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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汶錫醫師呂汶錫醫師 Kevin Lyu, M.D.Kevin Lyu, M.D.
專治運動損傷與疼痛專治運動損傷與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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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2年年66月月1212日日，，PKHPKH菲利賓菲利賓
KalayaanKalayaan聯手菲利賓駐休斯敦總聯手菲利賓駐休斯敦總
領 事 館 在領 事 館 在 Bayou City EventBayou City Event
CenterCenter 一起舉辦慶祝菲利賓第一起舉辦慶祝菲利賓第
124124獨立日活動獨立日活動，，休斯敦休斯敦ChanChan--
nelnel 22主持人主持人ROSE ARAGONROSE ARAGON擔擔
任主持任主持，，休斯敦市長特納休斯敦市長特納、、菲利菲利
賓商會會長賓商會會長 AILEEN DIZONAILEEN DIZON 等等
出席出席。。圖為印心堂圖為印心堂AliceAlice蕭老師作蕭老師作
為華裔僑領和菲利賓商會會員出為華裔僑領和菲利賓商會會員出

席席，，並與擔任並與擔任
主講嘉賓的菲主講嘉賓的菲
利賓駐休斯敦利賓駐休斯敦
總領事總領事 ConCon--
sul Gilbertsul Gilbert
SegarraSegarra 合 影合 影
。。

20222022年年66月月1111日週六日週六，，世界名人網應約專訪了即將在世界名人網應約專訪了即將在77月月88
日試營業的凱蒂超市日試營業的凱蒂超市(Katy Supermarket)(Katy Supermarket)三大負責人三大負責人，，看到有看到有
400400個停車位個停車位，，營業面積營業面積66萬多平方英尺萬多平方英尺，，貨品超過貨品超過33萬種的萬種的
最新裝潢的寬敞明亮的最新裝潢的寬敞明亮的Katy SupermarketKaty Supermarket，，瓜果肉菜瓜果肉菜、、海鮮海鮮
乾貨乾貨、、藥材雜貨藥材雜貨、、家庭生活用品應有盡有家庭生活用品應有盡有。。凱蒂超市憑時時凱蒂超市憑時時
新鮮新鮮，，天天價平的購物理念天天價平的購物理念，，注重誠信為本注重誠信為本，，服務至上服務至上，，必必
將為凱蒂乃至休斯敦全市居民帶來購物將為凱蒂乃至休斯敦全市居民帶來購物、、美食美食、、休閒休閒、、文化文化
為一體的全新社區中心為一體的全新社區中心。。

20222022年年66月月1111日日，，世世
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
生在生在CAFECAFE101101專訪了專訪了
Strake Jesuit ColStrake Jesuit Col--
lege Preparatorylege Preparatory私立私立
高中傑出青年領袖高中傑出青年領袖、、
商業奇才商業奇才Ashton KaoAshton Kao
高高，，喜歡冰球並在喜歡冰球並在
Paige ParksPaige Parks擔任模特擔任模特
的 他的 他 ，， 作 為作 為 TheThe
Awesome FundAwesome Fund、、
AAYGCAAYGC、、GHCFGHCF、、等等
多個慈善組織的創始多個慈善組織的創始
人之一人之一，，AshtonAshton自小自小
就接受了全面良好的就接受了全面良好的

教育教育，，從從99歲開始就設立了自己的地產公司歲開始就設立了自己的地產公司，，不僅事業早成不僅事業早成，，
自己邊行慈善自己邊行慈善，，做公益做公益，，還與周邊的青少年一起在還與周邊的青少年一起在ChromeChrome--
booksbooks、、Backpack School Supplies GiveawayBackpack School Supplies Giveaway、、 LemonadeLemonade
DayDay、、Christmas SponsorshipChristmas Sponsorship、、Meals On WheelsMeals On Wheels、、BrighterBrighter
BitesBites、、AnimealsAnimeals、、UrbanOutreachUrbanOutreach等諸多活動中付出等諸多活動中付出，，甚至甚至
還還Rebuild Kitchen in Costa RicaRebuild Kitchen in Costa Rica。。敬請期待世界名人網最近敬請期待世界名人網最近
推出的推出的Ashton KaoAshton Kao人物特寫人物特寫。。

20222022年年66月月1515日日，，AREAA HoustonAREAA Houston舉行月會舉行月會，，邀請邀請KatyKaty地地
區經濟發展委員會總裁兼區經濟發展委員會總裁兼CEO Chuck MartinezCEO Chuck Martinez介紹介紹KatyKaty市最市最
新經濟發展狀況新經濟發展狀況，，近近200200位地產精英出席並聆聽了休斯敦最發位地產精英出席並聆聽了休斯敦最發
達區域之一達區域之一KatyKaty的遠景及商機的遠景及商機，，華人投資華人投資KatyKaty熱情不減熱情不減，，
KatyKaty超市近期即將開張也給整個亞裔商圈增添了一份熱力超市近期即將開張也給整個亞裔商圈增添了一份熱力。。

20222022年年66月月1111日日，，美南美南
新聞傳媒集團主辦的小記新聞傳媒集團主辦的小記
者培訓班第二班順利開課者培訓班第二班順利開課
。。辛健辛健、、蓋軍蓋軍、、王潔三大王潔三大
資深媒體人教官親自授課資深媒體人教官親自授課
，，陳鐵梅和美南電視成員陳鐵梅和美南電視成員
精心組織精心組織，，確保後勤確保後勤。。圖圖
為小記者們在最新修建一為小記者們在最新修建一
新的新的 International StudioInternational Studio
舞台上亮相舞台上亮相，，與教官和主與教官和主
辦人員合影辦人員合影。。

20222022年年66月月1111日日,,陽光傳奇高爾夫休閒山莊年度高爾夫球錦陽光傳奇高爾夫休閒山莊年度高爾夫球錦
標賽在陽光傳奇高爾夫球場標賽在陽光傳奇高爾夫球場(Legendary Oaks Golf and Rec(Legendary Oaks Golf and Rec--
reation Centerreation Center 4327943279 Urban Rd, Hempstead, TXUrban Rd, Hempstead, TX 7744577445))隆隆
重舉行重舉行。。陽光傳奇高爾夫休閒山莊總裁陽光傳奇高爾夫休閒山莊總裁James LuoJames Luo在現場向在現場向
贊助商頒發了榮譽證書贊助商頒發了榮譽證書。。比賽設立的最高獎項為一桿球入洞比賽設立的最高獎項為一桿球入洞
獎獎，，獎金高達獎金高達1010,,000000 美元美元。。其它獎項包括全場最低桿獎其它獎項包括全場最低桿獎((獎獎
金金200200美元美元))、、開球最遠獎開球最遠獎((獎金獎金200200美元美元))、、最近球洞獎最近球洞獎((獎金獎金
200200美元美元))；；每組還角出第一名每組還角出第一名((獎金獎金200200美元美元))、、第二名第二名((獎金獎金
150150美元美元))、、第三名第三名((獎金獎金100100美元美元))。。幸運抽獎幸運抽獎，，獎金紅包分獎金紅包分
別為別為300300美元美元、、200200美元美元、、100100美元美元，，抽獎獎品還包括高爾夫抽獎獎品還包括高爾夫
球用品和紀念品球用品和紀念品。。圖為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代表隊全部抽圖為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代表隊全部抽
中幸運獎後上台合影中幸運獎後上台合影。。

20222022年年66月月1212日日，，乒乓外交乒乓外交5050週年巡迴賽首場在休斯敦國際乒乓球學院圓週年巡迴賽首場在休斯敦國際乒乓球學院圓
滿落幕滿落幕,,比賽分比賽分AA、、BB兩組舉行了三天比賽兩組舉行了三天比賽，，結果中國人活動中心代表隊獲得結果中國人活動中心代表隊獲得
了了BB組第三名組第三名。。圖為中心執行長方一川圖為中心執行長方一川、、副執行長卿梅和裁判承寧與上台領副執行長卿梅和裁判承寧與上台領
獎的隊員們合影獎的隊員們合影。。比賽還將在華盛頓比賽還將在華盛頓、、紐約等地舉行紐約等地舉行，，對促進中美民間友好對促進中美民間友好
關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關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0222022年年66月月1212日日，，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執行長方一川邀請歡迎執行長方一川邀請歡迎
秦剛大使端午節晚會有功人員衛星化學秦剛大使端午節晚會有功人員衛星化學、、楊保華董事等贊助商楊保華董事等贊助商、、德州廣東總會德州廣東總會
等社團和義工們來到新皇宮餐廳做總結等社團和義工們來到新皇宮餐廳做總結，，感恩全體出席人員在短短不到兩週時感恩全體出席人員在短短不到兩週時
間就辦成了任務非常艱鉅挑戰的大事間就辦成了任務非常艱鉅挑戰的大事。。圖為嘉賓們在舉杯敬酒圖為嘉賓們在舉杯敬酒，，同祝美好的未同祝美好的未
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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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畫頁

