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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環球劇坊全面啓動美南環球劇坊全面啓動 首場演出全球現場視頻直播首場演出全球現場視頻直播

女聲獨唱女聲獨唱《《龍船調龍船調》》
演唱者演唱者：：林思晨林思晨

《《肚皮舞肚皮舞》》表演者表演者：：張愛華張愛華

男聲獨唱男聲獨唱《《一壺老酒一壺老酒》》
演唱者演唱者：：韓偉罡韓偉罡

舞蹈舞蹈《《歡慶歡慶》》 表演者表演者：：林思陳林思陳、、唐燕唐燕

女聲獨唱女聲獨唱《《美麗的西班牙美麗的西班牙
女郎女郎》》演唱者演唱者：：韓麗玫韓麗玫

古箏獨奏古箏獨奏《《銀河碧波銀河碧波》《》《戰台風戰台風》》 演奏者演奏者：：keyang Huangkeyang Huang

《《時裝表演時裝表演》》休斯頓東方明珠時裝模特隊休斯頓東方明珠時裝模特隊

麻省總醫院開發更準確快捷和麻省總醫院開發更準確快捷和
經濟的活檢技術以檢測經濟的活檢技術以檢測HPVHPV相關頭頸癌相關頭頸癌

氣候變遷氣候變遷世紀末前恐年耗世紀末前恐年耗22兆美元預算兆美元預算

文章要點：
• 人乳頭瘤病毒（HPV）引起的宮頸癌和頭頸
癌發病率一直在迅速增加
• 在診斷HPV相關的頭頸癌時，由麻省眼耳科
醫院（Mass Eye and Ear ）開發的液體活檢技
術比標準臨床檢查更準確、更快、成本更低
• 這項研究是首次將非侵入性方法作為診斷
HPV相關頭頸癌的可靠工具進行測試

麻省眼耳科醫院（Mass Eye and Ear ）和
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開發了一種與人乳頭瘤
病毒（HPV）相關的頭頸癌血液檢測方法，該
方法被證明比傳統檢測方法更準確、可能更快

、成本更低。
在發表在《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臨床癌症研究）上的一項研究中，主要作者
，麻省眼耳科醫院頭頸部腫瘤外科專家Daniel
Faden博士表示，新的血液測試，即液體活檢
，準確率超過98%，成本比標準方法低38%。

該研究使用診斷模型來確定該活檢技術是
否能比傳統的侵入性活檢更快地產生診斷。根
據這些模型，研究人員確定該活檢技術可能比
傳統組織活檢平均快26天獲得診斷結果。

當研究人員將液體活檢與常規成像和體檢
的結果結合起來，創建一個完全無創的診斷方
法時，診斷準確性仍然明顯優於標準方法。
與HPV相關的頭頸部癌症的流行

頭頸癌在美國和全世界範圍內是一種常見
的癌症，尤其是在50歲及以上的成年人中。近
年來，在HPV的推動下，影響口後喉部的一種
頭頸癌——口咽癌——的發病率急劇上升，
HPV目前約佔全美所有口咽癌病例的75%。

通過傳統方法診斷HPV相關的頭頸部癌症
患者有其局限性。檢查，如手術活檢，是侵入
性的，而其他檢查，如細針抽吸，可能需要重
複活檢。此外，手術活檢、CT和PET成像以及
體格檢查只能在癌症發展到數百萬個細胞並 "可
見 "時才能發現它們。

如果早期發現，這些癌症可以通過手術切
除或用放射線治療。然而，一旦癌症增長，並
通過淋巴結擴散，治療就會變得更加困難，患
者往往會終生受到治療副作用的影響。
檢測血液中HPV的DNA片段

液體活檢為檢測癌症提供了一種侵入性較
小的方法。最近的研究表明，液體活檢可用於
檢測HPV相關頭頸癌的複發情況。 Faden博士

的新研究邁出了下一步，並探索高度準確的
血液檢測，結合常規成像和體檢結果，是否
可以完全消除侵入性組織活檢的可能。
本研究中開發和應用的定制液體活檢可以檢
測漂浮在血液中細微水平的 HPV 病毒的
DNA。該測試建立在癌症篩查和診斷研究中
不斷擴大的無細胞DNA領域的基礎上。無細
胞DNA是脫離癌細胞並被釋放到血液中的
DNA片段。雖然無細胞DNA對某些癌症來
說可能難以檢測，但對於HPV相關的癌症來
說卻具有很大的優勢，因為它們會釋放HPV
病毒的 DNA，而這種DNA只有在有HPV相
關的癌症時才能在血液中被發現。
準確快速地診斷與HPV相關的頭頸部癌症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前瞻性地招募
了70名新出現，假定診斷為HPV相關頭頸癌的
人，以及70名來自麻省眼耳科醫院和麻省總醫
院的對照組對象。所有人都接受了常規的體檢
和成像。

他們發現液體活檢明顯比標準護理更準確
，識別陽性結果的敏感性為98.4%，檢測陰性
結果的特異性為98.6%。當液體活檢與常規影
像學和體檢結果相結合時，診斷敏感性為
95.1%，診斷特異性為98.6%。該研究還發現，
從首次就診到診斷的平均時間比典型方法減少
63%。同時還發現，液體活檢的成本可能比傳
統方法低得多，平均每位患者可節省6000美元
以上。
基於這些研究，由Faden博士和頭頸部機器人
手術主任Jeremy D. Richmon博士領導的麻省
眼耳科醫院團隊設計了一項臨床試驗，將試圖
驗證這項研究的結果，並利用液體活檢在治療
期間為患者做出實時決定，以期實現個性化護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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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患者的一名患者的HPVHPV相關扁桃體癌相關扁桃體癌PP1616免疫組化染色免疫組化染色

Daniel FadenDaniel Faden博士博士
麻省眼耳科醫院麻省眼耳科醫院（（Mass Eye and EarMass Eye and Ear ））
頭頸部腫瘤外科專家頭頸部腫瘤外科專家
哈佛醫學院耳鼻喉頭頸外科助理教授哈佛醫學院耳鼻喉頭頸外科助理教授

【本報訊】白宮今天表示，因氣候變遷加劇的洪水、火災和旱災可能會在本世紀末之前耗費
龐大的美國聯邦預算。這是白宮首次做此評估。

白宮管理及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去年5月奉總統拜登之命進行評估
，結果顯示，氣候變遷在世紀末之前對預算的衝擊，可能高達年損7.1%歲收之譜，以現今金額計
算，相當於年耗2兆美元。

白宮管理及預算局氣候與科學官員瓦赫辛（Candace Vahlsing）以及局內首席經濟學家葉根
（Danny Yagan）在部落格文章中表示： 「氣候變遷威脅全國社區和部門，包括透過洪水、旱災
、酷熱、野火、颶風，影響美國經濟及老百姓的生活。」

這篇部落格文章由路透社搶先看到，文章內容預定明天正式發表。
白宮管理及預算局分析發現，聯邦政府每年花在海岸災難賑濟、洪水、作物、健保、野火控

制、聯邦設施淹水等的開銷，每年可能要多250億至1280億美元。
僅僅是去年的事而已，美西空前熱浪與旱災引發兩場重大野火肆虐加州與俄勒岡州，在兩州

史上都是排名數一數二的野火。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3月

間表示，2020年中以來，美西部分地區深受大旱所苦，這種情況可能持續到今春，或在春天更形
惡化。

內布拉斯加州奧夫特空軍基地（Offutt Air Force Base）和佛羅里達州丁道爾空軍基地（Tyn-
dall Air Force）等美國軍事基地，近年因洪水和颶風，損失數以10億計美元。

白宮預算與管理局表示，野火更趨頻繁可能導致聯邦救火支出年增15.5億至96億美元。近1
萬2200棟聯邦大樓與建築物可能因海水高漲而淹水，修繕費用近440億美元。



