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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理念为核⼼，集颐养性情、强⾝健体

 修⾝养性为⼀体的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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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畫頁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辦公室
表示，她週日開始訪問四個亞洲國家，但由於人們強烈猜測她可能會訪問
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自治島嶼，因此沒有提及台灣。

她的辦公室在新聞稿中說：“議長南希·佩洛西正在率領一個國會代
表團前往印度-太平洋地區，包括訪問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和日本。
”

新聞稿稱，此次訪問將包括這些國家，但沒有具體說明在美國總統繼
任者中排名第二的佩洛西是否可能會進行其它之地停留。

新聞稿說：“此行將重點關注印太地區的相互安全、經濟夥伴關係和
民主治理。”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格雷戈里·米克斯 (Gregory Meeks) 是列出
的代表團之一。

美軍方為了給佩洛西保駕護航，已派出了雙航母戰鬥群在台灣附近水
域活動。美國空軍派出一個中隊的F22戰鬥機，為佩洛西的座機護航。

中國認為美國官員訪問台灣是向台灣的台獨陣營發出令人鼓舞的信號

。華盛頓與台灣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受法律約束，美國必
須為台灣提供自衛手段。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周四警告美國總統拜登，華盛頓應恪守
一個中國原則，否則“玩火者必亡”（玩火自焚）。

拜登告訴習近平，美國對台政策沒有改變，華盛頓強烈反對單方面改
變現狀或破壞台海和平與穩定的努力。

官方媒體週日援引中國空軍發言人申進科的話說，北京將“堅決維護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他指的是台灣。

申在軍事航展上說，空軍擁有多種戰機，能夠在“祖國寶貴的島嶼”
上空盤旋。他說，中國空軍“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夠的能力捍
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單位週五在類似推特的社交媒體微博上說：
“準備戰爭！”

中國著名評論員胡錫進週六表示，在推特封鎖胡的賬戶後，他刪除了
一條推文，警告稱如果美國戰鬥機護送佩洛西訪問台灣，將進行軍事報復
。

白宮國家安全發言人約翰·柯比周五表示，美國沒有看到中國對台灣
發動軍事行動的跡象。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開始亞洲之行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開始亞洲之行，，未提及台灣未提及台灣

麻省總醫院結合磁共振成像麻省總醫院結合磁共振成像（（MRIMRI））和和
人工智能檢測一種針對癌症的新型病毒療法人工智能檢測一種針對癌症的新型病毒療法

幼年時期的不幸經歷或是影響兒童未來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幼年時期的不幸經歷或是影響兒童未來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

“這項研究表明了在醫學中實施基於人工智能技術
的優勢和前景，以非侵入性地方式調查疾病背後的生物
學過程。”——Or Perlman博士，麻省總醫院Athi-
noula A. Martinos生物醫學成像中心研究員

在最近發表在《自然•生物醫學工程》（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上的一項研究中，由麻省總
醫院的研究人員領導的團隊證明，磁共振成像（MRI）
和人工智能（AI）可用於檢測腫瘤細胞死亡的早期跡象
，以響應一種基於病毒的新型癌症療法。

最近，一種有希望的治療性病毒在保留正常組織的
同時選擇性地殺死癌細胞。為治療侵襲性腦瘤帶來了希
望。為了進一步優化基於病毒的治療，必須對治療反應
進行頻繁的非侵入性監測。這種監測對於了解病毒和癌
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至關重要，例如病毒在腫瘤內的擴
散程度和治療反應。

研究人員使用定量分子MRI圖像測量多種組織特性
，包括組織pH值和蛋白質濃度，這些屬性會隨著細胞
死亡而改變。這種方法可以比以前的技術更早地監測治
療反應。治療反應在病毒治療後48小時就可以看到，

遠在觀察到腫瘤體積的任何變化之前。
Athinoula A. Martinos生物醫學成像中心的研究員和教師Christian Farrar博士說："我們對一

個MRI掃描儀進行編程，為不同的分子化合物和細胞pH值創建獨特的信號 "指紋"。然後用一個深
度學習神經網絡來解碼這些指紋並生成定量的pH值和分子圖。"核磁共振分子指紋方法在一項小
鼠腦瘤研究中得到了驗證，該研究採用了一種新的基於病毒的療法，可以選擇性地殺死癌細胞。 "

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這種治療方法的效率，研究人員開發了一種監測由病毒引起的腫瘤細胞
死亡的方法，使早期監測和快速檢測腫瘤區域的治療反應成為可能。最近，研究人員已經實施了
這種方法來量化健康人腦中的細胞pH值和分子化合物。未來在人類腦瘤患者中調研使用這種方法

的效果將有助於優化這些基於病毒的療法。
Athinoula a.Martinos 生物醫學成像中心研究員 Or

Perlman博士說：“這項研究表明了在醫學中實施基於人
工智能技術的優勢和前景，以非侵入性地方式調查疾病背
後的生物學過程。這種方法成功的最有趣和最關鍵的組成
部分之一是使用模擬的分子指紋來訓練機器學習神經網絡
。這一概念可被擴展和進一步研究，以解決其他醫學和科
學挑戰。”

本研究描述了一種利用MRI非侵入性檢測腫瘤細胞死
亡的新方法。這樣的能力對於癌症治療的非侵入性監測非
常有用，有可能改善患者護理，並針對單個患者調整治療
。同樣的方法也可能有助於檢測和描述發生細胞死亡升高
的其他疾病，如中風和肝病。雖然這項研究主要是通過小
鼠腦腫瘤模型驗證的，但研究人員已經證明了使用同樣的
方法在大鼠中風模型和健康人中生成定量pH值和分子圖
的能力。在未來，他們計劃進一步探索這種非侵入性成像
方法在腦腫瘤和中風患者中的適用性。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
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研
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
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病、
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
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
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
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
列。

麻省總醫院的一項研究發現，兒童
在3歲前經歷的貧困、家庭變動、財務
困難和虐待等不幸生活事件，可能會對
其表觀遺傳特徵產生極大影響，並改變
基因表達、影響兒童未來的心理健康。
根據《生物精神病學（Biological Psy-
chiatry）》期刊發表的研究報告，不幸
經歷發生的時間點比發生次數和發生年
齡對兒童心理健康的影響更大。

“‘兒童所經受的壓力如何影響其
後期的精神健康’是困擾兒童精神病學
專家多年的問題。 ”麻省總醫院基因
組醫學中心精神病學和神經發育遺傳系
副教授、醫學博士、公共衛生碩士Er-
in Dunn表示，“研究發現，影響心理
健康的生物作用在幼兒出生後最初三年
至關重要。如果研究結果得到證實，科

學家或能夠對幼年時期有過不幸經歷的
人進行干預，從而夠降低患抑鬱症等精
神問題的風險。”

生命早期的不幸經歷對錶觀遺傳有
著長期影響。表觀遺傳是指化學標籤加
入DNA序列，進而控制基因是否能夠
得到表達。而DNA甲基化會在幼年時
期受到的壓力源影響下抑製或加強基因
表達。研究人員在20世紀90年代初隨
機收集了超過1000個“Avon 父母與兒
童縱向研究”參與者的數據。這些家庭
的兒童自出生便開始參與這項研究，父
母定期報告兒童的一系列健康狀況和生
活經歷，並在兒童出生和7歲時分別進
行DNA甲基化特徵描述。

研究人員根據父母報告兒童在7歲
以前是否反復經歷了以下7種壓力源，

進而判斷兒童是否有不幸經歷：
受到父母或其他照顧者的虐待
受到任何人的虐待
母親患有精神疾病
來自單親家庭
家庭變故
家庭財務壓力
生活在不良或貧困街區
研究人員記錄下各項不幸經歷的發

生次數、時間段以及距離第二次DNA
甲基化特徵描述驗血的時間間隔。

經過對比分析，研究人員共發現
38個與不幸經歷有關的DNA甲基化部
分，其中大部分與不幸經歷發生的時間
有關。對比3至5歲和5至7歲兩個年
齡段，3歲以前發生的不幸經歷對DNA
甲基化的影響更為明顯。其中，居住地

周邊狀況的好壞對兒童產生的影響最大
，其次是家庭財務壓力，性虐待或身體
虐待，以及父母婚姻狀況。

本項研究進一步驗證了研究人員的
猜想：人的一生中有特定時期會對外界
壓力格外敏感。在這期間經歷的不幸事
件對DNA甲基化的影響更為顯著。但
仍不排除不幸事件發生的次數和發生年
齡對兒童的影響。事實上，在不幸經歷
改變甲基化的情況中，有兩例與上述因
素相關。

Dunn博士表示“未來會參考更多
參與者的數據，研究更複雜的作用機制
。只有完全確定幼年不幸經歷、DNA
甲基化和心理健康問題之間的聯繫，才
能更好地預防精神健康問題的發生。
”

Or PerlmanOr Perlman博士博士
麻省總醫院麻省總醫院 Athinoula A. MartinosAthinoula A. Martinos
生物醫學成像中心研究員生物醫學成像中心研究員