飲食健康

夏至已过，天气湿热一日盛过一日。我国传统中

，从立夏到立秋,跨过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

、大暑六个节气的这段时间,是一年里最炎热的季节，

也是天地阳气最为旺盛之时。中医认为，由于暑为夏

季主气,由火热所化,暑热易引起出汗过多，致损伤津

液,从而出现口渴喜饮，小便黄、少等情况;暑多挟湿,

还会引起四肢疲倦、胸腹胀闷、大便黏滞不爽等症状

。岭南地区独有的夏季湿热让人容易身心不适、上火

烦躁。这时节如何养生防暑防湿?广东省中医院肝病

科吴树铎副主任医师来为粉丝们支招。

精神调理：燥热下更要静心

吴树铎说，夏季万物正处于蓬勃生长的时期

，炎热酷暑易扰心神,使人情绪激动, 中医认为这

是心气不定或心火过旺的表现。故在夏季要特别

注意保持心境平静。

但是心静不是懈怠，精神上的萎靡也容易导

致免疫力下降，应当努力工作,心怀喜悦，积极

参加各项有益活动。例如当下流行的户外野营就

是不错的选择，即可避开人群聚集，又亲近大自

然，呼吸新鲜空气，有益改善情绪，释放工作压

力，使人体气机得以宣泄畅达,心神得养。不过

，户外务必注意防晒解暑。

起居之道：夏天午睡有益养心

夏季是夜短昼长的季节, 太阳升起较早,在保证

子午觉的前提下，可适度晚些睡，早点起, 以顺应

自然节律变化。由于夏季暑气熏蒸, 人体新陈代谢

旺盛, 消化增强，容易感觉疲劳, 因此夏季的午睡

显得尤为重要。中医认为一年之中心主夏季, 一日

之中午时与心相应, 适度的午休有益养心。

这时节很多人休息时开始开空调，要注意室

内外温差不宜过大, 最好不超过5℃，并要适时

开门窗，保持室内外空气流通，不要为开空调长

时间紧闭门窗。

怕热怕晒的缘故，一些人的运动也会减少。

但暑为夏季火热之邪，暑性升散易耗气伤阴，且

暑多挟湿，易阻滞气机，而出现乏力、疲倦等症

状。在夏季若缺乏运动，易致气血流通不畅，气

滞血瘀而生疾病。反之，适度的运动有助于人体

气血流通，增强体质，祛病延年。夏季气候炎热

，室外运动宜在清晨或傍晚凉爽时进行，避开烈

日高温，可以进行一些小强度的有氧运动，如游

泳、打乒乓球、慢跑、快走等，中老年人可选择

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运动时避

免过多出汗，以不疲劳为度。

饮食摄养：少吃苦味食物

古人讲究“春夏养阳”，说的是

春夏季节天地阳气渐渐充旺，此时摄

养补益自身的阳气事半功倍，这也是

中医冬病夏治的机理。所以阳气虚弱

，怕冷易感冒的人，可在夏天多进食温补阳气之品

，正如老百姓常说的冬吃萝卜夏吃姜。在现代社会

人们可以更方便得获得寒凉饮食，且品种大大增加

，口味更加甘美，要注意节制。因为长期食寒饮冷

易损脾胃阳气, 引起食欲下降和消化不良, 甚至导

致腹痛泄泻等胃肠道疾病。

另外，夏季饮食也宜“省苦增辛”。建议少

食苦瓜、苦菊、苍术、人参、陈皮等苦味药食，

增加味辛食物如葱、姜、香菜、荠菜、胡椒等。

广东省中医院肝病科主任池晓玲教授经常推荐

的几道甘润益胃、化湿健脾药膳，如薏苡仁百合粥

、茅根竹蔗饮、薏苡仁冬瓜瘦肉汤、全鸭冬瓜汤，

也很适合夏天一家食用，大家不妨参考一下。

解暑别忘凉茶

“老广”家常养生保健的老朋友——凉茶，

也有不少解暑的品类。广东凉茶是国家非遗项目

，味甘苦性温和，因应四季有很多种类。吴树铎

向大家介绍了广东凉茶的另一个分支：潮州暑茶

。它也是广东省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养

生)代表性项目，以潮州市中医院为保护单位。

据介绍，潮州暑茶有上百年历史，是潮州中

医药人顺应解暑养生需求，以岭南气候特点和人

们体质为依据，总结潮人长期对付暑病的经验，

对各地“甘露茶”、“午时茶”等融会贯通、兼

收并蓄而创造的一种解暑养生凉茶。它由几十味

中药材和潮州特色的凤凰单枞茶等食材配制而成

，味醇性平，可祛暑疏风、清热生津、辟秽醒脾

、利湿消滞。夏天上蒸下煮之际，爱喝茶的潮汕

人都会冲泡上一壶暑茶，用于消暑解困。

夏日养生 几招清心去火

自我们有印象开始，就好像一直在吃油，无

论是炒菜还是煲汤，不放点油似乎都不算一道完

整的菜。但是，有没有人想过我们到底为什么要

吃油？

除此以外，我们日常生活

中使用的一些油，比如说

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

、橄榄油、玉米油，哪种

更健康？哪种危害最大？

医生和大家说道说道。

曾几何时，大豆油还是人

人追捧的健康油，它的主

要功效有补充营养。大豆

油含有众多维生素、卵磷

酸、矿物质。还能润肠通

便、帮助消化，对便秘、

肠梗阻有一定的疗效。

那为何现在都对大豆油避

而不谈呢？

国外许多知名研究机构表

示，大豆油或许是最不健

康的食用油。研究者将小

鼠分为三组，分别给予了

大豆油、椰子油、果糖等

三种食物，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发现食用

大豆油那组的小鼠肥胖率是最高的，而且有了很

多代谢性的问题，其中肝损害也非常的严重。

这让科学家认为大豆油会损害肝脏、有增加

肥胖的风险。

进一步的研究后，科研人员发现，大豆油和

其它植物油相比，脂肪含量更高，坏脂肪酸的占

比也较多，这就容易导致如果我们长期服用大豆

油，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健康问题和肥胖问题。

还有，大豆油含有O-6脂肪酸，这种物质对

高温的耐受性很差，稍一加热就会分解为反式脂

肪酸，反式脂肪酸是多种慢性疾病的重要原因，

包括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心梗等等。

科学家还发现，大豆油中有一种物质如果在

高温的状态下氧化，被人体吸收后可能会增加细

胞发炎的概率，而炎症目前已经被确认为导致癌

症的重要因素。

长期霸占人们餐桌的，现在主要就是花生油

、菜籽油、橄榄油和玉米油，那哪种油更适合食

用吗？哪种油更健康吗？

先看花生油。花生油是人们最喜爱的一种植

物食用油，因为花生油非常香，做出来的食物比

一般的更好吃，这主要得益于花生的香气和大量

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花生油中的营养物质也比

较丰富。但是，花生容易变质，如果是一些小作

坊、黑工厂制作的花生油，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

。

其次是菜籽油。这种油也是从古至今都有的

，也是植物油的一种，同样含有较高比例的不饱

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微量元

素、矿物质，因此有利于人们的营养补充。

但是菜籽油中的某种脂肪酸物质，很容易会

在血管内形成脂肪沉淀，如果大家长期服用菜籽

油可能不利于血管健康。

然后是橄榄油。这些年，对于橄榄油的宣传

做得非常到位，橄榄油似乎变成了一种绿色、无

污染、最健康的食用油，事实上真的如此吗？橄

榄油不耐高温，在加热过程中会释放一些有害物

质，因此橄榄油只适合低温烹煮或者凉拌。对于

中国这种煎炸经验丰富的国家来说，橄榄油的短

板实在是太大了。

最后是玉米油。玉米油也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

营养物质，还能降低我们血管中的胆固醇，又能预

防心脑血管疾病。但是作为一种富含有机质的食用

油，玉米油也要面临会“快速变质”的现实，因此

选择玉米油时也得选大牌，否则弊大于利。

相信大家看完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

这世界上没有一种完美的食用油。没错，根本不

可能有完美的东西，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平衡。

大豆油危害最大？花生油、菜籽油、橄榄油、玉米油，哪种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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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報告或降價三成
新系統料年底面世 港徵信行業迎競爭

消費者受益

◆何佳意指香
港信貸資料服
務機構由於獨
市關係，坦言
現時收費是
“ 全 球 最
貴”。

由香港金管局推動、銀行公會招標的多間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MCRA），新系統料今年底面世，

勢將打破現時環聯在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中獨大情況，早前獲鼎暉注資2億港元的諾華誠信，是除了環

聯外兩間入標參與MCRA的營運商之一。對於MCRA料將於年底投運，諾華誠信行政總裁何佳意早前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公司正盡全力配合，目前各方面進行得相當順利。他亦預期香港引入多兩間個人信貸資料

服務機構後，有關信貸報告收費將下調三成，而有關收費優惠最終料將反映在消費者身上，令消費者受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先
推
南
向
服
務
助
內
地
客
赴
港
開
戶

由南沙政府出資建設、諾華誠信的
合資公司諾華南沙營運的“大灣區跨境
數據互信互認平台”於去年尾啟動，現
階段專為內地和香港的金融機構提供跨
境客戶身份驗證服務。

何佳意指，現時有數間銀行正開始
合作做大灣區數據，而這些客人本身是
內地客戶赴港開戶，或已開戶的戶口，
而香港幾大主要銀行累計有約100萬戶
口是內地人開設，一直以來要進行
KYC，都無法取得用戶在內地的信息或
核實身份。他亦透露根據早前測試，比
較銀行取得信息與公司取得客戶真實信
息，出錯率超過20%，當中較易出錯的
包括用了其他人電話、住址或工作地址
不存在等，而一直以來銀行採取寧枉勿
縱的態度，亦令內地人赴港開戶的難度
大大增加。

何佳意透露，未來第二階段將反向
提供港人去內地開戶的數據服務，不過
他強調事情必須在取得客戶同意下進
行，現時有約50萬港人在內地居住，
所有事都要核實身份，他以自己個人經
驗為例，他的親人在內地曾申請信用
卡，惟信用卡公司指無法取得他在香港
的資料，亦無法核實其在港有否負面信
息，令他的親人最終無法取得信用卡，
故日後在獲得客戶授權的前提下，銀行
可透過公司取得客戶在港數據，現時南
向服務已正式推出，他透露年內亦將推
出北向服務，不過暫時未能透露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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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其他地區，香港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
向來是環聯“獨市”生意，不過隨着環聯

早年發生保安漏洞事件，令政府重新審視引入多
間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可能性。經過多年籌
備，目前就引入多於一間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
的新系統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預計將於今年底啟
動，而金管局年初亦已向認可機構發通知，提醒
銀行準備參與相關工作，包括連接信貸資料服務
平台的設置。

入場門檻高 市場乏競爭
何佳意曾於跨國銀行集團出任消費貸款和財

富管理總監，擁有多年領導信貸資料服務機構以
及零售銀行業務之經驗，坦言現時“香港信貸資
料服務機構收費是全球最貴”，主因是獨市關
係，無論有多貴都要用，對於環聯多年來在這塊
“肥肉”上獨佔鰲頭，他認為由於監管部門對
CRA（個人信貸資料庫）的入場門檻要求很高，
加上由上而下的管理較嚴，以及容錯率極低情況
下，令香港多年來只有一間公司獨市。

何佳意指，現時在信貸資料庫內大概涉及560
萬港人數據，包括姓名、電話、地址、銀行借貸紀
錄、法院紀錄等，當中牽連甚廣，“如可以從地址
得知用戶家中有多少人、牽涉了有幾多借貸，以及
債務情況等，由於這些個人資料屬敏感數據，因此
很多國家都視信貸資料庫為金融基建”。由於行業
有公共性，並不能只作賺錢用途，同時容錯率很
低，“基本上不可以錯”，如果出錯達百分之零點
幾已可算是很離譜，更不用說停機、數據失誤、被
黑客盜取資料等，他舉例指如果遇上停機，香港將
面臨暫停借貸的風險。

對於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在如此高要求下仍
“出事”，何佳意認為出事公司往往忽略上述3方
面要素，只將公司視為私人公司去營運，令相關要
求標準下降，在很多國家都很常見。而有別於香港
多年來只有一間信貸資料服務機構，鄰近新加坡、
日本或馬來西亞當地都有多於一間信貸資料服務機
構。

金融基建 虧錢也照做
何氏預期引入多間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投運

後，有關信貸報告的收費將可望下降三成，他相信
有關情況對行業而言是健康的。問到價錢跌三成後

會否影響公司營運，他指“已計好數，營運方面當
然希望有錢賺，但公司屬金融基礎設施，並不計較
一兩年賺不到錢就不做”，故不會只以賺錢為先。

問到現時MCRA準備情況，何佳意坦言在項
目的推行上，各方對實施方案都有所不同，以銀
行角度而言，銀行或認為將數據放上中央結算中
心即可，惟他坦言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由取得這些
數據、再將之整合為一份報告並不是容易的事，
當中或涉及數據清洗、校對等，而需進行較多前
期工作，這些背後的功夫有機會需時3個月至半年
時間，他稱亦希望可盡快幫銀行或香港的信貸資
料服務機構整理好有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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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磁力不減
外企龍頭持續加碼投資

雖然近期受到疫情影響，但中國吸引

外資磁力不減。上海證券報記者近日在走

訪中發現，包括迅銷、西門子醫療、歐萊

雅等在內的外企龍頭近期動作頻頻，新開

店鋪、投資加碼、新項目落地……外資紛

紛用行動展示對中國的信心和抉心。

同時，作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

窗口和紐帶，第五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正按原定計劃穩步推進，將於11月在

上海線下舉辦，各項工作進展順利。目

前企業商業展簽約面積已達到規劃面積

的75%以上，世界500強和行業龍頭企業

數量已經超過250家。

看中消費市場潛力
外企紛紛加大在華市場布局
隨著上海“重啟”，周末的上海靜安

大融城商場又恢復了往日的人氣。在迅銷

集團旗下優衣庫門店裏，記者看到消費者

酪繹不絕。6月6日起，優衣庫上海門店六

續全面恢復營業，夏日科技系列與百色百

款新品上市，積極慘與上海復商復市。

為穩步助力全國消費生活復蘇，優

衣庫計劃6月在全國再開20家新店，覆蓋

雲南、四川、安徽、浙江等省份。其中，

優衣庫將在浙江嵊州、樂清、永康，安徽

淮南、湖北荊門等城市首開新店。優衣

庫上海寶山日月光店、上海中庚漫遊城

店計劃在6月24日開業。

“我們對中國市場充滿信心和期

待。”迅銷集團全球執行董事、優衣庫大

中華區首席市場官吳品慧對記者表示，目

前優衣庫在中國180多個城市有超過850家

店鋪，接下來，優衣庫將每年保持80至

100家的速度開店，而且全都是直營店。

作為壹家有著140年歷史的德國護膚

集團，拜爾斯道夫與中國有著多年的深厚

情緣。從正式進入中國至今，拜爾斯道夫

在華產品品類從最初的2個擴展到如今的

300多個。目前，拜爾斯道夫在華以妮維

雅（上海）有限公司為主體，將創新、制

造、營銷三大中心都放在了上海。

目前，拜爾斯道夫上海三大中心全部

投入正常運轉。其中，拜爾斯道夫上海制

造中心產能已恢復到100%，上海徐匯漕河

涇創新中心95%的員工已回到工作崗位。

“雖然上海工廠之前停工了20多天

，但中國的大市場沒有停滯，消費者對

高質量產品的需求沒有減少。”拜爾斯

道夫集團東北亞董事總經理薛薇對記者

表示，“只要中國市場不斷開放，只要

消費者需要，我們就會在此百舸爭流，

奮楫勇進，這壹點從德國漢堡到中國上

海都深信不疑。”

