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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畫頁

打造一流國際化學校打造一流國際化學校糖城糖城 CYGA academyCYGA academy 舉辦開業典禮舉辦開業典禮

【本報訊】位於糖城（Sugar Land
）的一所全新的國際化學校 CYGA
academy 2月 18日上午舉辦了新校開
業典禮，吸引了大量的學生家長以及社
會各界人士前來參加。

這所位於糖城的 CYGA academy
是一所以提供個性化教育和多種語言為
獨有特色的國際私立學校，教學語種包
括法語、英語 、西班牙語以及中文，
為 12 個月至 12 年級的學生提供服務。

在開業典禮上，校長Karine Pous-

set 介紹了 CYGA academy 是一所為
學生的成長而最佳定制的學校，不僅能
夠提升學生語言的能力，同時也為適應
未來國際化、多元化的社會需求而培養
人才。學生們在這裡學習，不僅能夠提
高閱讀和學習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個性
化的學習中受益。同時該校還有一大特
色，與國際大學合作，為學生提供國際
實地考察，以拓寬學生們的文化體驗和
交流。

該校的創辦人Cece Yang 擁有多
年從事中美兩國教育的豐富經驗，她在
發言中表示：“作為一名長期從事教育
的工作者，我一直有一個夢想，就是建
立自己的學校，今天，這所學校從無到
有，在我們的辛勤努力下，就像一個茁
壯成長的孩子，相信這所學校未來一定
會培養出多元化，個性化，國際化的人
才。”

德州眾議院代表拉拉尼博士（Dr

Lalani)在講話中，也
對該校的個性化教育
以及國際化的視野給
予了高度評價。

新校剪彩儀式上
，校長 Karine Pous-
set 和創辦人Cece Yang，德州眾議院
代表拉拉尼博士（Dr Lalani) 及該校基
金會財務總監 Willy Verbrugghe 一同剪
裁，共同見證新學校的隆重開業，並預
祝學校的發展蒸蒸日上，圓滿成功。

之後，他們帶領前來參加典禮的學
生家長和各界人士，在學校進行了實地
參觀和介紹。

全新明亮的教室為學生們提供了一
個舒適健康的環境，該校採用了最好的
學校家具；每個教室都有一塊塗有特殊
油漆的白板牆，牆面可以讓學生自由書
寫，以滿足他們創造及個體化的需求；
每個班級都有 iPad、筆記本電腦和智能

板；每個教室都配備獨立的衛生間。
在嬰幼兒教室，可以看到一排排嬰

兒床，安全舒適，色彩鮮豔，玩具琳瑯
滿目。

在課程安排上，這所學校是該地區
唯一一所可根據每個學生的需求來定制
時間表的學校。

該校的國際課程包括語言和文學、
歷史、地理、社會、科技、數學、藝術
、音樂、體育、選修課、AP課程。

課外活動也十分豐富，包括籃球項
目，高爾夫、舞蹈、閱讀、語言、
STEM 。

創辦人Cece Yang 在接受記者採
訪時強調，無論從教學質量，學校環境

、便利的交通位置到校園安全，CYGA
Academy 都是一所讓家長放心的學校
，幫助孩子們成為國際化的人才。

目前，CYGA academy 正在招生
，更多信息請上網：https://www.cy-
ga-academy.org/
電話：281-815-2887
郵件：contact@cyga-academy.org
學校地址：4920 River Falls Dr, Sugar
Land, TX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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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與內地復常通關“滿月”，農曆新年

過後，內地多個城市的酒店仍持續爆滿，房價

亦水漲船高，部分酒店的房價甚至還高過春節

時。酒店業人士稱，過往在春節長假後，酒店

的需求就會下降了，今年情況很特殊，過去從

沒遇過。有業內人士預計，隨着旅遊市場需求

旺盛，“五一”小長假的房價或會更高。昨日

內地酒店股普遍造好，A股上市的金陵飯店大

升 7.4%，錦江酒店升 6.2%，君亭酒店升

5.4%，首旅酒店也升近5%。在港股第二上市

的華住集團，則升2.2%。

春節後內地酒店仍爆滿 旅遊需求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伴隨經濟快速修復，今年1月信
貸出現井噴。人民銀行最新發布，1
月內地新增人民幣貸款達到4.9萬億
元，創歷史紀錄，同比多增9,227億元
（人民幣，下同），較去年12月的
1.31萬億元大幅反彈。專家指出，1月
企業信貸需求大幅回升，但仍對沖不
了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的緊縮效應，
反映微觀主體信心仍然不足，提振居
民消費信心是今年經濟修復的壓艙
石。
從信貸結構看，企業大幅增加信

貸，1月企(事)業單位貸款增加4.68萬
億元，同比多增1.4萬億元，其中中
長期貸款增加 3.5 萬億元；與此同
時，居民部門貸款增加2,572億元，
同比少增5,800億元，其中中長期貸
款增加2,231億元，同比少增約5,200
億元。

社融規模增量5.98萬億
數據顯示，今年1月社會融資規

模增量為5.98萬億元，同比少1,959億
元，但較去年12月的1.3萬億大幅增
長，為過去一年來新高。其中，對實
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4.93萬
億元，同比多增7,308億元。不過，企
業信用債市場低迷外加春節因素，企
業債券淨融資同比少增4,352億元，政
府債少增1,886億元。

M2增12.6% 2016年來最高
此外，1月，廣義貨幣（M2）同

比增長12.6%，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
上年同期高0.8個和2.8個百分點，為
2016年以來新高；狹義貨幣(M1)同比
增長6.7%，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
同期高3個和8.6個百分點，反映企業
經營和投資活動進一步修復。
人民幣存款繼續大幅增長，1月

增加6.87萬億元，同比多增3.05萬億
元。其中，住戶存款增加6.2萬億元，
非金融企業存款減少7,155億元。
1月，企業中長期貸款大幅增

長，佔全部新增貸款七成；居民信貸
則持續疲軟，居民短期貸款和中長期
貸款均同比少增。天風證券首席宏觀
分析師宋雪濤分析指出，本着早投放
早收益的原則，1月歷來是信貸投放
高峰。

據內地飯店協會調研統計，超過七成的酒店
反饋，春節假期間的營業收入，已恢復至

疫情前水平，其中近40%更出現反超，較2019
年春節同期平均有15.6%的增長。湘財證券在
近期的研究報告中表示，春節市況一如預期般
暢旺，除了酒店業受惠外，餐飲市場需求同樣
顯著，基本面有望向好。在預期收入回升及消
費信心恢復下，料餐飲產業鏈可以看高一線。

高盛：中國內需復甦惠及全球
高盛全球投資研究部最新報告表示，疫情

前，中國是大多數經濟體的旅客來源地，整體旅
遊服務貿易逆差超過2千億美元。高盛預測，中
國存在大量被壓抑的“報復性”境外遊需求，那
麼其他地區的經濟有望因而被大幅拉動。

高盛指出，到2023年底，中國內需的全面復
甦，將推動全球GDP增長約1%，這增長動力還
會延續至明年。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哈哲思判
斷，若中國內需增長達到5%，其外溢效應預計
可令大部分亞太區經濟體受惠，GDP有望被拉

動0.3%至0.4%的小幅增長，甚至拉美經濟體的
GDP也會受惠而提高0.15%至0.2%左右。

傳美國又攪局 科指急挫4.6%
內地酒店業“淡季不淡”，讓內地酒店股普

遍造好，不過港股並未能因上述利好消息而提振
整體投資氣氛，市傳美國將限制當地企業投資於
中國高科技行業，令大市昨日顯著回調，科技股
成重災區。恒指低開64點後，跌幅最多擴大至
466點，收市仍跌433點，收報21,190點。而科
指更大挫4.6%，收報4,362點，大市成交1,199億
元。總結全周，恒指共跌470點或2.2%，科指更
跌5.9%。

港股現回吐 後市考驗21000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過去一

段時間，A股走勢頗為反覆，令港股失去了方
向，港股兩周合計，已累跌近1,500點。故暫時
來說，要看恒指在21,000點位置能否守穩，但
即使守穩，大市再突破有一定難度。華盛證券