Christian Farrar博士
麻省總醫院神經科學助理教授
Athinoula A. Martinos 生物醫學成
像中心的研究員和教師



歐央行11年來首加息
鷹派終結負利率仍難解困境，如何影響我國

在弱需求、高通脹壓力下，北京時

間7月21日晚，歐洲央行將三大關鍵利

率均上調50個基點，這是該行11年以來

首次加息，也終結了長達8年的負利率

。同時，為應對歐元區分裂的風險，歐

洲央行還推出了反金融碎片化工具

(Transmission Protection Instrument，下稱

「TPI」)。

歷史性的加息靴子落地後，歐元兌

美元上漲90點，一度漲至1.0278，為近

兩周最高，當日收漲0.48%，報1.0228。

業內預計，歐洲央行還會繼續加息，加

息雖有利於抗通脹，但也將加大經濟下

行壓力。

今年以來，全球多國央行在通脹壓

力下已經啟動加息，超寬松貨幣政策時

代正在結束。這對我國有怎樣影響，我

國貨幣政策會如何應對？

通脹居高不下，歐洲央行超預期加
息50個基點

北京時間7月21日晚，歐洲央行宣

布將三大關鍵利率提升50個基點。其中

主要再融資利率從0提升到0.5%，邊際

貸款利率從 0.25%提升到 0.75%，存款

便利利率從-0.5%提升到 0%。這是歐

洲央行時隔11年來首次加息，加息幅

度打破了其 6月做出的加息 25個基點

的指引。

在隨後的新聞發布會上，歐洲央行

行長拉加德表示，歐洲央行非常關註能

源和天然氣價格，必須對通脹采取行動

。在6月初的發布會上，她就曾做過如

此表態。數據顯示，5月歐元區通脹率

達8.1%，創歷史新高，6月通脹率進一

步升至8.6%，離歐洲央行設定的2%的目

標越來越遠。

對於市場重點關註的下半年宏觀經

濟和貨幣政策展望，拉加德指出，預計

通脹將在一段時間內高於目標水平，下

次會議上進一步讓貨幣政策正常化是適

當的。她同時表示，歐央行將放棄前瞻

指引，未來的貨幣政策路徑將「依賴數

據」逐月決定。

歐洲央行「放鷹」，帶動歐元兌美

元快速上漲，一度漲至1.0278，為近兩

周最高。而在一周前，因為歐元區通脹

居高不下、經濟增長下滑壓力增大等原

因，歐元兌美元匯率一度跌破1，創下

近20年來最低點。約一年前，1歐元兌

換價格還是1.2美元。

「反碎片化」 新工具同步推出，避
免加息引發另一場主權債務危機

除了加息，歐洲央行還同步推出了

「反碎片化」新工具——「傳導保護機

製」TPI，以減緩加息下邊緣國家國債遭

拋售所造成的資本市場波動。「TPI將

在二級市場上進行購買，購買規模取決

於傳導風險，重點購買公共部門證券，

且主要購買1-10年期的債券。」拉加德

介紹道。

對於這一工具的推出，東吳證券首

席宏觀分析師陶川分析稱，除了面臨在

壓製通脹和經濟衰退間的權衡，歐洲央

行還要兼顧加息下歐洲經濟「碎片化」

的風險，使得其比美聯儲等眾多央行的

任務更加艱巨。

「歐洲經濟體內部存在分化，而經

濟增速放緩、通脹高企和俄烏沖突的復

雜環境下，需要避免加息下金融條件的

收緊對意大利等較弱邊緣經濟體造成過

大的壓力，從而引發另一場主權債務危

機。」陶川表示。數據顯示，俄烏沖突

下，德意利差已經走闊至超200bp，接近

2020年疫情暴發時的水平，而加息對於

意大利經濟的沖擊可能導致德意利差進

一步走闊。

TPI工具旨在確保貨幣政策向所有

成員國的順利傳導，以配合貨幣政策的

正常化。陶川進一步稱，貨幣政策收緊

的過程中，邊緣國家國債可能遭到拋售

從而導致收益率飆升，而「反碎片化」

方法或被用於有針對性地購買邊緣國家

國債，從而避免其與核心國家國債利差

的走闊幅度超出基本面的差距。

加息還會繼續，能抗通脹但也將加
大經濟下行壓力

拉加德表示未來的貨幣政策路徑

將「依賴數據」逐月決定，不少業內

機構認為，歐洲央行加息周期已經開

啟。

摩根士丹利預計，歐洲央行在9月

、10月、12月都會加息，幅度分別為

50個基點、25個基點、25個基點，隨

著經濟陷入衰退在 2023年上半年暫停

加息；中金公司研報指出，預計歐央

行將進入加息周期，9月或繼續加息50

個基點，至年底存款便利利率或升至

1%左右。

部分市場人士預計歐洲央行下一

步加息幅度更大。貨幣市場交易員預

計，歐洲央行將在 9月的下一次會議

上加息60個基點，而在利率決議公布

前，交易員預期的 9月加息幅度不到

50個基點。

也有業內人士持相對保守的觀點。

陶川認為，下半年在俄羅斯斷供天然氣

的下行風險下，歐元區通脹可能面臨階

段性飆升，經濟或於四季度便步入衰退

，屆時為了拯救經濟，歐洲央行大幅加

息的步伐或將放緩。

從機構預判可以看到，擺在歐洲央

行面前的難題並不止一個。

中金公司認為，利率上升雖有利於

抗通脹，但也將加大經濟下行壓力。加

息導致利率上升，金融條件收緊，銀行

信貸擴張和廣義貨幣M2增速也將放緩

。也就是說，除了供應鏈擾動、貿易條

件惡化、通脹攀升三重壓力外，歐元區

還要面對來自金融條件緊縮的影響，這

樣的宏觀經濟和政策組合意味著經濟增

長還將面臨更多下行風險。

德國商業銀行研報認為，未來幾個

交易日歐元的任何上漲都可能是不可持

續的，歐元的命運取決於歐洲央行能否

成功地控製通脹，同時又不讓緊縮的貨

幣政策給實體經濟帶來過多負擔。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還警示

稱，隨著各國央行提高利率以遏製通脹

，提高了脆弱國家的償債成本，一場全

球債務危機正在醞釀。

美歐央行加息不斷，是否影響我國
貨幣政策變化

今年3月以來，美聯儲正式步入加

息周期，其面臨的困境和歐洲央行一樣

，也是通脹數據連續創下新高。美歐之

外，韓國、新西蘭、加拿大等央行也都

在今年執行加息，甚至沒有高通脹的瑞

士也出於防範效應風險的考慮，加入了

這場「加息潮」，超寬松貨幣政策時代

正在結束。

我國貨幣政策會如何應對？央行目

前最新一次表態是在7月13日國新辦發

布會上，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鄒瀾稱

，官方前期已采取了調整外匯存款準

備金率、加強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

管理等措施進行前瞻性應對，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負

面外溢沖擊。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鐘正生認為

，美聯儲激進加息下，今年3-5月新興

市場資本連續凈流出，在貨幣政策上勢

必受到牽製。但在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的條件下和中國經濟修復動能依然偏弱

的背景下，中國貨幣政策依然維持總體

偏松的基調。預計下半年央行將繼續加

大結構性工具使用和托底房地產領域，

不過，短期降準、降息等總量寬松政策

或將按下「暫停鍵」，這是因為美聯儲

後續加息沖擊還需要觀望。

東方金誠團隊認為，下半年貨幣政

策大概率還會維持穩增長取向，為經濟

復蘇創造較為寬松的貨幣金融環境。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表

示，盡可能長時間保持財政貨幣政策的

正常狀態，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也會保持人民幣實際購買力的穩定性，

支持人民幣國際化行穩致遠。

BB33
星期二       2022年8月2日       Tuesday, August 2, 2022

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2022年7月26日（星期二）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港上月出口跌6.4% 差過預期
分析：內地復甦成動力 助克服下半年外需減弱挑戰

統計處公布，6月份香港商品整體出口按
年下跌6.4%，商品進口貨值則按年增加

0.5%，至4,492億元。6月份錄得有形貿易逆
差685億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15.3%。
政府發言人25日表示，許多主要央行繼續加
息以壓抑通脹，環球金融狀況料會進一步收
緊，將令環球經濟動能減弱，而烏克蘭局勢
持續緊張和全球疫情演變也帶來挑戰，環球
經濟前景惡化會對香港的出口帶來更大壓
力。

港商：奢侈品訂單未扭劣勢
經營包裝生意及鐘錶代理的尊尚動力集

團創始人顏志華25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其包裝生意來自歐洲的訂單4月份起開
始有些起色，可能是因為歐洲對疫情已趨向
常態化，在暫停了約一年後，最近陸續收到
一些日用品、杯碟的包裝訂單。不過他坦

言，相比起疫情前當然仍差很遠。
至於鐘錶等奢侈品仍未扭轉劣勢，他認

為在目前經濟不景，加上局勢緊張的情況
下，消費者都傾向審慎消費，不願意花費於
奢侈品上。

顏志華指，“有個客戶在馬莎百貨寄賣
首飾二十多年，但近年亦敵不過疫情的打擊
而結業，因有很多貨都收不到錢，我亦因這
客人損失了7位數字的款項。”他預計，下半
年的出口訂單很難有一個明顯的反彈，但相
信會較去年好。

上半年表現顯復甦進程推進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認為，6月整

體出口下跌主要是由於全球主要經濟體經濟
增速放緩，疲弱的外部需求阻礙了香港對外
貿易表現。總的來看，上半年香港商品整體
進出口貨值同比上升，顯示復甦進程有所推

進。展望下半年，他預計香港外貿表現仍將
面臨外需減弱帶來的壓力，但“值得注意的
是，下半年香港外貿表現也將受益於多重積
極因素。”

多元化市場助增港外貿韌性
程實指出，內地是香港最大出口目的

地，內地經濟在下半年將進入一個穩定的上
升通道，香港外貿表現也有望隨之改善。同
時出口至歐美的比重趨勢性減少，將削弱歐
美需求減少帶來的負面影響。而與亞洲市場
互動不斷提升，多元化的貿易夥伴結構助力
提升香港外貿韌性，增強抵禦地緣政治、貿
易保護主義等產生的負面擾動。

此外，他提到，若香港加入RCEP（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成功落地，有望
增進區域內多邊貿易合作關係，進一步提振
香港外貿表現。

俄烏衝突及美聯儲持

續加息，加劇環球經濟動

盪，香港出口進一步轉差。政府統

計處25日公布，香港6月份商品整

體出口貨值3,807億元（港元，下

同），按年下跌6.4%，較5月的

1.4%跌幅進一步擴大，遠差過市

場預期的跌0.7%，亦為連續第2個

月下跌。有分析認為，下半年香港

外貿仍面對外需減弱的壓力，但也

有一些正面因素，其中內地經濟將

進入一個穩定的上升通道，同時若

香港加入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成功落地，也可提振

香港的外貿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李
家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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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誠期待特區政府進一步推出有利營商的措李家誠期待特區政府進一步推出有利營商的措
施施，，並盡早恢復正常通關並盡早恢復正常通關。。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近期香
港新盤銷情不俗，但香港的同業拆息正在上
升，對樓市可能構成影響。恒地聯席主席李
家誠在路透社的書面訪問時表示，近期香港
樓市銷售理想，反映市民置業需求強勁，認
為即使香港稍後加息，對樓市影響有限，料
樓市可以平穩發展，而一旦放寬出入境限
制，將有利釋放積壓已久的購買力。他期待
特區政府進一步推出有利營商的措施，並盡
早恢復正常通關。

