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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AID & HCGA慈善高爾
夫比賽於 2022 年 2 月 19 日在大休斯頓地區密
蘇裏市的Quail Valley Golf Club成功舉行。這
次賽事是由活躍在大休斯頓地區的兩個非營利
組，Assisting and Impacting the Disadvantaged,
Inc （AID）和 Houston Chinese Golf Associa-
tion, Inc （HCGA）聯合舉辦。舉辦賽事的目
的是為Houston Food Bank 籌集善款，以幫助
在各方面有需要的群體和個人。賽事組織由
AID President Rosalyn Lu, Officers Kenneth Yu-
an and Ethan Yu, 和由 Austin Zhao, Vicky Li，
Yvonne Chen 領導的 HCGA 賽事委員會共同
組織安排。共有 44 名選手參賽，為 Houston
Food Bank籌集善款 $4,350。善款將在叁月初
轉交Houston Food Bank。

本次比賽採用隊式Shamble方式，並計入
個人成績。

比賽優勝者如下：
隊式比賽第一名： 第五隊：Wu Zhu/

Sophia Liu/Ban Lim/Nathan Lu
隊式比賽第二名： 第二隊：Lei Wu/Gavin
Liu/Henry Ren/Yvonne Chen

個人總分第一名： Wu Zhu (朱武)
個人總分第二名： Nathan Lu （盧永清）
個人淨分第一名： Lei Wu （吳磊）
個人淨分第二名： Jie Zhu（朱捷）
開球最長距離獎： Sophia Liu/Yvonne Chen
距洞最近獎： Michael Tian （田翔）/
Yubin Yin

鳴謝贊助團體個人如下：
Platinum Sponsor ： Pegasus Vertex Inc

Golden Sponsor ：Liao, Kin & Company, P.C.

Silver Sponsor ：Granite Master,
Silver Sponsor： ISSDA,
YM American Academy
Yan Wang (王岩)
Austin Zhao (趙紫鋆)
Xiaolin Modeling & Performing Art Studio
Michael Tian (田翔)
Xin Long
Tom Ren (任一濤)

AID & HCGAAID & HCGA 慈善高爾夫比賽慈善高爾夫比賽
在在Quail Valley Golf ClubQuail Valley Golf Club成功舉行成功舉行

賽事組織者賽事組織者、、AIDAID總裁總裁Rosalyn LuRosalyn Lu致辭致辭 賽前賽前HCGAHCGA會長俞灼明先生發表講話會長俞灼明先生發表講話

【本報訊】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
今天表示，COVID-19構成國際突發公衛事
件將滿2年，若所有國家採取全面作為，今年
有望結束疫情的嚴重階段，但不應假設Omi-
cron是最後一個變異株，未來須學習與病毒
共存。

世衛（WHO）今天召開年度執行委員會
議，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在開幕致詞時表示，他2020年1月30日宣
布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構成國
際突發公衛事件將滿2年，並強調當時在中國
以外的病例不到100例，且沒有死亡病例。

譚德塞指出，但2年後全球共有約3億
5000萬例確診病例，逾550萬人死亡；自9

週前首次辨別Omicron變異株以來，全球已
向世衛組織回報逾8000萬病例，在上周平均
每3秒就有100起病例，每12秒就有1人因染
疫死亡。

他說，如果各國採取全面作為抗疫，今
年有望結束疫情大流行的嚴重階段，但這須
達成各國70%人口接種疫苗的目標，且民眾
均能獲得診斷、氧氣和抗病毒藥物，以有效
的管理降低死亡率。

譚德塞認為，現在假設Omicron是最後
一個變異株的想法是很危險的，在可預見的
未來，國際社會須學習與病毒一起生活，各
國都處於不同處境，必須以謹慎、循序漸進
的方式，合作走出大流行的嚴重階段。

多吃夜宵更容易得糖尿病多吃夜宵更容易得糖尿病？？
麻總百瀚發現夜間飲食容易導致血糖升高麻總百瀚發現夜間飲食容易導致血糖升高

譚德塞譚德塞：：今年有望結束疫情嚴重階段今年有望結束疫情嚴重階段

經常在夜間進食而不是在白天進食對身體有什麼影響？
以模擬夜班工作為重點的新研究可能對在非典型時間進食的
人有所啟示--比如那些經常夜班或輪班、經歷時差、晝夜節
律睡眠紊亂或在周末傾向於晚睡的人。百瀚和婦女醫院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的研究表明，夜間進食會
導致葡萄糖不耐受，而限制白天進食有助於調節血液中的葡

萄糖水平。夜間進食似乎會導致身體中央和外
圍晝夜節律“時鐘”之間的失調，這是一種在
24小時周期內調節身體、心理和行為變化的自
然身體時鐘。研究結果發表在《Science Ad-
vances》（科學進步）期刊上。
百瀚和婦女醫院睡眠和晝夜節律紊亂科，醫學
時間生物學項目主任Frank A.J.L. Scheer博士
表示：“研究結果表明，夜間進餐時間主要負
責對葡萄糖耐量和 β 細胞功能的影響，可能是
由於整個身體的中央和外周“時鐘”不一致造
成的。雖然中央晝夜節律'時鐘'仍在波士頓時間
，但內源性的血糖晝夜節律表明，一些外圍
‘時鐘’，如肝臟的時鐘，已經轉移到亞洲的
時區。”
葡萄糖不耐受導致高血糖水平，並經常發生在2
型糖尿病（T2DM）之前。這種情況下身體吸收
血液中的糖分進入組織的能力會降低。 2型糖尿
病在夜班工人中很普遍，他們通常白天睡覺，
晚上吃飯。之前的實驗室研究表明，無論是非

輪班工作者還是輪班工作者，在經歷了模擬夜間工作後，血
糖水平都有所上升。該研究的共同通訊作者 Sarah l. Chel-
lappa 博士表示，倒班工作者，雖然經常暴露在不合理的飲
食習慣中，但不一定能“免疫”其不利影響。

根據這項研究，那些在夜間進食的參與者血糖水平顯著
升高，而那些只在白天進食的參與者血糖水平沒有顯著變化

。此外，與那些只在白天進食的人相比，夜間進食會降低胰
島 β 細胞功能。 Β 細胞產生胰島素，這是一種將葡萄糖護
送進入人體組織的激素。此外，夜間進食導致了中樞晝夜節
律“時鐘”與內源性葡萄糖晝夜節律之間的不一致。中樞晝
夜節律“時鐘”是由核心體溫中的內源性晝夜節律所估計的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參與者只在白天吃飯時，儘管
他們的睡眠時間不合適，這些節奏仍然保持一致。

Scheer博士表示：“在研究的參與者中，那些晝夜節律
系統破壞最大的人-在這裡被量化為其中央晝夜節律“時鐘”
與內源性晝夜節律葡萄糖節律之間的錯位-顯示出最大的葡萄
糖耐量損害。”該研究表明，儘管睡眠時間不合理，但白天
進食仍能保持內部晝夜節律一致並防止葡萄糖不耐受。

關於美國麻總百瀚
麻總百瀚（Mass General Brigham）由美國波士頓的麻

省總醫院（Mass General Hospital）與百瀚和婦女醫院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所創立，這兩家分別是
哈佛醫學院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和美國頂尖的學術醫學中心
。麻總百瀚總共有16家成員機構，其中包括我們世界知名的
醫學中心、排名靠前的專科醫院以及美國規模最大、最優秀
的康復系統之一。

為加強全球的醫療服務，我們的各家醫院前所未有地統
一作為一個單一醫療保健系統一起共同行動。隨著這一變化
，麻總百瀚將帶領我們的系統開展國際化合作，促進與同樣
在改變世界的領先醫療機構的合作。

Frank A.J.L. Scheer博士
百瀚和婦女醫院睡眠和晝夜節律紊亂科 醫學時間生物
學項目主任
哈佛醫學院教授，神經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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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竭力對沖美加息風險

