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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兩位了解調查情
況的消息人士告訴福克斯新聞，前總統
特朗普的律師在 6 月的一封信中證實，
海湖莊園沒有機密材料。

週一，聯邦調查局特工對前總統唐
納德·特朗普的佛羅里達海湖莊園執行了
搜查令，並沒收了物品，其中包括 11
套被列為機密的材料。

特朗普在周五公開發布搜查令後表
示，聯邦特工取得的文件“全部解密”
。

特朗普的律師此前曾在 6 月與司法
部和聯邦調查局的人員舉行了一次高級
別會議，前總統曾短暫出席，但尚不清
楚這封信是否是在會議期間簽署的。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此前報導，
6 月份的會議包括特朗普的律師埃文·科
科倫、克里斯蒂娜·鮑伯和聯邦調查人員
，其中包括司法部反情報和出口管制部
門的負責人傑·布拉特。

特朗普已經下令全部解密這些文件
，但 FBI 特工在突襲期間查獲了標記為
“機密”的記錄和一些標記為“絕密”
的記錄。如果前總統的律師故意向執法
部門提供虛假信息，掩蓋了一些解密文
件，他們（律師）可能會面臨嚴重的法

律後果，這個流程仍需要進行調查。
在周五的一個真相社交帖子中，在

搜查令公開後，特朗普對聯邦調查局查
獲的文件是否屬於機密文件提出了質疑
。

特朗普說：“第一，一切都已解密
。第二，他們不需要‘抓住’任何東西
。他們可以隨時擁有它，而無需玩弄政
治和闖入海湖莊園。第三，它在安全的
倉庫中，有根據他們（司法部) 的要求
加了一道鎖……(司法部為什麼要加鎖？
在加鎖時是否閱讀了文件？）”“他們
本可以在他們想要的任何時候擁有它
——包括很久以前都可以，他們所要做
的就是詢問。更大的問題是，他們將如
何處理奧巴馬總統期間的那3300 萬頁的
文件，其中許多是機密文件，奧巴馬總
統帶去了芝加哥？”

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帖後，美國
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在一份新聞稿中
表示，前總統奧巴馬無法控制其政府的
總統記錄。

搜查令稱，週一搜查了特朗普及其
工作人員使用的“45辦公室”所有儲藏
室和所有其它房間。

前總統特朗普的律師前總統特朗普的律師 66 月證實月證實
海湖莊園沒有任何機密材料海湖莊園沒有任何機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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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母乳喂養週跟隨麻省總醫院專家了解世界母乳喂養週跟隨麻省總醫院專家了解
母乳喂養的益處和科學餵養方法母乳喂養的益處和科學餵養方法

美國防部長奧斯汀美國防部長奧斯汀
二度確診二度確診COVID-COVID-1919 症狀輕微症狀輕微

國際母乳喂養行動聯盟確定每年的8月
1日至7日被為“世界母乳喂養週”，今年
的主題是“母乳喂養促進健康教育先行”
。接下來就跟著麻省總醫院專家 Lauren
Hanley 博士的指導來了解母乳喂養的知識
吧！

母乳是新生兒和嬰兒的理想食物。美
國兒科學會建議在最初的6個月內採用純母
乳喂養，世衛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建議在嬰兒出生後的第一個小
時內開始母乳喂養，在嬰兒出生後的頭6個

月內完全用母乳喂養，並在安全且足夠的
食物補充情況下繼續母乳喂養到2歲或以
上。盡可能用自己的乳汁餵養寶寶是保護
乳汁供應最好的方法。

母乳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以滿足
成長中的嬰兒不斷變化的需求，並含有免
疫因子和抗體，有助於保護嬰兒免受感染
。用母乳喂養的嬰兒患耳部感染、肺炎和
腹瀉疾病的比例較低。母乳喂養還能降低
嬰兒猝死綜合症（SIDS）、I型糖尿病和肥
胖症的風險。
對於媽媽來說，母乳喂養可以降低患乳腺
癌和卵巢癌、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風
險。母乳喂養還可以每天燃燒大約500卡
路里。

在新嬰兒出生後的第一個小時內和母
親進行皮膚接觸並開始母乳喂養，對建立
母乳喂養習慣，以及對新生兒和孩子的生
存與發展都非常重要。皮膚接觸是指嬰兒
出生後，直接放在媽媽的胸前，嬰兒被母
親的體溫所溫暖，被母親熟悉的心跳和聲
音所安慰。

出生後立即進行皮膚接觸的嬰兒通常
有更好的母乳喂養成功率，但這種做法也
有其他原因。嬰兒出生後儘快進行與母親
的皮膚接觸，會更平靜，有更好的血糖水
平，呼吸率提高，體溫也更健康。

與在出生後第一小時內開始母乳喂養
的新生兒相比，出生後2-23小時開始母乳

喂養的新生兒在出生後28天內死亡的風險
要高33%，出生後1天或更長時間開始母
乳喂養的新生兒的風險要高兩倍以上。早
期開始母乳喂養的保護作用會一直延續到6
個月大。純母乳喂養6個月可為嬰兒提供身
體和神經生長發育所需的營養、能量以及
母親的關懷。 6個月後，母乳喂養繼續提
供能量和高質量的營養，與安全且充分的
補充餵養一起，有助於預防飢餓，營養不
足和肥胖，母乳喂養確保嬰兒的食品安全
。

在寶寶出生後的頭2到5天，母親會分
泌少量的初乳。這是早期的、濃稠且營養
豐富的乳汁，含有大量的營養物質，初乳
是所有健康的寶寶所需要的。出生後大約3
到5天，母親的乳汁就會大量到來。乳汁供
應取決於需求和乳汁的排出量。擁有良好
乳汁供應的最佳方法是在寶寶顯示出飢餓
提示時經常餵食。

要避免過早引入奶瓶和安撫奶嘴。過
早引入這些餵養方法會使母親無法建立良
好的乳汁供應。在最初的幾周里，寶寶的
所有吸吮都應該是純母乳供應。讓寶寶和
母親盡可能多在同一個房間裡，這樣母親
可以了解寶寶的飢餓信號。由於使用安撫
奶嘴與降低嬰兒猝死綜合症（SIDS）的風
險有關，美國兒科學會建議，在母乳喂養
習慣建立後，可以在嬰兒睡著時放置安撫
奶嘴，但當奶嘴掉落後不用再使用安慰奶

嘴。
從環境角度，母乳喂養也是一種無污

染、非資源密集型、可持續和天然的營養
和食物來源。母乳代用品在生產、運輸、
製備和使用的每個步驟中都會增加溫室氣
體排放。它們還會產生廢物，需要處理。
最近的一份報告估計，亞洲嬰兒配方奶粉
生產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達290萬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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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記者徐薇婷華盛頓15日專電）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今天表示，上午篩檢COVID-19呈陽
性，目前症狀輕微，未來5天將依規定隔離，但仍會以視訊方式照常辦公。奧斯汀今年1月初也曾確診
，這次是他第2度染疫。

奧斯汀（Lloyd Austin）今天發出新聞稿，宣布自己上午篩檢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結果呈陽性；由於他已施打4劑疫苗，目前症狀輕微。

奧斯汀表示，未來5天將依循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準則進行居家隔離，但他仍維持
既有職權，計劃以視訊方式在家照常辦公。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7月21日也曾確診COVID-19，7月26日康復後沒幾天又 「陰轉陽」
，重啟隔離，直到8月7日才解除隔離，恢復實體工作。奧斯汀指出，他與拜登最後一次面對面接觸是
在7月29日。

奧斯汀也藉此機會呼籲民眾接種疫苗。他表示，疫苗持續有助於減緩病毒傳播、減輕症狀，國防
部目前仍硬性要求員工施打疫苗，他會持續鼓勵所有人完整接種疫苗及追加劑。

Lauren HanleyLauren Hanley 博士博士
麻省總醫院母乳喂養醫學專家麻省總醫院母乳喂養醫學專家、、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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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英國經濟將迎長期衰退，機構建議賣出英鎊
英國央行宣布，將關鍵利率上調50點至1.75%

