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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5月21日星期六晚上，休斯
敦的觀眾盼星星盼月亮地終於等來了周潔曉慧舞蹈
學校第二十五屆舞展“春之韻”! 2019年新冠病毒
帶給人類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打亂了人們的生活
秩序！因為疫情，學校舞展停辦了兩年！看完這場
由全校師生精心策劃的精彩演出之後，內心感慨激
動不已！腦子裏閃過的第一個念頭就是 「周潔老師
我們想你了」！在1997年的休斯敦，中國國家一級
演員舞蹈家周潔老師懷著對舞蹈藝術表演的渴望和
精湛的舞藝；秉著實踐讓中國舞蹈藝術在美國生根
的執著創立了這個跨越中美兩地的舞蹈學校！她是
我見過的最美麗最謙卑最善良的舞蹈精靈和天使！
天妒英才，去年10月周老師因病去世，成了天堂
裡最美麗的舞蹈精靈！幸好有高曉慧校長接下了周老師的重擔，
帶領著所有的老師把學校打理的有條不紊！除了校本部之外也在
Katy開了分校，讓喜歡跳舞的小孩多了一個場地的選擇！也給他
們的父母帶來方便！我相信周潔老師在天上也一起欣賞了這次的
舞展，分享著這個由她親手開拓的舞蹈園地所開出的美麗芬芳的
花朵！她也會永遠的活在我們的心裡！

在建校20多年的時間裡，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的年度舞展一
直是休士頓僑界的盛事，也是休斯敦多元文化中最美麗的舞蹈風
景！優秀專業的精英團隊更讓它成為全美最成功，發展最快的舞
蹈學校！ 2020和2021年由於疫情的關係，校方只有網路教學和
網路舞展！總讓人有一種隔靴搔癢和意猶未盡的感覺！過去的幾
個月總算恢復了課堂教學！今年舞展的演出水準讓人刮目相看，
20多個節目涵蓋了古典舞、芭蕾舞、民間舞、現代舞…多樣化的
舞蹈形式展示了學校老師的教學實力和敬業態度，也落實了學生
認真學習所打下的良好基礎！幾個大孩子們帶來的節目如祈鼓，
媚和湧動，完全不輸專業舞者的架勢！我自己的小孫女才剛滿七
歲，上了一年半的網課和六個月的教室課，在傅晶老師的教導下
她們班的演出也是可圈可點！給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全班小孩媽媽
們的通力合作和互相幫忙！從梳頭化妝到演出服裝的裝飾和修改
，每個人熱情的付出也是演出成功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今年節目的女主持是16歲的郭羽霏！她是著名舞蹈家金蕾
女士的掌上明珠，從二歲半就進入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學習！現在
就讀於Houston Ballet Academy，準備從事舞蹈專業！她的基因良

好，家學淵源是個天生的舞者！但沒想到她
說了一口標準流利的中文！旁邊的女兒問我
她怎麼能說這麼好的中文？我想和做任何事
一樣 「環境、天資和努力」應該是缺一不可
的！

以往的舞展學生們白天先在舞台上排演
走台，晚上演出！今年由於疫情剛過，市場上表演場地的需求量
極大，所以那一天同一個場地就有兩場演出！在前一個活動結束
之後，學生們四點才得以入場開始排演！所以時間非常緊迫，到
七點的正式演出一共只有三個小時！這是對舞台製作團隊極大的
挑戰，他們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把燈光音響各方面都配合好去
成就節目極致的呈現！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舞展有一個優良的傳統
，那就是他們的製作團隊包括舞台總監，後台指揮和燈光設計都
是由學生家長幫忙完成使命！今年由於時間倉促，來幫忙的全部
都是孩子已經畢業的學生家長，而且全部都是臨危受命！在場的
觀眾享受了那麼好的一場舞蹈盛宴之後真的是要感謝這些幕後功
臣的默默付出！

我和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的結緣開始於20多年前和一群好朋
友參加的成人班！每個禮拜和三五知己一起到學校上兩個鐘頭的
課！跟著美麗的老師們學一些基本的芭蕾和中國舞蹈！自身不會
跳卻學會瞭如何欣賞好的舞蹈，更有運動健身的效果！每一年隨
著成人班參加舞展的演出，又緊張又興奮的也留下了許多美好的
回憶！好高興看到成人班演出的 「憶江南」也佩服這些姐妹們堅
持的毅力和優美的舞姿！她們也是舞展的一大亮點！

每年舞展上畢業生的獨舞也是一貫的傳承！而今年的畢業生
也非常特別！她們全都是學校在2011年創建的小Company舞蹈
班的學員，因此同學們有更多共同學習舞蹈的機會也培養了彼此
間更親密友好的關係和友誼！細心的觀眾應該發現在前五個畢業
生表演完之後，音樂忽然停止，節目停頓了一下才是第六個畢業
生的獨舞和六個人的集體舞！原來其中一個表演的畢業生在前一
陣子COVID-19 確診了，直到表演當天才確定檢測結果呈陰性
！之前她沒有參加過彩排，也不能確定自己是否可以上台！雖然
她內心裡是極度渴望這一生一次的表演機會！最終她在其他畢業
生的鼓勵之下，在沒有音樂伴奏的情況下完成了她的獨舞！而其
他五個畢業生也完全是隨機應變的表演了她們的集體舞！由此也
可看出她們的素質良好，臨危不亂地讓節目非常流暢的進行下去
！

舞蹈是一種表演藝術！而身在休斯頓的我們好幸運能看到中
國的文化在此紮根！謝謝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所有老師的辛勤耕耘
，為休士頓地區喜愛舞蹈的大人小孩提供了這麼好的學習環境！
也希望學校日益茁壯！期待明年有更精彩的演出！
（作者Yuzhen Ji）

第二十五屆週潔曉慧舞蹈學校舞展觀後感第二十五屆週潔曉慧舞蹈學校舞展觀後感

史無前例的翻譯工作讓栩栩如生的文字史無前例的翻譯工作讓栩栩如生的文字，，觸動數百萬人的心觸動數百萬人的心

【本報訊】朱翠屏在1970 年來到美國，當時她很年輕，雖
然在臺灣讀書時學過一點英語，但是用英文跟人溝通還是很困難
。她說： 「我真的無法用英文跟人交談 。」 所以，當一位女士
把一張中文的小傳單送給她時，這令朱女士非常的驚喜，傳單是
根據聖經編寫的。

這位住在休士頓的朱女士很快的訂閱了耶和華見證人的中文
版守望台，雜誌的內容有聖經的依據。目前在耶和華見證人的官
方網站 jw.org 守望台雜誌被翻譯成300多種語言版本。值得讚
揚的是這個網站有超過1，050 種語言的資料是無需付費就可以
閱讀及下載的。

耶和華見證人美國分部發言人羅伯特. 亨德里克斯（Robert
Hendriks ）說： 「我們意識到用一個地區的官方語言編寫的資
料，不一定是每個人熟知的母語。」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這個基
督徒團體付出很多努力去翻譯說某種語言的一小群人可以閱讀的
資料。

單是在美國就有六千七百萬的居民，他們在家裡用的不只是
英語而已。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的說法，關於教育方
面，用母語施教可以提高學習的質量，並且會促進人與人之間的
尊敬和幫助文化和傳統的延續。引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網站說
： 「將語言融入數字化的世界並且創造包容性的學習內容是至關
重要的。」

這個道理也適用於不同年齡的人和任何教育體系。
亨德里克斯說： 「要將振奮人心的聖經資料翻譯成1千多種

語言需要用大量的時間及資源，」 他還說： 「但是我們知道，人
們必須用他們完全了解的語言版本，才能從聖經的信息中得到安
慰並且受到觸動。」

可藕，西蘇芒（Keo Sysoumang ）是老撾難民，她在1990
年移民到美國，她試著去過英文的教會，但是卻不明白聽到的內

容。
西蘇芒從小就沒有父母 ，經常為了躲避士兵的追捕無法上

學，所以不懂寫字。
後來她遇到了貝弗莉. 克裡斯特森（Beverly Christenson）

她是 一個耶和華見證人，為了安慰老撾難民才去學習老撾語。
她運用從老撾帶回來的字母海報以及 jw.org 網站上的老撾語聖
經和刊物幫助了西蘇芒學會識字。

她們用老撾語學習聖經，西蘇芒從中得到了安寧與希望，這
是她在家鄉一直都感受不到的。她說： 「我的內心平靜了，我真
的很快樂！。」 她目前定居在麻薩諸塞州的菲奇堡。 （ Fitch-
burg Massachusetts）

朱女士用中文版本的聖經和書刊學習，也從中得到了安寧並
且跟上帝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她說： 「我學習聖經的時候兩個孩
子年幼，當時看到的新聞報導令我很害怕，我時常感到憂慮。
」 學習聖經幫助朱女士減輕了憂慮感，將她的思想集中在一個
和平幸福的未來。現在，她喜歡參加在休士頓耶和華見證人中文
會眾的聚會。

西蘇芒和朱翠屏現在已經成為耶和華見證人，她們都用自己
的母語跟人分享聖經的信息。

朱翠屏特別喜歡跟人分享聖經中實用的智慧，尤其是怎樣擁
有幸福的家庭和怎樣運用金錢等等。她說： 「聖經是來自上帝的
，他要每個人都閱讀並且了解聖經。 這樣我們的心就會被觸動
，也會感受到上帝的愛，被愛的感覺實在太棒了！」

朱翠屏喜歡用中文母語閱讀聖經和聖經書刊朱翠屏喜歡用中文母語閱讀聖經和聖經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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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QASQ《《華語戒煙專線華語戒煙專線》》鼓勵華人社區的菸草使用者嘗試戒煙鼓勵華人社區的菸草使用者嘗試戒煙

（本報訊）為提高人們有關菸草對環境影響的認識，世界衛
生組織（WHO）以〈菸草：對我們環境的威脅〉為題，展開了
2022 年全球戒煙運動並宣布了 2022 年5 月 31 日為世界無煙日
。
很多人都知道吸煙有害健康。但以下是世界衛生組織（WHO）
網站上一些鮮為人知關於菸草使用的事實：
• 吸煙者感染新冠病毒（COVID-19）後，患重症甚至死亡的
風險更大。
• 全世界每年有超過 100 萬人因接觸二手煙而死亡，接觸二
手煙的非吸煙者患肺癌的風險更高。
• WalletHub 發現，吸煙者平均耗費在購買香煙、因吸煙和接
觸二手煙而導致的醫療費用及工資虧損的金錢數約達 140 萬美
金。
• 煙蒂是全球丟棄最多的垃圾之一，也是全世界海灘和水邊最
常見的垃圾。此外，煙蒂中已確認含有砷、鉛、尼古丁和甲醛等
的有害物質。這些物質從廢棄的煙蒂頭中浸泡出，繼續不斷地污
染水生環境和土壤。
• 菸草煙霧中含有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這三種主要溫
室氣體，會造成空氣污染並加速全球變暖。

因此，戒煙不僅關乎吸煙者的健康，也是保護他人和環境的
行動。好消息是想要戒煙的人可以獲得幫助。 ASQ《華語戒煙
專線》是一項由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資助的免費、以

實證為基礎的戒煙服務。它為在美國說粵語和國語的菸草使用者
提供戒煙服務。更重要的是，大多數吸煙者在完成註冊後有資格
獲得為期兩週的免費尼古丁戒煙貼片。

歡迎聯繫 ASQ《華語戒煙專線》討論您的戒煙之旅！您可
以通過簡訊、在線註冊或電話與我們聯繫，以獲取有關戒煙的幫
助。所有信息將被保密，並且服務是免費的。
1.發簡訊

煙草使用者可以在戒煙最重要的頭幾個星期發短信【戒煙】
到 66819，獲取 ASQ《華語戒煙專線》每天發給您的簡訊。這
些簡訊為您量身定制，以便在戒煙過程中的關鍵時刻向您提供幫
助。其中包括戒煙和保持戒煙的實用技巧。您也可以發簡訊提問
，顧問將相應地給您回復。 （如欲停止簡訊服務，請隨時發送
短信【STOP】至 66819。您的電話運營商可能會按信息使用率
收費。）
2.在線註冊

