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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畫頁

【本報訊】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
versity）截至今天中午統計，官方通報的罹患COVID-19死亡
人數來到599萬9158人，逼近600萬大關，顯示進入第3年的
疫情離結束尚遠。

美聯社報導，在各地染疫死亡人數方面，香港染疫死亡人
數正在飆升，為了堅持中國的 「清零」 策略，香港正對全部
750萬人口第3度病毒檢測。

而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其他東歐國家的死亡率仍然
很高，而且還有100多萬難民從飽受戰爭蹂躪的烏克蘭抵達這
個地區。烏克蘭的疫苗接種覆蓋率很低，染疫率和死亡率都很
高。

儘管美國富有而且可用疫苗充裕，但通報的死亡人數接近
100萬。

2020年初疫情開始流行後，經過7個月全世界死亡人數達
到100萬。4個月後，又有100萬人死亡，以後每3個月就有

100萬人死亡，到2021年10月底死亡總數達到500萬人。現
在死亡人數已逼近600萬，比柏林加上布魯塞爾的人口總數，
或者整個美國馬里蘭州（Maryland）的人口總數還要多。

儘管600萬的數字已很大，但毫無疑問世界死亡人數在早
些時候就已超過600萬人。這是因為世界有些地區的疫情通報
和病毒檢測情況不佳，導致低估染疫死亡人數，此外還有與疫
情相關但不是由實際染疫造成的超額死亡案例，例如有些人的
死因原本可預防，但因醫院人滿為患而無法接受治療。

入口網站 「用數據看世界」 （Our World In Data）負責人
馬修（Edouard Mathieu）說，研究各國超額死亡數據時，會
發現可能死於疫情的人數多達通報死亡人數的近4倍。

英國期刊 「經濟學人」 （Economist）研究小組分析額外
死亡人數後估計，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造成的死
亡人數在1400萬至2350萬之間。

麻省總醫院發現一種引發麻省總醫院發現一種引發
以女性為主的心髒病的基因基礎以女性為主的心髒病的基因基礎

疫情進入第疫情進入第33年年官方染疫死亡數逼近官方染疫死亡數逼近600600萬萬

• 供應心臟的血管撕裂，稱為自發性冠狀動脈夾層
(Spontaneous Coronary Artery Dissection）或SCAD，是50
歲以下成年人，特別是女性，一種嚴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引發
心髒病的原因。
• 直接產生纖維狀膠原（血管壁的基本成分）的基因突變似
乎使個體易患SCAD

發性冠狀動脈夾層(Spontaneous Coronary Artery Dis-
section）或SCAD，是50歲以下成年人，特別是女性，一種
嚴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引發心髒病的原因。

儘管SCAD的病因尚不清楚，但風險因素包括女性風險高、
近期分娩、動脈壁細胞的不規則生長（纖維肌肉發育不良）
、偏頭痛史、抑鬱/焦慮、以及使用口服避孕藥或治療不孕症
中使用激素。

目前，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已經確定了SCAD的潛在
遺傳基礎：控制纖維狀膠原蛋白生產的基因發生突變，纖維
狀膠原蛋白是細胞外基質或 "支架 "中蛋白質含量最豐富的部
分，它賦予血管形狀、強度和穩定性。

Mark Lindsay博士表示：“這表明細胞外基質，即血管
的結構部分，在這種疾病中很重要，尤其是基質的膠原部分
。”文章發表在《JAMA Cardiology》期刊。

雖然目前還沒有能夠幫助血管生成或恢復膠原蛋白的療
法，但這一發現為研究SCAD提供了一個新思路，並可能開
發新的療法來預防高危人群的自發性動脈夾層。

Lindsay博士及其同事使用了被稱為全外顯子組測序的遺
傳技術，該技術考察了人類基因組中涉及蛋白質生產和調節
的區域。他們將130名患有SCAD的女性和男性的外顯子與
46,468名沒有SCAD的人進行了比較。

他們確定了纖維膠原蛋白基因的罕見遺傳變異，這些變
異的發生率比冠狀動脈中發現的2506個其他基因的背景值高
17倍。此外，他們發現，與沒有SCAD的人相比，患有
SCAD的人更有可能在纖維膠原蛋白基因中出現這些所謂的 "
破壞性"（異常）罕見變異。

這一發現得到了進一步的支持，有證據表明，與野生小
鼠相比，體內有SCAD基因變體的小鼠，其動脈夾層和擴大
的風險增加，血管中的膠原蛋白也因此發生變化。這種影響
在雌性小鼠中尤其明顯。

Lindsay博士表示：“我們的研究結果對患有SCAD和其
他動脈夾層患者俱有指導意義，這表明在現有的基因檢測中
添加一些額外的膠原蛋白亞型的基因檢測就可能會對檢測出
相關病症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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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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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Lindsay博士
麻省總醫院心髒病專家、遺傳疾病研究員
哈佛醫學院醫學助理教授

【美南新聞泉深】波多黎各超級巨星瑞奇·馬丁 （Ricky
Martin） 星期五晚上在休斯頓牛仔節星形舞台上首秀，為 56,
781 觀眾帶來拉美情調的浪漫歌舞。他熱衷於雙語熱門歌曲，並
以專業製作的高能量表演提醒大家為什麽他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
拉美藝術家之一。

馬丁和他的八人樂隊和一群男女舞者受到拉丁美洲音樂和舞
台表演的許多影響，舞台上一些妖豔的拉美舞，為普通觀公帶來
了一些急需的性感。

當馬丁的名字被宣布時，毫無疑問，許多講英語的美國牛仔
競技賽的參觀都摸不著頭腦。自從他在世紀之交作為西班牙語男
孩樂隊 Menudo 的成員取得了第一次重大成功以來，多年在美國
演藝界爆棚，馬丁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另類拉美音樂人。

他在千禧年早期的熱門歌曲是不得不欣賞的，他不可思議的
英俊外表和拉丁美洲流行音樂在 MTV 中牢牢佔據了自己的位置
，他的一首《Total Request Live》，成為青年炫酷的風向標。

馬丁在美國大獲成功之前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絕對也是巨大
的，所以他將他的團隊搬到美國並不是偶然的。當英國觀眾開始
對他的英語歌曲的演出感到厭倦時，馬丁做出了明智的商業決定

，重回以西班牙音樂為主的音樂，這首先使他成為了
國際明星，在此過程中他又賣出了一卡車的唱片。

總體而言，馬丁已售出超過 7000 萬張專輯，其中
11 首歌曲在拉丁排行榜上排名第一，27 首歌曲進入前
十名。他獲得了一些格萊美獎和拉丁格萊美獎（尤其
是他的獲獎作品沒有任何英語作品），確立了自己作
為拉美獨唱藝人的聲譽。

毫不奇怪，馬丁以他最著名和商業上最成功的歌曲
《Livin' La Vida Loca》開場，這是他的第一首也是唯
一的美國排行榜冠軍，在第一名中度過了五週。開場
時他的舞者團隊穿著暴露，舉著棕櫚樹跳著豔舞環繞
在他的周圍。這位 50 歲的拉美歌手看起來很棒，穿著
鬥篷夾克、黑色裙褲和黑色軍靴，他獨特的完美發型
、修剪整齊的胡須和清晰的手臂肌肉。

馬丁一邊移動臀部一邊問人群：“你準備好享受美
好時光了嗎？”引起了許多已經站起來的觀眾的歡呼

。接下來是他的第四張錄音室專輯 Vuelve 中的《La
Bomba》，自 1998 年以來，馬丁將其列入了每次巡演
的曲目。它展示了他的才華橫溢的銅管樂隊部分，同時
他還在牛仔節星形舞台上跳出了拉美特色的五星級之一的薩爾薩
舞（salsa）。

他 在 舞 台 上 有 許 多 服 裝 的 變 化 ， 插 曲 中 以 “ 跺 腳 ”
（Stomp) 式的鼓手四重奏為特色，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敲擊跳繩
。馬丁再次從 Vuelve 中汲取西班牙熱播的《Lola Lola》，舞者身
穿無袖背心跳著薩爾薩舞、倫巴舞、弗拉門戈舞，並帶有充滿爵
士樂音符伴奏，最後以拳擊手的節奏結束，觀眾熱血沸騰。

排名第12的著名英語熱門歌曲《She Bangs》是當晚最精彩
的表演之一，馬丁的女舞者身著悶騷的蕾絲漁網，在他扮演領舞
者的同時演唱著這首流行歌曲。他的另一首英語流行歌曲
《Shake Your Bon-Bon》，配有真人大小的骰子道具。

馬丁晚上話不多，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聽不到您們的
聲音”，但他這樣做的時候不是為了炒作人群，就是為了表達他
的感激之情。他說： “謝謝您們，我愛休斯頓！” 他在演唱會
上告訴觀眾他是如何贏得了他的第一個格萊美獎的，看台上的手

機燈打開表示祝賀。馬丁在星點舞台上被舉到 20 英尺高的空中
，這個星點舞台就在我的眼前，他流暢地演唱。

他演唱的兩首西班牙歌曲，2006 年的《Pegate》和 2015 年
的《La Mordidita》持續保持熱度。此後，馬丁從頭到腳都穿著
白色，穿著看起來像矯形運動鞋。他的《Maria》（瑪麗亞）被
廣泛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拉丁舞流行跨界歌曲之一。作為一首
銷量達 500 萬的單曲。他的《Un, Dos, Tres》合唱產生了當晚最
響亮的歡呼聲。

幾分鍾後，他演唱一首《Vente Pa' Ca》，然後演唱另一首
《The Cup of Life》結束他的獨唱音樂會。這兩首不可抗拒的歌
曲讓歡呼的人群站了起來，可能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希望演唱會
結束。

