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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報業美南報業《《春之聲春之聲》》第第 2727 屆農曆新年園遊會屆農曆新年園遊會11 月月 2828 日舉辦日舉辦

【本報訊】三年疫情之後，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春之聲 》第 27 屆農曆新年園遊會再次
煥發一新，並將于2023 年 1 月 28 日上午十時至下午 5 時在美南報業電視傳媒大樓前舉辦迎新春
活动。

回首近三十年來，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農曆新年園遊會從當初的 「剪不斷的鄉愁」 到今天
的多族裔多元文化的平臺，已經融入美國文化，成為該集團一個精心打造的品牌，其艱辛和成功
令人回首感慨。

1997年美南新聞在夏普城商場舉辦首屆 「中國新年園遊會」 ，適逢天公不作美，當日遭遇大
寒，從主席臺上到臺下的與會人員忍耐凜冽寒風，揭開了美南新聞歷屆 「中國新年園遊會」 的序
幕。

1997年，休士頓著名的 「項目策劃家」 潘婉芬女士與美南新聞協商關於聯合創辦 「中國新年
園遊會」 事宜。美南新聞欣然應允。在何明通博士，石增琨校長的加入下，一批強有力的義工團
應運而生，美南新聞員工也積極行動，上上下下發動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

前五年的 「中國新年園遊會」 都在休士頓西南區的夏普城商場（Sharp-stown）舉辦。活動
舉辦的初期，在熙熙攘攘的人羣
當中，不少人是為了到此尋求熟
悉的鄉音，品嘗久違的家鄉美味
，欣賞和重溫中華文化的魅力，
歡聲笑語和中國年味十足的場面
，濃濃的鄉情四溢。當年客家會
的盆景園藝，黃立源的當眾舂糯
米，還有 「味全大東」 的燒烤鍋
貼，至今令人記憶猶新。此外，
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美工藝品
，更是獲得老美和當地亞裔居民
的喜愛。

2001年，隨著美南報業集團

的快速發展，公司也遷入位於百
利大道的美南報業大樓新址，為
園遊會的舉辦提供了更加寬廣便
利的場所，其規模也不斷擴大，
來賓和參加活動的人當中，美國
人的面孔越來越多。同時在小巨
人姚明的"明星效應"下，美南新

聞邀請到休士頓火箭隊啦啦隊，休士頓
Dynamo足球隊的啦啦隊也同臺出場，美
國各大銀行、商業機構，政府團體，健康
醫療機構都成為歷屆園遊會的固定常客，
由於歷年活動都是人潮鼎沸，許多在奧斯
汀聖安東尼奧的居民也慕名軀車而至，也
令與會的攤位業主收入頗豐。

近年來 「中國新年園遊會」 已突破早
期以亞裔為主體喜慶農曆新年的社區活動
範圍，多元化族裔的加入，也吸引了主流
社會的眼光，並獲得了肯定和支持。

從國會議員，州議員、休士頓巿巿長
都成為中國新年園遊會的受邀賓客。

同時，隨著休士頓國際貿易區的批准
成立，每年一屆的 「中國新年園遊會」 又
成為宣傳國際貿易區的重要窗口，園遊會
的宗旨和主題也得以提升，即多元化社區
及族羣共襄盛舉，帶動商貿交流，為各個
族裔帶來共同發展的未來美景。

如今的美南新年園遊會，已經打造成
為美南報業集團一個耀眼的文化品牌，也
是多族裔商業的理想平臺。今年，美南新
聞在 2023 年大年初一舉辦第 27 屆遊園會，當天有各種美食攤位，四個多小時的節目演出，正場
活動將會透過 15.3 臺、YouTube、iTalkBB 等平臺呈現給觀衆，成為向全美乃至世界展示的重要
窗口。

目前有攤位供商家及個人預定。預定電話：281-498-4310，聯繫人 Jennifer

【美南新聞泉深】2023年1月20日晚上，3T STUDIOZ在休斯頓國
際區Park 8 Event Center 舉行春節聯歡晚會，虎去兔來，辭舊迎新，迎來
2023金兔年！休斯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攜夫人朱勤勤女士出席。

春節聯歡晚會的主辦人Connie Ruan 和Dr.Tri Le 致賀辭，恭祝各位
：

兔飛猛進！大展宏兔！宏兔大志！兔步青雲！揚眉兔氣！前兔無量！
動若脫兔！前兔似錦！福兔賀歲！金兔滿堂！

兔年人氣旺，1963年兔年出現了中國嬰兒潮的高峰，當年出生的嬰兒
超過2934萬，創造力中國年出生人數的頂峰。 1987年兔年出生嬰兒超過
2508萬，也名列前五。

33T STUDIOZT STUDIOZ舉行春節聯歡晚會舉行春節聯歡晚會
迎來迎來20232023金兔年金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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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6日（星期一）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李岐山

復常通關利好 港二手樓借勢反價
專家提醒樓價回升須靠經濟 市民置業勿心急

香港與內地實施首階段復常通關一周，香港樓市氣氛明顯

升溫。市民怕「遲買愈貴」趕過年前入市，二手盤反價聲音

此起彼落，彷彿有種無形壓力催促市民上車。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

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指出，目前中小單位約有一成業主反價，幅

度約3%至5%；豪宅同有反價個案，惟承接力較中小單位弱，反價

幅度維持在3%內。專家則提醒，通關復常及股市造好可短期推高

樓市，惟樓價要「真升」仍要靠經濟復甦，現在入市非最佳時機，

呼籲市民買樓勿心急追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香港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系副教授麥萃才
表示，目前樓市雖氣氛好轉，但未見明顯「轉

角訊號」，畢竟每年樓市有高有低，也不會一直升或
者一直跌，加上最近市民正好是加人工、出花紅及雙
糧的時間，也推高了市民置業的意慾。

學者：「怕遲買更貴」令樓市回暖
麥萃才認為，樓市受疫情及加息影響，早前交投

停頓了一段時間，現在香港與內地逐步復常通關，為
樓市帶來利好，不少準買家也會「怕遲買更貴」而入
市，而且近月股市造好亦造成財富效應，因此樓市出
現回暖或者小陽春也是相當正常。但也認為市場出
現反價不代表能成交，這需要經濟狀況及市民收入
水平配合，市民無須過於驚慌而追價入市。

麥萃才分析，美國通脹數字雖然下跌，但通脹
問題持續，估計美國的加息目標介乎5至5.5厘之
間，因此息口仍未見頂。他指，影響香港樓市的最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市民供款能力，假如供款額在
將來仍有變數的話，市民入市買樓都要「就住就
住」。

中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早前撰文引述差餉物
業估價署的最新公布數字指，11月的樓價指數跌了
3.33%，跌幅是2008年11月以來最大。他估計，12
月份的樓價指數雖會略為收窄，但跌幅仍會達2%左
右。

代理：未有條件說樓市見底
施永青指，從這些數字來看，現階段仍沒有條

件說樓市的跌勢已經喘定。可能要等到今年2月
尾，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1月份的樓價指數

時，才可以看到樓價喘定的跡象。如留意每周公布的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應可以更早看到樓價喘定的端
倪。施永青認為，現時就說樓價會大幅回升仍是言之
過早。目前對樓市起利好作用的，主要是出現好消息
後的心理因素；要待經濟環境真正改善後，樓價才會
受到實質因素的支持，屆時樓價的回升才有條件持續
下去。

資深物業投資者吳賢德認為，2023年最不值得
買的資產除了比特幣，就是樓。他指，股市走勢與樓
市走勢兩者往往會互相影響，目前全球經濟未見有明
顯好消息，不論是俄烏事件或者是中美關係都洶湧暗

藏，如果以股市走勢來看，恒指抽升很大機會代表大
戶要散貨，比起恒指低位徘徊更難見底，因此估計今
年第一二季將會「股樓雙跌」。

吳賢德指，香港樓市仍然是由投資者主導的市
場，扣去手續費及利息，回報不足2厘加上要「綁3
年」（額外印花稅（SSD）綑綁期)，而且美國今年
仍會繼續加息，比起銀行定期存款，買樓絕對不會是
投資首選。他指，如果無必須入市的理由，投資黃金
等貴金屬會最為理想，在各國地緣局勢日漸緊張下，
各國央行近年密密買入大批黃金，以對抗美元霸權，
相信2023年至2024年貴金屬市場將會展開升浪。

