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12044

AA11Tuesday, 2/8/2022

（中央社）俄羅斯支持的烏克蘭東部分離運動領導人普希
林（Denis Pushilin）今天表示，當地隨時可能爆發全面戰爭，
他手下軍隊也許必須向俄方求援。

普希林是宣告獨立的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Donetsk Peo-
ple’s Republic）領導人，他指出，當地很可能爆發造成慘重
傷亡的戰爭，雖然接受這樣一場衝突是 「愚蠢」 之舉。

他在築有防禦工事的辦公室內接受訪問說： 「首先，我們
依賴自己，但若在西方支持下的烏克蘭越過了某條線，我們也
不排除被迫向俄羅斯求援的可能性。」

普希林表示，分離主義部隊擁有的武器不足，包括在電子
作戰和防空方面，也缺乏對抗烏克蘭手中土耳其製無人機的能
力。

他說，分離主義部隊並未就武器供應問題與俄方接觸，但
指出，俄國一名執政黨籍國會議員上月發表過 「重要談話」 ，
指俄方應供應某些武器給頓內茨克和盧甘斯克（Luhansk）的
分離主義勢力。

烏克蘭東部隨時可能爆發全面戰爭烏克蘭東部隨時可能爆發全面戰爭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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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Last Saturday I led our STV
cultural and performance group
to visit the Coushatta Casino
Resort in Louisiana to celebrate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and
bring them red envelopes and tell
them the year of the Tiger has
arrived.

The dancing group led by Ruolan
Han performed a jazz dance that
was intoxicating and dangerous.
Other performances included
Cheng Dequen’s solo, “Horse
Race,” Han Limei’s vocal solo,
”Beautiful Spanish Girl,” Liu
Xin’s violin solo, “ Morning in
the Miao Lin” and Shao Lin
Kufung’s wonderful
performance on the stage.

The Tiger represents strength
and perseverance all over the
world. The Chinese consider the
Lunar New Year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e festival. We
always remember former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Elaine Hao who said, “We are
very proud of our Chinese
heritage.”

Today Southern News Group is
doing our best to promote our
culture. I am very proud that we
could send this cultural group to
perform the show and we hope
everybody will have a happy and
healthy new year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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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Giving Out RedWe Are Giving Out Red
EnvelopesEnvelopes

上週六我率領三十多位休斯敦
地區華裔文藝武術代表，前往路
易士安那州金德市厙沙塔博彩中心
，作了一趟宣揚農曆中國新年文
化巡禮，为這個南部小鎮帶來了
濃濃的新春味，我給她們帶上紅
色的围巾並給大家發了紅包，再
次告訴他們，這是虎年的到來，
顯示中華文化也是美國族裔的一部
份。
在鑼鼓宣天和金獅跳動聲中

，大家欣賞了少林武街手斷鋼條
及飛天擒刀之驚嘆表演，由韓若
蘭小姐領導之舞蹈團演出之爵士現
代舞，劉馨的苗林早晨小提琴獨
奏，姚慧賢的高山青葫蘆絲表演

，劉春池的春天的芭蕾獨唱，韓
麗玫唱出的美麗的西班牙女郎，
及精彩的二胡獨奏，他們的演出
震撼了全場，大家的掌聲不斷。
虎年是代表了力量和毅力，

我們旅居世界各地之華人，視為
最大的喜慶節日，我們始終記得
前交通部長趙小蘭曾經不斷说過
，我們大家不要忘記自己是華裔
美國人，也以中華文化之悠久歷
史為傲。
我們的這個文藝隊伍，在经

過八小時之往返，在此能為發掦華
夏文化之工作盡些心力，也感到
無比的驕傲。

我們傳承華夏文化給老美發紅包我們傳承華夏文化給老美發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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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因對政府頒布
的最新疫苗接種規定不滿，加拿
大的卡車司機竟無意間創造了一
項吉尼斯紀錄——加拿大卡車司
機浩浩蕩盪地開進首都渥太華，
車隊綿延70多公里，頗為壯觀
。

1月15日，加拿大政府頒布
新規定，要求卡車司機在入境時
出示疫苗接種證明。按理來說，
加拿大政府這麼做並沒有錯，畢
竟隔壁美國疫情那麼嚴重，如果
不加強疫情防控，後果不堪設想
。

不過，歐美人自由散漫慣了，美加邊境之前並沒有對卡車司機出入境實施嚴格限制，如
今加拿大政府突然加緊管控，卡車司機們就受不了了，紛紛斬木為兵，揭竿為旗，開著笨重
的卡車前往首都渥太華找特魯多要說法去了。

從1月23日起，卡車司機們源源不斷地從各地湧向渥太華，他們將卡車練成一長串，不
停按著喇叭，造成交通堵塞，抗議政府的防疫措施。後來，不止加拿大卡車司機，就連美國
卡車司機也加入了抗議示威的隊伍中去。

面對卡車司機抗議，加拿大政府幾乎束手無策。渥太華警方表示，由於缺乏執法力度，
抗議者的膽子更大了，到首都被“佔領”第八天，他們已經“包圍”了城市。他們起初是反
對特魯多政府的防疫措施，後來發展成為反對政府的各項公共衛生措施。

當地時間2月6日，渥太華市長吉姆•沃森特宣布，加拿大首都已進入緊急狀態。卡車
司機已經控制了市中心地區。

除了首都渥太華，加拿大其他多個省會城市也發生了卡車司機抗議活動，一場“全國性
的暴動”正在考驗著特魯多政府。

面對如此規模的抗議活動，特魯多政府疲於應對。首都被卡車司機“包圍”，渥太華警
察局長彼得•斯洛利表示沒有足夠的資源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渥太華缺少拖走卡車的牽引
車，很難讓抗議活動結束，也很難讓交通恢復正常。

作為警察局長，他很難給出具體的時間表，因為他也不知道抗議什麼時候會結束。對於
這種情況，他只能採取“增援與遏制”的策略。

作為渥太華警察局局長，斯洛利站在了風口浪尖，遭多位議員抨擊：“如此缺乏執行力
，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相比渥太華警察局長，渥太華警察服務委員會主席迪恩斯的對卡車司機抗議活動則較為
強硬。

迪恩斯在緊急會議上將卡車司機的抗議活動比作“恐怖主義”，建議將此宣佈為“騷亂
”，並大規模逮捕抗議者。政府應該採取特別行動，盡快將局勢控制住。
據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月7日，加拿大疫情感染人數總計312萬，死亡人數3.4萬。雖然比
起自己的鄰居美國要好一些，但加拿大人口畢竟只有3800萬，面臨的疫情形勢還是蠻嚴重的
。

