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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年初，一则“8元水饺管吃饱”的视频在网络

上广受关注。视频讲述在某工地附近，只需花8元

钱，便可不限量吃热腾腾的韭菜猪肉水饺。有网友

评价，该售价很实惠、很亲民，摊主惠顾农民工的

做法让人暖心；也有网友通过原材料价格比较，用

成本倒推的方式对这些猪肉馅水饺的食品质量提出

质疑。

经走访了解，市场上还有多款低于3元/斤的猪

肉馅、牛肉馅水饺，并有着不错的销量。这些低端

水饺到底采用了什么样的原材料？产品是否合格？

食用后会不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本报记者走访

了全国多个批发市场、水饺生产企业，实地了解这

些低价水饺的真相。

原料使用“门道”多

位于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漯舞路口西6公里的

漯河市桂花香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10多年

生水饺生产、销售的食品企业。厂区旁小卖部老板

介绍，附近村民经常到该厂购买水饺，一件4袋共

20斤的猪肉香葱水饺仅需40多元，合2.3元左右/斤

，便宜而且味道还不错。“40多元/件是给我们员

工的福利价，厂家对外直销价是53元/件。”桂花

香公司销售部工作人员解释说。

在漯河市豫中南果品蔬菜批发市场，有多家售

卖速冻饺子的商家，记者发现，市场上的速冻饺子

价格区间跨度较大，以猪肉大葱水饺为例，每斤价

格在3—15元。一冷冻食品专营店老板坦言，在该

市场，低价格的水饺销售量比较大，而且此类水饺

以5斤以上的大包装为主，购买对象主要为中小餐

馆、工地食堂、乡下超市等。桂花香牌猪肉香葱饺

子在该市场也有销售，折合2.65元/斤的价格，大

概是品牌商家同类型水饺售价的1/3左右。

如此低价的水饺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记者

与漯河市市场监管局、漯河市源汇区市场监管局工

作人员一同走进了桂花香食品有限公司。

桂花香公司生产车间主管告知，其生产的桂花

香牌猪肉香葱水饺之所以便宜的原因，是添加了价

格相对便宜的鸡肉，进而来降低成本。但面对配料

表中为何没有标注鸡肉添加的质疑时，他反复翻看

从车间拿去的包装袋后，略显尴尬地解释称：“配

料表漏打了。”

根据企业提供的配方配量计算，即便按终端销

售价格2.65元/斤推算，猪肉香葱水饺成本核算依

旧成谜。

在记者多次要求下，桂花香公司原料冷冻库门

才被打开，记者发现，偌大的冷库内堆满了鸡脖皮

、鸡大胸、猪碎肥、猪肥膘等冻品，未发现猪五花

肉、里脊肉、肋条、前肩肉等家庭日常包饺子所用

肉品。

“鸡脖皮每吨3800元（1.9元/斤）。”山东三

合盛食品有限公司孙姓负责人介绍，除用鸡脖皮搅

碎入馅外，很多饺子生产企业也会大量使用鸡脖泥

、鸡架泥做肉馅。鸡脖泥每吨4500元（2.25元/斤

） 、 鸡 架 泥 每 吨

3300 元 （1.65 元/斤

）。

所谓鸡脖泥、

鸡架泥，就是将去

皮的鸡脖、鸡架，

放进骨肉分离机中

，通过不断挤压，

实现肉如泥般地从

小孔中流出，骨渣

被拦截。为了更大

限度降低价格，也

有部分企业将骨头

与肉一起混合打碎

使用。记者走访了

多家鸡脖泥、鸡架

泥生产企业，均宣

称其产品被低价水

饺生产企业大量使

用。

记者根据桂花

香公司冷库中“猪

碎肥”的生产厂家

地址，几经辗转，

颇费周折地找到该

原料生产商。该企

业生产车间较简陋

、生产车间与外界互通、人员可以随意进出加工车

间、进出车间未做消杀工作，几个大水池里泡着冷

冻带血的槽头肉。

“槽头肉”是猪颈脖处肉，因为附带有大量淋

巴，被很多消费者所忌讳。在相关屠宰、分割检验

检 疫 规 定 及 《 分 割 鲜 、 冻 猪 瘦 肉 》 （GB/

T9959.2-2008）中均明确规定：分割肉应修割去除

伤斑、出血点、碎骨、软骨、血污、淋巴结、脓疱

、浮毛及杂质。

常姓负责人介绍称：“拉回来的肉都是冷冻的

，需要经过浸泡一段时间化冻了才能进行分割加工

，槽头肉可以分割成肉青、碎肉、红膘、白膘等。

”漯河市桂花香食品有限公司是其公司客户，供货

的价格是白膘肉4元/斤，红膘肉3.5元/斤。

产品售价低得离谱

在调查走访中发现，隐瞒配料表真实情况的水

饺生产企业并不止桂花香公司一家，徐州欣念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也存在类似情况。

据了解，在徐州当地，猪肉批发价格8元/斤，

牛肉40元/斤，小麦粉批发价格1.3元/斤。在如此

物价下，该公司标称其速冻猪肉芹菜水饺为50元

20斤，速冻牛肉馅水饺也为50元20斤，猪肉馅与

牛肉馅价格一样，均为2.5元/斤。如何做到如此低

的售价？为何猪肉馅与牛肉馅同价？对此疑问，该

公司销售人员笑而不答，转身离去。当地市场监管

局办公室主任彭某也很诧异该产品的真实用料，并

反复强调，一旦发现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严

肃处理。

徐州欣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永刚后电

话联系记者，称他们的水饺价格低的原因是肉馅里

添加了鸡肉，由于“疏忽”，没有标识完整。

记者注意到，这些低价水饺在包装上标示称：

执行标准为GB/T 23786-2009《速冻饺子》，含馅

量≥40%，均高于≥35%的国家标准。一位不愿具

名的国内知名水饺企业工作人员透露，他们公司水

饺终端售价每斤不低于7—8元，市场上大量流通

的低价水饺，以他们企业现有工艺、质量要求，是

无法生产出来的。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2011）中明确规定，配料是指在制造或

加工食品时使用的，并存在（包括以改性的形式存

在）于产品中的任何物质，包括食品添加剂。食品

标签的基本要求是应真实、准确。然而，记者采访

过程中，多个低价水饺生产商对原料使用都采取了

躲闪或含糊的回答。

标识不完整竟然是“疏忽”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将桂花香牌、欣念牌、伟

家牌、麦克多牌等多款低价水饺送至检测机构进行

检测，得到的检测结果均为合格，进行肉源性检测

亦能检出猪肉或牛肉。

多名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坦言：“即便是明知

该企业采用了肥膘、槽头肉、鸡脖皮、鸡脖泥等原

材料，只要这些原材料有合格的检测检疫手续，正

规的进货流程，我们也不能认定人家在使用上违规

违法，毕竟这些产品国家没有限制不能在冷冻水饺

领域使用。”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

何计国说：“猪肉馅里使用槽头肉、鸡脖泥、鸡架

泥代替鸡肉等行为，均属于产品掺假、以次充好。

另外，低价肉丸也普遍存在用鸡脖泥、鸡架泥代替

鸡肉的现象。”

鉴于低价水饺的产品标签中，有的企业在猪肉

水饺馅料中添加了鸡肉，而产品标签中没有标注，

企业负责人称由于“疏忽”没有标识完整。何计国

指出，这些产品的标签违反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的规定，通则要求“各种配料应按制造或加工食品

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一一排列”。

在“四个最严”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下，我国

食品安全治理环境与监督管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得到了充分保障，但

在食品链的局部仍存在着“掺杂使假”现象，侵犯

了消费者利益，破坏了行业健康发展。有关部门是

否应考虑将食品监管由“终端”仅看产品检测报告

，向生产前端移动，进一步加强对食品生产过程的

监管，规范速冻水饺的生产经营行为，进一步保障

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护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

益。

鸡架泥槽头肉入馅 这样的低价水饺你敢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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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929日下午日下午，，休斯敦名律師休斯敦名律師、、正在參選哈里斯郡正在參選哈里斯郡
財務長的財務長的Eric DickEric Dick在墨西哥餐廳舉行講述德州之根的新書在墨西哥餐廳舉行講述德州之根的新書
Come and Take ItCome and Take It簽名會簽名會。。圖為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與圖為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與
著名記者和政治顧問著名記者和政治顧問Burt LevineBurt Levine手執新書和競選手執新書和競選FlyerFlyer合影合影。。