，符合市場預期。這一決定得到了該行貨幣政策委

員會(MPC)九位委員中八位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自去年12月以來英央行

第六次加息，更是27年來加息幅度最大的一次。

背後原因在於，能源價格飆漲，導致英國通脹高燒

不退。數據顯示，英國六月CPI達到9.4%，為四十

年最高水平。

英央行：英國經濟將經歷長時間衰退
英央行預計，到今年底，英國通脹將上漲至

13%。更有英國智庫預計，明年初英國通脹或飆升

高達15%。

英央行警告，由於成本上升沖擊增長前景，英

國經濟將從今年四季度開始進入衰退，並一直持續

到明年。若果真如此，這將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

以來，英國經歷的最長的經濟衰退，GDP將總共萎

縮約2.1%。

有市場評論稱，英央行此舉是繼美聯儲之後，

又一家優先考慮打擊高通脹，而非擔憂傷及經濟增

長的主要央行。

機構繼續看跌英鎊
盡管加息往往會提振本國貨幣匯率，但受製於黯

淡的經濟前景，在英國央行利率決議公布後，英鎊短

線下挫，一度跌近百點，隨後有所反彈。當地時間周

四晚間，英鎊兌美元匯率漲約10點至1.2158。

英央行行長安德魯· 貝利(Andrew Bailey)在接受

媒體采訪時表示，英鎊的下跌目前「不是一場危機

」。英央行的決策者們對英鎊走勢保持關註，也在

註意其他多項指標，以評估經濟前景。

然而，許多分析師預計，英鎊將難以上漲，因

為與美聯儲和其他主要央行相比，英國經濟的疲軟

可能迫使英央行放緩加息步伐。

道富環球歐洲宏觀戰略主管蒂姆· 格拉夫(Tim

Graf)建議在英鎊反彈後賣出。他認為，在經濟衰退

預期之下，仍然采取激進的加息操作，英央行此舉

「膽子很大」。

荷蘭合作銀行貨幣交易策略師簡·弗裏(Jane Foley)

也認為，英鎊兌美元將繼續處於劣勢，「貨幣市場一直

希望看到(英央行)關於加息的更有力的指導」。

今年以來，英鎊兌美元匯率已跌超10%，顯著

增加了進口成本和購買以美元計價資產的成本，比

如石油。在通脹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特別是對於倚

重原材料進口的英國來說，低迷的貨幣匯率顯然不

是好消息。

但安德魯· 貝利堅持稱，最近英鎊的疲軟更多

是由美元走強導致，英鎊並未陷入根本性危機。其

依據在於，雖然英鎊對美元匯率大幅走低，但在英

央行追蹤的貿易加權貨幣中，英鎊的表現更好。在

過去兩周裏，英鎊兌美元匯率也出現了小幅反彈。

世界機器人大會18日在京開幕

2022 世界機器人大會將於 8 月 18

日至 8月 21日在北京亦創國際會展中

心舉辦。據中國電子學會副理事長兼

秘書長陳英介紹，本屆大會以「共創

共享 共商共贏」為主題，設置論壇、

博覽會、大賽三大板塊以及系列配套

活動。《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報告

(2022)》、機器人十大前沿熱點領域、

機器人十大應用熱點產品等成果將在

本屆大會相繼發布。今年大會上，人

形機器人專區將首發亮相，更有百余

只「機器狗」現場起舞，為觀眾帶來

一場酷炫的科技體驗秀。

●論壇
仿人機器人等將亮相講臺
2022世界機器人大會論壇將由一場

開幕式、三場主題峰會、20余場專題論

壇及配套活動等組成。論壇將整體以線

上線下結合、境內境外互動的方式進行

。300余位國內外院士、科學家、國際

組織代表、企業家代表、機器人行業社

會團體代表等共同參會。

本屆大會邀請到智能系統和機器人研

究所(ISIR)所長Raja Chatila做「機器人+

人工智能」倫理方向的主題報告，圍繞

科技發展為人類社會帶來的倫理道德新

議題發表觀點。「機器人+X」的主題領

域劃分也是本屆大會論壇的亮點之一，

圍繞先進製造、醫療健康、智慧農業、

航空航天、國際合作、前沿技術、人工

智能等主題領域，為各行各業機器人技

術與應用的融合發展提供靈感。

本屆論壇還將創新演講模式。仿人

機器人、仿生機器人、無人機等熱點實

物將亮相講臺。浙江大學高飛研究員將

介紹可在自然復雜環境中自主編隊飛行

的微型無人機集群系統，並現場演示無

人機飛行，演講與實物展示相結合，為

觀眾奉上更豐富的聽會體驗。

●博覽會
創新 「機器人+應用場景」 模式
一直以來，世界機器人博覽會都備

受公眾關註。本屆博覽會上，100余家

企業將攜500余件展品亮相，設置創新

技術展區、工業機器人展區、服務機器

人展區、特種機器人展區，將集中展示

機器人先進技術和產品，打造集成應用

新高地。

本屆博覽會創新出「機器人+應用

場景」的展覽新模式，規劃了國之力

量、智能製造、智慧建築、智慧農

業、智慧礦山、核心零部件、智慧

醫療、智慧物流、智慧商業、智慧

無人機、智慧應急與安全等主題專區

，將展示機器人與千行百業深入融合

的先進解決方案和典型案例，並展現

機器人助推傳統行業向智能化、數字

化轉型升級的重要作用。

結合主題專區，本屆博覽會將匯聚

各類場景下的前沿機器人產品，如極寒

適應型變電站巡檢機器人、蘋果采摘機

器人、SRT柔性末端執行器、千度耐高

溫消防滅火機器人、Panda5仿生四足機

器人等，在體現機器人產品最前沿技術

的同時，讓觀眾更直觀地感受機器人技

術為生產生活帶來的變革。

●大賽
競賽賽項由6個增至12個
世界機器人大賽已成功舉辦7屆，

被稱為機器人界的「奧林匹克」。2022

世界機器人大賽錦標賽的報名通道已開

啟。本次大賽錦標賽每天將有4000余名

精英賽手同場競技，大賽全年參賽人數

將首次突破60000余人次。

與往屆大賽相比，本次錦標賽在賽

項設置和參賽人數上都有突破。其中，

共融機器人挑戰賽新增「創新創意組」

「智能感知組」「智能人機交互組」三

大組別，競賽賽項首次突破10個，由6

個增至12個。

BCI腦控機器人大賽技能賽增設多

個競賽組別，全年參賽人數將首次突破

5000人次。機器人應用大賽競賽方向轉

為側重實踐與強化能力，競賽內容將更

加貼近行業應用需求。青少年機器人設

計大賽對賽項全面分級管理，競賽組別

由51個擴充至91個。

世界機器人大會自2015年以來已舉

辦6屆。據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副局

長彭雪海介紹，大會已建立一千余家全

球頂級機器人企業庫，累計吸引17個國

家超過800家企業的三千余款產品參展

。彭雪海稱，本屆大會博覽會匯集北京

頂尖的機器人企業40余家，將全面展示

北京機器人領域的創新成果。

2022年8月10日（星期三）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京消協約談每日優鮮

光大綠色環保半年少賺47%

數據顯示，比特幣價格自去年持續攀升後，帶動不
少虛擬幣價格上漲，市場投機行為亦更加頻繁，

這也導致不少不法分子將虛擬貨幣作為圈錢詐騙的包
裝，通過高收益誘惑投資者落入陷阱。根據央視新聞的
報道，一些不法分子通過設置交易障礙等方式，使得投
資者買入的虛擬貨幣無法賣出，從而損失慘重。

網信辦：續保持高壓打擊態勢
國家網信辦發布的集中整治涉虛擬貨幣炒作亂象公

告指出，隨着虛擬貨幣的興起，與之相關的投機、炒
作、詐騙等活動愈演愈烈，一些網民受投資虛擬貨幣可
獲高額回報等虛假宣傳迷惑，盲目參與到相關交易活動
中，給自身財產帶來較大損失。為此，網信辦督促指導
主要網站平台切實落實主體責任，持續保持對虛擬貨幣
交易炒作高壓打擊態勢，加大對誘導虛擬貨幣投資等信
息內容和賬號自查自糾力度。

依法關閉105家網站平台
網信辦指出，已指導地方網信部門約談涉虛擬貨幣

宣傳炒作的“鏈節點”“創投圈”等經營主體500餘家
次，對專門為虛擬貨幣營銷鼓吹、發布教程講解跨境炒
幣、虛擬貨幣“挖礦”的“幣頭條”等105家網站平
台，國家網信辦會同相關部門依法予以關閉。國家網信
辦還將繼續會同相關部門，加強對虛擬貨幣相關非法金
融活動的打擊力度，依法保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

