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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發掘出古希臘羅馬時期神廟遺址

埃及旅遊和文物部宣布，
埃及旅遊和文物部宣布
，一支埃及考古隊日前在北西奈省發掘出一
座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神廟遺址。圖為考古人員在埃及北西奈省的遺址發
座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神廟遺址。
掘現場工作。
掘現場工作
。

8 法國老人成為
11歲

世界最長壽老人

烏克蘭首都拆除象征俄烏友誼的紀念雕塑

﹁

﹂
法國安德烈修女(Sister
法國安德烈修女
(Sister Andre)成為在世的
Andre) 成為在世的“
“ 世界最長壽老人
世界最長壽老人”，
”，
年齡為 118 歲 73 天。本月 19 日，曾被吉尼斯世界紀錄組織認定為
曾被吉尼斯世界紀錄組織認定為“
“全
球在世最長壽老人”
球在世最長壽老人
”的日本老人田中力子去世
的日本老人田中力子去世，
，終年 119 歲。

休城工商

我眼中的 Alexandra Mealer 競選哈里斯縣法官
將於 5 月 24 日參加共和黨 Runoff
Runoff，
，懇請支持

er)

作者: 何甌
我第一次見到米勒女士是今年 1 月
25 日在 THE YELLOW ROSE OF TEXAS REPUBLICAN WOMEN 的 月 會 。
當晚的會議是 3 月 primary 選舉的競選人
見面會。有 9 位競選 Harris County Judge
的共和黨人做自我介紹。
米勒女士來得比較晚，她簡單介紹
了自己。她是從西點軍校畢業後在美國
陸軍(Army bomb squad)服役，參加戰鬥
。 退 役 後 ， 她 又 獲 得 哈 佛 大 學 的 JD/
MBA 學位。我對她的初步印像很好。
兩天之後 在 1 月 27 日晚上，我的朋
友 Mary Ann Jackson 在她家為米勒女士
舉辦了見面會。
米勒女士告訴我們，她自己是兩個
孩子的媽媽，一家 4 口住在休斯頓的
Heights。她看到 Harris County 在民主黨
人 Lina Hidalgo 的管理下一塌糊塗，犯罪
率增加，居民沒有安全感。因此，她決

定放棄在石油公司的優越工作，來參選
Harris County Judge。她的演講深深地打
動了我。
我們不能再讓職業政客把我們的國
家帶向衰落。休斯頓的一些地區就像第
三世界。民主黨在搞垮美國的大城市後
，又把魔爪伸向郊區。現在是所有公民
站出來保護我們家園的時候了。米勒女
士就是這樣的一位普通公民和母親。她
為了競選，犧牲了自己的事業和與家人
在一起的時間。我佩服她的勇氣和擔當
。決定在 Primary 投票給她。
3 月 1 日 primary 選舉揭曉，米勒女
士在 9 位競選 Harris County Judge 的共和
黨人中得票最高 – 30%。但是由於低於
50%，她在 5 月 24 日會和得票第二高的
Vidal Martinez 有 runoff。
我懇請哈里斯郡的選民投票給 Alex
Mealer，詳情請見她的網站：https://alexandramealer.com/meet-alex/

關於米勒女士(Alexandra del Moral Meal-

米勒女士目前住在休斯頓 Heights，
是身為兩個孩子的母親，為第二代西班
牙裔的美國人。她是一名退伍軍人，也
是 哈 佛 法 學 博 士 與 工 商 管 理 碩 士 (JD/
MBA )。在美國陸軍服役之後，米勒女
士和家人搬到休斯頓，為了尋求更好的
機會與生活品質。
米勒女士的祖父與外祖父都曾在美
國軍隊服務，遵循家中的光榮傳統，在
美國遭受 9/11 恐怖襲擊後，她決定就讀
西點軍校的美國軍事學院。畢業之後，
米勒女士擔任爆炸物處理官（陸軍炸彈
小組）。 通過在戰鬥中領導士兵的經驗
，米勒女士展示了在處理危機時期領導
所需具備的多種技能。
退役後，米勒女士又畢業於哈佛商

學院和哈佛法學院，然後來到休斯頓，
從事於能源金融工作，擔任併購和資本
市場的戰略顧問，負責執行價值數十億
美元的交易。
米勒女士認為政府的職責是維護一
個安全可靠的社區，提供良好的公共基
礎設施，讓所有民眾安居樂業。 然而，
她認為目前的哈里斯縣法官並不稱職，
管理不善，犯罪層出不窮，因而出來參
選法官。如果她能贏得 5 月 24 日共和黨
的 runoff，就有機會於年底的選舉中與民
主黨的候選人競選哈里斯縣法官。
前 哈 里 斯 縣 的 區 長 (Former Harris
County Commissioner) Steve Radack 表示
: 米勒女士是縣法官的最佳共和黨候選人
，她將成為哈里斯縣的堅強領導者，就
像她在軍隊服役時為美國所做的貢獻一
般。哈里斯縣需要一位真正的領導者，
她將積極為哈里斯縣的守法公民而戰!
前哈里斯縣法官喬恩•林賽(Former
Harris County Judge Jon Lindsay) 表 示 :
“擔任哈里斯縣的縣法官是一項複雜而
艱鉅的工作。我深深的了解，因為，我
從事那份工作已經二十年了。米勒女士
擁有解決許多縣問題的能力和經驗，包
括日益嚴重的犯罪問題，我們需要這位
才華洋溢的新領導人擔任大家的縣法官
。”
米勒女士網站 https://alexandramea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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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地亞也要漲價？
奢侈品緣何壹漲再漲
價格漲漲漲，業績增增增
卡地亞只是近年來頻繁漲價的奢侈
品品牌中的壹員。面對價格“蹭蹭上漲”的
奢侈品，消費者是否買帳呢？
此前，卡地亞漲價的傳聞在小紅書
等社交媒體平臺具有壹定的討論熱度。
有網友表示，在卡地亞傳出漲價消息後
趕緊入手了此前心儀的首飾。也有身在
日本的小紅書用護表示，卡地亞漲價疊
加日元貶值，日本的部分卡地亞門店出
現了消費者排隊情況。
伴隨奢侈品品牌漲價消息出現的，
是三大奢侈品集團此前披露的 2021 年業
績紛紛創下營收新高。
2021 年，LVMH 集團創下了 642 億歐
元的營收新高，較 2020 年同比增長 44%
，較 2019 年也實現了同比 20%的增長；
凈利閏同比 2020 年飆升 156%至 120 億歐
元，較 2019 年則同比增長 68%。
除市場需求強勁反彈的因素外，有
分析指出，LVMH 集團的營收凈利大增與
旗下奢侈品品牌的輪番漲價也有壹定關
聯。2021 年，在路易威登、迪奧、思琳
等奢侈品品牌漲價助力下，LVMH 集團的
時尚與皮具部門創下了 308.96 億歐元的營
收歷史新高，較 2020 年和 2019 年分別同
比增長 47%和 42%。
同洋在 2021 年創下營收新高的還有
開雲集團。數據顯示，開雲集團營收為
176.45 億歐元，同比 2020 年增長 35%，較
2019 年增長 13%；凈利閏 33.61 億歐元，
同比 2020 年增長 70.4%。其中，奢侈品牌
古 馳 的 業 績 貢 獻 顯 著 ， 營 收 達 97 億 歐
元 ，占開雲集團 2021 材年營收的壹半以
上，同比 2020 年增長 31%；第四季度的
銷售額較 2020 年同期增長 32%，較 2019
年第四季度增長 19%。據新京報貝殼材經

