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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基輔消息：烏克蘭語當局說，俄羅斯12月29日週四早些
時候向烏克蘭發射了數十枚導彈，目標是基輔、東北部城市哈爾科夫和其它城市
，造成大規模空中轟炸，導致人們湧向避難所並導致電力中斷。

在基輔，一隊急救人員在被爆炸摧毀的住宅燃燒後的殘骸中搜尋，錄像顯示
首都上空揮之不去的導彈煙霧痕跡。在哈爾科夫，消防隊員努力撲滅發電站的大
火。

烏克蘭外交部長德米特羅·庫列巴在推特上寫道：“毫無意義的野蠻行為。
看到俄羅斯在新年前夕向和平的烏克蘭城市發射另一波導彈。我想到的只有這些
話。”

烏克蘭軍方表示，在當地時間早上 7 點開始的一次襲擊中，它擊落了俄羅斯
發射的 69 枚導彈中的 54 枚。空襲警報響徹全國，在基輔響了五個小時，這是戰
爭中持續時間最長的警報之一。

烏克蘭最高將領瓦萊裏·紮盧日尼（Valery Zaluzhny）在電報頻道上寫道：
“今天早上，侵略者向我國的能源基礎設施發射了空基和海基巡航導彈、防空導彈和 S-300 AD-
MS。”

烏克蘭武裝部隊準將奧列克西·赫羅莫夫 （Oleksiy Hromov）表示，導彈是向“東部、中部、
西部和南部地區的關鍵和能源基礎設施”發射的。

襲擊發生在“神風敢死隊”無人機連夜襲擊之後。近幾個月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關鍵基礎
設施發動了多次空襲，導致數百萬人在嚴寒中斷電斷熱。

最近的閃電戰緊隨克裏姆林宮拒絕烏克蘭和平計劃之後發生，堅稱基輔必須接受俄羅斯吞並
四個烏克蘭省。

基輔市軍方表示，達爾內茨基區的兩座私人住宅被擊落的導彈碎片損壞，一家企業和一個遊
樂場也遭到破壞。基輔市長維塔利·克裏琴科說，16 枚導彈在首都上空被擊落，叁人受傷。

哈爾科夫市長伊霍爾捷列霍夫表示，官員們正在澄清被擊中的地點以及是否有人員傷亡，而
利沃夫市市長安德烈·薩多維在電報頻道上表示，他所在的烏克蘭西部城市 90% 的地區都沒有電
。導彈損壞了一個能源基礎設施單位。

其州長馬克西姆·馬爾琴科說，在烏克蘭西南部的敖德薩地區，防空部隊擊落了 21 枚導彈。
他補充說，一枚導彈的碎片擊中了一棟住宅樓，但沒有人員傷亡的報道。

莫斯科一再否認以平民為目標，但烏克蘭表示其每天的轟炸正在摧毀城市、城鎮以及該國的
電力、醫療和其它基礎設施。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視頻講話中敦促烏克蘭人擁抱所愛的人，告訴朋友他們感謝他們，支
持同事，感謝他們的父母，並更多地與他們的孩子一起歡樂。

他說：“盡管我們經曆了可怕的幾個月，但我們並沒有失去人性，我們不會失去它，盡管未
來一年將是艱難的。”

俄羅斯因這場戰爭而受到全面製裁。這場戰爭已造成數萬人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城市
化為廢墟，動搖了全球經濟，推高了能源和食品價格。

今天的現實是，仍然沒有通過談判結束戰爭的前景。
澤倫斯基正在大力推動一項 10 點和平計劃，該計劃設想俄羅斯尊重烏克蘭的領土完整並撤出

其所有軍隊。
但莫斯科週叁駁回了這一說法，重申基輔必須接受俄羅斯吞並的四個省，即東部的盧甘斯克

和頓涅茨克，以及南部的赫爾松和紮波羅熱。它還表示，烏克蘭必須接受失去克裏米亞的事實。
克裏米亞是俄羅斯在 2014 年吞並的烏克蘭黑海半島。

克裏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裏·佩斯科夫說，不可能有“不考慮當今俄羅斯領土的現實，烏克蘭
四個省並入俄羅斯”的和平計劃。

據俄新社報道，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表示，澤倫斯基在西方幫助下將俄羅斯軍隊
趕出烏克蘭東部和克裏米亞並讓莫斯科向基輔支付損失的想法是一種“幻想”。

塔斯社援引拉夫羅夫的話說，俄羅斯將繼續在烏克蘭增強其戰鬥力和技術能力。他說，莫斯
科的動員部隊已經接受了“嚴格的訓練”，雖然現在許多人都在實地，但大多數人還沒有在前線
。

澤倫斯基告訴烏克蘭議會保持團結，並贊揚烏克蘭人幫助西方“重新找回自我”。
他在閉門舉行的年度演講中說：“我們的民族色彩今天是全世界勇氣和不屈不撓的國際象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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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展示了暴露於某些特定致癌因素的細胞如何變得具有免疫原性，即成為免疫攻擊的靶
點，以及如何利用這種暴露來治療諸如乳腺癌和其他上皮癌等主要形式的癌症。”——麻省總醫
院癌症免疫學和皮膚生物學研究中心Shadmehr (Shawn) Demehri博士

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發現了一種生物學機制，可以將暴露於如吸煙和紫外線等環境致癌因
素的細胞轉化為免疫原性細胞，這些細胞可以在治療上用於對抗耐藥性癌症。正如Science Ad-
vances 期刊中所報導的，該機制會刺激稱為趨化因子的小蛋白的釋放，而這些小蛋白又反過來招
募抗腫瘤免疫細胞（CD8+T 細胞）到腫瘤部位以阻止癌細胞轉移，進而可能提高新一代免疫療法
的有效性。

論文作者，麻省總醫院癌症免疫學和皮膚生物學研究中心Shadmehr (Shawn) Demehri博士
表示：“免疫療法近年來顯示出巨大的前景，但事實上它們對許多類型癌症的反應率非常低。我
們展示了暴露於某些特定致癌因素的細胞如何變得具有免疫原性，即成為免疫攻擊的靶點，以及
如何利用這種暴露來治療諸如乳腺癌和其他上皮癌等主要形式的癌症。”

眾所周知，CD8+T細胞能有效攻擊暴露於環境致癌因素的細胞。但在過去，科學界主要關注
的是基於這些暴露引起病人遺傳DNA中的突變作為免疫攻擊的原因。在他們與小鼠的實驗工作中
，麻省總醫院團隊首次證明了暴露於致癌因素的另一個後果，即通過吸煙、紫外線和污染等有害
環境因素造成的細胞非遺傳性改變，可能具有重大的免疫學意義。

“這一發現特別重要，因為它可能為目前不具實操性的 DNA 干預療法打開新的大門，因為沒
有臨床醫生想要將更多的基因突變引入癌細胞而只是為了使它們更具免疫原性。”Demehri 解釋
說: “我們發現，如果有另一種與致癌因素暴露相關的免疫原性因素，獨立於甚至與當前的突變存
在互補，那麼你可以將該因素引導到“冷腫瘤”（癌細胞周圍免疫細胞少）中使其變為“熱腫瘤
”（癌細胞周圍免疫細胞多），這意味著它會變得具有免疫原性，並且對免疫療法起反應。”

該因素是一種被稱為CCL21的趨化因子，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發現，該因子在暴露於
DMBA（一種類似於香煙煙霧中的致癌物質，一種聚芳烴）的小鼠的乳腺癌細胞中表達。麻省總
醫院癌症免疫學中心的研究人員Kaiwen Li博士表示：“正如先前的研究所顯示的，通過其信號傳
導，CCL21因子會招募CD8+T細胞，這些細胞將滲入腫瘤中，並與顯著降低腫瘤細胞轉移相關。
CCL21因子不僅能誘導抗腫瘤免疫反應以防止腫瘤轉移，而且能克服腫瘤中被稱為Tregs（免疫
抑制調節性T細胞）的免疫細胞對CD8+T細胞的抑製作用。” Kaiwen Li博士同時也是麻省總醫
院皮膚生物學研究中心和我國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泌尿外科的研究員。

作為這一獨特機制如何被用於實
際治療的案例，麻省總醫院團隊報告
說，將CCL21因子注射到腫瘤中可
能能夠將冷乳腺癌轉變為對當前免疫
療法起反應的熱腫瘤。

Demehri博士強調：“我們希望
研究人員將利用這些發現為癌症免疫
學的研究開闢一個更廣闊的領域。具
體來說，需要進行研究來確定由環境
致癌因素在各類癌症中誘導的全套細
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目的是能夠利用
最有效的抗腫瘤免疫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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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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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了基於心電圖的人工智能算法
在幫助識別房顫風險最大個體方面的貢獻。”
——Steven A. Lubitz博士，麻省總醫院心電生
理專家、

心房顫動--一種快速且不規律的心率異
常--是一種常見的心髒病症，常常導致心臟內
形成血栓，血栓可進入大腦引起中風。正如發
表在《Circulation》（循環）期刊上的一項研究
所描述的那樣，由麻省總醫院和麻省理工學院
及哈佛大學的博德研究所（ Broad Institute）的
研究人員領導的一個團隊已經開發出一種基於
人工智能的方法，用於識別有患心房顫動風險
的病人，因此病人可以從預防措施中受益。

研究人員根據在麻省總醫院接受初級保健
的45,770名患者的心電圖（記錄心電信號的非
侵入性測試）結果開發了可以預測未來五年內
發生心房顫動風險的人工智能算法。

接下來，科學家們將他們的方法應用於三
個大型研究數據集，包括總共83162人。基於
人工智能的方法可以單獨預測房顫風險，與已
知的臨床風險因素結合後，預測房顫具有協同
作用。該方法對先前患有心力衰竭或中風的個
體亞群也具有高度預測性。

文章高級作者、麻省總醫院的心電生理學
家、Broad研究所副研究員Steven A. Lubitz博
士表示：“我們看到了基於心電圖的人工智能
算法在幫助識別房顫風險最大個體方面的貢獻
。”另一位主要作者、麻省總醫院心電生理臨
床醫生和研究員Shaan Khurshid博士補充道：
“這種算法的應用可以促使臨床醫生完善房顫
的重要風險因素，從而降低發生房顫的風險。
”