整治亂象 中國關閉1.2萬虛幣賬號

◆網信辦公告指將督促指導主要網站平台切實落實主體責任，持續保持對虛擬貨幣交易
炒作高壓打擊態勢。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岑健樂） 光大綠色環
保9日公布中期業績。其中，收益約為42.2億元
（港元，下同），按年跌2%。純利約為3.72億
元，按年跌47%。每股基本盈利18仙。每股派中
期息3.6仙。公司表示，盈利下降主要由於原材料
成本大幅上升，平均升幅約15%，會以不同的方式
控制經營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 再有芯片業高管涉違紀受查。上交所
掛牌的中微公司9日公告稱，董事楊征帆涉
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有關部門調查，鑒
於上述原因，楊征帆無法正常履職。

中微公司指事件不會對公司生產經
營、財務狀況等產生影響。楊征帆也是上市
公司北方華創和滬硅產業的董事，這些公司
也於9日晚發出公告，同時強調該事項不會
對公司生產經營、財務狀況等產生影響。

滬指四連陽新能源板塊領漲
9日A股大市震盪上行，滬深三大指數

均小幅收紅，其中滬綜指連升四日。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247點，漲10點或0.32%；
深成指報12,331點，漲28點或0.24%；創

業板指報2,694.8點，漲19點或0.71%。兩
市共成交9,530億元（人民幣，下同），北
向資金淨賣出22億元。

行業板塊中，光伏、煤炭、風電設備
領漲，光伏板塊大幅拉升4%，後兩者漲幅
超過 3%；燃氣、能源金屬等板塊漲超
2%。中藥、農牧飼漁等板塊逆市走弱，汽
車產業鏈回調，汽車服務、汽車整車板塊收
綠。

近期國家醫保局會同相關部門，根據
相關線索，指導相關省對廣州白雲山天心製
藥股份公司、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公司
白雲山製藥總廠、廣州白雲山敬修堂藥業股
份公司等3家企業藥品虛高定價、套取資金
進行專項調查。或因受此影響，中藥概念板
塊走弱領跌兩市，個股大面積收綠。

董事受查 芯片企：對生產經營無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騰訊控股投資的生鮮電商平台
每日優鮮近日被北京市消費者協會約談，要求其務
必妥善處理消費者投訴，及時公布退費方案和登記
方式，切實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每日優鮮美股股價曾一度高見11美元。但該股

美股周二盤前一度跌逾 6%，今年迄今股價跌
97%，目前僅報0.1712美元。

◆ 中微公司9日公告稱，董事楊征帆涉嫌嚴重違紀違
法，正接受有關部門調查。公司指事件不會對公司生產
經營、財務狀況等產生影響。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香港“獨角
獸”商湯9日舉行新品發布會，董事長兼首席執行
官徐立宣布推出AI下棋機械人“元蘿蔔”，定價
1,999元（人民幣，下同），Pro版定價2,499元，
產品已於淘寶天貓預售，預付定金後可於本月29
日支付尾款。

持16級或以上棋力
商湯副總裁沈徽介紹，“元蘿蔔”在推出前

對決超過1億盤棋，擁有象棋大師級的技藝。產品
獲得中國象棋協會授權等級評測且頒發證書，在
26級棋力中，“元蘿蔔”可提供16至15級課程，
隨機械人贈送130元考試報名費用。至於“元蘿
蔔”Pro版本提供16至13級課程，贈送260元考試
報名費用。

沈徽強調，“元蘿蔔”的造型猶如太空人，
其手臂十分靈巧，可以通過電磁吸觸點穩固抓取
棋子，亦能精準識別棋子且落子，在象棋棋盤上
遊走。就購買界面顯示，產品由前奧運冠軍郭晶
晶代言。

商湯推售AI下棋機械人

◆商湯“元蘿蔔”在推出前對決超過1億盤棋，擁
有象棋大師級的技藝。 淘寶天貓截圖

中國國家網信辦近期採取多舉措出重拳清理處置一批宣傳炒作

虛擬貨幣的違法違規信息、賬號和網站。目前，中國微博、百度等

網站平台根據用戶協議，已關閉約1.2萬個違規用戶賬號，並清理了“投資

比特幣輕鬆賺錢”等違規信息5.1萬餘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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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因總統有行政特權保密因總統有行政特權保密，，特朗普要求特朗普要求FBIFBI歸還歸還
在突襲中查獲的機密材料在突襲中查獲的機密材料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前總統唐納德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週日早上譴責聯邦特朗普週日早上譴責聯邦
調查局調查局（（FBI)FBI)在突襲海湖莊園時扣押了在突襲海湖莊園時扣押了““行政特權材料行政特權材料”，”，隨後隨後
要求該機構盡快歸還他的機密材料要求該機構盡快歸還他的機密材料。。

特朗普在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Truth Social 的一篇帖子中寫道的一篇帖子中寫道：：
““哦哦，，太好了太好了！！剛剛得知剛剛得知，，聯邦調查局在我現在著聯邦調查局在我現在著
名的海湖莊園突襲行動中名的海湖莊園突襲行動中，，拿走了一箱箱總統享有拿走了一箱箱總統享有
行政特權的行政特權的‘‘律師律師 -- 客戶客戶’’材料材料，，以及以及‘‘行政特行政特
權材料權材料’，’，他們明知總統有這個行政特權他們明知總統有這個行政特權，，不應該不應該
拿走拿走。”。”

估計特朗普也不知道卸任總統有這個行政特權估計特朗普也不知道卸任總統有這個行政特權
，，前面的留言中指出已發令解密所有文件前面的留言中指出已發令解密所有文件，，但律師但律師
和總統顧問知道卸任總統有這個行政特權和總統顧問知道卸任總統有這個行政特權，，使用了使用了
他的特權讓一部分機密和絕密材料仍然保密他的特權讓一部分機密和絕密材料仍然保密。。難怪難怪
有人指責有人指責““如果前總統的律師故意向執法部門提供如果前總統的律師故意向執法部門提供
虛假信息虛假信息，，掩蓋了一些解密文件掩蓋了一些解密文件，，他們可能面臨嚴他們可能面臨嚴
重後果重後果”。”。但特朗普的律師遇亂不驚但特朗普的律師遇亂不驚，，平靜面對平靜面對，，
原來他們有總統原來他們有總統““行政特權行政特權””這個尚方寶劍這個尚方寶劍。。

特朗普繼續說道特朗普繼續說道：“：“通過這份真相的副本通過這份真相的副本，，我我
恭敬地請求恭敬地請求FBIFBI將這些文件立即歸還到他們被拿走將這些文件立即歸還到他們被拿走
的地方的地方。。謝謝謝謝！”！”

各種報導推測各種報導推測，，上週一上週一（（ FBI/FBI/司法部獲得搜司法部獲得搜
查令查令，，由地方法官布魯斯由地方法官布魯斯··萊因哈特法官簽署萊因哈特法官簽署））從從
海湖莊園移走的物品中不應該拿走卸任總統有行政海湖莊園移走的物品中不應該拿走卸任總統有行政
特權保密的特權保密的 1111 組可能有機密和絕密的材料組可能有機密和絕密的材料。。

這個總統行政特權讓這個總統行政特權讓FBIFBI很被動很被動，，他他
們明知故犯們明知故犯，，試圖一網打盡試圖一網打盡，，終於找到終於找到
了機密和絕密材料了機密和絕密材料，，但這些材料總統有但這些材料總統有
權保密權保密，，FBIFBI突襲海湖莊園最後只是一場突襲海湖莊園最後只是一場
空空。。

FBIFBI在佛羅里達州的突襲事件也發生在佛羅里達州的突襲事件也發生
在特朗普總統有意出城在特朗普總統有意出城（（紐約市紐約市））的時的時
候候。。

密封的搜查令在周五晚上成為公開的素材密封的搜查令在周五晚上成為公開的素材，，顯示特工有權沒顯示特工有權沒
收任何帶有機密標記或與收任何帶有機密標記或與““傳輸國防信息或機密材料傳輸國防信息或機密材料””有關的文有關的文
件或記錄件或記錄。。估計發搜查令的法官也忽略了總統估計發搜查令的法官也忽略了總統““行政特權行政特權”。”。

