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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經驗三十年經驗﹐﹐年業績逾千萬的—年業績逾千萬的— 擁有豐富的經驗擁有豐富的經驗﹐﹐

更具有耐心及責任感更具有耐心及責任感﹐﹐值得信賴值得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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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地產—商業地產— 購物中心購物中心﹑﹑公寓公寓﹑﹑土地土地﹑﹑辦公大樓及汽車旅館辦公大樓及汽車旅館

之仲介之仲介﹒﹒

人物風采人物風采



【美南新聞泉深】基輔9 月 19 日消息：烏克蘭總統澤倫斯
基誓言不會停止為奪回烏克蘭失去的領土而進行的戰鬥，因為基
輔報告稱烏克蘭部隊已乘勝向奧斯基爾河（Oskil River）東岸推
進，威脅到俄羅斯佔領的頓巴斯。

穿越奧斯基爾河是烏克蘭在哈爾科夫東北部地區反攻的另一
個重要里程碑，因為這條河向南流向西維爾斯基頓涅茨河
（Siversky Donets River），這條河直接穿過頓巴斯地區兩個省份
之一的盧甘斯克。

烏克蘭武裝部隊週日晚間在電報頻道上寫道：“烏克蘭軍隊
已經越過奧斯基爾河，從昨天開始，烏克蘭已控制了河東岸。”

盧甘斯克州州長謝爾蓋·蓋代在電報頻道上寫道：“盧甘斯
克州就在隔壁，奪回被佔領土並不遙遠。”

在烏克蘭本月在哈爾科夫迅速取得勝利後，澤連倫基誓言要
繼續對莫斯科施壓。

他在周日的例行晚間講話中說道：“也許在你們中
的一些人看來，在取得一系列勝利之後，我們現在有
了某種平靜。但我們不會有平靜，正為下一個系列賽
做準備……因為烏克蘭必須自由，這是所有的一切。
”

美國總統喬·拜登還表示，烏克蘭的勝利意味著將俄
羅斯軍隊從整個烏克蘭國家撤出，並承諾只要需要，
美國就會提供支持。

他在周日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播出的
採訪時說：“贏得烏克蘭戰爭是讓俄羅斯完全脫離烏
克蘭並承認烏克蘭的主權，他們（烏克蘭）正在擊敗
俄羅斯。”

“俄羅斯變得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能乾和得力。
”

烏克蘭官員說，週日，俄羅斯大砲襲擊了東部和南
部前線的城鎮和村莊，包括扎波羅熱市的民用基礎設
施。

英國表示，俄羅斯軍隊在戰場遭遇挫折後擴大了對
民用基礎設施的打擊，並可能進一步擴大目標。

英國國防部表示：“由於前線遭遇挫折，俄羅斯可能擴
大了準備打擊的地點，試圖直接破壞烏克蘭民眾和政府的士
氣。”

烏克蘭南部司令部周一表示，烏克蘭還對赫爾松附近的
一個雷達站和赫爾松以東的新卡霍夫卡（Nova Kakhovka）
附近的一個浮橋進行了空襲，烏克蘭的反攻集中在摧毀第聶
伯河和因胡列茨河上的橋樑。

週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陸軍上將馬克·米利在訪
問了波蘭的一個基地以協助烏克蘭的戰爭努力後呼籲提高警惕。

他在前往基地後說：“現在對俄羅斯來說，戰爭進展得不太
順利，所以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保持高度的戰備狀態和警覺。”
與他同行的記者被要求不要透露該基地的名稱和位置。

隨著戰場損失的增加，俄羅斯軍隊正在為烏克蘭的“特殊軍
事行動”尋找合同士兵，並提供每月近 3000 美元的獎勵。

週末，俄羅斯一支特種部隊在南部城市羅斯托夫駐紮了一輛
徵兵卡車，蒙面士兵分發了題為《合同上的兵役——真男人的選
擇》（Military service on a contract - the choice of a real man）的
小冊子。

烏克蘭軍隊在東北部乘勝穿越奧斯基爾河烏克蘭軍隊在東北部乘勝穿越奧斯基爾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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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總醫院發現睡眠紡錘波可作為麻省總醫院發現睡眠紡錘波可作為
生物標誌物檢測神經退行性疾病生物標誌物檢測神經退行性疾病

美國疫情已結束美國疫情已結束繼續投注防疫工作繼續投注防疫工作

文章要點：
• 睡眠紡錘波，即在睡眠過程中發生的大規模大腦活動，與認
知功能有關，可以通過自動化方法進行測量，但對於確定哪些睡
眠紡錘波參數是重要的還沒有共識。
• 研究人員描述了紡錘波檢測參數設置如何影響紡錘波與認知
之間的關聯，並確定了與認知表現最相關的參數。

“隨著神經退行性疾病負擔的上升，迫切需要一種敏感的認
知生物標誌物。”——麻省總醫院臨床醫學研究員Noor Adra

臨床醫生可能對個體睡眠時出現的某些腦電波模式進行評估
，以幫助他們診斷癡呆症和其他與記憶、語言和思維有關的疾病
。麻省總醫院和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Beth Israel Dea-
coness Medical Center, BIDMC）的研究人員在《Sleep》（睡
眠）期刊上發表的一項新研究有助於改善檢測這些腦波模式或睡
眠紡錘波的自動方法，並將它們與認知功能聯繫起來。

睡眠紡錘波是在非快速眼動睡眠期間大量發生的大腦活動，
可以通過在頭皮上放置非侵入性電極的腦電圖（EECs）進行評
估。睡眠紡錘波被認為是一種“指紋”，在個體間存在差異，具
有高度遺傳性，並且在夜間趨於一致。

論文主要作者，麻省總醫院臨床醫學研究員Noor Adra表示
：“隨著神經退行性疾病負擔的上升，迫切需要一種敏感的認知

生物標誌物。這導致了研
究睡眠紡錘波的熱潮——
一種睡眠期間觀察到的大
腦活動的振盪模式，以及

它們在各種神經精神狀況和認知表現中的作用。”
儘管睡眠紡錘波和其他大腦特征代表了神經退行性疾病和精

神疾病的潛在電生理標誌物，但檢測和評估睡眠紡錘波並不簡單
。論文合著者、麻省總醫院神經病學系研究員Haoqi Sun博士表
示“人們已經知道，在大腦中睡眠期間這些短暫的高頻事件與認
知密切相關，特別是與學習和記憶密切相關。但是當你試圖在
100多個睡眠記錄中檢測紡錘波時，事情變得不那麼清楚，例如
什麼是最佳閾值，什麼是最佳最小持續時間等等。”

睡眠紡錘波通常通過對腦電圖的目視檢查進行分析，但自動
化方法可以提供更一致的結果。然而，對於這種自動化方法的參
數，還沒有達成共識。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研究人員設計了涉及
167名成年人的睡眠相關實驗，以描述紡錘波檢測參數設置如何
影響紡錘波特徵與認知之間的關聯，並確定與認知表現最相關的
參數。

研究小組還發現，睡眠紡錘波與所謂的流體智力密切相關，
流體智力依賴於抽象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癡呆症的早期階
段會下降。 Adra表示：“因此，我們的發現支持睡眠紡錘波作
為一種基於睡眠的流體智力生物標記物。通過優化這一基於睡眠
的認知生物標誌物的檢測，我們希望能夠指導未來的研究，以檢

測神經退行性變人群中這種生物標誌物的敏感性。”
“睡眠紡錘波是睡眠期間大腦活動的許多重要可測量特徵之

一，它提供了一個了解大腦當前健康狀態和個體罹患腦部疾病或
認知能力下降風險的窗口。現在我們更好地了解瞭如何測量睡眠
紡錘波，我們可以將其加入到不斷增長的大腦健康信息庫中——
可以在睡眠期間測量的健康指標，這些指標將是我們尋求開發能
夠保護和增強大腦健康的治療方法的重要工具。”共同高級作者
M.Brandon Westover博士補充道，他是麻省總醫院神經病學系
研究員，也是麻省總醫院McCance大腦健康中心的數據科學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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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美國總統拜登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播出的
訪問中表示，美國的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已經結
束。

隨當局取消大部分防疫限制措施，旅行也恢復到疫情前水準，拜
登這番談話反映美國大部分社會的現狀。

拜登上週在底特律車展（Detroit Auto Show）中，接受CBS
「60分鐘」 （60 Minutes）節負專訪時表示： 「疫情結束了，我們

仍然面臨COVID的問題，我們仍為此付出很多努力…但疫情已經結
束了。」

拜登指著車展大廳說： 「你可以注意到，沒有人戴口罩了。每個
人的狀態似乎都很好。所以我認為情況正在改變。」

不過，數週前拜登政府才要求國會提供224億美元資金，維持採
檢和注射疫苗的計畫，以防範秋季疫情可能再起。

麻省總醫院臨床醫學研究員麻省總醫院臨床醫學研究員Noor AdraNoor Adra 麻省總醫院神經病學系研究員Haoqi Sun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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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料龍頭開足馬力擴產
光伏級EVA價格迎反彈

