帶來一個難忘的日給您帶來一個難忘的““明天更明天更
美好美好””的大休斯敦春晚的大休斯敦春晚！！



提升能源、資源使用效率 數字經濟“減碳”有獨特優勢
綜合報導 2021年，碳達峰、碳中和進程對全

球經濟運行産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各國的

“雙碳”承諾形成了對全球産業鏈的剛性約束；

另一方面，未來産業的綠色發展能力將與國際競

爭力高度相關。我國作爲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基地

和第二大消費市場，同時也是最大的碳排放國家

，如期實現“雙碳”目標，既是兌現對國際社會

做出的莊嚴承諾，更是我國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

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爲此，需調動多方面力量

共同參與減碳。

按照國際通行標准，人們將碳排放的統計

口徑由小到大劃分爲三個範圍。範圍一是企

業在生産經營過程中自身的直接排放，比如

直接燃燒石油、煤炭、天然氣産生的排放；

範圍二則增加了所購買的電力、熱力在它們

的生産過程中産生的排放；範圍三又增加了

企業的産業鏈上下遊運輸、員工差旅等活動

産生的排放。

從現實情況看，傳統生産企業的減碳措施

主要是針對範圍一的直接排放。一方面，這是

因爲生産環節的減碳本身就是涉及一系列節能

減排技術改造、精細化生産運營管理的複雜系

統性工程，能“掃清門前雪”已實屬不易；另

一方面，對于單個企業而言，推動範圍二和範

圍三的減碳從技術可行性和法律關系上都存在

一些障礙。在傳統的産業組織形態下，同爲市

場微觀主體，一個企業往往沒有能力也沒有權

利監控供應商、消費者以及上下遊合作夥伴的

排放。

因此，在推動範圍二和範圍三的減碳上，數字

經濟的獨特優勢就凸顯出來了。

從運行模式上看，與傳統的“所有者經濟”

不同，數字經濟是一種“參與者經濟”，即不需

要通過股權關聯就可以讓更多市場主體參與進來

，實現整個商業生態的減碳效應。這種效應體現

在三個方面，一是平台企業自身運營和價值鏈的

減碳；二是平台通過發揮連接紐帶作用，可以引

導其商業生態中的生産企業、物流企業和消費者

進入更加綠色低碳的經濟循環；三是平台作爲數

據的樞紐，可以促進與減碳相關的信息、數據和

技術的自由流通。

從技術特點上看，數字經濟領域的大數據、

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可以對傳統産業的生産

運行方式進行改造，使能源電力、城市管理、交

通運輸、工業生産等領域的運行效率和能源效率

得到大幅提升。目前，我國能源消耗強度仍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如果通過雲計算技術來提升企業

能效，通過數字化改造來助力企業和城市管理效

率的提升，可以有效推動單位GDP碳強度的降低

。而能源、資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對于減碳的推

動作用是巨大的。

截至目前，國內一些互聯網平台陸續公布

了減碳計劃，與傳統制造業減碳行動計劃不同

的是，互聯網平台的減碳計劃更加注重範圍三

的減碳，也就是在自身運營和供應鏈之外，更

加注重發揮數字平台的作用，助力供應商、消

費者以及平台商業生態中相關企業的減碳，以

激發更廣泛的社會參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

互聯網平台不像傳統生産企業有大量的原材料

生産加工環節，其自身直接排放較少，所以互

聯網平台能夠帶動的商業生態減碳潛力，可能

遠大于自身減碳。

總之，數字經濟在經濟社會活動中的滲

透率在持續提升，數字技術也將不斷走向

成熟，應當推動互聯網平台企業更好地發

揮平台的生態效應和技術優勢，在産業鏈

更多環節以及更廣的範圍帶領更多主體實

現減碳。

CPI再回“1時代”
2022年物價走勢會如何？

豬肉價格降幅擴大等帶動下，2021

年12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漲

幅明顯回落，再回“1時代”。另，2021

年全年CPI在3%左右調控目標以內。

2021年12月CPI大幅回落
據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董

莉娟介紹，“2021年12月CPI同比上漲

1.5%，漲幅比上月回落0.8個百分點。其

中，食品價格同比由上月上漲1.6%轉爲

下降1.2%，影響CPI下降約0.22個百分

點。”

食品中，豬肉價格下降36.7%，降

幅比上月擴大4.0個百分點，影響CPI下

降約0.81個百分點；鮮菜價格上漲10.6%

，漲幅比上月大幅回落20.0個百分點，

影響CPI上漲約0.23個百分點；淡水魚

、雞蛋和食用植物油價格分別上漲

16.7%、14.2%和9.0%，漲幅均有回落。

非食品價格上漲2.1%，漲幅比上月

回落0.4個百分點，影響CPI上漲約1.69

個百分點。非食品中，工業消費品價格

上漲2.9%，漲幅回落1.0個百分點，其中

汽油和柴油價格分別上漲23.0%和25.4%

，漲幅均比上月回落較多。

“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

同比上漲1.2%，漲幅與上月相同。”董

莉娟表示。

2021年CPI在調控目標內
數據顯示，2021年CPI比上年上漲

0.9%，完成全年3%左右的調控目標。

從2021年CPI全年走勢看，上半年

受翹尾因素影響，CPI同比曾一度走高

，但隨著豬肉價格降幅持續擴大，自6

月份開始，CPI連續多月回落。10月份

和 11月份，受鮮菜價格大漲等帶動，

CPI同比漲幅再次快速擴大。

2021 年 CPI 同比漲幅與往年相比

較低，“這一方面是因爲 2021年豬肉

價格整體處于低位，拉低了 CPI，另

一方面是因爲新冠肺炎疫情局部點狀

散發，終端消費還未完全恢複，影響

到了居民消費價格。”交通銀行金融

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向中新財

經記者表示。

鮮菜價格環比高位回落
另從環比看，CPI由上月上漲0.4%

轉爲下降0.3%。其中，食品價格環比由

上月上漲2.4%轉爲下降0.6%，影響CPI

下降約0.10個百分點。

“食品中，鮮菜上市量增加，價格

高位回落，環比由上月上漲 6.8%轉爲

下降 8.3%；受季節性因素影響，鮮果

價格上漲 3.4%；冬季腌臘進入尾聲，

加之生豬出欄有所加快，豬肉價格漲

幅比上月大幅回落11.8個百分點。”董

莉娟指出。

據農業農村部“全國農産品批發市

場價格信息系統”監測，2021年12月蔬

菜批發均價爲 4.91 元/公斤，環比下降

10.2%。監測的19種蔬菜中大蔥和蔥頭

價格環比降幅較大，幅度分別爲20.4%

和1.4%。

2022年CPI或溫和上漲
據商務部監測，1月7日重點批發市

場糧油價格與一周前基本持平，豬肉價

格下降3.3%，雞蛋價格下降0.7%，30種

蔬菜平均價格下降0.8%。

記者近日走訪發現，豬肉價格再

次出現下滑。“像後腿肉之前賣15元

一斤，現在賣14元；五花肉每斤有17

元和19元的，之前這都是賣20元以上。”

北京市西城區某菜市場的一位肉販告訴

記者。

“2021年 7月，我國能繁母豬存欄

出現增長拐點，截至2021年 10月已連

續4個月環比回落。而從能繁母豬開始

去化到豬價回升大約有10個月左右的

滯後期，因而 2022年二季度時豬價可

能迎來新一輪的上行，拉動CPI的回升

。”海通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梁中華

認爲。

但梁中華亦指出，今年、至少上半

年的消費回升力度或仍然較弱，在終端

需求不強的背景下，PPI向CPI的傳導也

不宜高估，CPI預計保持2-3%左右的溫

和回升。

劉學智也預計，2022年CPI將略有

上升，全年漲幅可能高于2021年，整體

漲幅將較爲溫和，不存在通脹壓力。

“另外，當前CPI和PPI差值仍然較大，

2022年二者剪刀差將顯著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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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Netflix, Inc.Netflix, Inc. 是一家為世界不同國家和地是一家為世界不同國家和地
區訂閱的娛樂區訂閱的娛樂//媒體服務和製作公司媒體服務和製作公司。。它於它於 19971997 年年 88 月月 2929 日推日推
出出，，通過發行協議以及自己的作品通過發行協議以及自己的作品（（稱為稱為 Netflix OriginalsNetflix Originals），），
提供電影和電視劇庫提供電影和電視劇庫。。 NetflixNetflix 在獨立電影發行方面發揮了重要在獨立電影發行方面發揮了重要
作用作用，，並且是美國電影協會並且是美國電影協會 (MPA)(MPA) 的成員的成員。。