聖誕前親朋好友齊聚老四川聖誕前親朋好友齊聚老四川！！ 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121日日，，世界名人世界名人
網總編輯受邀來到老四川休斯敦中國城店與黑馬地產經紀人網總編輯受邀來到老四川休斯敦中國城店與黑馬地產經紀人
阿芳阿芳Susan ChangSusan Chang、、美南電視新聞主播美南電視新聞主播Sky DongSky Dong巧遇從巧遇從CyCy--
presspress趕來的好友龍芳和閨蜜趕來的好友龍芳和閨蜜。。老四川開業以來一直火爆老四川開業以來一直火爆，，不不
僅菜色適合大眾口味僅菜色適合大眾口味，，定價服務也是一流定價服務也是一流，，成為休斯敦美食成為休斯敦美食
的一道新的靚麗的風景線的一道新的靚麗的風景線。。

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020日日，，休斯敦電影人休斯敦電影人Nancy XieNancy Xie受邀出席受邀出席HFSHFS
休斯敦電影協會主辦的好萊塢電影大片休斯敦電影協會主辦的好萊塢電影大片““美國草根美國草根americanamerican
underdogunderdog””預覽預覽。。欣賞獅門影業欣賞獅門影業(Lionsgate film)(Lionsgate film)第一部在聖第一部在聖
誕日發行的以信仰和家庭為題材的電影講述美國橄欖球四分誕日發行的以信仰和家庭為題材的電影講述美國橄欖球四分
衛庫爾特衛庫爾特••華納華納(Kurt Warner)(Kurt Warner)鼓舞人心的真實故事該劇由導鼓舞人心的真實故事該劇由導
演安迪演安迪••埃爾文埃爾文(Andy Erwin)(Andy Erwin)率領主演扎克瑞率領主演扎克瑞••李維李維(Zachery(Zachery
Levi)Levi)和安娜和安娜••帕奎因帕奎因(Anna Paquin)(Anna Paquin)，，講述了華納從在超市打講述了華納從在超市打
工到成為超級碗冠軍工到成為超級碗冠軍MVPMVP的真實故事的真實故事。。

華裔青年才俊周浩恩華裔青年才俊周浩恩(Ben Chou)(Ben Chou)宣布參選哈里斯郡第四專區宣布參選哈里斯郡第四專區
區長區長！！ 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323日晚日晚，，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在中國餐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在中國餐
廳召集支持者印心堂身心靈健康專家廳召集支持者印心堂身心靈健康專家Alice HsiaoAlice Hsiao蕭老師蕭老師、、
Yvonne ChenYvonne Chen等四十餘人出席等四十餘人出席Ben Chou for CommissionerBen Chou for Commissioner
新聞發布會新聞發布會。。來自台灣的來自台灣的Ben ChouBen Chou雖然年輕雖然年輕，，但是從政履歷但是從政履歷
非常豐富非常豐富，，尤其是在疫情期間獨創的免下車投票顯示他服務尤其是在疫情期間獨創的免下車投票顯示他服務
民眾的願望強民眾的願望強，，雖有詬病雖有詬病，，但是當選成功機會特別大但是當選成功機會特別大，，讓我讓我
們一起參與支持並祝愿他成功們一起參與支持並祝愿他成功！！

美國人過聖誕新年都喜歡互贈禮物美國人過聖誕新年都喜歡互贈禮物，，休斯敦僑社名人陳韻梅於休斯敦僑社名人陳韻梅於20222022年年11月月11日日
下午下午，，駕著自己剛剛購買的特斯拉新款豪車來到每天必來的駕著自己剛剛購買的特斯拉新款豪車來到每天必來的Club RiverstoneClub Riverstone健健
身房健身身房健身，，不由得你不感慨不由得你不感慨，，成功絕對不是偶然成功絕對不是偶然。。

火樹銀花不夜天火樹銀花不夜天！！ 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929日日，，休斯敦名流企業家休斯敦名流企業家A Z Led and SignA Z Led and Sign董董
事長張明媚事長張明媚（（Amanda ZhangAmanda Zhang））帶父母一起在帶父母一起在Club WestsideClub Westside乘橡皮划船遊歷聖乘橡皮划船遊歷聖
誕燈海誕燈海。。

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222日日
，，休斯敦著名明星休斯敦著名明星
地產經紀人王飛雪地產經紀人王飛雪
（（Fay WangFay Wang）） 在在
工作之餘組織客戶工作之餘組織客戶
和好友一起觀賞大和好友一起觀賞大
休斯敦璨若天星的休斯敦璨若天星的
聖誕燈火聖誕燈火。。圖為飛圖為飛
雪在休斯敦上城區雪在休斯敦上城區
時尚心臟地帶時尚心臟地帶RivRiv--
er Oaks Districter Oaks District 愛愛
馬仕廣場前打卡聖馬仕廣場前打卡聖
誕燈飾拱門誕燈飾拱門。。

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929日日，，賴清陽大律師太太賴李迎霞帶領全家來賴清陽大律師太太賴李迎霞帶領全家來
到到Club WestsideClub Westside乘橡皮划船遊歷聖誕燈海乘橡皮划船遊歷聖誕燈海，，事業成功的同事業成功的同
時也不忘享受天倫之樂時也不忘享受天倫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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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週一週一，，法官宣判法官宣判，，塞爾維亞網球明星諾瓦塞爾維亞網球明星諾瓦
克克··德約科維奇德約科維奇（（Novak DjokovicNovak Djokovic））贏得了對澳大利亞政府的簽贏得了對澳大利亞政府的簽
證上訴證上訴。。

澳大利亞聯邦法院撤銷了政府取消了這位網球明星簽證的決澳大利亞聯邦法院撤銷了政府取消了這位網球明星簽證的決
定定，，結束了對他的拘留結束了對他的拘留，，似乎為他參加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掃清似乎為他參加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掃清
了道路了道路。。

由於澳大利亞嚴格的由於澳大利亞嚴格的 COVID-COVID-1919 疫苗接種規定疫苗接種規定，，這位這位 3434 歲歲
的網球明星正在與驅逐出境和取消簽證作鬥爭的網球明星正在與驅逐出境和取消簽證作鬥爭。。在他上週叁抵達在他上週叁抵達
墨爾本後不久墨爾本後不久，，澳大利亞政府取消了他的簽證澳大利亞政府取消了他的簽證，，因為移民官員們因為移民官員們

認定他不符合疫苗豁免條件認定他不符合疫苗豁免條件，，規定所有外國公民必須接種新冠病規定所有外國公民必須接種新冠病
毒疫苗後才能入境毒疫苗後才能入境。。

德約科維奇辯稱他不需要新冠疫苗接種證明德約科維奇辯稱他不需要新冠疫苗接種證明，，因為他上個月因為他上個月
感染了這種疾病感染了這種疾病。。澳大利亞醫療當局裁定澳大利亞醫療當局裁定，，可以向六個月內感可以向六個月內感
染染 COVID-COVID-1919 的人提供疫苗規定的臨時豁免的人提供疫苗規定的臨時豁免。。

巡迴法院法官安東尼巡迴法院法官安東尼··凱利凱利（（Anthony KellyAnthony Kelly））指出指出，，德約科德約科
維奇向機場官員提供了由組織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的澳大利亞網維奇向機場官員提供了由組織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的澳大利亞網
球協會和兩個醫療小組給予的醫療豁免球協會和兩個醫療小組給予的醫療豁免。。

凱利問德約科維奇的律師尼克伍德凱利問德約科維奇的律師尼克伍德（（Nick WoodNick Wood）；“）；“我有我有

些激動的問一問些激動的問一問，，我們還可以為這個人做些什麽我們還可以為這個人做些什麽？”？”
伍德同意法官的裁決伍德同意法官的裁決，，說對德約科維奇沒有什麽可以做說對德約科維奇沒有什麽可以做