您也可以在 www.asq-chinese.org 在線註冊，註冊後將會
收到我們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您的閱讀資料。完成ASQ 的在線
註冊後，戒煙顧問將與您聯繫，以查看您是否有資格獲得兩週免
費的尼古丁貼片。
3.電話

ASQ《華語戒煙專線》不僅僅針對煙草使用者。我們也歡迎
煙草使用者的家人或朋友致電 1-800-838-8917 與 ASQ 聯繫，

以獲取專業戒煙顧問關於如何幫助他人戒煙的提示。如果您在營
業時間內打電話，您可以和說廣東話或國語的戒煙顧問交談。
關於 ASQ《華語戒煙專線》

ASQ《華語戒煙專線》由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資助。
自 2012 年開始，ASQ 已經為超過 18,000 名美國亞裔社區的居
民用粵語、國語、韓語和越南語提供了免費的、以實證為基礎的
戒煙服務。符合資格的戒煙者將會獲得兩週免費的戒煙貼片。研
究已經證明 ASQ 的服務可以倍增吸煙者戒煙的成功率。
ASQ 的服務時間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美國西岸時間早上 7:
00am 至晚上 9:00pm （美東時間早上 10:00am 至凌晨 12:
00am）。可以通過以下任何一種方式與我們聯繫：
電話和在線登記
• 國、粵語 1-800-838-8917
www.asq-chinese.org
• 韓語 1-800-556-5564
www.asq-korean.org
• 越南語 1-800-778-8440
www.asq-viet.org

發簡訊【戒煙】到 66819 獲取粵語或國語的支持信息。 *如
欲停止簡訊服務，請隨時發送簡訊【STOP】至 66819。您的電
話運營商可能會按信息使用率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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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齊撐阿里料有力升逾四成
季績勝預期 股價急升12%

受惠季績優於市場預期，加

上大行普遍保持阿里巴巴原有

看好評級，即使有部分大行將其目標價

下調，仍未阻阿里27日股價升勢，該

股 27 日最高曾見 92.4 元（港元，下

同），最多漲近14%，收報91元，升

12.2%。綜合市場資料，大行予阿里最

新目標價由130元至224元，仍較其27

日收市價高出42.86%至1.46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大行予阿里巴巴最新評級
大行 評級 目標價(港元)
富瑞 買入 224

招商證券國際 買入 162

瑞信 跑贏大市 158

高盛 買入 154

大和資本 買入 145

瑞銀 買入 136

摩根大通 增持 130

製表：記者 殷考玲

阿里巴巴首席財務官徐宏日前於電話業績會議
中解釋，考慮到疫情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

性，停止以往於新財年年初提供財務指引的做法。
有大行認為，阿里巴巴首次不提供全年財務指引，
導致部分業務收入前景疲弱，部分大行因而下調其
目標價，不過評級大致上維持“買入”。

富瑞：天貓增長前景看俏
富瑞發表報告指出，阿里巴巴旗下天貓市場

份額增長有可持續的增長前景，加上更高轉化率
和相關內容的付費點擊增長推動下，相信未來有
可觀增長。此外，該行又預計阿里巴巴將會繼續
專注於成本效益，並在疫情結束後把握市場機

遇。富瑞重申對阿里巴巴“買入”評級，目標價
由268元下調至224元。

摩通：估值較同業低
另一方面，高盛發表研究報告認為，雖然在宏

觀因素及競爭激烈之下，阿里巴巴季績仍好過預
期，收入及經調整EBITA亦較市場預期為高。而
且，阿里巴巴上季客戶管理收入（CMR）按年平
穩，顯示廣告收入保持增長，加上淘寶特價版及淘
菜菜業務這兩大較低端電商業務的虧損較前一季有
所收窄，管理層亦預期未來虧損持續收窄，此業務
表現也較該行預期為理想。高盛將阿里目標價從
180元降至154元，給予“買入”評級。

至於摩根大通則認為，阿里巴巴季績收入略
優於市場及該行預期，而且在收入不明朗之下，
該行表示成本控制將會是阿里巴巴未來數季影響
股價重要因素，加上其電商業務屬於垂直行業，
相信該集團的控制成本能力較高。此外，該行又
指，阿里巴巴的股價在內地電商行業中估值最
低，而其利潤率提升比其他同業為高，若市場走
出疫情憂慮，相信阿里巴巴具有較大上行空間，
該行給予其目標價130元，以及“增持”評級。

阿里巴巴26日公布，今年首3月，收入按年
增加9%至2,040.5億元人民幣，非通用會計準則
（Non-GAAP）盈利錄198億元人民幣，按年跌
24%，均略好過市場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美國零售股
上調業績預測，加上美銀表示，如果美國經濟惡
化、通脹回落、金融狀況惡化，美聯儲9月或會暫
停加息，市場對美聯儲過度激進加息的擔憂紓
緩，令隔晚美股高收。受隔晚美股造好、內地持
續出台穩經濟措施帶動，港股27日大幅反彈581
點，收報20,697點，其中科技股表現尤佳。

受外圍造好帶動，恒指27日高開529點，一
度升663點，高見20,779點，其後升幅略為收
窄。恒指27日最終收報20,697點，升581點或

2.89%。大市成交逾1,200億元（港元，下同）。
國指27日最終收報7,082點，升205點或2.98%。
恒生科技指數則跑贏大市，27日最終收報4,186
點，升 153 點或 3.8%。總結全周，恒指累跌
0.1%、國指累跌0.54%、科指累計跌2.27%。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27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日前國務院會議決定實
施6方面33項穩經濟措施，加上阿里巴巴與百度
公布的季度業績有驚喜，美匯指數已經由高位回
落，都有助支持港股27日表現良好。展望後市，

他認為現時恒指於20,900點有較大阻力，若港股
能延續27日的良好勢頭，突破上述阻力位，恒指
或進一步上試21,400點至21,5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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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行指阿里巴巴估值較同業低，但利潤率較高，
看好其增長前景，普遍給予正面評級，股價具上升空
間。 資料圖片

內地出招振經濟 港股反彈581點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證監
會、香港證監會27日發布聯合公
告，原則同意兩地交易所將符合條
件的交易型開放式基金（ETF）納
入互聯互通；內地和香港投資者可
以通過當地證券公司或經紀商買賣
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所上市的股
票和ETF基金份額。

中證監官網刊登聯合公告稱，
兩地將基於基金規模、跟蹤指數選
股以互聯互通標的股票為主等原
則，確定符合條件的內地ETF及香
港ETF納入標的範圍；投資者通過
互聯互通投資ETF，僅可在二級市
場進行交易，不允許申購贖回；
ETF投資額度與股票投資額度一併
統計及管理。

聯合公告又指，自本公告發布
之日起至上述方案正式實施，需要
2個月左右準備時間，正式實施時
間將另行公告。

為進一步豐富交易品種，為境
內外投資者提供更多的投資便利和
機會，兩地證監會已於2016年就
ETF納入互聯互通投資標的達成共
識。去年12月，滬、深證券交易
所、香港聯合交易所、中國證券登
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香港中央結
算有限公司就ETF納入互聯互通整
體方案達成共識。

續推進中國債市對外開放
此外，人民銀行、中證監、外

匯局27日還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
便利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中國債券
市場有關事宜》的公告（以下簡稱
《公告》），統籌同步推進銀行間
和交易所債券市場對外開放。公告
表示，進一步便利境外機構投資者
投資中國債券市場，程序進一步簡
化，可投資範圍擴展到交易所債券
市場。鼓勵境外機構投資者作為中
長期投資者投資中國債券市場。

近年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中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取得積極進
展。截至2022年4月末，中國債券
市場餘額為138.2萬億元人民幣，自
2016 年起穩居世界第二，共有
1,035家境外機構投資者進入中國債
券市場，總持債規模為3.9萬億元人
民幣，較2017年末增長了225%。

◆美國過度激進加息預期降溫，加上內地出台措
施振經濟，刺激港股造好。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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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韓國強化企業核心競爭力

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始終將中小企業特別是創

新型企業，視為國家經濟增長的潛在動能。為保障

中小企業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實現軟著六，韓

國政府從政策資金支援、出口市場開拓、專門人才

培養等多方面實施全方位綜合支援措施，在D.N.A.

(數據、網酪、人工智能)和Big3(系統半導體、生物

健康、新能源汽車)等具備創新成長潛力的領域，

多角度強化中小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去年，韓國政府為應對疫情給中小企業帶來的沖

