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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總統拜登（Joe Biden
）將推出一項計劃，向最富有的美國人加稅，包括
有史以來最大的投資收益徵稅增加，以資助約1萬
億美元的育兒，普及幼兒園前教育和帶薪休假。
提案說，拜登預計在下週提出他的下一個主要經濟
政策方案，取名 「美國家庭計畫」，加重富人稅以
資助社福是其中一環，以使富人和大公司支付更多
的錢，並為拜登的雄心勃勃的經濟議程買單。拜登
將針對年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個人增稅。其中包
括將最高所得稅率從37%提高至39.6%，以及對年
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美國人的資本利得和股息收
入按照普通所得稅率徵稅。此外，加上奧巴馬醫改
時期對富人投資收益徵收的附加稅，這些措施將使
美國最富裕人群的總資本利得稅率達到43.4%。拜
登調高富人稅消息一出，美股賣壓出籠，跌幅為1
個多月以來最大。標準普爾500指數今天收跌0.9%
；10年期公債殖利率從彭博報導發布前的盤中高點
1.59%跌至1.54%。

拜登力推提高富人資本利得與所得稅，認為這
麼多有錢人繳稅稅率比中產階級工作者低，非常不
公平。據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在下一個經濟政策方
案中，將提議對富人課徵的資本利得稅率至39.6%
，提高近1倍，以助因應一系列社會支出，和解決
長期存在的貧富不均現象。資本利得率將大增的消
息傳出後，美國股市周四（22日）下跌程度創一個
多月來之最，標普500收盤跌0.9%；10年期美債殖
利率由盤中高點1.59%跌至1.54%。對沖基金Great

Hill Capital LLC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海斯（Thomas
Hayes）說：“如果拜登提高富人資本利得與所得
稅有機會通過，我們將下跌2,000點。”

一旦前述拜登的富人加稅計畫成真，在州稅較
高的州，像是紐約、加州，年收入一百萬或以上的
人士，其州級與聯邦級資本利得稅相加後，稅率將
超過50%，包括紐約居民52.22%，加州居民56.7%
。據了解，拜登行政團隊最近數周討論的其他措施
，包括增加富人的遺產稅等。拜登已經警告，所得
超過40萬美元的民眾要有心理準備，未來會需要
繳更多稅。拜登最早可能在下週的美國國會聯席會
議上宣布這項規模逾1萬億美元的 「美國家庭計劃
」，這也將是拜登就職美國總統后首次在國會聯席
會議發表演講。

「美國家庭計劃」將是拜登上任以來提出的第
三項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此前，他頒布了一項
1.9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隨後又提出一項2萬
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法案，後者尚未獲得國會批
准。美國白宮發言人說： 「我們還在進行最後階段
的規劃。」稅收基金會的經濟學家埃里卡•約克
（Erica York）表示，該提案將把美國的資本利得
稅列在全球排行榜的首位。歐洲的平均資本利得稅
約為19.3％，丹麥的最高稅率是42％。法國和芬蘭
收取34％的費用。 約克說，拜登的計劃會將總資
本利得率提高到50％以上。俄勒岡州的比率將上升
到加利福尼亞的56.7％，紐約的58.2％和波特蘭的
57.3％。

拜登將對富人的投資收益實行歷史性增稅稅率達到43.4%
「美國家庭計劃」 是拜登的第三大經濟刺激計劃

題目: 常見藥物的相互影響
講員: 王紅梅教授
時間: 2021 年 5 月 1 日, 星期六 下午 2-4

點
ZOOM 網 上 會 議 室 鏈 接: https://

us02web.zoom.us/j/89515312046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95 1531 2046
主辦單位: 光鹽社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躍參

加! (開放現場問答) 。
在美國，大多數成年人會每天或不定期

地服用一種或多種膳食補充劑。如今的膳食
補充劑包括維生素、礦物質、中草藥、氨基
酸、酶（製劑），以及多種其他產品。膳食
補充劑形式多樣，包括傳統的片劑、膠囊和

粉劑，以及飲品和能量棒。流行補充劑包括
維生素 D 和維生素 E，鈣和鐵等礦物質，紫
錐菊和大蒜等植物，以及諸如氨基葡萄糖
（葡糖胺/維骨力）、益生菌和魚油等特種產
品。

王紅梅教授2005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
並獲得細胞生物學博士。2016年畢業於德州
南方大學並獲得臨床博士學位，之後在赫爾
曼醫院系統完成完成住院藥劑師培訓，曾任
德州兒童醫院臨床藥劑師。 王教授現任德州
南方大學臨床系助理教授，並獲得藥物治療
專家的認證資格，也就任休斯敦衛理公會醫
院臨床藥劑師，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目前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艾滋病人藥物治療依從性
，治療藥物監測，藥物相互作用等。

光鹽社健康講座︰常見藥物的相互影響
拜登將對富人進行歷史性的加稅拜登將對富人進行歷史性的加稅 ，，此次加息將為大約此次加息將為大約11萬億美元的兒童保育萬億美元的兒童保育，，普及幼兒普及幼兒
園前教育和帶薪休假提供資金園前教育和帶薪休假提供資金。。

主題：2021 年5 月是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三十週年紀
念，特邀全球作家與北美作協搖籃推手的紐約作家：

王鼎鈞、趙淑俠、趙俊邁、週勻之、魏碧洲， 以及特邀的
趙小蘭前部長諸位嘉賓將以文學與中華文化的角度切入講話：如
趙小蘭女士的主題： 「中華文化與家庭職場」等共同歡慶！

請各界朋友與兩大作家協會的文友共襄盛舉！並歡迎作協歷
屆好友分享感言。

諸位名家 簡介如下：
王鼎鈞：著作等身的當代散文大家。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創會

元老之一。榮獲18 屆國家文藝獎等多項文學大獎。
趙淑俠：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第八屆會長、歐華作協創會會

長、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榮譽副會長。小說散文名家出版三十餘種
，榮獲中山文藝獎等許多重要大獎。

趙俊邁 ：曾任2012-2016北美華文作家協會會長、北美世界

日報紐約總社執行副總編輯、紐約
華文作協會長，作品曾得獎。

週勻之： 報導獲獎，記者，主
編，曾任職台北中央社、紐約世界
日報等。 1994-1996北美華文作協秘
書長、2012-2018年紐約華文作協會
長。

魏碧洲：現任紐約世界日報副總編輯、一洲焦點網路直播主
講。曾任北美華文作家協會1996- 2011年秘書長。

特邀嘉賓 ：趙小蘭
曾任勞工部部長及運輸部部長，北美洲歷史上第一位總統內

閣亞裔女性閣員。
時間：2021年5月7日（週五）
美東：晚21:00--23:00。美西 ：晚18:00--20:00。

8日晨悉尼11:00--13:00 8日晨東京10:00--12:00，
8日晨台北 北京 上海 9:00--11:00。
請提前下載Zoom軟件，或點擊下列鏈接加入會議
https://us02web.zoom.us/j/4645657758?pwd=Umg4azJlUjB-

HcXZWUExaMlV0bkJDUT09
ZOOM視頻會議號Meeting ID：464 565 7758
會議密碼（Passcode）：123
主持人：張鳳（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執行長，副會長）

雲端論壇 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三十週年慶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總統拜登4月24
日正式發表聲明，以“種族滅絕”形容1915年
亞美尼亞大屠殺。

這場屠殺發生於今日土耳其的前身、奧斯
曼帝國（Ottoman Empire）衰落之時。

拜登是首位宣布其為“種族滅絕”的美國
總統。這一問題高度敏感，土耳其承認暴行存
在，但拒絕承認“種族滅絕”。

土耳其外交部長查武什奧盧在拜登發表聲
明之後表示，土耳其“全面拒絕接受”美國的
決定。他指出，我們不會從其他人那裏學習我
們的歷史。

土耳其外交部之後傳召美國大使，以表示
土耳其政府的“強烈反應”。

土耳其是美國的北約盟友。在此之前，由
於擔心破壞兩國關系，美國政府從未在正式聲
明中使用“種族滅絕”字眼來形容這場大屠殺
。

1915年發生了什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場慘敗於俄國人的作

戰之後，奧斯曼土耳其人指責信仰基督教的亞
美尼亞人背叛他們，開始將他們大規模驅逐到
敘利亞沙漠和其他地區。成千上萬名亞美尼亞
人或是被屠殺，或是死於饑餓或其他疾病。