Lubitz博士補充說，該算法可以作為一種預
篩選工具，用於目前可能未被發現的房顫患者

，促使臨床醫生使用長期心律監測器來監控他
們的心房顫動，而同時這又能預防中風。

這項研究的結果也證明了人工智能的潛
力--該情景下涉及到一種叫做機器學習（Ma-
chine Learning）的特殊類型--可以推動醫學發
展。 "隨著數據科學技術的爆炸和現在大量的臨
床數據，機器學習能夠幫助臨床醫生和研究人
員在加強心髒病學護理方面取得巨大進展。"共
同作者 Anthony Philippakis 博士表示，他是
Broad Institute博德研究所首席數據官和該研究
所的Eric and Wendy Schmidt中心的聯合主任
。 "作為一名數據科學家和前心髒病專家，我很
高興看到基於機器學習的方法如何與我們每天
使用的測試和臨床方法一起協同，以幫助我們
改善心臟風險預測和照顧房顫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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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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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物價高漲經濟復蘇承壓
綜合報導 在英國，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基

本生活必需品，價格已經上漲到有些令人“望而卻

步”。在倫敦卡姆登區韋特羅斯超市，單個洋蔥售

價0.5英鎊，折合人民幣超過4元；單個西蘭花售價

超過1英鎊，折合人民幣約10元。

由於價格太高，打折蔬菜成為超市最暢銷的商

品。在韋特羅斯超市，單個西芹售價超過1英鎊，

但打折時降至0.7英鎊左右，會很快被搶購壹空。

“超市的蔬菜價格很高，這已經有壹段時

間了，可能還會延續壹段時間。”該超市壹名

管理員說。

倫敦的出行價格同樣可以用“昂貴”來形容。

在倫敦卡姆登區，公交車票價達單次1.65英鎊。倫

敦地鐵票價分段計算，起步價高達2.6英鎊。

令倫敦居民更頭疼的則是不斷上漲的燃料價格

。據英國《衛報》報道，今冬英國約有300萬低收

入家庭無法支付取暖費，壹些收入不豐的居民不得

不在取暖與果腹之間權衡取舍。

生活成本的上漲均在通脹數據中得到體現。英

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英國11月消費者價格指

數（CPI）同比上漲10.7%，漲

幅較10月創下40年來新高的

11.1%僅略有縮小。媒體援引

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的預測說

，在考慮通脹因素後，英國家

庭實際收入2023年降幅將達7%，回到2013年水平

，為1956年有記錄以來的最大降幅。

目前，英國的通脹率已經嚴重超出英國央行設

定的2%的目標。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15日宣

布，將基準利率從3%上調至3.5%。這是去年12月

以來英國央行連續第九次加息，當前利率達到2008

年10月以來最高水平。

無論是持續高通脹，還是英國央行的持續加息

，對英國經濟復蘇來說，都是利空因素。在持續高

通脹下，英國民眾不得不減少支出。數據顯示，今

年7月至9月，英國家庭的消費支出水平比疫情前

低3.2%，在七國集團中處於墊底水平。對於主要以

服務業來推動增長的英國經濟來說，民眾支出降低

顯然無法有效支撐經濟持續增長。

另壹方面，英國央行不斷提高基準利率，在擡

高住房抵押貸款利率、抑制居民消費傾向的同時，

也抑制了英國的國內投資。英國機械制造業雇主聯

合會預計，英國制造業產值今年將萎縮4%，明年

將萎縮3.2%。

這些利空因素給英國經濟前景蒙上陰影。英國

央行此前預測，英國經濟從第四季度開始，可能陷

入技術性衰退，衰退可能延續至明年。與5月至7

月相比，英國8月至10月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

0.3%。在8月至10月，英國所有的經濟活動均有所

放緩，包括服務業、建築業和制造業。

“元宇宙+出版”
會帶來什麽樣的風景？

“元宇宙+出版”，給行業發展帶

來新氣象。站在新起點上，出版行業面

臨新的轉型發展，大家紛紛加快布局，

以掌握先機。

無元宇宙不產業。經歷了2021的爆

發元年，元宇宙的產業熱度還在持續增

長。如今，在出版行業，元宇宙不僅是

壹個人人談論的概念，更成為大家爭先

的實踐。

日前，中信出版社與伊勢集團旗下

的Eggor項目達成獨家戰略合作協議，

雙方宣布，將在Web3.0(運行在區塊鏈技

術上的去中心化互聯網)、元宇宙、數字

藝術品、區塊鏈實體應用等領域開展合

作；更早的時候，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

國民閱讀研究與促進中心和中國出版網

聯合發起元宇宙出版與閱讀實驗室……

元宇宙新書發布會、元宇宙書店、

數字藏品、創作融合……行業玩家紛紛

加碼元宇宙，“元宇宙+出版”已經給

行業帶來了看得見的改變，大家都希望

在這場行業重塑中占得先機。

重塑傳統業務形態
什麼是元宇宙？
在記者的通信采訪中，中國出版網

副總編輯、虛擬現實產業聯盟新聞出版

專委會主任委員王揚表示，元宇宙概念

在學界和產業界都沒有統壹的說法，元

宇宙、互聯網3.0、全真互聯網等概念表

達的意思基本相同，它不是壹項技術，

而是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雲計

算、虛擬現實等技術的綜合應用。

最直觀的改變首先體現在相關圖書

的大熱。據中譯出版社總編輯喬衛兵今

年8月份的統計，市面上名字帶有“元

宇宙”3個字的圖書大概有70種，其中

，該社的《元宇宙》《元宇宙通證》

《元宇宙大投資》“元宇宙三部曲”，

合計銷量已達50萬冊。百道圖書影響力

數據平臺的統計則顯示，以“元宇宙”

為書名的圖書全國壹共出版了不少於

150種。

元宇宙已經開始重塑出版行業傳統

業務形態。今年，不少出版單位“試

水”元宇宙。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大

聖哲》新書分享會在元宇宙平臺Crypto-

voxels上舉行，同時舉辦圍繞該書內容

的主題大展“壹本書照亮妳我的存在”

。中譯出版社的《產業元宇宙》新書發

布會同樣在元宇宙平臺舉辦。

此外，元宇宙書店也已落地。武漢

理工數字傳播工程有限公司推出了元宇

宙品牌沐然星元宇宙書店。元宇宙書店

是基於出版機構的自營書店，而不是將

出版機構的圖書上架至第三方平臺。通

過數字孿生、三維重建、元宇宙通行證

等技術，元宇宙書店可以栩栩如生地還

原書店的內部實景，讓讀者在“逛”的

過程中，不但可以實現“沈浸化”，還

可以進行社交、在線交易。

“元宇宙圖書基於紙質出版物，但

區別於當前市面的融合出版物。”該集

團副總裁、首席運營官陳旻麒對記者表

示，每本元宇宙圖書都包含了可供讀者

交互體驗的元素，提升了閱讀的趣味性

與互動性。

融合不止於數字藏品
什麼是2022年最火的元宇宙概念產

品？
答案是數字藏品。今年，出版行業

開始大量涉足數字藏品領域。

百道網近期對今年出版行業有代表

性的數字藏品進行了壹個總結：年初，

北京長江新世紀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推出

的數字藏品“貳拾年光陰的故事”，定

價 19.9 元、限量 8888份，上線僅 20秒

就宣告售罄；人民文學出版社限量發售

正子公也《三國誌》數字藏品，售價

19.9元，60秒銷售破995000元；海峽出

版發行集團數字藏品《天下媽祖》(盲

盒)上線發行，6000份藏品上線5分鐘即

售罄……

第三方機構月狐的報告顯示，除了

在數字藏品壹級市場售賣帶來的直接經

濟效益之外，國內與數字藏品關聯而帶

動的市場規模預計2026年將達到926.3億

元，為市場帶來近千億元規模的增量。

出版業與元宇宙融合，“數字藏品

是壹個開端。” 陳旻麒說。

AIGC(AI生產內容)創作、AR和VR(

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等應用被認為是元

宇宙給出版行業帶來的壹項顯著改變。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今年開展的首

屆虛擬現實新聞出版融合發展案例征集

，收到了100余項相關應用案例，如教

育出版單位利用虛擬現實技術的VR教

育、VR職業培訓等。據掌閱科技相關人

士對記者的描繪：未來AIGC技術發展

成熟後，理想的狀態下能夠將文本故事

轉換成視頻和3D內容。

傳統模式面臨重啟
未來，元宇宙還會給出版業帶來哪

些更深層次的改變？
“個人化出版、泛在化出版、智能

化出版，必將使元宇宙時代的出版發生

根本性變革。”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出

版研究所所長徐升國表示。從時間線上

看，元宇宙發展可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

：2021~2030年早期階段，2030~2040年

中期階段，2040~2050年成熟階段。這意

味著未來10年之內，傳統出版模式將再

次面臨重啟。

“出版社應盡快趕上，為融合發展

、數字出版發行轉型升級奠定基礎。”

國家新聞出版署科技與標準綜合重點實

驗室區塊鏈版權中心主任劉天驕說。

產學研聯動正在成為探索元宇宙落

地的重要方式。今年8月，中國新聞出

版研究院國民閱讀研究與促進中心和中

國出版網聯合發起元宇宙出版與閱讀實

驗室。實驗室以元宇宙與出版融合發展

為核心，重點圍繞元宇宙出版與閱讀，

構建線上系統與線下服務壹體化服務模

式，提供智庫支持、教育培訓、版權保

護等服務。實驗室將建設元宇宙資訊中

心平臺、出版與閱讀平臺，在開展元宇

宙相關課題研究、技術人才培訓等方面

進行進壹步探索。

“數字化轉型出版行業走了十幾年，

如今站到元宇宙起點，應該盡早布局，

掌握先機。”王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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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博士後創業海歸博士後創業
研發國產等離子體清洗設備研發國產等離子體清洗設備

國產化率達100% 打破國外技術壟斷

2022年12月28日（星期三）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在中國，等離子體清洗設備主要應用於
半導體、新型顯示、新能源等行業。據彭姣
介紹，越是工藝製程高的領域，對清洗的要
求越高。半導體領域中製程工藝每提高一個
節點，清洗步驟就會增加約15%，20nm的芯
片製程，清洗步驟多達220道。若清洗能力
跟不上，設備出現細微顆粒、有機殘留物、
氧化層等，就會導致產品的良率降低以及芯
片電學失效等。

而等離子體清潔技術，除了實現工藝流
程中的清潔工作以外，還可以進一步促進所
在行業進行產品升級。科島科林團隊成員黃
英傑介紹，以等離子體清洗在汽車領域中的
應用為例，除了對汽車內飾、顯示屏幕等部
件進行清洗，增加其黏合的牢固性以外，還
可以實現不噴底漆就可以讓噴漆效果均勻牢
固。“這個過程中，等離子體會進行化學作
用生成官能團，起到活化的作用，增加車身
與油漆黏結的牢固度。”黃英傑表示，在這
方面，內地的汽車行業未來有很大的拓展空
間。