1月31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宣布確診新冠肺炎，表示自己將隔離辦公。面對卡車司機
抗議，他表示不會與他們會面，也不會向他們屈服，並敦促他們趕快去接種疫苗。

雖然卡車司機的抗議得到不少人的支持，但也有不少民眾表示反對。一邊是卡車司機及
其支持者擁堵街道，按喇叭製造噪音，並高呼“自由”，一邊是反對者戴著口罩，反對抗議
活動，高喊“回家”，勸卡車司機們離開。兩撥人在街道形成對峙，誰也不讓著誰，誰也說
服不了誰，就這樣幹耗著。

西方國家反對疫情防控的活動此起彼伏，屢見不鮮，如果政府不拿出強硬手段，很難撲
滅反對疫情防控的火焰。對於卡車司機抗議，特魯多政府要么妥協，放鬆疫情管控，向新冠
病毒舉白旗，要么強硬到底，像哈薩克斯坦總統一樣用鐵腕手段鎮壓“全國性暴動”。

加拿大加拿大““全國性暴動全國性暴動”，”，首都被首都被““包圍包圍”，”，總理強硬表態總理強硬表態：：決不屈服決不屈服

谷愛凌, Eileen Gu, 一位亭亭玉立又身懷絕技的自由式滑雪運動員堪稱為風雪中的女飛
俠，是本屆北京冬奧會上最受矚目的巨星之一, 她將在競技場上挑戰人類體能與技能的極
限, 是非常值得期待不可錯失的欣賞看點。

18歲的Eileen Gu 出生於美國舊金山, 雖然父親是美國人, 但母親谷燕是從北京到美國
留學的中國人，所以她從母姓, 並放棄美國籍轉國籍為中國，正因為之前她是代表美國比
賽的冠軍好手， 所以美國體育界與主流媒體對於” 帶槍投靠敵營中國”的Eileen Gu相當
不諒解, 認為她是叛徒, 甚至污指是中國以利誘惑她入籍, 並以不堪的文字形容她, 其實這些
都是莫須有的, 因為對谷愛凌而言, 她當然有決定國籍的自主權, 更何況她身上留有50%的
中國血統, 硬說她不是中國人，很難說服人, 谷愛凌既已決定入籍中國，她在國際競技場上
出賽當然就是代表中國, 這是毫無爭議的。

事實上, 在體育競技場上有關於國籍的問題, 近年來已不再成為爭議，早些年當世界棒
球經典賽舉行時美國職棒大聯盟(MLB)曾大開國籍方便之門, 只要球員自己與父母親與其他
國家沾上一點邊,球員就可以決定想要代表那個國家比賽, 當然前提是球員必須被那個國家
選中, 這些年來在NBA打球的許多明星球員都會在奧運會或世界時紛紛返國效力為自己所
承認的祖國效力, 根本已是天經地義的事, 美國因本土球員實力堅強, 毫無懼戰,所以從無異
議, 如今卻因Eileen Gu代表中國參加比賽而非議, 那是相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谷愛凌年紀很輕，但卻在母親刻意栽培下, 苦學苦練, 熬出頭來, 相當不易, 除了她自己
的天賦與努力外,她的母親居功厥偉, 由於父母仳離, 所以在單親家庭成長相當不易, 如今靠
著真功夫在世界體壇出類拔萃, 已分別奪得過世界自由式滑雪錦標賽、世界極限運動會、
自由式滑雪世界盃與冬季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21面獎牌(14金、4銀與3銅),這是非常了
不起的成就, 今年此時, 她代表心所歸屬的中國出賽,是所有中國人的光榮讓我們一起為他
祝福吧!