綜合報導 美國通脹數據上周繼續攀

升，進一步強化美聯儲即將加息的預期

。多個國家和地區未雨綢缪，持續施策

對衝美聯儲加息可能引發的風險。這也

反映出美元信用被極度透支後引起的深

層問題。

2月10日，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1

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環比上漲

0.6%，同比上漲7.5%，創1982年2月以

來最大同比漲幅，食品價格、電價和居

住成本是上漲的主要因素。超預期的通

脹數據引起市場震蕩，紐約股市三大股

指10日均顯著下跌，對加息尤其敏感的

美國國債收益率當天上漲，10年期國債

收益率收于2.033%，自2019年8月以來

首次突破2%。

美國貨幣政策收緊時常産生巨大的

負面溢出風險。正是考慮到此前的慘痛

教訓，多個國家和地區從兩年前開始，

就對美國超寬松政策保持高度警惕，並

提前采取措施著手應對。

首先，無論是新興市場國家還是

發達經濟體，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主動

加息。

早在去年3月美釋放政策轉向信號

時，巴西就率先加息，至今年2月2日將

該國基准利率上調至 10.75%，共加息

8.75個百分點，創1999年 3月以來最大

幅度加息周期。墨西哥、阿根廷、智利

、秘魯等拉美主要經濟體也陸續進入加

息周期，政策延續至今年。此外，俄羅

斯央行2月11日實施了去年以來的第8

次加息，基准利率調整至9.5%。

發達經濟體中，英國央行采取超乎

市場預期的強硬政策，從去年12月至今

兩次大幅度提升基准利率，以“應對通

脹持續上升的壓力”。韓國從去年8月

至今已3次加息，將基准利率由0.5%大

幅提升至1.25%。

有分析指出，美國貨幣政策收緊往

往引起融資成本上升、金融環境緊縮、

國際資本外流等問題，在一些經濟缺乏

韌性、金融體系抗風險能力較弱的經濟

體引發嚴重金融危機。雖然提前加息不

能完全消解負面影響，但對這些經濟體

而言，“預則立不預則廢”的積極因素

依然明顯。

其次，調整外彙儲備權重，減持

美元的同時增加其他幣種和黃金儲備

占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數據顯

示，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美元計價外彙

儲備市場份額從第二季度的59.23%進一

步下降至59.15%，爲1995年以來新低。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多國央行

和公共機構持續調整外彙儲備權重，尤

其是不斷增加黃金的占比。世界黃金協

會(WGC)統計顯示，最近10年，全球央

行增持的黃金超過4500噸。2021年各國

央行總的黃金儲備量正在接近1990年以

來的最高值。容易遭遇本國貨幣貶值的

新興市場國家增持現象明顯。截至2021

年9月，泰國、印度、巴西分別買入90

噸、70噸和60噸黃金，而本幣彙率持續

下跌的哈薩克斯坦已大大提升黃金在外

彙儲備中的占比。

再次，多國通過簽訂強化本幣結算

的相關協定推動本國企業擺脫對美元的

依賴。

美國貨幣政策收緊，不僅會導致一

些國家面臨本幣貶值壓力，也會加重其

美元債務負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1

月曾警告，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會對一

些經濟複蘇已經疲軟的國家造成衝擊，

特別是那些美元債務較高的國家，因爲

美國利率水平上升可能會提高這些國家

償還美元債務的成本。

對風險的預判促使有關國家尋求提

高抗衝擊能力以應對金融市場動蕩。印

尼央行2021年7月起大力與相關機構合

作推動本幣結算的社會化，中國和印尼

本幣結算合作框架自2021年 9月6日起

正式啓動。泰國央行2021年10月與馬來

西亞央行簽署相關協定。此外，歐亞經

濟聯盟美元結算量持續下降，早在2020

年，聯盟內部本幣結算量占比已接近

50%。

多年來，美元因其較好的流動性

和信用被用作國際結算貨幣，至今在

全球市場中仍具有主導作用。環球銀

行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1 月 19 日報

告顯示，美元在國際支付中的份額占

比有 41%。不過，美國多年來肆無忌

憚地透支美元作爲主要國際貨幣的信

用，特別是美元周期性引發全球市場

震蕩的風險，讓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

直視美元痼疾。全球竭力對衝美加息

風險正是當前全球貨幣體系下人心思

變的集中反映，而全球外彙儲備和世

界貿易結算多元化也成爲更加值得重

視的選項和趨勢。

綜合報導 人民幣在全球憑實力“圈粉”。環

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當地時間2月16日

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在基于金額統計的全

球支付貨幣排名中，人民幣全球支付排名位列美元

、歐元、英鎊之後，穩居全球第四位。這也是人民

幣連續第二個月保持這一位置。去年12月，人民

幣全球支付排名升至全球第四，爲六年來首次。

人民幣作爲國際支付工具人氣攀升，還體現在

其全球支付占比再創新高。SWIFT數據顯示，今年

1月，人民幣全球支付占比躍升至3.2%，突破了

2015年創下的前次高點。從金額來看，今年1月，

人民幣支付金額較去年12月增加了10.85%，同期

，全球所有貨幣支付金額呈“縮水”態勢，減少了

6.48%。

一進一退間，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受歡迎程度顯

而易見。“在全球所有貨幣支付金額整體減少的情

況下，人民幣支付金額卻大幅增加，體現了人民幣

全球支付地位的提升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

快。”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常冉說。

郵儲銀行研究員婁飛鵬表示，推動人民幣全球

支付占比提升的主要因素包括人民幣國際化水平不

斷提高，更多國家接受人民幣作爲支付結算貨幣，

我國進出口保持較高增長水平，金融改革開放不斷

深化進一步提高了人民幣資産的吸引力等。

以人民幣資産的吸引力爲例——近期，市場對

于美聯儲激進加息預期升溫，美債收益率驟漲，中

美利差相應縮窄，然而海外資本對人民幣債券的追

捧熱情不減。在去年末持有人民幣債券規模突破4

萬億元大關之後，2022年以來境外機構仍在持續大

手筆購入。

人民銀行上海總部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

1月末，境外機構持有銀行間市場債券4.07萬億元

，約占銀行間債券市場總托管量的3.5%。

渣打銀行中國宏觀策略主管劉潔表示，由于人

民幣資産日益突出的“避風港”效應，全球央行和

國際投資者將繼續增持中國債券，預計2022年外資

流入中國債市的規模將在人民幣7000億元至8000

億元左右。

此外，人民幣彙率運行穩定，海外投資者將人

民幣作爲結算支付工具的意願增強。常冉表示，面

對美聯儲開啓縮減購債規模（Taper）及部分經濟

體加息，人民幣彙率在良好經濟基本面和國際收支

支撐下保持相對穩定，提升了國際投資者在跨境貿

易 、投融資中使用人民幣的信心。

未來，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角色仍有不少

想象空間。“人民幣彙率在雙向波動的同時，總體

保持基本穩定。同時，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接受程

度不斷提高，將進一步帶動人民幣支付占比提

高。”婁飛鵬分析。

“由于人民幣計價貿易活躍、中國占全球

貿易份額提升，預計今年 7 月，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在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籃

子權重調整中，會提高人民幣權重。”劉潔表

示，這將進一步提升人民幣作爲全球儲備貨幣

的地位，並使一些根據 SDR權重進行資産配置

的機構（比如多邊國際機構）提高對人民幣資

産的配置。

劉潔認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

（RCEP）生效後，RCEP成員國間的經濟和貿易往

來將更加緊密融合，這也會促使RCEP成員國有更

大的動力增持人民幣資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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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房企大佬眼中的轉折年：
頭部房企“背水一戰”

距離旭輝CEO林峰提出房地産行業進

入“青銅時代”不到1個月，萬科董事會主

席郁亮對行業的判斷就一步跨進了“黑鐵

時代”。無論怎樣定義，2022年注定是房

地産行業新時代的轉折年。那麽，今年行

業會如何變化？各類企業該如何應對？一

起來看房企大佬開年怎麽說。

縮表出清生死戰
從“白銀時代”到“活下去”再到

“黑鐵時代”，作爲危機意識最強的房

企，萬科對行業的判斷一向謹慎。年

初，郁亮在萬科集團 2022年會上提出

，2022 年是集團破釜沈舟、背水一戰

的一年，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他

把這個新時代判定爲“黑鐵時代”。

在郁亮看來，房地産行業進入縮

表出清階段，就是去金融化。國家不

允許房地産占用過多金融資源，也不

能允許居民因買房背負了高額的債務

負擔，因爲這些金融資源沒有有效地支持

實體經濟。而所謂“背水一戰”，就是要

麽死、要麽活，沒有中間狀態。能解決過

去累積下來的包袱就有開始新征程的機會

，包袱甩不掉就活不下去。他提醒萬科高

管不要再心存幻想，必須要快速、堅決出

清。縮表出清就是一場生死之戰。

比郁亮略顯樂觀，林峰在去年底就

提出，地産已經進入“青銅時代”，1

個月後，他進一步表示，2022年是冰與

火共存的“青銅時代”的開啓。他同樣

認爲，整個行業進入縮表期，持續平穩

降杠杆，優秀企業的平均資産負債率在

未來五年有可能會降到50%，未來十年

會從平均75%以上逐步降低到40%以內

。“這個過程一定是痛苦的，但趨勢不

會變，而且生病了，總得治。”林峰說

。郁亮則把這一痛苦的過程比作吃多糖

堆積脂肪後的戒糖，這個時候已經嚴重

依賴，沒有糖吃就會萎靡不振。

旭輝董事局主席林中在2022新年獻

詞中指出，2021年四季度以來，同行企

業爆雷不斷，市場信心斷崖下行，地産

發展已經進入增長緩慢期， 行業過去的

紅利都已不複存在，低利潤經營成爲常

態，房企必須重新審視過往高負債擴張

模式積累的風險，尋求新的增長點和新

的經營模式。

行業劇變後仍將趨穩
作爲一個新時代的轉折年，今年房

地産政策、市場和企業將發生怎樣的變

化備受關注。

對于政策層面“房住不炒”的定位

，郁亮認爲，包括“房住”和“不炒”

