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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圖片

新聞圖片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世界最大恐龍化石參觀熱度不減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世界最大恐龍化石參觀熱度不減

位于紐約的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位于紐約的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泰坦巨龍泰坦巨龍””展廳觀衆絡繹不絕展廳觀衆絡繹不絕。。
作爲該館的常設展作爲該館的常設展，，世界最大恐龍化石世界最大恐龍化石————““泰坦巨龍泰坦巨龍””展出展出66年來觀年來觀
衆參觀熱度不減衆參觀熱度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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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聯杯歐聯杯]]馬賽馬賽33：：11勝卡拉巴赫勝卡拉巴赫

捷恩斯邀請賽次輪涅曼繼續領跑捷恩斯邀請賽次輪涅曼繼續領跑

智利智利2323歲選手華金歲選手華金--涅曼涅曼（（Joaquin NiemannJoaquin Niemann））連續第二天在裏維埃拉連續第二天在裏維埃拉
鄉村俱樂部打出鄉村俱樂部打出6363桿桿，，打破了捷恩斯邀請賽打破了捷恩斯邀請賽3636洞紀錄繼續單獨領先洞紀錄繼續單獨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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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紀實文學

假如有一天，你得知，自己屋子底

下可能藏着宝藏。

挖，还是不挖？

在波兰西南部很多地方，似乎家家

户户地下都藏着宝藏。

下西里西亚省的一些小村子，村民

们会提醒每一位新搬来的邻居：“你家

地窖下面埋着财宝，大家都知道。”

顺便他还可能会说，自己家里也埋

着宝藏。

那为什么不挖出来呢？等着他们变

成化石升值吗？

“你要是在这里长大，你就是与传

说一起成长的，那些是关于财宝、每间

旧房子、每个古老城堡的故事。大家都

知道房子里有财宝，但不会去探寻。”

当地记者、作家乔安娜如是说，“因为

他们害怕最后发现找不到，希望破灭。

所以，最好还是信其有。”

不去找，就不会确认自己找不到。

嗯，波兰人民掩耳盗得一手好铃。

位于波兰瓦乌布日赫镇的纳粹地下

通道，传说中的“黄金列车”可能就藏

在这样的设施里。图源：视觉中国

不过，关于宝藏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一些德国军官的回忆以及日记里，就

曾指出，二战结束的时候，战败的他们

在波兰农村，埋藏了巨大的宝藏。

只是，他们就是不明说具体地点。

再加上这里确实有很多地下掩体、

地下通道，就更增加了这些消息的神秘

感。

甚至，连波兰政府都认为，宝藏确

实存在，他们还曾加入过寻宝的队伍。

直到今天，下西里西亚都是寻宝猎

人的热土。

今年4月份，寻宝组织“西里西亚大

桥基金会”（Silesian Bridge foundation）

，声称，他们根据一名纳粹军官的日记，

发现了一处藏宝点，并计划开始挖掘寻宝

。

这令寻宝界一片震动。

“65公里”

“西里西亚大桥基金会”他们决定

要挖的，是一个名为“纳粹宫殿”的地

方。

二战时期，这里是占领波兰的纳粹

部队军官们，常去的一处妓院。一位军

官在给他喜欢的妓女的信中透露，他们

把48个德国联邦银行的沉重箱子，埋到

了“纳粹宫殿”地下。

果然，妓院既是英雄冢，又是销金窟

。

不过，挖到现在，几个月过去了，

还是没看到最新的消息。

寻宝，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在另一个地方，下西里西亚省的瓦

乌布日赫镇，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科佩

尔也一直在寻宝，寻了好多年。

前几年，他们找到了德军开辟的一

处秘密通道的入口，根据探地雷达读数

，这里的地下有两条长长的通道，二战

结束时纳粹在那里藏了一辆列车。

在地面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一块黑

白指示牌，上面写着“65公里”，这本

是小镇与附近一座大城市的距离，但在

寻宝猎人眼里，说道“65公里”，意味

着纳粹秘密通道或金银财宝可能的位置

。

科佩尔称，多年来，他和另外一名

寻宝者里希特都在秘密研究这里。

他们使用从德国进口的新式探地雷

达进行扫描，发现了地下通道和带有坦

克炮塔的列车。

研究数据经过一家德国公司验证后

，2015年8月，科佩尔和里希特提交论文

给波兰当地政府，申请挖掘这一地区。

当时，看到二人勘测生成的一系列

类似列车的图像后，波兰文化部副部长

称，“超过90%的概率可以确定”列车

就在那里，“列车载有武器的事实显示

里面可能有有价值的物品”。

每一次有挖掘工作，都会引起寻宝

者的密切关注。很快，就有人推测称，

列车上有黄金，世界各地媒体称之为

“纳粹黄金列车”。

这时，每个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私

人赞助商争相为挖掘工作出钱，俄罗斯政

府及世界犹太人大会要求获得“战利品”

。

游客也纷至沓来，以致当地政府也

担心他们把黄金挖走，开始阻止外人访

问。

有的人态度则不一样。

比如波兰克拉科夫市矿业冶金科技

大学的研究人员马德伊。获得同意后，

马德伊集结8人组成科学家团队，奔赴现

场。

他们利用热红外线摄影机等设备对

该地点进行勘察。最终，这些科学家们

得出结论：“可能有地下通道，但是没

有列车。”

在波兰，寻宝猎人组成了大大小小

的俱乐部或者其他非营利组织，他们大

多是男子，业余时间研究古老地图、历

史档案，采访战争幸存者、洞穴探险。

科佩尔和里希特就是“下西里西亚

研究队”成员，没找到地底下列车这个

结果，并没有让他们寻宝停止，恰恰相

反：科佩尔和支持者们固守自己的想法

，继续着寻宝事业。

官方也寻宝

科佩尔和里希特还被指责从85岁老

人斯洛维科斯基处偷盗有关列车的坐标

信息。

斯洛维科斯基当之无愧是“纳粹黄

金列车”传说的“教父”。他此前是一

位矿工。

在这位老人的家里一个角落，书架

上满是他研究的资料，有地图、图解、

图片剪贴簿、剪报等。

1974年退休后，斯洛维科斯基就在

研究“65公里”，从而积累了大量文

件，甚至有这一地方的复制模型以及列

车模型，并开始形成自己有关“黄金列

车”的理论。

年轻时，斯洛维科斯基痴迷于纳粹

在这里的“遗产”，并尽量多的接触德

国人以搜寻信息。

最诱人的证据来自斯洛维科斯基采

访的前德国铁路工程师。后者回忆，二

战时，在“65公里”附近，有受到安保

守卫、高墙围住的封闭区域，大概秘密

通道就在那里。

斯洛维科斯基还从交好的德国人处

得知，纳粹杀死了一家德国人，可能因

为这家人知道的太多了，他们曾看到列

车通道的入口。

他觉得这是——

二战最焦灼时，下西里西亚的最大

城市、今天的弗罗斯瓦夫被认为是安全

的，纳粹便开始往这里运送抢劫来的艺

术品、金钱等。

这也是人们相信纳粹宝藏的一个理由。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波兰政府官

员也开始秘密寻找财宝，但什么也没找

到。

政府还鼓励民众提供信息，后者会

获得伏特加为奖励。

很多人提供了信息，但最终都没啥用。

自1943年起，纳粹开始在下西里西

亚建造一系列地下掩体，据称共有7个这

样的设施，历史学家认为，纳粹会用下

地通道将这些设施相连。

没人知道纳粹究竟曾计划着什么，

幸存的少有文件显示，地下掩体可能是

为纳粹精英提供防空避难的场所。

斯洛维科斯基认为，“65公里”处

是整个掩体迷局的关键，不过人们怀疑

他与德国人的交好，于是，1974年，斯

洛维科斯基为了证明自己对对国家的感

情，他找到波兰安全机构，称愿与政府

合作。

上世纪70年代，反间谍机构的官员

索雷克接触到了对一名德国军官的审讯

文件，他也是寻宝爱好者。他制作了有

关弗罗茨瓦夫黄金的广播，以从公众钓

取更多信息——这是第一次，波兰人都

听到了下西里西亚的传说。

传说一直助推着人们的好奇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波兰政府雇科学

家、探矿者进行挖掘、钻孔、爆破，然而

，唯一的成功是找到装有钱币的容器——

主要来自18世纪，不太可能是纳粹放置的

。

不过这名反间谍机构的官员索雷克

不愿放弃。

权力争执之下，索雷克被炒，被放

逐到精神病院。等到终于被释放后，他

放风给记者、创建探索者社团，继续寻

宝。

政府对寻宝活动的介入也没有停止

。2003年，斯洛维科斯基终于获得允许

进行挖掘工作，然而，他发现了不属于

这里山地质构造的砖石的三天后，挖掘

即被政府叫停。

斯洛维科斯基会和任何愿意听他讲的

人说有关传说之事，包括科佩尔和里希特

。

“警察曾让我告他们偷了我的文件

，但其实他们没偷，因为是我给他们看

的。”斯洛维科斯基告诉美国新闻网站

Buzzfeed的记者。

“这是个谜”

