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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畫頁

【本報訊】根據今天所公布一份劃時代的聯合國報告，近半數地球人口極可能受到一系
列毀滅性的氣候變遷衝擊，且要確保所有人都能擁有 「宜居未來」 ，能夠努力的時間幾乎已
消耗殆盡。

全世界和各國領袖已對全球暖化措詞強硬數十年，溫室氣體排放仍然升高，眾人如今面
臨聯合國報告呈現宛如 「人類苦難圖鑑」 的可怕景象，以及勢必會糟糕許多的前景。

聯合國（UN）轄下機構 「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指出，由於氣溫升高，包括物種滅絕、生態系統崩潰、蟲媒傳染病
、致命熱浪與超大風暴、缺水、農作物減產等問題，全都已顯著惡化。

單單去年，地球上4個大陸便出現連串空前的洪災、熱浪和野火。
IPCC警告，即使迅速控制住造成氣候變遷的化石燃料汙染，所有這些衝擊仍將在未來幾

十年內惡化。
在各國難以讓二氧化碳排放升勢最終逆轉的情況下，IPCC的報告直言，全球必須有心理

準備，一些氣候突發衝擊將無法避免。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表示，這份報告內容是對全球領導階層失敗

的 「嚴厲控訴」 。他形容這堪稱 「犯罪」 ， 「全球最大汙染者犯下縱火罪，燒了我們唯一的
家」 。

參與IPCC為期2週視訊會議的人士指出，即使爆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事件，也無法令人
忽視這份3600頁報告和當中極其重要的 「給決策者摘要」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列
出的事實。

擔任IPCC共同主席的科學家波特納（Han-Otto Portner）告訴法新社： 「忽視這份報告
或忽視氣候變遷，根本是不可接受的。氣候變遷正在影響我們、困擾我們，威脅到我們的生
存。」

報告的重點之一，是人類和大自然系統的命運交織在一起。除非貯存碳的森林和海洋被
破壞後，能復原並受到保護，否則無法改善氣候變遷。

報告並強調，若全球暖化失控，人類和其他生命獲得乾淨水、空氣和土壤仰賴的生態系
統，將無法完好存活。

報告清楚表示，地球環境未來能否存活面臨高度不確定性，一些最嚴重的氣候衝擊已不
可逆，例如幾乎所有淺水域珊瑚很可能無法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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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們年齡的增長，如果中老年人還沒有開始服用
阿司匹林，就必須權衡利弊與風險後再討論是否開始使用阿
司匹林。”

定期服用阿司匹林在降低中年人的大腸癌發生率方面有

明顯的益處，但也有一些風險，如消化道出血。成年人應該
什麼時候開始定期服用阿司匹林，服用多長時間？

有大量證據表明，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可以降低70歲以下
成年人患大腸癌的風險。但是，到目前為止，尚無明確證據
表明70歲以上的老年人是否應該開始服用阿司匹林。
由麻省總醫院臨床和轉化流行病學部主任、胃腸病學家 An-
drew t. Chan 博士領導的一批科學家正在研究這個課題。他
們的報告發表在期刊JAMA Oncology（《美國醫學會腫瘤學
》)上。

研究人員對美國兩項大型群組研究進行了匯總分析：護
士健康研究（1980年1月至2014年6月）和衛生專業人員隨
訪研究（1986年1月至2014年1月）。這兩項研究提供了超
過94500名參與者在大約35年中使用阿司匹林的數據，為理
解阿司匹林在整個生命週期中對癌症風險的影響提供了難得
的機會。

研究人員發現，在70歲或以上的人群中，定期服用阿司
匹林可以降低大腸癌的風險。然而，這一優勢只在那些70歲
之前開始服用阿司匹林的人群中顯著。在70歲或以上開始定
期服用阿司匹林的人群中似乎沒有獲得任何益處。

“有大量的證據表明阿司匹林可以預防50歲至70歲間
成年人患大腸癌。” Chan博士說“但目前尚不清楚對70歲
以上的老年人是否有相似的效果。”

阿司匹林被認為是預防大腸癌（CRC）最成熟的藥物，
同時由於它對心臟有保護作用，目前美國預防服務工作組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推薦給50-59歲有
特定心血管風險的人群使用。

但是，最近在老年人使用阿司匹林降低疾病事件（ As-
pirin in Reducing Events in the Elderly，ASPREE）的試驗
報告表明，在70歲以後每天服用低劑量阿司匹林（100毫克
）約5年的參與者，實際上死於癌症的風險竟意外地增加了

30%。絕大多數ASPREE參與者（佔89％）在參加研究之前
從未定期服用過阿司匹林。 Chan的小組最近報告稱，服用
阿司匹林的 ASPREE 參與者患癌症的風險並沒有增加或減少
，但是死於癌症的風險卻增加了。

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對70歲以上的老人，定期服用阿
司匹林到底是有益還是有害？多大年齡開始服用阿司匹林比
較好呢？

目前的研究證實，在較大年齡開始服用阿司匹林並不會
降低患大腸癌的風險。然而，重要的是，如果在更早的年齡
開始服用阿司匹林，那麼繼續服用阿司匹林是有潛在的好處
。研究人員表示這些結果“有力地表明，阿司匹林對老年人
的影響存在潛在的生物學差異，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Chan博士補充道: “隨著人們年齡的增長，如果他們還
沒有服用阿司匹林，那麼在權衡利弊之後，是否應該服用阿
司匹林的討論是有必要的。”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

模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
究項目，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
者，我們的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
省總醫院可以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
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
、消化系統疾病、心髒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
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
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
。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
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項專科排名中均獲
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中，麻省總醫院
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Andrew T. Chan臨床和轉化流行病學部醫學博士
（MD），公共衛生碩士（MPH）胃腸病學專家
麻省總醫院臨床和轉化流行病學部主任
麻省總醫院癌症流行病學主任

【美南新聞泉深】烏克蘭和俄羅斯代表週
一坐下來，參加自俄羅斯五天前發動入侵烏克
蘭以來兩國之間的首次直接談判。雖然會談帶
來了結束戰爭的初步希望，但烏克蘭總統澤連
斯基在討論開始前明確表示，他並不期待任何
重大突破。即使在雙方會議正在召開之際，也
有報道稱俄羅斯加強了對烏克蘭東部城市的砲
擊。

會談前俄羅斯不會澄清會談的目的，但報
道說，烏克蘭的主要要求是“立即停火”和俄
羅斯軍隊從烏克蘭撤軍。

烏克蘭首都基輔週一早上仍處於緊張狀態
，但居民自周六晚上以來首次被允許離開他們
的房屋和避難所。當時當地政府正為俄羅斯對
該國首都的圍攻做準備，表示任何人在街道上
都將被視為敵人。

烏俄談判在白俄羅斯邊境附近開始前幾個
小時，烏克蘭官員表示，俄羅斯再次在一夜之
間炮擊了烏克蘭的主要城市。烏國防官員說，
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在烏克蘭軍隊前一
天從俄羅斯軍隊手中奪回後，俄軍遭受重創，
該市又遭受俄羅斯的猛烈的砲火攻擊。

在北約的咄咄逼人的聲明和世界上最富有
國家頒布對俄羅斯的懲罰性制裁後，俄羅斯領
導人弗拉基米爾·普京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
莫斯科街頭呈現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烏克蘭戰
場俄軍節節敗退，但他表示正在將其核力量置
於戒備狀態以應對他聲稱的緊急事件，對歐洲
國家實施核威脅，引起全球的關注。第二天，
整個聯合國大會將召開一次特別緊急會議討論
烏俄危機。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烏俄雙方首次會談烏尋求烏俄雙方首次會談烏尋求““立即停火立即停火””
和俄撤軍和俄撤軍 普京仍下令持續入侵普京仍下令持續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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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俄烏局勢升級，糧價、油價大漲
全球物價會飆升嗎？

綜合報導 俄烏衝突驟然升級。受

此影響，全球金融市場劇烈震動，局勢

對全球能源與糧食的影響成爲其中一個

關注焦點。

當衝突發生在能源供應大國、糧食

生産大國俄羅斯和“歐洲糧倉”烏克蘭

之間，全球原油、天然氣、糧食市場價

格未來走勢如何？是否會進一步加劇全

球通脹水平？

“市場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本次

衝突會持續多久。”這是多位不同領域

學者給出的共同答案。

面對迅速變化的俄烏局勢，短期影

響已然發生：原油、天然氣，農産品價

格紛紛上漲。

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是烏克蘭。

2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電

視講話稱，決定在頓巴斯地區發起特別

軍事行動。

中國社科院俄羅斯中亞史研究室助

理研究員鮑宏铮介紹，頓巴斯地區不管

從自然資源還是經濟基礎來看，都比烏

克蘭西部“要發達一些”。“烏克蘭的

工業重心都在東部，同時農業也大部分

集中在東部和南部，烏克蘭西部山區則

不適宜農業發展。”

