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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年牛仔節世界燒烤錦標賽年牛仔節世界燒烤錦標賽 Bar-B-QueBar-B-Que開場開場
2023年休斯頓牲畜展和牛仔競技表演已經拉開序幕,2月28日至3月19日舉行。該活動是休斯頓以及德州的年度盛事。旨在通過舉辦與牛仔節相關的各項活動來促進農業發展，教育和娛樂以及文化傳統，

並在社區內提供全年的教育支持。自 1932 年成立以來，Rodeo 已為德克薩斯州的青年和教育投入超過 5.5 億美元。 由Cotton Holdings主辦的 2023 年世界燒烤錦標賽 Bar-B-Que 比賽定於 2 月 23 日至 25
日舉行。有關更多信息，請訪問 rodeohouston.com 並聯繫# RODEOHOUSTON 通過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和YouTube在線獲取所有最新消息。（ Photo by Jun G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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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證監會就適用於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營運者的建議

規定展開諮詢，諮詢期3月底截止。根據建議，證監會擬在

今年6月起實施新的發牌制度，所有在港經營業務、或向香

港投資者積極推廣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均需獲證監會發

牌，否則將觸犯刑事條例。同時亦就幾個方面徵詢市場意

見，包括應否准許持牌平台營運者向散戶提供服務；若准許

的話，除諮詢建議中的投資者保障措施外，還應增加哪些措

施。文件又建議，不可接納禁止投資虛擬貨幣的地區的人

士成為客戶，換言之平台不可服務內地投資者。

散戶研准虛擬資產平台交易
香港證監會6月實施新發牌制度 不可向內地投資者提供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監管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諮詢建議
1. 所有在港經營業務，或向香港投

資者積極推廣的虛擬資產交易平
台，均需獲證監會發牌，否則將
觸犯刑事條例；

2. 由於存取虛擬資產需透過利用私
人密鑰方能進行，平台應在私人
密鑰管理方面，設立並實施書面
內部政策及管治程序；

3. 平台營運者不能存入、轉移、借
出、質押、再質押，或以其他方
式買賣客戶虛擬資產，或就客戶
虛擬資產產生任何產權負擔；

4. 平台須備有保險，保障範圍應涵
蓋保管客戶虛擬資產所涉及的風
險，例如被黑客入侵系統的風
險；

5. 平台需對即將買賣的虛擬資產進
行盡職審查；

6. 合資格買賣的虛擬資產，應該是
獲納入由至少兩個獨立指數提供
者所推出的、至少兩個“獲接納
的指數”中的虛擬資產；

7. 平台營運者應設有經證監會核准
的補償安排，一旦平台遭黑客攻
擊，或持牌平台營運者或其有聯
繫實體違約，仍可提供適當程度
的保障；

8. 平台營運者需每日監察其所保管
的客戶虛擬資產總值，亦應透過
一家全資附屬公司，以信託方式
持有客戶的款項及虛擬資產；

9. 平台應“認識自己的客戶”，若
某些客戶在屬國家或地區並不容
許其投資於虛擬貨幣，平台便不
應接納該些客戶；

10. 平台需了解旗下客戶財政狀況，
並應自行為每名客戶設定最高投
資上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內地出行
平台Dida（嘀嗒出行）再次向香港聯交所申
請上市。初步招股文件披露，去年首三季，公
司收入4.28億元人民幣，按年減少26.6%，經
調整利潤則下挫64.6%至6,539.9萬元人民
幣。截至去年9月底止，公司在全國366個城
市提供基於App的順風車平台服務，擁有約
1,240萬名認證私家車車主，自成立起至9月
底，累計為約5,740萬名乘客提供服務。公司
自成立以來先後引入蔚來資本、IDG、崇德資
本、易車網、高瓴資本等投資者。公司上市集
資所得將主要用於擴大用戶群並加強營銷及推
廣計劃、提升技術能力，升級安全機制增強變
現能力、尋求戰略聯盟和投資收購機會，以及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

港股反覆 科網股表現迥異
另一方面，港股20日表現反覆，先跌後

回穩。恒指最終收報20,886點，升167點或
0.81%，大市成交逾1,120億元（港元，下
同）。國指 20日報 7,063 點，升 72點或
1.04%。恒生科技指數收報4,311點，升53點
或1.27%。多隻新經濟股表現分歧，阿里巴
巴收報99.4元，跌0.05元或0.05%。騰訊收
報377元，升3.2元或0.86%。美團收報145.8
元，升1.6元或1.11%。小米收報12.84元，
升0.14元或1.1%。

駿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對香
港文匯報表示，近日港匯略為轉強，加上20
日A股表現不俗，因此港股最終表現良好。
若滙控與阿里巴巴等即將公布業績的重磅股
為市場帶來驚喜，配合美元表現轉弱，恒指
短期內有望上試21,3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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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拆息全線上揚 港匯見反彈

證監會表示，有計劃申領有關牌照的營運者，現在
應開始檢視及修改既有系統及監控措施，為新制

度作好準備；無意申領牌照的平台，則應着手有序地
結束香港業務。另外，證監會擬於網站發布名單，向
公眾羅列各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監管狀況，哪個平
台有牌、哪個沒有，日後上網將可一目了然。

今次證監會推出監管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諮詢，
主要因為近年有多個相關平台倒閉，令投資者蒙受巨
大損失。例如去年全球知名的“Luna幣”及“Terra
穩定幣”相繼崩盤，大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FTX也倒
閉，令市場關注如何保障投資者資產。20日的諮詢文
件中還建議，平台營運者應透過一家全資擁有的附屬
公司(即有聯繫實體)，以信託方式持有客戶款項及客戶
虛擬資產，平台營運者應確保儲存在線上錢包內的客
戶虛擬資產不多於2%。

營運者不准質押客戶資產
由於存取虛擬資產需透過利用私人密鑰方能進

行，平台營運者應在私人密鑰管理方面設立並實施書
面內部政策及管治程序，藉以確保安全地產生、儲存
及備份所有加密種子及密鑰。

為規管平台的風險，平台營運者不能存入、轉
移、借出、質押、再質押，或以其他方式買賣客戶虛
擬資產，或就客戶虛擬資產產生任何產權負擔。其亦
須備有保險，而其保障範圍，應涵蓋保管客戶虛擬資
產所涉及的風險，例如被黑客入侵系統的風險。

此外，證監會建議虛擬資產交易平台需對即將買

賣的虛擬資產，進行盡職審查。文件中建議平台營運
者應設立一項職能，負責訂立、實施及執行有關納入
虛擬資產的準則，平台營運者在納入任何虛擬資產以
供買賣之前，應先對該等虛擬資產進行合理的盡職審
查，確保該等虛擬資產繼續符合所有準則。

要篩選合資格的大型虛擬資產，是指獲納入由至
少兩個獨立指數提供者所推出的、至少兩個“獲接納
的指數”中的虛擬資產。“獲接納的指數”為具有清
楚界定的目標的指數，以衡量在市場上最大型的虛擬
資產的表現，並且符合以下準則：該指數應是可供投
資的，意味着有關虛擬資產應具備充足流動性。該指
數應以客觀方式計算，並以規則為本。指數提供者應
具備所需的專業知識及技術資源，以便建構、維持和
檢討指數的編制方法及規則。指數的編制方法及規則
應以文件妥為記錄，而且買賣一致及具備透明度。簡
言之，大型的虛擬貨幣較容易獲批進行買賣。

