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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中央社法蘭克福8日綜合外電報導）隨著失控的能源價
格將歐元區通膨率推升至新高點，歐洲中央銀行（ECB）今天宣布史上最
大規模的一次升息，將基準利率調高3碼（75個基點）。

歐洲央行宣布，基準存款利率從0%調升至0.75%，升幅符合市場預
期。

歐洲央行發布聲明稱，這項重大措施將政策利率 「從高度寬鬆的水準
」 ，調整為可確保通膨率回復到2%目標的水準。

隨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能源價格急遽上漲，給家庭和企業帶來沉重
負擔，歐元區8月通膨率達到創紀錄的9.1%。

歐洲央行預測，消費者物價可能在 「一段長時間內」 持續快速飆漲。
據其最新預測，2022年的平均通膨率估計將為8.1%。

安聯環球投資（Allianz Global Investors）全球固定收益主管迪克斯米
爾（Franck Dixmier）表示， 「鑑於通膨水準及其變化的不確定性，對歐洲
央行而言，多做比少做的風險更小。」

在7月的會議上，歐洲央行為平抑通膨，已宣布自2011年以來首度調
升政策利率，且幅度高達2碼（50個基點）。

今天大幅升息後，歐洲央行尚未打算收手，表示接下來預計還會 「持
續宣布升息」 。

能源價格飆漲失控能源價格飆漲失控 歐洲央行升息歐洲央行升息33碼碼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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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天上來的水天上來的水--巴基斯坦本世紀巴基斯坦本世紀
最嚴重洪災人類災難如影隨形浩劫難避最嚴重洪災人類災難如影隨形浩劫難避

隨著河流決堤、山洪暴發和冰川湖泊決堤，巴基斯坦近日遭逢本世紀最大洪災肆虐，根據路
透社報導，巴國最大湖泊決堤而淹沒附近城鎮,至今已造成3300萬人流離失所，死亡人數超過
1300人，樹木被連根拔起、交通癱瘓，大部分地區浸泡在水裡造成停電，各公司企業被迫停工
，經濟受創嚴重, 後果不堪設想。

我們的地球變了，真的變了！每過一陣子，烈火、颶風、熱浪、強震到洪水.......紛至沓來，
造成了一次比一次嚴重的傷亡損害，那種創鉅痛深的哀戚與刻骨銘心的感受讓我們覺得"世界末
日"似乎不遠了。

到底地球丕變的罪魁禍首是什麼呢？根據美聯社全國民意研究中心所發佈的民意調查數據顯
示，有68%的美國人認為氣象災害的影響是在不斷惡化，有28%的人認為氣象災害的影響較往年
變化不大，只有4%的受調查者認為氣象災害的影響並沒有多嚴重。

檢視巴基斯坦這次大災難, 是在經歷了強浪和季風帶來創紀錄降雨量後使該國三分之一地區
被淹沒,研究人員表示在4月和5月，氣溫長期超過40°C,一度還達到51攝氏度,伊斯蘭堡氣候科
學家Athar Hussain說，高溫融化了北部山區的冰川，增加了流入支流的水量，這些支流最終流
入印度河，從北向南貫穿整個國家，滋養著沿途的城鎮和大片農田,Hussain訪問了一些高海拔冰
川地區，並注意到流入印度河的罕薩河的高流量和渾水。渾水泥漿表明冰川正在迅速融化，因為
水流在向下游移動時攜帶了沉積物。

在熱浪發生時，阿拉伯海的低氣壓系統也在6月份給巴基斯坦沿海省份帶來了暴雨,以上種
種疊加的結果是，巴基斯坦降雨量幾乎是平均年降雨量三倍, 造成120多萬所房屋、5 000公里公
路和240座橋樑被毀,更糟的是，氣象機構還預測，正在發生的La Niña氣候事件將持續到今年底
。

從這次的洪災表明了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將導致更強的降雨。從1986年到2015年，
巴基斯坦的氣溫每十年上升0.3°C，高於全球平均水平, 當然其他人為素也加劇了這場災難，包
括洪水預警系統無效、災害管理不善、政治不穩定、不規範的城市發展以及排水和儲存基礎設施
的缺乏等等, 因此, 全球暖化將成為人類未來要面臨到的險峻課題，我們必須重新認知在地球上
的生產、分配和對能源的消費情況、以讓我們的下一代不致於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日印日印““22＋＋22””外長防長會談外長防長會談，，雙方要搞戰鬥機聯演雙方要搞戰鬥機聯演
(綜合報道）日本與印度8日舉行兩國第二次

“2+2”外長防長會談。據日本NHK網站報導，出
於對中國的“擔憂”，日印雙方當天發表聲明，一
致強烈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企圖”，並明
確深化在“四邊機制”（QUAD）框架下的日美印澳
四國合作。兩國還稱，將深化防務合作關係，包括
儘早舉行首次戰鬥機聯合演習。

在會談中，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稱，“我國極
為重視與印度的關係。在當前世界，既有秩序正遭
遇各種各樣的挑戰，兩國合作的必要性正不斷提高
。”印度外長蘇杰生回應稱，“印度與日本的關係
非常重要。希望進一步強化安保和外交合作。”日
本防衛大臣浜田靖一宣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是“動搖國際秩序根基的暴行，絕對不會得到認可
”，他還指責中國此前軍演期間有導彈落入日本
“專屬經濟區”稱，“因是重大問題，強烈譴責”
。但印度外長辛格在回應中沒有直接點名中俄，只
是強調“強烈希望強化（印日）兩國關係”。

《日本經濟新聞》8日稱，在當天發表的日印

“2+2”聯合聲明中，雙方確認了加強兩國部隊共同
訓練的方針。美媒引述印度國防部的聲明稱，兩國
防長一致認為，早日舉行兩國首次戰鬥機聯合演習
將為雙方更廣泛的合作以及兩國空軍協同作戰鋪平
道路。報導認為，印度和日本都在強化軍力以應對
越來越大的安全威脅，“包括來自中國的威脅”。

對於此次日印“2+2”會談，日本輿論頗為關注
。 《每日新聞》分析稱，日本十分重視與印度的關
係，雙方均對中國的“軍事擴張”和海洋活動保持
警惕。此外，在俄烏衝突背景下，日本還希望在印
度與俄羅斯之間打下楔子。熟悉印度事務的日本岐
阜女子大學客座教授堀本武功8日接受《日本經濟新
聞》採訪時稱，“印度外交的本質是把本國利益放
在首位。在俄烏衝突方面很難拉攏印度，但在應對
中國方面，日印合作空間很大。”不過，《每日新
聞》也提到，印度傳統上以不結盟、全方位外交為
導向，所以希望避免與中國關係惡化是印度的真實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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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劳荣枝故意杀人、抢劫、绑

架案二审18日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江西高院)开庭审理，当日18时许，该案首

日庭审结束，法庭宣布休庭，8月19日上午继

续开庭审理。

庭上，劳荣枝强调自己 48 岁，从未整容

，否认她和法子英是情侣关系。她认为自己

是师范毕业，又是小学老师，是个“傻白甜

”“挺诚实”。

劳荣枝还推翻了此前供述，否认犯故意

杀人罪，并认为绑架、抢劫行为也是受法子

英逼迫，她并未共谋，不是主犯，而是胁从

犯。

庭审现场：劳荣枝精神状态良好，吐词咬字

清晰

当日8时许，江西南昌气温接近38℃，江

西高院外已人头攒动，众多对此案关注的民

众自发汇聚在法院外等待庭审消息，部分提

前申请了旁听的民众陆续进入法院内收看庭

审现场实时转播。

9时 30分，劳荣枝穿着疫情防护服在法警

的带领下进入庭审现场。记者了解到，此次

庭审，劳荣枝家人为其更换了辩护律师。

庭审伊始，检察员以及劳荣枝辩护人对

庭前会议的相关内容发表意见。在庭前会议

中，劳荣枝及其辩护人不申请回避，同意案

件公开审理。劳荣枝及其辩护人对该案件管

辖权提出异议，后被法庭依法驳回。

记者在庭审现场看到，劳荣枝精神状态

良好，吐词咬字清晰，且语速较快。

在下午的庭审中，该案审判长表示本次

庭审将主要围绕“一审认定的劳荣枝构成故

意杀人罪的证据是否充分”“劳荣枝应该被

认定为主犯还是胁从犯”“一审量刑是否过

重”等多项问题进行讨论。

劳荣枝不承认“故意杀人罪”