鮑宏铮告訴中新財經記者，在近年

來烏克蘭政治紛爭頻現的大環境下，其

東部地區一直以來獨立性較強。

他說，雖然在疫情前的幾年中，烏

克蘭經濟增長從數據上看比較正常，但

其內部已出現較爲嚴重的貧富分化、地

區發展分化以及行業分化問題。在這一

背景下，相對于烏克蘭西部來說，東部

地區發展程度更高、也更穩定。

更直觀的衝擊體現在烏克蘭貨幣及

貿易情況。

據美聯社報道，自今年年初以來，

烏克蘭官方貨幣格裏夫納持續貶值，以

約4%的累計跌幅領跌全球外彙市場。

同時，受緊張局勢造成的不確定性

影響，烏克蘭南部港口貨物運輸量大幅

下跌，資金外流現象愈發嚴重。

此外，衝突升級對國際市場的影響

亦備受關注。

報道顯示，24日當天，全球基准油

價布倫特原油期貨自2014年以來首次升

破每桶100美元，天然氣期貨漲逾5%。

美國小麥和玉米期貨更是一度漲停；大

豆價格則創下2012年以來最高水平；豆

油大漲5.4%，觸及 2008 年以來最高價

格。

“本輪油價上漲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能源

問題專家趙宏圖看來，從去年的“能源

荒”，到疫情以來出現的國際石油供需

失衡狀態，再到疫情之下一些國家爲了

刺激經濟而大量(貨幣)“放水”，都是

持續推高油價的原因。

國際能源署早前就表示，即使沒有

戰爭，出口國之間的石油供應問題也有

可能加劇能源市場的緊張和波動，並推

高價格。

很明顯，俄烏局勢加劇了市場擔憂。

值得注意的是，烏克蘭作爲天然氣

過境國，其從俄羅斯接收的天然氣過境

輸送給歐洲。趙宏圖認爲，如果此次衝

突持續，不僅油價上漲，該區域內天然

氣短缺問題肯定還會加劇。

德國已宣布暫停“北溪-2”天然氣

管道項目認證程序，以此作爲對俄新制

裁的主要手段。這已導致歐洲天然氣價

格連續暴漲。

能源之外，俄烏均是糧食供應大

國。當前局勢已對國際糧食市場造成影

響。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專家梁建

武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受俄烏衝突

影響，國際糧價上漲成爲大概率事件。

“去年俄烏衝突升溫時，糧食谷物就

出現價格上漲的情況。但長期來看，還

要根據衝突持續時間判斷。”

梁建武分析，如果目前的狀態可以

得到快速控制，從糧食生産、産量的角

度判斷，對國際糧食市場的長期影響有

限。當然，對于未來的判斷還需要參考

歐美等國的反應。“他們未來采取什麽

制裁措施，值得關注。”

記者注意到，當地時間24日，英國

宣布新一輪對俄羅斯制裁10項措施；加

拿大宣布對58個俄羅斯個人和實體實施

制裁；美國宣布了四項新的對俄制裁措

施；歐盟也決定對俄關鍵經濟部門實施

制裁，涵蓋金融、能源、運輸及出口等

領域。

值得一提的是，在亞太股市、歐洲

股市紛紛下挫之時，當地時間2月24日

，美股三大股指盤中由跌轉漲。

不過，目前全球通脹已經處于近十

幾年的較高水平。最新數據顯示，美國

1 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

7.5%，創下1982年2月以來40年新高。

若食品和能源價格持續上漲，全球通脹

風險將進一步加大。

元宇宙行業於今年進入分歧期 多重因素致概念熱度顯著下降
今年以來，元宇宙概念熱度驟降。目前，Meta

股價距去年9月的曆史高點已跌逾48%，Roblox股

價今年以來累計跌逾55%。A股市場上，此前備受

資金青睐的中青寶今年以來曾在10個交易日內累

計下跌34%，截至2月24日收盤，中青寶今年以來

累計下跌28.66%。

分析人士表示，元宇宙行業在 2022 年進入

分歧期，多重因素共同導致元宇宙概念降溫。

在分歧期結束後，有望迎來景氣上行期。元宇

宙整體性的大行情或在 2023 年下半年或者 2024

年才開啓。

多因素引發降溫
在分析人士看來，進入2022年，元宇宙概念熱

度驟降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

首先，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步伐加快導致市場

偏好向價值股傾斜。今年以來，美聯儲緊縮的預期

逐漸強化，3月份加息箭在弦上。隨著未來利率上

升，依靠貸款的成長型公司擴張將受阻，因而當前

投資者會把目光投向其他可能帶來更高回報的資産

。

其次，地緣風險打擊市場情緒。今年以來，地

緣局勢持續升級，資金傾向于流入黃金、原油、美

元等防禦性品種，股票資産承壓。

再次，産業鏈企業短期內無法實現盈利。Meta

本月初發布的財報數據顯示，Meta元宇宙業務在

2021年虧損高達101.9億美元，2020年虧損爲66.2

億美元。

最後，元宇宙行業進入分歧期。華泰證券TMT

研究組負責人、科技與電子首席分析師黃樂平直言

，科技巨頭將元宇宙視爲“互聯網的下一站”；投

資人士從中看到價值數萬億美元的投資機會；政府

機構認爲是一個需要理性看待的真正挑戰，注重如

何平衡産業發展與安全之間的關系。

銀保監會日前發文，提醒投資者防範以元宇宙

名義進行非法集資的風險。

大行情仍需等待
元宇宙行情就此結束了嗎？安信證券傳媒

互聯網首席分析師焦娟認爲，元宇宙在 2022 年

進入分歧期，是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的正常現

象，分歧期結束後將迎來景氣上行期。元宇宙

整體性的大行情可能在 2023 年下半年或者 2024

年開啓。

黃樂平表示，元宇宙建設並非一日之功，未來

5-10年均有機會。類比4G時代，元宇宙産業鏈的

發展順序將爲：底層技術基建(軟硬件設備商)、交

互終端(VR、AR設備生産商)、元宇宙內容平台、

元宇宙應用。

中信證券日前發布研報稱，未來3-5年，預計

元宇宙發展將沿著三條主線展開：一是基于手機和

PC的內容創新，二是VR、AR等下一代科技硬件漸

進式成長，三是元宇宙與智能汽車等計算平台的融

合。中長期看，可關注高壁壘方向，例如VR硬件

産業鏈以及在全球範圍內真正具有核心競爭優勢的

龍頭公司。

中信證券提醒，元宇宙早期産品盈利能力和長

期競爭力的不確定性、技術創新和新技術路線可能

帶來的行業變革，以及各國對元宇宙政策和監管的

不確定性等因素需要重點關注。

烏克蘭局勢升級！
油氣價格恐將繼續上漲 全球通脹壓力加劇

烏克蘭局勢再度急劇升級，令油氣

價格跳漲。俄國防部稱，俄聯邦武裝力

量24日所有任務均已完成，烏克蘭地面

軍事基礎設施83處在打擊下癱瘓。切爾

諾貝利核電站被俄軍控制。七國集團

(G7)領導人同意推進對俄“毀滅性”制

裁並“激進執行”，暫不考慮將俄羅斯

剔除出SWIFT。拜登宣布美俄關系決裂

，五角大樓下令向歐洲增派約7000名士

兵。

由于俄羅斯是世界第三大原油生産

國，也是歐洲最重要的天然氣供應國，

油氣價格隨之跳漲。布倫特原油期貨周

四早盤突破100美元/桶，創2014年以來

最高水平。歐洲天然氣價格也一度飙升

41%。

分析師認爲，由于原油和天然氣生

産商提高産量的能力受到限制，在烏克

蘭局勢升級後，全球幾乎沒有辦法降低

油氣價格。全球通脹壓力也將因此加劇

，全球央行貨幣政策將面臨更多不確定

性。

今年第二季度油價或將攀升至125
美元/桶

市場預計，全球石油需求在2022年

將恢複到新冠疫情前的約1億桶/日的水

平。但即使在烏克蘭局勢升級前，石油

供應就已經難以跟上。

摩根大通的全球能源戰略主管莫

勒克(Christyan Malek)分析稱，全球閑

置産能，即幾周內可以上線的額外産

量，已降至每天 280 萬桶/天，而曆史

上，爲緩衝運營或地緣政治問題，全

球閑置産能的平均緩衝量爲 500 萬桶/

日。因此，即使烏克蘭危機不會影響

俄羅斯的石油出口，國際油價也會進

一步攀升。

“閑置産能正在下降，(石油)市場

不得不重新定價這種缺乏安全邊際的

狀況。”莫勒克預計，布倫特原油期

貨今年第二季度可能會漲至 125 美元/

桶。“油價正在不斷上漲，石油超級

周期不可避免，而市場無能爲力。”

他補充稱。

拉皮丹能源集團 (Rapidan Energy

Group)的負責人麥克納利(Bob McNally)

認爲，石油供應中斷的風險可能僅限于

途經烏克蘭的石油和天然氣。具體而言

，烏克蘭的原油産量約爲25萬桶/天，天

然氣供應約占俄羅斯輸送到歐洲天然氣

的20%。

“但考慮到油氣市場缺乏備用産能

，是否真的發生供應中斷並不重要。”

他在本周一次石油市場討論會上表示，

“在市場能夠完全確定油氣供應不會中

斷之前，我認爲，油氣繼續上漲的壓力

將一直存在。”

由于在疫情期間削減開支導致對石

油生産的投資減少，歐佩克組織(OPEC)

的一些成員至今難以恢複疫情前的産

能。事實上，OPEC及包括俄羅斯在內

的石油生産方自去年7月以來一直未能

達到産量目標。美國還多次敦促OPEC

，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加大石油生産力

度，以緩解油價，抑制通脹。美國最新

公布的制裁也並不包括限制俄羅斯原油

供應。

OPEC+將于3月2日召開會議以決定

4月的産油量。但截至本周三，一些主

要成員國代表仍表態，三位數的油價不

會令他們更快增産。他們目前的策略是

每個月向市場增加40萬桶/日的供應。

麥克納利認爲，“即使沙特阿拉伯

同意增産，也不清楚這一擬定行動是否

有效，因爲增産只會進一步消耗閑置産

能”。

除了敦促OPEC增産外，爲了穩定

油價，美國和其他一些全球石油消費大

國從去年開始還釋放了緊急石油庫存。

昨日，美國總統拜登又表示，正在與主

要消費國合作，聯手從戰略石油儲備中

釋放原油。爲此，周四紐市尾盤，油價

回吐此前漲幅，WTI原油期貨收盤跌破

93美元/桶，布倫特原油也重新降至100

美元下方。

但Oanda駐美洲的高級市場分析師

莫亞(EdMoya)表示，盡管在拜登周四的

講話後期貨價格收窄漲幅，但油價大幅

上漲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本輪制裁消息

公布後原油價格的回落並沒有改變油價

後市大幅上漲的可能性。

能源服務公司 JTD Energy Services

的首席策略師德瑞斯克爾(John Driscoll)