本次演唱會也留下一點小遺憾，那就是馬丁在演唱歌曲之間
花大多時間去換服裝，將他演唱的歌曲限制在 11 首。通常情況
下，休斯頓牛仔節音樂會歌手會演唱15首歌曲。

波多黎各超級巨星瑞奇波多黎各超級巨星瑞奇··馬丁休斯頓馬丁休斯頓
牛仔節星形舞台首秀成了萬人迷牛仔節星形舞台首秀成了萬人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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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鵝”衝擊全球市場
金融機構拉響風控警報

在俄烏衝突升溫、歐美將俄剔除出

SWIFT等因素的推動下，全球金融市場

出現劇烈波動，資金風險偏好受衝擊顯

著。尤其是俄羅斯盧布彙率跌幅驚人，

一天之內跌近30%，引發金融機構強化

交易風險控制——外彙交易機構紛紛提

醒客戶密切關注市場動態，甚至有部分

外彙機構已暫停盧布開倉交易。

3月1日，全球資産價格有所企穩，

美元和人民幣彙率小幅下調，而股票等

風險資産則在亞洲交易時段迎來普遍反

彈。多位業內人士指出，隨著國際地緣

政治形勢更加不穩定，未來全球經濟、

政治甚至産業鏈格局等都可能會面臨一

系列洗牌。如何趨利避害，投資者需謹

慎觀察，嚴控交易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地緣政治比較敏

感的黃金市場，因具避險屬性而備受資金

青睐，包括黃金相關股票、黃金ETF和黃

金期貨在內的投資標的獲得資金流入，市

場各方普遍看好其後市發展。

市場大幅波動
強化交易風控
情緒降溫之後，市場正在企穩。3

月1日，盧布彙率在前一日暴跌的基礎

上有所回調，美元兌盧布報價爲105.08

。此前的2月28日，盧布一度跌至1美

元兌換119.25盧布，創下曆史新低，跌

幅近30%。統計顯示，今年以來，俄羅

斯盧布彙率的跌幅已逾40%。

在市場的劇烈波動中，外彙交易機

構紛紛采取應對舉措。證券時報記者從

全球在線外彙交易商嘉盛獲悉，針對近

期盧布外彙期貨波動加劇，嘉盛已暫停

該品種開倉交易。該機構同時提醒，其

他衆多市場可能也會出現波動，玉米、

小麥僅限于電話交易。市場劇烈波動期

間的交易存在極高風險，並不適合所有

投資者進行操作。

南華期貨相關負責人表示，近期的

外彙波動對橫華國際(南華期貨香港子公

司)的業務造成了一定影響，但整體風險

可控。橫華國際也積極關注近期風險因

素，密切跟蹤市場動態，加強客戶交易

風險控制。

回顧曆史，俄羅斯的盧布彙率曾經

長期維持 30盧布兌換 1美元。而後的

2014年，俄羅斯因爲克裏米亞問題受到

西方制裁，並遭遇油價大跌，導致盧布

暴跌，從2014年 7月到2015年 1月，盧

布下跌了48%，彙率跌到70一線。近期

，隨著西方制裁力度的加大，盧布彙率

貶值幅度進一步放大，2月27日美國新

增包括SWIFT禁令、對俄央行部署外儲

進行限制等制裁措施，引發市場擔憂。

時隔一天之後，3月1日避險情緒有

所降溫，美元指數在前幾日大幅上漲基礎

上回調至97整數關口下方，而人民幣彙率

也重新回到6.31。此前，人民幣彙率連續

突破 6.32、6.31， 2 月 28 日最高升至

6.3025，再創2018年4月以來新高。

當日，在全球股票市場的亞洲交易

時段，風險資産普遍出現反彈。其中，

A股上證指數收漲0.77%，日經225指數

收漲1.2%，歐美股指期貨也普遍出現上

漲。而此前一個交易日，受到避險情緒

推動，歐美等全球股市均出現一定程度

的回調，而且標普500指數波動率指數

VIX再度飙升，債券則重新獲得青睐。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認爲，

當前全球大類資産暫不需要定價戰爭進

一步升級的風險，如風險真正發生，烏

克蘭危機上升爲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正

面衝突，大類資産將轉向黃金、原油、

軍工、貨幣市場基金。

顯然，隨著國際地緣政治形勢更加

不穩定，未來全球經濟、政治甚至産業

鏈格局等都可能會面臨一系列洗牌。如

何趨利避害，投資者需謹慎觀察，嚴控

交易風險。

避險溢價已有所顯現
中長期依舊看漲金價
對于地緣政治比較敏感的黃金市場

，因具避險屬性而備受資金青睐，包括

黃金相關股票、黃金ETF和黃金期貨在

內的投資標的獲得資金流入。此前的2

月24日，國際金價一度上漲到1975.7美

元，當日上漲65美元。到3月1日，國

際金價維持在1900美元/盎司附近。2月

份，國際金價上漲5.8%，創下2021年5

月以來最大的單月漲幅。

“金價往往會在事件發生後的幾個

月內維持高位。”世界黃金協會(WGC)

全球研究負責人Juan Carlos Artigas表示

，曆史數據表明，在與重大地緣政治危

機相關的尾部事件中，黃金往往能夠做

出積極反應，盡管價格會出現波動，但

金價往往會在事件發生後的幾個月內維

持高位。此外，黃金擁有一個根基深厚

的高流動性市場，平均日交易額超過

1200億美元 ，且買賣價差較小。所有這

些特點，加之金條不存在信用風險，都

使得黃金成爲搶手的避險資産。

世界黃金協會統計的數據顯示，最

近10年全球央行增持黃金的數量超過

4500噸，截至2021年9月，總持有量比10

年前增加15%，達到約3.6萬噸，增至31年

來最高水平。與黃金儲備不斷提高形成對

照的是，美元的存在感正在下降，全球各

貨幣的外彙儲備占比中，美元占比已經降

至25年來最低水平，並且首次跌破60%。

具體來看俄羅斯，該國自2018年年

初開始大幅出售和削減美債。美國財政

部統計的俄羅斯投資者持有美國國債比

例也從2009年的高點4.2%降至2021年年

末的0.1%。俄羅斯央行的外彙儲備中，

黃金占比已經提升到了22%。

平安期貨首席研究員周拓表示，在

抗通脹、避險二者的共振下，金價將繼

續偏強運行。本次俄烏衝突的不確定性

仍在延續，而俄烏緊張局勢通過能源價

格強化通脹預期，提振金價。另外，美

國中期選舉、伊朗核協議等政治因素也

將對金價構成支撐。

“黃金價格中長期看漲。”東證衍

生品研究院資深外彙分析師徐穎認爲，

避險溢價在黃金定價中已經開始有所顯

現，而俄烏問題對金價後續的影響與是

否有更多超預期的事件爆發息息相關。

中長期看，即便黃金市場上結束了地緣

政治的脈衝式交易，後續因經濟基本面

中長期面臨滯脹風險，這也將進一步助

推黃金價格。

RCEP成員國積極參展2022年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
綜合報導 記者從2022年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

會(簡稱2022年消博會)組委會獲悉，《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成員國積極參展即將于下