奢侈品為何“漲”聲不停
奢侈品為什麼總是漲價？品牌方與
行業研究者看法有所不同。
LVMH 集團曾表示，旗下奢侈品品牌
漲價的主要目的在於控制制造和運輸成
本。LVMH 集團首席執行官 Bernar 誒 Arnault 在此前的材報會議中也坦言，LVMH
集團會通過提高價格等舉措在通脹環境
下保證盈利能力。
今年 2 月，路易威登對旗下的皮具、
時尚配飾和香氛等產品進行了調價。除
此以外，愛馬仕、香奈兒、思琳、迪奧
等奢侈品品牌也已在 2022 年的前幾個月
實現漲價。其中，去年年底已經漲過價
的思琳，在短短三個月內又再次漲價。
實際上，奢侈品品牌壹直存在每年慣性
漲價的機制。以路易威登為例，據不完全統
計，路易威登疫情前便保持著每年2-3次的
漲價頻率。然而，疫情暴發至今，路易威登
每年的漲價頻次有上漲趨勢。
卡地亞首席執行官 Cyrille Vigneron 曾
指出，合理的價格上漲將能抵消部分美
元和中國貨蔽兌歐元匯率變動的影響。
此前香奈兒的漲價聲明中也曾多次
提及，漲價是為了確保品牌產品在全球
範圍內以均等的價格出售。縮小中國與

綜合報導 受日
本央行宣布繼續維
持寬松貨蔽政策
影響，日本東京
外匯市場日元匯
率繼續保持下跌趨
勢，日元匯率壹度
跌破 1 美元兌換130
日元關口，創下
2002 年 4 月以來的
最低水平。
據報道，日本
央行28日在金融政
策會議上抉定，繼
續將短期利率維持
負 0.1%的水平，並
通過購買長期國債
，使長期利率維持
在零左右。日本央
行當日宣布，除非
無人投標的可能性
極高，否則將在每
個工作日都開展固定利率債券購
買操作，無限量購買必要數量日
本國債。受此影響，當日日元匯
率壹度跌破 1 美元兌換 130 日元
關口。
報道稱，若央行繼續維持
寬松貨蔽政策，未來日元與美
元的息差將進壹步擴大，日元
貶值或將繼續加速。
日本央行當日還發布了《經
濟與物價形勢展望報告》，將
2022年度消費者物價較上年度的
漲幅預期上調至1.9%，接近央行
提出的2%物價上漲目標。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當日
在記者會上表示，日元貶值整體
上對日本經濟有利，但日元匯率
的快速波動將會擾亂企業計劃，
增加了不確定性，對日本經濟的
負面影響需要密切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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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地亞將要漲價？
卡地亞 SKP 門店的工作人員告訴新
京報貝殼材經記者，本次漲價幅度在 4%
左右，目前沒有收到漲價的具體時間的
通知。
在王府井百貨大樓的卡地亞專業腕
表店，工作人員透露，卡地亞每年都會
漲價，按照往年規律，最近應該會有漲
價，但具體漲價時間還未公布，壹般漲
價幅度在 5%-10%左右。
目前，卡地亞官網上的產品價格
尚未發生調整，卡地亞天貓官方旗艦
店的產品價格也與官網保持壹致。針
對品牌的漲價傳聞，該旗艦店工作人
員說：“暫時我們未有收到價格調整
的通知。”
而早在 4 月上旬，小紅書等相關平
臺就已有網友發布過卡地亞要漲價的
消息。
據了解，卡地亞去年分別在 4 月、7
月漲過兩次價。2021 年 7 月，卡地亞漲價
幅度約為 200 元至 2500 元，其中經典的
LOVE 系列鑲鉆手鐲入門級售價從 7.95 萬
元上漲至 8.2 萬元，新系列 Tank Must 的
入門手表價格較已停產的入門級手表

Tank Solo 貴 400 元至 1.92 萬元。

全球市場的價格差距，也成為近年來部
分奢侈品品牌漲價的壹大因素。
在要客研究院院長周婷看來，通脹壓
力只是奢侈品品牌近兩年來加速漲價的表
面原因和借口。據要客研究院近期發布的
壹份研究報告，該報告將消費者劃分為核
心消費者和大眾消費者，其中核心消費者
指個人凈資產達到千萬元以上的客群，他
們在線上購買奢侈品的不敏感單價為 3 萬
元以下，而大眾消費者的線上購買奢侈
品的不敏感單價為 3000 元。
周婷認為，奢侈品品牌最早以核心
消費者消費增長創造增量，後以大眾消
費者消費升級創造增量。因疫情等因素
，大眾消費者消費能力受到影響，依靠
核心消費者消費增長創造增量再次凸顯
重要作用。不過，由於核心消費者數量
有限，因此品牌只能漲價，以期增加消
費客單價和總消費額。周婷還指出，品
牌在大眾化的過程中，品牌形象也在大
眾化，提價是保持品牌高端形象的重要
手段之壹。
自疫情暴發以來，中國消費者在本
地市場的奢侈品支出顯著增加。據咨詢
機構貝恩公司發布的報告，2021 年，中
國個人奢侈品市場規模較 2019 年實現翻
番，預計 2021 年同比增長 36%，達到近
736 億美元，中國有望在 2025 年成為全球
最大奢侈品市場。
對於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在 LVMH
集團近期公布的 2022 年第壹季度材報中
也有所體現。報告期內，包括中國在內
的亞洲市場為集團貢獻了約 37%的營收，
加之時裝和皮革制品部門的營收同比增
長 30%，LVMH 集團今年壹季度營收同比
增長 29%至 180 億歐元。據報道，包括愛
馬仕在內的多家奢侈品均中長期看好中
國市場的發展，並預計消費需求會隨著
疫情形勢好轉而加速回升乃至強勁反
彈 。要客研究院也指出，即便受疫情影
響，2022 年中國奢侈品市場相較 2021 年
仍會增長，但增速將出現放緩，預計在
15%-18%左右。

日元對美元匯率壹度跌破
創 2002
年 月
4 以來新低

近期有報道稱，歷峰集團旗下的奢
侈珠寶品牌卡地亞計劃接下來的幾周會
提高價格，調整幅度在 3%-5%。卡地亞
不是 2022 年首個漲價的奢侈品品牌，此
前愛馬仕、路易威登等也均宣布過漲價
。過去壹年裏，愛馬仕、思琳、路易威
登、迪奧、菲拉格慕等奢侈品品牌輪番
漲價，其所在的奢侈品集團也都不同程
度地取得了業績增長。部分品牌表示，
漲價與全球制造和運輸成本的上升以及
波動的貨蔽政策有關。不過，在業內人
士看來，奢侈品漲價的原因遠遠不止如
此“間單”。

記者不完全統計，自疫情暴發以來，古
馳以平均壹年兩次的頻率在漲價。開雲
集團旗下另壹個保持壹年兩次漲價頻率
的品牌聖邏蘭，也為集團的業績增長貢
獻顯著。2021 年，聖邏蘭的營收同比增
長 44.5%至 25.21 億歐元。
此外，另壹奢侈品巨頭歷峰集團
2021 年前三季度的業績表現同洋亮眼。
數據顯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9 個
月內，歷峰集團營收為 145.65 億歐元，較
2020 材年同期增長 50%，較 2019 材年同
期增長 29%。其中，以蔻依為代表的時裝
和配飾業務所在的其他板塊收入為 15.45
億歐元，較 2020 材年同期增長 57%；以
卡地亞為代表的珠寶業務營收為 84.4 億歐
元，較 2020 材年同期增長 55%。