越南今年年終獎縮水，外企最高平均1870元
綜合報導 春節同樣是越南最爲重要

的傳統佳節。

如同中國一樣，春節同樣是越南最

爲重要的傳統佳節。越南企業通常也會

在農曆新年到來之際發放年終獎金，不

過受到疫情影響，今年大多數越南人的

年終獎有所縮水。

越南勞動榮軍與社會部日前根據全

國60個省市的報告數據，公布了今年年

終獎金情況。春節前發放的年終獎，與

2021年相比，總體下降2%至10%不等。

年終獎水平的下降主要與越南經濟

在2021年表現不佳有關，受到疫情影響

，越南2021年國內生産總值（GDP）增

長2.58%，爲30多年來最低。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

心副研究員周士新向第一財經記者表

示，雖然越南經濟在 2021年經曆了挫

折，但總體來看，大家對于越南經濟

的發展還是有信心的，當前越南經濟

也開始恢複。

越南外企年終獎最高
越南企業在歲末年初之際通常會發

放兩筆獎金，第一筆是元旦獎金，第二

筆是春節年終獎金，有些企業會將兩筆

獎金合並發放。通常春節前的年終獎會

比元旦獎金高出不少。

根據規定，越南各地企業需要在

2021年12月29日前，向當地勞動部門彙

報年終獎和元旦獎金的發放計劃。在各

種所有制的企業中，外企平均年終獎最

高，爲每人666萬越南盾（約合1870元

人民幣），相當于 2021 年的 95%和

2020年的97.5%。

接下來的是私營企業，年終獎平均

爲每人592萬越南盾（約合1662元人民

幣）；國有獨資企業最低，平均爲559

萬越南盾（1569元人民幣）。無論是外

企，私企還是國企，年終獎都較2021年

和2020年有所縮水。

根據越南市場調查機構 Q&Me 在

2021年11月的調查表示，有64%的受調

查民衆表示，經濟問題是他們迎接2022

年農曆新年的最大擔憂，有一半人表示

，今年過年肯定要精打細算了。

一位25歲的越南企業員工向媒體表

示，以前她的年終獎大約是在1至1.2個

月的月薪，今年的只相當半個月的薪水

。她說：“當知道年終獎縮水的時候，

我和同事都很難過和崩潰，過年的支出

要重新調整了”。

當然也並非所有人都這麽慘。越南

南方的胡志明市是越南的經濟中心，其

勞動榮軍與社會局日前公布2022年春節

年終獎統計數據，企業中最高額度爲13

億越南盾（約合36.5萬元人民幣），是

由一家外企發放的，這也超過了2021年

春節 11億越南盾（約合 30.9 萬元人民

幣）的最高紀錄。

除了發放年終獎之外，不少越南企

業還會向職工發放慰問品、購物卡和紅

包等。有的企業還會承包職工的交通費

，爲他們回家過年提供幫助。

年終獎拉鋸戰
不少越南工廠在去年7月至9月之間

，受疫情管控因素影響，處于半停工或

完全停産的狀態，這些工廠在年末發放

年終獎最爲困難。

同奈省位于胡志明市的北部，擁有

大量的工業園區，是越南吸引外資的較

爲集中的省份。全球最大的運動鞋及休

閑鞋制造商寶成工業在這裏設有鞋廠，

生産耐克和阿迪達斯等品牌的運動鞋。

從1月7日起，同奈的寶成鞋廠暴發

了上千工人集體罷工的事件。工人抱怨

稱，公司將他們的年終獎金從前幾年的

1.9至2.2月薪削減到今年1至1.5月薪。

寶成表示，年終獎是按照2021年運營情

況發放的，工人們需要與企業共同分擔

困難。

最終，罷工在越南工會，政府和企

業三方協商中于1月12日結束。同奈省

相關負責人表示，寶成的年終獎數額已

經高于當地的平均水平。經過數日的積

極溝通，員工最終也能理解複工。根據

越南同奈省勞動榮軍和社會事務局1月

11日公布的數據，當地外企年終獎平均

水平爲812萬越南盾（約合2281元人民

幣）。

越南總工會副主席吳維曉表示，疫情

對工人的生活，就業和收入都造成了嚴重

影響，因此年終獎就像是“冬夜裏的一頓

熱飯”，要求基層工會與資方開展對話和

談判，來保障工人年終的福利。

世界銀行駐越南首席代表特克

（Carolyn Turk）表示，2022年越南經濟

形勢會好轉，預計GDP增長5.5%。如果

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越南經濟在一定程

度上將得以恢複。

與經濟增長相對應的，國際人力資

源研究和分析機構ECA在去年11月表示

，預計2022年越南在東盟國家中薪資漲

幅最大，爲4.2%。

緬甸仰光YBS公交將迎來新變化
乘客今後乘車或將更便利

綜合報導 2020年7月份開始，仰

光市內部分指定線路的YBS公交，已

經開始使用YBS卡進行支付。2021年

2月1日起，支付系統暫時使用。近日

，有消息稱，YBS卡支付系統將恢複

使用，同時還將迎來更多的驚喜。

據了解，2021年 2月 1日以來，

YBS公交車的監管力度減弱，支付系

統被關，乘客需要向收款箱內投幣才

能乘車。而部分公交車上出現乘務員

隨車的情況，甚至還有人多收車費。

爲了避免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相關部門重啓YBS卡支付系統的同

時，還計劃讓乘客掃描二維碼進行支

付。爲了讓這一計劃實現，1月21日

， 仰 光 省 民 營 運 輸 監 督 委 員 會

（YRTC），與獲得仰光支付服務的

Asia Starmar Transport Intelligent Co.,

Ltd， MPT-Money Co.,Ltd，舉行會議

進行了商討。

仰光支付服務卡系統（Yangon

Payment Services），除了可以支付

YBS公交車的車費，還可以用來支付

環城火車、Water Bus等。目前，YBS

公交車2700多輛中，已有1900多輛安

裝了卡支付系統。

日
媒
記
者
把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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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
寄
回
日
本

全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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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
看
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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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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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因爲太喜愛吉祥物“冰墩

墩”，日本電視台記者辻岡義堂在中國社

交媒體上走紅。辻崗義堂還將“冰墩墩”

、“雪容融”等寄回了日本。當地時間2

月4日，他在與日本電視台演播室連線時

，全程興奮地看著主持人現場開箱直播。

現場視頻顯示，當主持人拿出“冰墩

墩”時，辻岡忍不住大喊“寄到了，冰墩

墩！太棒了！”在聽到主持人語氣平靜的

介紹時，辻岡還提醒到“你的情緒怎麽有

點低，加藤，讓我們嗨起來呀”。看到主

持人把玩吉祥物時，辻岡還在一旁拜托主

持人要溫柔小心，並告訴嘉賓這些周邊産

品的多功能用途。

日本《中日新聞》報道，3日，辻岡

被中國工作人員請求拍照合影，他在接受

當地媒體的采訪時，還回答說自己名叫

“義墩墩”，辻岡4日在節目上驚訝說：

“叫住我的人非常多，讓我有點怯，但我

也很高興……”他還說：“（在中國社交

媒體上）3億多人觀看了（日本電視台節

目視頻），超過日本總人口。”

日本電視台記者辻岡義堂2月2日來到

首都體育館進行賽前准備情況報道，被主持人問及有沒有關

于日本花樣滑冰最新消息時，辻岡義堂神秘地稱有最新的冰

墩墩播報，並開心地解開衣服拉鏈，展示冰墩墩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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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府違規聚會調查報告認為
政府“領導不力”