首階段復常通關後經濟復甦步伐有望加快，
加上美國通脹下跌令市場情緒轉正，港股美股持
續造好，刺激樓市成交氣氛升溫，掀起反價潮，
中小單位反價幅度較大。中原地產資深區域營業
經理張義強表示，馬鞍山迎海1月暫錄約3宗成
交，最新錄迎海1期5座高層D室，單位實用面積
799方呎，望海景，3房連套房及工人套房間隔，
11月時開價約1,329萬元（港元，下同），12月減
至1,300萬元，1月初吸引4組客人還價洽購，最終
反價19萬元，獲一組客人追價承接，以1,319萬元
易手，實用平均呎價16,508元。

中原地產東涌區高級分區營業經理吳家威表
示，東涌藍天海岸2座高層E室，實用面積592方
呎，屬2房間隔，最初開價760萬元，業主上月

700萬元亦肯賣，本月見市況明顯回暖，遂提價至
740萬元，近日獲投資者洽購，最終反價10萬元，
以750萬元沽出，實用呎價12,669元。11月底同座
低層同室單位以600萬元沽出，短短一個多月，最
新造價回升150萬元或25%。

中小單位雖見反價，不過豪宅仍見大幅蝕
讓。其中九龍塘半新盤豪宅錄首宗二手蝕讓個
案。市場消息稱，九龍塘豪宅賢文禮士錄得3座低
層C室蝕讓易手，實用面積883方呎，屬2房間
隔，以1,500萬元易手，實用呎價16,988元。據
悉，上址原業主為外籍人士，於2017年 4月以
1,677.39 萬元一手購入，持貨近 6年，賬面蝕
177.39萬元或約一成；若連使費計，料原業主實蝕
逾255萬元或約15%。

樓市租金走勢方面，
由於內地與香港逐步復常
通關，地產代理預料高才
通計劃將引入更多專才來
港，料可撐起中上價物業
租務市場，主打高端人才
的豪宅租金有望跑贏大
市，全年最高看升13%。

香港置業行政總裁馬
泰陽表示，去年全年租金
跌幅少過買賣價，不少準
買家都轉買為租，支撐起
住宅租金市場，估計2023
年的住宅租金會有5%的升
幅；而豪宅租金則分為兩
個板塊，分別是新興豪宅
（九龍站／黃竹坑站）以及
傳 統 豪 宅 （ 山 頂 及 南
區），香港邁向復常，預
料外地人才來港數量增
加，估計前後兩者租金在
今年升幅分別為 5%及
10%。

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
強指出，2023年租金表現
也可因應樓價上升而一併
回升，當中中小型住宅租
金於2023年料升3%；而豪
宅租賃料仍相對遜色，租
金來年表現料持平在原地
踏步。美聯物業住宅部行
政總裁（港澳）布少明
說，2022年住宅租金平均
僅下跌大約4%，估計2023
年租金可追回上一年跌
幅，估計全年升幅大約3%
至4%；而豪宅租金則由於
香港復常通關，估計會有
不少高級僱員來港工作，
因此預計全年有7%-8%租
金升幅。

最樂觀看升12%至13%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

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
稱，住宅租金在2022年走
勢比買賣價好，估計2023
年會有不俗表現，全年看
升10%；而豪宅租金因全
面通關，陸續有外地僱員
來港，走勢比一般住宅看
高一線，全年看升12%至
13%。

住屋需求旺 中小單位反價幅度勝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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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復常通關利
好下，二手樓業
主態度轉硬，由
去 年 「 愈 叫 愈
低」，轉為近期
積極反價，而有
市民怕遲買更貴
趕過年前追價入
市，促成多宗反
價成交。

資料圖片

人民幣匯率“六連漲”折射中國經濟向好預期

綜合報導 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

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

“雖有狂風驟雨，更有遼闊深邃和澎

湃動力”。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

精神，充分認識並切實用好我國經濟

發展的多方面比較優勢和有利條件，繼

續夯實“穩”的基礎，持續增強“進”

的動能，在更周全的“穩”與更高質量

的“進”良性互動中推動高質量發展，

中國經濟定將不斷煥發新氣象，為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

步。

2023年開年6個交易日，人民幣對

美元匯率中間價走出“六連漲”，進入

6.7元區間。1月9日，人民幣對美元中

間價報6.8265，創下2022年 8月22日以

來新高，調升647個基點。當日離岸、

在岸人民幣盤中雙雙收復6.8元關口。1

月10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7611

，再次大幅上調 654 個基點。這輪自

2022年11月開啟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

間價反彈回升，至此已累計上漲超6%。

從去年末到今年開年至今，人民幣

匯率走出了壹波反彈回升行情。2022年

底以來的人民幣匯率大幅反彈、境外資

本流入持續增長，充分反映了國際金融

市場堅定看好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近

期，得益於穩增長政策顯效，經濟活動

加快恢復，給予我國資產乃至人民幣匯

率更多溢價，人民幣匯率得以在壹籃子

貨幣中走勢領先。不僅是匯率市場，在

經濟復蘇預期的支撐下，全球投資者對

人民幣資產更是表現出極大熱情。展望

2023年，國內經濟運行有望總體回升，

對人民幣匯率將構成強有力支撐。

消費正在回暖，中國經濟企穩反彈

明朗。去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不

小的困難挑戰，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穩

固，疫情仍是影響經濟平穩運行的重要

因素，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

三重壓力仍然較大。應當看到，這些問

題是前進中的困難挑戰，我國經濟韌性

強、潛力大、活力足，長期向好的基本

面沒有變。

在剛剛過去的元旦小長假期間，全

國各地煙火氣升騰、百業回暖。相關部

門的數據作出了有力的說明——元旦假

期全國鐵路日均發送旅客較去年11月份

增長109%；國內旅遊收入265.17億元，

同比增長4.0%；新年首日，全國營業影

院數量創下近 10 個月以來的新高；

“2023全國網上年貨節”首日，全國網

絡零售額452億元，比去年年貨節首日

增長了6.5%。

盡管疫情並未完全結束，但生活正

在被壹點點焐熱，消費正在加快回暖，

傳遞出中國經濟向上向好的積極信號。

面向嶄新的2023年以及更長遠的未來，

只要我們內心篤定，充滿信心，堅持穩

字當頭、穩中求進，中國經濟這艘巨輪

就壹定能夠逆風而上、奮楫揚帆，在向

上、向好、向著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穩

健前行。

宏觀政策是推動經濟恢復、企穩向

上的重要保障手段，也是促進經濟社會

發展提質增效的重要激勵工具。2022年

我國綜合施策，堅持階段性措施和制度

性安排相結合、組合式手段並舉。中國

經濟航船能在外部風浪的多輪沖擊下保

持平穩運行，壹條重要經驗就是持續強

化政策聯動，壹系列宏觀政策靠前發力

、精準有力、形成合力，不斷鞏固經濟

回穩向上的基礎。經過應對內外部各種

沖擊挑戰的實踐，宏觀調控舉措更加豐

富，政策儲備工具更加充足，各方面準

備更加充分。

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積

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2023年要

適度加大政策擴張的力度，提高政策效

能，更好發揮財政撬動社會資金的杠桿

作用；強調“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

力”，今年貨幣政策力度要夠，保持流

動性合理充裕，投向結構要精準，尤其

要支持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

等領域；強調“產業政策要發展和安全

並舉”“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強”