這些暴行被眾多當時目擊這一切的記者、
傳教士及外交官記錄了下來。

圍繞亞美尼亞人的死亡人數一直存在爭議
。亞美尼亞人稱，當時有150萬人死亡。土耳
其方面預計死亡人數總數接近30萬。國際種
族滅絕罪研究學者協會（IAGS）認為，死亡人
數總數超過100萬。盡管土耳其官員承認當時
存在暴行，但他們認為，沒有試圖摧毀基督徒

亞美尼亞人的系統性行為。土耳其當
局表示，許多穆斯林土耳其人同樣在
一戰的動蕩中死亡。

拜登說了什麽？
拜登聲明發表於亞美尼亞紀念大

屠殺伊始之際，聲明中稱：“我們銘
記那些在奧斯曼時代亞美尼亞大屠殺
中死去的人，並再次承諾我們將防止
這種暴行再次發生。通過銘記我們還
會對一切形式的仇恨的腐蝕性影響時
刻保持警惕。”

拜登稱，他的動機並非“要歸罪
於誰，而是為了確保過去發生的事情
不會重演”。

美國眾議院2019年曾一致表決認
定亞美尼亞大屠殺為種族滅絕。拜登
此前曾對這一舉動表示歡迎。一名拜
登政府官員向記者表示，拜登正式使
用這一定性是因為此屆政府聚焦人權
問題。

1981年，時任美國總統裏根曾在
與此有關的一次聲明中提到“亞美尼亞種族滅
絕”，但其他美國總統自此之後都避免使用這
一用詞。
拜登前任、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
的政府曾表示，不認為這場屠殺為種族滅絕。
特朗普稱其是“20世紀最惡劣的大規模暴行之
一”。

亞美尼亞與土耳其的反應
亞美尼亞總理帕希尼楊表示，拜登的發言

是對死者“記憶的致敬”，他在推特上表示，
“美國再一次顯示了其在保護人權和普世價值

上堅定不移的承諾”。
但土耳其外交部對此表示憤怒。他們在一

份聲明中稱，他們“最強烈地拒絕承認並譴責
這一聲明”，稱拜登的聲明是“在激進的亞美
尼亞圈子及反土耳其群體壓力之下作出的”。

土耳其外交部警告稱，這一舉動將會“打
開一個很深的傷口，破壞我們的雙邊信任及友
誼”。

美土關系
拜登聲明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舉動，

沒有其他制裁措施。而這一聲明帶來的最重大
的後果可能是美土兩國關系的進一步惡化。

作為緩和這一後果的舉措，一名高級拜登
政府官員向記者表示，華盛頓繼續視土耳其為
重要的北約盟友，鼓勵亞美尼亞與土耳其尋求
和解。

在這之前，安卡拉與華盛頓之間的關系已
經因一系列問題日益緊張。去年，美國因土耳
其購買俄羅斯S-400防空系統而對土實施制裁
。此外，雙方還在敘利亞政策、人權問題、及
圍繞土耳其國營銀行Halkbank的一場官司等
問題上存在分歧。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與特朗普建立了緊密
聯系，但自拜登上臺以來，華盛頓對土耳其的
人權問題不斷發聲，同時還堅決要求安卡拉放
棄俄羅斯的防空系統。

請看《美南時事通》主持人Vivan、全美
政治領袖基金會主席李恕信博士和美南新聞總
編輯蓋軍談拜登定調亞美尼亞遭 「種族滅絕」
，是遲來的正義 還是歷史性錯誤？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美南時事
通》，也可以通過iTalkBB平臺收看。美南新聞
網站 scdaily.com，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拜登定調亞美尼亞遭拜登定調亞美尼亞遭 「「種族滅絕種族滅絕」」
是遲來的正義是遲來的正義 還是歷史性錯誤還是歷史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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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工商

親愛的福遍學區選民，
我叫朱迪•戴（Judy Dae），今年 5 月參選福

遍獨立學區董事會學區委員，請支持我，投我一
票！

我的基本理念是，福遍學區所有的學生，無
論他們在學業、職業、課外活動方面做 何選擇、
有何特長，他們都應該有同樣的機會在學校脫穎
而出，他們所做的辛勤努 力都應該得到認可。 我
們社區有責任為我們的學生提最好的機會和最佳
資源，以 最大程度地發揮每一位同學的潛力.我認
為福遍社區的每一個居民，不管家裏是否有孩子
在學區上學， 都對學區的事宜具有發言權，因為
我們學校的教育質量影響著我們社區的每個人。

我有兩個孩子。 過去 13 年來我一直十分重視
學區的發展。 我十分踴躍地參加學 區的各項義工
活動，並在 PTO 以及學校的不同委員會中任職，
這包括

Commonwealth Elementary School， Fort Set-
tlement Middle School, and Clements High School
的若幹委員會。我積極參加學校董事會會議。 無
論 對議程持贊成或反對意見，我始終耐心聽取各

方的看法。我鼓勵年輕人發表他們的 看法
，認為這至關重要。 我曾把學生帶到董事
會參加他們的會議，讓董事們聽取 他們的
見解以解決他們所關切的問題。
在校園裏做義工時我見到的同學大多樂

觀向上，但是也有許多同學需要更多鼓勵
和 關懷。 我聽說有的學校發生過學生在衛
生間裏吃午餐的事情，這些學生情緒低落

，覺 得自己的想法沒人可以理解。 由於他們既不
是學霸也不是差等生，沒有得到應有的關註。 他
們只希望趕快高中畢業。 這些所見所聞讓我心碎
，學校不應 該是他們的失望之地。 根據我這些年
的義工經歷，我認為這些同學並不是有過高的期
望，他們只是想有人能關心他們，我們作為社會
的成人，有義務對他們投以關註和重視，因為他
們是我們的未來。我們在學校給他 們的是什麽，
他們就會同樣回報給社會。 福遍學區是全美最多
元化的學區之一。 這是我們珍貴的資產，我們應
為此感到欣慰而且充分利用。

我擁有新澤西理工學院的電腦碩士學位，並
且是 IBM 認證的數據科學家。我曾擔任數據庫管
理員、數據分析師和采購經 理。 為了造福我們社
區，我花了很多的時間義務服務於各個學校和學
區，並在 Commonwealth HOA 的不同委員會任職
。目前還在糖城 Mobility Master Plan Committee上
任職。

我相信我是這個職位的最合適的人選。展望
福遍學區的未來，我將不懈努力，服務於我所熱

愛的社區！居住在福遍獨立學區的每個人都可以
投票

請大家投我一票！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堪稱 「華人

之光」 的Judy Dae ,一直以鼓勵，關愛以
及幫助所有的學生建立積極的自我認同
，贏得自尊、自信和尊重他人，並充份
發揮學習潛力。Judy Dae女士，為新澤
西理工學院電腦碩士、北京科技大學法
學學士，獲得 IBM數據科學家証書，曾
在糖城政府、糖城政府MMP委員會，糖
城Commonwealth小區委員會擔任義工
及社區服務。

Judy Dae多年來的義工服務經歷更
是洋洋灑灑，如她在 「福遍學區」 從
2016 年 至 今 ， 在 Commonwealth Ele-
mentary School: 定期在學校圖書館提供
義務幫助，為PTO活動志願者；在Fort
Settlement Middle School : 擔任PTO 成員
、Spirit Committee 主席、創建了獵鷹午
餐桌計劃、提倡平衡學校學生人數、在
學校組織安裝消毒用裝洗手液裝置。在
Clements High School : 主張保持拉丁語
教學計劃、組織了2019年高中四年級的
若干活動、計劃安排了學生/家長論壇。

Judy Dae 於 2015-2016 在普林斯頓
學區：新澤西普林斯頓高中：倡導學生

多元文化活動、成立普林
斯頓高中家長FB組。Judy
Dae 於 2013-2015 年在法
國巴黎美國學校：協辦國
際節、協辦的國際MUN會
議。2007年-2013年，Ju-
dy Dae在阿爾文（Alvin )學
區 ， Wilder Elementary

School : 建立家長室、定期在學校圖書館提供義務
幫助、為老師組織籌款活動等。

為什麽要選為什麽要選JUDY DAE?JUDY DAE?
 

