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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大放送

四月三十日，星期六四月三十日，星期六四月三十日，星期六

5PM - 8PM
每小時最多 2 位幸運兒分享 $5,000 現金

9PM
最多 2 位幸運兒分享  $10,000 現金

10PM
最多 2 位幸運兒分享  $20,000 現金

11PM
大獎得主 50,000 美元現金

從 4 月 10 日開始，通過老虎機或桌面遊戲贏取參賽作品

使用您的免費 Coushatta Advantage Club 卡

抽獎日下午 4 點後通過評分遊戲激活獲得的參賽作品

Coushatta 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賭場度假村 | I-10 44 號出口 | ccrla.com

Advantage Club 會員在 4 月 10 日（星期日）淩晨 4 點至 4 月 30 日（星期六）晚上 11 點期間玩您最喜歡的老虎機或桌面遊戲，即可獲得參賽資格；
一 (1)Advantage Club 等級積分等於一 (1) 個抽獎條目。每位顧客限獲得一 (1) 個獎品。官方規則可在庫沙塔優勢中心獲得。管理層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促
銷活動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促銷不適用於被排除在外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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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in claims victory in Mariupol, U.S. to 
send more guns and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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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IV, April 21 (Reuters) -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claimed victory in the biggest bat-
tle of the war in Ukraine on Thursday, declaring 
the port city of Mariupol “liberated” after nearly 
two months of siege.

However, hundreds of fighters and civilians in 
dozens of bunkers were still holed up inside a 
huge steel works. Putin ordered his troops to 
blockade the complex “so that not even a fly” 
could escape.

Ukraine said Putin wanted to avoid a final clash 
with its forces in the city as he lacked the troops 
to defeat them.

In Washington,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utho-
rized a further $800 million in military aid for 
Ukraine, including heavy artillery, as it faces a 
new Russian offensive in the east.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in 
a video address to the Portuguese parliament, 
begged Western nations to send more weapons 
and to impose more economic sanctions on Mos-
cow.

“This is just the first step (for Russia) to gain 
control of eastern Europe, to destroy democracy 
in Ukraine,” he said. “Your people, who in a few 
days will be celebrating the anniversary of the 
Carnation Revolution that liberated you from 
dictatorship, know perfectly well what we are 
feeling.”

“We are fighting not only for our independence, 
but for our survival, for our people so that they do 
not get killed, tortured and raped,” Zelenskiy said.

He accused the Russian army of committing many 
atrocities in Ukraine, including in Mariupol.

Russia denies targetting civilians and rejects what 
Ukraine says is evidence of atrocities, saying 
Ukraine has staged them. Moscow calls its incur-
sion a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to demilitarise 
and “denazify” Ukraine. Kyiv and its Western 
allies reject that as a false pretext for an illegal 
war of aggression.

Mariupol, once home to 400,000 people, has seen 
not only the most intense battle of the war that 
started when Russian forces invaded on Feb. 24 
but also its worst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ivilians were cut off 
for nearly two months under Russian siege and 
bombardment. read more

Control of the city links territory held by separat-
ists Russia backs in eastern Ukraine’s Donbas re-

gion with Crimea, the peninsula Moscow 
seized in 2014.

Ukrainian fighters remained inside the 
Azovstal steel complex, one of the big-
gest metallurgical facilities in Europe, 
covering 11 sq km with huge buildings, 
underground bunkers and tunnels. Putin 
had told the defenders to lay down their 
weapons and surrender or die.

But in a televised meeting at the Krem-
lin on Thursday, Putin congratulated 
Defence Minister Sergei Shoigu and 
Russian troops for having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combat effort to liberate 
Mariupol”.

He said it was unnecessary to storm the 
industrial zone and ordered such action to 
be cancelled.

“There’s no need to climb into these cat-
acombs and crawl underground through 
these industrial facilities ...Block off this 
industrial area so that not even a fly can 
get through.”

The Ukrainian military said Russian 
forces had nevertheless tried to storm the 
seaport and steel plant.

A view shows damaged buildings in Mar-
iupol
A view shows a damaged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Mariupol
A view shows a plant of Azovstal Iron 

and Steel Works company in Mariupol

While Putin claimed his first big prize 
since his forces were driven out of north-
ern Ukraine last month, it falls short of 
the unambiguous victory Moscow has 
sought after months of combat in a city 
reduced to rubble.

“They physically cannot take Azovstal, 
they have understood this, they have 
taken huge losses there,” Ukrainian presi-
dential adviser Oleksiy Arestovych told a 
briefing. “Our defenders continue to hold 
it.”

But Western officials in London warned 
that Putin could still win in Ukraine de-
spite failing in his pre-war objectives.

President Zelenskiy said 120,000 civilians 
were still being blocked from leaving 
Mariupol.

Journalists who reached Mariupol during 
the siege found streets littered with 
corpses, nearly all buildings destroyed, 
and residents huddled freezing in cellars, 
venturing out to cook scraps on makeshift 
stoves or to bury bodies in gardens.

Ukraine estimates that tens of thousands 
of civilians have died in Mariupol, some 
buried in mass graves. The United Na-
tions and Red Cross say the civilian toll is 
at least in the thousands.

Shoigu told Putin that Russia had 
killed more than 4,000 Ukrainian 
troops in its campaign to take 
Mariupol and that 1,478 had giv-
en themselves up. Those figures 
could not be verified.

Ukrainian deputy prime minister 
Iryna Vereshchuk said 1,000 ci-
vilians and 500 wounded soldiers 
needed to be brought out from 
the plant immediately, blaming 
Russian forces for the failure to 
establish a safe corridor that she 
said had been agreed.

Moscow says Russia has taken 
in 140,000 civilians from Mariu-
pol in humanitarian evacuations. 
Kyiv says some were deported 
by force, in what would be a war 
crime.

President Biden pledged to send 
dozens of howitzers, 144,000 
rounds of ammunition and tacti-
cal drones to Ukraine.

“We’re in a critical window now 
of time where they’re going to 
set the stage for the next phase of 
this war,” Biden sai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ies were 
“moving as fast as possible” to 
provide Ukraine with the equip-
ment and weapons it needs, he 
said.

The new 
arms 
package 
is the 
same 
size as 
an $800 
million 
one an-
nounced 
last 
week. 
The 
president 
also an-
nounced 
plans to 

ban Russian-affiliated ships from 
U.S. borders, adding to a host of 
Western sanctions on Moscow.

After failing to capture the 
capital Kyiv last month and 
being forced to withdraw from 
northern Ukraine, Russian forces 
regrouped this week to start a 
new offensive in the two eastern 
provinces known as the Donbas.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Springtime is here. It is
the season of flowers
competing for beauty. We
should be very grateful
because we are enjoying
the beautiful times again.
This year, spring came

earlier. Our backyard
flowers have been in full
bloom for nearly two
months.

We liv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especially in Texas,
April is the most pleasant
time for us. When we
drove down highway 290
to Austin, the capital of
the state, the famous
bluebonnets were
growing all over the road.
People told me that when
the Former First Lady,
Lady Bird Johnson came
back home from
Washington, DC, she was
the only one trying to

plant the wildflowers all
over the state highway.
Today even though she is
far away from us, we still
remember her especially
in the springtime.

We should feel very
fortunate that we live in
this great land without
war, fear and bloodshed.

Many of us came her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We now call
America our home. We all
need to help each other to
look for a brighter future.

The spring season will be
gone soon, but we still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other springtimes in the
future.