矽料和EVA粒子，依舊是制約光

伏產業鏈的兩大瓶頸。好消息是，目

前矽料龍頭企業均已開足馬力擴生產

，下遊產業鏈相繼迎來“漲”聲，

EVA(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粒子價

格迎來反彈。

通威股份人士向記者表示，目前樂

山二期5萬噸和保山壹期5萬噸項目均處

於滿產狀態，“包頭二期5萬噸項目在6

月底順利投產，目前已經處於滿產狀態

。”協鑫科技人士透露，包頭10萬噸顆

粒矽項目預計在10月份、最遲不超過11

月份陸續投產，年底公司的矽料產能將

達到36萬噸。

受到矽料產能放量預期的刺激，

EVA粒子價格也水漲船高。記者先後

聯系東方盛虹、聯泓新科等EVA龍頭

企業，獲悉EVA粒子上周報價已經漲

到 22500 元/噸。華創證券能源化工首

席分析師楊暉向記者表示，“在轉產

行為的供給聯動下，光伏料價格上行趨

勢即將顯現。”

兩大矽料龍頭產能釋放
光伏矽料是產業鏈的核心原材料，

高門檻高收益，龍頭企業都在忙於“高

築墻，廣積糧”。

今年上半年，矽料龍頭企業通威股

份加速推進樂山二期年產5萬噸、保山

壹期年產5萬噸項目的產能釋放，同時

包頭二期年產5萬噸項目在6月份投產，

使得通威股份高純晶矽年產能達到23萬

噸。據了解，樂山三期年產12萬噸項目

預計將於2023年下半年投產，屆時公司

高純晶矽產能規模達到35萬噸。隨著四

川地區用電緊張局面緩解，截至9月1日

，公司高純晶矽及配套化工產能、太陽

能電池產能均已快速恢復至滿負荷運行

狀態。

通威股份在互動平臺表示，公司目

前高純晶矽及配套化工產能、太陽能電

池產能均已恢復至滿負荷運行狀態。9

月13日，通威股份人士向記者表示，目

前樂山二期和保山壹期均處於滿產狀態

，“包頭二期5萬噸項目在6月底順利投

產，目前已經處於滿產狀態。”

另壹家矽料龍頭協鑫科技同樣處於

滿負荷生產狀態。

今年 6月 16 日，協鑫科技全資子

公司江蘇中能矽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新增3萬噸顆粒矽項目投產，徐州顆粒

矽基地產能達到6萬噸以上。“徐州年

產6萬噸顆粒矽項目已經全部投產，樂

山年產10萬噸顆粒矽項目7月 22日開

始投產，包頭年產10萬噸顆粒矽項目

預計在10月份，最遲不超過11月份陸

續投產。”協鑫科技人士向證券時報·

e公司記者透露，預計年底公司矽料產

能將達到36萬噸左右，明年底產能則有

望達到46萬噸。

矽料價格高位盤旋
矽料價格持續上漲，已經創下十年

新高。根據PV-InfoLink數據，本周國內

單晶致密料新簽訂單價格範圍在每噸

30.3萬元~30.6萬元左右，處於“高位盤

旋”階段。

就在9月9日晚，通威股份和晶科能

源宣布簽署多晶矽長單銷售合同：2022

年9月~2026年12月期間，晶科能源及其

子公司計劃向通威股份旗下子公司合計

采購約38.28萬噸多晶矽產品。據測算，

預計銷售總額約1033.56億元。值得關註

的是，今年以來通威股份新簽矽料訂單

預估合同總額已超過3500億元。

而對處於下遊產業鏈的晶科能源來

說，除了與通威股份“牽手”，公司還

在8月26日宣布將向新特能源采購33.6

萬噸原生多晶矽，預計采購金額達

1020.77億元。

矽料龍頭頻獲大單，矽料新秀也不

甘落後。9月13日晚間，天合光能和南

玻A公告稱，2023~2026年，天合光能將

向南玻A采購高純矽料原料產品，預計

采購金額212.1億元。

山西證券研報顯示，四川電力恢復

加上新產能陸續完成爬坡，預計 9 月

矽料產量有機會突破 8萬噸的量級，

環比提升幅度較大。但從供需端看，

9 月中上旬矽料供應和排產交期依然

緊張，預計 10 月中旬開始供應放量效

果逐步顯現。

記者註意到，到今年年底，除了通

威股份高純晶矽年產能達到23萬噸，協

鑫科技矽料產能達到30萬噸之外，大全

能源年產能約為10.5萬噸，新特能源產

能則提升至20萬噸左右。據國際太陽能

光伏網統計及預測，2022年國內多晶矽

產能將達到117.7萬噸，2023年有望達到

310.2萬噸，同比增長163.55%，占全球

矽料產能的96.61%。

“矽料的價格取決於供需關系。”

通威股份人士向記者表示，壹方面，當

前下遊裝機需求持續景氣，對產品價格

支撐較強；另壹方面，矽料環節仍然

是光伏主產業鏈中產能最小的環節，

“從目前投產節奏來看，行業內新增

規劃的矽料項目投資與投產進度不壹

，過程中還存在壹定不確定性，後期

矽料價格走勢仍主要取決於上下遊供

需關系的變化。”

EVA粒子價格普漲
作為光伏膠膜核心原料，光伏級

EVA粒子供應不足，成為影響光伏產業

發展的瓶頸。

就在上個月中旬，中國化工信息

中心高級咨詢顧問張曉晗在接受記者采

訪時表示，2022年四季度EVA整體價格

可能會有回升，明年光伏市場的EVA需

求量仍較為旺盛，“新投產的產能短期

內無法連續生產出合格的光伏料，國內

仍有較大缺口，預計明年EVA光伏料的

價格大概率居於高位。”

東方盛虹旗下斯爾邦石化EVA事業

部產品經理龍雨騰當時也表示，行業內

對四季度持樂觀態度，“矽料產能即將

釋放，將成為光伏級EVA四季度銷售火

爆的重要助推因素。”

斯爾邦石化去年EVA產能為30萬

噸/年，約占國內總產能的20.38%，其

中光伏級 EVA 產能超 20 萬噸/年，約

占全球光伏級EVA產量的 28%。9月 7

日上午，盛虹化工新材料項目開工儀

式在連雲港石化基地舉行。項目建成

後，東方盛虹將實現 “百萬噸級

EVA” 的戰略目標，並成為全球最大

的EVA供應基地。

如今，光伏級EVA價格回升已然

成為事實。“光伏料價格確實漲了。”

龍雨騰9月13日接受采訪時表示，“目

前市場價格不穩定，最高報價大概22500

元/噸左右，出貨良好。”

今年3月，聯泓新科“EVA裝置管

式尾技術升級改造項目”完成後，年產

量提升至15萬噸以上，其中光伏膠膜料

排產占比穩定在80%以上。在此基礎上

，該公司又宣布啟動20萬噸光伏料產能

建設。

華創證券最新研報認為，EVA價格

觸底反彈，看好四季度漲價行情。全球

光伏裝機快速增長帶動EVA樹脂需求，

而EVA樹脂擴產周期長，供給放量節奏

慢，至2023年底行業新增產能非常有限

。預計EVA樹脂近兩年存在較大的供需

缺口。

2022年9月14日（星期三）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生科股急瀉藥明生物挫兩成
拜登簽行政令 涉強化本土生物技術及製造

美國繼“芯片法案”後，

據報道美國總統拜登日前簽署

一項行政令，促使更多生物、醫藥企

業留在美國本土生產，以回應中國在

生物技術方面的挑戰。該項行政令消

息拖累生物醫藥類股急瀉，龍頭股藥

明生物單日急挫近兩成，藥明康德勁

跌16.8%，藥明巨諾也跌7.5%。除生

物科技股受影響外，原本有逾百點升

幅的港股，也由升轉跌，全日恒指收

報19,326點，跌35點，中秋假期後復

市的成交略回升至950億元（港元，

下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據彭博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指，美國總統
拜登日前簽署行政令，要求強化本土

的生物科技產業，促使更多生物、醫藥企
業留在美國本地生產，減少對外國依賴，
被指是為了應對中國在生物技術上的挑
戰。拜登日前聲稱，為了能確保美國在全
球生物科技和相關生產領域領先，使美國
無須依賴其他地方，將會推出有關行政
令，希望支持企業在美國研發生物技術及
生產。美國的行政令從新藥、人體組織及
生物燃料到食品都包含其中，但行政令的
細節尚未公開。

分析料中美角力進一步激化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

在美國中期選舉前，中美角力進一步激
化，但愈來愈多投資者預計，兩國的緊
張關係不會因中期選舉結束而停止，但
港股本月很大機會都只在約 19,000 至
20,000點水平拉鋸，一日未打破這個拉
鋸的悶局，相信即使港股偶有反彈，幅
度亦很有限。