截至截至 20212021 年年 1010 月月，，NetflixNetflix 在全球擁有超過在全球擁有超過 22..1414 億用戶億用戶，，

其中包括美國和加拿大約其中包括美國和加拿大約 74007400 萬用戶萬用戶
，，歐洲歐洲、、中東和非洲的中東和非洲的 70007000 萬用戶萬用戶，，
拉丁美洲的拉丁美洲的 39003900 萬用戶和亞太地區的萬用戶和亞太地區的
30003000 萬用戶萬用戶。。除了中國大陸除了中國大陸（（由於當地由於當地
限制限制）、）、敘利亞敘利亞、、朝鮮和克裏米亞朝鮮和克裏米亞（（由由
於美國制裁於美國制裁））之外之外，，它在全球範圍內都它在全球範圍內都
可以使用可以使用。。

NetflixNetflix通常以家庭為單位訂閱通常以家庭為單位訂閱，，一個一個
賬號可以多人享用賬號可以多人享用。。 20212021 年美國有年美國有
11..3232億家庭億家庭，，加拿大有加拿大有10501050萬家庭萬家庭，，兩兩
者之和約者之和約11..425425億億，，美加訂閱總戶約佔美加訂閱總戶約佔
家庭總數的家庭總數的5252%%，，即超過半數的人在訂即超過半數的人在訂
閱這個頻道閱這個頻道。。

據路透社消息據路透社消息，，這家流媒體公司週五這家流媒體公司週五
表示表示，，它正在提高其在美國和加拿大訂它正在提高其在美國和加拿大訂
閱計劃的價格閱計劃的價格，，您的您的 NetflixNetflix 賬單又要漲賬單又要漲
了了。。

在美國在美國，，標準計劃的訂閱價格上漲標準計劃的訂閱價格上漲
了了 11..5050 美元至美元至 1515..4949 美元美元，，基本計劃上基本計劃上

漲了漲了 11 美元至美元至 99..9999 美元美元，，高級計劃上漲高級計劃上漲 22 美元至美元至 1919..9999 美元美元。。
在加拿大在加拿大，，NetflixNetflix 標準計劃的價格也上漲了標準計劃的價格也上漲了 11..5050 加元至加元至

1616..4949 加元加元，，高級計劃上漲高級計劃上漲 22 加元至加元至 2020..9999 加元加元，，但它的基本計但它的基本計
劃沒有改變劃沒有改變。。

在解釋其決定時在解釋其決定時，，NetflixNetflix 向路透社提供了一份聲明向路透社提供了一份聲明，，該聲明該聲明
與與 20202020 年年 1010 月的評論相同月的評論相同，，這是它最後一次提高價格這是它最後一次提高價格。。

Netflix (NFLX)Netflix (NFLX) 發言人表示發言人表示：“：“我們了解人們比以往任何時我們了解人們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有更多的娛樂選擇候都有更多的娛樂選擇，，我們致力於為我們的會員提供更好的體我們致力於為我們的會員提供更好的體
驗驗。”。” ““我們正在更新我們的價格我們正在更新我們的價格，，以便我們可以繼續提供各以便我們可以繼續提供各
種優質的娛樂選擇種優質的娛樂選擇。。與往常一樣與往常一樣，，我們提供一系列計劃我們提供一系列計劃，，以便會以便會
員可以選擇適合他們預算的價格員可以選擇適合他們預算的價格。”。”

星期五消息傳出後星期五消息傳出後，，NetflixNetflix 的股價單日最高上漲了約的股價單日最高上漲了約 22%%，，
收盤時上漲了收盤時上漲了11..2525%%，，但道瓊指數因銀行加息下跌了但道瓊指數因銀行加息下跌了201201..8181點點
，，全球各地股市也紛紛下跌全球各地股市也紛紛下跌。。

價格上漲是在這家流媒體公司宣布其第四季度收益的一周前價格上漲是在這家流媒體公司宣布其第四季度收益的一周前
。。

但該公司此舉背後的原因非常簡單但該公司此舉背後的原因非常簡單：：它一直在內容上花費數它一直在內容上花費數
十億美元十億美元，，而且隨著流媒體在娛樂領域變得越來越不可或缺而且隨著流媒體在娛樂領域變得越來越不可或缺，，
NetflixNetflix 等公司的增長趨於放緩等公司的增長趨於放緩，，吸引新用戶變得更加困難吸引新用戶變得更加困難。。

收入需要來自某個地方收入需要來自某個地方，，提高消費者價格是獲得收益的簡單提高消費者價格是獲得收益的簡單
方法方法。。

NetflixNetflix 在這些收益中還報告稱在這些收益中還報告稱，，它在美國和加拿大增加了大它在美國和加拿大增加了大
約約 7070,,000000 名訂戶名訂戶。。這比第二季度的訂戶減少有所改善這比第二季度的訂戶減少有所改善，，但各個但各個
國家的訂戶總數僅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約國家的訂戶總數僅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約 100100 萬萬。。

該公司在財富該公司在財富 500500 強中排名第強中排名第 115115 位位，，在福布斯全球在福布斯全球
20002000 強中排名第強中排名第 219219 位位。。按市值計算按市值計算，，它是最大的娛樂它是最大的娛樂//媒體公媒體公
司司。。 20212021 年年，，NetflixNetflix 被被 Morning ConsultMorning Consult 評為全球第八大最受評為全球第八大最受
信任品牌信任品牌。。在在 20102010 年代年代，，NetflixNetflix 是標準普爾是標準普爾 500500 股票市場指數股票市場指數
中表現最好的股票中表現最好的股票，，總回報率為總回報率為 33,,693693%%，，初期的股東發了大財初期的股東發了大財
。。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世界最大的娛樂世界最大的娛樂//媒體公司媒體公司NetflixNetflix
訂閱價上漲訂閱價上漲，，股價單日上漲最高約股價單日上漲最高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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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最近，哈尔滨市一户人家家里的60

多个饺子不翼而飞，打开监控才发现，

盗贼是一群“喜鹊”。然而，罪魁祸首

实际上是灰喜鹊。作为一种社会性很强

的鸟，灰喜鹊经常成群出没，所以这次

会团伙作案也不奇怪。但是我们要如何

区分喜鹊和灰喜鹊呢？

偷吃60多个饺子的是喜鹊？人家才不背

锅呢

作为在北方城市长大的孩子，灰喜

鹊、喜鹊、乌鸦和麻雀是我最早认识的

四种野鸟。虽然名字一字之差，但灰喜

鹊（Cyanopica cyanus）和喜鹊（Pica pi-

ca）截然不同。个子上，灰喜鹊比喜鹊

小了一圈；习性上，灰喜鹊群居，喜鹊

成对活动；长相上，喜鹊黑白相间，而

灰喜鹊则是躯干灰色，翅膀和尾羽天蓝

色，尾端是醒目的白色，头顶黑色而喉

部白色。

有趣的是，灰喜鹊的中文名只强调

它的灰，导致很多人认为它是灰不溜秋

的难看的鸟，而不多看它一眼；而它的

学名Cyanopica cyanus意思则是“蓝色的

喜鹊”，英语名字Azure-winged magpie

意思是“天蓝色翅膀的喜鹊”，二者都

更强调它的蓝，因此在外国人眼中它是

一种很有诗意的鸟类。很多外国观鸟者

来中国看到灰喜鹊后都会赞叹“好美”