“社會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線”。堅持系

統觀念、做好統籌兼顧，加大宏觀政策

實施力度，加強各類政策協調配合，就

能形成共促高質量發展的合力。

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雖有狂風驟

雨，更有遼闊深邃和澎湃動力”。全面

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充分認識並

切實用好我國經濟發展的多方面比較優

勢和有利條件，繼續夯實“穩”的基礎

，持續增強“進”的動能，在更周全的

“穩”與更高質量的“進”良性互動中

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長期向好前景的

中國經濟定將不斷煥發新氣象，為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

步。

新增專項債加力穩投資 兩天發行規模近千億元
綜合報導 新增專項債發行節奏加快。據記者

統計，截至1月12日，今年以來，大連市、青島市

等4地發行新增地方債規模合計達1050.05億元，其

中，1月6日和1月10日兩天新增專項債合計發行

983.05億元。

巨豐投顧高級投資顧問謝後勤表示，新增專項

債發行節奏加快，有利於資金快速投入使用端，形

成實物工作量，帶動經濟回暖。

據記者梳理，截至1月12日，已有廣東、江西

等23地披露地方債發行計劃，壹季度計劃發行新

增地方債13532.16億元，其中，新增專項債計劃規

模達11129.73億元。從月度來看，上述23地中，有

19地計劃在1月份發行新增地方債6864.12億元，其

中新增專項債規模達5282.73億元。

從時間上看，今年1月6日就開始發行新增專

項債，較2022年發行時間提前7天。從規模上看，

財政部數據顯示，2022年1月份發行新增專項債券

4844億元。由於近年來很少出現專項債發行失敗的

案例，預計2023年 1月份專項債發行規模將超過

2022年1月份。

東方金誠研究發展部高級分析師馮琳表示，從

已經披露的新增專項債發行規模來看，今年1月份

將迎來第壹個發行高峰。從歷年來看，每年全國兩

會後就會下達當年新增地方債額度，之後的5月份

至6月份是發行高峰。基於此，判斷今年新增專項

債發行高峰仍在二季度。

專項債是今年積極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的重要內

容。近日，財政部部長劉昆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在

專項債投資拉動上加力。合理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

券規模，適當擴大投向領域和用作資本金範圍，持

續形成投資拉動力。

馮琳預計，2023年預算財政赤字率將上調至

3.1%，由此推算地方財政赤字規模為0.8萬億元，

對應新增壹般債券額度約為0.8萬億元，這樣今年

新增地方債額度將在4.8萬億元左右，其中新增專

項債規模將達到4萬億元左右。

“今年新增專項債將主要投向交通、市政和產

業園等九大領域，同時也會投向新能源項目和新基

建兩大領域，而且對新能源和新基建的投向占比有

望提升。”馮琳說。

謝後勤表示，專項債券在帶動擴大有效投資、

穩定宏觀經濟大盤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當前，

各地都在投資端發力穩增長，預計今年壹季度經濟

增速會有較好表現，壹季度基建投資增速很可能保

持兩位數增長。

“發行專項債能夠為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

供資金，去年在專項債和準財政工具支持下，

基建投資大幅提速，對整體經濟增長起到重要

托底作用。”馮琳表示，今年專項債將繼續為

保持基建投資增長、穩定經濟運行提供資金支

持，預計全年基建投資仍然有望實現 5%至 10%

的較快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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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回家的路上，车里随机了一首老歌，嘶

哑的嗓音唱响三万英尺云底的爱情（歇斯底里）

。边上姑娘没话找话的问，三万英尺是多高？呃

，也没多高，比 8,848 米的珠穆朗玛峰高一点

（29,029 英尺）。

并没有离开地球的生物圈。

生物圈的极限

地球生物圈延伸多高？肯定逃不出大气层。

大气层也分好几层，离我们最近的是对流层

、和平流层。你看这张图里对流层（橙色）、平

流层（蓝色）的余辉，那朵烟云是航天器回地球

时留下的。

生命的极限超出我们的想象，研究人员早已

经发现丰富多样的生命——以微生物的形式——

深入大气层 32 公里的平流层里。那里寒冷干燥

，几乎没有辐射屏蔽层，与外星条件一样严苛。

极限记录是在 2001 年，一次高空气球实验

中，在 41 公里的高度收集了灰尘，后来在实验

室进行检查时发现其中含有细菌物质。虽然在实

验室里，真空、强辐射环境下也有微生物能生存

。但平流层，目前看，是生物的极限了。

微生物之外，常规意义上有血有肉的生物能

活在平流层里么？咱们在鸟里找一找。

动物园傻呆呆的火烈鸟 ( Phoenicopterus chil-

ensis ) 可以飞跃安第斯的峭壁和冰川，约海拔

5,500 米处，离最低的平流层还差得远。（平流

层不是规则的一圈，中纬度地区下缘高约为 10

公里；极地约为 7 公里）

斑头雁（Anser indicus）能达到的高度几乎

翻上一倍，它们号称能飞跃珠峰 8,848 米的最高

峰——但，猫子多说一句，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

二手报告数据。有记录的科学数据是：2012 年

研究人员让 10 只斑头雁背上了GPS，这波雁最

高达到了 7,290 米。也可能GPS太沉，拖后腿了

。

而鸟类高度的极限，是鲁佩尔秃鹫。

藐视众生

鲁佩尔秃鹫（Gyps rueppelli），国内称其为

黑白秃鹫，是一种大型猛禽，成鸟个头超过 1 米

，翼展在 2.26 至 2.6 米之间，体重在 6.4 至 9

公斤。它们是飞得最高的鸟类，没有之一。

有确凿证据表明它曾在海拔 11,300 米（37,

000 英尺）的高度飞行。

什么确凿的证据？说起来是个悲剧——

1973 年 11 月 29 日，一只鲁佩尔秃鹰在科特迪

瓦上空 11,278 米（37,000 英尺）处被飞机喷气

发动机吸入，在历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笔。

说起来，这也是鸟类唯一确切进入平流层的

证据。

鲁佩尔秃鹰通常呆在对流层，高度约 6,000

米处飞行。通过研究，科学家发现，这归功于氨

基酸突变。

鲁佩尔秃鹰具有一种特殊的血红蛋白——al-

pha D变体亚基——这种蛋白质对氧气具有很强

的亲和力，这使得该物种能够在对流层上层的低

压下有效吸收氧气。

此外，加大码的心脏左心室负责将含氧血液

泵送到身体，并且其身体的毛细血管明显多于其

他任何鸟类。

这一切，让鲁佩尔秃鹫拥有了飞在最高处，

藐视众生的资本。

鲁佩尔秃鹰是比较严格的食用尸体的动物，

腐的、新鲜的尸体。发现因受伤、疾病或年老濒

临死亡的动物，它们不会动一根指头，将耐心地

等待其咽下最后一口气。

当那些最吸引人的柔软部分被吃掉后，鲁佩

尔秃鹰会继续吃兽皮，甚至骨头，狼吞虎咽直到

根本飞不起来，一跳一跳的找个地方消食。

只有饿着肚子的秃鹫才高高的飞在所有生灵

头顶上，在千、万米的极限高处盘旋。飞得越高

，看得越远，越能早点填饱肚子，或者收割新鲜

的灵魂。

血肉生物的极限——鲁佩尔秃鹫，飞在11000米高的平流层里

之前有一阵子，女朋友失眠，猫子剪了了一

段 90 秒的白噪音给她睡觉时候循环听——以一

只布谷鸟开场，接着鸣禽的婉转悠扬，穿插涉禽

的轰鸣，夜莺作为主角，鸦雀渐远收尾。

这份融合了30多种鸟儿歌声的小礼物里，猫

子用心良苦（险恶）——这些鸣唱，在自然界中

无一例外，只有两个目的——求偶和宣誓领土。

求偶

鸟的歌声和鸣叫，在生物学上看是两码事。

区别基于复杂性、长度和上下文。鸣叫往往起

到警报或保持鸟群成员联系等功能，而歌曲相对更

长、更复杂，并与领地、求爱和交配有关。所以，

从功能上来说，鸽子蠢蠢的咕咕叫也是在唱歌。

既然是求偶，那么是凤求凰，还是凰求凤？

得分身在什么地儿。在北京、扩展到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温、寒带地区，几乎所有的歌曲都

是由雄鸟发出的。

然而，在热带地区、澳大利亚全境、非洲沙

漠地带，雌性鸟类的歌声通常与雄性一样多。

生物学家认为，这一方面归因于季节性不明

显，这让鸟类可以在条件有利的任何时间段进行

繁殖，雌性鸟类也得积极主动；另一方面，也和

这些地区鸟类极低的死亡率有关。

无论如何，雌也好，雄也罢，鸟儿鸣唱最重

要的功能是吸引配偶。

科学家假设鸣唱是通过性选择进化而来的，

实验表明鸟鸣的质量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健康指标

。跟咱们人类一样，身体状态不好，别说唱歌了

，说话都费劲。寄生虫和疾病可能直接影响鸣叫

率等鸣叫特性，从而作为可靠的健康指标。

除了歌曲的质量，雌性鸟可能还会根据会唱

的曲目多少来选择雄性。不同物种在歌曲的复杂

程度和所唱的不同种类歌曲的数量方面差异很大

，比如，下图的棕色画眉鸟（Toxostoma rufum）

会唱响高达 3000 首情歌。

而夜莺，更是个中翘楚，为文人骚客所津津

乐道。

把情歌唱成闹钟

悲哀的是，女友没能 get 到背后的深意。

她告诉我还成，听着睡好像有点效果。然后

要求再给用鸟叫做个叫早的闹钟。

好吧。这是爱的诅咒，猫子开始思考哪只鸟

的歌声最响亮。窗口喳喳叫的喜鹊？太俗。长安

街沿线那响彻云霄的乌鸦呱呱？太丧。

整点世界最顶级的——白钟（铃）鸟 (

Procnias albus )，它绝对可以把情歌唱成闹钟。

求爱仪式可以激发雄性物种最好（和最坏）

的一面。当钟鸟求爱时，雌性会落在离她的情人

约一米远的树枝上。然后，他开始用他的曲目中

的两音符歌曲为她唱小夜曲。

发出第一个音符时，雄性开始转圈，头上那根

长长的黑色肉垂（类似鸡冠子的组织，有的钟鸟有

好几根儿）变得像鞭子一样危及他的伴侣，并直接

向雌性发出刺耳的第二声。这时，雌性知道这货又

要转圈了，向后跳了几步。接下来，如果她对他歌

声的强度和音量感到满意，那么爱就在空气中。

这个物种内卷的非常厉害。

科学家测得雄鸟的鸣唱平均音量为惊人的

125.4 分贝（1 米距离）。这与站在航空母舰的

甲板上，而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在旁边起飞时大致

相同。联想不出来，好吧，你站在广场中央，两

群没素质的广场舞，在你左右耳边把好几个音响

音量都拧到了头......