擊，建立了系統的政策資金支援體系，將支援對象擴

大到112個經營危機行業，共向22000余家中小企業

提供了總計6.01萬億韓元的政策資金，在很大程度上

解抉了企業的原材料供應困難和雇傭薪金壓力。

以數字經濟、綠色發展和非面對面潛力行業為

中心，韓國政府去年集中投入了2萬億韓元預算資

金，以推動中小企業的創新成長。在內部流程方面

，韓國本著以需求者為中心的宗旨，推出了數字融

資申請、非面對面評價等服務。

為解抉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全球物流供需不均

衡問題，韓國政府與國際航運公司合作，為中小企

業提供海運經常性支援服務。此外，韓國政府構建

起“發掘具備潛力的內需企業和產品—扶持培養—

通過線上線下結合進軍海外”的支援體系，努力消

除中小企業面臨的出口困難。僅去年壹年該體系就

取得66.8億美元的出口收益。

在確保中小企業人力資源方面，韓國政府建立

了包括擴大人力流入、發掘匹配崗位、強化人才力

量和吸引核心人力長期在職等壹系列舉措在內的人

力培養良性循環支援系統，並為200余所特性化高

中、13所專門大學和與地區產業相關的69個中小

企業合同學科提供資金支持。

同時，韓國政府還在全國設立了6所研修院，

以加強中小企業的人才力量，去年在讀人數達到5

萬余人。特別是為了培養智能制造領域的專業人才

，重點開展了智能制造領域培訓，僅去年就有近

15000人結業。在這些支援措施的帶動下，韓國中小

制造業企業生產指數在去年末達到100.6，較上年度

同期增長3.7點。平均開工率也達到71.2%，較上年

度同期增長2.5個百分點，疫情導致的經營活動萎縮

趨勢得到扭轉。

出口方面，盡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國際物流

不暢等不利因素影響，韓國中小企業去年出口總額

仍達到1171億美元，近10年來首次突破1100億美

元大關；與2020年相比增幅高達16.2%，這也是韓

國中小企業出口增長率首次超過10%。

韓國新政府上臺伊始，總統尹錫悅就作出20條

承諾，其中第6條就是“打造中小企業站立於經濟中

心位置的國家”。新政府針對中小企業的支持政策包

括：以大數據為基礎構築中小企業政策平臺，推進

《中小企業生產性特別法》的立法工作，實施創新成

長型企業支援政策；合理改善企業繼承制度、引進風

險投資企業復數表抉權，消除阻礙企業成長的拌腳石

；構建“制造業數字轉換雲平臺(DTaaS)”，進壹步

普及未來型先導智能工廠，推動中小企業智能制造革

新；大幅提高中小企業研發投入，構建運營“中期研

究裝備租賃銀行”；與企業共同培養10萬名數字經

濟人才，以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等。

韓國新政府希望通過以上措施達到中小企業研

發投入占比上升至1.9%、出口額超千萬美元中小企

業數增至2400個、非首都圈創新中小企業數占比達

45%等目標。新政府系列新政策效果如何，韓國經

濟界普遍充滿期待。

全國房貸利率下調
多地首套房貸利率低至4.25%
綜合報導 繼5月20日5年期以上貸

款市場報價利率(LPR)超預期下調15個

基點至4.45%後，全國各城市房貸利率

隨之下調。昨日，記者致電北京、廣州

、深圳、上海等壹線城市的多個國有大

行當地支行，相關工作人員均向記者證

實，隨著5年期以上LPR下調，該行已

將房貸利率相應下調15個基點。而天津

等多地在此前跟進執行首套房貸利率下

限的基礎上，將首套房貸利率相應下調

至4.25%。

值得註意的是，現行的個人住房

貸款利率定價機制通常是在 5年期以

上 LPR 基礎上加(減)不同幅度的基點

抉定。加點幅度由央行、銀保監會指

定全國應遵守的下限，各地也在此基

礎上因城施策制定轄內銀行應遵守的

加點下限。

5月15日，央行、銀保監會宣布下

調新發放首套房貸利率下限，由不低於

相應期限LPR調整為不低於相應期限

LPR減20個基點，按4月20日發布的5

年期以上LPR(4.6%)計算為4.4%，此後天

津等地跟進下調首套房貸利率，但北京

、廣州、深圳等壹線城市未跟進下調，

使得壹線城市新發放首套房貸利率與其

他地區的差距進壹步拉大。此次5年期

以上LPR下調15個基點為全國性調整，

部分地區新發放首套房貸利率最低可至

4.25%。

記者了解到，北京現行的政策是

，首套房貸利率為 5年期以上 LPR+55

個基點，二套房貸利率為 5年期以上

LPR+105 個基點。中行、工行等北京

支行的工作人員昨日均向記者表示，

該行已經按照新的 5 年期以上 LPR 執

行，首套房貸利率由此前的 5.15%降

至 5%，二套房貸利率從 5.65%降至

5.5%。

同時，記者致電多家銀行了解到，

上海部分銀行首套房貸利率從4.95%降

至 4.8%，二套房貸利率從 5.65%降至

5.5%。廣州部分銀行首套房貸利率從5%

降至4.85%，二套房貸利率從5.2%降至

5.05%。深圳部分銀行首套房貸利率從

4.9%降至4.75%，二套房貸利率從5.2%

降至5.05%。

此外，記者了解到，央行、銀保監

會5月15日宣布下調首套房貸利率下限

後，北京、深圳等壹線城市並未慘與此

次下調。中行、建行等深圳支行的客護

經理昨日均向記者表示，目前該行並未

跟進下調首套房貸利率下限，以後是否

會調整還在等通知。

記者此前了解到，5月15日，央行

、銀保監會宣布下調首套房貸利率下限

至相應期限LPR減20個基點後，首套房

貸利率下限為4.4%，隨後，天津、蘇州

、濟南、青島等多地將首套房貸利率下

調至4.4%。

以天津為例，隨著5月20日發布的5

年期以上LPR下調15個基點，天津首套

房貸利率再次下調。中國銀行天津某支

行的客護經理昨日告訴記者，目前首套

房貸利率為4.25%。

對此，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

總監嚴躍進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

天津大力度降低房貸利率，本質上

是為了給剛需和改善型購房需求提

供保障，對市場行情的提振具有積

極作用。

不過，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

偉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央行發布政

策後，多城市下調首套房貸利率，從

之前的 4.6%下調到 4.4%，後續下調到

4.25%，主要原因是這些城市樓市成交

量低迷，房貸需求量低。從影響看，

新增貸款利率降低的確有利於剛需入

市，但是房貸利率調整的信號意義更

大，因為大部分城市都沒有執行下調

首套房貸利率下限的最低標準，只有

樓市成交低迷的城市執行了“降息+降

低標準”政策。另外，不僅首套房貸

利率下調，存量的房貸利率也需要有

所下調，市場更期望看到二套房認定

標準的調整及相應利率的下調，這洋

市場才能加速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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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唐代诗人皮日休曾写诗赞美牡丹：“国色朝

酣酒，天香夜染衣”，至此牡丹有了“国色天香

”的美誉。

自隋唐牡丹从荒野进入宫廷，一千多年来经

过历代育种者和园丁的辛勤培育，牡丹已经与它

山野中最初的模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形成

了白、粉、红、紫、黒、蓝、绿、黄和复色这九

大色系，上千个品种。在这些花色中，白、粉、

红和紫色是牡丹中较为常见的颜色，而黑、蓝、

绿和黄色在传统牡丹中是比较稀缺的。在牡丹爱

好者之间经常存在着“黑牡丹不黑、黄牡丹不黄

、绿牡丹不绿”的说法。

难道世间就没有真正的黄牡丹吗？

关于是否存在真正黄色的牡丹，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这一直是个谜，直到1906年法国植物学

家A. Franchet发表了两个野生牡丹：Paeonia dela-

vayi（紫牡丹）和P. lutea（黄牡丹），植物学界

才首次见到了真正开黄色花的牡丹。这两个野生

种都是法国传教士Delavayi在中国云南发现并采集

的，其中黄牡丹（P. lutea）采集自云南洱源，花

为金黄色。植物学家对中国西南地区的野生牡丹

资源调查后发现，黄牡丹的分布范围极广，在云

南昆明、大理、香格里拉、德钦以及西藏林芝市

的林芝县、米林县和波密县等地区都有分布。至

此，黄牡丹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

二十世纪末，洪德元院士对中国的野生牡丹资源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和分类研究。研究发现，没有

一个性状或性状的组合可以把P. delavayi（紫牡丹）

和P. lutea（黄牡丹）划分为不同种甚至种下分类群，

原来分出来的许多类群只不过是一个种的一些极端形

态变异而已，任何形态上的划分都是不自然的，因此

将这两个种以及其他的一些变异类型合并为一个种：

P. delavayi 即滇牡丹。（注：下文出现的“黄牡丹”

指代的是滇牡丹中黄色花的类型。）

黄色系牡丹新品种是怎么培育的？

野生黄牡丹虽然有亮丽的黄色花，但花朵很

小，同时适应性较差，不耐高温和严寒，直接驯

化作为园艺花卉的效果较差。而小花的野生黄牡

丹和园艺栽培的大花栽培牡丹亲缘关系较远，虽

然它们同属于芍药科芍药属牡丹组，但却分属于

不同的亚组，黄牡丹属于肉质花盘亚组，而园艺

栽培的大花型的传统牡丹（P.× suffruticosa）属于

革质花盘亚组，不同亚组之间存在严重的生殖隔

离，杂交极难形成种子，即使形成种子也很难发

芽，因此巴黎的园艺学家Maxime Cornu教授曾断

言这个种在园艺育种中将一事无成。

但打脸来的太快，与Maxime Cornu教授同时

期的Victor Lemoine教授和Louis Henry 教授在利

用种子培育出黄牡丹之后，就尝试利用黄牡丹做

母本和从中国引入的传统栽培牡丹（花大，高度

重瓣）进行杂交，经过大量的尝试和失败之后，

1904年VictorLemoine教授率先获得成功，杂交出

了首个黄色重瓣大花栽培牡丹品种‘La Lorraine’

，1908年Louis Henry 教授也获得了成功，杂交出

了迄今在世界范围内流传非常广的黄色牡丹品种

‘Souvenirdu Prof. Maxime Cornu’（金阁）。之

后，Victor Lemoine和他的儿子Emile Leomine又

陆续培育出诸多黄色系新品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Lemoine家族的黄色牡丹

新品种在美国牡丹芍药协会（American Peony So-

ciety，APS）的展览上出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

带动了美国一些育种者加入到培育黄色牡丹新品

种的队伍中来。这其中成果最突出的育种家是A.

P. Saunders。Saunders意识到Lemoine培育的品种

虽然花色新颖，但它们中的大多数继承了黄牡丹

花梗细弱的特点，细弱的花梗无法支撑起巨大的

花朵，多数品种花朵有垂头的问题，甚至部分品

种的花是完全下垂的，这使得观赏性大打折扣。

为了尽量避免杂交后代出现花头下垂的问题，

Saunders选择了花梗更直立且强壮，花型多为单瓣

或半重瓣的日本传统栽培牡丹品种作为父本与滇

牡丹（黄色和紫红色的类型都有）进行杂交。

Saunders同样开展了大量的杂交，通过不断尝

试和不懈坚持终于在1928年公布了他的第一个黄

色系杂交品种‘Argosy’。这是一个黄色单瓣型的

品种，花朵侧开。之后Suanders又不断扩大杂交的

亲本类型和杂交的规模，新品种也随之不断涌现

。根据APS的名录Peonies 1976-1986记载，Saun-

ders和他女儿在1928-1960年期间一共登录了78个

牡丹新品种。这些新品种继承了日本传统栽培牡

丹花单瓣或半重瓣，花梗直立的特点，也多为单

瓣和半重瓣，花头直立性增强，颜色变化十分丰

富，从深红、猩红、杏黄到琥珀色、金黄色和柠

檬黄色均有。现阶段Saunders培育的部分品种依然

流行，其中‘High Noon’（海黄）这个半重瓣的

黄色花品种，因其亮丽的花色、极好的适应性以

及怡人的花香在全世界广泛栽培。而这一类由滇

牡丹和传统栽培牡丹参与杂交形成的栽培牡丹品

种也被称为牡丹亚组间杂种。

因为滇牡丹和传统栽培牡丹较远的亲缘关系，

导致它们的杂交第一代（F1）几乎都是高度不育的

，在Saunders开展黄牡丹育种的几十年中，也一直

在努力尝试开展这些F1代之间的杂交，希望能获得

能结实的黄色系品种，但却一直没有突破。一个非

常偶然的机会，Saunders在花园中巡视，竟然看到

一株他的杂交F1代上有饱满的果荚，从这个果荚里

他获得了两粒饱满种子。Saunders将其视为珍宝，

认真播种并细心养护，最终这两粒种子顺利发芽并

被培育成苗（Saunders F2A 和Saunders F2B）。

Saunders自知年事已高，没有精力继续利用这

两株珍贵的F2代继续培育牡丹新品种。经过慎重

考虑，他将这两个珍贵的F2赠送给了同样热爱并

拥有一个大的牡丹园的朋友William Gratwick。

Gratwick知道这两株牡丹的珍贵，将它们在自己的

牡丹园中精心呵护，最终它们顺利开花。Gratwick

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他的画家朋友Nassos Daphnis

来自己牡丹园赏花写生的时候

，他把这两株珍贵的牡丹介绍

给了Daphnis，并鼓励Daphnis

利用它们进行杂交育种尝试。

Daphnis 利用这 Saunders F2 连

续多年开展了大量的杂交工作

，正如Saunders猜想的一样，

这两株F2代有一定的育性，利

用它们和桑德斯的部分F1杂交

获得了后代，Dpahnis最终编号

的后代达500多个，自此牡丹

亚组间杂种不育的瓶颈开始被

打破。近年来在诸多牡丹育种

家的努力推动下，利用可育的

亚组间杂交种继续杂交，又已

经培育出了一批适应性更强、

花头更直立，花型更饱满的黄

色系牡丹新品种。

黄牡丹花色能遗传给芍药吗？

在培育出黄色系牡丹之后，育种家就在思考

能不能将牡丹和芍药杂交，将牡丹的黄色花遗传

给芍药，毕竟芍药更耐寒耐湿，可以在更多的地

区种植。但牡丹和芍药虽然同属于芍药科芍药属

，但一个是木本，一个是草本，两者基因型和表

型的巨大差异，使得育种家历曾一度认为牡丹和

芍药杂交不可能实现，这个说法直到1948年才被

日本育种家Toichi Itoh打破。

Itoh利用黄色系牡丹亚组间杂种‘Alice Hard-

ing’（金晃）做父本，给1200朵芍药‘Kakoden’

