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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鸡肉肉质细嫩，滋味鲜美，既能热炒、炖汤，

又可冷食凉拌。然而，不少消费者对于食用鸡肉有

颇多顾虑，担心食用生长迅速、价廉又肥嫩的肉鸡

存在安全隐患。如何更放心安全地食用鸡肉？科信

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主任、中国互

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专家委员会成员阮光锋对此向消

费者进行了科普宣传。

“速成鸡”并非激素鸡

鸡肉是生活中常见的盘中餐，尽管油炸鸡、红

烧鸡、辣子鸡、白斩鸡样样美味，但鸡肉却并非所

有人的“心头好”，因为人们一直以来在速成鸡的

安全性上，都有一些担忧与疑惑。那么，速成鸡确

实都是不安全的激素鸡吗？

阮光锋表示，所谓速成鸡，其实就是肉鸡，也

叫快大型鸡。这些鸡之所以长得快，并不是因为喂

了激素，而是靠优良品种——科学的遗传选种技术

和“好吃好住”——现代化的养殖方式培育出来的

。科学育种和饲养的肉鸡，吃500克饲料就能转化

为大约350克肉，所以价格便宜。

20世纪80年代，饲料转化率单笼测定技术出

现，肉鸡的良种选育加速发展。至今30多年间

，肉鸡出笼时间从60多天缩短至30多天，平均

每年缩短1天。目前规模化养殖的鸡，生长期大

都在40—42天，体重一般可以达到2—2.5公斤。

这个时段，鸡肉中的脂肪分布均匀，分割出来的

鸡腿、鸡翅、鸡胸等部位大小适中。如果继续养

下去，虽然还可以长得更大，但对于养殖户来说

很不经济，所以此时是出栏宰杀的最佳时机。

因为集中养殖，肉鸡防病的压力增大，所以需

要使用抗生素。用过抗生素的动物，肉中确实会

有抗生素残留，但只要按照安全标准要求使用，

并严格遵守休药期的规定，残留量不足以威胁人

体健康。

大多数时候，饲养的肉鸡确实不如家养土鸡或

者能在山野间“放飞自我”的“溜达鸡”好吃。

阮光锋解释说，这是因为散养的鸡生长时间相对

较长，客观上有利于一些风味物质的积累，所以

家养的土鸡味道往往细腻味鲜。而肉鸡，因为其

肌间脂肪和某些风味物质的沉积较少，所以确实

味道稍差。但是，无论肉鸡还是土鸡，都是饮食

中较为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其实并没有太多区别

。

烹饪食用方法很重要

食用鸡肉时，想要美味与健康兼得，选对方法

很重要。为此，阮光锋提醒消费者注意以下几点

。

首先，要选鸡的低脂部位，优先吃鸡胸肉。阮

光锋说，鸡肉不同部位的脂肪和热量相差很大，脂

肪最少的是鸡胸肉，大腿肉次之，鸡翅脂肪最高。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100克鸡胸肉的热量是133千

卡，而同重量鸡腿肉的热量则是181千卡。100克

的鸡翅热量是194千卡，脂肪含量约为17.3克。除

了鸡翅，鸡爪的脂肪含量也不少，每100克热量高

达254千卡。因此，鸡的有些部位必须要控制摄入

量，否则可能带来肥胖风险。

其次，尽量吃去皮鸡肉，少吃鸡皮。鸡皮的皮

下组织脂肪含量较高。每100克鸡皮含46.1克脂肪

，而每100克去皮鸡肉中的脂肪，大约只有0.7克

。

第三，注意烹饪方法，少吃炸鸡、烤鸡，少喝

鸡汤。虽然鸡肉肉质细嫩，适合各种烹调，但最好选

择较为清爽的烹调方式，如白斩鸡、清炖鸡。香酥鸡

、辣子鸡、炸鸡等，不仅营养成分损失，热量也比较

高，不利于健康。阮光锋还提醒说，红烧鸡肉也要少

放油和盐。同时，因为烤鸡时温度较高，容易产生丙

烯酰胺、苯并芘等致癌物质，所以也要少吃。传统观

念里，人们大多认为鸡汤更有营养，而炖汤后的鸡肉

，鲜美程度下降，吃起来口感比较“柴”，常被人们

嫌弃。其实，无论鸡汤、肉汤还是鱼汤，汤的蛋白质

含量远不及肉块本身。因为汤的主要成分是水，一般

好喝的鸡汤中油和盐都很多。

第四，注意鸡肉不能吃太多。我国膳食指南推

荐每天摄入40—75克畜禽肉。吃太多，能量摄入

过多，不利于健康。

有些部位谨慎食用

鸡身上的很多部位都很美味，但并不适合所有

人食用。阮光锋提醒消费者留心以下几点。

首先，最好少吃或不吃鸡脖子上的皮。鸡脖子

是鸡身上腺体集中的部位，脂肪和胆固醇含量相对

较高，容易导致肥胖，诱发高血压、高血脂、糖尿

病等慢性病。

其次，鸡的某些内脏器官，可能残留有毒物质

（残留量因养殖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别）。比如，鸡

的肺泡，能容纳进入鸡体内的各种细菌，特别是嗜

热菌，就算加热也不能完全杀死；胃脏（鸡胗）因

为负责储存和磨碎食物，有害物质也可能在此残留

。

此外，一只鸡和它吃入体内的有毒物质作斗争

时，主要依靠肝和肾。因此，尽管鸡胗、鸡肝和鸡

肾美味又有营养，但出于健康方面的考量，还是应

该尽量减少食用次数和食用量。

最后是鸡屁股，除含有大量脂肪外，还聚集着

无数个淋巴组织，淋巴中暗藏病菌、病毒、致癌物

等有害物质，因此不建议食用。

如何放心食用鸡肉？

近年来，植物奶因其来源于植物、不含胆固

醇且富含蛋白质和优质脂肪等特性，成为消费者

追求健康的一种选择。然而，江西省市场监管局

日前专门发布消费提示，植物奶不能完全代替动

物奶满足人体的营养需求。

根据《植物蛋白饮料 植物奶》(T/HBFIA

0024—2021)中的定义，植物奶(植物乳)是指以含

有一定蛋白质的植物和(或)其制品为主要原料，

可添加食品辅料和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产

品。市场上的植物奶多以植物果仁、果肉、种仁

等为主要原料，采用浸泡、破碎、磨浆、调配、

均质、杀菌等工艺加工制成的浑浊型乳状饮料，

因外观和口感与牛奶相似，故被称为“植物奶”

。但植物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奶，而是属于植

物蛋白饮料。常见的植物奶大体可分为四类：豆

奶、坚果奶、谷物奶及蔬果奶。

植物奶最初是为解决乳糖不耐受人群的营养

摄入问题，而后被素食主义推崇，当下又被追求

环保的人群看重，认为其生产所消耗的能源成本

远比牛奶低。从营养角度看，植物奶虽然含有蛋

白质、优质脂肪、膳食纤维以及一些植物次级代

谢产物等，但其蛋白质含量低于牛奶，所含必需

氨基酸种类不完全(豆奶以外)，且在钙、维生素D

等成分含量上也低于牛奶。因此，植物奶即使有

其独特的营养优势，但依旧难以完全替代牛奶。

专家表示，对于不适于食用牛奶的人群，如

乳糖不耐受人群和牛奶蛋白过敏者，在选择植物

奶时，建议选择经过营养强化的植物奶，且要从

其他食品中摄取足够的营养素。

不同植物奶的营养成分含量及种类不同，不

同人群适宜的产品品种不同，同一产品的不同品

牌在营养上亦存在差别。如果消费者想获得与牛

奶相似的蛋白质，建议选择豆奶，其蛋白含量高

，且氨基酸种类齐全;如果消费者想选择热量低

的，杏仁奶会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消费者很关注

脂肪摄入，则避免椰奶，其饱和脂肪含量高，可

选择燕麦奶，其脂肪含量低。

很多植物奶产品会加入钙和维生素等进行营

养强化，也会添加白砂糖或果葡糖浆进行调味等

，具体可以通过其配料表或营养素参考值(NVR%)

进行查看。因此，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选购植物奶

时，详细查看产品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植物奶不能完全替代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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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年年11月月2828日日，，美國中美國中
期選舉在疫情中火爆登場期選舉在疫情中火爆登場
。。 20222022 共和黨初選共和黨初選(RE(RE--
PUBLICAN PRIMARY)PUBLICAN PRIMARY)提早提早
投票投票(Early Voting)(Early Voting)將在二週將在二週
後的後的20222022年年22月月1414日至日至2525
日舉行日舉行，，初選日是初選日是20222022年年
33月月11日日。。亞裔參選躍然紙亞裔參選躍然紙
上上。。有數十年石化與國際貿有數十年石化與國際貿
易背景的亞裔萊克易背景的亞裔萊克••雷曼雷曼
(Laique Rehman)(Laique Rehman)目前正在目前正在
競選美國國會第七區國會議競選美國國會第七區國會議
員員，，久經考驗的領導力久經考驗的領導力、、企企
業運作和德州願景使得他顯業運作和德州願景使得他顯
得與眾不同得與眾不同，，他對平衡預算他對平衡預算
、、公平貿易公平貿易、、邊界保護邊界保護、、維維
護美國傳統價值觀等均有自護美國傳統價值觀等均有自
己獨到見解己獨到見解，，非常引人注目非常引人注目