也稱，石油市場基本面方面已經存在很

多看漲情緒，過去幾天地緣政治風險升

級，又實質性地進一步加劇了大宗商品

市場失衡的風險。在衝突的現階段，很

難看到一種輕松緩和局勢的途徑。加之

對伊朗核談判進展的樂觀消息可能已經

被計入當前的價格中，油價可能會繼續

震蕩上行。

天然氣價格也將繼續走高
不僅是石油，鑒于歐洲40%的天然

氣供應依賴俄羅斯，烏克蘭局勢的升級

令TTF基准荷蘭天然氣期貨價格一度躍

升至逾88歐元/兆瓦時。過去一年，隨著

對天然氣需求的複蘇以及來自俄羅斯的

輸入減少，歐洲天然氣的批發價格已經

飙升了450%以上。

此前，作爲制裁措施的一部分，

德國和美國暫停了對北溪 2 號 (Nord

Stream 2)管道的審批，令該管道可能

推遲到 2023年投入使用。分析師的基

准情況判斷是，俄羅斯不會切斷對歐

洲的天然氣供應，但可能以減少天然

氣供應作爲報複手段，不論如何，天

然氣價格很難避免圍繞供應中斷而來

的風險溢價。

IHS Markit分析師魯塞卡斯(Laurent

Ruseckas)表示，莫斯科不太可能通過切

斷天然氣供應來回應西方的制裁，這些

天然氣分別穿過烏克蘭、波蘭和波羅的

海的管道抵達歐洲。“除非俄羅斯或烏

克蘭有意破壞，不然‘流彈’導致供應

中斷的可能性很低，這肯定不會是我們

判斷的基准情況”。俄羅斯能源部長尼

古拉· 舒爾吉諾夫(Nikolai Shulginov)周二

在卡塔爾的一次能源會議上也曾表示，

俄羅斯的目標是保持天然氣供應“不受

幹擾”。

但荷蘭國際集團(ING)分析師帕特森

(Warren Patterson)稱，“從理論上講，這

不會對流向歐洲的天然氣供應産生任何

影響，因爲該管道尚未投入運營，而且

還有通過其他路線供應天然氣的備用管

道容量。然而，俄羅斯可能會進一步減

少向歐洲輸送的天然氣總量，以此報複

歐美暫停審批進程。”

在上述能源會議上，卡塔爾的能源

部長薩阿德· 卡比(Saad al-Kaabi)指出，

如果出現俄羅斯中斷天然氣供應的極端

情況，歐洲將發現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

夠取代俄羅斯提供歐洲的天然氣供應，

因爲“與石油一樣，市場上沒有足夠的

備用容量來彌補這一缺口”。

以卡尼娃(Natasha Kaneva)爲首的摩

根大通大宗商品策略團隊也在研報中

表示，天然氣“無法避免供應中斷帶

來的風險溢價，這可能會在此次地緣

政治危機中再次體現出來。”該團隊

指出，根據歐盟和美國的聲明，北溪2

號在 2023年也不投入使用的可能性正

在增加，“如若當真如此，我們預計

歐洲天然氣市場將處于和液化天然氣

的長期競爭狀態中，最終表現爲價格

的持續上漲。”

全球通脹壓力難解，央行更難了
伴隨油氣價格繼續走高，不少分

析師已經開始擔心通脹進一步走高的

風險。

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分析師在

一份報告中表示，美國和歐洲幾乎

肯定會對俄采取影響深遠的一攬子

制裁措施，最嚴重的情況下，可能

將俄羅斯排除在 SWIFT 金融信息系

統之外，將北溪 2號管道無限期擱置

。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將大幅上漲，

加大全球通脹壓力，拖累金融市場

和全球增長。

根據彭博此前的計算，當國際油價

價格攀升到100美元/桶，美國和歐洲下

半年的通脹率將提高約0.5個百分點。摩

根大通的預測認爲，如果國際油價攀升

至150美元/桶，全球通脹率將飙到7%以

上，全球經濟擴張將完全熄火。

而一段時間以來，包括美聯儲在內

的全球央行已經將抵禦通脹視爲首要政

策目標。伴隨烏克蘭局勢升級而來的通

脹加劇和經濟前景不明的雙重風險無疑

會給全球央行貨幣政策制定帶來更大不

確定性。

歐洲央行鷹派高官、管委霍爾茨

曼(RobertHolzmann)已經表示，烏克蘭

衝突可能會推遲歐洲央行退出刺激政

策的計劃，與烏克蘭衝突相關的不確

定性加重，歐洲央行將仔細分析危機

可能造成的經濟影響。“很明顯，我

們正朝著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方向發展

，不過，現在的速度有可能會有些延

遲。”他稱。

美聯儲對收緊貨幣政策的堅決態度

暫時未受影響，但也表示正密切關注烏

克蘭局勢的發展。裏士滿聯儲主席巴爾

金表示，將不得不觀察烏克蘭局勢是否

會顛覆美聯儲在貨幣政策方面的態度。

亞特蘭大聯儲主席波斯蒂克也表示，美

聯儲正密切追蹤烏克蘭危機，以評估局

勢可能造成的經濟影響。但他也指出，

美聯儲貨幣政策注定要回歸到一個更正

常的狀態。克利夫蘭聯儲主席梅斯特表

示，地緣政治風險短期內將加重美國所

承受的通脹和增長風險，不過美聯儲3

月加息、並在隨後開啓一系列加息仍將

是合適的。

美國獨立投研公司 Leuthold Group

的 首 席 投 資 策 略 師 鮑 爾 森 (Jim

Paulsen)認爲，地緣政治事件可能不

會過多地幹擾美聯儲的想法，加息

路徑預計仍會沿著設定的方式進行

。新加坡馬來亞銀行 (Maybank) 的高

級經濟學家 ChuaHakBin 則稱，油價上

漲將加大全球央行的壓力，促使它

們提前收緊周期，並更積極地加息

，以遏制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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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春暖花开，喜鹊5点多就开始在窗

口喳喳叫人起床了。

别叫了！我要睡觉！

吵人的喜鹊通常生活在10数只组成

的社会群体中，大家一起喳喳喳，保卫

领土，抚养幼鸟。它们被认为不仅是最

聪明的鸟类之一，也是所有动物中最聪

明的之一。我们身边的喜鹊，大脑与身

体的总质量比，与大多数类人猿和鲸目

动物是相当的。

喜鹊急了，谁都敢打

欧亚喜鹊在社会认知、因果推理、

灵活性、想象力和前瞻性方面与类人猿

（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的智力相当

。除了使用工具等例子之外，在2008年

的一项研究中，喜鹊通过了镜像测试，

这是喜鹊和猩猩们在智力方面又一次打

成平手的一个好例子。

不久前的一项研究中，猩猩们领先

了。一个西非的项目团队监控野生黑猩

猩，他们捕捉到76起猿类在自己或其

他群体成员身上的伤口上使用昆虫的事

件。

用昆虫治疗他人伤口的是明显的亲

社会行为（包括：利他行为和助人行为

），与人类表现出的同理心行为相呼应

。哈，类人猿还是比鸟聪明。

喜鹊迎头赶上！

然而，猩猩们的领先优势，瞬间被

抹平了。一项最新研究中，同样作为社

会动物的喜鹊，也表现出这种看似利他

主义行为的例子：它们无偿帮助群体中

的另一个成员，不求回报。

一群鸟类专家，申报了一个喜鹊行

为学研究的科研项目，比如：喜鹊飞了

多远（领地范围）？它们是否有每天起

床、吃饭、聊闲天的日常规律？年龄、

性别或支配地位如何影响活动？

为这个项目，科学家们申报了科研

费用（大约二十万人民币），搞了一整

套监测喜鹊的新设备。

第一步：给喜鹊装备上有磁力带的

追踪设备

第二部：放飞喜鹊

第三步：建立一个追踪设备“回收

站”，在上面堆满好吃的。这个回收站

能给设备充电，保持长时间运作。并且

在项目结束的时候可以释放磁力，激活

磁力带上面的开关：喜鹊来吃东西的时

候，追踪设备就掉下来了。

第四步：回收分

析追踪设备上的数据

。

第五步：写论文

，拿奖金。

科学家们首先在

他们自己人工驯养的

几只喜鹊身上做了实

验，很成功。于是开

开心心地抓了一群野

生喜鹊安装了追踪设

备。

然而，接下来的

发展和这帮科学家设

想得完全不一样，他

们一个追踪设备都没

收回来！数据没有了

，论文写不了，科研

经费打水漂了，奖金也没了，专家们急

眼了......

到底怎么搞的？专家们又抓了一批

喜鹊，放飞后追着观察。结果立刻看到

一只成年雌性正在用喙不停地啄，试着

从一只幼鸟身上取下追踪器，没多久就

成功了（he，tui~）。不到一天，所有安

装的追踪器都被喜鹊们互相移除了！

这意味着什么？除了动手（嘴）移

除追踪器背带的能力之外，这意味着喜

鹊明白同伴身上多了一件异物，不舒服

，需要去掉。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如

果同伴身上扎了狗蒺藜，或者有了寄生

虫，喜鹊也会帮忙去除掉呢？

值得继续研究！这是一种非常罕见

的救援行为，人类记录鸟类中表现出利

他主义这还是第一次。科研经费总算没

白费，论文也有的写了，真可谓有心栽

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专家们很

开心。

怎么样，窗外路边的喜鹊，这些家

伙可是精明得很呢，手里有好吃的，就

喂喂它们吧。

喜鹊“智胜”科学家

猥琐搓着手的苍蝇，不怀好意嗡嗡叫

着的蚊子，面对这些家伙，没人会露出微

笑。但是你见过不喜欢瓢虫的人吗？

瓢虫，尤其是七星瓢虫，它们美丽、

优雅，对人类无害，是最著名、最受喜爱

的昆虫之一。瓢虫的学名coccinellids，来

源于拉丁语“猩红”。而国外，它们常被

叫做ladybird，据说七星瓢虫是圣母玛丽

亚穿着红色斗篷的化身，七个

小黑点点则象征着圣母的七喜

七忧。

瓢虫身上“星”的数量表

明它属于什么物种，和它们的

年龄无关。除了红色，瓢虫可

以是黄色、橙色、棕色，带有

黑色、白色或红色斑点，有些

甚至有条纹而不是斑点！全球

5000多种瓢虫里，颜色和“星

数”的组合超级多，咱们认不

全的。

人人都爱小瓢虫，在许多文化中，认

为七星瓢虫是幸运的，例如，这种昆虫的

土耳其语名称字面意思是“好运虫”。在

俄罗斯、和欧洲的许多国家，看到瓢虫要

么是发出许愿的信号，要么是许愿即将实

现的信号。

有人会想，红色的外表这么显眼，不

是招惹鸟类来吃它们么？其实正好相反，

瓢虫鲜艳的颜色是一种重要的防御机制，

警告动物最好不要吃它们。当受到威胁时

，瓢虫会从腿部关节分泌出一种臭臭的油

腻黄色液体——之前吃过它们的动物再看

见这些红色小虫子会觉得：“呃，这货很

难吃，别碰它！”