 

         为什么选   

      JUDY DAE? 
                

亲爱的福遍学区选民， 

我叫朱迪·戴（Judy Dae），今年 5 月参选福遍独立学区董事会学区委员，请支

持我，投我一票！  

我的基本理念是，福遍学区所有的学生，无论他们在学业、职业、课外活动方面做 

何选择、有何特长，他们都应该有同样的机会在学校脱颖而出，他们所做的辛勤努 

力都应该得到认可。 我们社区有责任为我们的学生提最好的机会和最佳资源，以 

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一位同学的潜力.我认为福遍社区的每一个居民，不管家里是否

有孩子在学区上学， 都对学区的事宜具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学校的教育质量影响

着我们社区的每个人。  

我有两个孩子。 过去 13 年来我一直十分重视学区的发展。 我十分踊跃地参加学 

区的各项义工活动，并在 PTO 以及学校的不同委员会中任职，这包括 

Commonwealth Elementary School，Fort Settlement Middle School,  

and Clements High School 的若干委员会。我积极参加学校董事会会议。 无论 

对议程持赞成或反对意见，我始终耐心听取各方的看法。我鼓励年轻人发表他们的 

看法，认为这至关重要。 我曾把学生带到董事会参加他们的会议，让董事们听取 

他们的见解以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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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今天修
訂公共健康指南指出，已經完成武漢肺炎疫苗
接種的民眾戶外健身、用餐時可不配戴口罩，
也可參與小型戶外集會。

但未完成接種者仍需佩戴口罩。
CDC主任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

今天在白宮防疫記者會上表示，完成2019冠狀
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疫苗接種
的民眾，除非身處於像是音樂會或運動賽事、
購物中心等大量人群聚集處，外出散步、健身

時可以不戴口罩，也可與友人在戶外小型聚會
。

新指南也規範，若是在室內與他人進行社
交活動，建議仍需佩戴口罩。

根據 CDC 公布的最新指南，所謂的完成
接種，指的是完成輝瑞（Pfizer）或莫德納
（Moderna）第二劑接種 2 週後，或是接種嬌
生疫苗（Johnson & Johnson）2週後，才算完成
接種。目前全美約30%民眾已經完成接種。

美CDC：完成疫苗接種 戶外社交可不戴口罩

廣義而言，人類的基因被分為兩個區室，
一個是相對開放的，轉錄活躍的DNA內層（A
區室）和一個相對不活躍的B區室。 A區室中
，細胞最常使用的基因很容易在此獲得。

美國麻省總醫院癌症研究中心臨床研究員
Sarah E. Johnstone博士和同事們觀察到結腸癌細
胞中這種DNA結構的重組。但值得注意的是，
這種重組似乎具有抑制腫瘤的作用，而不是與
病理學相關。

在《細胞》期刊上研究人員表示，他們的
發現可以為癌症治療，早期診斷和更好的預後
提供參考。
中間區室I

研究人員繪製了結腸腫瘤細胞和正常結
腸細胞的基因組三維結構圖。他們發現在區
室A和區室B的交界處有一個與AB區室相互
作用的中間區室I。

在腫瘤細胞中，區室A和區室B之間的分
隔破裂。區室 B 移向細胞核，具有相互作用
功能的區室I移向區室B。
細胞老化的作用

腫瘤細胞區室的結構重組與DNA低甲基化
和染色質環的變h化有關，而染色質環是人類癌
症的一個共同特徵。但是，令人驚訝的是，人
工老化的非腫瘤細胞也表現出了相同的結構變
化。因此，區室重組和低甲基化似乎反映了累
積的細胞分裂現象，而不是特定的致癌過程。
轉錄結果

儘管DNA甲基化缺失，但腫瘤細胞中區室
B和區室I的轉錄活性卻降低了：參與結直腸癌
發展的146個基因表達下調。此外，少數與抗腫

瘤免疫相關的基因表達上調。因此，區室破裂
實際上與腫瘤抑制性轉錄有關。
多癌症分析

在其他10種上皮性腫瘤類型的7種中，共
有367個致癌基因因為低甲基化而導致表達下調
。這意味著區室結構重組可能是一個普遍的腫
瘤抑制機制。確定細胞老化過程如何阻止腫瘤
的形成可能會引領創新的抗癌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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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唯一一家
在所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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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麻省總醫院：細胞老化導致的DNA結構改變會抑制腫瘤的發展

正常結腸上皮細胞正常結腸上皮細胞（（黑框內黑框內））的蘇木精的蘇木精--伊紅染色圖像伊紅染色圖像，，染色染色
質蒼白均勻質蒼白均勻（（左左），），結腸癌腫瘤細胞的細胞核不規則結腸癌腫瘤細胞的細胞核不規則，，增大增大，，
染色質不規則染色質不規則（（右右））

正常結腸細胞正常結腸細胞（（左左））和結腸腫瘤細胞和結腸腫瘤細胞（（右右））中區室中區室AA（（藍藍
色色））和區室和區室BB（（黃色黃色））的聚合物模型顯示的聚合物模型顯示，，與正常細胞核相與正常細胞核相
比比，，腫瘤細胞核具有無組織的染色質區室分離腫瘤細胞核具有無組織的染色質區室分離。。

Sarah E. JohnstoneSarah E. Johnstone博士博士
癌症研究中心臨床研究員癌症研究中心臨床研究員

美國麻省總醫院美國麻省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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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市新聞

休城工商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自去年開
始新冠病毒大流行以來，印度是世界上最
嚴重的持續性新冠病毒疫情爆發的地區。
印度已經報道有超過1千7百60萬（17,600,
000）確診病例，但是專家擔心，實際感染
數字可能會高出30倍，這意味著印度超過
5 億人（more than half billion) 感染新冠病
毒。

印度的衛生工作者和科學家長期以來
一直警告說，由於多種原因，新冠病毒感
染和相關死亡的報告嚴重不足，其中包括
基礎設施差，人為錯誤和檢測水平低。

從那以後，有些事情發生了變化，例
如，在第一波浪潮過後，測試就大大增加
了。但是，現在席捲印度的第二波浪潮的
真實程度可能比官方所暗示的數字要糟糕
得多。

新德裏疾病動力學、經濟和政策中心
主任拉馬南·拉克斯米納拉揚（Ramanan
Laxminarayan）說：“眾所周知，病例數和
死亡率都是低估的，而且一直如此。”

他說：“去年，我們估計大約有30例
感染病例中只有一例是通過檢測發現的，
因此報告的病例嚴重低估了真正的感染人
數。” “這次，死亡率數字可能被嚴重低
估了，而我們在實地看到的死亡人數要比
官方報道的要多得多。”

隨著第一波浪潮在去年9月開始消退，
政府指出其低死亡率是成功處理疫情的標
志，並支持其取消某些限制的決定。據去
年8月份的新聞稿稱，總理納倫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在慶祝低數字的同時，
也提高了“人民的信心”，並預測“整個
國家將在與新冠病毒的戰鬥中取得勝利”
。