，欧美动物园也会将灰喜鹊作为遥远东

方的神奇物种待若上宾。

东亚的独特物种

之所以外国人对灰喜鹊如此稀罕，

还有一个原因是——别看它在你周围到

处蹦跶，其实它是东亚特产！它仅分布

在中国长江流域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

地区，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北部、蒙古

北部和俄罗斯远东。香港曾试图引种，

但以失败告终。

有趣的是，在大陆另一端的西班牙

和葡萄牙，也有另一种“灰喜鹊”——

伊比利亚灰喜鹊（C. cooki）。二者长相

和习性极其相似，不同之处仅在于伊比

利亚灰喜鹊尾巴短，并且尾羽末端极少

有白色的羽尖，体色更艳，叫声也有差

异；并且不像东亚的灰喜鹊，伊比利亚

灰喜鹊偏居山林，适应不了城市生活。

之前二者一度被当作同一个物种，

但分布区间隔9000公里；因此很多专家

怀疑那边的灰喜鹊是16世纪从中国返回

的海员野放的。但2002年的一项遗传学

分析显示，二者分化时间约120万年，

因此2016年国际鸟盟和IUCN将伊比利

亚灰喜鹊提升为种。两种灰喜鹊的分布

区之所以如此分离，是因为第四纪冰期

灭绝了欧亚大陆中部的其它灰喜鹊。

灰喜鹊各亚种分布图（a）及灰喜鹊

及伊比利亚灰喜鹊在全世界的分布图（b

）。灰喜鹊共八个亚种，以大兴安岭-黄

海为界，可分为内陆（1-4）和沿海（5-8

）两大支系，两大支系分化时间距今约

29万年。

粗粝的大嗓门

比起灰喜鹊那苗条的外表，它们的

叫声则可谓惊天动地。小时候经常被窗

外突然传来的一声粗哑的大叫吵醒午觉

，这或许也是中国北方城市最有特色的

自然声音。其实我至少听过灰喜鹊的十

种叫声，最具标志性的粗哑大叫只是它

们的报警声，一般在遇到打不过的敌人

时才会发出。

其余九种叫声包括：

1、厉声上扬的叫声（这种你肯定也

经常听到，比招牌式的粗哑报警声更尖

一些，尾声不是降调而是升调）：面对

打得过或勉强可以一战的对手时发出，

比如群殴喜鹊或邻居吵架。

2、机枪般短促清脆叫声（听起来不

慌不忙的感觉）：求偶和占域时的鸣唱

，只在春天才能听到。

3、急促清脆叫声（听起来特别着急

和兴奋的感觉）：只听过雌鸟在邀配、

交配中和交配刚结束后发出这种叫声。

4、连续粗哑叫声Gra-ra-ra-ra：雌鸟

向雄鸟乞食，以及雄鸟劝雌鸟从家里出

来时，发出这种叫声。

5、急促大叫：家被入侵，独力难支

，召回配偶回援时的叫声。

6、连续短促“啧啧啧”的叫声（就

是你在公园里见到灰喜鹊在枝头玩耍时

，它们最常发出的叫声）：整个鸟群一

起飞行时发出，社交专用。

7、干脆的降调单声“Gra”：逃跑

的时候发出，类似于人类的“啊呀！”

