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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畫頁

【美南新聞泉深】電影《尾聲》（CODA)
在周日晚上贏得了令人垂涎的第94屆奧斯卡最
佳影片獎。這部成人電影由西恩·赫德（Sian
Heder）編劇和導演。它講述了艾米莉亞·瓊斯
（Emilia Jones）扮演的一個年輕女孩的故事，
她是她聾啞家庭中唯一聽力正常的人。

這是該流媒體首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
。

這部電影在第 94 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獲得
了叁項提名。在影片中飾演瓊斯父親的特洛伊·
科蘇爾（Troy Kotsur）獲得本屆奧斯卡最佳男
配角獎後創造了奧斯卡的曆史。

這標誌著聾人表演者第二次獲得奧斯卡獎
。第一次是瑪莉·馬特林 （Marlee Matlin），她
在 1987 年憑借在電影《小神的孩子》（Chil-
dren of a Lesser God）中的角色而獲獎。

這部電影還憑借電影演員的出色表現獲得
了 演員工會（SAG） 獎。

傑西卡·查斯坦獲得最佳女主角
傑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週日憑借

在《塔米·法伊的眼》（The Eyes of Tammy Faye
）中的角色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並用
她的演講談到了自殺，尤其是在 LGBTQ+ 社區

中，以及許多人所感受到的絕望。
查斯坦說：“在這樣的時刻，我

想起了塔米，並受到她激進的愛行為
的啓發。今晚我們談了很多關於愛情
的話題，我受到她的同情心的啓發，
我認為這是一項指導原則。”

查斯坦飾演的已故塔米·法伊·巴
克 （ Tammy Faye Bakker） 是 LG-
BTQ+ 社區的勤奮活動家。

查斯坦指出，我們都希望以“我
們是誰”、“我們所愛的人”和“過
著不懼怕暴力或恐怖的生活”而被接

受。
查斯坦說：“對於那些確實感到絕望或孤

獨的人來說，我只想讓您知道，您因為自己的
獨特性而被無條件地愛著。”

傑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在《塔
米·法伊的眼睛》中飾演塔米·法伊·巴克。

威爾·史密斯憑借《理查德國王》獲得最佳
男主角

威爾·史密斯在周日晚上的第 94 屆奧斯卡
頒獎典禮上，憑借《理查德國王》獲得最佳男
主角獎。

這是威爾·史密斯贏得的第一個奧斯卡獎。
在他的獲獎感言中，他向奧斯卡委員會和其他
人道歉，因為早些時候發生的事件中，這位演
員似乎襲擊了主持人克裏斯·洛克。

他因在電影《理查德國王》中飾演維納斯
和塞雷娜·威廉姆斯的父親理查德·威廉姆斯而
含淚領獎。史密斯說威廉姆斯“是他家人的堅
定捍衛者”。

史密斯說：“我知道要做我們所做的，你
必須能夠接受虐待，讓人們談論你。在這個行
業，你必須讓人們不尊重你，你必須微笑並假
裝沒關系。”

史密斯還談到要成為一
名“保護者”，並感謝網球
傳奇人物和他們的家人。

史密斯分享說，在他獲
勝之前，被提名人丹澤爾·華
盛頓與他分享了一些智慧：
“在你的最高時刻要小心，
那是魔鬼來找你的時候。”

史密斯最後說他希望奧
斯卡委員會歡迎他回來。

簡·坎皮恩憑借《狗的力
量》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

簡·坎皮恩（Jane Cam-
pion ）在第 94 屆奧斯卡頒獎
典禮上憑借《狗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Dog）獲得最佳導演獎。

坎皮恩在周日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後，
成為第叁位獲得該獎項的女性。

第一個是凱瑟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
）憑借《赫特·洛克爾》獲得最佳導演獎，第二
位是憑借《遊牧民族》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
的趙婷（Chloé Zhao)。

上個月，坎皮恩創造了曆史，成為第一位
在該類別中兩次獲得提名的女性。

她的第一個提名是 1993 年的電影《鋼琴》
（The Piano）。同年，她憑借同一部電影獲得
了奧斯卡最佳劇本獎。

當坎皮恩獲得她的第一次提名時，她只是
該類別中第二位獲得提名的女性。第一個是
1976 年因《七美女》（Seven Beauties）而提名
的麗娜·維特米勒 （Lina Wertmüller）。

近年來，女性在這一類別中的代表性更高
。兩位女性—— 埃墨洛德·芬內爾 （Emerald ）
Fennell 因《有前途的年輕女人》（Promising
Young Woman）和最終獲勝者趙婷。

聾啞人特洛伊·科蘇爾創造奧斯卡曆史
在第 94 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特洛伊·科

蘇爾 （Troy Kotsu）在2022 年的奧斯卡頒獎典
禮上創造了曆史，成為第一位因在《尾聲》中
的角色而獲得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獎的聾啞演員
。在電影《小神之子》中的主演瑪莉·馬特林
（Marlee Matlin）於 1987 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女
主角獎。

當科蘇爾上台時，奧斯卡獎得主尹裕貞用
手語給他示意要甜蜜地捧著他的奧斯卡，讓他
用手語向觀眾示意。

科蘇爾手語示意：“在這段旅程中來到這
裏真是太棒了。我不敢相信我在這裏。我真的
要感謝所有精彩的聾人劇院舞台，在那裏我能
夠發展我作為演員的手藝。”

他繼續示意：“我爸爸是我們家最好的手
語人，但他出車禍了，脖子以下癱瘓了，再也
不能手語了……您是我的英雄。”

科蘇爾補充說，他的奧斯卡“獻給”聾人
社區。

科蘇爾還因其在這部電影中的角色而獲得
了今年的金球獎和 SAG 獎。

第第9494屆奧斯卡頒獎典禮結束屆奧斯卡頒獎典禮結束 《《尾聲尾聲》》
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獎

麻省總醫院發現少量飲酒並不能讓心臟更健康麻省總醫院發現少量飲酒並不能讓心臟更健康
相反任何水平酒精攝入都會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相反任何水平酒精攝入都會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

((本報訊本報訊))廣受愛戴的傅寳善廣受愛戴的傅寳善
修女於修女於20222022年年33月月2727日早上日早上1010
點點5050分以分以9191高齡在台北病逝高齡在台北病逝。。

Sister Donna MarieSister Donna Marie 曾任靜曾任靜
宜教務主任多年退休後曾多次走宜教務主任多年退休後曾多次走
訪關注全美各地校友訪關注全美各地校友，，她歴練堅她歴練堅
定的性格及真誠執着的付出定的性格及真誠執着的付出，，帶帶
袷校友無數美好的回憶及鼓勵袷校友無數美好的回憶及鼓勵！！
我們感念她的言傳身教將十分懷我們感念她的言傳身教將十分懷
念她念她。。

靜宜大學校友會通告靜宜大學校友會通告聯合國聯合國：：近近390390萬人逃離烏克蘭萬人逃離烏克蘭約約99成為婦孺成為婦孺

• 在對英國生物銀行(UK Biobank)參與者的觀察
分析中，輕度至中度飲酒者的心髒病風險最低，
其次是不飲酒者。但是，輕度至中度飲酒者往往
比不飲酒者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這可能是心臟
健康更好的原因。
• 同一人群中的遺傳證據表明，所有水平的酒精
攝入都與心血管風險的增加有關。
• 值得注意的是，與輕度飲酒有關的心血管疾病
風險並不高，但隨著攝入量的增加而呈指數級上
升，即使是對於目前被認可為 "低風險 "的攝入量
水平。
“減少飲酒可能會降低所有人的心血管風險。
”——麻省總醫院心臟學專家，Broad研究所副研
究員Krishna G. Aragam博士

觀察性研究表明，輕度飲酒可能提供與心臟有
關的健康益處，但在發表於JAMA Network Open
的一項大型研究表明，所有級別的酒精攝入都與
較高的心血管疾病風險有關。由麻省總醫院以及
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Broad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領導的研究表明，所謂的飲酒好處實際上可能歸
因於其他生活方式因素，這些因素在輕度到中度

飲酒者中很常見。
這項研究包括371,463名來自英國生物銀行(UK Biobank)的成年人--他們的平均年齡為57歲

，平均每週飲酒9.2杯。英國生物銀行是一個大規模的生物醫學數據庫和研究資源庫，包含了深入
的遺傳和健康信息。與早期的研究一致，調查人員發現，輕度至中度飲酒者的心髒病風險最低，
其次是非飲酒者。大量飲酒的人有最高的風險。然而，研究小組還發現，輕度至中度飲酒者往往
比非飲酒者擁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更多的體育活動和蔬菜攝入，以及更少的吸煙。