于是，在自然选择之下，瓢虫们进化

出鲜艳的外表。当然，除了外表，招人喜爱

也和它们在自然界中起着核心的作用有关。

这些小小的瓢虫是春天的象征。瓢虫

的成虫在冬季进入滞育期，在公园、花园

和森林边缘的地面垃圾中以及树皮和岩石

下越冬（成年瓢虫可以活2到3年）。因

此，熬过寒冷，春暖花开后，它们通常是

春季最先出现的昆虫之一。

二月，各地的迎春花已经开放了，瓢

虫的冬眠也结束了。它们一旦出动，就会

开始积极地消灭害虫。

瓢虫在调节害虫种群方面具有重要的

生态意义，甚至可以帮助你在自己的花房

、温室、大棚中进行害虫控制。

以七星瓢虫为首的大多数瓢虫通常被

认为是益虫，因为它们会吃掉大量农业害

虫，如蚜虫或介壳虫。许多种类的瓢虫会

直接在蚜虫的虫群中产卵，以确保其幼虫

一孵化就有直接的食物来源。在一年中，

一只七星瓢虫可以吃掉5000多只蚜虫！

瓢虫的幼虫和它们的成虫一样颜色各

异，它们是“披着羊皮的狼”。

蚂蚁有放牧蚜虫的习性，而瓢虫的幼

虫可以不受惩罚地从照料“羊群”的蚂蚁

鼻子底下偷猎成群的蚜虫。七星瓢虫的幼

虫长而黑，有橙色或黄色的斑点——有人

说它们看起来有点像小鳄鱼！看见这些丑

怪的小虫子，别打死它们哦。

其中，我国引入的一种孟氏隐唇瓢虫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它们幼虫的

样子更加生动形象，十足是披着羊皮的狼

：在被蜡丝的羊毛外衣保护下，大吃特吃

蚜虫。

其实除了蚜虫之外，瓢虫科的小家伙

攻击的猎物种类范围其实要广得多。比如螨

类，尤其是叶螨，还有玉米螟（每年会给我

们的农业造成几十亿人民币的损失）。

教大家一种吸引瓢虫来你家阳台或花

园的方法：用麻线或铁丝网把几个松果绑

在一起，然后放在绿植附近一个隐蔽的地

方。一个简单的瓢虫旅馆就做好了，等着

它们上门吧。

也有害群之马

然而，可爱的瓢虫中，也有些不受欢

迎。其中最突出的是“二十八星”瓢虫，

它们属于食植瓢虫亚科。会啃食谷物、土

豆、豆类和其他各种作物的叶子，虽然危

害不算大，但当天敌（如攻击它们卵的寄

生蜂）数量减少时，它们的数量可能会呈

指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对作物

造成重大损害。

好在，看看“星”就很容易分辨了。

通常，你只要吓唬它们一下，大多数瓢虫

都会一动不动，装死......捡起来扔出去就

好。

人人都爱小瓢虫

澤連斯基稱俄羅斯入侵帶有澤連斯基稱俄羅斯入侵帶有““種族滅絕跡象種族滅絕跡象””
呼籲取締其聯合國安理會權力呼籲取締其聯合國安理會權力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週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週日
稱俄羅斯從上週開始對烏克蘭的大規模入侵稱俄羅斯從上週開始對烏克蘭的大規模入侵
相當於帶有相當於帶有““種族滅絕跡象種族滅絕跡象””的的““犯罪行為犯罪行為
”，”， 呼籲俄羅斯失去其作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呼籲俄羅斯失去其作為聯合國安理會成
員的投票權員的投票權。。
澤連斯基在一段視頻信息中說澤連斯基在一段視頻信息中說：“：“這是恐怖這是恐怖
主義主義”，”，他指的是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他指的是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普
京下令進行的軍事入侵京下令進行的軍事入侵。。最近幾天俄羅斯的最近幾天俄羅斯的
恐怖襲擊在烏克蘭各地蔓延恐怖襲擊在烏克蘭各地蔓延，，目標包括首都目標包括首都
基輔和該國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基輔和該國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
據路透社報道據路透社報道，，澤連斯基說澤連斯基說：“：“俄羅斯將更俄羅斯將更
加強烈地轟炸我們的烏克蘭城市加強烈地轟炸我們的烏克蘭城市，，他們將更他們將更
加巧妙地殺死我們的孩子加巧妙地殺死我們的孩子。”。” ““這是他們來這是他們來
到我們土地上犯下的邪惡罪行到我們土地上犯下的邪惡罪行，，必須被摧毀必須被摧毀
。”。”
據報道據報道，，他補充說他補充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犯
罪行為帶有種族滅絕的跡象罪行為帶有種族滅絕的跡象。”。”
烏克蘭拒絕與俄羅斯在白俄羅斯談判烏克蘭拒絕與俄羅斯在白俄羅斯談判
同樣在周日同樣在周日，，澤連斯基表示他已準備好與俄澤連斯基表示他已準備好與俄
羅斯進行談判羅斯進行談判，，但拒絕了在白俄羅斯舉行談但拒絕了在白俄羅斯舉行談
判的提議判的提議，，聲稱該國是俄羅斯上週入侵烏克聲稱該國是俄羅斯上週入侵烏克
蘭的集結地蘭的集結地。。
據法新社報道據法新社報道，，澤連斯基說澤連斯基說：“：“ 我們提出在我們提出在
華沙華沙、、布拉迪斯拉發布拉迪斯拉發、、布達佩斯布達佩斯、、伊斯坦布伊斯坦布

爾爾、、巴庫談判巴庫談判。”。”他指的是擬議會談的替代地點他指的是擬議會談的替代地點。。
他補充說他補充說：“：“在一個不發射導彈的任何國家的領土和城市談判都適合我們在一個不發射導彈的任何國家的領土和城市談判都適合我們。”。”
週日週日，，克裏姆林宮宣布已派出一個談判小組前往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官員進行談判克裏姆林宮宣布已派出一個談判小組前往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官員進行談判。。
據路透社報道據路透社報道，，克裏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裏克裏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裏··佩斯科夫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Dmitry Peskov））說說：“：“俄羅斯代表團已準備好俄羅斯代表團已準備好

進行會談進行會談，，我們現在正在等待烏克蘭人我們現在正在等待烏克蘭人。”。”他指出他指出，，代表團包括軍事人員和外交官代表團包括軍事人員和外交官。。
但報道稱但報道稱，，烏克蘭官員聲稱潛在的和平談烏克蘭官員聲稱潛在的和平談

判不是判不是““真實的真實的”，”，而是而是““宣傳宣傳”。”。看來烏克看來烏克
蘭要與入侵者一戰到底蘭要與入侵者一戰到底。。

與此同時與此同時，，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馬克龍
要求白俄羅斯總統亞曆山大要求白俄羅斯總統亞曆山大··盧卡申科盧卡申科““盡快盡快
將俄羅斯軍隊趕出白俄羅斯的領土將俄羅斯軍隊趕出白俄羅斯的領土，，因為這些因為這些
軍隊正在進行單邊和不公正的戰爭軍隊正在進行單邊和不公正的戰爭”。”。

在周六的電話會議中在周六的電話會議中，，馬克龍馬克龍““強調譴責強調譴責
一項授權俄羅斯在白俄羅斯領土上部署核武器一項授權俄羅斯在白俄羅斯領土上部署核武器
的決定的嚴重性的決定的嚴重性。”。”

俄羅斯週四開始入侵烏克蘭俄羅斯週四開始入侵烏克蘭，，週日將其入週日將其入
侵擴展到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侵擴展到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此前俄此前俄
羅斯軍隊在該市外等待了幾天羅斯軍隊在該市外等待了幾天。。俄羅斯軍隊還俄羅斯軍隊還
襲擊了首都基輔等地襲擊了首都基輔等地，，但目前基輔仍由烏克蘭但目前基輔仍由烏克蘭
軍隊控制軍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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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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港既要加快建“方艙”更需募數千計內地醫護

��(���
香港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三級跳，26日新增逾1.7

萬宗確診個案，再多66人不治及50間院舍爆疫，大

量病人需要送院治療，導致全港各大公立醫院爆煲，

入院病人未獲適切治療。網上26日流傳一則視頻，顯

示醫院內滿布病人，有人席地睡擔架，醫護“踢晒腳”。上傳者引述一匿名公院護士稱：

“個case（病人） 上嚟（病房）無耐，條氣差到要100%O2（氧氣），見他成個氧氣罩都是

血痰。”有醫護組織形容，香港公院淪為“戰地醫院”，特區政府必須“雙管齊下”，在中

央援助下加快方艙醫院或治療設施興建工程，同時急需招募數以千計或萬計的內地醫護火速

到港，爭分奪秒救治不斷增加的患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港公院遍地病患 急需內援救人
香港連續兩天的單日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破萬，包

括不少老弱長者及病童，有人在染疫後病情急
轉直下，需要入院治療。雖然急症室外“睡街”求醫
情況近日有所改善，但問題原來未解決。社交平台26
日流傳一則觸目驚心的視頻，只見一間公立醫院睡滿
病人，以長者為主。病房的走廊逼滿十數名病人，部
分人連床也未能分配到，只能席地睡擔架或帆布床。