大進大出還是以靜製動
基金年報換手率露玄機

市場震蕩，熱點輪換，基金經理如

何應對？從近期披露的基金年報可以看

出，部分基金經理大進大出調整持倉，

也有基金經理選擇以靜制動，堅守自己

的重倉股。不同基金經理管理的産品換

手率出現較大差距，劉彥春、傅鵬博等

老將管理的産品換手率相對較低。

“換手是投資布局的必然産物，成熟

的基金經理都不會刻意在換手率方面追求什

麽標簽。”有基金經理表示，交易可以使自

己能夠以合理的價格持有優秀的公司，將

以長遠眼光看待投資，動態調整持倉。

換手率有高有低
基金的換手率主要用來衡量基金投

資組合變化的頻率，換手率的高低反映

的是基金進行股票買賣操作的頻繁程度

。去年A股市場行業輪動較快，基金經

理是大進大出還是以靜制動？隨著基金

年報陸續發布，2021年基金經理在股票

調整方面的操作情況陸續出爐。

從目前發布的年報看，2021年基金

換手率普遍較高。Wind數據顯示，2021

年馮明遠管理的信達澳銀新能源産業換

手率達334.05%，李曉星、張萍、杜宇管

理的銀華中小盤精選換手率達562.38%，

由神愛前管理的平安策略先鋒換手率爲

572.05%，韓創管理的大成國企改革換手

率爲450.85%。這些換手率較高的基金經

理管理基金年限並不算長，馮明遠和神愛

前都是從2016年開始管理基金産品的，韓

創則是在2019年開始管理基金産品。

不過記者發現，也有一些基金經理

選擇以靜制動，換手率相對不高，尤其

是一些業內老將管理的基金2021年換手

率相對較低。如傅鵬博和朱璘管理的睿

遠成長價值去年的換手率爲135.89%，傅

鵬博的投資經理年限達12.19年。景順成

長旗下多位基金經理的換手率也相對較低

，楊銳文管理的景順長城優選換手率爲

130.64%，劉彥春管理的景順長城新興成

長換手率僅爲62.25%，楊銳文和劉彥春

投資經理年限分別爲7.43年和12.92年。

交易需要適度
對于基金換手率，中國證券報記者

采訪了解到，大多數基金經理並不會

“談虎色變”。同時，他們也表示，交

易需要適度，否則容易在大進大出中給

投資者帶來“不適感”。

東方紅資産管理的基金經理李響認

爲，交易不是目的，而是一種保護。

“價值投資的過程是一個相對逆人性的

過程。除了深度研究外，還需要對人性

的理解和交易的保護。交易可以規避極

端的市場價格波動，可以使自己能夠以

合理的價格持有優秀的公司，在從容的

心態下堅持長期的價值。”

而在另一位基金經理看來，高換手

率或者低換手率並不是自己刻意追求的

，在投資中，換手交易不應該成爲限制

基金經理的“繩索”。“換手是投資布

局的必然産物，成熟的基金經理都不會

刻意在換手率上追求什麽標簽。投資更

多還是以結果爲導向，伴隨著一定的換

手交易也是必然的。另外，在某些階段

業績表現特別好或者不理想，自然會有

新增資金進入或者資金流失，這也迫使

基金經理進行交易。”

對換手交易的客觀態度，同樣也是管理

FOF産品基金經理的共識。對他們來說，在

FOF的換手交易上，更喜歡做到“適度”。

“基金經理的換手率歸在交易行爲這

一指標中，跟持股集中度、持股周期等指標

歸于一類。市場上的基金經理在換手交易上

各有特點。對于FOF投資來說，重要的是識

別其特征，然後在組合中加以合理配置。一

般而言，明顯過高或者過低的換手交易，都

不會是基金經理的‘加分項’。”一家基金

公司FOF投資部門負責人表示。

以長期眼光看待投資
進入 2022 年，市場持續調整，今

年的投資應該保持淡定還是多一份靈

動？楊銳文在年報中表示：“盡管我

們 2021年依舊保持相對穩健的表現，

但好幾個長期重倉股表現不佳。我們依

舊在堅持，深信它們的價值，希望能在

2022年守得雲開見月明。”他表示，自己

並不是極致型選手，選股也沒有追求風口

浪尖，其投資組合不僅有“爲了當下”的

股票，也有“爲了未來”的股票，這樣

才能保持短中長的投資平衡。如果總是

追求風口浪尖，萬一風口突然變化，就

會非常麻煩。“希望投資者能理解我們

必要的收益率舍棄，我們認爲這才是確

保持續穩定業績的根本。我們會堅持以

長期眼光看待每一筆投資，通過持續的

跟蹤動態調整持倉。”