綜合報導 英國內閣辦公室公布針對首相府新冠疫情期間舉辦聚會

的專項調查初步結果，認爲約翰遜政府在疫情“封城”期間多次舉辦聚

會嚴重違反防疫規定，凸顯“領導不力”。

報告說，在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英國政府一邊要求民衆遵守防疫

規定，一邊卻組織聚會，此類行爲不公正、不合理，也不符合政府核心

工作人員應有的操守標准。

報告認爲，其中一些聚會本不該被允許舉辦，這反映出約翰遜政府

“領導不力，判斷失誤”。報告建議約翰遜政府從中吸取教訓，立即解

決相關問題。

英國首相約翰遜當天在議會下院對調查報告做出回應。他爲

違規聚會道歉，表示接受調查報告的內容，並承諾政府將做出整

改。面對反對黨議員的抨擊和譴責，約翰遜再次表示不會因此事

辭職。

約翰遜1月12日承認自己曾參加2020年 5月的首相府花園酒會，

並表示會對該事承擔責任，但要等針對此事的專項調查結束後再

做處理。

該調查由英國內閣辦公室常任秘書格雷主持，針對過去 20 個

月首相府和其他政府辦公室舉辦的 16 起聚會活動。倫敦警方近日

也宣布，已針對首相府涉嫌違反疫情防控規定舉辦各種聚會展開

調查。

約翰遜政府曾曝出多起違反防疫規定的醜聞，涉及人員包括

約翰遜的前高級顧問卡明斯、前衛生大臣漢考克等。英國民調機

構 1 月早些時候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過半數受訪者認爲約翰遜

應該辭職。

比法國大選更重要？
馬克龍：先完成這兩件大事！

綜合報導 法國大選的第一輪投票將

于2022年4月舉行，但截至目前，馬克龍

尚未正式宣布參加下一屆法國大選。近日

，馬克龍接受采訪時透露了相關計劃。

據報道，2022年法國總統選舉第一輪投

票將于2022年4月舉行。2月1日，馬克龍接

受地方媒體《北方之聲》采訪時證實，他至

今尚未正式宣布參加2022年法國大選。

他解釋說：“首先，我關注的階段性

突發疫情、當下的地緣政治危機已經過

去。”在正式參加2022年大選之前，他將

疫情狀況、國際形勢列爲優先事項。《赫

芬頓郵報》評價說，若馬克龍能夠平穩地

渡過難關，他將以絕對的優勢贏下2022年

法國大選。

事實上，早在1月初，對于2022年的

大選，馬克龍就表現出了“我想要（J’

ai envie）”的態度。2月2日，馬克龍在

法蘭西大區（Hauts-de-France）接受采訪時

強調，他表達過他的想法，以及對國家的

熱愛、熱情。他繼續說道，“我告訴他們

（法國人），我將

擔任總統直至最後

一秒”。

2月2日，馬克

龍接受媒體采訪時

談到法國學校衛生

協議。他承認說，

有關延遲宣布校園

防疫規定的批評，

非常有道理。直至

法國開學前夕，相

關部門才宣布防疫

措施，這導致教職

員工不能提前做准

備。但在校園衛生

協議經過了多次審查，以防止在實際操作

中出現問題。法國下一步的計劃是，在情

況允許的情況下，冬假後，放寬學校內的

限制措施。

根據1月中旬的計劃，自2月2日起，

作爲逐步放寬限制措施的第一步，總理曾

計劃調整校園內的防疫規定，尤其在佩戴

口罩、檢測次數等方面。

自2月16日，法國將繼續放寬限制措施

，其中包括夜總會重新開放、恢複音樂會等。

馬克龍保證說，所有的證據都表明，“我們能

夠（按照計劃表）放寬限制措施”。

飛行的狙擊槍：以色列研發新型六旋翼無人機
綜合報導 據報道，以色列

軍火商“聰明射手”公司日前研

制出“粉碎龍”六旋翼武裝無人

機，該機配備有一個穩定的射擊

平台，可挂載5.56毫米突擊步

槍或7.62毫米狙擊步槍。

“粉碎龍”使用的是“聰

明射手”公司 2018 年推出的

“粉碎2000”狙擊瞄准鏡，但

加裝了新的變焦數碼鏡頭，使

操作者能夠日夜搜索和識別更

遠距離的目標，或將系統設置

爲自動掃描某些類型的目標。

配備了 7.62 毫米狙擊步槍的

“粉碎龍”無人機首次開火就

能擊中300米外的固定目標，

而對移動中的四旋翼無人機或

固定翼無人機的射程接近200

米。

這款六旋翼無人機的有效

載荷可達10公斤，其步槍配備

了更大的彈匣，以減少該六旋

翼無人機重新裝載彈藥的起降

頻率。該武器系統和六旋翼無

人機都使用電池供電，因而飛

行時間限制在60分鍾以內。

該款無人機之所以研發成

功是因爲“粉碎2000”狙擊瞄

准鏡經過軟件改造後，將狙擊

步槍變成了能夠一槍擊落一架

正在飛行中的四旋翼飛行器或

燃燒氣球的“反無人機武器”

。這些燃燒氣球是哈馬斯的發

明，其中一些氦氣球裝備了撞

向地面時會爆炸的燃燒裝置。

當風向合適時，這種燃燒氣球

被大量發射進入以色列南部，

然後爆炸起火。裝備了炸藥並

設定了目標GPS位置的四旋翼

無人機或大型無人機更加危險

。在“粉碎2000”狙擊瞄准鏡

問世前，所有這些空中目標尺

寸都很小，很難被擊落。事實

證明，地面的精確射手和狙擊

手能夠反無人機，但效率不高

。很少有專業的射手能夠准確

擊落這些小目標。

2019年初，以色列發現，

一旦經過軟件改造以應對燃燒

風筝、燃燒氣球以及四旋翼飛

行器後，以色列國産的“粉碎

2000”狙擊瞄准鏡便可以完成

這 項 任 務 。 最 初 ， “ 粉 碎

2000”狙擊瞄准鏡只能保證命

中在150米範圍內的小型四旋

翼無人機，但其射程此後擴大

到200多米。

以色列國防軍已經在2018

年采用了計算機化的“粉碎

2000”狙擊瞄准鏡，並將其更

名爲“匕首”狙擊瞄准鏡。研

發“粉碎”系統的公司隨後應

要求迅速修改了“匕首”狙擊

瞄准鏡軟件，以追蹤移動的燃

燒風筝和燃燒氣球。

據報道，這種軟件很有效

。使用新軟件的部隊可以用它

一槍擊落數百米外的燃燒風筝

或燃燒氣球。

當大量購買時，“粉碎

2000”狙擊瞄准鏡步槍裝備

價格不到 1 萬美元，而且隨

著購買量的增加，價格也在

下降。以色列向精確射手和

狙擊手發放“匕首”狙擊瞄

准鏡裝備。

2020年美國特種作戰司令

部采用了“匕首”系統。美國

正在考慮將價格較低的“粉碎

2000”狙擊瞄准鏡技術納入下

一代突擊步槍。

有錢任性！
荷蘭為貝索斯超級遊艇通過而拆除大橋

費用他買單

綜合報導 荷蘭城市鹿特丹證實，將

拆除一座曆史悠久的大橋，以便爲億萬

富豪、美國亞馬遜公司創始人傑夫· 貝索

斯(Jeff Bezos)建造的一艘超級遊艇能夠

通過。不過，拆除費用最終全部由貝索

斯本人買單。

據報道，這艘豪華遊艇由當地的荷

蘭造船廠Ocean anco承建，耗資5.4 億

美元（約合34.3億元人民幣），長127米

，桅杆高達40米，超過了Koningshaven

大橋的高度。

按照鹿特丹市長發言人的說法，將

被暫時拆除的Koningshaven大橋“是通

向大海的唯一路線”。該橋梁被當地人

稱之爲de Hef，1927年建成，有著悠久

的曆史，被視爲文物建築。

這座橋特點是它的兩座塔樓和鋼

鐵的綠色色調，在 1940 年二戰期間遭

轟炸嚴重受損，現在作爲地標受到官

方保護。

此前，政府試圖永久拆除這座橋，

1993年提出時遭到當地居民的強烈抵制

，拆除計劃未能實施。在2014年至2017

年重大翻修期間，該橋兩座塔之間的人

行天橋被拆除，議會承諾以後不再拆除

任何部分。

因此，爲貝索斯超級遊艇而拆除

的舉動引發了爭議，遭到曆史專家

和居民的反對。當地曆史協會成員

托尼· 韋斯林克(Ton Wesselink)告訴媒

體：“你能做什麽，應該做什麽，

要知道對我們的工業遺産是有限度

的。”