該研究還應用了名為孟德爾隨機化的最新技術方法，該方法使用遺傳變異來確定觀察到的暴
露和結果之間的聯繫是否與因果效應相一致--在本案例中，即輕度飲酒是否會導致一個人受到心
血管疾病的保護。論文資深作者，麻省總醫院心臟學專家，Broad研究所副研究員Krishna Ara-
gam博士表示：“通過先進的非線性孟德爾隨機化技術現在允許使用人類基因數據來評估與不同
水平暴露下相關疾病風險的方向和程度。因此，我們利用這些新技術和來自生物庫人群廣泛的遺
傳和表型數據，更好地了解習慣性飲酒和心血管疾病之間的關聯。”

當科學家們對參與者的樣本進行這種遺傳分析時，他們發現具有預測飲酒量的遺傳變異的個
體確實更有可能消費更多的酒精，並且患有高血壓和冠狀動脈疾病的風險更高。分析還顯示，在
男性和女性的不同飲酒量中，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有很大的差異，當每週飲酒從零到七杯時，風
險增加很少，當每週從七杯到十四杯時，風險增加很多，而當每週飲用21杯或更多時，風險尤其
高。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結果表明，即使在美國農業部的國家指導方針認為的 "低風險 "的飲酒水
平（即男性每天喝兩杯以下，女性每天喝一杯以下），心血管風險也會上升。

對Mass General Brigham（麻總百瀚）生物庫30716名參與者的數據進行的額外分析支持了
酒精攝入量與心血管風險之間的關係不是線性關係而是指數關係的發現。因此，雖然減少飲酒甚
至可以使每天只喝一杯酒的人受益，但對於那些飲酒更多的人來說，減少酒精攝入量的健康收益
可能更可觀--而且，也許更有臨床意義。

Aragam博士表示：“研究結果證實，不應建議通過飲酒來改善心血管健康；相反，減少飲酒
可能會降低所有人的心血管風險，儘管根據個人酒精攝入水平不同而程度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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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shna G. AragamKrishna G. Aragam博士博士
麻省總醫院心臟學專家麻省總醫院心臟學專家
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BroadBroad研究研究
所副研究員所副研究員

【本報訊】聯合國（UN）數據今天顯
示，自俄羅斯軍隊一個月前入侵烏克蘭以來
，已有近390萬人逃離烏克蘭，不過人潮移
出速度持續放緩。

法新社報導，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
公署（UNHCR）指出，已逃出國境的烏克蘭
人達386萬 2797人，比昨日數據多出4萬
1748人，其中約9成是女性和孩童。

離境者中有220萬人逃到鄰國波蘭，逾
50萬人入境羅馬尼亞，近30萬人則是進入俄
國。

波蘭是歐洲聯盟（EU）國家，在難民危
機爆發前，就有約150萬烏克蘭人寓居波蘭
。

據信目前已有超過1000萬人逃離在烏克
蘭的家園，相當於2月24日俄軍入侵前烏克

蘭政府控制區域內逾 1/4 的人口。而在這
1000多萬人中，近650萬人是在國內流離失
所。

烏克蘭人民出逃是二戰過後歐洲最嚴重
的難民危機。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24日表
示，被迫離開家園的烏克蘭孩童多達430萬
人，而烏克蘭估計約有750萬孩童，等於一
半以上的孩童被迫離家；其中約150萬孩童
變成難民，另外250萬人則是在被戰火蹂躪
的烏克蘭境內流離失所。

不過，雖然烏克蘭居住條件惡化，每日
離境人數已減至低於10萬人，近幾天甚至少
於5萬人。

上述數據不包括離開烏克蘭返鄉的鄰國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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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英偉達考慮使用英特爾代工
半導體行業走向“合縱連橫”

英偉達創始人、CEO黃仁勳在3月

23日晚間接受媒體電話采訪時表示，英

偉達將會考慮使用競爭對手英特爾公司

爲其代工。在當天稍早時候的一場媒體

會上，黃仁勳告訴記者，英偉達目前的

主要代工廠包括台積電和三星，並未提

及英特爾。

英特爾股價在黃仁勳發表最新的

評論後一度上漲了 2.5%，收盤時股價

回落。

根據記者獲得的一份英偉達的媒體

會議記錄，黃仁勳表達了對使用英特爾

代工的興趣。但他同時表示：“關于代

工的討論需要很長時間，因爲它涉及整

合供應鏈的問題。”

黃仁勳的這一表態，也標志著半導

體行業參與者正在加深合作，共同應對

芯片供應鏈問題。

競爭對手探索合作模式
去年年初，英特爾決定除了設計芯

片之外，將業務擴展到芯片制造代工業

務，幫助合作夥伴(包括競爭對手)生産

芯片，並在歐洲和美國宣布了幾個價值

高達數十億美元的項目。英特爾已經宣

布的客戶包括高通和亞馬遜。

英特爾此舉是爲了追趕行業領導者

台積電和三星。台積電已經宣布在未來

三年內投資超過1000億美元擴大産能；

三星也已經表示將在本個十年末投資

1500億美元擴大生産。

3月23日，在談到芯片供應鏈時，

黃仁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英偉達無

論在芯片制造工藝或者代工廠方面，都

采取了多元化的策略，這幫助公司在供

應鏈緊張的情況下仍然保持彈性。英偉

達最新發布的全新架構GPU産品使用台

積電4納米生産工藝。

“我們的供應商包括台積電，台積

電在全球範圍仍然是表現最好的代工廠

，我們也在和三星合作。”黃仁勳對記

者表示。

而當被問及英偉達是否會擔心與英

特爾這樣的競爭對手合作時，黃仁勳表

示：“我們已經與英特爾在很多領域保

持了長期的合作，彼此都很了解。”

一些分析人士認爲，黃仁勳提及與

英特爾的合作可能是“客套話”。“選

擇英特爾對于英偉達而言是一種選擇，

而且說這話也不會付出任何代價。”伯

恩斯坦分析師 Stacy Rasgon 評論稱，

“但現在你仍然無法知道任何有關雙方

將會如何合作的信息。”

研究機構Gartner分析師盛陵海對第

一財經記者表示：“任何可能性都是存

在的，對于英特爾來說，它現在迫切需

要用x86架構來吸引代工客戶，否則很

快就會被arm趕超。”

目前x86仍然是CPU的主流，不過

英偉達最新發布的 CPU 處理器 Grace

CPU Superchip，采用的是基于arm的架

構。英偉達此前對arm發起的收購未獲

得反壟斷審查的通過。

關鍵設備短缺還將持續
3月 23日，英特爾CEO蓋辛格(Pat

Gelsinger)等行業代表參加了美國參議院

關于芯片供應鏈的一場聽證會。根據聽

證會前曝光的一份證詞，英特爾呼籲政

府鼓勵私營部門投資，以實現有彈性和

創新的半導體生態系統。

分析師預計，到 2030 年，全球芯

片市場規模將翻番達到1萬億美元。英

特爾上周表示，將根據需求在歐洲投

資約330億歐元用于制造和研究，並在

這個十年末增至800億歐元。它還宣布

計劃投資400億美元擴大在美國的芯片

制造。

目前，半導體産業上下遊供應鏈也

在聯合解決芯片供應以及芯片設備短缺

的問題。蓋辛格表示，英特爾已經與光

刻機巨頭ASML直接接觸，並派出自己

的制造專家幫助ASML加快光刻機的生

産。

ASML主導著用于制造先進半導體

的光刻機的全球市場。該公司CEO文甯

克(Peter Wennink)3月21日警告稱，由于

供應鏈難以提高産量，芯片制造商數十

億美元的擴張計劃預計將會受到未來兩

年關鍵設備短缺的限制。

文甯克表示：“擴大供應鏈的産能

仍然需要一段時間，因爲許多新的制造

設施在2024年之前不會投産。”

ASML在全球擁有700多家與産品相

關的供應商，其中200多家是關鍵供應

商。例如，ASML設備中最複雜的組件

是由德國制造商卡爾蔡司制造的鏡頭。

“爲了制造更多的鏡頭，卡爾蔡司就必

須建造潔淨室，並獲得申請許可，組織

新工廠的建設，還需要雇人。在收到訂

單後，制作鏡頭也需要一年多時間。”

文甯克稱。

氦氣等原材料價格飆升 SpaceX火箭發射提價
綜合報導 受到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