美國的行政令消息嚇散香港多隻生物
醫藥股，藥明生物是跌幅最大藍籌，藥明

康德也跌見一至兩年低位，凱萊英跌逾
12%創上市低位。樂普生物更暴跌
42.2%，創勝跌 11.7%，康龍化成跌
14.8%。

科技股企穩 手機股有炒作
其他科技股則企穩，令科指回落幅度

僅0.2%，收報4,069點，國指逆市升0.1%
報 6,633點。“ATMJ”等重磅股個別發
展，阿里巴巴升 1.6%，為恒指貢獻 22
點。騰訊跌0.7%，美團跌1.2%，京東更
跌4.1%，都拖低了恒指。不過，報道指蘋
果新手機預售理想，手機股有炒作，比亞
迪電子獲大行唱好，股價升6.3%。

中秋假期後，恒生指數全日跌35.39
點，跌幅0.18%，收報19,326.86點。全日
主板成交949.86億元。藍籌股方面，滙控
財務總監邵偉信表示，滙控在明年下半
年，可能恢復股票回購。滙控升1.66%報
48.85 元。蔚來獲德銀唱好，股價急升
16.8%，其他汽車股個別發展，比亞迪升
2.9%，惟吉利及理想齊跌0.1%。永利向澳
門政府遞交博彩標書，股價升6.1%，其他
博彩股向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章蘿蘭 上海報道）
中金公司收市後公布供股方案，建議A股及H股皆以
10供3基準供股，募資不超過270億元人民幣。中金
指，募集資金淨額擬用於補充資本金支持各項業務發
展，以及補充其他營運資金。

根據供股方案，H股供股價格不低於中金刊發H股
供股公告日期前5個交易日該公司H股在收市價的
80%，而A股供股價格不低於經當時匯率調整後的H股
最低發行價格。A股和H股配股價格經匯率調整後保持
一致，或會高於或低於H股當時的市場交易價。

中央匯金承諾全額認購
公司控股股東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已承諾以

現金方式全額認購其在本次配股方案中的可配售股份。
若以公司截至6月30日的總股本約48.27億股為基數測
算，本次配售股份數量不超過14.5億股，其中A股配股
股數不超過8.8億股，H股配股股數不超過5.7億股。

至於實施時間，中金公司指，是次供股待中國證監
會核准後在規定期限內擇機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疫情
改變了零售商採購策略，由疫前一年集
中採購兩次，改為近年周期短的快速訂
單。飛達帽業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顏寶
鈴13日表示，現時每個星期都有訂單，
為了應付快速訂單的需求，該集團在孟
加拉擴充生產設施，第四期新廠房的工
程現正進行中，預期今年第四季竣工、
明年第二季開始投產，配合新增約100台
繡花機及約3,000名工人，新廠房投產
後，該集團產能將提升約20%。

研墨西哥設廠 免美國徵稅
顏寶鈴進一步解釋，為了縮短物流

時間，正研究在墨西哥設廠的可能性，
不過墨西哥的人力成本較孟加拉高出約
4.9倍，但就鄰近美國，可以大大縮短運
輸時間，以及由當地運輸至美國不用徵
稅。

疫情爆發令消費習慣改變，消費品
採購商日益青睞快速訂單，並減少一次
過購入大量庫存，顏寶鈴認為零售商已
習慣這一種採購貨物模式，以及不用儲
存大量存貨，較為有彈性，該集團亦會
配合零售商的出貨速度，她預期今年下
半年增長仍然強勁，相信有雙位數字的
增長。

美元結算 原材料漲價影響較小
另一方面，由於原材料短缺、價格飆

升，加上運費上漲為營運帶來挑戰，該集
團營運總監顧青瑗表示，各方面的原材料
都有不同程度的價格上升，部分原材料價
格升幅更達雙位數字，不過該集團有原材
料的存貨量，加上以美元結算，對該集團
來說有一定好處，她預期原材料價格上漲
的情況到明年仍然會持續，但走勢會轉趨
穩定，該集團過去只有少許加價，沒有將
成本完全轉嫁給客戶。

飛達帽業截至6月底止，中期純利
8,448.6萬港元，按年升27.8%。

中金AH股擬10供3
集資270億元人幣

飛
達
帽
業
擴
充
孟
加
拉
廠
房
應
付
急
單

◆◆中秋節假期後中秋節假期後，，港股缺乏大方向港股缺乏大方向，，
恒生指數全日跌恒生指數全日跌3535點點。。 中通社中通社

◆◆ 飛達帽業副主飛達帽業副主
席兼董事總經理顏席兼董事總經理顏
寶鈴表示寶鈴表示，，現時每現時每
個星期都有訂單個星期都有訂單，，
為了應付快速訂單為了應付快速訂單
的需求的需求，，該集團在該集團在
孟加拉擴充生產設孟加拉擴充生產設
施施。。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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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稱俄羅斯慘敗可能會加強對烏克蘭民用基礎設施的攻擊英國稱俄羅斯慘敗可能會加強對烏克蘭民用基礎設施的攻擊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英國周日表示英國周日表示，，俄羅斯在過去一周慘敗後俄羅斯在過去一周慘敗後

擴大了對烏克蘭民用基礎設施的打擊範圍擴大了對烏克蘭民用基礎設施的打擊範圍，，並可能進一步擴大其並可能進一步擴大其
目標範圍目標範圍。。而奪回被俄羅斯軍隊佔領領土的烏克蘭人試圖找到他而奪回被俄羅斯軍隊佔領領土的烏克蘭人試圖找到他
們的死者們的死者。。

這些地區的州長周日分別表示這些地區的州長周日分別表示，，過去一天過去一天，，俄羅斯在頓涅茨俄羅斯在頓涅茨
克地區發動襲擊克地區發動襲擊，，造成五名平民喪生造成五名平民喪生，，而在尼科波爾而在尼科波爾，，數十座高數十座高
層和私人建築層和私人建築、、天然氣管道和電力線遭到俄羅斯軍隊襲擊破壞天然氣管道和電力線遭到俄羅斯軍隊襲擊破壞。。

週六週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調查人員發現了對埋在伊調查人員發現了對埋在伊
齊烏姆附近的一些士兵實施酷刑的新證據齊烏姆附近的一些士兵實施酷刑的新證據，，伊齊烏姆是本月早些伊齊烏姆是本月早些
時候烏克蘭軍隊閃電推進後在哈爾科夫東北部地區重新奪回的時候烏克蘭軍隊閃電推進後在哈爾科夫東北部地區重新奪回的
2020 多個城鎮之一多個城鎮之一。。

澤倫斯基在視頻講話中說澤倫斯基在視頻講話中說，，當局在伊齊烏姆發現了一個埋當局在伊齊烏姆發現了一個埋
有有 1717 名士兵屍體的萬人坑名士兵屍體的萬人坑，，他說其中一些人身上有酷刑跡象他說其中一些人身上有酷刑跡象。。

伊齊烏姆的居民一直在上週發現的森林墓地尋找死去的親屬伊齊烏姆的居民一直在上週發現的森林墓地尋找死去的親屬
，，緊急救援人員已經開始挖掘屍體緊急救援人員已經開始挖掘屍體。。墓地死者的死因尚未確定墓地死者的死因尚未確定，，
但居民說但居民說，，有些人死於空襲有些人死於空襲。。

烏克蘭官員上週表示烏克蘭官員上週表示，，他們在伊齊烏姆附近的林地中發現他們在伊齊烏姆附近的林地中發現
了了 440440 具屍體具屍體。。他們說大多數死者是平民他們說大多數死者是平民，，該地點證明佔領該地該地點證明佔領該地
區數月的俄羅斯入侵者犯下了戰爭罪行區數月的俄羅斯入侵者犯下了戰爭罪行。。

哈爾科夫地區檢察官辦公室主任奧列克桑德爾哈爾科夫地區檢察官辦公室主任奧列克桑德爾··伊利恩科夫伊利恩科夫
週五在現場告訴路透社週五在現場告訴路透社：“：“其中一具屍體有捆綁圖案的證據其中一具屍體有捆綁圖案的證據，，脖脖
子上有繩子子上有繩子，，雙手被綁雙手被綁。”。”並補充說其他屍體有暴力死亡原因的並補充說其他屍體有暴力死亡原因的
跡象跡象，，但他們將接受法醫檢查但他們將接受法醫檢查。。

伊齊烏姆市長瓦列裡伊齊烏姆市長瓦列裡··馬爾琴科週日對國家電視台表示馬爾琴科週日對國家電視台表示，，挖挖
掘工作正在進行中掘工作正在進行中，，墳墓正在挖掘中墳墓正在挖掘中，，所有遺體都將運往哈爾科所有遺體都將運往哈爾科
夫夫。。

他補充說他補充說：“：“這項工作將再持續兩週這項工作將再持續兩週，，有很多墓葬有很多墓葬。。尚未發尚未發
現新的墓葬現新的墓葬，，但服務部門正在尋找可能的墓葬但服務部門正在尋找可能的墓葬”。”。

莫斯科經常否認在戰爭中犯下暴行或故意襲擊平莫斯科經常否認在戰爭中犯下暴行或故意襲擊平
民民。。克里姆林宮沒有公開評論這些墳墓的發現克里姆林宮沒有公開評論這些墳墓的發現。。