然而，議員們還是同意了這一拆橋

要求。市政發言人表示，貝索斯承諾支

付這項工作所需的成本，將通過遊艇制

造商支付賬單。

鹿特丹市長辦公室說，因爲建造這

艘遊艇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所以答應

了拆掉大橋頂部中段的計劃，並承諾大

橋將以目前的形式重建。

鹿特丹地方政府項目負責人馬塞爾·

沃爾拉文斯(Marcel Walravens)也表達了

同樣的觀點。他表示，在其他地方完成

遊艇的建造是不切實際的，“造船業是

鹿特丹市的重要支柱”。

沃爾拉文斯說，從經濟角度來看，

該項目“非常重要”，並提到鹿特丹作

爲“歐洲海運之都”的美譽。拆橋可能

會在今年夏天進行，拆除的部分有望在

幾周內更換。

有關貝索斯的豪華定制遊艇訂單細

節去年浮出水面。這艘編號爲Y721的船

只將配備3個巨大的桅杆和3個甲板，將

超過目前最大的遠洋客船Sea Cloud，成

爲世界上最大的帆船。

它擁有很多奢華的功能，還附帶

了一艘帶有直升機著陸台的“支援遊

艇”。

貝索斯曾是世界首富，去年丟掉

了這一位置，輸給了太空技術競爭

對 手 、 特 斯 拉 CEO 埃 隆 · 馬 斯 克

(Elon Musk)。

福布斯估計，目前貝索斯的身家超

過1750億美元(約合1.1萬億元人民幣)。

他除了是電商行業巨頭，還擁有《華盛

頓郵報》和太空公司藍色起源(Blue Ori-

gin)。

歐元區和歐盟經濟
去年均增長5.2%

綜合報導 歐盟統計局公布的初步數據顯示，經季節和工

作日調整後，歐元區和歐盟去年國內生産總值（GDP）均增長

5.2%。

數據顯示，經季節調整後，去年第四季度歐元區經濟環比

增長 0.3%，同比增長 4.6%；歐盟 GDP 環比增長 0.4%，同比增長

4.8%。

由于受到疫情衝擊，歐元區去年第一季度經濟出現環比下滑。

去年第二、三季度，歐元區和歐盟經濟有所複蘇，實現連續兩個季

度環比漲幅超過2%。

數據還顯示，去年第四季度，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經濟表現

相對較好，分別環比增長2.0%、1.6%和 1.4%。德國經濟表現不佳，

環比下滑0.7%。

知名金融機構荷蘭國際集團表示，鑒于經濟反彈效應減弱、供

應鏈瓶頸持續以及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增加，歐元區和歐盟去年第四

季度經濟增速較第三季度有所放緩是意料之中的。

荷蘭國際集團指出，今年第一季度歐洲經濟增長可能依舊疲軟

，預計供應鏈中斷仍將繼續抑制制造業增長，通脹高企也勢必會打

壓購買力，抑制家庭消費前景。目前，經濟對疫情表現出越發強勁

的韌性，但在疫情大流行時期，冬季經濟增長放緩難以避免，預計

歐洲經濟增速將從今年第二季度開始再次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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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俄羅斯和烏克蘭邊境局勢持
續緊張之際，拜登日前下令向波蘭和羅馬尼亞
增派近3000名士兵。當地時間2月6日，第一
批增援東歐北約盟國的美國軍隊抵達波蘭。路
透社報導稱，當天一架載有美國軍隊的飛機在
波蘭降落。

波蘭國防部長馬里烏斯•布拉斯扎克表示
，已抵達的士兵來自美國陸軍第82空降師，這
是第一批“來自精英部隊”的美國士兵。 “未
來幾個小時將有更多飛機降落，士兵們將在我
國東南部行動。”

五角大樓表示，約1700名士兵從北卡羅來
納州的布拉格堡部署到波蘭。此外，駐紮在德
國維爾塞克鎮的一個由大約1000名美國軍人組
成的斯特賴克中隊將被派往羅馬尼亞。

在C17飛機週日抵達之前，一架載有美國
陸軍第 82 空降師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納休
（Christopher Donahue）的飛機於週六降落在
熱舒夫-賈松卡機場，此外還有幾架載有美國軍
事裝備和“先遣隊”的飛機。

美國空軍網站稱，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部
隊已抵達，但單架C17飛機“設計用於空投
102名傘兵及其裝備”。

北約成員國波蘭與俄羅斯和烏克蘭接壤。
美國政客新聞網稱，自 2017 年以來，約有
4000名美軍輪流駐紮在波蘭，“以應對俄羅斯
的軍事活動”。

與此同時，白宮仍在持續渲染“俄羅斯入
侵烏克蘭”的威脅。

據美聯社報導，上週日接受美國全國廣播
公司（NBC）採訪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
•沙利文表示，俄羅斯可能在任何一天“入侵
”烏克蘭。

沙利文聲稱，“俄羅斯入侵可能是當前的

任意一天，也可能是幾週
後的某一天。”此前有白
宮消息人士稱，“俄羅斯
將在本月中旬前至少集結
70%的軍力，使得俄羅斯
有能力選擇全面入侵烏克
蘭。”

沙利文還把矛頭指向
中國，他竟稱，中國將
“最終承擔俄羅斯入侵烏
克蘭的部分代價”。

“如果俄羅斯確實選
擇向前，不僅會給俄羅斯
帶來戰略代價，如果中國
支持它，這也會給中國帶
來一些代價。”沙利文聲
稱，“我們相信北京最終
將承擔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部分成本，他們應
該在考慮未來幾週與俄羅斯政府接觸時計算到
這一點。”