盡早恢復通關利釋放購買力
特區政府新班子7月上任，解決房屋問

題成為施政重點，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
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發表講話，
亦提到目前香港最大的民心，是盼望生活變
得更好，房子住得更寬敞。李家誠希望，新
一屆特區政府可以着力落實簡化土地發展程
序，“拆牆鬆綁”，加快造地，盡量縮短建
屋期。

李家誠又指，集團樂意配合政府的政
策，加快房屋供應，協助不同需要的市民置
業和上樓。去年恒地借出兩幅分別位於新界
錦田及牛潭尾南的土地興建過渡性房屋，他
表示，將來若有合適的土地或項目，會積極
考慮借出作過渡性房屋。

恒地是在香港擁有最多新界土地的發展
商，其新界東北、洪水橋等地區的土地儲備
有近4,500萬方呎，位於邊境附近的新田區
一帶約有1,000萬方呎土地。但這些土地多
數需經過申請改變用途才能用作發展。政府
的“北部都會區”發展規劃，有可能涉及徵
收私人土地，恒地亦可能受到影響。

李家誠指，無從估計實質公司會有多少
土地被納入政府收地範圍。但作為發展商，
買地當然希望透過現行的補地價和換地機
制，由自己公司發展。不過，如政府打算收
回土地以興建公營房屋或有其他公共用途，
集團亦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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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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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38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烏克蘭官員烏克蘭官員：：尼古拉耶尼古拉耶
夫創傷中心在夜間激烈砲擊中被擊中夫創傷中心在夜間激烈砲擊中被擊中

烏克蘭官員說烏克蘭官員說，，一夜之間一夜之間，，尼古拉耶夫南尼古拉耶夫南
部地區遭到更猛烈的砲擊部地區遭到更猛烈的砲擊，，俄羅斯軍隊襲擊了俄羅斯軍隊襲擊了
包括醫院創傷中心在內的幾座民用建築包括醫院創傷中心在內的幾座民用建築。。

尼古拉耶夫地區軍事行政當局負責人維塔尼古拉耶夫地區軍事行政當局負責人維塔
利利··金說金說，，至少有三人受傷至少有三人受傷，，但到目前為止還沒但到目前為止還沒
有死亡報告有死亡報告。。

金說金說：“：“目前目前，，已知私人房屋和庭院遭到已知私人房屋和庭院遭到
破壞破壞，，其中一家醫院的創傷中心也被摧毀其中一家醫院的創傷中心也被摧毀，，四四
棟建築棟建築、、一輛醫療車受損一輛醫療車受損，，窗戶也被打碎窗戶也被打碎。”。”

尼古拉耶夫市長亞歷山大尼古拉耶夫市長亞歷山大··森克維奇也聲稱森克維奇也聲稱
俄羅斯軍隊已經瞄準了一個醫療設施俄羅斯軍隊已經瞄準了一個醫療設施。。

森克維奇說森克維奇說：“：“今晚今晚，，俄羅斯恐怖分子玩俄羅斯恐怖分子玩
世不恭地向尼古拉耶夫的一些民用物體開火世不恭地向尼古拉耶夫的一些民用物體開火，，
其中包括我們現代化的全新創傷中心其中包括我們現代化的全新創傷中心，，這座建這座建
築被部分毀壞築被部分毀壞。。由於衝擊波由於衝擊波，，附近醫療單位的附近醫療單位的
窗戶也被炸毀了窗戶也被炸毀了。”。”

他補充說他補充說，，沒有工作人員或患者受傷沒有工作人員或患者受傷。。
森克維奇說說森克維奇說說，，創傷中心於創傷中心於 20192019 年開業年開業，，

是烏克蘭最現代化的中心之一是烏克蘭最現代化的中心之一。。
自周五以來自周五以來，，俄羅斯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俄羅斯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的港口尼古拉耶夫的砲擊愈演愈烈的港口尼古拉耶夫的砲擊愈演愈烈，，森克維奇森克維奇
稱這是自戰爭開始以來的稱這是自戰爭開始以來的““最強最強””襲擊襲擊。。烏克烏克
蘭糧食大亨奧列克西蘭糧食大亨奧列克西··瓦達圖爾斯基瓦達圖爾斯基（（OleksiyOleksiy
VadaturskyyVadaturskyy））和他的妻子賴莎和他的妻子賴莎（（RaisaRaisa）） 在周日在周日
的直接襲擊中喪生的直接襲擊中喪生，，他們的尼古拉耶夫豪宅的他們的尼古拉耶夫豪宅的
部分區域被夷為平地部分區域被夷為平地。。目前尚不清楚他們是否目前尚不清楚他們是否
是俄羅斯故意針對的目標是俄羅斯故意針對的目標。。
根據聯合國安全通道協議根據聯合國安全通道協議，，第一艘糧船離開敖第一艘糧船離開敖
德薩德薩

據烏克蘭和土耳其官員稱據烏克蘭和土耳其官員稱，，第一艘在聯合第一艘在聯合
國斡旋下離開烏克蘭敖德薩港以確保安全通過國斡旋下離開烏克蘭敖德薩港以確保安全通過

黑海的穀物船黑海的穀物船RazoniRazoni號於號於88月月11日週一上午啟航日週一上午啟航
。。

烏克蘭基礎設施部長亞歷山大烏克蘭基礎設施部長亞歷山大··庫布拉科夫庫布拉科夫
（（Oleksandr KubrakovOleksandr Kubrakov））在推特上表示在推特上表示，“，“自俄自俄
羅斯入侵以來羅斯入侵以來，，第一艘烏克蘭糧食船已經離開第一艘烏克蘭糧食船已經離開
港口港口，，感謝土耳其和聯合國幫助實施該協議感謝土耳其和聯合國幫助實施該協議。。
””

載有超過載有超過 2626,,000000 公噸玉米的懸掛塞拉利昂公噸玉米的懸掛塞拉利昂
國旗的船國旗的船 RazoniRazoni 號也顯示在衛星船舶跟踪器號也顯示在衛星船舶跟踪器
MarineTrafficMarineTraffic 上移動上移動。。

該部表示該部表示，，還將根據還將根據 77 月月 2222 日在伊斯坦布日在伊斯坦布
爾簽署的協議派遣其它船隻爾簽署的協議派遣其它船隻，，但沒有提供更多但沒有提供更多
細節細節。。

根據協議根據協議，，預計每月將有預計每月將有 500500 萬噸糧食離萬噸糧食離
開烏克蘭開烏克蘭，，有助於緩解俄羅斯封鎖烏克蘭港口有助於緩解俄羅斯封鎖烏克蘭港口
引發的全球糧食危機引發的全球糧食危機。。

這些船隻將通過黑海的安全走廊並通過博這些船隻將通過黑海的安全走廊並通過博
斯普魯斯海峽到達全球市場斯普魯斯海峽到達全球市場。。
聯合國秘書長熱烈歡迎來自敖德薩的第一批貨聯合國秘書長熱烈歡迎來自敖德薩的第一批貨
物物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斯蒂芬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斯蒂芬··杜加里克週一杜加里克週一
在一份聲明中說在一份聲明中說，，聯合國秘書長歡迎自俄羅斯聯合國秘書長歡迎自俄羅斯
開始入侵烏克蘭以來從敖德薩港運來的第一批開始入侵烏克蘭以來從敖德薩港運來的第一批
糧食糧食。。

根據一份聲明根據一份聲明，，秘書長熱烈歡迎秘書長熱烈歡迎M/V RaM/V Ra--
zonizoni 號船的離開號船的離開，，這是自這是自 20222022 年年 22 月月 2626 日以日以
來第一艘離開烏克蘭敖德薩港的商船來第一艘離開烏克蘭敖德薩港的商船。。

聲明寫道聲明寫道：“：“這艘船開往黎巴嫩的黎波里這艘船開往黎巴嫩的黎波里
港港，，載有載有 2626,,527527 噸玉米噸玉米，，是第一艘根據是第一艘根據 77 月月
2222 日在伊斯坦布爾簽署的黑海穀物倡議啟航的日在伊斯坦布爾簽署的黑海穀物倡議啟航的
船隻船隻。”。”

秘書長希望這將秘書長希望這將““為全球糧食安全帶來急為全球糧食安全帶來急
需的穩定和救濟需的穩定和救濟，，特別是在最脆弱的人道主義特別是在最脆弱的人道主義

環境中環境中”。”。
聲明還說聲明還說，，秘書長希望這將是聯合國斡旋秘書長希望這將是聯合國斡旋

的黑海穀物倡議下運輸穀物的的黑海穀物倡議下運輸穀物的““眾多商船中的眾多商船中的
第一艘第一艘”。”。
普京威脅普京威脅““閃電般閃電般””應對西方乾擾應對西方乾擾，，穀物大亨穀物大亨
在尼古拉耶夫砲擊中喪生在尼古拉耶夫砲擊中喪生

據烏克蘭官員稱據烏克蘭官員稱，，週日週日，，在南部城市尼古在南部城市尼古
拉耶夫遭到猛烈砲擊後拉耶夫遭到猛烈砲擊後，，一名烏克蘭糧食大亨一名烏克蘭糧食大亨
和他的妻子被打死和他的妻子被打死，，因為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因為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
爾爾··普京利用本國的海軍日對任何破壞俄羅斯普京利用本國的海軍日對任何破壞俄羅斯
““主權和自由主權和自由””的人發出了更多的軍國主義威的人發出了更多的軍國主義威
脅脅。。 ””