下西里西亚研究队队长尤雷克称，

65公里“是地下城市的冰山一角”。

他们觉得，波兰的地下显然不止埋

着纳粹的黄金，还有其他的秘密，比如

，纳粹声称构建和藏匿的宇宙飞船。

不过，以色列历史学家格特曼称，

没有证据显示纳粹构建了飞行器。

这一地区最有名的寻宝猎人、前商人

斯帕科斯放弃了和妻子旅游等很多事情，

把自己的时间放在家乡附近的地下通道上

。

他也猜想，这块土地下面，藏着弗

罗茨瓦夫黄金、列车，或许还有秘密城

市等，他打算着都能找到它们。

在一处离泉水几百米远的地方，斯

帕科斯基发现了一半处于水下的掩体。

这是纳粹建造的七个掩体之一，大概有3

公里的地下通道。

他没有在掩体中找到任何秘密，只

能把杂物清理后，将其经营为一个博物

馆，向游客开放。

斯帕科斯基称，自己为挖掘工作掏

了65万美元。起初，通道里都是陷落的

岩石等物，所有入口都被封死，“一开

始真想放弃，因为花太多钱了。”

在挖掘、寻找宝藏时，斯帕科斯基

有他的一套独特方法——

从一个木箱里，他仔细拿出两根长

长的铜条，每个铜条都有把手，他每只

手拿着一根，铜条开始指向这里或那里

。

斯帕科斯基称，这相当于神秘主义

者用来在沙漠中找水的占卜条，他用于

找地下通道。

只见他闭上眼睛，像是在冥思，接

着，他慢慢向前走，铜条起初指向前，

后突然旋转，一个顺时针转，一个逆时

针转，最后两条相对——他介绍说，这

意味着通道就在相对点的下方。

嗯，这很神棍。

此外，他还会用德国产的探地雷达

等工具进行验证。

二战前，下西里西亚有3000多个小

型城堡，比波兰其他地方的加起来都多

。这些城堡下面或是附近也会留有掩体

或地下通道痕迹。

寻宝猎人博泽克介绍了自己的一些

迷信：他从来不拿墓地的任何东西或篡

改墓碑。

在他看来，一位熟人就曾经犯下致

命错误：他曾将一块废弃的犹太墓碑带

回家，“他经营着两家状况不错的公司

，但是后来两家公司都倒闭了，自己还

患了癌症。”博泽克说着。

据当地记者乔安娜统计，斯洛维科

斯基、斯帕科斯基及其他寻宝猎人共声

称下西里西亚地下有19列黄金列车，但

这些都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文件，也没

有回忆录、日记等作为支持。

有可能的是，地下通道里什么财宝

也没有。

不过，寻宝者并不愿意放弃一夜发

财的美梦。他们还在寻找。

就像“西里西亚大桥基金会”所说

的，“纳粹皇宫”找不到，他们还掌握

着另一个纳粹藏宝地点。

连波兰政府都忍不住要挖的宝藏，什么来头？

黃金為何上演過山車行情
來黃金市場何去何從

中德汽車巨頭聯手開辟新能源項目 高端平臺啟動建設

綜合報導 黃金震蕩波動的態勢背後

反映了市場對于黃金走勢的預期分歧。

主要經濟體收緊貨幣政策與持續高企的

通脹，這兩大衝突因素的較量是黃金價

格走勢震蕩和各方預期不一的關鍵原因

。未來黃金市場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大

相互制約因素之間的平衡情況。

2月16日淩晨，一則俄羅斯從俄烏

邊境部分撤軍的新聞，使黃金現貨和芝

加哥商品交易所(CME)黃金期貨價格快

速回落，盤中一度跌幅超過1%，扭轉了

此前的上漲勢頭。這種震蕩波動的態勢

背後反映了市場對于黃金走勢的預期分

歧。

事實上，在2021年下半年黃金市場

震蕩、黃金ETF出現2015年以來首次淨

贖出後，2022年黃金市場怎麽走，一直

衆說紛纭。

主要經濟體收緊貨幣政策與持續高

企的通脹，這兩大衝突因素的較量是黃

金價格走勢震蕩和各方預期不一的關鍵

原因。

回顧2021年，金價在5月份突破高

位後，這兩大因素的博弈主導了後市走

向。只是當時的市場更相信美聯儲的

“暫時通脹論”，黃金對衝通脹的屬性

和價值弱化，由此出現了金價的逐步回

落。在年底美聯儲徹底轉變貨幣政策預

期後，黃金價格持續回落。

2022年這兩股力量較量的結果如何

，市場仍然存在分歧。

部分投資者認爲，美聯儲將是決定

和影響黃金價格的關鍵因素。作爲持有

黃金機會成本的重要指標，美國國債實

際利率水平一直是各方關注黃金走勢的

重點。2020年黃金價格突破2000美元/

盎司，正值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各大央

行發力壓低實際利率之時。因此，部

分機構認爲，在近期美聯儲更加鷹派

的政策立場下，黃金價格年內將面臨

巨大的壓力。

然而，世界黃金協會認爲“加息會

帶來風險，但細節決定成敗”。盡管一

些央行將開始加息，但從曆史角度來看

名義利率有望保持低位。與此同時，當

前持續高企的通脹有望令實際利率下降

。因此，雖然持有黃金的成本上升，但

是仍低于曆史同期水平的實際利率將使

黃金機會成本處于低位。與此同時，低

實際與名義利率的環境讓投資者的組合

更偏重于高風險資産以追求高回報，這

增加了投資者對黃金等高質量且具有高

流動性資産的需求。

如果從市場的角度來看，似乎後者

更具有說服力。事實上，伴隨美聯儲表

態的變化，美國5年期國債實際利率在

2021年12月份就明顯進入上升通道；然

而，黃金價格並沒有對此作出過度的負

面反應。針對這一情況存在兩種解釋：

一是黃金市場的牛市力量對于通脹的重

視程度超出了市場此前預期，認爲持續

高企的通脹能夠進一步壓低實際利率進

而降低持有成本。二是部分投資者可能

對美聯儲加息的影響反應過度，黃金市

場牛市力量更加偏向于認爲即使美聯儲

加息，美國和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宏

觀基礎面不允許出現過高的實際利率水

平，而較低的實際利率水平也將對黃金

價格起到支撐作用。

因此，如果單純從貨幣政策走向和

通脹兩大因素入手分析黃金價格，2022

年黃金的走勢可能不是單一的線性關聯

或者單一走向，而更多地取決于加息的

力度、頻次以及利率市場走向是否會超

出此前的預期。

事實上，如果從更長的曆史時段看

，短期內的加息或者收緊貨幣政策能否

改變黃金的長期走勢是存在爭議的；真

正影響黃金價格走勢的是美國貨幣供給

量M2。盡管2022年美聯儲可能以超出

各方預期的力度收緊貨幣政策，但值得

關注的是，相較于2019年底，2021年底

美國M2已經增長了36.47%。與此同時

，美聯儲的資産負債表規模也從2020年

一季度末的4.3萬億美元上漲至2021年

年底的8.79萬億美元。這些因素都將在

中長期內爲黃金價格提供支撐。

與貨幣政策影響黃金價格邏輯高

度類似的還有美元走勢與黃金價格的

關系。

部分投資者認爲當前美國相較于其

他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分歧，可能進一步

推升美元的走高，進而對黃金價格造成

負面衝擊。

世界黃金協會則認爲，美元與黃金

的關系並非高度對應的負相關關系。數

據顯示，在1994年、1999年、2004年和

2015年四個美聯儲緊縮周期的第一次加

息前後，美元和黃金價格的關系在不同

時間節點表現並不一致。加息前的6個

月，市場主要呈現對于黃金的負面衝擊

和對于美元指數的正面支撐；在加息後

的6個月，美元指數往往會出現3.95%的

下滑，黃金則呈現出11.34%的上升；而

在加息後的12個月，美元指數則呈現

2.21%的上升，黃金也會出現7.62%的上

升。

影響黃金投資屬性的又一關鍵是

投資者的投資偏好，尤其是與其他大

類資産相比的吸引力。2021 年，全球

黃金 ETF 持倉下降 173 噸，總資産管

理規模按價值計算下降9%。市場分析

認爲，美股估值尤其是科技股估值的

穩步上升，疊加後期利率上升影響，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投資者對于黃金的

偏好。

值得關注的是，2022年開年以來，

美國股市震蕩不斷。此前支撐部分板塊

的投資者情緒正在發生風向變化。在潛

在加息和後續疫情變量之下，科技股聚

集的納斯達克100指數表現逐漸弱于標

普500指數。因此，部分投資者認爲，

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黃金作爲投資頭

寸穩定器的價值將進一步凸顯。

影響黃金價格走勢的最後關鍵變量

就是避險情緒。黃金作爲安全風險資産