白钟鸟是一只相对较小的鸟，它从的长度不

超过 28 厘米，重量约为 250 克，怎么会发出

这样的鸣唱呢？

科学家们发现，隐藏在雄性白色羽毛之下的

是一个肌肉发达、希腊雕塑般的胸部，其组织比

大多数同体型的鸟类厚五倍。当然，它还拥有张

开得非常大的喙——就像相声里说的，嘴儿大，

叫唤声音就大。

用它当闹钟，完全没问题。

世界上哪种鸟的歌声最响亮？它把情歌唱成了闹钟

加州槍擊案亞裔嫌疑人在農曆新年大屠殺後自殺身亡加州槍擊案亞裔嫌疑人在農曆新年大屠殺後自殺身亡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11月月2121日週六晚日週六晚，，在洛杉磯附近的中國農在洛杉磯附近的中國農

曆新年慶祝活動期間曆新年慶祝活動期間，，一名槍手在舞廳內殺死了一名槍手在舞廳內殺死了 1010 人人，，然後逃離然後逃離
現場現場。。當局說當局說，，週日在警察接近他時自殺身亡週日在警察接近他時自殺身亡。。

洛杉磯縣治安官羅伯特洛杉磯縣治安官羅伯特··盧納在周日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說盧納在周日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槍擊事件的動機尚不清楚槍擊事件的動機尚不清楚。。他確認嫌疑人是他確認嫌疑人是 7272 歲的特蘭歲的特蘭（（HuuHuu
Can TranCan Tran音譯音譯），），他是一位亞洲人他是一位亞洲人，，使用的是帶有大容量彈匣的使用的是帶有大容量彈匣的
手槍手槍。。

盧納告訴記者盧納告訴記者：“：“我們想知道我們想知道，，我們想知道這種可怕的事情我們想知道這種可怕的事情
是如何發生的是如何發生的。”。”

盧納說盧納說，，週日早上週日早上，，當警察接近他在托倫斯駕駛的一輛白色當警察接近他在托倫斯駕駛的一輛白色
麵包車時麵包車時，，特蘭用手槍對準了自己自殺身亡特蘭用手槍對準了自己自殺身亡，，托倫斯距離蒙特利托倫斯距離蒙特利
公園明星舞廳舞蹈工作室的槍擊現場約公園明星舞廳舞蹈工作室的槍擊現場約 2020 英里英里（（3434 公里公里）。）。

盧納說盧納說，，其中五名受害者是男性其中五名受害者是男性，，五名是女性五名是女性。。他們的身份他們的身份
尚未公開尚未公開。。當局說當局說，，另有另有 1010 人中彈人中彈，，其中其中 77 人仍在醫院接受治療人仍在醫院接受治療
，，至少有至少有 11 人情況危急人情況危急。。

警察部門發布了嫌疑人的照片警察部門發布了嫌疑人的照片，，這些照片顯然是從監控攝像這些照片顯然是從監控攝像
頭拍攝的頭拍攝的，，照片顯示他戴著眼鏡照片顯示他戴著眼鏡，，身穿深色夾克身穿深色夾克，，頭戴白色條紋頭戴白色條紋
的深色無簷小便帽的深色無簷小便帽。。

盧納證實盧納證實，，在周六晚上蒙特利公園槍擊事件發生約在周六晚上蒙特利公園槍擊事件發生約 2020 分鐘後分鐘後
，，特蘭在鄰近城市阿罕布拉的一個舞廳發生了另一起事件特蘭在鄰近城市阿罕布拉的一個舞廳發生了另一起事件。。在第在第
二個地點二個地點，，目擊者說特蘭拿著一把顧客可以看到的槍走進來目擊者說特蘭拿著一把顧客可以看到的槍走進來。。盧盧
納說納說，，沒有人中彈沒有人中彈，，特蘭逃走了特蘭逃走了。。

部門負責人安德魯部門負責人安德魯··邁耶在新聞發布會上告訴記者邁耶在新聞發布會上告訴記者，，當警察到當警察到
達蒙特利公園舞廳時達蒙特利公園舞廳時，，人們人們““尖叫著從現場湧出尖叫著從現場湧出”。”。

槍擊發生在當地時間晚上槍擊發生在當地時間晚上 1010 點之後點之後。。為期兩天的中國農曆新為期兩天的中國農曆新
年慶祝活動在那裡舉行年慶祝活動在那裡舉行，，許多市中心街道因慶祝活動而關閉許多市中心街道因慶祝活動而關閉，，吸吸
引了來自南加州各地的數千人引了來自南加州各地的數千人。。警方表示原定於週日舉行的慶祝警方表示原定於週日舉行的慶祝
活動已取消活動已取消。。

週日週日，，在蒙特利公園在蒙特利公園，，居民們站著凝視著被警察用膠帶封鎖居民們站著凝視著被警察用膠帶封鎖
的許多街區的許多街區。。洛杉磯中華總商會主席洛杉磯中華總商會主席 Chester ChongChester Chong 將這個擁有將這個擁有

約約 66 萬人口的城市描述為一個安靜萬人口的城市描述為一個安靜、、祥和祥和、、美麗的地方美麗的地方，，每個人每個人
都相互了解並相互幫助都相互了解並相互幫助。。

這座城市距離洛杉磯市中心約這座城市距離洛杉磯市中心約 77 英里英里（（1111 公里公里），），幾十年來幾十年來
一直是中國移民的目的地一直是中國移民的目的地。。根據美國人口普查數據根據美國人口普查數據，，該市約該市約 6565%%
的居民是亞裔的居民是亞裔，，該市以其眾多的中餐館和雜貨店而聞名該市以其眾多的中餐館和雜貨店而聞名。。

ChongChong 在現場說在現場說：“：“昨晚人們打電話給我昨晚人們打電話給我，，他們害怕這是一他們害怕這是一
起仇恨犯罪起仇恨犯罪。”。”

Star Ballroom Dance StudioStar Ballroom Dance Studio 於於 19901990 年開業年開業，，其網站上刊登了其網站上刊登了
許多過去農曆新年慶祝活動的照片許多過去農曆新年慶祝活動的照片，，照片上的顧客穿著晚禮服在照片上的顧客穿著晚禮服在
其燈火通明的大舞廳裡微笑著跳舞其燈火通明的大舞廳裡微笑著跳舞。。

據工作室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師說據工作室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師說，，它的大部分顧客都是它的大部分顧客都是
中年或老年人中年或老年人，，不過孩子們也參加青年舞蹈班不過孩子們也參加青年舞蹈班。。

老師說老師說：“：“那些都是正常的工作人員那些都是正常的工作人員，，有些人退休了有些人退休了，，只是只是
想鍛煉一下或社交想鍛煉一下或社交。”。”

網站上張貼的傳單宣傳周六晚上的新年派對網站上張貼的傳單宣傳周六晚上的新年派對，，從晚上從晚上 77 點點 3030
分開始分開始。。至週日凌晨至週日凌晨 1212::3030。。

3030 歲的蒂芙尼歲的蒂芙尼··邱邱 (Tiffany Chiu)(Tiffany Chiu) 在舞廳附近的父母家中慶祝在舞廳附近的父母家中慶祝
，，她說槍聲被一些人誤認為是新年煙花她說槍聲被一些人誤認為是新年煙花。。

她說她說：“：“很多老年人住在這裡很多老年人住在這裡，，通常很安靜通常很安靜，，這不是你在這這不是你在這
裡所期望的裡所期望的。”。”

當地新聞媒體拍攝的視頻顯示當地新聞媒體拍攝的視頻顯示，，受傷的人被擔架抬上救護車受傷的人被擔架抬上救護車
，，其中許多人看起來是中年人其中許多人看起來是中年人。。

拜登總統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譴責了這起殺戮事件拜登總統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譴責了這起殺戮事件，，並表示他並表示他
已指示他的國土安全顧問動員聯邦支持地方當局已指示他的國土安全顧問動員聯邦支持地方當局。。