，，獲得了眾多選民的支持獲得了眾多選民的支持。。圖為圖為Laique RehmanLaique Rehman在休斯敦上城區在休斯敦上城區
GalleriaGalleria的辦公大樓邊的巨幅美國國旗前接受接著採訪的辦公大樓邊的巨幅美國國旗前接受接著採訪。。

有情有夢有朋友有情有夢有朋友，，世界就有無限可能世界就有無限可能。。新東方重磅新東方重磅，，在中華在中華
民族偉大的傳統節日民族偉大的傳統節日————20222022年農曆新年前夕年農曆新年前夕，，世界名人網世界名人網
副總裁副總裁、、書畫部主任李永紅向身在海外的您推介新東方比鄰書畫部主任李永紅向身在海外的您推介新東方比鄰
中文中文BlingoBlingo，，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並特別錄製視頻誠邀各界人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並特別錄製視頻誠邀各界人
士加入新東方比鄰中文全球合夥人士加入新東方比鄰中文全球合夥人，，共同推廣海外中文教育共同推廣海外中文教育
以及中華文化以及中華文化。。期待學好母語期待學好母語，，留住根留住根，，走向世界走向世界，，贏得未贏得未
來來！！

20222022年年11月月3030日日，，由哈佛畢業生團隊所創辦由哈佛畢業生團隊所創辦、、授課及管理的授課及管理的
英文寫作學校英文寫作學校Eyre Writing Center (EWC)Eyre Writing Center (EWC)愛寫作中心為休斯愛寫作中心為休斯
敦的家長和同學們專門舉辦線上課程說明會敦的家長和同學們專門舉辦線上課程說明會。。 EWCEWC相信寫作相信寫作
是思考的基石是思考的基石，，運用自主開發的課程體系運用自主開發的課程體系，，致力於科學地教致力於科學地教
授寫作授寫作。。自創立兩年來自創立兩年來，，EWCEWC已經輔導了來自全美已經輔導了來自全美3535個州超個州超
過過400400個家庭的約個家庭的約900900名學生名學生。。據悉據悉，，EWCEWC春季學期將在春季學期將在
20222022年年22月月55日正式開始日正式開始。。所有新註冊課程的學生都可以在所有新註冊課程的學生都可以在
整個春季學期免費參加整個春季學期免費參加EWCEWC非常受歡迎的非常受歡迎的Book ClubBook Club在線共在線共
讀活動讀活動。。

20222022年年11月月2828日中午日中午，，剛剛當選為休斯敦亞商會主席的李雄剛剛當選為休斯敦亞商會主席的李雄
，，馬不停蹄參加大休斯敦合作委員會馬不停蹄參加大休斯敦合作委員會GHPGHP年會暨新一屆董事年會暨新一屆董事
會就職頒獎典禮會就職頒獎典禮，，與再次續選為市議員的斯塔福市議員譚秋與再次續選為市議員的斯塔福市議員譚秋
晴晴，，即將開幕的寶盛休斯敦醫學中心酒店總經理王重陽等一即將開幕的寶盛休斯敦醫學中心酒店總經理王重陽等一
起與美南電視主持人起與美南電視主持人Sky DongSky Dong合影合影。。

在休斯敦以熱心服務在休斯敦以熱心服務、、在哈維水災中被授予抗災英雄在哈維水災中被授予抗災英雄、、享譽社區享譽社區
的的““劉三姐劉三姐””日前正式獲得美國保安執照日前正式獲得美國保安執照，，併購置了巡警車併購置了巡警車。。
20222022年年11月月3030日晚日晚，，張寶珍前往剛剛開幕的新皇宮張寶珍前往剛剛開幕的新皇宮New PalaceNew Palace
餐廳餐廳((原原China Bear)China Bear)為歌友村舉行的農曆新年活動做帶槍保安為歌友村舉行的農曆新年活動做帶槍保安，，
英姿颯爽英姿颯爽，，不輸鬚眉不輸鬚眉。。

20212021年年11月月2727日日，，休斯敦亞商會在中國城休斯敦亞商會在中國城GiAu Bar n BitesGiAu Bar n Bites舉行舉行20222022年首場線年首場線
下會員聯誼交流會下會員聯誼交流會，，特別邀請特別邀請Holocaust Museum HoustonHolocaust Museum Houston猶太博物館理事會猶太博物館理事會
主席主席Carl JosehartCarl Josehart和首席執行官和首席執行官Kelly J. ZKelly J. Zúñúñigaiga教育博士前來介紹一年活動教育博士前來介紹一年活動。。
明星地產經紀人王飛雪明星地產經紀人王飛雪、、億達國際董事長億達國際董事長Ada WangAda Wang、、美林證券代表美林證券代表ArcyArcy王軼王軼
平及上百位會員出席平及上百位會員出席。。

20222022年年11月月2727日日，，休斯頓知名華裔律師李中原休斯頓知名華裔律師李中原 （（Daniel LeeDaniel Lee
））在在Braman Winery & BreweryBraman Winery & Brewery舉行舉行Kick OffKick Off派對派對，，宣布作宣布作
為民主黨候選人參選德克薩斯州第為民主黨候選人參選德克薩斯州第2626選區選區（（DistrictDistrict 2626))眾議眾議
員員（（Texa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Texa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華裔領袖李雄華裔領袖李雄、、僑僑
社名人社名人Ada WangAda Wang、、王飛雪王飛雪、、裴習梅等前往出席裴習梅等前往出席。。

20222022 年年 11 月月 2727 日晚日晚，，德克薩斯州第德克薩斯州第 2626 選區選區（（DistrictDistrict 2626))眾議員眾議員
（（Texa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Jacey JettonTexa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Jacey Jetton 在在 Safari TexasSafari Texas
RanchRanch舉行舉行Meet & GreetMeet & Greet籌款說明會籌款說明會，，為續選造勢為續選造勢。。共和黨支持者包共和黨支持者包
括前州議員黃朱慧愛括前州議員黃朱慧愛、、張晶晶張晶晶，，福遍大企業家福遍大企業家John TaoJohn Tao和和SafariSafari東主東主
Allison WenAllison Wen暨五十多位支持者出席並就關心的問題提問暨五十多位支持者出席並就關心的問題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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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休城畫頁