邏氏診斷近日也實現了其在中國市

場布局的重要壹步：正式在喀斯瑪商城

上線生命科學官方旗艦店，百余款科研

試劑和耗材上線。

“隨著邏氏診斷生命科學正式入駐喀

斯瑪商城，我們將開啟本土數字化轉型的

新征程。未來，我們還將圍繞並持續強化

壹站式平臺客護服務能力，積極擴充上線

產品組合，實現生命科學各應用領域產品

的深度覆蓋，持續深耕中國市場，惠及更

多科研、臨床和生物技術的客護。”邏氏

診斷中國副總裁袁健中說。

本土化提速
外企龍頭紛紛加碼投資中國
在中國市場的巨大吸引力下，包括

西門子醫療中國公司、歐萊雅集團等在

內的行業龍頭企業，近期紛紛選擇加碼

投資中國。

作為最早進入中國的醫療科技公司

之壹，西門子醫療中國公司近日正式發

布了其全新“國智創新”本土化戰略，

擬通過“推動實現全產品線國產化”

“基於中國市場需求進壹步深入創新研

發”“推進本土業務模式升級”三個維

度，以壹家“中國公司”身份，深度慘

與“健康中國”建設。

同時，該公司還宣布，備受矚目的

西門子醫療上海實驗室診斷工廠預計將

於2022年底在浦東落成，屆時將成為西

門子醫療在亞太地區的首家體外診斷試

劑生產基地，其研發中心項目也正在積

極推進中。

“中國對於西門子醫療而言有著重

要的戰略意義，它蘊含著巨大潛能，

同時也有其獨特的市場環境。西門子

醫療深度融合全球戰略與本土發展構

想，將‘健康中國’作為公司全球

‘2025 戰略’新階段的重要機遇和行

動重點之壹。我們也相信，應運而生的

‘國智創新’本土化戰略是我們推進健

康中國建設的最優解法。”西門子醫療

董事會成員、西門子醫療亞太區總裁陶

琳對記者表示。

因為看好上海，看好中國市場，歐

萊雅集團近期也動作頻頻。今年5月初

，歐萊雅在上海奉賢區宣布成立其全球

首家投資公司——上海美次方投資有限

公司。這是繼去年在上海新設北亞區總

部、美妝科技中心後，歐萊雅集團在上

海的又壹戰略加碼。

“深耕上海25年以來，我們對上海

的信心從未動搖。”歐萊雅北亞總裁及

中國首席執行官費博瑞對記者說。

眼下正值“618”大促，費博瑞說，

歐萊雅集團旗下全品牌正積極備戰。隨

著上海“重啟”，在集團旗下各大線下

品牌專櫃和旗艦店，員工們正用全新的

精神面貌與飽滿的姿態接待和服務消費

者。

特斯拉輔助駕駛事故占全美七成？馬斯克力挺公司聲明：“對”
綜合報導 特斯拉官網發文《根據NHTSA的數

據，特斯拉駕駛輔助系統比Waymo、Transdev或通

用汽車的Cruise發生碰撞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特

斯拉CEO埃隆· 馬斯克也在推特轉載這篇文章，並

附言“Correct”(對)。

特斯拉文章的發布是針對美國聯邦政府在同一

天發布的兩份新報告。報告首次披露了涉及自動駕

駛汽車(AV)和配備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的汽

車碰撞和死亡事故的統計情況：2021年6月1日到

2022年5月15日爲止，共發生392起涉及ADAS技

術的意外，有6人喪生、5人重傷。具備Autopilot

或相關自駕功能的特斯拉占了其中273件，並有5

件爲死亡車禍。其余的Waymo報告了62起事故，

Transdev報告了34起，Cruise則報告了23起事故。

這個數據報告源于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

局(NHTSA)去年發布的一項常規命令：要求汽車公

司報告涉及AV以及當前道路上數十萬輛汽車中發

現的L2級駕駛輔助系統事故，以評估該技術是否

存在安全風險。L2一般意味著車輛可以自主控制

轉向和加減速，但人類可以隨時控制汽車。

科技媒體The Verge稱，汽車和科技公司堅稱

自動駕駛、輔助駕駛技術可以挽救生命，但去年死

于車禍的人數比過去三年多。人們需要更多數據來

准確確定這些新系統是讓道路更安全，還只是讓駕

駛更方便。

對于這個數據，特斯拉的解釋是“監管機構的數

據只顯示了事故數量，沒有考慮車隊規模和行駛裏程

，但稍微深入一點，就會發現與Waymo、Transdev和

通用汽車的Cruise相比，使用駕駛員輔助系統的特斯

拉汽車發生碰撞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這篇文章提出的論證是，NHTSA所提供的數

據缺少如車隊規模、行駛裏程這樣的關鍵背景，因

此無法公平地比較不同技術的安全性。

根據此前的公開數據，Waymo的官方車隊爲

600輛，Transdev的全球車隊由13個國家的24600輛

巴士組成，Cruise 車隊規模約爲 34000 輛。截至

2022年 3月，特斯拉在美國道路上的汽車數據爲

1393122輛。

所以這篇文章指出，與其他人相比，特斯拉汽車

發生事故的概率不到0.02%，而Waymo在10%左右，

Cruise的概率約爲0.07%。“對細節作一點挖掘即可表

明，特斯拉使用的系統在當今市場上的所有系統中顯

示出最高的安全性。”文章中如此寫道。

“這些技術在提高安全性方面大有希望，但我

們需要了解這些車輛在現實世界中的表現如何，”

NHTSA 負責人 Steven Cliff 在媒體簡報會上說，

“我們發起這項工作是因爲希望在車輛開發的每個

階段都建立安全性，駕駛輔助技術和自動化也不例

外。”

NHTSA也指出，這些原始數據缺乏合適的背

景，只可用作快速識別潛在缺陷趨勢，以及用于確

定駕駛輔助系統是否真的可以提高車輛的安全性。

由于一系列的限制，不應使用這些數據來對任何車

企的技術安全性下結論。

接下來，每個月NHTSA都將披露新數據。Ste-

ven Cliff表示，“自動駕駛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

，但該機構要維護數據透明。我們旨在收集自動駕

駛技術近乎實時的安全數據，並挖掘數據背後的本

質。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努力，也是NHTSA需要

做的事。”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112112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隨著隨著GG77峰會在歐洲開始峰會在歐洲開始

，，俄羅斯導彈襲擊了基輔俄羅斯導彈襲擊了基輔
七國集團領導人齊聚德國參加年度峰會的七國集團領導人齊聚德國參加年度峰會的

第一天第一天，，俄羅斯週日對烏克蘭首都基輔發動了俄羅斯週日對烏克蘭首都基輔發動了
一系列導彈襲擊一系列導彈襲擊。。

烏克蘭國家警察部隊負責人伊霍爾烏克蘭國家警察部隊負責人伊霍爾··克雷緬克雷緬
科說科說，，俄羅斯導彈襲擊基輔的一個住宅區俄羅斯導彈襲擊基輔的一個住宅區，，造造
成成 11 人死亡人死亡、、55 人受傷人受傷。。

他說他說，，傷者包括一名傷者包括一名 77 歲的女孩歲的女孩。。她的母她的母
親親，，一位名叫卡特琳娜的一位名叫卡特琳娜的 3535 歲婦女歲婦女，，從廢墟中從廢墟中
被救出並被送上救護車被救出並被送上救護車。。她是俄羅斯公民她是俄羅斯公民，，但但
在基輔居住了很長時間在基輔居住了很長時間。。

當地的當地的 CNNCNN 團隊與受傷女孩的祖母娜塔團隊與受傷女孩的祖母娜塔
莉亞莉亞··尼基蒂娜進行了交談尼基蒂娜進行了交談，，後者在網上發現了後者在網上發現了
這次襲擊事件並趕到公寓樓這次襲擊事件並趕到公寓樓，，在那裏她看到團在那裏她看到團
隊試圖營救她的兒媳時哭了起來隊試圖營救她的兒媳時哭了起來。。

她說她說：“：“沒有什麽比失去親人更糟糕的了沒有什麽比失去親人更糟糕的了
。。為什麽我們應該得到這個為什麽我們應該得到這個？”？”襲擊兩小時後襲擊兩小時後
，，一股巨大的濃煙繼續從大樓裏冒出一股巨大的濃煙繼續從大樓裏冒出，，而頂層而頂層
的幾乎所有窗戶都被炸毀的幾乎所有窗戶都被炸毀，，地面上覆蓋著碎片地面上覆蓋著碎片
和扭曲的金屬和扭曲的金屬。。

烏克蘭空軍發言人尤裏伊納特說烏克蘭空軍發言人尤裏伊納特說，“，“戰略戰略
轟炸機轟炸機””被用來襲擊首都被用來襲擊首都，，發射了發射了““四到六枚四到六枚
導彈導彈”。”。他補充說他補充說，，週六週六，，俄羅斯首次在烏克俄羅斯首次在烏克
蘭空襲中使用了來自白俄羅斯領空的蘭空襲中使用了來自白俄羅斯領空的 TuTu2222MM33
遠程轟炸機遠程轟炸機。。

基輔市市長維塔利基輔市市長維塔利··克裏琴科在電報群上表克裏琴科在電報群上表
示示，，該市的捨甫琴基夫斯基區發生了幾起爆炸該市的捨甫琴基夫斯基區發生了幾起爆炸
事件事件，，在一座住宅樓被火箭擊中引發火災後在一座住宅樓被火箭擊中引發火災後，，
展開了搜救行動展開了搜救行動。。

他說他說：“：“有人被困在瓦礫下有人被困在瓦礫下。。一些居民已一些居民已
被疏散被疏散，，兩名受害者住院兩名受害者住院。。救援人員正在繼續救援人員正在繼續
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工作。”。”

克裏琴科在現場接受克裏琴科在現場接受 CNNCNN 採訪時表示採訪時表示，，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毫無意義毫無意義”，”，數千名數千名
平民喪生平民喪生，，並補充說並補充說：“：“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
阻止這場戰爭阻止這場戰爭。”。”

烏克蘭國家緊急服務部門表示烏克蘭國家緊急服務部門表示，，火災是由火災是由
““敵人炮擊敵人炮擊””引起的引起的，，面積超過面積超過300300平方米平方米，，一一
棟棟99層住宅樓層住宅樓，，77、、88和和99層部分被毀層部分被毀。。

同一個街區在同一個街區在 55 月初遭到導彈襲擊月初遭到導彈襲擊，，並在並在
33 月也成為襲擊目標月也成為襲擊目標。。

內政部長顧問瓦迪姆內政部長顧問瓦迪姆··德尼森科在烏克蘭電德尼森科在烏克蘭電
視台上表示視台上表示：“：“在烏克蘭首都舍甫琴基夫斯基在烏克蘭首都舍甫琴基夫斯基
區有許多軍事基礎設施區有許多軍事基礎設施，，這就是俄羅斯人炮轟這就是俄羅斯人炮轟
這個地區的原因這個地區的原因。”。”