看过新闻中法子英被枪决的部分视频

“我不承认我犯了故意杀人罪，我只承

认我被动参与了绑架罪。”劳荣枝在庭审现

场多次表示且不承认“故意杀人罪”，在谈

及与法子英交往的过程，劳荣枝不时掩面哭

泣，声音哽咽，表示“后悔卷入这样的事情

中”。

劳荣枝在庭审中说，“我今年 48 岁，未

做任何整形。”她还多次提到知晓有媒体以

及其他人员旁听，她知道自己的案件会上

“今日头条”平台。劳荣枝多次未就法官指

定的情节发言，被法官和她的辩护人提醒。

此次开庭，劳荣枝还提到，她曾在 2000

年的时候看过央视《今日说法》节目关于法

子英被枪决的部分视频，但后面部分均未看

，所以 4 起案件中，除合肥案知道法子英杀

人外，前三起案件均不知道法子英杀人。杀

人行为是法子英所为，她在厦门落网后才知

道前三起案件有多人遇害。自己一直被法子

英性侵、法子英以她家人的安危等言语胁迫

她跟从法子英在各地流动。

在劳荣枝的描述中，法子英穷凶极恶、

相貌丑陋、好逸恶劳、自以为是。她认为自

己是师范毕业，又是小学老师，是个“傻白

甜”“挺诚实”。公诉人问她温州案中，她

为什么单独取钱，被银行工作人员认出不是

本人还应对自如，她称是法子英教她的，她

形容离开时两名被害人还“好好的”，她一

直被法子英控制、胁迫，跟法子英在一起自

己精神涣散。说到这里时，劳荣枝开始哽咽

。公诉人询问劳荣枝，被害人被控制了，为

何还称她们好好的？她再次强调法子英对她

的控制，并称“我逃避他（法子英），我觉

得天空都是蓝的。”

庭审中，谈及自己被法子英“强奸”几

度堕胎等情况时，劳荣枝数次哽咽落泪

劳荣枝否认和法子英是情侣关系

称被法子英“强奸”流产多次

检方以及合议庭分别对劳荣枝进行了讯

问，辩护人对劳荣枝进行了询问。

劳荣枝在询问阶段，讲述她在九江生活期

间被法子英“强奸”，半年之内两度堕胎，堕

胎时法子英也没有陪同，小产期间还被法子英

“侵犯”。此后还被法子英“强奸”怀孕过，

堕胎的第二三天又被法子英“强奸”。

据劳荣枝讲述，她此前是一名小学语文

教师。1995 年初，她通过朋友认识了开公司

的法子英，听法子英说过他曾因打架服刑。

在认识且见面多次后，一次回家时间太晚，

就被法子英“强奸”了，此后半年内两度堕

胎。劳荣枝称，她很传统、单纯，认为自己

不是处女就嫁不出去了，当时法子英告诉她

，他犯了案，让她跟他一起逃，否则就会杀

害她的家人，所以她就和法子英离开了九江

。

劳荣枝称自己多次想要和法子英分手，

她喜欢有学历、有正式工作的人，当时有名

当警察的同学正追求她，她的家人也很支持

。但法子英不允许，1995 年她被迫停薪留职

。

二审法庭上，劳荣枝否认她和法子英是

情侣关系。公诉人提到，她在庭上回答辩护

人询问时，说自己在温州案中租房回去要跟

“家人”商量，公诉人询问她为什么称法子

英为家人？劳荣枝在庭上反问称，“难道说

他（法子英）是自己男朋友、情人？他都不

是。”

劳荣枝还推翻了此前供述，否认犯故意

杀人罪，并认为绑架、抢劫行为也是受法子

英逼迫，她并未共谋，不是主犯，而是胁从

犯。劳荣枝还否认一审认定多项情形，其中

包括否认她和法子英系情侣关系，否认她在

南昌案中捆绑熊某、温州案中捆绑两名被害

人的行为，否认南昌案中她提出“放火烧指

纹”“剪掉电话线”，称逃离南昌前熊某还

活着，还否认坐台为物色“猴子”等多项细

节。

检方认为，从法子英、劳荣枝的供述以

及证人证言中，都能证明劳荣枝系南昌灭门

案、温州出租屋杀人案的共犯，劳荣枝之前

供述与今天当庭陈述互相矛盾。

此前，2021 年 9月 9日，南昌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劳荣枝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被

告人劳荣枝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

，劳荣枝当庭表示上诉。

记者了解到，劳荣枝二哥劳声桥及“南

昌灭门案”被害人熊启义弟弟熊启重均旁听

了此次庭审。熊启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需要劳荣枝家属的经济赔偿，希望维持

一审原判；劳声桥则表示如维持原判，将继

续上诉。

劳荣枝案二审于19日继续庭审。

劳荣枝的辩护人 18 日表示，或将有新的

证据提交法庭。19 日的庭审，检辩双方将对

“常州绑架案”、“合肥绑架杀人案”两起

案件进行举证质证，双方还将展开新一轮法

庭辩论。

劳荣枝二审细节曝光：
自称是个“傻白甜”，“挺诚实”

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參加安倍葬禮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參加安倍葬禮
訪問日韓訪問日韓，，鞏固美國影響力鞏固美國影響力

【綜合報道】美國白宮發表聲明稱，副總統哈里斯將於9月25日至29日訪問日
本和韓國，並率總統代表團出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國葬。白宮表示，哈里斯將在
東京和首爾出席一系列活動，進而突出美日韓聯盟實力。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8日報導稱，此次哈里斯出訪是應總統拜登要求。
她將把參加安倍葬禮作為訪問亞洲的契機。 CNN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哈里斯預計
將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韓國總統尹錫悅會面。這是哈里斯擔任副總統以來，第二次
訪問亞洲。去年8月，哈里斯訪問東南亞期間圍繞亞太安全問題、區域經濟合作，包
括全球芯片生產等供應鏈問題拉攏越南和新加坡以求遏制中國。消息人士告訴CNN，
白宮官員們認為哈里斯此次訪問日韓，將在其首次亞太行成果基礎上進一步鞏固美國
的亞太影響力。

就哈里斯將率團參加安倍晉三國葬一事，日本官房長官松野博一8日表示：“我
們認為這是對安倍將日美同盟提升至新高度所做貢獻的高度評價，對哈里斯的首次訪
日表示熱烈歡迎。”

日本NHK網站8日報導稱，哈里斯訪日期間將與日本政府高官會談，就深化日美
關係，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以及在經濟和安保領域的合作展開溝通。

而對韓國的訪問將是美國副總統時隔4年零6個月再度對韓國進行訪問。 2018年
2月，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曾到訪韓國。韓國總統室表示，這體現出雙方在尹錫悅政
府成立後加強韓美同盟的堅定意志。韓國外交部稱，期待哈里斯此訪能為韓美髮展全
球全面戰略同盟關係作出貢獻。

韓聯社分析認為，尹錫悅可能呼籲哈里斯盡快解決美國實施《通脹削減法案》區
別對待韓產電動汽車的問題。此外，韓政府或再次呼籲美方支持和協助韓方制定的對
朝路線圖“大膽構想”，重申“韓美攜手共同遏制朝鮮再次發起挑釁”的重要性。