兩個方面。對“房子是用來住的”這個

方面，政策可能會略有放松，因爲要切

實解決居民的合理居住需求，對現有需

求的一些過于嚴格的限制可能會略有放

開。“不炒”是指盡管可能會放開部分

購房限制，但還是不允許炒的，漲幅限

制還會保留，政府也有如稅收或限制出

讓等方式管控投資投機。

林峰也認爲，政策托而不舉，穩是

主基調，支持行業良性循環和剛需置業

。部分城市因城施策，可能會局部調整

限購限貸等短期政策。後期可能推出長

效機制，比如房地産稅出台。

而對于金融政策，林峰認爲，銀根會

放松些，但有滯後期，不會大水漫灌。政

策的效果顯現至少需要3個月的時間，金

融機構的信心與行動需要進一步的提升，

行業的流動性危機估計會持續到三四月份

，這期間房企還是有可能間斷爆雷。

郁亮還指出，在新發展模式中，人-

地-房之間的關系可能會有所改善。核心、

主要城市的住房供應會增加，過去一些出

于限購等原因未被滿足的改善需求未來有

釋放的可能。但大家要適應行業回歸民生

屬性這個現實，不要指望價格上漲。

對于房價，林峰預計，一季度房價由

于傳統淡季和集中支付的原因，有較大下

行壓力，二季度會在底部徘徊，三季度估

計可能有所回升，全年均值會保持平穩。

對于房企銷售，雖然開局慘淡，但

林峰預計下半年或有回暖機會。他說，1

月份銷售同比回落超過40%，開局的日

子就很艱難，一季度估計都會很慘淡，

二季度有機會觸底回升，看政策落地的

情況，下半年會好于上半年。

林峰預計，市場信心與交易的完全恢

複則可能要更久一些，樂觀一點到六七月

份，量價陸續修複。房價觸底、爆雷平穩

、政策支持，三者共同作用後回升。

從企業角度看，林峰認爲，今年房

企的分化將是最劇烈的一年，特別是較

大規模的民營房企，估計有三分之一會

倒下，另有三分之一會喪失發展的能力

與意願，空出來的市場份額，除強勢的

國企央企外，會被城投系和地方化的小

房企分食。

不過，林峰同時指出，2022年地産

的變化將是劇烈的，但在大動蕩之後，

仍會趨于新的穩定。

頭部房企“長肌肉”
面對市場分化會越來越明顯、市場規

模萎縮後更加白熱化的競爭，萬科提出要

做相應改變。比如投資方面需要進一步思

考，面對市場分化萎縮、利潤非常有限的

時候，需要更高質量的投資，要由過去均

勻、分散式的投資轉爲向市場表現更好、

團隊操盤能力得到證明的地方集約化投資

，類似投拓、産品團隊都要一盤棋建設；

面對已經是10%左右微利的行業，要學習

制造業進行流程再造。

作爲頭部房企，郁亮給萬科提出了

較高的要求，今年背水一戰圍繞回穩提

升、縮表出清和“長肌肉”三項主要任

務展開，關鍵要以“特別好”爲標准要

求自己才可以，即做專業高手、全能冠

軍、長跑勝將。“如果我們敢打、會打

、願意合夥打，我們就會贏，而且會贏

得特別好。”郁亮說。

在林峰看來，地産行業如同鷹的中年

，唯有徹底變革，才能獲得新生。變革要

有向死而生的勇氣，要有刮骨療傷的決心

。組織要熵減，如同中年健身減肥，不是

截肢，不是抽脂，而是實實在在通過持續

運動，將脂肪轉變成肌肉，真正提升組織

的新陳代謝能力。精簡公司數量，精簡上

下層級，精簡部門，精簡專崗，真正打造

一個“四簡”的高效組織。

出險房企“保交樓”
對于漩渦中的出險企業來說，如何

全力自救備受關注。

恒大董事局主席許家印在2022年保

交樓新年開工動員大會上表示，保交樓

是2022年恒大關鍵之戰，同時，還要千

方百計恢複銷售、恢複經營，全方位積

極推進合作，努力化解各種風險。

全面開工建設是第一要務，許家印

強調，只有先做好全面開工，保交樓項

目正常施工，才能逐步重新恢複市場和

客戶對于恒大的信心，然後才能恢複銷

售，恢複經營，才能償還各種債務，才

能走出困境。另外，考慮到部分項目存

在資金不足的問題，許家印提出，要加

大溝通力度，千方百計做到資金在項目

間的平衡，同時加大銷售回款和資産的

處置，爲項目施工的連續性做好保障。

許家印還號召集團上下八仙過海、各

顯神通，不拘一格地采取各種合作方式。

同時，他強調了幾個原則：項目合作必須

有現金回到保交樓監管專戶，項目合作不

能只是還債，更不能依靠賤賣資産去還債，

處置資産、開展項目合作，可用任何形式跟

任何單位合作，但是，一定要建立在保障公

司權益的前提和基礎之上，而且合作方都必

須保證後續資金的投入，確保合作項目的正

常開發建設，尤其是對于保交樓的項目。



北京冬奧會閉幕北京冬奧會閉幕 為最後一場為最後一場
越野滑雪比賽的獲獎者頒獎越野滑雪比賽的獲獎者頒獎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北京冬奧會閉幕式於北京時間北京冬奧會閉幕式於北京時間22月月
2020日舉行日舉行。。期間期間，，冬奧會為男子和女子冬奧會為男子和女子3030公裏個人越野滑公裏個人越野滑
雪比賽的獲勝者頒發了獎牌雪比賽的獲勝者頒發了獎牌。。

俄羅斯奧委會的亞曆山大俄羅斯奧委會的亞曆山大··博爾舒諾夫博爾舒諾夫（（AlexanderAlexander
BolshunovBolshunov ））在周六贏得了他在北京奧運會上的第叁枚金在周六贏得了他在北京奧運會上的第叁枚金
牌牌。。比賽原定滑比賽原定滑5050公裏公裏，，但由於氣溫寒冷和大風但由於氣溫寒冷和大風，，比賽推比賽推
遲了一個小時遲了一個小時，，滑程縮短到滑程縮短到3030公裏公裏。。

俄羅斯博爾舒諾夫的隊友伊萬俄羅斯博爾舒諾夫的隊友伊萬··亞基穆甚金亞基穆甚金（（Ivan YaIvan Ya--
kimushkinkimushkin））獲得銀牌獲得銀牌，，挪威的西門挪威的西門··赫格斯塔德赫格斯塔德··克魯格克魯格
（（Simen Hegstad KruegerSimen Hegstad Krueger）） 獲得銅牌獲得銅牌。。

女子越野滑雪比賽是本屆冬奧會的最後一場比賽女子越野滑雪比賽是本屆冬奧會的最後一場比賽，，女女
運動員們在周日的比賽中不得不與狂風和寒冷的氣溫作鬥運動員們在周日的比賽中不得不與狂風和寒冷的氣溫作鬥
爭爭。。挪威偉大的越野滑雪運動員特蕾絲挪威偉大的越野滑雪運動員特蕾絲··約豪格約豪格 （（ThereseTherese
JohaugJohaug））贏得了她在北京奧運會上的第叁枚金牌贏得了她在北京奧運會上的第叁枚金牌。。美國選美國選
手傑西手傑西··迪金斯迪金斯 (Jessie Diggins)(Jessie Diggins) 獲得銀牌獲得銀牌，，這是自這是自19761976年年
以來以來，，美國人在個人越野滑雪比賽中獲得的最佳成績美國人在個人越野滑雪比賽中獲得的最佳成績。。芬芬
蘭的克爾圖蘭的克爾圖··尼斯卡甯尼斯卡甯 (Kerttu Niskanen)(Kerttu Niskanen) 獲得銅牌獲得銅牌。。

挪威的越野滑雪名將約豪格在比賽初期就走在了前列挪威的越野滑雪名將約豪格在比賽初期就走在了前列
，，並且一直領先並且一直領先，，以以 11 小時小時 2424 分分 5454 秒的成績完成比賽獲秒的成績完成比賽獲

得冠軍得冠軍。。約豪格還贏得了滑雪兩項和約豪格還贏得了滑雪兩項和 1010 公公
裏經典比賽的冠軍裏經典比賽的冠軍。。
美國選手傑西美國選手傑西··迪金斯穩穩地跟在挪威選迪金斯穩穩地跟在挪威選