經紀部董事李偉傑亦指出，美國加息周期可能
延長，美元匯價止跌回升，使股市近期明顯回
吐，加上恒指早前已升至超買區，“北水”獲
利盤大舉拋售，為港股帶來頗大壓力。走勢
上，恒指短線將考驗年初裂口位約 20,800 至
21,000點水平，一旦未能企穩，將有機會下試
50天線（20,151點）水平。

AI概念股散水“蔚小理”捱沽
ATMJ多隻大型科技股，跌幅介乎 3%至

6%，本周因AI概念而炒高的百度更跌7.4%，是
跌幅最大藍籌，本周累積跌3%，還低於炒作AI
概念之前的水平。其他AI概念股繼續回吐，商湯
再跌3.2%，知乎跌4.3%，美圖跌4.2%，網易跌
3.8%。內地新能源車上月產銷按月齊跌逾四成，
“蔚小理”等股份，跌幅介乎6%至7%，遭巴郡
減持的比亞迪跌3.5%。個股方面，渣打一度炒高
11%，主要因傳聞指中東的第一阿布扎比銀行或
重提收購，但午後渣打澄清傳聞後，全日升幅收
窄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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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信心恢復 餐飲股好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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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貿易恢復至疫情前水平
但增速有所放慢

綜合報導 亞洲開發銀行(ADB)發布的2023年

亞洲經濟壹體化報告指出，亞洲貿易增長在趨緩的

同時，亞洲貿易與吸引到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已經

恢復到疫情前水平，亞洲在推動經濟增長過程中需

要更加註重綠色發展。

ADB報告顯示，亞洲貿易在2021年實現強勁

回彈，貿易量比疫情前高出11.3%，2022年起增長

速度趨緩。集裝箱船運費和包裝指數、全球制造業

采購經理指數和新出口訂單等最新數據都顯示區域

的貿易增長在放慢。

2022年前三季度，亞洲區域的商品出口增幅放緩

至12%，低於前壹年同期的29%；區域商品進口增長

14%，也低於2021年同期的31%。這主要是因為全球經

濟走弱、烏克蘭危機以及之前較高的基數等原因導致。

ADB報告指出，亞洲貿易與吸引到的FDI已恢

復到疫情前水平，但增速有所放慢。2021年亞太地

區獲得的FDI增長為19.1%，占全球FDI的40%。

ADB報告顯示，“全球環境不明朗，2022年的

FDI可能會放慢。亞洲吸引到的FDI可能保持穩健，

因為區域吸引的投資者更多元化。區域協議如《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也會促進投資”。

區域旅遊業復蘇整體加快。ADB報告指出，

2022年前8個月，亞太地區的抵境國際旅客人次同

比增長399%，但這僅是2019年同期的10.3%。2022

年，到東南亞的國際旅客人次已經恢復到疫情前

20%的水平，中亞和南亞則恢復到了50%的水平。

ADB報告表示，區域旅遊業在快速復蘇的同時，

更高的燃油價格將推動機票和旅行開支增加，加上全球

經濟前景疲弱，將沖擊旅遊業復蘇的勢頭。專家預計，

全球旅遊業要到2024年才可能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

ADB報告也警告，貿易與投資在推動亞洲經濟增

長的同時將導致區域碳排放量大增。亞洲是受氣候變化

影響最大的區域。ADB報告顯示，亞洲的碳排放量約占

全球的壹半，過去20年全球約40%的自然災害發生在亞

洲，包括暴風雨、洪水和山體滑坡；亞洲區域的溫度攀

升幅度也是全球最快的，目前溫度比1981年至2010年

平均水平高0.86攝氏度，遠高於全球增幅0.42攝氏度。

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樸之水指出，亞太地

區經濟的顯著增長在讓數百萬人脫離貧困的同時，付

出的環境成本也在增加。“亞洲區域目前處於氣候危

機的最前端，這可能會破壞發展進步。貿易和投資仍

然是增長和減少貧困的最重要推動力之壹，但區域政

府需要加強合作，使貿易和投資更加綠色。”ADB

報告指出，亞洲區域需要推動環保產品和服務貿易

的發展，培養綠色業務，開發碳定價機制，通過貿

易和投資協議加強區域合作。

印度代工良率只有50%？蘋果供應鏈轉移受阻

據報道，蘋果供應鏈向印度的轉移

遇到了障礙，知情人士透露，蘋果壹直

在從加州和中國派遣產品設計師和工程

師到印度南部的工廠，培訓當地人，幫

助建立生產。但報道稱，印度塔塔集團

旗下的壹家蘋果零部件工廠，良率僅有

50%，遠低於蘋果要求。

這是蘋果試圖減少對中國供應鏈依賴

的表現。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蘋果供應鏈

多次遭遇“產能危機”，為了分散供應鏈風

險並追求更低的生產成本，蘋果正逐步將生

產線從中國搬至印度和東南亞多國。

壹、新冠疫情引發蘋果供應鏈“次生
危機”，蘋果試圖向印度戰略轉移生產

蘋果在印度進行產品制造是壹項布

局已久的多元化策略。

蘋果在印度沿用了20年前在中國開

辟新供應鏈的路子，當時蘋果工程師和

設計師經常壹次在中國工廠待上幾周或

幾個月，以監督工人生產。

雖然蘋果自2017年以來壹直在印度

生產低端iPhone，但規模壹直不大，幾

乎所有的iPhone和其他蘋果硬件都在中

國生產。因此，將在中國的供應鏈完全

轉移至印度，是壹項巨大的工程。

據知情人士稱，蘋果的印度供應商之

壹塔塔集團（Tata），經營著壹家位於霍

蘇爾（Hosur）的外殼工廠，負責加工蘋

果零部件。在這家工廠中，每兩個從生產

線上下來的部件，大約只有壹個能達到良

好的狀態，並且這個部件最終將被送往富

士康，即中國最大的蘋果制造商。

與蘋果的目標相比，這50%的良率

是完全“不及格”的。兩位曾在蘋果海

外業務中工作過的人說，該工廠正在實

施提高加工熟練度的計劃，但要走的路

還很長。

二、無法趕超“中國速度”，印度
企業的惰性是“痼疾”

全球頂尖咨詢公司貝恩（Bain）的

顧問王玨認為，蘋果正處於向印度擴張

的起步階段。她說：“我們談論的不是

鄭州工廠的規模，我們承認每個工廠的

效率有所不同，但在鄭州，奇跡正在上

演。”（此處的“鄭州工廠”是指富士

康，被稱為 “iPhone城”，大約30萬名

工人在此從事電子零件組裝工作，是蘋

果在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

在中國，中國供應商對於爭取iPhone

訂單是非常積極的。蘋果前雇員描述了這樣

的情況：他們本來預估完成某項任務可能需

要幾周時間，但第二天早上卻發現它已經被

中國人以令人費解的速度完成了。

壹位了解此事的前蘋果工程師說：

“印度的業務從未以這種速度運行。”