有分析人士認為，今年以來，美國以半島核問題和台海問題等為支點，反复拉攏
日本和韓國，推動其“印太戰略”落地，試圖打造遏制中國的包圍圈，恢復在亞太的
影響力。不過，雖然看似互動頻繁，但三方各有盤算：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
，試圖在東北亞打造三邊同盟以遏制中國；日本想藉機實現軍事正常化，提升地區影
響力；韓國最大的合作動力則是應對來自朝鮮方面的壓力。然而，日韓在經濟領域與
中國聯繫緊密。鑑於力量、地位、利益有別，三方合作對華遏制的戰略勢必受到製約
。

特拉斯宣布特拉斯宣布15001500億英鎊救助計劃億英鎊救助計劃
保護家庭和企業免受能源價格飆升衝擊保護家庭和企業免受能源價格飆升衝擊

【綜合報道】英國首相特拉斯宣布了一項
約1500億英鎊的計劃，對天然氣的批發成本
進行補貼，以此降低英國家庭和企業的賬單，
免受能源價格飆升的衝擊。

據《金融時報》報導，特拉斯表示，未來
兩年，“能源價格保障”將把英國家庭的年均
能源賬單限制在2500英鎊以內。

“我們將在今冬和下一個冬天支持這個國
家，並解決高價格的根本原因，這樣我們就再

也不會處於同樣的境地了，”特拉斯說。同時
，企業和學校等公共部門機構將獲得與家庭
“同等的支持”，但持續時間僅為6個月。這
一面向商界的計劃的細節尚不清楚。

特拉斯表示，該措施將使英國飆升的通貨
膨脹率降低4至5個百分點。該一攬子計劃將
幫助企業和家庭應對數十年來最嚴重的能源衝
擊，防止企業出現大規模破產，並使數百萬家
庭擺脫燃料匱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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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經歷1515位英國首相位英國首相，，1414位美國總統位美國總統
回顧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位回顧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位7070年年

【綜合報道】英國當地時間9月8日，王室
發布聲明宣布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去世，享年96
歲。

早些時候，因為女王的健康狀況不容樂觀
，家人們都是火速趕往了女王所在的蘇格蘭巴
爾莫勒堡。她的四個兒子女兒都趕到了身邊，
孫輩的威廉王子也親自駕車趕到，陪伴了女王
最後一程。

在女王去世後，查爾斯會立刻成為英國新
一任的君主。英國已降半旗致哀，而女王的葬
禮，根據此前洩露的計劃來看，會在10天后在
威斯特敏斯特教堂舉行。伊麗莎白二世也將與
去年去世的丈夫菲利普親王葬在一起。

自25歲成為君主以來，伊麗莎白二世先後
經歷了15位英國首相，並會見了 14位美國總
統。她見證了大英帝國的衰落和全球化的興起
。通過自己的辛勤付出，她維持著王室聲譽，
讓這個君主制在英國繼續延續了下來，並且還
在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她已經登基70週年，是歷史上在位時間最
久的君主，成為英國文化的象徵，也在世界文
化中深深的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接下來就用圖
片來回顧一下她漫長統治和一些關鍵時刻。

1947年，宣布終生奉獻給國家。
當時還是公主的伊麗莎白二世正在南非訪

問，當時南非還是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年滿
21 歲，發表了她最早的公開演講之一。在開普
敦電台播放的演講中，伊麗莎白宣誓將終生為
王室和人民服務，“我在你們所有人面前宣布
，我的一生，無論是長是短，都將致力於為你
們和我們都屬於的偉大皇室服務。”
1953年，加冕

伊麗莎白的王位之路因她叔叔的退位和她
父親喬治六世國王的早逝而加速。 1952年2月
，她在外出訪問時，父親突然去世，她繼任王
位，那年她才25歲。 1953 年 6 月她正式加冕
。加冕儀式也首次通過電視轉播，這是受到了
她丈夫菲利普的鼓勵。

英國和世界各地的數百萬人觀看了威斯敏
斯特教堂的典禮。該行為也促使了之後王室的
各項活動通過電視轉播，王室八卦也就成了世
界各地人民茶餘飯後的吃瓜樂趣。

伊麗莎白在當晚向全國發表講話時說“雖
然我的經驗如此短，我的任務如此新，但我的
父母和祖父母給我樹立了一個榜樣，我可以堅
定和帶有自信地學習，我衷心感謝你們。”

1957年，首次訪問美國作為噴氣機時代的
女王，伊麗莎白除了在英聯邦廣泛旅行外，還
進行了 90 多次國事訪問。在展示皇冠的象徵意
義的同時，她幫助加強了與盟友的聯繫，並在
印度、俄羅斯、南非和愛爾蘭等地撫平了充滿
憂慮的關係。

伊麗莎白在 1951 年還是公主時拜訪了杜魯
門總統，但她在 1957 年以女王身份對美國進行

了首次國事訪問，與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
會面。這是為了紀念英國在美國建立第一個殖
民點弗吉尼亞州詹姆斯敦的350週年。
1957年，第一個電視聖誕致辭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從未接受過採訪。
但她已經找到了與她的人民建立聯繫的方法，
其中就包括通過她每年的聖誕節演講，這是英
國節日傳統的核心部分。作為國家元首和英國
國教會的領袖，她的言論混合了智慧、信仰和
偶爾的個人反思。

“我不能帶你上戰場，我不給你法律或主
持正義，但我可以做些別的事情，我可以把我
的心和我對這些古老島嶼和我們國家兄弟情誼
的所有人民的忠誠獻給你。”她在 1957 年的第
一次電視聖誕講話中這樣說道。
1966年 阿伯凡礦難

女王的統治期間也有國家重大災難的時刻
。 1966 年 10 月 21 日，從被雨水浸透的大量
煤屑從山上滾落，沖向威爾士的阿伯凡鎮，造
成 144 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在校兒童。

當全國人民為這場悲劇哀悼時，伊麗莎白
因等待八天才訪問災難現場而受到批評，據說
她對這一決定感到後悔。
1970年，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民眾

女王打破了幾個世紀以來的傳統，她沒有
站在人群遠處揮手致意，而是在澳大利亞和新
西蘭的皇室之旅中近距離和人們互動。她身穿
檸檬黃色連衣裙，頭戴標誌性的帽子和拿著手
提包，走過悉尼的街道上微笑著，和眼花繚亂
的圍觀者說話。

從那以後，在群眾中“走動”就成了許多
王室成員的常規做法。
1981年 查爾斯和戴安娜的婚姻

1981 年7月29 日，伊麗莎白二世的長子
和王位繼承人查爾斯王子與戴安娜•斯賓塞舉
行了童話般的婚禮。多達 100 萬人想一睹這場
遊行的風采。倫敦市中心，而 BBC 估計全球
有 7.5 億人在電視上觀看。但不曾想到，這是
女王家庭生活中最艱難的時期之一的開始。

儘管戴安娜被稱為“人民的公主”，但這
對夫妻的婚姻卻陷入困境，相互指責不忠。他
們於 1992 年分居——這一年被女王稱為“an-
nus horribilis”（拉丁語為“災難性的一年”）
。除了查爾斯離婚，安德魯王子分居、安妮離
婚，溫莎城堡還發生了火災。

而查爾斯和黛安娜婚姻的破裂，特別是查
爾斯的出軌，給王室帶來了非常負面的影響，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都有人說能不能跳過查爾斯
，直接讓威廉王子接下王冠。
1986年 第一位訪問中國的英國君主

1986年10月，伊麗莎白成為第一位訪問中
國的英國君主。此次訪問被視為英國外交努力
的重要組成部分。女王參觀了長城和新出土的
兵馬俑。

1997 戴安娜之死
時到今日，黛安娜

王妃依舊是全球非常具
有影響力的時代 icon。
1997 年，當公眾得知
戴安娜在巴黎因一場隧
道車禍去世時，大家的
心裡都是震驚和不可置
信。那一刻震驚了世界
，也讓世界對英國王室
進行了密切的公眾審查
。

