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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S DONE!DEALS DONE!20222022年年33月月99日日，，美南電視台子天訪談錄專程美南電視台子天訪談錄專程
採訪剛剛進入採訪剛剛進入2525週年的週年的DN CommercialDN Commercial董事長董事長、、CCIMCCIM商業商業
地產教父地產教父Danny NguyenDanny Nguyen。。擁有超群的智慧擁有超群的智慧、、無窮的經歷和無無窮的經歷和無
數成交額的阮丹尼先生數成交額的阮丹尼先生，，2525年來長盛不衰年來長盛不衰，，並積極培育後進並積極培育後進
新人新人，，Sky DongSky Dong在不到半年就獲得了房地產經紀人執照在不到半年就獲得了房地產經紀人執照，，並並
在在Danny NguyenDanny Nguyen的指導下成交多項重大交易的指導下成交多項重大交易，，冉冉上升冉冉上升，，成成
為地產明星為地產明星。。敬請關注美南電視子天訪談錄敬請關注美南電視子天訪談錄，，直播和直播和youtubeyoutube
回訪均有不少可圈可點回訪均有不少可圈可點，，是休斯敦亞裔社區和主流社區的亮點是休斯敦亞裔社區和主流社區的亮點
所在所在。。

20222022年年33月月44日日，，最新擔任最新擔任MyValuePowerMyValuePower市場經理的休斯市場經理的休斯
敦社區名人敦社區名人Chen HuangChen Huang專程受邀來到最新開幕的專程受邀來到最新開幕的New PalNew Pal--
aceace新皇宮廣東點心餐廳與東主新皇宮廣東點心餐廳與東主GaryGary見面見面，，介紹公司的優惠介紹公司的優惠
計劃計劃。。在美國做市場在美國做市場，，除了做各種廣告宣傳之外除了做各種廣告宣傳之外，，口碑和直口碑和直
接引薦會面也是成功率最高的一種方法接引薦會面也是成功率最高的一種方法。。

20222022 年年 33月月 33日是一個特別有意義的日子日是一個特別有意義的日子，，Forever DiaForever Dia--
mondsmonds特別邀請新聞媒體專程前往位於特別邀請新聞媒體專程前往位於CypressCypress的鑽石工廠的鑽石工廠
參觀參觀，，解開解開Lab Grown DiamondLab Grown Diamond的神秘加工的神秘加工、、展示展示、、銷售等銷售等
不為人知的環節不為人知的環節。。世界名人網電視發展部主任世界名人網電視發展部主任Tina PeiTina Pei全程試全程試
戴了由戴了由Forever BrilliantForever Brilliant公司鑽石配對公司鑽石配對Yaacov LipskyYaacov Lipsky提供的各提供的各
式鑽石飾品式鑽石飾品，，並與加工並與加工、、展示展示、、銷售等部門的負責人合影銷售等部門的負責人合影。。

20222022年年33月月55日日，，美國最適宜人居住小城糖城舉辦美國最適宜人居住小城糖城舉辦ChessFestChessFest
，，各大國際象棋組織和國際象棋大師各大國際象棋組織和國際象棋大師 IM Dan FernandezIM Dan Fernandez和和
Nellie NaidooNellie Naidoo專程前來與棋手們車輪大戰專程前來與棋手們車輪大戰，，下指導棋下指導棋，，並抽並抽
獎價值獎價值10001000美元的國際象棋夏令營和棋具美元的國際象棋夏令營和棋具。。圖為糖城市議員圖為糖城市議員
們在市府廣場台階上與剛剛獲得德州國際象棋們在市府廣場台階上與剛剛獲得德州國際象棋1313歲以下組冠歲以下組冠
軍軍Ivan GuIvan Gu及母親黃琛合影及母親黃琛合影。。

美南電視著名網紅新聞主播美南電視著名網紅新聞主播Sky DongSky Dong經過了三個月的慎重研經過了三個月的慎重研
究和考慮究和考慮，，終於於終於於22月月2222日在日在Mattioli Vision ProfessionalMattioli Vision Professional眼眼
科醫院做了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全飛秒無創激光視力矯正手科醫院做了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全飛秒無創激光視力矯正手
術術，，視力直接進入視力直接進入2020//2020。。圖為圖為33月月22日日，，手術一周後手術一周後，，名醫名醫
MattioliMattioli親自為親自為Sky DongSky Dong做複檢流程做複檢流程，，告知告知Sky DongSky Dong一切正一切正
常常，，非常成功非常成功，，並介紹特有的方法並介紹特有的方法，，確保視力康復後能繼續確保視力康復後能繼續
保持敏銳的觀察力保持敏銳的觀察力。。

20222022年年33月月55日日，，福遍教育基金會在糖城萬豪酒店舉行主題為福遍教育基金會在糖城萬豪酒店舉行主題為Journey AroundJourney Around
the Worldthe World為主題的為為主題的為FBEFFBEF籌款年度晚會籌款年度晚會。。基金會會長基金會會長Jeremy AlbertyJeremy Alberty、、當選當選
會長會長Gena HorakGena Horak、、副會長兼晚會共同主席副會長兼晚會共同主席Terri WangTerri Wang和共同主席和共同主席Cindy ChengCindy Cheng
熱烈歡迎熱烈歡迎FBISDFBISD董事董事Jim RiceJim Rice、、經文處羅處長复文夫婦經文處羅處長复文夫婦、、資深僑領鄭昭和福遍資深僑領鄭昭和福遍
名人名人Sue ChiangSue Chiang等等。。

美國警民關係近年來遇到各種挑戰美國警民關係近年來遇到各種挑戰，，社區治安成為每一個人社區治安成為每一個人
都關注的頭等大事都關注的頭等大事，，各種各種defunddefund呼聲也此伏彼起呼聲也此伏彼起，，為此為此，，休休
斯敦警察局卻有不同的做法斯敦警察局卻有不同的做法。。 20222022年年33月月55日日，，在西南管理在西南管理
區主席李雄和執行主任區主席李雄和執行主任Alice LeeAlice Lee的安排下的安排下，，HPDHPD警馬和西邊警馬和西邊
分局的警員們一起來到敦煌廣場分局的警員們一起來到敦煌廣場AtTeaAtTea與民眾一起請喝茶聊與民眾一起請喝茶聊
天天，，一方面促進警民關係一方面促進警民關係，，一方面也對犯罪活動起到威懾作一方面也對犯罪活動起到威懾作
用用。。圖為印心堂蕭老師得知圖為印心堂蕭老師得知HPDHPD也有心理輔導項目後也有心理輔導項目後，，愉快愉快
地與部分在場的警官們合影地與部分在場的警官們合影，，希望能提供專業的服務希望能提供專業的服務，，回饋回饋
社區社區。。

20222022年年33月月88日一年一度的國際婦女節日一年一度的國際婦女節，，剛剛在美國中期選舉黨內初選中獲勝剛剛在美國中期選舉黨內初選中獲勝
的德州眾議員的德州眾議員2626區的民主黨候選人李中原區的民主黨候選人李中原Daniel LeeDaniel Lee的專程從達拉斯趕來支援的專程從達拉斯趕來支援
的父親李慶民的父親李慶民Stephen LeeStephen Lee應約在美國休斯敦書法協會專門為印心堂蕭老師留應約在美國休斯敦書法協會專門為印心堂蕭老師留
下墨寶下墨寶““印心堂印心堂”，“”，“蕭老師雅正蕭老師雅正”，“”，“李中原之爸虎年慶民書李中原之爸虎年慶民書””字樣字樣，，以特以特
有的方式紀念這個非常有意義的勝利有的方式紀念這個非常有意義的勝利。。以以6363..22%%的得票率獲勝的的得票率獲勝的Daniel LeeDaniel Lee，，
將代表民主黨進入今年將代表民主黨進入今年1111月月88日舉行大選日舉行大選，，期望他旗開得勝期望他旗開得勝，，民意如潮民意如潮，，順利順利
成功成功！！

【美南新聞泉深】拳擊（Boxing) 比賽，也被稱為“勇敢者
的運動”，曆史悠久，其起源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考古學家從
公元前40世紀描寫戰爭的埃及象形文字中，發現了有用於拳鬥
的護具“皮繃帶”的描述，埃及士兵用這種“皮繃帶”保護身體
不受傷害，把肩臂到拳的部位全部包裹起來進行格鬥。從巴格達
近郊發掘出來的許多帶有拳鬥的壁畫和石雕上，發現了不少有關
當時拳鬥情景和搏鬥場面的記載。

拳擊既有業餘的（也稱奧運拳擊），也有職業性質的比賽。
比賽的目標是要比對方獲得更多的得分以戰勝對方或者直接將對
方打倒而結束比賽。

不敗拳擊賽首屆比賽於3月19日在場不敗拳擊館內隆重舉行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不敗雜志》發行人兼主編
、不敗拳擊賽創始人 Rosemary Clark 及休斯頓市議員 Carolyn
Evans-Shabaka 代表休斯頓市長特納（Turner）出席。

Carolyn Evans-Shabaka指出，休斯頓市長特納今天有其它安
排，她代表休斯頓市長和她自已向拳擊館發來褒獎狀。她說不敗

拳擊館是休斯頓的第一個專業拳擊或綜合格鬥表演的場館，每年
舉辦各種類型的拳擊比賽，各種格鬥比賽以及拳擊運動粉絲的展
覽會。不敗拳擊賽館建成後，希望能培養更多更好的拳擊選手，
讓更多的拳擊選手進入美國拳擊名人堂，祝願不敗拳擊賽館取得
更大的成就！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說：“我是休斯頓國際區區長，
也是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與各族裔人士有交流合作，對各族
裔有充分的了解。很高興看到不敗拳擊賽場地成功興建，並舉行
首屆拳擊比賽。”“今天我帶來視頻攝制組成員到達比賽現場，
全程實況直播拳手搏鬥場景，比賽激烈、危險、刺激的場景能讓
全球觀眾有機會看到休斯頓的拳擊手的表現。”“我們也正聯繫
中國各地的電視媒體，向中國觀眾現場直播休斯頓的拳擊比賽。
”

他接著說：“在拳擊場上很少看到中國功夫者的身影。在休
斯頓也有一批中國功夫的選手，包括少林、太極、詠春拳等各種
流派，我們也會邀請他們來這裏參加比賽。同時，我們也有計劃