根據烏克蘭總統沃拉迪米爾根據烏克蘭總統沃拉迪米爾··澤倫斯基的一澤倫斯基的一
份聲明份聲明，，糧食大亨奧列克西糧食大亨奧列克西··瓦達圖爾斯基和他瓦達圖爾斯基和他
的妻子賴莎在襲擊中喪生的妻子賴莎在襲擊中喪生。。瓦達圖爾斯基是位瓦達圖爾斯基是位
於於 尼古拉耶夫的尼古拉耶夫的 NibulonNibulon 的創始人的創始人，，NibulonNibulon
是烏克蘭最大的糧食生產和出口公司之一是烏克蘭最大的糧食生產和出口公司之一。。

澤倫斯基說澤倫斯基說：“：“這對尼古拉耶夫地區和整這對尼古拉耶夫地區和整
個烏克蘭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個烏克蘭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在他在他 5050 多年多年
的職業生涯中的職業生涯中，，奧列克西奧列克西··瓦達圖爾斯基為該地瓦達圖爾斯基為該地
區的發展以及我國農業和造船業的發展做出了區的發展以及我國農業和造船業的發展做出了
寶貴的貢獻寶貴的貢獻。”。”

尼古拉耶夫市長森克維奇說尼古拉耶夫市長森克維奇說，，集束彈藥炸集束彈藥炸
毀了窗戶並摧毀了陽台毀了窗戶並摧毀了陽台。。尼古拉耶夫今天遭到尼古拉耶夫今天遭到
大規模砲擊大規模砲擊，，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 ””

地面上的一個地面上的一個 CNNCNN 團隊聽到了轟炸引起團隊聽到了轟炸引起
的爆炸聲的爆炸聲，，並看到砲擊中發生了火災並看到砲擊中發生了火災。。接受接受
CNNCNN採訪的居民還表示採訪的居民還表示，，這是該市自戰爭開始這是該市自戰爭開始
以來最猛烈的砲擊以來最猛烈的砲擊。。

據尼古拉耶夫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維塔利據尼古拉耶夫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維塔利··
金稱金稱，，襲擊中至少有襲擊中至少有11人死亡人死亡，，22人受傷人受傷。。

普京普京““閃電般的速度閃電般的速度”：”：普京在聖彼得堡普京在聖彼得堡
紀念俄羅斯海軍日的講話中沒有提及俄羅斯在紀念俄羅斯海軍日的講話中沒有提及俄羅斯在
烏克蘭的戰爭烏克蘭的戰爭，，但表示他的國家但表示他的國家““當前形勢要當前形勢要
求採取非常果斷的行動求採取非常果斷的行動”。”。

普京說普京說：“：“我們將通過一切手段堅定地提我們將通過一切手段堅定地提
供保護供保護。。 這裡的關鍵是海軍的能力這裡的關鍵是海軍的能力，，它能夠以它能夠以
閃電般的速度回應任何決定侵犯我們主權和自閃電般的速度回應任何決定侵犯我們主權和自
由的人由的人。”。”

普京表示普京表示，，該國的鋯石高超音速巡航導彈該國的鋯石高超音速巡航導彈
系統將在未來幾個月內開始交付系統將在未來幾個月內開始交付。。俄羅斯在俄羅斯在 55
月份表示月份表示，，它在它在 10001000 公里公里（（621621 英里英里））的距離的距離
內成功測試了鋯石導彈內成功測試了鋯石導彈。。
烏克蘭官員稱俄羅斯導彈擊中敖德薩烏克蘭官員稱俄羅斯導彈擊中敖德薩

據烏克蘭官員稱據烏克蘭官員稱，，週日俄羅斯導彈襲擊了週日俄羅斯導彈襲擊了
敖德薩的一個採石場敖德薩的一個採石場。。

敖德薩地區政府發言人謝爾希敖德薩地區政府發言人謝爾希··布拉楚克在布拉楚克在
社交媒體帖子中表示社交媒體帖子中表示，，俄羅斯軍隊從被佔領的俄羅斯軍隊從被佔領的
克里米亞發射了兩枚伊斯坎德爾導彈克里米亞發射了兩枚伊斯坎德爾導彈。。

布拉楚克說布拉楚克說，，救援服務正在努力撲滅導彈襲擊救援服務正在努力撲滅導彈襲擊
造成的火災造成的火災，，正在澄清有關受害者的信息正在澄清有關受害者的信息”。”。
烏克蘭情報部門稱俄羅斯軍隊已從扎波羅熱部烏克蘭情報部門稱俄羅斯軍隊已從扎波羅熱部
分地區撤退分地區撤退

根據烏克蘭情報部門週日的一份報告根據烏克蘭情報部門週日的一份報告，，俄俄
羅斯軍隊已經從烏克蘭東南部扎波羅熱地區的羅斯軍隊已經從烏克蘭東南部扎波羅熱地區的
部分地區撤退部分地區撤退。。

報導稱報導稱，，在周五晚上烏克蘭對該地區發動在周五晚上烏克蘭對該地區發動
襲擊後襲擊後，，俄羅斯軍隊從上托克馬克和切爾尼戈俄羅斯軍隊從上托克馬克和切爾尼戈
夫卡村附近轉移了人員和設備夫卡村附近轉移了人員和設備。。

它補充說它補充說，，大約大約 4040 名傷者被送往波洛希市名傷者被送往波洛希市
的醫院的醫院。。

據報導據報導，，俄羅斯俄羅斯““幾乎完整的部隊幾乎完整的部隊””已從已從
切爾尼戈夫卡撤出切爾尼戈夫卡撤出，，該定居點附近還有該定居點附近還有““幾個幾個
檢查站和不超過檢查站和不超過 100100 名軍事人員名軍事人員”。”。

烏克蘭的報告補充說烏克蘭的報告補充說，，俄羅斯軍隊在撤退俄羅斯軍隊在撤退
時在通道上埋設了地雷時在通道上埋設了地雷。。
離開普京政府的前俄羅斯高級官員住院離開普京政府的前俄羅斯高級官員住院

據俄羅斯著名記者兼電視名人克塞尼婭據俄羅斯著名記者兼電視名人克塞尼婭··索索
布恰克稱布恰克稱，，前俄羅斯高級官員阿納托利前俄羅斯高級官員阿納托利··丘拜斯丘拜斯
正在歐洲一家醫院接受治療正在歐洲一家醫院接受治療，，他患有格林他患有格林--巴利巴利
綜合徵綜合徵（（一種神經系統疾病一種神經系統疾病）。）。

索布恰克說她與丘拜斯的妻子交談過索布恰克說她與丘拜斯的妻子交談過，，後後
者說她丈夫的者說她丈夫的““狀態不穩定狀態不穩定，，他突然感覺很糟他突然感覺很糟
糕糕，，他開始感覺不到胳膊和腿了他開始感覺不到胳膊和腿了”。”。

索布恰克是已故聖彼得堡市長和俄羅斯總索布恰克是已故聖彼得堡市長和俄羅斯總
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政治導師阿納托利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政治導師阿納托利··索布恰索布恰
克的女兒克的女兒，，她也是她也是20182018年俄羅斯總統候選人年俄羅斯總統候選人。。
近年來近年來，，她一直批評普京她一直批評普京，，包括俄羅斯入侵烏包括俄羅斯入侵烏
克蘭克蘭。。

索布恰克還直接引用了丘拜斯的話索布恰克還直接引用了丘拜斯的話，，談到談到
他的病情他的病情：“：“我在一家歐洲醫院住院我在一家歐洲醫院住院，，診斷為診斷為
格林格林--巴爾綜合徵巴爾綜合徵，，病情中等嚴重病情中等嚴重，，情況尚穩定情況尚穩定
。”。”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說法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說法，，格格
林林--巴利綜合徵是一種罕見的疾病巴利綜合徵是一種罕見的疾病，，其中免疫系其中免疫系
統會損害身體的神經統會損害身體的神經。。

目前尚不清楚丘拜斯目前在歐洲的什麼地目前尚不清楚丘拜斯目前在歐洲的什麼地
方方。。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里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週一佩斯科夫週一
表示表示，，克里姆林宮沒有關於丘拜斯發生的事情克里姆林宮沒有關於丘拜斯發生的事情
的詳細信息的詳細信息，，但稱這一發展是但稱這一發展是““悲傷的消息悲傷的消息””
。。

丘拜斯於丘拜斯於 33 月辭去了克里姆林宮環境問題月辭去了克里姆林宮環境問題
特使的職務特使的職務。。路透社援引兩名熟悉此事的消息路透社援引兩名熟悉此事的消息
人士的話稱人士的話稱，，他因烏克蘭戰爭離開了該國他因烏克蘭戰爭離開了該國。。丘丘
拜斯當時沒有回應拜斯當時沒有回應 CNNCNN 的置評請求的置評請求。。 33 月月，，
克里姆林宮證實丘拜斯離職克里姆林宮證實丘拜斯離職。。丘拜斯自丘拜斯自 20202020
年年 1212 月月 44 日以來一直從事環境工作日以來一直從事環境工作。。

他在他在 19901990 年代擔任鮑里斯年代擔任鮑里斯··葉利欽的財政葉利欽的財政
部長而聲名鵲起部長而聲名鵲起。。在普京上台初期在普京上台初期，，丘拜斯被丘拜斯被
現任總統視為對手現任總統視為對手。。普京在普京在 19991999 年的一系列採年的一系列採
訪中聲稱訪中聲稱，，丘拜斯取消了最初提供給他的克里丘拜斯取消了最初提供給他的克里
姆林宮工作姆林宮工作。。

近年來近年來，，丘拜斯繼續呼籲進行經濟改革丘拜斯繼續呼籲進行經濟改革，，
是為數不多的與俄羅斯政府有聯繫的自由主義是為數不多的與俄羅斯政府有聯繫的自由主義
者之一者之一。。