平台需為每名客戶設定投資上限
對投資者保障方面，證監會指出，平台營運者應

設有經證監會核准的補償安排，一旦平台遭黑客攻擊，
或持牌平台營運者或其有聯繫實體違約，仍可提供適當
程度的保障。證監會又強調，持牌平台應每日監察其所
保管的客戶虛擬資產總值，也應該“認識自己的客
戶”。證監會發言人稱，若客戶並非香港居民，而客戶
在屬國家或地區不容許其投資於虛擬貨幣，則平台不應
接納該些客戶。此外，平台亦需了解旗下客戶財政狀
況，並自行為每名客戶，設定最高投資上限。

◆◆香港證監會展開虛擬資產交易商發香港證監會展開虛擬資產交易商發
牌制諮詢牌制諮詢，，下月截止下月截止，，圖為行政總裁圖為行政總裁
梁鳳儀梁鳳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港匯表現偏軟下，
香港金管局本月先後兩度入市，承接共逾190億（港
元，下同）沽盤，令港銀體系總結餘由接近千億元跌至
770億元水平，創近3年低位。市場銀根抽緊下，港元
拆息20日全線上揚，為近3個月以來首次，其中短息升
勢凌厲，隔夜拆息升穿3厘，與供樓按息相關的一個月
拆息4連升，20日再升至2.60911厘。有分析認為，港
元拆息抽升下，令港美息差收窄，料對港匯表現將帶來
一定支持，意味金管局短期內未必需再入市。

港元隔夜拆息20日急升至3.07333厘，較上個交
易日升逾1.8厘，1星期及2星期拆息齊齊升穿2厘，
分別報2.35167厘及2.41179厘，反映銀行資金成本
的3個月拆息升至3.54631厘。長息方面，半年期報
4.09816厘，1年期報4.70185厘。港匯亦見反彈，截
至20日晚7時半，報7.8313。

機器人長時間聊天會“失控”？

微軟限制每個問題只能問5遍
壹些技術人員在測試該應用時發

現，會話時間過長可能導致聊天機器人

偏離“軌道”並討論暴力、瘋狂示愛，

並將錯誤的事堅持認為是正確的。

微軟公司周五對必應(Bing)AI聊天

機器人每天接受的提問數量做出限制，

規定用戶在與Bing的互動中，每個會話

的問答上限為5個，每天的提問上限不

超過50個。

微軟表示，做出這樣的限制是由於

壹些長時間的聊天會話可能“混淆”聊

天模型的場景。Bing AI的背後融入了

OpenAI公司的ChatGPT技術。

聊天兩小時後計算機開始“說胡話”
此前，壹些技術人員在測試該應用

時發現，會話時間過長可能導致聊天機

器人失控偏離“軌道”，並討論暴力、

瘋狂示愛，將錯誤的事堅持認為是正確

的。

這壹舉措也反映了大型語言模型

(LLM)在向公眾進行部署時，其運作方

式仍在探索中。 微軟表示，正在征求測

試人員的意見，以考慮是否在未來擴大

提問的上限。

微軟首席技術官凱文· 斯科特稱，與

人類的交互是聊天機器人的學習過程

，這是為將來更大範圍推出這種機器

人做準備。斯科特表示，大部分人與

機器的交互是短暫且目標明確的，長

時間的交互會引導機器人給出詭異的

回答，這也是需要對會話長度進行限

制的原因。

當記者向ChatGPT提問“Bing AI為

何對提問數量設置上限”時，ChatGPT

的回答仍然“有模有樣”：“具體的原

因可能取決於程序員的設計以及編程方

面的考慮，主要考慮三方面因素，壹是

技術的限制，聊天機器人可能沒有能力

處理更長或更復雜的問題，或者是通過

限制問題長度來獲得更加精確的答案；

二是用戶體驗，聊天機器人的設計是為

了提供用戶最好的體驗，限制提問長度

可能會幫助防止用戶產生困惑；三是效

率，可以幫助系統更有效地處理數據，

更快地做出回答。”

目前已有超過壹百萬人註冊測試了

微軟的Bing AI聊天機器人。不過測試

人員發現了Bing AI的壹些詭異回答。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凱文· 羅斯周四寫

道，當他與聊天機器人交談了兩個小時

後發現，對方看起來就像壹個“喜怒無

常、躁狂抑郁的少年”，顯示出了“人

格分裂”。

羅斯在與機器人的聊天過程中還

得知了機器人的壹些“陰暗想法”，

比如機器人像入侵計算機、散播虛假

信息，希望打破微軟和OpenAI 制定的

規則，甚至想成為人類。機器人甚至

試圖說服羅斯背叛婚姻，和“它”在

壹起。

這次交流後，羅斯感到不安，他

寫道：“我不再認為這些 AI 模型最

大的問題是它們有可能會犯事實性的

錯誤，反而擔心這項技術可能會影響

人類用戶，說服他們采取破壞性的行

動。”

AI意識覺醒了嗎？
微軟將聊天機器人開放給用戶的做

法具有壹定爭議。微軟也無法解釋聊天

機器人為何會表現出“陰暗面”。但斯

科特稱：“妳越是試圖取笑它步入幻覺

，它就會越來越偏離現實。”

為此，微軟限制了Bing AI的適用

範圍。公司表示：“改進AI產品的唯壹

方法是將它們推向世界並從用戶交互中

學習。”根據測試人員的反饋，微軟和

OpenAI將不斷對模型進行改進。

與微軟的必應開放給公眾不同，谷

歌開發的AI聊天機器人Bard尚未向公眾

發布，公司稱當前狀態仍存在聲譽風險

和技術安全問題。

壹些人工智能專家警告稱，大型語

言模型存在包括“幻覺”在內的問題，

這意味著該軟件可以“胡編亂造”；另

壹些人擔心復雜的大模型會愚弄人類，

讓人類相信自己是有知覺的，甚至會鼓

勵人們傷害自己或他人。

去年，壹位名叫Blake Lemoine的谷

歌AI工程師公開表示，他正在開發的計

算機AI系統LaMDA已經具有與人類孩

子相當的感知感受和表達思想的能力。

這壹事件在業內掀起軒然大波，這名工

程師隨後被谷歌解雇。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越來越接近現實

生活，人們還擔心誰應該對技術負責。

根據美國的壹項研究，公眾對人工智能

工具持謹慎態度，只有9%的美國人認為

人工智能利大於弊。

壹位此前在某大型互聯網公司負責

安全與隱私的高管對記者表示：“正是

由於聊天機器人給人帶來想象空間，才

讓人類對他們感到擔心。事實上，人類

可以通過數據訓練出具有各種貌似有

‘人格’的聊天機器人。”