美國經常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美國經常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蒙特利公園發生的襲擊是自蒙特利公園發生的襲擊是自
20222022 年年 55 月以來最致命的一次月以來最致命的一次，，當時一名槍手在德克薩斯州尤瓦當時一名槍手在德克薩斯州尤瓦
爾迪的一所學校殺害了爾迪的一所學校殺害了 1919 名學生和兩名教師名學生和兩名教師。。加州歷史上最致命加州歷史上最致命
的槍擊事件發生在的槍擊事件發生在 19841984 年年，，當時一名槍手在聖地亞哥附近聖伊西當時一名槍手在聖地亞哥附近聖伊西
德羅的一家麥當勞餐廳殺死了德羅的一家麥當勞餐廳殺死了 2121 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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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銀牌爭冠前最後檢閱

即將於大年初一爭奪高級組銀牌錦標的東方及傑志，14日在爭冠前的最後檢閱都順利贏球一

壯聲威。東方作客香港仔運動場以2：1力挫冠忠南區，寫下4連勝；傑志則以5：0輕取港會，於

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積分榜暫時壓過理文重登榜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黎永淦）港超
第8周餘下兩
仗即將上演。
剛於菁英盃勇
挫傑志的標準
流浪，主場列
陣遇上增兵出
擊的晉峰；理
文主場對和富
大埔之役，則
為過年前的
“收爐戰”。

一口氣出戰4場盃賽後，標準流浪
回歸超級聯賽戰線，再次主場出擊。今
周之前，各隊已完成7周賽事，流浪戰績
暫為2勝2和3負，落後晉峰2分排第7，
技術顧問米路認為，球員需要表現出爭
勝的自信：“我們尊重對手，但也要相
信自己的能力。去仗對傑志的下半場，
己隊作風頑強而且球員表現堅定，若然
來仗能繼續有這樣的表現，我們是有能
力取勝的。”

米路續道：“此前在菁英盃與晉峰
踢成3：3平手，證明該隊不易應付，而
且他們聯賽排名在己隊之上，若能全取3
分，己隊聯賽前景將比較好。”

副隊長盧均宜指出，晉峰個別進攻
球員速度快、善於盤扭，需要提前部署
去應付。談到去仗對傑志射入兩記罰
球，助球隊2：1打敗傑志的日本新援神
田夢實，盧均宜稱該球員基本力扎實、
有敏銳的觀察力，與幾位善於用球的中

前場球員亦相當合拍。
晉峰賽前宣布獲得尼加拉

瓜國腳翼鋒栢保羅加盟，現年
29歲的他身高1米74，生於西班

牙韋斯卡，擅長出任前鋒位置。總教練
何信賢指經過一段時間觀察後，栢保羅
體型強壯，打法上具竄擾性，操練上顯
示具備強烈射門意識，而且他英語不
俗，與隊友溝通不成問題。希望此子加
盟後，能分擔費利蒲薩在前線上的工
作，以致在前場多一個進攻點。栢保羅
也 期 待盡快下場與隊友一同作戰，

希望在每場比賽中盡力爭
取入球，為球隊贏取好
成績。

近況不俗的東方季初成績不佳，以致排
名落後，不過14日作客聯賽“三哥”

冠忠南區，開賽早段已有黃皓雋單刀被伍
瑋謙侵犯獲12碼，孫銘謙操刀被伍瑋謙撲
出後再補中，為東方先拔頭籌。

今仗也是兩軍季內首次交手，南區派
出新兵慕沙倒戈上陣，東方則有巴杜姆及
胡晉銘停賽，此消彼長下，幸好於18分鐘
再由黃皓雋接應罰球射入，擴大領先優勢
到2：0。37分鐘，佐佐木周又博得12碼並
親自操刀射入，為球隊完半場前追成接近
紀錄。下半場南區較為主動，惟東方穩守
下亦有不俗效果，最終力保勝局到完場，

以2：1贏得重要一仗。

傑志大勝港會重登榜首
賽後獲評選為全場最佳球員的黃皓雋

表示，勝利來自全隊的努力，他不忘感謝
球會職球員的指導及幫助：“其實心態上
與季初沒有太大分別，自己在訓練時也付
出100％努力，感謝教練和各位前輩的指導
與幫助，讓我逐漸適應下來，而且踢得愈
踢愈順。”

同樣打入高級組銀牌決賽的傑志，14
日傍晚主場對港會則贏得十分輕鬆。丹恩
奴域梅開二度，加上基爾頓、羅拔圖及米

基爾建功，以5：0大勝，暫時跳升榜首。
至於14日另一場榜尾大戰，深水埗憑

新加盟的球比及杜國榆各建一功，以2：
1力克香港U23，今季首嚐勝利滋味。
佔主場之利的香港U23到比賽末段才由
羅曉聰操刀射入12碼破蛋，兩隊賽後繼續
排在聯賽榜第9及第10位。

齊響勝鼓齊響勝鼓
東東傑傑

壯聲威壯聲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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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曉聰操刀射入羅曉聰操刀射入
1212碼碼，，為香港為香港UU2323
破蛋破蛋。。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 黃皓雋黃皓雋（（中中））當選全場最當選全場最
佳球員佳球員。。 香港足總圖片香港足總圖片

◀◀ 丹恩奴域丹恩奴域（（藍衫藍衫））梅開二度梅開二度，，
助傑志大勝港會助傑志大勝港會。。 香港足總圖片香港足總圖片

◆尼加拉瓜國腳翼鋒栢
保羅加盟晉峰。

球會圖片

2023年1月16日（星期一）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世界羽
聯超級1000──馬來西亞公開賽，14日在
吉隆坡展開各項準決賽。中國羽隊（國
羽）在女單及女雙賽場齊齊遭“韓國虎”
重創。

其中東京奧運女單冠軍陳雨菲以12：
21、21：19、9：21不敵韓國球手安洗瑩，
無緣晉級。由於此前，石宇奇、趙俊鵬、李
詩灃、陸光祖等已在男單賽場集體被淘汰，
令國羽在男女子單打比賽全軍覆沒。

女雙方面，國羽共有兩對組合躋身4
強。陳清晨/賈一凡因印尼對手在比賽中途受
傷退賽，而輕鬆晉級。不過新秀張殊賢/鄭雨

面對韓國組合白
荷娜/李幽琳，苦
戰之下以 17：
21、 21： 23 不
敵，陳清晨/賈一
凡稍後將與白荷
娜/李幽琳爭冠。

混雙賽場，
國羽組合鄭思
維/黃 雅 瓊 以
21：16、21：18
淘汰印尼的費迪
南 德 斯/維 德
加，強勢殺入決
賽。男雙的梁偉
鏗/王昶以 2：1
勝印尼的蘭基雷
迪/謝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世乒賽亞洲區外圍
賽當地時間13日在多哈結束全部賽事。港隊球手何鈞傑
及吳詠琳分別在男單第5輪及女單第4輪不敵對手，未能
直接獲世乒賽入場券，需待國際乒聯稍後公布的2023年
第3周世界排名榜後，方可落實能否進軍世乒賽。

當地時間13日進行的男單第5輪比賽，何鈞傑力拚
之下以3：4憾負伊朗對手，獲得亞洲區外圍賽第28名。
而吳詠琳則在女單第4輪以3：4負印度對手，獲亞洲區

外圍賽第30號排位，兩港將需待國際乒聯公布2023年
第3周世界排名榜後，方可落實能否獲得世乒賽入場門
票。

截至北京時間14日，港乒隊已在女單（杜凱琹、朱
成竹）、女雙（杜凱琹／朱成竹、李凱敏／吳詠琳）、混雙
（何鈞傑／朱成竹）取得5個世乒賽參賽資格，林兆恆
／吳詠琳在混雙項目獲得第13號排位，與何鈞傑、吳詠
琳一樣靜候佳音。

何鈞傑吳詠琳憾負世乒賽資格待定

國羽女單女雙
遭“韓國虎”重創

◆ 林兆恆（右）/吳詠琳在混雙項目獲得第
13號排位。 新華社

◆◆ 鞏立姣在東京奧運奪鞏立姣在東京奧運奪
女子鉛球金牌女子鉛球金牌。。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蘇炳添在東京奧運與蘇炳添在東京奧運與
隊友一起勇奪隊友一起勇奪44XX100100米米
接力銅牌接力銅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蘇炳添 鞏立姣當選中國田協副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任芳頡、趙一存北京報道）

中國田協日前公布了第十屆執委會名單，百米“飛人”
蘇炳添、東京奧運會女子鉛球冠軍鞏立姣當選中國田徑
協會副主席。蘇炳添曾率隊奪得東京奧運會男子4×100
米接力季軍，他還擁有世界田聯運動員委員會委員、暨
南大學教師等多重身份。鞏立姣曾以20.58米成績奪得
東京奧運會女子鉛球冠軍，突破“21米大關”是她備戰
巴黎奧運會的目標。