電子行業咨詢公司Venture Outsource

的總裁馬克· 澤特（Mark Zetter）說，印

度企業多年來的惰性壹直是個問題。

五年前，當澤特為印度智庫Gate-

way House做研究時，他就發現印度的

廠商經常聲稱他們可以滿足客戶的“任

何需求”。但實際上，他們會在交易簽

署後對客戶愛搭不理，並對突如其來的

變化“疲於應對”。

此外，蘋果的工程師有時還被安置

在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首府欽奈的市

中心酒店，這些酒店離他們工作的工廠

有兩個小時的路程。這使得每天通勤就

要花費4個小時，沿途的網絡連接偶爾

也會出現問題，工作效率很低。

據悉，蘋果之所以向印度擴張的進

程緩慢，部分是因為物流、關稅和基礎

設施。而蘋果在東南亞的多元化發展之

所以更為順利，主要得益於《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定》，即10個區域國家之間

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

三、“水土不服”需適應，但蘋果
多元化戰略似乎勢不可擋

盡管有這些磨合期的問題，專家仍

認為印度對蘋果的潛力是巨大的。貝恩

公司預估，在政策支持和低成本的推動

下，印度的制造業出口可能從2022年的

4180億美元增長壹倍以上，到2028年將

超過10萬億美元。並估計，印度僅電子

產品出口的年增長率就將達到40%。

上個月印度總理莫迪及部分政府官

員，接見了矽谷企業家、學者維韋克· 瓦

德瓦（Vivek Wadhwa）。瓦德瓦稱，印

度中央政府應鼓勵企業抓住蘋果這次多

元化戰略布局的機遇，印度省級政府正

效仿中國，大力引進工業技術項目，但

是仍處於起步階段。蘋果也正努力學習

，在印度什麼策略是可行的，什麼是不

可行的……再過三年，蘋果在印度的生

產規模會明顯擴大。

瓦德瓦承認，印度零散、官僚的政

府是蘋果需要適應的。他建議蘋果工程

師都學習壹下“jugaad”的藝術，即壹種

“湊合”或者越過障礙的方法。他說：

“因為在印度，所有東西都是障礙。”

蘋果在最近發布的招聘廣告明確表示

，蘋果對印度有很大的信心，並宣稱將在

印度發展新興業務，為蘋果的所有產品線

提供服務，同時建設未來的工廠。

在本月早些時候的蘋果財報電話會

議上，“印度”壹詞也被提及15次，蘋

果首席執行官蒂姆· 庫克（Tim Cook）

說，他“非常看好印度”。他認為這個市

場“非常令人興奮”，是“壹個焦點”，

並證實了很快將在印度開設第壹家蘋果

商店的計劃。

據知情人士透露，印度塔塔集團雄

心勃勃，計劃成為壹家像中國臺灣同行

壹樣提供全面服務的蘋果供應商，並得

到了印度政府的批準和支持。

同時，塔塔正計劃從富士康的臺灣

競爭對手緯創（Wistron）手中收購位於

班加羅爾（Bangalore）附近卡納塔克邦

（Karnataka）的壹家 iPhone組裝廠。緯

創在經歷了2020年的勞工騷亂和抗議活

動後，打算退出印度市場。

壹名熟悉印度相關計劃的人士表示

，蘋果正在推動談判，允許塔塔持有多

數股權，而不是50：50的合資結構。據

壹位知情人士透露，印度政府已初步批

準蘋果的中國零部件供應商與印度合作

夥伴成立合資企業，並開始運營。

本月早些時候，印度財政部長尼爾

馬拉· 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稱

，印度打算對手機的某些零部件和組件

（如相機鏡頭）的進口提供關稅減免，

以捍衛本國手機制造業的國內附加值。

泰米爾納德邦的壹位電子行業高管

認為，蘋果在這場遊戲中姍姍來遲。他

說：“他們五年前就應該開始這樣做，

應該更早開始多元化，這樣就能在這個

時候+獲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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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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休斯頓分會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休斯頓分會
自由基金倡導和頒獎晚會盛大舉行自由基金倡導和頒獎晚會盛大舉行

【【 美 南 新 聞 泉 深美 南 新 聞 泉 深 】】 全 國 有 色 人 種 協 進 會 休 斯 頓 分 會全 國 有 色 人 種 協 進 會 休 斯 頓 分 會
（（NAACP-Houston Branch)NAACP-Houston Branch) 自由基金倡導和頒獎晚會自由基金倡導和頒獎晚會（（FreedomFreedom
Fund Advocacy & Awards Gala)Fund Advocacy & Awards Gala)於於20232023年年22月月1717日在休斯頓市中心日在休斯頓市中心
的希爾頓美洲酒店盛大舉行的希爾頓美洲酒店盛大舉行。。休斯頓市長特納休斯頓市長特納(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國會議員希拉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傑克森··李李(sheila Jackson Lee)(sheila Jackson Lee)、、國會議員艾爾國會議員艾爾··
格林格林(Al Green)(Al Green)、、福遍郡郡長喬治福遍郡郡長喬治（（KP George)KP George) 、、哈裏斯郡第哈裏斯郡第22區區
專員加西亞專員加西亞（（Adrian Garcia)Adrian Garcia) 等政要及休斯頓各界捐款人士出席等政要及休斯頓各界捐款人士出席。。

自由基金倡導和頒獎晚會是一年一度的籌款活動自由基金倡導和頒獎晚會是一年一度的籌款活動，，直接支持直接支持
所有分支機構的宣傳工作所有分支機構的宣傳工作，，每年使成千上萬的休斯頓人受益每年使成千上萬的休斯頓人受益。。此此
外外，，年度晚會讓休斯頓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表彰傑出個人和實體年度晚會讓休斯頓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表彰傑出個人和實體
單位的成就單位的成就，，他們為爭取公民權利和人權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為爭取公民權利和人權做出了重大貢獻，，並為並為

確保子孫後代的正義和公平奠定了基礎確保子孫後代的正義和公平奠定了基礎。。
自由基金倡導和頒獎晚會主席露斯自由基金倡導和頒獎晚會主席露斯··卡明斯博士卡明斯博士（（Dr. RuthDr. Ruth

Commings)Commings) 致開幕辭致開幕辭。。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休斯頓分會會長詹姆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休斯頓分會會長詹姆斯··狄克遜主教狄克遜主教

(Bishop James Dixon, II)(Bishop James Dixon, II) 分享了在今年的自由基金倡導和頒獎晚分享了在今年的自由基金倡導和頒獎晚
會上的期待及其重要性會上的期待及其重要性。。他說他說：“：“雖然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多成就雖然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多成就
，，但仍有許多工作要做但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所以所以，，我們的戰鬥還在繼續我們的戰鬥還在繼續。”。”

休斯頓分會執行長約蘭達休斯頓分會執行長約蘭達··史密斯史密斯（（Yolanda Smith)Yolanda Smith)講到自己講到自己
的經曆並發表鼓舞人心的演講的經曆並發表鼓舞人心的演講。。
關於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關於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 (NAACP)(NAACP)

19091909 年年 22 月月 1212 日日，，在亞伯拉罕在亞伯拉罕··林肯的故鄉伊利諾斯州斯林肯的故鄉伊利諾斯州斯
普林菲爾德發生兩名黑人老人被私刑和為期兩天的騷亂之後普林菲爾德發生兩名黑人老人被私刑和為期兩天的騷亂之後，，一一
群多種族的活動家成立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群多種族的活動家成立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該組織在紐約市該組織在紐約市
西西 3838 街威廉街威廉··英格利希英格利希··沃林沃林 （（William English WallingWilliam English Walling））的公寓的公寓
中會面中會面，，最初自稱為全國黑人委員會最初自稱為全國黑人委員會。。

114114 年來年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工作比國內任何其他此類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工作比國內任何其他此類
組織都多組織都多，，擴大並確保了獲得平等機會和社會正義的機會擴大並確保了獲得平等機會和社會正義的機會。。全國全國
有色人種協進會贏得了重要的勝利有色人種協進會贏得了重要的勝利，，並在不斷努力實施公民權利並在不斷努力實施公民權利
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關於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休斯頓分會關於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休斯頓分會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休斯頓分會於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休斯頓分會於 19181918 年年 77 月獲得特許月獲得特許，，
緊隨緊隨 19171917 年洛根營騷亂的黑暗日子年洛根營騷亂的黑暗日子，，該騷亂導致第該騷亂導致第 2424 步兵部隊步兵部隊
第第 33 營的營的 110110 名黑人士兵名黑人士兵（（一次受審一次受審 6363 名士兵名士兵））受審受審。。這是美這是美
國軍事史上規模最大的軍事法庭國軍事史上規模最大的軍事法庭，，最終最終 110110 名士兵全部被判有罪名士兵全部被判有罪
，，1919 人在無權上訴的情況下被處決人在無權上訴的情況下被處決，，其餘人被判無期徒刑其餘人被判無期徒刑。。