0404//2121//20222022

Joyful Springtime!Joyful Spring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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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ountries Feel Food Price 
Squeeze - A Closer Look

The world is racing to vaccinate its way 
ou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ut an-
other challenge has already emerged for 
some more vulnerable governments and 
economies. Global food prices are at the 
highest in more than six years, driven 
by a jump in the cost of everything from 
soybeans to palm oil because of the large 
demand from China, vulnerable supply 
chains and adverse weather. Some banks 
warn the world is heading into a commod-
ities “supercycle.” Inflation is putting an-
other squeeze on consumers hurting from 
pandemic-induced recession and—in 
some places—falling currencies.

Russia: History Lesson
Memories of soaring prices and emp-
ty shelv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oviet 
Union’s collapse are still vivid for many 
Russians. With his popularity barely back 
from nadirs and protests demanding the 

release of jailed opposition leader Alex-
ei Navalny,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s wary of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food 
costs. 
“Russia may see some real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round food prices,” said 
Hendrix.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tend to be somewhat more permissive 
of these types of “kitchen table issue” 
protests than they are of more general 
campaigns against corruption and au-
thoritarian rule. 

In recent weeks, the world’s No. 1 
wheat exporter imposed tariffs and 
quotas designed to curb sales abroad 
and drive domestic prices lower. Rus-
sia’s largest retailers were also ordered 
to freeze some food prices, with pota-
toes and carrots up by more than a third 

from last year. 
Though, as the Arab Spring demonstrat-
ed, the former can become the latter—
sometimes very quickly.” Russia and 
Argentina have restricted crop shipments 
to suppress prices at home.  
Nigeria: Perfect Storm 
Food prices in Africa’s biggest economy 
make up for more than half the country’s 
inflation index and rose at the fastest 
pace in more than 12 years in January. 

An average Nigerian household spends 
more than 50% of its budget on food. 
The costs are adding to a perfect storm of 
food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have haunt-
ed Nigeria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needed to im-
port goods dried up after a plunge in oil 
prices. Supply bottlenecks and attacks 
on farmers have also weighed on supply 
of agricultural goods. There were also 
shortages of staples such as rice after the 
authorities restricted imports and closed 
land borders for 16 months. They re-
opened in December, but that has done 
little to ease inflation. 

Turkey: Angry Leader
Turkey: Angry Leader As the world’s 
biggest per-capita consumer of bread 
and its top flour exporter, Turkey is par-
ticularly exposed to a rally in commodity 
markets. Food prices rose 18% in Janu-
ary from a year earlier, with sharp jumps 
in staples from grains to vegetables. 
Turkey has grappled with a double-digit 

food inflation for years, but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for President Recep Tayy-
ip Erdogan are increasing as food costs 
hit his core support base along with the 
plunge in the value of the lira.

Erdogan order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crease in food prices. He said oil, 
pulses, vegetables and fruits were the 
“primary concern.” The Trade Ministry 
may impose fines on businesses that sell 
food products at high prices, the presi-
dent warned in January. The trouble is 
that government threats and financial 
penalties in 2019 barely moved the nee-
dle.
India: Balancing Act                                                                                                                                  
Home to the most arable land after the 
U.S., India is the world’s biggest export-
er of rice and the second-largest produc-
er of wheat. At the same time millions 
of people cannot access affordable food 
and the country has some of highest 
rates of child malnutrition.

While costs for staples rose more slowly 
in recent weeks, food remains at the cen-
ter of political tensions that have been 
dominating India. Protests by farmers 
escalated over a move by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s government to liber-
alize the market for crops. Growers are 
concerned the new law will push down 
prices. 
Modi is pushing with reforms that many 

believe are designed ultimately to cut In-
dia’s food subsidy bill,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The government said in January 
it was becoming “unmanageably” large. 
Cuts to food and fuel subsidies have 
often translated into unrest and projec-
tions aren’t looking good in the next two 
years, according to Verisk Maplecroft.
Brazil: Populist Pressure
Populist Pressure Latin America’s big-
gest economy stands out among emerg-
ing markets for having the fastest in-
crease in food prices in the past year 
relative to overall inflation because 
of a sustained decline in the currency, 
according to Oxford Economics Ltd. 
Meanwhile,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s 
popularity is falling to near record lows 
and he’s trying to find new ways to mol-
lify the electorate.
 On Feb. 19, he abruptly removed the 
head of the state-controlled oil company 
after a row over fuel prices. He also has 
been pushing for a new round of corona-
virus aid to the poor after cash handouts 
ended in December.

The trouble is that the money served to 
push up food prices, according to Maria 
Andreia Lameiras, a researcher at the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 Ipea. Rice 
jumped 76% last year, while milk and 
beef soared by more than 20%. “The 
government dispensed money to the 
population with the highest expenditures 
on food,” Lameiras said.  
The cost of securing vital nutrition threat-
ens to widen inequality in a country with 
the biggest income gap in the region, a 
situation that’s only been exacerbated by 
the pandemic. Even if the aid returns, the 
monthly payment would be lower and 
reach fewer people, limiting its scope 
to mitigate extreme poverty.  (Courtesy 
bloomberg.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Global food prices have extended their rally to the highest in almost a decade, 
heightening concerns over bulging grocery bills at a time when economies are 
still struggling to overcome the Covid-19 crisis.

Global Food Costs Surge To Decade High 
 (Article Continues From C7-1)

Editor’s Choice

Volunteers of the Hospitallers Medical Battalion train to provide first aid and 
evacuate wounded Ukrainian soldiers from the war zone, in Kyiv, Ukraine. 
REUTERS/Viacheslav Ratynskyi

A woman participates in a gathering along with marijuana activists to mark the annual world 
cannabis day and to protest for legalization of marijuana, in front of the Brandenburg Gate, in 
Berlin, Germany. REUTERS/Lisi Niesner

Ukrainian servicemen fire a BM-21 Grad multiple rocket launch system in Kharkiv region, 
Ukraine.  REUTERS/Serhii Nuzhnenko

Elvia Garcia kisses her two-
year-old son Joshua while they 
wait with hundreds of other 
residents to pick up free gro-
ceries from the food pantry run 
by La Colaborativa in Chelsea, 
Massachusetts.   REUTERS/
Brian Snyder

Streaks of light are seen 
as Israel’s Iron Dome an-
ti-missile system intercepts 
rockets launched from the 
Gaza Strip towards Israel, 
as seen from Ashkelon, 
Israel. REUTERS/Amir 
Cohen

A person in a protective suit 
squeezes through a locked gate 
of a residential compound in 
Shanghai, China. REUTERS/
Andrew Galbr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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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1911年以来中国百年艰难奋