休城社區

白宮將投資30億美元用於推動電動汽車電池生產
政府希望美國工人在美國製造大量電動汽車電池
（ 休
士 頓/秦 鴻
鈞報導）
白宮官員
們週一表
示，為了
減少美國
對海外生
產商的依
賴，拜登
政府計劃
從 5,550 億
美元的基
礎設施法
中 獲 得 30
億美元，
供致力於
推動美國
國家氣候顧問吉娜麥卡錫在與記者的電話中說，
國家氣候顧問吉娜麥卡錫在與記者的電話中說
，我們需要大量電池
我們需要大量電池，
，我們希望美國工
電動汽車
總統拜登設定了一個目標，
，即到 2030 年電動汽車占美國汽車銷量的一半
年電動汽車占美國汽車銷量的一半，
，基礎設施法案包括
人在美國製造這些電池。
人在美國製造這些電池
。此舉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突顯美國依賴海外供應鍊和能源 總統拜登設定了一個目標
電池製造
數十億美元的電動汽車充電站和公共汽車。
數十億美元的電動汽車充電站和公共汽車
。
進口帶來的經濟風險。
進口帶來的經濟風險
。
的公司使
用。這筆資金將作為成本分攤贈款提供給參與電池供應鏈所有環 共汽車。但美國仍然嚴重依賴外國公司，尤其是中國公司來生產 險。美國政府官員利用俄羅斯入侵後汽油價格的飆升來說明美國
為什麼需要轉向電動汽車。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迪斯說：就在最
節的公司，包括電池材料的加工和舊電池的回收。一位政府官員 政府計劃中的電動汽車所需的電池。
國家氣候顧問吉娜麥卡錫在與記者的電話中說，我們需要大 近幾天，我們已經看到普京試圖利用俄羅斯的能源供應作為對抗
說，多達 30 家公司每家可以獲得價值超過 5000 萬美元的贈款。
總統拜登設定了一個目標，即到 2030 年電動汽車占美國汽車銷 量電池，我們希望美國工人在美國製造這些電池。此舉是在俄羅 其他國家的武器。這強調了為什麼我們在美國重新投資並重新支
量的一半，基礎設施法案包括數十億美元的電動汽車充電站和公 斯入侵烏克蘭突顯美國依賴海外供應鍊和能源進口帶來的經濟風 持我們自己的能源安全是如此重要。

夏季對汽油的需求會增加給汽油價格帶來上漲壓力
民主黨領導的提案將向低收入人發送汽油刺激支票

幾項由民主黨領導的提案，將向低收入美國人發送汽油刺激支
幾項由民主黨領導的提案，
票。加州州長提議
加州州長提議，
，加州數百萬人可以獲得高達 800 美元的汽
油稅退稅，
油稅退稅
，以對抗高油價
以對抗高油價。
。

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進行公路旅行，對汽油的需求通常會在
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進行公路旅行，
夏季增加，
夏季增加
，這會給汽油價格帶來上漲壓力
這會給汽油價格帶來上漲壓力，
，烏克蘭的戰爭會導
致價格進一步上漲。
致價格進一步上漲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AAA 數據顯示，自 3 月份以來，汽
油價格緩慢下跌，全國平均每加侖汽油價格超過 4.33 美元。但
現在汽油價格仍在緩慢上漲。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進行公路
旅行，對汽油的需求通常會在夏季增加，這會給汽油價格帶來
上漲壓力，烏克蘭的戰爭會導致價格進一步上漲。由 13 個成員
國組成的歐佩克制定了原油生產目標，這會影響全球消費者為
汽油支付的價格。雖然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但它
不是歐佩克的一部分。根據 3 月下旬的一項調查，近 70%的美國
成年人正在改變他們的夏季旅行計劃，原因是通貨膨脹，其中
包括高油價。 3 月份美國人經歷的汽油價格上漲 18.3%佔上個月
價格指數漲幅的大部分，該指數比 2 月份上漲了 1.2%。
幾項由民主黨領導的提案，將向低收入美國人發送汽油刺
激支票。加州州長提議，加州數百萬人可以獲得高達 800 美元的
汽油稅退稅，以對抗高油價。今年夏天的天然氣價格減免可能
會因州而異。已經有四個州，馬裡蘭州、喬治亞州、康涅狄格
州和紐約州，頒布了汽油稅假期以提供臨時救濟支票。至少有
十幾個州考慮實施一個臨時救濟。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和
特拉華州也在考慮發放汽油刺激支票。 AAA 發言人格羅斯說：
如果您確保您的輪胎有足夠的壓力，您可以節省很多油費。此
外，如果您的汽車不需要最昂貴的優質汽油，那就不要使用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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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 广东
江门：“邑侨通”服务站成功调解一涉侨案件
原告在中国，被告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
国，这样一起涉侨纠纷该如何调解？
近日，恩平“邑侨通”涉侨法律服务站第一
个海外联络点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启用。

开始合作经营。

恩平市人民法院牵头成立的恩平市华侨华人法律

国家均设立了海外服务联络点。“在华人华侨聚

然而在合作期间，何某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

服务中心正式启用，“邑侨通”涉侨法律服务站

居地设立海外调解联络点，将有效拓宽多元化调

开展合作业务，甄某决定起诉何某。起诉前，何

是该中心的服务项目之一，旨在引进律师、仲裁

解机制，有利于解决涉侨案件送达难、审理周期

某已返还了 10 万元。

委员会、专业调解组织和侨界知名人士等多元调

长等问题，缩短诉讼周期，节约诉讼成本。”上

解力量，主动服务和便利涉侨诉讼。

述负责人说。

当天，通过线上视频，在美洲侨领代表的参与以

在法院审理期间，经承办法官和“邑侨通”