時至今日時至今日，，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休斯頓分會繼續與在南德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休斯頓分會繼續與在南德克
薩斯法學院的合作夥伴一起戰鬥薩斯法學院的合作夥伴一起戰鬥，，通過推動總統赦免通過推動總統赦免 19171917 年洛年洛
根營兵變第根營兵變第 2424 步兵團的步兵團的 1313 名布法羅士兵來糾正錯誤和不公正名布法羅士兵來糾正錯誤和不公正。。

同樣同樣，，在在 19401940 年代年代，，休斯頓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與出色的全國休斯頓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與出色的全國
有色人種協進會法律顧問瑟古德有色人種協進會法律顧問瑟古德··馬歇爾一起馬歇爾一起，，為推翻哈裏斯縣為推翻哈裏斯縣
民主黨初選中將黑人排除在外投票的規定而鬥爭民主黨初選中將黑人排除在外投票的規定而鬥爭。。案件到了最高案件到了最高
法院法院，，白人初選被取締白人初選被取締。。這場鬥爭的本質仍在有色人種身上這場鬥爭的本質仍在有色人種身上。。投投
票是有色人種影響社區和國家方向的最重要方式之一票是有色人種影響社區和國家方向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104104 多年來多年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休斯頓分會一直是休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休斯頓分會一直是休斯
頓頓//哈裏斯縣社區結構中不可或缺的主線哈裏斯縣社區結構中不可或缺的主線，，並影響了許多人的生並影響了許多人的生
活活。。在有色人種培養將帶領本組織走向下一個在有色人種培養將帶領本組織走向下一個 100100 年的新一代民年的新一代民
權領袖時權領袖時，，將繼續致力於通過推進擴大人權和公民權利將繼續致力於通過推進擴大人權和公民權利、、消除歧消除歧
視的政策和做法來實現公平視的政策和做法來實現公平、、政治權利和社會包容的使命政治權利和社會包容的使命 ，，並並
加速黑人和所有有色人種的福祉加速黑人和所有有色人種的福祉、、教育和經濟安全教育和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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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洋公園香港海洋公園1111日迎來全面復常通關後的首個內地日迎來全面復常通關後的首個內地““點對點點對點””旅旅
行團行團，，該旅行團約有該旅行團約有140140名內地旅客名內地旅客，，園方特地為旅行團安排歡迎園方特地為旅行團安排歡迎
儀式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攝

該個赴海洋公園的首發團由國旅（深圳）國際旅
行社、華僑城旅行社、東青遊等數間旅行社合

作招募組成。團隊總領隊、國旅（深圳）港澳誠信遊
經理陳博斐11日接受訪問時表示，“大家三年多沒
來，沒想到熱情很高，本來以為是50人左右（報
團）。”

港需紓解人手荒提升接待能力
開團後的報名情況較預期熱烈，他們收到170人表

示有意報團，惟因為證件問題，其中約30人未能成行，
最終有140人隨團。陳博斐解釋，在恢復全面通關後，
深圳市恢復自助辦證機處理赴港通行證簽註申請，深圳
市居民無須預約可自行辦理“一周一行”的赴港簽註，
但16歲以下未成年人需要透過櫃枱辦理，無法做到“即
簽即走”，今次該30名旅客就是因為未能及時辦理簽註
而未能成行。“16歲以下的小孩子必須要經過人工櫃
枱，家長下班後錯過了櫃枱服務時間，沒辦法帶小孩辦
理。”

另一服務該團的旅行社員工劉先生表示，在3年
疫情期間，境內及澳門旅遊並未受到太大影響，反
而赴港遊停頓，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加強宣傳，讓赴
港旅遊重回公眾視線。

金威旅遊董事總經理林達文11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如希望旅客暢通無阻赴港，需要航
線暢通，政策上也應更便利，“做到和疫情之前完
全一模一樣是最好的。”他舉例指，出入境填報的
海關健康申報表可考慮取消，而疫情前49個內地
城市已開通香港個人遊簽註，他希望能夠逐步恢復
有關城市的赴港個人遊。“據我所知，深圳已經
恢復個人遊簽註了，但其他城市情況還不明
朗。”

此外，香港本地旅業的接待能力亦需時提
升。林達文指出，很多旅遊巴司機、導遊近年
已經轉行，行業需要重新吸納有關專業人士，
才能接待更多遊客。

廣東居民簽註港澳遊無需預約
深圳國際旅遊社客服人員孫先生表示，由

於3年疫情，他們赴港遊業務全部中斷，如今全
面恢復通關後，許多深圳市民盼望能夠盡快實現
赴港澳旅遊。春節後，由於港澳通行證個人旅遊
的簽註難以預約，影響了大量市民旅遊行程，但
相信各區出入境管理局將會加大力度、增加設備和
人員等，方便市民辦理通行證，預計一周後將會有
更好的改善。

一周後，隨着辦理通行證簽註更加方便，他們
將推出香港兩天遊，包括海洋公園和迪士尼以及入住
酒店等，具體費用暫未確定，預計隨着通行辦理更加
容易方便，將會有大量遊客報名參團。

對出現因遊客通行證簽註未辦理影響出行，他說，
通常他們要求遊客通行證辦理好了方可報名，以免影響
行程，但有一些遊客急須赴港，可能出現證件未辦好或者
沒有預約好，因為需提前報名，之後便影響了行程。

對一些遊客因通行證問題未能如期赴港旅遊，記者從深
圳市公安局獲悉，自2月6日起，廣東省戶籍居民和持有效
《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的外省戶籍人員再次在廣東省申請香
港、澳門旅遊簽註，無需預約可直接前往深圳市各區公安分局出
入境24小時智能服務區辦理一年一次或三個月一次旅遊簽註，深
戶居民可辦理香港一年多次（一周一行）簽註。

相隔3年，香港海洋公園11日迎接首

個由香園圍／蓮塘口岸直達的“點對點”

旅行團，全團約有140名團友，是主辦方

原本預計的50人多近兩倍，反應熱烈。該

團總領隊表示，近日組團招募後，報名非常踴躍，原本有約170人表示有意

參加，惟其中30人因為辦理不及赴港簽註而要延後出行。有主營入境遊的

本地旅行社表示，全面復常通關後收到內地合作方的正面反應，惟受航班不

足、簽註需時等因素，影響了出團數量。他們希望有更多省市恢復香港個人

遊簽註。有內地旅行社表示，由於港澳通行證個人旅遊的簽註難以預約，影

響了大量市民旅遊行程，但相信各區出入境管理局將會加大力度、增加設備

和人員等，方便市民辦理通行證，預計一周後將會有更好的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李昌鴻、石華 香港、深圳連線報道

內地客赴港踴內地客赴港踴躍躍 簽註需時礙出團簽註需時礙出團
業界料出入境部門將加大辦證力度業界料出入境部門將加大辦證力度 盼一周後有改善盼一周後有改善

海園疫後首迎內地旅行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

海洋公園11日迎來自兩地恢復正常通關
後的首個內地赴港“點對點”旅行團。
140名團員11日晨經香園圍/蓮塘口岸抵
港，大部分來自深圳，還有東莞等廣東省
城市。有旅客表示，自己近4年沒有赴
港，對香港市區交通已不熟悉，攜子女出
行時亦不容易看顧，故選擇參團，未來會更
傾向赴港個人遊。有業界人士估計，赴港旅
遊短期內雖難以完全恢復到以往水平，但會
有一定起色，估計今年暑期可復甦至2018年
的六七成。

140團友經香園圍口岸抵港
是次旅行團的行程為一日遊，成人團費為

358元人民幣，小童258元，包含來回車程及公
園門票。11日上午8時半，旅行團在蓮塘口岸
集合，約140名旅客過關後乘坐香港旅遊巴士，
於10時抵達海洋公園正門。