月在海南舉辦的本屆消博會。

目前，已有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越南、泰

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共7個RCEP成員國確定參

展本屆消博會，參展總面積逾6000平方米。在企業

方面，包括Hello Kitty主題樂園、資生堂、紅牛等

著名品牌企業確定參展。

日本、韓國和泰國已連續兩年參展消博會。日

本企業參展面積由去年2000余平方米增加到今年的

超過3400平方米。由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牽頭的日本

國家館，從去年的600平方米增加到今年的900平

方米。

“去年首屆消博會有19家企業參展，訂單成

果非常好。”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廣州代表處(中國

華南代表處)首席代表清水顯司說，日本企業從消

博會看到了中國市場的需求，今年將有40多家參

展，涉及高端消費品、日用品、食品等領域。

RCEP生效後，許多企業期望通過消博會平台進

一步開拓中國市場。泰國天絲集團首席執行官許馨雄

表示，RCEP推動成員國之間更深層次的經濟融合，

企業將在消博會上爲中國消費者帶來更多高質量的産

品，爲促進可持續的經濟複蘇提供新活力。

“今年參展面積擴大30%，還將首展新IP合作

款産品。”新加坡健康家電品牌OSIM傲勝北亞區

品牌管理營銷副總經理林曉慧告訴記者，企業正在

研究RCEP原産地累積規則，計劃動態調整産業鏈

和供應鏈。通過消博會能進一步了解域內市場，爲

企業決策提供依據。

海南國際經濟發展局聯絡活動部主任兼北京總

代表黃璀說，2022年消博會將成爲RCEP成員國開

展國際經貿合作的重要平台。她透露，展會期間將

邀請相關國家組展機構參加全球消費論壇系列

活動，探討如何利用RCEP和海南自貿港政策疊加

效應，深化交流合作。

高油價時代來臨：
油氣開采板塊狂歡 煉化等下遊承壓

原油價格在經曆了多年低迷期後，

開始進入高油價時代。

國際油價近幾日連創新高。截至3月3

日18點左右，WTI期貨主力現報113.21美

元/桶，上漲2.36%；布倫特期貨主力報價

115.84美元/桶，上漲2.58%。

而今年以來，油氣行業高景氣度不

斷提升，中國石油股價更是從4.92元/股

上漲到3月3日的5.93元/股，股價上漲

幅度已超過20%。

3月3日開盤，准油股份再次漲停，

已經連收6個漲停板；通源石油更是連

續兩天實現20cm漲停。

3月2日晚間，准油股份發布股票交

易異動公告稱，公司業務收入絕大部分

來源于國內的油田技術服務，公司及子

公司均沒有油氣生産業務。近期國際油

價的上漲對公司未來業績的影響仍存在

不確定性。

隨著高油價時代的來臨，對整個産

業鏈的影響也開始顯現。

高油價時代來臨
油氣開采板塊首先受益
國際油價持續上漲創新高，油氣板

塊相關公司股價大漲。投資者在互動平

台不斷詢問上市公司有沒有“油”？油

價上漲利好哪些公司？

最近幾天，相關上市公司也紛紛作

出了回應。

德石股份稱，公司主營業務是爲油

氣鑽井提供井下動力鑽具等工具及裝置

等，是油氣采掘中必需的工具、設備，

油價維持在曆史高位，將對公司業務發

展帶來積極影響。

此外，海南礦業在回複投資者時表

示，公司持有洛克石油公司51%股權，並

按此股比合並其營收和利潤。截至2021年

第三季度，洛克公司油氣業務營收規模約

占公司總營收的25%。洛克公司原油産品

價格貼合布倫特原油價格，近期布油價格

受國際局勢影響不斷上漲，短期內會對該

公司原油業務産生積極影響；洛克公司天

然氣業務目前主要在中國四川，價格由政

府確定，相對比較穩定。

海鍋股份則表示，公司油氣裝備鍛

件業務與石油價格存在一定的相關性，

若石油價格持續上漲或保持在較高位，

油氣公司可能會增加油氣勘探開發資本

性支出，進而影響油氣設備的市場需求

，給公司油氣裝備鍛件業務帶來增長。

“高油價對上遊油田板塊來講是利

好，國內油田生産積極性會進一步提

升。”金聯創成品油高級分析師王延婷

向記者表示。

准油股份表示，公司所處油服行業屬

于油氣産業鏈上遊，油價的變動對油服公

司業績的影響有一個傳導過程，油氣公司

資本開支是關鍵影響因素，總體遵循“油

價變化—油氣公司業績變化—油氣公司資

本支出變化—油服公司訂單變化—油服

公司業績變化”的傳導路徑。

原料成本攀升
煉化等下遊領域承壓
原油價格的不斷上漲，導致煉化等

下遊領域的壓力越來越大。

瑞聯新材在回複投資者時表示，大

宗化工材料上漲對公司原材料成本是有

壓力的，但公司已采取多種手段積極應

對。一方面會在相對低價的時候加大部

分常用溶劑的采購量，增加短期儲備，

另一方面對受原材料價格影響較大的産

品與客戶采用一單一議的銷售模式。

不過，也有上市公司對此有應對措施。

榮盛石化在互動平台稱，公司目前

産銷兩旺，一般來說，油價上漲會導致

原材料成本攀升，但産品價格也會相應

提升。公司采用“長約+現貨”以及

“期貨套保對衝風險”的操作模式，通

過維持合理庫存應對油價波動的風險。

百川股份也表示，公司會按照生産

計劃，合理預測原材料需求，在保障一

定安全庫存的基礎上，按月組織原材料

采購，在簽訂合同時，會根據合同數量

核算原材料需求，盡量及時簽署鎖定原

材料價格的采購合同，以合理控制價格

波動風險。

“油價上漲對煉油行業來說，煉化

成本增加，快速增長的煉化成本會進一

步向石化下遊傳導，可能會壓縮整個煉

化産業鏈的經濟效益。”隆衆資訊成品

油行業分析師趙桂珍向記者表示，以當

前高價原油進行測算，主營煉廠加工阿

曼原油平均利潤爲960元/噸，相較2月

份利潤均值1380元/噸，回落420元/噸，

綜合利潤相應下降。

趙桂珍舉例稱，從山東獨立煉廠方

面來看，如果以當前高價原油成本進行

測算，利潤空間不足，綜合煉油利潤在

100元/噸左右，處于虧損邊緣。但從實

操成本來看，煉廠大多是加工2個月之

前的原油，利潤相對可觀。

除了煉化領域，加油站的零售利潤

也會逐步減少。

中宇資訊分析師孫亞男也向記者表

示，隨著原油價格漲至高位，批發端價

格順勢上行，而零售價漲幅不及批發端

漲勢，導致批零利潤逐步收窄，當前，

汽柴油批零利潤不足千元，均降至500

元/噸至800元/噸左右，一定程度上擠壓

終端加油站的零售利潤。

鮮花價格高企有望回落
綜合報導 雲南是全國重要的花卉産區、亞洲

鮮切花交易中心，花卉産業發展全國領先。記者近

日走訪發現，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天氣影響，今年鮮

花價格比往年上漲不少，交易量比去年減少。

作爲中國花卉市場的“風向標”和花卉價格的

“晴雨表”，進入2月中旬，昆明鬥南鮮花交易市

場人流量明顯增加，各色玫瑰花被放在最顯眼的位

置，前來購買的市民和批發商絡繹不絕。

商戶馬維孔告訴記者，20枝一紮的玫瑰花今年

最低價格在30元左右，價格上漲明顯。“50元一

紮、60元一紮都有，品質品種不同價格不同，比如

這種粉色的戴安娜玫瑰是80元、白玫瑰賣90元。

”商戶李廣飛告訴記者，玫瑰價格每天會有波動，

但總體價格比去年上漲了1倍至2倍。部分花店銷

售員表示，今年品質較好的玫瑰花批發價格已經接

近往年的花店零售價。

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

從2月5日開始，鮮花交易量一路攀升，花店補貨

勢頭積極，當日拍賣交易總量約411萬枝，各等級

玫瑰均價從1.84元/枝至5.71元/枝不等。隨後幾日

交易行情持續走高，2月9日拍賣交易總量約483萬

枝，爲2022年以來的最高交易量，玫瑰價格不斷上

漲，各等級玫瑰均價從2.46元/枝至7.04元/枝不等

。5天鮮花拍賣總量爲2284萬枝。對比同期數據，

2021年2月5日至9日，5天鮮花拍賣總量2481萬枝

，其中，2月 9日各等級玫瑰均價爲1.08元/枝至

5.83元/枝不等。

“鮮花價格上漲主要還是受供求關系影響。”

雲南曲靖玫瑰花種植者劉凱槟向記者表示，作爲國內

最大的鮮花産區，今年同期雲南氣溫比往年低，鮮花

的生長周期延長，供應量減少。而2月份各地市場需

求旺盛，供不應求，鮮花價格上漲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部分商戶表示，作爲鮮花發貨地，雲南

産出的鮮花還要供應國內外各大城市，同時受疫情

影響，鮮花進口渠道不暢，也讓整個市場供貨量比

往年減少。

不過，進入2月下半月以來，玫瑰花供不應求

的情況得以緩解。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數據

顯示，2月15日，拍賣交易總量爲245萬枝左右，

16日爲300萬枝左右，17日爲360萬枝左右，18日

爲370萬枝左右。相比上半月，交易行情在下跌的

同時玫瑰價格開始回落。2月18日，各等級玫瑰均

價爲1.02元/枝至3.85元/枝。

另據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數據，康乃馨

、滿天星、非洲菊等花卉價格在本月也出現波動，

其中康乃馨均價從2月14日0.81元/枝，大幅上漲到

2月17日的2.23元/枝，隨後一路回落，至2月20日

降至1.28元/枝。

2月14日滿天星均價30.74元/千克，隨後價格

高漲至49.51元/千克，2月17日回落至24.63元/千克

，至2月20日小幅上漲至29.53元/千克。

非洲菊價格在近期波動較大，但整體呈上漲走

勢。2月14日至17日，均價從0.14元/枝漲至0.37

元/枝，2月18日價格跌落至0.24元/枝，2月20日價

格漲至0.31元/枝。

從鮮切花價格整體走勢來看，春節過後，鮮切

花市場價格一路向上，隨後迎來波動。2月3日至

10日，鮮切花指數從704.14猛漲到了1116.75的高

點，隨後大幅下跌到2月13日的441.94點，下半月

指數波動明顯，2月16日指數漲到743.8，緊接著又

是一輪下跌，2月20日指數緩慢爬升至638.66。總

體看2月下半月鮮切花價格已經明顯低于上半月。

隨著天氣轉暖，鮮花生長加快，各地鮮花陸續上市

，預計包括玫瑰等在內的鮮切花價格將進一步回落。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五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五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烏克蘭警察特種部隊在基輔郊區炸毀兩輛烏克蘭警察特種部隊在基輔郊區炸毀兩輛

俄羅斯坦克俄羅斯坦克
烏克蘭國家警察局說烏克蘭國家警察局說，，烏克蘭國家警察特種部隊在基輔東北烏克蘭國家警察特種部隊在基輔東北

約約 3030 英裏英裏（（4848 公裏公裏））的一個小村莊裏炸毀了兩輛俄羅斯坦克的一個小村莊裏炸毀了兩輛俄羅斯坦克。。
在特警部隊發布的一段視頻中在特警部隊發布的一段視頻中，，可以看到快速行動反應小組可以看到快速行動反應小組

的一些成員使用火箭榴彈的一些成員使用火箭榴彈（（RPGRPG））伏擊俄羅斯坦克伏擊俄羅斯坦克。。
一段較長的視頻片段由烏克蘭電報頻道一段較長的視頻片段由烏克蘭電報頻道 All-Seeing EyeAll-Seeing Eye 發布發布

，，顯示特警部隊與坦克之間的互動時間更長顯示特警部隊與坦克之間的互動時間更長。。
在那段視頻中在那段視頻中，，可以看到警察蹲伏在烏克蘭紮沃裏奇村外的可以看到警察蹲伏在烏克蘭紮沃裏奇村外的

一條土路上一條土路上。。 CNNCNN 已經定位並確認了視頻的真實性已經定位並確認了視頻的真實性。。
視頻中可以看到一名警官戴上手套視頻中可以看到一名警官戴上手套，，然後在另外兩名手持然後在另外兩名手持

RPGRPG 的警官身後沿著土路潛行的警官身後沿著土路潛行。。
一名警官說一名警官說：“：“看看，，他在那邊他在那邊。”。”
一名手持一名手持 RPGRPG 的軍官站了起來的軍官站了起來，，發出信號開火發出信號開火，，聽到撞擊聽到撞擊