的了的了。。
過去幾天過去幾天，，德約科維奇被安置在一家移民拘留旅館德約科維奇被安置在一家移民拘留旅館，，該該

旅館曾用於收容難民和尋求庇護者旅館曾用於收容難民和尋求庇護者。。
澳大利亞內政部長凱倫澳大利亞內政部長凱倫··安德魯斯安德魯斯（（Karen AndrewsKaren Andrews））

的律師在他們的意見書中表示的律師在他們的意見書中表示，，如果法官裁定這位網球明如果法官裁定這位網球明
星勝訴星勝訴，，移民官員可能會再次取消他的簽證移民官員可能會再次取消他的簽證。。他們說他們說，，只只
有感染了有感染了 COVID-COVID-1919 的抵達旅客的抵達旅客，，如果病情很嚴重如果病情很嚴重，，才才
能推遲接種疫苗的要求能推遲接種疫苗的要求。。

提交的文件稱提交的文件稱，“，“沒有跡象表明申請人沒有跡象表明申請人（（德約科維奇德約科維奇））在在
1212 月檢測呈陽性時患有月檢測呈陽性時患有‘‘急性重大疾病急性重大疾病’”。’”。

如果他的簽證被取消並被驅逐出境如果他的簽證被取消並被驅逐出境，，德約科維奇可能會面臨德約科維奇可能會面臨
叁年的禁令叁年的禁令。。

這位世界排名第一的網球明星擁有這位世界排名第一的網球明星擁有 2020 個大滿貫頭銜個大滿貫頭銜。。
20222022 年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將於下週開始年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將於下週開始，，德約科維奇是衛冕德約科維奇是衛冕
冠軍冠軍，，他在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的表現一直突出他在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的表現一直突出，，如果衛冕冠軍如果衛冕冠軍
成功成功，，他將成為世界網壇史上獲得大滿貫最多的球員他將成為世界網壇史上獲得大滿貫最多的球員。。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世界網球明星德約科維奇贏得簽證上訴世界網球明星德約科維奇贏得簽證上訴
法官允許他留在澳大利亞法官允許他留在澳大利亞

“特斯拉保費暴漲”引熱議
新能源車險漲跌因車因人而異
“特斯拉保費一夜暴漲 80%”近

日成爲熱議話題。在 2021 年 12 月 27

日新能源汽車專屬車險上線後，有特

斯拉車主稱保費一夜之間從 8278元暴

漲到 1.4 萬余元，漲幅高達 80%。多

家新勢力車型的車險保費也有不同程

度上漲。

記者從保險業內人士處獲悉，保費

一夜暴漲80%只是個例，一般情況下保

費與車主違章次數、出險次數有關，保

費是漲是跌因車而異、因人而異，一些

過往賠付率較高、售價較高的車型保費

會上漲。

新車險價格上漲後再回調
2021年12月14日，中國保險行業協

會發布了《新能源汽車商業保險專屬條

款（試行）》。12月 27日，經過調整

後的新能源車專屬保險産品正式上線

，多家險企均推出了相關産品。去年

末，車主李夢所在的特斯拉車主微信

群裏炸開了鍋，大家普遍反映愛車保費

有所上漲。

過了幾天，又有車主曬出保費調

降的消息，稱某種車型保費大幅回

調，“新保費只比調整前有小幅上

漲”。另有一張車主做出的比價表顯

示，各家保險公司車險確實出現了有升

有降的情況。

“這幾天保費價格已經調整回來了

，好多人都接受了保費上漲一成左右，

畢竟專屬車險連充電樁都保了。”李夢

已經准備投保新車險。

特斯拉車主楊洋在去年末提了

新 車 ， 上 車 險 時 正 好 趕 上 了 新 保

費 上 漲 的 節 骨 眼，算下來全險在

10800 元左右。但聽說保費有所調整

後，他退保後重新上的保險降至 8000

余元。“便宜 2000多元，還是能接受

的。”他說。

各家車企近日紛紛發布關于車險調

整的最新通知。特斯拉方面表示，不同

險企、不同地區、不同車型漲幅略有差

異，從最新統計來看，特斯拉車輛保費

全國平均漲幅在10%左右，比較受關注

的高性能版車型保費上漲20%以內；蔚

來汽車表示整體保費的變化與用戶所在

地區、違章記錄、過往出險情況等因素

有關，整體而言保費調整幅度不大；小

鵬汽車則表示全線車型平均漲幅2.9%至

18.2%不等。

自主定價系數推高特斯拉保費
新能源車主期待已久的專屬保險

上線，彌補了新能源車保險領域的

諸多空白。新能源車險包含汽車損

失保險、第三者責任保險、車上人

員責任保險三大主險和 13 個附加險

，投保人可以選擇全部險種或部分

險種。

在保險責任上，專屬保險既爲“三

電”（電池、電機和電控）系統提供保

障，又全面涵蓋新能源汽車行駛、停放

、充電及作業的使用場景。在多元化的

保險場景方面，專屬保險既涵蓋本車損

失，又包含充電樁等輔助設備自身損失

以及設備本身可能引起的財産損失及人

身傷害。

爲何多數車主實際支出的保費有

所上漲？據了解，商業車險保費等

于基准保費乘以費率調整系數。根

據中國精算師協會下發的《關于新

能源汽車商業保險專屬産品基准純

風險保費表測算調整說明》，新能

源車三者險和車損險的基准保費會

整體下降約 0.8%；而費率調整系數

則由無賠款優待系數、交通違法系

數、自主定價系數構成，其中自主

定價系數最爲複雜，保險公司會根

據自身盈虧和不同車輛風險狀況來

設定不同的系數。

“特斯拉保費一夜暴漲 80%只是

個例，它本身就有特殊性，不能代

表市面上所有品牌和車型。”一家

主流保險公司人士透露，特斯拉等

部分車型保費普遍較高，原因在于

其出險率高、維修成本高、售價高

等都增加了自主定價系數，因此修

車成本更高的特斯拉自然成爲保費

“領漲”的代表。

新能源車不能買得起用不起
有新能源車主坦言“省的油錢都

用來交保費了”，更有人感慨保險公

司“賺大了”。而保險公司則稱，對

新能源車險漲價也有自己的難處。在

新能源汽車還沒有積累更多出險數據

的前提下，專屬車險對保險公司本身

的定價能力和道德風險防範能力都是

考驗。

申萬宏源報告數據顯示，目前新能

源車險的賠付率平均接近85%，行業面

臨較大承保虧損壓力。多家上市險企高

管均在2021年中期業績發布會上談到，

新能源汽車的賠付率較傳統燃油車更

高。中國人保副總裁、人保財險總裁

于澤曾表示：“從目前狀況看，新能

源汽車賠付率略高于傳統燃油車，主

要是出險的頻度比傳統燃油車要高一

些，因爲新能源汽車處于發展初級階

段，各個主機廠産品性能和産品駕

駛的操作差別很大。”太保産險負

責人稱，隨著專屬産品在規模不斷

擴大的市場上實踐積累，理賠技術將

會快速疊代與升級，承保定價精細化

管理等將推動新能源車賠付率回歸合

理水平。

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建議，應鼓勵

整車企業建立自身的保險品種，拓展整

車企業的保險業務，建立自己有數據支

持的低保費保險體系。國家相關部門也

應對新能源車在保險中的一些問題給予

有效支持，防止由于專屬車險價格偏高

導致新能源車“買得起卻用不起”的情

況出現。

製造業延續擴張態勢 2022年更好助力穩增長
綜合報導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和中國