女王甚至都因反應
遲緩而受到批評。幾天
后，她在白金漢宮向全
國直播說：“認識戴安娜的人都不會忘記她。
數百萬從未見過她，但覺得他們認識她的人，
會記得她。” 她補充說：“我們都在嘗試以不
同的方式應對。”黛安娜的死亡也給王室帶來
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陰謀論認為正是王室對王
妃下了手。君主制在那段時間面臨著巨大的考
驗，人們疑問這樣的王室存在下去的必要性是
什麼。
2007年 首次聖誕講話播出 50 週年

跟著時代進步的步伐，伊麗莎白二世以一
種現代風格慶祝她的第一次聖誕講話50週年紀
念，她用了社交媒體YouTube 發布了演講。

“變老的一個特徵是對變化的高度感知，
記住 50 年前發生的事情意味著有可能了解在此
期間發生的變化；它還讓你意識到什麼是不變
的，就像家庭一樣。”
2012 倫敦奧運會

相信大家肯定還對女王和007從天而降，
來到倫敦奧運會開幕式現場的場景記憶猶新。
這是奧運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之一。以沉
著優雅著稱的女王能與演員邦德一起出演一齣
戲劇，讓觀眾大吃一驚。

從片段裡可以看到，007的扮演者丹尼爾
•克雷格來到皇宮護送女王出席開幕式，最後
兩人從直升機上跳傘進入體育場，女王甚至還
比007更為勇敢，率先跳傘。現場則是震驚的
觀眾們的熱烈掌聲中。而真正的女王一如既往
地面無表情，用熟悉揮手進入她的包廂座位。
2021 菲利普親王去世

在女王的一生中，她的丈夫菲利普親王是
她最堅實的後盾與依靠。但白金漢宮在2021 年
4月9日宣布了她最愛的人去世的消息。

伊麗莎白與菲利普結婚73年，菲利普的離
開給予她的是巨大的打擊，自那以後，女王的
身體狀況也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因為疫情的
關係，菲利普的葬禮只有親密的家人和朋友參
加。所以最後女王是獨自坐在長椅上，戴著黑
色口罩，倍顯孤獨。

對於伊麗莎白，菲利普會親切地稱她為

“Lilibet”，而伊麗莎白形容菲利普是她的“力
量和堅持”。在那年的聖誕致辭中，她回憶說
，他“頑皮的、好奇的（眼睛的）閃亮，即使
到最後依舊像我第一次看到他時一樣明亮。”
“但生活當然包括第一次見面和最後的離別。
”
2022 白金禧年

今年迎來了女王登基70週年，伊麗莎白二
世也成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在位 70 年的英國
君主。全英上下都舉行了盛大的慶典慶祝，但
其實那時候女王的身體就已經大不如前了。

慶祝活動在倫敦舉行的閱兵式、82 響禮炮
和 70 架皇家空軍飛機在天空中劃過時拉開帷幕
。當時，女王出現在白金漢宮的陽台上。這也
是女王最後一次在公眾前亮相。
2022年 第15任首相

週一，英國執政黨保守黨宣布選出新黨魁
特拉斯，接任因醜聞纏身辭職的約翰遜。週二
，特拉斯就前往了蘇格蘭的巴爾莫勒爾接受女
王的任命，正式成為英國新首相。

這是女王在位期間的第 15 任首相了。
1952年，女王登基時的首相還是溫斯頓•丘吉
爾。

在任命特拉斯的時候，媒體是已經發現了
女王的不對勁。她的手背有明顯的淤青，立刻
引發了外界對伊麗莎白健康狀況的擔憂。

在周四，王室是發布聲明，女王正在接受
醫療方面的監測，但沒有很嚴重，民眾也是聚
集在了巴爾莫勒堡外為女王祈禱，但沒想到短
短幾小時後，就迎來女王去世的消息。

此前，媒體曝光，伊麗莎白二世去世的一
系列行動為“倫敦橋行動”，女王一旦過世，
她的私人秘書將以“倫敦橋倒了”(London
Bridge is down)作為密語，最先向首相通報消
息。
此刻倒下不是倫敦橋，而是一個時代落下了帷
幕。伊麗莎白二世走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歷
了日不落帝國太陽的落下，迎接了新千禧年的
日新月異。她見證了世界的變遷，現在世界也
與她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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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商業化提速
智能時代開啟美好圖景
以“智聯世界 元生無界”為主題的

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在上海開幕。此

次大會把脈人工智能與元宇宙相融互促

的發展趨勢，匯聚世界人工智能最新觀

點和成果。專家表示，人工智能只有深

深嵌入各行各業的作業場景，才能充分

發揮其價值。人工智能的應用場景不斷

拓寬，應用案例越來越多。智能計算將

成為算力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自動駕駛技術進步速度超預期
“在技術和商業層面，人工智能都

取得了巨大進展。”談及人工智能產業

近年來的發展情況，百度創始人、董事

長兼首席執行官李彥宏在大會開幕式上

表示，人工智能逐漸從理解語言、理解

文字、理解圖片、理解視頻走向生成內

容。

人工智能在自動駕駛領域的進展

明顯。李彥宏表示，自動駕駛技術進

步速度超預期，國內消費者對汽車網

聯化、智能化需求都比較高，各大車廠

主動擁抱自動駕駛，與專業技術廠商進

行合作。

華為輪值董事長胡厚崑認為，人工

智能在各行各業、不同場景的應用案例

越來越多。“當前，人工智能已深深嵌

入到這些場景的生產作業流程。”

以人工智能輔助藥物設計、藥物開

發為例，胡厚崑說，華為最近參與了西

安交大第壹附屬醫院的壹個項目，致力

於開發壹款新的超級抗菌藥，華為在該

項目中提供的人工智能藥物分子大模型

作出了壹定貢獻。“在人工智能輔助

下，先導藥研發周期從過去通常幾年

時間縮短到壹個多月，研發成本降低

70%。”胡厚崑表示，只有深深嵌入到

各行各業的作業場景，人工智能才能發

揮最大的價值。

元宇宙六大應用場景發布
在本屆大會開幕式上，元宇宙六大

應用場景露出“廬山真面目”。其中，

《智慧國展，多重技術構築智腦孿生》

，融合了人工智能和數字孿生等前沿技

術。《孿生之城，超級場景預見未來城

市》，推動在未來交通、未來醫療、未

來生活、未來金融、未來制造等場景的

企業集聚、協同創新。《智慧產線，智

能終端賦能國之重器》，依托數字孿

生、工業互聯網和機器人技術，打造

數字化、智慧化的鋼鐵制造流程全新

生產方式。《孿生交通，服務智慧交

通新轉型》，通過楊浦大橋和洋山港兩

個場景的試點，將拓展高速、快速、幹

線“三張網”集群數字孿生，提升全路

段、全鏈條、全場景的智慧交通服務能

力。

作為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的最高獎項

，SAIL獎(卓越人工智能引領者獎)獲獎

項目火熱出爐。中科院自動化所基於昇

騰AI的全球首個三模態大模型“紫東太

初”；微創機器人圖邁多臂腔鏡手術機

器人；壁仞科技BR100：大算力人工智

能通用 GPU 芯片等 5 個項目獲得 2022

SAIL獎。

以“紫東太初”為例，其是全球

首個圖、文、音三模態大模型，由中

科院自動化所基於華為全棧自主創新

的昇騰AI基礎軟硬件平臺聯合打造，

開創性地實現了圖像、文本、語音三

模態數據間的“統壹表示”與“相互

生成”，理解和生成能力更接近人類

，為打造多模態人工智能行業應用提

供創新基礎，邁出了向通用人工智能

發展的重要壹步。

2019 年以來，圍繞全面推動城市

數字化轉型，上海發布了 3批共計 30

個人工智能重大應用場景，形成了壹

批可復制、可推廣的人工智能應用場

景建設方案。當前，上海正加速人工

智能和元宇宙產業發展，張江科學城

將積極投身產業鏈布局，未來將進壹

步提升產業凝聚力，升級數字業態，

培育創新生態，積聚前沿智慧與創新

能量。

算力將朝三個新方向邁進

圍繞“AI賦能百業”“促進數字化

轉型”等話題，中外知名企業代表展開

了討論，探討產業發展新動能，展望智

能時代新機遇。

阿裏巴巴集團副總裁、阿裏雲全球

銷售總裁蔡英華介紹，目前中國企業采

用人工智能比例為58%，居全球首位。

“預計到2025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

數據圈，而智能計算將成為算力增長的

主要驅動力。”