斗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

速增长的深入探究，以及对全球 209个

国家和地区全景式的扫描，本书作者提

出了一个解释经济增长的A-C理论，认

为支持经济增长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政

治治理，即政治制度能不能融合一个国

家或社会极其复杂、有时候甚至是冲突

和尖锐对立的利益诉求，并形成一致行

动的可能，作者称之为政治黏合度。另

一条是经济制度，即只有少数人还是绝

大多数人都有平等进入经济活动的机会

？作者称之为经济的可进入性。如果对

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一个国家和

地区就能逐步从贫穷走向繁荣，中国也

好、西方国家也好，概莫能外。反过

来，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则该国将长期陷于经济上的贫困与

政治上的混乱。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

案一个是否定的，一个是肯定的，则

该国的命运要么是安于贫穷的稳定，

要么是陷于混乱的短暂繁荣，而这两

者，均不可持续。

对于中国从贫困走向繁荣的经历，

本书主要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40余

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但上溯到了1911年

以后中华民族所经历的百年探索史和制

度演变史，宏阔地展示了百年来中国政

治从多峰冲突到单峰无偏的变迁，立体

呈现了中国经济从进入受限到逐渐开放

、再到各类经济要素基本上能自由进入

的全过程，从经验的角度证实了A-C理

论。进一步地，作者将视角转向中国经

济奇迹的各个方面,如技术进步、地方竞

争、产业园区、消除绝对贫困、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金融科技等，从技术上、

数据上验证了A-C理论的适用性。我个

人认为，作者论证的逻辑清楚、方法可

靠，结论令人信服。

那么，这一基于中国经济增长实践

所抽象出来的A-C理论是否有更大范围

的一般性和普适性呢？为了回答这一问

题，作者将视野扩大到世界各国。通过

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6年-2018年来

的政治经济绩效放在A-C理论的放大镜

下进行仔细检视和技术测量，结果发现

以G7、OECD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确

实均处于高政治黏合度和高经济进入性

区域，而经济落后的非洲大多数国家则

长期处于低黏合度、低进入性区域，那

些只有其一的国家要么政治混乱，缺乏

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要么经济落后，

缺乏政治昌明的物质基础。值得一提的

是，作者还从更长的历史视角，详细研

究了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奇迹”的经

验，以及阿根廷、巴西等“陷入中等收

入陷阱”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

了政治黏合度与经济可进入性对最终经

济绩效的关键影响。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作者的立论

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长期以来的西方中

心论，也超越了近年来的中国模式论。

一方面，既承认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文

化、发展道路有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另一方面，也努力发掘那些有帮助一

个国家从贫穷逐步走向繁荣的普适性、

通用性的线索。正是这一点，使得此书

在众多探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论著中

，令人眼前一亮，有独树一帜、自成一

家的创新价值。作者在行文中所展现出

的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和灵活运用，以及

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读来也令人动容

。

A-C理论告诉我们，中国的增长故

事固然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也并非高不

可及，更不是不可学习和不可复制，当

今世界数量众多欠发达国家，都可以从

中国的增长故事中学习到有益的经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以学术讲好了中

国故事。

历史的钟摆总是左右来回摆动。一

百年以前，西方工业革命以不可阻挡之

势在全球独占鳌头，而包括中国在内的

一大批国家则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

任人欺凌，民生凋敝。而当今世界，创

造经济长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

奇迹的中国人，正昂首走进富裕繁荣的

生活，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

路。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历史的舞台上

万物流变，没有永远的赢家，也没有永

远的输家。

本书的A-C理论及其所引出的结论

固然是简明扼要、清楚直接的，但从

贫穷到繁荣的过程绝不是轻轻松松、

自然而然发生的，而且即使发生了，

也不见得就不可逆，一些南美国家就

是前车之鉴。保持政治治理上的单峰

无偏，保持经济制度持续的开放可进

入，也正是本书作者对中国故事最终

走向成功提出的重要条件。对于已经

走出贫困，人均收入已非常接近高收

入国家的我国而言，对于这些深藏在

时间洪流底下的历史规律，更应当存

有凛然畏惧之心，慎独持戒，保持清

醒的头脑，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

益、维护政治上的高黏合度，始终不

断深化改革，让追求发展和富裕成为

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只有这样

，中国从贫困走向繁荣的道路才更加

可持续、更加行稳至远，中国现代化

道路才更感召力和学习借鉴价值。

日前，《从贫穷走向繁荣：解释中国增长奇迹的A-C理论及其国际适用性》一书，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发行了。笔者有幸在第一时间拿到了此书，并读完了其中的主要章节。我认为，这是作者集长期的经济政策研

究经验和十二年打磨之功，深入思考并认真撰写的一本好本，值得向各方面推介。

本书要回答的问题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是不是一个特例？还是在本质上

并没有什么差别？中国的发展经验与发展模式对其他欠发达国家有没有可借鉴性？任何一个关注当下中国与世

界之关系、关心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的意义与份量。

《从贫穷走向繁荣——解释中国增长奇迹的A-C理论及

其国际适用性》

陈昌盛 杨光普 李承健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破解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密码

BUSINESS

A United Nations gauge of world food costs 
climbed for a 12th straight month in May, 
its longest stretch in a decade. The relentless 
advance risks accelerating broader inflation, 
complicating central banks efforts to pro-
vide more stimulus.
Drought in South America has withered 
crops from corn and soybeans to coffee and 
sugar. Record purchases by China are wors-
ening the supply crunch in grains and boost-
ing costs for global livestock producers. 
Cooking oils have soared too on demand for 
biofuel. The surge in food costs has revived 
memories of 2008 and 2011, when spikes 
led to riots in more than 30 nations.
“We have very little room for any produc-
tion shock. We have very little room for 
any unexpected surge in demand in any 
country,” Abdolreza Abbassian, senior 
economist at the UN’s Food and Agricul-
ture Organization, said by phone. “Any of 
those things could push prices up further 
than they are now, and then we could start 
getting worried.”

The prolonged gains across the staple 
commodities are trickling through to 
store shelves, with countries from Kenya 
to Mexico reporting higher costs for food 
items. The pain could be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some of the poorest im-
port-dependent nations, which have lim-
ited purchasing power and social safety 
nets, at a time when they are grappling 
with the ongoing pandemic 

Breakdown of last month’s food costs: The FAO’s food 
price index rose 2.1% from February. Vegetable oil prices 
jumped 8% to the highest since June 2011. Meat and dairy 
costs rose, boosted by Asian demand. Grains and sugar 
prices fell. Grains prices recently climbed to multiyear 
highs as China imports massive amounts to feed its hog 
herds that are recovering from a deadly virus.
“We are not in the situation we were back in 2008-10 
when inventories were really low and a lot of things were 
going on,” Abbassian said. “However, we are in sort of 
a borderline. It’s a borderline that needs to be monitored 
very closely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because weather 
is either going to really make it or create really big prob-
lems.” 
The UN index has reached its highest since September 
2011, climbing almost 5% last month. All five compo-
nents of the index rose during the month, with gains led 
by vegetable oils, grains and sugar. The Bloomberg Agri-
culture Spot Index, measuring prices from grains to sugar 
and coffee, is up 70% in the past year. 

There were other elements that exacerbat-
ed skyrocketing food costs a decade ago. 
For example, oil prices neared $150 a bar-
rel -- double current levels -- and there was 
a wave of trade restrictions by major grain 
shippers. Meanwhile, the cost of rice, one 
of the world’s food staples,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subdued this time round amidst 
the surge in other agricultural prices.
Gains in the past year have been fueled by 
China’s “unpredictably huge” purchases 
of foreign grain, and world reserves may 
hold relatively flat in the coming season, 
Abbassian said. Summer weather across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will be crucial in determining if 
U.S. and European harvests can make up for crop short-
falls elsewhere. 
Across the Board

All food categories tracked by FAO 
climbed in the past 12 months

Price Gains in the past year
Meat                                 10%
Dairy                                            28%

Cereals                                         37%
Overall food index                       40%
Sugar                                            57%
Vegetable oil                               124%

(Source: UN’s FAO )
(Courtesy https://www.bloomber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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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Fears Are Rising
Global food prices aren’t leaving any wiggle room for the realities of 
today’s bad harvests or demand spikes.
The state of play: A UN index of food prices “has reached its highest 
since September 2011, climbing almost 5% last month,” reports 
Bloomberg. Another tracker of “prices from grains to sugar and coffee 
is up 70% in the past year.”
Why it matters: The real threat comes in countries where large por-
tions of the population live close to the edge of hunger, Axios’ Bryan 
Walsh wrote.
•Even in the U.S., rising prices hit the poorest Americans, who spend 
more than one-third of their income on food.