如果不是这一份植物标本，我也

不会知道人类曾经杀死和摧毁了他们

在这个星球上所见过的最大的生命体

。

令人惊奇的巨树

1848 年，美国加州发现金矿，立

刻引发了长达七年的淘金浪潮，人们

从世界各地赶赴当年还是成片森林的

旧金山附近，淘金热和围绕淘金产生

的一系列欲望需求，引发了对加州的

开发与探索。1852 年春天的北美内华

达山脉西侧，一个名叫奥古斯都· 多德

（Augustus T. Dowd）的猎人正在追逐

他的猎物——一只受伤的灰熊，他无

意中进入了这条山脉从未被欧洲殖民

者涉足的深谷，在那里他没找到他的

猎物，却见到了令他惊惧的一片森林

，那片森林里的树泛着鲜红的光泽，

比他此前见过最粗最大的树还要大上

三倍。

很难说他怀着怎样的震撼从这片

森林回到人类社会，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在回来之后绘声绘色地将这些发

现告诉了每一个认识的人。当质疑他

的邻居们也被带去亲眼目睹这片巨树

的时候，再一次，每个人都被震撼了

。他们把所见最大的那一棵称为“发

现之树”（the Discovery Tree）或者

“猛犸”（Mammoth），发现的荣誉

归于奥古斯都· 多德。

来自这些巨树的枝叶在当年便被

加州的植物学家阿尔伯特· 凯洛格Al-

bert Kellogg 确认为新种，并赋予了拉

丁名“Washingtonia gigantea”以纪念美

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同时，他将一些

材料给了从英国来的植物采集家威廉·

洛伯（William Lobb），洛伯马上意识

到这些植物的非同凡响，他迅速赶到

了多德发现这些巨树的森林，采下了

完整的植物材料和种子，并在次年底

带回英国，而当他经过旧金山的时候

，没有对美国的同行透露一个字。

洛伯回到英国后迅速把材料交给了

植物学家约翰· 林德利（John Lindley）

，林德利在研究后将它命名为“Wel-

lingtonia gigantea”，用来纪念带领英军

击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亚瑟· 韦尔斯

利。两人不约而同使用了种加词“gi-

gantea”，来自“giant”巨人之意，极

言此树之庞大。这次“抢注”名字意外

引发了英美植物学界的长期纷争。

这就是可以确信的欧洲人与巨杉

的初次相遇。而今天我们知道，仅存

于内华达山脉西侧海拔 1500-2400米山

地沟谷中的它们，和分布于北美太平

洋海岸的亲戚、世界最高的北美红杉

Sequoia sempervirens 相比，巨杉更加粗

壮，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树，同时也

是人类已知地球上存在过的最大的单

体生命。

树木在一生中不断地光合作用，

将二氧化碳最终转化为木质素沉积在

身体里，一棵成年大树往往比同年龄

的其他类型生命要重得多，比如目前

已知世界最大的动物成年蓝鲸的重量

可以达到 50-150 吨，一棵成年巨杉重

量轻松超过10头蓝鲸。

但当时欧洲人还不知道，在此之

前的数个世纪里，周围部落的北美原

住民早已知晓这些巨树的存在，他们

称之为“Wawona”——发音与生活在

这片森林的西斑林鸮（Strix occidentalis

）的叫声相似，原住民相信西点林鸮

是这片巨树森林的守护者。

而生活在图莱河（Tule River）的

原住民则称之为“toos-pung-ish”或者

“Hea-mi- withic”，与这些部落的创

世神话相关。在原住民眼中，巨杉是

世间所有树的始祖。巨杉不仅体型庞

大，树皮中丰富的鞣质使得巨杉耐火

烧又耐霉菌侵蚀和虫蛀，成年巨杉轻

松活过 1500岁，在多雨雾、风暴和林

火的高山上，如同不朽的所在。

屠杀上古的巨人

如同命运的嘲弄，死亡厄运却很快

降临在这些不朽的生命之上。仅仅在西

方人多德见到“发现之树”巨杉的第二

年，它就被伐倒摧毁了。因为树体的庞

大，砍伐“发现之树”花了5个人二十

二天时间。詹姆斯· 哈金斯（James Ma-

son Hutchings）在他的书《加州奇观》

（Scenes of Wonder and Curiosity in

California）中详细描述了这一经过：

“为了伐倒这棵树，五个雇工花

了二十二天的时间，采用的方法不是

砍，而是用泵钻将其挖掉。在将树桩

从树桩上完全割下后，还有树靠近根

部的宽大形态使得树能保持直立。为

了完成砍倒它的壮举，在22天里花了

两个半天的时间来插入楔子，把它们

打进木头里，直到最后，森林高贵的

君王被迫颤抖战栗。这棵树在经历了

将近三千个冬天的‘战斗和微风’之

后，它终于倒下了。按我们的猜测，

这是一种牺牲……”

通过年轮的粗略估算，“发现之树”

活了超过1300年。在这个过程，人们也意

外地发现巨杉的木材材质出人意料地松脆

，被伐倒之后木材碎了一地。在后期统计

中发现，巨杉伐落后直接倒下导致的木材

损失达75%以上，因而后期的采伐不得不

事先在巨杉身下挖好相匹配的坑槽，并用

大量树枝作为缓冲。即便如此，巨杉的木

材过于松软，几乎无法用作最重要的建筑

和工业材料，只能用作篱笆，或被当做燃

料烧掉。“发现之树”的被砍伐后的树墩

也没有被“浪费”，把它当成一个可以站

下32人的舞台，在上面举行舞会，一时被

传为奇谈。

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更多更庞大的

巨杉群落被发现，然而，庞大而“无用

”并没有阻止巨杉被肆意砍伐破坏。除

去获利，还有更多的人采伐巨杉只为战

利品般炫耀。在“发现之树”被伐倒的

第二年和同一片巨杉集群（这些集群被

称为grove），一棵巨大的“森林之母

”（Mother of the Forest）巨杉树皮被

整体剥除，贩卖至纽约和伦敦展览和售

卖。甚至 1894年旧金山举办世界博览

会，也毫不犹豫选中、砍伐、切割了一

棵3000多岁、周长30米的巨杉“世博

会巨树”作为展出物，证明巨杉“确实

存在”。

马克吐温之死

另一场更加著名的悲剧发生于1891

年。两名商人Hiram T. Smith 和Austin

D. Moore早在1888年出价买下了内华达

山脉西侧的大片林地，成立了金斯河木

业公司（Kings River Lumber Company

），占有了近120平方公里的巨杉森林

，从此展开了疯狂的采伐。

在 1891 年，一棵被叫做“马克吐

温”的巨杉被伐倒。“马克吐温”的

高度达到了 100.9 米，周长达到了 27.4

米——可作为对比的是现存世界上最

大的巨杉是“谢尔曼将军”，高度仅

有86米，周长31米。“马克吐温”很

可能是人类目睹过的最大的生命体，

而据当时人们的描述，这棵巨树的生

长如此完美，树身上没有任何雷电烧

灼留下的痕迹，它只有 1341岁，在成

年巨杉中相当年轻，如果不是遭遇人

类，很可能保持高速生长数百年。

因为体型的

无比巨大，这棵

巨树被连续采伐

了 8 天才轰然倒

地。被伐倒后，

树体被分割，有

两块并非最大的

木材横切面被制

作成标本：一块

送到了伦敦，几

乎从那时起就挂

在大英自然博物

馆二楼大厅；一

块送到了纽约，

展出于美国自然

博物馆，在这块

切面的年轮上，

工作人员标注了

自它从诞生以来

西方世界所发生

过一些重大事件

，比如公元800年

的查理曼大帝登

基 ， 比 如 公 元

1492 年美洲的重

新发现，而一切

终止于 1891 年这

棵巨树的倒下，

如同一个巨大的

讽刺。

除去两块切

面外，大部分来

自“马克吐温”巨杉的木材仅仅被金

斯河木业公司制作成葡萄栅栏、篱笆

桩，以及屋顶的木瓦。直到 1905年，

这家公司一共砍伐了 8000多棵巨杉，

其中大部分都超过了2000岁。

记录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多年之后，当我在金斯峡谷国家

公园的“巨树墩小径”看到“马克吐

温”巨杉被砍伐后遗留的树墩——如

前所述，这些树墩因为巨杉树皮和材

质富含鞣质的原因，这么多年来几乎

未曾腐烂——我能想象到那一天最温

和的画面，也如《阿凡达》中纳威人

的家园树被炸碎般惨烈。

巨杉被大量砍伐是人类极度的狂

妄自大所直接导致的悲剧结果，但这

些事件促成人们的反思也同样强烈。

从19世纪末开始，由约翰· 缪尔积极倡

导推进的西部环保运动使得更多人知

道了这种令人惊叹的巨树。1890年9月

25日，美国第二个国家公园——巨杉

国家公园成立。

经过 50 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到

1940 年，金斯峡谷国家公园（或被称

为“国王谷国家公园”）成立，金斯

河上游的一系列矿产资源开发、大型

滑雪场建设的议案也终于在60年代被

终止。到今天，所有砍伐和破坏巨杉

的行为都视为非法，尽管依然受到气

候变化和频繁山火的威胁，这些巨人

终于得到了更多喘息机会。

我时常想，博物馆究竟该展出什

么样的东西？不仅是世间生命形态万

端，更有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历史，

无论是和平还是冲突，哪怕是犯过的

错误，曾经的索取和暴虐，都是值得

理解和记住的，如同悬在头上的剑。

这些巨杉切面也是如此，尽管我宁愿

它们依然真实地活着。

人类用了八天，就杀死了世界上最大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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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館活動裝置工程申請流程
1 2 3 4

活動前聘請合資格結
構工程師計算舞台裝
置的負重和結構安全

主辦單位將相關
報告呈交予康文
署批准

獲准後才開展搭
建、安裝工程

搭建後，負責監督工程
的人士需向署方交書面
報告證明工程安全穩固

資料來源：工程師、舞台製作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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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演唱會事故造成年輕
舞者嚴重受傷，有保險業人士

29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舞蹈員雖
多屬自僱人士，但在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場地
如紅館等工作，製作單位都必須購買第三者的傷
亡及財物損失保險，投保額最少為 1,000 萬元
（港元，下同）。

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29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舞蹈員多屬自僱人士，非
製作公司的合約員工，故不屬勞工保險保障範疇，
但所有在康文署場地包括紅館舉行的表演活動，都
會規定主辦單位須為所有工作人員以至觀眾購買第
三者人身傷亡保險，“保障範圍包括場地內所有的
人，除了工作人員外，如果有裝置掉下來造成觀眾
傷亡，也會受保障。”