本月早些時候放棄該地區的親俄政府首腦指責烏本月早些時候放棄該地區的親俄政府首腦指責烏
克蘭人在伊齊烏姆上演了暴行克蘭人在伊齊烏姆上演了暴行。。維塔利維塔利··甘切夫告訴甘切夫告訴
Rossiya-Rossiya-2424 國家電視台國家電視台：： ““我沒有聽說過任何關於葬我沒有聽說過任何關於葬
禮的消息禮的消息。”。”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沒有回應這些指控普京沒有回應這些指控，，
但周五對烏克蘭的迅速反攻置之不理但周五對烏克蘭的迅速反攻置之不理，，認為俄羅斯的認為俄羅斯的
入侵是防止他所說的西方陰謀分裂俄羅斯的必要步驟入侵是防止他所說的西方陰謀分裂俄羅斯的必要步驟
。。

英國國防部在推特上的最新情報中表示英國國防部在推特上的最新情報中表示，，自入侵自入侵
開始以來開始以來，，俄羅斯已向烏克蘭發射了數千枚遠程導彈俄羅斯已向烏克蘭發射了數千枚遠程導彈
。。

該部在推文中說該部在推文中說：“：“然而然而，，在過去的在過去的 77 天裡天裡，，俄俄
羅斯增加了對民用基礎設施的攻擊羅斯增加了對民用基礎設施的攻擊，，即使它可能認為即使它可能認為
不會立即產生影響不會立即產生影響。”。”

它補充說它補充說，，空襲已經襲擊了包括電網和大壩在內空襲已經襲擊了包括電網和大壩在內
的目標的目標。。

該部表示該部表示：“：“由於前線遭遇挫折由於前線遭遇挫折，，俄羅斯可能擴大了準備打俄羅斯可能擴大了準備打
擊的地點擊的地點，，試圖直接破壞烏克蘭民眾和政府的士氣試圖直接破壞烏克蘭民眾和政府的士氣。”。”
拜登警告俄羅斯拜登警告俄羅斯

普京曾表示普京曾表示，，如果其軍隊受到進一步壓力如果其軍隊受到進一步壓力，，莫斯科將做出更莫斯科將做出更
有力的回應有力的回應，，這引發了他在某個時候可能會使用小型核武器或化這引發了他在某個時候可能會使用小型核武器或化
學武器等非常規手段的擔憂學武器等非常規手段的擔憂。。

美國總統喬美國總統喬··拜登被問及如果他考慮使用此類武器會對普京拜登被問及如果他考慮使用此類武器會對普京
說些什麼說些什麼，，他回答說他回答說：“：“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它會改變戰爭的面它會改變戰爭的面
貌貌，，不同於二戰以來的任何事情不同於二戰以來的任何事情。”。”他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他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節目節目““6060分鐘分鐘””的採訪時發表了評論的採訪時發表了評論，，該節目的剪輯由哥倫比該節目的剪輯由哥倫比

亞廣播公司週六發布亞廣播公司週六發布。。
一些軍事分析家表示一些軍事分析家表示，，俄羅斯還可能在俄羅斯控制的歐洲最俄羅斯還可能在俄羅斯控制的歐洲最

大的紮波羅熱核電站上演核事件大的紮波羅熱核電站上演核事件。。
俄羅斯和烏克蘭相互指責對方砲擊了該核電站俄羅斯和烏克蘭相互指責對方砲擊了該核電站，，該核電站的該核電站的

建築物並破壞了建築物並破壞了，，保持冷卻和安全所需的電力線也遭到破壞保持冷卻和安全所需的電力線也遭到破壞。。
聯合國核監督機構週六表示聯合國核監督機構週六表示，，該核電站的四條主要電力線之該核電站的四條主要電力線之

一已經修復一已經修復，，並再次為烏克蘭電網提供電力並再次為烏克蘭電網提供電力。。
烏克蘭還發起了一場重大攻勢烏克蘭還發起了一場重大攻勢，，以奪回南部領土以奪回南部領土，，希望在第希望在第

聶伯河西岸困住數千名被切斷供應的俄羅斯軍隊聶伯河西岸困住數千名被切斷供應的俄羅斯軍隊，，並重新奪回赫並重新奪回赫
爾松爾松。。赫爾松是俄羅斯自戰爭開始以來唯一完整佔領的烏克蘭大赫爾松是俄羅斯自戰爭開始以來唯一完整佔領的烏克蘭大
城市城市。。

之前在南澳留学的时候，在公园的草地上看

到密密麻麻一大群鸟，作为大近视眼，走进了才

发现，居然全是胖乎乎的大鹦鹉......

其中，葵花凤头鹦鹉（Cacatua galerita）因

为头上的一撮小黄毛而格外突出。它们是一种相

对较大的白色凤头鹦鹉，它们在阿德莱德、墨尔

本、堪培拉、悉尼和布里斯班等城市的市郊栖息

地数量众多。

葵花凤头鹦鹉独特的沙哑叫声非常响亮

，这是为了适应它们生活的森林环境，包括

热带和亚热带雨林。这些鸟天生好奇，而且

非常聪明。它们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澳大利亚

的城市地区。

这群在地上找食物的鹦鹉一点都不怕人，看

着傻乎乎的，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它

们在地面时非常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凤头鹦

鹉已经进化出了一种行为适应来防止这种情况：

每当地面上有一群鸟时，树上至少有一只鸟在守

卫望风。

这在澳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甚至已经进入

了澳大利亚俚语——鹦鹉“cockatoo” 或者

“cocky for short”——就是特指“望风的”：

为防止警察突袭非法赌博集会，在门外守着的那

个人。

高智商带来的滋扰

和高智商且群居的鸟生活在一起是一种什么

体验？

朝夕相处下来，似乎没那么有意思。由于葵

花凤头鹦鹉的数量和群居性，在当地形成了一股

有组织的势力，加上它们的高智商，很多土澳民

众甚至将其视为害虫，和它们展开孜孜不倦的斗

争。

什么斗争？

除了吃谷物和水果、新种植的树苗这类鸟类

常规操作以外，它们天生渴望咀嚼木材和其他硬

质有机材料——对人类的房屋和户外家具上的软

木材下手。

更有甚者，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城市里，葵花

凤头鹦鹉学会了如何打开垃圾箱作为食物来源。

有人创新，有人模仿

澳大利亚悉尼南部的居民一直在为垃圾问题

和葵花凤头鹦鹉进行长期斗争——人类要守卫垃

圾箱，而鹦鹉想进攻垃圾箱，吃掉垃圾。研究人

员在9月12日发表在《当代生物学》杂志上的一

项研究中详细这场斗争。

先来看鹦鹉方面。

科学家们在市郊74个地点收集了的738份报

告，描述了鹦鹉打开垃圾桶的情况——鹦鹉用嘴

和脚打开盖子，然后嘴举着箱子盖儿，自己用小

碎步移动到桶的边缘，然后翻转将盖子打开，进

入垃圾自助餐厅。在93%的报告中，观察到多只

鹦鹉一起行动。

试图打开垃圾箱的鹦鹉基本都是雄性，它成

功后，其他的鸟飞过来加入到垃圾盛宴中，并总

有一只留在外面放风。

打开垃圾桶盖是一个复杂、多步骤的过程。

这一行为，通过模仿在鹦鹉中传播。根据垃圾桶

的样式、重量不同，不同社区的鹦鹉开箱的方式

也有所区别，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行为是习得的

，而不是遗传的。

可以相信，某一天，一只鹦鹉看着人类的样

子，自己创新学会了打开垃圾桶，其他的鸟开始

“天下文章一大抄”，凤头鹦鹉通过观察其他凤

头鹦鹉来学习行为，最终形成了一种群体的行为

模式。

最终败给了互联网

另一方面，人类开始反击了。

嗯？板砖？

人类居民试图将凤头鹦鹉挡在外面，最开始

，垃圾箱的盖子上放一块砖头。板砖在鹦鹉这里

不叫事儿，鹦鹉轻松调整策略，先将砖头推开。

之后，人类开始一系列操作——将水瓶绑在

顶部，用绳子防止盖子翻转，用棍子、破鞋堵住

铰链等等等，甚至可以花钱买到专门用于垃圾箱

的鹦鹉锁。

如果人类也是通过模仿邻居的办法来加

固自家的垃圾桶，那估计这是一场持久战。

然而，互联网的强大就体现出来了——有效

、又便宜的方法在网上被广泛传播，所有人

都学会了。

虽然仍然被有些聪明又执着的鹦鹉一一破解

，但相比人类的“新技术”，鹦鹉的破解方法在

群体中传播得很慢。

你看，在鹦鹉的社会里，模仿成功的个体，

从他人那里获得灵感也是生存之道。葵花凤头鹦

鹉是一种超级长寿的鸟，在野外通常有至少30

年的寿命，而圈养条件下，超过100岁的已经有

好几只了。

这场进攻防守的战斗，留给鹦鹉的时间还很

充足。至于谁能最后赢得垃圾箱的控制权，人类

赢面大，但希望土澳人能更好地理解和容忍它们

，鹦鹉也加油啊！

葵花凤头鹦鹉，能活100岁
最终输给了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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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多間報檔士多公然發售旺角多間報檔士多公然發售 記者記者““放蛇放蛇””試食噁心頭暈試食噁心頭暈