A sales assistant arranges fruit in a supermarket in the Philip-
pines. (Photo/Veejay Villafranca/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The pain could be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some of the poorest 
import-dependent nations,” Bloomberg reports.
The big picture: COVID-related labor disruptions probably aren’t 
helping, but climate change-related shifts in precipitation and tem-
peratures are expected to lead to more volatile food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Axios’ Andrew Freedman tells me.
•That volatility can destabilize fragile countries. This already played 
out, studies show, with the Syrian Civil War, which began during a 
severe drought.
•A study found that rising temperatures in countries of origin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people seeking asylum in the EU, Axios Science editor 
Alison Snyder noted. (Courtesy axios.com)
(Article Continues On Page C7-2)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Drought Parches Crops
Global Food Costs

Surge To Decade High 

Global food prices have extended their rally to the highest in almost a decade, 
heightening concerns over bulging grocery bills at a time when economies are still 

struggling to overcome the Covid-19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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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烈馬爭鋒上海灘》是以民國為背景的傳奇動作類

居情片，講述圍繞壹場賽馬之約展開的上海灘大佬金廣榮

（呂良偉飾）、日本商會、以及碼頭英雄馬雲飛(劉倬廷飾)

幾股勢力之間的爭鬥。該片由孫傳林執導，呂良偉、童飛、

劉倬廷領銜主演，任思齊、余籽璇、李巖、陳作深共同主演

，4月18日愛奇藝視頻全網獨播。

電影《烈馬爭鋒上海灘》在故事內容上進行了多面拓展

，不僅針對民國這壹時期的歷史特殊性做研究，更著重於人

物命運復雜性的探討。呂良偉飾演的上海灘大亨金廣榮，為

了阻止日本人搶占碼頭，寧願傾其所有做賭註，也要和日本

人賽馬。人物設定兼具匪氣與豪氣，日本人攻打他的碼頭，

他就以血還血，派徒弟金寶（李巖飾）燒了日本人的倉庫，

殺伐狠厲，絕不手軟。對於窮兄極惡的日本侵略者，他只會

說“好心對於我來說，太多余了。”！

面對心愛的若鴻（童飛飾），他總是頗具耐心的笑臉相

迎，極盡溫柔。呂良偉飾演的金廣榮狀態極佳，既有型，又

有歲月雕琢過的魅力，槍戰戲與動作戲幹凈利落，眼神犀利

深邃正邪難辨。全新角色，外在形象耐看，內在態度耐思考

，個性鮮明，極具特色。

風雨飄搖的年代史，有著充滿悲居性命運的風雲人物，

和蕩氣回腸的英雄故事。馬雲飛為賽馬，將生死置之度外

；任性的千金小姐金美兒（余籽璇飾），來不及為父親的

離開而傷感，內憂外患之際瞬間成長，獨挑大梁，扛起對

抗日寇的責任。電影《烈馬爭鋒上海灘》沒有曲高和寡的

拔高個人英雄主義，而是將視角對準不同領域，實實在在

的普通人。意圖揭示出那段動蕩不安的年代裏，仁人誌士

為守護家國所付出的傳奇與熱血、奉獻與犧牲。真實再現

他們的熱血豪情，是影片的初心與始終。

電影《烈馬爭鋒上海灘》由西安盛典長安院線有限責任

公司、北京合力創作影業股份有限公司、江秀文化（佛山）

有限公司、金漢視典國際文化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北京

欣國盛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長影集團電影頻道經營有限公

司、北京好戲來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天億影業（北京）有限

公司、西安蘇禾影業有限公司、捷成世紀文化產業集團有限

公司、圭垚影業（上海）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北京合力創作

影業股份有限公司獨家宣發。影片於4月18日在愛奇藝視頻

全網獨播，期待您的觀看！

任嘉倫變身消防員
獻出入行以來多個“唯壹”

電視居《藍焰突擊》已於16日起在江

蘇衛視、優酷開播。任嘉倫、陳小紜、韓宇

辰、謝林彤等變身消防員，向逆行英雄致敬

，也為觀眾科普消防安全知識的重要性。

首次全景展示 應急消防救援場景
“火焰藍”是火焰燃燒到極高溫度時所

產生的顏色，它不僅與消防員赴湯蹈火的工作

性質息息相關，還象征著消防員竭誠為民、守

護壹方生命材產安全的純凈熾熱之心。《藍焰

突擊》便是以李溪成、溫亦冰、葉啟恒、馮喆

等年輕消防員履行急難險重使命、執行搶險救

災任務的工作日常為藍本，力圖展現熱血青年

從初入消防行業到蛻變為消防精英的成長歷程

。該居是消防隊伍改革轉制後首部聚焦消防救

援題材的電視作品，居組輾轉多地取景，力圖

真實呈現消防指戰員日常訓練及搶險救援場景

，全面展示消防隊伍精神風貌。

為了保證真實底色，居集正式開拍前，

壹眾青年演員便已集中前往消防基地接受專

業消防培訓。除隊列隊形訓練外，更深度接

受包括新式消防服穿戴、水帶連接、二節拉

梯登樓、切割器使用在內的多項專業消防業

務訓練。拍攝過程中，居組還特地請來了專

業消防員全程指導，壹眾演員還在連雲港市

消防救援支隊進行了壹段時間的體驗生活，

並與消防員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切身體驗到

了最真實的消防生活。另悉，居組取景也輾

轉多地，經歷夏日暴曬與臺風大雨，拍攝內

容涵蓋車輛、海上、山區等多種不同場景。

《藍焰突擊》有大量應急消防救援場景

，真實還原火情現場，顯示出消防隊員的勇

氣和魄力。電視居並不是在塑造英雄，而是

極力呈現消防員作為普通人的所有狀態——

該居將走進消防員的訓練和生活，揭開那些

生死考驗背後的故事，壹方面，他們也是血

肉之軀，在訓練、救援過程中要忍受常人難

以忍受的傷痛。與此同時，面對災難，他們

還克服心理上的迷茫和無助。另壹方面，該

居還對消防員的內心活動和情感世界進行了

全方位的刻畫。因為職業的特殊性，他們可

能要面對家人的擔憂、愛人的埋怨，親情、

愛情、戰友情的交織，將讓這壹幅青春熱血

群像更加立體鮮活。

任嘉倫陳小紜 展現消防員真實日常
人氣小生任嘉倫在居中飾演消防員李溪

成。居中，李溪成帶著“救火英雄”光環加

入消防中隊，在與壹眾夥伴共同經歷倉庫失

火，化工泄漏、重大車禍與連環爆炸等生死

考驗後，最終結下深厚情誼，並誌在用自己

的青春和熱血將消防事業進

行到底。

任嘉倫透露，此番在新居

中拍了很多之前都沒試過的戲

碼，可謂獻出了入行以來很多

個“唯壹”，包括洗澡、打籃

球、彈吉他、健身、騎自行車

等戲份。為了貼合消防員人物

形象，任嘉倫壹直在健身，學

習了非常多的消防技能，還剪

短了頭發。

除了任嘉倫飾演的李

溪成，該居也刻畫了瀟灑

幹 練 的 火 調 員 溫 亦 冰

（ 陳 小 紜 飾 ） 、 外 表 嚴

肅板正卻擁有熾熱內心的

消防站副站長葉啟恒（韓

宇辰飾）等多個有血有肉

的消防員角色。

電影《烈馬爭鋒上海灘》今日上映
呂良偉全新角色正邪難測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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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櫃王利發給您斟茶，松二爺請您上眼