手身後手身後，，狂風掠過賽道狂風掠過賽道，，襲擊滑雪者襲擊滑雪者。。她她
落後約豪格落後約豪格 11 分分 4343..33 秒沖過終點線秒沖過終點線，，獲得獲得
銀牌銀牌。。在北京奧運會早些時候在北京奧運會早些時候，，她在短滑她在短滑
比賽中獲得銅牌比賽中獲得銅牌，，她已經成為第一位獲得她已經成為第一位獲得
個人越野滑雪獎牌的美國女性個人越野滑雪獎牌的美國女性。。
芬蘭的尼斯卡甯以芬蘭的尼斯卡甯以 22 分分 3333..33 秒的成績獲秒的成績獲

得銅牌得銅牌。。
天氣太寒冷天氣太寒冷，，越野滑雪的女選手們在她越野滑雪的女選手們在她

們的比賽服下面再加了一層禦寒保暖衣們的比賽服下面再加了一層禦寒保暖衣。。
她們在她們在 77..55 公裏公裏（（44..66 英裏英裏））的賽道上滑了的賽道上滑了
四圈時四圈時，，強風陣風在冰凍的賽道上吹來了強風陣風在冰凍的賽道上吹來了
暴風雪暴風雪，，選手們用膠帶將帽子貼在臉上固選手們用膠帶將帽子貼在臉上固

定定。。
冬奧會比賽結束後仍留在北京的運動員們冬奧會比賽結束後仍留在北京的運動員們，，隨著隨著《《歡歡

樂頌樂頌》》的演奏的演奏，，遊行進入體育場參加閉幕式遊行進入體育場參加閉幕式。。
北京奧運會閉幕式的開始北京奧運會閉幕式的開始，，標誌著疫情時代繼東京奧標誌著疫情時代繼東京奧

運會後的第二屆奧運會的落幕運會後的第二屆奧運會的落幕。。
盡管在奧運會之前就出現了盡管在奧運會之前就出現了 COVIDCOVID 問題問題，，但中國嚴格但中國嚴格

的奧運系統基本上將奧運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封閉式泡沫的奧運系統基本上將奧運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封閉式泡沫
，，從而將冠狀病毒病例降至最低從而將冠狀病毒病例降至最低。。自自 11 月月 2323 日以來日以來，，在泡在泡
沫內的數千名遊客中沫內的數千名遊客中，，只有只有 463463 人進行了陽性檢測人進行了陽性檢測。。

運動員之間還有很多其他的戲劇運動員之間還有很多其他的戲劇。。其中涉及一名俄羅其中涉及一名俄羅
斯的斯的1515 歲花樣滑冰運動員的興奮劑醜聞使該女子比賽黯然歲花樣滑冰運動員的興奮劑醜聞使該女子比賽黯然
失色失色。。美國滑雪明星米凱拉美國滑雪明星米凱拉··希夫林希夫林（（ Mikaela ShiffrinMikaela Shiffrin ））步步
履蹣跚履蹣跚，，空手而歸空手而歸。。美國出生的自由式滑雪明星谷愛淩美國出生的自由式滑雪明星谷愛淩
（（Eileen Gu)Eileen Gu) 為中國贏得了兩枚金牌和一枚銀牌為中國贏得了兩枚金牌和一枚銀牌，，從而使從而使
中國的金牌總數中國的金牌總數99枚排名第叁枚排名第叁，，而美國金牌而美國金牌88枚屈居第四枚屈居第四。。
挪威挪威1616枚金牌排名第一枚金牌排名第一，，德國德國1212枚金牌排名第二枚金牌排名第二。。

下屆下屆20262026冬奧會將在意大利米蘭冬奧會將在意大利米蘭--科爾蒂納舉行科爾蒂納舉行，，閉閉
幕式舉行了交旗儀式幕式舉行了交旗儀式。。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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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撸猫一直爽，一直撸猫一直爽”

，相信不少爱猫养猫人士深有感受。不

过也有一种说法就是“猫奸狗忠”，有

些人觉得猫咪没有狗狗那样忠心,吃完就

走,吃完就忘。这是真的吗？难道猫咪真

的无情，对人类没有感情吗？今天就来

和大家说说猫咪这种神奇的动物！

01，神奇的动物——猫咪

相信不少养猫人士都会觉得，猫咪是

一个神奇的小动物，它是当代人类生活的

一大快乐源泉，堪称人生赢家必备宠物！

当你半夜被它一屁股坐醒；当你辛

苦收拾的桌面被它一爪子掀翻；当你刚

换的纸巾被它瞬间抓乱；可，只要你看

它一眼，你的所有怒气都会在这一瞬间

烟消云散......

那么问题来了，小猫咪这么神奇软

萌的动物，到底是怎么被驯化的呢？

02，猫咪为什么会被驯化？

最早发现的猫被驯化痕迹之一是在

距今约9500年的塞浦路斯。

墓主人旁边有一只猫和一些饰品作

为陪葬。我们猜测，这大概是和新仙女

木事件有关，不过和仙女和魔杖和马猴

烧酒都没什么关系。叫这个名字是因为

大概一万年前，这个名为“新仙女木”

的草本植物在那个时期的分布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

在这之前，地球是温暖宜人的，甚

至南北极都融化了相当大的面积，然而

短短几十年内，地球温度迅速冷却了七

八度，这种冰冻持续了近1000年。也就

是我们熟知的“冰河世纪”末期。面对

这样的危机，智人的优越性开始展现，

他们短时间内发展出了农业。

于是人类开始种植农作物，此时，

老鼠和鸟类泛滥就成了可以影响农业产

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可以从关于现

代农业的文献中看出鼠害对农作物产量

的重要影响。再往前倒退几千年，那损

失也只能更加惨烈。鸟类也是一样，鸟

群所到之处可以说是颗粒不留。

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人类开始驯化

猫来捕捉老鼠和鸟类。于是我们和猫都拥

有了更多的食物。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

友，对待朋友我们也不能太抠门，没有农

作物的时候也可以给猫提供一定的食物来

刷一些友好度。久而久之，人类猫就被就

被成功驯化了。经过长期的拉锯战，猫在

人类阵营的友好度终于刷至满级。

03，猫咪是如何讨好人们的呢？

这时，有的人就问了，猫咪是怎么

将友好度刷到满级的呢？它们天生就这

么粘人吗？

首先是利用人类的怜幼特

性。尽管和老虎、狮子、豹这

些让人类颤抖的生物是近亲，

可是到了猫这里，就变得小巧

可爱了：肉嘟嘟的的脸蛋，软

绵绵的身子，可以说非常能触

发我们人类的怜幼特性，自然

让人沉迷。

说一个可能颠覆你的认知

的事实：猫咪其实在努力讨好

人类。它们为了吸引和讨好人

类，猫甚至还有很多生物学的

改变。

比如猫甚至进化出了慢速眨眼

的技能。在一项朴茨茅斯大学的研

究中，研究人员对主人和猫之间的

眨眼互动进行了研究，当主人尝试

用放松的微笑眨眼来看猫的时候，

猫也会用同样的行为来回应主人，

这对于猫科动物来说可不简单。

要知道在在自然界中，面对一个体

型比自己大很多倍的动物，闭上眼睛是

非常危险的事情。

缓慢地眨眼这类行为，是人类自以

为的友好行径，并不会被其他动物认可

。但是猫却出现了认可并模仿这种行为

，可能这也是猫和人类在驯化互动过程

中的一种适应。

而且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人与动物

互动实验室”有一项研究证实，和狗一

样，猫也存在对人类“安全依恋”