（花香殿）杂交授粉，获得了36株种苗，其中9

株表型更像牡丹。很遗憾，Itoh在有生之年并未见

到他创制的这些后代开花，他将这几株珍贵的种

苗托付给了他的女婿照看并顺利长大开花。非常

幸运，这些后代完美遗传了黄牡丹的黄色花。

1974 年美国商人 Smirnow 将其中的四个品种

（‘Yellow Crown’、‘Yellow Dream’、‘Yel-

low Emperor’和‘Yellow Heaven’）带到美国进

行繁殖，并在当地展出和销售，迅速引起轰动。

为了纪念Toichi Itoh在芍药属组间杂交的开创

性贡献，APS将以芍药（P. lactiflora）做母本，牡

丹亚组间杂交品种做父本获得的品种称为伊藤杂

种芍药（Itoh hybrid peony）。

Itoh的牡丹和芍药组间杂种的新突破也刺激了

很多牡丹芍药育种家开展了大量的尝试，但毕竟

牡丹和芍药亲缘关系太远，因此这个这个的杂交

比牡丹亚组间杂交更加困难，经过70多年的努力

，全球范围内已命名的伊藤杂种的品种也仅200个

左右，这些品种的父本几乎都是牡丹亚组间杂交

品种，而且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品种‘Golden Era

’和‘Golden Experience’都是黄色系的。伊藤杂

种完美继承了芍药和牡丹亚组间杂种的优点，花

型和叶型类似牡丹，生态习性类似芍药，花期和

芍药接近，适应性强，病害极少，且开花量大，

因此相较于牡丹也在更多的地区被推广种植，这

也让更多人欣赏到了“国色”。

中国在黄牡丹育种上进展如何？

中国虽然是滇牡丹的原产国，但黄牡丹被发

现的时间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

末期，整个中国都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在之后的

几十年里，观赏园艺也几乎处于停滞发展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牡丹迎来了新的发展，改

革开放之后国内外信息交流更加顺畅，国外滇牡

丹育种的信息也传入了国内。

二十世纪末甘肃省林业科技推广总站的李嘉

珏团队和兰州和平牡丹园的陈德忠高工等最先开

始牡丹野生资源的调查与引种工作，并在兰州建

立了野生牡丹引种驯化基地，几乎同时期北京林

业大学的王莲英教授团队也在洛阳栾川建立了芍

药科迁地保育基地，这两个基地都对滇牡丹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收集和保存。在成功引种的基础上

，他们都利用滇牡丹和当地有特色的牡丹品种开

展了杂交育种工作。兰州和平牡丹园的陈德忠高

工利用黄牡丹和紫斑牡丹进行杂交，在2005年育

出了国内首批黄色系牡丹新品种‘炎黄金梦’

‘华夏金龙’；2009年王莲英教授团队也育成了

第一个纯黄色无斑的新品种‘华夏一品黄’，同

年兰州林业科技推广总站的何丽霞高工团队也育

出了黄色带紫斑的牡丹新品种‘黄水晶’。

滇牡丹所有野生种均产自中国，利用滇牡丹进

行育种工作，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中国育

种人积极开展滇牡丹野生资源的调查，更多优异的

种质资源被发现和引种，随着这些种质资源被成功

用于杂交育种，近十几年更多的团队，例如中国农

业科学院蔬菜花卉所张秀新团队、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王亮生团队等也加入到滇牡丹杂交育种中来

，如今我国的黄色系牡丹新品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伊藤杂种芍药育种方面，伴随国外优良种质被

引入国内，中国的黄色系伊藤芍药育种也在不断发

力，北京林业大学成仿云教授团队以及洛阳国家牡

丹园最近都不断有新品种育出。

这个牡丹中的稀有品种，你知道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吗？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八十八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八十八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地區軍事指揮官地區軍事指揮官：：俄羅斯軍隊炮擊哈爾科俄羅斯軍隊炮擊哈爾科

夫地區夫地區
哈爾科夫地區軍事長官在一份聲明中說哈爾科夫地區軍事長官在一份聲明中說，，俄羅斯軍隊最近幾俄羅斯軍隊最近幾

個小時炮擊了烏克蘭哈爾科夫市的一個地區個小時炮擊了烏克蘭哈爾科夫市的一個地區。。
哈爾科夫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奧列哈爾科夫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奧列··西涅胡博夫表示西涅胡博夫表示，，哈爾哈爾

科夫市的基輔區在過去科夫市的基輔區在過去 2424 小時內遭到俄羅斯炮擊小時內遭到俄羅斯炮擊，，數枚炮彈一數枚炮彈一
夜之間擊中了馬拉丹尼利夫卡郊區夜之間擊中了馬拉丹尼利夫卡郊區，，沒有人員傷亡沒有人員傷亡。。

他補充說他補充說，，一名一名 6565 歲的婦女在斯萊坦歲的婦女在斯萊坦（（SlatyneSlatyne）） 村被俄羅村被俄羅
斯引發的大火燒死斯引發的大火燒死。。

最近幾週最近幾週，，烏克蘭軍隊從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附近擊烏克蘭軍隊從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附近擊
退了俄羅斯軍隊退了俄羅斯軍隊，，但它仍然在一些俄羅斯武器的射程內但它仍然在一些俄羅斯武器的射程內。。
西涅胡博夫說西涅胡博夫說：“：“該地區的戰鬥仍在繼續該地區的戰鬥仍在繼續。。在哈爾科夫方向在哈爾科夫方向，，敵敵
人正試圖堅守陣地人正試圖堅守陣地，，阻止烏克蘭軍隊進一步推進阻止烏克蘭軍隊進一步推進。”。”
西涅胡博夫說西涅胡博夫說，，烏克蘭軍隊在哈爾科夫地區擊落了一架俄羅斯烏克蘭軍隊在哈爾科夫地區擊落了一架俄羅斯
Ka-Ka-5252 戰鬥直升機戰鬥直升機，，但這一說法無法立即得到證實但這一說法無法立即得到證實。。
地區官員地區官員：：烏克蘭城市尼古拉耶夫遭到炮擊烏克蘭城市尼古拉耶夫遭到炮擊

地區委員會負責人在一份聲明中說地區委員會負責人在一份聲明中說，，烏克蘭西南部港口城市烏克蘭西南部港口城市
尼古拉耶夫週六遭到俄羅斯炮擊尼古拉耶夫週六遭到俄羅斯炮擊。。

尼古拉耶夫在烏克蘭政府的控制之下尼古拉耶夫在烏克蘭政府的控制之下，，但距離烏克蘭和俄羅但距離烏克蘭和俄羅
斯軍隊之間的戰鬥前線不遠斯軍隊之間的戰鬥前線不遠。。它距離赫爾松約它距離赫爾松約 6060 公裏公裏（（3737 英裏英裏
），），自入侵初期以來一直處於俄羅斯的控制之下自入侵初期以來一直處於俄羅斯的控制之下。。

聲明說聲明說：“：“今天早上今天早上，，尼古拉耶夫市再次遭到炮擊尼古拉耶夫市再次遭到炮擊。。俄羅斯俄羅斯
軍隊襲擊了距離幼兒園軍隊襲擊了距離幼兒園2020米的居民區院子米的居民區院子，，炮擊造成人員受傷炮擊造成人員受傷
。”。”
俄羅斯官方媒體俄羅斯官方媒體：：普京簽署法律取消入伍年齡上限普京簽署法律取消入伍年齡上限

據俄羅斯國家通訊社塔斯社報道據俄羅斯國家通訊社塔斯社報道，，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簽署了一項法律普京簽署了一項法律，，取消了俄羅斯人和外國人作為合同服役人取消了俄羅斯人和外國人作為合同服役人
員參軍的年限員參軍的年限。。

俄羅斯國家杜馬週叁通過了該法案俄羅斯國家杜馬週叁通過了該法案，，但需要普京簽署才能使但需要普京簽署才能使
其成為法律其成為法律。。

此前此前，，1818至至4040歲的公民和歲的公民和1818至至3030歲的外國人可以入伍歲的外國人可以入伍。。
這些變化是由國家杜馬國防委員會主席安德烈這些變化是由國家杜馬國防委員會主席安德烈··卡爾塔波洛卡爾塔波洛

夫和他的第一副手安德烈夫和他的第一副手安德烈··克拉索夫起草的克拉索夫起草的。。據塔斯社報道據塔斯社報道，，他他
們認為取消年齡上限將吸引醫療支持們認為取消年齡上限將吸引醫療支持、、工程和通信等領域的專家工程和通信等領域的專家
。。

該法律草案的解釋性說明還指出該法律草案的解釋性說明還指出，，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軍事裝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軍事裝
備需要專家備需要專家，，他們在他們在4040至至4545歲之間獲得經驗歲之間獲得經驗。。

法律的變化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造成嚴重傷亡的情況下發法律的變化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造成嚴重傷亡的情況下發
生的生的，，莫斯科正在烏克蘭發動它委婉地稱之為莫斯科正在烏克蘭發動它委婉地稱之為““特別軍事行動特別軍事行動””
。。

俄羅斯之前也有徵兵制度俄羅斯之前也有徵兵制度。。克裏姆林宮最初表示克裏姆林宮最初表示，，應徵者不應徵者不
會在烏克蘭服役會在烏克蘭服役，，但隨後承認他們在烏克蘭戰鬥中服役但隨後承認他們在烏克蘭戰鬥中服役。。
俄羅斯成功在海上測試其鋯石高超音速巡航導彈俄羅斯成功在海上測試其鋯石高超音速巡航導彈

據俄羅斯國防部報道據俄羅斯國防部報道，，俄羅斯週六在俄羅斯週六在 10001000 公裏公裏（（621621 英裏英裏
））的距離內成功測試了其鋯石高超音速巡航導彈的距離內成功測試了其鋯石高超音速巡航導彈（（Zircon hyperZircon hyper--
sonic cruise missilesonic cruise missile）。）。

導彈從巴倫支海水域向俄羅斯西北海岸的南部入口導彈從巴倫支海水域向俄羅斯西北海岸的南部入口““白海目白海目
標標””發射發射。。

根據國防部的一份聲明根據國防部的一份聲明，，該導彈是作為對新武器進行更廣泛該導彈是作為對新武器進行更廣泛
測試的一部分而發射的測試的一部分而發射的。。

國防部分享的測試視頻顯示國防部分享的測試視頻顯示，，鋯石導彈是從俄羅斯海軍上將鋯石導彈是從俄羅斯海軍上將
格裏戈羅維奇級護衛艦上以陡峭的軌跡發射的格裏戈羅維奇級護衛艦上以陡峭的軌跡發射的。。

鋯石巡航導彈是俄羅斯至少自鋯石巡航導彈是俄羅斯至少自 20182018 年以來一直在開發的新年以來一直在開發的新
一代高超音速武器系統的一部分一代高超音速武器系統的一部分。。

烏克蘭軍方聲稱烏克蘭軍方聲稱，，自總統弗拉基米爾自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於普京於 22 月月2424日開始日開始
入侵烏克蘭以來入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部隊俄羅斯部隊““在人力和裝備方面遭受了重大損在人力和裝備方面遭受了重大損
失失”。”。

為了展示武力為了展示武力，，克裏姆林宮繼續進行大功率武器試驗克裏姆林宮繼續進行大功率武器試驗，，包括包括

上個月對其新型上個月對其新型““薩爾馬特薩爾馬特””洲際彈道導彈的試驗洲際彈道導彈的試驗。。
盧甘斯克地區軍事長官盧甘斯克地區軍事長官：：盧甘斯克關鍵城市北頓涅茨克盧甘斯克關鍵城市北頓涅茨克““沒有被沒有被
切斷切斷””

盧甘斯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謝爾伊盧甘斯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謝爾伊··海代周六表示海代周六表示，，烏克烏克
蘭東部關鍵城市北頓涅茨克蘭東部關鍵城市北頓涅茨克““沒有被切斷沒有被切斷”，”，盡管俄羅斯軍隊在盡管俄羅斯軍隊在
盧甘斯克地區展開了協同進攻盧甘斯克地區展開了協同進攻。。

海代說海代說，，俄羅斯正在對工業中心北頓涅茨克進行猛烈炮擊俄羅斯正在對工業中心北頓涅茨克進行猛烈炮擊，，
該工業中心是烏克蘭控制盧甘斯克地區的最後一個主要據點該工業中心是烏克蘭控制盧甘斯克地區的最後一個主要據點。。

他說他說：“：“炮擊仍在繼續炮擊仍在繼續，，俄羅斯軍隊正在摧毀這座城市俄羅斯軍隊正在摧毀這座城市，，用用
各種武器進行炮擊各種武器進行炮擊。。俄羅斯軍隊進入了城市的郊區俄羅斯軍隊進入了城市的郊區，，米爾酒店米爾酒店。。
我們還不能讓他們離開酒店我們還不能讓他們離開酒店，，但他們已經死了很多人但他們已經死了很多人，，我們的戰我們的戰
士們正在阻止他們士們正在阻止他們。”。”