他指出，演唱會這類大型的表演活動，

投保額不會太低，下限是 1,000 萬元，而保
險公司更會視乎有關活動的風險程度，建議
是否要再增加保險金額。

在保費方面，羅少雄表示按個別活動會有所
不同，“主要按風險程度而定，如果大型演唱會
有好多機關，有升降台等，因為風險較高，所以
保費亦會高，另外還要看製作單位的往績，如果
有關機構以往進行的活動曾經發生意外，就如車

保一樣，保費都會增加。”
他指出，保險公司會根據投保額作出賠

償，但若然受傷人數眾多分攤賠償金額，或令
傷者賠償不足，屆時主辦單位或要自行補貼。
若有關意外涉及人為疏忽等問題，保險公司作
出賠償後，亦可向主辦單位追究責任，“如果
不是單純的意外，而是安全措施不足、沒有跟
足程序以及有其他人為因素，則保險公司可以
要求主辦單位分攤責任，即要主辦方承擔部分
賠償金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被巨
型熒幕直墜擊中的舞蹈員李啟言（阿
Mo）傷勢嚴重，據悉其腦出血及頸椎
第四節爆裂骨折，29日進行第二次手
術，最壞情況恐有癱瘓之虞。據悉，阿
Mo的父親李盛林牧師及母親事發時身
處加拿大多倫多，最快30啟程返港。特
區政府醫務衞生局主動聯絡兩人，協助
他們按現行機制提供“恩恤檢疫”安
排。演唱會主辦單位MakerVille母公司
電訊盈科，其主席李澤楷29日表示，公
司會承擔傷的醫療費用並提供協助。

父母返港將安排“恩恤檢疫”
27歲的李啟言（阿Mo）28日晚被

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救治，通宵接受手術
修補受損頸椎，其後在深切治療部留
醫。至29日上午11時半，他再度被推入
手術室，接受長達8小時的第二次手術，
目前仍在深切治療部（ICU）留醫。
據了解，李啟言送院時能自主呼吸

及與外界溝通，但手腳一度不能活動、
腦出血、第四節頸椎受損、頸椎爆裂骨
折，脊髓神經線受損，要視乎其脊髓神
經線復原進展才能評估康復情況。

李澤楷：承擔傷者醫療費用
李澤楷29日回應表示，高度關注今

次演唱會發生的意外，向傷及傷家
屬致以深切慰問，希望傷早日康復。
公司會承擔傷的醫療費用以及盡力提
供協助，及嚴肅跟進今次事故。

李啟言的父母準備30日啟程返港。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29日在會見記
時表示，特區政府會給予他們充足的
協助。醫務衞生局已經主動透過演唱會
的主辦單位聯繫李啟言的家人，提出在
他們回港後可獲安排到醫院探望傷。
香港醫務衞生局發言人其後表示，

得悉李啟言家屬正準備由海外回港探望
傷，經主動聯絡後，知道他們已順利
預約返港航班及指定檢疫酒店房間。局
方會盡力按照現行機制提供協助，讓家
屬在抵港後完成必須的入境檢疫程序，
盡快到醫院探望傷。
局方表示，根據現行入境檢疫措

施，如有特殊情況，衞生署的獲授權人員
可以批准受檢疫人士短暫離開檢疫地點，
探望危重的親屬等。受檢疫人士須提供相
關證明文件，例如醫院信函等。在評估受
檢疫人士的申請時，衞生署會考慮該申請
對公共衞生帶來的風險。受檢疫人士如到
訪醫院亦需先得到醫院負責人批准。
張竹君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表示，政

府一直有“恩恤檢疫”的安排，只要抵
港人士完成機場檢測，打齊疫苗，核酸
檢測陰性，以及提出申請，就可以暫時
中止檢疫酒店隔離，以“點對點”的交
通方式獲安排盡快到醫院等地方探視，
其後再以“點對點”的交通方式返回檢
疫酒店完成檢疫期。
另一名受傷舞蹈員張梓峯（29歲），

僅皮膚擦傷及肌肉拉傷，在留醫觀察一晚
後，於29日下午由家人陪同出院。

主辦機構投保額最少千萬元

鋼索老化斷裂 嚴格監督欠缺 綵排時間不足

◆◆阿阿MoMo與父母感情深厚與父母感情深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舞蹈員李啟言舞蹈員李啟言((阿阿Mo)Mo)送送
院要戴頸箍固定頸椎院要戴頸箍固定頸椎，，衣服衣服
沾有血跡沾有血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男團MIRROR 28日晚於紅磡體育館舉行的第四場演唱

會，其間一幅旋轉擺動的巨型熒幕掉下，兩名舞蹈員被壓

中，其中一人頸椎爆裂骨折，正在深切治療部留醫，另一人

已出院。香港特區政府將由康文署一名助理署長成立專責工

作小組，聯同勞工處、機電工程署及專家調查事故原因。初步

調查顯示，在兩根繫着熒幕的鋼索中有一條斷裂。MIRROR演

唱會開鑼4天幾乎每晚都發生意外，香港文匯報梳理了從事舞

台製作和管理的業內人士、工程師等意見，分析事故涉及三大

問題，包括鋼索老化，監督及綵排時間不足等。業內人士表

示，香港銳意打造成文化、藝術大都會，就必須理順表演業的

專業質素及安全標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蕭景源

舞台裝置須符安全標準
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29日與一眾

官員到場了解時透露：“初步見到該條鋼索斷了，
斷的原因為何呢？我們可能要取去做檢測，要找專
家作研究是運作上或物料本身問題。”他估計全面
調查需要數周。警方九龍城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事
故是否涉人為因素或刑事成分，探員29日凌晨到達
紅館拍照存檔。
鋼索何以會斷裂？據了解，肇事的熒幕呈4米

乘4米正方形，厚0.2米，重約1,200磅。香港理工
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前工程師盧覺強29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查詢時表示，鋼索的承重力為1.2噸，而熒幕只
重1,200磅，即使一條鋼索斷裂，另一條鋼索亦足以
承受。他估計可能是鋼索出現金屬疲勞或老化，承
重力被打折扣，又認為在類似的情況下，有關方面
應考慮在懸掛物中央位置，再加一條安全鐵鏈作後
備支持，相信在多重安全措施保障下，可將意外幾
率減至最低。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舞台製作及管理業人士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大型演唱會等舞台涉及
不同裝置，均要符合安全標準，包括確保舞台上方
射燈和大型熒幕牢固，但今次事故的熒幕只有兩條
鋼索吊着，未必足夠，“一條斷了，只有另一條受
力未必足夠，其實一些活動拉起大型banner（橫
幅）都用3至4條威吔拉住。”
香港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代表李林風指出，舞

台結構安全的文件在開鑼前只須簽署一次，之後每
晚開騷都不會再檢查，未能及時發現鋼索是否有斷
裂跡象，建議特區政府應更新有關場地指引，及研
究工程公司有否不恰當配置。

監管須嚴格 康文署有責
楊潤雄被問到康文署作為紅館的管理人，與主

辦單位的權責如何分野時，他表示，“康文署作為

場地管理人，署方與所有租用會達成一個協議，
協議詳細列出雙方的責任，以及作為租用舉辦活
動時需要做的工作。通常在一些比較大型的舞台表
演上，由負責租場的一方負責整個場地的安全設
施，要負責建築，亦要找一個專業、合資格的工程
師進行認證，證明設施符合安全，可以使用。而康
文署亦會在租用取得相關文件證明後，才容許節
目繼續進行……誰人需要負責，我們一定會追究到
底。”
該名業內人士指出，舞台及升降台等只要高於

1.7米，就要由結構工程師檢查，簽署文件核實安全
提交康文署，而電力裝置、舞台燈光等也要檢測合
格攞牌，康文署才會批准演唱會舉行。但在開鑼前
檢查核准後，每場演唱會舉行期間就無須再檢查。
他認為，康文署有駐場舞台監督，應要確保鋼索及
其他裝置全部合乎標準。

排練時間不夠易生意外
該演唱會由綵排至正式演出都是意外頻生，包

括第一場演出時男團成員Anson Kong因升降台震動
差點失足跌倒，第二場成員Frankie更失足跌落台幸
無恙。一名該演唱會幕後人員透露是次舞台機關複
雜，“與以往相比，所有嘢（機關）都係到總綵排
時我們才第一次見，正式綵排是開騷前一天，本身
預計晚上9時許，但不斷延誤到凌晨1時半，每日上
網見到有人說危險就會減少一個機關，搞到我哋無
所適從。”
有舞台製作及管理業內人士表示，舞台搭建前

表演已在排練，“要on stage綵排，則舞台要先完
成搭建，音響、燈光等所有東西已做好”，他指出
現時不少表演也只有一兩天台上綵排時間，讓表演
熟習舞台，當然舞台設計繁雜就有較大風險，但
他認為最重要仍是裝置符合安全標準，如升降台曾
出現震動，反映機械有技術問題，而舞台邊緣位置
應貼上熒光帶以提醒表演，避免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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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燃！超爽！超刺激！
古天樂劉青雲掀起機甲狂潮