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先让猫和主

人在一个新的房间待上两分钟，之后让

他们分开两分钟，然后再让他们一起待

上两分钟。结果发现，在有人类在场的

时候，猫咪会表现得更加平和，这也佐

证了，猫看起来高冷，实际内心还是对

主人很依赖的。

由此可见，猫是对人有感情的，而

不少人觉得猫高冷，也许是其的另一种

策略呢。毕竟，人家好歹也是猫科动物

呀，地球上食物链的巅峰存在，多少也

得矜持一下，对不。

“猫奸狗忠”，难道猫咪真的无情吗？

2009年，英国 BBC电视台纪录片

《LIFE》拍摄团队一行人来到了南极，

准备拍摄一些纪录片所需的素材。摄影

师在冰层上凿了一个洞然后将摄像机调

整到延时拍摄的模式下，最后送入了海

底，没想到这一送竟然拍到了让人惊喜

的一幕，刚开始引入眼帘的是一个沉入

海底的海豹尸体，旁边有一些海星在那

里啃食着海豹尸体。

可是就这样还好，当他们把拍摄的

画面放大后，竟然看到了一个诡异的画

面，啃食海豹尸体的，除了那些五颜六

色的海星，竟然还有一些，草来没有人

发现过的，一种长条丝带型的巨型虫类

生物，在那疯狂地贪婪地啃食着沉入海

底的海豹尸体，拍摄团队看到这个画面

后不免心中一惊！后面经过他们的调查

才发现，原来那个巨型虫类生物就是大

名鼎鼎但鲜为人知的——南极巨虫！

南极巨虫是无脊椎动物，属于纽

形动物类，又叫带虫或者丝带虫，属

于纽形动物门。一些种类属于食腐动

物，但是大部分都是非常贪婪的掠食

动物。根据百度的记载，最长可到55

米，寿命大约有40岁。这个长度堪称

南极海底的“尼斯湖水怪”......想一想

，在一个漆黑的深海里，寂静无声，

只有远处一些发光的生物发出暗淡的

光芒，一条55米的南极巨虫从你身边

缓慢的游过，突然停下来注意到了你

，你会怎么办？

作为长条形的无脊椎生物，南极巨

虫利用鼻状物在海豹的皮肤上钻洞，然

后从头部的吻孔中将长吻翻出，长吻有

利于他们深入一些软体动物的体内吸食

。在南极的深海中，南极巨虫主要以蚌

类等软体动物为食，

没有防御力的腐肉也

是他们的最爱。南极

巨虫有不同的种类，

有些种类的长吻可能

有毒，有些种类的长

吻或者可以分泌粘性

液体。

他们作为人类鲜

少接触的生物，暂时

还不清楚他们对于人

类有何价值，但是这

类古老的神秘生物，

一定对生物研究，以

及生命起源有很高的

研究价值。

就现在来说，南极巨虫主要栖息地是

在南极深海，那里人迹罕至，和人类居住

地没有产生冲突。虽然它们体长很长，但

是唯一的武器——长吻，虽然对软体动物

有一定杀伤力，但是对于人类完全没有杀

伤力，毒性只能通过长吻注射到软体动物

体内才有威力，无法扎破人的皮肤，也就

无法对人类进行体内放毒。

世界上最长的虫子—南极巨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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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抗疫骨幹 助重症治療核酸採樣

香港文匯報訊 協助香港應對第五波疫情的
訪港內地流行病學專家團19日到訪香港衞生署衞
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轄下的個案追蹤辦公室，以
及了解特區政府的環境調查工作。

內地專家團19日上午到訪位於新蒲崗的個案
追蹤辦公室，了解特區政府就確診個案進行的流行
病學調查及接觸者追蹤工作，亦分享了內地在個案
追蹤方面的經驗。

下午，專家團與環境保護署、機電工程署和衞

生署人員會面交流。
環境保護署向專家團介紹了該部門就病毒傳播

的環境調查工作和成果，並分析香港建築物內的主
要傳播途徑；機電工程署與專家團介紹了該署在疫
情期間的工作，包括為政府部門就室內通風系統的
設計及運作要求提供技術意見和支援，協助制定及
持續檢視指引以提高不同類別處所的室內環境空氣
素質，並透過進行樣本抽查及個案調查，減低新冠
病毒在室內環境的空氣傳播風險。

專家團考察個案追蹤辦公室

獵鷹號實驗室設備抵港搭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廣州金域醫學

集團的“獵鷹號”硬氣膜實驗室19日順利抵達九龍
公園體育館，21日開始搭建。這是目前通量最大、
設備最先進的獵鷹號實驗室，每日核酸檢測量可達
8萬人份，連同現有實驗室力量，金域醫學在港每
日檢測能力可望提升到20萬人份。

每日檢測量達8萬份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已準備進行

全民檢測。金域醫學調配獵鷹號硬氣膜實驗室馳援
香港。廣州海關安排專人到場檢驗，在第一時間辦
理清關手續，保障這批抗疫物資以最快速度到達抗
疫前線。運送獵鷹號硬氣膜實驗室及相關設施設備
等共計840件物資的貨船於19日到達香港碼頭，隨
後抵達九龍公園體育館，實驗室預計21日開始搭
建，投入使用後每日檢測量最高可達8萬人份。

據介紹，五艙合一的“獵鷹號”硬氣膜實驗室

是金域醫學針對大規模新冠疫情防控的需求，聯合
廣州實驗室推出的高通量核酸檢測移動實驗室，當
中包括試劑準備區、擴增區、樣本處理區等，配有
最先進的全自動核酸提取儀、全自動點樣儀、PCR
等設備，可實現檢測全流程信息化，使用於大規模
核酸檢測的疫情防控需求。獵鷹號硬氣膜實驗室此
前已參與了廣州、西安、寧夏、南京、揚州等多個
城市的疫情防控狙擊戰。

在第五輪疫情，金域醫學主要承接包括香港醫管
局、衞生署、機場、強制檢疫酒店、多個社區檢測中
心、近20個流動採樣站及圍封區域應急檢測等任務。
金域醫學上周緊急部署啟動在香港的第二實驗室，近
日即可投產使用，加上已經到港的獵鷹號硬氣膜實驗
室，在香港的每日核酸檢測量有望達到20萬人份，成
為香港核酸檢測主力軍之一。已到港的金域醫學集團
總裁嚴婷表示，金域醫學依託開展大規模核酸檢測的
豐富經驗，進一步提高核酸檢測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 2月19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國
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深圳主持召開支援香港抗疫
工作第三次協調會。各工作組報告了支援香港抗疫工
作進展情況。第二批援港抗疫醫療防疫工作隊114人
入港，內地援建社區隔離治療設施開工，首批N95口
罩、快速抗原檢測包等醫療物資到港，供港鮮活食品
水路通道開通。

會議重點研究了抗疫物資運輸、增開專用口岸加
快抗疫物資和人員通關速度、推進方艙醫院建設等事
項。夏寶龍指出，非常時期要有非常之舉，各部門要
服從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克服一切困
難，調動一切資源和力量，想出一切辦法支持特區政
府防疫抗疫，確保每一項工作部署迅速、高效推進，
盡快落地見效。

夏寶龍：在非常時期行非常之舉 想一切辦法調一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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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批百精英援港 信齊心定能扛過

工作隊的114名人員，包括4名重症醫學專
家、4名核酸採樣隊管理人員及106名核酸

採樣隊隊員，均為近年廣東省抗疫隊伍中的精
英骨幹，不僅醫療經驗豐富，且大都熟練掌握
粵語和英語，熟悉香港社會。

專家分析分享經驗
工作隊中4名重症醫學專家，分別來自廣東

省人民醫院和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均是
廣東省新冠肺炎臨床專家組成員。專家組組長由
覃鐵和擔任，他更是全國新冠病毒肺炎醫療救治
專家組成員、廣東省新冠肺炎臨床專家組組長兼
重症救治專家組組長。

覃鐵和表示，此行主要與港方臨床醫療專
家就新冠肺炎重型、危重型病例的治療進行交
流、分析和討論，分享內地救治患者的經驗，
並開展相應救治工作。張玉潤則表示，內地與
香港共同成立抗疫工作專班，制定相應工作方
案，工作隊將按工作方案，協助港方開展重症
研究、救治和人群的核酸採樣等方面的工作。

核酸採樣隊成員來自廣東省人民醫院、中
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
院、廣東省中醫院和南方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
院共5所醫院。醫院充分結合過去兩年抗疫經
驗，派出的隊員有豐富臨床經驗，也曾到武漢
抗疫，並參與過多次核酸檢測工作。

疾控局向隊員致敬
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王賀勝19日在隊

員出發前，向隊員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謝，
希望隊員們迅速進入崗位、進入狀態、進入戰
鬥，充分展現內地醫護人員的責任擔當、職業
道德、精湛技藝和精神風貌，堅決支持香港核
酸採樣和醫療救助工作順利開展。

工作隊19日傍晚抵港後下榻香港沙田石門
帝逸酒店，張玉潤抵埗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表
示，負責檢測採樣的人員包括富經驗的醫生和
護士，且特別選擇曾支援香港的醫務人員，他
們亦經常支援內地其他地區。

他續說，將與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了解香
港情況，而目前香港第五波疫情還有巨大不確
定性，具體情況要與香港同行一起評估，但他
表示在內地支持下，對香港抗疫有信心，並呼
籲香港市民遵守抗疫規定，“抗疫靠大家，抗
疫人人都有責，香港市民一定要遵守有關規
定，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

副院長帶領採樣隊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派出22人核酸採樣

支援隊，該院副院長兼領隊張弩指出，為今次
赴港，從物資和人員等方面做了一個多月充足
準備，大家信心飽滿，冀通過實際行動為香港
抗疫作出貢獻，工作隊此次主要攜帶個人保護
裝備，抵港後會根據香港需要再作協調。

參與工作隊的護士司徒妙瓊已是第二次赴
港支援。她表示香港今次疫情更嚴重，但有國
家做後盾，有信心完成任務。中山大學附屬第
一醫院護理部護長徐朝艷亦表示，大家已作好
充分準備，勇於面對困難或挑戰，把香港核酸
檢測工作做好，“有國家的支持，相信香港一
定能夠扛過去，大家齊心戰勝疫情。”