8、如小鸟般轻声软语：用意不明。

9、敲击上下喙发出嗒嗒声。

繁殖前期雌鸟（右）向雄鸟（左）

乞食；注意乞食行为的标志是半张抖动

的翅膀、垂下的尾羽和急促的叫声。

做窝不走心

近些年，随着人们动物保护意识的

与日俱增，每年春天都会有很多救助从

巢中掉落的雏鸟的报道和案例。而这些

倒霉的雏鸟中，很多都是灰喜鹊，原因

是——与喜鹊耗时几年精心搭建的牢固

大巢不同，灰喜鹊的巢，只是在树杈基

部或树枝上的凹陷处垒一个略微下陷的

平台，雌鸟孵蛋时，全身都不能缩进窝

里，尾羽会露在外面。而且灰喜鹊每年

重新做一个新巢，不会利用旧巢，所以

也做不出喜鹊、乌鸦那样的大工程。因

此每逢大风暴雨，就会有不少雏鸟从巢

中掉落地上。

但另一方面，灰喜鹊也不如喜鹊那

样孤僻，而是聚族而居，一个鸟群包含

二三十只成员，一起活动，集中筑巢，

两个巢最近的距离只有两米多，而且一

棵树上会有好几个巢。筑巢时邻居之间

会互相帮衬，遇到天敌时大家一起御敌

，而且邻居之间还会互相帮助哺育幼鸟

，这也弥补了巢小带来的不足。根据环

境的优劣，每个鸟群的家域从10万到

400万平方米不等，但灰喜鹊并没有很

强的领地性，有时两群鸟会在一个树林

中过夜。

不求回报的助“鸟”为乐

说到互助，灰喜鹊在鸟类中可谓独

一无二。协作繁殖（Cooperative breeding

）本身并不稀罕，据信全世界有三百多

种鸟记录有协作繁殖的行为，与灰喜鹊

同属一科、同样在城市公园中常见的红

嘴蓝鹊（Urocissa erythrorhyncha）就是研

究协作繁殖的经典案例之一；但其它鸟

类，做帮手的大多是没能力、没地盘、

没技巧的年轻个体，缺乏自己繁殖的条

件，因此留在父母或族群内照顾弟弟妹

妹。只有灰喜鹊，不但一两岁的年轻成

员，连成鸟都会去帮助邻居哺育后代。

这些成年帮手，要么是自己的当年

后代夭折，要么是已经繁殖成功，闲来

无事帮助邻居。而且不像其它鸟一季只

帮一家，在同一个繁殖季，乐于助“鸟

”的灰喜鹊帮助养育了甲家的孩子之后

，如果发现族群内还有乙家正在养育孩

子，就会继续帮乙家“带娃”。有的家

庭，一个繁殖季居然有过9个帮手！雄

鸟比雌鸟更爱帮助邻居，因为灰喜鹊是

女儿扩散出去，儿子留在出生的鸟群中

，因此与家族成员血缘关系更近。在灰

喜鹊中也有雌性帮手，它们都是繁殖失

败或繁殖完成的成鸟——也就是说，是

上门媳妇。

灰喜鹊这种不讲究亲疏关系的利他

行为已经够少见了，而2016年的一项新

研究进一步显示，它们是除几种灵长类

外，唯一会主动帮助别“鸟”的物种！

几乎所有会帮助同类的动物，都是等对

方有了需求，才会提供帮助。而灰喜鹊

则是热心肠，主动提供帮助，然后看对

方接不接受……

其它鸟种能做出的，最有“利他主

义精神”的行为，也不过是先有鸟站在

位置B乞食，然后才有鸟站到位置A把

跷跷板压下来。唯独灰喜鹊，是先有鸟

站在位置A压下来食物，然后让其它鸟

随便吃，而自己什么都得不到。而且，

当把食物滑道用网罩住，以致即使跷跷

板放下，位置B的鸟也取不出食物时，

就很少有鸟再落到位置A去了。可见它

们是只有确认自己的行为会帮助到其它

鸟时，才会落到A处。

我们身边的隐秘社会

我们总羡慕别人去非洲和东南亚观

察动物行为，其实全世界社会行为最复

杂的鸟类之一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在大

学时，我曾用一个学期观察了校园中的

灰喜鹊巢区。

到了繁殖后期，灰喜鹊的尾羽的白

色末端磨损厉害，每只的边缘都不一样

；借助白色尾稍、身上的白色杂毛，以

及黑色头部的边界，我勉强分出了几个

巢的亲鸟。4月初，它们从旁边的山上

迁到校园的每年固定利用的巢区，拆旧

巢，修新巢，直到6月份见到雏鸟。

我见到刚确定夫妻关系的灰喜鹊

在建成一半的巢中亲密对嘴；见到一

个巢中同时挤着 3只成鸟，一只是卧

在巢中暖雏的雌鸟，另外两只成鸟站

在巢边，一只喂雌鸟，一只喂雏鸟；

见到孵卵的雌鸟向路过的每一只成鸟

做出乞食行为，其中一些会做出回应

；还见到整个鸟群一起半张双翅、垂

下尾羽，竖起背毛，驱赶闯入巢区的

喜鹊乌鸦。

除了这些暖暖的画面，我也见到了

灰喜鹊界的抢劫和偷盗。曾有一对小个

子灰喜鹊从4月初就开始筑巢，然而筑

巢过程中不停受到其它灰喜鹊的成群骚

扰，最终弃巢而去，巢被另一对灰喜鹊

占据；另一对观察了很久的灰喜鹊，也

在快建好巢时，被此前几天一直在附近

徘徊的另一对灰喜鹊赶走。此外，我还

观察到很多次灰喜鹊从邻居的巢下面偷

建材的案例。

观察的时间越长，越觉得这种鸟

非比寻常，每一只都有个性，就像一

个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小小社会，合作

友爱，但也有欺压和偷盗。看着它们

，就愈发觉得，城市不仅是人类的城

市，城市中还隐藏着无数个野生动物

的小“城市”。

偷吃60多个饺子的是喜鹊？人家才不背锅呢

李蔚華董事長主持召開第李蔚華董事長主持召開第2626屆德州屆德州
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預備會議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預備會議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傳媒集團第美南新聞傳媒集團第2626屆德州國際農曆新年遊園音樂會屆德州國際農曆新年遊園音樂會（（2626th Annualth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將于將于20222022年年11月月2929日上午日上午1010點至下午點至下午22點在美南國際電視點在美南國際電視
台演播廳舉行台演播廳舉行，，屆時將邀請不同種族屆時將邀請不同種族、、不同地區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藝術家們奉獻一場精彩的文藝節目不同文化的藝術家們奉獻一場精彩的文藝節目
，，迎新春迎新春、、賀新年賀新年!!

為防止新冠病毒的傳播為防止新冠病毒的傳播，，演出期間只邀請國會議員演出期間只邀請國會議員、、州議員州議員、、市議員和嘉賓出席市議員和嘉賓出席，，不設觀衆不設觀衆
席位席位。。演出在演出在STVSTV1515..33頻道頻道、、YouTubeYouTube、、iTalk BBiTalk BB等雲端直播等雲端直播。。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指出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指出，，德州農曆新年遊園會始于德州農曆新年遊園會始于
19971997年的農曆新年年的農曆新年，，至今年已達至今年已達2626屆屆，，經曆了百利大道兩邊的休斯頓國際區和中國城翻天覆地的經曆了百利大道兩邊的休斯頓國際區和中國城翻天覆地的
變化變化，，也見證了二十多年來休斯頓華人社區的不斷發展壯大也見證了二十多年來休斯頓華人社區的不斷發展壯大，，希望藉此機會讓以華人為主的這項希望藉此機會讓以華人為主的這項
傳統國際農曆新年活動能夠打入美國主流社會傳統國際農曆新年活動能夠打入美國主流社會，，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過去曆屆德州國際農曆新年過去曆屆德州國際農曆新年

遊園會都有休士頓市長遊園會都有休士頓市長、、國會議員國會議員、、
州議員州議員、、市議員和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市議員和來自不同國家和地
區的駐休斯頓總領館的總領事和僑界區的駐休斯頓總領館的總領事和僑界
僑領等親臨現場致辭僑領等親臨現場致辭，，並與大休士頓並與大休士頓
地區各界的政商名流地區各界的政商名流、、文化文化、、藝術界藝術界
名人會聚一堂名人會聚一堂，，共同慶祝國際農曆新共同慶祝國際農曆新
年年。。今年正遇新冠病毒今年正遇新冠病毒OmicronOmicron大流大流
行時期行時期，，為了防止病毒傳染為了防止病毒傳染，，活動人活動人
群受到嚴格的限制群受到嚴格的限制，，美南新聞集團也美南新聞集團也
制訂了嚴格的防禦舉措制訂了嚴格的防禦舉措，，原計劃在室原計劃在室
外舉行的大型活動改在室內演播廳舉外舉行的大型活動改在室內演播廳舉
行行，，演出通過雲端線上直播演出通過雲端線上直播，，目的是目的是
突破文化藩籬突破文化藩籬，，促進族群融合促進族群融合，，聯合聯合
打造成休斯頓多元民族打造成休斯頓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年多元文化年

度盛會度盛會。。
國際貿易中心共同主席金諾國際貿易中心共同主席金諾

威威（（Jim NotewareJim Noteware））談到談到，，他幾他幾
乎參加了各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乎參加了各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最了解國際社區的經濟最了解國際社區的經濟、、文化的發展壯大文化的發展壯大。。二十年前美南新二十年前美南新
聞集團和國際貿易中心周圍是一片未開墾的荒地聞集團和國際貿易中心周圍是一片未開墾的荒地，，鳥無人煙鳥無人煙，，雜草叢生雜草叢生。。十幾年前成立了休斯頓十幾年前成立了休斯頓
國際區國際區，，吸引了來自不同國家吸引了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新移民不同文化的新移民，，少數族裔人口占到國少數族裔人口占到國
際區總人口的多數際區總人口的多數。。國際區的發展從無到有國際區的發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都離不開他們的貢獻從小到大都離不開他們的貢獻。。少數族裔必須團結少數族裔必須團結
起來起來，，利用文化娛樂的影響力利用文化娛樂的影響力，，相互了解相互了解，，相互促進相互促進，，擴大少數族裔在美國的影響力擴大少數族裔在美國的影響力。。美南新聞美南新聞
集團提供媒體平台和電視台集團提供媒體平台和電視台，，為少數族裔提供展示藝術才華和表演技能的機會為少數族裔提供展示藝術才華和表演技能的機會，，每年都受到觀衆每年都受到觀衆
的熱烈歡迎的熱烈歡迎。。

越南裔女藝術家越南裔女藝術家Serena NyuenSerena Nyuen指出指出，，越裔美國人也慶祝國際農曆新年越裔美國人也慶祝國際農曆新年，，這是亞裔的農曆新年這是亞裔的農曆新年
盛會盛會，，越裔演員每年參加德州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的演出越裔演員每年參加德州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的演出。。本屆遊園會本屆遊園會，，她會帶來一支越南時裝她會帶來一支越南時裝
模特隊模特隊，，展示越南的民族時裝展示越南的民族時裝；；同時也會帶來越南的舞蹈和越南歌手參加演出同時也會帶來越南的舞蹈和越南歌手參加演出。。