掃碼睇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廣濟）3間店舖售
賣的平價煙不僅價格低到難以置信，其產
地、包裝和香煙味道也疑點重重。香港文匯
報記者共購買四款平價煙進行測試，發現其
外表包裝顯然較大牌煙粗糙，煙盒印刷粗劣
以至有紕漏，捲煙出現霉點和污漬。兩名記

者分別實測試抽，都感覺在吸入後，一股霉味在口
腔和鼻腔徘徊，更不約而同出現輕微頭暈、噁心症
狀，不僅疑似私煙，甚至有可能是假煙或“山寨
煙”。

印刷差劣顏色深淺不一
記者購買的4款平價煙，其中3款自稱來自杜拜

同一煙草集團。4款煙包都印有香港特區政府要求的
警告字句和圖案，並有中英文告示，然而細看則發
現印刷的差異。其中兩款均印有“吸煙引致早死”
的平價煙，存在明顯色差，另外兩款印有其他警告
圖及文字的顏色亦存在深淺不一的情況。

記者將此與已完稅香煙進行對比，發現不同品
牌的完稅香煙，無論款式，戒煙熱線的紅色數字均
顏色一致，但該4款平價煙的紅色數字與完稅煙相
比，顏色上存有差異。除包裝色差外，4款平價煙中
有3款均未標示產地，同時有兩款的煙盒開口處不
對齊，留有縫隙。記者各取出一些捲煙進行觀察，
發現有數支香煙的濾嘴與煙紙間夾有煙絲，亦有不
少捲煙出現疑似霉點的黃色污漬。無論是煙盒開口
處，還是濾嘴的瑕疵，以及捲煙污漬在完稅煙上都
甚少出現。

為進一步判斷其真偽，記者邀請兩名煙民同事
進行實測。他們分別試抽四款平價煙各數支後，均
有出現輕微頭暈、噁心症狀。有記者說：“初初食
落去第一支無覺得有問題，但係再食就覺得有發霉
嘅味道，最奇怪係四款香煙味道都差唔多，照計唔
同牌子口味有差異，但呢幾款唔覺有好大分別。”

記
者
實
測

根據根據《《應課稅品應課稅品
條例條例》，》，除出售未完除出售未完
稅香煙外稅香煙外，，巿民購買巿民購買
未 完 稅 香 煙 同 屬 違未 完 稅 香 煙 同 屬 違

法法，，最高刑罰為入獄最高刑罰為入獄 22 年及罰款年及罰款
100100萬元萬元（（港元想港元想，，下同下同）。）。大律大律
師陸偉雄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師陸偉雄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巿巿
民就算在煙檔民就算在煙檔、、報攤等合法地點報攤等合法地點
購買到私煙購買到私煙，，亦隨時會惹上官亦隨時會惹上官
非非。。法官會考慮香煙價格及購買法官會考慮香煙價格及購買
人士煙齡等人士煙齡等，，推斷買家是否意識推斷買家是否意識
到有關香煙未完稅到有關香煙未完稅，，若煙價特別若煙價特別
低低，“，“不知情不知情””的抗辯理由難以的抗辯理由難以
信服信服。。

陸偉雄表示陸偉雄表示，，巿民若在便利店巿民若在便利店
等處以一般市價購買香煙等處以一般市價購買香煙，，即使最即使最
後證實有關香煙是走私煙後證實有關香煙是走私煙，，買家仍買家仍
能以能以““不知情不知情””抗辯抗辯。。

不過不過，，香港文匯報發現有正規香港文匯報發現有正規
報攤報攤、、士多出售非主流品牌香煙士多出售非主流品牌香煙，，
價錢僅價錢僅4040元一包元一包。。

陸陸偉雄指出偉雄指出，“，“攤檔是否合攤檔是否合
法不是關鍵法不是關鍵，，法官着眼於香煙售法官着眼於香煙售
價以及買家煙齡等因素價以及買家煙齡等因素，，如果只如果只
賣賣4040元元，，售價是否售價是否合理的低合理的低？？商商
戶的定價最多也只是平一兩元戶的定價最多也只是平一兩元，，太太
低價就不合理低價就不合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文森

買家亦犯法買家亦犯法 隨時惹官非隨時惹官非
		
��

在四款平價煙中，有三款的
煙包印有GTI字樣，為一間位於
阿聯酋杜拜煙草公司旗下的品
牌，另一款則沒有說明生產商資
料。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過電郵向
該間杜拜公司查詢這批平價煙是
否正貨，以及香港代理商及出口
香港的資料，對方初時答應盡快
回覆，惟相隔一個月再追問，對
方仍稱“跟進”中，直至昨晚本
報截稿前也未有回覆。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了港九
各辦館、煙舖、士多，負責人均
表示未見過來自GTI公司的上述
三款品牌香煙出售。老字號仁人
酒莊負責人向記者表示：“幾十
年都未見過呢啲牌子！”

一位經營報紙檔數十年的檔
主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說：“一包
煙正常來講，現在便利店大多賣
62元（港元，下同），個別品牌
更貴，而報紙檔則因應不同款的
來貨價，將零售價定為50多至60
多元不等。如果報紙檔、士多賣

40元一包煙，我只能夠講，呢個
價格我唔到貨。”

全港反走私大聯盟行政總裁
黃進展表示，若以40元一包煙的
價格來說，涉事香煙的價格並不
合理，“38元的稅，運輸可能都
不止2元，完稅煙賣40元肯定是蝕
本的，300元一條就蝕更多。”他
補充，目前仍未能肯定40元一包
一定就是私煙，“如果見到萬寶路
等大路貨賣40元，十有八九是走
私，但對於這些不常見品牌，不排
除其進入香港市場後銷情不理
想，虧本清貨的可能性。”

香港海關在接受查詢時表
示，ALSTER、MILANO、MO-
MENTO及M FACE這四個品牌
在過去兩年內均有在香港登記入
口許可，但持有許可並不代表一
定有貨進入香港市場。雖然每包
香煙（20支）的繳納稅款為38.12
元，但香煙零售價是煙草商、零
售商之商業決定，所以不同店舖
的售價並不一定完全相同。

俗稱“點心紙”的香煙傳單，以及網上社交平台是私煙
常見的銷售渠道。除了出售知名度高的萬寶路、中

華、紅雙喜等主流品牌的私煙外，近年還湧現了一批知
名度低的私煙品牌，包括MILANO（米蘭）、ALSTER
（奧莎）、DIBORO（迪寶路）等。

問“平價煙”產地 老闆言辭含糊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這些知名度低、疑似走私的“平

價煙”近期由地下走到地上，在士多、報攤等實體店登場，且
售價一樣平到離晒譜。記者連日在旺角巡察，其中3條街沿途
共有10多間報紙檔及士多，已經有兩間士多及一間報紙檔出
售這些平價煙，且擺放在當眼位置公然販賣。

香港文匯報記者佯裝顧客前往該3間店舖詢問這些平價煙
的產地及來歷。第一間被記者巡察的店舖為一間只售香煙及飲
料的小型士多，店舖入口狹窄，甫側身步入便見前方牆上掛有
4層的陳列架擺滿各類香煙，最頂兩層擺放“雜嘜”的平價
煙，最低兩層則擺放“大路”品牌的香煙，驟眼看這些“大
路”牌子香煙，其包裝與市面的完稅煙相若。記者遂隨機挑
選幾款平價煙要求老闆逐一介紹。當被問到產地時，老闆
言辭閃爍、含糊不清，稱：“有啲係馬來西亞、有啲係台
灣，具體邊度生產我都唔係好清楚。”在售價方面，單買
一包售價40元，而陳列架上其他“大路”香煙的售價則與市
價無異，每包售60元左右。在與老闆交談期間，恰好有一位
中年男子前來購買其中一款平價煙，並張開手掌喊道：“我要
5包！”似乎這些平價煙的銷路相當不錯。

記者到第二間出售平價煙的店舖，為一間面積稍大的
士多，同時出售主流品牌的完稅煙及平價煙，惟貨源較
少，貨架上只餘兩款平價煙。記者向店主詢問有無更多款
時，店主表示最近未及補貨。在打開話匣子後，記者馬上
追問來歷及價格情況，店主透露是一名自稱香煙公司的
“代表”向其派卡片推銷這批香煙。

每包煙稅38元 僅賣40元一包
“我都唔了解這些品牌，所以用寄賣形式幫對方出

售。”據她透露，香港湧現這批平價煙一段日子，疫情前售價
每包30多元，比特區政府的煙草稅（每包38元）還要低，她
說：“畢竟疫情後運輸物流受影響，現時售價40元一包。”