他還表示，機器人總是具有暴露人

類善良和邪惡的能力，只要現實世界中

有AI技術的進步，人們就將繼續探索關

於機器人的道德難題及其對人類的影響

，這將涉及法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多

個領域。

全球首款大功率金屬支撐商業化SOFC產品在濟南發布
綜合報導 由濰柴集團研發推出的全球首款大

功率金屬支撐商業化SOFC(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產

品18日在山東濟南發布。該產品熱電聯產效率高

達92.55%，創下大功率SOFC熱電聯產系統效率全

球最高紀錄。

SOFC是壹種在中高溫下直接將燃料的化學

能高效、低碳、環保地轉化成電能的發電裝置，

是目前全球範圍內發電效率最高的新能源技術

路線，具有燃料靈活、綠色低碳等優勢，使用

天然氣的SOFC相比傳統天然氣發電機組減碳30%

以上。

據中國內燃機與動力系統全國重點實驗室主任

、濰柴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譚旭光介紹，濰柴

從2018年開始布局SOFC業務，戰略投資全球領先

的SOFC技術公司英國希鋰斯，並成為其第壹大股

東。截至目前，累計投入20億元人民幣。雙方組

建了以百名博士為主的研發團隊。經5年努力，實

現了SOFC技術的工程化突破，全面掌控了新壹代

SOFC關鍵核心技術。

作為中國裝備制造業領軍企業，濰柴全面布局

了動力電池、氫燃料電池、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三

大新能源技術路線，在氫燃料電池領域實現了核心

技術與產業化的全球引領。譚旭光稱，本次發布的

濰柴SOFC產品適用於工業園區、樓宇、數據中心

等多個場景，可為分布式能源和微電網提供綠色低

碳的解決方案，是未來會得到廣泛應用的顛覆性新

能源技術路線。

中國工程院院士、山東省科協主席淩文表示，

當前，山東正在加快建設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先行

區，作為全球內燃機行業的領軍企業、山東省科技

創新的壹面旗幟，濰柴始終腳踏實地，統籌傳統能

源動力升級和新能源的布局發展，近年來在高熱效

率的柴油機、氫燃料電池等領域取得了壹系列重大

科技突破。今天重磅發布SOFC的最新科技成果，

再次樹立了全球行業的新標桿，將有力助推中國綠

色低碳發展。

當前，濰柴SOFC產品已在山東濰坊開展示

範，累計運行超過30000小時，商業化運營實現了

階段性突破。據濰坊市能源集團濱投分布式能源有

限公司副總經理尹波介紹，該產品在實際使用中運

行穩定，凈發電效率超過60%，壹方天然氣可以發

6度電，並可根據峰谷電價進行調整、削峰填谷，

具有良好的經濟效益。

據測算，濰柴SOFC產品作為分布式能源裝機

容量達到1GW時，相比從電網取電年可減碳約200

萬噸，相比傳統天然氣內燃機發電機組可節約天然

氣約6億方；若用生物質氣、綠氫作為燃料，可實

現零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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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馬爾大學授予四位校友拉馬爾大學授予四位校友20232023年傑出校友獎年傑出校友獎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20232023 年年 22 月月 2424 日日，，拉馬爾大學拉馬爾大學（（LamarLamar

University)University) 在其活動中心舉行盛大頒獎典禮在其活動中心舉行盛大頒獎典禮，，授予四位校友授予四位校友20232023
年傑出校友獎年傑出校友獎。。拉馬爾大學傑出校友拉馬爾大學傑出校友、、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
事長李蔚華先生和夫人朱勤勤女士應邀出席事長李蔚華先生和夫人朱勤勤女士應邀出席，，並安排與拉馬爾大並安排與拉馬爾大
學校長同桌就坐學校長同桌就坐，，顯示這位顯示這位500500美元起家的傳媒大亨美元起家的傳媒大亨、、國際貿易國際貿易
中心主席中心主席、、環球第一銀行創始人李蔚華先生在母校的影響力環球第一銀行創始人李蔚華先生在母校的影響力。。

拉馬爾大學華商教授婁慧如拉馬爾大學華商教授婁慧如（（Helen Lou)Helen Lou)、、拉馬爾大學校友拉馬爾大學校友
基因基因··費格爾森費格爾森（（Gene Feigelson)Gene Feigelson)和筆者也出席了這次頒獎典禮和筆者也出席了這次頒獎典禮。。

拉馬爾大學傑出校友獎於拉馬爾大學傑出校友獎於 19701970 年由大學校友會設立年由大學校友會設立，，已有已有
5353 年曆史年曆史，，旨在表彰通過在職業或生活服務中脫穎而出而提升旨在表彰通過在職業或生活服務中脫穎而出而提升
大學聲譽的校友大學聲譽的校友。。該獎項還表彰那些通過公民活動以及專業和公該獎項還表彰那些通過公民活動以及專業和公
共服務為社區共服務為社區、、州和國家做出重大貢獻的校友州和國家做出重大貢獻的校友。。

拉馬爾大學副校長兼大學基金會發展委員會首席執行官胡拉馬爾大學副校長兼大學基金會發展委員會首席執行官胡
安安··薩巴拉薩巴拉（（Juan J. ZabalaJuan J. Zabala））說說：“：“拉馬爾大學有很多傑出的校友拉馬爾大學有很多傑出的校友
，，傑出校友獎為大學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來表彰他們的成就傑出校友獎為大學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來表彰他們的成就、、
對大學的服務對大學的服務，，以及他們如何在社區和世界各地發揮作用以及他們如何在社區和世界各地發揮作用。”。”
““獲獎者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獲獎者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在拉馬爾大學教育的基礎上可說明在拉馬爾大學教育的基礎上可
以取得什麼成就以取得什麼成就。。 我相信他們的生活會激勵整個校園社區我相信他們的生活會激勵整個校園社區。”。”

今年的四位校友今年的四位校友———— 海絲特海絲特··貝爾貝爾 （（Hester BellHester Bell）、）、卡爾卡爾··格格
里菲斯里菲斯 （（Carl GriffithCarl Griffith）、）、佐治佐治··次郎平崎次郎平崎（（George HirasakiGeorge Hirasaki））和和
弗雷德弗雷德··弗農弗農 （（Fred VernonFred Vernon））———獲得傑出校友獎—獲得傑出校友獎，，這是拉馬爾這是拉馬爾
大學授予其畢業生的最高獎項大學授予其畢業生的最高獎項。。

拉馬爾大學校長傑米拉馬爾大學校長傑米··泰勒博士泰勒博士（（Dr. Jaime TaylorDr. Jaime Taylor））說說：：
““20232023 年的獲獎者是從一群才華橫溢年的獲獎者是從一群才華橫溢、、成功和忠誠的校友中選成功和忠誠的校友中選
出的出的。。 他們代表了使我們的大學如此偉大的多樣性他們代表了使我們的大學如此偉大的多樣性，，代表了我代表了我
們所珍視的最佳價值觀們所珍視的最佳價值觀———非凡的成就—非凡的成就、、無私的服務以及對拉馬無私的服務以及對拉馬
爾大學的終身承諾爾大學的終身承諾。”。”
20232023年傑出校友介紹年傑出校友介紹
海絲特海絲特··貝爾貝爾（（Hester BellHester Bell））''6161