美媒此前報導稱，白宮已向議員們通報，
俄羅斯如果全面“入侵”，烏克蘭首都基輔可
能幾天內就會淪陷，並導致多達5萬人傷亡。

上述說法遭到俄羅斯駐聯合國第一副代表
波利揚斯基（Dmitry Polyanskiy）的駁斥，他
在社交媒體發文稱：“美國又在散播瘋狂言論
和恐怖謠言。如果換成我們說美國將在一周內
佔領倫敦並造成30萬平民死亡，又會如何？”

俄羅斯國會議員Artem Turov也指控美國散
佈假消息，並“竭盡所能煽動衝突”。

據美聯社報導，拜登政府過去一周發表俄
羅斯已為入侵烏克蘭鋪路等議題，而當媒體詢
問有何證據時，白宮新聞發言人直接回應稱：
在這一點上，你必須得相信我們！

美聯社指出，白宮發言人並沒有給出明確
的證據，反而刻薄地暗諷提問記者是“上了外
國宣傳的當”。

此外，美國媒體的宣傳也頻頻翻車。彭博
社官網4日發布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錯
誤標題，隨後認錯刪除。

據俄羅斯衛星社5日報導，聯合國秘書長
副發言人法爾漢•哈克對此發表評論說，在烏
克蘭周邊局勢背景下，各方必須避免任何可能
使局勢升級的行動或言論。

俄羅斯外交部防擴散和軍控司司長弗拉基
米爾 葉爾馬科夫表示，西方國家是時候停止毫
無根據的反俄歇斯底里了。

據外媒報導，法國總統馬克龍將於7日訪
問俄羅斯，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討論烏克蘭局勢
。馬克龍曾表示，目前仍有可能與俄羅斯達成
一項協議以避免烏克蘭“爆發戰爭”。他也認
為，俄羅斯具有提出自身安全擔憂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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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美軍增援部隊 抵達波蘭

（綜合報導）據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法院披
露，當地時間2月2日，美國前海軍艦長唐納
德•霍恩貝克（Donald Hornbeck）承認收受馬
來西亞商人萊納德•弗朗西斯（Leonard Fran-
cis）的賄賂，其中包括價值近6.8萬美元的奢
侈晚宴、豪華酒店，以及招妓服務。

61歲的霍恩貝克捲入的是據稱美國海軍史
上“最嚴重”的腐敗醜聞，自2013年開始調
查以來，已有超 200 人被捲入此案，包括多
達34名海軍軍官，其中29人已經認罪。包括
霍恩貝克在內，共有9名美國海軍第七艦隊
成員被提起訴訟，其中甚至包括海軍少將羅
伯特•吉爾博（Robert Gilbeau）。霍恩貝克
是9名被告中第4個認罪的人。

案件將於今年9月8日宣判，預計霍恩貝
克將面臨最高15年的監禁，以及25萬美元的
罰款。

實施賄賂的海軍承包商萊納德•弗朗西斯
（Leonard Francis）外號是“胖子萊納德”。
馬來西亞人，今年 57 歲，身高 1.9 米，被捕
時體重高達350磅（約158公斤）。因為狂放
的生活方式，他在海軍圈內成為了一名傳奇
人物，又被稱為“傳奇萊納德”。

萊納德•弗朗西斯旗下擁有一家名為“格
倫亞洲海事防務”（Glenn Defense Marine Asia
）的公司，總部位於新加坡，專門為美國海軍
在亞太地區的艦艇提供補給服務。
據《華盛頓郵報》披露，該公司自2000年初開

始為海軍第七艦隊提供支持，在艦隊到港停泊
期間，為艦艇提供物資補充和燃料補給。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是美國海軍最大的艦隊
，由 60-70 艘艦艇、200-300 架飛機和大約 4
萬名水手和海軍陸戰隊員組成，負責在西太平
洋，整個東南亞、太平洋島嶼、澳大利亞、俄
羅斯周邊以及印度洋上的行動。

根據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法院的披露，美國
海軍內部的腐敗程度令人震驚。 2007年2月24
日，在美國海軍第七艦隊“藍岭號”到訪新加
坡期間，海軍艦長霍恩貝克等人出席了弗朗西
斯在五星級酒店直升機停機坪上舉辦的雞尾酒
會，並參加了隨後的奢華晚宴和現場表演。

此後，2007年3月，2008年1月，在日本
東京、中國香港，霍恩貝克多次出席此類奢華
晚宴，一頓晚宴的價格就超過了1.8萬美元；
2008年5月，霍恩貝克等人還在泰國曼谷、新
加坡、菲律賓等地多次接受了弗朗西斯為其提
供的招妓服務，甚至在五星級酒店參加了為期
多天的性愛派對。

作為交易，霍恩貝克也利用職務之便為其
謀取利益，例如安排海軍艦艇停至弗朗西斯旗

下公司提供服務的港口，向弗朗西斯洩露海軍
機密信息，包括海軍艦艇行程表等。

《華盛頓郵報》稱，美國海軍初級軍官大
衛•紹斯（David Schaus）對此敢怒不敢言，
他透露，海軍的腐敗為時已久，“每個人都知
道”。

“從2004年我與他們合作的第一天起就很
爛，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很爛。每個人都知道發
生了什麼，它只是被接受了。如果你試圖打破
現狀，你就會被壓扁。”

直到2013年，弗朗西斯樹大招風，因欺詐
引起了嚴重關注，於2013年9月遭到美國聯邦
調查局逮捕，這一嚴重腐敗醜聞才浮出水面
。 2015 年，弗朗西斯認罪，承認曾向數十名
海軍軍官行賄數百萬美元，向海軍高級軍官們
提供了大量的妓女、現金以及奢華餐宴，以獲
得美國海軍的國防合同，並且對美國海軍“敲
竹槓”，以偽造分包商和假港口的方式，至少
騙取了海軍3500萬美元的額外費用。

截至目前，案件仍在調查中。現已有200
人被捲入此案，其中包括 34 名海軍軍官，有
29人已經認罪。

（綜合報導）美國眾議院4日不顧共和黨的反對，以微弱優勢通過了一項數千億美元的法案，旨在提高美國的競爭力，並促進美國半導體製造業。
據路透社報導，民主黨佔多數的眾議院以222票支持、210票反對通過了《2022年美國競爭法案》（The 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贊成和反對票幾乎完全按照黨派劃分的，只有一名