多行業空白待開拓
除此之外，團隊在研發過程中，還有包

括文物修復、高端工藝品等領域人員前來諮
詢。彭姣介紹，等離子體清洗設備採用無害
氣體作為清洗媒介，清洗工藝簡單可控，只
要是對清潔要求比較高的產業，未來都可以
拓展等離子體清洗設備的應用。

彭姣說，等離子體清洗設備中電源的控
制、結構的設計、材料的研發等都是比較難
的。同時，一整套設備的研發需要多領域技
術的融合。這些均是目前內地同行面臨的較
大難題。“例如設備電極頭使用的材料，普
通設備採用銅材料，但在高壓放電情況下容
易被燒蝕，直接影響設備使用壽命，團隊專
門做材料研發的隊員通過加入特殊物質，使
新電極材料可以耐幾千度的高溫。”

數據統計，2021年全球清洗機市場規模
已增加到1,700多億元（人民幣，下同)，內
地市場也達到200多億元，且需求旺盛，預
計到2026年將達到460億元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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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於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的中國蜀山科里
科氣科創驛站─科學島站，香港文匯報記

者見到了彭姣及其團隊成員。就在記者採訪的前
兩天，該團隊剛剛完成了合夥公司的註冊。對於
從事物理研究十餘年的彭姣來說，創辦團隊並創
業，是她之前從未想過的事。而當團隊自主研發
的等離子體清洗設備在多個高校實驗室及企業中
成功試用，幫助他們解決因國外設備壟斷帶來的
諸多困難時，彭姣認識到，將自己的技術轉化成
市場急需的產品，是多年科研積累的很好選擇，
亦是團隊創業的最好機遇。

兩赴德國求學積累研發經驗
彭姣第一次接觸到等離子體，是在大學時期

一位老師的實驗室裏，那台由等離子體輔助製作
薄膜沉積的設備，一下子吸引了她。讀研究生
時，她報考了內地為數不多的專注等離子體領域
研究的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主攻高溫等
離子體聚變方向，即“人造小太陽”托卡馬克裝
置的研究。

在一次對研究材料表面的處理過程中，彭姣
進一步了解到低溫等離子體在清潔領域的應用。
“我對這個領域很感興趣，2016年在一次國際
學術會議中，了解到德國一位導師有相關研究課
題時，我就主動申請去做研究。”在德國，彭姣
發現低溫等離子體清洗設備已經應用到汽車、玻

璃、材料等很多領域，這些設備在全球都形成壟
斷地位。為了進一步學習，她於2018年又第二
次申請到德國，並獲得了德國最大的科研機構亥
姆霍茲聯合會獎學金並從事相關博士後課題研
究。

由於科研實驗室相比商業應用的高要求，即
便是德國高端的等離子體清洗設備，很多時候也無
法滿足彭姣在實驗室的需求。“例如現成設備只能
處理平面的工件，對曲面以及特殊材料的工件處理
能力就不行。”彭姣開始嘗試對設備進行技術升
級，她通過請教德國研究所另一個專做光學材料研
究的同學，結合他們的研究技術解決了這個問題。
不僅如此，她還通過研發，為設備進行了包括提高
功率、改進電路結構等很多功能的改進。

親歷設備封鎖師兄鼓勵創業
彼時，彭姣對於等離子體清洗設備的改進研

發主要出於完成實驗課題的需求，她並不知道自
己掌握的技術對內地相關產業起到多大的作用。
是她的同學、同時也是長期在半導體領域創業的
博士黃英傑，在與她溝通時告訴她等離子體清洗
設備在內地的市場前景以及技術空白等情況，並
希望邀請她一同創業。

彭姣說，其實早在德國期間，她就切身感受
到各國對自己核心研發技術的保護。她曾幫內地
的同學聯繫購買一台德國的濾波片儀器，對方得

知是中國的研究所要買，不僅報價從原來的幾十
歐元變為幾千歐元，更表示這款儀器只能在德國
使用，而她所認識的幾位中國學生也遇到無法參
加核心技術研究課程等情況。

去年回國 投身科技設備藍海
2021年初，彭姣回國，她深入了解了等離

子體清洗設備在內地的市場前景。在半導體產業
中，僅晶圓製作過程，清洗步驟就佔整個工序的
30%以上。而國產設備還停留在仿製國外產品的
初級階段，使用壽命短、清洗面積小、效果不穩
定，目前內地半導體廠家主要從國外進口。“市
場前景是很好的，所以最終我還是選擇了創
業。”她說。

她透露，現在團隊研發的設備性能可以達到
德國同類設備80%至90%的水平，同時通過材料
的研發也使得設備的壽命對標國外產品，達到兩
年以上。而在設備價格上，相比德國一台清洗設
備30萬元(人民幣，下同)左右的價格，團隊研發
的同類設備僅約15萬至20萬元。

採訪中，彭姣表示，團隊成員對此次創業很
有信心。目前團隊已經攻克了大尺寸直噴式、旋
噴式等離子體清洗機在多通道放電、電極旋轉帶
來的動平衡和動密封等多項難題。“下一步，我
們計劃實現大於20cm的等離子體清洗設備處理
尺寸，滿足市場對大尺寸的迫切需求。”

◆◆彭姣彭姣（（前排中前排中））及其組建的科及其組建的科
島科林博士團隊島科林博士團隊。。 記者趙臣記者趙臣 攝攝

中國在半導體產業鏈中的很多核心技術和產品還依賴國外進

口，其中在該產業起到關鍵作用的等離子體清洗設備，不僅受到

國外壟斷，其大尺寸設備更是對內地禁售。來自中國科學院合肥

物質科學研究院的海歸博士後彭姣，看好內地清洗設備市場前

景，帶領研究院多位博士組建科島科林團隊，自2021年開始對

該設備進行國產化研發。目前，團隊已實現4款等離子體清洗設

備的研發，產品國產化率達到100%，在大尺寸長壽命等離子體

清洗設備方面，更率先實現了內地技術突破，打破了國外壟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合肥報道

◆◆彭姣兩度赴德國深造彭姣兩度赴德國深造，，其間自主對等離子體清洗設備作改其間自主對等離子體清洗設備作改
進研發進研發，，在歸國後在歸國後，，更與志同道合夥伴組成團隊攻克國產離更與志同道合夥伴組成團隊攻克國產離
子體清洗設備子體清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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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美國對來自中國的旅客實施美國對來自中國的旅客實施
強制性強制性COVID-COVID-1919 檢測檢測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美國衛生官員週叁表示美國衛生官員週叁表示，，美國將對來自中國的旅客美國將對來自中國的旅客
進行強制性進行強制性 COVID-COVID-1919 檢測檢測。。在北京決定取消嚴格的清零政策後在北京決定取消嚴格的清零政策後，，美國將美國將
與印度與印度、、意大利意大利、、日本和台灣一起採取新措施日本和台灣一起採取新措施。。

官員告訴記者官員告訴記者，，從從11月月55日起日起，，所有所有22歲及以上的航空旅客將需要在離歲及以上的航空旅客將需要在離
開中國開中國、、香港或澳門前不超過兩天的檢測結果呈陰性香港或澳門前不超過兩天的檢測結果呈陰性。。

聯邦官員說聯邦官員說，，在航班起飛前在航班起飛前 1010 天以上測試呈陽性的乘客可以提供健康天以上測試呈陽性的乘客可以提供健康
恢複文件來代替陰性測試結果恢複文件來代替陰性測試結果。。

他們將政策變化歸因於缺乏關於他們將政策變化歸因於缺乏關於 SARS-CoV-SARS-CoV-22 病毒變種的信息病毒變種的信息，，以及以及
擔心中國擔心中國 COVIDCOVID 病例數量的增加可能導致病毒新變種的發展病例數量的增加可能導致病毒新變種的發展。。

美國還在機場擴大其自願基因組測序計劃美國還在機場擴大其自願基因組測序計劃，，將西雅圖和洛杉磯加入該將西雅圖和洛杉磯加入該
計劃計劃，，這使從陽性測試中收集信息的機場總數達到了七個這使從陽性測試中收集信息的機場總數達到了七個。。

中國突然改變政策中國突然改變政策，，本月開始取消世界上最嚴格的本月開始取消世界上最嚴格的 COVIDCOVID 封鎖和廣封鎖和廣
泛測試制度泛測試制度，，使其飽受打擊的經濟有望在明年全面重新開放使其飽受打擊的經濟有望在明年全面重新開放。。

一些國際衛生專家表示一些國際衛生專家表示，，在針對限制的廣泛抗議之後取消限制意味著在針對限制的廣泛抗議之後取消限制意味著
COVIDCOVID 的傳播基本上不受控制的傳播基本上不受控制，，並且中國可能每天感染數百萬人並且中國可能每天感染數百萬人。。

北京一直面臨國際批評北京一直面臨國際批評，，稱其官方稱其官方 COVIDCOVID 數據和死亡人數與其爆發數據和死亡人數與其爆發
規模不一致規模不一致。。

一位美國衛生官員在簡報會上說一位美國衛生官員在簡報會上說：“：“就不斷增加的病例數就不斷增加的病例數、、住院人數住院人數
，，尤其是死亡人數而言尤其是死亡人數而言，，我們所分享的信息有限我們所分享的信息有限。。此外此外，，中國各地的檢測中國各地的檢測
都在減少都在減少，，因此也很難知道真實的感染率是多少因此也很難知道真實的感染率是多少 。”。”

這位官員說這位官員說，，鑒於中國有大量未接觸過該病毒的人鑒於中國有大量未接觸過該病毒的人，，奧密克戎變種的奧密克戎變種的
引入以及中國清零政策的倒退引入以及中國清零政策的倒退，，美國官員擔心中國將出現大量感染導致住美國官員擔心中國將出現大量感染導致住
院和死亡院和死亡。。

一些全球衛生專家表示一些全球衛生專家表示，，這種病毒每天可能感染多達這種病毒每天可能感染多達 100100 萬人萬人，，國際國際
建模組織預測中國可能會經曆建模組織預測中國可能會經曆 200200 萬人或更多人死亡萬人或更多人死亡。。