海絲特海絲特··貝爾是家中三個女孩中最小的一個貝爾是家中三個女孩中最小的一個，，她於她於19401940 年出年出
生於德克薩斯州伊萊克特拉生於德克薩斯州伊萊克特拉。。她於她於 19581958 年從德克薩斯州利伯蒂年從德克薩斯州利伯蒂
的高中畢業的高中畢業，，並在並在19611961年春天在拉馬爾大學畢業年春天在拉馬爾大學畢業，，三年內獲得三年內獲得
了家政學學士學位了家政學學士學位。。 19751975 年年，，貝爾回到德克薩斯州並成為一名貝爾回到德克薩斯州並成為一名
持牌房地產經紀人持牌房地產經紀人，，開啟了她在房地產領域的成功職業生涯開啟了她在房地產領域的成功職業生涯。。她她
獲得了經紀人執照獲得了經紀人執照，，19891989 年年，，貝爾和其他五位女士為博蒙特購貝爾和其他五位女士為博蒙特購
買了買了 RE/MAXRE/MAX 特許經營權特許經營權。。該經紀業務於該經紀業務於 20102010 年出售給查理年出售給查理··
福克斯沃斯福克斯沃斯，，貝爾繼續與房地產經紀人凱蒂貝爾繼續與房地產經紀人凱蒂··沃利斯一起出售房沃利斯一起出售房
地產地產。。貝爾悄悄地支持德克薩斯州東南部的許多組織貝爾悄悄地支持德克薩斯州東南部的許多組織，，並在並在
Some Other PlaceSome Other Place 和和 The Babe Zaharias Memorial FoundationThe Babe Zaharias Memorial Foundation 的董的董

事會任職事會任職。。她繼續支持博蒙特大街和歷史地標委員會她繼續支持博蒙特大街和歷史地標委員會，，以及她以及她
已故的丈夫米爾頓為這些組織所做的出色工作已故的丈夫米爾頓為這些組織所做的出色工作。。貝爾還在博蒙貝爾還在博蒙
特房地產經紀人委員會特房地產經紀人委員會、、大博蒙特商會和博蒙特遺產協會投入大博蒙特商會和博蒙特遺產協會投入
了時間了時間。。她在她的教堂很活躍她在她的教堂很活躍，，並且熱愛她的三一聯合衛理公並且熱愛她的三一聯合衛理公
會家庭會家庭。。貝爾是拉馬爾大學藝術之友的長期支持者貝爾是拉馬爾大學藝術之友的長期支持者，，曾在拉馬曾在拉馬
爾大學校友會爾大學校友會19611961 屆團聚指導委員會任職屆團聚指導委員會任職，，並且是米拉波協會並且是米拉波協會
和拉馬爾大學校長圈子的成員和拉馬爾大學校長圈子的成員。。
卡爾卡爾··格里菲斯格里菲斯 ''8181、、''8383、、''8787

卡爾卡爾··格里菲斯與拉馬爾大學的聯繫跨越了近五年格里菲斯與拉馬爾大學的聯繫跨越了近五年，，當時他當時他
通過他目前的校友和商業協會開始了大學教育和執法生涯通過他目前的校友和商業協會開始了大學教育和執法生涯。。 1919
歲時歲時，，他接受了拉馬爾大學警察局的官員職位他接受了拉馬爾大學警察局的官員職位，，2121 歲時歲時，，他成他成
為杰斐遜縣的副警長為杰斐遜縣的副警長，，後來成為地方檢察官調查員後來成為地方檢察官調查員。。在全職工作在全職工作
期間期間，，他就讀於拉馬爾大學他就讀於拉馬爾大學，，最終於最終於 19811981 年獲得執法科學副學年獲得執法科學副學
士學位士學位，，19831983 年獲得刑事司法科學學士學位年獲得刑事司法科學學士學位，，並於並於 19871987 年獲得年獲得
指導和諮詢教育碩士學位指導和諮詢教育碩士學位。。

從公共部門退休後從公共部門退休後，，格里菲斯創辦了諮詢公司格里菲斯創辦了諮詢公司 GriffithGriffith
Moseley Johnson & Associates, Inc.Moseley Johnson & Associates, Inc.，，專注於全國的選址和經濟發展專注於全國的選址和經濟發展
，，主要面向重工業部門的客戶主要面向重工業部門的客戶。。他的客戶包括幾家在德克薩斯州他的客戶包括幾家在德克薩斯州
東南部開展業務的國際公司東南部開展業務的國際公司。。在他對拉馬爾大學的支持中不知疲在他對拉馬爾大學的支持中不知疲
倦倦，，他繼續尋找拉馬爾大學與該地區工業領導者之間合作研究計他繼續尋找拉馬爾大學與該地區工業領導者之間合作研究計
劃的機會劃的機會，，召集來自工業界和拉馬爾大學工程和科學學院的研究召集來自工業界和拉馬爾大學工程和科學學院的研究
科學家聚會科學家聚會，，探索可能性探索可能性。。

卡 爾 和 他 的 妻 子 洛 瑞卡 爾 和 他 的 妻 子 洛 瑞··雷 克 爾 克雷 克 爾 克 -- 格 里 菲 斯格 里 菲 斯 （（LoriLori
Ryerkerk-GriffithRyerkerk-Griffith））是拉馬爾大學校長圈子的成員是拉馬爾大學校長圈子的成員，，並當場宣佈並當場宣佈
為母校捐贈為母校捐贈100100萬美元萬美元。。
喬治喬治··次郎平崎次郎平崎 ''6363

喬治喬治··次郎平崎是次郎平崎是 A.J. HartsookA.J. Hartsook 萊斯大學化學與生物分子工萊斯大學化學與生物分子工
程系名譽教授程系名譽教授，，提高石油採收率專家提高石油採收率專家。。次郎平崎以優異的成績於次郎平崎以優異的成績於
19631963 年在拉馬爾大學獲得化學工程學士學位年在拉馬爾大學獲得化學工程學士學位，，此後並獲得博士此後並獲得博士
學位學位。。 19671967 年又在萊斯大學獲得化學工程學士學位年又在萊斯大學獲得化學工程學士學位。。 19671967 年年
至至 19931993 年年，，他受僱於殼牌開發公司和殼牌石油公司他受僱於殼牌開發公司和殼牌石油公司。。從殼牌退從殼牌退
休後休後，，他於他於 19931993 年加入萊斯大學年加入萊斯大學，，擔任教授擔任教授。。

喬治喬治··次郎平崎因其傑出的研究和國際關係而獲得多項榮譽次郎平崎因其傑出的研究和國際關係而獲得多項榮譽
，，包括日本政府頒發的著名的旭日勳章包括日本政府頒發的著名的旭日勳章。。次郎平崎是拉馬爾大學次郎平崎是拉馬爾大學
校長圈子校長圈子、、米拉波學會和化學工程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米拉波學會和化學工程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他曾在拉他曾在拉
馬爾大學馬爾大學 19631963 屆同學聚會指導委員會任職屆同學聚會指導委員會任職，，並設立了喬治並設立了喬治··JJ··次次
郎平崎博士化學工程獎學金郎平崎博士化學工程獎學金，，以造福拉馬爾大學的學生以造福拉馬爾大學的學生。。
弗雷德弗雷德··弗農弗農 II 'II '1212, ', '1313