的投資屬性，意味著其往往能夠加持各

類風險溢價。正如前文所提及俄烏衝突

演變造成全球黃金市場震蕩，在疫情已

經持續了兩年之久的2022年，“尾部風

險”成爲影響投資者對于黃金偏好的重

要因素。未來是否會再次出現新冠肺炎

病毒變異毒株，全球各地持續在醞釀的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如何發展，由超低利

率環境推動的股市高估值會否被戳破，

這些因素都在挑動著投資者的敏感神經

。因此，部分機構認爲，2022年雖然面

臨各類風險和壓力，但是黃金仍然是投

資者手中最優的風險管理工具。

總的來看，2022 年黃金面臨多重

“相斥”因素的綜合影響。有利因素包

括短期內持續高漲的通脹、疫情和地緣

政治導致的市場震蕩，以及更長曆史區

段內的低利率環境、超高貨幣供給量以

及央行居高不下的資産負債表。不利因

素則主要包括名義利率的上升和潛在美

元的持續走強。未來黃金市場何去何從

，關鍵取決于上述各大相互制約因素之

間的平衡情況。

綜合報導 奧迪一汽新能源汽車項目18日在吉

林長春啓動。據悉，該項目將建設由奧迪與保時捷

聯合開發的高端純電動車平台——PPE(Premium

Platform Electric)，擬生産多級別多款適應中國市場

的産品。

長春是中國一汽集團總部所在地，被譽爲中國

“汽車城”，大衆、奧迪、豐田等汽車廠商均在當

地與中國一汽設有合資企業。

在全球汽車行業朝著電動化、智能化、網聯化

、共享化發展的新階段，中國一汽與德國大衆汽車

集團、奧迪公司在30多年卓有成效合作的基礎上

進一步深化合作，共同促成奧迪一汽新能源汽車項

目落位長春。

據了解，該項目主要建設衝壓、焊裝、塗裝、

總裝、電池裝配等主要汽車生産工藝車間，同步建

設管控中心、培訓中心、研發中心等其他工廠基礎

設施及辦公配套設施。項目建成後，預計形成年産

15萬輛新能源汽車的生産能力。

當前，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已經進入爆發式增

長階段。2021年，中國新能源汽車銷售完成352.1

萬輛，同比增長1.6倍，連續7年位居全球第一。

奧迪汽車股份公司管理董事會主席杜思曼直言

，能夠在長期合作夥伴中國一汽的故鄉建立全新工

廠，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一項目印證了奧迪

對中國市場的長期承諾：奧迪將繼續不斷強化對中

國市場的投資。

杜思曼還表示，奧迪一汽新能源汽車項目將在

環境保護和數字化等方面樹立全新標杆，將對奧迪

在華産品譜系的電動化發展起到關鍵作用。

2021年，面對芯片嚴重短缺、疫情散發、原

材料價格大幅上漲等一系列嚴峻形勢，中國一汽

依然實現收入、利潤和創新專利授權的大幅增長

。中國一汽集團董事長徐留平表示，此次項目的

啓動，爲中國一汽與大衆汽車集團、奧迪公司繼

續深化新時代戰略合作提供了一個新平台，創造

了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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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要點：
• 在6個月大的時候，研究人員發現在接

種疫苗的母親所生的嬰兒中可以檢測到具備保
護性的抗體水平；

• 未接種疫苗或感染過 COVID-19 的母
親在分娩時和嬰兒體內的滴度或抗體水平都較
低。

隨著新冠疫情大流行進入第三年，減輕感
染風險的努力仍然至關重要，特別是對於弱勢
群體。麻省總醫院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與未
接種過疫苗和感染過COVID-19的母親所生的
嬰兒相比，懷孕期間接種疫苗能夠讓嬰兒抗體
水平更持久。

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上
的這項研究涵蓋了接種兩劑mRNA疫苗或在妊
娠 20 至 32 週時被感染的個體，而這時通過胎
盤進行的抗體轉移已達到峰值。

接種疫苗的母親及其分娩時的臍帶血中的
滴度--或抗體水平--高於那些感染了COV-

ID-19的研究參與者。兩個月後，接種疫苗
的母親所生的嬰兒中有 98%（49 人中的 48
人）具有可檢測的保護性免疫球蛋白 G
（IgG）水平，這是血液中最常見的抗體。
6個月後，研究人員對28名由接種疫苗的母
親所生的嬰兒進行了檢查，發現57%（28人
中的16人）仍有可檢測的IgG。相比之下，

受感染的母親所生的嬰兒只有8%（12人中的1
人）。

麻省總醫院母胎醫學專家Andrea Edlow博
士表示：“雖然目前還不清楚完全保護嬰兒免
受新冠病毒影響需要多高的滴度，但我們知道
抗刺突保護性免疫球蛋白G（anti-spike IgG ）
的水平與保護嬰兒免受嚴重疾病的傷害相關。
抗體反應的持久性研究表明，疫苗接種不僅為
母親提供了持久的保護，而且在大多數嬰兒體
內的抗體也持續到至少6個月大。從父母到兒
科醫生，許多人都想知道接種疫苗後母親的抗
體在嬰兒體內能持續多久，現在我們可以提供
一些答案。我們希望這些發現能夠進一步激勵
孕婦接種疫苗，特別是在出現了像Omicron這
樣令人擔憂的新變種的情況下。”

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麻省理工學院和哈
佛大學Ragon研究所的核心成員Galit Alter博士
表示：“孕婦處於COVID-19嚴重並發症的極
高風險之下。考慮到嬰兒用COVID-19疫苗的

研發滯後，這些數據應該促使
母親們在懷孕期間接種疫苗，
甚至加強接種，以增強她們的
嬰兒對 COVID-19 的防禦能
力。”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 1811
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
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
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
研究項目，同時也是美國國立
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
受者，我們的研究項目橫跨醫
院的 20 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
。麻省總醫院可以為幾乎每一
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
診斷和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
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病、神經內科、血管
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省
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
護理到運用尖端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
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在14項專科排名
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
醫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
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麻省總醫院研究表明孕期媽媽接種mRNA新冠疫苗
抗體會傳給孩子並保持至少6個月

“雖然目前還不清楚完全保護嬰兒免受新冠病毒影響需要多高的滴
度，但我們知道抗刺突保護性免疫球蛋白G（anti-spike IgG ）的
水平與保護嬰兒免受嚴重疾病的傷害相關。”——Andrea Edlow博
士，麻省總醫院母胎醫學專家，文森特生殖生物學中心Edlow實驗
室主任