本週早些時候本週早些時候，，美國官員援引中國美國官員援引中國““缺乏透明數據缺乏透明數據””作為考慮其自身作為考慮其自身
旅行限制的理由旅行限制的理由，，這是華盛頓對中國處理大流行病的持續抱怨這是華盛頓對中國處理大流行病的持續抱怨。。

在整個大流行期間在整個大流行期間，，美國和中國抗擊美國和中國抗擊 COVIDCOVID 的方法明顯不同的方法明顯不同。。
大流行初期美國的高感染率讓北京有空間爭辯其嚴格的大流行初期美國的高感染率讓北京有空間爭辯其嚴格的 COVIDCOVID 預防預防

措施模式挽救了生命措施模式挽救了生命。。
中國一直在努力為其老年人口接種疫苗中國一直在努力為其老年人口接種疫苗，，並且尚未授權外國並且尚未授權外國 mRNAmRNA 疫疫

苗苗。。根據中國政府上週的數據根據中國政府上週的數據，，其整體疫苗接種率超過其整體疫苗接種率超過 9090%%，，但接種過加但接種過加
強針的成年人的接種率降至強針的成年人的接種率降至 5757..99%%，，8080 歲及以上人群的接種率降至歲及以上人群的接種率降至 4242..33%%。。

中國有九種國內開發的中國有九種國內開發的 COVIDCOVID 疫苗獲準使用疫苗獲準使用，，但沒有一種針對高傳但沒有一種針對高傳
染性奧密克戎變體進行更新染性奧密克戎變體進行更新。。

美國官員在簡報會上表示美國官員在簡報會上表示，，他們已經向中國提供了他們已經向中國提供了 mRNAmRNA 疫苗和其他疫苗和其他
支持支持，，但中國官員公開表示但中國官員公開表示，，他們目前不需要美國的援助他們目前不需要美國的援助。。一位美國官員一位美國官員
說說：： ““我們繼續堅持我們的提議我們繼續堅持我們的提議。”。”

66 月月，，美國取消了一項實施了美國取消了一項實施了 1717 個月的要求個月的要求，，即乘飛機抵達美國的人即乘飛機抵達美國的人
COVID-COVID-1919 檢測呈陰性檢測呈陰性。。它仍然要求大多數非美國公民接種它仍然要求大多數非美國公民接種 COVIDCOVID 疫苗疫苗
才能前往美國才能前往美國。。

从喜马拉雅山区一直往东，从云南到广东、

再跨海到台湾省，我国的温热带地区隐藏着一些

罕见的美丽植物——水晶兰（Monotropa），以及

非常相似的假晶兰（Monotropastrum）。

这些属的开花植物大多数时候完全呈蜡白色

，虽然不总是晶莹剔透（通常有黑斑点或淡粉色

，一些稀有变体可能呈深红色），但其独树一帜

的美丽毋庸置疑。

它们不需要任何阳光就能活，经常被发现在

非常黑暗的地方，其苍白的模样更让水晶兰在各

地文化中总是和冥界、幽灵等超自然力量挂钩。

腐生植物？不对哦

若你在野外发现了水晶兰，拍照发圈之余，

上网搜搜它的相关信息，99%的自媒体、官媒，

甚至百科都说它们的腐生植物。

不能说所有人都“错”了，毕竟科学上的对

错经常随着时间改变。但至少，这些笔者在码字

的时候偷懒了，信息更新有点慢。

内容搬来搬去，认知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在过去，像水晶兰这些不含叶绿素、非光合

植物被错误地认为是“腐生植物”——能通过分

解有机物来获取食物的。

大约从 1994 年开始，一些实验数据转化成

的文献开始发出质疑之声——所有已知的这些植

物在生理上都并不能直接分解有机物。

到了本世纪，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目前尚无

腐生植物存在，所有已知的非光合植物，为了获得

食物，都是通过异养或直接寄生的方式活着。

由此，以这些苍白的水晶兰为代表的植物生

存方式，有了一个专有的名词——真菌异养

（Myco-heterotrophy）。

全靠菌丝

真菌异养，说白了就是水晶兰等植物和蘑菇

（真菌）之间的共（寄）生关系。

水晶兰所获得的绝大部分营养，是寄生在真

菌上获得的，而不是来自光合作用。互惠么？某

些物种有一点，但总的来说，不含叶绿素的水晶

兰是完全真菌异养，它们"欺骗"了真菌，狡诈的

偷取了食物。

在这种关联中，水晶兰被视为是寄生植物。

真菌分解腐烂的有机物

，比如枯枝落叶或木材

，而它们从真菌中获取

能量。

事实上，水晶兰的

生在，常见于地下存在

菌根网络的环境下。借

由地下菌丝网络，整个范围内的植物们都在与其

他植物交换碳和养分，而水晶兰扮演"骗子、小偷

"的角色，从公共网络中获取碳。

但是，这种狡诈的生存方式没什么值得夸耀

的。

大部分真假水晶兰属的异养植物都非常罕见

，也非常容易灭绝，因为它们依赖特定的生态系

统生存，并且依赖特定的专属菌丝。

有趣的是，2021年的《植物研究杂志》中记

录了一个在实验：当同一物种的水晶兰，以不同

的真菌为食后，导致了生殖隔离，传粉后也无法

共同生育后代。

寄生虫也不好当。

真菌异养植物有很多，包括 87 个属的大

约 400 多种无叶绿素植物物种，它们寄生在真

菌上，并将它们作为主要的碳源。

实际上，现今的植物学家估计，至少有超

过 30,000 种物种（约占植物界的 10%）需要依

赖真菌异养才能发芽儿——生命的初期需要依赖

真菌碳。

而像水晶兰这样完全丧失光合作用，反映出

的是一个持续进化过程的结果。

哦对了，最后多说一句，水晶兰属的植物大

多含有糖苷，对人体有（微）毒。你要是个武侠

迷，天天想着仙山盗草，服食灵药什么的，记得

都煮透了再吃。

水晶兰：腐生植物？
我可比腐生“狡诈”多了

过去几周，澳大利亚多个地区都报告了食用

菠菜后发生的多起中毒案件，已达数百起——症

状包括视力模糊、口干、腹部绞痛、幻觉。

经过澳当局的调查，排除了投毒、化学污染

物等人为因素或意外事故，罪魁祸首指向了一种

澳洲人不太熟悉的入侵性植物——曼陀罗（Datu-

ra stramonium）。

响当当的曼陀罗

但凡看过武侠，曼陀罗草都会是一个忘不掉

的响当当名字——虽然金

庸笔下的曼陀山庄没什么

戏份，而绝情谷扎伤杨过

、小龙女等等一系列人的

"情花"，则是金大侠自己

编出来的，毕竟爱情就是

让人那么痛苦。

现实世界里，曼陀罗

确实是毒草。

通用名称——曼陀罗

，代表的是一个属（Datu-

ra），由茄科下 9 种剧毒

的开花植物组成的，它们

在外观上都非常相似，颜色有所区别。共同的特

点是——全株剧毒。

所有曼陀罗都含有托烷生物碱，例如东莨菪

碱和阿托品——因其特有的过度活跃效应和引起

明显和梦幻般的幻觉的能力而闻名。

这次澳洲的大规模群体中毒事件中，患者发

烧、胃疼、幻觉等症状，都是由于毒素阻断了必

需的神经递质、乙酰胆碱及其受体的作用。摄入

量高一些，人有可能就over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单凭经验识别曼陀罗是

不足够的。

曼陀罗属的物种有一个特点：它们可以自由

改变外表——全株的大小、叶子、花朵的大小等

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生长的位置。同一物种，在

半阴、潮湿的地方生长时，可以长成一株有 1

米 8 高的开花灌木；相对的，如果在干燥的地

方生根，只会长成一株瘦弱、矮小的植物，仅比

脚踝高，开小小的花和一些微型叶子。

我国存在的曼陀罗大多是Datura ferox和Da-

tura metel这两种，通常特点是：开出质地厚实的

喇叭花，有几种鲜明的浓色形式，种皮则带有短

而稀疏的刺或小瘤。

团体的至爱

曼陀罗这一属，具有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

，曼陀罗在全世界的文化中一直被用作毒或药。

并且是各种（宗教、非宗教）团体的至爱，

被广泛用于魔法、降神、驱魔。它们的名字从天

使花到恶魔草，在全世界的文化中广为流传。

从非洲土著的成人仪式，到海地伏都教的"丧尸

药水"，曼陀罗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美洲原住民常常摄

取曼陀罗来“通过幻觉与神灵交流”；阿兹特克人将

其用于献祭等仪式；而印度路子最野，除了献给神之

外，曼陀罗也被用做壮阳药。哦，欧洲人也挺拼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女性会购买曼陀罗萃取物，当

作美容剂——扩张瞳孔，变成大眼睛美女。

所有上述的这些，在相关文献中都伴随着死

亡记录。

曼陀罗进化出这样的毒性，本质上是自保行

为。食草动物、家畜牛羊都知道避免食用它们，

已知的生物中，只有特定几种鳞翅目（蝴蝶和蛾

）物种的幼虫，能满不在乎地啃食曼陀罗物种。

它们体内的托烷生物碱虽然危险，但人类善

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无论是作为医疗治疗

，还是邪恶目的，在人类的帮助下，它们广泛传

播于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曼陀罗进化

的很成功。

最后要说的是，它们的种子生命力很顽强，

植物耐寒、耐旱，在哪儿都有可能长出来。嗯，

各位要是看见了疑似曼陀罗的植物，别自己神农

尝百草，记得打电话让园林部门鉴别处理。

曼陀罗：天使花、恶魔草——人类历史上各种团体的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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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片看

“吸貓擼狗”已經成為時下

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人均單隻寵

物年消費為 6,653 元（人民幣，下

同）。香港創業青年蘇銘堅也緊抓住內

地寵物經濟發展機遇，在這個行業發

圍。從2008年涉足內地寵物行業以來，

他曾面臨過一個月賣不出一隻毛孩，也

嘗試培養出價值50多萬元的惡霸犬，並

獲得中國純種犬職業超級聯賽冠軍。如

今，他又在佛山市港澳青年創

業孵化基地成立公司，計劃完

成從寵物銷售、寵物服務到寵

物殯葬的全產業鏈服務。

蘇銘堅進入寵物行業，說來也是意外。2002
年，他在家人支持下隻身來到暨南大學就

讀傳媒專業，因喜歡寵物，他給自己買了一隻
吉娃娃作伴。“有朋友覺得我的狗好看，就找
我幫忙選購，買完還給紅包。”這樣的機遇，
讓蘇銘堅覺得“挺好賺”。

朋友託購寵物 嘗甜頭毅然入行
加上畢業後在其他行業找不到興趣點，

2008年，他開始嘗試在內地做“寵物買手”。
“當時是內地傳媒行業的黃金期，我試過在電
視台實習，也試過在家裏的工廠幫忙，但發現
我還是更喜歡和動物相處。”彼時，內地寵物
行業並不發達。為了尋找好的源頭，蘇銘堅試
過在58同城上看帖子，坐十多個小時車到廣
西，到達後發現只是一個民房，裏面有幾個空
籠子。