電影《明日戰記》的故事背景設定在未來世

界，當下科技文明急速發展，人類開始為多年的

惡行付出代價。地球陷入內憂外患，一顆隕石墜

落並帶來殺傷力極強的外星植物潘朵拉，它不斷

吞噬城市，危及全人類生命。泰來（古天樂飾）

、鄭重生（劉青雲飾）帶領機甲戰隊重裝出擊全

力抵禦，但在他們遭遇潘朵拉的攻擊時，另一個

神秘的陰謀已經在醞釀變局，這場關乎人類命運

的戰鬥即將打響，機甲戰隊能否改寫最終結局？

在最新曝光的「機甲狂潮」預告中，新的末

日危機相繼降臨。機甲戰隊迎戰巨型機甲刑天、

窮奇與機器人，震撼視效和超燃動作場面令人驚

嘆！隨着劇情不斷深入，對決也在持續升級。古

天樂與機器人上演生死搏鬥震撼吸睛、劉青雲躲

避窮奇追擊飛身跳車緊張刺激、姜皓文對刑天怒

吼「打得你沒有明天」瞬間令人血脈僨張。驚天

動地的爆炸場面、城市崩塌陷落、戰鬥機在天塌

地陷之中飛馳，前所未有的中國第一部機甲硬科

幻爽片顛覆想象，頂級視效帶來極致的感官體驗

，令人腎上腺素飆升。

中國式浪漫硬核席捲
開啟機甲硬科幻全新視角

中國式浪漫是每一個國人所特有的情懷，而

在本部影片中也得以展現。今天，影片發布的

「機甲狂潮」版海報暗藏玄機，刑天、窮奇、機

器人、巨鯨、飛魚、重裝甲等未來戰場上的幾大

殺手鐧一一亮相，它們的攻擊力、防禦力、敏捷

度與精準度數值強大，可見這場末日決戰危機重

重。同時兩大具有頂級殺傷力的機甲名字皆出自

上古神話，海報上的文字也極具國潮風，「威刑

肅物，震天動地」、「窮工極巧，奇兵制勝」將傳統文化與未來科技

相結合，把中國式硬核浪漫展現得淋漓盡致。

電影《明日戰記》的故事設定別出心裁，影片強勢開啟了華語科

幻的全新視角，從今日釋出的預告和海報中可以看出這是大銀幕前所

未有的機甲硬科幻爽片。新鮮的觀感刺激加之國人特有的家國情懷，

以及機甲戰隊堅定信念守護地球的熱血無畏，無一不點燃了觀眾的觀

影熱情。在各大平台都能看到他們期待的目光，「機甲硬科幻的設定

好新奇，好奇會怎樣演繹出來」、「光看預告就熱血沸騰，已經迫不

及待想去看了」等留言瘋狂刷屏。8月5日，中國第一部機甲硬科幻爽

片為觀眾獻上精彩絕倫的「科幻盛宴」。

電影《明日戰記》由深圳電影製片廠有限公司、天下一電影製作

有限公司、寰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愛奇藝影業（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萬合天宜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宏寰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上海華人影業有限公司出品，北京古天影視

製作有限公司、深圳廣電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藝樂傳媒文化有限

公司聯合出品，將於8月5日全國公映，8月4日七夕開啟點映，目前

正在火熱預售中。

《明日戰記》預告重磅來襲

古天樂酣戰最強機甲燃爆暑期

由吳炫輝執導，古天樂擔任總監製，古天

樂、劉青雲、劉嘉玲領銜主演，姜皓文、謝君

豪、吳倩、萬國鵬主演，張家輝友情客串，劉

浩良、麥天樞擔任編劇的中國第一部機甲硬科

幻爽片《明日戰記》今日發布了 「機甲狂潮」

預告及海報，刑天、窮奇兩大極具殺傷力的巨

型機甲來勢洶洶，古天樂、劉青雲帶領的機甲

戰隊身陷末日危機。關乎人類命運的戰鬥打響

，為改寫結局他們勇往直前絕地反擊，激燃的

戰鬥場面震撼十足，直擊觀眾感官。據悉影片

將於8月5日全國公映，8月4日七夕開啟點

映，目前預售已開啟。

由黃羿執導，實力派演員張建聲、呂良偉、陳保元、湯

鎮業、李燦森等主演的犯罪動作電影《黃金大逃獄》正式定

檔8月5日於愛奇藝、優酷重磅上線。港影梟雄實力集結尋金

，監獄對峙再掀血雨腥風。

落魄編劇入獄尋寶危機重重
群雄爭霸密謀越獄出逃

電影《黃金大逃獄》講述了落魄編劇鍾正（張建聲飾）

孤身涉險進入赤浪灣監獄，尋找祖輩寶藏的故事。在監獄中

，他一方面遭遇到獄霸大彪哥（陳保元飾）的壓迫，一方面

也被重情重義的蟹哥（呂良偉飾）所保護。寶藏計劃意外泄

漏，致使三人關係變得撲朔迷離，而在經過一番博弈之後，

他們決定開啟「越獄行動」，合力將寶藏運出監獄。巨額寶

藏帶來的究竟是兄弟情誼還是紛爭，值得期待！

影片融合了越獄尋寶、兄弟決鬥、反轉逃亡、催淚父愛

等諸多元素，為觀眾帶來多重觀影體驗。電影中，浴室百人

大亂鬥、兩大獄霸貼身肉搏硬核對剛、越獄三人組反目互毆

等亮眼的監獄動作戲讓人直呼過癮，更有爆破、追逐、管道

求生等精彩的越獄設計，讓驚險的出逃之路變得更具感官刺

激，將港式犯罪電影氛圍感拉滿。

港片熟臉上演絕命廝殺
高能對壘再掀 「監獄風雲」

除了精彩的動作場面，影片的演員陣容也極具吸引力。

電影由張建聲、呂良偉、陳保元、湯鎮業、李燦森等實力派

演員加盟助陣，張建聲飾演的阿正入獄尋寶卻遭遇監獄霸凌

；呂良偉飾演的蟹哥與陳保元飾演的大彪哥，兩大獄霸監獄

對壘勝負難辨；湯鎮業化身指路人黎叔遊走監獄；李燦森變

身人狠話不多的肆哥馳騁江湖。重磅演員集結同框飆戲，致

敬港片經典，一場驚心動魄的越獄大戲即將上演。

電影《黃金大逃獄》通過險象環生的尋寶之路、高智商

越獄出逃的反轉劇情、感人至深的江湖兄弟情等層層看點打

造出絕佳的港片質感，港味不變情義不改，如此一部誠意十

足的港式犯罪電影即將與觀眾見面。

電影《黃金大逃獄》由廈門工力影視有限公司、品像

（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廣州智上力合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上海柴火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磨鐵文化娛樂有限公

司、藍鯨影視（南京）有限公司、海南工力影視有限公司、

安徽新卓影視文化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廣州國帆影業有

限公司出品，帆娛文化（上海）有限公司、夜幕星河影業

（廈門）有限公司、廣東精鷹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廣州

翰特企業諮詢有限公司、廣州創熙股權投資有限公司、安徽

伍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大有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北京

拓普威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杭州噹噹影業有限公司、廣東

鑫帆傳媒有限公司、廣東覓態影業有限公司、深圳風海兄弟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廈門工力影視有限公司製作，

品像（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獨家宣發。

電影《黃金大逃獄》正式定檔8月5日，鎖定愛奇藝、優

酷，看張建聲、呂良偉、陳保元、湯鎮業、李燦森共赴港式

江湖！

《黃金大逃獄》
定檔8月5日

張建聲呂良偉陳保元共赴港式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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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曲頒獎禮觀眾達124萬人
華納解釋旗下歌手缺席原因

唐詩詠邀黃翠如嬉水“洗塵”

◆◆黃翠如黃翠如（（左左））與唐詩詠近日去了與唐詩詠近日去了
海灘玩水海灘玩水。。

錢小豪留港多陪父母

弟披露兄長恢復意識能簡單對話

林志穎林志穎無法拼湊無法拼湊

林志穎日前駕
駛特斯拉行

經桃園市蘆竹區
中正橋時，不明

原因撞上分隔島，
車輛更起火燃燒，幸而他與車上的6

歲兒子Jenson被熱心民眾救出，並送院救治。林志
穎家人當天就表示，兩人都無生命危險，不過林志
穎身體及臉部有多處受傷骨折。經過手術、治療後，
25日是林志穎在加護病房靜養的第4天，弟弟林志鑫
和經理人阿任下午在林口長庚醫院召開記者會，說明
林志穎最新情況。
兩人首先感謝第一時間救起林志穎和Jenson的民

眾，這幾天他們也陸續聯絡救命恩人們致謝，並表示待
林志穎身體狀況穩定後，林志穎家人也會親自拜訪道
謝。
林志穎經理人表示，目前林志穎身體已逐漸好轉，

意識清楚也能進行簡單對話，在醫療團隊專業評估下將進
行相關手術，但手術內容暫時無法跟大家說明，後續林志
穎也需要一些時間修復與靜養。

針對近期外界討論事發經過眾說紛紜，兩人強調只
有當事人林志穎最清楚，他們都有嘗試詢問林志穎，但他
目前的身體狀況，仍無法完整拼湊意外發生經過，待林志

穎身體好轉後，會再與相關單位進行說明，也請社會大眾
不要再繼續討論或揣測，都是對林志穎和家人的傷害。

陳若儀籲審慎過濾網上傳言
經理人與林志鑫表示，林志穎無意浪費社會資源關

注他的事情，這是最後一次和大家說明林志穎狀況。他們
也再次感謝救命恩人們、消防局、醫療團隊和所有關心並
給予鼓勵的歌迷朋友與社會大眾，“你們的祝福與鼓勵我
們都收到了，這將會是志穎復元的最大動力”。

由於網絡上許多不實報道和臆測，他們亦特別在社
交平台上發出聲明，請大家審慎過濾，因為這些只會造成
家人更多痛苦與傷害，兩人平安才是最重要。

至於林志穎太太陳若儀自丈夫發生意外後一直留守
在醫院，24日晚亦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對網上不實消息感
到難過，“很感恩大家的關心，志穎每天的狀況都有進
步，感謝長庚醫療團隊的用心和照顧，還有大家的祝福，
最重要的是，救出志穎跟Jenson的熱心人士，衷心感謝他
們。目前志穎的狀況相對穩定，Jenson也是輕微受傷，正
在觀察及休養當中，在此時報平安，主要是希望能夠平息
網絡上以訛傳訛的不實消息，讓身為人妻與人母的我，看
了相當難過，也想在此呼籲大眾，不要相信未經求證的謠
言，最後要感謝大家對我們的關心與支持，這絕對是守護
我們的最大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報道，台灣藝人林志穎本月22