爆炸聲爆炸聲。。
兩名警官在開始重新裝填兩名警官在開始重新裝填 RPGRPG 時跑回去尋求掩護時跑回去尋求掩護。。
重新裝彈後重新裝彈後，，警官跑回來再次開火警官跑回來再次開火，，又聽到一爆炸聲又聽到一爆炸聲。。
目前尚不清楚坦克是否在還擊目前尚不清楚坦克是否在還擊，，或者警官是否有更多的或者警官是否有更多的

RPGRPG 彈藥彈藥。。
視頻遠處可以看到兩輛坦克視頻遠處可以看到兩輛坦克，，一輛正著火了一輛正著火了。。
其中一名士兵舉起拳頭說其中一名士兵舉起拳頭說：“：“我媽媽會從我身上擠出地獄的我媽媽會從我身上擠出地獄的

。。幹得好幹得好，，孩子們孩子們！！榮耀歸於烏克蘭榮耀歸於烏克蘭！”！”
美國高級國防官員稱美國高級國防官員稱，，俄羅斯發射了俄羅斯發射了600600枚導彈枚導彈，，俄羅斯俄羅斯9595%%
的戰鬥力集中在烏克蘭的戰鬥力集中在烏克蘭

美國一名高級國防官員週日表示美國一名高級國防官員週日表示，，自入侵烏克蘭開始以來自入侵烏克蘭開始以來，，
俄羅斯共發射了俄羅斯共發射了 600600 枚導彈枚導彈，，並將其約並將其約 9595%% 的集結戰鬥力投入的集結戰鬥力投入
烏克蘭境內烏克蘭境內。。

據該官員稱據該官員稱，，美國週日觀察到赫爾松和尼古拉耶夫的戰鬥正美國週日觀察到赫爾松和尼古拉耶夫的戰鬥正
在進行在進行，，俄羅斯軍隊仍在試圖包圍基輔俄羅斯軍隊仍在試圖包圍基輔、、哈希夫哈希夫、、切爾尼戈夫和切爾尼戈夫和
馬裏烏波爾馬裏烏波爾。。

但這些進展遭到了烏克蘭的強烈抵抗但這些進展遭到了烏克蘭的強烈抵抗，，減緩了俄羅斯的進攻減緩了俄羅斯的進攻
。。

與此同時與此同時，，跨越基輔以北約跨越基輔以北約 4040 英裏道路的龐大俄羅斯車隊英裏道路的龐大俄羅斯車隊
仍然停滯不前仍然停滯不前，，但沒有關於距離基輔多遠的最新消息但沒有關於距離基輔多遠的最新消息。。上週晚些上週晚些
時候時候，，它距離基輔市中心約它距離基輔市中心約 1616 英裏英裏（（2525 公裏公裏）。）。

烏克蘭首都基輔上空仍然保留制空權烏克蘭首都基輔上空仍然保留制空權，，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
都保留了大部分空戰力量都保留了大部分空戰力量。。

這位官員補充說這位官員補充說：“：“我們相信我們相信，，該國大部分地該國大部分地
區的烏克蘭人民仍然擁有通訊區的烏克蘭人民仍然擁有通訊、、互聯網和媒體的途互聯網和媒體的途
徑徑。”。”

這位官員還表示這位官員還表示，，美國沒有在敖德薩附近觀察美國沒有在敖德薩附近觀察
到兩棲攻擊到兩棲攻擊，，他們也沒有評估戰爭是否會即將發生他們也沒有評估戰爭是否會即將發生
。。

這位官員無法證實有關俄羅斯人向基輔抗議者這位官員無法證實有關俄羅斯人向基輔抗議者
開槍或違反停火協議以允許人道主義走廊的報道開槍或違反停火協議以允許人道主義走廊的報道。。
這位官員也無法證實俄羅斯人正在召集儲備軍力的這位官員也無法證實俄羅斯人正在召集儲備軍力的
報道報道。。
近近5050名俄羅斯外交官及家人離開紐約返回莫斯科名俄羅斯外交官及家人離開紐約返回莫斯科

據俄羅斯國家通訊社據俄羅斯國家通訊社 RIARIA 報道報道，，近近 5050 名俄羅名俄羅
斯外交官及家人周日離開紐約返回莫斯科斯外交官及家人周日離開紐約返回莫斯科。。

上週上週，，美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要求美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要求 1212 名俄羅名俄羅
斯聯合國外交官在斯聯合國外交官在 33 月月 77 日之前離開美國日之前離開美國。。

理查德理查德··米爾斯大使在上週一的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說米爾斯大使在上週一的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說，，美美
國要求撤換這些外交官國要求撤換這些外交官，，因為他們涉嫌參與因為他們涉嫌參與““不符合他們作為外不符合他們作為外
交官的責任和義務的活動交官的責任和義務的活動”。”。

根據根據 Flight RadarFlight Radar2424 的數據的數據，，美國東部時間週日晚些時候美國東部時間週日晚些時候，，
一架載有被美國驅逐的俄羅斯外交官的俄羅斯政府飛機離開紐約一架載有被美國驅逐的俄羅斯外交官的俄羅斯政府飛機離開紐約
約翰肯尼迪國際機場返回莫斯科約翰肯尼迪國際機場返回莫斯科。。
俄羅斯聖彼得堡警察粗暴毆打反戰抗議者俄羅斯聖彼得堡警察粗暴毆打反戰抗議者

33月月66日日，，俄羅斯安全部隊在聖彼得堡舉行的反戰示威中採俄羅斯安全部隊在聖彼得堡舉行的反戰示威中採
取措施取措施。。社交媒體上發布的視頻顯示社交媒體上發布的視頻顯示，，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反戰抗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反戰抗
議者周日遭到警察的暴力毆打議者周日遭到警察的暴力毆打。。

在視頻中在視頻中，，可以看到抗議者沿著聖彼得堡市中心的涅夫斯基可以看到抗議者沿著聖彼得堡市中心的涅夫斯基
大道行走大道行走。。在喀山大教堂外在喀山大教堂外，，其中兩段視頻捕捉到了抗議者與警其中兩段視頻捕捉到了抗議者與警
察之間的暴力互動察之間的暴力互動。。

其中一段視頻發佈到社交媒體上其中一段視頻發佈到社交媒體上，，顯示一名警察試圖在街上顯示一名警察試圖在街上
拘留一個人拘留一個人。。當一名抗議者上前試圖介入時當一名抗議者上前試圖介入時，，另一名警察出現並另一名警察出現並
將該抗議者推倒在地將該抗議者推倒在地。。

俄羅斯新聞媒體俄羅斯新聞媒體 SOTA VisionSOTA Vision 發布的另一段視頻顯示發布的另一段視頻顯示，，警方警方
試圖將一名女子拘押在地上試圖將一名女子拘押在地上。。

在這兩個視頻中在這兩個視頻中，，更多的抗議者走上前與警察交戰更多的抗議者走上前與警察交戰。。聽到尖聽到尖
叫聲叫聲，，SOTA VisionSOTA Vision 發布的視頻顯示發布的視頻顯示，，警察對被推倒在地的男子警察對被推倒在地的男子
拳打腳踢拳打腳踢。。

在發佈到社交媒體的視頻中在發佈到社交媒體的視頻中，，後來顯示警方成功地將這名女後來顯示警方成功地將這名女
子拘留在地上子拘留在地上，，同時還阻止了抗議者同時還阻止了抗議者。。然後然後，，一輛警車出現了一輛警車出現了
。。

抗議者反複喊道抗議者反複喊道：“：“不要戰爭不要戰爭。”。”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已聯繫聖彼得堡警方詢問逮捕的性質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已聯繫聖彼得堡警方詢問逮捕的性質，，

但沒有立即得到回應但沒有立即得到回應。。
週日週日，，俄羅斯內政部告訴俄羅斯國家新聞媒體塔斯社俄羅斯內政部告訴俄羅斯國家新聞媒體塔斯社，，週日週日

在聖彼得堡約有在聖彼得堡約有 11,,500500 人人““參加了一次不協調的集會參加了一次不協調的集會”，”，約有約有
750750 人被拘留人被拘留。。

據追蹤拘留情況的獨立人權監測組織據追蹤拘留情況的獨立人權監測組織OVD-InfoOVD-Info稱稱，，週日至週日至
少有少有44,,640640人在俄羅斯因全國各地的反戰集會而被拘留人在俄羅斯因全國各地的反戰集會而被拘留。。該組織該組織
計算計算，，自入侵以來自入侵以來，，俄羅斯已有超過俄羅斯已有超過 1313,,000000 人因反戰示威被捕人因反戰示威被捕
。。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上帝不會原諒的上帝不會原諒的””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於週日發布了一段新的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於週日發布了一段新的 FacebookFacebook 視頻視頻
。。

視頻的標題是視頻的標題是：“：“今天是寬恕星期天今天是寬恕星期天，，但我們不能原諒成百但我們不能原諒成百
上千的受害者上千的受害者。。沒有戰爭沒有戰爭，，也沒有成千上萬的人遭受苦難也沒有成千上萬的人遭受苦難。”。”

““而且上帝不會寬恕而且上帝不會寬恕，，今天不會今天不會，，明天不會明天不會，，永遠不會永遠不會。。除除
了寬恕之外了寬恕之外，，還有審判還有審判。”。”
澤倫斯基指責俄羅斯總統普京策劃炮擊烏克蘭領土是澤倫斯基指責俄羅斯總統普京策劃炮擊烏克蘭領土是““蓄意謀殺蓄意謀殺
”。”。