與此同時，在廣州市區開設門店做繁殖，
也常遭遇投訴，“店面規模不能太大，寵物不
能太多，不能在居民樓附近……”他回憶，剛
開始的兩三年，試過一個月都賣不出去一隻
狗。家人也一度認為他是不務正業，隔段時間
就會勸他回香港就業，“但這是我喜歡的事
情，我想堅持。”

和記者講到自己喜愛的事業時，蘇銘堅眼
神堅定、信心十足。

只賣“優質”寵 累積忠實粉絲
2010年前後，寵物行業在內地迅速發

展，而蘇銘堅也因前期的堅持─只售品
相好的“優質”寵物而培養出了一批忠
實粉絲，開始走向盈利。

“養護、衞生、品質、外觀、健
康、售後……這對銷售來說都很重
要。”蘇銘堅指，在繁育過程中，
他發現客戶的需求常和店裏現成的
寵物品種產生錯位。為此，他調整
了銷售方向，只在店裏放置幾隻
品種優秀的犬類，並和有寵物血
統證明的品種貓舍、狗舍合作。

如果有買家想要某個品種，
他就提供照片，“合眼緣，預算
合適，我們會在半小時內把寵物
送到他們眼前供挑選。”蘇銘堅
認為，這樣的方式既能保證店內衞
生，又能保證銷售的多樣性，而自
己的專業亦能幫客戶選到品質最好的
寵物。

“這在當時是業內首試，大家都害
怕寵物在運輸過程中出意外。但我承諾
了，如有意外都由我負責。”蘇銘堅認為，
在內地做生意想從同業競爭者裏脫穎而出，
就要在細節上做好把關，並做好售後服務積累
口碑。遇到困難時也要善於轉變思維方式。
“現在回香港，我的收入情況一定沒有在大灣
區好，所以家人也不勸我回去了。”

港青盼打造港青盼打造寵物一條龍產業鏈寵物一條龍產業鏈
北上讀書 與毛孩結下不解緣

寵物死亡，是養寵人士都會面臨的問
題。如果寵物在醫院壽終，遺體一般是和
畜牧類一起處理。“僅廣東地區，拿了牌
照的犬類就有8,000萬隻。我們合作的醫院
每個月要處理的寵物遺體約600隻，但廣
東尚無合法的、專門處理寵物遺體的機
構。”蘇銘堅指，養寵就和養孩子一樣，
寵物壽終，寵物主是不會將牠們隨意處理
的。但開設一個專門的寵物火化機構，處理
不得當又容易導致環境污染。
受此啟發，他在佛山市港澳青年創業孵

化基地成立了“天之能寵物無害化處理技術(廣
東)有限公司”，專注寵物無害化環保技術項
目。據介紹，該項目是基於無害化處理技術，通
過建立寵物無害化處理中心和運輸調度中心，向寵
物主提供符合規格的寵物遺體處理方式。“目前我們
團隊裏有一名從事大熊貓、中華海豚標本製作的博士，

一名從事高危醫療廢品處理的教授。我們的願景是用最低污
染、最低耗能的方式處理寵物遺體。”
他希望項目可以在近期內通過環評並落地，如果成功，這將

是大灣區第一個拿到的合法營業許可證的寵物殯葬處理機構。

進駐創業基地
劍指寵物壽終服務

稀有品種的寵物在市場上越來越
多，但與之相悖的，是寵物醫生並不
了解新品類寵物的情況。曾有買家在
蘇銘堅這裏買了一隻4個月大的茶杯
犬，一個月後的某個早晨，買家打電
話給蘇銘堅怒罵其為“狗販子”。
“狗狗當時不舒服，她送去醫院，醫
生看了說這隻狗才2個月，理由是牙
齒還沒長完整。但茶杯犬的體形小，
牠牙齒就是那樣。”蘇銘堅說，面對
買家的怒氣，自己只能耐心溝通，用
兩人長達5個多月的聊天紀錄來證明
茶杯犬的年齡。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貓咪身上。
由於緬因貓的祖先是“野貓”，牠長
有六七個腳趾頭，和正常貓咪的5趾
不同，很多醫生沒見過就斷定這隻貓
是“先天畸形”。“這個行業有一個
怪圈，我們說100句專業的解釋，不
如醫生一句。”

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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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寵物無害化環保專注寵物無害化環保
技術項目技術項目，，計劃完成計劃完成
從寵物銷售從寵物銷售、、服務到服務到
殯葬的全產業鏈服殯葬的全產業鏈服
務務。。 記者帥誠記者帥誠 攝攝

(�(���
寵物篇二之一

◀◀ 蘇銘堅蘇銘堅
替客戶暫養替客戶暫養
的的““茶杯茶杯””
犬犬。。
帥誠帥誠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帥誠廣州報道

▶▶蘆丁雞蘆丁雞
帥誠帥誠攝攝

▶▶““惡霸惡霸””犬犬

近幾年，內地寵物市場的消
費觀念、消費狀態發生了顛覆性改

變。比如以前買名貴貓狗的，多是剛
進社會的小年輕，現在也多了很多家庭
購買群體，為了讓寵物陪同孩子一起長
大；以前買一隻品種貓咪可能就幾百元（人
民幣，下同），現在幾千上萬一隻很常見，
不少稀有品種甚至要十幾萬；以前國人想買
一隻血統級賽犬要到國外去搜刮，現在外國人
想買一隻有血統證書的寵物得先找到中國賣
家……

銷售前會了解買家情況
寵物市場欣欣向榮，蘇銘堅看在眼裏，

一半欣喜一半憂愁。欣喜的是，養寵的好處
被更多人意識到。“我有一個客戶，孩子
在家裏是小霸王。但自從養了狗狗，孩子
不僅每天定時遛狗、撿屎，還幫狗狗洗
澡，變化特別大。”他認為，養寵可
以培養孩子的愛心和責任心，甚至
在照顧寵物的過程中，也能學會
對他人和生命的尊重。

憂愁的，則是不負責
任的買家也不在少數，
戀愛時情到深處一

起買隻狗狗，

等分手了狗狗就成了“棄孩”，“我
家裏就收養了好幾隻顧客不要的貓
狗。”這種現象讓蘇銘堅頗為無奈，如今
只要有年輕人上門購寵，他就會變得“八
卦”。

“你是想送人還是自己養？買給父母，父
母多大了？你知道法鬥一定會有皮膚病，長毛狗
一定會掉毛嗎？”諸如此類的三連問有時也會讓
他丟了生意，但他一點也不後悔。

憂年輕人忽視養寵責任
“太多年輕人買寵物送老人只是因為自己想玩

卻不想照顧。”他一針見血指出，像薩摩就是一種
興奮度高的狗，老人家容易拉不住被推到。“了解
清楚買家的需求再銷售，是負責任的做法。”蘇
銘堅勸退最多的還是學生買家。

很多人跑來找某一個品種寵物，只是因
為這個寵物在抖音、小紅書上很火，或者某
個明星養了同款。比如前陣子很多人拿着
一張截圖跑來找緬因貓，就是因為這隻
貓長得像易烊千璽。還有人找曼基康
矮腳貓，則因偶像肖戰養了一隻
同款。“這個現象很普遍，但
他們可能並不知道這些品種
寵物該如何養護，會
有什麼疾病。”

尊重生命
寧得失客人也要“多嘴”

BB55香港瞭望
星期二       2023年1月3日       Tuesday, January 3, 2023



懸疑、燒腦、虐戀，電影版《想見妳》上映

正面硬剛《阿凡達2》
不知不覺，距離《想見妳》這部高

分臺劇播出已三年之久，就在劇粉們都

覺著黃雨萱和王詮勝的愛情故事就此劃

上句號之時，由劇版原班人馬打造的

《想見妳》電影版於12月24日與觀眾們

再見面了。

影片延續了電視劇結尾的時間線，

沿用了劇版對時空穿越的設定，為觀眾

呈現了壹個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事。

不管之前有沒有看過《想見妳》劇

集，相信如今的這部電影都會給銀幕前

的觀眾帶來別樣的體驗與心靈觸動。

正如影片主演許光漢所言：“電影

版從我的角度來說，其實是給喜愛《想

見妳》劇集的粉絲壹份禮物，每個角色

都會在電影中有新的故事。”

電影版故事緊接劇集結尾，由於電

視劇中那盤起著關鍵作用的磁帶被毀，

因此電視劇中那些時空穿越的經歷都不

曾發生過，黃雨萱與李子維也不曾相識

過。

然而命中註定的情緣仍然使兩個人

走到了壹起，相差11歲的李子維與黃雨

萱在奶茶店伴隨著那壹首熟悉的《last

dance》再度走到了壹起。

然而，美好幸福的生活依舊是那麼

的短暫，2014年的壹場意外使黃雨萱失

去了自己的摯愛。

三年後，意外收到的壹份神秘磁帶

讓黃雨萱擁有了穿越時空的機會。而在

另壹個平行時空中，痛失黃雨萱的李子

維也在穿越時空，想要竭力阻止悲劇的

發生。可無論怎樣，似乎都難以改變自

己痛失所愛的結局，故事將如何繼續？

黃雨萱與李子維是否能夠拯救自己的戀

人？

相較於劇版中融入的懸疑推理元素

，影版的此番平行時空的設定，讓電影

更加回歸於青春愛情片的屬性。

最為驚喜的是相較於劇集的遺憾，

李子維與黃雨萱有了更多的情感戲份，

電影的前半個小時幾乎都是圍繞兩個人

相識相知相戀來展開的，完全填補了劇

粉當年的遺憾。

畢竟經歷過電視劇的虐戀，很多粉

絲壹直都期盼著能夠在銀幕上多看看他

們甜甜的戀愛。正如電視劇中黃雨萱所

說的那樣，“第三個願望要留在心底”