美國總統喬拜登稱週日的襲擊美國總統喬拜登稱週日的襲擊““更像是俄更像是俄
羅斯野蠻行徑羅斯野蠻行徑”。”。當被問及俄羅斯襲擊是否是當被問及俄羅斯襲擊是否是
七國集團峰會期間的蓄意挑釁時七國集團峰會期間的蓄意挑釁時，，他拒絕回應他拒絕回應
。。
俄羅斯繼續在烏克蘭東部進攻俄羅斯繼續在烏克蘭東部進攻

在烏克蘭週六確認關鍵城市北頓涅茨克在烏克蘭週六確認關鍵城市北頓涅茨克
““完全處於俄羅斯佔領之下完全處於俄羅斯佔領之下””後後，，該國東部盧該國東部盧

甘斯克地區現在幾乎完全處於俄甘斯克地區現在幾乎完全處於俄
羅斯控制之下羅斯控制之下。。然而然而，，烏克蘭軍烏克蘭軍
隊繼續保衛鄰近城市呂西昌斯克隊繼續保衛鄰近城市呂西昌斯克
，，該市正受到越來越多的俄羅斯該市正受到越來越多的俄羅斯
炮火和火箭襲擊炮火和火箭襲擊。。

斯洛文斯克之戰可能是俄羅斯洛文斯克之戰可能是俄羅
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的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的““下一場關下一場關
鍵戰役鍵戰役””

週日週日，，鄰近的頓涅茨克地區鄰近的頓涅茨克地區
軍事行政當局負責人帕夫洛軍事行政當局負責人帕夫洛··基裏基裏
連科連科（（Pavlo KyrylenkoPavlo Kyrylenko））表示表示，，俄俄
羅斯軍隊正在該地區集結新的攻羅斯軍隊正在該地區集結新的攻
擊擊，，其中近一半在烏克蘭的控制其中近一半在烏克蘭的控制
之下之下。。

基裏連科在烏克蘭電視台上基裏連科在烏克蘭電視台上
說說：“：“我們現在目睹了敵人的人我們現在目睹了敵人的人
力力、、重型裝甲車和大砲向斯洛文重型裝甲車和大砲向斯洛文
斯克方向的邁進斯克方向的邁進。。敵人正在使用敵人正在使用
其眾所周知的戰術其眾所周知的戰術，，試圖靠近我試圖靠近我
們的防線們的防線，，以便向城市開火以便向城市開火。。敵敵
人的火砲已經到達斯洛文斯克的人的火砲已經到達斯洛文斯克的
某些地區某些地區，，這是人們應該撤離的這是人們應該撤離的
另一個場地另一個場地。”。”

在東部的整個攻勢中在東部的整個攻勢中，，俄羅俄羅
斯軍隊在試圖佔領地面之前使用斯軍隊在試圖佔領地面之前使用
了猛烈的火砲和火箭炮轟炸了猛烈的火砲和火箭炮轟炸，，他他
們從叁個方向攻擊頓涅茨克地區們從叁個方向攻擊頓涅茨克地區。。

基裏連科說基裏連科說，，頓涅茨克南部前線的一個小頓涅茨克南部前線的一個小
鎮庫拉霍夫遭到導彈襲擊和火箭襲擊鎮庫拉霍夫遭到導彈襲擊和火箭襲擊，，兩個多兩個多
月以來一直是俄羅斯襲擊的目標月以來一直是俄羅斯襲擊的目標。。他說他說，，阿夫阿夫
迪夫卡也被火箭擊中迪夫卡也被火箭擊中。。

隨著俄軍加大在烏克蘭東部的進攻力度隨著俄軍加大在烏克蘭東部的進攻力度，，
哈爾科夫市及週邊地區再次遭到越來越多的砲哈爾科夫市及週邊地區再次遭到越來越多的砲
火襲擊火襲擊。。
普京稱俄羅斯將向白俄羅斯提供核導彈普京稱俄羅斯將向白俄羅斯提供核導彈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周六在聖彼得普京周六在聖彼得
堡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告訴白俄羅斯總統亞曆山堡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告訴白俄羅斯總統亞曆山
大大··盧卡申科盧卡申科，，俄羅斯將在未來幾個月內將具有俄羅斯將在未來幾個月內將具有
核能力的伊斯坎德爾核能力的伊斯坎德爾-M-M （（Iskander-MIskander-M））導彈系導彈系
統轉移到白俄羅斯統轉移到白俄羅斯。。

據克裏姆林宮稱據克裏姆林宮稱，，普京對盧卡申科說普京對盧卡申科說：：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我們將向白俄羅斯轉我們將向白俄羅斯轉
移移 伊斯坎德爾伊斯坎德爾-M-M戰術導彈系統戰術導彈系統，，如你所知如你所知，，
該系統可以使用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該系統可以使用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包括常包括常
規導彈和核導彈規導彈和核導彈。”。”

在會議記錄中在會議記錄中，，盧卡申科向普京表達了他盧卡申科向普京表達了他
的的““壓力壓力””和擔憂和擔憂，，以及他所謂的美國和北約以及他所謂的美國和北約
飛機在白俄羅斯邊境附近飛機在白俄羅斯邊境附近““訓練攜帶核彈頭訓練攜帶核彈頭””
的飛行的飛行。。

盧卡申科要求普京考慮對這些航班做出盧卡申科要求普京考慮對這些航班做出
““鏡像反應鏡像反應”，”，或者改裝目前部署在白俄羅斯或者改裝目前部署在白俄羅斯
的俄羅斯的俄羅斯 Su-Su-3535 戰鬥機戰鬥機，，以便以便““它們可以攜帶它們可以攜帶
核彈頭核彈頭”。”。

普京回答說普京回答說，，雖然可以匹配美國的航班雖然可以匹配美國的航班，，
但但““沒有必要沒有必要”，”，並建議因為白俄羅斯軍方擁並建議因為白俄羅斯軍方擁
有大量可以改裝成核能力的有大量可以改裝成核能力的Su-Su-2525飛機飛機。。

據簡斯防務公司稱據簡斯防務公司稱，，伊斯坎德爾伊斯坎德爾-M-M 是俄是俄
羅斯製造的短程彈道導彈系統羅斯製造的短程彈道導彈系統，，可以攜帶常規可以攜帶常規
或核彈頭或核彈頭，，最大射程可達最大射程可達 500500 公裏公裏（（310310 英裏英裏））
。。

週六週六，，烏克蘭表示烏克蘭表示，，它首次遭到從白俄羅它首次遭到從白俄羅
斯領空發動的襲擊斯領空發動的襲擊。。
GG77宣布禁止進口俄羅斯黃金宣布禁止進口俄羅斯黃金

拜登總統和英國首相鮑裏斯拜登總統和英國首相鮑裏斯··約翰遜週日正約翰遜週日正
式宣布式宣布，，七國集團國家將禁止進口俄羅斯黃金七國集團國家將禁止進口俄羅斯黃金
，，這是該國僅次於能源的第二大出口產品這是該國僅次於能源的第二大出口產品。。

拜登週日在德國發推文稱拜登週日在德國發推文稱：“：“美國對普京美國對普京
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以剝奪他為對烏克蘭以剝奪他為對烏克蘭
開戰所需的收入開戰所需的收入。。 GG77 將共同宣布將共同宣布，，我們將禁止我們將禁止
進口俄羅斯黃金進口俄羅斯黃金，，這是一項為俄羅斯帶來數百這是一項為俄羅斯帶來數百
億美元收入的主要出口產品億美元收入的主要出口產品。”。”

拜登還談到了七國集團和北約在烏克蘭和拜登還談到了七國集團和北約在烏克蘭和
俄羅斯入侵問題上的團結俄羅斯入侵問題上的團結，，他告訴德國總理奧他告訴德國總理奧
拉夫拉夫··舒爾茨舒爾茨，，七國集團和北約將保持團結七國集團和北約將保持團結，，而而
不是不是““分裂分裂”。”。

英國首相鮑裏斯英國首相鮑裏斯··約翰遜表示約翰遜表示，，讓俄羅斯總讓俄羅斯總
統弗拉基米爾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普京““繼續他的征服計劃繼續他的征服計劃””的代的代
價遠遠高於目前的成本價遠遠高於目前的成本。。

他說他說：“：“退讓的代價退讓的代價，，讓普京成功的代價讓普京成功的代價
，，砍掉烏克蘭的大部分地區的代價砍掉烏克蘭的大部分地區的代價，，繼續他的繼續他的

征服計劃的代價征服計劃的代價，，這些代價將會高得多這些代價將會高得多，，這裏這裏
的每個人都明白這一點的每個人都明白這一點。”。”
印度尼西亞總統將訪問烏克蘭印度尼西亞總統將訪問烏克蘭、、俄羅斯執行建俄羅斯執行建
設和平任務設和平任務

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維多多周日表示維多多周日表示，，他他
將敦促俄羅斯和烏克蘭同行在對交戰國家進行將敦促俄羅斯和烏克蘭同行在對交戰國家進行
建設和平任務期間為對話開放空間建設和平任務期間為對話開放空間，，並要求俄並要求俄
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下令立即停火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下令立即停火。。

佐科佐科··維多多在前往德國參加週一維多多在前往德國參加週一 GG77 峰會峰會
之前表示之前表示：“：“ 眾所周知眾所周知，，必須停止戰爭必須停止戰爭，，需要需要
重新啓動全球食品供應鏈重新啓動全球食品供應鏈。”。”

總統還表示總統還表示，，他將鼓勵七國集團國家在俄他將鼓勵七國集團國家在俄
羅斯入侵後在烏克蘭尋求和平羅斯入侵後在烏克蘭尋求和平，，並立即找到解並立即找到解
決全球糧食和能源危機的辦法決全球糧食和能源危機的辦法。。俄羅斯稱其在俄羅斯稱其在
烏克蘭的行動是烏克蘭的行動是““特殊行動特殊行動”。”。

另外另外，，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雷特諾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雷特諾··馬爾蘇馬爾蘇
迪表示迪表示，，盡管發生了戰爭盡管發生了戰爭，，但來自俄羅斯和烏但來自俄羅斯和烏
克蘭的食品和化肥產品需要克蘭的食品和化肥產品需要““重新融入全球市重新融入全球市
場場”。”。

馬爾蘇迪週日在一份聲明中說馬爾蘇迪週日在一份聲明中說：“：“有必要有必要
確保從烏克蘭建立糧食走廊確保從烏克蘭建立糧食走廊，，並開放俄羅斯的並開放俄羅斯的
糧食和化肥出口糧食和化肥出口。。所有國家都必須避免採取進所有國家都必須避免採取進
一步加劇這場糧食危機的行動一步加劇這場糧食危機的行動。”。”

印度尼西亞譴責這場戰爭並對烏克蘭人表印度尼西亞譴責這場戰爭並對烏克蘭人表
示同情示同情。。然而然而，，佐科維多多在四月份表示佐科維多多在四月份表示，，他他
拒絕了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武器請求拒絕了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武器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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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1758年，瑞典博物学家卡尔· 林奈以“天堂