他的寶貝小黃鳥，常四爺、秦仲義跟您同桌

嘮家常……昨日，2022年“會館有戲”京彩

西城春季演出季活動之沈浸式北京曲居《茶

館》，在西城區報國寺上演。老舍先生筆下

壹個個性格鮮明的人物，在觀眾們的眼前

“活”了起來。

記者了解到，北京曲居是唯壹在北京這

塊土地上誕生的北京地方戲曲居種，根據老

舍先生的建議，命名為“北京曲居”，至今

已有近70年歷史。北京曲居的表演沒有傳統

戲曲的程式化，更加貼近生活，以演繹清代

和近、現代北京題材為長。

此次演出選取了京味兒文化的代表作

《茶館》，增加了更多北京元素。同時，打

破了戲曲舞臺的傳統表演形式，探索了壹種

場景和戲曲融合的新形式。現場沒有劃分

“表演區”和“觀看區”，觀眾不再是被動

地觀看表演，而是與演員混坐在演出場景中

，以茶館“顧客”的身份，觀察這壹方天地

裏發生的壹切，與演員形成了新的互動關系

。現場觀眾還可以穿上戲服融入表演中，選

擇戲中元素去深入了解，增強代入感和體驗

感。

“慘與感太強了！康六和劉麻子就在

我桌前討價還價，康六還時不時望向我，

似乎是想讓我替他說句話。我坐在那兒，

看著眼前發生的壹幕，為舊社會普通百姓

的悲慘生活和任人宰割的命運，感到無奈

和心酸。”演出結束後，壹名觀眾動容地

說。

值得壹提的是，此次的演出地報國寺始

建於壹千多年前，2006年被國務院列為第六

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歷史上，報國寺

曾有京城最著名的書市、花市和廟會，也曾

是當時南城會館名仕、文人墨客的雅遊之

地，可謂“會館中的會館”。近幾年，西

城區對報國寺及其周邊胡同實施了重點整

治，依法撤銷了市場內部全部非法露天地攤

、地櫃，撤底取締周邊無照遊商，使千年古

剎恢復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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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周四表示，沒有必要強攻馬裏
烏波爾的阿佐夫斯塔爾鋼鐵廠周圍的工業區，那些選擇投降的人
應該受到國際公約的待遇。

據官方媒體報道，普京在克裏姆林宮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對俄
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說：“我認不再需要對工業區進行強攻。”

普京告訴紹伊古，工業區應該被封鎖，留在工廠的人應該再
次被要求投降，以換取他們的生命和“有尊嚴的待遇”。

普京還祝賀紹伊古和俄軍控制了馬裏烏波爾市。
普京說：“完成解放馬裏烏波爾的軍事任務是一項偉大的成

就，我祝賀你們。”
但烏克蘭官員否認馬裏烏波爾已落入俄羅斯之手。
俄羅斯國防部長告訴普京，馬裏烏波爾鋼鐵廠可能會在

3-4 天內被占領
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周四告訴俄羅斯總統普京，

俄羅斯軍隊將需要 3-4 天時間才能接管馬裏烏波爾的阿佐夫斯
塔爾鋼鐵廠。

據俄羅斯媒體報道，紹伊古在克裏姆林宮與普京會面時表示
：“剩余的民族主義者和外國部隊被安全地封鎖在阿佐夫斯塔爾
工廠。”

隨著馬裏烏波爾的持續攻擊，該工廠是烏克蘭軍隊在該市最
後的重要堡壘之一，並數百名士兵和平民提供庇護。

據烏克蘭亞速團一名上尉稱，兩名烏克蘭高級官員表示，他
們准備前往馬裏烏波爾就撤離士兵和平民進行談判。

俄羅斯軍隊在疏散平民的談判中繼續轟炸馬裏烏波爾
被包圍在馬裏烏波爾港的一支烏克蘭部隊的聯合指揮官周四

表示，俄羅斯軍隊在疏散平民的談判中繼續轟炸該市。
烏克蘭亞速團聯合指揮官馬克西姆·佐林在電視講話中表示

：“俄羅斯軍隊在就從該市撤離的所謂‘綠色走廊’進行談判期
間並未停止炮擊馬裏烏波爾地區，從而限制了可以撤離的人數。
”

他說：“想想看，這座城市有超過 100,000 人，其中一些在
瓦礫下，一些在地下室。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鋼鐵廠的領土上，有

很多孩子，很多女人，老人。”“今天，在同意綠色走廊的同時
，俄羅斯人只是玩世不恭地向防禦工事、避難所向平民開火。因
此，無論如何，都不能信任俄羅斯人。”

兩名烏克蘭高級官員周叁表示，他們准備與俄羅斯同行進行
談判。

烏克蘭副總理：4輛巴士通過疏散走廊離開馬裏烏波爾
烏克蘭副總理伊琳娜·韋列舒克周四表示，周叁，4輛疏散

巴士設法通過疏散走廊離開被圍困的馬裏烏波爾市。

韋列舒克在 Telegram 的一份聲明中說：“他們在別爾江斯克過
夜，現在正前往瓦西裏夫卡，我們很快就會在紮波羅熱等他們。
”

然而，官員們表示，事情並沒有像希望的那樣進行。
韋列舒克在周叁表示：“由于對當地軍隊缺乏控制，占領者

無法確保適當的停火。此外，由于固有的混亂和疏忽，占領者無
法及時將人員運送到我們數十輛巴士和救護車等待的地方。”

據官員稱，數以萬計的平民仍留在馬裏烏波爾，該地區被俄
羅斯軍隊包圍，並經受了數周的猛烈轟炸。

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持續發動進攻
據盧甘斯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謝爾希·海代稱，俄羅斯軍

隊繼續在烏克蘭東部發動進攻。
海代周叁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在爭奪頓巴斯地區控制

權的重大戰鬥中，盧甘斯克 80% 的領土都在俄羅斯的控制之下
。

他說：“敵人試圖在魯比日內的西部和西北部設防，但失敗
了。他們向新托什科夫斯克方向的進攻也失敗了，對波帕斯納的
襲擊仍在繼續。”

他說：“魯比日內和新托什科夫斯克鎮的住宅建築被俄羅斯
大火摧毀，北頓涅茨克沒有食品倉庫，人們只能從人道主義物資
中獲得食物。該地區的住宅樓發生了六起火災，火災已經被撲滅
，五人獲救。”

西班牙和丹麥首相抵達基輔會見澤倫斯基
西班牙和丹麥首相各自的辦公室表示，周四他們的首相抵達

基輔會見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抵達烏克蘭首都後，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和丹麥首相

梅特·弗雷德裏克森一同出現在桑切斯官方賬號發布的一段短視
頻中。

該帖子說：“烏克蘭有西班牙的支持、團結和承諾。”
弗雷德裏克森的辦公室在推特上表示，她和桑切斯將“與澤

倫斯基總統會面，向烏克蘭提供具體支持”。
弗雷德裏克森辦公室在一份聲明中說：“他們將開會討論烏

克蘭目前的局勢，進一步支持烏克蘭人，並起訴與俄羅斯入侵有
關的戰爭罪和侵犯人權行。”