海代補充說海代補充說，，北頓涅茨克北頓涅茨克““沒有被切斷沒有被切斷，，但總的來說但總的來說，，卡車卡車
不會經過那裏不會經過那裏，，只有汽車只有汽車。。許多汽車上的人在呂西昌斯克許多汽車上的人在呂西昌斯克--巴赫巴赫
穆特路線上被槍殺穆特路線上被槍殺，，沿著這條路線通過很危險沿著這條路線通過很危險。”。”
烏克蘭軍隊正在戰鬥以阻止俄羅斯軍隊明顯努力包圍北頓涅茨克烏克蘭軍隊正在戰鬥以阻止俄羅斯軍隊明顯努力包圍北頓涅茨克
的防禦者的防禦者，，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控制的一小塊領土周圍向幾個方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控制的一小塊領土周圍向幾個方
向推進向推進。。

海代說海代說，，俄羅斯在盧甘斯克地區有俄羅斯在盧甘斯克地區有 2525 個營戰術大隊個營戰術大隊———人—人
數為數為 1010,,000000 名士兵名士兵———以及大量的軍事裝備—以及大量的軍事裝備。。他說他說，，俄羅斯指俄羅斯指
揮官已經為這場戰鬥投入了一系列力量揮官已經為這場戰鬥投入了一系列力量，，包括來自自稱分離主義包括來自自稱分離主義
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應徵入伍者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應徵入伍者、、忠於車臣共和忠於車臣共和
國領導人拉姆贊國領導人拉姆贊··卡德羅夫的俄羅斯戰士以及私營軍事公司卡德羅夫的俄羅斯戰士以及私營軍事公司。。
俄羅斯官方媒體俄羅斯官方媒體：：俄羅斯佔領的赫爾松關閉了與烏克蘭領土的邊俄羅斯佔領的赫爾松關閉了與烏克蘭領土的邊
界界

俄羅斯佔領的赫爾鬆地區已關閉與週邊烏克蘭地區的邊界俄羅斯佔領的赫爾鬆地區已關閉與週邊烏克蘭地區的邊界，，
國家媒體國家媒體 RIA-NovostiRIA-Novosti 週六援引俄羅斯在赫爾松設立的政府副週六援引俄羅斯在赫爾松設立的政府副
局長基裏爾局長基裏爾··斯特雷穆索夫的話說斯特雷穆索夫的話說。。

斯特雷穆索夫說斯特雷穆索夫說：“：“出於安全原因出於安全原因，，邊境現已關閉邊境現已關閉............我們我們
不建議前往烏克蘭不建議前往烏克蘭，，無論藉口如何無論藉口如何。”。”

斯特雷穆索夫補充說斯特雷穆索夫補充說，，赫爾松與烏克蘭的尼古拉耶夫和第聶赫爾松與烏克蘭的尼古拉耶夫和第聶
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過境點已關閉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過境點已關閉，，而從赫爾松前往克裏米而從赫爾松前往克裏米
亞或俄羅斯控制的紮波羅熱地區的旅行仍然可能亞或俄羅斯控制的紮波羅熱地區的旅行仍然可能。。

自自 22 月下旬俄羅斯開始入侵烏克蘭以來月下旬俄羅斯開始入侵烏克蘭以來，，幾乎所有位於烏克幾乎所有位於烏克
蘭南部的赫爾松市都被俄羅斯佔領蘭南部的赫爾松市都被俄羅斯佔領。。

據烏克蘭官員稱據烏克蘭官員稱，，赫爾鬆的出口已被非正式封鎖了數週赫爾鬆的出口已被非正式封鎖了數週，，他他
們聲稱任何想離開該地區的人都已被送往克裏米亞們聲稱任何想離開該地區的人都已被送往克裏米亞。。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已經與數十個烏克蘭家庭詳細討論了他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已經與數十個烏克蘭家庭詳細討論了他
們進出該地區的艱難旅程們進出該地區的艱難旅程。。

俄羅斯在赫爾松設立的政府正在努力在赫爾松設立軍事基地俄羅斯在赫爾松設立的政府正在努力在赫爾松設立軍事基地
並推進全民公決並推進全民公決，，以使該地區成為以使該地區成為““共和國共和國”，”，這與烏克蘭東部這與烏克蘭東部
的其他分離主義國家類似的其他分離主義國家類似。。
澤倫斯基承諾澤倫斯基承諾，，盡管俄羅斯軍隊繼續取得進展盡管俄羅斯軍隊繼續取得進展，，頓巴斯將再次成頓巴斯將再次成
為為““烏克蘭的烏克蘭的””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承諾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承諾，，盡管俄羅斯軍隊繼續在東南部地盡管俄羅斯軍隊繼續在東南部地
區取得進展區取得進展，，頓巴斯將頓巴斯將““再次成為烏克蘭的再次成為烏克蘭的”。”。

澤倫斯基在周五的晚間講話中稱頓巴斯目前的局勢澤倫斯基在周五的晚間講話中稱頓巴斯目前的局勢““非常困非常困
難難”，”，指的是俄羅斯在該地區增加火力和人力指的是俄羅斯在該地區增加火力和人力。。

澤倫斯基強調說澤倫斯基強調說：“：“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必須加強防禦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必須加強防禦，，加強加強
抵抗抵抗，，頓巴斯將再次成為烏克蘭的頓巴斯將再次成為烏克蘭的。。即使俄羅斯會給頓巴斯帶來即使俄羅斯會給頓巴斯帶來
所有苦難和毀滅所有苦難和毀滅，，我們也會重建每一個城鎮我們也會重建每一個城鎮，，每一個社區每一個社區，，沒有沒有
其它的選擇其它的選擇。”。”

美國國防部在周五的新聞發布會上堅稱美國國防部在周五的新聞發布會上堅稱，，俄羅斯將繼續在頓俄羅斯將繼續在頓
巴斯取得巴斯取得““增量收益增量收益”。”。

烏克蘭繼續呼籲包括英國在內的國際夥伴為其提供多發火箭烏克蘭繼續呼籲包括英國在內的國際夥伴為其提供多發火箭
系統系統，，以應對俄羅斯的進攻以應對俄羅斯的進攻。。

五角大樓新聞發言人約翰五角大樓新聞發言人約翰··柯比在承認烏克蘭的要求的同時柯比在承認烏克蘭的要求的同時
，，在周五的簡報會上強調在周五的簡報會上強調，“，“決定……尚未做出決定……尚未做出”。”。

五角大樓五角大樓““注意到注意到””烏克蘭對遠程火箭的要求烏克蘭對遠程火箭的要求。。
美國國防部表示美國國防部表示，，它它““注意並意識到注意並意識到””烏克蘭對多管火箭系烏克蘭對多管火箭系

統的要求統的要求，，但但““尚未做出決定……尚未做出決定……”。”。
即將離任的五角大樓新聞發言人的約翰即將離任的五角大樓新聞發言人的約翰··柯比在與記者的簡柯比在與記者的簡

報會上說報會上說：“：“從一開始從一開始，，我們的目標就是在他們今天所處的戰鬥我們的目標就是在他們今天所處的戰鬥
中幫助他們中幫助他們。”。”

柯比說柯比說：“：“我不會說現在為烏克蘭人提供他們可能需要的任我不會說現在為烏克蘭人提供他們可能需要的任
何系統或能力為時已晚何系統或能力為時已晚，，因為他們在戰鬥中非常活躍因為他們在戰鬥中非常活躍，，他們已經他們已經
在哈爾科夫附近擊退了俄羅斯軍隊在哈爾科夫附近擊退了俄羅斯軍隊。”。”
然而然而，，柯比表示柯比表示，，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國防部國防部““時刻關注時刻關注””
。。

柯比說柯比說：“：“我們從一開始就一直銘記我們從一開始就一直銘記，，銘記這裏的時鍾銘記這裏的時鍾，，銘銘
記這種緊迫感記這種緊迫感，，銘記時間不是我們的朋友銘記時間不是我們的朋友，，這就是為什麽我們一這就是為什麽我們一
直在繼續移動設備直在繼續移動設備，，原因是在這場原因是在這場9090多天的戰爭中多天的戰爭中，，每一天都每一天都
是如此是如此。”。”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週四報道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週四報道稱，，拜登政府正準備將拜登政府正準備將
MLRSMLRS 系統作為對烏克蘭更大的軍事和安全援助計劃的一部分系統作為對烏克蘭更大的軍事和安全援助計劃的一部分，，
最早可能在下周宣布最早可能在下周宣布。。 MLRSMLRS 及其輕型版本及其輕型版本 HIMARSHIMARS 可以發射可以發射
最遠最遠 300300 公裏公裏（（186186 英裏英裏），），具體取決於彈藥的類型具體取決於彈藥的類型。。
官員反駁稱俄羅斯軍隊已經包圍了烏克蘭東部的北頓涅茨克市官員反駁稱俄羅斯軍隊已經包圍了烏克蘭東部的北頓涅茨克市

烏克蘭官員否認盧甘斯克的北頓涅茨克市被包圍烏克蘭官員否認盧甘斯克的北頓涅茨克市被包圍，，但承認俄但承認俄
羅斯軍隊控制了該市的一部分羅斯軍隊控制了該市的一部分。。

盧甘斯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謝爾伊盧甘斯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謝爾伊··海代在接受電台採訪海代在接受電台採訪
時說時說：“：“這座城市沒有被切斷這座城市沒有被切斷，，也沒有被包圍也沒有被包圍，，戰鬥仍在繼續戰鬥仍在繼續。。
””他聲稱他聲稱，，俄羅斯軍隊俄羅斯軍隊““只進入了城市的郊區只進入了城市的郊區”。”。

當被問及俄羅斯軍隊在該市取得進一步進展的可能性時當被問及俄羅斯軍隊在該市取得進一步進展的可能性時，，海海
代說代說：“：“這是一場戰爭這是一場戰爭，，一場針對強大敵人的戰爭一場針對強大敵人的戰爭，，理論上一切理論上一切
皆有可能皆有可能。。上級軍部看到了這種情況上級軍部看到了這種情況，，但目前我還不能說他們會但目前我還不能說他們會
在一天在一天、、兩兩、、叁天內完全佔領該地區叁天內完全佔領該地區。。不不，，很可能不會很可能不會。”。”

他繼續說道他繼續說道：“：“我們有足夠的力量我們有足夠的力量，，也許我們的部隊甚至會也許我們的部隊甚至會
有撤退的命令有撤退的命令。”。”
芬蘭外長表示芬蘭外長表示““時間框架至關重要時間框架至關重要”，”，因為該國尋求加入北約因為該國尋求加入北約

芬蘭外交部長佩卡芬蘭外交部長佩卡··哈維斯托對哈維斯托對““芬蘭和瑞典遲早會成為北芬蘭和瑞典遲早會成為北
約成員國約成員國””表示樂觀表示樂觀，，並表示隨著安卡拉威脅要阻止兩國加入防並表示隨著安卡拉威脅要阻止兩國加入防
禦聯盟禦聯盟，，與土耳其政府的討論將繼續進行與土耳其政府的討論將繼續進行。。

哈維斯托週五在華盛頓特區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採訪時哈維斯托週五在華盛頓特區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採訪時
表示表示，，他預計芬蘭加入北約和克服土耳其目前反對的話題將在當他預計芬蘭加入北約和克服土耳其目前反對的話題將在當
天晚些時候與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天晚些時候與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的會談中出現布林肯的會談中出現，，並補充並補充
說他說他““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信心””其他北約國家也與土耳其進行了交談其他北約國家也與土耳其進行了交談。。

芬蘭和瑞典代表團芬蘭和瑞典代表團———上週都正式申請加入北約—上週都正式申請加入北約———本週早—本週早
些時候前往土耳其就加入北約進行會談些時候前往土耳其就加入北約進行會談。。所有當前的北約成員都所有當前的北約成員都
必須批准新成員必須批准新成員。。