眾人心情興奮，一眾小朋友爭相與公園吉
祥物合影，公園方面亦準備了紀念品雨傘贈予

團友。下午5時，旅遊巴會接載團友返回香園
圍/蓮塘口岸，約30名團員因另有行程安排，會
在港留宿，繼續探訪親友及購物等。

來自東莞的殷女士與兩名朋友各自攜子女前
來。她表示，疫情之前，自己經常赴港個人遊，
但受疫情影響已多年沒有再踏足香港，今次決定
跟團赴港探探路，而多人出行由旅行社安排膳食
和交通亦更方便，“好久沒來了，聽說海洋公園
也增加了一些設施。小朋友們都很期待過來玩，
過關流程很順暢，我們很快就通過了。之後我應
該會以個人遊方式再過來。”

參團的魏先生和女兒居於深圳，已近4年沒
有赴港。魏先生說，在疫情前，自己一家經常赴
港購物吃喝玩樂消磨周末假期，惜受疫情影響而
無奈中斷這習慣。他對兩地復常通關感到高興，
指目前過關的方便程度與疫前相若。“4年沒來
香港，又走了新的口岸，感覺一路上都有點不認
識了，目前旅行體驗很好，工作人員很熱情。”

另一團友周小姐表示，“點對點”團費比自己
購買套票更划算，而經新口岸過關亦十分方便，約
一兩分鐘便完成入境香港的程序。她已事先填寫好

健康申報表，整個過關流程也只需約10分鐘。她透
露，已計劃下兩個星期再次赴港，打算探望朋友。

洪先生11日和女友同行。他表示，趕上了
全面通關後的首發團，覺得特別有意義。

預計今年暑期遊港客大增
該赴港團總領隊、國旅（深圳）港澳誠信遊

經理陳博斐表示，疫情期間，香港開設的新景點
亦有助吸引遊客，“（疫情）之前我們旅行社和
海洋公園一直保持合作關係，這次是重新進行線
路對接，希望未來發團更為順暢。海洋公園開了
很多新項目，另外香港也建成了故宮館，我們都
會進行洽談（相關團種）。”

金威旅遊董事總經理林達文11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這次有百多人的旅行團赴港
是好的開始，相信“五一黃金周”赴港旅客會明
顯增加。“疫情之前100多人的旅行團，就不算
是很多人，但現在剛剛復常通關，已經是很好的
消息了，我們近期收到內地合作方的反應也很正
面，估計‘五一’可以恢復到2018年的五成水
平，暑期還會有更多人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石華深圳
報道）11日晚19點06分，香港文匯報記者登
錄深圳公安小程序查詢，在12個可辦理出入
境業務的大廳中，只有大鵬出入境大廳在17
日上午10點到11點有號源，其餘大廳所有
時段都預約已滿。

恢復自助服務方便快捷
家住深圳福田的黃先生告訴記

者，8號當天他帶着證件來到自助服
務機，排隊用了十幾分鐘，最後辦
理了赴港一年多次簽註。“自助
機辦理過程跟以前一樣，只是以
前付款需要用到銀行卡，現在
可直接掃二維碼更方便了，

辦證只用了兩分鐘。”
黃先生表示，因為疫情原因，孩子的港

澳通行證已過了有效期，需要重新辦理新的證
件，但深圳各出入境大廳仍是一號難求，準備
過段時間再去大廳辦理。

家住龍崗的李先生本想去年底到香港旅
遊，但一直沒能預約上辦理港澳通行證的號
源，只得作罷。春節後他再度通過微信預約，
仍難以約到號，6日兩地全面通關後，他再度嘗
試，終於成功預約10日辦理。10日上午11點20
分，李先生趕到深圳羅湖區出入境大廳時，獲
悉其已經搬離，為了不放棄預約的機會，他即
打的前往羅湖體育館，終於拿到了等候辦理的
號。

李先生在該出入境大廳看到，此時儘管

已近中午12時，仍然擠滿了前來辦理證件的
市民，儘管有20至30個辦理窗口，還有數個
智能機器辦理窗口，仍有大量的市民在排隊等
候。大約排隊20多分鐘，他終於等到機會，
前去窗口辦理，看到一位辦理工作人員一人同
時負責三台智能機器辦理證件，只需刷自己身
份證和簽名等，大概五六分鐘便可以辦理好。
隨後他又趁機順便辦理護照，以方便今後出國
之用。工作人員告訴他，大約7個工作天就可
以取證。

對此，李先生十分高興，終於可以去港
澳旅遊，他的家人也計劃去辦理通行證，未來
擬在端午節一家人去香港旅遊，因為已經七八
年未赴港旅遊了，想嘗一下香港的美食和欣賞
許多美景。

深圳辦港澳通行證 一號難約

◆殷女士（後排中）一行6人報團遊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旅行團總領隊陳博斐舉旗引領旅行團總領隊陳博斐舉旗引領
團友團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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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驚天救援》不僅呈現了震撼人心的災難場景和

高燃刺激的救援場面，更是從消防救援人員個體視角切入

刻畫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普通人群像。導演彭順介紹道

：「影片不僅展現如何救火，更是聚焦消防員如何用生命

去拯救另一個生命。」預告中，救援小隊爭分奪秒深入最

為觸目驚心的核心爆炸區，竭盡全力搜救傷員。面對無情

火海，挺身而出的並非無所不能的超級英雄，只是一群默

默努力、鬥志昂揚的消防救援人員，揪心之餘又讓人備生

敬意。影片力求展現這群渺小卻勇敢、平凡而偉大的「火

焰藍」的真實鮮活一面。

為了還原消防救援人員的戰鬥面貌，電影《驚天救援

》幕後製作團隊苦心打磨四年。製作團隊共投入300餘人

，用1個多月1:1復刻搭建核心爆炸區、盤山隧道、生產車

間等重點場景，杜江、王千源、俞灝明、韓東君、王戈等

演員提前一個月展開封閉特訓，演員們以認真敬業的態度

潛心苦練，儘可能貼合救援實戰動作，以呈現「火焰藍」

的飽滿面貌。影片由曾出品《烈火英雄》、《中國機長》

的亞太華影與《掃毒》系列、《拆彈專家》系列出品方寰

宇娛樂攜手打造，全劇組懷揣着求真務實的創作態度，細

緻雕刻幀幀畫面，值得每一位觀眾走進影院見證這場救援

奇蹟，收穫久違的震撼與感動。

電影《驚天救援》由亞太華影（江蘇）文化發展有限

公司、寰宇縱橫世紀（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瑞

（上海）影業有限公司、亞太華影(北京)影業有限公司、

廣州市英明文化傳播出品，北京力加非凡影業有限公司、

亞太國影（重慶）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中福寰宇（北京）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浙江東陽瀚雅映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華文映像(北京)影業有限公司、北京微夢創科網絡技

術有限公司、無雙（深圳）影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影片

由彭順執導，杜江、王千源、佟麗婭、韓雪、俞灝明、韓

東君和王戈領銜主演，印小天、羅嘉良、蘇岩、丁海峰特

別出演，胡軍、蔣夢婕、徐正溪友情出演，張揚、鄭中玉

、張逸倫、孫書博、張竣傑、劉彥希、張勳、趙濱、馬瑤

瑤等主演，將於4月28日五一檔震撼上映。

災難動作巨製《驚天救援》定檔4月28日

杜江王千源化身消防員
奔赴火海生死營救

2 月 11 日，災難動作巨製
《驚天救援》釋出預告及海報，
宣布正式定檔五一。影片講述了
一場前所未有的化工爆炸威脅全
城，面對既要救火又要救人的生
死考驗，消防救援站一眾隊員以
血肉之軀赴湯蹈火的感人故事。
區別於其他災難題材，電影《驚
天救援》特別地將目光對準和平
年代最危險的職業之一——中國
消防救援人員，細緻刻畫了一個
個時刻守護在我們身邊的 「火焰
藍」 同火海搏鬥、與死神賽跑的
動人形象。影片由彭順執導，杜
江、王千源、佟麗婭、韓雪、俞
灝明、韓東君和王戈領銜主演，
將於4月28日全國上映。