”之名，命名了一个物种——大天堂鸟，它的拉

丁二项名称为Paradisaea apoda，意为“无脚的天

堂鸟”。

天堂之名的由来

大天堂鸟超凡脱俗的美貌（雄性）完全配得

上天堂之名，但“无脚”肯定不应该啊。

毛病出在当时的欧洲并没有活体，只有标本

——土著人贩卖到欧洲的大天堂鸟标本都经过了

去掉脚的处理。于是，当时的欧洲人普遍认为这

种美丽的鸟是来自天堂的游客，它们飞在高空，

直到死亡才接触到地面。

天堂一族的老大

大天堂鸟是雀形目天堂鸟科（17属44种）个

子最大的成员（不算尾羽、高45厘米），这一科

的雄性都异常美丽——从喙、翅、尾或头部延伸

出来的非常长的精致羽毛，并且能歌善舞。雌性

则挑挑拣拣，很难伺候。

这种挑剔是有原因的。

作为典型一夫多妻制的繁育者，雄性大天堂

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后代做出贡献，爽完就完了

。因此，雌性必须通过求偶仪式来评估男性的健

康状况，得挑个身体最好、最漂亮的。

求爱仪式

在印度尼西亚的阿鲁群岛，当第一缕阳光洒

在雨林树冠层上时，一只雄性大天堂鸟振翅飞扑

上这个舞台，准备进行动物王国中最壮观的表演

之一。

在金色的阳光映照下，大天堂鸟展示着它非

凡的羽毛，“他”开始跳跃和旋转，并一展歌喉

。

求爱的歌声穿过清晨的雾气，大天堂鸟循环

着标志性的舞蹈动作。几只潜在的结婚对象，雌

性大天堂鸟在暗中观看，品评着。

这场震撼的歌舞求爱表演，地球上很少有人

亲眼见过，主要原因是这个舞台，它在森林的冠

层，离地面30米以上的地方。

捕捉到这种高海拔上发生的求偶大戏需要耐

心和运气。摄影师和鸟类学家，为了见证这一幕

，花了8年的时间，进行了无数次探险。

首先必须在茂密的雨林中间找到一棵雄性大

天堂鸟偏爱的舞台——“展示树”。然后，得设

计一种策略，确保在拍摄鸟儿的舞蹈时不会打扰

它们。

经历了无数次爬上树爬下树之后，最终在专

属展示树顶部的树枝上，安装了一台数码相机

——并为其添加了一件树叶外套作为伪装，不远

处的另一棵树上搭了个藏人得隐蔽小隔间，并通

过长长的USB电缆将相机连接到这里的笔记本电

脑上，从而可以远程控制焦距和取景。

连续八天，摄影师在日出前的凌晨4:30爬上

大树，做好准备。不懈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一

切都那么完美，一只巨大的天堂鸟飞进了视野，

开始了表演。

大天堂鸟那天然雕饰的羽毛呈扇形展开，通

过性选择的进化，这些羽毛变得不再用于隔热或

飞行，而是起到了绝对的装饰性和视觉效果，异

常的华美。

几分钟后，一只雌性到达，全神贯注地看着

她的追求者弹跳、鞠躬、拍打翅膀。雌鸟真的非

常挑剔——这些表演它们会看上好几天才下决心

。她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但至少，这只雄性大

天堂鸟已经引起了她的注意......

加油吧！拿下这一个，再去勾搭下一个！

大天堂鸟——想一夫多妻
就要成为最美、最能演的那一只

近日，我国南方地区聚集了大范围的降雨带

，浓密的降雨云团在广东、广西、江西、湖南等

四省上空出现，带来大雨。

防汛防涝的同时，担心一下……下雨时野生

动物会发生什么？

找个地方躺平

最直观的，大雨干扰了动物的视觉、听觉和

嗅觉以及调节体温的能力。这些是野外生存重要

的风险因素，说白了，很容易挂掉。

另外，强降雨期间有

一个我们通常意识不到

但非常重要的影响——

昆虫无法正常飞行和活

动。昆虫躲在树叶下保

持干燥，就像人类使用

雨伞一样使用树叶。

这似乎是一个小细节

，但实际上它极大地影

响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

种动物。

昆虫活动的突然减少

，意味着食物链中高等

动物的一个主要食物来源暂时消失了，因此，整

条食物链上的动物们都开始“节能”，等待情况

好转。

所以，大雨通常会导致动物寻求庇护。当暴

风雨来临时，一些动物会迁徙到高处，而另一些

动物则会蜷缩着身子把风暴生抗过去。

花式躲雨

小动物在躲避暴风雨方面有优势。它们可以

隐藏在小环境——如茂密的灌木丛或其他植被中

。

有房子的动物更有优势，但开放式的巢不在

其中。

成年松鼠把尾巴当作雨伞，在雨中冒险外出

觅食，并带领全家搬到树洞巢里去——松鼠有两

种巢：像啄木鸟一样中空树洞的巢，或者像鸟窝

一样的树枝树叶巢。

中空的树洞巢能更好地防雨，而那些出生在

叶巢，不能搬家的小松鼠幼崽常常会淹死在叶子

巢穴中。

鼹鼠、獾、土拨鼠、蛇之类的穴居动物，它

们会潜入地下。另一些动物则会在洞穴状岩石或

人造结构提供的角落和裂缝中寻求庇护。

很多小动物会藏在原木中，因此公园、森林

等环境里，应该留下足够的枯木和树桩，它们是

许多动物的重要栖息地。

也有迎难而上的

沿海、近海地区，当风暴肆虐时，暴风眼里

是一片祥和平静，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鸟类，如最

知名的海燕，以及鹈鹕、海鸥等鸟类，会直接飞

到风暴中，在风暴眼里等着一切平息下来。

当然，这可能是一项筋疲力尽的任务，因为

有时必须在风暴眼内连续跟着风暴数小时甚至数

天。

也有开心的物种。比如两栖类，还有一些蛇

，非常喜欢大雨，它们会很活跃。蚯蚓在大雨里

也会爬出地面，趁着到处都是水，能够在地表呼

吸的阶段寻找配偶......

总之，大部分动物都能幸存下来，因为它们

已经适应了。动物们本能地知道如何以及何时寻

求保护。

观察动物的本能对我们能起到警示作用：比

如，若大雨过量引发洪水，将对道路、建筑物和

其他基础设施造成破坏，然而，大多数野生动物

本能地知道什么情况会引发洪水，并在提前迁徙

到地势较高的地方。

等到雨后，植物和昆虫会迎来一波爆发式的

增长，推动整个食物链中的生命再次活跃起来。

野生动物们将继续它们的日常生活——狩猎、觅

食、唱歌、交配、筑巢、求爱、保卫自己的家园

......

大雨是如何影响动物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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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排球協會20日晚發布公告稱，正在參
賽世界男排聯賽的中國男排隊中多人感染新
冠，無法湊齊至少6名上場運動員參加原定北
京時間22日於菲律賓舉行的對陣法國隊的比
賽，中國隊被視為棄權，被判0：3告負。

2022年世界男排聯賽共分為三站賽事，在
首站巴西站比賽中，中國男排獲得3負1勝戰
績，其中以3：0爆冷擊敗世界排名第一的東道
主巴西隊，隨後轉戰菲律賓站，原定與法國、
德國、阿根廷和意大利隊交手。

根據中國排協的公告，中國男排結束首周
巴西利亞站比賽後，於本月17日晚抵達菲律賓
參加奎松站比賽，18日入境抗原檢測結果多人

顯陽性。得知檢測結果後，中國排協第一時間
與國際排聯溝通，協調隊伍覆檢及後續參賽事
宜。

隨後經覆檢，中國男排隊中多人確診感染
新冠。根據賽事組委會關於“確診陽性運動員
須隔離滿5天”的規定，中國男排無法湊齊至
少6名上場運動員參加原定於北京時間22日15
時舉行的對陣法國隊的比賽，中國隊被視為棄
權，被判0：3告負。

中國排協表示，下一步，中國排協將積極
做好感染人員治療康復工作，並與國際排聯保
持密切溝通，協調做好隊伍後續參賽工作。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今年7月7日至
17日在美國阿拉巴馬州伯明翰舉行的世界運動會，
香港將派出運動員參與首次加入的競速無人機比
賽。港隊代表黎嘉琪（Kenix）屆時會與來自20個
國家及地區的選手較量，也是香港首位女性競速無
人機運動員，出戰獲國際奧委會認可的世界賽。

競速無人機運動近年發展迅速，短短4年已成

為全球最熱門的新興運動，不但世界各地舉辦不同
的大型賽事，更在極短時間內成為世運會比賽項
目。香港無人機運動總會會長鄒偉傑表示：“香港
首次派出運動員出戰世運會競速無人機項目，本會
深感榮幸，是香港航空運動的一項里程碑。”他希
望特區政府能視競速無人機為正規體育運動，從政
策及資源上給予支持及協助。

為隆重其事，香港無人機運動總會（HKD-
SA）21日在奧運大樓舉行授旗儀式。自2018年起
兩度參加“FAI 世界無人機錦標賽”累積世界排名
的Kenix對能夠代表香港參賽深感榮幸：“我有幸
得到這個機會，絕對不只是我個人的成果，沒有大
家一直默默的努力和支持，我就不會擁有這個機
會，所以我由衷地多謝大家。”她又指今次代表香
港參賽，希望可以藉此與世界各地運動員進行交
流，日後為香港競速無人機運動帶來更多貢獻。

目前，全亞洲只有 6 位女將獲得參賽資格，
Kenix將在7月9日至10日，參與這項來自世界各地
共32 位選手(22 男 10 女)，以男女混合形式作賽的
盛事。

港首派女將
戰世運會競速無人機賽

◆◆港隊代港隊代
表黎嘉琪表黎嘉琪
整 裝 待整 裝 待
發發。。

中國男排多人染疫被判棄權

◆◆中國男排中國男排
多人感染新多人感染新
冠冠，，2222日對日對
法國隊的比法國隊的比
賽被判為棄賽被判為棄
權權。。
FIVBFIVB圖片圖片

◀ 意大利選手切
孔在男子100米
背泳決賽打破世
界紀錄兼奪冠。

美聯社

▲▲石浩璵石浩璵//張依瑤張依瑤（（右右））與冠與冠
亞軍組合在頒獎台上合影亞軍組合在頒獎台上合影。。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當地時間21
日，布達佩斯游泳世錦賽結束第三個比賽日的較
量，美國隊奪得2枚金牌，以7金3銀8銅高踞獎牌
榜榜首。意大利隊4金2銅暫居榜眼，中國隊當日
在花游項目上收穫一銅，以1金2銅暫列第7。

第三日比賽共產生7枚金牌，其中游泳5枚、
花游2枚。美國隊憑萊德基及史密斯二人的出色表
現奪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及女子100米背泳金牌。
意大利隊也有兩金入賬，切孔在男子100米背泳決
賽以51秒60破世界紀錄的佳績強勢奪冠，另一位
意大利選手皮拉托在女子100米蛙泳決賽摘金。

另外，羅馬尼亞選手波波維奇以1分43秒21

的成績獲得男子200米自由泳冠軍，並再度打破世
界青年紀錄。

花樣游泳比賽方面，意大利組合在混雙項目登
頂，烏克蘭隊則在女子團體自由組合決賽獲得冠
軍。

花樣游泳混雙項目在2015年世錦賽首
次被列為正式比賽項目。2017年世錦

賽，中國選手首次參加該項目比賽，當時
石浩璵與盛姝雯搭檔獲得混雙自由自選第8
名。2019年世錦賽，石浩璵與張雅怡搭
檔，獲得混雙技術自選項目第5名，同時
他還與程文濤搭檔在混雙自由自選賽場上
獲得第6名。

石浩璵：超越過去的自己
今年世錦賽石浩璵和張依瑤搭檔參

賽，這也是張依瑤首次參加世錦賽。預賽中
兩人以84.8232分的成績排名第三順利晉級
決賽。

決賽上兩人的配合更為默契，高質量
演繹了主題為《龍》的節目，最終以
86.4425分獲得銅牌。冠亞軍分屬意大利和
日本組合，成績分別為89.2685分、86.5939
分。

雖然年僅20歲，但石浩璵的世錦賽參
賽經驗豐富。“決賽我們完成得比預賽好
很多，不只是我們各自，而是我們這個整
體。我們完全發揮出自己的特點，享受這
個戶外賽場，享受比賽過程，享受我們兩
人之間惺惺相惜、非常默契的感覺。所有
想要展現的東西完全展現出來了。”石浩
璵賽後說：“能拿到這枚獎牌，取得這樣
的突破，我們非常高興，但同時也會用平
常心面對這些。對我來說，名次沒有那麼
重要。只要我們表現出最好的自己，在這
段過程中看到自己的進步，超越過去的自