壁仞科技創始人兼董事長張文認

為，未來算力將呈現出“制造智能”

“反哺和疊加”“仿真和模擬”“虛擬

世界”“經濟杠桿”五個前所未有的新

特點，並將朝著“高效算力”“綠色算

力”“多樣化算力”三個新方向邁進。

衰退風險加劇 9月美股難言樂觀
在6月跌至今年以來低點之後，美股三大股指

壹度出現反彈。然而，8月上漲勢頭受挫，三大股

指當月均跌逾4%。

機構專家認為，進入9月後，不論是從美國整

體經濟環境，還是從9月歷史表現看，美股前景均

難言樂觀，投資者需保持謹慎。

歷史數據不佳
今年6月，美股三大股指跌至年內低位，此

後隨著市場擔憂情緒緩解，三大股指持續反彈

，至 8月初階段漲幅壹度超過 20%。然而，8月

市場情緒再度低迷，當月標普500指數累計下跌

4.24%，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4.06%，納斯達克指數

下跌4.64%。

展望美股9月表現，專家並不樂觀。從歷史數

據看，美股在9月整體表現不佳。

根據《股票交易員年鑒》統計，自1950年以來

，9月是道瓊斯工業指數、標普500指數每年表現

最差的壹個月。自1971年以來，9月是納斯達克指

數每年表現最差的壹個月。

2022年以來，美股三大指數均明顯下跌，納指

更是跌逾24%。

摩根大通在最新研究報告中表示，投資者

要關註美聯儲9月的議息會議。此外，上市企業

如何繼續應對通脹和外匯風險，也將影響股市

走勢。

衰退擔憂困擾美股
除歷史數據外，當前美宏觀經濟形勢也引發各

界關註。部分專家認為，疲軟的美國經濟前景將拖

累美股前景。

State Street Associates投資者行為研究部主管

Rajeev Bhargava表示，市場信心此前壹度出現回升

。然而，鑒於美聯儲鷹派言論日漸強硬，近日股市

波動加劇，因此觀察這種信心是否持續十分重要。

野村證券美國高級經濟學家Robert Dent直言，

美國經濟增長勢頭在實際消費活動、工業部門、住

房和市場情緒方面繼續迅速放緩。由於從商品消費

轉向服務消費步伐緩慢，美國家庭正面臨歷史高通

脹以及實際收入下降，實際消費支出最近趨於平緩。

Robert Dent預計，美國可能出現經濟衰退，相

信美聯儲將借鑒其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做法，繼續加

息並將其維持在限制性水平，直至出現確切的回歸

通脹目標的跡象。這種策略有可能意在防止通脹問

題變得更加頑固。預計美聯儲將於9月加息50個基

點，然後在11月、12月和明年2月各加息25個基

點，最終利率會達至3.50%-3.75%。

瑞銀集團在研究報告中表示，根據最新的經濟數

據，美國經濟衰退概率已飆升至60%。這比該機構在

6月預測的40%的衰退概率上升了20個百分點。

FXTM富拓首席中文分析師楊傲正表示，美聯儲

9月議息會議備受關註，市場對美聯儲加息50基點還

是75基點預測存在顯著分歧，原因主要與經濟前景

有關。美國最新公布的ADP新增就業人數僅為13.2萬

，創今年以來新低。不過，就業數據疲弱並未改變美

聯儲委員的觀點，例如美聯儲委員梅斯特表示，即使

美國經濟衰退也要收緊貨幣政策以遏制通脹。

上海人喜欢喝咖啡，上海的咖啡馆数量也是

全球第一，但要问大家喜欢喝什么咖啡，不少老

饕一定会回答“手冲”。

什么是手冲？准备好滤杯、滤纸、手冲壶，

让热水缓缓注入，将咖啡粉中的精华成分萃取出

来，这样泡出来的咖啡，一般都可以叫做“手冲

咖啡”。有人说一杯好喝的手冲咖啡，可以感知

不同咖啡豆的个性，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手冲更

是一种生活方式。

近日，震旦博物馆举办“闻香识豆玩咖啡

——以杯测定义精品咖啡”活动，吸引了众许多

咖啡爱好者参加。国际咖啡品质鉴定师教授大家

通过杯测来解读不同咖啡豆的独特风味，深度了

解一杯手冲咖啡的奥秘。

你知道如何测评咖啡吗？

肯尼亚、阿拉比卡、危地马拉、博尔坎巴鲁

、埃塞尔比亚耶加雪菲，水洗、日晒、厌氧发酵

等等，第一次了解手冲的人，听到这些咖啡豆的

名字以及处理方式，已经深感头晕，不要说，要

靠鼻子去感知这些豆子里包含的“讯息”。

不过，阿尔· 帕西诺饰演的弗兰克中校可以

“闻香识女人”，好的咖啡品鉴师当然也可以

“闻香识豆”。

8月14日，震旦博物馆举办“闻香识豆玩咖

啡——以杯测定义精品咖啡”活动，吸引了众许

多咖啡爱好者参加。 震旦博物馆 图

阿当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国际咖啡品质鉴定师

。活动现场中，他向大家展示了专业人士是如何

对咖啡豆进行评测和打分，从而选出精品咖啡的

过程。在专业术语来说，就叫“Cupping（咖啡杯

测）”。

据说，这种方法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二十年

代，美国一个叫做“Hills Brothers Coffee”咖啡

制造商为了确保每批咖啡豆的品质统一，开始对

进口的咖啡执行出货前和取货时的杯测，并且作

为品管程序，最早是秘而不宣的，后来发展成为

鉴定、测评甚至衍生出了竞赛。1982年，美国精

品咖啡协会创立，掀起精品咖啡的浪潮。1985年

，咖啡品质协会的创始人Ted Lingle出版了《咖

啡杯测员手册》等书籍，并统一制定标准，咖啡

杯测才有了基本的准则。如今学习杯测，成为了

一名专业咖啡从业者的必经之路。

参与杯测的咖啡样品，必须满足同一研磨度

、粉水比、浸泡水温等条件。在正式品尝之前，

专业训练的杯测人员首先通过嗅觉来判断豆子的

风味，浸泡前的叫“干香”， 浸泡后的叫“湿

香”。

这看似考验的是嗅觉灵敏度，但同时还挑战

杯测人员的联想能力——是青草的芬芳？水蜜桃

的香气？抑或是带着淡淡的海洋气息……阿当介

绍说，一个好的咖啡品鉴师可以详细地描述出咖

啡豆里混杂着的各种香味。

闻完之后，用汤匙撇掉浮在咖啡表面的咖啡

沫，然后舀一勺放在嘴里。这里特别注意的是，

要将咖啡吮吸进嘴里

，也就是“嗖”的一

声吸进去，然后千万

不要咽肚子里，而是

将咖啡液用舌头顶到

门牙处，来判断其味

道，随后让咖啡液在

口中萦绕一圈，再咀

嚼一下。

所有过程结束后，咖

啡品鉴师要将咖啡样

品的香气、酸质、甜

感、醇厚度等抽象的

感受，进行文字和数

字量化的综合评价，

记录在杯测表上。根

据现行精品咖啡协会

（SCA）的规定，杯

测分数总分达80分以

上才为精品咖啡。这

些咖啡豆的味道干净

、均衡、层次丰富，

风味明显，用阿当的

话来说，就是拥有

“可追溯性”的豆子

。

热爱手冲，是一种生活态度

研磨好咖啡豆，准备好滤杯，滤纸，一把手

冲壶，再加上一个可以装咖啡液体的底壶，手冲

的工作就可以开始了。

手冲咖啡的本质是萃取和过滤，这种简单直

接的冲泡方式看似很简单，但如何控制好温度、

时间、速度，往往是考验初学者的难题。

“在冲泡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水流垂直、稳

定，不要转动手腕，而是用小臂来带动。”阿当

强调道。

所以与其说冲泡，整个过程更像是一场充满

未知数的实验，咖啡豆的研磨程度、水温、水质

、水流、萃取时间，甚至是注水的手法与时机，

每一个微小因素的改变，对最后的风味都会产生

影响。当然它也没有那么复杂，只要掌握技巧，

多练习多对比，就能使你手中的咖啡，越来越接

近心中的样子。

“我原来是学传统茶艺的，茶叶审评中也有

这样类似杯测的环节，只有通过杯测你才能知道

怎么改良，怎么扬长避短。”活动现场，体验了

手冲咖啡之后的陈女士说道。

陈女士今年46岁，她告诉记者，自己过去其

实并不喜欢喝咖啡，是个坚定的“茶党”。但没

想到今年春天突然而至的疫情，让她对咖啡有了

不一样的感觉。

“( 喝咖啡这件事 ) 我以前是打酱油的，公