安排中國功夫選手與拳擊選手進行比賽。”
《不敗雜志》發行人，也是不敗拳擊賽的創始人Rosemary

Clark 說：“我很自豪地宣布不敗拳擊館的拳擊比賽盛大開幕！
這座佔地 10,000 平方英尺的建築位於德克薩斯州休斯頓伊斯特
伍德街 （Eastwood) 6518 號。該拳擊比賽場館專為訓練精英運動
員和舉辦專業和業餘體育賽事而設計。該設施也是休斯頓格鬥運
動博物館的所在地，該博物館將運動員引入拳擊和綜合格鬥名人
堂。我們的目標是向過去、現在和未來影響體育運動的個人致敬
，保護休斯頓格鬥運動的豐富遺產。該設施將擁有一個最先進的
製作工作室，用於直播和拍攝我們自己的真人秀節目。”

她接著說：“在過去十年中，我們舉辦了一系列社區聯合健
身的活動。休斯頓人和好鬥的行業都喜歡我們的年度活動，例如
：不敗德州精英業餘拳擊錦標賽、不敗格鬥運動戰士研討會和不
敗格鬥運動獎等比賽，但拳擊比賽還是首次。”

比賽現場有二十餘對少年和青少年選手參加了搏鬥。

美南新聞聯手美南新聞聯手《《不敗雜志不敗雜志》》共建拳擊賽場館共建拳擊賽場館
送選手入送選手入““拳擊名人堂拳擊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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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要論AI應用影響
這五大行業首當其沖

不可否認的是，人工智能在2021年

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有專家指出，2022

年人工智能領域的關鍵進步不一定來自

技術本身，而更多來自技術的利用和運

作方式。美國《福布斯》雙周刊網站在

近日報道中，列出了人工智能和機器學

習將産生重大影響的五大領域：能源、

醫療保健、航空航天、供應鏈和建築。

能源
人工智能已經開始在整個能源行業

的數字化轉型中發揮重要作用，有望在

2022年取得成果，這將優化運營，提高

效率和可持續性。例如，人工智能公司

正在主要能源公司的煉油廠內創建和運

行決策支持軟件，旨在提出及時、可解

釋的建議，使運營商能夠實時彌補差距

，最大限度地提高整個運營的效率。

在討論人工智能和其他數字解決方

案對行業的影響時，麥肯錫公司表示，

企業的生産效率可能會提高20%，總體

維護成本可能會降低10%。

醫療保健
人工智能將“大顯身手”的另一個

行業是醫療保健。從預測疫情的發展勢

頭到醫療資源的供應情況，再到精簡患

者的護理流程，前幾年啓動的人工智能

應用計劃將在2022年發揮重大作用。

人工智能可以幫助醫療保健部門應

對目前困擾該行業的運營低效等“頑疾

”。先進的方法將對該行業産生巨大影

響，爲其最有價值的數據提供更全面的

見解。正如Nuance 通信醫療保健公司副

總裁兼總經理戴安娜· 諾爾在文章中提到

的，“隨著醫療保健機構和研究人員爲

醫療保健數據的安全共享建立起強有力

的標准，新的人工智能協作項目將推動

更明智的醫療決策。”

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解決方案使決

策者更容易訪問大量非結構化數據，有

助于提高預測分析的准確性，簡化管理

操作，獲得更明智的流程建議並提高患

者篩查的效率，這將極大地提升整個行

業的運作效率。

航空航天
航空航天領域的發展一直與人工智

能緊密交織，如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的“好奇”號火星車已經使

用人工智能探索火星好幾年了。一些專

家甚至會說，太空探索是一些最先進人

工智能技術的發源地。

美國法院新聞服務社的特拉維斯· 布

貝尼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NASA已

經使用人工智能幫助‘好奇’號火星

車導航，目前正在訓練人工智能系統

，希望其能在即將開展的‘火星太空

生物學’任務期間指導漫遊車在火星

上的岩石樣本中尋找外星生命存在的

‘蛛絲馬迹’，這是朝著讓更多自主探

測器探索更遠區域這一最終目標邁出的

重要一步”。

布貝尼克進一步指出，訓練人工智

能系統是爲了減少不必要的數據，

NASA將于 2022年向火星發送漫遊車時

將對其進行測試，目標是在未來對木星

和土星的衛星進行更遙遠的行星飛行任

務時使用。

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工智能/

機器學習解決方案將更具創新性，這些

技術未來將成爲加深人類對宇宙理解的

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供應鏈
目前，全球供應鏈危機已經擾亂

了全球經濟。雖然這一危機在未來幾

年內不會得到徹底解決，但 2022年人

工智能應該可以提供一些緩解措施。

供應鏈數據的持續數字化轉換和廣泛

的傳感器分析，以及更精簡的過程自

動化和驗證，都需要與決策者協作的

人工智能建議和機器學習技術。先進

人工智能工具提供的新的可視性水平

將增強人們的預測能力，從而緩解危

機。

咨詢公司ASCM Insights的亞當· 詹

姆斯說：“由技術驅動的工業5.0的發展

（包括更具協作性的方法，以及人類和

機器人之間的夥伴關系）將對供應鏈功

能，如規劃、需求管理和執行産生重大

影響。機器學習技術的不斷發展也會爲

人類提供更深刻的洞見，促使重大的跨

部門合作成爲可能。”

建築
強大的人工智能今年將在建築領域

馬力全開，實現流程數字化，並爲不同

機構和組織提供更有價值的信息。利用

傳感器和其他功能數據的預測性維護工

具會提供優化方案——從精簡文檔到提

供更好的數據決策支持，涉及工業設備

的維護和長期運行，以及出現意外情況

時提供補救措施等情況。2022年，人工

智能將大大提高整個施工過程的效率。

MarketsAndMarkets公司稱，他們預計

全球建築市場人工智能的市場總額將從

2018年的 4.072億美元增長到2023年的

18.31億美元，預測年複合增長率爲35.1%。

人工智能的應用案例層出不窮：提

高能源運營的效率並對其進行可持續優

化；提高患者篩查的效率；幫助人類更

好地探測火星；幫助更好地維護工業設

備，甚至緩解供應鏈危機等。隨著人工

智能功能不斷增強，會有更多人將相關

技術融入自己所處的行業中，而2022年

，人工智能在各個領域的大力應用僅僅

標志著這項技術“奇幻漂流旅程”的開

始。

中國“微度假”時代來臨 遊客出行趨于本地化
綜合報導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

戰略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旅遊

研究中心和社科文獻出版社16日發

布的《旅遊綠皮書：2021~2022年中

國旅遊發展分析與預測》(以下簡稱

《綠皮書》)顯示，新冠肺炎疫情以

來，中國遊客出行呈現短途增多的

特點，“微度假”時代來臨。

《綠皮書》指出，“微度假”

是指以城市及其周邊爲主，車程在

2~3小時，爲期2~3天的一種頻次較

高、滿足感較強的新興旅遊模式。

《綠皮書》顯示，受新冠肺炎疫

情衝擊，遊客對于參加長途遊更加謹慎

，不再願意遠距離出行，希望能夠利用

周末、五一等小長假或是其他碎片化時

間就近出遊，放松身心，實現度假的目

的，“微度假”旅遊逐漸成爲遊客的首

選出行模式。

從整體上來看，2020年短距離出

遊占比較2019年同期持續增加，在短

距離半徑分布當中，50公裏內出遊擁有

最高的市場份額。2021年第一季度，50

公裏內的出遊占比達到49%，幾乎占到

一半。遊客的出行距離大大縮短，各地

的遊客類型更加趨于本地化，遊客對于

市內遊、省內遊等短距離出遊意願及行

爲進一步加強。

《綠皮書》還顯示，“微度假

”憑借距離近、時間靈活的特點促

使遊客出行頻次不斷增加，使旅遊

活動由傳統的低頻行爲轉爲中頻消

費，目前人們平均每個季度便有2次

左右的旅遊行爲。2021年第三季度

出遊頻次較2019年同期增長2.5%，

其中，本地出遊頻次增幅達40%，跨

省出遊頻次則明顯下降。

《綠皮書》顯示，隨著旅遊本

地化趨勢的走強，遊客在本地的生

活及休閑類等複合消費特征更爲明

顯。2021年第二季度，在本地消費

景區門票並在7日內有生活服務類消

費的用戶占比出現了不同幅度的提

升，其中，外賣、打車的用戶占比

較2019年同期分別提升3.28個百分

點和2.29個百分點，有過購物行爲的

用戶占比提升幅度更大，達5.95個百

分點。

中國經濟恢復好於預期

國新辦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家統計

局發布並解讀中國經濟開年數據。今年

前兩個月，中國經濟整體表現如何？怎

樣看當下的熱點問題？未來趨勢怎樣？

“從數據上來看，中國經濟呈現出

了陣陣暖意。”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

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付淩晖表

示，前兩個月，國民經濟持續穩定恢複

，生産需求較快增長，就業物價總體穩

定，新動能繼續成長，高質量發展取得

新進展。

“增長”和“加快”是主旋律
“1至 2月份國民經濟恢複好于預

期。”付淩晖告訴記者，在宏觀政策發

力和市場主體努力的共同作用下，我國

經濟恢複的勢頭向好，爲今年一季度開

好局奠定了堅實基礎。

從工業、投資和消費的數據看，

“增長”和“加快”是主旋律；從物價

、就業和國際收支的數據看，“穩定”

和“平衡”是關鍵詞，經濟運行在合理

區間。1至2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

加值同比增長7.5%，比上年12月份加快

3.2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

0.9%，低于3%左右的預期目標；全國城

鎮新增就業163萬人，全國城鎮調查失

業率平均爲5.4%，低于5.5%以內的預期

目標。2月末外彙儲備32138億美元，繼

續穩定在3.2萬億美元以上。

創新驅動態勢明顯，高技術産業發

展向好，智能低碳産品增勢良好，經濟

結構持續優化，升級類消費增勢較好。1

至2月份，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

太陽能電池産量同比分別增長150.5%、

29.6%、26.4%。新業態新模式增長較快

。1至2月份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同比增

長12.3%，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

重達到22%。

高水平開放繼續顯效，進出口較快

增長，不僅保障了全球産業鏈供應鏈穩

定，而且有力拉動了世界經濟複蘇。民

生保障不斷加強，民生投入持續加大。

1-2月份，教育、衛生等民生領域的投資

分別增長19.8%和29.3%，明顯快于全部

投資。

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
近期多地出現散發疫情，疫情將在

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的恢複？

付淩晖指出，部分地區疫情形勢有

所趨緊，客觀上會對當地經濟恢複造成

一定影響。但全國疫情防控形勢總體穩

定。從近兩年我國疫情防控總體經驗和

情況來看，我們在疫情防控中已經積累

了豐富經驗，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能夠

有效阻斷疫情傳播，對經濟的影響會逐

步得到控制。當然，疫情的變化還存在

一些不確定性，下階段對經濟的影響還

需要觀察。

“總的來看，中國經濟韌性足、

潛力大、空間廣的特點比較明顯，保

持經濟平穩發展有很多有利條件。但

也要看到，當前全球疫情擴散蔓延，

世界局勢動蕩不安，地緣政治衝突加

劇，外部不穩定不確定性在加大，國

內經濟恢複仍不均衡，行業企業地區

有所分化，企業成本上升的壓力仍在

加大，小微企業經營困難仍比較突

出，經濟持續恢複的基礎尚不牢固，

後期走勢仍待觀察。”付淩晖強調，

下一階段，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全面深化

改革開放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確

保經濟行穩致遠。

平穩發展態勢將得到延續
目前國際形勢複雜嚴峻，國際大宗

商品價格高位波動，由于地緣政治衝突

國際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大。從

國內來看，經濟仍然處在恢複之中，不

均衡的情況還存在。

“總的來看，一季度經濟運行保持

平穩發展的態勢仍然能夠得到延續。”