澤倫斯基說澤倫斯基說：“：“明天俄羅斯正式宣布炮擊我們的領土明天俄羅斯正式宣布炮擊我們的領土。。我們我們
的國防綜合體企業的國防綜合體企業，，大多數是幾十年前由蘇聯政府建造的大多數是幾十年前由蘇聯政府建造的，，建在建在
城市裏城市裏。。現在他們在一個普通的城市環境中現在他們在一個普通的城市環境中，，成千上萬的人在那成千上萬的人在那
裏工作裏工作，，數十萬人住在附近數十萬人住在附近。”。”

他補充說他補充說：“：“這是謀殺這是謀殺，，故意殺人故意殺人。”。”
週六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視頻顯示週六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視頻顯示，，烏克蘭日托米爾郊外的烏克蘭日托米爾郊外的

烏克蘭坦克工廠的一部分烏克蘭坦克工廠的一部分———位於基輔以西約—位於基輔以西約 8585 英裏英裏（（140140 公公
裏裏））處處———在俄羅斯軍事襲擊後已被夷為平地—在俄羅斯軍事襲擊後已被夷為平地。。
澤倫斯基說澤倫斯基說，，他週日沒有收到任何盟友的消息他週日沒有收到任何盟友的消息。。

他說他說：“：“我今天還沒有聽到任何世界領導人的反應我今天還沒有聽到任何世界領導人的反應，，沒有西沒有西
方政治家對此公告有任何反應方政治家對此公告有任何反應。。想想佔領者不受懲罰的感覺想想佔領者不受懲罰的感覺：：他他
們宣布了計劃中的暴行們宣布了計劃中的暴行，，為什麽為什麽？”？”

英國國防部周日表示英國國防部周日表示，，俄羅斯俄羅斯““可能可能””將目標對準烏克蘭的將目標對準烏克蘭的
人口稠密地區人口稠密地區，，打擊居民以打擊該國的士氣打擊居民以打擊該國的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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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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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猫咪真的无情吗？

秋水澄清见翅毫，锦鳞行处水纹摇。说起鱼

，脑子里总会浮现它们在水里游曳的样子。然而

，世界很大，有这么一种鱼，奇特的三脚架鱼，

它们像踩着高跷一样，在海底闲庭信步的溜达......

奇异的三脚架鱼，用“腿”站在海底，随

“手”抓虾吃

三脚架鱼栖息在深海底

，目前已知有十几个种

类。它们通常是身体细

长的小鱼，目前观察到

的长度约为10至 40厘米

（40 厘米应该算大鱼了

？），在大西洋、印度

洋和太平洋的温带和热

带深水中都有分布。

其中，被命名为在

Bathypterois gralator 的一

种三脚架鱼最有趣，它

们有特别细长的腹鳍和

尾鳍，这些鳍是身体的3

倍长，可达1米多。这些

小鱼们不怎么游泳，似乎更喜欢踩着这3根长长的

“高跷”站在海底的软泥上。

为什么进化成“站立”？

三脚架鱼与其他深海居民一起，在地表以下

6000米深处的海底繁衍生息。这些长而纤细的鳍

可以从三脚架鱼的下侧和尾巴延伸到一米开外，

当三脚架鱼游动时，长长的鳍在它下面轻轻地漂

浮摆动，有点飘逸。

而当鱼“站立”时，体液会被泵入鳍中，使

其更加坚硬。这条鱼为什么会进化成这样？原因

似乎很简单，就像为什么人会站在梯子上，或用

像高跷一样的装置支撑自己一样：为了让自己变

得更高。

踩高跷的大长“腿”

在海床上，洋流几乎不存在。通过在海床上方

约一米处“踩高跷”静止，或慢慢行走，这种三脚

架鱼可以完美地定位微小的虾、鱼和甲壳类动物，

等着缓缓的洋流将食物送到嘴边。省心，省力。

作为深海鱼，三脚架鱼的眼睛无论大小，都

没有晶状体，视力很差，无法形成图像。三脚架

鱼看不到猎物的到来，同时，深海栖息地非常黑

暗，视力本来也没什么用。但这并不重要，因为

它的长鳍可以感受到生物接近时产生的振动。

直立的胸鳍，向前翻转，就像是一双“手”

同时，不但腹鳍像“腿”，你看，它脑袋后

面还有一对直立的胸鳍，向前翻转，就像是一双

“手”。这双“手”能像触角一样，为三脚架鱼

提供有关猎物的额外感官信息，并且还可以引导

游荡的生物进入其嘴巴的攻击范围，“来啊，来

这里啊”。遇见不配合的猎物，它们会用鳍把猎

物敲入自己嘴里，这点也和“手”差不多。

作为趋同进化的例子，一些冰鱼和三脚架鱼

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冰鱼和三脚架鱼都

采用了类似的策略，在海底架高自己，静止或缓

慢移动，以鱼鳍的感觉功能替代视觉功能。

另一个惊人之处：雌雄同体

在深海，遇见另一半的机会很难得。在进化

的道路上，有些生物练成了可以转换性别的生态

，这在鱼类（尤其是硬骨鱼）和许多腹足动物

（蜗牛）中很常见。

但三脚架鱼则不然，它们每一条都同时具有

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官。如果两只三脚架鱼在茫茫

大海碰巧相遇，它们会随机交配。然而，如果三

脚架鱼找不到伴侣，它会自己制造精子和卵子来

繁殖后代。

得，真是不求人啊。话说回来，咱非鱼，安

知鱼之乐呢，也许它们挺开心的吧。

奇异的三脚架鱼，用“腿”站在海底，随“手”抓虾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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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李
克
強
：

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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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正在北京參加兩
會，其間需嚴格遵守防疫措施，實行閉環管理，除出席會
議外，其餘時間要留在酒店。履職盡職的同時，他們仍十
分牽掛香港抗疫工作，在下榻的酒店裏，一看到香港文匯
報、大公報，即紛紛第一時間取閱，深入了解香港情況。
圖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胡劍江（左）、陳仲尼（右）取閱
香港文匯報。 大公文匯全媒體、受訪者供圖

兩兩會會聚聚
焦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兩會報道）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

中指出，要繼續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

方針，落實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堅定落

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全力支持特

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門長

期繁榮穩定。

港區代表委員回應政府工作報告
信國家為港帶來更大經濟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子京 兩會
報道）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表
示，政府工作報告務實徹底、穩中求進。在
全球疫情影響下，國家創造了經濟正增長的
奇蹟，令人振奮。大家相信國家未來發展將
為香港帶來更龐大的經濟機遇，香港必須更
好融入國家發展和“內循環”，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的建設工作，才能發展香港，貢獻國
家。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去年全年世
界經濟仍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中國經濟
增長能達到8.1%實屬不易。報告中對於未
來的預測也十分實事求是，提到未來將會面
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
力，且局部疫情時有發生，消費和投資恢復
遲緩等，因此報告中最主要的基調是要
“穩”，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升香港國際地位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形容李克強總理的

工作報告務實徹底、穩中求進。並感謝李克
強總理在報告中先後提及香港，重申支持港
澳發展經濟及改善民生，反映國家是香港的
強大後盾，會給予無限支持。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施

榮懷表示，報告提到港澳台領域時，着眼港
澳社會形勢變化，將工作重心從由亂到治局
面鞏固向良政善治新局轉變，支持港澳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作為港區政協委員，要從
會議看點傳遞的信息中，讀懂政府為民“初
心”“細心”“決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的發展思想。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林健鋒
表示，內地未來一年的工作重點，對特區政
府有很大參考價值。特區政府亦要繼續優化
營商環境及產業結構，“減稅與退稅並
舉”，加大力度紓緩工商界及中小企面對疫
情的嚴峻局面；同時善用科技創新，繼續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工
作，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構
建香港成為一個世界級的智慧城市。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州社區團總
會常務副主席孟麗紅指出，香港應積極把握
國家發展趨勢和機遇，發揮自身所長，對接
國家所需，找準定位，全面對接、融入國家
戰略。

她認為，應該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
度優勢，利用香港聯通國內、國際市場的獨
特資源，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等特點，充分融
入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助力國家深化改

革開放和國家高質量發展；積極響應“十四
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一帶一
路”戰略，加強香港內地經濟、醫療、教育等
各方面的合作互聯，為長遠發展贏得更廣闊的
空間；緊抓機遇，發展“北部都會區”。政府
工作報告提及國家將大力發展科技力量、創新
能力，香港可利用自身優勢，強化“北部都會
區”的科技、創新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表示，香港作為外
貿平台，面對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必定受影
響，要發展內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和“內循
環”，把重點放在內地，包括融入粵港澳大灣
區等，才能更好保障和發展香港經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表示，展望今
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5%左右的目標是十
分進取。

他個人希望有大灣區工業政策，便利香
港更好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達至共同發展；
希望香港盡快加入RCEP，把握機遇，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胡曉明指出，相信國
家的發展將為香港帶來更龐大的經濟機遇，
我們必須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
需”，並以“國家所長”補足“香港之
短”，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貢獻國家。

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及涉港澳台部分時還表示，要堅
持對台工作大政方針，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

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進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和祖國統一。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
勢力干涉。兩岸同胞要和衷共濟，共創民族復興的光榮偉業。

整體推進灣區城際鐵路建設
根據會議議程，大會還將審查國務院關於2021年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
案的報告。該報告提到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主要任
務時披露，要扎實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建設，完善
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其中包括要積極穩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推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和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改革開放。深化通關模式改革，落實落細教育、醫療、養
老、交通等領域政策，進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學習
工作生活。報告還提到，要整體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城際
鐵路、市域（郊）鐵路建設。

該報告亦明確指出，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支持
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建
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共建“一帶一路”功能平台，實現
經濟多元可持續發展，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政策措
施。

灣區競爭力顯著提升
在總結去年工作時，上述報告稱，2021年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穩步推進，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
設總體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
放方案》，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融合有序開展。