及恩平市侨联的配合下，该服务站顺利调解了一

法律服务站调解员参与调解后，原告与被告双方

“海外调解员和联络员身居国外，可充分发

据统计，2021 年至今，恩平市人民法院共办

起跨国涉侨合同纠纷案。

协商一致，何某同意退还原告剩余的 20 万元。

挥侨联的桥梁纽带作用，便于与涉侨案件当事人

理涉侨多元解纷案件 189 件，其中调解成功案件

原告甄某与被告何某是生意合作伙伴。因合

协议规定，何某应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前偿还 3

沟通，更真实地找准矛盾点，有效地化解涉侨纠

92 件，解决事实查明、法律适用等问题案件 13 件。

作经营海味生意需要，原告甄某与被告何某于

万元，余下的投资款 17 万元从 5 月起，于每月

纷。”恩平市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院将进一步拓展海外调解员的范围，发挥好海

2019 年 8 月 15 日签订《合作协议合同》，约定

28 日前偿还 3000 元给甄某，直至款项清偿完毕。

目前，恩平市“邑侨通”法律服务站以“一

外调解员在华侨和法院之间的桥梁作用，深入推

由两人各出资 30 万元进行合作。原告依约合计

以侨为“桥”，江门恩平涉侨纠纷有了海外

站多点”模式开展工作，在归国华侨联合会设立

进“侨都赋能”工程，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

投入 30 万元资金至被告何某的银行账户，双方

调解员。今年 3 月，在恩平市委统一部署下，由

中心站，并在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等华侨聚集

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张婧媛 何奎 牟玉春）

picture
说侨乡

图

广东美丽侨村：台山市海宴镇五丰村

郁南磨刀山遗址

广东发布“十年十大重要考古发现”
归侨们完好保持着海外居住国语言、文化艺术和生活习俗。
“广东省十年十大重要考古发现”名单近日

广东考古事业蓬勃发展，考古发现类型丰富，

五丰村很小，面积只有 1.9 平方公里，448

老挝、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

发布。此次认定的考古发掘项目中，有多个曾获

涵盖聚落、墓葬、窑址、城墙、海上丝绸之路贸

户 1550 人。五丰村又很大，被誉为“三百村”（百

斯里兰卡等东南亚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归侨及归

国内考古奖项，如郁南磨刀山遗址、英德青塘遗址、

易点等，遗址年代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民国

花、百果、百姓）和“小小联合国”。

侨后代。成片的东南亚风格建筑和植物，全国唯

“南海Ⅰ号”沉船遗址 3 个考古发掘项目先后入

时期，地上考古与水下考古成果丰硕，深化了对

坐落于台山市海宴镇华侨农场内的五丰村，

一的归侨文化博物馆，东南亚风情园演艺馆、东

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英德岩山寨遗址在

各时期文化谱系源流、发展与传播的认识，完善

1963 年由国务院侨办委托广东省侨办创立，至

南亚美食街……独具特色的五丰村，散发着浓浓

2021 年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了岭南考古学文化发展框架和编年序列。
（黄堃媛）

今仍居住着印尼、越南、缅甸、印度、柬埔寨、

侨乡味、悠悠异国情。（文 / 图 宗禾）

休市新聞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六十六
地區高級官員：在尼古拉耶夫地區的砲擊中有5人受傷
地區委員會主席漢娜·紮馬澤
耶娃週二在 Telegram 上發帖稱，
過去 24 小時內，俄羅斯軍隊發動
襲擊，導致烏克蘭尼古拉耶夫地區
有 5 人受傷。
紮馬澤耶娃說，所有受害者都
被送往醫院並正在接受必要的幫助
。
據紮馬澤耶娃稱，由於該地區
的襲擊，目前當地醫院救治共有
145 人。
俄羅斯和烏克蘭都報告稱在馬
裏烏波爾的亞佐斯塔爾鋼鐵廠附近
發生戰鬥
來自被圍困的烏克蘭城市馬裏
烏波爾的視頻顯示，在猛烈的爆炸
聲中，從亞佐斯塔爾鋼鐵廠地區升
起的濃煙。
根據雙方的官方說法，俄羅斯
軍隊正在對被毀壞的建築群發動新
的攻擊。
國民警衛隊指揮官丹尼斯·施
萊加在鋼鐵廠告訴烏克蘭電視台：
“整個晚上，該工廠都遭到大砲、
海軍大砲和飛機的襲擊。其中一個
掩體中的兩名平民婦女因大規模空
襲而喪生。”
亞速團在建築群內張貼了兩名
婦女的屍體照片。
施萊加說：“從早上開始，敵
人就一直試圖用裝甲車用大量兵力
襲擊亞速斯塔爾工廠。我們的士兵
勇敢地擊退了所有攻擊。”
也在大樓內的亞速團指揮官斯
維亞托斯拉夫·帕拉馬爾週二告訴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亞速斯塔爾
“現在正在遭到襲擊”。
施萊加補充說：“野戰醫院遭
到嚴重破壞，進行手術的醫生處於
非常困難的條件下，竭盡所能。目
前，工廠約有 500 人受傷。”
施萊加說，工廠裏仍有大約
200 名平民，其中包括大約 20 名
兒童。
俄羅斯官方媒體 RIA Novosti
週二報道稱，烏克蘭戰鬥人員“利
用了鋼鐵廠的停火並佔據了射擊陣
地”。該媒體援引俄羅斯國防部發

言人瓦迪姆·阿斯塔菲耶夫的話說
，俄羅斯軍隊繼續攻擊這些射擊陣
地。
阿斯塔菲耶夫說：“他們已經
離開掩體，並在工廠的領土上採取
了防禦陣地。目前，俄羅斯武裝部
隊開始用火砲和航空兵摧毀這些陣
地。”
週日，在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
會組織的疏散行動中，大約 100 名
平民得以離開工廠，但此後沒有人
撤離。
英國首相宣布向烏克蘭提供新
的軍事援助
英國首相鮑裏斯·約翰遜宣布
向烏克蘭提供 3 億歐元（3.76 億美
元）的新軍事援助，並告訴烏克蘭
議會該國“將戰勝”俄羅斯。
根據約翰遜辦公室提供的成績
單，他說：“我們英國將盡我們所
能讓俄羅斯為這些戰爭罪行負責，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持續恐懼和
懷疑的時刻，我今天要給你一個信
息：烏克蘭將獲勝，烏克蘭將自由
。”
軍事援助包括“精確定位轟炸
你的城市的砲兵的雷達，為你的部
隊提供補給的重型無人機，以及數
千個夜視設備。”
約翰遜補充道：“我們將繼續
與你的其他朋友一起向烏克蘭提供
武器、資金和人道主義援助，直到
我們實現我們的長期目標，即鞏固
烏克蘭以使沒有人敢再次攻擊你
。”
普京簽署對西方實施報複性制
裁的法令
據俄羅斯政府官方網站公佈的
文件顯示，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
爾·普京周二簽署了一項法令，宣
布對外國和國際組織的“不友好行
為”採取報複性經濟措施。
普京的法令禁止與受到製裁的
外國個人和法人進行交易和履行義
務，例如貿易和出口產品和資源，
但沒有具體說明哪些個人或實體可
能會受到這些措施的影響。
文件稱：“俄羅斯國家當局、

組織和個人被禁止與受其控制的法
人實體、個人和組織進行交易（包
括簽訂對外貿易合同），對此採取
特殊經濟措施；如果此類義務未履
行或未完全履行，根據已完成的交
易（包括已簽訂的外貿合同），在
受制裁的人面前履行義務。”
根據該法令，這些是保護俄羅
斯國家利益的必要措施，與美利堅
合眾國和外國以及加入他們的國際
組織的不友好行為有關，這些行為
違反國際法，旨在非法限製或剝奪
俄羅斯聯邦、俄羅斯聯邦公民和俄
羅斯法人的財產權。
該法令稱，在取消經濟措施之
前一直有效。
地區官員：在頓涅茨克的砲擊
和空襲中至少有 9 人喪生
頓涅茨克地區軍事管理局表示
，已有 9 人死於俄羅斯軍隊的砲擊
和空襲。
頓涅茨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
帕夫洛·基裏連科表示，俄羅斯飛
機週二早上轟炸了阿夫迪夫卡鎮，
該市中部的一個住宅區遭到襲擊。
他說：“週一晚上，至少有 3
人喪生，2 人受傷，8 棟房屋受損
。”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定位的視頻，在最近幾
天遭到嚴重破壞的萊曼鎮的砲擊中
，對伏勒達（Vuhledar）鎮的砲擊
造成 3 人死亡，另有 3 名平民喪
生。
俄羅斯指責以色列支持“基輔
新納粹政權”
俄羅斯週二指責以色列支持
“基輔的新納粹政權”，這增加了
莫斯科與猶太國家在烏克蘭、反猶
太主義和阿道夫·希特勒問題上的
高層外交爭端的風險。
這一指控可能會增加對以色列
的壓力。
以色列在聯合國投票譴責俄羅
斯入侵烏克蘭，外交部長亞爾·拉
皮德指責俄羅斯犯有戰爭罪。