物流與采購聯合會近日發布數據顯示，2021年12

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爲50.3%，

比11月上升0.2個百分點，高于臨界點，制造業景

氣水平繼續回升。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

表示，隨著一系列保供穩價和助企纾困等穩定經濟

發展政策力度加大，部分大宗商品價格回落明顯，

企業成本壓力有所緩解，制造業景氣水平連續兩個

月回升。

“12月制造業PMI錄得50.3，較前值上行0.20

個百分點，連續2個月位于榮枯線之上，表明我國

制造業處于擴張狀態。”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鄭後

成說。

數據顯示，生産保持擴張。生産指數爲51.4%

，雖比11月下降0.6個百分點，但高于臨界點，反

映制造業生産繼續保持增長。需求有所改善。新

訂單指數爲49.7%，高于11月0.3個百分點，連續

兩個月回升。價格指數繼續回落。

從行業來看，高技術制造業保持較快增長。高

技術制造業、裝備制造業和消費品行業PMI分別爲

54.0%、51.6%和51.1%，均繼續高于臨界點，行業保

持擴張；高耗能行業PMI爲48.7%，高于11月1.3個

百分點，景氣水平低位回升。其中，高技術制造業新

訂單指數和從業人員指數分別爲56.1%和51.7%，高

于11月2.9和1.1個百分點，高技術制造業市場需求持

續較快增長，用工量不斷增加，行業發展向好。

展望2022年，鄭後成表示，預計財政政策將繼

續面向市場主體實施新的減稅降費，幫助中小微企

業、個體工商戶減負纾困、恢複發展，而貨幣政策

將加大對實體經濟融資支持力度，促進中小微企業

融資增量、擴面、降價。

光大證券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經濟學家高瑞東

表示，當前小企業面臨的經營壓力仍然較大。下一階

段，需要繼續加大對中小企業的精准扶持，保持適度

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助力經濟繼續平穩修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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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旧日支配者”触手怪！

今天物种日历的故事，说的就是巨菊

石——就如字面意思一样，巨大的菊石。

德国明斯特自然博物馆藏有一个世界上最

大的菊石化石，这种巨大的头足类学名

Parapuzosia seppenradensis，外壳宽两米五，

似乎在诉说着头足类中的“旧日支配者

”——啊不，是奥陶纪外壳长可达 9 米的

房角石（Cameroceras），那曾经的荣耀。

目前普遍会将大型的菊石或角石认为

是凶猛的掠食动物，但由于头足类动物软

体部分难以保存，导致软体部分的化石极

其稀少，所以我们对这些大型动物的了解

还是十分有限。有一种观点是，大型的菊

石和角石可能是温和的滤食动物，就像现

代海洋中的蓝鲸或鲸鲨一样，以小型浮游

生物为食，巨大的体型只是自保的一种手

段。

菊石的壳用“隔断”分割成很多大小

不同的“空间”，越靠近头部，空间就越

大，这些被称为“气室”的结构通过一个

小孔连接，是菊石用来控制自身浮力的装

置，如果需要下潜，就将海水吸入到气室

中，如果想上浮，就把气室中的水排出去

，和我们人类建造的潜艇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它们的外壳十分巨大，让人有一种

大型动物的感觉，但由于它们的壳内大部

分空间都被气室占据，肉体只居住于最末

的一节腔室中，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

大。

我最初以为菊石和鹦鹉螺是同类，而

且鹦鹉螺应该是菊石的后代，它俩长得太

像了，而且菊石灭绝了，而鹦鹉螺还生活

在大海中。后来随着学识的增长，我发现

菊石和鹦鹉螺虽然都属于头足类，但两者

关系还挺远的。

如何区分鹦鹉螺和菊石呢？只要把外

壳打磨掉，露出壳里的缝合线，两者就非

常容易区分了：鹦鹉螺的外壳缝合线平直

，显得非常简洁，但菊石的缝合线比较复

杂，而且其中很多呈现出非常精美的图案

。

早期的菊石如泥盆纪的菊石化石，缝

合线只是有了一些曲度，而到了白垩纪，

菊石的缝合线就变得异常复杂，呈现出非

常多的锯齿。有的同学就问了：你说这玩

意儿有个啥用？平时也看不见。有一种观

点是，缝合线变得越复杂就能加强贝壳的

强度，就能让菊石用更轻的贝壳获得同样

的强度，这样就能加强自身的运动能力并

减少能耗，让它们能够获得更强的游泳能

力以及更好的防御力。所以菊石被认为是

比鹦鹉螺更进步的物种。

幸与不幸，都是玄学

菊石在海洋中生存了 3 亿 6000 万年之

久，并且成功挨过了两次生物大灭绝，成

为海洋中相当繁盛的一个类群。试想海洋

中游来游去的一群群动物，不是闪着银色

光芒的辐鳍鱼，而是挺着一个大贝壳喷水

前进的菊石，还真是有趣呢。

菊石是如此之多，海洋中甚至有些动

物专门演化出了“对菊武器”，比如有一

类牙齿相当特别的软骨鱼：尤金齿目（Eu-

geneodontida），很多种类似乎就专门演化

出了吃菊石的适应器。其中更是有旋齿鲨

这样的奇葩，旋齿鲨（Helicoprion）下颌的

牙齿排列成一个巨大的螺旋状圆盘。只要

轻轻咬住菊石的肉体，稍微一使劲，圆盘

上的牙齿像齿轮一样往里卷动，就能将菊

石肉给勾出来！

演示旋齿鲨嘴开合的模型，牙齿往内

倾斜的时候，菊石会被拽出来塞进嘴里 |

Mozenrath / Wikimedia Commons

然而，在 6500 万年前，那次使恐龙灭

绝的大灾变，让菊石这些古老而进步的头

足类彻底消失了。人们对此众说纷纭：有

人认为是当时海水酸化影响了菊石幼体外

壳的发育，也有人认为是海洋浮游生物大

量灭绝导致菊石失去了食物，还有人认为

是辐鳍鱼类的崛起挤压了菊石大部分的生

态位……当然这都是我们的猜想。

然而，看似落后笨拙的鹦鹉螺却活了

下来，一直生活到现在，难道这就是傻人

有傻福？这就好像班里的学霸毕业后找不

到工作，学渣反而有了铁饭碗！这简直是

没天理啊！有一种观点是，鹦鹉螺虽然在

身体结构上相对菊石更加原始，但不少种

类的鹦鹉螺生活在深海，深海的环境相对

于浅海更加稳定，不易受外界变化影响。

而且鹦鹉螺的寿命比较长，有一些个体挨

过了大灾难后的饥荒，让自己族裔的血脉

流传至今。

演化就是如此的神奇，它并没有沿着

固定的方向前进。能够生存至今的物种，

也许不是演化得最复杂、最精密的家伙，

而只是有足够运气的幸运儿。

这个“大螺蛳”，其实是鱿鱼的亲戚

我小时候看漫画《哆啦A梦》（那时候还叫机器猫），在“野比的恐龙”这个故

事中，强夫的爸爸给他从美国带了一块恐龙爪子的化石，强夫拿着就向小伙伴们炫耀

。那时候的我只在博物馆中见过化石，只觉得化石都是珍贵无比的宝物，而这种刻板

印象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

长大以后，我家搬到了潘家园附近，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潘家园旧货市场，离我

家骑自行车只有10分钟的路程，那时我就经常在周末跑到那里淘宝。当时的旧货市场

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绝少有卖各种假古玩字画的，大多都是卖破烂的，诸如旧机器旧

衣服旧家具什么的，我常看的有两种：旧书和奇石。这个奇石里，会有好多好玩意儿

，其中不乏各种动植物化石，而有一种像蜗牛壳一样的动物化石，特别多，还特便宜

，这就是菊石化石。

美國醫護人員因美國醫護人員因““疫苗危機疫苗危機””被解僱被解僱
各地醫院從外國各地醫院從外國““進口進口””國際護士國際護士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由於美國數千名醫護人員因未接種新冠病毒疫苗而被解僱由於美國數千名醫護人員因未接種新冠病毒疫苗而被解僱，，全國各地的醫全國各地的醫
院因人手不足正從外國院因人手不足正從外國““進口進口””國際護士來填補醫護人員的短缺國際護士來填補醫護人員的短缺。。

根據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根據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NPR））的一份報告的一份報告，，蒙大拿州比林斯診所蒙大拿州比林斯診所（（Billings Clinic inBillings Clinic in
MontanaMontana））的管理人員已與二十多名國際護士簽訂了合同的管理人員已與二十多名國際護士簽訂了合同，，並且是美國從其他國家引進護士以解並且是美國從其他國家引進護士以解
決包括解僱和退休人員在內的醫護人員緊缺問題的醫院之一決包括解僱和退休人員在內的醫護人員緊缺問題的醫院之一。。