Andrea EdlowAndrea Edlow博士博士
麻省總醫院母胎醫學專家麻省總醫院母胎醫學專家

文森特生殖生物學中心文森特生殖生物學中心EdlowEdlow實驗室主任實驗室主任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理事鮑曼今天表示，高通膨預
料至少將持續至今年上半年，因此她支持3月升息，不過升息幅
度將取決於經濟數據。

法新社報導，聯準會理事鮑曼（Michelle Bowman）說： 「我支持我們在3月召開的會議，調升聯邦基金利率。
」她還強調若是經濟狀況如她所預期， 「未來數月再升息，將是恰如其分」。

不過她並未具體說明預期的升息幅度。
鮑曼在美國銀行家協會社區銀行業會議（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Community Banking Conference）發表演說

時指出： 「我將密切關注數據，以判定適當的升幅。」
鮑曼警告： 「令人不安的高通膨最起碼將延續至今年上半年，我們可能會在下半年看到通膨緩和跡象，不過仍有

通膨可能居高不下的重大風險。」
她還說，勞動市場情況 「目前符合」聯準會的充分就業目標，元月失業率4%，雇主面臨嚴重的勞工短缺情況。
另一個有助於緩解通膨壓力的措施，將是縮減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規模。聯準會自去年11月迄今縮減每月購買

債券和證券的計畫。這項計畫是聯準會為了協助美國經濟挺過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造成的衝擊。
聯準會將在3月前縮減購買債券和證券的規模至零。
鮑曼表示，此舉 「將移除另一個不再需要的刺激經濟來源，未來幾個月，我們必須採取下一步，也就是藉由停止

再投資已持有的到期證券，來縮減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

通膨居高不下 Fed理事稱3月升息幅度將取決數據

【美南新聞泉深】在過去的周末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以武力清除了自
由車隊卡車司機的罷工，他的緊急權
力仍然存在。特魯多解釋說，他將無
限期地完全控制加拿大，這對於保證
加拿大的安全至關重要。

加拿大示威者描述了他們在周末
警察驅散自由車隊抗議者時的親身經
曆。

加拿大自由車隊抗議事件得從頭
說起。 1 月 29 日，數百名卡車司機和
數萬名抗議者聚集在加拿大首都渥太
華，掀起反對 COVID-19 指令的抗議
活動。

週末執法部門採取行動開始驅散
抗議活動，並在國會山周圍設置圍欄
，幾週來首次讓街區空無卡車和示威
者。

來自溫莎（Windsor）的抗議者丹
尼爾週六晚上告訴福克斯新聞：“ 我
幾乎可以保證，幾個小時前，執法部
門使用了防暴武器驅散示威者。警察
用催淚瓦斯驅散人們，特魯多將在周
一之前讓渥太華恢複正常狀態。”

丹尼爾在安大略省溫莎市抗議，
他相信警方的激進行動將結束渥太華
自由車隊的抗議活動。

他說：“我希望它有好的結局，
我希望我們結束所有的任務。這就是
我們所能要求的。這是我們所有人都
在這裏的唯一原因。”

作為對自由車隊的回應，渥太華
市於 2 月 17 日設置了一個“安全區域
”，根據特魯多總理本週早些時候實施的《緊急情況法》，
示威者可能面臨逮捕。警方宣布，截至 2 月 20 日，當局已
逮捕 191 人，提出 389 項指控。

另一名抗議者凱利週六下午告訴福克斯新聞：“這太瘋
狂了，因為警察系統地將抗議者趕出了議會周圍的街道。
我覺得過去幾週，情況並沒有現在那麽糟糕。”

一名名叫泰默（Thamer） 的男子說，在經曆了多年的
疫情封鎖之後，他感到自己的精神重新煥發了活力，但隨著
警方的咄咄逼人的行動，這種情緒受到了抑制。

他說：“警察騎著馬穿過人群，他們最終踩到了很多人
，把一群人撞倒了。”

一名抗議者傑西卡告訴福克斯新聞：“在我們這邊，這
裏是一堆愛。”“但另一方面，他們比較殘忍，他們不會真
的看著你，他們不會和你說話，他們像機器人似的，並不像
人類，真的。”

多次參觀渥太華抗議活動的學生艾米麗說：“前面的一
個警察伸出手來推我，壓得我就像窒息一樣，把我推回去。

”
她補充說，一名警察隨後試圖“拉著我的頭發把我拉到

警戒線後面逮捕我”。
麥迪遜是一名渥太華居民，自抗議活動開始以來每天都

來參加，他週五表示：“情況變得非常糟糕……他們（警察
）非常激進。”

加拿大卡車司機這樣解釋自由車隊：“把自由還給人們
。”“他們可以清理這條路，但我們只是要再過去。”她談
到警方建立安全區域的努力時說：“沒有人離開。”

凱利告訴福克斯新聞，雖然一些抗議者對警察和其他示
威者俱有攻擊性，但他們並不代表整個群體。

她說：“我和一些警察談過，抗議者真的很好。”
與此同時，傑西卡告訴福克斯新聞：“唯一的緊急情況

是有很多人仍然迷失方向，這是我看到的唯一緊急狀態。”
渥太華警察局 2 月 20 日宣布：“如果你參與了這次抗

議活動，我們將積極尋找你的身份，並跟進經濟制裁和刑事
指控。”

加拿大警方釆取行動驅散自由車隊的抗議者 抗議活動不歡而散



BB55大陸新聞
星期三       2022年2月23日       Wednesday, February 23, 2022

2022年2月22日（星期二）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何佩珊 1

中方再制裁美兩軍工企業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1日表示，為了維護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根

據中國反外國制裁法的有關規定，中國政府決定對長期參與向中國台灣地區出

售武器的美國軍工企業雷神技術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侵權行為實施反制。同

時，中方再次敦促美國政府和有關方面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停止

售台武器和美台軍事聯繫。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美國國務院2月7日宣布，批准對台灣出售總
價約1億美元丶為期5年的愛國者防空導彈

系統勤務工程，這是拜登政府上台後，第二度

批准對台軍售計劃。在拜登政府上台前的2020
年10月，美國務院也曾批准向台灣地區出售總
額約18億美元的武器裝備。值得注意的是，這
兩次對台軍售的貨商名單中，美國軍工企業雷
神技術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均榜上有
名。而在2020年，中方便已宣布對包括雷神技
術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在內的三間軍工
企業實施制裁。

中方續採措施維護主權安全
在21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汪文

斌發布了中國最新的反制與制裁措施。汪文斌指
出，美國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嚴重違反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是“八．一
七”公報規定，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
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中方對此堅
決反對，予以強烈譴責。

汪文斌說，為了維護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
根據中國反外國制裁法的有關規定，中國政府決
定對長期參與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的美國軍
工企業雷神技術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侵
權行為實施反制。汪文斌說，中方再次敦促美國
政府和有關方面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
合公報的規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軍事聯繫。
中方將根據形勢發展，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

定維護自身主權和安全利益。

專家：制裁能戳到痛處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

授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美方最近在台灣問題上有
越做越過分的趨勢，雖然美國口頭上承諾堅持一
個中國政策，但實際上在行動上卻一再違反承
諾，令一個中國政策可能面臨空心化的危險，在
此背景之下，中方必定需要做出回應，中方實施
反制是完全必要和正常的。同時，現在中國與過

去相比實力日益提升，中國亦完全有能力對美國
進行反制。

金燦榮強調，雖然此次中方反制的這兩家美
國軍工企業在中國沒有直接業務，但是卻在華有
間接業務，兩家軍工企業控股的一些公司在華應
該擁有業務，所以反制將會讓相關美軍工企業感
到“痛”。這位專家稱，在中美關係中，中方
“工具箱”裏可打的“牌”很多，只不過中方一
直從穩定中美關係大局出發，保持克制理性，但
現在美方越做越過分，中方必定採取反制行動。

促恪守聯合公報 停止對台軍售

2022年2月
美方宣布總額為1億美元的

售台武器計劃，為了維護中國
主權和安全利益，根據中國反
外國制裁法的有關規定，中國
政府決定對長期參與美國向中
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的美國軍
工企業雷神技術公司和洛克希
德-馬丁公司的侵權行為實施反
制。