N95口罩不足 醫護憂受感染
上傳者引述一名公立醫院護士稱，不少病人入院

後的病情嚴重，但醫院床位不足，病人只能插着喉睡
在地上，她聲稱醫護保護裝備十分匱乏，搶救時也膽
戰心驚：“現在的patient（病人）睡地下，我有個
case（病人）上來無耐，條氣差到要100% O2（氧
氣）要插喉，我都好驚（受感染），但我見他整個氧
氣罩都是血痰，不理他真的會死，我們連N95都不
夠，唯有硬着頭皮搶救。”第五波疫情的確診個案以
幾何級速度飆升，特區政府在中央援助下，全速興建
方艙醫院、徵用酒店及公屋作隔離治療設施，全部落
實後能提供5萬張床位，但醫護界認為硬件以外，人
手支援更是迫在眉睫。

在隔離病房工作的資深護士何小姐（化名）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如果抗疫是一場與病毒對
抗的戰爭，醫護就是士兵，隔離設施是飛機大炮，缺
一不可，興建方艙醫院工程需時，召喚內地醫護到港
相對快好多，可以及時回應到病人對治療的需要。”

她表示，目前的確診者人數遠遠超出醫療系統負
荷，“我工作的醫院新設多個病房收病人，每間收到
二三十名確診者，他們病情一直不穩定，要住一段較
長時間才能出院或轉去其他社區治療設施，流轉好
慢，好難騰出床位給下一位。”同時，醫護為搶救病
人，有時顧不了防感染措施，她工作的病房便有四分
之一的員工染疫或成為密切接觸者，無法正常上班，
“本來已經不夠人，想再更加不夠，仍能上班的就連
續上一個月，沒放過假，鐵人都死。”

何小姐並指，根據香港確診個案，以及即將落成
的隔離設施數量推算，香港或急需最少數千，甚至上
萬名醫護，“最缺是護士，或者病人服務助理。”

有醫護組織則形容，香港公立醫院已淪為“戰地
醫院”，公立醫院除了病房外，走廊、非臨床部門、
醫生休息室、醫院餐廳，全部都騰空用作安置病人，
收得一個得一個。香港醫管局前行政總裁梁栢賢認
為，醫院這種擠迫情況已爆燈，“醫院逼爆情況難以
紓緩，亦會影響醫護人員照顧重症病人，並阻塞走火
通道，一旦發生火警好難疏散病人。”

林哲玄：暴露醫療人手短缺
香港立法會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指，在上周

情況問題最嚴峻時，個別醫院部門主管要留院指
揮，同時急調其他部門醫生協助，而騰出病房安置
確診病者要顧及通風問題，都需時解決。今次事件
暴露醫療人手短缺，希望特區政府正視。

◆◆病房的走廊逼滿病房的走廊逼滿
十數名病人十數名病人，，部分部分
人連床也未能分配人連床也未能分配
到到，，只能席地睡擔只能席地睡擔
架或帆布床架或帆布床。。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香港天水圍醫
院由 26 日凌晨
零時起，將全院
約300張病床改
作接收新冠病毒
病人，期望有助
集中人手及資源
照顧病人，應對
嚴峻的疫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公布，
在中央援助下將於多區增建方艙醫
院，包括動用官地、隔離酒店及私
人發展商借出地皮等，料月內新增
逾5.3萬個隔離單位，有關工程正如
火如荼進行中。

然而，特區政府仍要有緩急輕
重之分，分流不同病情的病人到合
適的隔離設施。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26日透露，病人分流四級制，病情
最嚴重的病人將安排入院，其餘則
分流至社區治療設施及隔離酒店等，
未獲安排的無症狀及輕症患者則在
家居隔離。

同時，香港醫管局即日起更改
出院準則，醫生可臨床判斷病人是
否已康復或是否適合出院，以加快
病床轉流。

疫情規模前所未見 料未達頂峰
陳肇始26日在疫情簡報會上強

調當前疫情非常嚴峻，指自2020年
1月香港出現首宗新冠肺炎個案以
來，至25日累計錄得94,056宗確診
個案，其中81,425宗是去年12月
31日爆發第五波疫情累積的個案，
佔總數超過86%。這一波疫情規模
前所未見，預計仍未達頂峰。

她續說，由於Omicron變種病
毒傳染力極高和極快，加上Delta
病毒同樣傳播，第五波疫情增長極
為迅速，由去年12月31日日增19
宗，激增到25日破萬宗，不足兩個
月內幾何式上升，給香港醫療系統
帶來史無前例的挑戰。

陳肇始強調，今次管控疫情其

中一個重點是堅持醫治，但需分流
醫療，減少重症及死亡個案，因醫
管局設施有限，需分流病人進行分
層治療，並令不同的人得到最適切
的治療。

在分層治療策略下，情況嚴重
患者會安排入院治理；第二層是病
情較輕的年長患者，安排入住亞博
館社區治療設施及北大嶼山醫院香
港感染控制中心；至於第三層的輕
症年輕患者，會安排到竹篙灣、酒
店及公屋等社區隔離設施。

第四層是仍未能獲安排往隔離
的輕症或無病症年輕患者。他們可
繼續居家隔離，特區政府會擴大公
營系統支援家居隔離，包括有需要
可到指定診所求診。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
及標準）劉家獻則表示，現時9間
指定診所使用量一直上升，故3月1
日起增加5間，3月7日再加3間，
即合共有17間分布全港，每日提供
3,000個名額。

香港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表
示，至今不同私家醫院約提供120
張病床接收穩定的非新冠病人，單
是26日已有超過50名非新冠病人
轉到私家醫院治理。

同時，醫管局正與私家醫院商
討，將一些相對急症的兒童個案轉
往部分私家醫院留醫。

醫生可臨床判斷是否適合出院
劉家獻宣布即日起更改出院準

則，以加快病床流轉：醫生若臨床
判斷病人已康復、病情穩定、適合
出院，並考慮其感染情況及居住環
境適合，就可安排病人出院，但病
人出院後亦要居家隔離或返回院舍
休息。

未接種疫苗者第十四天的檢測
呈陰才能離開家居或院舍，已接種
疫苗者則第六天及第七天檢測呈陰
才獲自由。

他說，目前有大量確診病人等
候入院，部分病毒量高，須騰空病
床優先收治。現時採取的是非常時
期的非常做法，希望市民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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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26日透露，病人分流四
級制。

香港的抗疫工作不是一個人、一
個部門，或一個群體的事，而是全體
港人參與的“疫戰”，特區政府的相
關工作也不能一盤散沙，沒有全盤計
劃。有防疫專家認為，特區政府未

來的抗疫政策必須由政府高層次統籌，先掌握所有
人力物力資源，再分配到合適位置上，理順樽頸，
以及動員全體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及市民一起參與，
防疫工作才能事半功倍。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26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建議，特區政府可成立高層次的跨部門小組，做
好資源及人力統籌工作，而現時醫院有不少專科部門
已大幅減少非緊急服務，建議可調配這些閒置的地方
和人手加入抗疫工作。

“醫院的急症室及有關病房如內科、老人科等出
現嚴重超負荷，但由於不少專科部門已將非緊急的服
務大幅減少，故可更充分利用這些比較閒置的地方和
人手，處理更多因新冠肺炎而需入院接受治療的病
人。”他說。

特區政府要將患者分流，就
更需要統籌部門運籌帷幄，如
何分配病人？如何分配隔離資
源？以及善用中央提供抗疫
資源，也必須有全盤計劃。
“每個環節需要什麼人力物力
配合？港府有什麼資源可以動
用？民間又有什麼資源可以借
力？這都需要政府盤點核算，例如有無人手可以抽調
到醫院執行非醫療的工作，或者調動閒置地方如運動
場館等，為醫院提供更多用地等，令資源及人力用得
其所。”

梁子超認為香港醫管局早前將天水圍醫院定為只
接收新冠病人入院的做法適當，但由於該院的病床不
多，故未能充分滿足需求，故建議有兩三間醫院提供
服務的同一聯網，可撥出一間作為專接收新冠病人的
醫院，既可提供更多病床，亦可減低醫院患其他病症
的病人被新冠病毒交叉感染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專家倡抗疫政策由政府高層次統籌
		
��

◆◆梁子超梁子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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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戴瑋執導的愛情影片《柳浪聞

鶯》發布導演版預告，垂髫（汪颺飾

）、工欲善（鄭雲龍飾）、銀心（闞

昕飾）三人在西子湖畔相識相遇相知

，奈何情深緣淺、造化弄人，歷經時

代變遷，三人的人生際遇也有了不同

的走向。

西子湖畔借扇寄情
畫室擁吻浪漫唯美

首次試水電影的音樂劇演員鄭

雲龍，還在影片中呈現了唯美動人

的銀幕初吻，令不少粉絲大呼「好

蘇好甜」，預告片中釋放出來的

「戲妝檯前畫眉」、「隔扇羞窺意

中人」等經典名場面，更是讓人印

象深刻。

作為影片中人物表達情感的重要

信物，「桃花扇」也在預告片中頻頻

出現。舞台上的扇子，是垂髫和銀心

在《梁祝》中的表演道具，梁山伯用

它來遮擋，祝英台用它既遮擋又暗示

；生活中的桃花扇，是工欲善贈給垂

髫的定情之物，借扇-還扇-贈扇-再還

扇，來來回回也暗示着二人情感的曲

折，「桃花扇」更像是一個多邊的隱

喻，承載起了西子湖畔這段淒婉動人

的愛情故事。

戲有劇本人生無定
情深緣淺終有落幕

影片真實地反映了上個世紀90

年代戲曲的沒落，在市場經濟的大

潮下，傳統藝人四處流落的尷尬境

地讓人心酸，垂髫、銀心兩位戲曲

女演員也被裹挾在時代的洪流中，

歷經着內心的失落、彷徨、掙扎與

痛苦。而鄭雲龍飾演的工欲善，與

垂髫、銀心這對姐妹花之間錯綜複

雜的情感關係，也成為了影片最大

的看點。

《柳浪聞鶯》改編自茅盾文學

獎得主王旭烽系列小說《愛情西湖

》，以西湖十景講了十個愛情故事

，移步換景、情景交融，《柳浪聞

鶯》就是其中一篇，講述了上世紀

90年代江南越劇團兩位女演員與一

個畫家間的情感糾葛，影片將於 3

月8日全國上映。

《柳浪聞鶯》曝導演版預告
鄭雲龍貢獻銀幕初吻

由寰亞時代影視文化（北京）有限

公司、北京曼荼羅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出品，北京叱咤未生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北京一決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