該報告指出該報告指出，，來自加納來自加納、、泰國和菲律賓等國家的泰國和菲律賓等國家的 55,,000000 多名國際護士正在等待獲得簽證批准多名國際護士正在等待獲得簽證批准
，，以便在美國醫院工作以便在美國醫院工作。。中國護士因語言障礙和國際護士認證問題在申請來美簽證方面有一定的中國護士因語言障礙和國際護士認證問題在申請來美簽證方面有一定的
困難困難。。中國的一些醫藥院校也在培養國際護士中國的一些醫藥院校也在培養國際護士，，但培養的條件和水準難於被美國醫療機構認證和但培養的條件和水準難於被美國醫療機構認證和
接受接受，，急需中美聯合培養急需中美聯合培養，，學生直接考取美國護士資格證學生直接考取美國護士資格證。。

美國國際醫療保健招聘協會美國國際醫療保健招聘協會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Re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Re--
cruitmentcruitment，，AAIHRAAIHR ））董事會成員董事會成員、、佛羅裏達州阿萬特醫療保健專業委員會佛羅裏達州阿萬特醫療保健專業委員會（（Avant HealthcareAvant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Professionals ））副總裁萊斯利副總裁萊斯利··漢密爾頓漢密爾頓--鮑爾斯鮑爾斯（（Lesley Hamilton-PowersLesley Hamilton-Powers））說說：“：“我們看到對我們看到對

國際護士的需求絕對數激增國際護士的需求絕對數激增。”。”實際實際
上上，，即使在疫情之前即使在疫情之前，，美國一直對國美國一直對國
際護士有所需求際護士有所需求，，美國絕大多數的護美國絕大多數的護
士都是新移民士都是新移民。。
在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護士和醫護人在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護士和醫護人
員因新冠病毒疫苗接種的要求而失去員因新冠病毒疫苗接種的要求而失去
了醫院的工作之際了醫院的工作之際，，推動了更多國際推動了更多國際
護士的加入護士的加入。。目前全國至少有數萬名目前全國至少有數萬名

急需護士職位等待上崗急需護士職位等待上崗。。
其中其中，，明尼蘇達州的梅奧診所最近解雇了明尼蘇達州的梅奧診所最近解雇了 700700 名未接種過新冠病毒疫苗的員工名未接種過新冠病毒疫苗的員工；； 馬薩諸塞州馬薩諸塞州

有有 500500 多名醫護人員因違反疫苗規定而被解僱多名醫護人員因違反疫苗規定而被解僱；；紐約州有紐約州有 3030,,000000 多名醫護人員被解僱多名醫護人員被解僱。。
去年去年1111 月因疫苗接種要求被解僱的德克薩斯州護士詹妮弗月因疫苗接種要求被解僱的德克薩斯州護士詹妮弗··布裏奇斯布裏奇斯（（Jennifer BridgesJennifer Bridges））說說

：“：“去年我們工作非常努力去年我們工作非常努力。”“。”“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當我們在沒有任何幫助的時候當我們在沒有任何幫助的時候，，我們在醫院裏經我們在醫院裏經
曆了風風雨雨……這太可怕了曆了風風雨雨……這太可怕了。。那些現在為我們制定這些規則並將我們踢出醫院的人那些現在為我們制定這些規則並將我們踢出醫院的人，，他們不在他們不在
那裏那裏（（高危病區高危病區），），我們甚至幾個月都不能在醫院大樓裏看到他們我們甚至幾個月都不能在醫院大樓裏看到他們。。當我們做了所有的危險工作當我們做了所有的危險工作
時時，，他們就呆在家裏他們就呆在家裏。”。”

布裏奇斯是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的註冊護士布裏奇斯是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的註冊護士，，衛理公會醫院在休斯頓擁有衛理公會醫院在休斯頓擁有 88 家醫院和家醫院和 2626,,
000000 名員工名員工，，它是美國第一個為其員工強制接種它是美國第一個為其員工強制接種 CovidCovid 疫苗的大型醫院系統疫苗的大型醫院系統。。首席執行官馬克首席執行官馬克··布布
姆姆 (Marc Boom)(Marc Boom) 說說：： ““這從來都不是我們是否會強制執行的問題這從來都不是我們是否會強制執行的問題，，而是我們何時會強制執行而是我們何時會強制執行”。”。
布姆的團隊早在去年秋天就開始就疫苗的重要性對員工進行教育布姆的團隊早在去年秋天就開始就疫苗的重要性對員工進行教育，，當時疫苗甚至還沒有獲得監管當時疫苗甚至還沒有獲得監管
部門的批准部門的批准。。然後然後，，在去年年底在去年年底，，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開始向員工提供布姆所謂的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開始向員工提供布姆所謂的 500500 美元美元““希希
望獎金望獎金”，”，因為他們知道冬季月份將在假期後因因為他們知道冬季月份將在假期後因 CovidCovid 再次飆升再次飆升，，對員工進行獎賞對員工進行獎賞，，員工可以在員工可以在
22 月下旬之前獲得獎金月下旬之前獲得獎金，，但有一個前提但有一個前提：：到那時他們必須強制接種疫苗到那時他們必須強制接種疫苗，，否則被解僱否則被解僱。。休斯頓衛休斯頓衛
理公會大約理公會大約 8585%% 的員工已經接種了疫苗的員工已經接種了疫苗。。

然而然而，，護士布裏奇斯帶領一群員工上街遊行並對布姆提起訴訟護士布裏奇斯帶領一群員工上街遊行並對布姆提起訴訟，，要求推翻這一授權要求推翻這一授權，，認為醫認為醫
院強制接種疫苗是非法的院強制接種疫苗是非法的，，而且注射疫苗是實驗性的且危險而且注射疫苗是實驗性的且危險。。一名聯邦法官駁回了訴訟一名聯邦法官駁回了訴訟，，休斯頓休斯頓
衛理公會醫院的衛理公會醫院的153153 名醫護員工被解僱名醫護員工被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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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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姐群增至23人 35%未打針極毒

新增確診：37宗(輸入個案：30宗 不明源頭：1宗 與早前個案相關：6宗)
初步確診：30多宗

部分初確個案詳情：

13歲男童：早前確診印傭（個案12854）少主，居於大埔美新大廈，就讀大埔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曾與同學吃飯及補習

地產文職：早前確診印傭（個案12854）僱主，居於大埔美新大廈，在嘉峰臺
5A舖附近地產公司上班，曾去彩虹幸福餐廳及湯加餐廳用餐，並與丈夫看張敬
軒演唱會

3歲男童：確診維園舞友（個案12821）孫子，居於銅鑼灣木星街18號縉景臺，
就讀香港靈糧堂幼稚園，曾去陸田園餐廳用餐，該幼稚園有學童出現上呼吸道
感染病徵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奧毒出現第五代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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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確診時檢測到病毒量極高 是加速傳播元兇

��(���

圍封揪毒靠彩數 全民強檢是最好

88日疫情日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變種病毒Omicron殺入
社區後爆出多條傳播鏈，香港特區政府8日晚連續第六晚
進行圍封行動，但僅依靠小範圍的封區強檢，能否找出所
有潛在患者“完全靠彩數”。有專家8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認為，全民強檢是最好的方法，如早前深圳及鄭
州先後出現本土疫情，也是靠全民強檢揪出傳播鏈。然
而，全民強制檢測的執行難度極高，要有多項配套，比如
人手方面或需向中央政府尋求協助；在確保疫苗接種不受
影響下，如何再增加檢測地點也是難題。

內地抗疫之所以冠絕全球，全民強檢功不可沒。以河
南省省會鄭州為例，本月4日新增1例確診，翌日立即決
定全民強檢，全市1,200多萬人接受核酸篩查，不參加的
鄭州居民，健康碼一律標記為黃碼，並須承擔相應法律責
任。鄭州於本月7日進行了兩輪全民強檢，找出24宗確診
個案。深圳市本月6日亦發現兩宗確診個案，是一對29歲
夫婦，翌日即在羅湖區及龍崗區進行全民檢測，再視乎找
到的感染人數來決定是否把範圍擴至全市。羅湖區人口
114萬、龍崗區人口398萬，兩區人口佔深圳市1,756萬人
口的29%。

在上述經驗中不難發現，內地抗疫是主動找出潛在患
者，將疫情撲滅於萌芽階段，反觀香港則被動得多，只是
在出現確診個案後再追蹤密切接觸者，其實就是在等待潛
在患者出現，8日出現不明源頭個案足見問題所在。因
此，社會上愈來愈多意見認為香港應仿效內地實施全民強
檢。