俄羅斯否認有關戰爭罪的指控，並聲稱其部隊不以平民目標
，但在烏克蘭當地的 CNN 記者已經在全國多個地點看到了暴行
的第一手證據。

桑切斯本周早些時候宣布，西班牙將在未來幾天重新開放其
駐基輔大使館，該大使館在 2 月下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不久關
閉。

烏克蘭戰爭可以在澤倫斯基與普京之間的直接會談而告終
一名烏克蘭高級官員周四表示，烏克蘭的戰爭“可以在烏克

蘭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和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之間
的直接會談中結束”。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顧問米哈伊洛·波多利亞克表示，雖
然談判是可能的，但他正在等待評估未來幾天俄羅斯在該國東部
的軍事進攻進展情況。

他說：說“這就是烏克蘭方面的律師、顧問和談判小組今天
正在開展的工作。因此，我們希望總統沃拉迪米爾·澤倫斯基的
立場在這些談判中非常強大。”

波多利亞克補充說：“俄羅斯已將部隊轉移到烏克蘭東部的
頓巴斯地區，基輔和莫斯科都稱這是一場爭奪烏克蘭東部控制權
的重大戰役。”

“他們有足夠的資源，足夠的導彈，不幸的是，他們繼續轟
炸我們的城市。他們仍然有人力和設備，他們不介意在我們的土
地上摧毀它們。因此，讓我們等待一段時間，然後我們將能夠在
未來的雙邊會議上判斷各方的立場，首先是烏克蘭總統的立場。
”

波多利亞克補充說，他相信在接下來的一周或一周半內情況
會如何發展會變得更加清楚。

數千人被困在馬裏烏波爾，澤倫斯基稱俄羅斯的圍攻是“恐
怖行動”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周四表示，數千平民仍被封鎖在馬裏烏
波爾內，他將俄羅斯對東南港口城市的圍困比作“恐怖行動”。

烏克蘭地面指揮官表示，俄羅斯軍隊沒有遵守開放疏散走廊
或強制停火的協議，並繼續轟炸這座城市。

馬裏烏波爾幾乎被俄羅斯數周的轟炸完全摧毀。據烏克蘭官
員稱，數以萬計的平民仍在等待撤離。

在多次嘗試在馬裏烏波爾外建立安全走廊失敗後，周叁有四
輛疏散巴士設法離開該市。

澤倫斯基在接受法國電視頻道 BFMTV 采訪時說：“至于我
們的軍隊，俄羅斯聯邦軍隊不允許我們通過這些被占領的 120平
方公裏的土地，我們不能到達馬裏烏波爾解除軍事封鎖。”

“這是真的，我們今天做不到。我們談判並開放人道主義走
廊，有些人正在離開。但是我告訴過你的成千上萬的人被封鎖在
那裏，到目前止，俄羅斯還不允許這些人從囚禁中逃脫。”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周四宣布俄羅斯軍隊奪取被圍
困的烏克蘭城市馬裏烏波爾的努力是“成功的”，但命令俄羅斯
軍隊停止試圖襲擊該市被圍困的阿佐夫斯塔爾鋼鐵廠，該工廠仍
由烏克蘭軍隊控制。

澤倫斯基補充道：“當地居民、兒童、老人和軍人被封鎖在
馬裏烏波爾市。這更像是一場戰爭，而是俄羅斯針對馬裏烏波爾
和這座城市人民的恐怖行動。”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五十四
普京取消了襲擊馬裏烏波爾鋼鐵廠工業區的計劃

在嗜辣者的世界里，人生80%的乐

趣来自于吃辣，剩下的20%来自于嘲笑

那些不敢吃辣的人！

这些年来，中国人的胃，剖开来都

是辣气——清汤寡水的餐饭也有，但多

少缺了一些快意洒脱，总觉得重上几度

鲜红滋味，才算舒畅！

梁文道说过这样一句话：近三十年

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越来越

重口味，尤其体现在吃辣上。麻辣烫、

火锅、辣子鸡、水煮肉片、辣味烧烤每

一种都能让你上跳下窜、眼泪和鼻涕齐

飞。

“菊花已经冒血，香锅依旧不停。

哪怕明早腚痛，今夜还要再来。”网友

们形象地描述了当代中国人“全民食辣

”的狂热状态，外面的世界越来越丰富

，中国人喜欢的口味却悄然间越来越贫

乏。殊不知，你嗜爱的辣，正在慢慢地

毁掉你的胃……

中国人越来越爱吃辣

400年前，当辣椒第一次踏上这块神

奇的东方大地时，或许它自己都没想到，

时至今日，辣椒，已经变成国人饭桌上一

个不可或缺的灵魂伴侣。在烟火五味中，

辣，逐渐俘虏了都市人的味觉和胃，成为

寻找刺激的一种饮食文化符号。

出生于四川的刘艳语形容自己是

“不吃辣就活不下去的女孩”，“小时

候最幸福的记忆就是放学后和同学们去

压马路，街边无论什么样的小吃都被裹

上一层鲜红鲜红的辣椒粉，吃的都已经

不是它们自个儿的味了，而是跟辣椒混

合在一起的那种麻香”，刘艳语说道。

即便长大后来到广州工作，刘艳语的

胃却很坚定地，丝毫不跟随新城市更改，

反而愈发爱吃辣。“我最疯狂的记录是连

续一个月，每天都和朋友约去吃重庆火锅

，看着朝天椒、藤椒、小花椒在滚烫的牛

油里尽情翻涌，八角、小茴香嵌在其间作

料，干辣椒粉泼上一勺红油做蘸酱，鸭肠

、毛肚、黄喉在辣锅中马上送进嘴里，从

嘴唇辣到口腔，再从口腔一路火热到食道

、胃肠，太爽了。”