2021 年 GDP 增長 2.7% 德國經濟緩慢復蘇
綜合報導 作爲歐洲經濟“火車頭”，2021年德

國經濟雖然實現了複蘇，但尚未恢複至疫情前水平。

分析認爲今年上半年德國經濟仍將面臨較爲嚴峻的挑

戰，疫情蔓延和供應鏈受阻是制約德國制造業複蘇的

不利因素。德國經濟部將今年本國經濟增速預期從

4.1%下調至3.6%，德國主要經濟研究機構也將增長

預期由4.8%左右大幅下調至3.8%左右。

德國聯邦統計局近日公布數據顯示，2021年德國

國內生産總值(GDP)同比增長2.7%，達到3.5639萬億

歐元。德國聯邦統計局局長蒂爾表示，去年德國宏觀

經濟形勢與新冠肺炎疫情及防疫措施密切相關。受疫

情和供應鏈瓶頸的雙重影響，去年德國經濟較2020

年相比雖然實現了複蘇，但尚未恢複至疫情前水平。

由于基數效應，除建築業外，去年德國大部分

行業均實現了增長，但還未達到疫情前水平。去年

，德國工業增加值仍較疫情前低6.0%；消費領域，

德國居民消費仍遠低于疫情前水平；外貿方面，德

國對外出口同比增長9.4%，進口同比增長8.6%，

接近疫情前水平。

根據聯邦統計局的初步預估數據，去年四季度

德國經濟環比下滑0.5%至1%。分析指出，下滑主

要是受到新一輪疫情的衝擊。當時德國正處于看守

政府時期，政府只能做一些過渡性調整，很難出台

應對疫情和經濟的重大舉措。酒店、餐飲等服務行

業再次受防疫政策影響，表現較爲低迷。

令人擔憂的是，不少分析認爲隨著奧密克戎變

異毒株開始在德國廣泛傳播，今年一季度德國經濟

極有可能再次下滑，甚至整個上半年都將面臨較爲

嚴峻的挑戰。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在世界範圍內廣泛

傳播，全球供應鏈仍然面臨高度不確定性，這仍將

繼續成爲制約德國經濟，特別是制造業複蘇的重要

不利因素。目前德國企業的訂單數有明顯增長，但

苦于原材料短缺，産能無法有效提高。調查顯示，

74%的德國企業面臨原材料供應瓶頸，去年由此造

成的經營損失高達數百億歐元。

德國工業聯合會主席魯斯沃姆近日表示，雖然德

國企業目前的訂單數相當可觀，但原材料和初級産品

供應瓶頸嚴重制約了企業擴大生産。他表示，芯片、

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狀況仍將持續一段時間。他認

爲當前德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後疫

情”增長並沒有如期到來，經濟複蘇進一步被推後。

同時，德國還面臨更嚴重的物價上漲趨勢。

2021年，受原材料和能源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德

國全年CPI漲幅達到3.1%，明顯高于疫情前水平，

也是1993年以來德國通脹最嚴重的一年。不久前德

國伊福研究所公布的價格預期指數爲44.6，接近去

年11月份44.9的曆史高位。這表明未來一個時期德

國企業仍計劃提高産品價格。德國經濟部日前發布

數據預測，2022年德國物價增長將維持在3.3%左右

。不過，伊福研究所分析認爲，今年德國物價將呈

緩慢回落的趨勢。

近日，德國經濟部將2022年德國經濟增速預期

從4.1%下調至3.6%。德國主要經濟研究機構也將

今年德國經濟增長的預期由4.8%左右大幅下調至

3.8%左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月25日公布的

《世界經濟展望》將德國今年經濟增速預期下調

0.8個百分點至3.8%。IMF表示，這主要是由于受

到供應鏈衝擊影響。

德國經濟在新的一年也迎來一些好消息。埃信

華邁數據顯示，德國1月份私營經濟領域采購經理

人指數上升了4.4，達到54.3。這是該指數4個月以

來的最高值，較此前專家預測的49.2有明顯增長。

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甚至已經超過60。分析認爲

，隨著今年供應鏈緊張狀況繼續緩解，德國企業有

望逐漸加大馬力擴大生産。受疫情影響格外嚴重的

服務業采購經理人指數1月份也穩穩站上了52.2。

這組數據顯示出，德國制造業和服務業在疫情的持

續衝擊下已經慢慢找到了複蘇節奏。

伊福研究所最新公布的商業景氣指數1月份也

意外升至95.7，這一結果明顯好于預期。該所所長

福斯特表示，雖然企業對當前形勢並不樂觀，但對

今年整體的發展確實抱有較高預期。

中歐雙邊經貿創新高
凸顯活力韌力與潛力

在全球新冠疫情反復、世界經濟復

蘇放緩背景下，中歐雙邊貿易規模2021

年呈現快速增長勢頭，經貿等多領域合

作展現強大的活力、韌力與潛力。中國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以美元計算，2021

年中國與歐盟進出口總值達8281.1億美

元，比上年增長27.5%。中國繼續保持

歐盟第一大貿易夥伴地位，歐盟為中國

第二大貿易夥伴。

動力之源

面對疫情，中國統籌疫情防控和經

濟社會發展，穩步推動經濟增長，為中

歐貿易發展增添助力。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總經理於爾

根· 弗裏德裏希接受新華社記者書面采訪

時表示，中國有望連續六年成為德國最

大貿易合作夥伴，2021年德中貿易總額

將創造新紀錄。

列支敦士登VP銀行經濟學家托馬

斯· 吉策爾表示，變異新冠病毒奧密克戎

毒株迅速擴散、全球供應鏈持續受阻，

在這一背景下，來自中國的貨物進口對

德國外貿增長很重要。

英國董事協會倫敦金融城分會主席

約翰· 麥克利恩說，截至2021年第二季

度的一年，中國是英國的第三大貿易夥

伴。雙邊貿易額占英國總貿易額比重有

所提升。

數據顯示，2021 年中國與意大利

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34.1%。意大利對

外貿易委員會廣州代表處首席代表馬

西米利亞諾· 特雷米泰拉表示，中國在

疫情下保持經濟增長，「對意大利這一

出口導向型國家而言，中國是最重要的

市場之一」。

穩定之錨
作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中國在穩定

全球供應鏈、抑製通脹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為中歐經貿發展註入更多穩定性。

作為「一帶一路」重要載體，中歐

班列在保障國際物流、防疫物資運輸暢

通以及維護全球供應鏈穩定等方面發揮

著重要作用。截至去年10月底，中歐班

列已鋪畫73條運行線路，通達歐洲23個

國家175個城市。2021年中歐班列共開

行1.5萬列，增長22%，助力將中國生產

的生活必需品和生產資料及時送達歐洲

，也為歐洲企業對華出口提供便利。

中歐地理標誌協定將於2022年3月迎

來正式生效一周年。這一協定是中國與歐

盟在經貿領域達成的重大製度性安排，推

動中歐經貿關系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歐盟委員會農業與農村發展總司總

司長沃爾夫岡· 布爾切爾表示，歐中雙方

擁有豐富的地理標誌資源，協定實施對

加強雙方地理標誌保護、提升相關產品

市場認可度、創造更大附加值具有重要

意義。歐方願與中方共同努力，推動協

定高水平實施，落實對雙方地理標誌的

高水平保護，相互分享在地理標誌法律

製度和管理實踐方面的經驗，並在地理

標誌產品推介方面加強務實合作，擴大

雙邊農產品貿易，惠及雙方企業和消費

者，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合作之惠
作為國際上兩個重要市場，中歐雙

方在開辟清潔能源、數字經濟和服務業

等新領域，以及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方

面具有巨大合作潛力。

弗裏德裏希說，中國是全球重要的增

長市場之一，也是克服新冠疫情、氣候變

化等全球挑戰的重要夥伴。同時，中國是

德國企業進口貨物最多的國家，在華德企

有意願在生產和研發領域繼續在華投資。

麥克利恩表示，英國與中國在製造

業、通信與醫藥等領域雙邊合作，有助

於鞏固雙邊貿易橋梁，推動兩國在衛生

、人口老齡化、生物多樣性等關鍵性全

球議題上實現更緊密的合作。

意中基金會主席博塞利指出，時尚

、設計等產業以及醫療用品和機械零部

件生產商等都可以從意中經貿往來中獲

益。創新和數字化發展將成為未來幾年

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意大利公

司應當合理調整從而保持競爭力。

美南新聞藝術團演出節目及精彩瞬間美南新聞藝術團演出節目及精彩瞬間



李蔚華董事長率美南新聞藝術團李蔚華董事長率美南新聞藝術團
赴庫沙塔博彩中心慰問演出赴庫沙塔博彩中心慰問演出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22月月55日日，，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
華先生應邀率領美南新聞藝術團演藝人士一行華先生應邀率領美南新聞藝術團演藝人士一行3030餘人赴路易斯安那州金德市餘人赴路易斯安那州金德市（（City ofCity of
KinderKinder））最大的博彩之地最大的博彩之地 —— 庫沙塔博彩中心庫沙塔博彩中心（（Coushatta CasinoCoushatta Casino））演出大廳表演歌舞演出大廳表演歌舞
、、中國功夫中國功夫、、器樂等文藝節目器樂等文藝節目，，慰問博彩中心彩民慰問博彩中心彩民，，祝彩民們身體健康祝彩民們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家庭幸福；；
向彩民們送吉祥紅絲巾向彩民們送吉祥紅絲巾，，向彩民們送紅包拜年向彩民們送紅包拜年；；恭祝彩民們發財中大獎恭祝彩民們發財中大獎，，彩票期期中彩票期期中
，，好運天天交好運天天交，，打牌場場勝打牌場場勝；；傳播中華傳統文化傳播中華傳統文化，，祝彩民們在新的年裏一帆風順祝彩民們在新的年裏一帆風順，，二二
龍騰飛龍騰飛，，叁羊開泰叁羊開泰，，四季平安四季平安，，五福臨門五福臨門，，六六大順六六大順，，七星高照七星高照，，八方來財八方來財，，九九同九九同
心心，，十全十美十全十美！！

庫沙塔博彩中心在國際農曆新年期間庫沙塔博彩中心在國際農曆新年期間，，特地於特地於22 月月 55 日星期六下午日星期六下午 33 點至點至 44 點點
3030 分在庫沙塔博彩中心的盛大酒店分在庫沙塔博彩中心的盛大酒店（（Grand HotelGrand Hotel））大堂旁邊的會議中心專門為美南大堂旁邊的會議中心專門為美南
新聞藝術團舉辦一場專場音樂舞蹈盛會新聞藝術團舉辦一場專場音樂舞蹈盛會，，讓彩民們享受中國舞獅讓彩民們享受中國舞獅、、中國功夫中國功夫、、器樂和器樂和
歌舞的樂趣歌舞的樂趣。。此外此外，，在演出後在演出後，，在博彩大廳舞獅送紅包慶祝亞洲農曆新年在博彩大廳舞獅送紅包慶祝亞洲農曆新年！！

美南新聞藝術團經過精心的準備美南新聞藝術團經過精心的準備，，派來尖端演藝人士派來尖端演藝人士，，為彩民們奉獻了一場精彩為彩民們奉獻了一場精彩
的演出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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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一般来说，当日平均温度低于10℃的时候，大