中國田徑協會公布的第十屆執委會名單中，主席為
于洪臣；黨委書記、副主席為王楠；副主席兼秘書長為
蔡勇。此外，副主席還有12人，其中包括蘇炳添、鞏立
姣。另外，在執委名單中還包括朱亞明、劉詩穎、陳
定、王麗萍等知名運動員和孫海平、叢玉珍等優秀教練
員。

東京奧運會男子百米準決賽中，蘇炳添以9秒83的
成績打破亞洲紀錄，成為首位闖進奧運男子百米決賽的

中國人。在彼時男子4×100米接力項目中，他與隊友以
37秒79的成績位居第四。此後，英國隊短跑運動員奇金
杜．烏賈在東京奧運會期間違反了反興奮劑條例而被剝
奪銀牌，加拿大隊遞補獲得銀牌，中國隊遞補獲得銅
牌。這也是中國隊在奧運會男子4×100米項目上獲得的
首枚獎牌。

在此次升任中國田協副主席前，蘇炳添在田
徑運動員身份外，早已“身兼多職”。“感謝世
界田聯、中國田徑隊
的信任與支持！我會
倍加珍惜這來之不易
的機會，努力做好這
份工作，不辜負大家
的期望，為廣大的運
動員發聲！”蘇炳添
說。

◆陳雨菲被韓國球手安
洗瑩淘汰。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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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來看《碟中諜7》劇組在近三年來經歷了什麼？

影片於2020年2月在意大利威尼斯開機，開拍不久即遭

遇全球新冠疫情爆發，之後經歷7次停開機、4次改檔。

於複雜的疫情環境中拍攝，還要多國取景，片方自然是

壓力山大。

身為製片人之一的阿湯哥亦曾在片場發飆，怒斥部分工

作人員不遵守防疫準則，沒有保持社交距離——「如果不好

好遵守防疫規定就滾蛋」。

由於保險公司拒絕為疫情導致的停機進行賠償，據稱派

拉蒙公司面臨至少 5000萬美元的超額支出。——

「每晚我都和片方、保險公司、製作人通電話，他們都

盯着我們拍電影」，阿湯哥這樣表達自己承受的壓力。

而《碟中諜7》之所以還能在疫情下正常拍攝，正是因為

劇組制定了嚴格的防疫制度。其中，阿湯哥的努力功不可沒。

為了能更好地保障劇組人員健康，阿湯哥自掏腰包，斥

資50萬英鎊購買了一艘舊遊輪，專門用於演員、工作人員隔

離使用。

據說阿湯哥不僅以身作則，戴口罩、遵守每條防疫措施

，更是每天親自巡迴檢查，保證拍攝團隊的安全。

阿湯哥對《碟中諜7》如此上心，一方面源自高額成本帶

來的極大的回報率挑戰，2.9億美元的投入相當於拍一部《復

仇者聯盟3》，全球票房最低也要突破10億美元才能回本。

另一方面，則來他對於《碟中諜》數十年如一日的情感

和情懷。

從1996年第一部《碟中諜》誕生，阿湯哥已陪伴特工伊

森· 亨特走過27個年頭。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碟中諜」系列稱得上是阿湯哥真

正在好萊塢站穩腳跟的商業片代表作（前6部全球票房破35

億美元），早已與他個人深度綁定。

阿湯哥不僅是《碟中諜》系列的主演，也是第一製片人

如今，「碟中諜」已成為繼「007」之後最受歡迎的特工

電影IP，因為阿湯哥不用替身、親身搏命實拍已成為這一系

列區別於其他特工片的金字招牌。

阿湯哥從30多歲一直玩命到60歲，拍出的諸多特技動作

驚艷影史。

《碟中諜1》倒掛潛入，《碟中諜2》徒手攀岩，《碟中

諜3》飛躍摩天大樓；

《碟中諜4》迪拜塔跑酷，《碟中諜5》徒手扒飛機，

《碟中諜6》軍事級「高開低跳」跳傘......隨便拿出來一個都

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經典橋段。

總之，隨着阿湯哥年紀的增長，系列的特技動作難度，

並沒有因此降低，反而是越發瘋狂。

而導演克里斯托弗· 麥奎里和阿湯哥都計劃用《碟中諜7

》「送別」特工伊森· 亨特，讓「碟中諜」這一系列在高潮中

完結，這也令碟7有了最終章的非凡意義。

作為系列終章，《碟中諜7》的特技自然非同一般。

儘管開篇提到阿湯哥為宣傳跳飛機，實際上他還拍攝過

一支扒飛機短視頻，真· 徒手扒飛機，上演峽谷追逐戰……

然而，這些還都是開胃小菜。

這一次真正的特技硬菜是阿湯哥騎摩托跳百米高懸崖！

而且，這場戲全程實拍，除了降落傘，阿湯哥拍攝期間再無

其他任何保護措施……

這場「碟中諜」系列有史以來最危險的特技戲，算得上

是阿湯哥「蓄謀」已久——「我需要騎摩托車衝出懸崖，接

着完成一個定點跳傘。我從小就想這樣做了，為了觀眾，我

最終付諸了行動。」

為了大銀幕圓夢，阿湯哥制定了詳細的計劃，每個環節

都找到相應領域的專業人士，共同促成這次特技表演。

阿湯哥為此做了一年的定點跳傘和進階跳傘訓練。

教練一邊稱讚阿湯哥是他見過的空間意識最強的人，一

邊感嘆阿湯哥就是個「跳傘機器」，他每天跳傘30次，整個

訓練下來完成了至少500次跳傘！

除了跳傘，阿湯哥還要做越野摩托訓練。

劇組建造了一個摩托車跑道，讓阿湯哥可以騎着摩托輕鬆

跳到20多米的高度，並且在空中保持完美的停留時長和姿態。

於是，在13000次摩托車跳躍的反覆訓練中，阿湯哥不

斷打磨每一個動作細節。

單是想象在影院巨幕前看這一幕已經讓人興奮了。

而《碟中諜7》不單有挪威跳懸崖，還有騎馬馳騁阿布

扎比沙漠、羅馬飆車、倫敦跑酷、舞廳肉搏，以及致敬《碟

中諜1》的火車車頂格鬥……

IMF任務小組一行人還會現身聖彼得堡大教堂、威尼斯

水城等眾多知名景點。

而在劇情方面，碟1的伊森上司、IMF局長基特里奇回歸

，並對伊森放狠話「你拼命拯救的就是一個不存在的理想，

你需要重新站隊了」。

正如片名所言，一場危機重重的「致命清算」正席捲而

來，伊森等人如何突出重圍吊足觀眾胃口。

除了阿湯哥之外，西蒙· 佩吉、文· 瑞姆斯等小隊成員歸

隊，麗貝卡· 弗格森、凡妮莎· 柯比兩位兩大美女也雙雙回歸

，更有「特工卡特」海莉· 阿特維爾全新加盟。

總之，這大銀幕上最後一場「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會

成為你2023年最值得期待的好萊塢大片嗎？

也歡迎留言分享你最心中的阿湯哥最佳特技動作場面。

2.9億美元
特工動作大片
等不及了

天命之年，有人退休頤養天倫之樂，也有人騎摩托跳傘扒飛機搏命玩特技。
湯姆·克魯斯，1962年出生，今年邁入61歲。如果不說破年齡，沒人覺得他是個已經年逾花甲的 「大爺」 。

三十年不老的阿湯哥
事實證明，論瀟灑的人生態度和超人般的精力，還得看阿湯哥這樣的勞模。
去年，60歲的阿湯哥主演的《壯志凌云：獨行俠》票房表現十分亮眼，這部 「老派」 的好萊塢軍事動作電影在疫情環境下

狂收近15億美元。
為答謝影迷厚愛，當時還在《碟中諜7》片場的他發來感謝視頻，直接給大夥表演了一個跳飛機！
這一跳，瞬間把影迷對《碟中諜7》的期待再次拉滿，畢竟國內外影迷早已把它奉為2023必看大片之一。
可在超高的期待值背後，《碟中諜7》也真的是命途多舛。
它至今已經歷了7次停開機、4次改檔，投資更是超支至2.9億美元。
由於影片內容量大，且打算要為整個《碟中諜》系列收尾，以套拍方式籌備的《碟中諜：致命清算》會分為上下集。上部計

劃於今年7月14日北美上映，下部要等到明年6月28日。
繼一周前分享了（同樣大概率是系列終結篇）之後，今天小萬就繼續為大家盤一盤即將在半年之後公映的《碟中諜7：致命