，美國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互聯網衛星産品

和火箭發射服務應聲漲價。SpaceX 官網顯示，

由于通脹水平過高，公司將從 5 月起全面上調

服務價格。互聯網衛星 Starlink 硬件價格漲幅達

20%；獵鷹 9 號和獵鷹重型火箭發射的價格上

漲幅度達8%。

SpaceX創始人馬斯克早些時候在社交媒體

上表示，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已經導致特斯拉和

SpaceX 的成本增加。“最近我們在原材料和物

流方面都面臨巨大的通脹壓力。”馬斯克本月

早些時候寫道。

SpaceX官網稱，從5月21日起，Starlink的基准

服務價格將從每月99美元上漲11%至110美元；對

于已經繳納押金正在候選服務名單的用戶，Starlink

硬件的價格將從499美元上漲10%至549美元；對

于新的訂單用戶，Stalink基礎硬件價格將20%，從

499美元上調至599美元。

SpaceX還提高了火箭發射業務的價格，這主要

是受到包括氦氣在內的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影響。獵

鷹9號以及獵鷹重型火箭的發射起價將分別由6200

萬美元和9000萬美元上調至6700萬美元和9700萬

美元，上調幅度約8%。

SpaceX定價頁面標注稱，對于2022年購買火

箭發射服務，但在2023年之後進行發射任務的，價

格可能會因通脹影響進行額外調整。

SpaceX還調整了其小型衛星“拼車計劃”的價

格，將200公斤以下的有效載荷的發射起價由原來

的100萬美元上調至110萬美元，並將額外有效載

荷質量的成本提高10%，每增加一公斤收取的費用

由原來的5000美元上調至5500美元。

國內某民營火箭公司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

者表示：“受到通脹的因素，確實很多‘硬貨’都

在漲價，對于我們的火箭發射成本肯定也有影響，

但具體漲價了多少還沒有明確統計過。”

第一財經記者查詢公開信息發現，作爲航天發

射中常用到的稀缺資源氦氣，目前的高純氦氣市場

報價已經達到每瓶3500元-3700元人民幣價格，較

去年同期增長約450%。近期俄烏緊張局勢推動了

氦氣價格的飙升。

氦氣是一種惰性氣體，常用于火箭液氫貯箱置

換、射前增壓以及加注吹除等，在航天發射中有著

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氦氣還用于半導體制造、

醫療科研和磁共振成像等。

對此，上述火箭公司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

示，氦氣作爲一種重要的資源，還沒有出現供應短

缺到買不到的地步，但價格上漲是顯然的。“在航

天發射中，也有使用較爲便宜的氮氣來替代氦氣的

，具體要看火箭的方案，但是氦氣的密度較低，因

此優勢顯著。”他告訴記者。

記者注意到，目前國內氦氣供應商包括華特氣

體、金宏氣體、深冷股份、杭氧股份等廠商。

美國散戶終於放棄抄底了？
是時候選擇貪婪了嗎？

在美聯儲加息的靴子終于落地後，

美股不畏美聯儲開啓加息周期與俄烏衝

突不確定性，連續數日上漲。

但就在美股展現出強大“韌性”之

時，多項數據顯示，在此前美股1、2月

大幅抛售中依舊堅持抄底的美國散戶近

期卻開始撤離美股。多家華爾街投行和

美國期權清算機構的數據均顯示出，散

戶對美股的投資興趣出現下降。

不過，不同于以往，不少分析師認

爲，這一次不能單純地將散戶撤離視爲

反向指標。事實上，不少知名分析師近

期也都給出了撤離美股的建議。

美股散戶終于放棄抄底？
美國銀行的數據顯示，美股散戶上

周賣出了逾8億美元的股票，爲今年以

來首次淨賣出美股。此前，隨著美股年

初以來持續回落，散戶累計向美股投入

了近80億美元的資金。摩根大通的數據

也顯示，散戶的資金流已較今年早些時

候的狂熱速度放緩，3月以來，廣義的

每日散戶資金流比今年以來的平均水平

低了約20%。

期權市場也呈現出類似迹象。一度

熱衷于使用看漲期權追逐高收益、賺快

錢的日內交易者們對看漲期權的需求也

正在減少。

金融服務公司海納國際集團(Susque-

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整理期權清算

公司(Options Clearing Corp.)的數據顯示

，上周，訂單規模在1～10手之間的小

規模看漲期權交易在所有看漲期權交易

中的占比創下2020年3月以來的最低水

平。

分析師們認爲，可能有許多因素導

致了散戶的撤離。其中，最引人注意的

一個因素在于，包括散戶在內的美股

投資者需要爲巨額資本利得支付巨額稅

款。根據摩根士丹利交易部門2月的估

計，在下個月的納稅截止日期前，美股

投資者至少需要支付3250億美元的資本

利得稅，比一年前的稅額高出75%。

PRSPCTV Capital LLC 的基金經理

科瑞圖拉(Lawrence Creatura)稱：“美

國散戶們最終放棄了(對美股的)樂觀

情緒，變得與全球其他地方的投資者

一樣悲觀(glass-half-empty)了，這背後

的邏輯可能是買入美股後‘沒有人可

以接盤了’。”但他補充稱，目前還很

難斷定散戶的“你只能活一次，應大膽

放手去幹(YOLO)”的冒險心態是否會繼

續減弱。

是反向指標？
當美國散戶撤離美股之際，美國銀

行的數據顯示，對衝基金上周減緩了對

美股的抛售。上周，他們抛售的美股總

額不到4億美元，低于此前一周的24億

美元。與此同時，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

通的數據也均顯示，他們的對衝基金客

戶在此前瘋狂削減美股敞口後，正悄悄

回歸。

上周，對衝基金們紛紛減少了對美

股的空頭倉位，同時增加了多頭倉位。

事實上，在“散戶世紀對決華爾街”

後，華爾街的投資機構們越來越重視監

控散戶的資金動向，作爲投資參考。但

與以往不同，現在有不少分析師認爲，

不能單純地將散戶作爲反向指標。

美國銀行的策略師霍爾(Jill Carey

Hall)稱：“今年迄今爲止，美國散戶一

直是美股大跌中最積極的抄底者，買跌

對他們而言似乎也一直是一種成功的策

略。因此，散戶動向並不是一個反向指

標。事實上，我們監控數據發現，過去

一段時間曾經有多次，當散戶淨流入美

股後，美股隨之出現上漲令散戶獲得正

收益。散戶與美股正收益的相關性有時

甚至比對衝基金還高。”

F. L. Putnam的首席市場策略師兼

投資組合經理哈森(Ellen Hazen)也認爲，

目前還無法斷言最新的散戶動向對市場

而言意味著什麽。“過去的情況是，散

戶投資者往往被認爲是一個相反指標，

因爲他們總是晚市場一步。但經曆了一

系列事件後，把散戶作爲反向指標的可

靠性是否仍與過去一樣高，目前尚無定

論。”他說。

有趣的是，這一次，美國散戶似乎

與個別華爾街知名美股分析師的看法不

謀而合。

美國銀行的美股策略師哈內特(Mi-

chael Hartnett)認爲，美股近一段時間的

反彈不過是“熊市中的停火式反彈”，

曆史性的逼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市場

的大範圍融漲。但鑒于全球或將陷于滯

漲，真正的熊市要到經濟衰退後才會正

式到來。他給出的時間是2022年下半年

的某個時候。

哈內特還建議投資者參考 20世紀

70年代大通脹時代的資産輪動來度過

此次從繁榮到蕭條的經濟和投資周期

。具體而言，他稱，20世紀70年代大

通脹時代時，市場最初看漲實物資産、

大宗商品、通貨膨脹保值債券(TIPS)、

小盤價值股和新興市場。數年後，在

1973、1974年的大滯脹衝擊中，只有大

宗商品持續堅挺。隨後，1974年～1981

年，就到了買進小盤價值股、房地産的

時候。同時，在此期間，大宗商品表現

依然不錯。

無獨有偶。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美股

策略師威爾遜(Michael Wilson)在近期的

研報中指出：“上周美股漲勢驚人，但

只不過是一次凶險的熊市反彈，雖然這

個反彈或許還沒有完全結束，但這是一

個逢高賣出的好機會。”與哈內特的判

斷非常類似，威爾遜警示稱，美國周期

模型已經接近前一個周期的峰值。雖然

根據該模型，美國經濟目前仍處于“擴

張”階段，但“按這個速度，該指標可

能會在2～4個月內達到頂峰，並最快可

能在5～10個月後陷入低迷”。

調查稱美原油均價年底或達93美元，油企產量將加速
綜合報導 美國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發布的