記者巡察的第三間店舖是一間位於市政大樓的報紙檔記者巡察的第三間店舖是一間位於市政大樓的報紙檔，，
那天更以優惠價出售平價煙那天更以優惠價出售平價煙。。當記者僅開口詢問其中一款平當記者僅開口詢問其中一款平
價煙價煙，，檔主即開始賣力介紹檔主即開始賣力介紹，“，“一包一包4040元元，，三包三包110110元元，，一一
條條380380元元，，上面這些上面這些（（平價煙平價煙））都是都是（（這個價這個價）。”）。”一條十一條十
包只售包只售380380元元，，與每條煙與每條煙381381..22元的應課稅金額相若元的應課稅金額相若，，若有繳若有繳
稅即完全稅即完全““無肉食無肉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報販了解香港文匯報記者向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報販了解，，他他
直認不諱道直認不諱道，，部分報販出售走私煙部分報販出售走私煙，“，“因為海關好少巡查因為海關好少巡查
正規香煙零售點正規香煙零售點，，報販便將私煙跟完稅煙放埋一齊賣報販便將私煙跟完稅煙放埋一齊賣。”。”

香港未完稅私煙的銷售渠道一

般較為地下化，集中在網上平台，

或透過派發俗稱“點心紙”的香煙傳單進行電話落單。但香港文匯

報巡查發現，旺角竟然有約三成報紙檔、士多等實體店公然出售多

款“點心紙”內有售的疑似私煙，售價同樣平到離譜，每包只售38

元（港元，下同），比完稅煙60元的一般售價平近四成。記者放蛇

時，有檔主聲稱近日有自稱“代理商”者兜售，而對這批香煙的產

地，檔主支吾以對。記者在實測試吸食後，出現噁心等不適，顯示

這批來歷不明的香煙隨時傷身。有律師表示，倘證實這些香煙屬未

完稅煙，購買的煙民也會墮入

法網。◆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反私盟：40蚊一包煙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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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價煙包裝粗糙，印刷差
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士多老闆向記者推售疑似私煙士多老闆向記者推售疑似私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一中年漢前一中年漢前
來士多購買來士多購買55
包疑似私煙包疑似私煙。。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不少平價煙出現疑似霉點污不少平價煙出現疑似霉點污
漬漬（（紅圈示紅圈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疑似私煙周街賣
來源不明恐更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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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女性在世間處境怎樣，不妨透過她們在突發社