司里有自动咖啡机，偶尔喝喝。真正入坑是今年

疫情在家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突然喝不到了

。越喝不到越想念，于是就上网买各种挂耳尝试

了起来，后来身边开咖啡店的朋友建议说，你可

以自己在家做手冲，于是就开始买设备，买豆子

，慢慢产生了兴趣。”

50岁的岑先生带着妻子何女士一起来参加活

动。他说自己每天的习惯是——早上一杯奶咖，

下午一杯手冲。久而久之，妻子也跟着他开始爱

上了咖啡。

“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早上必须

要有这一杯，这样新的一天才算开启。另外这两

年上海精品咖啡馆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每家

店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我们只要有空都会去体

验一下。”岑先生说。

24岁的Daisy是一名公司白领，也热爱喝手

冲。她觉得手冲的特色是可以喝到豆子本身的风

味，而且正因为手冲的变量多，能根据口味玩出

不同花样，过程充满了乐趣。

“过去大家对咖啡的印象，大多是像星巴克

这样的连锁咖啡。但渐渐地，大家的需求开始变

多，开始不满足于这些标准化的咖啡饮品，想去

探索一些小众的咖啡店，因为那些店铺会用自己

的豆子，或者用一些特殊的处理方式变得更有特

色。”Daisy说。

的确，从连锁咖啡店、独立咖啡店到精品咖

啡店、社区咖啡店，如今喜欢喝咖啡的上海市民

，对咖啡的理解已经大不相同，懂咖啡的人越来

越多，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也挑战着从业者的专

业度。

“我记得好像在2014年的时候，精品咖啡才

刚刚开始，还没有很多人知道。等到了2017年，

已经出现了圈子，到现在上海已经是全国精品咖

啡馆最多的城市了，发展真的很快。”阿当向记

者介绍道。

阿当指出，精品咖啡的定义，不仅仅是指豆

子的产区和风味，还包括咖啡的制作和与顾客的

交流。最重要的是，“精品”不代表“昂贵”，

不是只有昂贵的豆子才能煮出好咖啡。

“我之前买过一种国外的咖啡豆，一公斤要

将近600块钱。但后来在云南我找到了另外一种

风味和它非常相似的豆子，不但价格便宜很多，

而且一点也不输给前者，带回来后，很多朋友都

感到惊艳。”

阿当说，如今越来越多人热爱手冲，热

爱精品，这并不是恼人的“挑剔”，而是反

映了当下人们的生活态度：自我要求的提升

，追求个性化。因此，从业人员更要用心做

产品，只有做出更有态度的产品，才能吸引

更多的客人。

闻香识豆，为什么这么多人爱手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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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钧窑天蓝釉红斑梅瓶。成都博物馆供图

◀南宋哥窑青釉双耳簋式炉。 成都博物馆供图
▼南宋官窑青釉葵花式洗。 成都博物馆供图

近日，四川成都博物馆人气火旺，正在这里举办的“空明流
光——宋瓷·五大名窑特展”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参观。观众感叹：

“千年流溢彩，清韵满瓷光。”“涨知识了！打算再去三遍！”“通过
瓷器，跟千年前的祖先们交流，中华历史源远流长，被我们捧在
手掌，也捧在心上。”

瓷器诞生于3000多年前的中国，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具辨识度
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物质文明史上的伟大发明。品茶饮酒、熏香
插花、家居榻案，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瓷器的光影。此次展览透
过宋代五大名窑回望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的发展脉络，展现文雅精
致的宋代生活美学，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动人魅力与蓬勃活
力。

呈现宋人生活美学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从商周时期烧制的原始瓷到东汉诞生的
成熟青瓷，瓷器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流变；从唐代的“南青北
白”到宋代的名窑迭出，大江南北瓷器的普及催生了百花齐放的
制瓷流派，造就了中华瓷器第一个美学巅峰。

宋代瓷器不仅满足日常实用，更关注造型与釉色之美，在追
求艺术性与观赏性中达致炉火纯青的工艺水平。定、汝、官、
哥、钧“五大名窑”瓷器是体现宋瓷工艺、审美的典型代表，成
为后世收藏与鉴赏的焦点。

“空明流光——宋瓷·五大名窑特展”是成都博物馆联合全国
20家文博单位推出的重磅展览，展出350余件极具代表性的宋代
瓷器精品，不仅汇聚了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河北博物院等
多家博物馆的珍藏，还囊括了各地考古院所最新的陶瓷考古发现
以及宋瓷研究的前沿成果，展品中有40余件国家一级文物，并有
一些首次亮相的出土珍贵文物和标本。

展览以瓷为媒，将“雅”为核心的宋式美学植入展厅，展现
点茶三昧、焚香清供、书斋雅赏、燕居简乐等宋代生活场景，让
观众沉浸其间。书斋一角，梅花绽放于青瓷瓶，是暗香浮动的幽
韵；白瓷香炉上似有轻烟缭绕，令人心醉神迷；精致的点茶用具
陈列于古朴的木桌上，仿佛《东京梦华录》的风流情致扑面而来
……

成都博物馆副馆长、“空明流光”特展策展人黄晓枫说：“此
次展览不仅展示瓷器造型、釉色的外在美，更注重其背后的文化
意蕴，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成生动、富有美感的展览语言。”

展览第一单元“五色陶烟染繁华”展现了瓷器与宋人生活的
密切关联。宋代瓷器成为日常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器物，饮食起
居、居室装点、收藏鉴赏的需求刺激了瓷器消费的提升与审美趣
味的提高。“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全国范围内窑场林立，涌现出
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名窑。瓷器的生产制作越来越多地与文化表
达、审美诉求联系起来。”黄晓枫说。

在这一单元，可以看到以高品质青瓷闻名的耀州窑、龙泉
窑，创烧出如玉质感青白瓷的景德镇窑，粗陶细制、具有民俗趣
味的磁州窑，还有适应宋代斗茶之风而烧制黑釉瓷的建窑、吉州
窑。

五大名窑争奇斗妍

在千姿百态的宋瓷中，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瓷器
因其精良的工艺、典雅的造型、美丽的釉色而备受追捧，在后世
收藏中被推崇为五大名窑。展览第二单元“云在青天水在瓶”详
细介绍了五大名窑的产生、发展和美学成就。

定窑位于今河北省保定市，是中国北方著名白瓷窑场，也是
五大名窑中唯一主烧白瓷的窑场，创烧于晚唐，极盛于宋。自北
宋初年，定窑即奉命为宫廷生产日用瓷器，成为贡御时间最长的
窑址。不少定窑瓷器足底有刻款，现已发现的款识内容多达数十
种，不少与宫廷相关。

定窑白瓷装饰技法十分丰富，除刻花、划花、印花外，还有
浮雕、剔花、描金等多种方法。装饰纹样常见花卉、禽鸟、水波游
鱼、龙凤、婴戏等，纹饰线条清晰、布局严谨、繁密有致。