一項針對石油高管的調查顯示，隨著企業前景

改善，美國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活動在第一季加

速。

據介紹，這項調查是在3月中進行的，調查對

象包括141家石油和天然氣企業，其中91家是勘探

和生産企業，50家是油田服務企業。

報道指出，根據對德克薩斯州、路易斯安那

州和新墨西哥州石油業高管的調查，到今年年底

，美國原油的平均售價將達到每桶93美元，美國

最大樞紐的天然氣均價將爲每百萬英熱單位4.57

美元。

調查顯示，在此期間，衡量該地區油氣企業活

動的 指數從42.6升至56，爲六年前開始這項調查

以來的最高水平。

不過，高管們表示，盡管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大

幅上漲，但他們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供應鏈

和勞動力短缺，這影響了擴大産量和增加員工的

能力。

報道稱，幾乎所有接受調查的企業都表示，他

們面臨更高的成本，一些企業表示勞動力短缺仍在

持續。一家油田服務企業表示，有可使用的鑽井平

台，但沒有員工。

報道援引一位受訪者表示，“供應鏈問題和原

材料短缺是史無前例的，我們還面臨著嚴重的勞動

力問題，因爲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力在經濟低迷期間

離開了這個行業，而且石油和天然氣行業還受到了

诋毀。”

上述受訪者稱，支付現有油井運營費用需要平

均油價達到每桶34美元，比去年上漲了約10%。如

果要從鑽探新油井中獲利，均價則要達到每桶56

美元，比去年上漲了約8%。

報道指出，逾40%的受訪者都表示，油價需

要在每桶80-99美元之間，才能推動上市的油企

大幅提高産量。近60%的受訪者稱，股東要求提

高回報的壓力仍是上市企業不願擴大産出的主要

原因。

盡管如此，調查顯示，約15%的受訪大企業表

示，計劃今年將産量增幅提高30%以上，而23%的

小企業預計增幅將達到這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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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许多媒体报道都将座头鲸攻击虎鲸的行为进行过渲染，

声称这两个物种之间存在着敌对关系。网上还流传着座头鲸

打飞虎鲸的ps图。

然而，有趣的事实总是超出人们贫瘠的想象力。最近，

人们在西澳大利亚海上观测到一次神奇的两者遭遇事件。

在冬天，座头鲸通常前往南半球，直奔南极洲以磷虾为

食。一月份还能在澳洲海域看见座头鲸是很稀奇的。观鲸船

上的人很快意识到原因，这条鲸鱼的状况很糟糕。

它骨瘦如柴，身上长满了海虱（这些寄生虫以鱼和鲸鱼

的血液、皮肤为食），一圈渔网的绳索缠绕在鲸鱼的尾巴上

，让它游泳变得很困难。

这时，一群虎鲸接近了，观鲸船上的人几乎都认定，这

条座头鲸将成为虎鲸群的猎物。作为群居猎手，虎鲸可以捕

杀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尽管它们通常瞄准座头鲸的幼崽和

一岁以下的小鲸，但，这只“瘸腿”的座头鲸明显也是个好

猎物。然而，接下来的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虎鲸群中，两只绰号为“刀锋”和“钩鳍”的雄性虎鲸

靠近座头鲸，显然是出于好奇——这是虎鲸的正常行为。受

到惊扰的座头鲸用胸鳍和尾鳍猛击，来自卫。

接下来，绰号为“女王”的虎鲸群女族长快速冲了过来

，在一片飞溅的白浪中接触了座头鲸。人们搞不清楚发生了

什么，当海水清澈时，大家发现，那一大团绑着座头鲸尾巴

的绳子漂走了。虎鲸设法把绳子从座头鲸身上取下来了！

随后，虎鲸群在女王的带领下继续前进，向座头鲸的相

反方向游走了。座头鲸得救了。

这次遭遇后，得救的座头鲸绕着观鲸船转了一圈，然后

继续向南极的方向踏上了旅途。与此同时，那群虎鲸一天剩

下的时间都在互相嬉戏和“骚扰太阳鱼”。

这次的观察事件清楚地表明，理解海洋哺乳动物的感知

和动机是多么难的一件事。鲸鱼在海上的行为是复杂的，取

决于许多因素，它们的各种行为都很难解释。

至少，这次遭遇，似乎可以判明为是【利他主义】的。

虎鲸有着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发达的大脑，它们大脑最活跃区

域被证明与移情和情感有关（至少在人类中是这样）。因此

上，如果说，座头鲸攻击虎鲸是因为它们的“同理心”，也

许，虎鲸拯救座头鲸，也是看它“怪可怜”的吧。

对我们人类而言，有颗温暖善良的心，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帮人一把，总是好的。

座头鲸和虎鲸是死敌？
有群虎鲸的女王解救了被渔索缠住的座头鲸

这个雄壮威武的大家伙，中文名字是大蓝羚

。在英语里叫“nilgai”，是印度语单词nil“蓝色

”和gai“奶牛”的融合，因此叫它蓝牛也没错。

它们长得实在很奇怪，牛羊马驴鹿各种动物

的特征共存，因此名字也一直变来变去：比如在3

百年前的印度一直叫它们

“蓝马”（“nil”代表“蓝

色”，而“ghor”代表“马

”），还有，因为它们腿下

蹄上方长着的白毛，就像套

了双白袜子，也被称为白足

羚羊。

和四不像鬣羚，六不像

羚牛一样，大蓝羚名字里也

带个羚字，它们是亚洲最大

的羚羊，和所有的羊一样，

偶蹄目，牛科。主要生活在

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地

区，喜马拉雅山脉阻止了它

们继续北上的脚步，它们的

皮毛不太能御寒，会冻死的

，因此没有来到中国。

大蓝羚身体强壮，但腿相对很细，一身是蓝灰

色短毛，喉部有一块白色，脸部、耳朵、脸颊、嘴

唇和下巴上各有两个白点，很有趣。雌性和幼崽是

橙色到茶色的，在印度拉贾斯坦邦观察到几乎纯白

的基因突变个体（不是白化病），非常美丽。

大蓝羚通常很温顺，如果受到骚扰或惊吓，

会谨慎地观望或逃跑；但繁殖期的雄性打起架来

很猛，虽然头部和颈部较厚的皮肤能在战斗中起

到保护，仍可能会出现撕裂伤甚至死亡。打输了

的一方有时候会跪地投降。

它们以草为主要食物来源，对豆科灌木、豌

豆、巴豆（蹿稀豆）等也相当热爱。由于大蓝羚

喜欢用自己的粪堆来标记他们的领土，这让它们

不像牛羊一样边吃边拉，平时都是憋着，而排便

过程漫长又痛苦，它们找到固定地点，两腿分开

，臀部放低，尾巴几乎垂直，一顿操作要好久。

按理说，吃巴豆的它们不该有便秘的痛苦，

这可能和它们喝水少有关。作为食草动物，与鹿

、羊、牛等其他物种相比，大蓝羚在没有水的情

况下可以存活很长时间，即使在夏天也不经常喝

水。即使地表植被荒芜了，它们也能靠身高去摘

树叶吃。

由于大蓝羚喜欢农田，自吠陀时期（公元前

1500-500年）起，大蓝羚就与印度文化联系在一起

。传统上，印度村民一直将大蓝羚当作牛看待，

牛是印度教徒崇敬的神圣动物，而它们的印度名

字“蓝牛”，也使得印度教徒很少食用大蓝羚

（因为它具有宗教意义）。

但是到了20世纪，印度人口爆炸使得大蓝羚

的栖息地进一步减少，和人类接触更加频繁，农

民们愈发痛恨大蓝羚破坏农田的行为。甚至在

2015年，很多印度农民进行绝食抗议，请求政府

扑杀。在印度北部的几个州，大蓝羚被列为有害

生物开始广泛被捕杀。据说，它们的肉味道很好

、很温和。

由于大蓝羚被当作牛，而具有的宗教情感，

再加上动物保护人士的抗议，印度政府两头挨骂

，终于急中生智灵机一动想出了好办法：给蓝牛

改名字！试图将蓝牛正式改名为“rojad森林羚羊

”以使捕杀行为被接受。

在印度面临屠杀的大蓝羚，曾经在20世纪20

年代至30年代被引入美国德克萨斯州。出国留洋

几十年的它们命运如何？在德州，大蓝羚被农场

主放养，作为提供给猎人们捕杀的猎物。

看来留洋去美国不是什么好主意，至少对大

蓝羚来说，是这样的。

怎么看都是头牛，却号称全亚洲最大的羊

休斯頓亞裔商會小型企業領袖圓桌會議在威斯汀酒店舉行休斯頓亞裔商會小型企業領袖圓桌會議在威斯汀酒店舉行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由全美亞太裔總商會由全美亞太裔總商會、、休斯頓亞裔商會共休斯頓亞裔商會共
同舉辦的小型企業領袖圓桌會議於同舉辦的小型企業領袖圓桌會議於33月月2525日在休斯頓威斯汀酒店日在休斯頓威斯汀酒店
舉行舉行。。這是全美亞太裔總商會系列圓桌會議帶給當地亞裔商會的這是全美亞太裔總商會系列圓桌會議帶給當地亞裔商會的
小型企業主的一次與民選政府官員小型企業主的一次與民選政府官員、、執法司法人員執法司法人員、、銀行專員面銀行專員面
對面討論當前商業問題的機會對面討論當前商業問題的機會。。全美亞太裔總商會總裁兼首席執全美亞太裔總商會總裁兼首席執
行官董繼玲行官董繼玲，，休斯頓亞裔商會會長李雄休斯頓亞裔商會會長李雄，，亞裔商會基金會主席喻亞裔商會基金會主席喻
斌斌，，哈裏斯郡第四區專員傑克哈裏斯郡第四區專員傑克··卡格爾卡格爾 （（Jack CagleJack Cagle），），富國銀行富國銀行