會危機時刻的生存境遇及其主動行為去觀照。由李少紅

、陳沖和張艾嘉三位女導演聯合執導的影片《世間有她

》，藉助於突發事件造成的劇烈身心震盪，對女性在當

今世界的承受與擔當展開了一次視角獨特而又風格新奇

的深度探討。

該片對女性的承受與擔當的深度探討，是通過突發

的新冠疫情危機事件下三名女性遭遇的各自不同而又彼

此相通的嚴峻生存困窘展開的。新冠疫情在這裡並非主

要角色，而只是起到用來檢驗女性日常生存狀況的「試

劑盒」作用，真正重要的是女性視角的透視。觀眾透過

這種女性視角而陸續觀照到以下三幕場景：武漢的婆媳

之間同處一屋卻如相隔一堵牆，被分割在北京和武漢兩

地的大學戀人通過手機和互聯網實現視頻和音頻聯通，

一對香港夫妻雖沒離婚但也不得不分居和分心。它們分

別呈現出武漢、北京和香港等不同地域女性遭遇的日常

生活難題，對不同地域女性面臨的生存狀況進行了一次

難得的統合性處理，這一點在當前是有意義的。

第一場景或故事由李少紅執導，敘述沈玥（周迅飾

）與婆婆李菊（許娣飾）間的矛盾。這對婆媳之間雖然

彼此都在場然而又實際地缺席。第二場景或故事由陳沖

執導，講述北京姑娘小鹿（黃米依飾）與武漢戀人李昭

華（易烊千璽飾）之間的生死戀情。這對戀人之間雖然

不同時在場而又在場，盡力實現手機上的異地團聚。第

三場景或故事由張艾嘉執導，刻畫香港女記者梁靜思

（鄭秀文飾）與同為記者的丈夫（馮德倫飾）之間由分

居而引發的矛盾。他們之間既在場又缺席，或者呈現半

在場而半缺席的狀態。三位華語女導演的異地合作，也

讓這次對於女性生存問題的影像探討有了更加廣闊而深

刻的地緣美學整合意義。

這三個故事雖然都選取女性視角，但它們各自都顯

出了獨特的敘事特色。

故事一主要選取沈玥視角去觀看丈夫、兒子、婆婆

和父母，反映出她從起初的冰冷感到後來的溫暖感的體

驗轉變過程。當她報告自己發燒並可能感染疫情時，婆

婆的第一反應就是讓兒媳獨自搬出去找地方住，目的是

為了自己的兒孫兩人平安，這理所當然地激發起沈玥的

強烈反感和激烈反抗。隨後當婆婆自己也發燒和可能感

染時，沈玥反過來對婆婆的關心和照顧，終於使得婆婆

對疫情和家庭關係的處理態度發生了轉變，開始領悟並

正視女性作為獨立個體所具備的自身價值和尊嚴，逐步

產生了現代意識。故事二透過北京姑娘小鹿對武漢戀人

李昭華的深情思念去敘述，突出這名女性對戀人的愛的

深沉和高度責任感。她在發現武漢疫情暴發時，急切地

設法冒險購票去武漢探望，以便在這危機時刻與昭華堅

定地在一起，但因全國統一的抗疫政策規定而作罷。這

樣就迫使她與他之間頻頻通過手機聯網而展開音頻和視

頻的聯絡，即時相互交流和傾訴。故事三則移步到香港

，從攝影記者梁靜思的日常拼搏姿態和身心焦慮去凸顯

香港職業女性的困境和脫困努力。梁靜思的困境在於，

當自己同時遭遇到做名記者、好妻子和稱職母親這三重

角色之間的難以調解的相互干擾時，丈夫不僅不予理解

和體貼，反而變得陌生、彼此漸行漸遠，因此不得不重

新召喚脫困的力量。

這三個小故事之間雖有不同，例如沈玥期冀在傾心

付出中得到人的尊嚴，小鹿為了戀人安危願意傾其所有

，梁靜思渴望重獲丈夫的愛，但共通處在於探討當代女

性通過自己在世間危機中的堅韌承受與奮勇擔當，重新

確證自己作為人的身份和尊嚴。

從影像風格看，這三個故事也各有其獨特處。故事

一呈現女性在處理家庭關係時的柔韌度和力量感，通過

沈玥與婆婆之間激烈較量的細節和場景去體現。給人深

刻印象的是對於做帶魚並送帶魚這個細節的濃墨重彩渲

染，以此突出婆婆不顧兒媳安危和自身安危而對兒孫的

溺愛，及其與沈玥既為丈夫和兒子着想、也為婆婆和自

己着想之間呈現的張力之緊張和激烈程度。反覆出現的

沈玥手持手機在房間、陽台和露天等場地的焦慮不安、

急切大喊或安靜沉思等多種姿勢，一道將她的生存困窘

和跨越這種困窘的努力盡情展現出來。故事二突出表現

女性與伴侶之間雖有物理意義上的疏離更有情感上的親

密融合，着重通過人類個體之間藉助手機和互聯網保持

日常而基本的本體式聯繫予以表達。小鹿和昭華之間生

死相依的戀情表明，手機和互聯網固然可以視為當今人

類生存方式的「枷鎖」，如同盧梭所謂「人生而自由，

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一樣，但也同時可以成為人類個

體之間相互聯通的便捷紐帶或橋梁。昭華在武漢患病時

、特別是病情加重即將離去前夕，幸得小鹿通過手機聯

網畫面而同他時刻緊密相連，互訴衷腸，如膠似漆，彼

此建構起並共同享受到原本因身處異地而不可能有的異

常親密的在場感。通過手機聯網畫面的圖像並置和相互

直接通話的聲音聯結，這對戀人之間實現了想象中的缺

席的在場願景。但兩人通話時手機突然滑落而導致其並

置圖像成倒立狀乃至黑屏狀，也暴露了手機聯網所建構

成的在線共享烏托邦只不過是一種自欺幻象而已，這也

見出了手機聯網在場的兩面性。故事三意圖表達女性與

伴侶之間的若即若離。梁靜思與丈夫同是攝影師，都需

要親臨第一線去抓拍現場照片，這使得他倆有着共同語

言。但接連生下兩個孩子並需要持續撫養、教育、關愛

，導致梁靜思逐漸失去丈夫的理解和關愛，變得孤獨煩

悶、焦慮不安，與丈夫總是話不投機、爭吵直到分居。

突發疫情下的危機情勢才讓丈夫為了生病的孩子而回到

家裡，夫妻倆一道操心、吵架、守候、摔東西、回憶往

昔，仿佛正在重新找回飄逝而去的真愛與責任。梁靜思

與丈夫的吵架以及激動下猛摔東西的姿勢，充分傳達出

這位職業女性多年所承受的巨大生存壓力和找回女性尊

嚴的滿溢的渴望。總體看，這三個故事共同烘托出既柔

且剛這一影像風格，這種影像風格正可以視為對於女性

有關家庭、社會和自我角色的新探討的一種美學置換。

可以說，這部影片以女性視角展示她們在世間危機中

的堅韌承受與奮勇擔當，並運用柔而剛的影像風格凸顯她

們對於家庭、社會與自我的嶄新思考，從而在叩探新時代

女性社會角色認同方面邁出有力的新步伐。不過，該片也

留下一些可商榷處，例如沈玥與婆婆之間的關係轉變過程

有些突兀，對小鹿與昭華的身份交代過於簡略，有關梁靜

思的性格描寫稍顯粗糙，而三個小故事之間如能建立起更

深層次的內在聯繫、並使其影像風格更趨統一當更佳。

《世間有她》：一次視角獨特又風格新奇的深度探討

由浙江開心麻花影業、北

京河流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

出品的網絡電影《奇妙能力哥

》近日在騰訊視頻全網首播。

該電影由張凱執導，徐曉璐、

張凱編劇，王元虎、姚曉棠、

許慧強主演，講述了幫人解決

各類麻煩的小野事務所主理人

張小野和立志用筆頭懲惡揚善

的新晉報社記者鹿菲，因為一

個詐騙斂財組織而交織在一起

打擊黑暗勢力的故事。一場意

外結伴的正義旅途，三個互不

待見的不靠譜搭檔，以除惡之

名向着黑暗勢力正式進發！

《奇妙能力哥》物料一經曝

光就吸引關注無數，三個充滿

「奇妙能力」的奇葩主角，一個

將大家陰差陽錯糾纏在一起的意

外，一場以正義為名的爆笑除惡

，通過劇情走向融入意想不到的

包袱段子，為觀眾奉上一場笑料

buff 疊滿的誠意之作。同時，

《奇妙能力哥》除了爆笑橋段，

還於故事中融入動作、懸疑、愛

情等元素，多重元素疊加碰撞出

該電影非同一般的黑色幽默底色

，滿滿的亮點引發網友無限期待

，不少人留言道「預感是長在我

笑點上的電影」、「有內味兒了

」。

網絡電影《奇妙能力哥》

的故事極為罕見地以詐騙斂財

組織為切入口，將原本毫無關

聯的三個人聯繫在一起，身份

迥異的三個人自然而然生出許

多反差性的衝突笑料。張小野

的劍走偏鋒遇上鹿菲的耿直熱

血，再加上以「觀察生活」為

目標磨鍊演技的鄭正好，江湖

騙子、正義記者、末流演員的

菜鳥組合，彼此間對戲所擦出

的火花每次都戳中笑穴。奇妙

新穎的故事與熱梗連連的戲劇

風格，立體鮮明的人物角色與

出人意料的劇情發展，不僅喜

劇氛圍濃厚，也能讓觀眾感受

到巨大的新鮮感。

在喜劇外殼包裝下，《奇

妙能力哥》同時蘊含着深刻

的人文關懷和對稀缺的現實

議題的討論。雖為生活中的

小人物，但他們的人生依舊

微小卻閃亮，菜鳥小隊的成

員們在《奇妙能力哥》中身

懷正義一腔熱血，以自己的

方式破解社會上真實存在的

騙術。同時，相關劇情也引

發觀眾對現實中的各種騙術

的警醒與反思。電影《奇妙

能力哥》兼具詼諧幽默的情

節設計、走心動人的情感內

核，不少觀眾在收穫了快樂

的同時也對影片中的真情表

示感同身受，紛紛表示：這

個喜劇不一般，笑中有淚印

象深刻。

開心麻花網絡電影
《奇妙能力哥》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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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遊戲》
李政宰獲封
戲劇類視帝

韓劇《魷魚遊戲》先後斬獲最佳導演、劇情類最佳男主角和最
佳客串女演員等六個獎項。導演黃東赫領獎時首先以英語表

達感謝，“因為有許多人的幫助我才能寫下新的歷史，我認為這
不是我獨力完成的，是我們一起創造的，但希望這不是非英語劇
集最後一次獲獎，也希望這不是我最後一次獲獎。”他期許自己
能以《魷魚遊戲》第2季再次角逐艾美獎。

李政宰感謝親友及影迷
在劇中飾演主角成奇勳的演員李政宰，也同時成為首位拿下

艾美獎視帝的韓國演員，他表示：“感謝上天、感謝艾美獎、
Netflix及導演黃東赫”，他又在獲獎感言中稱讚黃東赫優秀獨特
的視覺及劇本，並表達獲獎的喜悅，“我要與正在韓國看着（頒
獎典禮）的各位民眾、朋友、家人及珍貴的影迷們分享這項喜
悅”。

《魷魚遊戲》是首部角逐艾美獎戲劇類最佳影集的非英語作
品，最終不敵《傳媒家族繼承人》，與最佳劇集這項大獎擦身而
過。《傳媒家族繼承人》一共捧回4項大獎，包括最佳男配角
等。《傳媒家族繼承人》描述有權有勢的豪門家族故事，圍繞在
財富、權力與家庭之間的背叛與無情鬥爭。

《孤星淚》雅曼達施菲首奪視后
其他大贏家還有HBO迷你劇集《白蓮會》（The White Lo-

tus），這部以夏威夷豪華度假村為背景的黑色幽默喜劇拿下迷你
劇集最佳男、女配角、最佳導演和最佳編劇，以及其他技術類等
10獎。

《孤星淚》女星雅曼達施菲（Amanda Seyfried）則靠着《新
創大騙局》（The Dropout），首度獲頒迷你劇集最佳女主角，

擊敗《彭美與湯美》莉莉詹絲（Lily James）等勁敵。“蜘蛛女”
Zendaya不負眾望憑《毒癮女孩》（Euphoria）以大熱姿態獲劇
情類最佳女主角。熱門劇集《乜都得教練》（Ted Lasso）抱走喜
劇類最佳劇集，演員Jason Sudeikis也藉此拿下喜劇類最佳男主
角。劇情類最佳女配角則是由《黑錢勝地》Julia Garner拿下。

“蝙蝠俠”男星米高基頓（Michael Keaton）憑藉在《毒
癮》（Dopesick）的精湛演技，獲頒迷你劇集最佳男主角。米高
基頓的外甥因濫藥離世，所以他主演《毒癮》時感受甚深。

開
創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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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劇
集
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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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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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類最佳劇集：《傳媒家族繼承人》

劇情類最佳男主角：李政宰《魷魚遊戲》

劇情類最佳女主角：Zendaya《毒癮女孩》

劇情類最佳男配角：Matthew Macfadyen(《傳媒家族繼承人》

劇情類最佳女配角：Julia Garner《黑錢勝地》

喜劇類最佳劇集：《乜都得教練》

喜劇類最佳男主角：Jason Sudeikis《乜都得教練》

喜劇類最佳女主角：Jean Smart《職業槍手》

喜劇類最佳男配角：Brett Goldstein 《乜都得教練》

喜劇類最佳女配角：Sheryl Lee Ralph《小學風雲》

最佳迷你劇集：《白蓮會》

最佳迷你劇集男主角：米高基頓《毒癮》

最佳迷你劇集女主角：雅曼達施菲《新創大騙局》

最佳迷你劇集男配角：Murray Bartlett 《白蓮會》

最佳迷你劇集女配角：Jennifer Coolidge 《白蓮會》

“第74屆艾美獎”主要得獎名單

第74屆
艾美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

道，美國電視圈盛事第74屆艾美

獎（Emmy Awards）在當地時間

12日晚登場，HBO影集《傳媒家

族繼承人》（Succession）奪下戲

劇類最佳劇集；Netflix 人氣韓劇

《魷魚遊戲》（Squid Game）拿

下本屆艾美獎最佳導演及最佳男主

角等六個獎項，刷新非英語劇集在

艾美獎的獲獎紀錄，同時再次刷新

韓劇史上紀錄，揚威美國電視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電視圈紅星
在美國當地時間12日紛紛踏上艾美獎（Emmy
Awards）頒獎典禮紅地毯，本屆典禮是新冠疫
情時代首度完整慶祝小熒幕傑出演藝人員和作
品的盛會。據外電報道，經過2020年視訊頒獎
儀式和2021年規模縮水的典禮，晚禮服和燕尾
服終於重返洛杉磯市中心的微軟劇院（Micro-
soft Theater），今屆艾美獎頒獎典禮紅毯亮
點，以無肩帶連身裙和金屬風為本屆紅地毯穿
搭主流。

韓國《魷魚遊戲》女星鄭好娟身穿路易威
登（Louis Vuitton）黑色刺繡粗花呢細肩帶高
衩禮服，仙氣十足，骨感身材和細長美腿一覽
無遺。在迷你劇《彭美與湯美》（Pam and
Tommy）中扮演好萊塢性感藝人彭美拉安德遜
（Pamela Anderson）的英國女演員莉莉詹絲
（Lily James），13 日以一身古銅色凡賽斯
（Versace）貼身洋裝走紅毯，展現玲瓏有致的
曼妙身材。