因此因此，，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可能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可能
一直在尋找特朗普違反一直在尋找特朗普違反 19171917 年年
《《間諜法間諜法》》的證據的證據，，該法禁止美該法禁止美
國公民國公民““以意圖或理由獲取信息以意圖或理由獲取信息
、、記錄圖片或複制與國防有關的記錄圖片或複制與國防有關的
任何信息的描述任何信息的描述”，”，以及以及““相信相信
這些信息可能會被用於傷害美國這些信息可能會被用於傷害美國
或為任何外國謀取利益或為任何外國謀取利益”。”。
週日早上週日早上，，塞巴塞巴··戈爾卡戈爾卡 （（SebSeb
GorkaGorka））博士在與主持人卡爾博士在與主持人卡爾··希希
比比 （（Carl HigbieCarl Higbie）） 和 克 里 斯 蒂和 克 里 斯 蒂
娜娜··湯普森湯普森 （（Christina ThompsonChristina Thompson
））一起出現在一起出現在《《喚醒美國喚醒美國》》節目節目
中時告訴中時告訴 NewsmaxNewsmax，，作為一個作為一個
簡單的法律對策簡單的法律對策，，每位在世的美每位在世的美
國總統都擁有與美國政府有關的國總統都擁有與美國政府有關的

事項的終生事項的終生““絕密絕密””許可許可。。
戈爾卡補充說戈爾卡補充說，，這一榮譽也延伸到特朗普總統這一榮譽也延伸到特朗普總統，，據報導特朗據報導特朗

普在普在 20212021 年年 11 月離任前解密的材料尤其如此月離任前解密的材料尤其如此。。
““律師律師--委託人特權委託人特權””包括在正在進行的調查期間律師與其包括在正在進行的調查期間律師與其

委託人之間的私人交流和溝通委託人之間的私人交流和溝通。。
對於涉及白宮事務的行政特權對於涉及白宮事務的行政特權，，總統有能力對美國政府的立總統有能力對美國政府的立

法和司法部門保密某些形式的交流法和司法部門保密某些形式的交流。。
看來司法部和看來司法部和FBIFBI又鬧了突襲笑話又鬧了突襲笑話，，難怪在突襲時不敢暴露難怪在突襲時不敢暴露

搜查令搜查令，，因為真有心虛因為真有心虛，，現在看看他們如何收場現在看看他們如何收場，，估計包括司法估計包括司法
部長和聯邦法官在內的多人會被罷免部長和聯邦法官在內的多人會被罷免。（。（圖片來源於網絡圖片來源於網絡））

黑眉信天翁，翅膀一张，超过2米，但它们

仍然是个头最小的信天翁之一。这些善飞的大鸟

一直生活在海上，它们来到陆地只是为了繁殖后

代。

在交配季节里，漂亮的黑眉信天翁，叫声却

不敢恭维，听起来仿佛路边的醉汉在小区门口放

声高歌。

虽然歌喉不怎么样，但这些体型庞大的鸟是

世界上最温柔、最忠诚的恋人之一。黑眉信天翁

大约在7岁左右会找到伴侣，然后在寿命长达70

年的一生中形影不离。

爱的魔力

维持"婚姻"并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情。黑眉信天翁有一

种办法让爱的魔力持续，让

其不凋散。

照顾后代是婚姻的关键。

黑眉信天翁两口子会轮流去

海上觅食，回来照顾后代。

每次回家的时候，夫妻间必定会像这样，花一个

多小时相互梳理羽毛、进行碰触喙的亲吻、跳舞

、唱歌（对着瞎叫唤）。

这些持续几十年的爱情仪式，不仅仅是为了

维系感情。科学家发现，在这种仪式的互相交流

、碰触中，可能会互相传达有关配偶身体状况的

重要信息，这样，准备换岗飞走觅食的配偶就能

知道它可以离开多长时间。

2009年，一组研究人员抓了四只黑眉信天翁

，在它们背部安装了口红大小的摄像机，成功拍

摄到了黑眉信天翁的秘密生活。

在拍摄的近29000张图片中，除了有一只鸟

多次遇到冰山外，大多数只显示了“无特征”的

海洋。

其中，一张照片是在最黑暗的夜晚拍摄的，

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发光球体，要么是渔船，要么

是月亮。

还有一只信天翁尾随着一条虎鲸，飞了很久

，很可能是为了寻找虎鲸留下的残羹剩饭。

这近三万张照片的整体印象是静谧；这挺贴

切，这些大鸟在飞行时的心率通常与在巢中休息

时的心率相同。

不确定的未来

黑眉信天翁一度是全球濒危物种（2003

年-2013年）。

人类一直是矛盾的——早年间的水手们通常

认为杀死黑眉信天翁会带来坏运气，但他们仍然

会杀，用黑眉信天翁的脚蹼做烟袋，用空心腿骨

做烟斗，还收集羽毛和蛋。

近现代，主要威胁是商业捕鱼。黑眉信天翁

被撒下的诱饵内脏等所吸引，每年有数万只黑眉

信天翁落进拖网中死亡。

终于，人类对渔线做出了改变——配上了阻

止鸟类降落在渔船捕捞区的拖缆等。在采取鸟类

安全措施后的渔场，信天翁的死亡率会下降95%

。

2017年，IUCN将黑眉信天翁降级为最不受

关注的物种。它们的数量似乎在大范围内增加，

估计有140万成熟个体，可喜可贺。

然而，新麻烦的迹象出现了。全球变暖导致

的海洋温度升高，破坏了鸟类的食物来源，包括

整个南部海洋食物链赖以生存的磷虾。

去年，有研究人员在《科学》上发表了一项

研究，表明近年来海洋表面温度升高，增加了信

天翁的“离婚”率——这可能是因为食物供应的

减少使繁殖更加困难。幼崽的高死亡率，引发高

离婚率，黑眉信天翁的种群数量又开始下降。

动物界也好、人世间也罢，兴衰荣辱都是过

眼云烟。有时候就放空一切，什么也不想，安安

静静地和爱的人过眼皮子底下的每一天吧。

黑眉信天翁，7岁聚在一起“结婚”
然后一起走完70年的寿命

狼獾的学名Gulo Gulo来自拉丁语单词Gulo

，意思是“暴食者”，它们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北

部森林、亚北极和高山苔原的偏远地区，在我国

它们也被叫貂熊，或者飞熊。

这些超大号的黄鼠狼，确实有点像小黑熊，

它们在进化中变得能爬上树木，爬上陡峭的雪山

。狼獾雪鞋般的爪子、厚重的抗冻皮毛和强健的

肌肉让它们在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茁壮成长。

3000多年前的古代，生在陕西的西伯侯曾

“夜梦飞熊”，虽然大部分人都默认姬昌梦里的

飞熊是一只长着翅膀的老虎，但根据司马迁正史

《齐太公世家》中所记，西伯侯所梦是一只“非

龙非彲，非虎非罴”的猛兽。

会从树上一跃而下的行为，结合一下地理位

置，不负责任的猜测，没准姜子牙就是狼獾这个

小飞熊呢。

确是猛兽

狼獾是种体格魁梧、机警的食肉动物，也经

常食腐。它们可以长到20公斤左右，大脚丫子像

雪鞋，再加上厚厚的皮毛让它们得以在冰天雪地

中生活。

成年狼獾的体型大约只有一条中型狗那么大

，雄性体长不超过113厘米，体重在11-27.5千克

之间，俄罗斯文献中提到了体重高达32公斤的超

大雄性，但学术界都不太相信这一数字。

狼獾肌肉发达，它们锋利的爪子和有力的下

颚使它们能够尽情享用尸体，并捕猎各种大小的

物种，从地松鼠到麋鹿，也算是一种强大而多才

多艺的捕食者。

狼獾在冬天被认为主要是食腐，也会沿着狼

和猞猁的足迹行走，为了清理它们留下的猎物残

骸。总得来说，大兴安岭的狼獾更多的是自己捕

猎，毕竟，狼和猞猁等相互竞争的食肉动物种群

在我国基本消失了，或者不那么密集。

但也没那么猛

狼獾有着强大的下颚、锋利的爪子和厚厚的皮

毛，虽然它们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抵御更大或数量

更多的食肉动物，如狼或熊，但胜很少败很多。

在地球的另一边，北美大陆上，狼、黑熊、

棕熊、美洲狮和金雕都能够杀死狼獾，尤其是年

轻和缺乏经验的个体。

狼被认为是狼獾最主要的捕食者，狼群的到

来会让狼獾直接放弃该地区的领土。

生态走廊

虽然有人拍摄到狼獾在挪威猎杀驯鹿，也曾

观察到它们在黄石公园与黑熊争夺食物，但总体

来说，狼獾这个物种极其脆弱，很少见到，而且

很难研究。

在我国，狼獾数量正在下降。

狼獾通常是独居的物种，需要大面积的领土

，并且繁殖速度很慢，平均每3年生2只幼崽，

这些特点使它们容易受到人类的影响。

综合研究表明，保护剩余狼獾种群的最佳方

法是确保生存繁衍所需的大片领土，狼獾需要一

大片相连的完整栖息地才能生存。

从长远来看，保护它们的唯一方法是帮助保

护和连接它们零散的栖息地，建造生态走廊是最

为迫切的。

从内蒙古到东北，大兴安岭的狼獾，学着与人类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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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個比賽日裏，浙江特美贏盃體操隊獲得
男子單槓、男子雙槓、男子吊環團體冠