區域總裁湯姆區域總裁湯姆··德貝斯德貝斯（（Tom DeBesseTom DeBesse））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傳媒集美南新聞傳媒集
團董事長團董事長、、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
前亞裔商會會長前亞裔商會會長Linda ToyotaLinda Toyota等共等共4040餘餘
人出席了這場會議人出席了這場會議。。

會議討論了新冠疫情對亞裔商會屬會議討論了新冠疫情對亞裔商會屬
下的小型企業主生意的影響下的小型企業主生意的影響、、仇恨亞裔仇恨亞裔
犯罪對社區商業的影響犯罪對社區商業的影響、、亞裔商業的未亞裔商業的未
來可持續性發展等議題來可持續性發展等議題，，以及小型企業以及小型企業
主希望從地方主希望從地方、、州州、、聯邦政策制定者聯邦政策制定者、、
當地商會和全美亞裔總商會等組織處獲當地商會和全美亞裔總商會等組織處獲
得哪些資源和財力支持得哪些資源和財力支持。。

全美亞太裔總商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全美亞太裔總商會總裁兼首席執行
官董繼玲說總商會在全美有官董繼玲說總商會在全美有100100多個合多個合
作夥伴共同為爭取亞太裔的福利而努力作夥伴共同為爭取亞太裔的福利而努力
。。非常高興在休斯頓邀請到地方官員非常高興在休斯頓邀請到地方官員，，
銀行家銀行家、、執法司法人士與休斯頓亞太商執法司法人士與休斯頓亞太商
小型企業主進行會談小型企業主進行會談，，總商會將收集他總商會將收集他
們關注的問題並把問題反饋到白宮和聯們關注的問題並把問題反饋到白宮和聯
邦政府邦政府，，為亞太裔商業的可持續性發展為亞太裔商業的可持續性發展
制定可行性計劃制定可行性計劃。。

與會者例舉了一系列觸目驚心的數據與會者例舉了一系列觸目驚心的數據，，從從20202020年年33月月1919日日
開始到開始到20212021年年1212月月3131日日，，全美共有全美共有1090510905起針對亞太裔的仇恨起針對亞太裔的仇恨
事件事件。。其中言語騷擾佔據其中言語騷擾佔據6363%%，，而女性受害者在仇恨犯罪中的比而女性受害者在仇恨犯罪中的比
例佔例佔6161..88%%。。疫情後針對亞太裔的案件增加了疫情後針對亞太裔的案件增加了361361%%，，有有5555%%的小的小
企業報告收入損失高達企業報告收入損失高達7575%%以上以上。。

陳凡律師講述了自己親身經曆的兩例亞裔女性被騷擾陳凡律師講述了自己親身經曆的兩例亞裔女性被騷擾、、毆打毆打
、、搶劫案例搶劫案例，，觸目驚心觸目驚心。。

哈裏斯郡第四區專員傑克哈裏斯郡第四區專員傑克··卡格爾說他剛擔任亞裔社區的專卡格爾說他剛擔任亞裔社區的專
員員，，期待為亞裔社區服務期待為亞裔社區服務。。一方面在治安方面要增加更多的投資一方面在治安方面要增加更多的投資
，，加強警力加強警力；；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自我防禦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自我防禦的能力，，不給罪犯可乘不給罪犯可乘
之機之機。。他主張發展經濟他主張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增加就業，，促進亞裔商會小型企業主發促進亞裔商會小型企業主發
展壯大展壯大，，增加就業增加就業，，讓亞裔社區安全讓亞裔社區安全、、和平和平、、穩定穩定。。

富國銀行區域總裁湯姆富國銀行區域總裁湯姆··德貝斯指出德貝斯指出，，政府為小型企業主提政府為小型企業主提
供大量的發展資金供大量的發展資金，，因很多小型企業主不知道如何申請因很多小型企業主不知道如何申請，，任然由任然由
大量資金停滯在那裏不能分發出去大量資金停滯在那裏不能分發出去。。他鼓勵小型企業主積極申請他鼓勵小型企業主積極申請
，，銀行也為小型企業主提供服務銀行也為小型企業主提供服務。。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說很高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說很高
興看到全美亞太裔總商會和休斯頓亞裔商會合辦這次活興看到全美亞太裔總商會和休斯頓亞裔商會合辦這次活。。作為國作為國

際區區長際區區長，，他看到亞裔社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看到亞裔社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勇敢這種勇敢、、
合作合作、、創新的精神也是移民精神創新的精神也是移民精神，，疫情後更需重啓新移民精神疫情後更需重啓新移民精神，，
鼓勵更多的業主投入到創新創業的行列鼓勵更多的業主投入到創新創業的行列。。他說他說，，休斯頓最大的傳休斯頓最大的傳
媒集團媒集團《《休斯頓紀事報休斯頓紀事報》》的發行人兼總裁南希的發行人兼總裁南希··邁耶近日訪問了邁耶近日訪問了
美南新聞傳媒集團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對美南新聞對美南新聞4343年的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年的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感到
震驚震驚，，並邀請他帶隊回訪並邀請他帶隊回訪《《休斯頓紀事報休斯頓紀事報》，》，商討聯合辦報事宜商討聯合辦報事宜
。。 《《休斯頓紀事報休斯頓紀事報》》初步計劃每週為亞裔社區提供一整版專版初步計劃每週為亞裔社區提供一整版專版
業務業務，，半版刊登休斯頓亞裔社區新聞半版刊登休斯頓亞裔社區新聞，，半版刊登亞裔社區的商業半版刊登亞裔社區的商業
廣告廣告，，擴大亞裔商家的影響力擴大亞裔商家的影響力。。 《《休斯頓紀事報休斯頓紀事報》》網站網站（（www.www.
houstonchronicle.comhoustonchronicle.com）） 也專門為亞裔社區開辦網頁也專門為亞裔社區開辦網頁，，收錄亞裔收錄亞裔
社區名人名家的企業發展社區名人名家的企業發展、、創業故事創業故事，，包括文字和視頻欄目包括文字和視頻欄目，，可可
永久保留永久保留，，擴大亞裔社區在美國的影響力擴大亞裔社區在美國的影響力。。 《《休斯頓紀事報休斯頓紀事報》》
是全美發行量排名第叁的大報是全美發行量排名第叁的大報，，該網站的每日點擊率數百萬該網站的每日點擊率數百萬，，他他
希望亞裔商會的小型企業主積極加入這一行列希望亞裔商會的小型企業主積極加入這一行列，，宣傳自己宣傳自己，，介紹介紹
公司品牌公司品牌，，打入美國的主流打入美國的主流。。

休士頓不但是全美近些年成長最快速的城市之一休士頓不但是全美近些年成長最快速的城市之一，，而且以擁而且以擁
有多元族裔與多元文化為傲有多元族裔與多元文化為傲。。休斯頓擁有世界最大的醫學中心休斯頓擁有世界最大的醫學中心，，
能源能源、、高科技產業和太空中心揚名國際高科技產業和太空中心揚名國際。。商業種類包羅萬象商業種類包羅萬象，，服服
務遍及各領域務遍及各領域，，吸引全美國甚至世界各國的傑出人士彙集到這裏吸引全美國甚至世界各國的傑出人士彙集到這裏
，，豐富休士頓的經濟與文化生活豐富休士頓的經濟與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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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四位數 仍未能鬆懈
特首：不提早放寬社交措施 無計劃取消航班熔斷安排