中國

新聞
體育消息
體 育 新 聞■責任編輯：何佩珊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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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
晉亞冠
16 強 揭香港足球新一頁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 5 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傑志歷史性殺入亞冠盃 16

◆傑志晉級
亞冠 16 強後瘋
狂慶祝。
球會圖片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強淘汰賽，寫下香港足球新一
學生開放登記。
頁，不過原來早在 1985 年，當

年班霸精工已曾殺入亞洲頂級球
會賽事 8 強；在這 30 多年間，
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傑志
經 歷 過 降 班 、 重 生 ……
根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2012 年獲政府批地興建石門中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心，再積極簽下入籍球員及血統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兵，配合高質外援，到今日終於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修成正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傑志 30 年歷練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 18 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從南華退出頂級聯賽之後，傑志已成為港超
都明顯極具質素，再加上港將陳晉一、羅梓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時代最成功的球會。這支老牌球會成立於
駿急速成長，甚至連艾力士都表現出迴光

自

逾逾 萬美元獎金創新高 傑志名利雙收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21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黎永
淦）傑志首次打入亞
冠 16 強 ， 聲 名 大 噪 之
餘，也可獲得破紀錄的 21
萬美元獎金，真正達到名利雙
收。
根據亞洲足協資料，亞冠小組
賽每場贏波獎金為 5 萬美元、賽和 1 萬
美元；晉級 16 強球隊更可另得 10 萬美元
獎金。今屆J組以2勝1和1負出線的傑志，已
共袋走了 21 萬美元，這還未包括分組賽球隊可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
獲的6萬元補貼。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
若果傑志在 16 強淘汰賽再有突破成績，甚至打入
口罩。
口罩
。 8 強球
網上圖
決賽，獎金數字更可望再創新高。根據資料，晉級
隊可獲 15 萬美元，4 強則 25 萬美元。賽事冠軍及亞軍獎金則
分別為 400 萬美元及 200 萬美元。參加淘汰賽的球隊，每一圈都
可額外獲得6萬美元補貼，兩支決賽球隊更可獲12萬美元。

修正果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
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圖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1931 年，在 1947
至
至 50 及 1963 至 64 球
之勇，即使有主力丹尼受傷缺陣，都無阻
家長
：48、1949
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季贏得 3 屆港甲冠軍。張子慧、張子岱、林尚義及
傑志寫下香港足球重要一頁。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見證着傑志一路成長，主教練朱志光感
高保強等名將正是當時骨幹成員。惟踏入六十年代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之後，球會便一度降到乙、丙組，即使 1992 至 93
受最深：“感覺香港足球有點希望，希望其
球季重返甲組，之後多年仍載浮載沉。
他球隊明白，只要付出，其實可以拉近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亞洲頂級球會距離。疫情下，球會提前安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 5 日在《紐約時報》刊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艾力士抬
入籍球員與血統兵補青黃不接
排到泰國集訓，過程艱辛。會長伍健約10年前曾說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起陳肇鈞慶祝傑
到 2003 年後，傑志才站穩甲組一席；2010 至
過，希望傑志可成為亞洲賽常客，球隊這幾年是不斷
志晉級。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 7月便滿41歲
11 球季重奪失落 47 年的聯賽錦標，開創隨後的
進步。去年差1分未能出線，耿耿於懷，今年終於做
路透社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1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的丹恩奴域（左）
“傑志皇朝”。2008年傑志開始代表香港參加亞協
到了。大家要明白日職及泰超球會水平與香港聯賽存
仍是傑志陣中的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許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盃，最佳成績曾殺入 4 強。2015 年後傑志再進一步
在差距，賽前只能說盡力而為，慶幸球隊在這次賽事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中流砥柱。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其他防疫物資。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挑戰亞冠盃，2018年首次躋身分組賽，鄭展龍在主
表現得比過往成熟。”他點名指陳晉一、安永佳及羅
路透社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場對柏雷素爾補時階段彎入世界波，助球會成為賽
梓駿等本地球員在亞洲賽踢得不差，希望他們不斷進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事改制後，首支於亞洲頂級球會賽獲勝的香港球
步，看晉級後可行到幾遠。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會。
1 日晚對神戶勝利船，於補時階段頂入
2：2，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放、穩定、安全。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助傑志以其中一支“最佳次名”出線的巴爾拿也兌
的最後一絲希望。
朱志光點名三本地球員表現佳
現了賽前承諾：“去年我們在亞冠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為了彌補香港本地球員青黃不接的弊處，傑志
分組賽已證明有競爭力，最後差一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從 3 月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足球代表隊2日早
近年組軍多向入籍球員及血統兵埋手，當然，也不
點點未能出線，當時覺得傑志只要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
上於將軍澳足球訓練中心復操，備戰
6 月在印度舉行的亞洲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得不提的就是高質外援。名大於實的科蘭、施素高
再進步，今年是有機會晉級的，結
盃外圍賽。去年 12 月上任的主帥安達臣首度現身，他更以傑志
球。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渡難關。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之後，現時在陣的丹恩奴域、巴爾拿及明加索夫，
果真的做到了；晉級 16 強後必須繼
歷史性出線亞冠盃16強來勉勵一眾港腳。
續提升，再多點野心，傑志是有能
港隊 2 日在毛毛細雨下復操，除了正在泰國參加亞冠盃的傑志球
力與任何亞洲球會比拚。”
亞冠 16 強東亞區對賽形勢
員，以及未完成隔離的費蘭度，其餘 21 位球員都有出席。因為疫情關
後防老大哥唐建文也說：“到
係，安達臣到港之後港超便腰斬，所有比賽及訓練都取消。為了解一眾港將
大邱FC（韓國）
VS
全北汽車（韓國）
完場都不敢相信出線 16 強，感覺好
狀況，他早前亦有到泰國臨場視察傑志及理文的集訓表現。他承認現時大部分
BG巴吞聯（泰國）
VS
傑志（香港）
奇妙。由 4 年前亞冠盃外圍賽覺得
港腳都缺乏比賽狀態，因此稍後會與備戰亞協盃的東方龍獅及理文踢熱身賽。
柔佛DT（馬來西亞）
VS
浦和紅鑽（日本）
◆ 巴 爾 拿
好難踢，到今屆成功晉級，見證球
本月 17 日便起程到泰國集訓，其間也會約戰春武里及泰國 U23，6 月再與馬
神戶勝利船（日本）
VS
橫濱水手（日本）
（37 號 ） 在 補
隊一直進步，是球會上下努力的成果，我以作為其
來西亞友賽，為亞洲盃外圍賽作最後檢閱。
時階段為傑志扳
中一員為榮。”
註：8月18或19日舉行，地點待定
港隊到泰國集訓之前會先決選 25 人，安達臣談及在內地落班的陳
平。路透社
俊樂、梁諾恆及勞烈斯等，表示會爭取他們歸隊：“國際賽期在 29
日開始，如他們入選的話，球會便一定要放人，我會用盡方法爭
取他們歸隊，希望對馬來西亞的友誼賽能派上用場。”對於傑
志出線亞冠盃 16 強，安達臣直言對香港足球是好事，也值
得港隊借鏡：“香港隊需要建立信心，傑志出線了，我
們也一樣可做得到，香港足球下一步就是在亞洲盃
晉級。”