軍，山東體操隊獲得男子自由體操團體冠軍，
江蘇體操隊獲得男子鞍馬團體冠軍，廣西體操
隊獲得男子跳馬團體冠軍。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體操運動管理中心主任
繆仲一表示，受疫情影響，從去年陝西全運會
至今，一直沒有舉辦過正式的全國成年組體操
比賽。“多年以來，除了傳統的全國體操錦標
賽和冠軍賽外，賽事還是太少，難以滿足隊伍
的需要，也難以滿足人民群眾熱愛體操的需
要，所以我們想利用這次機會來進行探索和嘗

試。”
“也希望通過團體賽的設置，對整個體操

隊伍的人才梯隊建設起到好的引導。”
作為賽事承辦方，泰山體育產業集團有限

公司在廠房內巧做文章。場內每項器材都符合
國際體聯標準，在保證安全和項目輪換順序的
情況下，對器材擺放位置進行了調整，場館燈
光不炫目也沒有影子，空調確保恒溫25攝氏
度。參賽選手普遍表示，場地體驗感與以往賽
場沒有差別。

未來走進街道社區商場
在賽場外，還有曾在北京冬奧會期間服務

越野滑雪國家隊的雪蠟車可供參觀。在觀眾看
台附近，設置了快樂體操、跑酷等運動項目和
器材體驗區，國家體操隊賽前在這裏與當地小
學生進行了交流互動，指導體操技術動作。

“我們的運動員走進了工廠的研發車間和
博物館，也和很多小朋友進行了互動，感受到
了大家的關心、支持和熱愛。”繆仲一說。

他表示，未來類似的活動還要堅持下去，
繼續走進街道、社區、商場，讓體操更進一步
和老百姓接觸。 ◆新華社

“齊跳高飛”呈獻全新教學影片

◆第四屆佛山武林大會即將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首屆上海虛擬體育公
開賽9月1日起正式啟動報名。據
悉，首屆賽事以“無界之競，一
觸即發”為主題，包括虛擬賽

艇、虛擬公路自行車、虛擬賽車、虛擬滑雪、虛擬高爾夫等5
個項目。該賽事也是內地首個虛擬體育綜合性賽事。
在日前的表演賽中，主辦方通過數字技術將五大項目參

賽選手們遠程鏈接比賽，並在現場實現同框直播，讓觀眾們
感受到虛擬體育的獨特魅力。參賽選手不僅有2008年奧運會
八人艇選手周意男、滾石女子車隊隊員“野馬妍”等專業運
動員，同時還包括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運動愛好者。通過這次
賽事，所有體育玩家都能在莓塔體育“元宇宙”裏獲得與專
業運動員、體育明星們正面較量的機會，得到與眾不同的競
賽體驗。而在已經發布的賽事宣傳片中，記者注意到，官方
推出虛擬人物、賽事代言人Ada。Ada在下班回家後便踏上家
中的模擬器，在莓塔體育“元宇宙”化身參賽運動員，足不
出戶就可以通過SVS感受競技體育的魅力，宣傳片以Ada的
視角帶領觀眾們走進虛擬體育的世界，帶來沉浸式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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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上海虛擬體育公開賽9月報名

中國中國20222022年年““體總盃體總盃””首屆全國體操團體錦標賽首屆全國體操團體錦標賽

88日在山東樂陵開幕日在山東樂陵開幕，，這是首個在工廠舉辦的全國頂級這是首個在工廠舉辦的全國頂級

體操賽事體操賽事。。本次賽事與以往的體操比賽不同本次賽事與以往的體操比賽不同，，只進行只進行

團體賽角逐團體賽角逐，，除了資格賽和團體決賽除了資格賽和團體決賽，，還有單項團體還有單項團體

決賽和混合團體決賽決賽和混合團體決賽。。本次比賽將於本次比賽將於88日至日至1313日舉日舉

行行，，包括包括254254名運動員在內的名運動員在內的1212支隊伍參賽支隊伍參賽，，各隊均各隊均

由成年和青年隊員共同組成由成年和青年隊員共同組成，，鄒敬園鄒敬園、、肖若騰等國家肖若騰等國家

隊名將集體亮相隊名將集體亮相。。

◆◆““躍動一刻躍動一刻””攝影比賽跳攝影比賽跳
繩組冠軍作品繩組冠軍作品。。◆◆港隊總教練吳柏港隊總教練吳柏麒麒（（右右））及及

黃冠傑網上教授跳繩班黃冠傑網上教授跳繩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第四屆佛山武林大會暨2022佛山功夫文
化交流大會將於8月14日至9月9日舉行，
大會將設立“三大核心”和“三大常規”武
術競賽。其中，三大核心賽事包含傳統南獅
錦標賽、自由搏擊、傳統武術，三大常規賽
分為太極拳、蔡李佛、詠春拳等6大拳種比
賽，預計將有約5,000人參加不同類別的賽
事。除了武術競賽，大會還將舉行一系列功
夫文化展覽活動，包括武術歷程區、文化展
覽區、互動留影區、武術VR體驗區等。

佛山市武術協會常務副主席余耀泉介
紹，本屆大賽將在佛山不同場館舉行，每場
規模控制在500人左右。“北方地區往往一
個地方一個拳種，而佛山有數十個拳種，群
眾基礎好，參與性高。本次大賽分為團體賽
和個人賽，完全公開地接受社會報名。”

佛山市文廣旅體局武術運動管理科科長
方斌武介紹，接下來，該項大賽將升級為國
際武林大會，面向港澳及海內外。

佛山將辦
5000人武林大會

◆◆國家隊隊員張博恒在國家隊隊員張博恒在
吊環比賽中吊環比賽中。。 中新社中新社

◆◆國家隊隊員肖若騰在鞍馬比賽中國家隊隊員肖若騰在鞍馬比賽中。。 中新社中新社

◆◆廠房變身體操廠房變身體操
比賽場地比賽場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由香港賽馬會
慈善信託基金捐助、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主辦的賽
馬會“齊跳高飛”跳繩計劃，今年3月開始推出不
同形式的活動，迎合不同運動體格的參加者，鼓
勵市民在抗疫期間開展健康生活方式，一同享受
跳繩運動的樂趣。

四項社區重點活動包括“我教你跳！網上免
費跳繩班”、“全港網上跳越界限跳繩比賽
2022”、“躍動一刻”攝影比賽及“我問你測！

看出你的潛在特質與跳繩才能”，吸引了超過
2,000名市民參與。而3月推出的“我教你跳！網
上免費跳繩班”，邀請到現任香港跳繩代表隊總
教練吳柏麒及黃冠傑，在疫情期間為數百位參加
者提供免費跳繩入門技巧。

有別於過往傳統的面授課堂形式，兩位教練
對網上課程亦有全新體會。吳柏麒表示：“疫情
下，網上教學雖然只能以單人跳繩動作為主，相
反學員能夠多角度觀看動作，也能夠與學員分享

各地跳繩賽事的影片，培養他們的興趣。”
黃冠傑則憶述課堂中的趣事：“學員中也有

年紀較小的朋友，有時看着鏡頭發呆，家長這個
時候會加入幫助小朋友，變相也增加了親子互
動。”

“齊跳高飛”跳繩計劃壓軸推出8位花式跳繩
運動員及專業跳繩教練的跳繩教學影片。全系列8
條學習影片已發布於 YouTube（https://bit.ly/
3brKED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港超球隊標準
流浪9日宣布巴西前鋒大衛巴拿加盟。這位曾於越
南、泰國、印尼球隊効力的新援表示，香港與東南
亞在文化上有相近之處，生活易於適應，希望以表
現回饋球迷的期待。

大衛巴拿早在2013年已獲標準流浪時任主教
練列卡度推薦加盟，惟最終這位鋒將未有到港，後
來轉赴泰國發展，如今雙方得以再續“未了緣”。

大衛巴拿表示到港不久已適應環境：“香港、越
南、泰國、印尼各有其文化，但當中也不乏相似
之處，我在亞洲生活超過將近10年，因此易於適
應。”