沒有參加會談的哈維斯托稱這是一次沒有參加會談的哈維斯托稱這是一次““很好的會議很好的會議”，”，並說並說
它持續了五個小時它持續了五個小時。。哈維斯托表示哈維斯托表示，，有歐洲和芬蘭的法律和政策有歐洲和芬蘭的法律和政策
指導芬蘭對土耳其的主要要求採取行動指導芬蘭對土耳其的主要要求採取行動———將庫爾德工人黨指定—將庫爾德工人黨指定
為恐怖組織為恐怖組織、、取消武器出口管制取消武器出口管制、、引渡被土耳其視為恐怖分子的引渡被土耳其視為恐怖分子的
庫爾德武裝分子庫爾德武裝分子。。然而然而，，土耳其總統發言人易蔔拉欣土耳其總統發言人易蔔拉欣··卡林在代卡林在代
表團訪問後表示表團訪問後表示，“，“如果土耳其的安全關切得不到具體措施如果土耳其的安全關切得不到具體措施，，進進
程就無法取得進展程就無法取得進展。”。”

哈維斯托表示哈維斯托表示，“，“已達成協議繼續進行這些討論已達成協議繼續進行這些討論”，”，但尚未但尚未
安排下一輪談判安排下一輪談判。。

他說他說：“：“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時間框架至關重要時間框架至關重要，，因為我們因為我們
當然期待著當然期待著 66 月底在馬德裏舉行的北約峰會月底在馬德裏舉行的北約峰會。。我們希望在北約峰我們希望在北約峰
會期間會期間，，新成員能夠至少受到歡迎新成員能夠至少受到歡迎，，北約的北約的‘‘門戶開放政策門戶開放政策’’將將
得到確認得到確認。。當然當然，，這取決於每個成員國這取決於每個成員國，，他們也可以影響這一進他們也可以影響這一進
程程。”。”

芬蘭和瑞典申請加入北約的決定是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引芬蘭和瑞典申請加入北約的決定是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引
發的重大轉變發的重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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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
論壇法律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香港特別行

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基本法法律論壇——‘本固

枝榮’”27日在香港舉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王靈桂、中聯辦副

主任陳冬參加並致辭。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在論壇上以視像

形式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50年不變”中的

“50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50年後也不會

變；前50年是不能變，50年之後是不需要變。他

強調，“一國兩制”未來會怎麼樣，關鍵是要看

實踐經驗、實踐效果，如果“一國兩制”實踐表

明它是成功的、是有效的、是得人心的，“一國

兩制”事業就一定會行穩致遠。只要我們對“一

國兩制”堅信而篤行，“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

優越性就會持續地、充分地顯現出來，“一國兩

制”就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獨特的優越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香港律政司
司長鄭若驊27日在論壇上宣布，律政司出版的
首套基本法資料讀本《基本法起草材料及案例
精選》正式出版。她希望該書可令香港社會就
憲法及基本法，及其確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秩序有一個更準確及全面的理解，亦希望這本
書能成為學習基本法的基礎讀本，引發香港市
民對憲法及基本法有更深入的學習及探索。只
要無忘“一國兩制”初心，牢固樹立“一國”
意識，堅守“一國”原則，“一國兩制”是香
港面向未來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好安排和最
佳制度。

鄭若驊：糾正不少錯誤看法
鄭若驊在論壇中的“暢談基本法實踐二十

五周年，與時並進”主題對談環節上介紹，
《基本法起草材料及案例精選》共兩冊的繁體
中文版正式出版，並將於政府刊物銷售處及其
他平台上架。英文版和簡體字版稍後會陸續出

版發行。
她指出，在2019年修例風波之後，香港社

會上一直存在對香港的憲制秩序一些不正確的
理解，因此自己與律政司同事商量後籌備出版
該書，目的是追溯香港回歸祖國這一段重要歷
史，通盤梳理基本法的起草過程、條文的演變

等，呈現憲制性法律的背景、目的，以及起草
者通過文字表達的意思。

她舉例說，包括法律界人士在內的部分港
人聲稱國家憲法不適於香港特區，這是錯誤
的：在基本法起草工作開始時，草委曾熱烈討
論過憲法提及的社會主義在實行資本主義特區
是否有法律效力及如何適用等問題，經過一輪
討論及研究後，有關專題小組在工作報告中說
明：“中國的憲法作為一個整體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是有效的，但是由於國家對香港實行‘一
國兩制’的政策，憲法的某些具體條文不適用
於香港，主要是指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的規
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在回歸25年以來不斷
被誤解，鄭若驊指出，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
已有草委指基本法是全國人大制訂和頒布，解
釋權自然在全國人大，有草委更明確指出，基
本法並非純粹地區性法律，其中規定很多中央
與特區關係的內容，如果由特區的法院可以無

限制作出解釋，不單會影響香港，更可能會影
響到全國，是欠妥當的，因此最終基本法列明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基本法的解釋權。

針對國際社會上有人聲稱，香港國安法破
壞“一國兩制”，令香港“失去高度自治”，
她批評該說法完全錯誤：國家安全從來是中央
事權，不屬特區的自治範圍，全國人大亦有權
監督憲法實施，有權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
制訂國安法。

深信資本主義制度無必要改
“初心不改，大道不移。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無忘‘一國兩制’初心，牢固樹立‘一
國’意識，堅守‘一國’原則，‘一國兩制’
是香港面向未來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好安排
和最佳制度。故此，基本法下所說明的資本主
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以至是香港的普通法制
度，我深信也會一路運作下去，沒有改動的必
要。”鄭若驊說。

“基本法案例精選”有助理解憲法基本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基本法法律
論壇——‘本固枝榮’”27日在香港舉

行，這是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重點活動之
一。林鄭月娥、王靈桂、陳冬參加並致辭，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劉光源、解放軍駐港部隊副政治委
員王兆兵、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譚惠珠，及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
能、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律政司司長鄭
若驊、香港特區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等出席。沈春
耀透過視頻發表主題演講，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
鄧中華通過視頻發表主旨演講。

“一國兩制”具持久生命力
沈春耀27日以“‘一國兩制’政策的發展與

未來”為題發表主題演講。他指出，“一國兩
制”實踐在香港已經走過了25年，紀念香港特別
行政區成立25周年，人們回顧歷史自然會想到今
天、想到未來、想到再過25年會怎麼樣。實際
上，“50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50年後也不
會變，“前50年是不能變，50年之後是不需要
變”，只要我們始終堅信“一國兩制”，“一國
兩制”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就會持續地、充分地顯
現出來，“一國兩制”就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獨
特的優越性。

他說，“一國兩制”未來會怎麼樣，關鍵是
要看實踐經驗、實踐效果，如果“一國兩制”實
踐表明它是成功的、是有效的、是得人心的，
“一國兩制”事業就一定會行穩致遠。

沈春耀強調，絕不能允許任何危害國家主
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利用香
港對內地進行滲透和破壞的活動。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只有做到全面準確，堅定不移，才可
以持久，“一國兩制”事業才能夠走得穩，走得
好，走得遠。

沈春耀表示，香港社會各界及海內外，都時
常有人關注“一國兩制”的走向，提出今後會否
有變化，以及會有什麼變化等的問題。他認為，
關鍵是要全面準確及堅定不移推動“一國兩制”
方針，不能片面理解甚至曲解，無論遇到什麼困
難或挑戰，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及決心都絕不
應動搖。

對已施行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沈春耀表
示，既要一以貫之地堅持，又要與時俱進地完善。
“一國兩制”作為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必須通過
具體的制度體系、制度安排、制度規則呈現出來，
落到實處，這主要是通過憲法、基本法，和一系列
法律法規來實現的。與時俱進地完善“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是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必

然要求。

在與時俱進中不斷完善
他強調，形勢在發展，時代在前進，“一國

兩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也要在實踐中不斷加
以完善。沒有堅持，“一國兩制”就會失去正確
方向，沒有完善，“一國兩制”就會失去生機活
力，兩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他強調，堅持並
不意味固守、僵化、一成不變、一勞永逸，任
何制度體系和法律規劃，如果只是簡單機械地堅

持，沒有與時俱進的完善，將會難以發揮其持久
的功效，難以長久地堅持下去。

沈春耀提到，2022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第二
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在北京召開，是黨和國家政治
生活中一件大事、盛事，也將給香港發展帶來新的
機遇。他衷心希望並完全相信，香港各界人士在愛
國愛港偉大旗幟下實現最廣泛的團結，把握新機
遇，順勢而發、趁勢而上，齊心協力推動香港“一
國兩制”實踐沿正確方向行穩致遠，為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沈春耀：篤行“一國兩制” 50年後不需變
基本法法律論壇舉行 林鄭月娥王靈桂陳冬等致辭

◆◆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主任沈春耀透過視主任沈春耀透過視
頻發表主題演講頻發表主題演講。。

◆香港律政司27日舉辦“本固枝榮”法律論壇。左起：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全國人大常委譚耀
宗、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劉光源、特首林鄭月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駐港部隊副政委王兆兵、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和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林文瀚在論壇上合照。

◆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27日在論壇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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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命運波瀾困境中尋找新出路
近日曝光的海報，由著名設計師黃海操刀，綿延起

伏的波浪似山似海又似沙，象徵着主人公向騰輝不屈的

意志和包容的態度，堅毅的背影猶如他走出困境的決心

。海報以王寶強飾演的主人公向騰輝的背影為主視覺，

背後和身邊是練習格鬥或奔跑的孩子。這樣的構圖暗示

着向騰輝站在孩子們的前方，為他們遮風擋雨，拼盡全

力撐起一片天，帶着孩子們衝破枷鎖，在絕望中尋找人

生的出路。同時，背後的孩子們有的動作緊張、姿態堅

定，有的跟隨着向騰輝的腳步勇敢向前，他們用自己的

方式抗爭着原生命運。他們是向騰輝最堅強的後盾，也

是他前行的動力。即使未來的道路充滿着未知與艱難，

即使向騰輝背負着生活的沉重負擔，他依然篤定信念背

水一戰，為了孩子們的命運而負重前行。

電影《八角籠中》講述了主人公向騰輝傾注心血幫

助當地無人照料的孤兒改變生活的現狀，十年的相處中

，他們不僅收穫了成長，也從毫無血緣關係的陌生人逐

漸成為相親相愛的「親人」，共同衝破人生的牢籠。然

而，斷章取義的報道卻將他們的命運再次置於未知之中

，關於未來，他們的「出路」又將在哪……

實力陣容演繹人生蛻變攜手對抗命運不公
曾在《狙擊手》《懸崖之上》等影片中給觀眾留下

深刻印象的陳永勝，在影片中飾演性格乖張的馬虎；倔

強懂事的蘇木則由史彭元飾演，他曾在電影《長津湖》

和大熱劇《隱秘的角落》中有着亮眼表現。影片中，馬

虎與蘇木亦「敵」亦友，在向騰輝的幫助下，向命運發

起反擊戰，在八角籠的擂台上，他們用血與汗走出自己

人生的救贖之路。陳永勝、史彭元戲裡戲外拼勁十足，

為了貼合角色主動曬黑，更在拍攝前進行特訓，堅持帶

傷拍攝，以此更好地呈現角色魅力。演員王迅在電影中

飾演向騰輝的「最強輔助」王鳳一角，與向騰輝互懟不

停，喜劇效果拉滿。實力演員強強聯合，將碰撞出怎樣

的火花，令人期待。

影片中，王寶強飾演的向騰輝從一無所有的沙場老

闆到重燃熱情建立俱樂部，對孩子們的未來他有着自己

的堅持。戲外，王寶強同樣帶着自己的堅持，從前期創

作到拍攝細節親力親為，力圖打造一部優秀的現實題材

力作。《八角籠中》用十年的跨度展現一幫孩子從兒時

到長大後的命運起伏，這部電影也凝聚了王寶強導演多

年的心血，他將誠意融入電影中，呈現一個具有生活底

蘊與成長痕跡的勵志故事。

《八角籠中》由北京樂開花影業有限公司、圖木

舒克向日葵影業有限公司、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無錫寶唐影業有限公司出品。《八角籠中》