據了解，4名重症醫學專家20日會與香港衞
生官員及醫院管理局專家交流治療新冠肺炎患
者的經驗，以了解香港在診斷、治療及護理病
人，尤其重症病人方面的工作。內地採樣隊則
會進行技術對接，並隨即開展採樣檢測工作。

抗疫工作專班派遣的第二批內地援

港抗疫醫療防疫工作隊，19日經深圳

灣口岸抵港，工作隊共114人，包括4

名重症醫學專家及110名核酸檢測隊員，將全力配合香港特區政府開展重症研究、

治療和核酸採樣等工作，幫助香港盡快穩控疫情。領隊的廣東省衞健委副主任張

玉潤表示，香港疫情防控有內地的支持，對香港抗疫有信心。有第二次赴港支援

的醫護人員表示：“有國家的支持，相信香港一定能夠扛過去，大家齊心戰勝疫

情。”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9日表示，由衷感謝中央援港的措施，力度更

大，速度更快。“我必領導特區政府切實負起主體責任，穩妥處理疫情，讓香港

市民盡快回復正常生活。”

◆夏寶龍要求確保每一項工作部署迅速、高效推進。◆夏寶龍在深圳主持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三次協調會。

◆第二批內地援港抗疫醫療防疫工作隊在車上為香港齊心抗疫加油。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第二批內地援港抗疫醫療防疫工作隊經深圳
灣口岸赴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張弦



《四海》口碑票房雙崩盤，韓寒恐需自擔上億盈虧

《大話西遊之緣起》選擇了在原址拍攝，時

隔27年，當吳孟達拖着年邁的身軀再次踏上銀川

這片故土時，他已經發現拍攝地早已經沒有27年

前的那般荒涼。

如今的銀川，已經取得了非常不錯的發展成

績，特別是在保護環境、固沙、植樹造林這方面

成果顯著，能夠明顯看到95版《大話西遊》中基

本上大部分都是沙漠的景象，而2022版《大話西

遊之緣起》中，確實能看到綠色植被和草壤鞏固

的沙地。

達叔在片中飾演達叔，是的此處並沒有寫錯

，達叔一出場就在教訓整天做白日夢的兒子至尊

寶，達叔拖着至尊寶從房間裡出來幹活，周圍街

坊鄰居打招呼也齊聲喊的是「達叔」兩個字，這

一幕實在讓人有些感動。

這部《大話西遊之緣起》，講述的是至尊寶

和紫霞結婚的前世，儘管最終至尊寶都沒能成功

拔尖出紫霞的寶劍，但他們之間的愛情卻依然刻

骨銘心。

他們是那種相信命運的典型情侶，相信命中

注定，所以找到對方後倍加珍惜對方，總體來說

前片段主要以懷念達叔為主，後半段的主角戲才

是至尊寶和紫霞之間的愛情。

達叔在劇中塑造了一個年邁的慈父形象，他

可以為了兒子不顧一切地犧牲自己，甚至為了解

決兒子成家的心願，不惜以自己的名義讓兒子去

幫忙搶花球，這多多少少有些滑稽的父親象形象

，其實內里藏着一位慈父對孩子無比深沉的愛意

和臨終的託付。

相信每一位看電影的觀眾在看到這樣一位由

達叔飾演的慈父形象時，都會感到無比治癒，儘

管現實中的達叔已經長眠了，但電影中的達叔還

安在，並且他還有一位那麼孝順，本領那麼強的

至尊寶在陪伴着他。

大量觀眾在電影下方的評論區留言緬懷達叔

，時隔27年之後，達叔還能重回故地拍攝《大話

西遊之緣起》，這又何嘗不是冥冥之中的緣分。

除了達叔之後，電影中還有一位原版《大話

西遊》的演員，他就是戲份很少，長得很彪悍，

卻抄着一口聲音很細的女聲。在原版中，他是被

盤絲大仙抓來抬轎子的山匪，在新版中她抬的是

青霞。

除此之外，劇中還有幾位香港電影的黃金配

角，他們幾乎都是被星爺直接捧紅的，這就是

《大話西遊之緣起》這部電影的一個個彩蛋。

《美人魚》中那個被一紙填海批文氣到炸的

鄭總，這次成為了《大話西遊之緣起》中的牛員

外，並且這兩個角色在台詞上還互相呼應了，同

樣是關於「一根毛都沒有」，但這次的台詞用得

更加妙。

同樣是《美人魚》中的那個扮演美人魚的博

物館館長，這次也出現在了該片之中，不過他沉

迷於美色的樣子，是真的好笑。

《美人魚》和《西遊降魔篇》中有非常驚艷

表現的張美娥，她可是把「腎虛公子」懟到無話

可說的人。

最大的彩蛋，是距今最為遙遠的《功夫》，

將一本《如來神掌》交給阿星的那個流浪漢，這

次也在電影《大話西遊之緣起》有精彩客串。

總體來說，這部電影非常不錯，故事情節設

計得有趣，演員們的演技都在線，很多鏡頭還能

看到致敬原作的地方，比如面具、城牆、綿羊，

總之這部電影融入了太多太多的情懷，值得觀眾

們去細細品味。

《大話西遊之緣起》
火得一發不可收拾

由周星馳和吳孟達創造的經典港片《大話西遊》，無疑是很多人腦海中深藏的記憶。
儘管被稱為華語影壇 「黃金配角」 的達叔已經永久長眠了，但他生前拍攝如今才上映的電

影《大話西遊之緣起》，卻成為了悼念達叔最後的一部遺產。
該片在網絡平台上線免費播放，短短7天之內，就收穫了超過5千萬次的播放量，可謂是火

得一發不可收拾，由此可見國人對《大話西遊》IP的熱愛，以及體現出國人對達叔濃濃的思念
之情。

上線7天，5千萬次播放

當前，很多人都已經結束春節假期，投身

到學習和工作之中了，但是春節檔上映的電影

卻沒有因此而低迷，仍然處於激烈的競爭之中

，觀影人數還是在持續增加，不過就目前的形

勢來看，就可以得出哪些電影會被早早踢出春

節檔了。就春節檔上映的8部電影來看，票房

與口碑首當其衝的就要屬《長津湖之水門橋》

了，拿到了35.17億。春節檔的「黑馬」《這

個殺手不太冷靜》也拿到了22億的票房。

就張藝謀執導的《狙擊手》，受到排片的

影響，雖然在票房上沒有過人之處，但是憑藉

着高質量的水準，口碑頗豐以7.7的高分碾壓

7.2分的《水門橋》好評如潮，如今在冬運會

開幕式的影響下，很多觀眾直呼自己欠張藝謀

一張電影票，單日票房有所上

漲，頗有後起勃發的態勢。但

是，有一部影片從上映之初就

令人大呼失望，那就是《四海

》。如今的《四海》是口碑票

房雙崩塌，處境令人唏噓不已

。

上映之前，「含騰量」高的

《四海》就頗受關注，可以說

現在的沈騰成了保障票房的一

劑良藥，再加上賀歲檔常客劉

昊然的加盟，讓整部電影的期

待值拉滿，都想着在韓寒的指導下能夠再創佳

績，畢竟參照韓寒的前三部電影作品，口碑還

是十分不錯的。像是《後會無期》、《乘風破

浪》、《飛馳人生》都值得肯定，分別拿下了

豆瓣7.2、6.8、6.9的評分。

可以說，《四海》在春季檔輸的是體無完

膚，與同期上映豆瓣7.5的電影相比，豆瓣的

5.6 的成績真的很難拿出手，是春季檔中的

「差生」代表。在上映前，鋪天蓋地的宣傳讓

觀眾對《四海》的期待值倍增，各大影院也是

想着能靠《四海》大賺一筆，誰成想大年初一

上映第一天，「《四海》難看」的詞條就登上

熱搜，點進去一看盡收眼底的都是失望。觀眾

評價道，《四海》就像寡淡的洗碗水一樣，沒

有滋味。還有人說看哭了，難看哭了，希望豆

瓣能夠半顆星評分選項。

確實，自從《四海》官宣劉浩存之後，不

少觀眾都直呼膈應人，主要還是因為劉浩存家

庭的黑料，還是資源咖，總有一種行不對位的

感覺，所以就引發了網友的群起牴觸，再加上

一些洗白的熱搜，例如夸劉浩存演技的，讓很

多觀者更是感覺非常的反感。可是就《四海》

的差評中，指責演員的評論很少，反而是感覺

故事情節以及劇情太過拖拉平淡，而且還時不

時加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生哲理，用力過猛的強

行文藝讓觀者直接「儒學三連」如坐針氈、如

芒刺背、如鯁在喉。

《四海》口碑的下跌也引發了一系列的連

鎖翻譯，在此之前就曾透露過這部電影投資將

近3億，這就意味着票房達到9億以上才會回

本，可是就現在的情況來說，票房很難有增長

，在上映第11天的時候，票房到了5億，可是

到了第17天的時候，才增長了0.23億元，所以

說《四海》虧損已成必然。

看到這種情況，韓寒也不免會焦頭爛額，

之前韓寒也是稱自己會承擔虧損。如今，韓寒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也是積極轉發一些《四海