，粉絲們的願望終於在大銀幕上變成了

現實。

誰又能想到，電視劇結尾李子維帶

著小女孩尋找家的彩蛋最終會成為影片

感情線的開始呢？從當初的大哥哥與小

女孩到如今的再相遇，兩個人似乎都有

所成長，卻又始終未曾改變內心深處的

情愫。

除了男女主角顏值加成和戀愛故事

的精妙設計，“莫比烏斯環”的情節設

計可以說是劇版《想見妳》得以圈粉無

數的重要原因。電影版也延續了這壹設

計，雖然受限於有限的敘事空間，但是

主創們的用心依舊讓影版的“莫比烏斯

環”在致敬原作的同時，有著不壹樣的

精彩。

電影中，2017年的黃雨萱、李子維

與陳韻如因為各自不同的目的都穿越回

了2014年7月10日的時間點。黃雨萱是

為了救回三年前因為墜樓意外死亡的李

子維而穿越，處於平行時空的李子維則

是為了救回因為墜樓意外死亡的黃雨萱

而穿越，而躺在病床上已然陷入昏迷的

陳韻如穿越則是想要通過殺死被2017年

黃雨萱附身的自己來結束眾人的痛苦。

在反復的拉扯中，李子維與黃雨萱

拼命穿越想要改變過去的努力最終都徒

勞無功，每壹次的穿越都是被2017年黃

雨萱附身的陳韻如先見到兩個不同時間

點的李子維，然後，附身在2014年黃子

萱身上的陳韻如突然拿著玻璃碎片想要

刺向黃雨萱（也就是自己的身體），然

後被李子維擋住。

在2017年李子維的穿越線中，他沒

能抓住意外墜樓的黃雨萱，陳韻如和黃

雨萱都墜樓死亡。而在2017年黃雨萱的

穿越線中，2014年的李子維與附身在

2014年黃雨萱身上的陳韻如壹起墜落。

影片最感人的壹個橋段莫過於2017

年的黃雨萱淚流滿面地向2017年的李子

維問道“是不是我們做的壹切都徒勞無

功？”，而2017年的李子維則哭著回答

她說，“至少我還有最後壹次機會親自

和妳說壹聲再見。”

相較於電視劇中孤獨壹人且默默無

聞，甚至帶有些工具人屬性的陳韻如。

電影中的陳韻如也有了屬於自己完整的

愛情故事。

雖然也會有很多人在看完電影後，

對陳韻如穿越回去後選擇將自己殺死的

決定感到不解，但是在我看來這就是陳

韻如善良純真壹面的體現，在發生任何

事情的時候首先考慮的不是其他人有沒

有錯，而是自己是不是有問題。

令人動容的是，正是這樣壹個善良

且沈默的女孩在王詮勝準備結束自己生

命的時候，選擇站出來告訴他“這個世

界會不壹樣。”

在劇版的故事中，王詮勝的感情故事

線顯得較為單薄，甚至可以說沒有。而電

影版則很好的為這個遺憾填上了坑，甚至

可以說王詮勝的感情戲份是電影中眾人破

解“莫比烏斯環”的關鍵所在。

經歷了無數次穿越的陳韻如和王詮

勝最終發現，穿越時空的關鍵在於那盤

王詮勝男友在去世前送給他的磁帶——

那麼如果將這盤磁帶銷毀，那穿越過程

中發生的這壹系列悲劇或許都將隨之化

為烏有。

故事的結尾，在燒毀了磁帶後的時

間線裏，李子維與黃雨萱的平靜而美好

的愛情生活仍舊在繼續，而陳韻如在演

唱會時選擇了等待莫俊傑，兩個人終於

在壹起。

至於之前與陳韻如結婚的楊皓也未曾

與陳韻如在壹起，而是邂逅了另壹位喜歡

伍佰歌曲的女孩。電影版的圓滿結局相信

圓了不少粉絲的夢，也讓不少此前未看過

劇版的路人觀眾感受到顏值與靈魂並存的

戀愛能帶來怎樣的心靈治愈。“去愛，去

失去，要不負相遇”的正能量愛情觀也能

引起不少觀眾的內心共鳴。

值得壹提的是，這部由原班人馬打造

的電影同時也對電視劇做出了致敬，並加

入了許多和電視劇相同的細微設定。

比如簡筆畫中女孩在雨中奔跑的背

景，電影延續了電視劇的設定，李子維

畫下這壹幅畫並將它掛在了自己的工作

室裏。在電視劇中，默默喜歡陳韻如的

是莫俊傑，兩人在劇集結尾似乎有了情

感的升華，而到了電影裏，即使充滿遺

憾地錯過了與陳韻如的約會，莫俊傑在

內心深處依舊充滿著對陳韻如的愛戀，

簡直是完美的純情男孩了。

雖然少卻了劇版懸疑推理元素以及

反派設置所帶來的細思極恐，但是影片

中的每個角色都在全新的故事中有了更

為明確的情感故事線。

人生總是充滿著遺憾，但也總會有

無悔的抉擇。莫俊傑與陳韻如的感情始

於彼此間朦朧的憧憬，卻意外終於壹場

未曾碰面的演唱會，對於莫俊傑而言這

是難以挽回的人生遺憾。李子維與黃雨

萱的感情似是命中註定，但倘若兩個人

都未勇敢地走出自己的壹步，幸福的愛

情又從何談起呢？不再存有遺憾，在無

悔中堅守，最好的愛情模樣莫過於此。

總的來說，電影版《想見妳》無論是

從客觀的評價，還是從故事的完整度來講

，都堪稱同類型青春戀愛電影的典範。

對於劇粉而言，影片除了滿滿的情

懷之外，更有充滿誠意的全新故事演繹

。對於路人觀眾而言，本片無疑是最近

檔期少有的戀愛類型佳作，和深愛的人

壹起在大銀幕前感受甜甜的戀愛，無疑

是度過跨年夜的最好方式。

正如影片中，黃雨萱在跨年夜主動

說出的那壹句“這是我和我男朋友的第

壹天”。也期待走進電影院的觀眾能夠

收獲屬於自己的幸福味道！

《愛情築夢師》首播，郭濤陳意涵主演，胡可作配，束煥編劇輕喜劇

電視劇《愛情築夢師》已經可以在搜狐視頻

兩集觀看。這部電視劇的陣容非常強大，主演是

郭濤和陳意涵，胡可則擔任女配角，執筆的則是

知名喜劇編劇束煥。劇作出品於2015年。按理說

，這樣的編劇和演員陣容，妥妥的上星劇的陣容

啊，再不濟，優酷、愛奇藝和騰訊視頻這國內的

三大視頻平臺，才是上線首選啊。

可為何，這部電視劇“積壓”多年，未能獲得

上星機會，最終只能在三大視頻平臺之外的視頻平

臺上線呢？究其原因，便是束煥式的拼盤子的編劇

方法，落伍了，已經不被更廣大的觀眾們歡迎了。

壹個編劇技法的落伍，是非常迅速的，束煥被時代

拋棄，可能大家連個招呼都沒有和他打。

《愛情築夢師》這部電視劇，便屬於典型的

束煥拼盤子風格的都市輕喜劇。束煥以往的喜劇

作品，基本上也是讓兩個性格迥異的人湊在壹起

，在壹個相對的空間當中，產生情感變化。比如

，《港囧》啊，《大鬧天竺》啊等作品。束煥編

劇的《大鬧天竺》，更是因為劇本本身的很多問

題，和導演自身的壹些問題，讓王寶強不得不拿

到了金掃帚獎，可謂是年度最失望。

在這部電視劇《愛情築夢師》當中，創作路

數也是相似的。該劇當中，郭濤飾演壹個在婚姻

登記處工作的離婚男，陳意涵則飾演壹個從寶島

來北京謀生存的女孩。男主不思進取，生活隨遇

而安，女主則大大咧咧，非常有生活的闖蕩精神

。讓這倆角色遇到壹塊兒，按照束煥以往的編劇

思路來看，他們肯定是有戲的，或者說，是有喜

劇的。

但是，《愛情築夢師》最終實現的效果，是

非常失敗的。這種失敗，和《港囧》、《大鬧天

竺》等束煥編劇的電影是壹樣的，那就是為了倆

性格的拼湊而拼湊，最終故事內容是嚴重失真的

，觀眾看到了低級的笑點，卻無法看到高級的真

實。束煥最近幾年近乎全部的影視劇作品，都是

這樣的問題。在壹個求低級笑點的時代，束煥的

作品大行其道。在壹個求真實的電視劇審美時代

當中，束煥的作品，不靈了。

《愛情築夢師》成為“庫存劇”，便是束煥

創作風格失靈的表現。這樣的電視劇作品，若是

上星播出的話，肯定會被觀眾們群嘲壹片。所以

，衛視平臺們紛紛選擇了謹慎，讓該劇從2015年

開始，壹直流落至今，無法上星。束煥式的角色

性格拼盤，最終喪失了電視劇的真實感。對於都

市劇而言，沒有真實感，只有低級笑點，那就是

鬧劇了。

該劇當中，郭濤飾演壹個民政局的離婚登記處

的工作人員。而郭濤角色的父親，在北京有著至少

兩套以上的大面積的房子。男主角是公務員，家裏

又是房子很多，在這樣的角色設定背景之下，竟然

說角色離婚的原因是，前妻嫌棄他不求上進。這是

和觀眾開低級玩笑啊，是瞧不起觀眾對於現實生

活的觀察能力啊——有體制內的穩定工作，有北

京的至少兩套大房子，還要什麼努力？

陳意涵帶來的女主角故事，則更為不可信。

她也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但和家裏邊鬧翻了，要

自己留在北京闖蕩。這位女主闖蕩的需要蹭吃蹭

喝了。可以說，這個角色設定，就是典型的套路

化。大量的爛俗電視劇，都是這樣的橋段，都是

千金小姐和家裏鬧掰了，然後自己闖蕩江湖。束

煥也這麼寫，就讓人覺得，這編劇主線不行，細

節，也要過度借鑒別人嗎？

乃至於女主角後續的大量故事，放在都市環

境當中，都是大面積失真的。男女主角聯手，讓

他們的故事不像都市生活當中的，更像是小孩子

過家家的。其實，這種降低角色智商，以求取敘

事成立的方式，在束煥的“囧途”系列的電影當

中，便已經大面積存在了。這類作品，套弄壹個

公路片的模子，就糊弄了很多看電影數量太少的

影迷。

對於當下的都市劇而言，有笑點還是不夠

的，更需要能夠讓觀眾們覺得真實的故事內容

才行。尤其是壹些播出效果好的電視劇，需要符

合當下觀眾對真實都市環境的審視情緒才行。像

《愛情築夢師》這樣的都市懸浮劇，最終的命運

，必然是“庫存劇”——只能趕上部分視頻平臺

“清庫存”戰略，它才能登上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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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勁爆頒獎張敬軒掃三獎染疫缺席