2021年3月
針對美加對中國新疆有關

人員和實體實施單邊制裁的錯
誤行徑，中方決定對美國國際
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曼欽、副
主席伯金斯，加拿大聯邦眾議
員莊文浩、眾議院外委會國際
人權小組委員會實施制裁，禁
止上述人員入境中國內地及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禁止中
國公民及機構同上述人員交易
或同上述實體往來。

2021年1月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宣布，

中方決定對在涉華問題上嚴重
侵犯中國主權、負有主要責任
的28名人員實施制裁，包括特
朗普政府中的蓬佩奧、納瓦
羅、奧布萊恩、史達偉、波廷
傑、阿扎、克拉奇、克拉夫特
以及博爾頓、班農等。這些人
及其家屬被禁止入境中國內地
和香港、澳門，他們及其關聯
企業、機構也已被限制與中國
打交道、做生意。

2020年10月
美國務院批准向台灣地區

出售總額約18億美元的武器裝
備。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中方
決定採取必要措施，對參與此
次對台軍售的洛克希德—馬
丁、波音防務、雷神等美國企
業，以及在售台武器過程中發
揮惡劣作用的美國有關個人和
實體實施制裁。

2020年8月
針對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的

錯誤行徑，中方決定對在涉港
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聯邦參議
員盧比奧、克魯茲、霍利、科
頓、圖米，聯邦眾議員史密
斯，以及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總裁格什曼、美國國際事務民
主協會總裁米德偉、美國國際
共和研究所總裁特溫寧、人權
觀察執行主席羅斯、自由之家
總裁阿布拉莫維茨實施制裁。

2020年7月
針對美方在涉疆問題上的

錯誤行徑，中方決定對美國
“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
會”以及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
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聯
邦參議員盧比奧、克魯茲，聯
邦眾議員史密斯實施相應制
裁。中方同時敦促美方立即撤
銷有關的錯誤決定，停止任何
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利益
的言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近年中方對美實施的反制行動（部分）

外交部籲各方客觀看待中俄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上周

末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有西方國家領導
人稱，中國選擇支持俄羅斯在北約問題上
的立場，顯示出中俄兩國試圖用新的全球
秩序來取代現有的國際秩序。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汪文斌2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希望有關方面摘下有色眼鏡，摒棄冷戰思
維和意識形態偏見，避免動輒給別國貼標
籤，煽動對立和對抗。

中俄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
汪文斌說，王毅國務委員在慕安會期

間就北約東擴的問題闡明了中方的立場。
他表示，冷戰早已結束，北約作為當年冷
戰的產物，應該審時度勢，作出必要調
整。如果北約一味東擴，是否有利於維護
歐洲的和平穩定，是否有利於實現歐洲長
治久安，這是一個值得歐洲朋友認真思考
的問題。

關於中俄之間的關係，汪文斌表示，
中俄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負責

任的大國，始終致力於推動構建新型國際
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始終帶頭講平
等、講誠信、講合作、講守法，始終堅持
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國際社
會普遍對此給予積極評價。

他說，希望有關方面摘下有色眼鏡，
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客觀看待
中俄關係和兩國合作，認清時代發展的主
流大勢，多做對維護世界和平發展有益的
事，避免動輒給別國貼標籤，煽動對立和
對抗。

汪文斌還回應了有關美國國家航空航
天局（NASA）早前的猜測，一枚可能來自
於中國於2014年為執行探月任務發射的運
載火箭推進器的殘骸預計在3月4日撞上月
球背面。 汪文斌表示，根據中方監測，嫦
娥5號任務相關火箭的末級已安全墜入地球
大氣層，並完全燒毀。“中方始終基於國
際法發展航天事業，切實維護外空活動的
長期可持續性。我們願就此同各方開展廣
泛的交流合作。”

法艦南海停航 解放軍嚴密監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據觀察者網

報道，法國海軍太平洋司令部發布消息稱，正在南海巡
航的法國海軍“葡月號”護衛艦（F734），2月20日在
南海進行短暫停航，並派出潛水員檢查艦體。在該艦不
遠處，一艘中國海軍054A型護衛艦監視着法艦一舉一
動。從法國發布的照片看，這艘054A型護衛艦是中國
海軍衡陽艦。

在中國南海停航檢查的“葡月號”是法國“花月
級”警戒護衛艦，1993年服役，滿載排水量2,950噸，
配備有飛魚反艦導彈、近防火砲、“西北風”防空導彈
等武器。而在旁監視法艦的中國海軍054A型護衛艦，
是當下中國海軍巡航我周邊海域的主力艦艇之一。

去年2月份，法國海軍西北風級兩棲攻擊艦“雷
電”號和拉法耶特級護衛艦“絮庫夫”號，曾前往西太
平洋地區進行為期3個月的任務，途中進入南海，抵近
我西沙群島地區進行演習。顯示法國經常派遣軍艦，以
加強在所謂“印度—太平洋地區”存在。

專家：法艦不具實際威脅
知名軍事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平向香港文匯

報指出，對一些國家的軍艦不懷好意在中國周邊進行挑

釁行動，中國海軍採取跟隨、識別、查證是完全正當合
理的，如果對方進入到不該進入的海域，中方必然會對
其進行驅離，這早已常態化。

宋忠平指出，法國艦艇跟隨美國到南海，更多只是
政治上的含義，即法國跟隨美國印太戰略，但並沒有更
多的實際意義。他解釋稱，法國海軍艦艇在印太地區部
署少之又少，並不具備實際軍事威脅，有關行為只不過
是做做樣子表明其來過了，不足為懼。宋忠平說，中國
現在的水面艦艇數量大大增加，軍事能力大幅度提升。
相信，隨着解放軍實力不斷增強，中國可以更有效地維
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

外媒：中國軍艦部署已常態化
日本《產經新聞》去年報道稱，中國解放軍似乎在

中國台灣東北海域常態化部署至少1艘軍艦，經常為
054A型護衛艦，以維持24小時待命戒備狀態。據報道，
此前2020年，美國軍事記者攝到的照片顯示，中國海軍
054A型導彈護衛艦曾近距離跟蹤監視美國海軍瀕海戰鬥
艦“加布里埃爾·吉福茲”號。同年，衛星在南沙群島東
北海域捕捉到疑似解放軍054A型護衛艦跟蹤監視“麥凱
恩”號導彈驅逐艦的畫面。

◆◆中國海軍遼寧艦編隊早前遠中國海軍遼寧艦編隊早前遠
海實戰化訓練期間海實戰化訓練期間，，殲殲--1515艦艦
載戰鬥機準備着艦載戰鬥機準備着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以研發戰機為主要業務。
網上圖片

◆◆雷神公司業務以導彈系統為主雷神公司業務以導彈系統為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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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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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麥特李維斯（Matt Reeves）執導DC

超級英雄電影《蝙蝠俠》，找來羅伯派汀森

（Robert Pattinson）主演，電影雖還未上映，

但已讓全世界影迷引頸期待。導演麥特李維斯

近日在外媒《Entertainment Weekly》接受訪問

，透露羅伯派汀森會出現在電影的每一幕中，

而電影也參考了傑克尼克遜(Jack Nicholson)