那場戰鬥仍在進行中。根據華盛頓大
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的預測模型，該

國的每日死亡人數現在預計將持續攀升至5
月中旬。

預測顯示，每天的死亡人數可能會超
過 13,000 人，這是當前每日死亡人數的四
倍多。

拉克斯米納拉揚說：“我認為沒有任
何一個家庭倖免於新冠病毒死亡。” “我
能想到的每個家庭都有一個失蹤的人。”

印度沒有足夠的測試
自第一波以來，印度的測試能力已大

大提高。世界衛生組織（WHO）首席科學
家蘇米亞·斯瓦米納坦（Soumya Swamina-
than）博士說，去年大約這個時候，該國每
天的測試人數不到50萬，而現在，“他們
每天進行的測試接近200萬次。” 。

她說：“但這還不夠，因為全國平均
陽性率約為15％，在德裏等一些城市，高
達30％或更高。” “這意味著外面有很多
人只是因為測試的能力低，盡管感染了但
卻未被發現……我們將在以後才知道真正
感染了多少人。”

密歇根大學生物統計學和流行病學教
授布拉瑪·穆克吉（Bhramar Mukherjee) 認
為，測試不足的原因有很多，最明顯的是
，無症狀患者-也被稱為“沉默感染”-可
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感染了，因此也永遠
得不到檢查。

不同城市和省的病例報告結構也不同
，在農村地區進行檢測可能較難，較貧窮
的居民可能無法承受進行測試的時間或前
往測試中心。

穆克吉說：“所有國家在一定程度上
都面臨著準確分類與新冠病毒相關的死亡
的問題，但我認為在印度，這個問題非常
嚴重。”

但是血清學調查可以檢測免疫系統中
的抗體以表明某人是否已暴露於該病毒，

從而為科學家提供了更好
的量度標準，以衡量現實
中可能感染了多少人。
世衛組織的斯瓦米納坦

說，以前的全國調查表明
，這類人員的數量“至少
比所報告的人數高 20 至
30倍”。
如果將這一估計數應用

於截至週二的最新報告中
，印度的總感染人數將超
過5.29億例。

印度低估死亡人數
甚至在大流行發生之前，印度就低估

了它的死亡人數。
印度公共衛生基礎設施資金不足，這

意味著即使在正常時期，全國範圍內只有
86％的死亡是在政府系統中登記的。根據
社區醫學專家赫曼特·謝瓦德（Hemant
Shewade）博士的說法，在所有已記錄的死
亡人數中，只有22％的死亡是由醫生證明
的正式死亡原因。

印度的大多數人死在家裏或其它地方
，而不是在醫院裏死去，所以醫生通常不
在場以確定死因-這個問題僅在第二波就加
深了，醫院空間不足，無處可去。新冠病
毒患者現在越來越多地死在家中、救護車
中、候診室和不堪重負的診所中。

截至週二（4 月 27 日），印度報告了
近198,000例新冠病毒死亡。然而，穆克吉
估計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數可能被低估了二
至五倍，這意味著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接近
990,000，成為世界新冠病毒死亡最多的國
家。

大量的葬禮、火葬和屍體堆積的數量
使人們對過去幾週在許多城市死亡的官方
報道表示懷疑。專家說，差異可能部分歸
因於患者在接受測試之前死亡，或將非新
冠病毒的因素列為死亡的原因。

穆克吉說：“捕獲新冠病毒死亡的真
正挑戰在於，通常將死亡原因指定為合並
症，例如腎髒疾病或心病。” “這就是為
什麽許多國家包括英國和美國在內，進行
了新冠病毒超額死亡率計算。”

週一，印度南亞局局長、經濟學家馬
克斯·羅登貝克（Max Rodenbeck）說：
“上週在德裏，至少為3000人舉行了葬禮
。” “德裏是印度最大的城市，也是最受
關注的城市，有一個火葬場，這是公園裏
的一塊大土地，正在建造100個新的葬禮堆
……德裏以外發生的事情也很可怕。”

病毒在各省之間傳播
密西根大學的穆克吉說，漏報的部分

原因可能是印度在第二波浪潮中措手不及
。

她說：“如果我們在感染病例和死亡
方面擁有更準確的數據，那麽我們當然會
做得更充分，也可以預期醫療保健資源的
需求。” “（錯誤數據）並不能真正改變
事實。這只會使決策者更加難以預測需求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新冠病毒席捲印度 專家表示感染病例遠超5億 死亡人數尚未無法確定

前言
每一個人每天至少花 6-8 小時與

「床」為伍，人生花三分之一的時間在
「床」上打滾。 「一覺到天明」是一般

人每天的期盼與夢想。但是，對於患有
焦慮、憂鬱、日有所思、慢性疾病的患
者、或是不良飲食生活習慣、加上現今
生活腳步加快的人來說，這些對他們來
說是一種 「奢求」，尤其是對上了年紀
的老年人而言， 「好好的睡一覺」是每
天渴望能夠實現的夢想。

睡眠不足會導致精神不濟，恍惚且
無法集中，辦事效率將大大的降低，甚
至是零效率。現今汽車發生事故，除了
不專心之外，不少就是精神恍惚所致。
因此，如何維持 「好的睡覺品質」非常
重要。

1.失眠的定義：怎樣叫做失眠?上床
後超過30分鐘後方可入睡，整夜無法入
眠，三更半夜醒來後無法再次入眠，經
常清晨醒來，或者睡眠時間每天少於6
小時稱之。

2.睡眠的週期：一週期約1.5小時，
一整晚約有5個週期的產生。一週期共
有5個階段。
（如圖）

a.導睡期:進行入淺腄期的前奏。此
時眼球轉動趨緩，時間約為5分鐘至15
分鐘。

b.淺睡期:在此階段，您的肌肉開始
放鬆，心跳和呼吸減慢，一個週期的
50%時間都落在淺睡期，由於淺淺入睡

，一旦有動靜會驚醒。
c.熟睡期及深層熟睡期:這階段對於

體力的恢復、及身體機能修復扮演重要
的角色。有一句話形容此階段很貼切：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在這二

個階段裡，體內分泌許多與睡眠有關的
傳導物質，及與免疫系統有關的物質如
serotonin, adenosine, cholecystokinin 以及
IL-1。此外，熟睡階段也有利於促進生
長激素的分泌。

這二個睡眠階段在小孩時發生頻率
高且時間長，隨著年齡增長，此階段發
生率少且時間縮短。65歲時，熟睡的階
段只剩10%，但75歲以後，這個熟期幾
乎接近零。這也是為什麼年長者無法入
眠的原因。此外，這段期間即使有動靜
，難以喚醒，小偷選擇三更半夜竊取東
西就是這個緣故。

d.眼球轉動轉快速期(REM)：介於
深層熟睡期及導睡期之間。這段期間你
的全身肌肉仍在放鬆狀態，但腦部已逐
漸開始運轉。您的呼吸變得更快且不規
則，體溫降低，輸出量和尿量減少，血
液變稠，心跳和血壓上升接近甦醒的水
平。最重要的，大部份 「夢鄉」都在此
階段展開，您的手臂和腿部肌肉仍暫時
不聽使喚，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作噩夢
時，手腳卻無法動彈，因為全身肌肉仍
在放鬆階段。

3.快速的眼球運動潛伏期(REM la-
tency): 指從真正入眠開始，到快速眼球
轉動睡眠期的時間，一般約為90分鐘。

4.睡眠潛伏期(sleep latency):指真正
入眠之前所花的時間，一般約為15分鐘
。

5.睡覺的腦波變化：小孩，成年人
，老人的腦波如圖示。

失眠的因素
a.身體疾病：心肺疾病、腸胃病、

關節疼痛、高血壓、睡眠呼吸暫停症候
群、甲狀腺功能亢進、夜間肌陣攣症候
群、腦部疾病等。

b.生理及環境因素：工作環境的改
變，乘坐車、船、或飛機橫越海洋導致
時差、溫度變化差異大。

c.心理精神因素：焦慮、煩躁不安
、情緒低落、心情浮動、精神不穩、濫
用藥物。

d.服用藥物和其他物質引起的失眠
：服用摻有中樞興奮藥成分的感冒藥或
糖漿，減肥藥等。茶、咖啡、可樂類飲
料等含有中樞神經興奮劑—咖啡鹼、及
含酒精飲料等。

失眠症狀
a.無法入眠。b.不能熟睡，睡眠時

間減少。c.早醒，醒後無法再入睡。d.
頻頻從惡夢中驚醒，自感整夜都在做惡
夢。e.睡覺醒來精力沒有完全。f.容易被
驚醒。

保健食品療法
如果你是偶爾失眠，或短暫失眠，

首先考慮服用天然性助眠保健食品---
褪黑激素。有單方及複方製劑，依病患
的失眠程度而有所不同。服用的時間點
是重要關鍵，配合體內自褪黑激素的分
泌使濃度在導睡期達最高峰以發揮療效
。