己就很棒，這次比賽的任務就完成了。”

張依瑤享受比賽 滿意結果
張依瑤賽後說：“我非常享受決賽的

每一刻，享受每一個動作帶給我們的快感。
決賽中在意大利這對實力強勁的選手後面出
場並沒有給我們更多壓力，我們做好自己就
是最棒的。我對結果非常滿意，更重要的
是，我們從備賽和參賽的過程中收穫得更
多。”

當天還進行了多個游泳項目比拚。在
女子100米背泳比賽中，東京奧運會該項
目銅牌得主麗根·史密斯以58秒22奪冠，
東京奧運會該項目銀牌得主、加拿大選手
凱利·馬斯位居第二，美國選手庫贊獲得季
軍。準決賽中以第6名闖入決賽的中國小
將萬樂天，決賽中以59秒77的成績位居第
4，遺憾錯過獎牌。19歲小將彭旭瑋與英國
選手並列第7。 ◆新華社、中新社

第19屆世界游泳錦標賽當地時間20日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迎來第三個比賽

日，中國組合石浩璵/張依瑤在花樣游泳混雙技術自選項目中獲得季軍，這是中

國花樣游泳隊首次在世錦賽混雙項目上獲得獎牌。另外，18歲小將萬樂天在女

子100米背泳決賽名列第4。

游泳世錦賽游泳世錦賽
美國美國77金居首金居首

常州獲超級1000賽事承辦權
記者20日從江蘇省常州市體育局獲

悉，常州獲得2023-2026年中國羽毛球
公開賽承辦權，中國公開賽是世界羽聯
巡迴賽超級1000賽事，該等級賽事全球
僅有四站。2008年起，常州連續十年承
辦中國羽毛球大師賽，2018年獲得世界
羽聯巡迴賽2018-2021中國公開賽的承
辦權，不過受全球疫情影響，2020-2021
年中國羽毛球公開賽停擺。此次再獲
2023-2026 年中國羽毛球公開賽承辦
權，展現了常州將這一賽事打造成精品
賽事、品牌賽事的決心。

◆新華社

◆◆石浩石浩璵璵（（左左））與張依瑤在花樣游泳混雙技與張依瑤在花樣游泳混雙技
術自選項目中獲得季軍術自選項目中獲得季軍。。 法新社法新社

◆中國18歲小將萬樂天在女子100米背泳
決賽名列第4。 新華社

游泳世錦賽游泳世錦賽 萬樂天萬樂天100100米背泳第米背泳第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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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七人樂隊》集結了中國香港電影人全明星陣容，一路

攬獲眾多海內外殊榮，該片曾入選第73屆戛納國際電影節官方

展映單元；在第21屆東京FILMeX國際電影節舉行首映，並榮獲

觀眾獎；在第25屆釜山國際電影節和第4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

被甄選為開幕片。此外，影片還受邀參展多個海外國際影展，受

到專業評審與廣大影迷的真誠讚譽，被譽為「年度必看的罕見佳

作」。

大師聯袂史無前例共譜七十年香港風華
「歷史上，香港從沒試過這麼多導演一起創作。」在香港回

歸25周年的歷史坐標下，電影《七人樂隊》開創先河，首度匯聚

七位殿堂級導演聯合執導，足令影迷感嘆「有生之年系列」。定

檔預告濃縮歷史，以復古膠片的方式，回顧七位導演的過往足跡

，正如視頻宣傳語所說，「一張電影票，七段大師作品」，這場

載入史冊的聯袂之作，是送給每一位影迷的禮物。

此次《七人樂隊》以「光影記錄歷史」，故事從上世紀五十

年代起，跨越到當下與未來，構建出香港七十年全景圖，其中包

括洪金寶的《練功》、許鞍華的《校長》、譚家明的《別夜》、

袁和平的《回歸》、杜琪峯的《遍地黃金》、林嶺東的《迷路》

及徐克的《深度對話》等七個獨立故事。七位導演從各自視角出

發，共同築起風韻壯麗的港影氣象，使不同年代的獨奏，匯聚成

香港七十年歲月交響。

致敬港影黃金時代復古色調穿越經典
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後，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風起雲湧，一批

影壇大師展露頭角，並由此發軔成港影的黃金時代，影響力遍及

亞洲並輻射全球。在導演兼監製杜琪峯看來，當時膠片是拍電影

的主要工具，凝聚着香港影人的創作巧思，承載了許多特殊意義

，此番同期優秀導演齊聚一堂，旨在致敬膠片拍出的經典影像，

紀念香港電影騰飛躍進的年代。此外杜琪峯表示，香港電影人的

團結從未改變，拍攝本片的初衷也是通過集中老一輩導演的力量

，啟迪年輕一代影人繼續保持團結。

值得一提的是，「流金歲月」版海報為致敬港片黃金時代，

特意採用濃郁的復古色調，營造出煙火氣十足的街邊巷尾，畫面

中霓虹燈牌透露大量影片信息，頗具「尋寶」趣味。從影片立項

到定檔，《七人樂隊》承載着萬千國人對港文化的美好回憶，五

年時光不負等待，影片將於7月29日登陸內地院線，值得走進影

院欣賞。

據悉，電影《七人樂隊》由中影寰亞音像製品有限公司及寰

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出品，星光聯盟影業無錫有限公司、8028控

股有限公司及北京真之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中國電影

合作製片公司監製，銀河映像(香港)有限公司承制，中影寰亞音像

製品有限公司、星光聯盟影業無錫有限公司及寰亞電影發行(北京)

有限公司發行。

《七人樂隊》曝海報預告定檔7月29日

七大導演首次齊聚
講述70年香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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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6月18日上映的電影《一周的朋友》發布終極預告，看似單純美好

的青春校園裡，藏着少女難言的秘密和少年堅定的守候。影片根據葉月抹

茶同名漫畫改編，由《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導演林孝謙執導、呂安弦編

劇，趙今麥、林一領銜主演，沈月特別出演，汪佳輝領銜主演。電影上映

倒計時1天，@你想陪伴的朋友，相約電影院見！

「即使黑夜再漫長，總有人陪你度過」。在影片今日發布的終極預告

中，林湘之（趙今麥飾）在「只有七天記憶」的背後似乎隱藏着一個難以

言說的秘密，在她拒絕又樹（林一飾）「你對於我，一點都不重要」的話

語中，也好像有着言不由衷的痛苦。湘之和又樹之間到底發生過怎樣的故

事？即使林湘之的過去充滿眼淚與悲傷，但徐又樹也依然一次又一次堅定

的奔赴而來；即使林湘之曾經有過孤獨無助的時刻，也依然被徐又樹、宋

曉楠（沈月飾）、蔣吾（汪佳輝飾）用友情溫柔包裹。有些傷痛不能被撫

平，但至少可以和朋友一起面對。

有網友留言說「這部電影好像不止是一部養眼的青春片，它好像有着

更多的秘密，需要去電影院一探究竟。」也有網友留言，「還好在渾濁的

世界中湘之還有一群關愛的朋友。」友情有治癒人心的力量，電影一定可

以留住觀眾心中的美好。在電影《一周的朋友》主創直播連麥活動中，趙

今麥清唱影片主題曲，林一講述高考查分電話是最驚心動魄的電話，沈月

分享高考後擺地攤的故事，幾位主演在戲裡戲外都是好朋友，朋友聚在一

起的氣氛歡樂滿滿。

《一周的朋友》曝終極預告
趙今麥演繹青春的秘密

由韓延監製，劉江江編

劇並執導，朱一龍領銜主演

，楊恩又特別介紹出演，王

戈特邀主演，劉陸、羅京民

主演的電影《人生大事》6月

19日、6月23日超前點映，6

月 24 日全國上映。今日（6

月18日）片方釋出「人前訓

子」短預告，莫三妹不服老

莫管教，但當他面對小文時

，又不得不將父親的教育方

式原樣照搬，這一情節展現

出中國式家庭代際間傳承的

微妙關係。據悉，該片在此

前首輪點映中反響不俗，影

評大號桃桃淘電影為片中的

人物關係做了註解：「起初

三哥無法理解父親對殯葬業

的執念，卻沒想到小文成了

他讀懂父親的那把鑰匙。」

電影《人生大事》講述了殯葬師莫三妹（朱一龍 飾）在刑滿釋放不

久後的一次出殯中，遇到了孤兒武小文（楊恩又 飾），小文的出現，意

外地改變了他對職業和生活的態度。今日發布的「人前訓子」短預告中

，老莫對兒子莫三妹十分嚴厲，二人關係劍拔弩張，小文的到來使三代

人之間呈現出「一物降一物」的態勢。在父子二人就養育小文的問題上

產生分歧時，小文強勢守護三哥，令他頗為感動，也決心好好教育這個

無法無天的小哪吒。沒想到在老莫面前不服管教的莫三妹，卻也用了父

親的方式教育小文，但還是被小文反擊，對其束手無策。預告中展現了

家庭內部的代際傳承關係，也刻畫出極具代表性的中國式家庭群像。

據悉，電影《人生大事》自點映後已贏得諸多觀眾肯定，許多影

迷感慨該片題材罕見大膽、別出心裁：「聚焦殯葬行業人群其實很有

意義，對殯葬師的詮釋太浪漫了」；也有觀眾對片中的地道方言表示

認可：「武漢話、成都話、廣西話、東北話……每個人的方言都很對

味，市井氛圍瞬間拉滿」；還有觀眾被小文與外婆的祖孫情深深打動

，聯想到自身經歷陷入回憶之中：「外婆雖然沒有出現，但已經能夠

想到一個愛打麻將、頗具生活經驗的慈祥老人。我也回憶起自己小時

候的日子，想外婆的時候就會像小文一樣望向星空。」

電影《人生大事》於6月19日、6月23日超前點映，6月24日全國

上映，預售正在進行中，口碑佳作，不負期待。

朱一龍主演電影
《人生大事》發布短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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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
夥航天總局拍太空片 《天梯》請大量年輕人

監製監製古天樂古天樂
橫琴搭建橫琴搭建LEDLED360360度廠景度廠景

慶幸宅家避疫無放縱飲食
鄭融影性感海報“有貨交”

南柱赫遭抹黑涉霸凌經理人公司提告造謠者

新專輯前導片曝光
周杰倫挑戰車站寫歌

石修即將榮升爺爺

▲ 陳宇琛上傳與家人去飲茶的溫
馨合照。

中央社電 台灣樂壇歌王周杰倫距離推出上一張
專輯已是6年前，19日晚他曝光在法國拍攝的新專輯
前導片，預告新作將於7月15日發行，更挑戰在巴黎
火車站創作、拿復古器材在歌劇院錄音配唱。

周杰倫最近期的專輯是2016年的《周杰倫的床
邊故事》，先前他透露新專輯將在六七月發行，讓歌
迷相當期待，果真6月19日晚上就在YouTube頻道
釋出長達11分鐘的“周杰倫2022年專輯前導．巴黎
創作紀錄片”，證實好消息。

即興彈古董鋼琴贏掌聲
影片中，周杰倫和好友們前往巴黎的舊貨市場，

賣關子要買跟專輯有關的東西，透露要寫老歌。周杰
倫除了入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麥克風外，還相中一架
1872年的古董鋼琴，心血來潮即興彈奏一段旋律，獲
得現場民眾掌聲，沒想到，鋼琴竟要價100多萬歐
元，最後只好作罷。