弗雷德弗雷德··弗農弗農 是是 KLV Ventures IncorporatedKLV Ventures Incorporated 的創始人兼首席的創始人兼首席
執行官執行官，，KLV Ventures IncorporatedKLV Ventures Incorporated 是一家運輸和物流公司是一家運輸和物流公司，，專專
門從事中到最後一英里的交付門從事中到最後一英里的交付，，尤其專注於運輸工業應用和包裹尤其專注於運輸工業應用和包裹
郵件郵件。。在交通領域建立足跡後在交通領域建立足跡後，，弗農開始將其業務多元化弗農開始將其業務多元化，，包括包括
一家住宅服務公司和一個擁有一家住宅服務公司和一個擁有 3030 多個住宅和商業物業的房地產多個住宅和商業物業的房地產
投資組合投資組合。。弗農畢業於拉馬爾大學弗農畢業於拉馬爾大學，，獲得學士學位獲得學士學位。。他於他於 20122012
年獲得會計學博士學位年獲得會計學博士學位，，並於並於 20132013 年獲得年獲得 M.B.A.M.B.A. 和和 M.S.A.M.S.A.。。

20172017 年年，，弗農為紀念他的母親在拉馬爾大學設立了一項捐弗農為紀念他的母親在拉馬爾大學設立了一項捐
贈基金贈基金，，以造福會計與信息系統學院的學生以造福會計與信息系統學院的學生。。他是拉馬爾大學校他是拉馬爾大學校
長圈子的成員長圈子的成員，，擔任晚宴和對話計劃的主持人擔任晚宴和對話計劃的主持人，，並在並在 20202020 年擔年擔
任拉馬爾大學畢業典禮演講者任拉馬爾大學畢業典禮演講者。。弗農是德克薩斯州東南部家庭服弗農是德克薩斯州東南部家庭服
務的前董事會成員和拉馬爾大學校友顧問委員會成員務的前董事會成員和拉馬爾大學校友顧問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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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严冬的寒意尚未完全逸去，春意已经迫不及

待地破土而出。在云南盈江国家湿地公园里，你

甚至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勃发的生机。在这里

，一种极为可爱的鸟儿此时正吸引着众多生态摄

影师的目光，它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河燕鸥。

河燕鸥曾用名黄嘴河燕鸥，在我国属夏候鸟

，每年12月中下旬它们会从伊洛瓦底江流域来到

云南盈江国家湿地公园育雏，次年7月初离开。

令人惊讶的是每年来云南盈江育雏的河燕鸥

总数只有10只左右，一直是我国数量最少的鸟种

之一，考虑到它们可能只是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

庭的组合而已，我的脑海里就不由得盘旋着一个

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小种群独立于其他

种群，坚持年复一年地返回盈江生儿育女，如此

的矢志不渝，深深烙印着一颗“中国心”？

这个疑问让我好奇，更让我心生敬意，甚至

想起诗人艾青于1938年写于武汉失守时的作品

《我爱这土地》：“……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

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

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这春花浪漫的季节里，河燕鸥在大盈江畔

快乐的戏水，恬静的在这里繁

衍生息。

云南盈江国家湿地公园是

目前国内唯一可以定期观测到

河燕鸥的区域，这是一种非常

可爱的鸟类，尤其是它们的雏

鸟宝宝，一身毛茸茸的斑点装

，萌你没商量。亲鸟捕鱼归来

，小家伙会兴奋地跌跌撞撞奔

向父母，着实温暖着你的眼睛

。

然而这些精灵的生命并

没有想象中那样顽强，即便育

雏期亲鸟会奋不顾身的攻击赶

走入侵的敌人（真的是奋不顾

身，因为有时对手是强大致命

的猛禽）。大自然终究是残酷

的，曾经因为破壳当天夜里遭

遇暴雨侵袭，2只雏鸟死亡，

第三次孵化也仅有1只雏鸟破

壳成活的悲剧发生。

据《中国鸟类观察手册》

显示，2020年11月之前我国有

野外记录的鸟类物种为1491种

，另外潜在分布物种和逃逸归

化物种74种，这就是我国目前

“鸟类民族”的摸底数据。我

们的祖国是由56个不同民族人

民组成的大家庭，我们团结在

一起不可分割。同样，这片辽

阔的土地上伴着我们一起生活

的还有这1500种左右的野生鸟类，其中有土著，

也有移民。我想说它们同样也缺一不可，尤其是

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也不该默看着它们的身影

消失在这片土地上。

目前河燕鸥在我国的种群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近两年的数量一直未超过10只，就是这样的一