殺青後將馬上進入後期製作階段，不久將和觀眾銀幕

相見。

王寶強新電影《八角籠中》殺青

回歸現實題材衝破命運牢籠
5月25日，由王寶強自導自演的現實題材電影《八角籠中》完成拍攝，

正式殺青，這是王寶強繼《盲井》《Hello！樹先生》《天下無賊》之後回
歸現實題材的又一力作。今日，影片曝光 「前行」 版概念海報，向騰輝（王
寶強飾）面向前方，帶着孩子們邁向未知的路途，力圖衝出牢籠打破生活的
桎梏，在困境中踏出一條新的出路。此外，更有實力演員陳永勝、史彭元、
王迅等傾情加盟，共同演繹一段衝破命運牢籠的勵志故事。

角色人物海報曝光
瀰漫唯美憂傷氛圍

在電影《遇見你之後》的故事中，籍籍

無名的小歌星彭柏楊獲得赴意大利參加戀愛

綜藝拍攝的機會，不料卻因醉酒意外落單，

被夢想成為廚師的女孩黃曼曼「撿」回了家

。共度一晚的兩人互生情愫，決定直面現實

的阻礙勇敢奔愛。海報中黃堯飾演的留學生

黃曼曼是一個樂觀堅毅，在勤工儉學期間努

力追求夢想的女孩，本該充滿陽光笑容的臉

龐在海報中卻滿是憂鬱，一滴淚珠滑落臉頰

，眼中儘是哀傷。而劉迅飾演的歌手彭柏楊

在經歷羅馬愛情奇遇，熱度隨之上漲後也絲

毫不見喜悅，反而眼角含淚，緊抿的雙唇似

乎向人們傳遞着他的無奈和隱忍。

除了海報中演員面部表情傳遞出的傷

懷情感，此次兩款海報在畫面設計上也別

出心裁。各以一位主演臉部特寫作為主視

覺，拼接另一位主演的下半張臉，每張都

有男女主兩人同時出現，彼此呼應。這種

設計視覺新奇，且不同於以往分割式的單

人海報，更突出了兩人的cp感，以及在片

中割捨不斷的虐心愛戀，同時印證了海報

上打出的「最幸運是遇見你，最遺憾是失

去你」的宣傳語。留學生與小歌星浪漫相

遇，情定羅馬後遭遇到現實的碰撞，他們

一見鍾情的愛情最終能否經受住考驗，最

終的結局令人充滿想象。

遇見你好幸運好遺憾
直擊人心引發熱議

相遇一瞬，相愛一生。遇見你之後，愛

讓我們變成更好的自己，正是本片在浪漫氛

圍感背後想要傳達的價值觀。黃曼曼和彭柏

楊兩個來自不同世界的人，被命運之手拉到

一起。他們面對身份差異、名利誘惑等現實

中的重重阻隔，依舊努力為愛改變自己的勇

氣，也似乎在正面回擊當下不少人「來得快

，去得也快，容易放棄」的快餐式戀愛的觀

點，表達了影片自己的態度：在愛來臨的時

候，我們每個人都要勇敢去愛，才能不留遺

憾。

而影片自定檔6月3號以來，各類物料持

續曝光，話題度也在不斷上升，關於影片

「沒結果的戀愛還要不要談」的話題，日前

也在社交媒體引發熱議，有網友表示，「遇

見你之後最大的遺憾，不是沒有結果，而是

沒有愛的勇氣」。更有網友被影片主角的愛

情所感動，直呼「在最好的年華里遇見，能

陪伴彼此走過一程就夠了！」同時，電影也

激發了眾多單身網友對愛情的回憶，「6月3

日，不出意外的話，我將拿着一杯奶茶，獨

自坐在影院的最後一排，一個人靜靜地看完

這場電影」的語錄頻出。希望電影上映後，

每個人都能遇見生命中的TA，忠於自己，忠

於愛情。

電影《遇見你之後》由浙江自由元素影

業有限公司，Orisa Produzioni（奧瑞薩影業

）、北京無敵影業有限公司、Dauphine Film

Company（鐸飛影業）、Lightburst Pictures

（閃光影業）出品，Rai Cinema（意大利國

家電視台電影公司）、ARRI中國、翊翊（上

海）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影片將於

6月3日全國上映，讓我們在電影院一同尋找

愛的勇氣。

《遇見你之後》曝人物海報
黃堯劉迅上演異國愛情奇遇

由侯祖辛執導，黃堯、劉迅領銜主演的意式浪漫愛情電影《遇見你之後》鎖定端午假期，於6月3日全國上映。今
日，片方公布男女主角人物版海報，影片主角留學生黃曼曼（黃堯 飾）與歌手彭柏楊（劉迅 飾）的人物造型正式曝光
。羅馬一夜定情，勇敢奔赴愛情，打破現實身份的重重阻礙，留學生黃曼曼（黃堯 飾）和歌手彭柏楊（劉迅 飾）上演
異國愛情奇遇。海報中兩位主演眼含淚水盡顯無奈憂傷的狀態和意式色調的風格化處理，傷痛虐戀氛圍感十足，展現出
兩人難分難捨的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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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轉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剛度過85歲生辰的

余慕蓮（魚毛），獲好友林
建明為她慶祝生日，去茶餐廳食

葡撻和茶餐，魚毛看來精神相當不
錯，合照時更與大姐明互送飛吻，認

真鬼馬。
魚毛前年曾患上肺纖維化要留醫，

其間驗出血液炎病重，慶幸住院半年最終戰勝
病魔康復出院，一直甚少露面，最近才於時裝
設計師鄧達智的生日飯局上現身。

林建明於26日分享了與魚毛在茶記慶生的
照片：“余慕蓮小姐的身份證明文件上的出生
日期是今天5月26日，約會在她家樓下的茶記
吃個生日午餐，之後魚毛就去打麻雀！衷心祝
福余小姐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日本名導是枝裕和2018年憑藉《小偷家族》拿下康城影展
最佳影片“金棕櫚獎”，暌違4年推出首部自編自導韓片《孩子轉運

站》回歸，再度入圍第75屆康城影展“正式競賽單元”，並在康城舉行首映。他
率領多名演員包括宋康昊、姜棟元、IU、李周映等登上紅毯。
IU出道以來首次以演員李知恩身份進軍康城，引來各界關注。深受粉絲歡迎的

IU，甫下車抵達紅毯，場邊粉絲即不斷高喊“IU！”，IU也特別走過去跟影迷們
合照及簽名。現場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IU在與數名演員正在紅毯旁等待期
間，突然遭一名金髮女子撞開。相關影片亦曝光，見該名金髮女子疑似沒
有認出IU的身份，大力地朝IU的左肩撞去，IU被撞到向前移了兩三
步，表情錯愕，隨後繼續保持笑容與旁人閒談。至於金髮女子則頭也
不回地逕自往前走，沒有即場道歉。這段影片引起大批IU粉絲憤
怒，認為該名女子非常沒禮貌，連開口說“借過”都沒有，直
接往人的身上撞。
事後該名金髮女子的身份被迅速“起底”，是法國

當地有名的美妝網紅Maria，她在意識到自己無理的
行為後，於社交網拍片表達歉意，她表示：“關
於今天在紅毯發生的事情，我很抱歉，我失誤
推了她，並不是故意的，真的很抱歉。”
但這段影片不被粉絲買賬，認為她上傳
的道歉影片很沒誠意。

宋康昊IU被視為
影帝影后大熱
不過IU心情並未

受到影響，並手比
愛心感謝粉絲支持。《孩子轉運站》在當地首映後獲得長達12分鐘的掌聲歡
呼，讓一眾主創們相當感動。導演是枝裕和笑指自己現在緊張到冒冷汗，
並提到“疫情期間拍攝真的遇到不少困難，整個團隊一起努力才終於
完成，很開心可以帶着電影現在這樣正常地與大家見面。”

IU在電影裏扮演一個無力撫養便把兒子送到嬰兒保護艙的
單親媽媽，精彩演出受到外國傳媒特別誇獎，認為她的優秀
表現，即使與宋康昊共演也絲毫不遜色，大讚IU是這部
片的靈魂，甚至認為她是競逐今年康城影后的有力人
選。不少人亦大讚宋康昊的演出，指他大有機會問
鼎康城影帝。

至於谷愛凌也在康城紅毯上亮相，她穿
上一襲玫紅色吊帶長裙登場，自信明
媚，其間她揮舞着裙襬開心地轉了好
幾圈；離開紅毯後，谷愛凌又在康
城出席amfAR慈善晚宴，換了
一套完全不同風格的黑裙，
不對稱荷葉邊禮服設計
感十足，氣場全開。

香港文匯報訊“譚校長”
譚詠麟出道超過40年，依然對
音樂充滿熱誠，一直堅持將好音

樂分享給樂迷，用歌曲去傾訴及聆聽。譚
校長今年推出全新專輯《傾∙聽》，與

樂迷合奏音樂大同和不同。
譚校長雖然擁有金曲過千，然而他亦

十分留意大家喜歡的音樂，亦收藏了他自
己的音樂口味歌單，想若自己演繹這些別人的金曲
時，又會如何演繹，效果如何？當年的《小風波》

《酒紅色的心》《愛在深秋》《孩兒》等這些經典金曲也
是這樣產生，譚校長和製作團隊當年用心重新編曲及填上廣
東歌詞的流行曲，到今時今日仍深深印在歌迷腦海中。
在新專輯《傾 ∙ 聽》中，譚校長親自選了 8首流行歌

曲重新演繹，包括《莫名的淚》（原曲：汪峰《當我想你的
時候》）、《等你不等你》（原曲：克麗絲叮《一百萬個可
能》)、《畢竟深愛過》（原曲：六哲《畢竟深愛過》）、
《揮之不去》（原曲：江蕙《繁華攏是夢》）、《我無醉我
無碎》（原曲：江蕙《酒後的心聲》）、《蝶戀花》（原
曲：周杰倫/費玉清《千里之外》）、《定風波》（原曲：
譚詠麟《定風波》）及《水中傳奇》（原曲：李健《傳奇》
/譚詠麟《水中花》）。譚校長的全新版本加添了他自己的
編曲構思，在他全新演唱下，既把原曲神髓再度昇華，也如
回應着自身偏愛的音樂和口味，希望帶給歌迷另外不一樣的
感覺。

簡易歌詞也能引起共鳴
其中《等你不等你》一曲，原曲來自一位美國女歌手

克麗絲叮（Christine Welch），自2011年她在YouTube翻
唱多首國語歌而在華語地區走紅，更常被邀在內地綜藝
節目演出，成為人氣歌手，而《一百萬個可能》便是克
麗絲叮在2014年原創的國語歌曲，這首憂傷的情歌MV
至今已衝破1,000萬點擊。譚詠麟十分喜歡這首動人的情
歌，這次改編成粵語版，在氣氛營造上更加用心，表達
出一份寒梅傲雪的堅持情感，唱出矢志不渝的情感，像
呼應着校長的經典金曲《不見不散》。譚校長表示：
“《等你不等你》錄音時，很容易進入這首歌的情緒，
一看歌詞就有意境，我覺得這首歌有下雪畫面，所以MV
都有呈現出來。有時歌詞不用太深奧，mood適合的話，
更能令到樂迷有共鳴。《等你不等你》由簡寧寫詞、葉
廣權監製，然後由我唱，我們由寶麗金年代開始合作，
這次重組，當年的感覺一下子回來了。”

谷愛凌
IU 粉絲嬲爆

被法國網紅撞飛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國民妹妹”IU（李知恩）所主演的《孩子轉運站》（Broker）26

日在康城影展舉行首映活動，她隨着導演是枝裕和、韓國影帝宋康昊等一起登上紅毯，IU以

一身淺灰色的透紗禮服集中全場視線焦點，豈料在現場卻發生IU遭法國網紅撞開的插曲，從

影片上看起來力道不小，引起大批IU粉絲憤怒，該名法國網紅隨後道歉，但被批沒誠意。人

氣爆燈的北京冬奧金牌健兒谷愛凌也在康城紅毯上亮相。

走康城影展紅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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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明約壽星余慕蓮食茶記慶生