由來牧寬執導，任素汐、劉敏濤領銜主演，改編自東野圭吾原

著小說的懸疑電影《迴廊亭》宣布重新定檔3月10日！日前，影片

釋出定檔預告及定檔海報，雙女主強強聯袂火花四溢，迴廊亭中埋

藏的欲望紛爭亦緩緩拉開帷幕。在這座「人性修羅場」中，有人步

步緊逼、有人四處閃躲，這裡究竟隱藏着怎樣的秘密？這場沒有硝

煙的廝殺中，誰終能全身而退？

任素汐劉敏濤雙女主銀幕飆戲
迴廊亭兇案乍現眾生各懷鬼胎

發布的預告中，一年前的「火災兇殺案」重新浮出水面。隨着

律師周揚（任素汐 飾）的步步逼問，迴廊亭中的眾人各懷鬼胎，開

啟一場豪門之下愛恨交織的「復仇遊戲」。預告以快節奏的方式，

將數個震人心魄的鏡頭展現在觀眾眼前，被大火吞噬的房間、隱藏

在深林中的大宅、昏暗看不到盡頭的長廊……皆無聲地訴說着看似

平靜下的暗濤洶湧。特寫鏡頭下，任素汐的眼神噙滿決絕與沉痛，

一句「我一定會弄死你們」將埋藏已久的秘密和壓抑瞬間引爆，演

盡了火災後「為愛復仇」的決絕。面對盤問，高家眾人或輕蔑戲謔

或焦灼不安、絕望崩潰。而和高家人無血脈聯繫的管家林珍惠（劉

敏濤 飾）為何捲入這場爭奪？看似平靜而洞悉一切的眼神中又有着

怎樣的密謀？而定檔海報中，一片黑暗籠罩之下，兩位女主角的面

龐被一束猩紅的火光點亮，一狠戾陰森，一茫然若失，表現力十足

直擊心靈，這背後又有着怎樣的隱情？大火已滅，但仇恨未熄，隱

藏在眾人心中的秘密和欲望，只待3月10日大銀幕揭開！

東野圭吾唯一女性視角小說搬上銀幕
實力中生代女演員突破演繹復仇輓歌

定檔預告中值得注意的一點，正是多位實力派中生代女演員的

精彩表現。誓要尋得真兇的「復仇者」周揚，30年來忠心不二的迴

廊亭「守護者」林珍惠，與掌控着家族事務的「操控者」季冬梅，

三個女性角色有收有放，張力爆棚。一聲風輕雲淡的叮囑「小心有

蛇」，一句扣人心扉的逼問「殺人了吧你們」，一瞥諱莫如深的神

秘眼神，都讓人背後涼意頓生。演員任素汐此前曾在高口碑電影

《驢得水》《無名之輩》《半個喜劇》中多次貢獻絕佳表演，讓人

印象深刻。而憑藉電影《再見吧！少年》、熱播劇《琅琊榜》《偽

裝者》等作品深受大眾喜愛的演員劉敏濤，亦多次提名白玉蘭獎、

金雞獎最佳女演員。此次兩人首度合作，令人倍感期待。曾在《如

懿傳》《你是我的榮耀》《我和我的父輩》等多部作品中表現亮眼

的演員胡可，此次在電影《迴廊亭》演繹的母親角色，也將帶來截

然不同的故事。實力派中生代女演員傾力集結，解鎖懸疑影片的絕

佳陣容。而這幾位充滿力量的女性，又將如何在這場兇案中「為愛

復仇」、最終浴火重生？亟待在電影中一探究竟。

影片改編自日本知名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的懸疑小說《長長的

迴廊》，是東野圭吾所著作品中唯一以女性視角所講述的長篇故事

，被稱為「一個女性的復仇輓歌」。電影此次將這一女性「為愛復

仇」的故事搬上銀幕，任素汐曾在採訪中表示自己所飾演的角色是

在「回敬世界的惡意」；同時，劉敏濤也坦言「這部戲中的每個人

都是缺愛的人」。是怎樣的愛恨糾葛讓迴廊亭燃起熊熊大火？又是

怎樣的執念能讓火災倖存者涅槃重生？導演來牧寬表示「這個充滿

懸疑、推理橋段的故事背後牽連的仍是人的感情」，而在感情背後

，《迴廊亭》也將作為一部有溫度的電影，靜靜拉開人性與欲望的

帷幕。

電影《迴廊亭》由來牧寬執導並參與編劇，任素汐、劉敏濤領

銜主演，李傳纓、蘆芳生、侯雯元、湯敏、王宮良主演，胡可友情

出演，吳昊宸、張雋溢特別出演，文寧、許淥洋、張仕棟擔任編劇

，馬珂、肖飛擔任總製片人，將於3月10日全國公映。

《迴廊亭》定檔3.10
任素汐劉敏濤飈戲

2月14日，電影《穿過月亮的旅行》發布

「奔赴見你」版海報及預告，正式官宣陣容

。本片改編自作家遲子建的小說《踏着月光

的行板》，由李蔚然執導，張家魯監製，張

宇總製片，張子楓、胡先煦領銜主演，黃小

蕾、趙小棠、李嘉琦友情出演。故事講述的

是一對新婚燕爾卻在不同城市打工的異地小

夫妻，在中秋節當日同時獲得了一天意外假

期，為了給對方驚喜，兩人分別搭上火車踏

入了一段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浪漫旅程。

此次發布的「奔赴見你」版預告，趣味

十足地展現了一對身處異地的年輕小夫妻甜

蜜又熱烈的新婚生活。排隊傾訴思念的電話

亭，人山人海的火車站台，歡愛一宿的小旅

館，「左顧右盼」的貓頭鷹鬧鐘，旅館老闆

娘的小聲囑咐，都是這對嬌羞小夫妻為愛相

見的浪漫畫卷。一系列輕快幽默的場景後，

電話那頭，一句樸實真摯冒着傻氣的「我想

你了！」，甜蜜中也透着一絲心酸。

相比預告的熱烈，同時發布的海報則散發

着浪漫詩意的氛圍，男女主角甜蜜曖昧的輪廓

印在幽藍深邃的夜空河面上。背景中一座孔橋

，一列火車，一輪圓月，好似牛郎織女鵲橋相

會的愛情傳說。不禁讓人遐想，這對小夫妻為

了一次珍貴的見面，到底經歷了什麼？

電影《穿過月亮的旅行》是張子楓與胡先

煦繼電視劇《小別離》之後，首次大銀幕合作

，同時也是兩人首次搭檔出演夫妻。不少網友

表示，「非常期待兩位實力派年輕演員的再度

合作，希望儘快上映！」張子楓和胡先煦作為

青年演員代表，演技一直備受外認可與關注，

此次大銀幕合作出演夫妻，引發強烈期待。

《穿過月亮的旅行》首曝預告 張子楓胡先煦演夫妻

BB66綜合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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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無綫綜藝歌唱真人秀《中年好聲音》

大受歡迎，趁着情人節即將來到，特別舉行“‘聲’Sing戀 Love Love”
活動，由參賽者周吉佩、曹敏寶、支嚳儀、涂家堯、龍婷、陳嘉璐、鄺凱

剛、梁家賢、馮志豪、關幗玲、陳早怡、羅啟豪、鄧家豪及蕭家浩現場獻唱多
首經典情歌包括：《甜蜜蜜》、《抱緊眼前人》、《萬千寵愛在一身》、《幸
福摩天輪》、《愛是永恒》、《月半彎》、《默契》及《那些年》，以歌聲與
觀眾一起預祝情人節，送上温馨甜蜜的祝福。

曹敏寶上台獻唱《抱緊眼前人》時，老公走到台前獻花，她待唱完歌即向
老公講情人節愛的宣言：“老公，沒有你我什麼都不是！”受訪時，曹敏寶表
示近期參加比賽甚少見到老公，加上向來他也不太主動要她暗示，不過早幾天
老公竟然叫她情人節不要有其他約會，因訂好餐廳會撇下子女過二人世界，她
笑說：“我們有了小朋友又已中年，老公又大鼻鼾要分房睡，所以好珍惜兩個
人一起的時間，希望情人節他給到我驚喜哄我開心啦！”至於參加今次《中年
好聲音》，曹敏寶表示原先好緊張，但晉身到26強，大家參賽者都變成一家人
般，每日都有飯局，各人即使知道對方唱什麼歌，仍會給予意見，自己也明白
到演出不會每場都最好，總有高有低，所以會盡力去做，遇強愈強。不過姊姊
曹敏莉都有給她信心：“她有叫我要開心，不好着重成績，我都覺得去到中年
應該拿得起放得低，如果太着重名次，便不能好好享受比賽的過程。”