多数植物都会停止生长，当温度降至-2℃，大多数

植物都会在48小时内死亡。

但大自然总是会创造奇迹，在靠近北极圈的高

寒地带，生长着一种浆果，可以在零下40度的气

温下结出酸甜多汁的果子

，被当地人称作“北极黄

金果”，这种浆果就是云

莓。

云 莓 （ 学 名 ： Rubus

chamaemorus），又名野生

黄莓，果实外形像是由一朵

朵柔软的云朵组成，因而被

叫做云莓（cloud berry）。

云莓雌雄异株，是一种

生长在沼泽中的多年生草

本植物，花期5-7月，果期

8-9月，成熟后的果实呈金

黄色，细软多汁，外形和

覆盆子相似。

云莓是北欧地区的特色

浆果，它只生长在北半球

高纬度寒地原野，大多分

布在靠近北极圈未受污染的沼泽湿地中，芬兰地区

最为丰富。

我国也有云莓，只不过较为罕见，并没有作为

浆果被广泛食用，东北的朋友可能见过，在当地被

叫做“兴安悬钩子”。

珍贵的“北欧橙子”是北欧海盗的救命良药

因为过于丰富的维生素C含量，云莓又被叫做

“北欧橙子”，它的维C含量是橙子的3倍，据研

究，只需要食用75g的云莓，就能补充人体一天所

需的维C，纯天然又健康，果然是“黄金果”。

还因云莓极高的维C含量，被北欧海员和因纽特

人长期食用来预防坏血病。北欧海盗纵横几个世纪，

大名鼎鼎的“杰克船长”们，因为长期漂流海上，很

难补充到维生素C，坏血病是他们很容易碰到的致命

疾病，这也是世人眼中海盗大多皮肤苍白的主要原因

。为了预防坏血病，云莓就是他们的天然维生素C。

因为太好吃，还被刻进了硬币中

云莓有浆果独特的酸甜味道，清甜不腻，是制

作果酱的好食材，特别是北欧人民的日常饮食，从

甜点到酒，都有云莓的身影。

挪威有一种家常的甜品叫做“multekrem”，做

法很简单，淡奶油加云莓混合，云莓的酸甜中和了

奶油的甜腻，在天寒地冻里增添了无限治愈热量。

用云莓酿酒也是历史悠久，加拿大有云莓酿的

独特口味的啤酒。芬兰也有酿造芬兰露酒（lakka-

likoori）的传统，芬兰语中的lakka就是云莓的意思

，据说喝起来有淡淡的浆果香，层次非常丰富。

因为太爱吃云莓了，芬兰人民甚至把云莓的花

朵刻进了硬币里。

尽管北欧人民的饮食离不开云莓，但云莓的获取

方式仍然是野外采摘，严苛的生长环境要求让它们并

没有像其他水果那样进行人工驯化和广泛种植。

一株云莓最多结一两颗果实，并且雌雄异株导

致授粉不易，这就进一步缩减了云莓的产量。为了

保护云莓的生长，在北欧的部分国家甚至专门立法

，采摘未成熟的云莓是非法行为，大家都有意识的

保护来之不易的野生云莓。

野外自然生长就导致云莓的价格昂贵，价格常

年居高不下，达到了几十欧元、折合人民币200多

元一公斤。

还有人开玩笑说，北欧的物价高，如果你去北

欧那边旅行预算不够，可以徒步一整天采摘一桶云

莓拿去卖，这样经费就妥妥的了。还别说，欣赏了

自然风光，还顺便赚了点零花钱，挺好。

不过，要掐着点去哦，云莓成熟季是8~9月。

在冰天雪地中倔强生长的黄金浆果，依然能

够长出香甜味道，大自然的伟大值得我们继续去

探寻。

零下40°C生长的黄金浆果，每一口都是人民币的味道

8月下旬，是螳螂交配的时候。只不过这个对

动物来说至关重要的环节，在螳螂身上却显得暴力

而残酷：有些母螳螂会残忍地吃掉自己的“丈夫”

。

这是为什么？关于螳螂交配期间出现的这类行

为，民间有许多说法，我们来一一了解。

螳螂是节肢动物，是肉食性昆虫。它们身上最

引人注意的，就是一对状似“大刀”的前肢，因此

又被称为“刀螂”。

在古希腊，因为螳螂高举前臂的姿势像祷告的

少女，所以还被叫作“祷告虫”。

世界上一共有2000多种螳螂，它们遍布各地，

尤其是热带地区，种类最是多样。

在昆虫界，螳螂的体型算是偏大的，体长通常

为55-105毫米，世界最大的螳螂分布在非洲。

常见的螳螂是绿色、褐色的，也有花斑的种类

。跟周围环境相近的颜色，并不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也是为了更好地捕食。

它们是昆虫界优秀的杀手，有着两把“大刀”

，这大刀没有刀刃，但是分布着一排坚硬的锯齿。

强壮的“大刀”，可以帮助螳螂牢牢地牵制猎

物。

它们的颈部可以180度转动，嘴巴是咀嚼式口

器，上颚强劲，咬合力非常强。不管多么皮糙肉厚

的猎物，都只能被它们啃食入腹。

螳螂是农业害虫的天敌之一，跟老百姓的生活

息息相关。但奇怪的是，如果你观察过螳螂，会发

现有的母螳螂会在交配时吃掉公螳螂。

母螳螂交配时为何要啃食雄性螳螂？

螳螂在繁衍后代中出现的这种现象，被人类津

津乐道，关于背后的原因，民间也有很多猜测。

猜测一：促进交配

有说法称，雌性螳螂需要在交配时吃掉雄性螳

螂的头部，能够促进交配，并且只有这样，雄性的

精子才能进入雌性体内。

还有人说，啃食雄性可以延长交配时间，增加

受精机会和成功率，这是螳螂的繁殖策略。

猜测二：雌性抗拒

这种说法认为，当雄性螳螂扑到母螳螂身上，

后者如果没有做好交配的准备，就会恶狠狠地反击

，把雄性螳螂吃掉，饱餐一顿。

猜测三：滋养后代

据说母螳螂在交配时吃掉自己丈夫，是为了给

螳螂宝宝更多营养成长，这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个

说法。

交配成功后，母螳螂通常会产下1-4个卵鞘，

每完成一个大约耗费 2-4 小时，每个卵鞘约有

40-300枚卵。

似乎在交配中吃掉雄性螳螂后，母螳螂生育螳

螂宝宝的时候会轻松很多。《黑猫警长》中，也讲

述了一对螳螂夫妻伉俪情深的故事。

在1988年的一项研究中，统计数据显示，吃掉

了配偶的母螳螂，后代的数量会比没吃的要多20%。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不然，雌性螳螂

在交配时吃掉配偶，它们的出发点并不是繁育后代

。

只是因为饿了

交配完成后吃掉配偶的行为，被称为“性食同

类”。在自然界中，并不是只有螳螂出现这种现象

，蜘蛛、蝎子等等，也有类似的情况。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螳螂都会性食同类，只是

其中的一部分有此种表现。

2位来自美国的科学家，通过实验观察螳螂性

食同类的情况，或许可以解答我们的问题。

他们收集了一些螳螂卵，将它们养大后分成两

组进行实验。

其中一组雌雄螳螂，在交配前吃饱喝足；另外

一组螳螂夫妻，则饿了3-5天，或5-11天。

一共69起交配中，只发生了一起母螳螂在交

配前咬下配偶头的事件，肇事者母螳螂在交配前饿

了3-5天肚子。

在7只非常饥饿的雌螳螂中，有6只仅仅是攻

击雄性螳螂，没有任何交配的行为。

实验表明，母螳螂吃掉公螳螂，并不是成功交

配的必要条件。在极度饥饿的母螳螂眼里，公螳螂

只是送到嘴边的一块肉，而不是“丈夫”。

当然，雌性螳螂在交配时吃掉雄螳螂的话，繁

殖成功率会增加，卵的存活率更高。但是，这是螳

螂性食同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为什么雄性螳螂不反抗？

一些解释试图用雄性螳螂不反抗，来说明它们

是在为后代做出主动的牺牲，但实际上，雄螳螂并

非不想反抗。

科学家观察到野生螳螂的交配行为，发现雄性

大多时候是悄悄靠近雌性，之后迅速跳到对方背上

交配，完成交配后飞快逃走。

这可以说明，雄螳螂是知道交配的风险的，而那

些不反抗也不逃的个体，很可能只是因为逃不掉。

要知道，雌性螳螂的体型比雄性螳螂大2倍，

如果它们抓到机会攻击，那么雄螳螂很难逃出生天

。不过也有例外，有些公螳螂能及时脱身，甚至反

杀母螳螂。

雌性螳螂在吃掉自己“丈夫”时
为何雄性螳螂不反抗也不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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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五疫情簡介
新增確診個案：351宗

‧本地感染：343宗 ( 大部分
疑涉Omicron，最少24宗
涉Delta )