◆◆ 在新專輯在新專輯《《傾傾∙∙
聽聽》》中中，，譚校長重新譚校長重新
演繹流行歌曲演繹流行歌曲。。

◆◆ 林建林建
明明（（左左））

為余慕蓮慶祝為余慕蓮慶祝
8585歲生日歲生日。。

◆◆ 金髮女子撞到金髮女子撞到IUIU後後，，頭頭
也不回向前走也不回向前走。。 網絡截圖網絡截圖

◆◆ 該名金髮女子被揭是法該名金髮女子被揭是法
國網紅國網紅，，她事後拍片道歉她事後拍片道歉。。

◆◆左起左起：：宋康昊宋康昊、、IUIU、、李周映和姜棟元李周映和姜棟元2727日再出席記者會日再出席記者會
見傳媒見傳媒。。 美聯社美聯社

◆◆ 名導是枝裕和名導是枝裕和（（左二左二））2626日日
率領率領《《孩子轉運站孩子轉運站》》團隊在康城團隊在康城
出席首映禮出席首映禮。。 法新社法新社

◆◆ 谷愛凌身穿一襲玫紅谷愛凌身穿一襲玫紅
色吊帶打褶禮服亮相色吊帶打褶禮服亮相，，
猶如花仙子猶如花仙子。。

◆ IU向現場粉
絲比心。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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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 ））新舊會員換証新舊會員換証::新舊會員換証日新舊會員換証日
期定於期定於 66 月月 44 日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日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僑僑
教中心教中心 108108 室辦理室辦理。。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
辦理辦理。。

活動專欄活動專欄
I.I.第二季會員慶生會第二季會員慶生會:: 66 月月 1818 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下午下午 11::3030 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當天邀請到當天邀請到
德州合格社區健康促進工作者鄧雅如女士為大德州合格社區健康促進工作者鄧雅如女士為大
家講解大家最関心的議題家講解大家最関心的議題““高年級飲食關鍵高年級飲食關鍵””
。。鄧女士將會鄧女士將會 現埸示範健康食品的製作現埸示範健康食品的製作。。現場現場
並有豐富的禮物抽獎助興並有豐富的禮物抽獎助興。。 44、、55、、66 月生日的月生日的
““壽星壽星””和和““非壽星非壽星””會員請於會員請於 66 月月 88 日至日至 66
月月 1515 日日、、週一至週五上午週一至週五上午 1010::0000 點至點至 1111::3030 點點
到僑教中心到僑教中心 102102 室室、、憑有效會員証報名登記領憑有效會員証報名登記領
取入場劵取入場劵。。我們將會為我們將會為““壽星壽星””準備禮物和蛋準備禮物和蛋

糕一份糕一份。。 ““非壽星非壽星””會員可領取禮物一份會員可領取禮物一份。。我我
們必須預先知道人數以便準備足夠的數量們必須預先知道人數以便準備足夠的數量。。當當
天憑有效會員証和入場劵天憑有效會員証和入場劵、、入入
場場。。請戴上口罩請戴上口罩。。我們的義工會為您服務我們的義工會為您服務。。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高年級飲食關鍵高年級飲食關鍵。。身為銀髮族身為銀髮族
高年級生高年級生，，如何慢老如何慢老，，增加骨本增加骨本，，降低慢性疾降低慢性疾
病的風險成了重要關鍵病的風險成了重要關鍵，，平凡食物也能成為最平凡食物也能成為最
佳利器佳利器，，檢視您的營養金字塔檢視您的營養金字塔，，建立更好的飲建立更好的飲
食習慣食習慣，，不僅吃對營養也吃對量不僅吃對營養也吃對量，，並用間單的並用間單的
方式烹調留住最多的營養方式烹調留住最多的營養，，這一切都可以從餐這一切都可以從餐
桌開始桌開始。。鄧雅如女士將會現埸示範幾道健康食鄧雅如女士將會現埸示範幾道健康食
品的製作品的製作。。

II.iPadII.iPad、、iPhoneiPhone 班班 ：：本會的本會的 iPadiPad、、iPhoneiPhone
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程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班級一期共五週、、
每週兩次每週兩次、、每次兩小時每次兩小時。。上課方式上課方式::““在網上用在網上用

ZoomZoom 上課上課””或或““到教到教
室上課室上課”。”。

iPadiPad 和和 iPhoneiPhone 第第 VV
班班 :: 智能手機或智能手機或 iPadiPad 特特

級班級班。。將於將於 66//2222//20222022 開班到開班到 77//2222//20222022。。您想您想
要知道如何節省您智能手機和要知道如何節省您智能手機和 iPadiPad 的空間的空間,,脫離脫離
依賴依賴 icloud,icloud,把您照片和視頻存到隨身的把您照片和視頻存到隨身的 iDiskkiDiskk
或轉存到您的電腦嗎或轉存到您的電腦嗎?? 並且如何把您的陳年舊照並且如何把您的陳年舊照
片從相簿還原變成數碼照片片從相簿還原變成數碼照片。。以及一般實用的以及一般實用的
應用軟件等應用軟件等。。這課程將會讓您學習到如何解決這課程將會讓您學習到如何解決
這些問題這些問題。。

旅旅遊遊 專欄專欄
III.III.本會所舉辦的旅遊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己經接種三劑只限己經接種三劑

疫苗的會員參加疫苗的會員參加。。報名請於指定日期上午十點報名請於指定日期上午十點
到十二點到十二點、、憑有效會員証和憑有效會員証和 「「疫苗施打紀錄卡疫苗施打紀錄卡
」」到僑教中心到僑教中心 102102 室報名繳費室報名繳費。。在指定報名日在指定報名日
期之後期之後、、如果還有名額如果還有名額、、可電話可電話((713713))784784--90499049
預約報名預約報名、、或在周二至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或在周二至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
半到半到 102102 室報名繳費室報名繳費。。凡己報名凡己報名、、而改變主意而改變主意

不能參加者須繳交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l00 元註銷費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前一週改變主
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費。。請隨身帶備請隨身帶備 IDID、、健康健康
保險卡保險卡、、穿舒適便鞋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或運動鞋、、陽傘或帽子陽傘或帽子
、、別忘了帶相機別忘了帶相機。。

20222022 年年 66 月月 2525 日日,,星期六星期六,,一日遊一日遊。。將於將於 66
月月 66 日日,,星期一上午十點開始接受報名收費星期一上午十點開始接受報名收費。。名名
額有限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請儘早報名。。

行程如下行程如下：： 上午上午 88::4545----僑教中心後停車場僑教中心後停車場
登記上車登記上車。。 99::0000 準時出發準時出發、、過時不候下午過時不候下午 55::0000
回到僑教中心回到僑教中心。。參觀德州海港博物館參觀德州海港博物館(Texas(Texas
Seaport Museum)Seaport Museum)。。德克薩斯海港博物館與大家德克薩斯海港博物館與大家
分享在公海探索冒險分享在公海探索冒險18771877 年著名年著名、、獨特的高船獨特的高船
艾麗艾麗（（ElissaElissa）。）。並被定為美國國家歷史保護信並被定為美國國家歷史保護信
託的珍寶之一託的珍寶之一。。下午扺達熱鬧下午扺達熱鬧、、迷人沿著海邊迷人沿著海邊
的的 KemahKemah 步行街步行街。。在這裡可以看到廣寬的海景在這裡可以看到廣寬的海景
、、等著遊客來餵食滿天飛翔的海鷗等著遊客來餵食滿天飛翔的海鷗、、還有地上還有地上
噴泉的公園噴泉的公園、、海濱餐館海濱餐館，，週邊有各式的娛樂場週邊有各式的娛樂場
所所，，零售商店等零售商店等，，是渡假和遊覽的最佳勝地是渡假和遊覽的最佳勝地。。

中華保健中心五月廿一日舉行慶生會
王德紋中醫師主講養生穴位保養要訣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中華保健中心慶生會，於五月廿一
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邀請中
醫師王德紋主講： 「中醫針灸穴位在日常生活保健之應用」 。王
醫師學驗俱豐，畢業於台灣國防醫學院，有超過50年的中醫看
診經驗。她以兩小時的時間介紹以下的穴位應用：

（一）緊急情況下如：發燒、昏迷，除了打911 外，在救護
車未到之前，可先用十宣放血（即十指指肚約一分正中下針，擠
出一點血來，另外用大姆指指甲底縫旁右角少量放血可以退燒，
此乃是以防高燒會使腦受傷。

（二）心裡發慌有心悸時，也可用中指底在手掌心處左右計
二穴，但最好選用左手的勞宮用按揉方法約五分鐘。可以感覺胸
部已有放鬆感。此法亦可治手指麻木、精神緊張、中風昏迷。

（三）防高血壓請用手掌經常理疏我們手腕到肘關節處手掌
心面及手背面。因為這裡在手掌心面就有三條陰經，為手太陰肺

經，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包經，手背
面則有三條陽經，為手陽明大腸經，手
太陽小腸經，手少陽三焦經。而且在手
腕至手肘處有著非常重要的內關（心包
經）、外關（三焦經）、養老、支正
（小腸經 ），尺澤（肺經）、曲澤（心
包經），曲池手三里（此二穴為大腸經
）神門、陰郗、通里、靈道（此四穴為
心經）。所以每日將右手握住左手腕，
向上揉按至手肘關節處，再換左手握右
手腕，向上至右手關節處，如此五至六
次來回的按揉，則使五臟中的肺、心、
大小腸、心包、三焦都得到了疏通。

（四）按摩中下腹腔（此為道家最重
要的揉腹功法可以協助胃脾、肝膽、大
小二腸、腎膀胱及生殖器官的蠕動，助
排大、小二便及排氣、排濁。將雙手併
攏，置於前胸正中胸骨體下，向下做推
動至恥骨上緣，再回至上部。二手像圈

個半圓圈式，如此上下共100下，使各腹腔的
器官得以通暢，可以改變便秘及消化問題。好處太多，不勝枚舉
，請各位要自己愛自己，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五）抽打帶脈（在股置腰帶處）此為一穴，每天拍打早晚
各100次，可以去除股部的多餘脂肪及推動膽經正常運作。

（六）按揉腳踝四週,防止扭傷。此處多方穴位：腎經、膀
胱經、胃經、脾經、肝經和膽經。

（七 ）按摩小腿上三陰交（內踝內上二吋），足三里膝蓋
下四指處，正中經骨旁。

（八）陽陵泉小腿旁外側，膝蓋旁凹陷處，此穴是管理所有
肌系及筋系的毛病，推揉它）可以使肌肉疼痛處放鬆止痛，大便
不順，拍打它亦可以有良好效果，整個膝蓋關節四周方寸之間多
按摩、做環狀按摩即保健又護膝，因為它四圍有血海梁丘、陽陵
泉、陰陵泉、陰包犢鼻膝眼。

（九 ）記住每天能睡前洗完澡後再泡腳15分鐘，可以使你
有良好的睡眠，泡腳可用鹽及薑汁20 cc, 或是鈎藤中藥20gm煮
水150 cc 後煮開後倒入泡腳的水中，水溫是要以45 度為準，不
可太燙，也不要太涼，此鈎藤對於高血壓的患者可降壓之效。

（十）睡前臉部及頭部都按摩5分鐘，可以安眠，臉上及頭
部穴位都很多，按摩可幫助疏通經絡路線，可防老化。防痴呆。

當天中醫講座生動又實際，使大家受益良多。當天，保健中
心會長葉雅珊，監事長王秀姿，前會長張錦娟，前會長洪良冰及
理事陳玉蕊、許樹國、周圓、蔡茂禮、郭蓓麗及唐國珍都參與了
這次的慶生會活動。慶生會不但提供了早餐，也提供午餐及生日
蛋糕，一月份到六月份生日的會員，每人都領到豐富的生日禮物
，所有會員都度過愉快而充實的一天。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222022 年年 66 月份會員活動通告月份會員活動通告

圖為中華保健中心一至六月壽星會員登台圖為中華保健中心一至六月壽星會員登台、、切生日蛋糕切生日蛋糕。。

圖為中醫師王德紋圖為中醫師王德紋55月月2121日在中華保健中心慶生會上作專題日在中華保健中心慶生會上作專題
演講演講，，談養生穴位保養要訣談養生穴位保養要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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