周吉佩曾患情緒病
一直被指唱歌有鄧麗君影子的龍婷，上一場唱《魯冰花》獲評審們讚賞做回

龍婷，她笑言未來的比賽也盡量放下鄧麗君的感覺不斷突破自己，而這次比賽對
她來說是緊張刺激又期待，但亦因為此更令自己投入當中。至於三甲人選，她一
直被看好為熱門，龍婷則看好周吉佩：“他是種子選手，對自己又有要求，陳大
強也很穩妥。”但沒提到自己，龍婷表示信心要到上台一刻才見到！

大熱的周吉佩坦言今次參加《中年好聲音》比以前當歌手年代更加緊張：
“因為拍攝時間緊密，我又要返工照顧小朋友，所以練歌也不夠時間，上一場
演出前，不停發夢，只睡得兩三小時，感覺到比賽的壓力！”他又透露以前在樂
隊Space解散時，曾經有過情緒病：“因為在大家散band時，兄弟之間是不歡而
散，感覺不開心，情緒就累積了，試過幾乎爆出來。”他指在2021年疫情這
兩年期間，他像發病一般：“試過有次在舊公司一個人望着窗外，當時下
着毛毛雨，突然有股無力感，有念頭想跳下去，另一次自己躺在床
上，突然感覺心房位置被按壓着，不過現在不嚴重，已經無事，今
次只是感覺比賽壓力有點大。”問他又看到誰會得冠軍？周吉
佩是看好龍婷，在50強時自己也是輸給對方，要“復活”再
入圍才能比賽至今。會否視對方為假想敵？周吉佩笑言
大家反而成為了好朋友，也好想在一個回合中合
唱：“之前我輸了，網民都好想我們一齊合唱，有
些龍婷的粉絲也讚我說會支持我，所以都好開
心！”

香
港文匯報
訊（記者 阿
祖）由3年前熱
爆台灣電視劇改拍
的電影《想見你》日
前於香港正式公映，單日
票房達 82 萬（港元，下
同），首日累積票房超過130多
萬成為新片開畫票房冠軍！11日周
五單日更接近百萬達95萬票房，目前
累積票房已超過230多萬！3位主演柯佳
嬿、許光漢和施柏宇早前曾到港宣傳，對於
《想見你》電影在香港有如此好成績都感到很感
動！佳嬿非常感謝香港朋友對《想見你》電影的支

持：“過去3年因
為疫情，見面變成一
件困難的事，現在有機會
能帶着電到各地宣傳，心裏
非常珍惜，希望接下來有更多機
會，再次到香港跟大家見面。”

捲入《給十九歲的我》爭議後首露面

心
情
未
受
影
響

心
情
未
受
影
響

封
口
拒
受
訪

封
口
拒
受
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

鍾 柔 美 （Yumi） 、 張 馳 豪

（Aska）、單車運動員李慧詩等

人11日出席“新興運動CHILL好

玩”活動，宣傳及試玩新興運

動。日前李慧詩不滿紀錄片《給

十九歲的我》輯錄她的訪問片段

成為電影一部分，她當日透過大

會表示不接受傳媒訪問，但見她

試玩運動時相當投入，應該未有

被事件影響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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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慧
詩 英華女學校委託導演張婉婷攝製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

我》在一片爭議聲中暫停公映，“牛下女車神”李慧詩
日前也曾撰文反映“被通知”演出，將一段2016年1月導演
張婉婷訪問她的影片放進《給十九歲的我》中。11日李慧詩
出席活動，是她在撰文反映“被通知”事件發生後首度公開
露面，未知是否不欲回應相關話題，李慧詩透過大會表示不
接受傳媒訪問，但見她試玩運動時相當投入及笑容滿面，心
情似乎未受事件影響。

鍾柔美 自言非運動健將
Aska稱自己一向喜歡做運動，最擅長打籃球和其他球類

運動，可惜入行後已少有機會約朋友一起打球。笑問他以前
在校內是否風雲人物，大受女同學歡迎？Aska說：“不覺得
也沒有留意，只是覺得整隊人一齊打球會好熱血。”

Yumi就表示稍後會參加學校的陸運會，雖然不是運動健
將，但因為是最後一年參與，會盡她所能報名各項賽事如標

槍及短跑，說：“始終是在學校最後一年，想留下一點回
憶，不過我最厲害都是跳舞。”問到Yumi會否做啦啦隊跳舞
助興，她故作神秘地稱可能會有，但不是大家想像中的穿短
裙跳舞。

提到好友姚焯菲（Chantel ）到新西蘭留學，在宿舍
仍放有《聲夢》學員的大合照，Aska說：“都知道她
近日不舒服，會叫她不要太關心我們，不過都明白
去到新地方要重新認識，對女生來講不是容易
的事，希望她快點回來香港。”Yumi稱在
Chantel離港前已叮囑對方要保重，因為
知道對方去到新地方後有很
多大小事情要處理，加上開
學都不想打擾到她，說：
“她都要認識新朋友，相
信都要一段時間去適
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將
於下月開演唱會的林敏驄11日接受
薛家燕主持的電台節目訪問，家燕姐
知道阿驄今年是入行40周年，特別
訂造送他一個“演藝音樂奇才”的手
指公造型獎座，阿驄笑稱家燕姐很有
心，連“金指公”也送給他，他要回
敬一個更大的“指公”送給對方。

阿驄下月在香港西九戶外舉行
演唱會，透露歌單和流程已安排好
6、7成，不少嘉賓好友都自動請纓
要來玩，說：“有好多人報名，新
人舊人都有，好在今次由6點開始
唱，不怕超時罰款，沒有時間限
制，如果一發不可收拾，對觀眾來
講是好值。”阿驄透露暫時表演嘉
賓有樂隊Kolor、廿四味，一直想跟
他們夾band和唱rap，更自嘲rap歌

天分不及廿四味。而舊人歌手方
面，當中有阿驄的前輩出現，希望
到時台上台下感覺像去派對一樣。
至於“女兒”郭柏妍的練歌進度
如何，阿驄笑道：“最近跟她
失了聯，希望她好自為之，至
少要先度期，都想《下流上車
族》的家人到時會一起來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劉嘉玲近
日與好友上山詩鈉及弟婦Laura離港度
假，往享受陽光與海灘。一向皮膚白晰的
嘉玲，面對碧海藍天，也忍不住穿上泳衣
享受日光浴。嘉玲於社交平台分享水着照
片，她雖然只穿黑色一件頭泳衣外加輕紗
外套，寫意地躺於吊床上曬太陽，但美好
身段及一雙修長美腿相當吸睛，白滑肌膚
完全看不出已年屆57歲。劉嘉玲並留言：
“心態好，一切都好！周末愉快。”大批
網民更派Like大讚保養得宜。

此外，嘉玲又分享了一張與好友張學
友在唱卡拉OK的合照寫道：“與歌神
（學友）合唱完《你最珍貴》，歌神：+0
（嘉玲），你玩下好啦，唱歌不適合你，
+0：你唱歌好啦，演戲不適合你，歌神：
是呀，我知呀，所以我放棄做戲囉，不過
除了喜劇，我適合做喜劇，哈哈！”看來
兩人認真老友，平日互窒來當溝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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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開秀“女兒”失聯
林敏驄叫郭柏妍好自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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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詩與張馳豪鬥射箭李慧詩與張馳豪鬥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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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馳豪一向都喜歡做運動。

◆三位主角感謝香港觀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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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好聲音中年好聲音》》參賽者感情好參賽者感情好，，會互相打氣會互相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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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玲分享水照片劉嘉玲分享水照片。。