對于具體的投資方向，廣發基金宏觀

策略部認爲，在考慮了利率水平後，當前

的A股已經具備比較好的中長期配置價值

。當前市場的擔憂主要集中于地緣局勢的

不確定性以及疫情擾動經濟預期。地緣局

勢的確難以預判，但相信隨著防控政策的

推進，疫情終將被控制。伴隨穩增長政策

的發力，經濟預期將逐步改善。目前已進

入上市公司業績密集披露期，預計多數公

司股價會向基本面回歸，受益于大宗商品

漲價的上遊資源品和新能源相關的細分行

業公司一季報或有亮點出現，建議關注

“高景氣成長”板塊，如光伏、風電等。

華為穿越低谷 繼續重金投入研發
綜合報導 制裁之下，華爲是否已穿越生死線？

華爲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本周在年報發布會上表示，

華爲“也許已經穿過了這次劫難的黑障區”。

年報中的幾項數據說明華爲盈利能力和現金

流獲取能力都在增強：2021年淨利潤1137億元(人

民幣，下同)，同比上升了75.9%；經營性現金流

597億元，同比上一年提升了69.4%；資産負債率

57.8%，相比上一年下降了4.5個百分點，“整個財

務的韌性在持續加強”，孟晚舟表示。

與此同時，營業收入受到較大衝擊。2021年，

華爲全球銷售收入6368億元(人民幣，下同)，相比

2020年減少2545億元，同比下降28.56%。

在三大業務板塊中，在總營收中占比最高的運營

商業務收入收2815億，同比下降7.0%；占比第二

的消費者業務受衝擊最大，營收2434億元，同比下

滑49.6%；企業業務收入1024億元，同比增長2.1%

，在三大業務板塊中保持增長。

對于營收下降的原因，孟晚舟認爲一是供應持續

承壓，制裁對手機、PC等業務造成衝擊；二是2021年

全球5G建設有所放緩；三是全球疫情的影響。

對衝部分業務的下滑，華爲在開拓新的業務領

域，如可穿戴設備、全屋智能、智慧能源、智能汽

車等。華爲輪值董事長郭平介紹，2021年，可穿戴

設備、大屏等幾類業務也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增長，

增長率超過了30%。

華爲雲的表現也可圈可點，2021年相比上年增

長超過30%。在全球雲計算IaaS市場，華爲雲在中

國排名第二、在全球排名第五。

華爲也進行了組織架構創新，在企業業務成立

頗爲神秘的“軍團”，如煤礦軍團、智慧公路軍團等

。郭平在發布會上解釋稱，軍團就是把華爲5G、

計算、雲、場景化的應用相結合，通過軍團試點，

縮短管理鏈條，快速地滿足客戶需求。

2021年華爲利潤率有所改善。在1137億元的淨

利潤中，有608億元其他淨收支，主要包括出售榮

耀和X86業務。扣除這些收入外，淨利潤率比上年

有所提升。

回顧過去幾年，華爲的研發投入比率增幅在受

到制裁後大幅上升。2021年研發投入1427億，占整

個收入規模比重22.4%，研發強度達到曆史新高。

科技評論人闫躍龍接受采訪表示，此次年報有

兩個關注點，一是淨利潤同比大增，二是研發投入

1427億元。這說明華爲不僅活下來了，而且是有質量地

活下來了，沒有放棄對未來的投入，對未來仍有信心。

也有分析認爲，華爲在2021年第四季度的業績

相對前三季度，下滑幅度已明顯縮小，這也證明一些

業務已取得進展，華爲的業績下滑或許已經見底。

在制裁之下，面向未來，華爲正進一步向産業

鏈上遊邁進。郭平介紹，華爲正在努力推動基礎理

論、架構和軟件三個方向的重構。“這是華爲最近

3年走出困難以及未來突破自己的關鍵”，闫躍龍

表示。

此外，據公開披露的資料，華爲旗下哈勃投資已

投資數十家半導體企業，涉及半導體材料、射頻芯片

、顯示器、模擬芯片等領域，以此來改善供應鏈。

華爲曆史上數次經曆收入下滑，但都走出低谷

，未來也還面臨著芯片制造難以突破、全球數字化

轉型步伐放緩等不確定因素，但分析認爲，597億

元的經營性現金流、2412億的淨現金流，爲其過冬

儲備了充足“糧草”。

中歐班列運行總體保持穩定
多舉措應對中長期挑戰

中歐班列是我國與歐洲陸上貨運的

重要通道。作爲我國與“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互通互惠互聯的有效載體，中歐

班列不僅實現了中國至歐洲的陸運直達

運輸，還提高了貨物出口的運輸時效。

近年來，中歐班列連通中歐物流的作用

進一步凸顯。當前，在地區衝突背景下

，中歐班列運行受到哪些影響？發貨、

承運等環節該如何應對？

整體運力未受明顯影響
目前，中歐班列共有西、中、東三

條主要運行線路，不少線路經新疆阿拉

山口、內蒙古二連浩特、內蒙古滿洲裏

等鐵路口岸出境後，途經哈薩克斯坦、

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等國繼續向歐

洲開行。

在地區衝突形勢下，中歐班列過境和

直達烏克蘭的線路較少，只有個別涉及線

路進行了臨時調整，整體運力未受明顯影

響。數據顯示，截至1月底，中歐班列累

計開行突破5萬列、運送貨物超455萬標

箱、貨值達2400億美元，通達歐洲23個

國家180個城市，爲推動“一帶一路”高

質量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尤其是2016年統一品牌以來，通過

陸續實施霍爾果斯、阿拉山口、二連浩

特、滿洲裏等口岸站擴能改造工程，啓

動鄭州、重慶、成都、西安、烏魯木齊

等5個城市樞紐節點的中歐班列集結中

心示範工程建設，中歐班列的口岸和通

道運輸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2016年至2021年，中歐班列年開行

數量由1702列增長到15183列；運輸貨

物品類擴大到汽車配件及整車、化工、

機電、糧食等5萬余種；年運輸貨值由

80億美元提升至749億美元，在中歐貿

易總額中的占比從1.5%提高到8%。

值得關注的是，在中歐班列仍保持

平穩運行的同時，近日甘肅武威、河南

新鄉、湖北鹹甯等地先後發出中歐班列

。3月11日，甘肅發出首趟單一品名跨

境電商國際貨運專列。該專列從甘肅武

威南站駛出，滿載50個集裝箱前往德國

漢堡。3月22日，從河南新鄉經開區發

出的中歐班列駛往比利時列日。3月25

日，滿載著汽車配件、生活用品、電器

、家具等貨物的中歐班列從湖北鹹甯站

貨場駛出，到達武漢吳家山貨場後，將

繼續開往歐洲，這也是更名爲中歐班列

“長江號”後的首次發車。

短期衝擊帶來多重壓力
在地區衝突形勢下，涉及中東歐線

路的中歐班列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短期

看，部分發貨方、貨代方、承運方已先

後遇到線路調整、時效降低、成本波動

、結算困難等問題，這些問題將隨著局

勢變化相應改變。中長期看，地緣衝突

的不確定性將對中歐班列正常運行帶來

諸多壓力和影響。

河北、重慶等地一些發貨企業反映

，相比運行線路的基本穩定，當前在貨

物結算方面遇到的困難更明顯。一些企

業透露，因美國和歐盟、英國及加拿大

宣布將部分俄羅斯銀行從SWIFT國際結算

系統中剔除，導致對俄貿易無法使用美元

結算，只能使用其他貨幣進行結算。

近期，發貨企業、貨代企業不可避

免地遭遇到運費、人工等成本的波動以

及延誤造成的時效降低。一位從事中歐

班列貨物代理業務的企業負責人告訴記

者，近期跨境綜合運費有所上漲，一些

發貨企業運輸成本已經小幅上漲。

不過，結算困難、物流阻礙仍算短

期問題，或者說仍有解決的可能，企業

更擔心的是中長期面臨的空返以及過境

途中可能遇到的連帶風險。

“如果緊張局勢結束，結算問題還

有希望得到解決。”但中長期看，從俄

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地回程的班

列面臨的空箱問題更讓企業焦慮。

多舉措應對中長期挑戰
記者了解到，相關企業正努力采用

多種方式應對當前遇到的難題。

針對結算困難，一些發貨企業正與

客戶協商開通人民幣賬戶，方便以後的

貿易結算，規避回款風險。針對物流不

暢與時效延誤，多條線路班列運營方都

表示將密切跟蹤班列沿線運行、貨物到

港及清關情況，隨時做好應急預案。

同時，一些企業在回程貨源組織方面

進行新的嘗試。河北泰通國際運輸有限公

司董事長楚軒告訴記者，1月25日，在中

國(保定)—白俄羅斯多領域合作對接懇談

會上，泰通公司分別與白俄羅斯JSC戈梅

利肉類及乳制品控股管理公司、戈梅利州

工業公司簽訂了《關于向中國供應高附加

值食品的意向書》《關于對華出口食品

的意向書》，並與當地海關服務中心簽訂

了戰略合作備忘錄。“經過簽約，公司與

對方在貿易和物流等領域達成了共識，目

前正展開密切洽談，後續將共同推動中國

到白俄羅斯的班列正常開行，並搭建國際

貿易數字化交易平台，線上線下相結合，

更好地展銷國內外産品。”

據了解，一些企業已嘗試在沿線國家

和地區設置物流節點，建設海外倉基地，

一方面可分散或規避突發狀況造成的集中

風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集中規劃組織返

程貨源，使海外倉成爲中歐班列海外貨源

的集結中心、分撥中心和配送中心，進一

步解決中歐班列回程貨源不足的問題。

歐盟數字監管加碼，劍指國際科技巨頭
綜合報導 據歐盟官網消息，歐盟國家和歐盟立

法者近日就《數字市場法案》達成一致。法案對具有

一定市場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巨頭作出相關市場行爲約

束，標志著歐盟數字市場監管力度進一步加大。

《數字市場法案》草案于2020年12月提出，

被外界譽爲“20年來歐盟監管科技企業的首次重大

改革”。據了解，歐盟曾于2000年發布了歐盟電子

商務指令，《數字市場法案》將針對當前數字經濟

環境作新的研判，作爲其重要補充。

歐盟官網披露的內容顯示，《數字市場法案》

主要是爲了確保中小科技企業可以與企業巨頭公平

參與市場競爭。

“《數字市場法案》終結了大型科技公司日益

增長的主導地位。從現在開始，他們必須允許互聯

網上的公平競爭。新規定將有助于實施這一基本原

則。歐洲將出現更多樣的競爭、創新與選擇。”參

與法案起草的歐盟官員安德烈亞斯· 施瓦布說。

據悉，《數字市場法案》將禁止科技巨頭充當

“看門人”的某些做法，並使歐盟委員會能夠對其

開展市場調查並制裁其不合規行爲。

所謂“看門人”即提供核心平台服務的科技巨

頭，如網絡中間服務、搜索引擎、社交網絡等平台

。其具體條件包括，企業市值至少爲750億歐元或

年營業額75億歐元，還需在歐盟每月至少有4500

萬終端用戶，每年有1萬名商業用戶。

根據規定，企業只有在獲得用戶明確同意的情況

下，才可將個人數據用于有針對性的廣告；企業要允

許用戶自由選擇浏覽器、虛擬助手或搜索引擎；企業

不能使産品在自有平台上排名淩駕于競爭對手等。

對于不遵守規矩者，歐盟也設立相應的“懲罰”

機制。例如，企業有可能會被要求剝離業務並支付

巨額罰款等，一些罰款金額可高達該公司全球年營

業額的10%。

歐洲分析人士指出，根據法案對“看門人”列

出的相關條件，一些大型科技巨頭如谷歌、蘋果、

臉書等將成爲歐盟的重點監管對象。分析稱，近年

來，亞馬遜、谷歌、臉書、蘋果等科技行業巨頭頻

繁因壟斷行爲被多個國家和地區處以高額罰款，法

案的出台將給這些科技巨頭帶來新的監管壓力。

針對歐盟的數字監管舉措，國際科技巨頭則持

不同保留看法。蘋果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我們仍然擔心的一些條款會給用戶造成不必要的

隱私和安全漏洞，而另一些條款將禁止我們對大量

投資的知識産權收費。”谷歌的一位發言人則強調

，該公司“擔心其中一些規則可能會減少創新和歐

洲人可用的選擇”。

近年來，全球數字經濟與技術發展迅猛，但與

此同時也暴露了一些問題。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

究院研究員陳鳳英看來，《數字市場法案》一定程

度是歐盟對當前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作出

的回應，將有利于歐洲科技企業的健康發展。

同時，法案也有利于加快歐洲本土數字化進程

。陳鳳英稱，近年來，歐洲地區數字經濟進展要明

顯慢于北美和亞洲地區，新冠疫情下，區域間的

“數字鴻溝”更日益明顯，歐盟也需要通過更新數

字監管舉措來跟上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步伐。

據歐盟官網介紹，《數字市場法案》後續將交

由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批准，還需經過一系列程

序才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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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環球劇坊全面啓動美南環球劇坊全面啓動 首場演出全球現場視頻直播首場演出全球現場視頻直播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傳媒集團新建美南新聞傳媒集團新建