清算（上）》曲折又驚險的幕後拍攝故事。
看阿湯哥的這次系列 「謝幕演出」 ，究竟有何看點。

憑藉《分歧者》、電視劇《白蓮》第二季和電視劇《時間旅

行者的妻子》被大家熟悉的英國男演員西奧· 詹姆斯（Theo James

）有望在一部大製作的傳記片裡扮演英國流行歌星「喬治· 邁克

爾」（George Michael）！

他目前還沒有簽約，但製作方已經把他列為頭號人選，他自

己也在採訪里表示有興趣出演。

巧的是，他和喬治· 邁克爾都是希臘裔——西奧· 詹姆斯的祖

父1941年為躲避納粹，從雅典逃難到英國，後來西奧的父母在牛

津生下了他。

喬治· 邁克爾 1981 年與安德魯· 維治利組成「威猛樂隊」

（Wham! ）而出道，1985年4月隨樂隊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唱，

成為第一支到中國大陸演出的西方樂隊。

1986年「威猛樂隊」解散，之後，單飛的喬治· 邁克爾事業

發展順利，但生活上接連遭遇打擊，先是同性戀人得艾滋病去世

，接着是母親因乳腺癌去世。

1998年，處於沮喪期的喬治· 邁克爾在洛杉磯一個公共廁所

，遭遇警方釣魚執法。一個便衣引誘他展示生殖器，再以「公共

場所猥褻」的罪名將其逮捕。這樁醜聞很快成為小報熱門，大家

這才知道喬治· 邁克爾的性取向。

目前，這部傳記片已經得到喬治· 邁克爾親屬的同意，雖然

現在還沒有導演，但劇本快完成了。據悉，影片會從他「威猛樂

隊」時期一直到2016年12月25日去世（享年53歲），而且對喬

治· 邁克爾吸毒和性取向不會有絲毫的掩飾。這點和《波西米亞

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很不一樣。

西奧·詹姆斯有望主演
「喬治·邁克爾」 傳記片

愛爾蘭男演員保

羅· 麥斯卡（Paul Mes-

cal）日前商談主演《角

鬥士2》（Gladiator 2）

，他的角色是暴君康茂

德的外甥「盧修斯」

（Lucius），這一角色

在第一集裡還是個孩子

，由斯潘塞 · 克拉克

（Spencer Treat Clark）扮演。

《角鬥士2》仍然由雷德利· 斯考特（Ridley Scott）導演，這

是他在完成拿破崙傳記電影後的首個項目。

2000年的《角鬥士》雖然打着「史詩」的旗號，但故事並不

複雜，基本就是拉塞爾· 克勞（Russell Crowe）飾演的男主角「馬

克西姆斯」（Maximus Decimus Meridius）的復仇。

「馬克西姆斯」是一個虛構的羅馬將軍，先帝因自己兒子康

茂德（Commodus）不爭氣，打算傳位於馬克西姆斯。

然而消息遭到走漏，康茂德弒父篡位，並對馬克西姆斯家滿門抄

斬。僥倖生還的馬克西姆斯淪為奴隸，並最終成為了角鬥士。在競技

場上，他和康茂德一對一格鬥，最終為家人復仇，但他自己也死去。

《角鬥士》曾獲當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等共五個

獎項，飾演羅馬暴君「康茂德」的瓦金· 菲尼克斯（Joaquin Phoe-

nix）也獲得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根據介紹，《角鬥士2》講述的是馬克西姆斯死了25年後的

故事，主角是康茂德的外甥「盧修斯」（Lucius）。他是康茂德

姐姐魯琪拉的兒子，親眼目睹了舅舅和馬克西姆斯在角鬥士場中

的廝殺與死亡。

歷史上康茂德、魯琪拉、盧修斯都確有其人，歷史上魯琪拉

因為策劃暗殺康茂德而遭到流放，幾年後被處決。

而康茂德喜歡親自下角斗場與角鬥士或野獸搏鬥，這也是有

歷史記載的，在另一部好萊塢史詩片《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964）中亦有所表現。

《角鬥士2》將由派拉蒙公司製作發行，環球公司也有可能

聯合製作。

保羅·麥斯卡商談
主演《角鬥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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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中國小妖怪」的故事確實不會止步於8集

。正在參加上海「兩會」的市人大代表、上影集團黨委書

記、董事長王健兒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奇譚》

已經在籌備第二季。

並且，作為一個以打造「宇宙」為目標的長線開發項

目，上影將廣泛借鑑海外成熟的開發模式，並在此基礎上

，結合中國市場特點、結合上影實際，探索出中國大IP開

發路徑，「比如我們正在研究動漫產業發達的日本所採用

的製作委員會模式，這一模式在聯合製作團隊、平台、產

業資源和資本上有成熟的經驗。」王健兒告訴記者，未來

的「小妖怪們」會有自己的大電影、自己的衍生周邊，更

重要的是他們會有「自己的開發團隊」——《中國奇譚》

會擁有自己的獨立IP開發公司。

早在2021年，上影集團就對美影廠提出了組建獨立IP

運營公司，探索內容開發與IP開發相融合的創新模式，釋

放美影多年來眾多經典IP的巨大能量。歷經多次調研，上

影在2022年組建上影元文化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作為上影

實施大IP開發戰略的新型市場主體，走出了探索的第一步

，做出了《中國奇譚》這樣的佳作，經受住了市場的考驗

，觀眾的檢視。之後，上影將加快邁出大IP開發的第二步

——為《中國奇譚》組建獨立的IP開發運營公司，加速探

索「內容創作+IP開發」的路徑。作為上影「十四五」精品

內容戰略與大IP開發戰略融合發展的重要項目，《中國奇

譚》將打造的是一個IP宇宙，每一個短片都會根據自己的

特性，擁有不同的IP發展規劃。

回顧《中國奇譚》的創製作歷程，可以說「爆款出圈

」並非偶然，而是上影集團全力推進「十四五」精品內容

戰略的重要成果之一。2020年，《上影集團「十四五」規

劃綱要》正式發布實施，「精品內容」、「大IP開發」擺

上戰略首要位置。上影旗下美術電影製片廠作為集團「精

品內容「三大創作主體之一，集中精力抓選題、出精品。

除《中國奇譚》外，還有《燃比娃》《新雪孩子》《新邋

遢大王》等「十四五」期間的重點創作項目，都是美影志

在打造新時代動畫標杆的力作。

除了上影集團的全力支持，《中國奇譚》的成功也離

不開對「中國動畫學派」精神的傳承。《中國奇譚》根植

於民族文化，是對中國文化、中國元素的深度發掘、創作

。以創立「中國動畫學派」聞名業界的上海美術電影製片

廠，創造了水墨、剪紙、木偶、摺紙等極具中國特色的動

畫製作形式。《中國奇譚》是用極具中國特色的動畫製作

形式展現一個個極具「中國元素」和審美魅力的故事，其

熟悉的中式美學，喚起了幾代人對於「美術片」的美好記

憶，也喚起了年輕人對傳統經典與文化積澱的自豪感。

細數過往，《大鬧天宮》《哪吒鬧海》《牧笛》《嶗

山道士》等眾多享譽國際的佳作，都將上美影在創作中秉

持「不模仿別人，不重複自己」的精神展露無遺。而此次

的《中國奇譚》，上美影老一輩動畫創作者，在不遺餘力

地給予新一代動畫人幫助和建議的基礎上，極力鼓勵他們

創新，給予了極高的創作自由度。

據悉，《中國奇譚》的創作是以「半命題」式作文題

的形式開啟的，要求與志怪故事相關，但題材和方向不限

。上影不設條條框框，充分發揮導演們的想象力，鼓勵主

創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可以打破常規挖掘更多可能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奇譚》召集一批導演來共同創

作，在兩年多的創作時間裡，鼓勵導演們在相互點評、獻

計獻策、互為學習甚至競爭中做到精益求精。正是這樣的

精心策劃、反覆推敲、不斷打磨，才有了現在飽受好評的

《中國奇譚》。

剛剛過去的2022年，是中國動畫誕生100周年。百年來

，中國動畫從無到有、從短到長、從黑白到彩色、從無聲到

有聲、從二維手繪到數字化設計，一直以來都講述着中國故

事，傳播着中國文化，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更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此次《中國奇譚》的亮相，是在用經典傳統文化、中

國風格特色，向過去的百年中無數創作前輩們致敬，也希望

這是新一代動畫人們叩響新百年征程大門的序章。

《中國奇譚》第二季已在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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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流浪地球2》發行通知公布，片長、版本、放映期限