有助改善睡眠品質的食材
a.紅棗：補中益氣，養血安神。
b.百合：清心安神，改善神經衰弱。
c.柏子仁：養心寧神。
d.酸棗仁：平息焦躁情緒，安定神經。
e.桂圓：安神補血。
f.蓮子：寧心安神。

g.蘋果：含果糖，蘋果酸生成血清素，
從而有助於進入夢鄉。
h.菊花茶:適度的鎮靜效果。
I.杏仁:含色胺酸，又含有適量的鎂。
j.葡萄:葡萄汁含有睡眠輔助的激素—褪
黑激素。
k.杏仁:含褪黑激素和促進睡眠的礦物質
鎂的來源。
l.奇異果:含5-羥色胺和抗氧化劑，睡前
食用時可改善睡眠品質。
m.酸櫻桃汁:含有褪黑激素。
n.魚:含維生素D和omega-3，兩者均具
有可改善睡眠品質的特性。

藥物的治療
如果食療法無效，這時考慮服用催

眠製劑。首先評估患者失眠的問題：上
床後輾轉難眠，無法維持熟睡，還是三
更半夜清醒後再無法再入眠。市面上可
購買得到的成藥含抗組織胺藥物如
Benadryl 具有嗜睡的作用。但嗜睡作用
不具有催眠的作用（嗜睡與催眠不同）
。服用抗組織胺藥物隔天精神不振，疲
倦，有時全身無力感。這種 「宿醉效應
」與藥物的親脂溶性，易通過腦血屏障
有很大的關聯。新一代抗組織胺藥物篩
檢了這方面的副作用而避免 「宿醉效應
」。一般服用 7-10 天，嗜睡作用會減
低。

催眠藥物（一般俗稱安眠藥）的作
用主要1.改善導睡期，2.壓縮淺腄期，
延長熟睡期時間，3.降低清醒後無法在
入睡，4.或縮短轉球快速轉動的時間
（作夢期）以改善腄眠的品質。

催眠藥與鎮靜藥差別
安眠藥只有催眠作用。它們使導睡

期及淺睡期變短，延長熟睡期及沉睡期
，使病患睡得更甘甜，但對睡眠的整個
周期比較絲毫沒有影響。

鎮靜劑含有催眠及鎮靜的效用。它
會縮短導睡期，眼球運動轉快速期（作
夢期）及熟睡及沉睡期，相對的延長淺
睡期時間。對於睡眠週期有所更動。一
旦停藥，導睡期恢復原有狀態，作夢期
也加長，這也是病什麼鎮靜劑停藥後無
法入眠的原因。與成癮性無關。

催眠藥Zolpidem服用時間及劑量
Zolpidem受食物及胃酸的影響，應

空服為宜，可加速它的吸收。此外，女
性服用此藥催眠效果比男性好，這可能
與的身體使人用率有關。劑量可考慮減
半。
催眠藥及鎮靜劑常見的副服用: 頭痛，
噁心，頭暈，嗜睡，口乾舌燥，幻覺，

短期健忘，反彈性失眠，便祕。
如何避免失眠
1.養成規律的睡眠習慣；保持規律

的睡眠和起床的時間，保持睡眠充足。
2.避免賴床的習慣。
3.避免白天睡覺:如需要，應少於 1

小時，且避免在下午3點後睡覺。
4.每日定時進餐，服藥，做家務事

和其他活動有助於保持生理時鐘正常運
轉。

5.床上禁止閱讀，書寫，吃零食，
觀賞電視節目，或玩紙牌。

6.午餐後避免喝有刺激性含咖啡因
飲料或睡前飲酒。

7.不要餓著肚子睡覺，且避免睡前
暴飲暴吃。

8.穿寬鬆睡衣，聽輕柔的音樂。
9.臥室保持黝暗，安靜，舒適，且

室內溫度保持適中。
10.傍晚後避免做劇烈運動。
11.如無法在15-30分鐘內入睡，勿

強迫自己入睡，起床做一些如在房間裡
看書報雜誌，避免凝視著時鐘，或憂心
無法入眠的後果。

結論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了解自

己的睡眠週期，容易在哪個階段甦醒，
找出哪些飲食，生活習慣會影響睡眠品
質，然後避開它。 「知足常樂，知足得
福」乃是千古箴言。知足常樂是一種健
康養生之道。知足則常樂，常樂則 「無
憂」，心不煩則神不擾，神不擾則精神
飽。生活無憂無慮，保持身心健康，自
然夜夜平安入好眠。

作者為美福藥局經理。美福藥局電
話866-466-4699 。地址：6918 Corpo-
rate Drive, Suite B5, Houston, TX77036(
大通銀行後，精英廣場內)。

半夢半醒之間半夢半醒之間----談失眠談失眠 作者作者:: 符永豐符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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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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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攻

顏妮、袁心玥、
王媛媛、楊涵玉

接應

龔翔宇、栗垚

二傳

丁霞、姚迪、刁琳宇

主攻

朱婷、張常寧、
李盈瑩、劉晏含

自由人

王夢潔、倪非凡

●●中國女排在剛剛過去的周日踏上前往日本的航班中國女排在剛剛過去的周日踏上前往日本的航班。。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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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話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有香港帆船界七人欖球賽美譽的“民族盃賽”在剛
剛過去的周日假維多利亞港舉行，當日參賽船隊逾90
支，最終代表香港的“Racer X號”脫穎而出，勇奪
冠軍。圖為“Skellum號”的“全女班”船員化身
成為“花木蘭”，寓意巾幗不讓鬚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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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成田機場集體進行核酸檢測於成田機場集體進行核酸檢測

據日媒報道，此次奧運測試賽舉
辦的地點為東京有明競技場，也是奧
運會排球比賽的正式場地。日本女排
總教練中田久美日前接受日媒採訪時
表示，這是自2019年9月舉行世界盃
以來時隔1年8個月進行首次國際比
賽。

中田久美稱，中國女排在2016年
里約奧運會上獲得金牌，對日本來

說，中國就是最高點。日本隊之所以
選擇與中國舉行比賽，就是希望能借
助與世界頂級選手比賽的機會，尋找
出奧運會上可能面對的課題，也希望
通過此次比賽熟悉奧運場地，體驗奧
運比賽的感覺。

另據日媒報道，中國男排也將於
近日赴日，參加與日本男排進行的奧
運測試賽。 ●新華社

此次赴日參賽的中國女排隊員共15人，包括朱婷、張常寧、
丁霞等老牌國手在內。據媒體報道，中國女排提前一周前往

日本東京，一方面是為了適應當地的場館和比賽環境，另外也安
排了教學比賽。

當地疫情惡化 將空場比賽
“我們和日本女排約了教學比賽，因為沒有人數限制，所有

運動員都可以上場。目前溝通了5到6局，日本女排那邊報名了18
個隊員，我們是帶了15個人，雙方可以借這樣難得的機會互相學
習。”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惡化，日本政府23日宣布東京都、大阪
府、京都府、兵庫縣4地進入緊急狀態，期限暫定為4月25日到5
月11日。實施緊急狀態期間，大型商業設施停業，體育比賽等大
型活動原則上不能有現場觀眾。