的的““美南環球劇坊美南環球劇坊””全面啟動全面啟動，，首場演出於首場演出於33
月月3131日晚上在劇場隆重舉行日晚上在劇場隆重舉行。。休斯頓第休斯頓第185185區區
法官法官Jason LuongJason Luong、、埃塞俄比亞駐美國榮譽總領埃塞俄比亞駐美國榮譽總領
事事 Hon Gezahden KebedeHon Gezahden Kebede、、密蘇裏市前市議員密蘇裏市前市議員
Danny NguyenDanny Nguyen、、誠信產權公司律師林富桂等到誠信產權公司律師林富桂等到
場祝賀場祝賀。。演唱會由美南新聞著名主持人王潔演唱會由美南新聞著名主持人王潔
（（Jessie Wang)Jessie Wang) 擔綱主持擔綱主持。。晚會全程通過晚會全程通過YouYou--
tubetube、、FacebookFacebook 向全球現場視頻直播向全球現場視頻直播，， 將美南將美南
新聞傳媒集團帶入一個嶄新的時代新聞傳媒集團帶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說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說：“：“美南新美南新
聞計劃籌建實況演播廳已經很久了聞計劃籌建實況演播廳已經很久了，，今天終於今天終於
有自己的劇場有自己的劇場，，這對休斯敦華人社區是一件大這對休斯敦華人社區是一件大
事事，，受到政商文化藝術界的熱烈歡迎受到政商文化藝術界的熱烈歡迎！！美南環美南環
球劇坊有大屏幕球劇坊有大屏幕LEDLED顯示屏顯示屏，，可接受個人獨唱可接受個人獨唱
音樂會音樂會、、小型音樂會小型音樂會、、私人派對私人派對、、生日派對及生日派對及
各種慶典活動各種慶典活動。。美南國際電視台屆時將現場實美南國際電視台屆時將現場實
況況 YouTubeYouTube 、、FacebookFacebook 直播直播，，讓親朋好友直讓親朋好友直
接享受現場活動氣氛接享受現場活動氣氛。。美南環球劇坊的建立美南環球劇坊的建立，，

打開了和美國主流媒體及國際外交文化之間的交流打開了和美國主流媒體及國際外交文化之間的交流 ，，美南新聞將於美南新聞將於44月月1616日邀請各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總領事日邀請各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總領事，，透過透過
舞台上的巨大現場視頻舞台上的巨大現場視頻，，和華府高層對話和華府高層對話，，包括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話包括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話，，並和他們國家的首長即時視訊交流並和他們國家的首長即時視訊交流。。 並各並各
國的總領館出版國慶專刊國的總領館出版國慶專刊，，促進和當地國的宣傳和交往促進和當地國的宣傳和交往。”。”

他說他說：“：“美南電視已聘請財經專家定時線上線下對話美南電視已聘請財經專家定時線上線下對話，， 並和黎巴嫩並和黎巴嫩 、、墨西哥墨西哥、、 菲律賓等社區報發行人聯繫菲律賓等社區報發行人聯繫，，協助協助
他們把平面媒體於電視社群媒體結合他們把平面媒體於電視社群媒體結合，，創建未來生存發展之空間創建未來生存發展之空間。。美南小主持人訓練營即將從美南小主持人訓練營即將從66月月55日起開學日起開學。。美南新美南新
聞集團也正在籌備其它歌唱聞集團也正在籌備其它歌唱、、鋼琴鋼琴、、小提琴等才藝訓練班小提琴等才藝訓練班、、 邀請最優秀的教師邀請最優秀的教師、、透過電視大屏幕教學透過電視大屏幕教學，，為我們年輕下為我們年輕下
一代培養出才智雙全的好青年一代培養出才智雙全的好青年。”。”

他接著說他接著說：“：“國際文化體育交流是當今全世界最流行的媒體項目國際文化體育交流是當今全世界最流行的媒體項目，， 諸如拳擊大賽實況轉播諸如拳擊大賽實況轉播、、國際小姐選美大賽國際小姐選美大賽、、
都是我們在積極籌辦之中都是我們在積極籌辦之中。。美南日報也將進行改版美南日報也將進行改版，， 我們將加強每日社論專欄及僑社及地方新聞我們將加強每日社論專欄及僑社及地方新聞 ，，並將在一稿二用之並將在一稿二用之
情況下讓每晚之電視新聞更加充實情況下讓每晚之電視新聞更加充實。”“。”“社群媒體將加強人員負責編排社群媒體將加強人員負責編排，，其中最主要的是通過美南新聞官網其中最主要的是通過美南新聞官網www.scdaiwww.scdai--
ly.comly.com、、 YouTubeYouTube 、、臉書臉書、、 微信微信 ，，播報即時新聞播報即時新聞。。

休斯頓第休斯頓第185185區法官區法官Jason LuongJason Luong、、埃塞俄比亞駐美國榮譽總領事埃塞俄比亞駐美國榮譽總領事 Hon Gezahden KebedeHon Gezahden Kebede、、密蘇裏市前市議員密蘇裏市前市議員DannyDanny
NguyenNguyen、、誠信產權公司律師林富桂等上台發表祝賀詞誠信產權公司律師林富桂等上台發表祝賀詞，，祝願美南新聞集團通過不斷繼續的努力祝願美南新聞集團通過不斷繼續的努力，，利用豐富的資源更好利用豐富的資源更好
地為社區服務地為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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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紀實文學

3月 19日，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中首次使用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击中并摧毁了位于乌克兰