長期活躍在休斯頓音樂界的蔡毅博士從小熱愛音樂長期活躍在休斯頓音樂界的蔡毅博士從小熱愛音樂，，喜歡鑽研歌唱喜歡鑽研歌唱，，並嘗試創作並嘗試創作。。本次國際本次國際
農曆新年遊園會他將奉獻由他本人作詞農曆新年遊園會他將奉獻由他本人作詞、、作曲作曲、、演唱的原創英文歌曲演唱的原創英文歌曲《《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中文中文
《《百利大道百利大道》），》），他將用他的歌聲告訴人們他將用他的歌聲告訴人們，，來自不同國家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地區、、不同種族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不同文化的
新移民如何在這條大道的兩側上受苦受累新移民如何在這條大道的兩側上受苦受累、、喜笑怒罵喜笑怒罵、、創業打拼創業打拼、、成敗得失成敗得失，，功成名遂功成名遂。。他也是他也是
一名樂手一名樂手，，將帶來樂隊伴奏並現場演奏曲目將帶來樂隊伴奏並現場演奏曲目。。他于他于20052005年參加由中國旅美專家協會舉辦的第十屆年參加由中國旅美專家協會舉辦的第十屆
中華歌曲大賽榮獲通俗歌曲組第一名中華歌曲大賽榮獲通俗歌曲組第一名；；20062006年代表海外歌手參加第年代表海外歌手參加第1212屆屆CCTVCCTV青年歌手大獎賽青年歌手大獎賽，，
進入團體決賽並獲當晚網絡最佳人氣第一名進入團體決賽並獲當晚網絡最佳人氣第一名；；20132013年參加德州最強音比賽並榮獲冠軍年參加德州最強音比賽並榮獲冠軍。。20152015年作年作
為舞台技術總監參與由美南新聞集團在休斯頓為舞台技術總監參與由美南新聞集團在休斯頓Minute Maid ParkMinute Maid Park主辦的二戰勝利主辦的二戰勝利7070周年大型綜藝周年大型綜藝
晚會晚會；；20172017年作為總導演策劃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主辦的年作為總導演策劃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主辦的20172017國慶晚宴晚會國慶晚宴晚會；；20182018年做為舞年做為舞
台總監參與策劃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主辦的台總監參與策劃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主辦的20182018““擁抱春天擁抱春天””大型綜藝晚會大型綜藝晚會。。

與會的各族裔的代表和籌委會人員也談到本次遊園會的准備工作和節目的安排與會的各族裔的代表和籌委會人員也談到本次遊園會的准備工作和節目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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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機艙清潔工中招中招 周內第二宗
潛伏期曾搭機場巴潛伏期曾搭機場巴 交通工具毋須掃交通工具毋須掃““安心安心””追蹤難追蹤難

15日疫情通報
新增確診總個案：5宗
（2宗為無症狀感染）

‧輸入個案：3宗

‧與早前個案有關連：2宗

‧初步確診：少於10宗

本地確診個案

‧個案13031：51歲女，竹篙灣檢疫
中心女保安員，居將軍澳寶盈花園4
座，相信與早前確診女同事共膳受感染

‧個案13033：85歲男，居北角楓林
花園3期6樓B室，為早前上址確診者
家人，本月13日發病

部分初確個案

‧41歲女：貨機機艙清潔員，居青衣
長宏邨宏善樓，估計在機艙清潔染疫

‧74歲男：居北角城市花園1期3座，
為跳舞群組73歲女確診者家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特區政府對機組人員實施嚴
格的檢疫安排，令航空貨運受影
響，除食物及日用品外，藥物供
應也受阻。香港西醫工會前會長
楊超發表示，目前難以訂購部分
藥物和醫療儀器，包括外國進口
的血壓計、鉀藥等均短缺，一些
通用藥物如感冒藥、胃藥等要等
候較長時間才到貨，幸暫未嚴重
影響診所運作。

含疫苗通用藥 暫不需加診金
新冠變種病毒Omicron肆虐全

球，除船運不穩定外，航空貨運量
亦減少，影響輸港食材和日用品外，
有指連原定去年底輸港的疫苗仍未
到貨，其他輸港藥物也受延誤。
業界中人指出，流感針、水

痘針、四合一疫苗（白喉、破傷
風、無細胞型百日咳及滅活小兒麻
痹混合疫苗）、乙肝疫苗、 HPV
疫苗（子宮頸癌疫苗）等一般由歐
美生產，運送有嚴格溫度及品質控
制，一般採用空運來港，不能隨意
改用船運。一些專科藥物也通常採
用空運，近期均受航班減少影響。
楊超發15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其診所一直未能訂購
治療心臟衰弱的鉀藥，而眼膏也未
有來貨，要改用同款大支裝產品，
其他通用藥物，包括傷風藥和咳藥
等也延遲到貨，“一些平價的通用
藥物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生產，
但疫情下產量減少，加上貨運航班
受阻，所以來貨慢了。”

他續說，一些診所儀器也未能如期付
運，“我使用德國品牌的血壓計壞了，但沒
有貨運來港，要改由德國廠商於內地的分公
司進口，但至今幾個月也未有貨到。”不
過，他表示由於巿民戴口罩，近期傷風感冒
患者減少，加上私家診所一般也有三四個月
藥物存貨，故就算一些通用藥物輸港受延
誤，但暫未影響診所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第五波
疫情危機未消，但仍有市民和處所犯禁。香
港警方連日在多區持續巡查派對房間、無牌
酒吧及限業處所等，行動中共有51人被捕
或票控，其中3名男女進入表列食肆時未按
照法例規定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警方
呼籲市民顧己及人，嚴格遵守《預防及控制
疾病條例》，協助控制疫情及減低病毒在社
區傳播的風險。

酒吧派對房涉違“限業令”
尖沙咀分區雜項調查隊人員聯同食物環

境衞生署人員14日下午突擊巡查尖沙咀區內
的多間食肆，於廣東道的酒牌處所內，發現1
男2女同36歲顧客未有按照法例規定在進入
食肆前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違反“限
業令”規定被票控。同時，姓陳（40歲）男
負責人因未有確保場內顧客遵守亦被票控。

觀塘、牛頭角、油麻地警區及分區前

晚亦採取行動打擊“犯聚”，突擊搜查區內
多間派對房間，包括鴻圖道70號一派對房
間內3男2女（35至45歲）、宏照道25號
一派對房間內8男1女顧客（23至28歲）及
砵蘭街61至63號一派對房間內12男4女
（19至 37歲），全部涉嫌違反在“限業
令”處所群聚被警方票控。警方亦在砵蘭街
一派對房間拘捕一名姓曹（32歲）男負責
人，涉嫌違反“限業令”。
另外，油尖警區根據線報及經深入調

查後，於15日凌晨零時40分突擊搜查尖沙
咀柯士甸路一間樓上無牌酒吧，拘捕一名姓
郭（41歲）男負責人，涉嫌“無牌售賣酒
類飲品”、“無牌藏有酒類飲品可作販賣用
途”及違反“限業令”，場內11男4女（25
至48歲）則涉嫌“在沒有領有酒牌的處所
飲酒”被捕，同時亦違反“限聚令”被票
控。行動中，警方檢獲144罐啤酒及5支烈
酒，總市值約4,000港元。

警方多區打擊“犯聚” 拘捕票控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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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第五波疫情
來襲，小朋友也須提高保護力，香港特區政
府將盡快為他們接種疫苗。香港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聶德權15日透露，香港政府計劃
周內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及私家診所，開
放讓5至11歲小童接種科興疫苗，並擬在
農曆年後開一間疫苗接種中心，專門為5至
11歲小童接種復必泰疫苗。
聶德權15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

示，特區政府擬於周內開始開放3間社區
接種中心及約1,000間私家診所，予5至11
歲小童接種科興疫苗。他們亦會與香港教
育局及校方商討，農曆新年後進行科興的
外展接種工作。

劑量須藥劑師處理
至於復必泰疫苗的接種，聶德權指

出，由於小童注射復必泰的劑量是成人疫
苗的三分之一，須由藥劑師處理，故制定
一個專門為小童接種的中心會比較穩陣，
正研究在港怡醫院的接種中心設立接種
站，專門為5至11歲小童注射復必泰，但
他承認香港5至11歲人口約有40萬，只有
一個接種點並不足夠，故計劃港九新界各
設有接種點。
聶德權透露，目前累積510萬人接種首針

新冠疫苗，佔12歲以上人口的76%，隨着每日

接種疫苗人數增加，政府會再增加接種點，如
醫管局為市民接種疫苗的普通科門診診所將
增至25間，其中11間接種復必泰，另外14間
接種科興，期望由目前每日可接種4.5萬劑，
提升至月底每日可接種6萬劑，即一個月可接
種177萬劑。
香港政府僱員下月16日起進入政府處

所要出示疫苗接種證明，聶德權表示，目
前約98%政府僱員已接種疫苗，餘下2%僱
員，有一半因為醫學原因未能接種，另一
半、約2,000人並非出於醫學原因。屆時，
政府僱員因無接種證明而未能進入辦公室
上班，會被視為無故缺勤，將會按紀律程
序跟進處理，若長時間無故缺勤，最嚴重
的處分是革職。