東京奧組委主席橋本聖子23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緊急狀態期
間，原定於在東京舉行的奧運會測試賽，原則上將以無觀眾模式進
行。日本排球協會23日確認，於5月1日、2日在有明體育館舉行
的奧運會男女排球測試賽將空場舉行。

日本排球協會會長岡健治表示，對空場舉行感到非常遺
憾，但這是為防止疫情擴散而迫不得已的決定，建議球迷們在電
視機前為參賽隊伍加油。

5月25日起參戰世界聯賽
郎平還透露，東京奧運測試賽結束後，中國女排將馬不停蹄

返回內地，在寧波北侖訓練基地隔離訓練。5月25日起，中國女
排將參加在意大利舉行的2021年世界女排聯賽，與其他世界頂尖
強隊過招，為東京奧運會作最後的練兵。

據悉，東京奧運會女排比賽將於7月25日至8月8日在有明體
育館進行，屆時中國女排將在小組賽階段迎戰土耳其隊、美國
隊、俄羅斯隊、意大利隊和阿根廷隊。 ●中新社

崔浩然回歸 力爭晉巴黎奧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退役兩年4個月的有

“花美男”之稱的香港花劍名將崔浩然，26日於社交媒體
Instagram上載一張在體院練習的相片，正式宣布回歸：
重返港隊，接受全職訓練，力爭進軍2024年巴黎奧運。
2018年雅加達亞運，崔浩然連奪男子花劍個人及團體兩面
銀牌，但不料在運動生涯最高峰之際毅然退役。退役後，
酷愛時裝及潮流文化的他，積極向KOL方向發展。

李雯雯舉重亞錦賽三破世績
世界冠軍李雯雯當地時間25日在烏茲別克首都塔

什干進行的舉重亞錦賽上火力全開，以抓舉148公
斤、挺舉187公斤和335公斤的總成績打破女子87公
斤以上級的三項世界紀錄，為中國隊的亞錦賽之行畫
上一個完美的句號。至此，中國隊結束了今次亞錦賽
全部比賽。在參加的13個奧運級別的比拚中，中國隊
拿下其中10個級別的總成績冠軍，6人打破8項世界
紀錄。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 中國．新鄉中國銀行 2021“直通
WTT大滿貫．世乒賽”暨奧運模擬賽將於
5月3日至7日在河南省新鄉市平原體育中
心舉辦，參賽運動員為乒乓球國家隊隊
員，包括馬龍、許昕、樊振東、林高遠、
梁靖崑、王楚欽、劉詩雯、陳夢，孫穎
莎、王曼昱、朱雨玲等男女球員各36名。

今次賽事，設有成年、U18以及U15
三個年齡組別最優秀的男女各36名球員同
場競技，其中成年組參賽運動員包括乒乓
球國家隊隊員，包括馬龍、許昕、樊振
東、林高遠、梁靖崑、王楚欽、劉詩雯、
陳夢，孫穎莎、王曼昱、朱雨玲等，預計
參加賽事的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媒
體、工作人員等將達200餘人。

中國乒乓球協會副秘書長何瀟說：

“不論是功成名就的老將、奧運冠軍、大
滿貫球員，還是首次踏上國家級層面競爭
的U15年輕隊員，包括目前還在省市隊的
球員，都將全力以赴去爭奪寶貴的直通車
票。這樣的局面也將為即將參加奧運賽事
的運動員形成巨大的壓力，從而體現鍛煉
價值。”

當地時間 25日 17時 15分左

右，中國女排抵達日本成田機

場，準備參加 5月 1日和 2日在

東京有明競技場舉行的奧運會

測試賽。據日媒報道，中國女

排搭乘的是普通客機，但隊員

的機艙與普通乘客分開。抵達

後，隊員們坐在事前準備好的

按間隔擺放的椅子上等待核酸檢測。日媒評論說

“中國女排隊員們身着夾克集體進行檢測，樣子看

起來很輕鬆”。

奧運測試賽奧運測試賽
中國女排名單中國女排名單

日主帥：中國就是最高點

●●日本女排總教練中田日本女排總教練中田
久美久美。。 FIVBFIVB圖片圖片

“直通WTT大滿貫．世乒賽”下周舉行

●●““直通直通WTTWTT大滿貫大滿貫··世乒賽世乒賽””暨奧運模擬賽暨奧運模擬賽
2626日舉行發布會日舉行發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 攝攝

巾 幗 不 讓 鬚 眉

●●朱婷在浦東機場休息室聽音樂朱婷在浦東機場休息室聽音樂，，表現輕鬆表現輕鬆。。 微專圖片微專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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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於台灣時間26日

早上舉行，最佳導演由《游牧人生》導演趙婷

獲得，一如預期打敗《曼克》大衛芬奇（Da-

vid Fincher）、《夢想之地》鄭李爍（Lee

Isaac Chung）、《花漾女子》艾美爾拉德芬內

爾（Emerald Fennell）、《醉好的時光》湯瑪

斯凡提柏格（Thomas Vinterberg）。

趙婷接連以《游牧人生》抱回各大獎項，

包括金球獎、英國電影學院獎、美國獨立精神

獎等，如今再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是繼《危

機倒數》凱薩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後

第2位獲得該獎的女導演，更是首位獲得此殊

榮的亞裔、華裔女導演。

年僅38歲的趙婷先前的作品為2015年《哥

哥教我唱的歌》（Songs My Brothers Taught

Me）、2017年《重生騎士》（The Rider），皆

入選坎城影展，被視為近幾年來最受矚目及肯

定的新銳女導演，更獲得漫威青睞，執導新片

《永恆族》（Eternals），而這部獲獎片《游牧

人生》僅是她第3部執導長片，一手包辦導演

、編劇、製作和剪輯，展現驚人才華。

趙婷在北京出生，之後到英國、美國留學

，除了導演身分，她最為人所知

的背景，便是大陸知名女演員宋

丹丹的繼女，一直以來也盛傳她的父

親趙玉吉是大陸首都鋼鐵公司前總經

理、家世顯赫。對此，她先前受訪時解

釋自己並非富二代，「如果這是真的，我希望

他們能幫忙支付我的就學貸款或房產抵押。」

至於先前被問到會不會考慮到大陸拍片，

或是拍攝自己青少年時的故事，趙婷表示：

「探究自己過去是最可怕的事。」所以還需要

一點時間，才能夠成熟、不害怕面對自己。

趙婷奪奧斯卡最佳導演
繼李安、奉俊昊後亞裔第3人

中國大陸導演趙婷今天以 「游牧人生 」

（Nomadland）勇奪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肯定，成

為繼台灣的李安和韓國的奉俊昊之後，第3位獲

此殊榮的亞洲導演。

奧斯卡史上共6名亞裔導演角逐過奧斯卡最

佳導演榮譽。日本導演敕使河原宏 1965 年以

「沙丘之女」 打開先例；時隔20年，同樣來自日

本的黑澤明以 「亂」 獲得提名；印度裔美國籍的

奈沙馬蘭（M. Night Shyamalan）1999 年以

「靈異第六感」 （The Sixth Sense）入圍。

李安2000年、2005年、2012年接連以 「臥

虎藏龍」 ， 「斷臂山」 和 「少年Pi的奇幻漂流」

入圍，並以後兩部作品順利得獎。奉俊昊則是

2020年以 「寄生上流」 （Parasite）抱小金人，

如今趙婷再替亞洲爭光。
第93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於台灣時間26日早上舉

行，《游牧人生》一如外界預期榮獲最佳影片，導演
趙婷也以本片獲得最佳導演。

《游牧人生》自獎季開始便獲得多項大獎的
最佳影片，劇情描述由法蘭西絲麥多曼（Fran-
ces McDormand）飾演的中年婦人，喪夫、失業
又失去家園，決定展開全新人生，四處旅行打
工，並以露營車為家，這樣的生活讓她的人生
有了啟發，結識了不少朋友，更融入了像她這
樣獨立維生的游牧族，並相互照應，而如此的
生活型態也徹底讓她拋開世俗的枷鎖，並重新
體會人生及自由的意義。