等內容曝光。

《流浪地球2》片長為172分鐘，遠超過《流浪地球》的125分鐘

和137分鐘的版本。作為一部科幻影片，《流浪地球2》中的特效技術

也令影迷們期待，數字 2D、Cinity、中國巨幕、IMAX、4Dmovie、

MX4D、杜比、4DX等多種發行版本將滿足觀眾不同的觀影需求。

此外，對於大家關心的上映時間問題，發行通知中明確標明了放

映期限為1月22日-2月21日。

《流浪地球2》發行通知公布
片長為172分鐘

近日，上海市人大代表

，上影集團黨委書記、

董事長王健兒參加上海

兩會時，介紹上影在三

年疫情內的應變和改革

，以及未來將推出的作

品：重點動畫電影《新

雪孩子》《燃比娃》預

計2023年製作完成；重

點電視劇《繁花》預計

2023年完成拍攝並播映

；重點電影選題《千里

江山圖》《密檔》《極

地救援》都在積極籌備

之中。

劇集《繁花》根據金宇

澄的同名小說改編，由

王家衛擔任導演、監製

，胡歌、馬伊琍、唐嫣

、辛芷蕾主演。故事將

圍繞阿寶展開，上世紀

九十年代初，煌煌大時

代，人人爭上游，阿寶

也變成了寶總，成功過，失敗過，在滬上弄潮兒女中留下一段傳奇。

有過金碧輝煌，有過細水長流，男男女女，漲漲跌跌，道盡一個時代

的情義與至真。

此前胡歌在接受採訪時也表示自己的新年願望是《繁花》順利殺

青，期待今年能早日與《繁花》相見！

《繁花》預計23年殺青並播映
王家衛執導胡歌主演

1月 13日，電影《無名》發布

梁朝偉採訪片段，梁朝偉在採訪

中透露，接到邀約後就去看了程

耳導演作品《羅曼蒂克消亡史》

，了解到程耳強烈的個人風格後

便很想跟他合作，也因此決定出

演《無名》。

提及與導演程耳之間的合作過程

，梁朝偉說在拍攝過程中自己很多時

候是不用跟導演講很多話的。看得出

來兩位之間的合作是相當默契。

《無名》由梁朝偉、王一博領

銜主演，周迅、黃磊特別出演，森

博之、大鵬、王傳君、江疏影、張

婧儀主演，講述地下工作者們冒着

生命危險送出情報，用生命與熱血

保衛祖國的故事。將於2023年大年

初一上映。

梁朝偉曝拍《無名》
和程耳交流不需要講很多話



美南報業美南報業《《 春之聲春之聲 》》第第 2727 屆屆
農曆新年園遊會改期為農曆新年園遊會改期為11月月2828日舉辦日舉辦！！

（本報訊）三年疫情之後，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春之聲 》第 27 屆農曆新年園遊會再
次煥發一新，並將於2023 年 1 月 28 日上午十時至下午 5 時在美南報業電視傳媒大樓前舉辦迎
新春活動。園遊會原定於1月21日舉行，因為天氣原因，現在推遲到1月28日舉行。

回首近三十年來，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農曆新年園遊會從當初的 「剪不斷的鄉愁」 到今
天的多族裔多元文化的平臺，已經融入美國文化，成為該集團一個精心打造的品牌，其艱辛和
成功令人回首感慨。

1997年美南新聞在夏普城商場舉辦首屆 「中國新年園遊會」 ，適逢天公不作美，當日遭遇
大寒，從主席臺上到臺下的與會人員忍耐凜冽寒風，揭開了美南新聞歷屆 「中國新年園遊會」
的序幕。

1997年，休士頓著名的 「項目策劃家」 潘婉芬女士與美南新聞協商關於聯合創辦 「中國新
年園遊會」 事宜。美南新聞欣然應允。在何明通博士，石增琨校長的加入下，一批強有力的義
工團應運而生，美南新聞員工也積極行動，上上下下發動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

前五年的 「中國新年園遊會」 都在休士頓西南區的夏普城商場（Sharp-stown）舉辦。活
動舉辦的初期，在熙熙攘攘的人羣當中，不少人是為了到此尋求熟悉的鄉音，品嚐久違的家鄉
美味，欣賞和重溫中華文化的魅力，歡聲笑語和中國年味十足的場面，濃濃的鄉情四溢。當年
客家會的盆景園藝，黃立源的當眾舂糯米，還有 「味全大東」 的燒烤鍋貼，至今令人記憶猶新
。此外，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美工藝品，更是獲得老美和當地亞裔居民的喜愛。

2001年，隨著美南報業集團的快速發展，公司也遷入位於百利大道的美南報業大樓新址，
為園遊會的舉辦提供了更加寬廣便利的場所，其規模也不斷擴大，來賓和參加活動的人當中，
美國人的面孔越來越多。同時在小巨人姚明的"明星效應"下，美南新聞邀請到休士頓火箭隊啦
啦隊，休士頓Dynamo足球隊的啦啦隊也同臺出場，美國各大銀行、商業機構，政府團體，健
康醫療機構都成為歷屆園遊會的固定常客，由於歷年活動都是人潮鼎沸，許多在奧斯汀聖安東
尼奧的居民也慕名軀車而至，也令與會的攤位業主收入頗豐。

近年來 「中國新年園遊會」 已突破早期以亞裔為主體喜慶農曆新年的社區活動範圍，多元
化族裔的加入，也吸引了主流社會的眼光，並獲得了肯定和支持。

從國會議員，州議員、休士
頓巿巿長都成為中國新年園遊會
的受邀賓客。

同時，隨著休士頓國際貿易
區的批准成立，每年一屆的 「中
國新年園遊會」 又成為宣傳國際
貿易區的重要窗口，園遊會的宗
旨和主題也得以提升，即多元化
社區及族羣共襄盛舉，帶動商貿
交流，為各個族裔帶來共同發展
的未來美景。

今年的美南新年園遊會，當
天上午十時， 市長特納 、國會
議員格林等政府及各族裔領袖將
參加在美南環球劇場舉行之新春
團拜大會， 由市長正式宣佈兔年
之來臨並向全體市民拜年。

如今的美南新年園遊會，已
經打造成為美南報業集團一個耀
眼的文化品牌，也是多族裔商業
的理想平臺。今年，美南新聞在 2023 年1月28日舉辦第 27 屆遊園會，當天有各種美食攤位
，四個多小時的節目演出，正場活動將會透過 15.3 臺、YouTube、iTalkBB 等平臺呈現給觀眾
，成為向全美乃至世界展示的重要窗口。

目前有攤位供商家及個人預定。預定電話：281-498-4310，聯繫人 Jennifer

主耶穌醫治大能展示特會主耶穌醫治大能展示特會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頓使徒教會在2023年

新年到來之際，特別邀請了全美著名的具神奇醫治
恩賜大能的獨立傳道人弗拉蒂 克拉克（Freddie
Clark）到休斯頓地區舉辦一場醫治特會。

時間：元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三年，星期六，
下午一點整
（January 28, 2023, Saturday, 1 pm）
地點：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二樓）

11110 Bellaire Blvd，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second floor）， Houston, Texas, 77072
電話： 713 398 2583
網址： www.houstonapostoilc.org
弗拉蒂 克拉克弟兄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從事神奇

的醫治事工已有五十多年了，成千上萬的不同種族
不同背景的人們從患有千奇百怪的疾病：癌症，頭
部疾病，心肺疾病，血液疾病，聾啞疾病，小兒自
閉症到普通的背，腿，腳疾病，因他蒙主耶穌所賜

的醫治恩賜的大能，得到了完全的醫治
。
休斯頓地區的一位牧者，二十年多前因
得了一種奇怪的癌症（醫生無法診斷）
被醫院告知只能再活三個月，他的教會
剛好邀請了弗拉蒂 克拉克舉行醫治特會
，經過克拉克弟兄的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醫治禱告，這位牧者不僅完全康復，而
且直到今天仍然健康地服侍神。

弗拉蒂 克拉克弟兄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從事醫治事工有一個很神奇的特點應
證他的醫治恩賜來自獨一的真神—主耶穌基督：他
舉行醫治事工特會時，你不需要告訴他你有什麼疾
病。聖靈會啟示給克拉克弟兄，在特會中叫某個人
站出來，並當眾說出此人的疾病名字及症狀。然後
他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為此人禱告醫治。數不清的人
當場就得到醫治，也有許多人回家以後在不同的時
間段得到完全的醫治。

在全球新冠病毒大瘟疫尚未消失，許多人因得
了新冠，或因新冠疫苗的副作用造成了愈多疾病與
並發症之時，休斯頓使徒教會特別舉辦了這次醫治
特會來幫助我們的華人同胞，彰顯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慈愛，大能與榮耀。歡迎您本人以及所關愛的家
人不要錯過這次難得的機會，特別是那些患了醫生
不能完全治癒的疾病，來經歷全能的上帝--獨一的
真神的奇妙大能--他的名字叫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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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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