聶德權：將為小童專設復必泰接種中心

香港15日新增5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以及少於

10宗初確，包括一名機艙清潔員初確，是過去一周第

二宗清潔工為機艙清潔而染疫的個案，源頭暫時未

明，衞生署相信她受機組人員或機艙環境感染的可能

性較大。患者未按香港機管局要求每兩天檢測一次，

潛伏期曾乘坐機場巴士E21及E32，同車乘客須接受強

制檢測，惟目前“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未覆蓋交通工

具，個案追蹤難上加難。有專家認為，是次事件凸顯

“安心”的缺口，建議在交通工具使用藍牙系統自動

偵測出行記錄，方便遇事時追蹤。工會則建議所有航

機抵港後先進行消毒，才讓清潔員工上機工作。

●聶德權15日到深水埗楓樹街遊樂場了解
新冠疫苗流動接種站的運作。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15日在疫情記者會上
指出，15日有少於10宗初確個案，當中包括一名41歲貨機

機艙女清潔員，與家人住在青衣長宏邨宏善樓。該大廈15日晚被
圍封強檢。

料機艙環境感染可能性較大
患者已接種兩劑科興疫苗，並無病徵。根據規定，機場人

員必須每兩天檢測一次，但患者相隔3天才檢測，於本月8日及
11日定期檢測結果均呈陰性，本月14日檢測則為初步陽性，病
毒Ct值逾20。本月9日，已有一名39歲機艙女清潔員確診，懷
疑為國泰航空客機清潔時染疫，但張竹君表示15日初確的清潔
員主要負責貨機清潔，與早前確診者並無接觸。

患者平日主要負責清潔機頭位置，有穿戴全套保護衣物，
倘貨機機組人員沒有下機，她不會進入駕駛艙，“只會在後少
少的位置清潔廚房、廁所，如果駕駛艙沒有人，就會連前面的
地方一併清潔。”

由於患者每日負責3至8班航班的機艙清潔工作，衞生署需
要追查患者曾清潔的航班編號，以及進行全基因分折，才能確
定感染源頭，張竹君說：“但如果貨機即日離開，機組人員不
用入境，便毋須檢測，是否有確診個案也不會知道。”張竹君
認為，患者透過與人接觸受感染機會較大，亦不排除因機艙環
境有病毒污染而染疫，至於社區感染的機會則較小。

女患者平日少在社區活動，潛伏期內的本月10日放假，當
天曾到區內食肆及街巿，日常則會乘搭E21及E32路線巴士上
下班，同時段搭乘有關路線的乘客需要強制檢測。女患者一組
有5至7名清潔員，均需要送往檢疫中心。

專家倡車廂設藍牙自動追蹤
初確的清潔員和其他確診者經常搭乘巴士等出行，呼吸系

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公共交通工具並未使用“安心出行”
程式，乃屬防疫缺口，“巴士及港鐵有大量乘客，不可能要所
有乘客也掃碼，會造成擠擁，若在車廂貼‘安心’二維碼理論
上可行，但人多擠迫時乘客亦無法掃碼。”他認為最佳的辦法
是車廂有藍牙裝置，乘客手機只要開啟藍牙，自動記錄乘客上
落車廂時間，倘同時段有乘客確診就會發出警示。

對接連有機艙清潔工人染疫，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
永富15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員工雖穿戴全套保護衣物，
但非百分百保證安全，“始終機艙是密閉空間，客機停下沒有開空
調，機艙內會較悶熱，員工會否扯一扯口罩透氣？另外脫掉保護衣時
會否沾染病毒？這要由衞生署跟進調查，並研究需否改善有關流程。
另外，清潔進行時有否任何抽風裝置可使用呢？希望政府研究。”

工會去年向承辦商及衞生署提出航機抵港後先消毒，之後
才讓清潔工上機工作，但特區政府認為若航班有確診者便屬高
危，才會先作消毒，但翻查資料，早前確診清潔工負責的國泰
CX845航班發現十多人確診時，清潔員早已在機艙內工作，為
時已晚。

另外，一名43歲上月20日由巴基斯坦抵港者，在酒店完成
檢疫並經6次檢測呈陰性後，本月10日返回石硤尾大坑東邨東
滿樓居所，惟本月14日再次檢測，結果呈初步陽性，Ct值大於
20。特區政府15日晚8時圍封東滿樓進行強制檢測。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4141歲貨機機艙女清潔員初步確診歲貨機機艙女清潔員初步確診，，她與她與
家人居住青衣長宏邨宏善樓家人居住青衣長宏邨宏善樓。。該大廈該大廈1515日日
晚被圍封強檢晚被圍封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近日，影片再發一組“金句海報”，呈現

出濃重的東北美學，契合每位觀衆對于東北最

直接的想象。在一半現實一半寫意的畫面裏，

現實與荒誕直接對撞，配合影片中的金句台詞

，帶來強烈的衝擊感。“咱們一起挺過今天，

明天可有意思了”一句話揭露底層小人物生活

中的樂觀哲學；“他的憤怒有可能是真的，也

可能是技巧”頗有辯證法意味，矛盾而統一；

至于影片流露的更多生活巧思、別樣解讀，則

需要觀衆走進影院親自品鑒，一定可以從中收

獲一些別樣的智慧感悟。

衆多觀衆在經曆這趟“中年曆險之旅”

之後，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真實感悟，

有觀衆提到自己幾度被劇情感染，跟著影片

中的人物會心一笑、低聲歎息，完全沈浸影

片構建的動人故事中；有觀衆表示“《東北

虎》是一部很高級的電影，既魔幻又寫實，

非常讓人著迷。”還有人認爲“現代社會所

有人的困境都在電影中有所對照，很多細節

特別經得住琢磨和反複推敲。”更有影迷表

示，從影片中收獲了與生活對著幹的勇氣

“不管人生陷進怎樣的困境，只要內心保持

衝動一定會迎來轉機。”演員方面，觀衆一

致認可章宇的表演一如既往，神形俱佳，馬

麗則以突破性的演繹，讓許多影迷感歎，

“看不到以前任何一個角色的影子，馬麗的

表演讓人爲之動容，不搞笑也很有力量。”

電影《東北虎》目前正火熱上映中，期

待更多觀衆走進影院，在歡笑之余思考生活

的意義，獲得負重前行的力量。

《東北虎》由黑鳍（北京）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悠藍傳媒徐州有限公司、赤角（北

京）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品，禾和（上海）

影業有限公司、北京聯瑞影業有限公司、中

視央影（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甯洋影

業（廣州）有限公司、凡魚傳媒（北京）有

限公司、影聚天際影視傳媒（天津）有限公

司、北京樂桃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山能文化

傳播有限公司、鶴崗市雪國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聯合出品。黑鳍Blackfin創始人、青年制