付淩晖表示，盡管面臨困難和挑戰，各

地區各部門加大穩增長力度，無論是投

資、消費還是工業增長，都出現了明顯

的積極變化。一季度保持良好的經濟運

行還是有基礎、有條件的。

對于俄烏地緣政治衝突的影響，付

淩晖分析指出，俄羅斯、烏克蘭在對中

國進出口貿易中的占比較小，直接影響

有限。但由于地緣政治的變化對全球大

宗商品價格的影響比較明顯，國內輸入

性通脹的壓力可能會增加。

“盡管面臨這些問題，我們在保障

國內能源供給方面還有很多有利條件

。”付淩晖告訴記者，從去年四季度

以來，大宗商品保供穩價的力度持續

加大，國內能源供給穩步增加。今年1

至2月份原煤産量同比增長10.3%，發電

量增長4%，比去年12月份均明顯改善

。這些都有利于經濟穩定運行。

記者了解到，數字人民幣已在多個城市開展試點；

在應用場景上，也逐步從零售領域擴展到對公方面。

截至目前，6家國有大行已提前布局。數字人民

幣將對銀行業産生哪些影響？“數字人民幣帶來的潛

在變化是對銀行業競爭格局的改變。一旦金融消費者

脫離了賬戶綁定的依賴，就會出現對銀行的選擇，讓

銀行業的競爭更加充分；同時，也會改變貨幣市場的

監管格局。” 中國銀行(3.070, 0.00, 0.00%)原行長李

禮輝在“2021西岸金融科技前沿論壇”上指出。

銀行競爭更充分
“目前正在試點的數字人民幣是賬戶松耦合的

，有可能會改變金融格局。近期來看，在法定貨幣

形態中，增加了數字人民幣，改變了支付市場的格

局，在市場化支付工具占主導地位的零售市場中，

增加官方的支付工具。”李禮輝指出。

中國金融學會會長、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

名譽院長周小川也提到，DC/EP（數字貨幣和電子

支付）的發展主要是立足于國內支付系統的現代化

，跟上數字經濟和互聯網時代的步伐，提高效能，

降低成本，特別是爲零售支付系統服務；DC/EP的

計劃是一種雙層系統，而且整個研發隊伍是由中國

人民銀行組織，由主要商業銀行、電信營運商和幾

大第三方支付機構共同參與研發。

在雙層投放體系下，央行更多扮演發行方和監管

的角色，商業銀行承擔了數字人民幣主要的運營職能

。平安證券也指出，數字人民幣的兌換、支付、管理

等都需要商業銀行提供，銀行將深度參與數字人民幣

的推廣和發行（第三方機構也參與，但更多是輔助）

，銀行應積極擁抱數字人民幣帶來的全新機遇。

“數字人民幣應用普遍，有利于央行更好地監

管貨幣的分布、貨幣的動態。”在李禮輝看來，數

字人民幣帶來的潛在變化是對銀行業競爭格局的改

變；一旦金融消費者脫離了賬戶綁定的依賴，就會

出現對銀行的選擇，讓銀行業的競爭更加充分，同

時也會改變貨幣市場的監管格局。

普華永道在相關報告中指出，對商業銀行等

金融機構來說，數字人民幣把我國貨幣所有環節都

變成“數據”，也可能爲銀行帶來革命性的創新。

長遠來看，商業銀行可能脫胎換骨轉換成“信貸數

據管理公司”，例如利用區塊鏈技術、生物識別及

大數據，把每位客戶的大部分財務資料集中管理，

商業銀行未來和科技金融公司的邊界可能更難分清

，或兩者完全整合或可成爲大趨勢。

加快建立數字金融制度
“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說，數字化的工具流動更

快，如果一個金融機構發生了一些支付能力不足引

起貨幣存款的擠兌，會短時間內帶來較大壓力，因

此央行對于應對貨幣市場的新波動或者新影響還需

要做更多的准備。”李禮輝提示道。

展望未來，李禮輝認爲，要努力把數字人民幣

打造成爲一個全球最佳的央行數字貨幣。“央行數

字貨幣已經不是要不要發行的問題，是可信的技術

創新和可行的制度創新所需要的時間長短問題。”

他指出，考慮到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和支付市場

規模，數字人民幣可能會在全球數字經濟的競爭中居

于核心地位，這將有利于維護我們國家的貨幣主權，

有利于金融安全和推進金融普惠。“接下來，還需在

兩方面發力：一方面是確保數字人民幣在高並發的市

場中規模化可靠應用，進一步完善底層技術，完善應

用場景的設計，而且也有必要完善運營管理的體制；

另外一方面是應該加快有關的數字金融制度的建設，

不僅僅要建立數字化金融的有關制度，同時還要參與

全球的數字化金融制度的建設。”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中國宏觀經濟形勢

分析與預測”課題組指出，現階段中國在與其他國

家的央行數字貨幣合作開發方面存在不足，這種初

期的合作缺失，很可能成爲未來阻礙數字人民幣國

際化的隱患。如果中國人民銀行確有借助 DC/EP

系統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目標，那更多、更深

入的國際合作就刻不容緩。

數字人民幣將改變銀行業競爭格局



BB44
星期二       2022年3月22日       Tuesday, March 22, 2022

休城新聞

副刊

当风雨来袭、战火纷飞，我们终能明白，什

么才是最坚实的靠山。

俄乌之战的第7天，乌克兰依然战火纷飞，

硝烟弥漫。

街道上，满目疮痍，到处是断壁残垣。谁也

不知道战争还要持续多久。

战争最大的牺牲者，永远是平民。

在那里，有人失去亲人，有人流离失所，令

人痛心。

但最让我们牵挂的，还是有家难回、担惊受

怕的在乌同胞。

归家之路

一个在哈尔科夫的中国留学生微博求助，称

自己联系不上大使馆，恐惧、绝望弥漫在心头，

甚至已经写好了遗书。

生死关头，情绪难免崩溃，但随着网络的发

酵，一时间流言四起，网上甚至出现“大使馆跑

了，扔下在乌的中国公民不管”的谣言。

可真相是什么呢？

他们通宵达旦，日夜兼程，帮助同胞尽快撤

离。

几乎是战争开始的第一时间，中国驻乌克兰

大使馆就发布紧急撤侨通知，通知大家填写登记

表。

撤侨工作复杂，战争局势复杂，资源有限。

尤其哈尔科夫，战事最为激烈，再加上特殊

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撤离的艰难。

但祖国从没有放弃，也不会放弃。外交部称

将调动一切力量，协助在乌同胞转移。

2月28日，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开始第一批

撤侨。

先组织撤离年纪较小的留学生，再撤离其他

华人华侨。

Qrainiian是一个在乌克兰的00后留学生，也

是第一批参与撤侨的在乌同胞。

北京时间2月28日下午，她坐上摩尔多瓦前

往罗马尼亚的大巴，在微博里详细分享了当时的

画面：

开车不到一小时就看到三个炸弹爆炸，一路

上，大家经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机关

枪的大兵。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张老师一路将他们护送到

边境，一天只吃了两顿饭——两块小面包。

一路上，他的电话没停，一直在处理协调第

二天留学生撤离的事情。

临下车时，张老师的一番话令人动容：

“你们现在安全了，出门在外，要坚强，要

把中国人的精气神发挥出来……

使馆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我们现在要连夜

返回，司机师傅要回去送下一波同学……”

Qrainiian说，出关之后，有接济小摊，有休

息室，免费的热水、热茶、饼干、方便面，令人

备感温暖。

此时此刻，经过35小时的兵荒马乱，她终于

抵达罗马尼亚，吃到了香喷喷的鱼香肉丝。

而这一路，她没有花一分钱。

微博里，她感谢祖国，感谢带领他们离开的

大使馆工作人员。

当别国大使纷纷撤离的时候，中国大使馆的

工作人员仍在坚守。

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送走一批又一批的

同胞，可他们又何时才能回家呢？

那个喜欢分享留学趣事的网红同学“我是小

妖怪”，也一直在更新着自己的动态。

她目前仍被困在哈尔科夫，深知撤侨的难度

之大，但她相信祖国一定可以克服艰难，带他们

回家。

同时他们也在积极自救，集思广益寻找逃生

路线。

令人欣慰的是，一个同样在哈尔科夫的同学

发文称：经过各方的努力，他们已经有了撤离方

案。

目前，已经有超6000名在乌同胞登记了撤离

需求。

28日，敖德萨首批400名留学生顺利撤离前

往摩尔多瓦，同一天，基辅200名留学生也顺利

撤出乌克兰。

3月2日凌晨，106名中国在乌留学生已全部

顺利通关，进入波兰境内。

接下来，还有约700~800人将从敖德萨撤离

，900人从基辅撤离。

祖国一直在努力，不放弃每一个人。同胞们

，请再坚持一下，我们都在等你们回家！

战火中，一个在乌的中国人发出感慨，现在

最值钱的就是中国护照。

“中国的护照现在也许不能让你去世界上任何

一个地方，但能把你从任何一个地方接回家。”

中国护照到底有多“值钱”？

2月24日，在乌的中国小伙杜少甫紧急撤侨

通知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因为登机人员需持有中国护照或旅行证，可

只有他和两个孩子符合回国条件。

乌克兰籍妻子劝他：“不要团灭，你先把孩

子带走，能走几个就走几个。”

接到撤侨通知的那一晚，孙光哭了……

从乌克兰基辅包机到中国上海的费用被炒到

了百万元天价，“撤侨这事办得真牛，如果没有

中国政府的安排，此时想回国比登天还难。”

但孙光决定留下，因为他在乌克兰20年，早

已娶妻生子。

“我不可能把老婆、5个孩子，还有岳父母

都撇下，一个人回去是不可能的。”