伊万-弗兰科夫州杰里亚金的弹药库和尼古拉耶夫

州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燃料库，这是历史上高超音速

武器首次投入实战。

“匕首”的型号为KH-47M2，由米格-31携带

和发射，射程2000公里，速度达到M10。一般认为

，“匕首”的基本技术源自“伊斯坎德尔”短程弹

道导弹，但飞控和飞行方式是全新的。比较“伊斯

坎德尔”和“匕首”，容易看到，加上了一小段带

弹翼的助推器，此外外观、尺寸都非常相像。

两者怎么看，怎么像

“伊斯坎德尔“在苏联末期的1988年为替换

”圆点“导弹而研制。苏联瓦解后，研发拖拖拉拉

，直到1996年才首次试射，2006年才批量生产和

列装，射程475公里，最大速度M6-7。从地面改到

空中发射后，米格-31本身的初始速度和高度使得

”匕首“的射程增加到2000公里，最大速度增加

到M10。据认为，“匕首”更接近压低弹道的弹道

导弹，速度确实达到高超音速，全程都在大气层内

，因此具有全程弹道修正能力，但机动能力依然与

真正的滑翔弹有本质区别，尤其缺乏大幅度横向机

动能力，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高超滑翔弹。

不是能达到高超音速、有一定滑翔能力的都是

高超滑翔弹，就像不是有一定滑翔能力的都是滑翔

机一样。高超滑翔弹需要以气动升力的滑翔为主要

飞行模式，具有较大的横向机动能力，这需要弹体

有较高的升阻比和气动控制能力。“匕首”这样的

旋成体不是一点滑翔能力也没有，但升阻比不高，

是很糟糕的滑翔体。乘波体才有足够高的高超音速

升阻比，看看东风-17就知道了，哪怕看看朝鲜的

火星-8也行。

美国空军的AGM-183屡败屡战，但在滑翔体

构型上还是有追求的，坚持用乘波体，就是粗壮的

白色助推器前端黑色的箭簇体

退而求其次用旋成体也不是不行，但还得稍微

上点心才好，像美国陆军的LRHW

即使旋成体，也可以稍微上点心。美国陆军的

LRHW就放弃先进性，只求及早形成战斗力，用了

成熟可靠的旋成体。双锥体的升阻比比单锥体好，

尾翼的气动控制能力好，至少解决了有无问题。

双锥体之间不一样。“伊斯坎德尔”有双锥体

弹头，但那是为再入时帮助拉起而设计的气动构型

，并不是为高超音速滑翔用的。再入拉起有有限的

增程作用，更大的作用是在拉高过程中减速，帮助

最后阶段的光电制导下的精细瞄准。

改成“匕首”时，为了降低阻力，增加射程，

双锥体改成单锥体了。相比于“伊斯坎德尔“新增

的额外助推器在燃料用完后抛弃，主助推器在燃料

用完后不分离，与弹头一起，整体砸向目标。弹翼

和燃气舵全程工作，这是比较特别的。燃气舵一般

寿命有限，只在弹道导弹的上升段工作。现在在飞

行中，燃气舵用于粗调，补偿小尺寸弹翼的舵效不

足；弹翼用于细调，提高调节精度，但较小的弹翼

降低阻力，有利于增加射程。

“伊斯坎德尔“上升和”匕首“最初加速后，

主助推器主要用于水平推进。由于弹道压低，全程

都在大气层内，“伊斯坎德尔”和“匕首”具有全

程弹道修正能力。这是为精确命中目标而作的机动

，比只有在大气层外返回的再入段才有很短的气动

控制段要有利得多，但与滑翔弹的大幅度横向机动

有本质不同。“伊斯坎德尔”的命中精度在5-7米

以内，“匕首”应该相似。

“伊斯坎德尔”作为“圆点”的替换，不要求

有多大射程，也受到《中导条约》限制，只有475

公里。空中发射后，不再受到《中导条约》的限制

，米格-31的初始速度和高度使得“匕首“的射程

增加到2000公里。米格-31因为速度快、航程远，

武器系统为远程截击而优化，特别适合用于广袤国

土的防空作战，数量并不富裕。但作为“匕首”的

载机，载重量够大，速度和升限的加成作用更大。

为此，俄罗斯空军特意拨出一个独立团的米格-31

，用作“匕首”的载机，并在乌克兰作战中发挥了

作用。相比之下，苏-27/30的载弹量或许更大，但

速度和升限都不及米格-31，对射程的加成较小。

米格-31携带“匕首”其实空间并不富裕，米

格-31的机腹是平坦的，没有苏-27那样双发之间的

“隧道”，“匕首”挂在机腹下，离地净空很小了

“匕首”的技术水平或许可以争议，但首战的

象征意义无可争议。“匕首”或许作为高超滑翔弹

有点勉强，其机动能力和命中精度依然远超传统弹

道导弹。

在“匕首”首战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

CBS访谈上特意指出，俄罗斯动用高超弹，并不对

乌克兰战争带来颠覆性的变化。拜登也商界圆桌会

议上说，俄罗斯是没办法了，才狗急跳墙用高超弹

。

俄罗斯肯定有炫技的因素在内，但弹药库和燃

料库确实是特别适合的目标。

杰里亚金的弹药库据说是苏联时代的核武器仓

库，深藏地下，十分坚固。尼古拉耶夫的燃料库应

该也差不多。传统上，这样的硬目标只有用重磅钻

地炸弹打，穿透很厚的土层和混凝土顶盖后再引爆

，达到最大效果。俄军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钻地炸

弹，俄军也对出动飞机轰炸比较束手束脚，“伊斯

坎德尔”可能射程不够，“匕首”正好。

不管是真高超还是伪高超，“匕首”的再入速

度明显高于航空炸弹，击中时的动能巨大，毕竟动

能与速度成平方关系，与重量倒是只有线性关系。

动能对于毁伤的作用不宜低估。陨石击中地球

的时候，产生巨大破坏，就是因为巨大的动能在剧

烈减速中转化为巨大的热能，引起强烈的爆炸。说

到底，炸药爆炸也是通过剧烈的化学反应产生巨大

的热能，才引起破坏的。

俄军为“匕首”的目标选择是有讲究的，并不

仅仅是战略价值高，也是因为二次效应强烈。弹药

库里充满弹药，被击中后的巨大热能引爆弹药，引

起强烈的二次爆炸。燃料库里也是一样，如果燃料

气化后充斥空间，引发的二次爆炸更加剧烈。事实

也确实如此，杰里亚金被击中后的惨相与“匕首”

的战斗部不成比例，康斯坦丁诺夫卡估计也好不了

。换句话说，如果击中的是指挥通信中心，没有二

次效应，可能战果没有那么大。

这也是对北约的警示。

据报道，配备“匕首”的米格-31团驻扎在下

诺夫哥罗德，位于莫斯科以东。米格-31的速度和

航程使得发射位置可以在很大范围里变化，包括陆

地边境外但依然相对安全的波罗的海和黑海，从加

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西部边界发射，更是覆盖欧洲

主体。

“匕首”的弹道特征介于弹道导弹和“真正的

”高超滑翔弹之间，比前者低平、飘忽，但没有后

者的大幅度横向机动能力。乌克兰只有老式的苏制

防空导弹，除非运气好，拦截是无能为力的。仅有

的S300早期型号或许有点希望，但可能已经在战

斗中消耗完了。

北约的处境更好，不仅有“爱国者”防空导弹

，还有英国“天剑”和法国的SAMP/T，前者的

“增程通用防空模块化导弹”（CAMM-ER）和后

者的“紫苑30导弹具有一定的反导能力。但”爱

国者“PAC3还算具有像样的末段反导能力，有可

能能拦截”匕首“，CAMM-ER和”紫苑30“就可

能勉强了。

幸好俄军没有东风-17那样的真正的高超音速

滑翔导弹。

“匕首“的第一次实战是战争史上重要的一节

，这只是高超音速武器实战化的序曲，但依然震耳

欲聋。

首次实战，来自俄罗斯高超音速的第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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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小林：港應推進中醫藥三易落地
“易懂”“易行”“易得” 鼓勵常態化使用惠民

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到港考察五天，專家組組

長、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2日會見傳媒時表示，香港使用

中醫藥治療新冠患者有一定成效，特區政府應增加中醫對新

冠治療的介入，推進中醫藥“三易”落地，即“易懂”、

“易行”、“易得”，讓居家人群懂得如何適當使用中醫

藥，而方艙醫院等收治設施應執行統一標準化的中醫治療方

案，以及市民能及時獲得基本中醫藥指導資訊。他又希望長

遠將中醫藥納入香港醫管局體系，鼓勵市民日常多使用中

藥，認為常態化使用將惠及更多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
家組組長仝小林率領的內地中醫專家組，2日考
察了多個醫療設施及暫託中心，更先後到兩間分
別位於大角咀和黃大仙的安老院舍視察，了解安
老院舍應對第五波疫情的情況，以及中醫診療服

務的交流運作模式及病人情況。
在考察院舍期間，專家組聽取了安老院舍負

責人介紹其應對第五波疫情的情況，包括院友和
員工接種疫苗的安排、安老院舍的預防感染措
施，以及特區政府在疫情期間向安老院舍提供的
各項支援等。其中一間安老院舍參加了香港醫管
局的“安老院舍中醫診療服務”，院舍負責人向
專家組介紹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的院友接受中醫
藥診療後的康復情況。專家組亦與負責在該安老
院舍提供中醫藥服務的中醫師團體的代表交流運
作模式及病人情況。

赴暫託中心聽取運作簡介
2日，專家組又到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

制中心，聽取了醫院管理局簡介中心的運作情
況，並參觀隔離病房和化驗室。其後，一行人到
訪亞洲國際博覽館的新冠治療中心，了解中心的
運作模式，並與駐診中醫師就“新冠住院病人中

醫特別診療服務”的推展交流。專家組亦在香港
醫療團隊及內地援港醫療隊成員陪同下，進入隔
離區域親自了解病人情況，並就個案進行研討。

專家組其後到作為定點救治醫院的伊利沙伯
醫院，聽取院方代表簡介運作情況，並與深切治
療部醫療團隊就治療危重新冠病人的臨床經驗進
行個案研討。

專家又前往設於觀塘彩榮路體育館的暫託中
心，了解中心的運作情況。他們先聽取社會福利
署和醫管局的代表介紹中心接收長者病人的機
制，其後與保良局人員組成的照顧團隊交流，了
解入住長者的健康狀況和照顧需要。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的代表介紹了在暫託中
心內為新冠確診長者提供中醫藥診療服務的情
況。有關服務採用中西醫協作模式，由中西醫共
同巡房及訂定醫療方案，並為病人處方合適中
藥，紓緩症狀及調理身體，合適的病人亦可在中
心獲處方兩款新冠口服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
政府專家顧問、香港中文大學呼吸系
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2日表示，疫苗對
Omicron BA.1和BA.2的新型混合病毒
株“XE”仍有效，惟無論接種哪款疫
苗，抗體均會隨時間下降，故市民有
必要接種第四針。專家小組與特區政
府相關部門周內開會時，會討論接種
第四針的安排，估計會優先為長者接
種。

許樹昌2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美國、以色列等地已經開始打第四
針，而香港的高危感染人群，例如免
疫系統失調患者、需洗腎人士亦可打
第四針。周內，專家小組會與政府部
門開會，商討何時開展第四劑疫苗接
種安排，估計會由長者群體開始接
種，料與第三針之間需相隔3至6個
月，但要視乎政府配套及安排，才能
決定何時落實。

英國早前發現Omicron BA.1 和
BA.2的新型混合病毒株XE，許樹昌表
示，該病毒的傳播力較香港目前流行
的Omicron BA.2高約一成，但感染後
的嚴重程度應該不會增加，“未去到
令人擔心的地步”，又強調接種疫苗
後提供的T細胞功能，能夠避免重
症。