香港26日新增8,841宗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是相隔29天以來首

次跌破一萬宗水平，香港衞生防護

中心當日表示，第五波疫情高峰期

雖已過，但難以單憑一兩日的數字

判斷疫情回落情況，目前確診個案

仍然處於相當高的水平，呼籲市民

勿有錯覺以為疫情已受控而有鬆

懈，因仍有反彈機會。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希望下降趨勢能持

續，惟目前未到令人放心階段，故

不會提早於下月21日前放寬社交

距離措施，又強調目前沒有計劃大

幅放寬或取消航班或航線的熔斷安

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高俊威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醫管局除向
合適的新冠肺炎患者處方兩款新冠口服藥外，正考
慮購入阿斯利康藥廠的抗體藥物，以預防感染新冠
病毒。有關的預防藥物將優先給予有嚴重免疫力不
足的人士，提高他們對新冠病毒的保護，但醫管局
強調預防藥物不能替代接種疫苗，巿民打針仍是最
有效的預防方法。

助免疫力不足者 不能取代疫苗
歐洲藥品管理局建議使用阿斯利康的新冠抗體

藥物，香港特區醫管局會研究是否引入。該款藥是
預防感染，與醫管局早前購入的兩款治療新冠病毒
口服藥不同，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及藥物治療
學系顧問醫生雷頌恩26日指出，阿斯利康抗體藥物

主要是針對免疫力嚴重不足者，包括曾接受器官移
植的病人，因這類病人接種疫苗後產生的抗體仍較
低，使用有關抗體藥物可雙重預防感染，但強調縱
使有抗體藥，亦不能取代疫苗接種。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綜合臨床服務）李立業26
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該局會研究引入不同藥
物，但抗體藥物與新冠疫苗兩者相輔相成，而接種
疫苗仍是最重要及有效的保護方法。

醫管局早前引入的默沙東及輝瑞藥廠兩款口服
藥，至今已在醫院、指定診所及安老院舍等向1.6萬
名病人處方，其中1.2萬人獲處方默沙東口服樂，
4,000人獲處方輝瑞口服藥。雷頌恩表示，兩款口服
藥臨床效果大致良好。藥物第三期臨床研究顯示只
有少數人出現腸胃不適、作悶和肚瀉等副作用，香

港暫未發現有問題，但由於使用時間不長，要再觀
察一段時間判斷成效。

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賴偉文表示，兩款口服
藥對包括Omicron同Delta等變種病毒都有一定作
用，預計對日後或出現新變種病毒時亦具成效。至
於會否向私家醫院和私家診所提供，醫管局有既定
機制分發藥物予私家醫院，私家醫生如有需要，局
方會積極配合和個別處理。

醫管局早前更新有關口服藥物臨床指引，無論
有否接種疫苗的60歲或以上人士都可獲處方口服
藥。被問及會否進一步放寬藥物臨床使用準則時，
雷頌恩表示，較年輕和沒有長期病患人士以及曾接
種疫苗的巿民，感染後變重症可能性低，故不建議
處方予所有新冠病人。

香港26日疫情

院舍情況
◆過去一日未有院舍出現確診個案
◆過去兩周有41間安老院舍（5.0%）及19間殘疾人士院舍（5.7%）
出現個案或爆發，共涉及1,037名院友及273名職員
◆第五波累計783間安老院舍及284間殘疾人士院舍出現個案或爆發

醫管局概況
◆10名病人經入院篩查呈陽性，10多名同房病人列密切接觸者
◆累計20,677名醫管局員工確診，17,118名員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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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酸檢測：3,884宗
•快速抗原測試：4,957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1,107,839宗
•新增死亡個案：139宗
（包括21宗滯後呈報）

•第五波累計死亡人數：6,888人
（死亡率0.62%）

新增總
確診個案：

8,841宗
（包括6宗輸入）

醫局擬購阿斯利康新冠抗體藥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
26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當日新增

的確診個案中，包括3,884宗經核酸檢測確
診病例，餘下4,957宗則為快速抗原測試呈
報的陽性個案。這是自上月25日確診個案
突破一萬宗以來，確診病例首次回落至四位
數字，而第五波疫情的累計病例已超過110
萬宗。

難判斷回落情況 籲續高度警覺
他認為，26日新增確診個案較上周每日

新增1.2萬至1.4萬宗有所下跌，但難以單憑
一兩日數字判斷疫情回落情況，呼籲市民繼
續高度警覺，因疫情或會反彈。“可以肯定
的是，我們也很有信心高峰已過，對比起3
月初每日超過7萬多宗個案，似乎現在有回
落跡象，實際數字好像回落了很多，我們的
評估都是由極高的水平，稍為下跌到非常高
的水平，始終現時個案水平接近一萬宗，也
屬非常高的數字，希望市民謹記，不要有錯
誤想法以為疫情已經受控。”

林鄭月娥26日上午在抗疫記者會上表
示，疫情回落是好趨勢，但距離最快下月
21日起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目標時
間仍有整整4個星期，“我們希望這種向下
的趨勢能持續，那就可以滿足到時放寬社
交距離措施的大前提，即是疫情沒有反
彈，而且繼續呈下降軌跡，我們便可以逐
步放寬。”

但她直言，疫情應不會在短時間內下降
到一個令人“很放心”的階段，且接種疫苗
的工作仍須快馬加鞭地進行，故表明不會提
早於下月21日前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對有報道指香港特區政府會放寬外地來
港航班或航線的“熔斷機制”，林鄭月娥強
調，這方面不存在“大讓步”，目前沒有計
劃大幅放寬或取消航班或航線的熔斷安排。
為堅守“外防輸入”策略，特區政府有需要
熔斷個別出現大量確診個案的航班或航線，
尤其很多國家及地區陸續放寬防疫措施，香
港更要保持警惕，而“熔斷機制”是重要的
公共衞生措施，特區政府須確保香港在疫情
中所受到的傷害減至最少。

研回復檢疫酒店讓回港者預訂
被問及供外地回港人士入住的檢疫酒店

不敷需求，她表示在疫情高峰期時，曾有逾
萬間檢疫酒店房間，惟因禁飛令抵港人士減
少，部分酒店改作隔離用途，又或交予勞工
及福利局為安老院舍員工安排閉環管理之
用，政府現正研究將部分酒店回復檢疫功
能，讓回港人士較易預訂房間，詳情日後公
布。

◆大埔廣福邨廣佑樓及廣平樓26日黃昏起圍封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居民陸續排隊檢測及領取物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劉澤星表示，仍需進一步提高疫苗接種率。圖為
上水廣場疫苗接種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人手不足一直困
擾着香港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在疫情爆發前，
院舍普遍有兩至三成人手空缺，第五波疫情大爆發
後，不少從業員染疫，“人手荒”加劇，有中招的
院舍照顧員一度要帶病返工，增加院內爆疫風險。
為讓院舍復元，香港社署本月初破格在內地及本地
直接聘用短期合約照顧員，截至25日已成功招募
630人從內地抵港，一半人已接受為期3日的培訓
後，將在暫託中心及壓力較大的院舍工作。同時，
院舍申請輸入近1,800名“內勞”已獲批核，業界相
信最快一兩周抵港，業界認為人手問題無法短期內
解決，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延長計劃。

院舍缺員工 中招仍要開工
院舍工作艱苦，過去一直較難吸引人手入行，

一場疫症更令“人手荒”問題雪上加霜。早前爆疫
的溫暖護老院，情況最惡劣時只有兩名護理員照顧
3層樓、約90名院友，部分護理員中招後仍要帶病
工作，溫姑娘中招後帶着39度高燒仍邊顧防疫措
施，邊照顧院友：“我日夜都在院內（工作），我
哋實在搞唔掂，後來同政府講這情況，才安排22名
院友到亞博館治療，減輕院舍照顧壓力。”

為紓緩院舍“人手荒”，特區政府從兩方面入
手，首先是直接放寬院舍透過“補充勞工計劃”輸
入護理員，為期3個月。截至前日，該處共收到395
宗申請，涉及2,209名護理員，其中有312宗已獲
批，涉及1,764名護理員，其中291宗是安老院的申
請，另外21宗屬殘疾人士院舍的申請。

安老業界指出，護理員人工一般約1.5萬港
元，加上特區政府的抗疫津貼，人工高達3萬港
元，但不少人抗拒入行，流失率相當高。安老服務
協會主席陳志育指出，人手問題無法在短期內解
決，建議特區政府將該計劃延長兩至三個月，才可
應付需求，而長遠仍要為本地人入行增加吸引力及
發展空間。