本片改編自作家潔西卡布魯德（Jessica
Bruder）同名小說作品《游牧人生》（Nomad-
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法蘭西絲麥多曼是發掘該著作並翻
拍成電影的幕後功臣，找來導演趙婷自編自導
，這部片所傳達出的溫暖、省思，讓觀影者看
完後都不禁思考自己的人生，尤其在過去1年多
來，全球因疫情等關係所引起的動盪不安局勢
，格外讓人有所共鳴。

不負眾望！《游牧人生》抱回最佳影片

第93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於
北京時間26日早上舉行

，最佳女主角由《游
牧人生》法蘭西絲麥
多曼（Frances Mc-
Dormand）獲得。這
是現年63歲的法蘭西
絲麥多曼第 3度獲得
最佳女主角，她曾以
《冰血暴》、《意外
》封后，她在《游牧

人生》中飾演喪夫、失業、
失去家園的中年婦人，決定展開

全新人生，四處旅行打工，並以露營車為家，這
樣的生活讓她的人生有了啟發，結識了不少朋友
，更融入了像她這樣獨立維生的游牧族，並相互
照應，而如此的生活型態也徹底讓她拋開世俗的
枷鎖，並重新體會人生及自由的意義。身兼製片
的法蘭西絲麥多曼當時慧眼獨具，看完作家潔西
卡布魯德（Jessica Bruder）創作的同名小說
《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後，找來趙婷編劇執導
，讓《游牧人生》成功搬上大銀幕。

法蘭西絲麥多曼3度封后
第93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於台灣時間26日

早上舉行，最佳男主角由《父親》安東尼霍普

金斯（Anthony Hopkins）獲得，打敗《藍調天

后》查德威克鮑斯曼（Chadwick Boseman）、

《靜寂的鼓手》里茲阿邁德（Riz Ahmed）、

《曼克》蓋瑞歐德曼（Gary Oldman）、《夢

想之地》史蒂芬元（Steven Yeun）。

安東尼霍普金斯曾以《沉默的羔羊》獲得

奧斯卡影帝，現年83歲的他曾被問過，是否會

因為年齡而考慮退休？他直言：「我放棄事業

就會掛掉，我必須當個老戰士，我是鬥士！」

顯見對於表演的熱情。

這也是安東尼霍普金斯時隔29年再獲得奧

斯卡影帝殊榮，這回在《父親》中飾演罹

患失智症的父親，透過爐火純青的演技，

展現出老年人罹患失智症後，其憤怒、

多疑、慌張、悔恨、悲傷、思念等多種

情緒的瞬間轉變。尤其本片可說是為他

量身打造，連角色的名字、生日與年紀

都跟他一模一樣。他演來也相當過癮，

甚至在拍攝時一度想起了自己的父親，

更在演出時止不住地流下淚水。

安東尼霍普金斯兩度稱帝！
時隔29年成 「最年長得獎者」

73歲的韓國女星尹汝貞突破亞裔演員天

花板，》抱回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配角，以

《夢想之地》成為首位入圍奧斯卡金像獎演

技項目並奪獎的韓國女演員，在她傳奇人生

的背後，年僅24歲勇奪影后后冠、一度失婚

，經歷低潮後又重返國寶級演員的寶座，大

起大落的人生中始終保持「坦白哲學」的大

智慧，不只韓國人愛她，海外粉絲亦深受這

位「國民阿嬤」吸引。

提到韓國女星尹汝貞，觀眾想到的可能

是《尹食堂》《尹STAY》等綜藝節目，又或

者是韓劇《情定大飯店》《小媳婦女王》

《媳婦的全盛時代》等的婆婆媽媽角色，她

的人生也正如《夢想之地》一般，開拓未知

之地並充滿了生命力。回顧大起大落的人生

經歷，尹汝貞曾在受訪中感嘆：「人們曾一

度痛批我，現在卻又這麼喜歡我，還真奇怪

，不過我想這就是人類吧。」

73歲韓國女星尹汝貞入手奧斯卡小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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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懸崖之上》盛大首映
好評如潮獲贊“風聲之後還有傳奇”
張藝謀首度執導諜戰大片《懸崖之

上》在京隆重舉行首映禮，導演張藝謀，

編劇全勇先，演員於和偉、張譯、秦海璐

、朱亞文、劉浩存、倪大紅、李乃文、飛

凡、沙溢、紀煥博悉數出席與觀眾面對面

交流，影片總監制傅若清、制片人梁琳、

龐立微共同到場助陣，章子怡、白巖松等

十余位明星嘉賓紛紛力贊演員表演精彩又

克制、電影環環相扣、細節動人，孫紅雷

、高群書等經典諜戰作品主創也力贊電影

是又一諜戰經典之作，更稱贊“風聲之後

還有傳奇”！電影《懸崖之上》自定檔以

來就備受觀眾熱議與關註，被網友評為五

一檔觀影首選。

影片4月18日開啟首輪點映，淘票票

開分9.1，目前點映單日票房已突破700

萬，優異的開分及票房成績足以彰顯影片

品質經得住觀眾審視！首映禮當日，影片

在全國34城開啟第二輪超前點映，觀眾好

評如潮，“劇情緊張刺激，全員演技在

線”、“前排坐著白發老人，可能和當年

的無名英雄同樣生長在這片冰雪大地上”、

“電影結束陷入沈默，許久才緩過勁兒”。

影片將於4月29日開啟第三輪超前點映，4

月30日全國上映！

於和偉張譯“憲慕不乙”
cp現場揭秘幕後故事導演張藝謀走

心談信仰力量
4月24日首映禮當天，也是電影《懸

崖之上》開啟第二輪全國點映的日子。導

演張藝謀與眾演員一同觀看電影後，也與

觀眾們分享了自己的觀影感受和幕後拍攝

的故事。全場觀眾經久不息的掌聲，也令

影片主創感慨萬分，主創動情表示：“中

國總是被這些最勇敢的人保護得很好，我

們正處於天亮之後，活在先輩創造的黎明

中。是這些勇敢的人，讓我們有機會生活

在這和平又幸福的時代。”

不少現場觀眾稱贊張憲臣和周乙的

對手戲十分精彩，更有網友為他們起名

“憲慕不乙”cp，談及電影裏張憲臣和

周乙的關系，張譯表示他們是“並肩戰

鬥，共患難同生死”的革命老友；而於

和偉則稱二人之間很默契，“甚至不需

要言語，眼神交流就能讀懂彼此”。烏

特拉小隊的其他三位成員秦海璐、朱亞

文、劉浩存分享了電影中最令他們感動

的金句片段，秦海璐透露接到劇本第一

句就是“活著的去找孩子”，當下被這

一句話深深打動，她認為《懸崖之上》

不同於觀眾以前看過的諜戰片，主角特工

並非十項全能、戰無不勝，而是有血有肉

的普通人，擁有對愛情、對戰友、也有對

親人的各種不舍情感，非常真實。朱亞文

印象最深刻的一句金句是他的最後一句臺

詞“走啊”，這句話也代表了電影的slo-

gan：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劉浩存分享

的臺詞“天亮了就好了”在她看來具有多

重意義，既是代表完成烏特拉行動，不會

再有同誌犧牲，更代表我們所處的時代正

是天亮之後，現在的幸福生活都是這些不

畏犧牲的無名英雄換來的。雖然出演反派

，但倪大紅、李乃文、飛凡、沙溢、紀煥

博等人同樣對革命先輩有著無盡的崇敬之

情，倪大紅感言：“每一個鏡頭所有人都

像付出了生命般在表演，我覺得我只能代

表我們幾個向無名英雄鞠躬，致敬。”