具體到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實施主要進展，該報告指出，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南沙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深圳西
麗湖國際科教城規劃建設取得新進展，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
中心先行啟動區主要承載地光明科學城、松山湖科學城集中度
和競爭力顯著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軌道交通互聯互通水平
不斷提升，設施聯通和規則銜接不斷深化，大灣區市場一體化
水平進一步提升。粵港澳三地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合
作不斷加強，宜居宜業宜遊優質生活圈加快構建。

此外，該報告還指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加快壯大，首批
國家實驗室組建運行，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和懷柔、張江、大灣區、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引領
帶動效應持續顯現。

◀17位港區人大代表6日早出席人大開幕會，
下午在住地北京飯店小組審議政府工作報告。
圖為赴京的港區人大代表在開幕會後在人民大
會堂西側廣場合影。 受訪者供圖

▲未能赴京的港區人大代表在線上審議政府工
作報告。 受訪者供圖

港澳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候選人提名人數擬增至15人
香港文匯報訊 中新社報道，3月5日上

午9時，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
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開幕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受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託，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代表的辦法（草案）》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代表的辦法（草案）》的說明。王晨
表示，草案將香港、澳門全國人大代表候選
人的提名人數確定為15人，任何人因危害國
家安全被法院判決有罪的，即喪失參選資
格。

危害國家安全即失資格
王晨表示，以選舉委員會委員為主體組

成選舉會議，可以充分體現“愛國者治
港”，不超過1,500人的規模也比較適當，結
構更加優化。因此，草案規定：香港的選舉
會議由選舉委員會委員中的中國公民組成。

關於制定選舉辦法的指導原則，王晨表
示，必須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
歷次全會精神，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
關於港澳工作的重要論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適應新形勢新變化，堅定落實“愛國者
治港”、“愛國者治澳”，確保選舉產生的
全國人大代表都是堅定的愛國愛港人士、愛
國愛澳人士。

關於候選人的提名人數問題，王晨表
示，為了維護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的嚴肅性，
避免提名的代表候選人過於分散，保證選舉
的順利進行，草案將香港、澳門全國人大代
表候選人的提名人數確定為15人。

關於參選人條件問題，王晨表示，全國
人大代表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
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必須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得有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因此
草案規定：任何人因危害國家安全被法院判決
有罪的，即喪失參選資格。同時，在相關條款
分別作出規定，因危害國家安全被法院判決有

罪的，由選舉會議主席團、全國人大常委會分
別作出決定，不將其列入候選人名單、從候選
人名單中除名、確定代表當選無效或者確定終
止其代表資格。

港區人大代表仍由選舉會議產生
2021年3月，全國人大作出關於完善香

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全國人大常
委會據此修訂了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重構了香港選舉委員會。王晨說，前五
屆香港、澳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都採取成
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會議的形式提名並
選舉產生全國人大代表，這一做法實踐證明
是可行的，建議仍沿用成立選舉會議的辦
法。

報道說，根據工作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工委、港澳基本法委員會同中央有關部門共
同研究起草了兩個選舉辦法草案，並徵詢了兩
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全國人大代表、全國
政協委員的意見。



華語電影史上 「最高拍攝難度」
創造多個世界紀錄

《珠峰隊長》主創團隊來自川藏高山嚮導

協作隊（即川藏隊），蘇拉王平為創始人。珠

峰是每個登山者的終極目標，蘇拉王平也不例

外。在一次次向更高海拔雪山進發的過程中，

他漸漸有了一個「雪山電影夢」。中國的民間

登山運動發展30年，他想要拍出一部中國山友

自己的珠峰電影。

為了這部電影，川藏隊準備了超過10年。

考慮到專業的攝影師缺乏攀登雪山的體能，在

高海拔惡劣地形和氣候下拍攝更是天方夜譚，

蘇拉王平只能在高山嚮導中培養自己的高山攝

影師。目前川藏隊中已有近10名可以在高海拔

雪山攀登過程中拍攝的高山攝影師，其中包括4

名無人機航拍手。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生命

禁區」，航拍手必須冒着雙手被凍傷截肢的風

險摘掉手套，以保證精準操控無人機。

在先後參與極地探險電影《七十七天》、

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災難電影《中國機長》等

作品的實景拍攝工作後，創作團隊積累了豐富

的戶外電影拍攝經驗。在《珠峰隊長》的攝製

過程中，他們無意間創造了多個難能可貴的

「第一」：第一次用無人機全程拍攝珠峰並完

整呈現攀登珠峰全程的電影、第一部在8480米

以上最高海拔完成無人機起飛航拍的電影。

在《珠峰隊長》進行拍攝的2019年，有十

多名登山者永遠沉睡在了珠峰之上。而《珠峰

隊長》登山隊伍及攝製組不僅全員安全返回，

還帶回珠峰多角度全方位的鏡頭，有效素材達

21小時。影片拍攝難度極大、危險性極高，堪

稱「每一幀都是拿命換來」的紀錄電影。

首部沉浸式體驗攀登珠峰全程的電影
跟着電影去旅行

《珠峰隊長》的創作緣起於影片的主要人

物蘇拉王平，他在一次次向更高海拔雪山進發

時漸漸意識到，語言、文字與圖片都難以還原

真實的雪山攀登過程，唯有影像能做到。《珠

峰隊長》挑戰人類已知無人機航拍的最高海拔

，在前所未有的「上帝視角」之下，珠穆朗瑪

及其附近群峰的壯美和險絕一覽無餘，視覺衝

擊力堪比超級大片。而登山者親自拍攝的鏡頭

帶來前所未有的真實感和臨場感，海拔8000米+

的風聲、粗喘的氣息聲、心跳聲交織在一起，

令絕大部分「空降」珠峰攀登現場的觀眾有身

臨其境之感。

在影片此前進行的試映會上，超過八成觀

眾認為影片「很好、非常棒」，超九成觀眾表

示會將影片推薦給親朋好友，「震撼」是觀眾

提及頻率最高的評價。「登頂時讓人感動落淚

」「珠峰太美了，看完電影有去旅遊了一次的

感覺」「像是跟着他們經歷了登珠峰全程，體

驗感特別強」。《珠峰隊長》中絕無僅有的珠

峰景色，為觀眾帶來「跟着電影去旅行」的獨

特體驗，是2022年不容錯過的沉浸式視覺大片

。

普通人追夢熱血之作
接力冬奧傳遞冰雪運動魅力

《珠峰隊長》的主角並非超級英雄，而是

9位不甘平凡的普通人，包括每天生活兩點一

線的白領、賣掉自家小店的店主、背負沉重

KPI 的銷售、在成功與失敗間掙扎的創業者

……他們懷揣着各自的故事與夢想一起出發，

從起初被外國隊伍「看扁」的中國民間登山

隊，經歷 40多天的艱難攀登，終於成為 2019

年全球第一支登頂珠峰的團隊。片中的主角

之一這樣闡述這趟旅途的意義，「我需要去

追求生活以外的一些東西，追求其他的夢想

。」影片不僅呈現了攀登珠峰過程的險象環

生，更是一部講述普通人如何實現夢想的熱

血之作。

《珠峰隊長》不僅讓平時就熱衷戶外運動

的觀眾感同身受，也激發了先前不了解登山

和戶外運動的觀眾對珠峰、對雪山、對攀登

精神的強烈興趣。《珠峰隊長》作為全球第

一部真正意義上完整的珠峰攀登紀錄電影，

其對於攀登珠穆朗瑪峰「雪山之巔」的全過

程記錄，與全民因為冬奧激發的、對冰雪運

動的熱情相呼應，適合任何年齡、職業和身

份的觀眾走進影院，感受雪山和戶外冰雪運

動的無窮魅力。

紀錄電影《珠峰隊長》由四川省攀山影視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峨眉電影集團有限公司出

品，成都川藏登山運動服務有限責任公司、阿

壩州川藏旅遊服務有限責任公司聯合出品，大

象點映全國發行。

登上珠峰，你會看到什麼？答案留待5月13

日由每一位觀眾自己親身感受。

中國山友自己拍的電影《珠峰隊長》定檔5月13日

帶你攀上世界之巔

紀錄電影《珠峰隊長》今日宣布定檔，將於5月13日全國院線上映。這是中國首部沉浸式體驗攀登珠峰全程的電影，真
實記錄了一支由普通人組成的民間登山隊，在專業高山嚮導、隊長蘇拉王平的帶領下，踏上憧憬已久的珠峰之旅，朝世界之
巔一步步靠近的攀登全過程，以全新視角將珠峰的美景和攀登的艱險展現在全球觀眾眼前。

影片同步首發定檔海報及預告片。海報以白色為主體，珠峰之下的雪山連綿延伸到天際，呈現出冰雪世界的純淨與聖潔
。登山隊員身着紅色衝鋒衣，一步一個腳印向上攀登，與周圍環境色彩對比鮮明，帶來強烈的視覺衝擊。定檔預告片則以影
片的主要人物、隊長蘇拉王平為視角，由他親口講述對於攀登珠峰的思考與感悟：人得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而極致專注、
極致孤獨的登山旅途，或許能告訴你答案。這與影片的宣傳語 「為熱愛瘋狂一次」 互為補充，共同詮釋影片的精神主題。