定窑白釉刻划萱草纹玉壶春瓶是一件刻花白瓷精品。此瓶釉
呈象牙白色，莹润光洁，腹部刻划两组萱草纹，线条流畅灵动。
萱草又称忘忧草，古人常在后院植萱草以表眷母之情。玉壶春瓶
是北宋时期创烧的瓶式，造型优美，原为酒器，后来也作为花器
和具有观赏性的陈设瓷器使用，是中国瓷器造型中的一种代表性
器型。

汝窑因窑场位于北宋时期的汝州而得名。汝窑瓷器胎质细
洁，造型工整，独创纯正的天青釉色，有“雨过天青”之谓，釉
面上多有细碎繁密的开片，宛如鱼鳞或冰裂。汝窑瓷器中的有些
器型，如椭圆形水仙盆、椭圆形洗等，属于汝窑独有，不见于其
他宋代名窑。汝窑烧造宫廷用瓷的时间较为短暂，南宋时汝瓷已

经很少见，如今海内外各收藏机构所藏的传世汝瓷不足百件。
展厅中可以看到天青釉盘、天青釉刻划花龙纹瓶、天青釉椭

圆形水仙盆等精品汝瓷，釉面抚如凝脂、视如香玉，令观众啧啧
赞叹。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的天青釉莲瓣鸳鸯钮熏炉造型独
特，吸引了笔者的目光。这件熏炉色泽素青，娇艳明亮，盖顶落
一鸳鸯，嘴、翅膀等处局部有残缺。鸳鸯嘴微张，颈部羽毛细微
可见，翅膀收紧。盖面呈莲蓬状，均匀分布着若干莲子纹，炉身
装饰仰覆莲瓣纹。香炉使用时，香烟由鸳鸯嘴缓缓而出，设计巧
妙，别具韵致。

“官窑”一词原指由官府出资兴建、产品流向由官府控制的陶
瓷器生产窑场。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宋代共设有北宋汴京官
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3座以贡御为主的官办窑场。南
宋官窑生产的青釉瓷器，以古典文雅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
自然成趣的开片著称，器型包括仿青铜器造型的礼器、祭器和日
常生活用具。薄胎厚釉瓷器是南宋官窑的上乘产品，经多次施
釉、多次烧成，体现了官窑生产的不惜工本。

南宋官窑青釉葵花式洗造型简雅，内外施釉，釉面满布细碎开
片纹，具备典型的“紫口铁足”特征：器物口沿厚釉在高温下熔融垂
流，故釉层较薄，隐隐露出胎体颜色，称之为“紫口”；外部底端有5个
支烧钉痕，足圈处露出黑色胎体，称为“铁足”。

哥窑器物造型古朴端庄，釉面润泽如酥，表面大多布满不规
则、大小深浅不一的开片，小片纹路一般呈土黄色如“金丝”，大
片纹路一般呈黑色如“铁线”，两者交错如织物，有“金丝铁线”
美称。由于哥窑窑址尚未发现，目前对其认识主要来自清宫旧藏
和各地收藏机构的传世藏品。

簋式炉是传世哥窑瓷器中的典型器，造型模仿青铜簋。眼前
这件南宋哥窑青釉双耳簋式炉，通体施灰青釉，釉面满布“金丝
铁线”。此炉双耳为方形，与常见的哥窑鱼形耳簋式炉不同。它的
外底和内底均不见支烧钉痕，与其他鱼形耳簋式炉也不一样。

走近钧窑，其秾丽的色彩令人眼前一亮。钧窑遗址在今河南
省禹州市境内，已发现窑址上百处。钧窑瓷器以雅致的乳浊天青
色釉和灿若晚霞的窑变釉备受追捧。钧窑对铜红彩和铜红釉烧成
颜色的精准控制，是古代制瓷工艺的巨大突破，釉色的创新赋予
了钧窑极强的生命力。宋以后，钧窑窑口分布更为广泛，产品更
加多样化。

北宋钧窑天蓝釉红斑梅瓶造型优美，带有钧窑标志性的铜红
彩。该梅瓶胎质坚硬致密，胎色灰白，上施天蓝色釉，釉层厚，
釉面滋润，积釉处呈深蓝色，表面有棕眼，器身饰红斑，在天蓝
釉底色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名瓷雅韵传承千年

宋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繁荣时期，对后世瓷器产生了深远影
响。元代以后，对五大名窑瓷器的仿制蔚然成风。明清时期，景
德镇御窑厂专门烧制皇室用瓷，在贡御瓷器品类中，均有仿烧五
大名窑的器类。这些产品一方面模仿定、汝、官、哥、钧各窑的
釉色与形态特征，另一方面又有适应时代的创新。

展览第三单元“漫惜樽前旧风味”展示了后世仿宋瓷器佳
品，清雍正仿定窑白釉婴耳缸、清乾隆款仿汝釉桃式洗、明仿官
釉笔山、明成化款仿哥釉八方高足杯、清雍正款窑变釉弦纹洗口
瓶等继承了宋代名窑风韵，也体现了明清时期高超的制瓷工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传承赓续，发展至今更是蓬勃繁荣。蕴

含在瓷器里的生活美学，滋养着现代文化时尚，启迪着今人的创
新创造。”成都博物馆馆长任舸介绍，此次展览根据不同受众群体
的文化需求，开展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展览期间，成都博物馆
将举办多场学术讲座，深度解读以五大名窑为代表的中国瓷器文
化；联动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等，开展多场体验活动，将瓷器与
传统佳节、宋式生活美学有机结合，带领观众体验宋代饮茶、制
香等；同时，还将邀请业内专家、学者，举办精彩纷呈的文化沙
龙，共话宋代瓷器的美学传承。

五大名窑珍品荟聚成都

品赏瓷器中的风雅宋
刘裕国



人口危机是怎样产生的

在苏联计划经济体系开始崩溃的同时，一场

人口危机也悄然上演。联邦人口增长率自1991

年以来就实际停滞了，死亡率是出生率的1.5倍

，总和生育率在2000年达到最低点，为1,195。

据2002年人口普查，俄罗斯的人口从1989年到

2002年减少了180万。

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一个特点是，由于高度的

城市化和经济停滞，其出生率下降到发达国家的

水平；而因为经济保障体系的崩溃，其死亡率已

经达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这一时期，俄罗斯每分钟有3人出生，却对

应有4人死亡。俄罗斯男性的死亡率尤其高，

2007年，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1.4岁，这与酗

酒、意外事故、谋杀和自杀有关；而女性的预期

寿命长达73.9岁。

到2013年底，俄罗斯常住人口为143,347,059

人，比1993年148,561,694人的峰值减少4.5%。

虽然2009年以来，俄罗斯人口就依赖外来

移民实现了机械增长；在2013-2014年间，在高

油价等因素的助推下还短暂恢复了自然增长。但

俄罗斯人口的水下问题，远比想象中的多。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人口学院院长维什

涅夫斯基在2015年曾提到，这样的人口自然增

长显然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而自然衰退的回归是

几乎不可避免的。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末期开始的人口危机，

是经济压力下人们有意识地压缩生育，以及社会

保障体系崩溃下人均寿命丧失的结果。

人口滑坡夺取的是本该有机会出生的婴幼儿

和本来应该含饴弄孙、安养天年的长者的生命，

而苏联留给俄罗斯的人口结构是健康的。在1980

年代，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人口结构呈现出良好

的状态。到1987年，出生率达到2.23，人口每年

增长约100-120万人。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2013年的自然增长才

有可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的劳动

年龄人口比例一直在增长。2011年达到了历史最

大值——占总人口的66.3%（近9500万人）。

因此，即使是在被称为“后苏联人口危机”