日駕車載兒子發生車禍，兩人雖無生命危險，但外界則有很多

臆測流言，25日他的弟弟林志鑫與其經理人召開記者會，強調

林志穎目前意識清楚，能進行簡單對話，但對事發經過仍無法

完整拼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錢小豪、司徒鈺
芸及劉永25日出席支持電影《禪武中國夢》新聞
發布會，只見錢小豪清減不少，他表示現體重有
65公斤，最輕時只得61公斤，減磅原因是早兩年
去上海工作，接受隔離期間膳食不合胃口，令他
習慣了每日只吃一餐，變瘦了但皮膚也好了。但
拍動作片會否體力支持不到？小豪笑說：“也不
會，一來自己已上了年紀，演出動作也都是擺甫
士，不用以前那麼搏命！”

司徒鈺芸返港一波多折
小豪表示近10年都在內地工作，每年差不多

留8至9個月，香港有電影也會接拍，但之前內地
亦持續有疫情，一封區便返不到香港，所以會等
疫情再穩定一點，或正常通關之後才再到內地工
作。現在港休息，他可以多抽時間陪伴家人：
“父母都80多歲，想陪他們多一點，加上現在天
氣太熱，拍外景太辛苦，我自己都血壓高，又就
快可以兩蚊坐港鐵，年紀大機能都老化，所以都
戒口吃得清淡！”

司徒鈺芸早前到美國拍了一部動作片，完成
工作打算返港，卻因疫情關係沒直航機回港，她
要轉折從洛杉磯飛到夏威夷再轉去悉尼到越南返
港，但當抵達澳洲即染上新冠肺炎，休息了7天上
機去越南卻被拒要滯留機場，她一個人拿着兩篋
行李及揹着個大袋如同走難般，幾經艱辛才找到
酒店，但又被人開天索價仍要啞忍。

到5月底回港，她隔離完即往錄音室為卡通片
英語版配音，但她吃錯東西食物中毒、要捱着肚痛
配70多頁對白，她忍痛於個多小時內完成：“總之
5月我都好黑仔，希望現在霉運快點過去。”

車 禍 經 過
▶林志穎一

方發表聲明，
感謝各方友好支
持。

◆林志穎
一 向 愛 惜
家人。

◆自車禍發
生後，林志穎太
太陳若儀一直留
守在醫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黃翠如較早前出發為無綫全新旅
遊節目拍攝外景，曾到訪過瑞士、意大利、摩納哥、敘利亞、烏克
蘭及馬來西亞等地，經歷數個月的旅程，日前終於回港並隔離完
畢。翠如於社交平台貼上悠閒在家中的照片，她手執寫着“一生幸
福”的清酒，身旁還有很多零食和一排腳趾，她留言：“離家出走
太久，被‘哦爺’哦了很久。今天一整日黐住家的地下，把所有薯
片零食拿出來，涼住冷氣曬太陽……”而她口裏的“哦爺”應是老
公蕭正楠，主要是她離家工作太久，被老公日“哦”夜“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由TVB與
香港電台首次聯合主辦的《香港金曲頒獎典
禮2021／2022》24日晚順利舉行，TVB 25
日公布翡翠台在當晚8時30分直播之香港金
曲頒獎典禮，錄得跨平台直播最高收視19.1
點，有124萬觀眾收看，成績理想。而TVB
亦指出隨着新媒體的發展，廣大觀眾不再局
限於透過傳統電視觀賞節目，同時亦可使用
電腦、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等透過多種媒體
平台瀏覽，又可隨時隨地到myTV SUPER
等網絡平台重溫，是以恒常於每周一發放電
視直播收視資料已不合時宜，未必能完全反
映觀眾收看電視節目的實際情況，故25日開
始，電視收視公布方式將作調整，無綫將重
點聚焦於公布該台電視節目收視資料，以切
合現時的收視數據公布環境。

另外，由於大會早前已表明得獎歌手即
使缺席頒獎典禮，亦會給獎，打破了多年不
到場沒有獎的潛規則。但由於當晚得獎而缺
席的歌手多達20餘人，除了MIRROR組合
的 12 位成員，還包括衛蘭、張天賦、
AGA、洪嘉豪、葉巧琳等亦缺席了，大量得
獎歌手缺席亦成為了熱話，有網民認為歌手
得獎而缺席，又沒有任何表示，顯得沒有禮
貌。

華納官方25日則發出回應：“非常感謝
香港金曲頒獎禮，給予華納歌手的鼓勵及支
持。24日晚沒有派員出席香港金曲頒獎禮，
原因是Janice（衛蘭）因為演唱會完畢，放
假飛了去旅行不在港。洪嘉豪、MC張天
賦、張蔓姿剛好有 Job在身，撞期未能出
席。”

◆◆一班新秀在金曲頒獎典禮上落力演出一班新秀在金曲頒獎典禮上落力演出。。
◆◆ 劉德華一向支持香港樂壇劉德華一向支持香港樂壇，，2424日現身日現身
頒獎禮頒獎禮。。

◆◆左起左起：：司徒鈺芸司徒鈺芸、、劉永及錢小豪劉永及錢小豪2525日出席電日出席電
影發布會影發布會。。

◆◆林志穎經理人林志穎經理人（（左左））與林志鑫與林志鑫2525日午舉行記者會日午舉行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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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喝瓶裝水嗎常喝瓶裝水嗎?? 小心把塑膠微粒喝進肚子裡小心把塑膠微粒喝進肚子裡
一週少喝三瓶瓶裝水一週少喝三瓶瓶裝水一座城市將減少堆積如山的垃圾一座城市將減少堆積如山的垃圾

用玻璃水瓶用玻璃水瓶、、不鏽鋼水瓶來裝飲用水不鏽鋼水瓶來裝飲用水，，是更健康又省錢是更健康又省錢
的方法的方法

(本報休斯頓報導) 您習慣喝瓶裝水嗎？如果答案是肯
定的，那麼，您可要小心囉！一項新的研究報告指出，
許多知名品牌的瓶裝水內都含有微小的塑膠粒，在喝瓶
裝礦泉水與飲料時，可能也把微細的塑膠物質也喝下肚
子了。休斯頓的養生專家陳教授提醒華裔朋友們，少喝
瓶裝水不僅少製造寶特瓶垃圾，減輕地球環境的負擔，
同時對自身健康也有好處，別再只圖方便了。
塑膠微粒來自於瓶子本身或瓶蓋

非營利組織Orb Media的研究報告顯示，每一升瓶裝
水內可包含數千個塑膠微粒。研究人員在九個國家、對
全球的十一個領先品牌的二百五十餘種瓶裝水進行調查
，研究結果發現，居然有九成以上(93％)的瓶裝水裡有塑
膠微粒或微細的塑膠纖維，長期飲用，很可能會對身體
健康有影響。

研究人員梅森（Sherri Mason）表示： 「大部分的塑
膠微粒來自於瓶子本身或瓶蓋，源於裝瓶的過程。」
這些著名的品牌包括Aqua (Danone)、Aquafina（百事可樂
）、Bisleri，Dasani（可口可樂），Epura（百事可樂）、
Evian（Danone），Gerolsteiner（Gerolsteiner Brunnen），
Minalba（Grupo Edson Queiroz）、雀巢 Pure Life（雀巢
）、San Pellegrino（雀巢）和中國的品牌娃哈哈（杭州娃
哈哈集團）。無論是小超市或大賣場的飲料區，數不勝
數的各種瓶裝水與飲料，礦泉水、純水、深層海洋水、
蒸餾水、離子水、可樂、軟飲料都在向顧客招手。
想想看，飲用瓶裝水，對自己的健康、對地球的健康都
不利，那為啥要用呢？

如果一個人一星期少喝三瓶瓶裝水，一年就少掉一
百五十個以上的寶特瓶。如果一百萬人都少喝瓶裝水，
一年就少掉一億五千萬個寶特瓶，一億五千萬個寶特瓶
可是堆積如山的。少飲用瓶裝水，這是我們能做到的，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一點，就能減輕地球的負擔，同時，

不把化學物質喝進自己的肚子裡！
塑膠製品提供方便，但造成地球巨大的
負擔

塑膠製品提供給現代人生活很大的
方便，但是，同時也給地球造成無比的
負荷。在每個家庭裡，舉目所見，都能
看到與塑料相關的東西，塑料方便、好
用、便宜，然而，它無法在環境中自然
的分解，也造成地球環境沉重的負擔。

你也許想知道，第一支寶特瓶是什
麼時候出現的？答案是1967年，由杜邦
公司的納桑尼爾惠氏（Nathaniel Wyeth
）所研發出來的，當時他著手開發能夠
裝碳酸飲料的瓶子，研發成果就是寶特
瓶的誕生，杜邦公司並於1973年得到寶
特瓶的專利。因為重量輕、不透氣、便
宜、耐用等特點，寶特瓶在短時間內就
取代許多玻璃瓶，一躍成為全世界最主
要的飲料瓶子，也是環保噩夢的禍首。
減少使用瓶裝水，減低對環境的汙染

另一份研究指出，全球每分鐘就要消費100萬個寶特
瓶，四年後，此數字還將增加20％，讓環保問題雪上加
霜。
注重健康的人士們與保育人士，都在呼籲減少使用瓶裝
水，減低對環境的汙染，家家戶戶長年所累積的塑膠垃
圾，正在嚴重地汙染地球環境。

基礎是，要大家一起來，用玻璃水瓶、不鏽鋼水瓶
來裝飲用水，確保自己不喝進有塑膠微粒的水，也減少
塑膠垃圾的堆積量，為地球環境盡一分心力。

家家戶戶長年所累積的塑膠垃圾家家戶戶長年所累積的塑膠垃圾，，正在嚴重汙染地球正在嚴重汙染地球，，
塑膠垃圾堆積如山塑膠垃圾堆積如山，，讓人怵目驚心讓人怵目驚心

全球每分鐘就要消費全球每分鐘就要消費100100萬個寶特瓶萬個寶特瓶，，而寶特瓶無法在而寶特瓶無法在
環境中自然分解環境中自然分解

研究報告指出研究報告指出，，許多瓶裝水內都含有微小的塑膠粒許多瓶裝水內都含有微小的塑膠粒，，您可能把微您可能把微
細的塑膠物質也喝下肚子細的塑膠物質也喝下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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