杜少甫和孙光只是在乌千万个侨胞的缩影。

今天，对于杜少甫和孙光来说，是一个好日

子，他们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当地时间3月2日凌晨，中国驻乌克兰大使

馆发布通知，当天中午，将组织基辅及周边自愿

撤离的华侨乘坐大巴前往摩尔多瓦。

中国公民的外籍配偶、父母或子女可一同乘车。

杜少甫们再也不用面临骨肉分离了！

有情有义，这就是大国的格局和担当。

大国之诺，重如泰山；大国之言，出而必行。

无论我们身处哪里，祖国始终是我们最坚实

的靠山。

愿，战争早日结束，愿，所有同胞早日平安

归来。

第一批在乌同胞已安全撤离
中国的这个举动让人泪流满面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二十一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二十一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俄羅斯軍方俄羅斯軍方：：對烏克蘭的目標進行了巡航對烏克蘭的目標進行了巡航

導彈襲擊導彈襲擊
週一早些時候週一早些時候，，俄羅斯軍隊位於烏克蘭西北部羅夫訥州新柳俄羅斯軍隊位於烏克蘭西北部羅夫訥州新柳

博米爾卡的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伊戈爾博米爾卡的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伊戈爾··科納申科夫少將說俄羅科納申科夫少將說俄羅
斯向烏克蘭軍事訓練中心發射了空射巡航導彈斯向烏克蘭軍事訓練中心發射了空射巡航導彈。。

科納申科夫在一份聲明中聲稱科納申科夫在一份聲明中聲稱，，這次襲擊造成了數十人傷亡這次襲擊造成了數十人傷亡
。。

另外另外，，科納申科夫說科納申科夫說，，巡航導彈還摧毀了西部村莊塞列茨附巡航導彈還摧毀了西部村莊塞列茨附
近的一個彈藥庫和一個機械化旅的總部近的一個彈藥庫和一個機械化旅的總部，，但沒有提供更多細節但沒有提供更多細節。。

羅夫訥地區行政當局負責人維塔利羅夫訥地區行政當局負責人維塔利··科瓦爾在科瓦爾在 TelegramTelegram 上發上發
表聲明稱表聲明稱，，兩枚俄羅斯導彈擊中了一處軍事訓練場的領土兩枚俄羅斯導彈擊中了一處軍事訓練場的領土。。他補他補
充說充說，，一個特別委員會正在調查一個特別委員會正在調查，，細節將在稍後公佈細節將在稍後公佈。。

最近幾天最近幾天，，俄羅斯軍隊使用從烏克蘭境外發射的巡航導彈和俄羅斯軍隊使用從烏克蘭境外發射的巡航導彈和
高超音速導彈對烏克蘭進行了一系列打擊高超音速導彈對烏克蘭進行了一系列打擊。。

馬裏烏波爾的烏克蘭官員說馬裏烏波爾的烏克蘭官員說：“：“俄羅斯導彈每俄羅斯導彈每 1010 分鍾轟炸分鍾轟炸
一次一次””

馬裏烏波爾市的一名官員稱馬裏烏波爾市的一名官員稱，，該市一夜之間受到了俄羅斯軍該市一夜之間受到了俄羅斯軍
隊進一步的猛烈轟炸隊進一步的猛烈轟炸。。

馬裏烏波爾國民警衛隊亞速團的斯維亞托斯拉夫馬裏烏波爾國民警衛隊亞速團的斯維亞托斯拉夫··帕拉馬爾帕拉馬爾
上尉說上尉說：“：“俄羅斯導彈每俄羅斯導彈每 1010 分鍾轟炸一次分鍾轟炸一次；；俄羅斯海軍軍艦正俄羅斯海軍軍艦正
在砲擊該市在砲擊該市。。昨天昨天，，士兵們銷毀了四輛坦克士兵們銷毀了四輛坦克，，以及裝甲車和軍人以及裝甲車和軍人
。。但我們仍然需要彈藥但我們仍然需要彈藥、、反坦克武器和防空系統反坦克武器和防空系統。”。”

帕拉馬爾說他和他的戰友不會在馬裏烏波爾投降帕拉馬爾說他和他的戰友不會在馬裏烏波爾投降。。
一些背景一些背景：：俄羅斯發布的馬裏烏波爾當局交出城市的最後期俄羅斯發布的馬裏烏波爾當局交出城市的最後期

限在莫斯科早上限在莫斯科早上 55 點點（（美國東部時間週日晚上美國東部時間週日晚上 1010 點點））的時間已的時間已
經過去了經過去了，，烏克蘭人拒絕了最後通牒烏克蘭人拒絕了最後通牒。。

戰前擁有約戰前擁有約 4545 萬人居住的港口城市馬裏烏波爾自萬人居住的港口城市馬裏烏波爾自 33 月初以月初以
來一直受到俄羅斯軍隊的持續攻擊來一直受到俄羅斯軍隊的持續攻擊，，衛星圖像顯示居民區遭到嚴衛星圖像顯示居民區遭到嚴
重破壞重破壞。。

雖然俄羅斯的最後通牒似乎為那些選擇投降的人提供了安全雖然俄羅斯的最後通牒似乎為那些選擇投降的人提供了安全
出城的通道出城的通道，，但它並沒有為那些留下來的人提供這樣的保證但它並沒有為那些留下來的人提供這樣的保證。。
基輔市長稱俄羅斯轟炸購物中心後空氣汙染加劇基輔市長稱俄羅斯轟炸購物中心後空氣汙染加劇

基輔市長維塔利基輔市長維塔利··克裏琴科週一表示克裏琴科週一表示，，在俄羅斯轟炸了該市在俄羅斯轟炸了該市
波迪爾斯基區的一個購物中心並造成波迪爾斯基區的一個購物中心並造成 88 人死亡後人死亡後，，首都已發現空首都已發現空
氣汙染氣汙染。。

克裏琴科在克裏琴科在 TelegramTelegram 的一份聲明中說的一份聲明中說，，轟炸引發的大火燒轟炸引發的大火燒
毀了一座購物中心毀了一座購物中心，，並損壞了六棟公寓樓並損壞了六棟公寓樓，，其中叁棟不適合居住其中叁棟不適合居住
。。他說他說，，與此同時與此同時，，兩所學校和兩所幼兒園的校舍遭到破壞兩所學校和兩所幼兒園的校舍遭到破壞。。

他說他說：“：“由於首都和該地區發生空襲後的火災由於首都和該地區發生空襲後的火災，，已經檢測到已經檢測到
空氣汙染空氣汙染。”。”

他說他說：“：“所以不要打開你的窗戶所以不要打開你的窗戶。。當你外出時當你外出時———甚至要戴—甚至要戴
上上 FFPFFP22 型醫用口罩來保護你的肺部型醫用口罩來保護你的肺部。”。”

克裏琴科還敦促公民不要拍攝視頻或將其發佈在軍事檢查站克裏琴科還敦促公民不要拍攝視頻或將其發佈在軍事檢查站
、、車輛車隊或戰略設施周圍防禦的社交媒體上車輛車隊或戰略設施周圍防禦的社交媒體上。。他寫道他寫道：： ““不不
要幫助敵人要幫助敵人！”！”

俄羅斯一再被指控以平民為目標俄羅斯一再被指控以平民為目標，，被困居民將這次襲擊描述被困居民將這次襲擊描述
為為““地獄地獄”。”。

俄羅斯的襲擊導致基本服務完全崩潰俄羅斯的襲擊導致基本服務完全崩潰，，馬裏烏波爾市的居民馬裏烏波爾市的居民
無法獲得天然氣無法獲得天然氣、、電力或水電力或水。。屍體被留在街上屍體被留在街上，，因為要麽沒有人因為要麽沒有人
來收集它們來收集它們，，要麽嘗試起來太危險了要麽嘗試起來太危險了。。

該市的一名官員表示該市的一名官員表示，，即使是為了獲得必需品即使是為了獲得必需品，，人們害怕離人們害怕離
開他們的地下避難所開他們的地下避難所。。這意味著他們試圖少喝水這意味著他們試圖少喝水、、少吃食物少吃食物，，只只

是為了準備熱飯而出現是為了準備熱飯而出現。。
違背他們的意願違背他們的意願：：週日週日，，馬裏烏波爾市議會表示馬裏烏波爾市議會表示，，俄羅斯軍俄羅斯軍

隊違背他們的意願將居民帶到俄羅斯隊違背他們的意願將居民帶到俄羅斯。。該委員會表示該委員會表示，，被捕的馬被捕的馬
裏烏波爾居民被帶到營地裏烏波爾居民被帶到營地，，俄羅斯軍隊在那裏檢查他們的手機和俄羅斯軍隊在那裏檢查他們的手機和
文件文件，，然後將一些居民轉移到俄羅斯的偏遠城市然後將一些居民轉移到俄羅斯的偏遠城市。。但俄羅斯週六但俄羅斯週六
否認了這些指控否認了這些指控。。

俄羅斯為什麽要控制馬裏烏波爾俄羅斯為什麽要控制馬裏烏波爾：：這座城市是一個戰略港口這座城市是一個戰略港口
，，位於連接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和克裏米亞半島的海岸線上位於連接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和克裏米亞半島的海岸線上。。
俄羅斯支持的分離主義分子在頓巴斯的部分地區形成了分離的小俄羅斯支持的分離主義分子在頓巴斯的部分地區形成了分離的小
國國，，克裏米亞自克裏米亞自 20142014 年以來一直在俄羅斯的控制之下年以來一直在俄羅斯的控制之下。。俄羅斯俄羅斯
軍隊似乎正試圖完全控制該地區軍隊似乎正試圖完全控制該地區，，以在兩個地區之間建立一條陸以在兩個地區之間建立一條陸
地走廊地走廊，，以殘酷的方式擠壓馬裏烏波爾軍事力量以殘酷的方式擠壓馬裏烏波爾軍事力量。。
稱普京為戰爭罪犯已毫無疑問稱普京為戰爭罪犯已毫無疑問

俄羅斯空襲一所藝術學校和一家婦產醫院俄羅斯空襲一所藝術學校和一家婦產醫院，，住宅公寓樓被坦住宅公寓樓被坦
克攻擊著火克攻擊著火，，數週內有數週內有 900900 多名平民喪生多名平民喪生。。

俄羅斯總統普京是戰爭罪犯嗎俄羅斯總統普京是戰爭罪犯嗎？？他的國家對烏克蘭的無端和他的國家對烏克蘭的無端和
野蠻入侵提供了大量證據野蠻入侵提供了大量證據，，導致一些世界領導人導致一些世界領導人———包括上週的—包括上週的
美國總統喬美國總統喬··拜登拜登———使用了這個—使用了這個““戰爭犯戰爭犯““的標簽的標簽。。