逾半“內援”分派至暫託中心
特區政府另一項解決院舍人手問題的方案，是

由社署直接從內地及本地聘用短期合約照顧員，再

分發人手到長者暫託中心或院舍。香港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羅致光26日在抗疫記者會上形容此是破格之
舉，目前反應理想，截至前日已成功招募630人從
內地抵港，接受為期3日的培訓，學習照顧和護理
體弱長者，其中逾半數人已到長者暫託中心開展工
作。
社署同時進行本地招聘，共收到5,500宗申

請，但部分人了解工作性質後興趣不大，至今共聘
請100多人。首批獲聘用的42人已完成3日培訓，
被分派到壓力較大的院舍提供服務，第二批22人正
接受訓練，第三批共40人於下星期開始受訓。

630內地照顧員抵港紓“人手荒”

◆人手不足
一直困擾香
港 安 老 院
舍。在第五
波疫情中，
有安老院員
工自身染疫
也要照顧院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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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點一:闡述中國式父子情 真情詮釋
父愛如山

電影《安魂》通過一對互相牽掛又日漸疏

離的父子,講述了一個關於思念和愛的故事。

父母因兒子被疾病奪走生命痛徹心扉,在自責

和痛楚之中,父親唐大道(巍子飾)開始反思自己

在處理父子關係上的缺憾及個人心靈上的「污

損」,渴望再與兒子對話以安撫其靈魂,並表達

歉疚之意去求得自己的靈魂安寧。

影片精準地刻畫了中國式父子之間的微妙

情感:兒子對父親尊禮數、有敬意,父親作為家

庭權威的象徵,對孩子態度嚴苛且要求極高。

在失去兒子後,意氣風發的父親一夜之間變得

脆弱滄桑。父愛如山,父親的愛往往沉默,但蘊

含其中的是含蓄且深沉的愛。

看點二:聚焦失意父母 對傷痛報之以歌

近年來,關於親情題材的影片屢見不鮮,卻甚

少有如何面對死亡的議題,本片將視野對準了一

群特殊的父母。正如原著作者周大新所說:這是

一部獻給全世界因疾病和意外災難而失去兒女

的父母們的電影作品。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

全世界不少年輕人被奪走生命的今天,在很多父

母痛不欲生的時刻,具有特別的意義。

《安魂》希望以這樣的一個故事為典型,

為那些被陰霾籠罩的失意父母帶去心靈安慰,

從而重新振作起來去面對新的生活——生活不

會因為我們失去了親人而中斷,終有一天我們

會與親人再團聚。

看點三:實力派陣容坐鎮 巍子陳瑾碰撞火花

中日兩地看片開啟以來,主演的表現即備

受關注,巍子和陳瑾兩位實力派演員同台飆戲,

能讓人極大程度代入劇情中。早前電影《安魂

》在日本放映後,日本文藝界及評論界的專家

便對兩位演員讚不絕口。在片中,巍子用微妙

的表情和肢體語言,前期刻畫出一位強勢而刻

板的父親,後期則是一位失魂落魄的老人,角色

反差之大令人肅然起敬。母親胡瑞英的扮演者

陳瑾則張弛有度,將母親的欣慰、絕望、理智

等情感拿捏得十分到位。

看點四:河南本土烙印之作 中日攜手
見證兩國情誼綿長

值得一提的是,電影改編自河南籍軍人作

家、茅盾文學獎得主周大新同名小說,劇本由

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鰻魚》編劇富川元文執

筆,《螢火蟲之墓》導演日向寺太郎執導。這

部由河南本土文學作品改編,全程河南當地拍

攝,中日兩國團隊攜手打造的作品,不僅是凸顯

了電影人跨國合作打磨精品的誠意,在中日外

交正常化50周年之際,更是中日兩國情誼的見

證。

影片由河南電影電視製作集團有限公司

、秉德行遠影視傳媒(北京)有限公司、株式會

社PAL電影公司(日本)、大原神馬(北京)影視

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浙江聚麗影視傳媒有限公

司、北京易中道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秉德

行遠影視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扎馬影業

文化有限公司發行,電影正在熱映,歡迎大家走

進電影院一起感受這份親情羈絆。

《安魂》上映
四大看點講述親情羈絆

3月25日,由中日兩國團隊合拍,巍子、陳瑾、強宇、欒蕾英、張立、單冠朝
主演的溫暖劇情片《安魂》正式登陸全國院線。影片今日曝光 「今日上映」 海
報及一支口碑特輯,海報中巍子眼神平靜悲傷,極具視覺衝擊力;隨之發布的製作
特輯,則記錄了影片從劇本會到殺青,兩國團隊台前幕後精誠協作的每一階段。
伴隨着全國公映,影片四大看點也逐一揭曉。

李汶翰徐若晗 「夏日初吻」 遇見彼此
專屬十四億分之一

電影《遇見你》講述了一個甜蜜至極又平凡

真摯的愛情故事：在純真稚嫩的年紀，遇見自己

唯一的十四億分之一，然後堅定地彼此靠近，是

周燦（李汶翰 飾）和余驕陽（徐若晗 飾）最大

的幸運。全新發布的「夏日初吻」海報中，周燦

和余驕陽第一次如此貼近對方，心情像初夏一般

燥熱悸動，動情一吻輕輕落下，餘生便認定了眼

前的這個人。

此前的影片物料已經讓廣大觀眾充分感受到

這對生活流小情侶撩人心扉的化學反應，也更加

期待見證他們的戀愛點滴，「期待親親」的聲音

絡繹不絕。「夏日初吻」海報一經發布，即刻點

燃社交網絡。網友高呼：「李汶翰和徐若晗也太

養眼了，CP感爆棚！本愛情寄生蟲狠狠代入甜

甜的戀愛！」海報中那句「很高興遇見你，我的

十四億分之一。」也引起了觀眾極大的共情，網

友紛紛留言艾特心愛的人約定觀影，《遇見你》

成為五一情侶觀影約會首選。

和愛的Ta說夏天第一句我愛你 看《遇
見你》成五一最浪漫的事

一屋二人三餐四季，周燦與余驕陽相伴八載

，難能可貴的是，心意始終如初。電影《遇見你

》此次同步曝光了「愛的曝光」劇照，九張拍立

得記錄了「燦爛驕陽」最平凡不過的日常生活瞬

間——溫柔地為心愛的她貼創口貼，暴雨天等待

姍姍來遲的他，他和她不約而同地偷拍睡着的

TA……每一次定格，他們都誠實地寫下「愛你

」的心情告白，「一秒都不想和你分開」、「最

好的時光是，我遇見你就愛上了你」……

作為一部「生活流青春愛情片」，《遇見你

》通過細膩展現周燦、余驕陽愛情長跑，刻畫了

現實中無數情侶從初次心動，到最終攜手相伴的

真實模樣。生活自然不可能只有甜蜜，也會伴隨

着日常瑣碎，而周燦和余驕陽的愛情寶貴於即使

再平淡的生活，他們也時刻珍惜着彼此在一起的

每個瞬間，堅定地抓緊對方的手，整整八年青春

始終愛一人。正如網友的感慨：「平淡簡單的日

常，因為有你參與，就成了最浪漫的事；泛泛流

淌的時間，因為遇見你，就成了最好的時光。」

「五一想跟最愛的人一起去看《遇見你》，對他

說出夏天的第一句『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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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遇見你，我的十四億

分之一。

李汶翰徐若晗夏日初吻定情

《遇見你》展現十四億分之一的浪漫

「很高興遇見你，我的十四億分之一。」 由愛奇藝影業、恆業影業出品，落落執導，青年演員李汶翰、徐若晗領銜主演的生
活流青春愛情電影《遇見你》今日發布 「夏日初吻」 海報及 「愛的曝光」 劇照，再曝超甜瞬間！ 「燦爛驕陽」 CP初吻定情，情竇
初開的少男少女，眉睫之間心動盈溢；長跑八年的人生伴侶，生活碎片愛意滿滿。 「遇見 『燦爛驕陽』 ，從此不缺狗糧！」 網友
表示又一次 「嗑瘋了」 。影片熱度討論持續攀升，將於5月1日全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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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犯罪電影《售命》發布正式海報及正