港足復操
新帥以傑志勉眾將

陳夢在女單世界排名領導群
◆
芳。
資料圖片

樊振東於男單世界排名高踞榜
◆
首。
資料圖片

國際乒聯刪除世界排名初始積分
據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WTT）消息，
國際乒聯（ITTF）執行委員會日前批准了世界
排名工作組制定的最新提議。為降低新冠疫情
對賽事的影響，2020 年推出的“初始積分”將
會被刪除。
基本上，球員的世界排名將由過去 12 個
月內取得的 8 站最高積分之和組成。這種基
於客觀成績的算法，被廣泛應用於確定國際
乒聯和 WTT 系列賽事的入圍選手和種子選
手。

國際乒聯於 2020 年實施了過渡階段措施，
以使世界排名適應新的 WTT 賽事結構。因此
引入了“初始積分”，即在 8 站最高積分之和
的基礎上增加了固定數量的積分，初始值為
2020年12月球員總積分的80％。
由於新冠疫情和賽事組織的困難，“初始
積分”實施了較長時間，並以較慢的速度遞
減 。 截 至 2022 年 1 月 ， 這 一 比 例 已 降 至
20％。
2021 和 2022 年的賽事為球員們充分提供

了獲得排名積分的機會。取消“初始積分”可
以讓在近期比賽中表現出色的球員提高排名，
並進入更高級別的賽事。
考慮到出行參加比賽的困難，以及頂級賽
事的數量有限，國際乒聯決定延長 2021 高級別
賽事的積分有效期，有效期最早將於 2023 年第
一周截止。世界排名工作組將在 2023 年 1 月 1
日之前通過決議確定最終期限。
WTT 表示，以上變化將從 2022 年第 18
周的國際乒聯世界排名開始生效。 ◆新華社

◆ 港足新帥安達臣
港足新帥安達臣（
（左二
左二）
）指導球員訓練
指導球員訓練。
。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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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
奠定嶄新暗黑銀幕美學，班尼迪克誇 「天才之作」

漫威影業 2022 年重磅鉅作《奇異博士 2：失控
多重宇宙》將於 5 月 4 日搶先全美上映，電影的時
間點接著無家日事件之後，並直接與漫威影集中的
《汪達幻視》、《洛基》、《無限可能：假如…？
》相關聯，為觀眾解鎖複雜且神祕的多重宇宙概念
，不單單只是將多重宇宙作為場景和故事的切換，
更是而是將其作為電影的情感核心。巧妙地將原始
漫畫中所有天馬行空的劇情融合進電影之中，關鍵
劇情扭轉和全新的銀幕美學成為 MCU 定錨之作，
同時擴張漫威電影宇宙未來發展的深度與廣度，為
大量可能性和嶄新的故事情節打開大門。
盛大場景與磅礡視覺一直是影迷心目中的銀幕
觀影首選，《奇異博士》系列電影更是當中最玄妙
入神之作，首部奇異博士電影有一個多小時專門
為 IMAX 設計的鏡頭，並以奇幻炫麗的獨特魔法
世界入圍奧斯卡最佳視覺效果獎項。《奇異博士 2
：失控多重宇宙》加入多重宇宙概念後，將獨具風
格的鏡頭哲學、富麗奪目的鮮明色彩、充滿生命力
的場景倍數升級、更找來擅於營造強烈風格的大導
演山姆雷米執導，加入黑暗驚悚元素，張狂的想像
力與前衛的視覺效果呈現出銀幕上前所未見的瑰麗
視覺饗宴，更將推出數位、3D、IMAX、4DX 等多
種特殊放映版本。導演山姆雷米接受訪問時表示：
「多重宇宙是我們旅行的地方，我們利用多維的角
度拍攝，在後期製作將一切變得更加立體，讓這個
故事在銀幕上呈現栩栩如生的現實感。男主角「奇

異博士」班尼迪克康柏拜區(Benedict Cumberbatch)
更大力誇獎《奇異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精彩的
視覺設計，並說：「詹尼克薩斯(視覺特效總監)絕
對是個天才！在你坐在電影院裡之前，你猜不到自
己會看到什麼。人們在預告片中看到的一些片段已
經很精彩，我們透過傳送門穿越了許多不同的宇宙
，將許多現實生活環境和虛擬場景結合在一起。這
將是真正令人大開眼界、興奮到爆炸的部分，這絕
對將會讓大家成為這部片的狂刷鐵粉。」
班尼迪克康柏拜區也分享了自己在片中最喜歡
的片段：「我真的很高興能在銀幕上看到兩個奇異
博士。看他們互相試探，想確認對方的身份，以及
是否值得信任？這一幕讓整部電影的氣氛沸騰起來
。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認為這場戰鬥是對
魔法來說，一個非常、非常新鮮的看法。」《奇異
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昨日更在美國電影博覽
CinemaCon 搶先公佈 15 分鐘片段，從釋出畫面可看
到奇異博士與全新角色「阿美莉卡查維茲」與單眼
觸手怪對決、多重宇宙大戰等精彩場景，令人目不
暇給的戰鬥場景與華麗細節也讓媒體們大呼過癮。
《奇異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將於 5 月 4 日搶
先全美上映，預售及上映詳細資訊歡迎追蹤漫威影
業 台 灣 粉 絲 團 https://www.facebook.com/MarvelStudioTaiwan/ 特別提醒觀眾觀影時，請務必確實遵守
相關防疫規定，保護自己及他人的健康，以享受安
全的觀影體驗。

安珀赫德慘了！
爆《水行俠 2》僅剩 10 分鐘戲份

好萊塢巨星強尼戴普（Johnny Depp）與前妻安珀
赫德（Amber Heard）互控誹謗和家暴官司進行至今，
支持強尼戴普的聲浪越來越大，反倒是安珀赫德遭罵爆
，有電影記者指出，安珀赫德在《水行俠 2》的戲份被
刪減到不到 10 分鐘的片長，另外，也已經有超過 270 萬
人聯署要刪除安珀赫德女主角的角色。

隨著和強尼戴普的離婚官司進展越來越後面，安珀
赫德的形象也越來越糟，支持強尼戴普的網友也越來越
多，甚至不滿電影公司將他踢出《怪獸與鄧不利多的秘
密》，但安珀赫德卻絲毫沒受影響，因此發起連署要求
安珀赫德撤出《水行俠 2》的女主角，目前已經有超過
270 萬人支持。有電影記者爆料，安珀赫德在《水行俠 2
》的戲份已經被刪減不到 10 分鐘了，這和安珀赫德在第
一集的戲份相比天差地遠。
《水行俠 2》早已在今年 1 月殺青，導演溫子仁於社
群網站 IG 上傳與男主角傑森· 摩莫亞（Jason Momoa）與
反派派翠克· 威爾森（Patrick Wilson）合照，卻未見安珀
赫德；傑森· 摩莫亞在宣傳期間也都忽視她，就連安珀自
己在社群網站上發布關於《水行俠2》次數也非常少，可
見她在《水行俠2》戲份大減的可能性相當高。