‧源頭待查：161宗

‧與其他個案相關：182宗

‧輸入個案：8宗

初步確診個案：約200宗

疑涉垂直或橫向傳播大廈

‧屯門大興邨興平樓

‧屯門富泰邨秀泰樓

‧屯門良景邨良智樓

‧深水埗福榮街104號

‧將軍澳寶林邨寶寧樓

爆疫地點

‧元朗廣場有清潔工、保安
員、客戶服務主任以及食
肆與商店員工染疫

‧深水埗鴨寮街昌福大廈穆斯
林教會Hazrat Siddique Ak-
bar Society再多4人確診，
累計6人染疫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確診宗數
三級跳，令隔離治療和檢疫設施不勝負荷。香港
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5日表示，現
時供密切接觸者檢疫的竹篙灣檢疫中心，已騰出
第一期的單位，最快本周起改為社區隔離設施，
接收無病徵或病徵輕微的確診者，並同步啟動
“居安抗疫計劃”，原本要送往竹篙灣的密切接
觸者之同住家人（次密切接觸者），改為在家檢
疫；密切接觸者則可能居家檢疫14天。疫情最
壞時，則安排無病徵或病徵輕微的確診者也改為
家居隔離。特區政府強調，並非“一刀切”採用
“居安抗疫計劃”，政府會根據四項因素，包括
家居環境有無垂直傳播風險而決定。

陳肇始5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北大嶼山醫
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及公立醫院的2,000張第
一級傳染病病床，使用率已近飽和，儘管香港

醫管局增加約600張第二級傳染病病床，並繼
續以亞博館四個展館剩餘的500張隔離病床接
收無症狀或病情輕微人士，但以目前確診數目
增長速度，估計短時間內亦不足應用。

至於密切接觸者的檢疫設施方面，竹篙灣
檢疫中心、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等預計約有
6,200個房間，但若每日持續新增數以百計確診
個案，亦難避免供不應求，故正與數間酒店洽談
作檢疫用途，惟仍然有限。

香港特區政府因此作出應變，本周或將竹
篙灣檢疫中心改作接收確診者的社區隔離設施，
5日並已開始把竹篙灣第一期檢疫人士移到第三
及第四期設施以騰出單位，估計第一期最快本
周，可接收沒有病徵或病徵輕微的患者。

政府亦同步啟動“居安抗疫”計劃，衞生
署會先安排密切接觸者的同住人士家居檢疫4

天，有需要時進一步安排密切接觸者進行14
天家居檢疫，倘疫情繼續惡化便作最壞打算，
社區隔離設施將集中處理病情中度的患者，無
症狀或症狀輕微患者則安排家居隔離。

須戴電子手帶報告快檢結果
家居檢疫和隔離人士須戴電子手帶留在家

中，定期報告快速檢測結果和身體狀況，並遵照
衞生署的指引及在指定日子接受病毒檢測，確認
陰性方可解禁。

另外，家居檢疫和隔離人士要自行經送遞或
親友安排起居生活所需，民政事務總署將設求助
熱線，社署亦會為有特殊情況需額外照顧人士作
適當安排。

香港衞生署署長林文健指出，是否適合家
居檢疫時會有風險評估，會考慮4項因素，包

括環境是否適合，劏房或要共用廁所便不適
合；另要安排同等風險人家居檢疫，當中次密
切接觸者風險較密切接觸者低，不會一起檢
疫；第三是有否接種疫苗、懷孕、年齡及有否
其他疾病；最後是考慮是否弱勢人士，如年
長無自理能力就不適合。衞生署除設查詢熱
線，亦會提供心理輔導和情緒支援。

醫管局前行政總裁、疫苗接種計劃專責工
作小組成員梁栢賢5日估計，未來數天確診個
案將繼續倍增，甚至出現單日逾千確診，香港
特區政府若不果斷改變現時的防疫政策，很快
會拖垮醫療系統，故認同香港政府逐步將密
切接觸者改為家居檢疫，並考慮將無症狀
且接種了疫苗的確診者改為家居隔離，
其間每日檢測，以預留床位予嚴重患
者。

單日351宗新高 追蹤落後嚐苦果
161例源頭仍在查 禮賓府半山污水呈陽

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日趨嚴峻，5日新增351宗

確診個案，343宗屬本地感染，是疫情爆發兩年來的

單日新高；另有約200宗初確個案。大量個案湧現

下，暴露香港個案追蹤滯後的老問題，多達161宗個案仍在調查源頭。香港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陳肇始直言疫情“令人極度憂慮”，估計短期內個案或幾何級數上升，再次呼

籲市民留家抗疫。有專家指出，個案追蹤已跟不上疫情發展，元兇是“安心出行”應

用程式沒有追蹤功能，不似內地般可利用“大數據”快速、精準追蹤；若繼續單靠人

手追蹤，確診數字或翻幾番，促請特區政府強制暫時關閉非必要的處所，以減低人流

量，令病毒傳播速度減慢。

��(���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5日在
疫情記者會上表示，5日的本地個案大部分涉

及Omicron變種病毒，另有最少24宗疑為Delta個
案，部分則仍在分析中。本地個案中有182宗與早
前個案有關連，但161宗仍在調查源頭，她相信部
分能找到相關源頭，有關個案遍布各區，包括沙
田、深水埗、黃大仙、土瓜灣、屯門、葵涌等。另
外，5日初確個案約200宗。

污水監測顯示毒蔓全港
5日續有多處污水檢出對病毒呈陽性反應，包括

屯門大興花園第一期第1和第2座、東頭（二）邨裕
東樓和貴東樓、大埔大元邨、八號花園、翠屏花園、
海寶花園、美新大廈、山頂道、馬己仙峽道及紅棉路
一帶。中西區和灣仔區的污水陽性範圍牽涉的地方甚
廣，涉及多個政府大樓及高官官邸，包括禮賓府、警
察總部、律政中心、英國和美國的駐港總領事館，連
嘉諾撒醫院，以及山頂花園、帝景園、富匯豪庭等多
個豪宅亦在範圍之內。特區政府亦於5日晚在大興邨

興昌樓和興泰樓、沙田新翠邨新月樓和新偉樓進行圍
封檢測。

陳肇始表示，污水監測顯示病毒在全港蔓延，
部分大廈有垂直或橫向傳播，令人極度憂慮；而衞
生防護中心早前已預計農曆新年市民有不少聚會活
動，或引發新感染群組，短期內個案或幾何式上
升。故須爭分奪秒，盡快遏止疫情。她呼籲市民配
合留家抗疫，大幅減低人流，防止或減慢病毒擴
散。

她坦言，愈來愈多源頭不明個案，令個案追蹤變
得有挑戰。特區政府除啟德及旺角個案追蹤辦公室約
400多人外，正籌備第三個追蹤辦公室，善用已訓練的
逾萬名紀律部隊人員追蹤，達至“早發現、早隔離、
早治療”，切斷病毒的傳播鏈。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
認為，政府早應增加個案追蹤的人手，但Omicron
病毒傳播速度極快，加強追蹤能力也難與病毒傳播
速度競賽，要控制疫情，還需停止社會的人群流
動，“城巿不暫時停擺、巿民不禁足，（追蹤）永

遠都是跟在傳播鏈後面，有更多追蹤辦公室都沒有
用。”

單靠人手追蹤難控疫情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亦指，現時才增加追蹤

人手無法有效堵截社區傳播，“‘安心出行』無追蹤
功能，政府沒有中央系統收集巿民出行數據。”

他批評，個案追蹤辦公室靠人手及僅有的數
據，難以追得上Omicron的傳播速度，兩三日內已
可令確診數字倍升，若未來兩周內不能控制疫情，
疫情將全面失控。

他促請特區政府加強巿民危機感，讓巿民配合
留家抗疫，企業亦實施在家工作，才可減慢社區傳
播速度，“到時就算確診者將病毒傳給家人，傳播
鏈也簡單得多，追蹤工作便沒有問題。”不過，倘
政府強烈呼籲仍未能減低社區的人流，便要盡早作
出最後手段，就是除必要店舖及設施如街巿等外，
應強制關閉其他非必要運作的處所如商場等地，令
人流減少，但政府要對關閉的店舖等作出補貼。

居家隔離：周內先試“次密”日後擴至輕症者

◆◆大圍新翠邨新月樓大圍新翠邨新月樓、、新偉樓住戶在樓下球場大排長龍等候新偉樓住戶在樓下球場大排長龍等候
採樣採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屯門大興邨興昌樓及興泰樓屯門大興邨興昌樓及興泰樓55日晚圍封強檢日晚圍封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BB66綜合影視
星期二       2022年2月8日       Tuesday, February 8, 2022