主演的經典電影《唐人街》，讓蝙蝠俠回歸漫

畫中「世界上最偉大的偵探」的設定。

麥特李維斯也透露，羅伯派汀森版本的

「蝙蝠俠」，並不如大眾以往在電影裡所看

到的，雖然分級上屬於 PG-13，但《蝙蝠俠

》是一部令他們自豪的硬核電影。麥特李維

斯以驚悚電影大師希區柯克（Alfred Hitch-

cock）的方式打造這部片，他更透露故事講

述：「年輕的蝙蝠俠，超越了他自身，但他

並不完美。」

在《蝙蝠俠》電影中，傑佛瑞懷特（Jef-

frey Wright）將飾演高譚市警察高登，他接受

訪問時透露，故事回歸漫畫起源設定，「以偵

探調查神秘事件為基礎，高譚市內部存在著不

穩定，也反應了時代。高譚市存在著階級之間

的衝突與不信任感，而反派『謎語人』，將這

些想法病毒式傳播與宣傳。」《蝙蝠俠》製片

人迪倫克拉克（Dylan Clark）也補充：「我不

想過度誇大，但我一直對自己說，我從未看過

這樣的電影。」

粉絲們最期待的「蝙蝠俠」羅伯派汀森採

訪中回應：「通常情況下，脫離角色對我來說

不是問題，但這角色如此包羅萬象。我在工作

室旁的酒店住了一整週，因為我必須每天凌晨

4點半開始進行特訓，直到每天晚上9點半，

我一直待在那個世界裡。」高強度的特訓也讓

他疲憊不已，當他看到自己最終定裝的照片時

，覺得自己像是被困在街上3年的口香糖，剛

被刮掉，然後被迫穿上了蝙蝠裝。

導演麥特李維斯顯然已經準備好拍攝電

影的第二部，他說：「我想要做這部電影，

是要創造一個蝙蝠俠宇宙。你不會寫了一個

故事，說這是第一章，而你完成不了第二章

。所以這個故事必須存在，而蝙蝠俠的世界

充滿了個性，當你走到盡頭時，你可以開始

考慮下一步了。因為這個想法，高譚市的故

事永遠不會結束。」

《蝙蝠俠》導演 盼打造 「蝙蝠俠宇宙」

一年一度的電影界盛事奧斯卡金像獎即將在3

月27日登場，為了挽救逐年下跌的頒獎典禮電視轉

播收視率，主辦單位美國影藝學院宣布，今年將增

設觀眾票選獎，開放民眾用推特替自己喜歡的電影

投票，藉此拉近民眾與奧斯卡獎的距離，最後結果

會在頒獎典禮上揭曉。

美國影藝學院在推特上宣布，奧斯卡將新

增 「2021 觀 眾 最 愛 電 影 」 （Favorite Movie of

2021） 以 及 「 最 值 得 喝 采 時 刻 」 （Most

Cheer-Worthy Movie Moment Ever）兩獎。民眾只

要在 3 月 3 日前於推特上發文，標註「#Oscar-

FanFavortie」或「#OscarsCheerMoment」，就能夠

參與投票，即使電影沒有入圍奧斯卡，也有

機會拿獎。而目前推特上呼聲最高的就屬去

年底上映的漫威超級英雄電影《蜘蛛人：無

家日》。

其實早在2018年，美國影藝學院就曾提議想增

設觀眾票選獎項，以及把部份技術獎項提前頒發，

增加頒獎典禮的緊湊度與精彩度，但這樣的改革提

議在當時受到許多電影業界人士批評，主辦單位最

後取消此改革，並沿用過往方式舉行頒獎典禮。如

今面臨轉播收視率連年雪崩，影藝學院不得不施行

改革，向觀眾靠攏。

主辦單位今年也加碼祭出抽獎送好康，參與推

特投票的美國的居民，有機會抽中明年奧斯卡獎的

套裝旅遊行程或是一年份的免費電影，但其他地區

的觀眾還是可以在推特發文，替自己喜愛的電影應

援加持。

漫威大片《蜘蛛人：無家日》有望鍍金？
奧斯卡今年增設觀眾票選獎 上推特就能投票

斥資 13億台幣（4300 萬美金）打造，由

《鋼鐵英雄》監製攜手《會計師》監製馬克

威廉斯（Mark Williams）自編自導，以及《瘋

狂麥斯：憤怒道》《玩命關頭：特別行動》

製作團隊操刀 2022開春最強動作鉅片《黑光

行動》(Blacklight)，將於 2月 25日連假全台上

映。片中不僅有精彩刺激的動作場面，還有

懸疑黑暗的國家陰謀，有趣的是這次在片中

與連恩尼遜(Liam Neeson)一起追查真相的女記

者正是以《雨傘學院》3號「謠言家」而走紅

的艾美瑞佛蘭普曼(Emmy Raver-Lampman)，反

轉形象的演出令粉絲驚喜，甚至打趣表示：

「艾美應該要招募連恩尼遜加入《雨傘學院

》的！」此外，這次的合作也讓艾美深刻感

受到連恩尼遜的魅力，大讚：「他鏡頭前後

都好讓人好喜歡！」

好萊塢女星艾美瑞佛蘭普曼近年因在Netf-

lix影集《雨傘學院》演出3號「謠言家」而在

全球知名度大增，影集中她擁有利用「謊言」

來操控現實的能力，這次新片《黑光行動》中

卻反轉形象，成了一位不惜代價要追查「真相

」的正義記者，與連恩尼遜一起揭發黑暗國土

陰謀，反差極大的角色形象令粉絲驚喜不已，

甚至打趣道：「妳應該要招募連恩尼遜加入

《雨傘學院》的！」談起兩人的首度合作，連

恩尼遜表示：「我從《雨傘學院》中看到她的

演出，相當有活力，漂亮又上鏡頭，而且她給

我一種很獨特的特質。」而艾美則表示能和偶

像連恩尼遜合作令她雀躍不已，尤其在正式預

告發佈後，還有超愛連恩尼遜的好友立刻傳訊

給她：「天吶！妳怎麼沒有告訴我妳是連恩尼

遜電影的女主角！」興奮至極的模樣令艾美至

今印象深刻，笑稱：「他感覺快失去理智了！

」

而談到如何詮釋電影中正義的記者角色，

艾美透露靈感正是來自於身為記者的父親，

「從小到大，他很常會以記者的角度跟我溝通

交談，所以我立刻就和這角色產生強烈的共鳴

。」此外，《黑光行動》中雖然有許多槍戰爆

破、飛車追逐等大動作場面，但這次幾乎沒有

參與到打鬥戲的艾美卻笑言：「在《雨傘學院

》中我必須一直參與其中，第一次可以只在場

邊觀看一場混戰，還可以藉此從旁學習真的太

開心了。」並且她也再次發覺連恩尼遜令人敬

佩的一面：「他不僅熟悉這些武器的使用，也

擅長在鏡頭前戰鬥，而且總是不厭其煩的和現

場特技人員演練及溝通，鏡頭前、鏡頭後都讓

人好喜歡。」此外，身為粉絲的艾美也特別強

調：「實在沒辦法不愛看連恩尼遜在大銀幕上

揍人，真的太過癮了！」

2月25日 撼動國土陰謀，唯有他能翻轉一

切！

崔維斯布洛克（連恩尼遜 飾）是一名效力

於FBI 局長蓋伯羅賓森（艾登昆恩 飾）進行秘

密行動的鬼影探員，長年來暗中替政府「處理

」了不少危機。某次當他執行一項秘密行動時

，卻意外深陷致命危機，崔維斯和女記者米拉

瓊斯（艾美瑞佛蘭普曼 飾）循線追查後驚覺，

原來美國政府以國安為由正秘密謀殺許多無辜

的人，天人交戰的崔維斯必須得限時內揭開陰

謀找出真相，並設法翻轉這一切……《黑光行

動》將於今年2月25日全台連假大銀幕唯一強

檔首選，更多電影資訊歡迎上官方粉絲團查詢

：https://www.facebook.com/VVPfans

艾美瑞佛蘭普曼興奮參演《黑光行動》
大讚連恩尼遜： 「戲裡戲外都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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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驚悚電影《密案1922》
恐怖電影《密案 1922》今日全國