大衛巴拿早前曾代表球會出戰東南海盃小型
球決賽，見到當日有很多球迷支持：“我明白球
迷的期望，會為此奮鬥以達成他們對我、對球隊
的期望。”

◆◆大衛巴拿希望以表現回饋球大衛巴拿希望以表現回饋球
迷的期待迷的期待。。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流浪 大衛巴拿 再續未了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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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春秋時代（平潭）影業有限公司、北京

光線影業有限公司、北京五元萬象影業有限公司、中

國長安出版傳媒有限公司出品的電影《撥雲見日》發

布概念海報，並官宣首波主創：導演五百、領銜主演

肖央。海報獨出心裁使用木版畫風格，黑白紅色彩衝

擊強烈，簡單線條刻畫出的波雲詭譎令人印象深刻。

電影《撥雲見日》由導演五百執導，實力演員肖央領

銜主演，聚焦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題材，展現在掃黑除

惡專項鬥爭中央督導組的指導下，一線刑警重拳懲黑

惡，公正鑄法威的故事。利劍掃黑，掃出清風正氣；

鐵拳除惡，終得撥雲見日。電影《撥雲見日》力求在

滿足觀眾對於現實題材內容需求的同時，展現中央打

擊黑惡勢力的決心與氣魄，普及掃黑除惡的現實意義

，影片將於2022年上映，風暴升級，敬請期待。

2022掃黑除惡風暴再升級電影
《撥雲見日》連接現實彰顯正義

電影《撥雲見日》發布概念海報官宣2022年即

將上映，引發觀眾強烈期待。同時，概念海報中也暗

藏了不少信息，其選用的新興版畫風格自誕生起就是

與廣大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中國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文藝作品連接現實，電影《撥雲見日》也是以影

視作品回望現實，掃黑除惡專項行動歸根結底是為了

讓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有保障。海

報整體背景中心「掃黑」兩個大字若隱若現，同時以

太陽光從雲霧中射出為畫面主體內容，四周翻滾的雲

霧被象徵正義的陽光穿透破除，光芒匯聚在紅色毛筆

寫就的紅色片名處，掃清塵霾一切也便將「撥雲見日

」，令人印象深刻。畫面其間散落的錢幣、槍支、大

佛、監控攝像頭、受驚的飛鳥等象徵錢權、信仰及暴

力的意向環繞在層層烏雲之間，詮釋着正與惡的交鋒

；人物形象也分散在畫面四周，沒有完全直面觀眾的

他們，或面目模糊，或被紅色血跡遮蓋，不禁讓人憤

恨懷疑他們怎麼會在黑暗裡隱藏如此之深，也讓觀眾

對於影片中的善惡對決產生了更多期待。

「有黑必掃，有惡必除，有亂必治，有傘必打」

的口號懸於海報正上方，從2021到2022，從《掃黑

風暴》到《撥雲見日》，在影視作品裡，風暴升級，

雷霆再起；在現實生活中，掃黑除惡工作攻堅克難、

常態化開展，掃黑除惡「回頭看」持續深入推進。掃

黑除惡是一場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的較量，風暴

不停，當砥礪前行，終能撥雲見日。

實力演員肖央
大銀幕首次出演刑警

導演五百曾憑藉高分口碑作品《掃黑風暴》《心

理罪》等多部現實懸疑、犯罪題材作品在觀眾心中締

造掃黑事跡影視化口碑佳績，對類型片作品的創作極

為擅長，其張力十足，風格獨特的影視語言也多次為

觀眾帶來意料之外的驚喜。「掃黑風暴來襲，真相呼

之欲出」，2021年，五百導演執導的高口碑劇集《掃

黑風暴》讓觀眾感受到了現實題材的份量，2022年，

五百導演帶領強大的製作團隊再拍掃黑故事——電影

《撥雲見日》，力求以更真實、更大膽、更深入的視

角，揭露黑惡與貪腐的源頭，呈現極具魅力的現實題

材影片，不負觀眾期待。

《撥雲見日》發布概念海報同時也官宣了領銜主

演肖央，作為近年來大銀幕中佳作頻出的實力派演員

，肖央擁有着多個深入人心的經典角色，其主演的電

影作品票房超80億，多次提名金雞獎，演技頗受觀

眾讚譽。在影片《撥雲見日》中，肖央飾演刑警李南

北，這是肖央在大銀幕首次出演刑警，李南北將參與

到怎樣的一場艱難對決中也引發觀眾期待。

影片《撥雲見日》由春秋時代（平潭）影業有限

公司、北京光線影業有限公司、北京五元萬象影業有

限公司、中國長安出版傳媒有限公司出品，五百導演

執導，肖央領銜主演，將於2022年與全國觀眾見面

。風暴升級，敬請期待。

掃黑電影《撥雲見日》

2022風暴升級

由豆瓣 top250影片《穿越時空的

少女》《夏日大作戰》等影片導演細

田守編劇、導演的青春動畫大片《雀

斑公主》8月26日即將全國上映。最

新釋出30s預告露出更多虛擬世界U的

瑰麗畫面，來自倫敦的建築設計師Er-

ic Wong負責構建電影中令人震撼的虛

擬世界U，曾打造《海洋之歌》《狼

行者》等作品的愛爾蘭國寶級動畫製

作團隊Cartoon Saloon也加入了此次電

影製作，製作團隊可謂是細田守時尚

最為豪華的一次。

影片講述了一個少女成長的故事

。十七歲的高中生少女小鈴自幼喜歡

和母親一起唱歌，但隨着母親的去世

，小鈴也逐漸封閉了自己的內心，失

去了唱歌的能力。機緣巧合，小鈴以

「貝兒」的身份進入虛擬世界U並成

為萬人矚目的大明星。

這一天，讓世界運轉起來的是一

個少女的希望！

短短的預告看點十足，一位現實

中懷抱傷痕的女孩進入U世界，卻被

一個突然出現的同樣傷痕累累的龍吸

引了目光，兩顆受傷的靈魂互相靠近

，一場視覺與心靈的治癒之旅。歌聲

是小鈴身份的「關鍵之匙」，是她曾

經幸福的回憶，是她進入虛擬世界U

被發掘的潛能，也是她施予幫助與拯

救的獨家「武器」。《雀斑公主》中

小鈴的配音由日本人氣創作歌手中村

佳穗擔任，這讓觀眾對影片中占據重

要地位的幾支歌曲期待值飆升，等不

及要在影院聆聽這場拯救之歌。

此外今日官方還公開一組成長向

劇照，晴夏的清風、捲雲的陰霾、暖

陽的黃昏，這個世界的有限的可能，

盛滿了各種味道的情緒。小鈴在這條

小河邊，又會發生多少故事呢？

細田守導演的最新青春動畫大片

《雀斑公主》由日本地圖工作室製片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進口，中國電影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譯製。影片將於8