》的好評，想要激起觀者對《四海》的興趣起

死回生一下，但是觀眾買賬的還是很少，畢竟

差評已經擊退了大批的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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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年輕的演員，邱偲琹把任何經

驗都當作珍貴的教材。演出《如果花知道

》讓她對於喜劇的表演有了全新的認識：

「我記得戲剛開拍的時候，我每次演完會

看回放，發現自己以前的演法沒辦法搬到

電視機前面被明顯看見，所以要不段把表

演放大再放大... 一開始不適應，總覺得抓

不太到導演需要喜劇感，後來有越拍越熟

。」

喜劇感難拍、《如果花知道》連眼淚

都要連戲這件事也讓邱偲琹上了一課：

「畢竟戲裡也有生離死別的戲碼，有一些

情緒很重的戲，導演不會要求搞笑、也會

讓整個層次變多。」

「但因為是打橫拍，為了要讓這場戲

跟很久以前拍的那場戲連戲，例如進到花

療室要表現情緒片段，是要和之前的回憶

戲情緒一樣，卻是跨時空分兩場拍的，要

在兩個時空裡眼淚要連戲、要給出的感覺

要一樣，真的不容易！」邱偲琹並也佩服

《如果花知道》的眾演員們，每個演員都

可以馬上切換：「大家明明上一刻還在嬉

笑怒罵， action 之後突然都可以變得很正

經！」

在《如果花知道》演網紅直播主，邱

偲琹透露不論是朋友或自己都愛在ＩＧ上

直播，演起來不難。平常也喜歡看老高這

種討論奇異事件的頻道，大概都可以知道

這種「神秘學」類型的網紅要如何詮釋。

但「演戲」這件事，對於 23 歲的邱偲琹

而言，有種越來越不容易的感覺。

18 歲就獲得金穗獎肯定的她，提到

「得獎」這件事，恍若隔世：「我當初並

不知道自己要什麼，可能因此演得比較自

然，以此得到評審的心。但現在懂得自己

要什麼了，會比較糾結，也會有得失心了

。」

現階段的邱偲琹認為自己的表演生涯

壓力在於「下一關」，坦言演戲這種事，

努力和運氣都會有，現在能做的事就是努

力。

邱偲琹真實的生命經驗和《如果花知

道》有呼應之處：「我有很多轉換環境的

經驗，一開始是因為爸媽工作，後來是我

高中轉學、選擇要讀表演藝術。那年，我

的夏天遇到一段不開心的友誼經驗，能在

《如果花知道》和吳季璇和蔡祥演到類似

的戲，對我來說是一種療癒。」

回憶起拍攝《如果花知道》的點滴，

邱偲琹忍不住提起：「我的腦袋裡面全部

都是警局的角色在裡面大笑的部分！」原

來不只是聚焦在斷捨離，《如果花知道》

的喜感也真的渲染進演員的內心。

才在電影《親愛的殺手》裡演完苦情

少女泡麵，轉頭演出《如果花知道》裡的

開心少女網紅戴希，這讓邱偲琹在戲外也

變得開朗充滿正能量。

女孩笑說自己喜歡在團體中扮演開心

果的角色：「有時候妳非得要這麼快樂，

是因為人生已經很苦了，開心確實是一種

掩飾。但掩飾久了會變成習慣，也會造成

實質層面的正能量傳遞，一切會變真的。

」聽起來是否太顧大局或太成熟、不像個

23 歲的女生？邱偲琹露出一個不讓大家擔

心的笑容：「我現在已經是真的變開心了

。」

全 40 集、 11 單元的《如果花知道

》已於情人節季在衛視中文台全數播畢，

並於 2/14（一）20：00 起，至 2/27（日

）23：59 在 YouTube 上架全片限時看。

想要把握的觀眾，快安排追劇計畫，與

《如果花知道》網路再相見。

《如果花知道》
喜劇哭戲連戲都是挑戰！

九歲就開始接觸表演、並在 18
歲即獲得金穗獎最佳演員獎所肯定的
女演員邱偲琹，今年芳齡 23 ，卻已
經演過不少戲、反覆打磨了自身演技
。在新戲《如果花知道》中飾演的是
網紅直播主戴希，邱偲琹表示自己很
早就有喜歡直播的習慣，加上片中角
色是個直率、可以大鳴大放的把情緒
全部舒展出來，演這齣戲讓她頗為身
心舒暢！

2022 新台劇再+1！日前愛奇藝宣布

2022年將推出全新台劇《第九節課》，並

由許瑋甯、陳昊森、薛仕凌主演，不僅三

主角都是實力派卡司，還是以「師生戀」

為題材的台劇，劇中許瑋甯和陳昊森將大

談相差15歲的禁忌戀情，引發滿滿期待！

快往下看更多介紹吧～

2022年愛奇藝將推出的新台劇《第九

節課》，由許瑋甯、陳昊森、薛仕凌及尹

馨主演，不僅結合了經典不敗的甜寵、浪

漫元素，更以禁忌的「校園師生戀」為主

題，現實相差12歲的許瑋甯與陳昊森，在

劇中將談起相差15歲的禁忌師生戀，同時

也是兩人拍過年齡跨度最大的一部作品！

許瑋甯在《第九節課》中，飾演高中

國文老師「陳孟筠」，有很多開高衩窄裙

搭配白襯衫的造型，相當符合大眾對於

「美女教師」形象的穿著。而這是許瑋甯

首次扮演「國文老師」的角色，和以往的

推理、懸疑劇比起來，如何演繹角色內心

的心結是重點之一，整體來說並沒有比較

容易，十分有挑戰性！而陳昊森在劇裡飾

演愛鬧事的數理資優生「張一翔」，和國

文老師「陳孟筠」從一開始的不對盤到後

來互相萌生曖昧情愫，除了可以看見浪漫

校園戀情，兩人也將詮釋在這段禁忌戀情

中的內心掙扎。

這同時也是陳昊森繼電影《刻在你心

底的名字》後，再度飾演高中生，只不過

《第九節課》裡陳浩森不僅要演出學生的

面向，還有作為兒子、男友的不同模樣，

再加上與女主角的情感變化轉折多，讓陳

昊森本人覺得挑戰起來非常過癮，大家可

以期待陳昊森的嶄新演技面貌啦！

金鐘視帝薛仕凌則飾演暖心學務主任

「李大為」，在劇中暗戀著「陳孟筠」，

也將和男女主角發展出複雜的三角關係，

令不少觀眾已經開始期待薛仕凌的演出，

到時播出一定又能掀起一陣男一派vs.男二

派的話題！

由許瑋甯、陳昊森、薛仕凌共同主演

的台劇《第九節課》，也將於2022年正式

開播，實力派卡司搭上校園師生戀題材，

令人相當好奇三主角會在劇中擦出什麼樣

的火花，開播後很有機會掀起一陣討論熱

潮啊！

師生戀台劇《第九節課》2022開播！
許瑋甯、陳昊森大談禁忌師生戀，視帝薛仕凌也出演！

周興哲及李沐主演的「我吃了那男

孩一整年的早餐」全台票房突破5000萬

佳績。很多人都被金馬影后陳淑芳在片

中的火鍋戲，和劉品言的雞湯戲感動到

紅了眼眶。

陳淑芳扮演周興哲的奶奶，國寶級

的演技讓這個刀子口豆腐心的奶奶演

來深入人心，一場于子育扮演的媽媽

與婆婆的合解戲，一家三口連同周興

哲坐在早餐店中吃火鍋，陳淑芳和于

子育簡單的對話，幾個眼神，就讓氣

氛非常動人，讓一旁看她們演出的周

興哲都驚呼：「淑芳阿姨真的太厲害

了。」而這場吃火鍋的戲，也成為觀

眾難忘的一場戲，其中兩人分享蝦捲

的設定，也同時向前年台灣電影票房

冠軍作品「孤味」致敬。

「孤味」的監製徐若瑄知道陳淑芳在

台中拍攝「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時，特別叫了餐車到現場，慰勞劇組，為

陳淑芳加油打氣，讓她非常開心：「我的

女兒（徐若瑄在『孤味』中演陳淑芳的二

女兒）真的很了解我，都準備我愛吃的，

太貼心了。」

而劉品言在電影中突破演出李沐的

媽媽，近來因「華燈初上」表現亮眼的

她，再次展現不一樣的演技，為了培養

熟悉感，她還特別抽空提前幾天和李沐

聊聊天來準備角色，她說：「我在片中

扮演項母，就像所有的媽媽一樣，有了

小孩後就沒有自己的名字了。」演來頗

有感悟！

一場李沐誤會周興哲喜歡校花，而

在媽媽面前傷心流淚的親情戲，劉品言

以雞湯安慰她，原本緊張的母女關係也

獲得和解，劉品言含淚說出金句：「這

世界上，沒有非在一起不可的事。」讓

很多觀眾都紅了眼眶，她與李沐演來非

常動人，很多觀眾都說被這場母女和好

的戲碼感動。

陳淑芳 「早餐」 致敬 「孤味」 徐若瑄驚喜贈餐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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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文友傳上 「虎年運程 之脫貧
七式」 給我，告知此佳音自新年由香港
黃大仙廟宇公佈出來之後，引起港九坊
界民眾熱烈迴響。友人知我在美國報界
及網路上名氣響亮，特別轉來，希望我
的 「粉絲」 看到，依所說而行，一定會
財運大增！