曾祈殷：人手和地方是最大難題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8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全民強檢是抗疫的最好方法，
但執行難度極高，必須一星期內完成全港約750萬人的檢
測，人手和地方是最大難題，“現在的檢測中心都已經做
到無停手，日日都好多人排隊，加上（特區）政府要實施
‘疫苗氣泡’，疫苗接種中心都爆滿，人手、地方都用到
好盡。”

他認為，如要全民強檢，必須請求中央政府協助，如
上次普及檢測有570多名內地支援隊成員到港協助，又直
言一旦多個地區出現不明源頭個案，全民強檢是避無可避
的，特區政府應及早部署。

●●奧毒入侵社區奧毒入侵社區，，88日再出現一宗不明源頭本土個案日再出現一宗不明源頭本土個案，，政府圍封多政府圍封多
地強檢地強檢。。圖為東涌逸東邨信逸樓圍封強檢圖為東涌逸東邨信逸樓圍封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8日新增37宗確診個案，包括首宗不明
源頭Omicron本土個案，患者是一名58歲

倉務員，居於灣仔駱克道利順大廈，工作期間
曾到過香港九龍多間萬寧、百佳、惠康工作，
最後一天上班為1月6日。她Ct值為17.7，病毒
量十分高，或與未打針有關。

國泰空姐群組則新增5宗確診及4宗初步確
診個案，包括早前染疫的42歲測量師之4歲女兒
（個案 12879） ；中信証券員工（個案
12880）；37歲維園舞友女兒的朋友（個案
12882），以及兩名印傭教友（個案12883、
12903）。該群組的初確個案包括早前確診印傭
（個案12854）的僱主家庭成員，分別為女主人
和13歲少主，居於大埔美新大廈。少主就讀大埔
沐恩中學，本月5日最後上學，此前曾與同學食
飯並參與補習；7日入住檢疫中心。

籲本月3日張敬軒演唱會觀眾檢測
女僱主早前發燒入院，其後證實確診，Ct

值低至22，病毒量較高。患者從事地產文職，
本月3日曾與丈夫觀看張敬軒演唱會，坐46段
20行。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8
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曾到過張敬軒演唱會
的人均有戴口罩，暫無人列為密切接觸者，但
Omicron傳播風險難以評估，不排除透過洗手
間等途徑傳播，呼籲當日演唱會觀眾接受檢
測，具體涉及人數仍在向主辦方了解。

張敬軒所屬的英皇娛樂演唱會部總監馮貽柏
表示，已經通知張敬軒及所有參與單位、台前幕
後等工作人員，盡快進行檢測，又呼籲當晚到過
現場觀眾，安全為要馬上前往進行檢測。

另一相關初確為3歲男童，為59歲維園舞
友（個案12821）的孫子，上月31日他曾到陸

田園用餐，當時空姐母親亦在場，不排除是用
餐期間感染，亦有機會是其後與祖母接觸感
染。

3歲童初確 幼園全班同學須檢疫
男童就讀香港靈糧堂幼稚園幼甲班，

本月3日最後上課，另有兩三名同學出
現上呼吸道感染病徵。張竹君說，未
確定其同學是否屬新冠肺炎，會盡
快安排檢測，全班同學均屬密切
接觸者須接受檢疫。
空姐母女成為第五波疫情

最大感染源頭，一星期內出
現五代傳播，至今已有19
人確診，及4人初步確診。
香港文匯報分析群組發
現，暫時確診的19人中，
連同42歲男測量師（個
案 12767）的 4 歲女兒
（暫未夠歲數接種疫
苗），有7人未有接種疫
苗，未接種率逾三成五。
值得留意的是，群

組中有一條傳播鏈更是傳
播了四代，且代代都無打
針，即由空姐母親（個案
12754），傳到 62 歲舞友
（個案12841）、再傳舞友老
公（個案12825）、再傳舞友
老公的同事（個案12880）、再
傳8日初步確診的71歲女友人，足
見欠缺疫苗的保護，後果多麼可
怕。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受

控，8日出現一宗不明源頭 Omi-

cron本土個案，而國泰空姐母女

衍生的多條傳播鏈更持續擴大，群組新增5宗確診及4宗初步確診個案，

使整個“播疫集團”增至23人。其中，最令人憂慮的是空姐母親的舞友

之3歲孫兒8日初確，其就讀的香港靈糧堂幼稚園幼甲班有兩三名學童出

現上呼吸道感染病徵，未知會否觸發院舍爆發，而被傳染的印傭疑把病

毒帶入屋，其僱主及少主8日初確。僱主曾參與張敬軒演唱會，全場觀眾

要強檢。這個群組一星期內繁衍五代傳播，其中一個關鍵是有否接種疫

苗，香港文匯報統計發現染疫23人中，有35%人未打針，大部分人確診

時所檢測到的病毒量極高，是加速傳播的元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工展會(本月3日)

●聖保祿醫院

●灣仔街市及駱克道街市

●灣仔一帶食肆，包括大快活、嘗
樂、如意冰室、開餐、番茄師
兄、丹麥冰室

●觀塘光榮冰室

●跑馬地、銅鑼灣恩平道、白沙
道、金馬倫道、希慎道、時代廣
場、尖東新文華及何文田廣場等
的萬寧分店

●希爾頓大廈的屈臣氏和百佳

●漆咸道的U購

無源頭患者全港播疫行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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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昊然的眼神會說話三種眼神訴別樣情
感、探秘阿耀奇遇

在電影《四海》先前曝光的首支長預告中，

從未離開故鄉南澳的少年阿耀踏上了一段未知旅

途。這段漂泊之旅讓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也

收獲了各式各樣的情誼。正如遙望版海報中阿耀

那飽含多種情緒的目光，演員劉昊然也在簡約的

構圖中，展現出不俗的「眼技」。

阿耀在歡頌（劉浩存飾）面前，目光是那樣

的柔和、純真，飽含著少年對心儀女孩的欣喜與

懵懂之情；當他望向父親吳仁騰（沈騰飾）時，

阿耀的眼眸中藏著困惑、委屈，些許依賴和不舍

——許久未歸家的父親與南澳島上孤獨長大的少

年，這對父子的關系在電影中將如何發展引人期

待；面對車隊大哥（尹正飾）時，阿耀的眼神中

有摯友間的信任，也透著欲語還休的渴望——一

位是擁有不凡車技的少年，一位是「不敗傳說」

車隊的組織者，阿耀也許正在等待著被大哥「發

掘」的時刻。這些眼神背後隱藏的種種故事，共

同交織成了阿耀的奇遇記之旅，將在電影《四海

》中給出答案。

外面的世界和想象的不一樣《四海》獻
給勇於漂泊的你

電影《四海》是韓寒導演的第四部電影，不

但匯聚了韓寒導演作品最為年輕的陣容，更挑戰

華語電影中少見的機車題材。講述多年未見重相

逢的冤家父子吳仁耀、吳仁騰開摩托時撞見了誌

不同道不合的孤兒兄妹，還巧遇各種不靠譜的狐

朋狗友們的故事。伴隨夜晚機車的轟鳴，阿耀本

孤獨平靜的生活自此迎來一場巨浪，幾人攜手踏

上了一段奇遇記之旅。

從形只影單的孤僻少年，到歷經親情、友

情、也許愛情，再到勇於奔赴外面世界的阿耀

，有夢有熱情，有過堅持，也有過迷茫……點

點經歷匯聚成一場年輕人闖四海的異鄉之旅，

也深深共鳴著每位在異鄉漂泊的人。大年初一

，讓我們跟上阿耀的步伐，和他一起踏浪而行

，向四海出發吧。

韓寒電影《四海》曝遙望版海報
劉昊然用眼神訴說千言萬語

韓寒執導的電影《四海
》今日發布一組 「遙望版
」 海報。海報中，劉昊然
望向劉浩存、沈騰、尹正
的眼神復雜又有完全不同
的情感外露，而這也預示
著阿耀與心儀女孩的懵懂
愛情、與父親的親情、與
車隊好友的友情也充滿著
未知與波折。