一飯之恩引發一段戳中淚點的溫情

故事，一場豆腐盛宴敲響非遺文化的傳

承力量。謳歌非遺文化，致敬傳統手藝

人的電影《白月光下》將於3月11日溫

情上映！該電影由徐海執導，龍平平監

製，舒楠藝術總監，演員郭鐵城、潘雨

辰領銜主演，欒浚威、姚安濂、徐熙顏

、王堃等實力演員聯袂主演，感動此起

彼伏，震撼源源不斷！

顆顆優質的豆子，歷經層層工藝變

成一塊塊顏色雪白、質地細嫩、醇香爽

口的豆腐，以極佳口感衝擊着人們的味

蕾。電影《白月光下》以「劍門關豆腐

」為切入點，來講述由一碗豆腐引發的

一段充滿溫情與文化傳承的故事。劍門

關豆腐製作技術起源於三國時期，至今

為止已有上千年的歷史，正是文化積澱

下的日積月累造就了「不吃劍門豆腐，

枉游天下雄關」的豆腐傳奇，然而每段

傳奇背後都存在着一些默默付出的守護

者以及一段段觸動淚腺的故事。

當市場變成追求快節奏、高盈利的商

業「戰場」時，占據大部分時間的千年傳

統手藝也開始被工業化取而代之，正如影

片中的林四斤，由於對傳統手藝與老字號

招牌的堅守幾乎被市場淘汰，過着入不敷

出的艱辛日子。可即便如此，在被同門師

弟拿着巨額追着要「豆腐祖傳秘方」時也

不為所動，哪怕自己用心用情做出來的豆

腐日漸滯銷也不願通過降低豆腐品質來獲

取當下利益。然而少數人的堅守很難維持

住一段優良的傳統、守住

一個代代相傳的手藝，而

是需要藉助時代的力量來

增強影響力，喚醒更多人

主動傳承的意識，這也正

是電影《白月光下》的拍

攝初衷。當劍門關豆腐眼

看着要被快餐時代代替的

艱難處境之下，在劍門華

僑發起「尋找白月光」的

保護非遺文化之旅中峰迴

路轉，並藉助網絡時代多

面覆蓋的力量來推動劍門

豆腐的廣為流傳。在一場花樣百變、喚醒

食慾的全豆腐宴中，將陷入絕境的一飯之

恩鑄就的味蕾記憶與千年優良文化傳承激

情碰撞，綻放出小小豆腐背後能量滿滿的

文化力量。

致敬手藝人，傳承文化，同時也在時

代變遷中，為堅守的手藝人指引致富正確方

向。影片充滿感動、感恩，以觸動味蕾的方

式助力親情回歸、文化弘揚，處處充滿正能

量，為觀眾帶來情感豐富、蘊意深刻的極致

震撼視聽。正是重重優質的疊加，讓影片收

穫無數關注與認可。電影《白月光下》在第

三屆香港國際青年電影節暨第二屆亞洲華語

電影節首部長片單元獲最佳導演獎、主演郭

鐵城斬獲最佳男主角獎，以及榮獲美國好萊

塢電影節金獎，紐約電影節榮譽獎等國內重

磅獎項，可謂是滿載榮譽、未映先火。影片

將非遺文化與劍門關鄉村文旅相結合，在拍

攝過程中輾轉多地實地取景，呈現劍門關山

水常青、淳樸人文，帶領觀眾足不出戶，通

過大銀幕來一場劍門關美食美景撞擊眼球、

勾起味蕾，文化傳承觸動靈魂、溫情暖心的

唯美震撼視聽之旅！

電影《白月光下》由新華影軒（成

都）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開明盛世

（北京）國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海創

時空（北京）影視有限公司出品，時代

華影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發行。浙江

東陽四月天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山西菲

爾幕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發行並宣傳

，將於3月11日溫情上映，敬請期待！

味蕾記憶與文化傳承碰撞

《白月光下》3月11日溫情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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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決定我愛你》將於3月14日起

上檔，製作人辛誌諭（阿BEN）卯足全

力邀請到將近40位海內外藝人錄製推薦

影片，希望這部今年開春第一部類耽美劇

集能夠受到喜愛。忙著跑宣傳的林暉閔表

示：「BEN哥很拚！找了這麼多人推薦

，我越是接近上架時間越是焦慮，我真的

很在意大家看了會是怎樣的感覺。」

電影導演周美玲:「這次演員們表

演清新動人，講述每個人在變遷快速

的時代裏面都努力追求真實的自己。

」瞿永寧導演：「我相信這個戲大家

看完之後會深深被他們的感情打動，

然後也會在你的生命當中去找到一個

可以歸類對比的一個情感經驗，是一

個非常優質然後非常清新的好劇，我

知道他們在拍攝過程中也吃盡了所有

的苦頭，我想因為為了要戲好，所以

吃這些苦頭都是值得的！」

張鈞甯：「他是一個跨越性別的愛

，我覺得愛本來就是不應該有任何界線的

，所以相信大家去看這個故事的時候，應

該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感受。」 徐若瑄

：「愛的形狀真的很多種，愛的初衷其實

是非常簡單的，這部戲青春無敵然後非常

非常熱血！然後非常感人可愛！」

何潤東：「其實我跟這部影集有很

早的淵源，我就是她最早的DNA最早

的基因！ 十幾年前（2007）我就演了

這個電影版，我當時就很喜歡這個題材

這個故事，因為是講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當時跟當下2022年

其實又不樣了。現在的社會觀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跟以前又不一樣了，這一次探

討得更多元化一點，像愛情裡面一些關

懷、包容、等待、勇氣都不是只侷限在

於異性也會有包含同性，這也是現在大

家比較會去遇見比較所謂緣分的東西，

我看了片花覺得很感動，希望觀眾也會

有共鳴。」

《基因決定我愛你》力邀40組藝人推薦

製作人超有拚勁主演狂讚

女星潘儀君出道36年，1997年憑著拍攝

《花系列》電視劇走紅，尤其在《姻緣花》中

演出惡女「顧小春」一角，至今讓人印象深刻

。然而好久不見的潘儀君，儘管如今已52歲

，外貌仍相當凍齡，近期她更挑戰演出法務部

長角色，劇組首度曝光角色造型，她形容「第

一次看到劇本，讓我聯想起黑木瞳！」

鏡文學首部自製影集《八尺門的辯護

人》，挑戰台灣影視作品鮮少碰觸的死刑與

族群題材，女星潘儀君飾演法務部長陳令秋

，看似外表柔弱，其實是個性格沉著、運籌

帷幄的政治菁英，她以過人的政治手腕推動

法律改革，與李銘順飾演的佟寶駒合作遂行

其謀略盤算。劇組一開始便鎖定中生代演技

派潘儀君，三顧茅廬邀請好久沒有在台灣曝

光的她參與演出，盼能為華劇帶來耳目一新

的表演。

今（4）日劇組也搶先曝光角色造型照

，為了從外而內打造潘儀君沉著聰明的女性

政治人物形象，透過質感與色系的選擇，展

現成功事業女性的品味。潘儀君表示，在她

過往演出經驗裡，幾乎沒有演過這樣的女性

角色，「把自己情感、好惡、情慾擺到那麼

後面，這不是一般女性可以做到的事情！」

潘儀君還說這次演出並未師法政治人物

，因為第一次看到劇本時，覺得這角色就讓

她想到日本女星黑木瞳，「表面上看起來是

優雅端莊的女子，但心裡面卻是波濤起伏、

千絲萬縷的算計。」《八尺門的辯護人》敘

述外籍移工涉入兇案，一審被判死刑，面對

利益與情感糾葛介入司法系統，民意與政治

陰謀左右判決，被告的生命危在旦夕，唯一

希望只有公設辯護人佟寶駒帶領的三人小組

，影集預計今年底上架。

《花系列》顧小春回來了！
52歲潘儀君 「神凍齡」 近況曝

充滿奇幻寫實、幽默諷刺的原創台劇

《良辰吉時》，由國際名導侯孝賢擔任總

監製、《強尼‧凱克》金馬獎提名導演黃

熙自編自導，整部劇環繞在一座虛擬的城

市「太平鎮」，七個獨立故事、多重平行

時空，再加上演員一人分飾多角，讓睽違

30年未接演台劇的金馬獎影帝李康生大呼

「演得好過癮！」他在劇中角色多變，首

集便以「禮儀師」身份詼諧登場，李康生

自曝：「穿壽衣演出，生平還是第一次！

」

李康生在《良辰吉時》首集

化身禮儀師，主持了一場荒謬

的守靈儀式，他詮釋「少根筋

」的禮儀師雙人組，同時面對

吳大維、周采詩、顏毓麟三人

飾演的超鬧家屬，整場喪禮簡

直讓人哭笑不得，李康生甚至

莫名被推上陣，代替家屬穿壽

衣。生平第一次體驗穿壽衣演出，為了這

場戲，李康生還特別到殯葬禮儀公司去學

習傳統套衫禮穿壽衣的方法。

由於這場守靈戲是在真實的殯儀館內

取景，拍攝現場多少有些禁忌，但故事走

向和角色對白實在太惹人發笑，尤其李康

生只要看見吳大維的臉，就忍不住想笑場

，最後連吳大維也覺得李康生很好笑，幾

乎是導演一喊卡，全場就爆出陣陣笑聲。

李康生自嘲：「我的笑穴一被點開就會笑

個不停，所以在那個氣氛下，明明是個悲

傷的靈堂，卻被我弄到很歡樂的局面，連

工作人員、導演都笑出來。其他的靈堂都

是非常悲傷肅穆，我們這邊卻很歡樂，我

想別的靈堂應該覺得很奇怪……」

導演黃熙則大力感謝李康生為這部劇

帶來許多驚喜，他原本在思考要用什麼方

式來演繹「生死」這樣沈重的話題，沒想

到康哥渾身自帶一股詼諧幽默感，讓看似

沈重的故事，用旁人無法模仿的方式輕鬆

表達出來，同時精準的說完想講給觀眾聽

的故事。李康生也感受到黃熙是一個很有

才華的導演，尤其在劇本上下了很多功夫

，他當初看完劇本就決定接演，認為故事

充滿了驚異與離奇，劇情撲朔迷離，非常

好看又奇特。而李康生演出的禮儀師，從

一開始熱心服務喪家，最後突然冒出暗黑

人格，黃熙也驚呼：「康哥演來毫不費力

，他那種特有的表演方式可以同時包容這

兩個落差很大的狀態。」

《良辰吉時》全劇七集可劃分為七個獨

立故事，架構於多重時空下，幾乎每位演員都

一人分飾多角，讓李康生「玩演技」玩得不亦

樂乎，一下子是看似可靠卻暗藏秘密的怪咖禮

儀師，一下子又是不務正業的金紙舖老闆，接

著還跑去理髮店學洗頭，但每個角色最終都與

金馬影后張艾嘉飾演的「吳月女」有著神秘關

聯。對於這樣多變的嘗試，李康生也感到很新

奇，他表示：「因為與蔡明亮導演長期合作，

平時碰到的演員比較固定，此次拍攝影集合作

的演員都有自己的特質、表演方式和不同的狀

態，所以很有新鮮感及新的火花。」

《良辰吉時》將由CATCHPLAY攜手

華納傳媒發行，於3月27日起，每週日晚

上9點在CATCHPLAY+影音平台、HBO頻

道及HBO GO平台同步上架首播，屆時觀

眾將可看到此跨國合作的原創劇集，敬請

期待。

李康生《良辰吉時》化身禮儀師
第一次穿壽衣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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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弱國烏克蘭慘遭強國俄羅斯的
強行侵略，五天以來，烏克蘭國土上盡
是殘垣敗瓦，國民死傷過百，其中孩童
也不能倖存。作為該國領袖之澤連斯基
，特別向歐議會發表演說 ，訴說鳥國的