接着周杰倫來到巴黎車站彈鋼琴寫歌，表示想改
變創作氛圍，“有些人在廁所、洗澡時，創作環境非

常重要，我要挑戰在車站寫歌。”隨後便無視周邊往
來人潮，投入地在車站彈鋼琴創作，好友只能在旁邊
喝咖啡等他。

影片最後，周杰倫帶着剛買到的復古麥克風、錄
音器材前往巴黎歌劇院，霸氣地表示，“誰說拍MV
才能找漂亮地方，錄音也可以。”便站在歌劇院中心
開始錄音配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鄭融
相隔9年，將於下月16日於香港麥花臣場
館舉行演唱會，日前她接受主播許文軒訪
問時大談開秀感受，此刻心情是既期待又
興奮。

鄭融自言這次有開秀的機會是意想
不到，又慶幸疫情下依然吃得清淡，拍演
唱會海報時沒有給少布服裝難倒。她謂：

“若平時沒做運動，會擔出現體力問題，
但我素來有做運動習慣，生活有規律，在
居家抗疫的日子裏，大可經常叫外賣，放
縱一下，但我沒這樣做，反而挑戰自己，
定下目標要吃得清淡，所以拍海報時見到
眼前件衫很少布，也暗自說好好彩。”她
慶幸“有貨交”。

談到李克勤和周筆暢（筆筆）早前
於《聲生不息》翻唱其代表作《紅綠
燈》，她說：“播出當晚正同朋友一齊，
知道克勤、筆筆在一個大型舞台唱了《紅
綠燈》，我自己都好緊張，叫了朋友一齊
陪我看，沒想到聽到副歌部分時好感動，
毛管直豎，有前輩翻唱自己歌曲是一件好
有成就感的事，多謝他們喜歡首歌，我覺
得好幸運。（自己唱過無數次會否厭
悶？）好多前輩都說整天唱同一首歌會唱
到嘔，我又不會，每次唱《紅綠燈》仍然
好感動。”

作為合作參與者之一的古天樂，於台上介紹由他
擔任監製、講述宇宙航天題材的科幻電影《天

梯》，他表示天梯意思是直達太空的電梯，人類除
了可坐火箭外，還可以坐天梯探索太空。他又稱很
開心今次可以跟航天總局合作，可以從不同方面去
呈現天梯的獨特之處。問到古仔為何在這個時候拍
宇宙航天題材的影片，是否跟祖國發展有特別關
係？古仔說：“今次是用LED虛擬實境拍攝，都是
創意科技文化一部分。”問到今次投資是否很大？
古仔表示影片將會在橫琴“創新坊”搭建一個
LED360度廠景拍攝，除可節省成本，演員亦不用
像以往般靠想像演戲，真實感亦更加強，而影片後
期及特技亦會自己做，所以會聘請大量年輕人，幫
助他們投身影圈。

黎明代表音樂界拋金句
除了電影板塊，雙方也會加

強音樂演出製作板塊的合作，
投放資源舉辦大灣區歌唱比
賽，培訓有潛質的青少年成為
亞洲區傑出歌手，發掘優秀的
音樂人才，吸引更多青少年投
身音樂事業，推動流行音樂在大

灣區發展。
黎明作為音樂界代表，他上台分享時，貫徹其

“金句王”作風，大拋金句：“我相信作音樂的一
分子，其實近年香港樂壇開始好蓬勃；其實做音樂
最難做就是想去講或做一首歌曲，結果做不到出來
會好失望，但當你講到、做到出來而沒人聽就更難
過！”黎明又鼓勵大家做好自己的工作崗位，展現
給觀眾看到，有好作品自然就會產生大家的交流，
而這份交流就可以流傳去到世界各地，就是這麼簡
單。

現身支持活動的熊黛林（Lynn），表示尚未知
道會否有新工作發展，但公司有何安排都會做，她
亦想多些工作，因為經常留在家中又不能去旅行，
原本3月要拍戲， 因疫情關係押後至7月尾才開
工，生活不斷重複感到好無聊。問到兩個女兒可有
投訴她外出工作不在家？Lynn笑說：“她們很會做
戲，在身邊時就不喜歡我飛，我飛走又沒說什麼，
和她們視像時又走開不看我。”

熊黛林大灣區置業
談到在大灣區的投資心得，Lynn透露去

年已在大灣區置業：“老公郭可頌幾年前已經
叫我要快點在大灣區買房子，我去年返去內地
拍戲時，就買了一個單位。（不買夠兩個單
位？）要開始慢慢儲，希望兩個女兒一人一間
做嫁妝，要給最好她們。”

◆石修樂見兒媳有喜。

◆◆鄭融近日接受許文軒訪問鄭融近日接受許文軒訪問。。

◆◆周杰倫琴技了得周杰倫琴技了得。。

◆◆熊黛林想接多些工作熊黛林想接多些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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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73歲石修即將榮
升爺爺，其42歲藝人兒子陳宇琛（Sam）父親節在
社交平台宣布太太林佑蔚（Camille）懷孕。

Sam在剛過去的父親節上傳與父母及妻子聚會
的合照，並留言：“祝所有爸爸父親節快樂！我們
升職啦！從Daddy變爺爺，Sam變Sam爸爸！”據
悉，預產期是今年12月，屬於虎年BB，但性別未
有公布。陳宇琛於2017年與有線前主播林佑蔚結
婚，兩人即將進入婚姻另一階段，不少網友留言恭
喜祝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林建岳、楊受成、曾志偉、古天樂（古仔）、黎明、熊黛林、蘇永康、姜皓文、林嘉欣、朱鑑然

等，20日到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出席“紫荊文化集團、麗新集團戰略合作暨簽約儀式”，雙方宣布在電影投資、音樂、演出製作

等展開戰略合作，並公布在電影業務板塊方面，計劃共同投資製作10部電影，率先上畫的是本月23日公映的《一樣的天空》，而另

一部以宇宙航天為題材的科幻電影《天梯》亦在籌備中，古仔透露會跟航天總局合作，並且聘請大量年輕人，助其實現電影夢。

◆◆ 古仔透露影
古仔透露影片後期及特技

片後期及特技會自己做
會自己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憑韓劇《二十五，二
十一》再將事業推上巔峰的男星南柱赫（圖）
20日遭爆料指他在學時涉校園暴力，與14
名同儕集體霸凌同學長達6年，導致受害
者心理蒙上極大陰影。南柱赫的經理人
公司20日澄清“毫無事實根據”，並
表示將直接對爆料網友提告。

南柱赫的經理人公司“Manage-
ment SOOP”表示，向南柱赫本人確認
後，相關爆料內容完全不是事實，由於爆
料內容已經對藝人造成傷害，公司將對於該

爆料網友及首個報道的媒體提出妨害名譽告訴，另外
也已向媒體仲裁委員會申請各媒體更正報道的
要求。

聲明中也提到，雖然在消息傳開的
當下，公司立刻就澄清傳聞是“毫無事
實根據”，但網絡上仍充斥着惡意留
言，將霸凌標籤貼在南柱赫身上，“本
公司對於這樣的狀況，真的只有感到無
比的傷心和遺憾。”於是決定查清事
實，並直接硬起來提告；另外，也將針對

惡意留言採取強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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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市舉行連二日獨立日慶祝活動斯坦福市舉行連二日獨立日慶祝活動
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誠邀華人家庭參加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誠邀華人家庭參加

（（本報訊本報訊））誠摯邀請所有華人家庭參加誠摯邀請所有華人家庭參加77月月33日和日和77月月44日日
StaffordStafford市政府在市政府在Stafford CentreStafford Centre（（15051505 Cash Road, Stafford,Cash Road, Stafford,
TXTX 7747777477））精心策劃的獨立日慶祝活動精心策劃的獨立日慶祝活動。。 StaffordStafford位於休斯頓位於休斯頓
，，林城林城，，糖城大都會地區糖城大都會地區，，Stafford Municipal School DistrictStafford Municipal School District還還
有備受華人家長歡迎的側重有備受華人家長歡迎的側重STEMSTEM教育的教育的Stafford STEM MagStafford STEM Mag--
net Academynet Academy 學校學校。。

77月月33日日（（週日週日））的活動特別適合有小孩的家庭參與的活動特別適合有小孩的家庭參與。。活動活動
時間為時間為66::3030 pm-pm-1111::3030 pmpm。。 Stafford CentreStafford Centre前的會有免費和收前的會有免費和收

費的美食費的美食，，飲料飲料，，備受孩子們喜愛的備受孩子們喜愛的HayridesHayrides和其他兒童活動和其他兒童活動
，，還有還有DJDJ加持的舞會加持的舞會，，全家都可以參與到音樂互動的慶祝活動全家都可以參與到音樂互動的慶祝活動
中中。。

77月月44日日（（週一週一））77::0000 --99::0000pmpm你還可以在你還可以在Stafford CentreStafford Centre
裡面享受免費的高質量音樂盛宴裡面享受免費的高質量音樂盛宴，，Freedom Rings ConcertFreedom Rings Concert。。結結
束音樂會後直接在束音樂會後直接在centrecentre門前觀看休斯頓地區最美的獨立日煙門前觀看休斯頓地區最美的獨立日煙
花花（（建議自己預備折疊椅建議自己預備折疊椅）。）。

兩天活動兩天活動，，溜娃溜娃，，享樂享樂，，慶祝慶祝，，一個都不耽誤一個都不耽誤。。

2022“文化中國•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賽啟動

（本報訊）2022年“文化中國•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賽
以歌傳情，展現中華兒女積極、樂觀、自信的精神面貌。以賽為
媒，營造友好、開放、包容的中外文化交流環境；共同用音樂祈
盼美好未來。大賽主題為“一起唱•創未來”。
“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已連續成功舉辦十一屆，受
到了海外僑胞歡迎，已成為一個知名文化品牌和維繫全球華人情
感的紐帶。今年“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和港澳青少年
中文歌曲大賽休斯敦賽區繼續線上舉辦，讓熱愛歌唱的華僑華人
有展示自我的平台。

參賽作品要求：
1) 須使用中文進行演唱，唱法不限。要求原聲伴奏，不能修
音。
2) 歌曲內容健康向上，符合大賽主題，不得含有不文明語言
。
3) 選手須以個人獨唱形式參賽，不接受組合形式。
4) 鼓勵演唱個人原創作品。
賽事安排：
休斯敦賽區分設青少組、成人組，今年新增設立外籍友人組
。
青少組：參賽年齡為12周歲至18周歲，即在2004年9月1
日至2010年8月31日之間出生。
成人組：參賽年齡為18周歲以上（不設上限），即在2004
年8月31日及以前出生。
外籍友人組不設年齡限制。
兒童組：12周歲以下，即在2010年8月31日之後出生。
（兒童組比賽僅限休斯敦賽區，不參加北京的全球總決賽)
參賽資格：
1、大賽不接受當前在專業組織或演藝經紀機構從事歌唱職
業的選手參賽。
2、選手須以個人獨唱形式參賽，不接受以組合形式參賽。
3、選手須使用中文演唱或中英混搭（2：1），伴奏形式為

MP3，唱法不限，旋律優美，內容健康。
4、大賽將從演唱水平、中文水平和藝術表現力等方面對選手進
行評選，鼓勵演唱個人原創作品。
5、在全球總決賽中獲得過金、銀、銅獎中任一獎項的選手，不
得再次參賽。
6、 以往參加過兩次（含）以上全球總決賽的選手，不得再次
參賽。

休斯敦賽區參賽者為華僑華人(華僑：指定居在國外的中國
公民。華人：指已加入外國國籍的原中國公民及其外國籍後裔

；中國公民的外國籍後裔)。本次大賽特增設外籍友人(非華人華
僑)演唱中文歌曲組別。

賽程安排：
休斯敦賽區組委會即日起至7月20日截止報名，7月20日

至25日網絡投票，7月23日星期六選拔賽。選拔賽后,休斯敦賽
區將推選青少組選手貳名、成人組選手貳名、外籍友人組選手一
名參加北京總決賽。

選拔賽結果和晉級北京總決賽的選手名單進行公示，接受社
會監督。

北京總決賽階段為2022年8月1日至8月25日
獎項設置：
休斯敦賽區青少組、成人組、外籍友人組還將設立最佳表現

力、最佳人氣、最佳原創、最佳網絡互動獎 (有關歌手的優秀視
頻+圖片推送大賽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TikTok等各
大網絡媒體）。