相信不少觀眾已經知道了。

2022開年爆款大劇來了。

1月28日，也就是今天，由雷佳

音、宋佳、辛柏青、殷桃主演的58集

開年大劇《人世間》即將登陸央視一

套同大家見面，同時網絡線上平台愛

奇藝也會同步播出。

央視的開年劇必定是大劇。遠的

《闖關東》不說，《山海情》還記得

不？彼時全民追劇的場面，是否記憶

猶新？大有哥腦門上的鞋底灰，還記

得不？

《山海情》成了爆款，如今《人

世間》也有同樣的潛質！

1：引子

「我這輩子，最大的心願就是讓

我爹我媽，滿意我」

「真遇到事兒了，還得靠自己的

家人，要不然他為啥叫家人呢？」這

是《人世間》最新「團圓版」預告中

的兩句台詞。此時此刻，正值春節臨

近，這兩句台詞觸動了我。

是的，我們遠赴他鄉，每個人都

有各自的夢想，但我想每個人心中也

有一個心願，那就是讓父母為自己驕

傲。在外工作的遊子，一年到頭，只

有這個時候，思鄉情最重，而也正是

這個時候，最知曉親人的溫暖。

年代大劇《人世間》此時播出，

頗有意義，可在冬日裡送去一份溫暖

。

2：故事

「咱爸沒文化，但都是要強的人

，都不甘人後，他們都不希望看着吉

春永遠落在後頭」

說這段話的人是周志剛（丁勇岱

飾）的大兒子周秉義（辛柏青飾），

過去50年，他們一家人都致力於建設

國家，建設家鄉，並為此做出了巨大

貢獻。

《人世間》改編自著名作家梁曉

聲的同名小說，曾獲得茅盾文學獎。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北方某城市

周姓一家3個兒女的視角展開。大兒

子周秉義，小兒子周秉昆，女兒周蓉

。三個人串起了周家一家人的命運沉

浮，也見證了中國50年的社會巨變。

大兒子周秉義（辛柏青飾）學習

優秀，畢業後從政，致力於建設國家

。他在工作中，伴隨着改革開放的浪

潮幾度沉浮，卻始終牢記服務人民的

宗旨。原本他可以安穩退休，卻在職

業生涯的最後時期，毅然回到家鄉，

肩負起了發展家鄉的重任。

小兒子周秉昆（雷佳音飾），原

本也是學習優秀。可是，奈何自己喜

歡上了鄭娟（殷桃飾），為了自己的

愛人，他放棄了很多。但是，始終牢

記長輩的教誨，踏實工作，對親戚朋

友他都有一顆熱忱的心。他通過另一

種方式，也實現了自己的價值。

女兒周蓉（宋佳飾），是新時代

女性的代表。為了摯愛願意不顧一切

，追隨愛人馮化成（成泰燊飾）到貴

州偏遠農村，周蓉始終追求自己的本

心，不受世俗束縛。縱然，命運給她

開了個玩笑，遭遇丈夫背叛。她也沒

有沉淪，果斷衝破枷鎖，勇敢追求新

的人生。

劇集尚未播出，小編不敢妄言劇

集的質量。

當下，中國的強大值得我們自豪

。彼時，中國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值

得我們追憶。

3：陣容

好故事，離不開好編劇，離不開

好導演，也離不開好演員。

據悉，《人世間》的導演是李路

，曾經執導過《人民的名義》。編劇

則是國內知名編劇王海鴒。這兩個人

一個擅長群像戲，一個擅長感情戲，

他們倆的結合，對於《人世間》這樣

的年代情感大劇來說，最合適不過。

《人世間》的演員陣容就更為誇

張。主演分別是雷佳音、辛柏青、宋

佳、殷桃，都是中生代演員中的實力

派。主要配角有丁勇岱、薩日娜、成

泰燊、宋春麗、隋俊波、黃小蕾、于

震等，也是7位實力派。

另外，還有宋楚炎、王大奇、白

志迪、丁海峰、孫之鴻、宮宏佳、房

子斌、張凱麗、王陽、馮雷、馬少驊

、徐百慧、葦青 、徐小颯、舒耀瑄、

陸毅、胡靜、沈曉海、潘斌龍、李建

義、李光復、郭凱敏、許文廣等近23

位演員加盟助陣。

加上此前的那幾位，《人世間》

有近34位實力派演員坐鎮，陣容不可

謂不強大。

說實話，沒列出這些演員的名字

之前，我倒覺得沒什麼。畢竟這年頭

看的大劇多了，也不稀罕。但是，當

他們的名字一個個出現的時候，我才

感受到那種氣場，

從主演到配角，甚至還包括一些

群演，都是清一色的實力派，老中青

三代齊上陣飆戲，不由得讓人對這部

劇另眼相看。這或許就是群像戲，年

代大劇的魅力吧！

4：8位實力派值得期待

《人世間》中的優秀演員有很多

，但有8位實力派我格外期待！

其一，雷佳音。

雷佳音因為《我的前半生》火出

了圈，被觀眾稱為「前夫哥」，此後

便是一步一個腳印，穩紮穩打，在娛

樂圈站穩腳跟。近些年 ，雷佳音演藝

事業迅速起飛，各種片約不斷，風頭

正勁！

此次，雷佳音在《人世間》中扮

演主角周秉昆，全劇主要以他的視角

展開。他的戲份重，發揮空間也足。

這一次，雷佳音究竟會給我們帶來怎

樣的驚喜，他塑造的周秉昆，又有何

特色，值得期待。

其二，丁勇岱

丁勇岱作為老戲骨，成名很早，

他早年間扮演過的角色白寶山，令無

數觀眾印象深刻。近些年，丁勇岱在

老一輩演員中，算是發展不錯的一個

。參演的劇集眾多，優質作品也不少

。

比如，《安家》中的林茂根，

《三叉戟》中的黃有發，《突圍》中

的傅長明等，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丁勇岱老師演繹角色，有自己的

一套琢磨，擅長用一些表演小細節來

展現角色性格，有時候是台詞，有時

候是面部微表情，有時候就是一個眼

神。

在《人世間》的預告片中，丁勇

岱的戲份不少。離別的火車，一抹眼

淚，就讓人進入了角色。這些年，丁

勇岱的角色反派居多，這一次扮演一

個好父親，如何演繹，可以期待。

其三，宋佳

在這部劇中，宋佳飾演周蓉，作

為那個年代的獨立女性，她所遭受的

阻礙必然要比普通人多得多。經歷婚

姻的背叛，再經歷生活的挫折，周蓉

身上的故事令人心疼。

之前，宋佳剛出道那會兒，都喜

歡喊她小宋佳，畢竟當時還年輕，演

技也稚嫩，這樣叫也沒什麼。然而，

隨着宋佳的演技不斷進步，個人演藝

經歷不斷歷練，這些年就叫得不多了

，這也算是對她個人實力的肯定。

宋佳細膩的演技，極具爆發力的

表演方式，是她的特點。《人世間》

的周蓉對於宋佳來說，很有挑戰性，

我很期待她的發揮。

其四，辛柏青

在小編心目當中，辛柏青一直都

是一個被低估的演員，或者說是一個

曝光度匹配不了他的演技的演員。他

的戲，我看過不少，他對於角色的把

控，頗為細緻，不管是多小的角色，

戲份多少，都不含糊，有自己獨到的

見解。

在《人世間》中，辛柏青飾演周

家的大兒子周秉義，雖然本劇中主要

是周秉昆的視角，但是周秉義在劇中

的戲份應該也不會少。周秉義算是國

家大發展的主要見證者和實踐者，同

時作為周家長子，他對於周家大家庭

而言，意義非凡。

周秉義一生一心為公惟勤惟儉，

最後臨近退休，他扛着病痛建設故鄉

的戲碼，一定會感動不少觀眾。周秉

義這個角色對於辛柏青而言，不難。

但我希望他塑造的接地氣，有溫度。

其五，殷桃

國產情感大劇中，總少不了殷桃

的身影，這一次也不例外。她在《人

世間》中扮演周秉昆的妻子鄭娟。這

個角色身上的戲劇衝突，同樣劇烈。

周秉昆的命運沉浮跟鄭娟息息相

關，但同時，鄭娟身上的遭遇也讓人

同情。

都市情感劇，是殷桃的強項，希

望這一次她能再次驚艷觀眾。

其六，薩日娜

前文提到的《闖關東》也是曾經

的開年大劇，而那部劇中，薩日娜飾

演「文他娘」就有過不錯的表演。薩

日娜扮演的角色，天生給人一種中國

傳統母親的特質，任勞任怨，操持着

家裡的一切。

在《人世間》中，薩日娜飾演周

母李素華，也是3個孩子的母親。她

是家裡的半邊天，尤其是當周志剛出

去工作的時候，所有的重擔就都落在

了周母的身上，周母是一家人的紐帶

，也是一家人的牽掛。周母的角色設

定，跟許多觀眾的母親很像，應該會

引起不少共鳴。

對於《人世間》中薩日娜的發揮

，小編一百個放心。

其七，成泰燊

提起成泰燊，我想觀眾們第一印

象，肯定是認為這個演員演技好，但

是卻不怎麼出名。事實上，成泰燊很

火，只不過他是在文藝片圈火，一般

觀眾不了解罷了。

早些年，成泰燊參演的電影多次

提名國際知名電影節，還曾經提名過

奧斯卡獎。成泰燊的過往演藝經歷中

，只要是他參演的作品，大多質量都

不錯。

此次，在《人世間》中，他飾演

馮化成，是周蓉的初戀。也是極具爭

議的一個角色，他是一個詩人，周蓉

為了他，放棄好的條件，一起奔赴大

山。但是，他卻背叛了周蓉，曾經是

一名浪漫的詩人，而後又歸於世俗。

成泰燊如何演繹前後不一，從天

才走向平凡的馮化成，令人期待。

其八，于震。

于震，在《人世間》中飾演「棉

猴」駱士賓，是劇中少有的反派。在

劇中，他一手造成了鄭娟身上的悲劇

，且因為和周秉昆的衝突，導致自己

遭受重創，周秉昆也因此進了監獄。

近些年的于震，轉變不小，參演

了不少經典劇目。《紅旗渠》、《號

手就位》、《東四牌樓東》中，他都

有不錯的表演。正派，反派他都演過