片人王子劍，房千裏、謝萌共同擔任制片人

，張獻民監制。

黑色幽默佳作《東北虎》公映口碑亮眼
““金句海報金句海報””揭生活哲學揭生活哲學

由黑為Blackfin制作，耿軍執導，章宇、馬

麗、張志勇、徐剛、郭月、薛寶鶴主演的電影

《東北虎》于1月14日正式上映。作為第24屆上

海電影節金爵獎最佳影片，《東北虎》被譽為

“近年來難得一見的黑色幽默佳作”，吸引大量

關注。本周，影片正式與全國觀衆見面，收獲不

少觀衆的由衷喜愛，更獲得社交平台93%的大V

推薦度，傲視同檔期新片。

恐怖電影充滿著多重神奇效果，它能讓人在

酷熱夏日透心涼，也能讓人在寒冷冬日腎上腺素

飙升的帶動下心跳加速，壓力消失。在寒意未散

時分，伴隨著寒風呼嘯氛圍，看一場恐怖電影就

顯得格外應景。正因如此，探案恐怖電影《密案

1922》攜民國連環凶殺離奇死亡、驚悚畫面驚爆

眼球的窒息恐怖陰涼而來！2月18日全國院線上

映，近日曝光驚魂版預告連環凶殺 迷霧重重！

爲觀影者帶來比寒冷更寒冷，比恐怖更恐怖的超

刺激視聽體驗！

恐怖視覺中傳遞清透唯美之感！
電影《密案1922》在色調上偏灰冷，極具複

古韻味，完美還原民國時期的專屬色彩，唯美之

中透露著絲絲涼意，其驚悚氛圍與當下季節溫度

無縫契合。影片集結內地和香港地區的衆多優秀

電影人共同創作，加上吸睛十足的高顔值主創陣

容的聯袂演繹更是爲影片深邃、沈寂的驚悚氛圍

注入了獨特的年輕活力色彩，爲影片增添了層次

感，而新生代年輕演員的靈動演技也爲影片的質

感不斷加分。無論是留學歸來的推理奇才，一心

救國救民匡扶正義的韓奇，還是美麗有余、幹練

十足的黃金搭檔陳圓，亦或是深藏不漏、不到最

後難分好壞的軍閥人員唐任、曾五等等，每一位

演員的精彩表演、恰到好處的表情，細微之處展

現實力演技，一個動作、一個神態便能將觀衆帶

入劇情中，親身體驗原汁詭異，于悄無聲息中讓

人陷入一場暗流湧動、關乎生死存亡的驚心大戰

。劇情的極致驚悚與人物的清透唯美，兩者無論

是相融合或是錯位切換，都能爲觀衆帶來別具一

番滋味的視聽享受！

高能反轉步步揭露人性之驚悚！
《密案1922》凝聚了全體主創的心血，以民

國軍閥割據時期爲背景，以匡扶正義的偵探案件

爲線索，講述了動蕩年代下離奇凶殺的恐怖故事

，以紮入命門的高度真實驚悚，來讓人們在“憶

苦思甜”中銘記曆史，重溫那段艱苦而卓越的故

事，從而精准弘揚社會主義的正能量。影片高能

反轉不斷，全過程牽動人心，讓人深入劇情接收

毛骨悚然的解壓信號、在民不聊生的情景中發起

悲憫之心，並結合自己當下的幸福陷入沈思，在

貫徹能量與情懷的表達上，影片的用心程度可見

一斑。而在人性的揭露、詭異現象的展示以及恐

怖氛圍的營造上，也盡顯主創團隊的獨到見解與

高深功底。當地糧食大王、慶祥藥店老板、作惡

多端者接連離奇身亡，呈現出在危難時刻一些人

群仍不分場合謀取私利、不顧他人死活，因此在

人性險惡的反噬下惹殺身之禍；死亡多年的女部

下離奇生還，在引發躁動與恐慌之中循序漸進地

揭秘軍閥黑幕。日常稱兄道弟的人面臨政治立場

對立，開始互相厮殺，籌劃已久的破案計劃在不

明真相中全局暴露，毀滅性打擊直衝腦顱，讓人

一想到都能瞬間崩潰。撲朔迷離的身份與人物關

系，真相持續性驟然反轉，賦予影片迷霧重重的

未知恐懼，靜待破解！

《密案1922》分別以軍閥控制者、案件偵破

者以及陷入危難的人民等多元化視角來呈現一場

連環凶殺背後帶來了極致驚悚，細節之處融入反

思與能量，刺激感官的驚嚇中，引發更多人的共

情，彰顯大情懷。

《密案1922》由廣州太璞影業有限公司、佛

山至臻影業有限公司、廣州薩芮影視發展有限公

司、廣州火石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浙江東陽

四月天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宣傳發行，由高文博、

龔浩擔任制片人，資深導演梁煜良執導，青年演

員張亞奇、鍾劍輝、李佳璇、阮曉偉、張強等領

銜主演，強強聯手，2月18日驚悚上映！

《密案1922》發布預告片迷霧重重 靜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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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中國
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15日表示，今年1月以
來，全球新冠肺炎日新增確診病例最高已突破350
萬例。當前，中國面臨德爾塔（Delta）和奧密克
戎（Omicron）毒株輸入疫情的雙重挑戰。春運即
將開始，人員流動和聚集大幅增加，疫情防控形勢
嚴峻。目前中國已經有14個省份報告Omicron輸
入病例，當中河南及天津出現本土個案。官方研
判，Omicron變異株不影響中國現有核酸檢測試劑
的敏感性和特異性，中國“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總策略和“動態清零”的總方針，對防範Omicron
變異株仍然有效。

總體形勢平穩 局部有效控制
國家衞健委疾控局一級巡視員賀青華表示，雖

然疫情防控形勢嚴峻，但目前中國疫情總體形勢平
穩，局部地區發生的本土聚集性疫情總體能做到短
時間內有效控制。在天津發生的本土Omicron疫情
已波及河南省安陽市和遼寧省大連市，仍在持續發
展，但近3天新增病例主要集中在隔離點，疫情外
溢風險逐漸降低。河南安陽疫情仍存在一定社區傳
播風險。陝西西安疫情已進入收尾階段，仍需嚴密
防範，醫療機構和集中隔離點的感染風險以及個別

地區疫情反彈。河南鄭州和許昌疫情近日新增病例
數呈持續下降態勢，疫情出現好轉跡象，續發傳播
風險在逐步降低。廣東深圳新增加的病例均為集中
隔離人員發現，疫情風險初步控制。

粵滬存Omicron社區傳播風險
廣東珠海14日報告的感染者、廣東中山13日

報告的感染者、上海13日報告的感染者，均感染
Omicron變異株。多名感染者的社會活動軌跡比較
多，存在社區感染傳播外溢的風險。浙江杭州14
日報告1名本土感染者。賀青華強調，目前這幾宗
疫情處於初期發展階段，需加快風險區域人員排查
和管控。

賀青華表示，在外防輸入方面，中國嚴格落實
入境人員全程閉環管理，嚴格管控接觸入境人員物
品和環境的高風險崗位人員，加大相關入境物品的
抽檢比例，嚴格實施入境航空器終末消毒等措施，
不斷強化源頭管控，嚴把疫情輸入關。在內防反彈
方面，持續開展重點人群、重點場所和重點單位的
監測預警，持續推進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種，持續引
導公眾堅持做好日常的衞生防護，快速處置發生的
每一起散發或者聚集性疫情等措施，可有效遏制疫
情進一步蔓延和擴散。

衞健委：“動態清零”依然有效

●清華大學參與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
試劑盒。 網上圖片

清華研試劑盒獲批上市
可精準探測多變種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自疫情發生後，廣
東省就已收緊跨境司機疫情防控和健康管

理要求，內地接駁司機、“三點一線”場所工
作人員核酸檢測頻次由最初的七天兩檢調整為
隔天一檢。此後，深圳、珠海等涉疫區域內部
分作業點暫停操作，跨境貨車司機在前往作業
點前，必須通過“跨境安”系統進行預約申報
操作。深圳市交通局也全面加強對跨境貨車動
態管理，通過“粵康碼”“跨境安”系統、衛
星定位裝置、慧眼系統等科技手段實現全流程
管控。

15日，深圳市和珠海市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揮部分別發布通告稱，1月17日零時起，
調整粵港跨境貨車司機核酸檢測頻次，對於已
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滿14天的粵港跨境貨車
司機，由當前持72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入境，
調整為持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入境。未完成
接種兩劑疫苗滿14天的內地籍跨境貨車司機，
將繼續暫停入境豁免隔離資格。

港籍司機：疫情加劇 積極配合防控
根據最新措施，若港籍跨境貨車司機未接

種疫苗、未完成接種兩劑疫苗、完成接種兩劑
疫苗後未滿14天、或其“粵康碼”系統未顯示
相關信息，核酸檢測要求由當前持72小時內核
酸陰性證明入境且每日首次入境時開展一次核