朋友们都被刘艳语的嗜辣程度吓到

纷纷投降，也因此她闲暇时参加了网上

一个“我爱吃辣”的小组，每天和一群

同样爱好的嗜辣者分享广州哪里才有正

宗的四川菜。

“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

湖南人怕不辣。”这个在三十年前还局

限在少数地区的辣味俗语，如今却在全

国范围内攻城略地。

2010年，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

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中国人

的饮食状况进行了一项调查：川菜以

51.2%的投票率位居受欢迎榜之首，各种

口味中，喜欢“辣”的人最多，占

40.5%；47.28%的人每天至少吃一顿辣菜

，23%的人两天吃一次，18.78%的人一

周吃一次。

《中国餐饮报告2019》数据显示，

选择辣菜肴的用户占比达到了整体消费

者的51.9%，《2019年调味品消费报告

》显示，75.35%的人在常用的中式调味

酱种类中选择辣酱。如今无论你在何地

，大街小巷里总有几家重庆火锅、麻辣

烫、长沙臭豆腐冒着沁鼻的红油辣味儿

，人头攒涌的商业街上不时叫卖着周黑

鸭、绝味鸭脖……

火热的消费市场背后，是中国辣椒

种植面积，占比已超过世界的三分之一

；近3年平均年产量，占到世界的近一

半；年产值超过700亿元，辣椒更是稳

坐国内“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

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辣椒依靠

其自带的口味刺激性和烟火气，逐渐从

“穷人的副食”扩展到大江南北，它像

酒一样愈渐醇厚，让人染上后欲罢不能

。

2 有些人的身体不适合吃辣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欢吃辣

？除了合群心理外，辣椒自身能够刺激

口腔黏膜，增加唾液的分泌及淀粉酶的

活性，带来的好处就是能下饭，起到开

胃的效果。此外，辣椒带给我们的，实

际上并不是味觉，而是一种舌尖上的刺

痛、灼烧的感觉。辣椒素作用于嘴里的

痛感神经通路，产生的灼热感会让大脑

产生一种机体受伤的错觉，并开始释放

人体自身的止痛物质——内啡肽。

所以，吃辣的确是一种“刺激”的

体验，通过适度的刺激作为释放压力的

出口，甚至会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

无法否认的是，“现在，不吃辣变

成一种社会病”，刘毅无奈地向39深呼

吸透露，你要是不能吃辣，拒绝火锅、

川湘菜，你基本就告别了八成以上的社

交、商务和朋友聚会，之所以这么说，

刘毅深有体会。

“我其实不排斥辛辣，可是我高中

患上了鼻炎以后，每次稍微沾上辣椒都

要流一个星期的鼻涕，实在没办法只好

敬而远之。”刘毅表示，自己在外几乎

不主动点辣菜，每次朋友聚会他一说不

吃辣，大家都会迁就，可下次聚会就不

会叫上自己了。

同样属于“辣椒绝缘体”的还

有家住湖南的张振，“我但凡在外面吃

饭，都会要一碗水，涮着吃。”张振生

动地描述着自己生活在“辣椒之城”的

艰辛。“周边亲朋好友都是能吃辣的，

在他们眼中，我简直就是一半残废的所

在，在餐桌上各种被唏嘘不已，‘这个

不能吃？一点都不辣啊？泡白开水味道

都没了！啧啧，这娃真可怜’……”

“辣制品对我来说，就像可燃物一

样，不同的辣就像汽油、甲烷、酒精等

等，味道不同，但是都会在口腔里点燃

然后烧得我体无完肤。”张振回忆起自

己一次尝试吃辣的经历，同学买了麻辣

味的鸭脖，在盛情难却下吃了一口，舌

头顿时又痛又麻，可看到其他人吃得津

津有味，没忍住硬是吃完后，整个后脑

勺就像被挤压了的感觉，耳朵也嗡嗡作

响，刚想站起来找水喝，眼前一黑，就

晕倒了。

其实，生活中不适合吃辣的并非少

数，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营养科主治

医师关阳表示，像鼻炎、咽炎、胃炎、

扁桃体炎、结膜炎、口舌生疮、痔疮、

智齿发炎、牙周炎、月经不调、任何过

敏体质、所有皮肤病、感冒、焦虑、抑

郁……医生都会建议饮食清淡，戒辛辣

。

除此之外，如果你在吃任何一种消

炎药、复合中药、精神类药物和大部分

激素及抗过敏类药物，理论上都不能吃

辣。

“以我个人经验来讲，但凡有鼻炎

的人，辣椒的危害仅次于雾霾，你要不

信，去火锅店里面呆上一时半刻，我保

证你是喷嚏两天，鼻涕横飞，三天好不

了。”刘毅说，如果不吃辣，那些发烧

的、鼻塞的、胃疼的、腹泻的可能要少

上一大半。

过度嗜辣，暗藏健康危机

生理上灼烧的疼痛感让“不能吃辣

的人”总能学会如何戒口，怕的是那些

“嗜辣成命”的人，放纵吃辣的背后实

则埋藏着巨大的健康危机。

2017年4月，江苏一名27岁女子，

因连续吃了4个月麻辣烫，患上厌食症

，暴瘦40斤，人生尽毁；

同年9月，南京一名30岁男子，每天以

烧烤为伴，患上肠癌晚期，失去手术机会；

2018年1月，湖南一位15岁的少年

，在吃了15包辣条后，被送去医院，肝

、肾脏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确诊为糖尿病

酮症酸中毒，抢救无效。

过度嗜辣者疾病却犹如猛兽，慢慢

腐蚀了你的生活……

26岁的沈阳姑娘小薇在一家广告公

司担任策划，每天三餐不定时外，最爱

吃重口味的食物。麻辣烫、酸辣粉、水

煮鱼天天吃得不亦乐乎，最近经常肚子

肿大、疼痛难忍。被家人送去医院检查

后，发现肚子里都是腹水，被确诊为胃

癌晚期。

“我喜欢吃辣，但一吃胃就会疼，

有时就用止痛药抗一下。”小薇的病情

已经无法好转，她的主治医师说，小薇

并没有胃癌家族史，如此年轻得了胃癌

只能从饮食上找原因。

胃癌已非小事，还有另外两种消化

道肿瘤也因为过度吃辣而激增，却被大

家忽视了。

“这样的痛，只要经历过一次，患

者将永生难忘。”章语轩患上了口腔癌

，手术做完近两个月，但术后伤口的疼

痛让他寝食难安，头痛欲裂，容貌的变

化以及伤口处分泌物散发出来的异味让

他身心饱受煎熬。

近些年来，口腔癌的患病率从过去

每年每百万人中有81人患病，剧增至现

在每年每百万人中有202人患病。以地

域来看的话，口腔癌的分布最为广泛的

省份是湖南。有专家分析称，之所以湖

南成为口腔癌大省，除了爱吃槟榔外，

另一个原因就是湖南省内大家多以吃辣

、以烫的食物为主，因此会导致口腔黏

膜受损而诱发口腔癌。

食管癌同样如此。北京友谊医院肿

瘤科副主任医师王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过于辛辣的食物容易损伤食管上

皮，引起上皮细胞变性，上皮细胞核酸

代谢受影响，从而出现黏膜炎症，长此

以往，有可能促使食管发生癌变。

关阳提醒，除了诱发消化道肿瘤发

病几率增加这种严重后果外，过辣的饮

食会导致胃食管反流、便秘、胆囊炎、

胆绞痛及胰腺炎；其次，为了中和辣味

，都需要增加用盐量，过辣过咸加在一

起，伤害翻倍，间接诱发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出现。

微辣人生，活得更长久？

其实在中国传统的美食理念中，食

物追求的是本味，用不相干的味道去掩

盖食物本身的味道本就是一种破坏。

甚至有种说法，日本人之所以长寿

多是因为以清淡饮食为主，他们烹调方

法上少油少盐，尊重食材原本的味道，

对彷佛吃什么都想加一勺的“老干妈”

嗤之以鼻。

我们无意效仿，毕竟无辣不欢的食

客存在，才让辣椒成为了我们每个都市

人酣畅淋漓的宣泄口，成为城市的文化

，肆意生长。

但凡事过犹不及， 辣椒虽好，可不

要贪嘴哦！

被
辣
﹁
毁
掉
﹂
了
的
中
国
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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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ney+ 即將上架的漫威影集《驚奇少女》