共和黨人加入民主黨陣營投了贊成票，一名民主黨人投了反對票。
該法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為與參議院就該法案的折中版本進行談判鋪平了道路。折中版本必須在參眾兩院獲得通過後才能送交白宮，由總統拜登簽署。
磋商可能會持續數週或數月，拜登在一份聲明中對他所說的“至關重要的”法案大加讚揚的同時，敦促迅速採取行動。
眾議院的法案授權撥款近3000億美元用於研發，其中包括520億美元用於補貼半導體製造以及汽車和電腦用關鍵部件的研究，還將在未來六年內投入450億美元，以緩解加劇短缺的供應鏈

問題。
除了提高美國的競爭力，法案內容同時提出撥款40億美元協助失業率比全國水平高的社區、105億美元用於各州份庫存藥物及醫療設備，以及投資80億美元，援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

等。

美 眾 議 院 通 過 提 高 競 爭 力 法 案美 眾 議 院 通 過 提 高 競 爭 力 法 案 ，， 撥 款撥 款 30003000 億 用 於 半 導 體 製 造億 用 於 半 導 體 製 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郭若溪、李望賢 杭州、

深圳報道）2月4日晚，在北京第二十四屆冬季奧林匹克

運動會開幕式上，兩位火炬手健步跑向北京國家體育場內

雪花形的主火炬台，把最後一棒火炬直接放在主火炬台

上，隨後這片“大雪花”旋轉升起，高高地懸掛在體育

館上空，實現了奧運歷史上又一次點火方式的創新。

2022年2月7日（星期三）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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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當晚開幕式當晚，，操作人員在現場操作系操作人員在現場操作系
統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2月4日晚，第二十四屆冬季奧林匹克運
動會開幕式在北京國家體育場舉行。圖為兩
位火炬手將最後一棒火炬留在“大雪花”中
心。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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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北京2022年冬奧會開幕式4日
晚成功上演，開閉幕式總導演張藝
謀5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要為
整個開幕式團隊打100分，而在冬
奧會閉幕式中將有一個瞬間“穿
越”到2008年奧運會，致敬“雙奧
之城”。

給開幕式的呈現打100分
“每次都有人希望我打分，有

時我拍電影也是，觀眾經常問你打多
少分？”張藝謀說，“作為一個創作
者，我對自己其實要求很嚴格，通常
不會給自己打出特別高的分。但我要
給我們的團隊，要給昨天（4日）晚
上整場開幕式的呈現打100分。因為
一個導演背後是無數默默付出的人，
有無數人的艱辛努力和創意創造，才
有了昨晚的開幕式。”

對火炬台和火炬點燃創意感自豪
開幕式點火環節，將傳統中熊

熊燃燒的奧運之火，幻化成雪花般聖
潔、靈動的小火苗，這一創意來自低
碳環保理念。張藝謀說，本次開幕式
他很自豪的一點就是主火炬台和火炬
點燃的創意。

“挑戰自我是難度最大的，如
何不一樣？一直是我想的。這並不是
去比拚藝術表演，因為表演沒有好
壞，而是比拚創意和理念。我非常感
謝冬奧組委和國際奧委會，批准了我
這樣一個大膽的、完全不一樣的火炬
台和點火方式。”他說。

與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相比，
張藝謀認為冬奧會開幕式更溫暖、更
從容、更簡約，也更有世界視角。不
過張藝謀透露說，在冬奧會閉幕式
上，將有一個瞬間來致敬“雙奧”。
“也就是會重現一個瞬間，像2008
年開幕式一樣，因為‘鳥巢’是唯一
一座‘雙奧’場館，我們希望在一個
瞬間讓它‘穿越’歷史。”

冬奧主火炬凌空驚艷世界，而這高難度的空中動作背後
是“浙江製造”的硬核科技。

可控制完成系列升高騰空動作
“大豐創製的主火炬地面裝置系統，由LED底盤、主

火炬輔助翻轉提升裝置和台階踏步升降裝置組成，經我們
自主研發的精密控制系統，可以完成一系列升高和騰空動
作。”浙江大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豐華充滿自豪地
說。

據介紹，此次主火炬翻轉提升裝置驅動系統由4套龐大
又精密的齒條機構組成，總長約9米。由於主火炬的升空並
不是簡單的上下直升，而是要完成不同高度升降和不同角
度旋轉等複雜的曲線運動，難度系數非常高。“我們整整
花了一年多時間來攻克各類技術難題，像齒條系統，我們
充分利用‘四両撥千斤’的巧勁來設計，最終呈現出優美
的弧線，穩穩舉高8米。”大豐團隊相關負責人介紹。

同時，台階踏步升降裝置也設計了巧妙的翻轉補償裝
置，讓象徵着中華24節氣文化的24個台階始終自動保持水平
且高差一致，即便台階在運動狀態，火炬手也能拾級而上。

悟空機械人亮相深圳慶祝活動
此外，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式當晚，深圳作為唯一的南

方海濱城市舉辦慶祝活動，採用了機械人、無人機、激光
等元素，通過連線的方式，與開幕式熱場演出進行互動。

2,022架無人機組成漫天“雪花”，在空中鋪展成吉祥物冰
墩墩、雪容融。身着56個民族服飾的優必選悟空機械人時
而擺動手中的國旗、冬奧會旗幟，時而化身運動員，做出
滑雪、抓板等動作，活靈活現。

除了開幕式，冬奧會各大場館高標準建設的背後也蘊
含眾多最新科技力量。國家速滑館的“冰絲帶”採用全冰
面設計，冰面面積約1.2萬平方米。為了打造“最快的冰”
（註：國家速滑館採用了先進的二氧化碳跨臨界直冷製冰技
術，相比於傳統製冰技術，它每年可以節約用電近200萬
度，相當於北京6,000個家庭一個月的用電量。這項技術的
應用，也讓整個冰面溫差控制在0.5攝氏度。溫差越小，冰
面的硬度就越均勻，冰面越平整，也就越有利於滑行。
“最快的冰”的美譽也就由此而來），保障製冰後冰面溫
度均勻，該館對冰面混凝土基底平整度建設提出了高標準
的要求，即任意5m區域內高差不超過±3mm。為此，深圳
大學動態精密工程測量團隊自主研發了系列測量機械人，
實現地面相對高程精密測量以及平整度的全面評估。