奧斯卡金獎提名特效團隊重磅打造

《孵魔》再添北歐驚悚篇章

年度最受注目的芬蘭恐怖電影
《孵魔》（HATCHING）由曾經操刀
製作《星際大戰》系列以及《侏羅
紀世界：殞落國度》等賣座佳片，
並獲得奧斯卡金獎提名的特效團隊
重磅打造，卡司陣容找來《窒愛診
療室》堅尼・弗雷寧、「芬蘭當紅
女星」索菲亞・海格拉以及「影壇
新星」西里．索拉琳娜等實力派演
員領銜主演，大銀幕揭開和睦家庭
之中的驚悚駭事，再添北歐電影驚
悚篇章！近日片商捷傑電影公開電
影《孵魔》原文主視覺，海報中人
人配戴「面具」的景象意外引發網
友熱議，成為繼《世界上最爛的人
》導演心理驚悚作品《魔女席瑪》
後，北歐近年來於台灣最具討論度
的恐怖電影之ㄧ！
芬蘭全新恐怖電影《孵魔》以
絕妙的神秘感搭配駭人的角色型態
榮獲 2022 年法國熱拉爾梅奇幻影展
首獎、青少年評審團獎，並在日舞

影展「午夜單元」上大獲好評，除
此之外，本作更在知名爛番茄電影
評論網攬獲 91%高分推薦，影評紛紛
盛讚：「宛如《羊男的迷宮》加上
《宿怨》雙重異色氛圍」、「極度
驚悚！顫慄不安的體驗」，集海外
口碑好評於一身的電影《孵魔》令
人期待！
電影《孵魔》講述年輕的體操
選手蒂雅有一個人人稱羨的家庭
，她的母親打扮得光鮮亮麗，在
社群上維繫著完美家庭的形象；
她的父親西裝筆挺，溫柔體面；
弟弟更是乖巧懂事。看似毫無瑕
疵，充滿溫暖的家庭，卻因為誤
闖客廳的烏鴉全亂了套。沒想到
，崩毀的節奏不止於此，蒂雅在
森林裡意外發現一顆神秘的蛋，
她偷偷地將蛋藏起來，對它悉心
照料。蛋以飛快的速度生長，眼
看著即將孵化，裡頭孕育的駭人
生物卻遠超蒂雅的想像。

中國影壇
星期三

2022年5月4日

B7

Wednesday, May 4, 2022

電影《暴雪將至》
好萊塢成爲世界電影的神殿，每一
個電影人都把能進入好萊塢作爲自己的
夢想。其實好萊塢也並不是那麽高不可
攀。如，上世紀六十年代大陸拍攝的電
影《劉三姐》在美國上映時，就曾高出
風靡世界影院的好萊塢頂峰之作的經典
影片《飄》的票房記錄。多年前上映的
《暴雪將至》，在立意和表現方式上也
很不俗，是一部發人深省的黑色荒誕影
片。
電影《暴雪將至》，表面上看是一
部犯罪懸疑片，實際反應的是在社會大
變革下，小人物的不幸而又痛苦無奈的
命運，影片真實記錄了“國企工人”被
消滅的過程，以及他們堙滅前夕的掙紮
和絕望。
“國企工人”被消滅正意味著被體
制所抛棄，是近四十年來，大陸巨大變
遷中幾代人的生存狀況和心理狀態的縮
影。
在《暴雪將至》中，不斷被預報要
來，但在大部分時間裏都沒有真正到來
的“暴雪”，其實隱喻了即將到來的
“下崗潮”。“改制”、“下崗”雖然
引而不發，將至未至，但卻決定了所有
可能被卷入的人的心境和行爲方式——
人人都感到恐懼、抑郁乃至窒息，都在
拼命掙紮，努力想抓住點什麽。
這部電影所呈現出的陰冷的氣氛，

沁人靈魂，使人想起了一個時期流行的
一句同樣陰冷的話:爲保障改革的成功，
必須犧牲掉一兩代人。這是對這部電影
最好的注解。
在影片的尾幕，預報的暴雪終于開
始了它的前奏，天空飄下滿天的雪花。
主人公在痛苦無奈地目睹了曾經作爲他
生活全部意義的工廠在“整體爆破”中
灰飛煙滅之後，上了一輛公交車，但這
輛公交車卻熄火了——車上並非主人公
一個人，而是整整一代人，他們被時代
滯留在原地，自生自滅，聽任承受暴風
雪降臨的苦難。因爲，他她們都明白，
在時代所強加給這代人的災難中，她他
已經無處可逃。人生已經失效……
多說幾句。東北曾一度成爲中國重
工業基地，爲新中國的發展富強做出巨
大的成就，這是因爲國際環境和當時中
國實行的計劃經濟的産物。隨著改革開
放的大潮席卷中國大地，市場經濟發揮
主要調節功能，東北的工業經濟優勢漸
趨南移。
如今，東北已經開始呈現明顯的工
業經濟蕭條現狀，這是符合市場經濟的
規律，畢竟資本投資和人才流動，都有
一番比較優勢的選擇，趨利避害。這是
市場經濟調節的必然結果。所以，個人
的命運就交給時代去打理吧……[攤手][
攤手]

《壞蛋聯盟》今日上映
終極預告發布笑料密集開懷笑不停
夢工場動畫全新力作《壞蛋聯盟》
于今日在中國內地正式上映，本片舉行
了線上首映禮，並在重慶、西安舉行了
超前觀影活動，口碑收獲頗豐。隨著今
日終極預告片的同步釋出，內地觀衆終
于可以走進電影院，一睹世界級頭號
“壞蛋天團”的風采，在五一假期輕松
感受這場狀況百出、爆笑不斷的“轉
型”大冒險。
僅僅一分鍾的終極預告，搞笑含量
便已爆表。在五聲“收到”之後，由大
壞狼、貪心蛇、美肚鲨、食人魚、駭客
蛛組成的“壞蛋聯盟”迅速集結完畢。

在改過自新的道路上，他們幾經嘗試，
均以失敗告終，而壞蛋努力變好的反差
萌，制造出無數沙雕笑料。他們爲何想
要變好？又做了哪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嘗
試？最終又是否能新盆洗手？令人充滿
期待。
首映禮後，《壞蛋聯盟》便得到觀
影的首映大咖一致好評。知名博主 DC 大
叔評價到：“整部動畫搞笑诙諧，節奏
感把握的很強，全程無尿點。正派反派
的設立很有意思，聯盟中的每個角色都
有自己的內核在。很多致敬的鏡頭也讓
影迷很開心。《看電影》雜志的記者則
對動畫呈現的多樣化視覺效果給
予了好評，“動畫制作真是絕了
，這種有 2D 質感的 3d 動畫最近
很流行，導演把風格處理得超級
舒服，自然又通透。”
內地實力演員秦昊也爲壞蛋
天團主心骨“大壞狼”貢獻了動
畫配音首秀。首映後有媒體表
示 ：“最喜歡秦昊配音的大壞
狼，亦正亦邪的範兒，非常讓人
上頭。”而錘娜麗莎在本片中反
串再反串的精彩配音，也讓她配
音的“美肚鲨”成爲一大笑點擔
當，制造無數高光名場面。整部
電影節奏歡快、劇情不落俗套，
有黑化也有兄弟情，還有懸疑片
的反轉，全程笑點密布，是一部
對大人和孩子都有教育意義的合
家歡電影。
《壞蛋聯盟》今日已登陸全
國各大院線，故事背後隱藏的瞞
天過海的驚天騙局，壞蛋們金盆
洗手的轉型夙願，五一小長假，
一同歡樂見證！