的时期，俄罗斯虽然人口在缩减，但是人口负担

率实际上是一直在下降的，因为俄罗斯比苏联承

担的养育儿童和赡养老人的成本都更少。而到

2011年，人口负担下降这种可悲的形势也要结束

了。

显而易见，2013年后自然出生率的增加是由

经济艰困时期所“推迟”的孩子带来的，类似于

中国放开“二胎”。每位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增

加了，但这些母亲依然是在苏联时期出生的，而

俄罗斯时代并没有诞生很多年轻的女公民。

25-29岁女公民为传统标准的育龄女性，这

一数量在2012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到

2017年，则减少了100万以上。2018年后，连

30-34岁年龄区间的女性数量也开始缩减。

没有更多母亲，就没有更多孩子。所以设立

“英雄母亲”，就是要用单个母亲的育儿数量来

弥补母亲总数的不足。

而比起绝对人口的下降，人口要素在区位间

的配置失衡，同样是一个大问题。不仅仅是一般

所说的西伯利亚和远东人口在减少，欧洲人口在

增加。人口的区域错配，也绝不单纯是气候宜居

与否问题，更多的是俄罗斯极度不平衡的经济地

缘格局所造成的。

以位于欧洲的黑钙土地区为例，这里的人口

也在减少。气候相对宜人的坦波夫州与自然环境

严酷的马加丹州和犹太自治州并列为俄罗斯死亡

速度最快的三个地区。

目前，坦波夫州首府坦波夫市的人口不到

30万，且收入很低。而它周边的城市，例如赫

赫有名的沃罗涅日、利佩茨克、奔萨和梁赞，也

只有沃罗涅日达到百万人口以上。

刺激人口自然增长

针对俄罗斯人口危机，2006年普京在联邦议

会上指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以下政策

：首先是减少死亡，其次是提高移民政策的效率

，第三是提高出生率。”

此后，俄联邦政府颁布了《2006-2015年俄

罗斯国民人口发展计划》。通过实施这一计划，

俄罗斯首次逆转了人口下降趋势，并在2013年

实现了自然增长。

首先是对人均寿命降低的挽救。1994年，俄

联邦达到了自1950年代以来的最低的人均预期

寿命——63.98岁。男性的这一指标甚至降至58.1

岁，低于当时的60岁退休年龄。

2005-2019年间，男性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

了近10年。2022年第二季度，俄罗斯的平均预

期寿命超过73岁。与90年代初相比，谋杀和酒

精中毒致死的数量减少2/3，自杀人数减少一半

。据《柳叶刀》报道，与2000年相比，当前俄

罗斯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了56%。

此外，虽然俄联邦继承了苏联对于儿童妇女

权益立法和保障的大体方向，但解体后造成的福

利制度荒废，依然是压抑出生率的主要因素。

2001年以前，儿童的每月津贴一直由地方预

算支付。到1999年，地方财政拖欠的福利金已

经超过300亿卢布（相当于当时拖欠工资的数额

）。只有三个地区——莫斯科、圣彼得堡和萨马

拉州没有拖欠，有的地区甚至两三年不发福利。

1999年8月起，俄联邦开始对人均收入低于

最低生活水平家庭发放津贴，旨在保证最贫困的

有孩子家庭的基本权益。

在促进人口自然增长的措施中，恢复母婴保

障和刺激生育意愿的努力尤为重要。2006年后，

俄政府扩大了儿童保育津贴的覆盖范围，提高金

额，并设立育儿津贴。新生儿家庭还能通过“出

生证明”从社会保险中获得资金。此外，学前教

育费用也全部由公费负担。

通过这些措施，近年来俄罗斯人口下降的趋

势有所逆转。但这样的补贴并不能真正逆转生育

率，仅是降低了养育的压力，以释放80年代出

生在苏联的女公民成长到育龄后的生育潜力。

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的自然出生率一直

在下降。到2021年下降到了2.3%，为2002年以

来的最低水平。而且由于老龄化、新冠疫情等原

因，死亡率增加了15.1%。俄罗斯政府的刺激生

育的政策，并没能有效提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移民政策拉动机械增长

上世纪90年代，不仅是俄罗斯人口危机最

严重的时期，也是外来移民涌入的高峰期，同时

也是俄罗斯仇外情绪的巅峰。

如今，俄罗斯人对移民的态度已经相对正常

，但移民对于俄罗斯依然至关紧要。俄罗斯实现

人口自然增长的时候是绝对少数，而由于移民所

拉动的机械增长才是常态。2019年初，近1650

万移民在俄罗斯生活，占该国人口的10%以上，

此外还有数百万非法移民。

但外来移民的机械增长趋势已经开始下降。

2018年是后苏联时代移民流入量历史最低的一年

，流入量几乎是前一年的一半。而随着2019年

新冠大流行，移民规模则进一步的下降。

有专家认为，俄罗斯GDP中的10-11%，都

是由移民创造的。新冠疫情导致工人短缺，建设

部估计建筑业工人短缺10万人。而莫斯科副市

长叶菲莫夫说，仅莫斯科目前就缺少约20万名

各行各业的劳务移民。

与外来移民几乎承担所有重体力劳动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大量的俄罗斯人从事着各种无所事

事而又效率低下的工作。

另一个刺激移民的可能举措是吸纳境外的俄

族。但有专家认为，这方面的潜力最多为200万

人。因此，俄罗斯过去通过吸纳移民拉动人口机

械增长的方式，已经没有多少潜力了。

另外，“英雄母亲”称号的恢复，不仅源于

俄罗斯人口状况的“极其困难”，在俄乌冲突的

背景下还有另一种意义。普京指出，在今天，

“大家庭的传统”正在逐渐恢复，“通常来讲，

那些在大家庭中长大的人更值得依靠，他们不会

让朋友、同事或祖国失望”。

因此，“英雄母亲”的恢复，不仅是为了试

图复兴俄罗斯日益凋零的人口，更是一种保守的

家庭价值的回归。

近日，普京在俄罗斯恢复了“英雄母亲”的荣誉称号，生育过十个以上孩子的女性，将获得

“英雄母亲”的称号。

该荣誉会在第十个孩子满一岁，且前九个孩子当时都还活着的情况下自动授予。该女性可以

获得100万卢布的奖励。

“英雄母亲”称号，最早于1944年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设立。当时，残酷的苏德战争导

致国内的人口（尤其是成年男性人口）减少。这一称号的设立旨在刺激生育。如今普京恢复这一

称号，也和俄罗斯国内严峻的人口问题息息相关。

苏联解体后，俄联邦相对于过去的“超级大国”只损失了24％的领土，却几乎损失了将近一

半的人口（其中被认为约有2500万属于俄裔）。

自命为“超级大国”继承者的俄罗斯，不得不面临这样的情况——俄罗斯依然占据“世界岛

”的31％的领土，但其中的六成是无人荒野，其人口仅仅是欧亚大陆居民中的2.7％。

由于俄联邦资源禀赋和人口禀赋的倒错，导致其无论追求哪种“复兴”，首先必须实现人口

的“复兴”。

俄罗斯，人口问题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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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
際電視15.3是美國南部八州唯一
的華語電視台，7天24小時播出
華語節目，每天下午6:30播出
《美南新聞聯播》 ，每晚7點播
出30分鐘的自辦專題節目。

本週一 9月 12 日晚 7點是
《生活》節目之《生活故事會》
，主持人黃梅子給您講英國靈媒
帕克預言女王2022年去世成真
。

本週二9月13日晚7點是陳
鐵梅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本週三9月14日晚7點是王
潔主持的《美南時事通》，採訪
萬通貸款。

本週四 9月 15 日晚 7點是

Sky主持的《子天訪談錄》。
本週五9月16日晚7點是美

南新聞總編輯蓋軍主持的《美南
時事通》，兩位常任嘉賓是德州
資深律師包傑生和僑領陳珂博士
、

本週六9月 17日晚 7:30重
播本週一的《生活故事會》節目
。

歡迎大家收看STV15.3每晚
7點的自辦節目《美南時事通》
、《生活》和《J&J 論壇》、
《子天訪談錄》，您也可以在美
南網 Scdaily.com 收看直播，
youtube 頻道 Stv15.3 Houston
同步收看直播。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
本週本週99月月1212日日----99月月1717日每晚日每晚77點節目安排點節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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