現在的問題是拜登的言論現在的問題是拜登的言論———他隨後稱普京為—他隨後稱普京為““兇殘的獨裁兇殘的獨裁
者者””和和““純粹的暴徒純粹的暴徒””———對烏克蘭戰爭的未來意味著什麽—對烏克蘭戰爭的未來意味著什麽。。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週日並未表示擔心拜登的言論會擾亂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週日並未表示擔心拜登的言論會擾亂與
俄羅斯的談判俄羅斯的談判。。他告訴他告訴 CNNCNN 的法瑞德的法瑞德··紮卡裏亞紮卡裏亞 （（Fareed ZaFareed Za--
kariakaria），），他已經他已經““準備好與普京進行談判準備好與普京進行談判”。”。

拜登的評論代表了一個重要時刻拜登的評論代表了一個重要時刻，，因為之前烏克蘭主要官員因為之前烏克蘭主要官員
大多避免說普京正在犯下戰爭罪大多避免說普京正在犯下戰爭罪，，理由是正在調查是否可以使用理由是正在調查是否可以使用
該詞該詞。。但在美國總統在一次不相關的活動中向記者說出但在美國總統在一次不相關的活動中向記者說出““我認為我認為
他是一名戰犯他是一名戰犯””這句話後不久這句話後不久，，白宮新聞發言人珍白宮新聞發言人珍··普薩基普薩基（（JenJen
PsakiPsaki））表示表示，，這一評論是這一評論是““發自內心的發自內心的”。”。此後其他官員使用了此後其他官員使用了
類似的語言類似的語言。。

國務院發言人內德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萊斯後來說普萊斯後來說：“：“當你發自內心地說話當你發自內心地說話
，，以人類的身份說話以人類的身份說話，，你看到的是我們所看到的你看到的是我們所看到的，，電視上這些灼電視上這些灼
熱的畫面熱的畫面，，俄羅斯對馬裏烏波爾一家婦產醫院的轟炸俄羅斯對馬裏烏波爾一家婦產醫院的轟炸，，對住宅樓對住宅樓
、、學校學校、、對平民社區的轟炸對平民社區的轟炸，，很難放棄這個戰爭犯結論很難放棄這個戰爭犯結論。”。”

在國務卿安東尼在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表示他布林肯表示他““個人個人””同意拜登對普京的同意拜登對普京的
標簽後標簽後，，普薩基告訴記者普薩基告訴記者，，這位美國最高外交官這位美國最高外交官““也是也是””發自內發自內
心地說話心地說話。。

為什麽所有的解析為什麽所有的解析？？雖然雖然““戰爭罪戰爭罪””和和““戰爭罪犯戰爭罪犯””等術語等術語
經常被通俗地使用經常被通俗地使用，，但它們確實具有可用於潛在起訴的法律定義但它們確實具有可用於潛在起訴的法律定義
。。這包括在日內瓦公約中這包括在日內瓦公約中，，該公約將故意針對平民列為戰爭罪該公約將故意針對平民列為戰爭罪。。

從馬裏烏波爾撤離的希臘總領事說從馬裏烏波爾撤離的希臘總領事說：“：“我所看到的戰爭慘景我所看到的戰爭慘景
，，我希望沒人再能看到我希望沒人再能看到””

希臘駐馬裏烏波爾總領事是最後一位撤離被圍困的烏克蘭港希臘駐馬裏烏波爾總領事是最後一位撤離被圍困的烏克蘭港
口的歐盟外交官口的歐盟外交官，，他週日表示他週日表示，，這座城市正在加入因過去戰爭而這座城市正在加入因過去戰爭而
被徹底摧毀的城市的行列被徹底摧毀的城市的行列。。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希臘總領事馬諾利斯希臘總領事馬諾利斯··安德魯拉安德魯拉
基斯基斯 （（Manolis AndroulakisManolis Androulakis ））已協助數十名希臘國民和希臘族人已協助數十名希臘國民和希臘族人
撤離這座被毀的城市撤離這座被毀的城市。。他於週二離開馬裏烏波爾他於週二離開馬裏烏波爾，，經過烏克蘭四經過烏克蘭四
天的旅行後天的旅行後，，他與其他他與其他 1010 名希臘國民一起通過摩爾達維亞前往名希臘國民一起通過摩爾達維亞前往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安德魯拉基斯週日抵達雅典國際機場並與家人團聚時說道安德魯拉基斯週日抵達雅典國際機場並與家人團聚時說道：：
““我所看到的戰爭慘景我所看到的戰爭慘景，，我希望沒有人再能看到我希望沒有人再能看到。”。”

安德魯拉基斯說安德魯拉基斯說：“：“馬裏烏波爾將成為被戰爭徹底摧毀的城馬裏烏波爾將成為被戰爭徹底摧毀的城

市名單的一部分市名單的一部分；；我不需要命名它們我不需要命名它們———它們是格爾尼卡—它們是格爾尼卡、、考文考文
垂垂、、阿勒頗阿勒頗、、格羅茲尼格羅茲尼、、列甯格勒列甯格勒。”。”
俄羅斯國防部警告馬裏烏波爾在莫斯科時間週一淩晨俄羅斯國防部警告馬裏烏波爾在莫斯科時間週一淩晨 55 點前投點前投
降降

據俄羅斯國有通訊社據俄羅斯國有通訊社 RIA NovostiRIA Novosti 報道報道，，俄羅斯國防部已警俄羅斯國防部已警
告馬裏烏波爾地方當局在莫斯科時間週一淩晨告馬裏烏波爾地方當局在莫斯科時間週一淩晨 55 點點（（馬裏烏波爾馬裏烏波爾
週一淩晨週一淩晨 44 點和美國東部時間週日晚上點和美國東部時間週日晚上 1010 點點））之前將該市交給之前將該市交給
俄羅斯軍隊俄羅斯軍隊。。

該通訊社表示該通訊社表示，，國防部將在當地時間週一上午國防部將在當地時間週一上午 1010 點點（（美國美國
東部時間週一淩晨東部時間週一淩晨 44 點點））之前開放通往該市的人道主義走廊之前開放通往該市的人道主義走廊，，並並
““希望在希望在 55::0000 之前收到基輔對這些提議的書面回複之前收到基輔對這些提議的書面回複。”。”

RIA NovostiRIA Novosti 將其報告歸因於俄羅斯聯邦國家國防管理中心將其報告歸因於俄羅斯聯邦國家國防管理中心
負責人米哈伊爾負責人米哈伊爾··米津采夫上校的評論米津采夫上校的評論。。

米津采夫說米津采夫說：“：“從上午從上午 1010 點到點到 1212 點點———對於烏克蘭的所有—對於烏克蘭的所有
武裝部隊和外國僱傭軍來說武裝部隊和外國僱傭軍來說，，沿著與烏克蘭商定的路線暫時停止沿著與烏克蘭商定的路線暫時停止
戰鬥戰鬥。。從從 1212 點開始點開始，，運送食品運送食品、、藥品和基本必需品的人道主義藥品和基本必需品的人道主義
車隊將同時通過車隊將同時通過。”。”

馬裏烏波爾市議會週六表示馬裏烏波爾市議會週六表示，，俄羅斯軍隊違背他們的意願將俄羅斯軍隊違背他們的意願將
居民帶到俄羅斯居民帶到俄羅斯。。

該市在一份聲明中說該市在一份聲明中說：“：“過去一周過去一周，，數千名馬裏烏波爾居民數千名馬裏烏波爾居民
被帶到俄羅斯境內被帶到俄羅斯境內。。佔領者從佔領者從 LivoberezhnyLivoberezhny 區和體育俱樂部大樓區和體育俱樂部大樓
的避難所非法帶走人員的避難所非法帶走人員，，那裏有一千多人那裏有一千多人（（主要是婦女和兒童主要是婦女和兒童））
，，避難所不斷地遭到轟炸避難所不斷地遭到轟炸。”。”

聲明說聲明說，，被捕的馬裏烏波爾居民被帶到營地被捕的馬裏烏波爾居民被帶到營地，，俄羅斯軍隊在俄羅斯軍隊在
那裏檢查他們的手機和文件那裏檢查他們的手機和文件，，然後將一些居民轉移到俄羅斯的偏然後將一些居民轉移到俄羅斯的偏
遠城市遠城市，，並補充說並補充說““其他人的命運未知其他人的命運未知”。”。

在呼籲市政府官員投降時在呼籲市政府官員投降時，，RIA NovostiRIA Novosti 援引米津采夫的話援引米津采夫的話
說說：“：“我們呼籲可惡的土匪我們呼籲可惡的土匪，，他們要為數百名無辜者的生命負責他們要為數百名無辜者的生命負責
。。現在我們是這個獨特城市馬裏烏波爾的官方地方當局的代表現在我們是這個獨特城市馬裏烏波爾的官方地方當局的代表。。
””

米津采夫說米津采夫說：“：“你現在有權做出曆史性的選擇你現在有權做出曆史性的選擇———要麽你和—要麽你和
你的人民在一起你的人民在一起，，要麽你和土匪在一起要麽你和土匪在一起，，否則等待你的軍事法庭否則等待你的軍事法庭
。”。”

RIARIA 還報道說還報道說，，米津采夫說米津采夫說，，馬裏烏波爾的近馬裏烏波爾的近 6060,,000000 名居名居
民民““發現自己在俄羅斯完全安全發現自己在俄羅斯完全安全”。”。
馬裏烏波爾拒絕俄羅斯要求在淩晨馬裏烏波爾拒絕俄羅斯要求在淩晨 55 點截止時投降點截止時投降

俄羅斯發布的馬裏烏波爾當局交出這座城市的最後期限現已俄羅斯發布的馬裏烏波爾當局交出這座城市的最後期限現已
過去過去，，烏克蘭人拒絕將這些條款烏克蘭人拒絕將這些條款，，並視為錯誤的選擇並視為錯誤的選擇。。

戰前擁有約戰前擁有約 4545 萬人居住的港口城市馬裏烏波爾自萬人居住的港口城市馬裏烏波爾自 33 月初以月初以
來一直受到俄羅斯軍隊的持續攻擊來一直受到俄羅斯軍隊的持續攻擊，，衛星圖像顯示居民區遭到嚴衛星圖像顯示居民區遭到嚴
重破壞重破壞。。

雖然俄羅斯的最後通牒似乎為那些選擇投降的人提供了安全雖然俄羅斯的最後通牒似乎為那些選擇投降的人提供了安全
出城的通道出城的通道，，但它並沒有為那些留下來的人提供這樣的保證但它並沒有為那些留下來的人提供這樣的保證。。
俄羅斯向烏克蘭首都基輔的波迪爾斯區轟炸俄羅斯向烏克蘭首都基輔的波迪爾斯區轟炸