正式上映！該電影由高文博、龔浩擔

任制片人，資深導演梁煜良執導，青

年演員張亞奇、鍾劍輝、李佳璇、阮

曉偉、張強等領銜主演，一百年前的

民國命案詭異離奇溢出滿屏，連環暗

殺窒息迷霧氤氲，奪命追擊、生死混

戰一觸即發！

連環凶案，曲折離奇
攔不住的驚悚萬象迸發多元能量！
《密案 1922》改編自民國真實恐

怖傳聞，講述了民國動蕩、民不聊生

之下，留洋歸來的天才偵探韓奇介入

引人恐慌的連環奪命凶殺案件，揪出

令人震驚的驚天陰謀之下活人連環喪

命的恐怖故事！影片中，韓奇在一段

曲折離奇的火車破案中到達天津警署

正式上任，由于年紀輕加之原有工作

人員原本就懈怠渎職，剛上任不久，

就被安排偵查當地令人棘手的連環凶

殺命案，幸與不可多得保持專業態度

的女下屬陳圓攜手探案，成功開啓一

場驚恐萬象的探案之旅。影片以 1922

年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叛亂事件爲故事

時代背景，戰亂不斷，各方勢力分裂

對決，導致衆多民衆家園被毀、無家

可歸，在無組織、無紀律、無安全保

障的動亂年代下，人們的命運堪憂、

隨處漂浮。而在如此背景之下仍有商

家以次充好、以假亂真，在撈取不義

之財中置百姓的性命于不顧，導致殺

人無數、怨氣不斷。都說時勢造英雄

，在此環境之下，一股青年力量也隨

之悄然崛起，在冉冉升騰中擊碎陰謀

詭計，驅散迷霧、照亮正義歸途！

懸念爆棚，燒腦不斷
有情懷的恐怖釋放締造高能視聽！
《密案1922》以探秘懸案爲切入點

，在無限恐怖的連綿爆發中展現時代齒

輪碾壓下的殘酷現實。情節缜密燒腦十

足，層層懸念疊加出乎意料，卻也驚喜

異常。區別于常規恐怖，該影片在恐怖

氛圍的營造上，以一個個凶狠殺人的驚

悚場景來直觀呈現，讓人們跟隨情節的

推進不斷産生頭皮發麻、毛骨悚然之感

，探索真相，未知恐怖飙升，殊途之人

余情難了，友人敵人一念之差的驚奇反

轉，以漩渦式極速運轉將觀衆帶入不明

所以又後知後覺的顫栗中。該電影不僅

僅在恐怖的氛圍制造上下足了功夫，精

耕細作以質取勝，同時也在內核呈現上

不斷融入情懷能量，無限拔高深度，讓

人重溫艱難歲月時更能感受到當下和平

的來之不易，從而産生對那些爲了人民

的美好生活而負重前行的人們肅然起敬

之意。不單單是爲了恐怖而恐怖，而是

借用“細思極恐”的恐怖手段傳達更爲

令人靈魂升華的硬核情懷。《密案

1922》驚悚不斷、蘊意豐富，高能視聽

引爆眼球，看點十足！

驚險刺激的懸案探密，血脈噴張

的驚悚之旅。由廣州太璞影業有限公

司、佛山至臻影業有限公司、廣州薩

芮影視發展有限公司、廣州火石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出品，浙江東陽四月天

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宣傳發行的恐怖電影

《密案1922》今日全國影院驚悚上映，

等你來體驗！！

高口碑愛情電影《花束般的戀愛》
定檔2月22日

最有愛的一天情侶必看

2021年度豆瓣口碑佳作愛情電影《花束般的戀愛》正式定檔2022年

2月22日“最有愛”的一天上映。同時，曝光首款“花期將至”版定檔

海報與預告，像期待春天的花束一樣期待你，引發對戀愛的美好向往。

影片講述了一對一見鍾情“百分百合拍”的戀人，經曆了充滿無數甜蜜

與感動的五年戀愛故事。

“最有愛”的一天 相約影院看一場甜蜜戀愛
影片定檔2022年2月22日，同時也是農曆正月二十二，恰逢星期二

，9個2出現在同一天可以說是千載難逢的巧合，也寓意“最有愛”的一

天，約愛人到影院觀看這部高甜愛情片是絕佳選擇。

此次曝光的“花期將至”版海報分別定格男女主角山音麥（菅田將

晖 飾）和八谷絹（有村架純 飾）的兩幅浪漫瞬間，清新、柔和的色彩

呈現情侶間的青澀和悸動，甜蜜氣息如春日鮮花一樣溢出畫面。定檔預

告中，鏡頭細膩捕捉這對戀人從怦然心動到告白，從牽手到親吻的種種

幸福時刻，微妙氛圍與小心思、小情緒展現得淋漓盡致。而結尾部分也

留下懸念，相愛的人能否一起走到最後？“不想留下遺憾，不想錯過

你”，似乎提醒觀衆在體驗高甜戀愛的同時，也不要忘記備好紙巾。

“現男友”推薦情侶必看2022開年不可錯過的愛情電影
正如海報透露出的甜美氣質，影片主創同樣“甜度超標”。被網友

贊譽爲“能恰如其分捕捉戀愛感”的導演土井裕泰，與經典愛情劇集

《東京愛情故事》的編劇坂元裕二首次大銀幕合作。深受觀衆喜愛的

“情侶CP”菅田將晖與有村架純擔綱男女主演上演高甜戀愛。此外，小

田切讓、押井守、小林薰、清原果耶等驚喜出演也爲影片增色不少。

在強大主創的加持下，本片一經上映便大獲好評，曾連續六周蟬聯

日本觀影上座人次冠軍，並入選第95屆電影旬報獎年度十佳日本電影，

IMDB評分7.2分，豆瓣上更有17萬網友打出8.7分，47%的觀衆獻出滿

分好評推薦，並在豆瓣2021年度愛情片、年度日本電影榜均高居榜首。

影片中呈現出戀愛如花期的情感觀戳中了無數觀衆內心。“現男友”演

員李現“自來水”微博推薦：“開始是結束的開始；我的人生目標，就

是和你維持現狀；相比一個人的寂寞，兩個人的寂寞更難忍受。台詞很

戳心，畫面也很美，故事讓我想起了 lalaland，和喜歡的人一起分享

生活，今年目前最愛的電影……”也有網友評論：“愛情就像耳機聽歌

一樣，不要一左一右拿來分享”、“如何跟百分百合拍的人說再見，影

片讓我大哭了三次”、“我是女生，我沒有遇到過一個像麥一樣的人”。

此番原版引進定檔的消息，無疑將點燃觀衆期待。

電影《花束般的戀愛》由日本東京廣播電視台閃股份有限公司出

品，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進口，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發行，上海電

影譯制廠有限公司譯制，北京聚合影聯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協助推廣，影

片定檔2022年2月22日“最有愛”的一天上映，非常適合情侶觀衆相約

影院，體驗一次超有儀式感的電影約會。

張
藝
謀
談
冬
奧
會
閉
幕
式

講
中
國
人
的
家
國
情
懷

北京冬奧會閉幕式結束後，張藝謀發聲：

“我們重現了2008年的那一幕：星星在地面彙

聚，成爲星光五環，伴隨著《我和你》主題曲

緩緩升起。然後這朵雪花火炬再緩緩下降，兩

者在空中交錯，很浪漫，好像時光倒流一樣，

我自己覺得這應該是一個經典瞬間。”

張藝謀導演表示：“作爲親曆者，這十

幾年走過來，我自己和國家都發生了許多變

化。我們可以用簡約的方式呈現開閉幕式，

讓全世界和我們在一起。所以我認爲這次冬

奧會開閉幕式跟2008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文

化自信，我們放下了包袱，完全放松自己才

可以浪漫。”

談到中國人的家國情懷，張藝謀稱：“所有

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一晃十幾年，時光的重

疊中，國家和我們都不一樣了。我相信很多人

看到這個瞬間之後也會有同樣的感受，這是中

國人對于國家發展、對于國家越來越好的一種

深切感情。”

此外，張藝謀在受訪時對“折柳寄情”

環節作出解讀：“在《送別》的環節，我們

想借此機會把中國的傳統文化藝術傳遞到全

世界。”

閉幕式中的“緬懷環節”是自裏約奧運

會開始的規定動作，爲了緬懷逝者。韓國選

擇用類似葬禮的形式展示，東京奧運會則展

現了日本的“物哀文化”。張藝謀導演透

露，“緬懷環節”的創意會開了很多次，

下了很多功夫：“中國人如何表達死亡？如

何在中國文化中萃取出中國人的生死觀？我

想中國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的是，對于逝去

的人、對于生命，我們有屬于中國人的樂觀

與向上。”

最終導演組選擇了“折柳寄情”的

意象。大家拿著一個發光的“柳條”，在

《送別》的音樂中緩緩地向中間走，有無數道綠色的光像紀念碑

一樣升起來。張藝謀稱：“我們特別把光調成綠色的，意味著生

命、希望和成長，我們沒有太多的悲傷，更多的是一種深沈的紀

念。綠色的希望重新升起，一切都要向前看，這是一種完全不同

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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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餘年地產經驗   
信譽品牌 地產精英  
全職服務 專業熱心

李 雄 負責人
Kenneth Li  CCIM. CRS. CIPS,GRI

kli@ccim.net

歷任：
全美亞商地產協會總會長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

休士頓都市計劃委員

國際亞裔青商會前會長

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席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主席

6918 corporate dr #A5 
HOUSTON TX 77036

-

歡迎預約參觀樣品房

有意者請聯繫：

祥瑞花園
TURTLEWOOD MANOR

盛大酬賓
6955 Turtl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2

德州地產  獨家代理  全新社區  拎包入住

社區配套簡介
˙ 55歲以上的門禁退休社區
˙ 全方位7/24實時監控
˙ 公共區域WiFi 
˙ 訂餐服務
˙ 配有健身房 , 圖書室
˙ 電影院 , 活動室
˙ turtlewoodseniorliving.net

物業管理部門 SWRG management LCC
德泰物業管理公司..