合出品，品像（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獨家宣傳的現代喜劇電影《理髮之王

》，將於3月4日在愛奇藝全網獨播。

影片由周歡執導，郭昱德任原創編劇，

周歡、陳心怡改編，王皓任製片人，演

員施展、王清領銜主演，老四、楊金賜

主演。電影通過詮釋平凡人的工匠精神

，打造不一樣的草根爆笑逆襲故事。

施展老四笑淚追夢新生代演員聯手喜劇

人引期待

在電影《理髮之王》中，小鎮青年李

重光（施展飾）因與發神父親老李頭（老

四飾）理髮觀念不同，決意離鄉闖蕩學藝

理髮，在備受大城市的種種欺壓和誘惑後

，李重光領悟了理髮的真諦，並最終決心

回到家鄉和父親一起堅守傳統理髮手藝。

影片中不僅有施展與老四父子間的抓馬日

常、小鎮青年闖蕩大城市的心酸，更有施

展拜師燒烤師傅學理髮等搞笑看點。電影

通過講述理髮人的笑淚追夢歷程，將一個

個幽默溫情的人物展現在觀眾面前，笑點

滿滿，令人期待！

影片中，「新生代+喜劇人」的完

美混搭，為影片注入了嶄新的觀感體驗

。青年演員施展與喜劇人老四組成「鬼

馬父子」，將搞笑父子的日常展現得淋

漓盡致，擠牙膏、揪耳朵、被爸爸教訓

等情節讓人忍不住直呼「太真實」！元

氣少女王清則飾演呆萌女孩楊堅強，和

施展一起演繹了小鎮青年人的奮鬥故事

。新生代演員攜手王牌喜劇人，勢必為

觀眾帶來一部誠意滿滿、笑點不斷的高

品質電影。

草根理髮師逆襲圓夢小人物逆襲堅守本

心

電影《理髮之王》聚焦傳統理髮行

業，主要照射了現實生活中底層行業的

平凡手藝人，為堅守匠人初心而放棄眼

前利益、追求手藝至高無上的純粹精神

。影片中的小鎮青年李重光，在經過一

系列事件後，終於領悟了理髮行業的匠

人精神。他在大城市追夢的過程中，面

臨現代AI理髮技術對市場的壟斷和對

傳統手藝的打擊，堅持本心，向惡勢力

發起挑戰，而挑戰的最終結果是怎樣？

究竟誰將成為新一代發神之王？讓我們

拭目以待！

除了對匠人精神的延續，電影中也

不乏有對細膩情感的表達，用最為珍貴

的「煙火氣」展現平凡人的百態人生。

片中既有父子之間相愛相殺、互相守護

的親情，也有草根拜師江湖師傅學手藝

的師徒情，更有小人物自我逆襲成就人

生的奮鬥之情......從小人物、小視角出

發，展現正能量逆襲故事，影片以小見

大，展現了追夢人的精神和堅守。

3月4日鎖定愛奇藝，揭曉真正的

「理髮之王」。

《理髮之王》定檔3月4日
施展老四演繹草根理髮師爆笑追夢

袁文康王西攜手治癒，鄧超致敬
基層人士

袁文康王西首次合作，治癒二人溫暖持

續傳遞。男主穆隨心（袁文康 飾）驅車逃離

過往到鄉下尋找音樂夢想，遇到了頗有音樂

天分的彭彭（王西 飾），但女主內心有很深

的傷口，在男主和幾朵金花的努力下，新女

團「五朵金花」正式登上表演舞台，他們發

現了彼此身上的亮光，也觸摸到了內心最深

處的秘密和傷口。

鄧超此次與編劇劉恆老師攜手打造，特

別出演鄉村幹部，致敬基層扶貧人，沒有人

應該被遺忘，鄧超首次出演鄉村第一書記，

突破以往形象，打造致力於鄉村的扶貧書記

，在洪水來襲時站在第一線，展示了基層戰

士的風采。

實力班底傾情打造，愛與溫暖娓
娓道來

影片由《雲水謠》的製作班底精心打

造，總策劃張和平經驗豐富，與北京電影

製片廠等合作連續三年推出馮小剛《甲方

乙方》《不見不散》《沒完沒了》，主力

參與策劃與《你是我的一束光》題材類似

的《雲水謠》，影片一經推出就收穫眾多

好評。

影片充分聚焦基層脫貧攻堅、關注

時下單親媽媽的情感痛點。向每一位

犧牲家庭、奉獻一生努力奮鬥在一線

基層的扶貧戰士誠意致敬，另一方面

，通過對情節細膩真實的刻畫關注時

下單親媽媽的生活壓力及情感痛點，

藉由男女主角的情感發展治癒婚姻、

家庭中受到的傷痛，重新獲得向上的

溫暖力量。

電影《你是我的一束光》由雲南民族

電影製片廠、上海貓眼影業有限公司、天

津世紀樂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一早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品，今日正式上映，

影院溫暖相聚，一齊見證溫柔女性力量，

致敬基層人士！

《你是我的一束光》今日上映
人性深層感動不斷閃光

由袁文康、王西領銜主演，鄧超特別出演的電影《你是我的一束光》今日正式上映

。該片由總策劃張和平坐鎮、編劇劉恆老師再度出手、王強執導，電影《雲水謠》製作

班底傾力打造，講述了一位用生命守護群眾的逆行者，一段不平凡而又揪心的愛情故事

。職場、情場都失意的音樂人穆隨心（袁文康 飾）驅車前往雲南，偶遇單親媽媽彭彭

（王西 飾），二人感情逐漸升溫，發現了彼此身上的亮光，也觸摸到了內心最深處的

秘密傷口，彭彭內心深處無法走出的有關孫雨桐（鄧超 飾）的心結也因此慢慢解開。



《售命》同步公布前導預告，傅孟柏飾演

的保險業務員阿良一開頭就遭主管數落業績不

佳，緊接著他的厭世自白：「假如你以為沒有

比死更糟糕的，那你真的大錯特錯了。」進而

異想天開地決定販售自己的性命，預告後段也

揭露，這個賣命的荒謬行為，將引來心懷鬼胎

的各路人馬，展開一段暴力驚悚的奇異旅程。

本片是新銳導演鄧仲謀首度編導的劇情長片，

不僅故事主題特殊，電影類型也是集結血腥暴

力、驚悚懸疑、幽默荒誕等多樣元素，談起這

個大膽的嘗試，導演表示：「我是昆汀塔倫提

諾的影迷，一直覺得台灣也可以嘗試這種比較

血腥、極致的暴力美學。」 並透露故事概念

源於日本文豪三島由紀夫的著作《性命出售》

，這本書讓導演意識到，人們其實一直都透過

各種形式在販售著自己的生命，「每個人都在

將自己的『部分生命』賣給一家公司、一份工

作，甚至是一件不喜歡的事情。」因此導演希

望透過《售命》這個荒誕的故事，讓觀眾對生

命價值有更深刻的反思。

而《售命》不僅劇情話題性十足，卡司更

是不容小覷，男女主角正是日前熱播的奇幻台

劇《無神之地不下雨》中的「雨天CP」傅孟

柏與曾之喬。有趣的是，在《無神》中大談唯

美「人神戀」的兩人，到了《售命》形象卻大

大翻轉，傅孟柏不僅從「帥氣雨神」變成「厭

世魯蛇」，還異想天開地上網賣命，讓飾演鄰

居的曾之喬忍不住怒嗆：「你真的以為命可以

這樣賣是不是？」強烈的視覺風格及無厘頭的

劇情走向都令粉絲感到十分驚喜。然而《售命

》的拍攝其實早在《無神》之前，因此兩人談

起首度合作，傅孟柏笑稱自己對曾之喬的臉非

常熟悉：「小時候妹妹很愛看偶像劇，幾乎打

開電視就會看到她。」回憶起兩人第一次碰面

就是試戲，傅孟柏透露當時十分緊張，內心

OS：「怎麼好意思讓在江湖上打滾多年的演員

陪我試戲？」然而實際相處過後，才發現曾之

喬不僅外型漂亮，個性也親切直率，毫無架子

包袱。而曾之喬則是表示傅孟柏給人一種「像

哥哥般的安全感」，尤其在表演領域，曾之喬

更是大讚：「我感覺他有股特別的能量，可以

穿梭在截然不同的表演氛圍裡。」讓觀眾更加

期待這對「雨天CP」在《售命》中完全顛覆

形象的演出，會碰撞出什麼精彩的火花！

二十七歲的厭世保險員阿良（傅孟柏 飾）

一天到晚都在想要怎麼死，生命對他而言只是

不停重複跳針，直到某天撿到日本文豪三島由

紀夫的遺作《性命出售》他才想通….就算要關

門大吉，也應該先來個清倉大拍賣！可是沒想

到這條命在網上竟然乏人問津，就在他心灰意

冷之際，阿良得知鄰居陳瑜真（曾之喬 飾）的

兒子命在旦夕需要心臟移植，正當他猶豫是否

捐出心臟時，一位美豔女總裁沈晶（蔡淑臻 飾

）開出天價要買阿良的命做人體實驗，同時又

冒出一位黑道老大派出殺手鬼臂（李銘忠 飾）

綁架了他父母威脅他賣命。阿良沒萬萬沒料到

他一文不值的生命，現在竟然大家搶著要！？

但命就一條，阿良要如何全身而退呢？《售命

》將於2022年4月29日全台上映，更多資訊請

上官方粉絲專頁查詢https://reurl.cc/8WzY57。

《無神》 「雨天CP」 再相聚 ！
傅孟柏 「雨神」 變 「魯蛇」 《售命》遭曾之喬怒嗆！

如果生命可以訂價，你的價格是多少？全新黑色犯罪電影《售命》由新銳導演鄧仲謀編導，金鐘視帝傅孟柏、 「戲劇女神」 曾之喬
、金鐘女配蔡淑臻、大馬視帝李銘忠等實力派金獎陣容攜手主演，聯手打造今年最狂、最超乎想像的黑色荒誕之作！電影正式定檔於4月
29日，故事講述一名厭世的保險業務員，終日鬱鬱寡歡試圖尋死，最後竟異想天開地上網將 「性命」 上架拍賣，沒想到一個月下來僅標
了百餘塊，簡直比死還淒慘！而在24日公布的前導海報中可見傅孟柏厭世地持刀抵脖，搭配標語 「一條爛命，你想要嗎？」 強烈的視覺
風格令人驚艷。此外，本片也是傅孟柏與曾之喬繼《無神之地不下雨》後再相聚之作，但傅孟柏形象卻從 「帥氣雨神」 變成 「厭世魯蛇
」 ，顛覆的角色形象令人更加好奇劇情的發展。