烏克蘭國家緊急服務中心週日晚間表示烏克蘭國家緊急服務中心週日晚間表示，，在俄羅斯轟炸基輔在俄羅斯轟炸基輔
波迪爾斯基波迪爾斯基（（PodilskyiPodilskyi））區後區後，，一個購物中心和附近停車場的汽一個購物中心和附近停車場的汽
車著火了車著火了。。

緊急服務部門表示緊急服務部門表示，，共有共有 6363 名消防員和名消防員和 1111 個單位努力撲滅個單位努力撲滅
高達購物中心叁樓和四樓的火焰高達購物中心叁樓和四樓的火焰。。

週日週日，，基輔市長和該市警察在基輔市長和該市警察在 TelegramTelegram 上發布了烏克蘭首上發布了烏克蘭首
都波迪爾斯都波迪爾斯 區的遭受轟炸後的圖像區的遭受轟炸後的圖像。。

市長維塔利克裏琴科說市長維塔利克裏琴科說，，轟炸造成一人死亡轟炸造成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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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染疫長者家居隔離昏迷不治
專家：未打針兼長期病屬高危 應及早分流到治療設施

香港19日

新增 243 宗病

人感染新冠肺

炎後死亡的個

案，令第五波疫情累計已有5,437人染疫後死亡，特

區政府抗疫重點是防止輕症變重症及死亡病例，但有

3名未接種疫苗兼長期病患長者，經快速抗原測試呈

陽性後一直未獲送院治療，結果19日凌晨在家中昏

迷，送院後離世。有協助抗疫的私家醫生指出，未打

針兼長期病患長者屬高危群組，病情可能急速惡化，

應及早分流到醫院及社區治療設施，未入院亦應有遠

程系統監察身體狀況，而內地醫療隊支援亞博館社區

治療設施，亦應盡快增加收治年長患者數量，減低長

者染疫死亡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19日疫情

爆疫院舍
◆新增4間安老院舍及1間殘疾人士院舍爆疫，涉及12名院友及11名
員工

◆過去兩星期累計186間安老院舍及89間殘疾院舍爆疫，共涉及
6,925名院友及1,764名員工

醫管局概況
◆新增18名病人入院篩查呈陽性，30名同房病人列為密切接
觸者
◆累計19,223名醫管局員工確診，12,277名員工已康
復並復工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增核酸確診：7,528宗
•新增快測呈報：9,069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1,020,910宗
•死亡個案：243人，包括182宗
24小時內新呈報及61宗滯後呈報

•第五波累計死亡：5,437人，
死亡率為0.5%

新增總確
診個案：

16,597宗
（包括14宗輸入

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針
對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
米鋒19日表示，當前香港疫情已經進入高位平
台期，快速上升勢頭得到控制，並呈震盪下降趨
勢。近日，香港陽性感染者仍在每日兩萬至3萬
高位水平，形勢依然嚴峻，壓力依然很大。衞健
委將繼續根據疫情防控的需要和香港特區政府的
要求，持續支持和協助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

民眾盡快穩控疫情。
米鋒表示，全國人民都十分關心香港的疫

情。當前，香港疫情已經進入高位平台期，快速
上升勢頭得到控制，並呈震盪下降趨勢。近日，
香港陽性感染者仍在每日兩萬至3萬的高位水
平，形勢依然是嚴峻，壓力依然很大。中央政府
高度重視並全力支持香港的疫情防控工作，派出
多批專家和工作力量，支持特區政府落實防控的

主體責任。香港特區政府已經把減少重症、減少
死亡、減少感染作為階段性工作目標，努力做好
重點人群、重點機構和重點區域防控工作，並且
把老年人作為優先照顧的群體。

繼續支援盡快穩控疫情
針對香港進行全員核酸檢測的問題，米

鋒表示，根據內地防控處置經驗，核酸檢測

是發現潛在社區傳播傳染源的重要手段。核
酸檢測的時機要考慮核心目的、疫情現狀、
實施條件能力以及後續處置措施等多種因
素。

他強調，相信特區政府有智慧作出恰當的
安排。“我們也將繼續根據疫情防控的需要和
香港特區政府的要求，持續支持和協助香港特
區政府和香港各界民眾盡快穩控疫情。”

國家衞健委：港疫情快速上升勢頭得到控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過去一
段時間，不少市民都投訴在染疫後未能及時
取得防疫物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19日承認，特區政府在初期派發抗疫物資包
的工作出現滯後，但已追回進度，並計劃動
員地區和社會組織的力量，於本月內向全港
市民派發附有快速測試劑及中成藥等物資的
抗疫包。多名地區組織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抗疫工作沉重，單靠政府是無法處理
的，而過去幾個月地區人士已凝聚起來，相
信地區力量有助向全民派發物資的浩大工
程。

促食衞局檢視流程精簡程序
目前接受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人士，均

可獲政府派發抗疫物資包，但有不少市民反
映政府派發的速度緩慢。林鄭月娥19日在
抗疫記者會解釋，在上月底至本月初，每日
有數以萬計的新增確診個案，再加上個案的
緊密接觸者，一度出現高達逾10萬宗需要
抗疫物資包的個案量，致出現滯後情況，亦
確實有隔離或居家檢疫人士在解除隔離令或
檢疫令後仍未收到物資包。

她強調，這情況已陸續改善，過去10
多天總體派發數字已做到80%（即八成有需
求的人士已獲發物資包），過去5天的派發
數字更達103%，即來自衞生署每日轉介至
派發中心的個案已做到超過100%，陸續補
發之前滯後的物資。她相信，只要確診個案

沒有突然飆升，或在分發過程中沒出現嚴重
樽頸，她有信心派發能到位，亦已要求食物
及衞生局認真檢視派發流程，將程序精簡。

林鄭月娥表示，政府一直向有需要人士
派發抗疫物資包，也利用不同方法將中央援
港或協助香港購買的醫療物資在社區派發，
但仍未全面覆蓋所有住戶和有需要人士，而
現在是時候更廣泛和更有系統地向全港市民
派發。物資以快速抗原測試包和口罩為主，
以及一些中成藥和醫療資訊，讓每名市民都
有防疫意識和一定的防疫物資供應。

她形容，向全港市民派發物資是一項大
工程，故必須動員地區和社會組織的力量。
早前，她與130多位地區領袖，包括“全港
社區抗疫連線”、地區慈善組織、專門服務
少數族裔的非政府機構、宗教團體、大型福
利機構等進行視像會議，與會者都眾志成
城，說可幫忙一起派發，故政府會在本月稍
後展開全港派發物資的工作。她又提到，抗
疫兩年，部分人有抗疫疲勞，但她個人時刻
都沒有怠慢，每天都投入抗疫工作中。

師奶自發組團到處派物資
特區政府人手在全港約750萬人口面前

只是九牛一毛，故在第五波疫情期間，民間
團體為在家中孤立無援的確診患者雪中送
炭。其中，組織一班師奶兵團到處派發物資
的Kiki，每日走訪多區，即使她後來確診，
仍堅持接聽朋友和街坊的來電求助，最近半

個月通過電話幫助100多位確診者解難及派
發物資，她說：“民間團體的力量可以這麼
強大，可以在政府觸及不到的地方幫助別
人。”

透過Kiki的義工隊派送物資的香港廣西
防城港市同鄉聯誼會秘書長陳德康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檢測包、連花清瘟膠囊、口罩
和消毒洗手液是每戶都會派送的，其他的兒
童退燒藥、維他命C、罐頭甚至新鮮糧食，
我們都會應確診者需求盡量滿足。”

立法會議員李梓敬在接受文匯報記者訪
問時表示，目前香港社區在疫情中面對的
巨大壓力，單靠政府是無法處理的，但非
常感動很多香港市民站出來為社會出一分
力，“抗疫每個環節都有義工幫忙，這麼多
人冒着風險無償服務社區，令人感動。”

林鄭：動員地區力量 月內全民派抗疫包

香港19日新增16,597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是過去三星期以
來首次回落至不足兩萬宗，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19日在疫情記者會指出，數字有平穩下降趨勢，但仍需觀察，
因為數字未必反映社區真實情況，“部分無症狀患者可能未有進
行快速測試及向衞生署呈報。”若巿民社交活動增加，包括外出
聚會等，有可能令疫情反彈。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在記者會上指
出，3名在居家隔離期間惡化並於19日離世的長者均為男性，其中
87歲患者有支氣管擴張及俗稱肺癆的肺結核慢性病，本月11日快速
抗原測試呈陽性，13日曾到指定診所診治並獲提供5天的默沙東藥
廠“莫納皮拉韋”口服藥，但19日凌晨零時53分被家人發現咳血
後昏迷不醒，救護員抵達時已無呼吸脈搏，送往瑪麗醫院至凌晨1
時05分不治。

另一名96歲死者亦有長期病患，於本月6日快測呈陽性，19
日清晨6時07分送到東區醫院急症室時已不治。另一名96歲男死
者於本月12日快測呈陽性，有柏金遜症和腦退化問題，家人發現
其在家中昏迷，19日凌晨零時召喚救護車，救護員抵達時已無呼
吸和脈搏，即時為其急救，送抵律敦治醫院後凌晨1時15分不
治。三人未有打針，由於病情急速惡化，均交死因庭跟進。

籲長者家人鄰居多加留意
劉家獻表示，巿民呈報陽性個案後，會根據填報的健康狀況、

病徵等風險因素提供支援，如有醫生團隊遙距支援，醫管局“護訊
鈴”團隊亦會主動致電高風險患者如5歲以下兒童、70歲以上長
者、懷孕28周以上孕婦、器官移植及免疫系統有問題患者等，查詢
病況，有需要便為其預約指定診所跟進，惟部分患者未有接聽電
話，促患者有不適要盡快到指定診所求診，倘持續有發燒、低溫、
抽筋、胸腹不適等病徵則應盡快到急症室，並呼籲長者家人及獨居
長者的鄰居多加留意染疫長者情況。

楊超發：未入院應遠程監察
香港中華醫學會新冠病毒專責小組召集人楊超發向香港文匯

報指出，長者及兒童染疫後病情或會急速惡化，未打針兼有長期
病患的長者更屬高危群組，應盡早分流到醫院或其他治療設施，
不應家居隔離，“就算病床不夠未即時安排入院，亦應有遠程監
察系統，主動監察高危患者的血氧、心跳等指標，就算有團隊致
電問病況，對方未必聽電話，長者亦可能不知自己情況。”