，駱士賓對於他來說，應該也是不在

話下。

在一眾好人面前，演好一個壞人

，于震身上的壓力不小，希望他能有

亮眼的發揮。

5：看點

除了劇情故事和演員陣容之外，

該劇的很多年代元素，也是小編看重

的重點。在預告片中，一幕幕熟悉的

場景，勾起了小編一些過往的回憶。

預告片中，合着悠長的音樂，有

線電話，老照片，老式掛鍾，玩玻璃

彈球的孩童。老式推剪，綠皮蒸汽火

車，車間機械車床，大生產林場，老

式鋼琴，有軌電車等等，悉數展現。

彰顯了年代特色，也凸顯了中國

過去50年的大變化。

在這些元素中，小編尤其對玩玻

璃彈珠感興趣。彼時，一把彈珠就是

一個下午，幾個小朋友嘰嘰喳喳就是

一個夏天，看火車，吃西瓜，捉知了

，樹下乘涼，醒來又是一天。

對於《人世間》中的這些畫面，

不同年代的人的感受也不同。年長一

點的觀眾，可能看到的是自己，也可

能看到的是自己的兒子。而年輕一點

的觀眾，看到的是自己的童年，看到

的是長輩的過往。

劇情尚未播出，更多的年代細節

尚未展現，但毫無疑問，這也是《人

世間》的一大看點。

6：多說一句

今年的春節有些特殊，很多人不

能同家人團圓。《人世間》講的是周

家一家人的故事，也是每個中國人的

故事，我希望《人世間》能夠給大家

帶來感動，在虎年春節給大家帶來溫

暖。

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父母去人

生只剩歸途！

希望大家珍惜現在，活在當下！

央視58集《人世間》，虎年開年大劇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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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北京冬奧會

香港文匯報

訊 據新華社報

道，國家主席習近平和

夫人彭麗媛2月 5日中

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

色大廳舉行宴會，歡迎

出席北京 2022 年冬奧

會開幕式的國際貴賓。

設宴歡迎冬奧國際貴賓人民大會堂辦精華版“廟會”

踐行奧運宗旨
團結應對挑戰

習
近
平
：

中國農曆正月初五，人民大會堂張燈結綵，
“冰墩墩”、“雪容融”笑容可掬，春聯

福字、剪紙年畫、中國結，年味濃郁。
11時30分許，國際貴賓陸續抵達人民大會

堂東門外廣場，拾級而上。禮兵列隊歡迎致敬。
國際貴賓們穿過非物質文化遺產廊道，不

時駐足欣賞。一段精華版的中國“廟會”，體現
了中國人民對八方來賓的熱烈歡迎和深情厚誼。

習近平和彭麗媛向國際貴賓熱情揮手致
意，並一起合影留念。

在《和平——命運共同體》迎賓曲中，習近平
和彭麗媛同貴賓們步入金色大廳。

各國旗陣分列紅毯兩側。金色大廳花團錦
簇，流光溢彩。北京冬奧主題花壇精巧奪目，
“雪飛天”、“雪遊龍”、“雪如意”散落在
銀裝素裹的綿延叢林和綠意盎然的遼闊平原，
展現出一幅美麗的中國畫卷。花壇中央北京冬
奧會會徽昭示各國一起向未來。

宴會開始。習近平發表致辭。
習近平首先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來

華出席北京冬奧會的各位嘉賓表示熱烈歡迎，
對所有關心和支持北京冬奧會的各國政府、各
國人民及國際組織表示衷心感謝。

中國為奧運作出新貢獻
習近平指出，昨（4日）晚，北京冬奧會

在國家體育場正式開幕。時隔14年，奧林匹克
聖火再次在北京燃起，北京成為全球首個“雙
奧之城”。中國秉持綠色、共享、開放、廉潔
的辦奧理念，全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認
真兌現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確保了北京冬
奧會如期順利舉行。中國通過籌辦冬奧會和推
廣冬奧運動，讓冰雪運動進入尋常百姓家，實
現了帶動3億人參與冰雪運動的目標，為全球
奧林匹克事業作出了新的貢獻。

習近平強調，奧林匹克運動承載着人類對
和平、團結、進步的美好追求。我們應該牢記奧
林匹克運動初心，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堅持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
界。我們應該弘揚奧林匹克運動精神，團結應對
國際社會共同挑戰，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共同
建設和諧合作的國際大家庭。我們應該踐行奧林
匹克運動宗旨，持續推動人類進步事業，堅守和
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
同價值，促進不同文明交流互鑒，共同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

祝健兒勇猛如虎創佳績
習近平指出，中國剛剛迎來農曆虎年。虎

象徵着力量、勇敢、無畏，祝願奧運健兒像虎
一樣充滿力量、創造佳績。我相信，在大家共
同努力下，北京冬奧會一定會載入史冊。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聯合國秘書長古
特雷斯分別致辭。他們代表國際貴賓衷心感謝
習近平主席的盛情款待，祝賀北京冬奧會開幕
式圓滿成功。他們表示，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昨
晚傑出非凡、精彩神奇的北京冬奧會開幕式。
中國人民以效率、決心和活力著稱，無論是抗
擊新冠肺炎疫情還是舉辦北京冬奧會都已經證
明了這點。中國提前實現讓3億人從事冰雪運
動的目標，將永久改變世界冰雪運動格局，使
中國和世界都從中受益。尊重規則、尊重彼
此，通過和平良性競爭來團結世界，這是奧林
匹克運動的使命，也應成為世界各國的目標。
當今世界面臨諸多挑戰，
更加需要團結與合作。希
望國際社會以北京冬奧會
為契機，超越分歧，一起
向未來，共同構建更加美
好的明天。

宴會在喜慶歡樂祥和
的氣氛中進行。結束時，
習近平和彭麗媛同國際貴
賓們在《一起向未來》的
樂曲聲中揮手道別。

王滬寧、韓正、丁薛
祥、孫春蘭、楊潔篪、蔡
奇、王毅等出席活動。

“祝你們在接下來
的比賽中好運。”

5日下午，北京冬奧
會冰壺項目混雙循環賽
中，中國冰壺混雙隊5：
7不敵美國隊。賽後，范

蘇圓面帶微笑，用英語祝福對手，並送出
“冰墩墩”奧運紀念徽章。

美國隊克里斯托弗．普利斯和維多利
亞．珀辛格驚喜接過徽章，細細端詳。普
利斯將徽章放在身前展示，示意兩隊面向
攝影記者合影留念。

賽後，這一友好場景成為混採區的關
注焦點。“這些徽章太漂亮了，且非常獨
特，它們將在我的書桌上擺放很久很
久。”普利斯說，范蘇圓、凌智的友好舉
動，讓這場比賽有了不同的意義，他也將
選擇一個特殊禮物回贈中國隊。

普利斯說，他一直很喜歡中國，在中

國冰壺隊有很多好朋友，很高興看到中國
變得越來越好。得知凌智的家鄉是哈爾濱，
普利斯倍感親切。他說，曾去過哈爾濱，期待
有機會再去那裏，欣賞“冰雪大世界”美景。

“我很幸運能隨冰壺運動到世界各地
旅行，我不會受我們國家的政治因素干
擾。”普利斯說，在中國感受不到任何對
他個人和美國的敵意，他也對中國人表示同
樣的尊重。

記者注意到，1月30日，普利斯首次
到“冰立方”探館時，就隨身攜帶了多個
美國冰壺隊徽章，與現場志願者、記者等
分享。

“這些徽章很漂亮，上面有五環和吉
祥物。真的太棒了，我們永遠不會忘
記。”珀辛格說。

珀辛格還提到參加開幕式的情景：
“走進那個場館（國家體育場），可能是
我這輩子最美妙的經歷之一。” ◆新華社

��

◆中國隊選手范蘇圓（左二）、凌智（左三）與美國隊
選手克里斯托弗．普利斯（左一）、維多利亞．珀辛格
在賽後合影。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發
言人2月4日就加總理杜魯多涉北京冬奧會錯誤聲明發表
談話，再次強調，北京冬奧會是全球冬奧運動員和冰雪運
動愛好者的盛會，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

發言人說，杜魯多當天就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發
表聲明，在為加運動員鼓勁加油的同時，卻聲稱對所謂
“中國侵犯人權的報道嚴重關切”，公然基於謊言和虛假
信息將體育政治化，違背《奧林匹克憲章》特別是“體育
運動政治中立”原則，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已向加方提出嚴正交涉。