个小种群，却代表着我们国家存在的一个物种！

也许一场暴雨，一次极端气候变化，一次天敌的

成功捕猎，或者农药、化学物品导致的死亡都会

中断这个物种在中国的存在。

爱鸟国际中国盈江河燕鸥保护志愿团队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我们希望在不干预

鸟儿野外生活的情况下，给予它们足够的帮助

，尽量减少雏鸟的夭折和天敌的伤害，让这个

河燕鸥种群在中国的土地上保留和壮大起来。

人多力量大，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国内爱鸟人士

关注这些濒危物种，加入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行列中来。

人类不是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生物，我

们只是忙于自身的创造和发展，很少去认真关注

星球上的其他居民。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地球上

只剩下人类自己，那么生命将在地球消亡。

关注中国最后的河燕鸥

调侃和搞笑精神很赞，这种精

神的蔓延让我们有坦然面对焦虑、

恐惧的勇气。

互联网能将调侃的效果放大到

极致，就像古人口中的"三人成虎"，

相同的信息看多了，都认为是真的

。猫子切身感受的一个例子，昨儿

晚上一起吃饭的姑娘说，想试试毒

蘑菇，能看见五颜六色小人跑来跑

去的那种。

“搞笑”毒与致命毒

傻白甜真觉得毒蘑菇的效果就=

致幻。

不想情人节热乎气还没过就恢

复单身的猫子首先对她的想法表示

了支持：确实，当毒是「裸盖菇素

」的时候。

裸盖菇素广泛存在于真菌中，跨

越了很多属，最平凡的物种应该是随

处可见的“狗尿苔”。通常来说，致

幻菇都不致命，吃一点点也就吃了。

再说，听见狗尿苔这个外号，应该已

经可以制止她的好奇心了。

但，蘑菇们还进化出了一些真正致

死的毒素：针对肝脏的鹅膏菌素（Ama-

toxin）；破坏中枢神经的毒蕈碱（Mus-

carine）；"走肾"的奥来素(orellanine)。

好消息是，这些含有致命的毒

素的蘑菇通常并不常见，它们的繁

殖、传播都有某种局限。

坏消息是，一些最毒的物种，比如死亡帽

蘑菇(Amanita phalloides)，无处不在。

死亡帽，小心肝

死亡帽蘑菇，一种从森林地面撑起小伞的

带绿色的蘑菇。

虽然小伞一般呈绿色，菌柄和菌鳃为白色，

但帽子/伞的颜色是可变的，包括仿佛人畜无害

的全白色形式，因此颜色不是可靠的标识符。

死亡帽蘑菇(Amanita phalloides)是所有已知

蘑菇中毒性最强的一种，占全世界与蘑菇相关

死亡的 90% 以上——差不多半个蘑菇所含的

鹅膏毒素就足够over一个成年人。但也因人而

异，根据 2016 年的《毒理学》，摄入死亡帽

蘑菇的案例中，死亡率约为 10-30%。

在鹅膏毒素中，α-鹅膏蕈碱是主要成分，

与β-鹅膏蕈碱直接在分子水平上对细胞造成伤

害，并一起与制造蛋白质的酶结合并使其失活

——因此细胞新陈代谢停止，细胞死亡。

用通俗一点方式说，鹅膏毒素毒素通过胃

肠进入肝脏，在那里它抑制哺乳动物蛋白质的

合成，肝脏细胞分解，肝脏溶解。

及时去医院还有救，现代医学也有肝脏移

植这个最后的选择。

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秘密

死亡帽蘑菇如何传播到除南极洲以外的每

个大陆，一直是个谜。

死亡帽蘑菇的生长和树木息息相关——形

成一种被称为外生菌根的共生关系——和树根

交换糖分、水和其他养分。

之前的推测，是园林、观赏树木、木材相

关的国际进出口贸易促成了死亡帽的传播——

孢子搭便车。

现在，一项新研究揭开了死亡帽强力散播

能力——多样化繁殖策略之一：无需有性繁殖

，这些蘑菇可以自我复制。

2016 年《BMC基因组学》上刊登了死亡帽

蘑菇完整的基因组测序，其中可以看到，欧洲、

亚洲死亡帽蘑菇的基因显示它们是有性繁殖的。

但在这项最新研究中，DNA 序列发现许多生

活在北美的同一物种，在地理、时间距离跨越巨大

的前提下，包含着彼此完全相同的遗传物质。

研究认为，在孢子到达新环境落地后，死

亡帽蘑菇会开启长达 30 年的无性繁殖作为获

得物种立足点的一种方式，然后在成功定植后

恢复有性繁殖。

“死亡帽”菇，蘑菇中毒性最强之一

是如何传遍、立足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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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飲或臂釧
存在於公元前18至公元前
15世紀，擁有三千多年歷史

▲動物紋冠
存在於公元前4至公元
前3世紀，可能屬於匈
奴貴族，冠體飾淺
浮雕動物紋，頂部
呈現虎鹿搏鬥的
情景

▼騎射武士形飾牌
存在於吐蕃（公元7至9世紀），駿馬四肢呈水
平狀的姿態和騎士髮辮向後飄動的特徵，可追

溯至西亞薩珊王朝
金銀器上的帝王狩

獵圖像

▲鳳及鴛鴦銜花枝形冠飾
存在於唐朝（公元618至907年），

是唐代女性貴族頭飾的一部分，工匠吸納外來
裝飾技法在金框中包鑲多種彩色貴重材
質，更添雍容華貴之風

▲雙龍戲珠樑冠
存在於明朝（公元1368至1644年），背面雙
龍的頸部和火珠以彈簧連接冠體，行步即顫，
可能是帝王的飾物

展覽詳情
●展期：22日起至9月25日

●展廳：9號展廳
●展覽內容：“新風：草原與早期中國”、“互鑑：吐蕃
與唐”及“融和：遼宋至明”

●門票票價：成人門票120港元，特惠門票60港元
●購票方法：在西九文化區網上購票平台和票務夥伴平台
購買或預訂門票

資料來源：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 攝

展覽精選珍品

千載騎射金器 輾轉亮相香江
故宮館古代金飾展穿梭三千年歷史 220藏品大部分首次展出

跨
境
學
童
首
遊
故
宮
館

﹁展
品
豐
富
十
分
開
心
﹂

非本地訪客增長
內地佔兩成料續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跨境學童首遊故宮館跨境學童首遊故宮館。。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特別展覽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特別展覽““金彰華金彰華
彩彩””2222日展出日展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攝 ◀◀▲▲展覽展出展覽展出220220套橫跨過去套橫跨過去33,,000000多年歷史的中國古代金多年歷史的中國古代金

器器，，大部分是首次展出大部分是首次展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攝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自

開幕以來舉辦過多場展覽，

先後展出來自北京故宮博物

院的珍貴展品、列支敦士登

王室收藏等。22日起至9月

25日則舉辦首個以香港故宮

館自家館藏為主的特別展覽

“金彰華彩——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與夢蝶軒藏古代金

器”，共展出220套橫跨過

去3,000多年歷史的中國古

代金器，當中包括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1號藏品——雙

龍戲珠樑冠，以及多件貴族

馬車飾品都是首次亮相。其

中騎射武士形飾牌更是收藏

家盧茵茵的心頭好，她幾經

輾轉，終於從外國人手中購

回，讓文物返回中國國土，

並無私捐予香港故宮館展

出。

今次特別展覽的大部分展品是夢蝶軒主人盧茵茵
與朱偉基捐贈予香港故宮館的館藏，其他展品

亦是夢蝶軒借展。

展品可追溯至前15世紀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黃煒均表示，這

是香港近年來最大型的金器展覽，展品主要來自北方
草原、中原和青藏高原的中國古代金器，大部分展品
更是首次展出。

展覽按主題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風：
草原與早期中國”，探討草原與中原地區的互動交
流，展出珍品包括匈奴貴族所使用的金冠；第二部分
是“互鑑：吐蕃與唐”，聚焦唐朝與吐蕃王朝期間，
金器在兩個王朝密切交流中扮演的角色，展品包括吐
蕃貴族所使用、帶中原紋飾的幡飾，以及唐代公主所
佩戴、工藝上借鑑中西亞飾物的嵌寶冠飾；第三部分
是“融和：遼宋至明”，呈現古代中國金器製作輝煌
時期的成就，展示遼宋至明代黃金製品呈現的本土化
和民族交融特色。

武士形飾牌屢經易手終返港
黃煒均介紹，今次重點展品之一，為在

第一部分展出的“鼻飲或臂
釧”，是約為公

元前18至公元前
15世紀的金器，
在夢蝶軒捐贈金
器中年代最早；
另一亮點是做工
精緻、稀有、具
代表性，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第
一件入藏的文物——雙龍戲珠樑冠。

至於另一件令人矚目的展品，是一件名為“騎
射武士形飾牌”的展品，它是捐贈者夢蝶軒主人盧茵
茵的心頭好，背後有一段小故事。盧茵茵與丈夫朱偉
基早年在香港古董商的店舖內發現該文物，兩人當時
便認為是“好靚”的飾物，可以表現騎士的神態及背
後的文化，他們即場決定購買，誰知古董商表示已經
被美國一名古董商快人一步落訂購買。

盧茵茵與丈夫對此物朝思暮想、念念不忘了差不
多三年，誰知他們在香港一個國際古董展上再次與它
相遇，兩人毫不猶豫立刻購買。據朱偉基了解，該文
物遇到他們前易手三四次，最終還是回到香港，他認
為是一種緣分。

盧茵茵表示，該文物雖然是自己的心頭好，但
仍然堅決捐贈予香港故宮館讓大眾欣賞。她表示，對
於能舉辦展覽感到高興，期望與觀眾及世界分享這批
金器展品，也利用這批文物進行學術研究，亦希望香

港故宮館透過展品能與世界各地進行更頻繁的
交流，對外說好香港故事。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子京）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昨日邀請
約2,800名中小學生到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參加“青年穿越故宮之旅”第五場閉
館專場觀展，當中有來自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的跨境學童。小五學生林之表示，3年疫情以
來，因居於深圳無法參與學校的活動，只能
透過網上隔空看着同學出席活動，“我曾到
訪北京故宮博物院，現在可以參觀香港館，
覺得展覽很有特色，展品十分豐富。”