炎明熹炎明熹 曾比特曾比特
《新城勁爆頒獎禮2022》得獎名單：
勁爆歌曲得獎名單：鄭欣宜《我地》、馮允謙
《給缺席的人唱首歌》、陳葦璇《一個傻瓜一個
啞》、陳柏宇《有我》、許廷鏗《沒有人可以為
你的幸福負責》、林家謙《某種老朋友》、泳兒
《早上 37.2 度》、葉巧琳《難道我未還夠
難》、炎明熹《焰》及曾比特《我以為》。
勁爆播放指數歌曲：《賽勒斯的愛》張敬軒
勁爆年度歌手：張敬軒
勁爆演繹大獎：張敬軒
勁爆我撐新人：李駿傑
勁爆我撐歌手：盧瀚霆
勁爆我撐歌曲：《Innerspace》MIRROR
勁爆人氣偶像：柳應廷、Anson Kong、呂爵安
勁爆作曲：《難道我還未夠難》林奕匡
勁爆填詞：《我地》
勁爆編曲：《Good Vibes Only》JNYBeatz
勁爆監製：《二損一》T-Ma
勁爆音樂製作：《創作者的派對》及《厭惡物圖
鑑》陳健安
勁爆專輯：《The Fight Goes On》陳柏宇
勁爆獨立音樂人：許廷鏗
勁爆男歌手：林家謙、馮允謙及姜濤
勁爆女歌手：鄭欣宜、泳兒及JW
勁爆樂隊：ONE PROMISE
勁爆組合：MIRROR、ERROR、P1X3L
勁爆唱作人：黃妍、陳卓賢
勁爆突破歌手：炎明熹、曾比特
勁爆新媒體歌曲：《FF》王灝兒、《#BFF》姚
焯菲、《憑實力單身》洪助昇
勁爆跳舞歌曲：《RISE》 ANSONBEAN、
《My1stCar》施匡翹
勁爆躍進歌手：安俊豪、力臻、潘宇謙、區子
琳、蘇煒喬、謝高晉
勁 爆 新 人 ： After Class、 COLLAR、 Lolly
Talk、余宗遙、吳保錡、吳啟洋、張蔓莎、陳宗
澤（CY）、雲浩影、黃明德、黎展峯、鍾柔美

奪首 ““勁爆突破歌手勁爆突破歌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
有“雨神”之稱的台灣歌手蕭敬騰近年演

藝事業重心漸移轉到大陸，他曾透露因為太
愛打籃球而受傷，而他近日透過Ig限時動態
披露自己因為打波而導致左手尾指受傷，蕭
敬騰的經紀人Summer證實，照了X光後發
現，蕭敬騰的手指的骨頭裂開了。今次是同
一個位置受傷，並且有肌肉萎縮的狀況。

Summer表示本來以為他只是肌肉挫
傷，去照X光發現骨頭整條裂了，醫生也提
醒，未來一個月內暫時不能打波跟彈琴，醫
生說：“不能再碰到，異位就不好。”而蕭
敬騰事後也發文苦嘆：“要很久不能彈吉他
了。”

Summer表示蕭敬騰為了不影響工作堅
持不打鋼釘，擔心手傷影響工作，也讓身旁
的工作人員感到心疼。

另外，向太（陳嵐）近期加入直播帶貨
後，蕭敬騰最近也發放了一段向契媽向太
（陳嵐）“求抖音教學”的影片，甜喊媽咪
的畫面在網路上瘋傳，掀起一波模仿熱潮。

就此，蕭敬騰工作室與華納音樂發聯合
聲明回應網絡熱議，稱“部分網絡平台的自
媒體賬號針對蕭敬騰發布一系列造謠、人身

攻擊等言論，已對
我司和我司藝人蕭敬騰造成
不良影響。”聲明中稱已對上述事情
進行了取證，還呼籲尊重藝人，“玩梗”要
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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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內舉行了兩次個唱的張敬軒，憑《賽勒斯的
愛》得“勁爆播放指數歌曲”，同時他更奪得

“勁爆演繹大獎”及“勁爆年度歌手”，成為男歌
手大贏家，但他因近日確診而未能親身上台領獎。

當晚出席的歌手及組合則有馮允謙（Jay
Fung）、林家謙、曾比特、許廷鏗、陳柏宇、鄭欣
宜、泳兒、JW（王灝兒）、“聲夢人氣王”炎明熹
（Gigi）。而唱片公司方面，MIRROR及COLLAR
所屬的大國文化，獨攬12個獎，而英皇唱片則獲得
8個獎，而得7個獎的是寰亞唱片及TVB Music
Group。

開場時多位歌手上台影大合照，其中馮允謙、
鄭欣宜、泳兒、JW、林家謙等位列第一行正中

位置，而人氣男團MIRROR則企
第二行C位，出場時全場

歡呼，但12子未
齊人，其

中正養傷的姜濤、事前在社交平台預告了因身體不
適會缺席的Alton，以及Tiger都沒現身。而打頭陣
出場的女子組合COLLAR再次不齊人，八缺三只得
Gao、Winka、Day、Sumling與Marf五員出席。炎
明熹（Gigi）和曾比特雖然企第三行，但也位處C
位。而華納歌手繼缺席早前的頒獎禮記者會後，29
日晚繼續缺席，今年有多首上榜歌的陳蕾、張天賦
（ MC）及洪嘉豪等都未有現身。

Cloud冀有創作歌曲面世
“勁爆新人”由林家謙擔任頒獎嘉賓，十二個

得獎歌手有After Class、COLLAR、張蔓莎、雲浩
影 （Cloud）、鍾柔美（Yumi）、吳啟洋@P1X3L
等。奪“勁爆音樂製作”獎的陳健安（On仔）表示
得製作獎最初接受不到，因製作獎代表包辦曲、
詞、編、監等所有，是一個很有重量的獎，自覺自
己未達標，並且只為自己製作過，並沒有與其他歌
手合作過，希望將來有此機會。Cloud坦言有想過能
奪得新人獎，得獎感覺真的很開心，亦非常滿意

和喜歡自己的作品，希望將來也可以有自
己的創作歌曲面世。

十首“勁爆歌曲”

分別是鄭欣宜《我地》、馮允謙《給缺席的人唱首
歌》、陳葦璇《一個傻瓜一個啞》、陳柏宇《有
我》、許廷鏗《沒有人可以為你的幸福負責》、林
家謙《某種老朋友》、泳兒《早上37.2度》、葉巧
琳《難道我未還夠難》、炎明熹《焰》及曾比特
《我以為》。“勁爆男歌手”得主分別是林家謙、
馮允謙及姜濤；“勁爆女歌手”得主分別是鄭欣
宜、泳兒及JW。聲夢學員姚焯菲憑《#BFF》奪得
“勁爆新媒體歌曲”; 而炎明熹除了《焰》奪勁爆
歌曲獎外，還奪得“勁爆突破歌手”；曾比特同樣
以《我以為》奪“勁爆歌曲”及“勁爆突破歌
手”。

以栽培“新葉”為目標
此外，今年的頒獎禮主題是“音樂新葉．創

造傳說”，以悉心栽培“新葉”為目標，讓樂
迷真正聚焦，欣賞一眾“新葉”如何照亮舞
台，“集葉成樹．集樹成森”，成就香港
樂壇的未來。今年突破界限，加入數碼
創意元素，設立全港首次“勁爆元
宇宙投票”讓一眾樂迷於元宇
宙投選勁爆歌曲。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林子棠、梁

靜儀）《新城勁爆頒獎禮

2022》29日晚於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隆重舉行，今年頒

發63個獎項，近日確診的張

敬軒，個人獲得3個獎成為大

贏家；而人氣男團MIRROR合

共得9個獎項，聲夢學員成績

亦不俗，共獲5個獎項。“勁

爆男歌手”得主分別是林家

謙、馮允謙及姜濤；“勁爆女歌手”分別

是鄭欣宜、泳兒及JW。 炎明熹與曾比

特首度奪得“勁爆突破歌手”。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黃金源

◆◆炎明熹和曾比特早前齊齊北上參加炎明熹和曾比特早前齊齊北上參加《《聲生不息聲生不息》。》。
◆◆ 陳健安和雲浩影分別奪陳健安和雲浩影分別奪““勁爆勁爆
音樂製作音樂製作””獎和獎和““勁爆新人勁爆新人””獎獎。。

◆◆ After ClassAfter Class 拿 下拿 下
““勁爆新人勁爆新人””獎獎。。

◆◆ 鄭欣宜獲鄭欣宜獲
““勁爆女歌勁爆女歌
手手””獎獎。。

◆◆張敬軒張敬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新城勁爆頒獎禮新城勁爆頒獎禮
20222022》》2929日晚盛大舉行日晚盛大舉行。。

2022年12月30日（星期五）娛 樂 新 聞6 ◆責任編輯：樓軒閣

◆◆蕭敬騰打波觸傷舊患蕭敬騰打波觸傷舊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實力派歌手丁噹
將於本月31日與台灣歌迷跨年，距離上次和歌迷
倒數已經是3年前，向來是跨年晚會的熱門人選，
這回獨家跨年獻給桃園，丁噹將帶着6位性感貓女
郎舞者勁歌熱舞，除此之外，她興奮地透露：
“一開場就要讓大家嗨翻，除了嗨，還要帶來回
憶殺，跟着台下每一個人一起大合唱。”

丁噹今年除了投入《搭錯車》演出，快在
Zepp New Taipei舉辦“當我們再一起”live house
巡迴演唱會，歌迷很開心能在跨年晚會見到丁
噹，因此丁噹除了將“演唱會的歌單”及橋段搬
上跨年舞台，並貼心安排“回憶殺歌單”，承諾
把晚會現場變成“超大型KTV”，她不怕天冷，

唯一擔心就是穿上10公分的高跟鞋熱舞跌倒。
日前丁噹在五月天“諾亞方舟10周年進化復

刻限定版演唱會”後台，與嘉賓放浪二勢力（EX-
ILE THE SECOND）合照，她說：“姐夫很
帥，那天他穿白西裝，很像童話中的白馬王子走
出來。”

丁噹丁噹攜攜66位性感貓女獻跨年騷位性感貓女獻跨年騷

◆◆丁噹與六位舞者擺出有趣甫士丁噹與六位舞者擺出有趣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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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金童足球金童CC羅花心情史羅花心情史，，歷經歷經1212個個