發言人強調，一屆成功精彩的奧運會需要的是冬奧大家
庭的共同努力，而不取決於個別國家是否派“外交代表”出
席。加拿大等一小撮西方國家一再拿冬奧會做文章，大搞政治
操弄，企圖干擾北京冬奧會順利進行，其行徑不得人心，注定
失敗。北京冬奧會已成功開幕。相信在奧林匹克精神指引下，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中國一定能夠為世界呈現一屆簡約、安
全、精彩的奧運盛會。中方也期待加運動員在北京冬奧會上
取得佳績。

反對杜魯多涉冬奧聲明
中方向加方提嚴正交涉

中美冰壺隊員 賽後暖心互動

◆◆ 習近平和彭麗媛設宴歡迎習近平和彭麗媛設宴歡迎
出席北京出席北京20222022年冬奧會開幕年冬奧會開幕
式的國際貴賓式的國際貴賓。。圖為合影留圖為合影留
念念。。 新華社新華社

◆宴桌中心的北京冬奧主題花壇精巧奪目。 新華社

◆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體
驗風箏。 新華社

◆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廊道駐
足欣賞。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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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吉利是，虎年伊始，也要談一下
變種病毒的現況。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

中心於大除夕發表聲明稱，在全美範圍
內，包括亞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亞州，
德克薩斯州和華盛頓州等二十多個州內
相繼檢測到至少一百二十七名患者，攜
帶新冠變異病毒奧密克戎亞型變異毒株
BA.2。

BA.2被稱為奧密克戎毒株的子變體
。最近在一些國家的比例中，己有所增
加，此前丹麥國立血清研究所的資料顯
示，該國被BA.2變體感染的患者正在不
斷湧現，其傳染性為奧密克戎毒株
“BA.1”的一倍半。美國方面，新冠肺
炎確診超過七千四百一十七萬例，死亡
超過八十八萬三千例，仍是全球新冠死
亡人數最多的國家。美國相關機構數據
顯示，在接下來的一周裡，幾乎美國每
個州的死亡人數都將出現更快增長。

美國新澤西州媒體“nj.com”、
WTVR電視台廿九日消息稱，高傳染性
新冠毒株奧密克戎席捲全美，導致如今
的美國每日新冠死亡人數高於二○二一
年秋天德爾塔毒株時期死亡人數，而且
死亡數字可能仍將在數天，甚至數周內

持續上升。另外，美國人基本上認為，
新冠檢測試劑短缺的責任在美國食品和
藥物管理局（FDA）：一成九的人認為
FDA難辭其咎，另有三成的人表示FDA
應負主要責任。四成四的受訪者認為，
試劑短缺是白宮的責任，另有四成二的
受訪者認為這是試劑製造商的責任。

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最新數據顯示，
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達三億七千
三百二十二萬九千三百八十例，累計死
亡病例五百六十五萬八千七百○二例。
而根據美國約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學的統
計數據，截至美東時間一月三十一日十
六時，美國二十四小時內新增新冠確診
病例二十八萬○二百二十五例，新增死
亡病例一千二百九十二例，累計確診病
例超過七千五百八十三萬例，累計死亡
病例超過九十萬例。

轉看歐洲大陸。英國政府一月三十
一日公佈的數據顯示，在過去二十四小
時內，英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九萬二千
三百六十八例，新增死亡病例五十一例
，累計確診病例接近一千七百三十二萬

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十五點五萬例。
英國教育大臣扎哈維當地時間一月

三十一日通過社交媒體發佈消息確認，
他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他表示
，自己已接種新冠疫苗和加強針，隔離
期間將居家辦公。英國外交發展大臣特
拉斯當天也在社交媒體上宣佈，自己的
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並將立即進
行自我隔離。

美國北方的友邦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於多當地時間一月卅一日表示，他的
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但他感覺良好，
在遵循公衛指引的同時，將繼續遠距離
地工作。

被稱為西方 「四大國家」 中，己向
大家報告出美、加、英三國的新冠病毒
感染個案。截至北京時間二月一日六時
三十分左右，法國二十四小時內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八萬二千六百五十七例，新
增死亡病例三百四十八例，累計確診病
例超過一千九百一十四萬例，累計死亡
病例超過十三萬例。

在同一時期，俄羅斯新冠累計確診病

例，超過一千一百八十六萬例，累計死
亡病例也超過三十三萬例。過去二十四
小時內，該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十二萬
四千○七十例，新增死亡病例六百二十
一例。

亞洲 「東洋仔」 日本東京的疫情，
一樣告急。尤其是日本首部東京都新冠
疫情形勢格外嚴峻，當地時間一月三十
一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一萬一千七百五
十一例，日增確診病例連續七天超過一
萬例，新冠患者病床使用率達到百分之
四十九點二，

轉看中國鄰邦印度，其衛生部在當
地時間一月三十一日公佈的數據，該國
二十四小時內新增新冠確診病例二十萬
九千九百一十八例，新增死亡病例九百
五十九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四千一百
三十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四十九點
五萬例。

看過上述多國現今的病情，不由人
不警惕，虎年之內，病毒仍是 「虎視眈
眈」 ，諸君不可不防呀！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變種病毒耀武揚威變種病毒耀武揚威 楊楚楓楊楚楓

（ 本報記者秦鴻鈞 ）在中國城一提起 「金大碗 」 餐廳，
總令人食指大動，他們的招牌菜如蒜香雞翅，XO 醬炒桂花腸
炒河，豉椒桂花腸炒河，滑蛋蝦球炒河，海鮮大什會，核桃
明蝦球，鹹魚雞粒豆腐煲，南乳吊燒雞……等等名菜，總令
人吃了還想再吃，百吃不厭。每次踏入 「金大碗」 餐廳，總
是高朋滿座，人聲鼎沸，充滿熱騰騰的人氣，和生的喜悅 !

「金大碗 」 新年新氣象，在原有的好菜之外，又新增了
許多可口新菜，使您今年的春季，又可以吃遍好菜，喜悅滿
滿。 「金大碗」 今年農曆新年新推出的菜色十分精彩，包括
：琵琶豆腐，貴妃雞，羊腩煲，酥炸大腸，椒鹽多春魚，百
花蒸豆腐，香辣大蝦炒麵，XO醬海鮮伊麵，XO 醬帶子炒河
粉，豉椒炒蜆，韓式炒年糕等等，以及焗葡國雞飯，焗白汁

海鮮鈑，焗豬扒飯...等等。
「金大碗」 位於中國城的中心點上， 「王朝商場」 的正

對面,對老顧客來說，到 「金大碗」 吃飯，就像回家一般溫馨
、喜悅， 「金大碗」 的熱誠招待，更使所有賓客有 「賓至如
歸」 之感。

「金大碗 」 的地址：6650 Corporate Dr. Suite F, Houston ,
Texas 77036, 電話：713-776-2288

「「金大碗金大碗」」 喜迎春喜迎春，，推出精典新菜饗客推出精典新菜饗客
羊腩煲羊腩煲，，椒鹽多春魚椒鹽多春魚，，XOXO醬帶子炒河粉醬帶子炒河粉

圖為美崙美奐圖為美崙美奐，，溫馨宜人的溫馨宜人的 「「金大碗金大碗」」 餐廳內部餐廳內部。。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金大碗金大碗」」 老闆老闆（（前排右起前排右起））陳康妮陳康妮、、金花金花，，
FloraFlora及全體員工向您拜年及全體員工向您拜年！！祝您新的一年財源廣進祝您新的一年財源廣進

！！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萬事如意萬事如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美南電視本周美南電視本周22月月77日日------
22月月1212日每晚日每晚77點節目安排點節目安排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視15.3是美國南部八州唯一
的華語電視臺，7天24小時播出華語節目，每天下午6:30播出
《美南新聞聯播》 ，每晚7點播出30分鐘的自辦專題節目。

本周一2月7日晚7點是《生活》節目，2月7日和12日的《生
活》節目是《丁師傅私房菜》，休斯頓五星級名廚錦江丁師傅教
您做龍蝦兩吃：芙蓉龍蝦片和龍蝦泡飯。

本周二2月8日晚7點是陳鐵梅主持的《美南時事通》，采訪

著名國畫大師江宜橋。
本周三2月9日晚7點是王潔主持的《美南時事通》，本期話

題是德州大額貸款（下），嘉賓為GMCC萬通貸款創始人James、
資深貸款顧問Raymond、達拉斯的資深貸款顧問Michael.

本周四2月10日晚7點是sky主持的《子天訪談錄》。嘉賓為
Bert Keller (Republican Party) ，他正在參選 the Texas House of Rep-
resentatives to represent District 133。

本周五2月11日晚7點是美南新聞總編輯蓋軍主持的《美南時
事通》。
本周六2月12日晚7:30是黃梅子主持的《生活故事會》。

歡迎大家收看STV15.3每晚7點的自辦節目《美南時事通》、
《生活》和《子天訪談錄》，您也可以在美南網Scdaily.com收看
直播，youtube 頻道Stv15.3 Houston同步收看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