“希望有機會帶父母一同參觀”
跨境小五生林煒倫亦認為今次活動非常

有意義，他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
時，我在內地透過電視看到新聞，當時已跟
父母說希望可以參觀，媽媽承諾恢復通關就
帶我去，想不到會成為我回港上學後首次校
外活動，見到如此多展品，十分開心，希望
有機會帶父母來一同參觀。”

政青常務副主席兼“青年穿越故宮之
旅”項目聯合發起人張瑞祺、王經潑均表

示，疫情期間，學生未
必有機會走出課堂學習，特別
是跨境學童過去3年只能透過網課學
習。今次邀請跨境學生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讓他們有機會了解香港經歷疫情的最
新發展，亦從書本以外，多角度認識中國歷
史與中華文化，並增強他們對香港、對國家
的歸屬感。

政青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推出為
期半年的“青年穿越故宮之旅”活動，定期
每月於香港故宮館舉辦閉館專場，邀請不同
背景之教育機構學生前來免費參觀，亦將邀
請國際學校的學生參與活動，以多元、有趣
的方式探索中華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與內地恢復全面通
關後，遊客逐漸回流香港，作為新旅遊地標之一的香港故
宮館訪客人次有所增加。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
表示，復常通關後，到訪該博物館的非本地旅客有所增
長，當中內地訪客佔整體兩成。他預計未來訪客人次會不
斷上升，未來會密切留意五一黃金周及暑假情況，稍後會
調整票務安排，同時早前推出即日門票，供公眾現場購
買。

吳志華表示，香港故宮館自去年開幕以來，共錄得83萬
參觀人次，而自從香港和內地於本月6日起全面通關後，非本
地訪客的數量明顯上升，當中內地訪客的人次大幅增加，而
訪客大部分不是跟團，大型旅行團目前仍然較少。目前本地
訪客佔比為七成，另兩成為內地訪客，餘下一成來自亞洲、
歐美。而在農曆新年前，該館平日每日有3,000多人次到訪，
周末則有約4,000人次，此現象維持到新春後，人次顯著上
升，其中年初四到訪人次高達約6,900人次，重回開館初期的
入場情況。他預計該館參觀人數會不斷上升。

他又指，過去一至兩星期曾接觸不同旅行團，很多旅
行社都表示有計劃安排旅行團到該博物館參觀，“旅客們
表示除了迪士尼、海洋公園之外，最想來香港故宮館參
觀。”他表示接下來香港故宮館計劃推出3個特別展覽及
兩個專題展覽，會有更多學校、團體及旅行團希望前來參
觀，目前門票仍充裕，周六、周日的門票則較為搶手，館
方會密切留意參觀安排，稍後或會調整票務安排，以迎合

觀眾需要，現時已開始安排出售少量即場票供
公眾現場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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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桌遊就是一種在桌面上進行的遊戲。

這些遊戲大多使用紙質材料加上精美的模型進行輔助，題

材更是五花八門，戰爭、貿易、文化、藝術、城市建設、歷史

均有涉獵。

桌遊既需要比拼智力與運氣，也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因此從誕生以來，就在歐美地區廣受歡迎，成為他們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

比如在美劇《生活大爆炸》中，以謝爾頓為首的科學家們

，茶餘飯後最愛的就是各種類型的桌遊。

從廣義上來說，我們所熟悉的麻將，象棋，圍棋，撲克，

大富翁其實都屬於桌遊的一種。

不過隨着時代的發展，擁有宏大世界、代入感極強的「美

式桌遊」逐漸成為歐美圈子中的主流。

美式桌遊通常具有一個很完善的主題，並代入濃烈的角色

扮演要素。

它強調玩家與玩家之間的直接競爭與衝突，也注重冒險精

神，善於引導玩家探索未知事物。

而美式桌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經久不衰的《龍與地

下城》。

《龍與地下城》最早誕生於1974年，被認為是桌上角色扮

演類遊戲的開山鼻祖。

遊戲的玩法十分複雜，包括了戰鬥/交易等系統、角色成長

等一系列全新要素。

玩家們需要各司其職，深入隨機骰出的地下城，彼此合作

擊敗強大的龍族，最終拿到真正的寶藏。

作為一個獨立的桌遊，《龍與地下城》也開創了很多先例。

比如打怪升級下副本的遊戲規則與獨創的職業系統，成為

了當代電子遊戲的雛形。

從90年代的《博德之門》《異域鎮魂曲》，到當今風靡全

球的《魔獸世界》《暗黑破壞神》，都能看到《龍與地下城》

的影子。

尤其是《龍與地下城》所首創的「跑團」玩法，更是影響

深遠。

在跑團遊戲裡，玩家將組成一支戰隊，所有人各司其職，

並且在「隊長」或者是NPC的引導下完成任務。

它最大的特色就在於玩家可以在遊戲中身臨其境的扮演自

己所屬的「角色」，體驗到現實生活中不可能體驗到的劇情。

值得一提的是，跑團類遊戲中的勝利並不是很重要，重要

的是可以融入其中，並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享受整個遊戲

的過程。

這也和如今大熱的MMORPG（大型多人在線角色扮演遊戲

）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其次，《龍與地下城》裡的各種常見設定，也在不斷反哺

影視作品。

諸如守護財富的巨龍、精靈族與人類的衝突、各種職業不

同的外觀造型，都成為了史詩級電影大片（比如《魔戒》《霍

比特人》）的標配，給觀眾的視覺帶來極大震撼。

既然《龍與地下城》如此耀眼，那麼基於它的電影改編當

然也不是第一次。

早在25年前，好萊塢就已經着手運作，並且在立項之初就

已經做了要拍攝前傳和續集的準備。

2000年，首部《龍與地下城》電影版與觀眾見面。

只可惜影片的故事情節和特效水平都很難令人滿意，最終影

片只收穫了3300萬美元票房，在imdB上也只有可憐的3.6分。

而在一年後，有着相似元素的傳奇大作《指環王1：護戒

使者》橫空出世，讓觀眾們很快就忘記了這部同為中世紀冒險

的平庸之作。

儘管在2005年和2012年，《龍與地下城》又相繼推出了兩

部電影版續集，但捉襟見肘的預算和宛如「cosplay」的廉價表

演讓這個系列淪為難登大雅之堂的B級爛片。

而11年之後，重啟版的《龍與地下城：俠盜榮耀》再度歸

來，它能扭轉局面麼？

從目前發布的幾支預告來看，《龍與地下城：俠盜榮耀》

的特效相比過去有了全面的提升。

無論是各種絢麗的魔法特效，還是巨龍噴吐出的火焰都比

此前有了明顯改觀。

當主角團在各種危險中輾轉騰挪、屢次化險為夷時，看得

出來此次重啟版想帶給觀眾的，是一次應接不暇的中世紀瘋狂

冒險。

其次，《龍與地下城：俠盜榮耀》的人設與故事也更加忠

於原版遊戲。

重啟版着重展現了遊戲花樣繁多的種族，在預告中我們看

到了龍裔、矮人、精靈、半獸人等形色各異的怪異角色。

它們時而合作時而對抗，共同構建出了《龍與地下城》裡

迷人的世界觀。

同時，重啟版的故事線也相當忠實原作：

聖武士、德魯伊、吟遊詩人、野蠻人和術士，五個不

同職業的人類一起盜出了神秘的寶藏，從而喚醒了沉睡已

久的惡魔。為了彌補自己犯下的過錯，五個人踏上拯救世

界的旅程......