酸採樣，調整為持48小時內核酸陰
性證明入境且每日首次入

境時開展一次核酸採樣。
從事蔬菜果蔬運輸的港籍跨境貨車司機張

先生，自深圳疫情發生以來，已做了第6次核
酸檢測，年關將近，大家也都積極地配合疫情
的防控要求，“包括我在內，很多司機都已完
成第三針加強針接種，日日排隊做核檢。”

張先生表示，廣東對香港跨境貨車司機的
防疫要求非常嚴格，過關後要集中在隔離酒
店、驛站休息區或驛站餐廳，不能回到深圳的
居所，還要支付內地司機駕駛費用300元至
500元人民幣，由內地司機開車上路裝貨，自
己亦不能獨自留在車廂中休息等待。

“近日香港和珠海都有新增確診個案，我
理解根據兩地疫情變化調整口岸通關政策，也
是為了司機及民眾的健康着想。”另一名香港
跨境貨車司機李先生說：“我已經完成新冠疫
苗全程接種滿14天，現在就是將核酸陰性證明
由72小時內調整為48小時內，核檢很快捷。其
實，不少同行平時都會每隔48小時在通關口岸
進行一次核酸檢測，確保自身和其他人員的安
全。”他也坦言，經歷近2年的疫情變化，跨
境貨車司機也熟悉了一整套全流程健康管理，
而且跨境服務指引與規定也比較清晰。

周日起由珠進澳 需24小時陰性證明
此外，繼從1月14日零時起，旅客經珠澳

口岸到澳門須持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之後，
防疫措施再次收緊：16日上午6時起，經珠澳

口岸到澳門人員需持24小時內有效核酸檢測陰
性結果證明通關；從澳門經珠澳口岸到珠海人
員維持現疫情防控措施不變。

目前，珠海口岸採取嚴格的防護措施。其
中，每日對各口岸重點區域至少進行三次消
殺；增派一線工作人員力量，加強口岸現場值
守。同時，對香港方向（包括入境旅檢大廳和貨
車道）的工作人員實行核酸檢測隔天一檢，對在
口岸現場工作的其他工作人員實行核酸檢測七
天兩檢。此舉旨在嚴格落實口岸工作人員個人
防護措施，亦保障工作人員自身和旅客的
安全。此外，加強珠澳口岸溝通協
作，建立口岸現場“點對點”快
速反應機制，及時協調聯
動處理通關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方俊

明 深圳、珠海報道）為更有效地應對新

一輪新冠疫情，經粵港兩地政府溝通協

商，將對進入廣東省的跨境貨車司機健康管理和防疫措施作出調整，自1月17

日零時起，粵港跨境貨車司機已接種疫苗憑48小時陰性核檢證明入境（隔天

一檢）。此外，據珠海市商務局透露，目前正採取多措施加強經珠海口岸出入

境人員管控，包括對香港方向的工作人員實行核酸檢測“隔天一檢”等，確保

口岸通關暢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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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帥北京報道）據北京市疾控中
心副主任龐星火15日晚間通
報，當日，北京海淀區新增1
例確診病例。經北京市疾控中
心檢測，該病例檢測出Omi-
cron變異株特異性突變。

北京市疾控中心公布的新
增病例活動軌跡顯示，該病例
涉足京內多個購物中心，其在
1月13日出現嗓子癢症狀，14
日曾出現發熱症狀，自行前往
核酸檢驗點進行核酸檢測，自
行服用藥物後症狀好轉，未就
診。

北京方面強調，北京將對
有14日內中高風險地區所在縣
（市、區、旗）旅居史的進返
京人員嚴格採取居家觀察、核
酸檢測等措施，嚴防風險人員
通過第三地進返京。同時，呼
籲減少人員流動，倡導跨省通
勤人員居家辦公。因瞞報、虛
報或未按規定落實防控措施引
發疫情防控風險或其他嚴重風
險的，將依法追責、處罰，嚴
重者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717日起日起，，跨境貨車司機入境跨境貨車司機入境
廣東需要廣東需要 4848 小時核酸陰性報小時核酸陰性報
告告。。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跨境貨車司機在口岸等候做核跨境貨車司機在口岸等候做核
酸檢測酸檢測。。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跨境司機進粵跨境司機進粵

今起今起隔天一檢隔天一檢
珠海口岸對香港方向工作人員加密核檢珠海口岸對香港方向工作人員加密核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Omicron新冠
變種病毒肆虐全球。中國清華大學15日對外發布
消息稱，由該校醫學院郭永教授團隊與北京新羿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聯合研發的新冠病毒核酸檢
測試劑盒（熒光PCR法）正式獲批上市。據了
解，該款試劑盒可有效提高檢測靈敏度，且可精
準探測Delta、Omicron等15種變種病毒。

據介紹，新的試劑盒有效提高了檢測靈敏度，
可以降低陽性漏檢情況。此外，這個“嗅覺靈敏”
的“新冠探測器”對包括Delta、Omicron等在內目
前全球範圍內最常見的15種變異株，均不會出現漏
檢和脫靶。

郭永介紹稱，新的試劑盒採用的是數字PCR
技術（第三代PCR技術），在之前熒光定量PCR
（第二代PCR技術）的基礎上藉助了微流控生物
芯片的方式，數字化顯示新冠病毒數據，極大提
升了核酸檢測的“信噪比”，其靈敏度可達100
拷貝/mL。

據介紹，針對新冠病毒諸多變異株出現的情
況，研發團隊已完成相應變異株序列的生物信息
分析，並對潛在可能影響試劑檢測性能的突變開
展了驗證實驗。

此外，獲批上市的試劑盒還有望在臨床研究
中發揮兩個重要的作用——監測新冠肺炎病人的
臨床治療，以及抗新冠藥物的臨床研究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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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重點學校 入學考試開始報名了！

報名日期：1月21日之前

2022年秋季開課

明星重點學校 入學考試開始報名了！明星重點學校 入學考試開始報名了！明星重點學校 入學考試開始報名了！明星重點學校 入學考試開始報名了！明星重點學校 入學考試開始報名了！明星重點學校 入學考試開始報名了！

招收對象：3-9年級名額有限
2022年秋季開課2022年秋季開課

STAFFORD STEM MAGNET ACADEMY

斯坦福明星學校
Stafford STEM Magnet Academy
重點學校（Magnet School）是指以學校自己獨特的設施和專門化課程吸
引本學區或學區外的學生，根據美國教育相關報導統計，每年美國五州的
公立中學排名中，Magnet 學校總是名列前茅。
以公立學校的費用享受私立學校的教學質量和設備，重點學校有權選擇
「有心學習」的好學生及在乎孩子教育的家長，必需經過考試才能入學。
學校注重學生能力培養，包括思辨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重點學校常與相關科技公司、研究機構、大學、社會團體等機構密切合
作，重點學校學生都是最受常春藤盟及各大名校歡迎的，因為他們都是頂
尖學生早已經為人生職涯做好準備了。

考試資訊聯絡：Diana De La Rosa
Phone: 281-261-9200 EXT. 3861
Email: stemmagnet@staff ordmsd.org 
https://stem.staff ordmsd.org/admissions

創新教學多元化，專業發展，

學校卓越，高質量教學系統，

家長、學校和社區多方合作。

沒有居住區域限制 可跨區就學
需通過考試才能入學

STAFFORD STEM MAGNET ACADEMY
200 Staff ord Pride, Staff ord, TX 77477 l 281-261-9288

學校詳情請掃描
下方二維碼


	0118TUE_B1_Print.pdf (p.1)
	0118TUE_B2_Print.pdf (p.2)
	0118TUE_B3_Print.pdf (p.3)
	0118TUE_B4_Print.pdf (p.4)
	0118TUE_B5_Print.pdf (p.5)
	0118TUE_B6_Print.pdf (p.6)
	0118TUE_B7_Print.pdf (p.7)
	0118TUE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