《初入職場的我們·法醫季》

講述真實的法醫故事

法醫職場紀實節目《初入職
場的我們· 法醫季》新一期節目中，
五位實習生在導師劉良、周亦武
的帶領下，參與了“鄉村怪事疑
雲”模擬案件的實踐考核。節目
通過呈現實習生們幾近“絕望”
的 真 實 工 作 狀 態 ， 映 射 了 57 年
前 的 法 醫 工 作 者 們 用 20 年 尋 找
一個真相的艱難與堅持，更透
過劉良、周亦武對恩師黃光照
先生經曆的分享，感悟法醫世
代相傳“不忘初心，永不氣餒”
的職業精神。
一次次提出想法又一次次被否
定，這不僅讓實習生陷入沮喪，也
讓全程沈浸式參與的觀察嘉賓們深

深感到：“要從紛繁的現象裏去找
一個真相，是漫長、痛苦、煎熬，
甚至絕望的過程。”而面對這樣一
份理解，導師劉良哽咽地說道：
“絕望，就是我經常的表現。”
但也正如劉良所說，法醫們有著
“絕處逢生”的力量，因爲他們
的心中有著對真相的追求和對公
正的堅守，法醫的職業理想與信
念世代相傳。
在不同的影視劇作品中，由于
篇幅設置和劇情需要，觀衆往往無
法真實完整地了解法醫尋找真相的
全過程，因此對法醫的認識仍然隔
著一層“濾鏡“。實際上法醫學從
來不是一門坐而論道的學科，每一

項工作任務都需要嚴謹細致的“匠
人精神”和腳踏實地的深耕實踐，
真實的法醫也是一群堅守理想信念
並默默負重前行的人。而劉良的哽
咽，也正是因爲通過這次節目，終
于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並了解到真
實的法醫。
節目播出後，《法醫秦明》
系列小說作者、安徽省公安廳副
主任法醫師秦明在社交平台發文
緬懷致敬法醫前輩們：林幾、胡
炳 蔚 、 張 其 英 、 祝 家 鎮 …… 正 是
這些初代學者的堅守與積澱，才
能讓後代法醫在汲取寶貴經驗的
同時更加收獲了一種超穿越時空
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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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餘年地產經驗
信譽品牌 地產精英
全職服務 專業熱心

6918 corporate dr #A5
HOUSTON TX 77036
713-988-1668(OFFICE)

713-988-1634(FAX)

713-826-3388(CELL)

祥瑞花園

www.kennethli.com

歷任：
全美亞商地產協會總會長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
休士頓都市計劃委員
國際亞裔青商會前會長
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席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主席

www.swrealtygroup.com

1.公寓出租，Montrose區近市中心，單身公寓，1房1衛，月租$700，
MLS#65901683。
2.公寓出售，市中心近醫療中心，豪華公寓，3房2.5衛3個車位，面積1,836
平方尺,售價$639,990,MLS#3180527，經紀人Monica：832-715-7569。
3.土地出售，Alief 區近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2.98英畝，售價$1,049,000，
MLS#28857728，經紀人Kenneth : 713-826-3388。
4.好房出售，Katy東南區，豪華別墅，優美湖景，5房4.5衛2車庫，
面積4,568平方尺，售價$890,000，MLS#53292040。

住宅

TURTLEWOOD MANOR
德州地產 獨家代理 全新社區 拎包入住

1. 土地出售，西南區，近中國城，近Dairy Ashford與Westpark Tollway，面積4.74英畝，售價$1,350,000。
2. 土地出售，近百利大道與六號公路，面積2.98英畝，售價$1,049,000。
3. 旺舖出售，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3,697平方尺，售價$1,150,000。
4. 辦公室出售/出租，中國城恆豐大廈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1,896平方尺，售價$750,000。
5. 商/住兩用出售，中國城，面朝百利大道，面積5,000平方尺, 售價$650,000。
6. 土地出售，休斯敦東北方向，Kountze城，距離兩小時車程， 面積624英畝，售價$1,198,000, 經紀人電話：
832-715-7569。
7. 倉庫出售，近中國城，面朝Beechnut大道，面積26,400平方尺，售價$2,500,000，經紀人 Walter Tjon，
832-628-0670。
8. 旺舖出租，中國城頂好廣場內，惠康超市旁，黃金店面出租，面積650平方尺 到3000 平方尺。
9. 旺舖出租，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1,390平方尺～10,000平方尺。
10. 辦公室出租，中國城精英廣場內，面積2,100平方尺，月租$2,500。
11. 購物商場出租，13250 Farm to Market Rd529, 西北區，近290與八號公路，面積1,000平方尺～2,100平方尺。
12. 旺舖出租，10400 Harwin Dr，好運大道，近八號公路，面積3,000平方尺，月租$3,500包水電。
13. 旺舖出租/出售，中國城，中國文化中心對面，面積5,000平方尺，售價$550,000；可月租，面積700平方
尺 ～2000平方尺，月租$900起。
14. 旺舖出租，近萊斯大學，近69號公路，高級商業區，面積1,500平方尺，月租$4,000。
15. 好運國際廣場旺舖出售，7686 Harwin Dr，面積1,500平方尺～20,000平方尺，售價$295,000起。
16. 近中國城，20,000平方尺，獨立辦公樓出租，狀況極佳，可立即遷入，房租面洽，李先生：713-826-3388。

商業

盛大酬賓
歡迎預約參觀樣品房
6955 Turtl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2
惠價
夏季優,000
$188
起售

社區配套簡介

生意買賣

˙ 55歲以上的門禁退休社區
˙ 全方位7/24實時監控
˙ 公共區域WiFi
˙ 訂餐服務
˙ 配有健身房 , 圖書室
˙ 電影院 , 活動室
˙ turtlewoodseniorliving.net

1. 近Memorial 中餐館，年收入60萬，有錢賺，經營多年知名店，業主榮休，僅售$79,000。
2. 中國城，知名韓國燒烤店，百利大道上，2000平方尺，每月可凈賺2萬，欲購從速。
3. 休斯頓近45號及8號公路，獨立西餐館，設備及房地產出售價$950,000，請洽張先生832-628-0670。
有意者請聯繫：

Broker: Kenneth 713-826-3388
David 832-715-2864 韓文

開放日：週六，週日 下午 1:00 - 4:00 Agent: Nicole Xi 奚小姐 832.768.2679

公司誠聘: 銷售代表或Agent

B8

Wednesday, May 4, 2022

-

要求中英文流利，有房地產相關銷售經驗者優先。
有意者請聯系：Email：kli@ccim.net
Tel ：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Agents: Nicole 832-768-2679 中文
Walter 832-628-0670 廣東話

Broker: Kenneth Li
李先生 832.734.6888
tion by Southwest Realty Group of the property’s condition, quality or dimensions, nor is the summary a subsitute for the buyer’s ow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and due diligence prior to the time of sale. All buyers and their agents must secure their own inspection and conduct their own due diligence before purchase.

物業管理部門 SWRG management LCC
德泰物業管理公司..
713-271-9988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管理物業包括：頂好廣場，敦煌廣場，利和新村及精英廣場...等

住宅房地產 租/售/買賣/管理部門
713-826-3388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專業.負責.誠信.保密, 新房舊屋買賣.出租.管理. 一慣性服務,
由1988年開始,服務至今, 信譽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