報名信息和演唱作品一經提交，視為選手同意授權大賽組委
會在全球範圍內永久無償使用。本賽事最終解釋權歸大賽組委會
所有。

休斯敦賽區選手報名截止時間：2022年7月20日
組委會諮詢郵箱：sfppc2019@gmail.com
報名時需填寫報名表及個人生活近照。
休斯敦賽區承辦單位：得克薩斯州中美文化交流基金會、華

夏時報
休斯敦賽區協辦單位：休斯敦各華人社團、各校友會、各聲

樂學校、各中文學校……
（歡迎各企業或個人冠名、贊助本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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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新聞

【美南新聞泉深】烏克蘭擊毀俄羅斯在蛇
島上的第二個導彈系統

烏克蘭軍方表示，它已經擊中了蛇島上俄
羅斯的第二個導彈系統，以及在“持續行動”
中解放了黑海蛇島上幾名被俄羅斯扣壓的人員
。

烏克蘭南方國防發言人納塔利婭·胡梅紐克
說：“一夜之間，島上發生了 10 多次有針對性
的襲擊。我們仍在調查結果，但我們收到報告
稱，又有一個‘鎧甲S1’導彈系統被擊中。”

她補充說，一個被胡梅紐克描述為俄羅斯
在島上“眼睛和耳朵”的雷達站上周遭到襲擊
。

蛇島是烏克蘭戰爭開場之一，對雙方都具
有戰略意義。在戰爭開始的日子裏，俄羅斯軍
艦向烏克蘭守軍提出投降要求。烏克蘭戰士回
答說：“俄羅斯軍艦，去你媽的”——這句話
成為了烏克蘭抵抗的主題。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澤倫斯基專注於在幾個月
而不是幾年內恢複勢頭

據美國總統喬·拜登的高級顧問稱，烏克蘭
總統澤倫斯基週一與七國集團領導人交談時，
專注於在未來幾個月——而不是幾年——恢複
烏克蘭的勢頭。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在會後說：
“澤倫斯基非常專注於努力確保烏克蘭在未來
幾個月而不是未來幾年在戰場上處於盡可能有
利的位置，因為他認為激烈的沖突不符合烏克
蘭人民的利益。”

早些時候，一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告訴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澤倫斯基告訴領導人，
他希望戰爭能夠在今年年底結束，在冬天到來
之前結束。

沙利文拒絕描述澤倫斯基的信息。但他表
示，烏克蘭總統明確表示，他希望在近期和中
期獲得支持，而不是在遙遠的未來。

沙利文說：“他希望看到他的軍隊，以及
那些支持他軍隊的西方國家，最大限度地利用
接下來的幾個月，讓烏克蘭人在可能的情況下
處於有利地位。在東部和南部都有俄羅斯的地
面部隊。”

他說：“這與美國試圖輸入必要的材料和
設備以使烏克蘭人在戰場上處於有利位置的做
法是一致的。但這確實是他所關注的。”

他說，澤倫斯基的時間表是基於戰場考慮
，但也考慮到他的民眾的困境。

沙利文說：“我認為另一個真正重要的考
慮因素是烏克蘭民眾每天和每週的痛苦感。因
此，他迫切需要向他的民眾表明：首先，烏克
蘭堅決抵制俄羅斯的猛攻；其次，在他們認為
可以反擊俄羅斯的領域取得一些進展。 ”
英國國防部預測，俄羅斯將在烏克蘭戰爭中使
用預備役部隊

英國國防部（MoD）預計，俄羅斯將在轟

炸烏克蘭東部時越來越多地使用其後備部隊。
該部在對沖突的最新評估中表示，俄羅斯

在未來幾週內“很可能會越來越依賴後備力量
梯隊”。

該部表示：“盡管烏克蘭可部署的預備役
人員數量持續短缺，但俄羅斯領導層可能仍不
願下令進行全面動員。”它補充說，俄羅斯的
主要行動重點仍然是東部的北頓涅茨克-呂西昌
斯克口袋。

該部補充說：“持續的猛烈炮擊表明俄羅
斯現在正試圖在伊齊姆北部軸線上恢複勢頭。
”

週六，北頓涅茨克的軍事管理負責人表示
，經過數月的艱苦轟炸，該市已被“俄羅斯佔
領”。鄰近的呂西昌斯克是盧甘斯克地區最後
一個仍由烏克蘭控制的城市，但俄羅斯軍隊正
在取得進展，並敦促平民撤離。
烏克蘭官員敦促平民在火箭襲擊後“離開”斯
洛文尼亞斯克

在斯洛文尼亞斯克市連夜發生一系列爆炸
事件後，當地官員正在敦促平民離開這座城市
。

斯洛文尼亞斯克民政局局長瓦迪姆·利亞赫
（Vadym Liakh）說，該市中心有襲擊“夜間抵
達”，週一早上還有進一步的襲擊。

利亞赫在 Facebook 上的一條短視頻消息中
說：“這裏沒有軍事設施，俄羅斯正在與平民
進行戰爭。這是一場毀滅性的戰爭，不要等它
到達你家，快跑。已有傷亡，請不要忘記疏散
。”

俄羅斯軍隊位於斯洛文尼亞斯克北部和東
北部約 15 公裏（9 英裏）的範圍內。

斯洛文尼亞斯克是東部分離主義頓涅茨克
地區的較大城市之一，仍在烏克蘭手中。一名
當地官員表示，還敦促留在呂西昌斯克的平民
撤離，而仍在最近淪陷的北頓涅茨克的平民只
能撤離到俄羅斯或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佔領區。
G7領導人承諾“只要需要”就支持烏克蘭

七國集團在德國峰會上發表聯合聲明，誓
言“只要需要”，將繼續為烏克蘭提供支持。

七國集團在關於支持烏克蘭的聲明中寫道
：“我們將繼續提供財政、人道主義、軍事和
外交支持，並在必要時與烏克蘭站在一起。”

領導人還表示，未來的外交道路將由烏克
蘭決定。

聲明中寫道：“我們致力於幫助烏克蘭維
護其主權和領土完整，捍衛自己，選擇自己的
未來。未來的和平解決由烏克蘭決定，不受外
部壓力或影響。”

領導人表示，一旦戰爭結束，他們將共同
努力幫助烏克蘭自衛。

聲明中寫道： “為了達成可行的戰後和平
解決方案，我們準備與有關國家和機構以及烏
克蘭就持續的安全承諾達成安排，以幫助烏克

蘭保衛自己，確保其自由和民主的未來，並阻
止俄羅斯未來的侵略。”
澤倫斯基告訴 G7 領導人，他希望戰爭在 2022
年底前結束

據熟悉其言論的消息人士稱，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告訴 G7 領導人，他希望烏克蘭的戰爭
在 2022 年底前結束。

澤倫斯基週一在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的
Schloss Elmau 城堡舉行的 7 國集團峰會上傳達
了這一信息。

消息人士稱，他呼籲在幾個月後的冬天到
來之前大力推動結束戰爭。

澤倫斯基所給出了關於他如何看待戰爭軌
蹟的明確信息。

澤倫斯基也計劃在本週在馬德裏舉行的北
約峰會上發表講話，他已向西方施壓，要求加
快對莫斯科的製裁，並使用重型火砲擊退俄羅
斯入侵者。

到目前為止，各國領導人已決定採取新措
施來隔離俄羅斯經濟，包括禁止進口俄羅斯黃
金，並正在討論通過限制俄羅斯石油價格來進
一步限制莫斯科能源利潤的方法。

G7領導人還計劃宣布一系列冗長的新制裁
措施，包括對俄羅斯國防供應鏈、對侵犯人權
和戰爭罪負責的俄羅斯人、私營軍事公司以及
對500名官員的新簽證限制。

然而，在對俄羅斯實施新的製裁方面，領
導人願意採取多少進一步的措施還有待觀察。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普京將首次出訪

克裏姆林宮發言人宣布，自莫斯科入侵烏
克蘭以來，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將首次
進行國際訪問。

德米特裏·佩斯科夫說，普京定於週二前往
塔吉克斯坦，會見塔吉克斯坦總統埃莫馬利·拉
赫蒙。

克裏姆林宮尚未公佈此行的更多細節。
德國副總理：天然氣短缺可能導致“歐洲

嚴重的經濟危機”
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警告說，今年冬天

的天然氣短缺可能導致“歐洲嚴重的經濟危機
”。

羅伯特·哈貝剋星期一說：“在冬季，存在
實際上必須實施減排的威脅。在我看來，這將
導致歐洲和德國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必須不
惜一切代價避免這種情況。我們還沒有到達那
裏，但為了達不到那裏，我們需要果斷、聯合
、基於團結，最重要的是，非常迅速的行動。
”

哈貝克說：“一個國家的供應危機會導致
另一個國家的經濟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
承諾並依賴團結。”

只要有足夠多的國家參與，哈貝克支持美
國主導的對俄羅斯能源進口實行價格上限的舉
措。

哈貝克說：“能源價格飆升是消費者和工
業界的沉重負擔。我們需要有完整的存儲空間
，我們需要降低消耗，我們需要更多的容量。
” 他要求工業界和消費者節約天然氣，為冬天
做準備。

他補充說：“它會變得更加昂貴是不可避
免的，可再生能源的擴張現在必須迅速進行。
”

自俄羅斯於 2 月入侵烏克蘭以來，西方對
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製裁導致能源價格飆升
，導致加油站的痛苦。

在歐洲擺脫俄羅斯天然氣和在美國降低汽
油價格的競賽已經對這些國家的氣候承諾造成
了影響——他們很快就沒有時間來實現他們的
目標了。

在歐盟吹捧為應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加
快清潔能源轉型之後，包括德國和英國在內的
個別歐洲國家正在重新使用煤炭來替代失去的
天然氣。德國也在向非洲尋求新的天然氣供應
。

同樣，美國總統喬·拜登和他的政府已將降
低汽油價格作為國內的首要任務，拜登最近支
持他所在政黨的許多成員反對的汽油稅免稅期
。

軍方官員說，從北頓涅茨克撤離僅限於
“向俄羅斯或被佔領土”

據一名軍事行政主管稱，從北頓涅茨克撤
離的人員只能前往烏克蘭“俄羅斯或被佔領”
的領土。

亞曆山大·斯特魯克 （Oleksandr Striuk） 週
一表示，烏克蘭東部城市的醫療保健狀況很脆
弱，只剩下幾名醫生。他將北頓涅茨克的水和
食物狀況描述為“危急”。

斯特魯克補充說，烏克蘭軍隊離開這座城
市的唯一方法是乘木筏過河。他說：“幾乎所
有部隊都撤離並盡可能多地佔用了設備。”

斯特魯克說：“控制這座城市的俄羅斯軍
隊正在試圖建立他們的職業權威，許多單位已
經在疏散居民的房屋中安營紮寨。位於北頓涅
茨克南部的呂西昌斯克市“遭到炮擊，城市正
在被夷為平地。自從他們佔領了北頓涅茨克，
他們將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了呂西昌斯克。 ”

北頓涅茨克是該地區最後的烏克蘭主要據
點之一。然而，斯特魯克週六宣布，經過數月
的戰鬥，這座城市“完全處於俄羅斯佔領之下
”。

WNBA球星布蘭妮·格林納將出席莫斯科地
區的初步法庭聽證會

WNBA 球星布蘭妮·格林納 (Brittney Gri-
ner) 的律師告訴 CNN，她將於週一出席在莫斯
科地區舉行的初步法庭聽證會。

法庭聽證會將於下午 2 點在莫斯科郊外的
希姆基市法院閉門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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