（Ms. Marvel）3月15日公布最新預告便引起許多

討論，如今外媒《ScreenRant》推測，影集中可能

藏有「驚奇少女」卡瑪拉克汗（Kamala Khan）力

量來源和《尚氣與十環傳奇》有所關聯的秘密，

兩者更從而在漫威電影宇宙（MCU）創造更多聯

繫？

我們可以在《驚奇少女》預告中看見，這位

在美國紐澤西州長大的16歲巴基斯坦裔少女，

因意外獲得古老的神秘手環，導致她擁有了無法

解釋的「宇宙能量」。

但在漫威漫畫中，驚奇少女的能力其實是身

體細胞能穿越時空，令她利用自己不同時間線的

身體，導致她能改變自己身體的外型，這起自於

卡瑪拉克汗暴露在泰瑞根之霧（Terrigen Mist）

中，成為了「異人」而造成的，與如今她在影集

中呈現的能力相當不同。

MCU有可能在影集中改變了驚奇少女的超

能力，在預告中，她獲得手環後感受到一股「宇

宙能量」，還能使出她的標誌「彈力拳」

（stretchy punch），而這項能力可能與《尚氣》

有關。

這支手環和《尚氣》所描繪的十環有著非常

驚人的相似之處，若大家還記得《尚氣與十環傳

奇》片尾畫面，漫威最重要的文物專家王、布魯

斯班納和驚奇隊長在研究十環時，發現十環是比

他們遇過的所有器物都更加古老，而尚氣使用了

十環，等同於是激發了整個宇宙的標誌性舉動。

現在，驚奇少女使用了與十環似乎有某種關

聯的手環，極可能就是受了這個標誌性舉動的影

響，也因此，驚奇少女的能力將有機會更加接近

她的偶像驚奇隊長。

另外《ScreenRant》也推測卡瑪拉的家族是

如何得到手環的。在《尚氣》中提到，文武在中

國某個小行星墜落的地點發現十環，此後藉神器

的力量南征北戰，不僅創造了史上最大帝國，還

擁有「可汗」等多個名稱頭銜，在世界各地掌握

了地下資源，左右各國局勢，而在最大帝國的版

圖中，就包含了巴基斯坦。

在文武控制蒙古期間，有可能類似於十環的

文物落在巴基斯坦，漫畫中卡瑪拉的手環是來自

她曾祖母的傳家寶，而在MCU中，此手環有可

能是可汗家族的傳承，進而被卡瑪拉所發現，而

尚氣激發了十環的力量，可能連帶影響、觸發到

了手環。

對不同於漫畫描繪的驚奇少女起源，許多

漫畫迷抱持著好奇與期待，也願意給出機會了

解這位少女將如何打入MCU世界，與更多英雄

聯繫互動。《驚奇少女》將於 6月 8日於Dis-

ney+ 上線。

巴基斯坦超級英雄！
《驚奇少女》藏有《尚氣》驚人連結

又是一部

製作精良的高

品質劇集，剛

上線一看便連

追了三集，第

一集的故事不

算震撼，也不

驚艷，但劇情

發展走向平穩

，故事越來越

吸引人，是一

部內斂的好作

品。

這部新劇

就是《東京罪

惡 》 ， 也 叫

《東京風雲》

，一部由HBO

出品的犯罪懸

疑劇集，於 4

月7日開播。

《東京罪

惡 》 由 邁 克

爾· 曼、德斯

汀· 克里頓執導，演員集結了安塞爾· 艾爾

高特、渡邊謙、菊地凜子、瑞秋· 凱勒、艾

拉· 朗夫、山下智久等，陣容豪華。

上線第一天，《東京罪惡》在IMDb平

台，就直接飆上了9.5分，開畫收穫了出色

的口碑，而當日在豆瓣平台，該劇還未開

分。

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劇情

圍繞一個在東京混的美國人傑克而展開，

他在日本學習了三年，每天都在拼命學習

，就算在吵鬧的餐館也可以集中精神學習

，目標就是考進明調新聞社當記者。

功夫不負有心人，傑克通過了筆試，

還又順利通過了面試，成為了該報社第一

個外國人記者，專門跑罪案線。

剛開始工作，就碰到一起案件，一個

人慘死在路邊，看起來就是被刺身亡，組

長把受害人的住址給了他，傑克便去到受

害人的住宅處，在郵箱裡面，傑克發現受

害人的被催債通知書。

傑克又找去貸款公司所在地，但發現

這裡已經人去樓空，基於自己的調查，傑

克寫了一篇報道，但立刻就被狂批了一頓

，教訓他一定要以警方放出的消息來寫，

而不是亂寫。

緊接着，又一起自焚案發生，傑克目

睹了全過程，還在現場找到了火柴盒，而

火柴盒上又是那一家貸款公司的標誌。

可當傑克去找組長說要報道這一起新

聞的時候，又被拒絕，而此後，傑克的工

作也是一再受挫，甚至到了快混不下去的

地步。

傑克沒有放棄，他開始費盡心思結交

警局的人，還出入魚龍混雜的歌舞伎町夜

店，認識黑幫人士，漸漸地，傑克便有了

自己的關係網，但傑克也開始越陷越深，

陷入危機重重的境地。

《東京罪惡》這部劇集從三個角度講

述了東京的罪惡，分別是媒體、警方和黑

幫，媒體這一個角度主要圍繞傑克而展開

。

警方這一個角度則主要聚焦渡邊謙所

出演的警探，他是一個正義的刑警，和傑

克一樣，他也一心想要追尋真相，但是，

街頭刺殺案因為一個人前來自首便匆匆結

案，身為一個普通警探，他也無能為力。

而黑幫這一個角度，則主要聚焦一個

人狠話不多的狠角色佐藤，野心大，可惜

一直沒機會上位。

從前面三集來看，一集更比一集精彩

，《東京罪惡》是一部質量上乘的HBO劇

集，這一部新劇值得一看。

HBO生猛之作《東京罪惡》

上線第一天飆上9.5分

Netflix原創韓劇《魷魚遊戲》在全球掀

起史無前例的韓語影集追劇熱潮，不只榮

登Netflix史上最多觀看數原創影集，更在

美國影獎季拿下多項大獎，好成績讓Netflix

早早就宣佈將製作第二季續集。導演兼編

劇黃東赫近來受訪時透露，《魷魚遊戲》

第二季有兩個角色將會回歸，除了第一季

裡李政宰飾演的遊戲勝利者男主角成奇勳

外，李炳憲飾演的遊戲負責人黃仁昊也將

回鍋參演。

導演黃東赫日前接受外媒《Deadline

》訪問時，被問及第二季演員回歸陣容，

他說：「基勳是肯定的，他會回來的。我

相信遊戲負責人也會回來。」這意味著，

第二季的故事內容可能將會探索李炳憲飾

演的蒙面人物，他是如何從過往的參賽勝

利者走到遊戲負責人的過程，以及更深入

探討他和弟弟黃俊昊（魏嘏雋飾）之間的

關係。

導演黃東赫先前也曾表示，第一季裡

大部分的角色都在參賽過程中死亡，但他

想要想個方法讓他們回歸，還提出飾演脫

北者「姜曉」的鄭好娟可能會以夢境、回

憶劇情，或是化身雙胞胎姐妹的身份回歸

第二季。此消息一出雖有粉絲感到興奮，

但外媒《Screen Rant》的影評就評論，若讓

第一季角色在第二季死而復生將會是個

「錯誤決定」。

影評認為，此舉將讓第二季故事重複

且了無新意，唯有加入多樣的新角色和新

的故事線，才能讓第二季有別於第一季，

並脫穎而出。尤其是當觀眾在第一季因許

多喜愛的角色領便當，而感到傷心或震驚

時，在第二季卻能輕易看見這些角色現身

，可能會削弱他們對第一季的喜愛，或白

費的先前投入的情感。影評因此期盼《魷

魚遊戲》第二季能帶給觀眾更多新鮮的刺

激和火花。

導演曝《魷魚遊戲2》
兩角色將回歸！
影評不樂見人氣角色 「死而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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