歌仔戲天王小生陳亞蘭打造最潮歌

仔戲《嘉慶君遊臺灣》，將於本週四

（24日）晚上八點於台視播出。陳亞蘭

率主要演員紀麗如、林佩儀、何佩芸、

陳怡真、游耀光、簡嘉伶、范宏恩、羅

裕誴、羅文君、江俊賢、王蘭花、康乃

星、黃亦潔、陳美玲出席首映會，陳亞

蘭表示：「希望讓歌仔戲成為台灣的驕

傲！」強調是要傳承國寶級恩師楊麗花

的「DNA」，「一定要保留傳統才能不

失原味！」恩師楊麗花也義不容辭地替

愛徒站台，一出場就成為媒體焦點，展

現寶刀未老的身手，還為懇請各位支持

愛徒陳亞蘭新劇一度哽咽，也和陳亞蘭

互相獻「臉頰吻」，展現深厚師生情。

這是楊麗花繼《忠孝節義》後，睽

違三年再次現身媒體場合，陳亞蘭感謝

恩師對於整部戲事必躬親，親自為嘉慶

君設計佛珠和各種服裝細節，尤其對配樂不能容忍有一點失誤

，楊麗花開玩笑說自己不只是《嘉慶君遊臺灣》的幕後幫手，

更是「幕後殺手」，但她也強調：「這孩子（陳亞蘭）很乖，

她有問題就問，我每樣都教！」感人發言讓陳亞蘭數度紅了眼

眶，感謝說：「（楊麗花）終身如父，是我一輩子的貴人。」

國寶楊麗花謙虛感謝貴賓媒體對於楊麗花歌仔戲和陳亞蘭

歌仔戲的支持，「能夠在這裡和大家見面很開心！」哽咽拜託

大家繼續力挺歌仔戲這項傳統文化，台下所有人都感動不已。

陳亞蘭到台下受訪時都沒擦掉楊麗花留在臉頰上的唇印，

笑言：「國寶耶，不能洗！」感謝恩師楊麗花為了自己付出所

有心力，之前一起看劇看到凌晨3、4點，「我們後輩看不到的

，她都會去注意。」講到後來邊說邊落淚，因為楊麗花知道她

為了《嘉慶君遊臺灣》自掏腰包不少，一口氣說出：「下半輩

子我養妳！」陳亞蘭說：「哪有這種老師要養學生，應該是學

生要孝敬老師。但妳就知道他這輩子永遠挺妳到底。」陳亞蘭

最近疲倦到周圍的人都擔心她會昏倒，但她表示為了恩師楊麗

花一定會用意志力撐著。

身兼《嘉慶君遊臺灣》製作與主演，陳亞蘭斥資百萬將首

映會場地打造成清朝宮殿，目的就是想讓全台觀眾感受她想要

傳承推廣臺灣傳統戲曲的決心與毅力。她在記者會上真情流露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難關來了就要面對，就要去過關。

」她從去年九月開始如火如荼進行後製，已超過180天無休假，

過年期間除夕就開工到西螺福興宮派送春聯為戲宣傳，最近到

累「燒聲」，顯現對歌仔戲的執著與意志力，令人佩服。

陳亞蘭更感謝各界出錢出力幫助歌仔戲，但她表示：「一

直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要用電視的傳播力，才能讓這個文化

傳承下去。」希望有適合的機制幫助歌仔戲從業人員。她希望

《嘉慶君遊臺灣》能夠衝出高收視成為代表作，讓她有更多資

源投入下一部。

《嘉慶君遊臺灣》這次集結八大看點，可見陳亞蘭在製作

與跨界宣傳之用心，製作上斥資百萬棚內打造嘉慶君橫渡黑水

溝大船、透過飽覽臺灣風光廣場舞歌頌臺灣好、打造歌仔戲最

大閃光彈，由她與陳怡真這對經典CP再配對獻吻戲，以及與台

北時裝週設計師王彥熙量身打造時尚戲服；跨界上則接軌時尚

用2022代表色「長春花藍」翻玩古典之美、攜手金漫新人小峱

峱跨界合作卡漫、跳脫傳統思維進軍元宇宙創虛擬角色「德錄

虎」，以及推出「五分鐘學歌仔戲」Podcast，滿足戲迷的視聽享

受，首日推出就空降Apple Podcast電視與電影分類榜第三名。

台視六十週年歌仔戲大戲、陳亞蘭歌仔戲《嘉慶君遊臺灣》2月

24日起每週一至週五晚間八點台視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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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孟柏、曾之喬、蔡淑臻、李銘忠主演的

電影「售命」正式定檔於4月29日，故事講述

一名厭世的保險業務員，終日鬱鬱寡歡試圖尋

死，最後竟異想天開地上網將「性命」上架拍

賣，沒想到一個月下來僅標了百餘塊，簡直比

死還淒慘！今（24）日公布的前導海報中可見

傅孟柏厭世地持刀抵脖，搭配標語「一條爛命

，你想要嗎？」強烈的視覺風格令人驚艷。

本片是新銳導演鄧仲謀首度編導的劇情長片

，電影類型集結血腥暴力、驚悚懸疑、幽默荒誕

等多樣元素，談起這個大膽的嘗試，導演表示：

「我是昆汀塔倫提諾的影迷，一直覺得台灣也可

以嘗試這種比較血腥、極致的暴力美學。」 並

透露故事概念源於日本文豪三島由紀夫的著作

「性命出售」，這本書讓導演意識到，人們其實

一直都透過各種形式在販售著自己的生命，「每

個人都在將自己的『部分生命』賣給一家公司、

一份工作，甚至是一件不喜歡的事情。」因此導

演希望透過「售命」這個荒誕的故事，讓觀眾對

生命價值有更深刻的反思。

「售命」男女主角是台劇「無神之地不下

雨」中的「雨天CP」傅孟柏與曾之喬。他們

在「無神」中大談唯美「人神戀」，到了新片

形象卻大大翻轉，傅孟柏不僅從「帥氣雨神」

變成「厭世魯蛇」，還異想天開地上網賣命，

讓飾演鄰居的曾之喬忍不住怒嗆：「你真的以

為命可以這樣賣是不是？」

然而 「售命」的拍攝其實早在「無神」

之前，因此兩人談起首度合作，傅孟柏笑稱

自己對曾之喬的臉非常熟悉：「小時候妹妹

很愛看偶像劇，幾乎打開電視就會看到她。

」回憶起兩人第一次碰面就是試戲，傅孟柏

透露當時十分緊張，內心想著，「怎麼好意

思讓在江湖上打滾多年的演員陪我試戲？」

實際相處過後，才發現曾之喬不僅外型漂亮

，個性也親切直率，毫無架子包袱。而曾之

喬則是表示傅孟柏給人一種「像哥哥般的安

全感」，尤其在表演領域，曾之喬更是大讚

：「我感覺他有股特別的能量，可以穿梭在

截然不同的表演氛圍裡。」

傅孟柏憂鬱尋死
上網 「售命」 僅標百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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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執筆之日，是2 月21 號週一。歲月
悠悠，五十年前的今天，一件震驚世界
的新聞，在世仇多年的中美兩國之間突
然爆發： 西方世界的頭號首領美國尼克

松總統，進行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到中國北京，進行友好訪問，結束
了中美兩國23 年的相互隔絕，改變了兩
國關係的軌道，也徹底地改變了世界第
二次大戰之後的格局，甚至對今天世界
政治格局，都有著莫大的影響。

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一日，美國總統尼
克松抵達北京，中國總理周恩來親身到
機場歡迎，兩國領導人的手緊緊地握在
一起。在其後的一周時間中，中國人民
的偉大毛澤東主席會見了尼克松，与此
同時，周恩來與尼克松舉行了會談。二
月二十八日，中美兩國在上海發表了
《聯合公報》（又稱《上海公報》），
宣佈中美兩國關係將會走向正常化。
《上海公報》是中美發表的第一個聯合
公報，由此確立了兩國發展相互關係應
遵循的原則，特別是一個中國原則。

尼克松訪華是一個歷史性事件。尼克
松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充滿深情地寫
道，他當年是懷着一種忐忑不安的心情
踏上北京之旅，他本人但然承認，赴華
之行，並沒有足夠的把握來打開兩國冰
封廿年的局面，到底應該如何面對中國
的領導人，面對這樣一個神秘的東方大
國，他是一步一腳印的。不過通過在中
國的一個星期的行程，他不僅對這個國
家有所了解，而且他相信中美兩國領導
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代表了世界合作
、和平的新力量。

回顧五十年前那場“跨越太平洋的握
手”，啟示良多，精髓在於順應時代需
要而超越現實矛盾。美國有句政治諺語
：政客總是看重他們所服務的任期，而
政治家看重的則是他們所處的時代。彼
時，尼克松是帶有強硬反共標簽的政治

人物，他能夠當選美國總統也是以國內
右翼保守勢力為重要的政治支撐。面對
現實矛盾尖銳對立但又極其重要的美中
關係，作為美國對外政策最高決策者的
尼克松，面臨着二選一的戰略抉擇：是
順應時代潮流優先，還是任期政治至上
。顯然，尼克松及其執政團隊作出了政
治家而非政客的選擇。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之前，中美在
朝鮮戰場、越南戰場、台灣海峽，數次
兵戎相見，是所謂的宿敵。但是兩國領
導人的戰略眼光，完全超越現實矛盾。
自一九七二年中美打開正常交往大門以
來，兩國關係雖然歷經波折，但總體保
持穩定，這給兩國人民帶來越來越多可
見、可觸、可獲得的實際利益。今天中
美已是世界上第二和第一大經濟體，是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夥伴。冷戰結束