不幸、子民百姓的不幸。全場政客為之
動容，紛紛多次起立鼓掌 ，會議上的翻
譯者及遠在美國的我，也不禁落下同情
之淚。

由於烏國總統澤倫斯基仍然堅守家
園和國人對抗俄軍，深受人民之愛戴，
一時變為戰時英雄。3月1日，他向歐洲
議會，發表視頻演說，此刻烏克蘭人民
“正處於生死關頭，我們萬眾一心，正
為烏克蘭的自由、生存而戰”。他呼籲
歐盟盡快批準烏克蘭加入北約。其演講
獲得在座議員起立鼓掌致敬，連翻譯都
數度哽咽。

當天歐洲議會舉行俄羅斯侵略烏克
蘭的特別會議，邀請澤連斯基（Volody-
myr Zelensky）以視頻方式發表演說，出
席歐洲議會的許多議員，不約而同攜帶
烏克蘭國旗以及支持烏克蘭的標語到場
聆聽。

澤連斯基表示，看到歐洲議會的情
況讓他非常高興，感受到一種團結鼓勵
。他希望歐洲能證明他們真的跟烏克蘭
站在一起對抗俄羅斯。

2 月24日）俄羅斯入侵第一天，澤
連斯基曾在視頻中與歐盟領導人道別說
，“這可能是你們最後一次見到我還活
著”。澤連斯基被俄軍當作頭號斬首目
標。美國有意幫助他從首都基輔撤離，
但被他拒絕。澤連斯基誓言堅守 烏克蘭
作頑強抵抗

在3 月1日的演講中，澤連斯基說，
這場戰事中有許多人犧牲，今天早上有
兩枚巡弋飛彈襲擊烏克蘭第二大城哈爾
科夫市中心的自由廣場。哈爾科夫有20
多所大學，那裏有許多聰明且前途光明
的年輕人，許多俄羅斯人也住在那裏。

俄軍接連兩天轟炸烏克蘭第二大城
，哈爾科夫市至少五處住宅區、政府單
位遭到飛彈攻擊，造成包括兒童在內至
少11人死亡，場面猶如煉獄。

俄軍地面部隊也進入該市。此外，
衛星照片顯示，長達約64公裏的俄軍裝
甲車、坦克、拖曳火炮和補給車隊，正
從北方往基輔逼近。

澤連斯基說，哈爾科夫市中心的自
由廣場是烏克蘭最大的廣場，“你能想

像兩枚巡弋飛彈擊中它嗎？我們正在為
我們的土地及自由而戰，這就是自由的
代價。”“我們國家每一個城市的每一
座廣場都將被稱為‘自由廣場’。”

澤連斯基也向在炮火襲擊中喪命的
16名孩童致哀，怒批俄羅斯總統普京
（Vladimir Putin）殺死這些無辜孩童。

澤連斯基強調，烏克蘭人民正在為
價值觀、自由和生存而戰，這些都是與
歐洲人一樣的願望，即使遭受俄國飛彈
襲擊，烏克蘭人民也不會被打倒。
他的演講，贏得歐盟與北約空前團結 呼
籲建立國防聯盟
，共抗蘇俄。

在場的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指
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讓歐洲面臨關鍵
時刻，這場危機不僅與烏克蘭相關，也
是“兩個世界與兩套截然對立價值觀的
沖突”。

馮德萊恩告訴歐洲議會，俄軍侵烏
讓27國組成的歐盟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更團結。

澤連斯基也呼籲歐盟接納烏克蘭。

他說，烏克蘭是歐洲人，歐盟將因烏克
蘭加入變得更加強大，不要讓烏克蘭落
單，“生命將戰勝死亡，光明將戰勝黑
暗，榮耀歸於烏克蘭。”

歐洲議會議長梅特索拉（Roberta
Metsola）也代表歐洲議會表示歡迎烏克
蘭申請成為歐盟候選國，指歐洲必須共
同面對未來挑戰。

梅特索拉強調，歐洲正面臨威脅，
必須采取行動建立一個國防聯盟；歐洲
不能再繼續依賴俄國的天然氣，歐洲不
再聽命於一個獨裁者。

澤連斯基演說完後，歐洲議會議員
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情緒激昂。

澤連斯基曾是喜劇演員，在《人民
公仆》中扮演總統，頗得民心，之後競
選上了總統，一幫影視演員組成政府，
曾被中共嘲笑。然而，在這次戰爭中，
他們表現非凡，與國家共存亡的精神感
動了世界，獲得大量的各類援助和支持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聽烏克蘭總統的演說落淚聽烏克蘭總統的演說落淚 楊楚楓楊楚楓

第二屆第二屆""恆豐銀行杯恆豐銀行杯""
攝影大賽攝影大賽 開跑開跑

自去年開始每年一度的"恆豐
銀行杯"攝影大賽，3月7日起正式
開始徵稿，截止日期為5月8日。

"恆豐銀行杯"攝影大賽，主旨
在於徵集優秀的作品收錄於恆豐銀
行的月曆的同時，加強企業同社區
的緊密聯繫。去年的第一屆恆豐銀
行杯攝影大賽的成功舉行，受到廣
大民眾的喜愛與好評，所有得獎作
品都登錄使用在了今年的臺曆上，
讓所有獲獎作品的拍攝者興奮不已
。

2023年為恆豐銀行建行25周
年，為慶祝恆豐銀行成立25週年
，此次大賽主題為恆豐銀行大樓外
景彩色攝影作品。今年的攝影大賽
將延用去年的評選模式，繼續開設
網路投票和現場評選兩種方式。相
關評審將由主辦方、專業攝影人士
及相關協辦人員組成，對每幅作品

採取現場打分製，分高者勝出。本
次大賽將現場評選出9幅優秀作品
，每幅將獲得獎金 $200元。同時
也將繼續採用網上投票的方式，評
出本次大賽“網路人氣獎“ 一名，
將獲得獎金 $200元。所有參賽者
將獲得恆豐銀行精美禮品一份。

為使攝影愛好者能夠籍此機會
拍出較好的建築攝影作品，我們將
邀請休斯頓相關的攝影老師舉辦
“城市建築攝影技巧”和“建築攝
影後期製作技巧”兩次主題攝影講
座活動，具體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
。

本次大賽面向休斯頓本地的攝
影師及攝影愛好者，即日起開始報
名，煩請發郵件到 pr@afnb.com
或致電恆豐銀行713-596-2888 向
Jennifer Zhou 或 Ivy Tang 索取報
名錶及比賽規則說明。

今晚今晚33月月88日晚日晚77點點《《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德州州長艾伯特宣布競選連任德州州長艾伯特宣布競選連任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安排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安排
33月月77日日--33月月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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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一3月7日晚7點

是《生活》節目，本期
是《丁師傅私房菜》，
休斯頓名廚丁師傅將教
您做白斬雞，3月12日

晚7:30重播。
本周二3月8日晚7點是陳鐵梅

主持的《美南時事通》,采訪二次連
任的德州州長阿爾伯特。

本周三3月9日晚7點是王潔主
持的《美南時事通》，采訪萬通貸
款總裁James。

本周四3月10日晚7點是休斯
頓新聞名人馬健采訪國際貿易中心
金路威的《J&J論壇》。

本周五3月 11日晚7點是美南
新聞總編輯蓋軍主持的《美南時事
通》。

本周六3月12日晚7:30重播本
周一的《丁師傅私房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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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黃梅子）德州州長艾伯特，在去年11月24日在推
文公開他會競選連任。他在推文中說；德州必須繼續保護邊界、
支持警察，並且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在選民的支持下，德州將一
直是美國的領頭羊。

艾伯特在2014年當選州長，2018年連任成功。這次是他競選
第二次連任，州長大選定於2022年的11月8日。不過，艾伯特想
要連任，得先通過黨內初選這關，他的對手就是威斯特（Allen
West）。

共和黨德州分會主席威斯特，先前曾擔任佛州的聯邦眾議員
，他實力不容忽視。

3月1日州長艾伯特在德州南部的城市Corpus Christi舉行了競
選連任記者會。美南國際電視 主持人陳鐵梅、Alec Deleon 應邀
進行了采訪報道。

今晚3月8日晚7點美南國際電視15.3《美南時事通》，請看
主持人陳鐵梅采訪德州州長艾伯特。

您也可以登錄 scdaily.com 在線觀看，Youtube 頻道請訂閱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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