被問及何時是全民檢測的合適時
機，許樹昌認為，當疫情到“水尾”
卻遲遲未能“清零”，即代表疫情未
能徹底遏止，若要與內地恢復正常通
關，就需要進行全民核酸檢測並配合
一定程度的居家令，才能盡可能“清
零”，並建議全民檢測第一輪可使用
快速抗原測試找出一批確診個案，第
二輪則為全民核酸檢測，並可使用混
合樣本化驗，增加效率。

專家組訪院舍了解防感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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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竹君：本地感染情況較“外防輸入”更須關注

◆由仝小林率領的內地中醫專家組2日到兩間安
老院舍視察，了解院舍應對第五波疫情的情
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2日新增的
新冠肺炎確診個案進一步回落至4,475宗。隨着特
區政府取消九個國家的“禁飛令”，輸入個案回
升至18宗，其中13宗患者是撤銷“禁飛令”當日
抵港。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
示，相比“外防輸入”，她更憂慮本地擴散的問
題，香港即將有多日假期，擔心社區人流增多，
疫情或有反彈風險。

香港2日再多4,475宗確診個案，第五波疫情
至今累計逾115.5萬宗確診個案。過去一天再多
116名患者離世，今波疫情累計7,848名患者不

治，整體死亡率0.68%。

澄清“XE”未流入社區
張竹君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2日新增確診個

案包括18宗輸入個案，其中13人於1日、即九國
“禁飛令”撤銷當日抵港，分別來自菲律賓、新加
坡、瑞士、英國、泰國等，其中4人乘坐阿聯酋航
空EK384從曼谷到港，特區政府已禁止該航空公
司客機3日至本月9日期間由杜拜或曼谷抵港。有
兩名確診者則乘坐新加坡航空SQ894從新加坡到
港，其餘5宗輸入性個案是較早前抵港，包括機

組人員。張竹君表示，隨着九國“禁飛令”取
消，輸入個案趨增屬預料之中。

張竹君日前將兩名感染Omicron BA.1、BA.2
複合型病毒的抵港者誤作Omicron XE，她2日解
釋，在與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潘烈文了解
過後，發現溝通上有誤解。Omicron BA.1 及
BA.2有多種複合性病毒，並非所有複合病毒都屬
於“XE”，而該兩名來自荷蘭輸入性個案並非
Omicron XE患者，香港社區之後亦未有發現該
複合病毒，暫時對香港未構成較大威脅，但特區
政府將繼續密切留意。

仝小林表示，到港數日，專家組先後到訪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醫管局、

保安局等政府部門，亦前往中醫診所、北大嶼
山醫院、亞博館、長者暫託中心及伊利沙伯醫
院深切治療部等設施實地考察，又與香港中醫
藥界及西醫同仁展開溝通。

他讚揚相關部門對專家組工作支持配合，
接下來小組會繼續與香港中醫業界作深入溝
通、到訪浸會大學中醫抗疫遠程醫療中心，以
及研究兒童新冠治療情況。

讓居家人群懂使用中醫
仝小林形容，中藥關乎整體調理，而西藥

是針對“標靶中心點”，輕症患者就算正服用
退燒、抗病毒或新冠口服藥，經診斷相隔足夠
時間亦可服用中藥，相輔相成。被問及如何發
揮中醫藥優勢參與香港抗疫，他認為要實現
“三減三重一優先”的總目標，需要增加中醫
藥對新冠治療的介入，推進中醫藥“三易”落
地，爭取做到“全鏈條、全覆蓋”。

他解釋，“三易”是指“易懂”、“易

行”、“易得”：
“易懂”是讓居家人群懂得如何使用中醫

藥，例如特區政府發放的防疫服務包中就有中
成藥，需要讓市民準確地選擇和使用適合自己
的中藥；

“易行”指統一方案，方艙醫院、暫託中
心等收治患者的設施應有一套標準化、統一中
醫治療方案，並向在港中醫師進行培訓和推
廣；

“易得”主要針對新冠患者及家居密切接
觸者等，他們可能需要中成藥預防感染或中醫
知識科普，因此要容易取得相關指導。“比如
一些最簡單的科普資料，讓市民分清自己的體
質，屬於寒、熱、濕、虛哪一種，才能對症用
藥治療。”

仝小林引用了世界衞生組織1日在官網上
公布的最新報告，以佐證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
的良好效果。世衞評估報告認為，中醫藥能有
效抗擊新冠肺炎，特別是針對輕型和普通型病
患，可顯著減少有關患者轉為重症的風險，亦
能夠減少他們的臨床症狀改善時間和住院時

間，同時改善患者預後。報告亦認可中醫藥具
有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並鼓勵世衞組織成
員國將中醫藥等傳統醫藥干預措施，納入新冠
肺炎臨床管理規劃，採取中西醫結合的整合治
療模式。

香港醫管局近日引進兩款新冠口服西藥，
部分獲處方患者不清楚有關西藥是否可以跟中
藥一同服用。

他說，西藥與中藥並不衝突，可一同服
用，但兩者最好間隔半小時。他說，在內地治
療重症、危重新冠患者時，經常應用中西藥聯
合用藥。

倡中醫藥全面納入醫管局體系
仝小林又表示，中醫藥不僅在今次疫情中

能夠起到應急救治作用，長遠亦應在香港醫療
體系中立足。他建議特區政府將中醫藥全面納
入醫管局體系，除了緊急豁免下使用，在常態
下也可廣泛應用，相信若得到政府大力推進，
消除政策和技術限制，將可惠及更多香港市
民。

在持續兩年多的新
冠疫情中，中醫藥在多
次關鍵抗疫戰中發揮作
用，最早可追溯至 2020
年初湖北省武漢市封城
時。中央政府援港抗疫

中醫專家組組長仝小林當時在武漢中醫團
隊參與了“全鏈條”患者救治，包括“未
病先防、已病防變、瘥後（痊癒後）防
復”。

在“未病先防”方面，仝小林介紹，
當時武漢是寒冬，除了新冠肺炎，很多感
冒和流感患者也有相似病症，最開始時疑
似病人確診率很高，早期干預治療一個月
後，疑似確診率就下降至3%。

他強調，及時介入治療可減輕早期的
胸悶氣短、腹瀉等病症，提升病人免疫功
能。

在“已病防變”上，他指出，武漢治
療團隊曾對721例輕型和普通型病患進行兩
組對照治療，其中使用中藥干預組的轉重
症率是零，未使用中藥干預組則是6.5%。
在重症患者治療中，武漢兩間大型醫院使
用中醫湯劑的重症死亡率亦降低八成。

康復期患者往往會出現肺功能減退、
肺纖維化等後遺症。多項研究證明中成藥
干預能夠改善預後，是為“瘥後防復”。

仝小林直言，今次香港疫情高發程度
較武漢更大，感染者達百萬計，而香港人
口特點就是老齡化嚴重，長者的全身系統
都會有一定程度的衰老，很多長者都有中
醫理論上的“氣虛”或“瘀”。

冀更大規模在安老院推廣
他認為，中醫擅長調補，長者亦對中

醫有較高接受度，在香港抗疫中，可適當
調整處方，例如在虛弱長者藥方加入黃芪
等補虛藥物。

據他了解，目前香港約800間安老院的
中醫藥覆蓋率為四分之一，比例還有待提
升，以及需要增加中醫在長者病患康復期
的介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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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小林希望港府長遠將中醫藥納入香港醫管局體系，鼓勵市民日常
多使用中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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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日，電影《最好的我們》續