月26日全國上映，屆時觀眾將有機會

在影院看到這場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

的拯救與冒險。

《雀斑公主》預告暑期適配度超絕

少女進入U世界
成超級歌姬

由張律執導，耐安監製，倪

妮、張魯一、辛柏青領銜出演，

池松壯亮、中野良子、新音特別

出演的極致美學愛情電影《漫長

的告白》發布深情特輯，從主創

的角度深刻剖析了立冬（張魯一

飾）對阿川（倪妮飾）二十年如

一日的愛，這種愛既是現實的，

也是勇敢的，導演表示，「我們

可能太片面地理解愛，要堅持這

麼長的感情需要多麼巨大的勇氣

」。正如辛柏青所言，「某一個人在

你心裡留下了能夠燃燒的深深的烙印

，這就是愛情持續的證明」。

愛一個人可以愛多久？立冬用自

己的一生來解答這個問題。從青春心

動到成年重逢，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對

阿川的心意。導演張律很能理解這樣

的感情，「翻篇特別快的感情有它的

道理，立冬這種感情也有他的道理，

後一種我們覺得很珍貴，因為在我們

現實生活里是需要巨大的勇氣」。可

能有些人覺得這樣的感情不現實，但

導演表示，「二十年都翻不過去的立

冬挺現實的，其實我們不太願意去正

視這些東西，因為那種情感的厚度比

較難以承受」。

影片中，立冬對阿川是越深愛越

無言，導演不認為這樣的感情是不勇

敢，「我們可能太片面化地理解勇敢

，二十年他不說，這是多麼勇敢的事

情」。張魯一也剖析了角色的內心，

「阿川是立冬心中的執念，我覺得那

天晚上立冬沒有敲門並不是遺憾，而

是放下」。

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關於愛的形

式，那麼其中最美好的一種愛就是我

用一生說愛你。這種愛是浪漫的深刻

的，並有其可信服的內在動機來支撐

。倪妮認為不能用膚淺的感情去定義

阿川和立冬之間的關係，「我相信遠

比愛情深遠得多」。辛柏青更總結道

，「某一個人在你心裡留下了深深的

烙印，而這個烙印在你老的時候還能

夠鮮活起來燃燒起來，其實這就是愛

情能夠持續的證明。」

電影《漫長的告白》由峨眉電影

集團、北京歡喜首映、成都青春海秀

、午夜失焦出品，成都青春海秀髮行

，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聯合發

行，將於8月12日全國上映。

《漫長的告白》發布深情特輯
張魯一對倪妮的愛二十年如一日

由大鵬執導，黃渤、王一博領銜主演，陳祉希擔任總

製片人，蘇彪、大鵬編劇的電影《熱烈》於近日宣布殺青

。電影《熱烈》講述了追尋街舞夢的少年在老炮兒教練的

指導下，克服重重阻礙，在熱愛的舞台上發光發亮的熱血

故事。此次影片是黃渤與王一博在大銀幕的首度合作，攜

手展現因熱愛而堅持的熱烈人生。

影片自開機以來便備受關注，歷時70天的拍攝，於

近日正式宣布殺青。近千人的劇組面對42度的炎熱酷暑

天氣，在片場反覆打磨每一幀細節。每場戲結束後主創隊

員全部大汗淋漓，將最熱烈的汗水流在了最熱烈的片場。

殺青當日，主創不舍作別，現場氣氛「燃」力拉滿。

此次，電影《熱烈》曝光殺青海報，海報中老炮兒教

練（黃渤飾演）輕拍呆萌徒弟（王一博飾演）頭頂，黃渤

眼中充滿讚賞與鼓勵，師徒上演溫馨「摸頭殺」。聯想此

前曝光的貼片預告中，黃渤面對王一博想要留在「驚嘆號

」舞團的請求時，一句「那看你表現啊」充滿考驗意味，

與海報中兩人溫馨畫面成鮮明對比，令人期待背後故事。

勵志和喜劇碰撞雙bo組合火花十足

在電影《熱烈》中，熱烈追夢的少年陳爍（王一博飾

）與街舞老炮兒丁雷（黃渤飾）相識後，面對重重打擊仍

不放棄練習街舞。影片將勵志與喜劇元素結合，在重重笑

點中呈現老炮兒教練與呆萌徒弟的幽默交流，使笑點、淚

點與燃點兼備，創造出精彩的感官盛宴。

《熱烈》攜多個國內頂尖街舞舞者，精彩呈現了令人

驚嘆的高難度街舞動作。兩位領銜主演也都早已與街舞結

下不解之緣，黃渤在成為專業演員之前，曾做過七年的舞

蹈教練，而王一博也曾因街舞比賽被發掘。黃渤和王一博

兩位街舞能手首度合作，雙bo組合火花十足。

大鵬執導新片《熱烈》殺青
黃渤王一博上演 「摸頭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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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耗
資15億港元興建的邵氏影城，當中嶄新
的創作空間邵氏創意中心，9日舉行開
幕典禮，並由邵氏基金會主席及邵氏影
城董事總經理陳偉文、香港知專設計學
院（HKDI）院長王麗蓮、高先電影董
事總經理曾麗芬、電影導演黃修平及
VS Media創辦人及邵氏創意中心營運
商黃雅芬擔任主禮嘉賓。已故邵氏兄弟
（香港）有限公司副主席、電視廣播有
限公司非執行董事方逸華的胞妹蔡梅芝
及李潔儀亦有出席。

陳偉文表示：“邵氏基金會以推動
文化藝術傳承為宗旨，邵氏影城一直在
基金會的支持下營運，其所得收益亦會
交由基金會用作慈善用途，他們秉承邵
逸夫先生及夫人對電影的熱誠，都希望
令邵氏影城發展更加多元化，為電影製
作人提供更全面的支持，鼓勵更多本地
電影創作，將香港電影的地位進一步提
升。”

該中心坐落於將軍澳邵氏影城，總
面積佔地11,000平方呎，陳偉文指中心
為業界提供靈活的工作空間，如活動空
間及會議室，並附設後期媒體製作設
施，包括綠幕攝影棚、混音及錄音室和

剪接室，提升本地
的製作能力。他又
希望透過中心凝聚
香港的製作、發
行、電影節、電影
技術公司及專才，
為他們供工作空間
及設施，創造一個充滿活力的娛樂生態
系統。今次影城為了提升設施，共投資
了3億港元，問到預計何時能收支平
衡？他說：“我們一直是懷住支持及回
饋電影業界的初心，致力為電影業界打
造一個協作平台為目標，所以沒有想何
時能收支平衡。”他續稱邵氏影城的支
出都是由邵氏基金會承擔，將來所有收
益都是撥歸基金會作慈善用途。

藝人陳宇琛（Sam）9日亦有出席中
心開幕禮，他表示今次是以製作人身份
來參觀設施，當年影城開幕時他也有來
過，今次主要是看之後可有機會合作。
他指娛樂行業競爭愈來愈大，作為藝人
都要多線發展。快將榮升父親的他，表
示太太已懷孕19周，預產期是12月29
日，暫時選擇順產。他又笑言現在視太
太如女王般看待，並大爆太太擔心B女
出世後會失寵而呷醋。

胞弟亮相新節目料林作會“抽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明珠台自家製原創節目《Love

Matters with Grace》將於下周三推出，節目由陳凱琳首度監製兼

任主持，在9日記者會上，訪談的嘉賓張馳豪、何晉樂、林沚羿、

黃祥興、陳浚霆及魏韵芝等均有出席撐場。對於胞弟Derek將亮相

新節目，陳凱琳預料林作會再藉機“抽水”，但她懶得理會，並堅

決反對林作提出驗DNA的提議。

陳凱琳陳凱琳堅決反對驗堅決反對驗DNADNA
◆陳凱琳表

示只會讓老公
鄭嘉穎做後備
嘉賓。

將軍澳邵氏創意中心開幕
投資3億元 支持電影製作人

劉溫馨首演大奸角 找老師苦練咬字

陳凱琳（Grace）在節目中邀請到龍
鳳胎孖生胞弟Derek出鏡，分享在

網上結識到太太的經過。雖然胞弟早前
已移居加拿大，Grace表示每日也會跟
弟弟通電話，因此沒太深掛念，而弟弟
在港7年一直未停過工作，故暫時仍在
放假休息，未正式復工。提到Derek早
前被指跟父親長相不相似，惹來有“抽
水王”之稱的林作“挑機”出千萬求驗
DNA，掀起連串風波，弟弟心情是否已
經平伏？Grace回應說：“那件事發生
時他都OK，他也識諗，男仔會更加放
鬆。”事件已告一段落？她表示沒再想
太多，也不需要再拿出來講。但會否擔
心訪問Derek的一集出街再惹來林作攻
擊？Grace 說：“我諗這個訪問出了
街，都會引起他講嘢，他都有自由去講
同出post，我自己有了這個準備，希望
他的心態是旨在娛樂。”有否想過真的
去驗DNA？她直言不會，畢竟件事已告
一段落，她不再去想，也不會再講。

另外，談到Grace今次與林肯聯合
監製節目，她坦言從找嘉賓、撰稿甚至

剪接都要親力親為，也是一次很好的學
習機會。而節目中除了弟弟當嘉賓，
Grace也找來朱千雪一起談婚姻以及與
另一半的相處之道。問到為何仍不請老
公鄭嘉穎上節目當嘉賓？她笑謂：“我
驚一齊做節目會好多爆肚，還是遲一
些，讓他做後備！”另提到嘉穎快將生
日，Grace指老公和父親的生日只相隔
一天，所以每年也會一起吃飯慶祝。

張馳豪兩次拍拖遇第三者
此外，“聲夢”學員張馳豪

（Aska）、何晉樂及林沚羿擔任嘉賓上
Grace主持的節目，該集話題談到愛情
與夢想，Aska表示現階段自己會先選工
作，因為要是女友跟自己想法不一樣，
也難繼續走下去，所以他會選一個跟自
己有共同夢想、在生活上互相支持的伴
侶。