713-271-9988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管理物業包括：頂好廣場，敦煌廣場，利和新村及精英廣場...等

住宅房地產  租/售/買賣/管理部門

713-826-3388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專業.負責.誠信.保密, 新房舊屋買賣.出租.管理. 一慣性服務,

 由1988年開始,服務至今, 信譽保證

住宅

夏季優惠價

$188,000

起售

                             1. 土地出售，西南區，近中國城，近Dairy Ashford與Westpark Tollway，面積4.74英畝，售價$1,350,000。
                             2. 土地出售，近百利大道與六號公路，面積2.98英畝，售價$1,049,000。
                             3. 旺舖出售，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3,697平方尺，售價$1,150,000。
4. 辦公室出售/出租，中國城恆豐大廈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1,896平方尺，售價$750,000。
5. 商/住兩用出售，中國城，面朝百利大道，面積5,000平方尺, 售價$650,000。
6. 土地出售，休斯敦東北方向，Kountze城，距離兩小時車程， 面積624英畝，售價$1,198,000, 經紀人電話：
    832-715-7569。
7. 倉庫出售，近中國城，面朝Beechnut大道，面積26,400平方尺，售價$2,500,000，經紀人 Walter Tjon，
    832-628-0670。
8. 旺舖出租，中國城頂好廣場內，惠康超市旁，黃金店面出租，面積650平方尺 到3000 平方尺。
9. 旺舖出租，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1,390平方尺～10,000平方尺。
10. 辦公室出租，中國城精英廣場內，面積2,100平方尺，月租$2,500。
11. 購物商場出租，13250 Farm to Market Rd529, 西北區，近290與八號公路，面積1,000平方尺～2,100平方尺。
12. 旺舖出租，10400 Harwin Dr，好運大道，近八號公路，面積3,000平方尺，月租$3,500包水電。
13. 旺舖出租/出售，中國城，中國文化中心對面，面積5,000平方尺，售價$550,000；可月租，面積700平方 
      尺 ～2000平方尺，月租$900起。
14. 旺舖出租，近萊斯大學，近69號公路，高級商業區，面積1,500平方尺，月租$4,000。
15. 好運國際廣場旺舖出售，7686 Harwin Dr，面積1,500平方尺～20,000平方尺，售價$295,000起。
16. 近中國城，20,000平方尺，獨立辦公樓出租，狀況極佳，可立即遷入，房租面洽，李先生：713-826-3388。 

1. 近Memorial 中餐館，年收入60萬，有錢賺，經營多年知名店，業主榮休，僅售$79,000。
2. 中國城，知名韓國燒烤店，百利大道上，2000平方尺，每月可凈賺2萬，欲購從速。
3. 休斯頓近45號及8號公路，獨立西餐館，設備及房地產出售價$950,000，請洽張先生832-628-0670。

                      1.公寓出租，Montrose區近市中心，單身公寓，1房1衛，月租$700，
                          MLS#65901683。
2.公寓出售，市中心近醫療中心，豪華公寓，3房2.5衛3個車位，面積1,836 
    平方尺,售價$639,990,MLS#3180527，經紀人Monica：832-715-7569。
3.土地出售，Alief 區近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2.98英畝，售價$1,049,000，
    MLS#28857728，經紀人Kenneth : 713-826-3388。
4.好房出售，Katy東南區，豪華別墅，優美湖景，5房4.5衛2車庫，
   面積4,568平方尺，售價$890,000，MLS#53292040。

商業

Broker:
 

  

tion by Southwest Realty Group of the property’s condition, quality or dimensions, nor is the summary a subsitute for the buyer’s ow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and due diligence prior to the time of sale. All buyers and their agents must secure their own inspection and conduct their own due diligence before purchase. 

832.734.6888
Kenneth Li

李先生
Agent: 832.768.2679Nicole Xi 奚小姐開放日： 週六，週日 下午 1:00 - 4:00

Broker: Kenneth 713-826-3388      Agents: Nicole 832-768-2679 中文  
 David 832-715-2864 韓文        Walter 832-628-0670 廣東話

   公司誠聘: 銷售代表或Agent

要求中英文流利，有房地產相關銷售經驗者優先。
有意者請聯系：Email：kli@ccim.net
Tel ：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生意買賣

休城工商

世華美南分會定於2022年3月
26日（星期六）下午5時30分假希
爾頓花園旅館二樓宴會廳 Hilton
Garden Inn 舉辦本會第36、37屆會
長交接典禮暨理監事就職典禮晚宴
。

本會2022年何真會長及全體理
監事誠心邀請各位姊妹和朋友們一
起來共襄盛舉。個人票價分為:
$100.00，$50.00。

購票請洽:

第36屆會長：孫玉玟 Tel:(281)
777-7783 /Email:lisasun1118@gmail.
com
第37屆會長：何 真 Tel: (832)
866-3333 / Email:
yaochristi@yahoo.com

美南分會第美南分會第3636、、3737屆會長交接典禮屆會長交接典禮
暨理監事就職典禮晚宴暨理監事就職典禮晚宴

「「德州地產德州地產」」 推出賺錢良機推出賺錢良機
距糖城半小時車程距糖城半小時車程，，8888英畝農地出售英畝農地出售

（本報記者秦鴻鈞 ）隨著休市土地的開發，
擴充，不少當年的草坪，荒地，在業主默默繳了
二十多年地稅之後，忽一夜之間開發為高檔昂貴
的社區,” River Stone “ 社區即其一例。

而近期 「德州地產 」 推出一塊在 Wharton
County , 88.74 英畝的農地，就在59號公路上，距
離糖城僅半小時車程，要價僅130萬，平均每呎土
地僅35cent, 如果您還沒概念，就拿目今百利大道
現在的土地，每呎在$30～$40 元之間，您就知它
有多便宜，而一年的土地稅僅美金一千元。

隨著近年來休市的人口增長快速，很多原有
的社區已不敷供應，很多有長遠眼光的地產投資
商，紛紛把目光投向休市附近的土地，才有近年
來諸如：Rivers Stone,Spring Branch, Katy … 等社區
的高速開發，且房地產炒的火熱, 而這塊59公路上

，距糖城僅半小時車程的土地開發，指日可待 ！
歡迎有眼光的投資人，儘快與 「德州地產」 聯繫
。

「德州地產」 由李雄先生主持，李雄生有30
餘年地產經驗，信譽品牌，地產精英，全職服務
，專業熱心。該公司設有 「商業房地產投資」 部
門，專精處理各類房地產難題：EB5、商場、辦公
室、店舖、廠房、公寓旅館買責、出租、租客審
核、物業管理各種疑難交易、合約、餐館、生意
租約轉讓，土地開發，政府及銀行物業拍賣競標
。

「德州地
產」 設有物業
管理部門：德
泰物業管理公
司：住宅、商場— 由全職員工管理。目前管理物
業包括：頂好廣場、敦煌廣場、利和新村及精英
廣場...等。物業管理專綫：713-271-9988

「德州地產」 也設有住宅房地產的租、售、
買賣、管理部門。專業、負責、誠信、保密，新
房舊屋買賣、出租、管理等一貫性服務，由1988
年開始，服務至今，信譽保證。諮詢專線：
713-826-3388

「德州地產」 負責人李雄先生，現任全美亞
裔地產協會總會長、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休士頓都市計劃委員、亞
商會主席、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席、中華文化服
務中心主席。

「德州地產」 公司電話：713-988-1668，Fax:
713-988-1634,李雄手機：713-826-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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