19日新增243宗死亡病例，死者介乎30至109歲，該名30歲
男死者為院舍院友，患有俗稱蠶豆症的G6PD缺乏症，並有精神
健康問題，早前因腎損傷送往九龍醫院，後轉送伊利沙伯醫院，
惟病情惡化，至18日不治，個案會轉交死因庭跟進；其餘4名58
歲及59歲的死者中，兩人有末期癌症和淋巴癌問題，另兩人則有
肝硬化、腎病和甲狀腺、中風等病患。

◆◆KikiKiki的師奶兵團每日走訪多區的師奶兵團每日走訪多區，，逐逐
家逐戶派發物資包家逐戶派發物資包。。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由於大廈污水樣本驗出新冠肺炎病由於大廈污水樣本驗出新冠肺炎病
毒毒，，將軍澳健明邨健曦樓將軍澳健明邨健曦樓1919日下午三日下午三
時許圍封強檢時許圍封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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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24屆台北電影獎18日公布「卓越貢

獻獎」得主，由台灣人家喻戶曉的導演朱延平所獲

得。朱延平導演曾經以《小丑》、《好小子》、

《七匹狼》與《異域》等電影為台灣觀眾所熟知，

年輕時為台灣量產多部商業電影、資歷漸深以後仍

不斷努力解決台灣產業問題，無私把資源找給台灣

影人，將台灣電影推廣至華語市場，使得在台北電

影節諮詢委員評選時以壓倒性票數通過、受頒此

「卓越貢獻獎」。

朱延平導演獲知消息時，謙稱受之有愧：「這

時間拿這獎很奇妙，因為當初第一次寫劇本就拿獎

，現在面臨快退休的年紀，又拿一個獎，從頭到尾

都拿獎！其實我第一時間知道得獎時很錯愕，雖然

想婉拒，但太想拿（獎）了，就告訴自己別矯情了

，拿吧！」朱延平導演從臨演、場務到當上副導，

在蔡揚名導演師傅的帶領之下完成首部劇本《錯誤

的第一步》，一舉拿下亞太影展編劇獎，之後朱延

平並完成首部導演電影《小丑》、捧紅許不了，兩

人的搭配成為票房保證，風靡八0年代。

朱延平導演作品超過百部，但很多名作底片都

已不復存在，就算影迷想要在電影院重溫也沒辦法

了。導演感嘆：「其實我以前根本都不care，海報

、錄影帶，就連DVD都沒有，完全沒有珍惜，現

在想想很可惜。」如今作為很多新導演的幕後良師

，朱延平也稱讚：「年輕導演就是有源源不斷的創

意，我告訴他們拍戲怎麼省、怎樣拍得比較快。」

言談間就已十足展露出朱延平導演夠格得獎的原因

。

當初風靡台灣影壇，朱延平導演坦言自己雖然

與各個曾經合作過的大咖每個都很好，但有私交的

不多：「像金城武和吳奇隆，雖然會找我吃飯，但

我們有代溝的。我們光是聊以前的事情就很爽，吳

奇隆結婚我有去，但是其他時候沒看過詩詩。以前

真的有常常一起吃飯聯絡的，還有郝劭文和吳孟達

，現在吳孟達也不在了。」朱延平導演並自嘲自己

沒有慧眼，丟過很多與大牌合作的機會，面試過覺

得王祖賢太高、吳倩蓮又瘦小，覺得陸小芬太大隻

，看走眼很多：「反而我看小孩眼光比較準一點，

以前和小彬彬拍戲，每天拍完都會夢到他，因為太

可愛了！和小孩拍電影不是拍電影，是要跟他玩，

玩到我拍完回家都很累！」雖年過七十，朱延平導

演仍健談並帶有頑童個性。

或許真的是人生七十才開始，對於得獎，朱延

平導演感嘆商業電影終於獲得電影獎的重視：「我

們拍過《報告班長》、《七匹狼》... 這些電影也是

台灣人的共同回憶，也很重要。新浪潮電影幫台灣

爭光，但是《搭錯車》、《七匹狼》也很重要，加

上上次我師父蔡揚名也得獎、被重視，現在我接棒

，也拿獎，覺得感恩，大家開始有注意到商業電影

對台灣人的意義。」

拍過七匹狼、好小子、小丑和異域
台灣導演朱延平獲2022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

衛視中文台新登場台劇《我和我的鋼

四壁》由涂善存、邱宇辰、宋偉恩與管麟

所領銜主演，將四個創業十年有成的建築

室內設計師其共事日常以喜劇包裝，佐以

美食、愛情、查案、心理療癒與育兒等戲

劇元素，釀出一罈專屬於當代台灣男子味

的酒，品來甘甜無負擔，在全民追劇時代

中，是屬新穎輕食劇種。

涂善存、宋偉恩與管麟自《飛魚高校

生》到《我和我的鋼四壁》再度聚首，邱

宇辰大半人生也都活在螢光幕裡頭，演員

們在新劇裡分別以全新角色共處，最大的

不同之處恐怕就是文本人設中對於男性角

色柔軟面向上的刻畫韻致：

會向小孩道歉的陽光老闆已是少見，

在夢境中和被催眠之際坦承自己的脆弱焦

慮心靈更是給了男主劉放（涂善存飾）一

個示弱的漂亮台階；展現鐵漢柔情的還有

在外當起工班大哥、轉頭卻對家管和女友

撒嬌的少爺胡里安（邱宇辰飾）、不照家

人期望當個男子漢的孫子謙（宋偉恩飾）

，以及因為巨大心靈創傷而引發強迫症的

蕭聖宇（管麟飾）。傳統偶像劇的主角人

設常過度完美並逐漸令人無感，鋼四壁的

資深友誼讓他們能在笑看甚至調侃對方缺

點之餘，在踩空墜落的當下也能接住彼此

，這樣的友情力其實與《機智醫生生活》

五人幫或《三十九》三人幫意味相近。

眼淚既然可以是珍珠當然也能是彈珠；

男子泡澡添加沐浴粉的戲可以搞得很有趣，男

設計師對待下午茶和咖啡的執念甚至比女孩更

深；還有男人跑步跑輸女生或被女生壁咚等等

在《我和我的鋼四壁》劇中所發生的情事，事

事發生在鋼四壁四人幫身上皆變得無傷大雅甚

或帶著趣味與可愛，不只逆轉了「娘」的污名

也打破了世俗對於「man」的刻板定義。

被顛覆的不只是性別印象，還有電視

劇裡運用事件的新意：高粱58的酒精雖會

醉人卻可以安眠、談到炒飯的雙關不是色

情而是要解開心結，日本餐廳店內也可能

吃到驚為天人的法式料理，端看編劇或演

員能不能發揮想像力和演技，將訴說日常

的連續劇砌成為一齣無印風的好戲。

每日連播、將陪伴觀眾整個三、四月

的《我和我的鋼四壁》，篇幅足夠細細交

代四位男主角、加上主要女性與小孩共十

個人物之間的愛恨交織情節，放眼看來簡

直像是一整個大家族的故事。故事內容包

括了地下情、爭取身故保險金、重要角色

死因成謎，以及色情直播疑雲等等比八點

檔更耐人尋味的事件堆疊，追劇門檻低、

好入口；此外，該劇也具偶像劇的高水平

影像質地，間接升級了既有台劇客群的整

體觀影品質，一群平均年齡 25 歲、青春

與顏值都很能打的新銳演員們，帶來的新

鮮感更昭告著新世代台劇的蓬勃生氣。

《我和我的鋼四壁》全 40 集、現正

播映中。每週一至週五晚上九點在衛視中

文台播映最新集數，星衛娛樂台（MOD）

於隔天晚上八點跟上； YouTube 頻道則

是每週六晚間六點一次上架5集、 update

當周最新進度。

《我和我的鋼四壁》涂善存、邱宇辰、宋偉恩、管麟

四人玩轉九點檔台灣偶像劇

Netflix《華燈初上》一二部一躍成為

2021 年最強台劇、甚至跨越到了 2022 年

，第三部讓萬眾期待、殷殷期盼著要 3/

18 當天在大結局揪出兇手！本文邀訪了

《華燈初上》的導演連奕琦，以及監製之

一的張雅婷，向「華燈粉」透露更多幕後

拍製秘辛。

【業內人士「猜兇手派」、「享受劇情派

」兩者皆有！】

民調、猜測文滿天飛，兩位主創先是

坦然表明大家無法從他們口中套出「兇手

是誰」的任何可能，希望觀眾可以在不被

爆雷的情況之下親自享受追劇樂趣，但因

為實在太多人在猜兇手了，監製張雅婷甚

至開玩笑說：「大家想像力都很豐富，我

們本來要根據觀眾的猜測結果，去另外剪

製一個全新《華燈初上》結局版本。」反

倒是小連導演遇到一起暢聊《華燈初上》

的親朋好友時，很享受大家熱衷於討論劇

情、而不是執著於想知道兇手是誰的那份

樂趣。

張雅婷也回憶當初在擔任《華燈初上

》製片工作期間，全劇組瘋《華燈》的快

樂氛圍：「尤其是美術組在收到劇本的時

候，真是開心溢於言表。我們每三集每三

集給劇本、讓美術組做準備。他們會追著

問什麼時候可以收到下一集？做的時候也

是一邊做一邊期待、想要知道兇手是誰！

」張雅婷還記得快要殺青那段時間，讓工

作人員在手機上看粗剪的時候，的確已經

透過工作人員熱烈討論的反應之中，可以

想像這部戲會是觀眾所喜歡的東西。「但

是想不到《華燈初上》出來會是造成這樣

熱烈的程度！」

【《華燈初上》超強演員陣容讓戲更好】

眾所周知，《華燈初上》的演員都是

一時之選，甚至被稱作為全台灣最強演員

陣容，裡頭更不乏有作者型演員、對於自

己的角色有著強烈的創作慾。連奕琦導演

坦言：「很多演員給了我們驚喜。像是溫

昇豪來客串一天，就自己加了『來來來、

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台詞，有看

到他雖然只是來演一天戲，但還是有花力

氣在準備角色。我還記得那時他正在拍

《茶金》，我們在片場聊到，他說他前一

天還在背客語台詞，但演員畢竟在專業和

經驗上都很夠，排戲拍戲時也都很能順應

現場狀況、做調整。」拍戲最過癮的事，

莫過於和演員討論角色過程中，看見演員

豐厚了本來的角色人設。

【台灣影劇產業最不缺的就是導演？！】

現在看來，提供給台灣影劇創作的資

源多，機會也多，但華劇內容和人才有跟

上來嗎？影劇是共創的產業，連奕琦導演

認為在台灣影視創作環境的各個環節中，

最為匱乏的「製作」。導演解釋：「其實

要說『劇本缺乏』是最好講的，但文本方

面，其實每年政府投資了那麼多的劇本開

發案、比賽，文本早就在那邊了，只是看

有沒有人敢拍？或要不要拍而已。」似乎

又是與導演的「台版《魷魚遊戲》理論」

講在一起了。

連奕琦導演解釋製作人才之所以難得

的原因：「除了有沒有資方敢拍之外，台

灣不是沒有好的製作人才。台灣的現況是

，人才都有，但怎樣才會持續有人可以把

很多很棒的創作者兜在一起、變成一個很

棒的製作團隊？當然我們也不寂寞，看到

有《茶金》這樣的精緻時代劇，可以知道

台劇的製作品質有在一直往上堆疊起來，

這是台灣戲劇在製作能量上的展現，讓人

感到有希望的地方。只是這東西能 hold

多久？大家願意繼續花力氣、去ㄍㄧㄥ住

他嗎？比較是這個問題，我才說是製作匱

乏。」導演笑道：「最不匱乏的就是導演

。」

Netflix 會再拍《華燈初上4》？導演、製片回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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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你，讓愛情回歸生