電影《四海》由劉昊然
、劉浩存、沈騰、尹正、喬
杉、周奇、王彥霖主演，黃
曉明、張宥浩、陳小春、萬
梓良、吳彥姝、趙子琪、高
華陽特別出演，馮紹峰友情
出演，將於2022年大年初一
全國公映。

影片於今日發布新海報，並正式宣

布入圍第51屆鹿特丹電影節「光明未來

」單元。海報上充滿著大大小小的信息

點，值得放大細細解讀。海報上最引人

註目的是一根連接宇宙和大地的DNA雙

螺旋，而雙螺旋結構中穿插著各種奇怪

物件：驢、骨頭、酒瓶、DV和胡蘿蔔，

DNA雙螺旋的兩端分別是探測器和鐵鍋

，這些物件代表著什麽含義？是生命的

答案？還是宇宙的奧義？影片的主角們

也圍繞在這跟DNA雙螺旋四周，人物不

同風格的服裝造型混搭在一起，既有宇

航服又有運動服，既有針織帽又有鍋蓋

帽。圍繞這根DNA雙螺旋，無論是人物

還是物件都充滿奇幻感，這也與影片的

荒誕無厘頭氛圍相吻合。

電影《宇宙探索編輯部》此前在平

遙國際電影節「宇宙首映」後，引來觀

眾和媒體廣泛好評，影片在拿下費穆榮

譽最佳影片這一主競賽大獎的同時還拿

下了青年評審榮譽獎、迷影選擇榮譽獎

、藏龍單元最受歡迎影片等觀眾口碑獎

，隨後影片豆瓣開分8.7分，位列科幻電

影排行榜46名，是該榜單前100名中唯

一一部華語電影，足以證明本片的「觀

眾緣」，有觀眾評價道：在一本正經的

幽默中，飛揚著無限的浪漫與詩意，讓

人笑中帶淚，哀而不傷。

電影《宇宙探索編輯部》由孔大山

執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副教授王紅

衛、《流浪地球》導演郭帆擔任監製，

《流浪地球》製片人龔格爾擔任製片。

楊皓宇、艾麗婭、蔣奇明、王一通、盛

晨晨等出演。影片由中國電影股份有限

公司、郭帆（北京）影業有限公司、天

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萬達傳

媒影視有限公司、上海華人影業有限公

司、華誼兄弟電影有限公司、上海淘票

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上海曉年青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出品，郭帆（北京）影業

有限公司製作。影片預計將於2022年與

全國觀眾見面，敬請期待。

從平遙走向鹿特丹，年度口碑佳作
《宇宙探索編輯部》發布新海報

此前在第五屆平遙國際電影展拿下費穆榮譽最佳影片的電影《宇宙探索編輯部》在近日再創佳績
——入圍第51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 「光明未來」 單元。從平遙走向鹿特丹，從中國走向世界，《宇宙探
索編輯部》所到之處好評不斷，觀眾對本片的公映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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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嚴防輸深圳嚴防輸入入
跨境司機跨境司機隔天一檢隔天一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8日21時，深圳舉行第二場疫

情防控新聞發布會，深圳市衞健委副

主任朱武通報表示，8日在密切接觸者核酸檢測中，發現一名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全市已累計報告3例，目前初步判定為境外輸入關聯的本土疫情，為德爾

塔毒株。自8日21時起，深圳市龍崗區布吉街道、吉華街道內兩區域調整為中

風險地區。為加強外防輸入，粵港跨境貨物運輸內地接駁司機、“三點一線”

場所工作人員核酸檢測頻次已由7天兩檢調整為隔天一檢。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上觀新聞報道，中國
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復旦大學附屬
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8日在一個論壇
上表示，近期留意到一些自媒體說新冠變
種病毒奧密克戎（Omicron）引發的是“大
號流感”，指這說法缺乏科學依據。他研
究奧密克戎感染者的醫學影像後認為，這
種變異株“會咬人”。一個國家和地區需
要強大的免疫屏障和醫療資源，才能抵禦
奧密克戎的威脅。

張文宏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硬
闖”這波疫情，其底氣主要來自疫苗，但
效果有待進一步評估。目前，美國的新冠
疫苗接種率接近70%，三針疫苗接種率是
22%，所以大多數健康的年輕人有望平安

“闖”過這波疫情，但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的前景就不容樂觀。英國近期每天新增確
診人數超過20萬，但病死率沒有明顯上
升。究其原因，是英國的接種率達到
80%，三針接種率超過50%，且尚未出現嚴
重的醫療資源擠兌情況。

“我們允許關於疫苗接種的爭論，但要
看到，疫苗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是不可
低估的。”張文宏說，雖然疫苗屏障沒有完
全防住新冠病毒的傳播，但它已讓病毒的毒
性大幅下降，降低了感染者的病死率。

一個國家或地區還要確保醫療資源的
充分供給，這樣才能對免疫力低下的感染
者進行充分救治。“如果醫療資源不夠，
奧密克戎是會‘咬人’的。”張文宏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馮雷 北京、河南報
道）中國國家衞健委疾控局一級巡視員賀青華8日表
示，目前內地疫情防控總體形勢平穩，局部地區出現本
土聚集性疫情總體可控，有的已經控制恢復常態，有的
尚在處置過程中。陝西西安疫情防控已初見成效；河南
關聯疫情已累計報告175例感染者，波及河南、上海和
浙江3個省（直轄市）的9個市；上海浦東、浙江金
華、河南周口等地疫情處於初期，近兩日均有零星病例
報告。國家衞健委將密切關注各地疫情形勢從嚴從快從
緊推進核酸檢測、流調溯源、高風險人員和場所排查、
社區管控等工作，堅決遏制疫情擴散蔓延。

中國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8日表示，全球
近一周日均新增確診病例接近190萬例，超過上一波
疫情高峰的兩倍，中國外防輸入壓力進一步加大。對
此，要繼續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和

“動態清零”總方針。

鄭州等現社區傳播 10日起停課
賀青華表示，目前內地疫情防控總體形勢是平穩

的。河南省7日新增43例本土確診病例，其中鄭州佔24
例、許昌佔18例。其中，許昌以禹州某企業聚集性疫情
為主，近期報告部分周邊社區居民有感染的情況，存在
社區感染風險。鄭州已發現的病例中有一定數量的病例
是通過主動就診、社區篩查發現的，說明已經發生了局
部的社區傳播。

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辦公室8日發布
通告稱，10日起，鄭州市中小學校、幼兒園暫停線下
教學，啟動線上教學。各類校外培訓機構一律停止線
下教學活動。8日12時起，全市餐飲場所暫停堂食，
可提供到店自取、外賣訂餐服務。

河南175人中招 波及3省9市

據朱武介紹，新增病例鄭某，女，27歲，
龍崗區阪田街道貝爾路神舟電腦大廈某

公司員工，居住在龍崗區吉華街道水徑社區，7
日作為病例2鄒某的密接者接受核酸檢測，8日
核酸初篩呈陽性，後經深圳市疾控中心覆核為陽
性，現已轉至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應急院區隔離
治療，診斷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輕型，情況穩
定。

例行檢測中發現 個案可溯可控
自8日21時起，深圳龍崗區布吉街道布吉

社區壹村東心嶺八巷55號樓棟，吉華街道水徑
社區西環路2號富辰公寓兩個區域調整為中風
險地區，由龍崗區政府按照屬地責任，嚴格按
照中風險區域落實各項防控措施。

朱武表示，目前根據流行病學調查情況、
核酸檢測和病毒基因檢測結果，初步判定此次
疫情為一宗境外輸入關聯的新冠肺炎疫情，係
德爾塔毒株。此次疫情是在重點從業人員例行
檢測中發現，發現時間較早，個案活動範圍和
接觸人員可溯可控。新增的病例是密接者，在
第一時間已經落實管控。

目前，深圳市區相關部門全面核查3名病
例14天內的活動軌跡，人員接觸情況，已追蹤
密接者628人，次密接者379人，均已按要求
管控。

此次疫情源頭確認為境外輸入引起，為做
好粵港跨境貨車司機疫情防控和健康管理，織
密疫情防控防線，粵港跨境貨物運輸內地接駁
司機、“三點一線”場所工作人員核酸檢測頻
次已由7天兩檢調整為隔天一檢。經常往返於
文錦渡口岸的跨境司機溫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早在7日凌晨就已經組織同行全部重新
做核酸，這兩天管理得較以往更加嚴格。他直