超模女友超模女友，，最終向一個西班牙小保姆求婚最終向一個西班牙小保姆求婚！！

（本報記者黃梅子）最近很多朋友看足球看
得過癮，說到足球，就不得不提起足球超級明星
——C羅。今天我就來講一講足球金童C羅的花
心情史，他經歷了12任超模女友之後，最後向
一個西班牙小保姆求婚了。可見在戀愛里，出場
的順序比實力重要。

C羅不但球技出眾，而且因為英俊的外表和
健美的好身材在全球圈粉無數，而和他職業生涯
一樣精彩的，還有他的風流情史。

1985年，C羅出生在葡萄牙的一個地方，他
的家世普通得不值一提。他爸爸是個花匠，但是
花匠的兒子不喜歡種花種草，唯獨喜愛在大草坪
上踢球。為此，老師和父母都為這個孩子憂心不
已：花匠的兒子長大瞭如果不能做一個好的花匠
，還能找到什麼像樣的工作呢？

可這個孩子在足球上還真有天賦，非要將自
己的愛好進行到底。很快，僅僅13歲的C羅便進
入了葡萄牙體育隊，成為一名職業足球運動員。
之後，這個孩子在足球事業上一路高歌，僅僅5
年便成為英超曼聯隊的傳奇，身價更是從1500
英鎊飆升到1224萬英鎊！

C羅球踢得好，他的私人生活也非常高調，
一個又一個的女友幾乎讓人目不暇接。
粗略地統計一下，他成年至今，身邊至少有過12
個女朋友。而且不是超模就是明星名媛，個個美
貌驚人。

C羅的第一任女友是巴西球星巴西球星賈德
爾的姐姐，喬丹娜是模特，那身材相貌自然是相
當火辣，但是三年以後他們分手了。然後，C羅
與一個叫美琪•羅密羅的電視節目主持人交往了
一年，這段時間C羅在曼聯如日中天，隨著名氣
變大，自然更換女友的頻率就越來越快。現在回
頭看看，能與C羅戀愛5年的都是傳說。
很快，第三任女友內衣模特傑瑪•阿特金森橫空
出世，4個月後，傑瑪•阿特金森被C羅淘汰出
局。

2008年，C羅與一名西班牙女模特戀愛了。
這是C羅的第四段戀情，兩個人約會時被狗仔隊
偷拍，鬧得沸沸揚揚，但如此炙熱的愛情，也不
過持續了半年，這大概已經是C羅的極限了吧？
萬花從中過，片葉不沾身。

隨著4任女友的翻篇，超級模特伊
蓮娜•謝克成為C羅戀愛史中相當輝煌
的一個戀人。他們2010年相識，一直
到2015年結束，這是C羅戀愛史上目
前為止時間最長的一個了。

伊蓮娜本身也有不小的名氣，她也
帶動了C羅的商業發展，讓他創下了自
己的自主品牌。這兩個人似乎是天生一
對，但現實似乎不足，因為伊蓮娜一直
沒辦法走進C羅的父母心裡。 2015年
，伊蓮娜發現了C羅的劈腿事實，於是
，一段看上去金童玉女般的戀情，就這

樣無疾而終。
C羅也談過不是模特的女友，在與伊蓮娜分手之
後，迅速與一名電視台記者走到了一起，真正打
破了他的戀愛風格。

這名女記者叫露西亞•維拉隆，雖然不是女
模特，可身材一樣超級棒。只不過她也逃不過被
C羅分手的命運，沒過多久，兩個人就失去了聯
繫。
六任女友過後，感覺C羅對自己已經放開了，結
婚根本不在他的計劃之內，大有一種今朝有酒今
朝醉的感覺。

所以，後面被C羅收入女友行列的人物真稱
得上形形色色，好幾位明星和超模出現在他的緋
聞名單裡，最快的戀愛估計是與大名鼎鼎的金卡
戴珊，據說與C羅在一起只有3天的時間，便閃
電一般地分手了。

這算不算戀情，只有C羅自己才知道。
2008年的時候，C羅一下狂攬19個大獎，

而女朋友也像大獎之後的獎勵一樣，連換了5任
，包括了名媛希爾頓在內。

C羅真是上帝的寵兒，不光自己是超級巨星
，找的12任女朋友都是人間絕色，他雖然沒有
結婚，但已經有5個孩子了，說到孩子，就輪到
他的最後一任女朋友喬治娜出場了。

在定下心來之前，C羅被媒體譽為“花邊新
聞產地”，所有的女友加起來可以組成一個足球
隊。 而此時，22歲的喬治娜•羅德里格斯，
還在西班牙小鎮上的一個鄉村酒吧里，做著端盤
子記菜單的工作。相貌清秀的她，出生在一個普
通家庭，父母以賣漢堡為生，收入微薄，為了給
家裡節省開支，喬治娜高中時，就開始在酒吧兼
職。

不幸的是，母親因為積勞成疾，在她剛上高
二不久後就去世了，沒了母親後，漢堡店也跟著
倒閉，家裡顯得更為清貧和冷清。

為了幫父親分擔生活的重擔，喬治娜在高中
畢業後，就隻身前往倫敦繼續求學，因為不懂英
語，喬治娜找工作接連碰壁，最終只勉強找到一
份保姆的工作。喬治娜搬進了雇主的家，並幫忙
照看他們的兩個女兒，幸運的是，打工期間，孩
子很聽話，雇主也很好說話，她也獲得了不少額

外獎勵。
長期積累下來，她攢了不少

錢，並為了自己報了芭蕾舞班，
重新拾起了自己喜歡多年的舞蹈
，就這樣，她一邊學習英語，一
邊照顧孩子。

沒過多久，雇主夫婦搬到了
別的國家，喬治娜失去了保姆的
工作，並再次成為一名求職者。
她在求職的簡歷中是這樣介紹自
己的：“我現在的英語水平雖然
一般，但我願意付出努力，學習
更多的技能和知識，我也是一個
很聰明的女孩，帶孩子、打掃衛生都不在話下，
請你給我一個機會，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上天不會辜負努力向上的人，很快，喬治娜
找到了一份在Gucci櫃檯當導購員的工作，而錄
用她的招聘者表示，正是因為喬治娜身上那股優
雅的氣質和眼睛裡的野心，才會最終選擇將英語
不好的她錄用。

也正是因為這一份工作，讓喬治娜和C羅相
遇，初遇當天，穿著刻板的白襯衫、西裝褲以及
平底鞋的喬治娜，為前來買衣服的C羅熱情服務
。也許是看慣了濃妝豔抹的明豔女孩，C羅承認
，在看見她的那一刻，他被眼前這個如清爽百合
一樣的女孩深深吸引，很快，兩人相識並頻繁約
會。

他不僅像個小孩子一樣陪著女友在遊樂園玩
耍，而且幾乎每天都開著跑車去接女友下班回家
，媒體更是有報導稱“C羅這次看來是認真的了
”。

但長達8個月的戀情也讓喬治娜遇到了職業
生涯的危機，因為她工作的那家Cucci店一直有
狗仔蹲守，妨礙營業，所以店長不得不辭退這位
姑娘。

女友因為自己丟了工作，C羅當然要出手幫
忙，然而，灰姑娘並不願意做一隻被圈養的金絲
雀，而是想要自主尋找工作，發展個人事業，而
喬治娜最終也得償所願，於2017年簽約了一家
模特公司，繼續追逐自己兒時的第二個夢想。
這位出身貧寒卻堅強向上的灰姑娘，讓C羅更加
著迷。

而與此同時，她與C羅的孩子們關係十分密
切，而這使得這位足球浪子對灰姑娘更加死心塌
地，在和喬治娜戀愛之前，C羅就已經有了一個
兒子，因為C羅始終不肯說出其母親的真實身份
，他和兒子都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C羅在接受
采訪的時候曾經說，如果身邊的女友不能將兒子
照顧好，那麼他們之間的感情也不會走得長遠。
要抓住浪子的心，就得先抓住他孩子的心。深知
這一點的喬治娜，在和C羅交往後，再次回到了
她的本職工作——保姆，於是，戀愛的那段時間
裡，她一邊兼顧事業，一邊和孩子們打成一片。

一年後，C羅通過代孕所生的雙胞胎出生了，喬
治娜也把他們照顧得很好，而這也讓C羅安心地
在球場上，創造出一個又一個輝煌的成績。

憑藉著對孩子們的熱愛以及親密的“母子情
”，喬治娜和C羅的戀情也越發穩定下來，就連
C羅的母親和姐姐，都已經完全被灰姑娘收服，
從最初的反對者變成了支持者。

不久後，喬治娜為C羅誕下一個女兒，有了
親生孩子的加持，自此，喬治娜才算坐穩了“當
家主母”的位置，在成為他人眼中飛上枝頭的麻
雀女之後，喬治娜非但沒有大肆揮霍C羅對自己
的寵愛，反而通過各種機會不斷地在"修煉"自己
：鍛煉身材、攢錢搞事業，以及學習更多足球知
識。

喬治娜表示，儘管他們的戀情相對穩固，但
如果沒有共同話題，感情最終也只能以失敗告終
。所以她花了大量的時間學習足球知識，就為了
能夠陪C羅在VIP包廂看球時，可以雲淡風輕地
討論戰術和每一球員的表現。

這一招成效顯著。 C羅不僅會把她帶到球場
看球，還單膝下跪，對她浪漫求婚，2020年，C
羅這個曾經的花心男，在Facebook上高調曬出
自己和現任女友喬治娜的合影。

照片中，C羅穿著花襯衫摟著自己的性感女
友，並在地下配文稱：“我的愛人”，暗示自己
求婚的舉動。

在一眾網友對C羅這張合影還在疑惑不解時
，另一位主角喬治娜也在同一時間發出了同樣的
照片和視頻，視頻中，兩人就一地玫瑰花瓣翩翩
起舞，並配文：“是的，我很滿足”，實錘自己
已經被求婚的事實，底薪保姆終於成功俘獲足壇
海王的心。

小保姆喬治娜能成功讓足球巨星C羅浪子回
頭，這不是灰姑娘的童話故事，而是一位野心勃
勃的女孩子修煉自己、提高自己，最後逆襲成功
的真實案例。

好了，這一期的生活故事會就到這兒了，感
謝您的收看，再會。

美南國際電視每週一晚上7點首播本期《生
活故事會》，週六晚上7:30重播，歡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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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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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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