篇《暗戀· 橘生淮南》發布「跟在你身

後」版30秒預告及「下雨天」版海報。

該片由八月長安同名小說改編，黃斌導

演，張雪迎、辛雲來領銜主演，講述了

洛枳與盛淮南長達十餘年的青春暗戀故

事。影片將於2022年5月20日世界告白

日上映。

一個人的暗戀是傾盆大雨時的
躲躲閃閃不敢打擾

影片今日發布的「下雨天」海報中

，男主角盛淮南看著天台留言牆上的字

一點一點被沖洗掉，而留言的另一位主

人公卻躲在牆的另一邊，淋濕的髮絲搭

著低垂的額間和脖頸，即使一牆之隔，

女主角洛枳還是忍不住瞄向男生的方向

，握緊的手更是透露了女孩緊張、遺憾

、不敢打擾的心情。兩人立在牆的兩側

，各懷心事，遺憾錯過。曾經互不熟悉

的兩人，通過天台留言牆上的文字，分

享彼此的生活，走進對方的心底，還來

不及告訴對方名字，一個突然而至的下

雨天卻打斷了這場未曾露面的交流。大

雨應該沖洗掉的不是兩人惺惺相惜的回

憶，而是因過分小心翼翼而籠罩心頭的

陰霾。雙向暗戀的兩個人互相錯過，才

是青春里最大的遺憾。5月20日，不留

遺憾，大膽告白。

海報發布的今日正是4月1日愚人節

，常常有人借這個特殊的節日向暗戀的人

表白，為的是告白失敗了也有一條「愚人

節快樂，我只是開玩笑」的退路。真心話

不該借玩笑說，告白也可以找一個有儀式

感的日子，比如在5月20日世界告白日，

約上暗戀的人看電影《暗戀· 橘生淮南》

，借電影表白心意，不要讓青春留下後悔

和遺憾，「5· 20」暗戀會成真！

兩個人的奔赴是晴空萬里時的
校園漫步互表心意

而今日發布的「跟在你身後」版預

告，沒有了暗戀錯過的遺憾，有的是雙

向暗戀的甜蜜。「兩個人墜入愛河，只

有一個人知道不是巧合。」短短30秒，

道出了少女暗戀時的默默付出，也訴說

著一直偷偷跟隨盛淮南的「小尾巴」洛

枳，迎來了她的暗戀成真，等來了喜歡

的男生對她說「從今天開始，換我跟著

你」。當你暗戀一個人的時候，那個人

可能也在悄悄喜歡你。5月20日，大膽

說出我愛你，暗戀變熱戀。

筆記本上TA的身影、天台留言牆

上僅有且唯一的聯繫、偷偷跟在TA身

後的習慣，都是暗戀的證據。透過洛枳

，我們看到了多少暗戀時自己的影子？

透過盛淮南，我們中又有多少人希望自

己的小心思能被溫柔回應？看過預告和

花絮的網友表示，「張雪迎演出了洛枳

的小心翼翼和驕傲倔強，辛雲來也兼備

盛淮南的紳士風度和少年感，預告就讓

人心動，更期待電影了！」想收穫這對

「好天氣」CP的小確幸，5月20日邁出

第一步，從看電影《暗戀· 橘生淮南》

，大膽說出「我愛你」開始。

電影《暗戀· 橘生淮南》由八月長

安同名小說改編，黃斌導演，張雪迎、

辛雲來、伍嘉成領銜主演，劉琳、辣目

洋子、何藍逗、張熙然、果靖霖、代樂

樂特別出演，姜宏波、林子燁友情出演

，李希萌、毛雪雯特別介紹出演。不要

把真心話混在愚人節的玩笑里，5月20

日，大膽說出我愛你！

《暗戀·橘生淮南》愚人節發布新預告
講述長達十餘年的青春暗戀故事 真心話不借玩笑

近日，導演婁燁在社交平台曬出一張工作草圖，

宣布新片部分殺青。繼上一部《蘭心大劇院》合作一

眾國內外大牌明星之後，此次新片的陣容再次眾星雲

集。易烊千璽、李現等演員的粉絲們更是占領了導演

這條微博的評論區前排，對新作表現出超高期待。

圖片中公開了影片的部分演員陣容，除近年電影

成績亮眼的易烊千璽外，還有王傳君、趙天愛、章宇

、李奧洋、春夏等人。

婁燁在微博中寫道：

「這張工作草圖一直貼在我外景駐地的牆上。我

知道你們在這段時間裡經歷了什麼，我很高興與你們

合作並與你們一起共同面對挑戰和未來。你們是中國

新電影的驚喜和希望，謝謝你們的努力！也感謝所有

參與者以及眾多藝術家們的幫助和支持，感謝我的主

創團隊和所有工作人員，感謝你們長達一年多的辛苦

工作，以及那難忘的跨越五省七市的漫長旅程，謝謝

你們的陪伴。祝願大家做一個幸福的人，心隨所願，

順利平安！春暖花開再見。」

據了解，這部電影原定名《三個字》，在今年1

月福萊魔石影業發布的年度片單上曾有提及。影片講

述大光哥回憶里的故事——缺乏勇氣而沒有說出口的

愛情和朋友們跟命運交織搏鬥的生命力，從而啟發我

們要珍惜當下，懷抱對生活美好的信仰，無論走多遠

都不要忘記來時的路，本分踏實的做人，勇敢的面對

人生。看影片簡介，依然是婁燁擅長和鍾愛的講述個

體面對選擇的強情感題材。

相比於現在這個看上去很「正確」的劇情簡介，

還是早些時候公布的這版海報上「我們看錯了世界，

還反說世界欺騙了我們」的slogan更婁燁一些。

婁燁調教演員獨樹一幟在行業內是出了名了，許

多與婁燁合作過的演員都會對這位導演的工作方法念

念不忘。郝蕾、齊溪、秦昊、張頌文等公認的實力演

員都曾是婁燁導演的御用。婁燁幾乎不會用攝影機限

制演員，張頌文曾在談及與婁燁的合作時說劇本里有

三行字，別的劇組演可能幾十秒，但在婁燁的劇組裡

，有本事可以演一個小時，導演都不會喊停，「演他

的戲會很嗨，演員的職業感和榮譽感會油然而生。」

首次參演婁燁導演的易烊千璽毫無疑問已經是當

下華語電影最當紅的青年演員，《少年的你》高起點

觸電後，春節檔的兩部主演新片《奇蹟》和《水門橋

》的加持下，他已經成為國內第一個破100億票房的

00後演員。當紅流量是否能夠在文藝片領域保持票房

的號召力值得期待。

此輪階段性殺青後，易烊千璽也在自己的ins上

更新了幾張極具風格化的圖片，看來已經被婁燁帶入

了異色感的藝術氛圍之中。

《三個字》目前在豆瓣上的詞條顯示為2022，

不過按照婁燁以往的出片速度，影迷們想要在短時間

內看到這部電影，可能希望不大。婁燁最近的兩部影

片《風中有朵雨做的雲》2016年殺青，2019年上映；

《蘭心大劇院》2018年殺青，2021年上映。此外，網

傳婁燁還有另一部以新冠疫情為背景的影片已經拍攝

完畢。

電影很難，市場很冷，但總有值得期待的理由。

易烊千璽李現
加盟婁燁新片

老鷹和狐狸，為了保護各自的孩子，大打

出手；獵隼和麻雀，本是一對天敵，卻在同一

個鳥巢上下成為鄰居；還有蒙古野驢，為了血

脈的延續，把親生子女趕出大家族……

這些立體真實、清晰生動的野生動物故事

，出自上海廣播電視台與上海科技館聯合推出

的全國首部8K超高清草原生態紀錄片

《草原，生靈之家》中，成為了內蒙古

生態文明建設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果的

生動展現。

《草原，生靈之家》圍繞「家」這

一主題展開，從空中、陸地、水下等

物種的多維視角出發，記錄下大鴇、

黃羊、蒙古野驢等30多種國家一級保

護動物罕為人知的自然狀態。同時，

片中錫林郭勒和呼倫貝爾大草原，以

及呼倫湖、烏梁素海等多處名勝的壯

美風光，全面地展現出了內蒙古生態

優先、綠色發展之路。

這部將在東方衛視播出的自然類紀錄片

，由上海廣播電視台全資投入，與上海科技

館聯手推出，代表了上海的紀錄片創作和自

然科學研究、科學普及領域相結合的領先水

平。據悉，該片將在上海最新落成的8K全景

聲視聽展示基地-自然博物館思維影院向公眾

放映，這將是中國首部公開放映的8K標準超

高清生態類電影。

這次擔綱導演的是上海廣播電視台紀錄片中

心的唐欣榮導演，專門從事野生動植物紀錄片的創

作，主要作品包括《黑頸鶴》《蒙新河狸》《蔚藍

之境》等，屢獲國內外大獎，他介紹說，野生動物

紀錄片拍攝的難點在於，它們都生活在偏遠、人跡

罕至的荒野，而且機警、怕人，不好接近。想要多

角度地展現野生動物最自然的狀態，講好故事，必

須要用高倍長焦、微距、航拍等最先進的攝影設備

，然後對野生動物習性的充分了解，使用隱蔽技術

，耐心守候，才有可能成功。

據悉，整個2021年的野外拍攝，還遇到了

新冠疫情，以及罕見的暴雨洪水災害等各種突

發狀況和自然災害。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攝

製組克服了重重困難，走訪了內蒙古自治區12

個盟市中的8個，走遍了大半個內蒙古。

8K超高清紀錄片《草原，生靈之家》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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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台灣影評人協會獎4月1日公布，