言，深港兩地疫情不斷反覆，看着同行業越來
越多人萌生退意，有時也會覺得看不到希望，
但這兩年來，深圳增加了很多科技手段，在防
疫流程上也有不斷完善，已盡量在幫助大家減
少疫情影響，自己也會積極配合做好防疫。

深圳市交通局黨組書記、局長韓立清表示，
嚴防疫情通過交通運輸環節傳播擴散，堅決防範
境外輸入疫情風險，盯緊水運口岸、外貿轉內貿
運輸、深港跨境運輸、國際航班、進口冷鏈食品
運輸、入境人員轉運、船舶引航境外疫情輸入重
點領域，全面加強境外人、物、環境同防。加強
跨境貨車動態管理，充分利用“粵康碼”慧眼系
統等科技手段實現全流程管控。

孕婦長者等特殊通道優先核檢
此次疫情，深圳不僅展示出抗疫速度，人

性化的措施也讓防疫更有溫度。8日下午，一
名在深圳龍華中心醫院做核酸的網友，給深圳
衞健委官微留言稱，有產婦着急等着核酸證明
才能住院，但已經等了12小時還沒出結果，希
望能優先安排。看到留言後，深圳衞健委已第
一時間聯繫該網友，通過電話找到了該名孕
婦，優先安排了住院接診。

羅湖醫院集團開通了急救的綠色通道，對不
能及時排除新冠肺炎的急危重患者，安置在發熱
門診的搶救室，在快速進行核酸檢測的同時積極
施救。朱武表示，深圳將採取最徹底的防控措
施，嚴防疫情擴散蔓延。組建專門社區小區服
務保障團隊，開通專門熱線電話，對隔離人員
中的老幼病殘孕特殊人群建立服務機制，加強
心理疏導和人文關懷，醫療機構執行預檢分
診，首診負責制，陪護探視制度，藥店做好購
藥人員信息登記和推送，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
就醫服務保障工作。

●●廣中醫深圳醫院醫護人員在蓮花街道進行大型核酸檢測採樣時廣中醫深圳醫院醫護人員在蓮花街道進行大型核酸檢測採樣時，，彎腰給孩子進行核酸採樣彎腰給孩子進行核酸採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醫護為加快採樣 3小時彎腰逾600次

本輪疫情境外輸入關聯 本土確診再增1宗 兩區域升級中風險

張文宏：奧毒非大號流感“會咬人”

●●深圳調密跨境司機核酸檢測深圳調密跨境司機核酸檢測
頻次頻次。。圖為香港跨境司機入境圖為香港跨境司機入境
深圳前進行防疫檢查深圳前進行防疫檢查。。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一場疫情突如其來，深圳迅速
組織開展疫情防控工作。8日早上7
點開始，龍崗區布吉街道錢排村核
酸檢測點，醫護人員和志願者就已
有序組織居民進行核酸採樣。現場
所見，為了加快速度，一名醫護人

員在3小時內重複了600多次起立、彎腰、採樣的動
作；社區工作人員利用間隙蹲在路邊吃飯，輪班時就
地打盹；志願者們則幫助接送腿腳不方便的居民。抗
疫細節的溫暖與貼心，是激發大眾齊心的強大動力。

“請摘下口罩，張嘴，頭稍往後仰。”醫護人員
小陳說話聲音已經有些沙啞，一邊指導受檢測市民，
一邊嫻熟地將咽拭子伸入對方的咽喉部採樣。平時坐
着採樣的小陳，為了加快速度，改成了站着或半坐
着，不斷地重複着彎下身、低下腰的動作。遇到小孩
子害怕，還要彎着腰哄一哄。“排隊的人太多，來不
及等他們坐正了再採樣，我們就主動起身，去配合市

民的姿勢。”

市民鞠躬道謝 振奮工作人員
在福田區蓮花街道核酸採樣點，一對夫婦排隊到

掃碼區時，深深向醫護人員鞠了一躬，“這麼晚了還
在忙，你們辛苦了。”見此情況，醫護人員連忙擺手
說“沒事”，並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雖然手臂已酸
麻，小腿也有些沉重，晚上還要整夜工作，但其實大
家心裏都覺得很溫暖，“正是這樣暖心的瞬間給了大
家很大的力量。”

與醫護人員並肩戰鬥的，還有志願者們和熱心的
出租車司機。7日一早，鄭社工收到了“徵集核酸採
樣點志願者”的通知後，即報名參加。穿上紅馬甲，
5分鐘後就出現在核酸採樣點。“雖然被耽誤上班，
但大家都非常配合，有些甚至主動幫忙維持秩序，通
知親朋好友，這就是深圳市民的自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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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哈里斯郡治安法官第五號第二位置候選人專訪哈里斯郡治安法官第五號第二位置候選人Bret KislukBret Kisluk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頓這座
城市的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分區，這意
味著你可以住在一個到處都是百萬豪
宅的社區，而沿著街道走半英裏就可
能看到一個犯罪猖獗的破敗地區。毒
品走私、搶劫和謀殺是休斯頓最大的
犯罪問題。大休斯頓地區的哈裏斯郡
去年暴力犯罪增加，其中殺人案和使
用致命武器進行攻擊的案件，都上升
了百分之三十。哈裏斯郡的治安法官
第五號第二位置候選人 Bret Kisluk說，
雖然暴力案件上升，但並不是全郡所
有地區都出現這樣的情況。哈裏斯郡
警署通過對2021年一月份到六月份的

犯罪數據分析，確定了七個暴力犯罪
嚴重 的範圍。治安提議將對暴力犯罪
最嚴重的街區增派街頭警力，重點打
擊暴力犯罪以及收繳非法武器槍支。
並計劃每天增派96名警員到這些犯罪
高發地區進行執法。同時也安排有監
督評估機製，定時檢查運作效率和成
果。治安提議將等待哈裏斯郡委員會
的通票批準。

KHOU 11對休斯頓地區暴力犯罪數
據進行分析發現，自2019年以來，有
三個郵政編碼地區的犯罪數量增加的
最多。

排名第三的是郵政編碼77075地區
，就在霍比機場（Hobby Airport）的南
面。這個地區的暴力犯罪率上升了
58%。那裏有很多公寓樓，也報告了大
量的謀殺、搶劫和襲擊事件。休斯頓

警察局副局長貝琳達•努勒（Belinda
Null）說：“我們有一個公寓執法部門
，所以這不僅是犯罪方面的問題，而
且是生活質量問題。”她說，休斯頓
警局與全市的公寓開展了合作，以遏
製犯罪。努勒負責刑事調查指揮部。
她說，該部門以數據為導向，哪裏犯
罪率上升，資源就往哪裏轉移。

排在第二位的是郵政編碼77019地
區，從橡樹河（River Oaks）一直延伸
到布法羅河口公園（Buffalo Bayou Park
）附近的市中心。這個地區的暴力犯
罪率上升了65%。努勒說：“沿著艾
倫公園路（Allen Parkway），很多人

把車停在那裏去跑步，而犯罪分子則

會去他們能獲得最多收益的地方。”
排在第一位的是郵政編碼77027地

區，其中包括橡樹河（River Oaks）區
和 高 地 村 （Highland Village） 。 自
2019年以來，這個地區的犯罪率增加
了109%。這裏的購物中心已經成為小
偷們搶劫高端手表、錢包和汽車的目
標。

犯罪活動最頻繁的地點在 Wes-
theimer和610的CVS。新奧爾良警官埃
弗雷特•布裏斯科（Everett Briscoe ）
和他的朋友DJ•瑞斯菲（DJ Riculfy）
就是在這個購物中心遇害的。幾周後
，休斯頓警局宣布逮捕了24名被控在
Galleria地區參與犯罪的團夥嫌疑人。

請收看美南國際電視15.3《子天訪

談錄》，主持人Sky和越南裔社會活動
家阮丹尼專訪哈裏斯郡治安法官第五
號第二位置候選人 Bret Kisluk。

請訂閱美南國際電視的Youtube頻
道：STV 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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