Aska表示過去曾拍過兩次拖，分手
原因都是對方做了些不應該做的事，出
現了第三者，最後也是由他提出分手：
“第二個女友，是她親口和我說有另外

一個人，當時我感到好受傷害，最終也
是理性下和平分手，也做回朋友，我覺
得即使不再是情侶，但也不用去到關係
決裂。”但兩段感情均出現第三者，再
拍拖時會否留下陰影？Aska坦言現處理
感情，會多一點防禦心，也會築起圍
牆，想多些才投入。而節目中被問到現
身邊有否心儀的對象，Aska選擇拒絕回
答，只說：“其實講邊個都不可以，永
遠會得罪人，何必令自己墮入這個圈套
之中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豪與張曦雯在劇
集《白色強人II》中飾演過氣情侶，兩人自度打鬧場
面，互動輕鬆惹笑又吸睛。

8日晚播出的一集，講述唐明（馬國明飾）為連體
嬰進行切割及重建心臟手術，由於是香港首個案例、難
度亦甚高，事件惹起高度關注，劇中反派Martin（張達
倫飾）及張庭（劉溫馨飾）更希望手術失敗作為打擊
YT（郭晉安飾）的籌碼……另一邊廂，由於葉晴（胡
定欣飾）的成立藥物研究中心草案摧毀性甚高、兼對
YT的全面開放藥物名冊草案有重大威脅，深愛YT的
Yan（張曦雯飾）遂決定出手幫男友，更拉攏舊愛Vin-
cent（陳豪飾）一起游說聯網總監支持YT。

Yan及Vincent二人8日晚齊齊晒冷自然是焦點場
面，他們的互動均惹笑輕鬆。張曦雯透露與陳豪不少互
動對白，是二人對戲時設計及創作的，她說：“我哋私
下互動都似文信（Vincen）同Yan，陳豪好開得玩笑
嘅。如果大家有留意，會見到我劇入面有時會拍吓佢、
打吓佢，呢啲劇本冇嘅，係我哋自己玩出嚟嘅。”
至於首演大奸角的劉溫馨，舉手投足及嘴臉均相當

惹人討厭，與Martin齊被封兩大“賤精”。為了應付角
色的超複雜對白，劉溫馨找來老師苦練廣東話，她說：
“今次對白有好多醫療改革等平時唔會講到嘅嘢，所以
事前要狂練，喺屋企一路行一路練，練到唔使用個腦諗
都可以噏得出為止，都有搵廣東話老師訓練啲咬字。”

◆Derek與
父親合照引起
外界關注。

◆林作經
常語不驚人
死不休。

◆◆陳凱琳首度監製兼任主持的新節目陳凱琳首度監製兼任主持的新節目99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
◆◆ 張馳豪表示對愛情會多張馳豪表示對愛情會多
一點防禦心一點防禦心。。

◆◆ 陳宇琛稱作為陳宇琛稱作為
藝人都要多線發藝人都要多線發
展展。。

◆◆ 陳偉文表示邵氏創意中心陳偉文表示邵氏創意中心
沒考慮何時才能收支平衡沒考慮何時才能收支平衡。。

◆◆劉溫馨角色造型惹人討厭劉溫馨角色造型惹人討厭。。
◆◆ 陳豪與張曦雯不少互動對白陳豪與張曦雯不少互動對白，，是二人對戲時設計是二人對戲時設計
及創作出來及創作出來。。



長者年滿長者年滿6565歲歲 記得要申請聯邦醫療保險記得要申請聯邦醫療保險
解說美國老人保險解說美國老人保險 萬德福保險李淑惠服務周到萬德福保險李淑惠服務周到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美國，政府提
供給長者許多福利待遇，其中最重要之
一，就是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聯邦
醫療保險是給65歲以上的老人(或是低於
65歲的殘障人士)，在美國工作至少10年
、有繳稅 (每年最多可拿4點，也就是要
滿40點)，當年滿65歲時，就可以申請
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老人醫療保險需要提出申請

萬德福保險的負責人李淑惠指出，
新加入聯邦醫療健康保險的長者，滿65
歲的生日前後有7個月的時間可以申請
Medicare Part A & Part B。舉例來說，如

果是七月份的生日，前三個月與後三個
月期間都可以申請，最早是4月開始就
可以申請紅藍卡了，要向社會安全局提
出申請(網上也可以申請)。

即將滿65歲的長者，記得要向社會
安全局提出申請，一般來說，從申請、
批准、到拿卡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李淑
惠提醒長者們，政府規定年滿65歲以上
的長者必須要買Part B跟Part D，如果沒
有買的話會被處罰。她曾經遇到一位客
戶，晚了8年都沒有買，最後被罰了許
多錢。如果有即將年滿65歲的長輩對聯
邦醫療健康保險有問題，也歡迎諮詢李

淑惠。
聯邦醫療保險的
分類

聯邦醫療保
險(Medicare)基本
上分為 Part A &
Part B， 政 府 支
付 80%的費用，
20%由受保的長
者支付。

Part A: 用來
支付住院費

Part B: 用來
支付看醫生的費
用

Part C: 擁有
Medicare 的 Part
A & Part B， 保
險業設計了 Part
C (Advantage 計

畫)或是Medigap來分攤20%的風險。
Part D: 是處方藥，一般的計劃完善

的Part C，是把Part D規劃在一起，可免
付月費，不過拿藥時需付藥費。此外，
長者若選擇Medigap來分攤20%的風險，
一定要再選一個藥處方的計劃。此種情
況下，Medigap、Part B、Part D 都有月
費，若經濟狀況不是很好，就可能不適
合這類型的計畫。

一旦申請聯邦醫療保險通過，長輩
們將收到一張紅白藍色的Medicare卡，
也就是大家習慣稱的 「紅藍卡」，表明
您已有Part A或Part B、或同時具有兩個

部分的保險。
另外，Part A因為是跟住院有關，

如果在美國工作已滿10年，滿足40個點
數，政府會自動給你Part A。但是，也有
一些長者未曾在美國工作過，沒有點數
、或是點數不夠，這種情況下可以去買
Part A，看自己有多少點，可以依據點數
部分購買；如果符合低收入的資格，就
可以申請白卡。
服務周到，口碑相傳

李淑惠在休斯頓的華裔社區口碑非
常好，對於接受過李淑惠服務的長者們
而言，李淑惠是老人健康保險顧問，也
是好朋友，很多時候還是幫忙解決問題
的救星。她總是從客人的角度著想，專
業而細心地回答問題，讓長者們更明瞭
老人健康保險，她用自己的真誠與服務
，打造極強的人格魅力，讓她的客戶都
樂意把朋友介紹給她，因而口碑相傳。

其實，好口碑並非從天而降，都是
靠她一步一腳印，誠心的關懷客戶，仔
細了解保險資訊，掌握專業知識，關心
客戶健康，實在的幫人解決問題，一點
一滴都是用心的成果。
老人保險內容複雜，需做綜合考量

李淑惠表示，老人保險內容極為複
雜，需要依據長輩的身體狀況與實際所
需，做綜合的考量，不能只考慮單一項
目，有些人因為牙保好而選擇某保險，
有人則因為復健需求而選另一計畫，也
有人因慢性疾病須長期吃藥要看Part D
的計畫好不好，不同保險公司的林林總
總計畫，都是要整體考慮而決定，不能

只是表面上看某個計畫不錯而選擇，也
不能因鄰居朋友說不錯就選，否則到需
要用時卻保不到，損失的可是自己。

李淑惠專精的項目包括:老人健康保
險Medicare、健康保險、人壽保險、長
照保險、年金。代理數家知名公司。

連 絡 電 話 是 281-758-9152，
346-364-8405 或 wonderfulsuelee@gmail.
com。微信和LINE 的ID 是kpc2056 (如
果無法加微信/Line，請直接打電話)。若
使用AT&T家庭電話無法撥通者，請改
用手機打。

地 址: 9600 Bellaire Blvd., #120,
Houston, TX 77036

休城工商 BB88
星期二       2022年8月16日       Tuesday, August 16, 2022


	0816TUE_B1_Print.pdf (p.1)
	0816TUE_B2_Print.pdf (p.2)
	0816TUE_B3_Print.pdf (p.3)
	0816TUE_B4_Print.pdf (p.4)
	0816TUE_B5_Print.pdf (p.5)
	0816TUE_B6_Print.pdf (p.6)
	0816TUE_B7_Print.pdf (p.7)
	0816TUE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