以《凱薩琳大帝》（The Great）
演技獲提名的時尚界寵兒艾麗芬寧
（Elle Fanning）則以 Sharon Long
黑、粉撞色露肩禮服亮相，胸前
的粉紅色花飾藏着小亮點，艷
驚四座。“第2代蜘蛛俠”安
德魯加菲（Andrew Gar-
field）、好萊塢男星Seth
Rogen、《傳媒家族繼承
人》男星Nicholas Braun
和美國藍調歌手 John
Legend13日不約而同選擇
化身“白馬王子”，4人都
選擇穿白色西裝，衣冠楚楚。

紅地毯規模回復舊觀群星競美
艾麗芬寧艷驚四座 鄭好娟骨感散仙氣

▲▲導演黃東赫導演黃東赫（（右右））與演員李政宰聯手揚威美國與演員李政宰聯手揚威美國。。

▲▲米高基頓主演劇集揭開美國鴉片類藥物氾濫危機米高基頓主演劇集揭開美國鴉片類藥物氾濫危機。。

◆◆ 雅曼達施菲主演雅曼達施菲主演《《新創大騙新創大騙
局局》》拿下大獎拿下大獎。。

◆◆ 美國演員美國演員ZendayaZendaya今年才今年才
2626歲歲，，前途一片光明前途一片光明。。

◆◆鄭好娟雖然沒有拿獎鄭好娟雖然沒有拿獎，，但但
仍贏得讚賞目光仍贏得讚賞目光。。

◆◆ 艾麗芬寧艾麗芬寧皮膚白皮膚白
皙皙，，穿上黑色長裙更穿上黑色長裙更
見明媚見明媚。。

◆◆莉莉詹絲身莉莉詹絲身
材玲瓏有致材玲瓏有致。。

◆◆ 安德魯加菲化安德魯加菲化
身身““白馬王子白馬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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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圖為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中中 ））在餐會上與在餐會上與（（右起右起 ））餐會主辦人餐會主辦人 「「休士頓孫休士頓孫
文學校籌備處召集人文學校籌備處召集人」」 陳煥澤陳煥澤、、白先慎教授白先慎教授、、周禧周禧、、葉德雲等人合影葉德雲等人合影。（。（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九月十四日分別在美南電視座談會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九月十四日分別在美南電視座談會
及歡迎餐會發表兩場專題演講及歡迎餐會發表兩場專題演講，，主題主題：： 「「救黨救國救兩岸救黨救國救兩岸 」」 （（下下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本文接9月18日上週日後續
我們先來看看，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主張，能否為兩岸創造和

平？在處理兩岸政治關係時，馬英九時期基本上有兩個主軸，一
個主軸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另外一主軸是“親美友日和
陸”。這兩個主軸，確保了在馬英九在位的八年，兩岸之間增長
了事務性交流，讓兩岸關係穩定地發展。但是由於1992年兩岸
之間並沒有解決兩岸政治定位的難題，因此，兩岸的敵對關係仍
然存在。

朱立倫主席上台以後，他的兩岸立場比馬英九時期更為倒退
了，這也使得和平更無曙光。朱立倫主席8月28日在全代會上表
示，會堅持“親美、友日、和陸”的路線，但致詞內容未提到關
鍵性的“九二共識”。

“親美、友日、和陸”是一個以台灣為中心，嘗試與美、日
、陸三方保持等距的關係，這也是馬英九時期所採行的政策。
“親、友、和”的用法顯示對“美、日、陸”關係有著由深至淺
不同程度的差異。這個三邊政策在當時能夠推動的兩個基礎在於
：第一，華府與北京的關係在馬英九任內尚稱友好，台灣在其中
不需明白表態，因此“親美”與“和陸”勉強可以並存。第二，
“和陸”的基礎在於兩岸之間有“九二共識”。

不過，馬英九時期的“和陸”只做到兩岸關係的“和緩”，
即在“外交”上暫時休兵，在軍事上相互克制，但是並沒有做到
“和平”，這是由於“九二共識”並沒有對兩岸的政治定位達成
共識，而且馬仍堅持“各表”，因此兩岸在法律政治上仍處於敵
對狀態。

今年六月訪美時，朱立倫公開表示其立場是“親美反共不親
中”、“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我們很難理解，既主張
“和陸”，又主張“反共不親中”，兩者難道沒有衝突與矛盾嗎
？而且不再認同“九二共識”，能夠“和陸”嗎？不僅是和平的

“和”不可能，連馬英九時期和緩的“和”也很
難做到。這樣的主張，將使朱立倫擔任主席的國
民黨在兩岸中不可能創造和平。

北京的統一論述也有些思考需要釐清。北京
談的“一國兩制”指的是“統一後”的製度，但
是目前兩岸的敵對狀態都還沒有解決，馬上就談
統一後的製度安排，這個跨度的確很大，也很難
。如果一國兩制是最終目標，這就產生了一個問
題：到底和平統一是方法，還是武力統一是方法
。北京目前的主旋律還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即“和平統一”是優先方法。然而目前兩岸
敵意日漸升高，北京武統聲音越來越高，使得兩
岸武力相向的可能性愈來愈高，“武力統一”會
提升成為“一國兩制”的優先方法與路徑。

從目前的兩岸敵對到未來的統一之前，兩岸
應是個什麼樣的政治關係？目前大陸並沒有說清
楚。大陸祗有把統一後的兩岸關係定位明確表示
。從大陸公佈的白皮書來看，台灣在統一後所擁
有的地位等同於香港，與北京是地方與中央的關
係。但是原本兩岸關係是國共關係的延伸，國共
關係在 1949 年後又成了各有中央政府的兩岸關
係。國共關係與兩岸關係是一種兄弟鬩牆的兄弟
關係，統一後兩岸如果成為上下隸屬的父子關係
，這對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來說是很難接受的。
這使得“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成為天生的悖論，兩者不容
易並存，而“武力統一”與“一國兩制”反而才是正相關關係，
武力統一轉而成為落實一國兩制的方法。

大陸可以思考，到底一國兩制重要還是和平統一重要？如果
一國兩制重要而且是目標，視和平或武力統一為方法。如果和平
統一重要而且是目標，那麼就可思考“和平統一的方法論”。以
往大陸的思維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大陸可以思考，可否
從“一國兩制”走向“和平統一”，即”一國兩制”做為兩岸走
向和平統一的方法，而不只是統一後的製度安排。

如果我們將”一國”視為”整個中國”，兩岸都是整個中國
的一部分。目前兩岸各自“憲法”都主張其主權宣示範圍包括對
方，因此雙方的主權宣示是重疊的。目前兩岸的政治制度，治權
是互不隸屬，是分治的。這個“分治不分裂”狀態，不就是”一
國兩制”嗎？

以“分治不分裂”為基礎簽署和平協議，雙方均同意主權重
疊後，產生的約束就是雙方不可再分裂整個中國的主權。 ”
一國兩制” 或”整個中國、兩種制度”就成為兩岸的目前定位
。這個定位可同時結束兩岸敵對狀態。

在這個階段，兩岸權力實力雖然會有差異，但是位階還是平
等的，也就是兩岸關係仍是兄弟關係，而非父子關係。在和平協
議簽署後，兩岸可以就台灣需要的國際組織參與展開協商，對此
，兩岸當然可以找到合情合理的方法，例如大陸仍為會員，台灣
可為觀察員身分參與。

和平協議簽署後，兩岸可進入“統合”階段。我們開始在相

關的議題上成立共同體。例如兩岸可以在南海問題上，成立南海
共同體，共同維護南海的權益。我們也可在中華文化、經濟等許
多議題上成立各類共同體。透過相互合作、融合，兩岸未來自然
而然地用和平的方式推進達成統一。簡單地說，“統合”就是從
“一國兩制”走向”和平統一”的方法或路經。

另外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我個人認為統一不應只是領土的統
一，也包括制度的統一。大陸方面主張“一國兩制”是統一後的
安排，台灣方面也可以提出屬意的統一後主張。中國大陸在落實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思想，已有重大成果，孫中山思想
的三民主義應該可做為統一後中國制度的依據，即”一國一制”
。這個看法其實就是1980年代中國國民黨對統一的主張。

兩岸可以在和合階段充分合作，相互學習，補己之短，學對
方之長，自然可為統一後找尋或創造出最良善的製度。

目前民進黨的路徑沒有和平的可能，民進黨希望從目前兩岸
敵對狀態中走向台獨，但其最可能的結果是被迫接受武統。我則
認為和平統一需要方法，先解決敵對狀態走向和平，再透過共同
體的統合機制走向融合，最終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完成統一。

和合論（一中三憲、兩岸統合）是我所提出的和平統一方法
論，但是目前兩岸已缺乏互信，兵兇戰危已在眉睫，如何“避戰
”較之創造“和合”更為當務之急，這也是“救兩岸”的首要使
命。很高興分享我的“避戰”主張，提出“台灣非戰和平區”的
大論述。

有和平，台灣才能有發展，這是最基本的道理。救黨救“國
“的目的也在為救兩岸，同樣的，一個和平的兩岸，才能讓我們
放手地救黨與救”國”。

圖為孫文學校總校長在餐會上發表演說圖為孫文學校總校長在餐會上發表演說。（。（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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