◆鍾柔美和張馳
豪希望姚焯菲去
到外國留學能快
點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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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生活故事會生活故事會》》—— 中國的氣球真是間諜氣球還是烏龍笑話中國的氣球真是間諜氣球還是烏龍笑話？？
當年美國也曾經誤認為福建客家土樓是核發射裝置當年美國也曾經誤認為福建客家土樓是核發射裝置，，差點引發核攻擊差點引發核攻擊

（本報記者黃梅子）歡迎收生活故事會，
我是講故事的人黃梅子。今天給您說說被美國
打下來的中國氣球是間諜氣球還是烏龍笑話？
前一陣美國上空發現了幾個中國的巨型氣球，
美國軍方經過8天的跟踪分析後認為是中國的
間諜氣球，於是動用最先進F22猛禽戰鬥機戰
機發射了價值五十萬美元的AIM-9X空對空導
彈將間諜氣球打了下來。而且這個間諜氣球事
件還引發了外交危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馬上
取消了原定的訪問北京計劃，致使本來就很緊
張的美中關係更加前途莫測。

有意思的是，當時美國打下來氣球之後，
馬上通過外交途徑照會中國外交部，並嚴厲譴
責中國入侵美國凌空的不當行為。而中國外交
部接到這個照會之後都懵了，根本沒有人知道
這個事情，於是他們讓美國外交部先等一等，
他們需要一點時間了解一下情況。外交部馬上
匯報給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可奇怪的是
，習近平竟然也不知道這個事情。按道理說，
這麼大的間諜氣球入侵美國領空的事情習近平
不知道，那就是裝傻。可是，根據中方的反應
，好像習近平還真不知情。這就奇怪了，以習
近平在中國的地位，軍方不可能不向他匯報就
向美國的領空發送間諜氣球啊，這麼大的事兒
真不是鬧著玩的。這樣綜合各方面的情況來看
，可能這些氣球還真不是中國軍方的間諜氣球
，可能真是民用或者氣象氣球。為什麼說有這
種可能性呢？因為氣球用於軍事目的，實在是
太落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用得還比較
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基本就把氣球給淘
汰了，都是用飛機和雷達，現在就更先進了，
衛星在天上什麼地方偵察不到呢？那數碼照片
就更不用說了，清晰得連毫毛都看得清，幹嘛

要用氣球這麼原始的工具？因為氣球不好控制
，隨風飄逝，回收率也不高，在半道上被刮跑
或者損毀的情況佔了一半。對此，美國軍方的
推測是這些中國的間諜氣球也許是由人工智能
引導的，而這種人工智能製導技術比美國的技
術還要先進。這一番理論引發了美國廣泛的讚
同，大家一致認為要仔細地研究中國間諜氣球
的所有碎片，看看中國的軍事人工智能技術究
竟先進到了何種地步，以至於只要裝在最簡單
的氣球上就可以對美國的軍事設施實行偵察，
大大地降低了成本。

我認為這次所謂的間諜氣球事件其實很有
可能是一個烏龍，中國根本沒有那麼新進的人
工智能製導技術，也不是中國軍方發射的氣球
，而是民用或者氣象氣球隨風漂移到了美國上
空，又湊巧經過了幾個美國的軍事重地，所以
引發了美軍的緊張。為什麼我這麼認為呢？因
為美國曾經在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出過一次
類似的烏龍事件。 1960年，美國中央情報局
在衛星照片上發現了中國閩西的崇山峻嶺之間
有幾群類似於核反應堆或者像導彈發射架模樣
的東西。這個發現使白宮驚慌不已。但在進一
步探測研究後，美國人又發現，這些被疑作"
隱匿核力量"的圓型或方型建築並無金屬反應
。雖然如此，但美國方面仍不死心。事後的幾
年中，美國每年向這片神奇的土地投下了大量
心血和費用，僅衛星照片就拍攝了上億張。美
國情報部門為此向決策層提交報告稱:根據我
們的每天7次通過中國上空的KH-22衛星報告
，在東經116°50′-117°19′，北緯24°
36′-25°10′方位，即中國南部福建省的
600平方公里範圍有1500餘座不明性質建築
物，呈巨型蘑菇狀，與核裝置極為相似、這很

可能是一個大得無法想像的核基地!後來，情
報部門又通過大量其他途徑收集各種情報，最
終發現那些核發射裝置群不過是福建客家土樓
群，鬧了個大笑話。

福建省永定縣境內現存圓樓有360座，方
樓有4千餘座，時間最長的永定土樓已經歷了
近一千年的風雨，雖經地震、兵火，但依然完
好無損。登高遠眺，山頂上的土樓猶如土中突
兀冒出的巨型蘑菇，盆地上的土樓卻像巍峨的
古羅馬城堡，極富神秘感。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首批來土樓參觀的就
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研究人員。他們在土樓里
外、上下細細察看，感慨萬分，認為這是一種
震撼人心的建築，這種建築本身就是一個奇蹟
。

而1980年，美國軍方也鬧過一個笑話，
因為一枚價格50美分的芯片被燒壞，美國險
些向蘇聯發起全面核進攻。

1980年6月某日，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奧馬
哈“戰略空軍指揮所”內，值班軍官們目不轉
睛地盯著發出綠色屏光的電腦屏幕，他們都很
緊張，因為電腦屏幕上突然出現了難以置信的
一幕：大量密密麻麻的閃光信號--大批的蘇聯
導彈正在向美國華盛頓，紐約，洛杉磯，費城
，亞特蘭大，夏威夷飛來！最可怕的是，信號
顯示的特徵是，來襲的導彈是蘇聯核潛艇發射
的潛射導彈！這意味著蘇軍的戰略核潛艇部隊
正向美國本土發動致命的突襲！！

汗如雨下的值班軍官顫抖著手抄起了桌上
紅色的直線電話，直接向美國最高指揮當局報
告了特急情況：“蘇聯導彈來襲，不是演習！
”10秒鐘內，美國最高指揮當局按演練了千
萬遍的程序下達了“立即對蘇聯實施絕對還擊

”的“斷箭”紅色攻擊命令。 “斷箭”是美
國最高指揮當局下令對蘇聯實施全面核打擊的
行動代號。剎那間，冷戰許多年來一直保持全
天24小時待命狀態的戰略轟炸機飛行員們從
機場邊的待命室裡狂奔向數十米外的跑道，迅
速駕駛B-52戰略轟炸機升空，從全美各地的
戰略機場向蘇聯方向撲去。每架B-52的機組
成員都已經接到了“斷箭”攻擊令，指揮官們
給他們的指示非常明確：向蘇聯挺進，用機上
攜載的核武器狠狠打擊各自鎖定的蘇聯政治，
軍事，工業，經濟和文化中心。

從阿拉斯加州起飛的10架B-52三分鐘後
便飛抵白令海峽的中線。根據軍事行動計劃，
再過五分鐘，它們將成為第一批將核導彈射向
蘇聯的美軍戰機。與此同時，蘇軍防空司令部
也捕捉到了大批美軍戰機起飛，向蘇聯方向逼
來的信號，莫斯科最高指揮當局向蘇聯防空軍
，戰略火箭軍，前線截擊機群下達了立即進入
作戰狀態的命令。就在生死猶關的關鍵時刻，
美國最高指揮當局向正飛向蘇聯的戰略轟炸機
群發出了“緊急取消任務”的命令，核戰在最
後一刻倖免。

20多年過去了，對於這一幾乎讓世界毀
滅的“擦槍走火”事件，美國政府語蔫不詳，
只是草草地說，是“導彈預警系統發出了假信
號”。事實真像令人震驚，根據[核科學家公
報]和俄[真理報]獲得的最新解密資料，導致這
場一觸即發核戰爭危險的居然是一枚價格僅
50美分的芯片。由於這片芯片突然發生故障
，因此造成了導彈監視系統產生到處是來襲蘇
聯導彈的假信號。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兒了，感謝您
的收看，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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