《緝魂》張震與《當男人戀愛時》邱澤並列本

屆最佳男演員獎得主，最佳女演員獎則由《瀑

布》中賈靜雯繼成為金馬影后之後，再得一獎

。《美國女孩》延續去年金馬獎的得獎運勢，

一舉拿下最佳影片與最佳編劇獎。

會員們針對本次討論相當熱烈，最快選出

結果的是最佳影片，第一輪就輕鬆選出《美國

女孩》。最激烈的則是最佳導演與最佳男演員

，經過多輪激戰討論。

《美國女孩》在主觀沈溺和客觀冷靜之間

取得一個巧妙平衡。每個角色的塑造相當成功

，都有屬於該角色的轉折與溫度，整部片節奏

沉穩、情感節制但深情款款。兩位編劇阮鳳儀

與李冰同時獲得最佳編劇獎的肯定，也是經過

三輪的激烈投票與討論後的成果。

賈靜雯在《瀑布》堪稱教科書級演技，演

員獎激戰最久當屬最佳男演員獎，直到最後都

僵持不下而決定讓兩位男演員並列。張震在

《緝魂》從外型到說話方式、走路姿勢都展現

了苦痛，邱澤在《當男人戀愛時》把卡通化的

暴力以刻板異性戀的「台客流氓」形象鬆軟不

少、把「我就爛」演出迷人神氣。

鍾孟宏在《瀑布》以驚悚的氣氛詮釋一對當

代母女的緊張關係，獲得最佳導演獎的肯定。本

屆特別表揚負責電影《哭悲》特殊化妝的張甫丞

，張甫丞會在影視聽中心舉辦的第二屆「影視聽

傑出工作者」頒獎活動中受頒此殊榮。

台灣影評人協會獎開出雙影帝
張震邱澤與賈靜雯稱帝后，美國女孩最佳影片

台中市政府為了提升全民運動風氣，落實「酷城市、酷運

動」，不只規劃全民運動、競技運動、運動產業及運動設施四

大面向，更推廣女性運動、原住民運動、銀髮族運動等各種主

題活動。台中市影視發展基金會所屬「中山73影視藝文空間

」響應政策，特別在四月份主題單元推出五部以運動為主的熱

血電影，更祭出「體育生看電影優惠方案」，只要是體育系或

體育班學生至中山73觀看主題單元電影，於購票時提出相關

證明，即可享兩人同行一人免費的優惠票價，歡迎四月來台中

一起肖運動。

四月主題「攀向巔峰」 五部電影讓你熱血沸騰

四月份中山73推出主題單元「攀向巔峰」，精選五部以

運動為主題的電影，題材包含國人最喜歡的棒球運動外，還有

衝浪、跆拳道等，內容輕鬆幽默、深刻感人及歷史紀錄等兼具

，適合所有觀眾欣賞。除了「體育生看電影優惠方案」外，配

合運動主題更推出穿著棒球裝至中山73看電影，拍照打卡即

贈送Hedgren隨行水杯乙個限量優惠，好康大方送，千萬不要

錯過了。

第一部登場是輕鬆的運動喜劇《我和我的冠軍籃球隊》。

這部西班牙電影講述職業籃球隊教練馬可，如何帶領一群毫無

運動神經的身心障礙者邁向冠軍之路。本片由真實身障素人演

出，一上映就榮登西班牙電影年度票房冠軍，笑中帶淚的劇情

也代表西班牙角逐2019奧斯卡外語片。四月的第一天，就走

進中山73觀看《我和我的冠軍籃球隊》吧！

青春、夢想的代名詞 甲子園汗水與淚水全記錄

另外主題單元特別推薦給熱愛棒球的影迷《青春：第50

屆日本全國高中棒球錦標賽》及《甲子園：夢想競技場》。兩

部片分別記錄了不同時代日本高中棒球員們的憧憬與嚮往，講

述球員們在「甲子園球場」追逐榮耀、揮灑汗水的故事。《青

春：第50屆日本全國高中棒球錦標賽》記錄1968年的夏季甲

子園，那是第50屆日本全國高中棒球錦標賽，從兩千多所學

校脫穎而出的48校菁英隊伍，準備爭奪獨一無二的至高榮耀

，片中更穿插珍貴歷史畫面，細數甲子園的變遷史，是一部具

備歷史意義及見證永不放棄精神的傳奇傑作。

相隔五十年，《甲子園：夢想競技場》再度記錄了競爭激

烈的夏季甲子園競賽，橫濱隼人高中與花卷東高中，同為甲子

園常客的兩校隊伍，將會由哪隊創造奇蹟，奪下冠軍？喜歡棒

球的影迷朋友千萬不要錯過「看電影、穿棒球服、拿好禮」。

除了運動精神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主題單元也精選兩部韓國電影，《竹島衝浪日記》由《加

油吧！李先生》的全慧彬與《機智牢房生活》朴浩山所主演，

是韓國首部以衝浪為題材的電影，但內容更多是在講述人與人

之間的交流，如同電影中的台詞「別只想著要站起來，盡情感

受波浪吧！」感受當下的感覺、感受與人的互動才是這部電影

傳達給觀眾的訊息。

《師範：跆拳道領袖》，記錄韓國跆拳道領袖姜信哲與冠

軍女兒的熱血心路歷程。姜信哲館長在伊朗培育了數千名的徒

弟後，回到韓國的水原開設了南昌道館，熱愛跆拳道的父親與

女兒，他們所夢想的跆拳道究竟為何？兩部不同類型、不同運

動種類的電影，都在傳遞著運動精神之外的人的情感。

台中 「中山73」 響應
「酷城市、酷運動」

四月推出運動主題
優惠全台體育生看電影

由新生代高顏值演員林上豪、

石承鎬、鄭齊磊、李見騰主演的原

創BL台劇《正負之間》即將於4月

15日在CATCHPLAY+影音平台獨家

上架。在今日釋出的全新預告中

(https://youtu.be/FHgDZ6EZJEE)， 彼

此以兄弟互稱的「鄭傅CP」鄭則守

與傅理躬，在擁護這份兄弟情長達

二十年後，竟悄悄地萌生超越友誼

的情愫，當鄭則守幫傅理躬抓癢時

，調皮的傅理躬故意捉弄他：「左

邊一點、右邊一點…」鄭則守故意

鬧脾氣甜笑喊：「不要得寸進尺把

我當佣人使喚喔…」「鄭傅CP」甜

蜜的互動，令人臉紅心跳，最後鄭

則守獻上深情喊話：「我就覺得很

多事情，只想要你這個兄弟陪我一

起…」全新預告亦大量放送雙CP的

各種害羞時刻，包含貼心餵食、浪

漫仙女棒、心動壁咚、以及令人臉

紅的共枕，讓即將來臨的春天，更

加令人期待！《正負之間》將於4

月15日起，每周五中午台日同步上

線更新最新一集，台灣地區獨家在

CATCHPLAY+影音平台上架，日本

地區將於Rakuten TV、Video Mar-

ket同步播出。

另一方面，《正負之間》副CP

「加簡CP」是白天上班的老式

洗衣店老闆簡英澤，與晚上五

光十色的酒吧萬人迷bartender

加藤勇氣，黑夜的與白天界線

，讓近在咫尺的兩人，有著最

遙遠的距離，然而，「鄭傅CP

」成為了突破兩人界線的開端

，日與夜的命定交錯終於來臨

，四位主角互相交織的際遇，

愛情與友情的交叉點，將雙雙

萌芽浪漫的愛戀。

《正負之間》由文化內

容 策 進 院 與 日 本 的 Rakuten

Group、 SPO Entertainment、

Video Market， 以 及 台 灣

CATCHPLAY跨平台國際合製

合拍，故事描述鄭則守(林上

豪 飾)與傅理躬(石承鎬 飾)

一路從小學、國中、高中、

大學到踏入社會一直都是伴隨在

彼此身邊的好兄弟，如今既是律

師事務所的同事、也是住在對面

的室友。然而，維持22年的友情

平衡意外動搖，這兩個原本處於

天秤兩端的對等存在開始傾斜，

悸動的心往彼端逐漸滑去，一發

不可收拾...。關於本劇的最新消息

， 敬 請 鎖 定 官 方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plusand-

minusofficial） 、 Instagram （https://

www.instagram.com/plus_and_minus.

official）以及 Twitter（https://twitter.

com/plusminus2022）。

原創話題BL台劇《正負之間》
四位高顏值男主角湊雙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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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美南電視本週節目安排美南電視本週節目安排
44月月44日日--44月月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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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一4月4日晚7點是《生活
》節目的《生活故事會》單元，主
持人黃梅子給您講“被製裁的俄羅
斯首富 寡頭阿布的發家史”。

本周二4月5日晚7點是陳鐵梅

主持的《美南時事通》，帶您欣賞
德州春天的藍帽花。

本周三4月6日晚7點是王潔主
持的《美南時事通》，采訪萬通貸
款。
本周四4月7日晚7點是Sky主持的
《子天訪談錄》。

本周五4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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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晚7:30重播本
周一的《生活》節目之《生活故事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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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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