三十年，世界的穩定和發展，其實與中
美的合作進程有非常重要的關係。

當前，中美關係再次站在一個歷史性
的十字路口。中國無意挑戰美國的地位
，與美國對抗，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中美元首會晤中所說：“地球足夠大，
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發展。”現在的
華盛頓決策者們亟須從歷史潮流的角度
認識中美關係。他們再次面臨“尼克松
式”的戰略抉擇：是站在政治家的高度
選擇順應時代潮流而超越現實矛盾，還
是站在政客的角度，為了任期政治的需
要而跳進現實矛盾的陷阱？希望他們能
像當年的尼克松一樣，有超越時代的智
慧、擔當和勇氣。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 看尼克松訪華的歷史意義看尼克松訪華的歷史意義 楊楚楓楊楚楓

糖城喜樂合唱團糖城喜樂合唱團44月月77日起重新恢復練唱日起重新恢復練唱，，
歡迎合唱的愛好者踴躍加入歡迎合唱的愛好者踴躍加入

喜樂合唱團簡介 -
糖城喜樂合唱團源於

January 2002, 屬於非教會性之
愛樂團体, 演唱基督教傳統詩歌
, 中國藝術歌曲, 和世界古典名
曲為主, 混聲合唱, 逢週四 7:00
pm– 9:00 pm 練唱。

練唱地點：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16755
Southwest Freeway, Sugar
Land, TX 77479 (靠近59 號公
路與 Sweetwater Blvd 的東南交
口, Kroger附近 的一座教堂內,
208室)。

吾人深信,音樂乃陶鑄之大

業, 不朽之美事, 年壽有時而盡,
榮樂止乎自身, 日月逝於上, 體
貌衰於下, 未若音樂之無窮, 喜
樂之無限, 是以今之賢者, 寄身
於信仰,見意於詩篇, 凡我志士盍
興乎來。

歡迎朋友們參加喜樂合唱
團, 不分宗教, 不湏歌唱經驗, 不
湏具備樂理基礎, 但要能發樂音
, 愛好合唱, 穩定出席, 都竭誠歡
迎。

Contact: 指揮: 黃湘沅
832-453-8152
JeffreyHuang1@gmail.com) 留
言必覆。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歐洲戰事籠罩歐洲戰事籠罩 烏俄驚悚全球烏俄驚悚全球!!

（本報記者黃梅子）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已經5天了！盡管俄羅斯對烏克
蘭具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但是它的
入侵遭到意想不到的頑強抵抗。普京
稱已命令俄羅斯的核威懾力量調整至
特殊戰備狀態。接下來，烏克蘭局勢
會如何發展？聯合國安理會周日 (2月
27日) 投票決定召開一次罕見的大會緊
急會議，以解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
問題。聯合國大會自1950年以來只舉
行過11次緊急會議，安理會的15個成
員國中，有11個成員國針對召開特別
會議的決議投了贊成票，俄羅斯投了
反對票，中國、印度與阿拉伯聯合酋
長國則投了棄權票。由於這是一次程
序性投票，所以俄羅斯不能否決這一
行動。

美國大使格林菲爾德周日（27日
）表示，這個投票結果表明，現在是
一個非比尋常的時刻”。她說：“今
天早上，普京將俄羅斯的核威嚇力量
置入高度警戒狀態，盡管他正在入侵
一個沒有核武的國家，而同時，他也
沒有受到北約的威脅。”

俄羅斯大使則指責西方國家搞陰
謀詭計，向各國施壓，推動針對俄羅
斯的行動，而不是尋找共識。

與此同時，烏克蘭駐聯合國大使
則說，烏克蘭一直希望進行和平談判
。

在短短的四天內，俄羅斯對烏克
蘭發動的戰爭已使700多萬烏克蘭人流
離失所。多數烏克蘭人選擇逃離家園
，前往該國其他相對安全的地區，或

者離開烏克蘭。歐洲和五角大樓認為
，俄羅斯目前在兩國邊境集結的約15
萬部隊中，至少有一半已經開進烏克
蘭。

烏克蘭的反抗力量中，除了正規
軍之外，誌願者們也在組建民兵，自
製燃燒彈，設置路障阻攔俄軍，拆除
路標迷惑俄軍。

大多數分析家預測，目前的戰爭
階段只是多重進攻的第一階段，俄羅
斯軍隊還將擴大攻勢。俄羅斯總統普
京對停滯不前的軍事行動做出了回應
，宣稱已命令俄羅斯的核威懾力量處
於高度戒備狀態。目前還不清楚 "特殊
戰備狀態 "意味著什麽，但是大多數人
都認為是核威脅。

距離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已經過
去了60年，距離2022年 1月3日聯合
國五大常任理事國就一致反對核戰爭
發表聯合聲明僅過去不到2個月。

如今，核武器的威脅卻再次出現
在了眼前。27日，白俄羅斯迅速通過
修憲，刪除了“無
核”條款；同一天
俄羅斯戰略威懾力
量則將進入特殊戰
備狀態。而此前，
烏克蘭也被指有意
重新成為有核國家
。

西方國家已在
2月26日宣布將俄
羅斯數家主要銀行
從SWIFT系統（環

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中除名，
此舉將對俄羅斯的能源出口收入結算
造成重大影響。這個狠招相當於金融
界的核爆炸，俄羅斯的經濟馬上就要
崩潰。

隨著俄羅斯將戰略威懾力量擺上
臺面，歐陸最大的軍事集團北約也在
第一時間作出回應。 相 比 於 需
要30個成員國共同製定決策並發聲的
北約，以美國為代表的核大國的表態
往往更加迅速且態度明朗。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琳達•托馬斯-
格林菲爾德表示：“普京正以一種令
人完全無法接受的方式升級戰事，對
此必須以盡可能強硬的態度進行回應
”。白宮新聞秘書則表示，普京的策
略是通過臆造一個（俄羅斯）受到威
脅的場景，以便為自己的侵略性提供
正當性，而俄羅斯從未在任何時間上
受到過北約或烏克蘭的威脅。

按照慣例而言，擁有最多核彈頭
的美俄兩國雖然在任何時刻都會保證
己方的陸基以及海基核力量隨時處於
待命狀態，但是以戰略轟炸機為代表
的空基核力量並不在此列。

雖然核武器的陰影似乎又有籠罩
在歐洲大陸的跡象，但是目前西方各
國以及基輔方面無一認為俄羅斯準備
真正動用核武以解決烏克蘭戰事。

另一方面，俄羅斯在地區沖突中
有意無意地提及核武器亦並非首次。
2014年的克裏米亞危機時，普京就曾
經考慮過令俄羅斯的戰略威懾力量進
入戰備狀態。去年年末，簽署過《核
不擴散條約》的白俄羅斯亦表態，考
慮接納俄羅斯在其領土上部署核武器
。而在一周之前的2月 19日，莫斯科
方面還剛剛進行過使用非實彈的核力

量演習。2月24日，俄羅斯亦警告過
，任何企圖直接幹預的國家都會帶來
前所未有的後果——而從之後法國
“北約也是一個核聯盟”的回應來看
，俄羅斯的警告無疑已經被北約視為
核暗示。

事實上，在俄羅斯將戰略威懾力
量擺上臺面的背後，是俄軍常規力量
在烏克蘭軍事行動受到的抵抗程度出
乎意料。

雖然俄軍在南北東三個方向上對
烏克蘭形成了戰略包圍，並且在開戰
數天之內就將兵鋒推到了基輔附近，
但是截至目前俄軍仍然無法攻入基輔
市區，東線的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
科夫目前也仍由烏軍掌控。

正被打破的歐洲核平衡
無論俄羅斯進入戰備狀態的戰略

威懾力量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俄烏
談判的進程，可以確定的一點是，莫
斯科方面近年以來多次以核武器作文
章的目的，並不僅僅局限於烏克蘭問
題。其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依然是冷
戰結束之後，歐洲核力量的平衡正在
被逐漸打破。

作為蘇聯軍事力量的最大繼承國
，俄羅斯時至今日仍然擁有全球範圍
內規模最大核武庫。蘇聯解體之後，
美國通過核共享協議仍然在比利時、
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國部署有核武器
，尤其是部署在德國的B61核彈一直被
俄羅斯人視為安全隱患。

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則源於特朗普
上臺後與德國關系的惡化，以及承平
日久的德國國內政治氛圍對本國領土
上的核彈愈發抵觸。

在世界整體和平的大背景下，大
當量、足以保證互相毀滅的戰略核武

器幾乎毫無用武之處，而處於相對灰
色地帶的小當量的戰術核武器則成為
了威懾、且能實際投入應用的一種大
殺器。

俄羅斯的經濟只能負擔不到美國
十分之一的軍費，也無法支持俄羅斯
在常規武器領域與北約進行跟隨，而
依靠蘇聯時代流傳下來的龐大核武庫
，俄羅斯就可以依托戰略核武器確保
總體穩定的周邊環境，依托戰術核武
器威懾敵對勢力在核心利益區域采取
“切香腸”戰術的可能性。

即便俄羅斯的戰術核武器除了高
超音速導彈之外，早已經與“現代化
”相去甚遠，但俄羅斯至少2000枚的
戰術核武器保有量依然遠超北約在歐
洲的核武庫。作為為數不多還能夠拿
得出手的殺手鐧，俄羅斯在上世紀90
年代就放棄了蘇聯不首先使用核武的
承諾，並愈發依賴其在政治和外交領
域中扮演的籌碼地位。

歐洲正面臨多年來最大的人道主
義危機！

請看美南國際電視15.3《美南時事
通》美南新聞總編輯蓋軍和著名的德
州資深律師包傑生(Jason Blatt)以及 JK
United 董事長陳珂談俄烏危機。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 iTalkBB
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
， 也 可 以 在 youtube 上 搜 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
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