編劇全勇先執筆過多次諜戰題材作

品，《懸崖之上》是他第一次挑戰電影作

品，在他看來影片的故事格外與眾不同，

他透露：“這個故事隱去了對任務的展

現，而聚焦在對人的刻畫，展現人在絕境

之下的各種人性掙紮和信仰的偉大。”影

片總監制傅若清表示在建黨百年的重要紀

念節點，很開心有這樣一部優秀作品和全

國觀眾見面：“感謝在黎明前為我們默默

奮鬥的無名英雄們，向他們致敬。”導演

則坦言希望通過電影讓更多人了解這群無

名英雄的信仰力量，當被問及對周深演繹

主題曲如何評價時，他形容周深的歌聲

“很年輕，但是很深沈”，表示電影的主

題便是講述無私無畏、默默無聞的犧牲，

主題曲的歌詞及演唱者的情感都完美貼合

了這一點，更感慨道：“今天的歲月靜好

，是因為有這些先烈曾經負重前行。”

孫紅雷章子怡“我的父親母親”夢
幻重聚

“諜戰戰友”高群書力贊電影“風
聲之後還有傳奇”

首映禮當晚，章子怡、白巖松、孫紅

雷、高群書、胡可、安吉、白敬亭、曹保

平、寧浩、王寶強、杜江等眾多嘉賓出席

觀影，並被影片深深打動。第一個分享觀

影感受的白巖松，一開口便以一段標準俄

語令全場驚艷，隨後他表示導演這次的作

品“像一個新人一樣”獨特創新，打趣

“導演今年25歲”。來到現場的白敬亭也

被電影裏隱蔽戰線無名英雄之間的情誼和

犧牲深深感動，表示“整個觀影過程非常

震撼”，並調侃道在片中飾演狠辣高科長

的倪大紅和與自己的合作中完全不同。

諜戰題材的影視作品一直深受觀眾喜

愛，“諜戰戰友”孫紅雷、高群書作為經

典諜戰之作的代表來到首映現場，《風

聲》導演高群書力贊《懸崖之上》“非常

精良，表演出彩，特別牛”，一句“風聲

之後還有傳奇”更令現場掌聲陣陣。而共

同出演過張藝謀電影《我的父親母親》的

孫紅雷和章子怡，在首映禮現場驚喜重聚

，孫紅雷表示《我的父親母親》是自己人

生的第一部電影，並稱導演是將自己領入

表演之門的“啟蒙老師”，表達了自己的

感恩之心；章子怡“意外認親”孫紅雷之

余，被影片主創的表演深深折服，還發現

了張藝謀在電影裏埋的小彩蛋，影片中的

車牌1227居然是導演女兒的生日，場面一

時溫馨十足。

點映被贊“後勁太大舍不得離場”

口碑爆棚強勢領跑五一檔
首映禮現場，觀眾觀影後紛紛送上

好評——“每個演員仿佛都是為角色而

生”，“最暗藏洶湧的諜戰”，“要靠

最實力出挑的戲骨演員才撐得起”。張

藝謀導演為《懸崖之上》組建了全員演

技派的超強陣容，張譯、於和偉、秦海

璐、朱亞文、劉浩存、倪大紅、李乃文

領銜主演，余皚磊、飛凡主演，雷佳音

、沙溢特邀主演，有網友評論光看陣容

就值回票價！自4月15日開啟預售之後

，電影《懸崖之上》已在4月18日正式

開啟首輪點映，點映單日票房突破700

萬，並將在4月29日開始下一輪點映。

“劇情緊張刺激，看得全程不靠椅背”

冰城諜戰鬥智鬥勇鬥心計，全程高能幀幀名場

面，讓觀眾看得大氣不敢喘！而影片對無名

英雄的真實刻畫，讓不為人知的特工群體鮮

活了起來，也讓觀眾觸到人性的掙紮與光

輝，片尾一句“致敬心向黎明、舍生忘死

的革命先輩”更讓觀眾觸動不已。有網友動

情表達：“被那句‘我要你活著看到天亮’戳

到了淚點。”，“如今的我們，正是依靠這

些最勇敢的人，以信仰為燈，舍命前行，才

能幸福於黎明之後。”電影《懸崖之上》將

於4月30日全國公映，4月29日更多城市超

前點映，預售現已開啟，敬請期待。

電影《懸崖之上》由中國電影股份

有限公司、英皇影業有限公司、上海電影

（集團）有限公司、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

任公司出品，英皇（北京）影視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阿裏巴巴影業（北京）有限公

司、阿那亞影視文化有限公司、珠江影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抖音文化（廈門）有

限公司、人民網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新

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出品，中國電影

股份有限公司、英皇電影發行（北

京）有限公司、英皇（北京）影視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聯瑞（上海）影業有限公

司發行，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上

海淘票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天津貓眼微

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發行。

《號手就位》熱播 獲火箭軍現役部隊硬核打call
近日，中國首部火箭軍題材電視劇

《號手就位》正在優酷、浙江衛視、江蘇衛

視三大平臺聯合熱播。兼具恢弘震撼的現代

化軍事場面和嚴肅活潑的軍旅青春生活，使

得該劇一經播出，便收獲了一眾青年網友的

喜愛。觀眾在追劇的同時進一步了解軍營生

活，學習軍事國防知識，共情中國軍人的苦

辣酸甜。

各地火箭軍現役部隊齊追劇 還原熱血
軍旅青春

開播當日，《號手就位》得到了中國

人民解放軍火箭軍、國防部、人民海軍、中

部戰區陸軍、空軍在線等近三十個官方軍事

微博鼎力推薦與支持，來自全國各地的現役

火箭軍士兵更是齊齊實時看劇打call，網友

感慨“這排面足足的！”。《號手就位》講

述了4名地方大學生懷揣不同夢想加入火箭

軍的成長故事，播出至今，由李易峰、陳星

旭、段博文、董春輝飾演的大學生從初期的

懵懂迷茫的新兵蛋子到晉升軍銜成為上等兵

，從訓練中拈輕怕重到能夠自主操作起豎導

彈，在部隊暴風成長。

作為中國最神秘的軍種，一直以來大

家對火箭軍的認知都有種“美人如花隔雲

端”的朦朧感。《號手就位》借助新兵視

角，在不泄露機密的情況下，盡可能地還原

現實，讓觀眾在看劇的過程中得到軍事國防

知識科普，難怪有網友笑稱“這部劇其實是

征兵紀錄片”。更有真實的火箭軍退伍軍人

現身說法，走心持更長篇劇評，表示這部劇

的種種細節還原掀起了自己參軍時的“回憶

殺”，更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劇評讓大家對新

時代強軍目標下的部隊更加了解。

展示中國火箭軍團時代風采
青年網友垂直入坑
火箭軍是我國戰略威懾的核心力量，是

我國大國地位的戰略支撐，是維護國家安全

的重要基石。五十多年來，一代代官兵在深

山密林潛心礪劍，在戈壁大漠一默如雷，讓

這支神秘的隊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東

風快遞、使命必達”，已成為中國力量、中

國底氣、中國信心。作為中國首部火箭軍題

材影視作品，《號手就位》的適時播出，全

方位地證明了中國的國之重器，已經成熟到

可以拍攝成影視作品在大眾面前展示的程度。

盡管是主旋律正劇題材，但《號手就

位》劇情節奏緊湊恰當，依靠顏值實力兼

具的青年演員、個性鮮明的群像人物設定、

詼諧風趣的臺詞和濃厚的生活氣息，讓年

輕觀眾垂直入坑。打破對軍營的刻板印象，

該劇以小見大，多維度展現如今部隊發展

的壯闊征程和當代官兵的青春風采。“新

老交替，這就是軍隊；薪火相傳，這才是

軍人”、“這就是火箭軍，這就是部隊。

你時時刻刻在感受光榮的歲月，體會頓悟

的人生”，許多名臺詞被青年網友們傳閱

、剪輯，不知不覺間，大國底牌的力量與

自信已經深深印在當代年輕人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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