既蒙好友過譽，我不妨借花獻佛，

若然有讀者真是憑此而高中 「樂透」 ，
勿忘記本人乃運財書生，賞我不分之一
的報酬，我定心滿意足矣！

第1式 自製 「Om ah Hung」 魔法能
量水

我們人的身體有90% 是由水份組成
，所以一定要改變身體中水份的能量，
才能改善運氣。記住，水為財，每朝一
早醒來，就要記得喝水，也不是隨便喝
一杯，而是要跟着我對着杯水念這個咒
語： 「Om Ah Hung 」 ，一念要念七次
，這樣那杯水就能得到能量的加持了！
念完了嗎？之後把水喝下，那麼身體每
一個細胞都會變成好的能量了。

第2式每早朝東繞圈轉轉運
每一天出門，先朝着東方前進，因

為每一個方位亦有不同氣場，東面最旺
財。當然很多人跟我說分不清東南西北
，又或不順路。不緊要的，那就先向東
行一會，繞最少一圈，最好是三個圈後
，才由那裏轉回你本來的方向吧。

第3式每日三拍掌，財運滾回來
受貧窮所困的人難免比較自卑，我

建議大家每天拍掌三下，增加自信及陽
氣。在我多年來的修行中，拍掌是有非
常強勁的功效的。每日都拍掌，作用是
增加陽氣、能量及自信，最重要是可以
拍走所有衰氣！由今日開始，每天連續
而且非常用力地拍掌三下吧！

第4式盡 「黐」 好運的人
一個人行運，氣場自然好。因為有

光照耀，面色紅潤；而運氣不好的人，
則就只有衰氣了，面色暗沉。如果遇上
了正行運的人，一定要多 「黐」 ，多與
這類人交往。俗語有云： 「搭沉船」 ，
如果經常與行衰運的人來往，就會被拖
累，當一個人行好運全身會發光，百無
禁忌，多跟他們握手擁抱，沾染運氣，
自己的財運也會跟着改變的。

第5式 哪裏人氣旺，就到哪裏借大
運

如果想運氣好，就要去最旺的地方

借運。福地不一定難找的，你只要去城
中生意最好的店舖，無論是餐廳、時裝
店等，甚麼類型的店也沒所謂，最緊要
是人來人往，大排長龍。你可以去消費
，又或只繞一圈也可，他們生意這麼好
，一定有原因的！可能是店主懂拜神，
找師傅調整過風水，又或位於氣場強勁
的土地上，總之哪裏旺，就到哪裏行大
運，借個地運。

第6式自製鹽結界，擊退惡靈
用一個透明的玻璃杯盛着鹽放置在

家門邊。西洋魔法中，我們是用鹽作結
界的，為何呢？因為每逢是不好的磁場
，看見鹽就會避開，所以我建議把鹽放
在門邊，就等於形成了一個陣，能擊退
惡靈或壞的氣場，不能入屋。

第7式自製米水，布施積功德
每天用一樽水，放幾粒米進去，每

天把這些米水倒出屋外，還記得第一式
的魔法咒語 「Om Ah Hung 」 嗎？潑完
後，要把咒語念三次，就等於做了布施

，每天堅持完成，會為你積累很大功德
的。別以為潑出去的水沒用，其實是布
施給你看不到的眾生，一邊念 「Om Ah
Hung 」 ，一邊倒米水，為自己賺得大量
運氣。

佛教理論提到，人今世之所以會窮
，是因為前生殺生嚴重。除了殺生的工
作，上一世大魚大肉也是一種間接殺生
，罪孽很重的。所以今世如要改善運氣
，就要戒殺，減少肉食，多吃素，以積
功德！

虎年，祝各位朋友虎虎生威，百毒
不侵，財源廣進，萬事如意！老虎被喻
為是威武勇猛的動物，真希望以老虎的
威猛，能夠趕走死纏爛打了已三年的疫
情。

年關己到，我也來了興致，寫一副
簡帛春聯， 「牛尚謙敦修厚德，虎當勇
猛晉新功——辭舊迎新」 ，甚有玩味，
靜候新年的改變，希望紫氣東來。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虎年運程虎年運程 之脫貧七式之脫貧七式 楊楚楓楊楚楓

王朝旅遊王朝旅遊20222022首發團首發團————
33//1212----33//1313兩天償郁金香悠遊之旅兩天償郁金香悠遊之旅

隨着疫情漸漸緩解，我們亦學習如
何與疫情共存，令到大家出門旅遊的意
欲大大提高。在2021尾季，我們帶領
近200名旅客遊遍美国11個洲，讓客人
驚訝的是我們美國本土有著好山好水好

景色，可以比美歐卅亞洲，分庭抗禮。
在廣大客戶支持和再次要求下，王

朝旅遊懷著強大的信心，於今年3月
12-13日帶領大家去達拉斯觀賞鬱金香
。大家知道嗎，不同顏色的鬱金香有著

不同的寓意哦——紅色鬱金香花語：我
愛你。黃色鬱金香花語：沒有希望的愛
、無望的戀情。粉色鬱金香花語：美人
、熱愛、愛惜、友誼、幸福。紫色鬱金
香花語：高貴的愛、無盡的愛、忠貞的

愛。黑色鬱金香花語
：神秘和高貴。白色
鬱金香花語：失戀、
失去的愛。為了讓大
家在安全以及放心的
狀態下，不用坐飛機
去到荷蘭亦可欣賞到
嬌艷盛放的鬱金香美
景，而他們的植物公
園更是包羅萬象不容
錯過，另外，喜歡海
洋的朋友，我們會帶
領大家參觀號稱五大水族館之一的達拉
斯水族館。在悠遊的旅遊中，讓我們也
來一點刺激吧牛仔表演，此表演將帶動
全場冠眾搖身吶喊，重逢塔塔頂的光芒
定吸引大家眼球。如果不想參加行程天
數多的的團，又只有週末可以出行的話
，那這個團便是你最佳選擇。——休斯
頓出發，費用僅為 $398/人，費用包含
：早餐、酒店、導遊、司機、小費及門
票。欲知詳情請致電王朝旅遊：
713-981-8868！

此外，今年6月1-10日還有一個重

磅西南巨環——丹佛進出，國家公園系
列10日遊（包含三天深度遊覽黃石公
園），行程景點盡是靚麗精華，熱烈歡
迎大家致電咨詢報名！

王朝旅遊 All America Travel &
Tours 6918 Corporate Driv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 中國城 精英廣場內 地鋪#A14 (
敦煌廣場側, 百利大道 大通銀行後面)

Tel 電話: (713) 981-8868
微信（WeChat）：aat713

Fax 傳真: (713) 981-8870
AAplusVacation.com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安排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安排
22月月2121日日--22月月2727日每晚日每晚77點點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視
15.3是美國南部八州唯一的華語電視臺，
7天24小時播出華語節目，每天下午6:30
播出《美南新聞聯播》 ，每晚7點播出30
分鐘的自辦專題節目。

本周一2月21日晚7點是《生活》節
目，本期是《修車師姐》，完整修車廠負
責人修車師姐徐雲將告訴您“車子汽油泵
的原理和作用”，2月26日晚7:30重播。

本周二2月22日晚7點是陳鐵梅主持
的《美南時事通》。

本周三2月23日晚7點是王潔主持的
《美南時事通》，本期話題是“貸款時效
與信譽度，嘉賓為GMCC萬通貸款創始人

James、資深貸款顧問Raymond、達拉斯
的資深貸款顧問Michael.

本周四2月24日晚7點是sky主持的
《子天訪談錄》。

本周五2月25日晚7點是美南新聞總
編輯蓋軍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本周六2月26日晚7:30重播本周一的《修
車師姐》。

歡迎大家收看STV15.3每晚7點的自辦
節目《美南時事通》、《生活》和《子天
訪談錄》，您也可以在美南網Scdaily.com
收看直播，youtube 頻道 Stv15.3 Houston
同步收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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