活的模樣！近日，由知名導

演、編劇、作家落落執導，

青年演員李汶翰、徐若晗主

演的生活流青春愛情電影

《遇見你》官宣定檔 5 月 1

日，全國上映。電影同步釋

出極具生活感的「有幸遇見

」Plog預告及「定格」海報

，其自然細膩的畫風令人眼

前一亮。一張張日常膠片真

實展現了周燦（李汶翰飾）

和余驕陽（徐若晗飾）這對

小情侶的戀愛日常，如此生

活化的鏡頭也像極了現實里

真實的情侶們。作為「最懂

女生的女性導演」，落落秉

承一貫細膩溫暖、觀照女性

的風格，藉以寫實的敘事脈

絡，細膩的情感表達，深入

淺出刻畫了一段生活流青春

愛情故事，讓愛情回歸了生

活的模樣。同時，李汶翰和

徐若晗首度合體，高糖高顏

又元氣十足的「燦爛驕陽」

CP，令人驚喜。電影生活

流質感兼具金牌主創加磅，

讓影片話題熱度拉滿，成為

今年五一情侶觀影約會首選

。

「遇 見 你 的 每 一 刻 都
值得」 李汶翰徐若晗
定格戀愛甜蜜日常

遇見你，是我最好的時

光。此次曝光的定檔預告別

出心裁地採取Plog形式，藉

由周燦、余驕陽男女生視角

切入，將青春年華里，一段

從遇見到相愛的戀愛心事娓

娓道來，「我只想要喜歡一

個人，他也喜歡我，我們就

是彼此的唯一」，伴隨着女生的戀愛 OS，

一個個浪漫的生活日常不斷閃現，從校園青

澀的奔跑、海邊甜蜜的嬉鬧到同居打拼的陪

伴……看似平淡無奇的瑣碎瞬間，卻足夠真

實、接地氣。如此貼近生活的情感表達，像

極了現實中每對小情侶正在經歷的戀愛過程

，感染力十足。

一同曝光的定檔海報同樣亮點頻出，俏

皮的甜蜜互動搭配走心的告白話語，定格下

了最暖心美好的愛情瞬間，氛圍感拉滿。畫

面中，周燦和余驕陽頭戴塑料桶互相「貼貼

」，既青春又可愛，配以「和你的每一刻，

都值得」內心獨白，傳達了每個深陷熱戀的

男孩女孩的戀愛心境，只要和最愛的人在一

起，每一刻都值得紀念！

「讓愛情回歸生活的模樣」 落落攜
李汶翰徐若晗打造生活流青春愛情

《遇見你》講述了周燦和余驕陽從校

園相遇到相伴成長的愛情長跑故事，影片

立足現實處境，聚焦情侶們日常交往的點

滴細節，讓愛情落地，力求觀眾能夠在電

影中看到最真實、最動人的戀愛生活模樣

。而影片之所以能將情侶間的互動描繪得

如此生動細膩，與金牌主創的鼎力加盟分

不開。該片系知名導演、編劇、作家落落

最新力作，此前，她曾憑藉《悲傷逆流成

河》《如果聲音不記得》等作品頗受女性

觀眾青睞，並獲贊為「最懂女生的女性導

演」。此次再執導筒，落落又一次將視角

聚焦於現實中的女孩們，展現了她們在愛

情中最真實的自己，落落坦言，「希望通

過這部電影，讓愛情回歸生活的模樣，並

獻給每一個認真去愛的女孩」。

除此之外，李汶翰首度擔綱電影男主，

其大銀幕首秀也受到外界的普遍關注。預告

裡，李汶翰與戲中周燦一角十分契合，鮮活

展現了一個陽光大男孩堅守所愛的形象。同

時，此次李汶翰與徐若晗首度合體，高糖高

顏的銀幕CP形象讓人驚喜。二人摸頭殺等

自然甜蜜的相處互動，也不禁令網友感慨

「磕到了」。然而，二人在片中將會產生怎

樣的化學效應，他們的愛情道路又將面臨哪

些考驗？引人好奇……相信每一對相愛的人

都能從「燦爛驕陽」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今

年五一帶最愛的人一起看《遇見你》，告訴

心中的 ta，我只想和你一起，重溫我們走過

的每個點滴。

電影《遇見你》由愛奇藝影業（北京）

有限公司、廈門恆業影業有限公司出品，將

於 5月 1日正式上映，相約遇見你，永遠在

一起。

熱心小伍強效助攻爸媽搞對象 常遠看馬麗魏翔戀愛很着急

電影《哥，你好》於今日發布了「我幫爸媽搞對象」版預告，無意間

找到「穿越信物」的小伍（常遠 飾）決定回到1988年去助攻爸媽談戀愛

，結果沒想到一出場便慘遭「滑鐵盧」，被正在洗手間化妝的媽媽大陸

（馬麗 飾）當成了流氓。幾經波折，看到年輕爸媽的小伍終於開啟了自

己此次穿越的主線任務——「幫爸媽搞對象」。一句「喜歡他呀」揭穿了

媽媽大陸對爸爸老伍（魏翔 飾）的掛臉式喜歡，胸有成竹的小伍順勢將

兩人撮合到一起，不管是舞廳幫忙按頭尋找舞伴，還是爸媽約會小伍買花

的情節都成功狙擊眾人笑點，結尾處教訓完強哥（賈冰 飾）後突然消失

的詼諧場面更是讓人印象深刻，一幕幕啼笑皆非的親情故事就此上演！

影片講述了獲得穿越時空力量的小伍，決定回到80年代撮合媽媽大

陸跟爸爸老伍的故事。父母年輕時的一段段經歷因他的到來而改變，一

聲聲來自親爸親媽的「哥」和一次次的讀檔重來使得一家三口之間烏龍

百出，各種難以預料、笑料滿滿的情節發展相信會給觀眾帶來出乎意料

的觀影體驗。

金牌喜劇陣容強強聯合 馬麗常遠魏翔攜手笑 「鬧」 親情故事

在電影《哥，你好》中，馬麗、常遠、魏翔、賈冰的搭檔陣容令無數

觀眾期待，幾位喜劇大咖同屏飆戲，花式展現搞笑功力。其中，憑藉《夏

洛特煩惱》、《羞羞的鐵拳》等作品中各類角色而被大家所熟悉的演員馬

麗，此次化身80年代先進向上的三八紅旗手大陸，颯爽的人設、復古的造

型以及自然的演技讓人再次眼前一亮！而同樣作為老喜劇人的常遠在本片

中與馬麗飾演一對母子，吊人胃口的情節設定及充滿神秘感的搞笑人設無

一不拿捏着觀眾們的笑點！

此外，曾在電影《這個殺手不太冷靜》中奉獻出精彩表現的演員

魏翔再次與馬麗聯手，其自成一

派的喜劇風格令無數觀眾難以忘

記，換臉式的演技更是收穫了一

次次的好評與笑聲。同時，演員

賈冰在本片中與其他幾位主演之

間的愛恨情仇也備受關注，畫龍

點睛般的角色表現為電影增添了

無數精彩亮點，為大家共同奉上

一個溫暖人心且搞笑輕快的別樣

故事。

電影《哥，你好》由萬達影

視傳媒有限公司、墨客行影業

（海口）有限公司、天津貓眼微

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冠宇影業

（北京）有限公司出品，墨客行

影業（北京）有限公司、影聚天

際影業（北京）集團有限公司、

拾圈文化傳媒南京有限公司、廣

州光影互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尚豐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北

京百匯合川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安徽娛星影業有限公司、斑馬影

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落落新作《遇見你》定檔5.1
李汶翰徐若晗演繹生活流愛情

《哥，你好》曝 「我幫爸媽搞對象」 版預告

常遠在線撮合馬麗魏翔

由張欒執導，馬麗、常遠、魏翔領銜主演，賈冰、黃允桐、
韓彥博、張一鳴、郝鵬飛、李一寧、李桃夭夭、劉語喬、張佳雯
、呂寧主演的電影《哥，你好》於今日發布了 「我幫爸媽搞對象
」 版預告。掌握了時空密碼的小伍（常遠 飾）在一瞬間回到了
過去，親眼目睹自己媽媽的 「掛臉」 式喜歡，於是決定幫助爸媽
開啟熱烈 「追愛」 。離奇的故事設定搭配輕鬆搞笑的喜劇演繹，
一出強勢助攻爸媽搞對象的大戲熱鬧開演。影片將於4月30日
全國上映，快樂五一，笑過假期，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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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安排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安排
33月月2121日日--33月月2626日日,, 每晚每晚77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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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一3月21日晚7點是《生活》節目
，本期是《生活故事會菜》，主持人黃梅子
講烏克蘭總統的故事：“澤連斯基好演員真
英雄，以一己之力帶領烏克蘭反敗為勝”。

本周二3月22日晚7點是陳鐵梅主持的

《美南時事通》,采訪新西蘭奧克蘭市議員
楊宗澤。

本周三3月 23日晚 7點是王潔主持的
《美南時事通》，采訪萬通貸款。

本周四3月24日晚7點是美南新聞名人
馬健采訪國際貿易中心金路威的《J&J論壇
》。

本周五3月25日晚7點是美南新聞總編
輯蓋軍主持的《美南時事通》，兩位常任嘉
賓是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和僑領陳珂博士、

本周六3月26日晚7:30重播本周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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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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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2TUE_B1_Print.pdf (p.1)
	0322TUE_B2_Print.pdf (p.2)
	0322TUE_B3_Print.pdf (p.3)
	0322TUE_B4_Print.pdf (p.4)
	0322TUE_B5_Print.pdf (p.5)
	0322TUE_B6_Print.pdf (p.6)
	0322TUE_B7_Print.pdf (p.7)
	0322TUE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