式預告，海報以一棟詭譎舊大樓為背景，七個

關鍵人物分別站在色彩絢麗的窗戶內，每個人

的表情皆是戲，再搭配文案「每條命都待價而

沽，你的又值多少？」獨特的設計風格替電影

增添不少懸疑氛圍。而在正式預告中，可見到

男主角傅孟柏從一開始「魯味十足」的頹廢樣

貌，到遭受各路人馬瘋狂追殺的驚恐狼狽，最

後又展現出暴戾狂野的瘋狂行為，多變的演技

讓導演鄧仲謀都忍不住讚道：「他從絕望、瘋

狂、野蠻、到搞笑，電影裡會看到一個全面化

的傅孟柏！」而女主角曾之喬在電影中飾演一

位「豪爽酒店妹」，預告中卻敷著「母老虎」

面膜亮相，充滿反差感的形象令人驚喜不已。

而預告最後，傅孟柏還以旁白幽默嘲諷自己

「鼻子大的莫名其妙」，令人莞爾一笑，也透

露出本片將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詼諧情節。正式

預告曝光後也成功引起不少網友期待，興奮表

示：「賣命題材太有趣！」、「有這麼帥的魯

蛇賣我，阿姨我收！」

不僅男女主角有顛覆形象的演出，《售命

》還集結多位金獎實力派卡司，其中曾以《噬

罪者》榮獲金鐘女配角的蔡淑臻，新片中化身

一名神秘高冷的生技集團執行長「沈晶」。蔡

淑臻坦言一直都很期待挑戰「壞蛋」角色，接

演後便勤做功課，甚至主動剪去10公分頭髮，

把自己塑造成一位霸氣的「女版賈伯斯」形象

，傳神的演出獲得導演讚賞：「感謝她的付出

與犧牲，她真的演活了這個角色！」另外，鮮

少在大銀幕露面的謝佳見這次也在《售命》中

特別演出，詮釋一位留著中分油頭髮型，既殘

暴變態又神經質的黑道老大「啟文哥」， 謝佳

見坦言收到劇本時非常期待，興奮直呼：「劇

本太有趣，很值得去鬧一下！」而這個瘋癲角

色也讓曾合作演出台劇《我的寶貝四千金》

「一飛夫妻」的曾之喬忍不住讚嘆「神選角」

，與謝佳見私下交情甚篤的喬喬表示：「我一

直覺得他有種詭譎的氣質很吸引人，而且他內

心有很多瘋狂大膽的部分，這個角色讓瘋癲的

他出來兜兜風，我看他玩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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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命》曝正式海報、預告！
傅孟柏幽默自嘲大鼻子，曾之喬變臉 「母老虎」

如果生命可以訂價，你值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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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將於4月29日全台上映！
今（24）日釋出正式海報及正式預
告，預告中幾位主演的角色性格更
加突顯，曾之喬飾演的豪爽酒店妹
以 「母老虎」 形象登場，傅孟柏飾
演的魯蛇則是幽默嘲笑自己 「鼻子
大」 ，而蔡淑臻則是主動為戲剪髮
，化身高冷執行長。此外，首度曝
光的謝佳見則是以 「中分油頭」 形
象登場，詮釋一位殘暴變態又神經
質的黑道老大，讓喬喬興奮直呼：
「開心看到瘋癲的他！」

充滿奇幻寫實、幽默諷刺的原創台劇《良辰吉時》，

即將於本週日（3月27日）晚上九點，在CATCHPLAY+影

音平台、HBO頻道及HBO GO同步上架首兩集，只要註冊

CATCHPLAY+會員，即可免費觀看首兩集。《良辰吉時》

以一週七天的時間看盡各種不同的人生際遇，各種荒謬鬧

劇描繪人生百態，就像社會縮影，今日釋出第一集及第二

集預告，將帶著觀眾進入「太平市」充滿詭異及離奇的日

常。

第一集「星期一」，吳大維、周采詩和顏毓麟三人飾

演的郭家兄妹，替父親舉辦告別式，久久才團聚的三兄妹

卻把對積怨已久的不滿攤在父親的靈堂前，吵得不可開交

，周采詩形容這家人的關係說：「大哥遠在異地，二哥又

很廢，看到一連串荒謬的狀況，還有不爭氣的兩個哥哥，

終於大爆炸了。」而飾演父親的黃仲崑，不僅演死者，還

百無禁忌扮冰冷大體躺太平間，他笑說：「我演過很多不

一樣的角色，意思就是我活過很多次，我也死過很多次，

對於人生會有不一樣的看法跟見解了。」靈堂前一切的不

合時宜看在李康生飾演的禮儀師眼裡，盡是無奈，李康生

說：「三兄妹每個人都內心有各自的盤算，但沒想到心機

最重的卻是我。」而段鈞豪飾演的助手把大體搞丟的無心

之過，更令他傻眼，沒想到鬧劇一樁接著一樁上演，究竟

這場喪禮背後隱藏了甚麼秘密，又能否圓滿結束呢？

第二集「星期二」，一群各懷鬼胎的朋友們玩起了不

該玩的遊戲。薛仕凌飾演玩世不恭的狂妄男子，在父親的

壽宴上酒醉大鬧，由林哲熹、姚以緹、周采詩、鍾政均所

飾演被邀來作客的一群兒時玩伴們各個不堪其擾。喝到嗨

翻的薛仕凌看上了友人帶來的女友謝欣穎，決定拉著她一

起到廢棄車廠和墳墓等地玩大冒險，然而玩著玩著他卻發

現所有安排似乎都衝著自己來，被玩弄的好像是他自己。

薛仕凌形容在本集所飾演的角色說：「我覺得他是一個很

自私、很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他毫不在乎別人的感受，要

是我有這樣的朋友，應該很快就會跟他絕交。」而遊戲背

後所牽扯的恩怨情仇，就待觀眾來抽絲剝繭。

《良辰吉時》由國際名導侯孝賢擔任總監製、《強尼

‧凱克》金馬獎提名導演黃熙自編自導。CATCHPLAY攜

手華納傳媒發行，於 3 月 27 日起，每週日晚上 9 點在

CATCHPLAY+影音平台、HBO頻道及HBO GO平台同步上

架首播。

《良辰吉時》
黃仲崑演大體搞失蹤

李康生無奈又傻眼

46歲女星林心如是家喻戶曉的大明星，她會演會

唱會主持，也會製作電視，是個少見全才行藝人。

1993年她以廣告模特兒出道，20歲時被簽進瓊瑤公司

，1998年，她憑著《還珠格格》紫薇一角出名大陸、

台灣，2014年她製作《16個夏天》，並拿下金鐘50最

佳戲劇獎，去年她製作加出演的《華燈初上》再次帶

起華劇熱潮，現在雖然是大家眼中愛情事業雙收的女

強人，背後卻充滿艱辛。

林心如靠著紫薇大開知名度，陸續出演《鹿鼎記

》、《美人心計》等經典作品，她為了打造自己喜愛

的作品，跳脫舒適圈，2009年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2011年，她首次製作加主演的《傾世皇妃》問世，打

破優酷播放量「最快破億」記錄，並賣出20多國版權

。此外，2015年製作的電視劇《16個夏天》更在金鐘

50奪下戲劇節目、戲劇節目導演、戲劇節目女配3項

大獎。

不過林心如也有成績不好的時候，也有被投資方

要求換男主角，讓她壓力大的在家哭，「當所有人都

不看好你的時候，我就更要做給人家看」，因此她更

堅持、更用心，才造就《華燈初上》的成功，當時她

豪砸2.5億拍攝，從演員選角、服裝、美術場景等都相

當用心準備，「不想要說亞洲劇的時候只有想到韓劇

」，為了被國際看見，為了顯現在地化的風情，林心

如花下大量金錢和時間，終於成功掀起華劇熱潮。

而林心如愛情路也很坎坷，18歲時她見到大她2

歲的林志穎，當時兩人談起戀愛，卻外傳因為女方和

蘇有朋走近，讓林志穎吃醋，傳真劇組「我要跟你分

手」正式情斷。2000年她出演電影《雷霆戰警》時，

和導演唐季禮墜入情網，度假時被狗仔拍到，兩人一

度傳出會步入禮堂，不過最後還是分手收場，2008年

後林心如再無戀情，直到2016年官宣認愛霍建華，後

順利成家也誕下一女，才為大家眼中的人生勝利組。

林心如演員→製作人 「成績超狂」 ！
豪砸2.5億拍《華燈》：我要讓國際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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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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8日日--44月月22日每晚日每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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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晚7點是《生活

》節目的《修車師姐》單元，完整修
車廠修車師姐徐雲教你“引擎漏油怎
麽辦？”

本周二3月29日晚7點是陳鐵梅
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本周三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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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晚7點是Sky
主持的《子天訪談錄》。

本周五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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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六4月2日晚7:30重播本周
一的《生活》節目之《修車師姐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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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9TUE_B1_Print.pdf (p.1)
	0329TUE_B2_Print.pdf (p.2)
	0329TUE_B3_Print.pdf (p.3)
	0329TUE_B4 Print.pdf (p.4)
	0329TUE_B5_Print.pdf (p.5)
	0329TUE_B6_Print.pdf (p.6)
	0329TUE_B7_Print.pdf (p.7)
	0329TUE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