據悉，相較傳統的地面平整度測量方法，深大團隊研
發的平整度測量機械人具有精度高、測點密、效率快、可
定位、靈活性好等優點。機械人的相對高程測量精度優於
0.5mm/5m，測量綜合效率相較於傳統水準儀法提升5-10
倍，完全滿足超大室內混凝土基底的平整度測量與評估需
求。團隊於2020年10月-12月建設期間對國家速滑館實施
了兩次全面測量，總測線距離超過2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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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綜合報道）金虎年報到，展望新的一年，國發
會今天宣布好消息，在出口持續強勁、民間消費回穩
、投資動能延續3大支柱支撐之下，2022年經濟成長
率可望超過4%、繼續 「虎虎生風」。

雖然全球疫情反覆，國發會今天發布新聞稿指
出，在各國政府激勵措施推動下，經濟可望持續復甦
，進而帶動台灣出口有機會再創新高。

國發會說明支撐今年經濟表現的3大支柱，第
一就是出口持續強勁。由於全球經濟持續回升，供應
鏈問題可望逐漸改善，加上科技新興應用推陳出新，
國內深具製程領先優勢的半導體製造業者也積極擴廠
，回流台商及本地廠商持續投資熱潮，國內新增產能
不斷開出，將挹注出口動能，預測111年全年商品出
口可達4721億美元，年增6.14%。

第二是民間消費回穩，國發會指出，國內疫情
緩和，且隨國內外景氣回溫，企業近年獲利亮麗，產
能擴增也帶動人力需求，提供加薪有利條件；此外，
基本工資調升與軍公教調薪挹注家庭可支配所得，加

上政府適時推出多項振興措施，民眾受疫情壓抑的消
費能量將逐漸釋放，預測 111 年民間消費實質成長
5.36%。

第三，投資動能延續， 「投資台灣三大投資方
案」延長實施3年至113年底，預估可額外帶動企業
投資9000億元及創造4萬個就業機會。

國發會也提到，主要半導體領導廠商持續推動
資本支出計畫，供應鏈深化在地投資的群聚效應逐漸
顯現，加上台商回台投資持續落實，電信業者加速布
建5G網路，離岸風電與太陽光電等綠能設施持續建
置，以及運輸業者擴增運力，均可維繫投資動能，預
測111年固定投資實質成長率達2.99%。

面對嶄新的一年，國發會分析台灣雖在疫情、
物價等課題，相對其他國家挑戰較低，但也面臨國際
淨零排放等要求，期許能像去年一樣，既能攻也能守
，拚出優於預期的成績，持續在全球中占有關鍵地位
。

2022年虎虎生風 國發會：經濟成長可望超過4%

看好政府發行數位貨幣
施振榮：可能5年內普及

(綜合報道）電腦品牌廠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今天說，未
來全世界央行都可能發行數位貨幣，可以促進更多網路上的活動
，形同由政府做莊家，未來政府發行的數位貨幣可能在5年內普
及。

施振榮說，比特幣、NFT（非同質化代幣）對他而言就像
股票買賣，由個人做莊家，但如果政府發行數位貨幣，本身就有
面額價值，不像現在比特幣價格有起伏。

受到疫情影響，施振榮已連續3年透過視訊舉辦新春拜年
活動，今年他分享對元宇宙和NFT看法，並邀請NFT數位藝術
家吳哲宇參與。

施振榮指出，元宇宙（Metaverse）生態最重要的是內容要
吸引人，最先發生的通常是娛樂，例如微軟計劃斥資687億美元

（約新台幣1.9兆元）收購遊戲商動視暴
雪，就是因為娛樂價值比較容易體現。

他也提到，今年算是元宇宙元年，
NFT藝術作品現在剛開始發展，希望提供舞台，鼓勵台灣年輕
人掌握機會。

施振榮分析，一般人買股票會談到基本面問題，對他來講
是指企業營運成績。NFT藝術作品的價值則見仁見智，基本面
要看多少人認定它的價值，短期可以透過炒作，但長期要吸引資
金投入這些藝術品，還是需要具備價值。

曾在2009年國二時參加第5屆宏碁數位創作獎、拿下國中組
首獎的吳哲宇預計今年 4 月首度在台灣舉辦個展及 「台灣百岳
NFT體驗展」，將演算藝術與NFT的互動體驗帶進數位展演平

台?融域Ambi Space One。
吳哲宇認為，元宇宙是未來大趨勢，NFT帶來價值和所有

權的流動與進化，不只是藝術品，更是讓價值交易、會員制成為
可以跨平台快速流通的數位資產。

吳哲宇指出，要掌握元宇宙的機會，最關鍵是對於虛實整合
體驗的想像，探索藝術在虛擬數位媒介解放下的新可能性。創作
者對新技術的掌握尤其重要，藉由作品工具與媒介的升級，可以
更快速的創作、嘗試前所未有的作品與手法與連結不同服務，擴
張想像。

衛生紙喊漲 電商：不會全轉嫁給消費者
(綜合報道）永豐實今天表示，各通路將於2月下旬調整家用紙品售價，電商業者觀察，銷量

較上午成長2倍，目前備貨量仍充足，且漲幅不會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會吸收部分成本，並搭
配促銷優惠。

紙漿價格大漲，永豐實日前公告調漲家用紙品價格，其中抽 取式衛生紙調漲約8%，今天進一
步表示各通路將於2月下旬調整價格，實際售價則視通路檔期而定。

針對永豐實衛生紙漲價，電商通路東森購物觀察，衛生紙漲價消息曝光後，銷量較上午成長2
倍，目前備貨量仍充足。

東森購物並表示，為了顧及民眾生活壓力，衛生紙廠商所調漲的成本，並不會全部轉嫁到消費
者身上，會由東購來吸收部分成本僅會小幅調整，並搭配促銷活動優惠給消費者。

遠傳friDay購物則回應指出，除永豐實對外發布2月底漲價外，暫未接獲其他廠商宣布調整
，會持續觀察，遠傳friDay購物會努力維持最優惠價格到最後一刻，不會輕易喊漲，現也持續各
式衛生紙促銷，最低下殺4.8折。

friDay購物觀察，雖站上現有少部分熱銷衛生紙品項缺貨，但據了解主要是供貨商春節補貨
不及所致，但整體備貨量尚稱充足，為配合民眾需求，各大廠商應都會陸續補上。

民眾施打高端疫苗民眾施打高端疫苗
全球全球COVID-COVID-1919疫情持續疫情持續，，台北市政府提供高端疫苗台北市政府提供高端疫苗67786778個名額個名額，，77至至99日日

開放開放33處現場掛號接種處現場掛號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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