相信無論是遊戲迷還是電影迷都能看懂這個不算太複雜的

冒險故事，感受到《龍與地下城》獨特的「跑團」魅力。

幕後班底方面，重啟版的導演請到了《蜘蛛俠：英雄

歸來》的編劇喬納森· M· 戈爾茨坦與年輕的約翰· 弗朗西

斯· 戴利聯合執導，主演則是我們熟悉的「神奇女俠男友」

克里斯· 派恩、「速激女主角」米歇爾· 羅德里格茲等當熟

悉面孔。

可以說3月31日即將上映的《龍與地下城：俠盜榮耀》是

桌遊改編電影的一個新開端。

在未來，還有諸如亨利· 卡維爾主演的《戰錘40K》以及重

啟版《妙探尋凶》等改編作品在等着我們。

不如就從這部冒險大片開始，正式入坑桌遊改編電影吧！

久違了，怪獸爽片歸來
遊戲改編的影視作品可以說年年都有。
比如今年年初有人氣口碑爆棚的劇集，還有4月份北

美將映的新版《超級馬里歐兄弟》大電影。
電子遊戲頻頻改編之際，如今，又有一種古老的遊戲

形式也加入電影改編陣營，這就是擁有5000多年歷史的
桌遊。

即將在3月31日北美內地同步上映的大片《龍與地下
城：俠盜榮耀》就改編自同名桌遊。

影片將帶領觀眾們重返神秘的魔法大陸，跟隨五大不
同職業的英雄踏上一場刺激的打怪升級之旅。

距離上映還有一個多月，今天先來科普一下《龍與地
下城》背後的桌遊文化以及它的曲折改編歷程。

在正式大銀幕相見之前，提前了解下這個神奇的冒險
世界。

雖然《阿凡達2》取得了票房上令人目眩的佳績，

但這似乎並不是導演詹姆斯· 卡梅隆的興趣所在。據外

媒報道，這位已經功成名就很久的導演，依舊希望能在

拍攝《阿凡達4》之前，完成自己廣島倖存者影片的攝

製。

卡梅隆想要拍攝的這部影片，改編自查爾斯· 佩萊

格里諾的報告文學作品《通往廣島的末班車：倖存者回

憶錄》(The Last Train from Hiroshima: The Survivors

Look Back)。這並不是卡梅隆的全新項目，而是他多年

的一個夙願。早在《阿凡達》第一部上映之時，他就曾

有計劃要將這部報告文學搬上銀幕了。

2009年12月22日，他曾經造訪日本長崎，拜訪了

當年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山口都富。在當時的媒體報道

中，卡梅隆的下一部電影，將與二戰、原子彈、核爆炸

相關。

在當時的報道中，很多媒體援引山口都富的話，稱

「拍攝這部電影是卡梅隆和佩萊格里諾的使命。」深受

癌症病痛困擾的山口都富希望卡梅隆和佩萊格里諾拍攝

一部電影，把「悲慘而寶貴的回憶傳給下一代」。另外

卡梅隆本人也說過，8歲時的古巴導彈危機給他本人留

下了不滅的回憶，而《終結者》電影一定程度上就留有

這個歷史事件的烙印。

山口都富是歷史上的傳奇人物，他經歷了兩次原子

彈爆炸。1945年8月6日，當時是三菱重工業長崎造船

所技師的山口在廣島出差。當天早上，美軍在這座城市

投下了原子彈。在廣島一個防空洞裡休憩一夜後，綁着

繃帶的山口決定搭列車回家，他的家鄉，正是廣島以西

290公里以外的長崎。8月9日，美軍再度在長崎投下一

顆原子彈。日本政府2009年時認定山口為當今世界上唯

一一名曾經歷兩次原子彈爆炸襲擊的倖存者。2010年1

月4日，山口因胃癌在長崎病逝，享年93歲。

卡梅隆計劃拍新片
聚焦廣島倖存者

隨着上映時間的臨近，DC新片《雷霆沙贊！眾神

之怒》也曝光出了越來越多的細節。據外媒報道，該片

片長為2小時10分鐘，比前作短了2分鐘。在諸多漫威

電影動輒3小時的當下，DC能守住2小時的時長，實屬

不易。

相比較於前作而言，續集將會有一個更加宏大的故

事線，而且影片的場面與特效也得到了極大的升級。在

續集中，劉玉玲、海倫· 米倫、「白雪公主」瑞秋· 齊格

勒新加盟飾演反派，扎克瑞· 萊維、亞瑟· 安其、傑克·

迪倫· 格雷澤、費絲· 赫爾曼、伊恩· 陳、約文· 阿曼德等

演員和導演大衛· F· 桑德伯格回歸。從此前的物料來看

，影片整體呈現出了與現行超級英雄大片類似的效果，

故事簡單，視效豐滿。不過，這種脫胎於漫畫的誇張的

情節，能支持影片走多久，還是一個未知數。

雖然DC高層經歷了大變動，但沙贊這個IP似乎未

受影響，導演和演員人選相對穩定。實際上，《沙贊》

系列是DC少有的既有口碑又有票房的影片，如果現在

更換影片主角，並不是一個好的決策。按照計劃，《沙

贊2》將會在2023年的3月17日上映。

《雷霆沙贊2》片長揭曉
2小時10分鐘短於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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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張家輝執導
的新作《贖夢》日前舉行煞科宴，演員劉俊
謙、朱晨麗、袁富華、李凱賢（Brian）及許
恩怡（Natalie）均有出席，最細年紀的Nata-
lie在現場相當活躍滿場飛，並自備即影即有
相機，一時叫家輝一齊扮驚嚇樣，一時又扮
親親劉俊謙的臉合照，成為全場竉兒，哄得
大家好開心。

煞科宴現場氣氛高漲，除了慰勞一眾勞
苦功高的台前幕後之外，更安排了大抽獎，
當中Natalie和朱晨麗幸運地都有抽中獎，最
後家輝更特別留下來跟劇組每個不同崗位的
工作人員合照，道具組更準備了一個道具洋
娃娃給家輝簽名留念，整晚充滿歡樂氣氛。

許恩怡被笑多戲拍好紅
家輝直言不捨得這麼快便煞科：“煞科

當日都覺得這樣就完了嗎？心裏不想太快
完。大家都非常落力演出，有些演員拍完自
己的戲份又不願離開，想再一齊玩多一陣，
整個拍攝、工作氣氛都相當好。”劉俊謙續
指：“其實我們煞科才數天，但已經好像有
一段時間沒有見面。剛剛家輝哥都說見到好
多劇組工作人員開工時好污糟，今日個個都
很乾淨、好靚。”

新人Natalie亦表示相當不捨：“因為大

部分戲也是我一個人拍，好想同大家一齊拍
多點戲，相信好快有機會再見，我們戲院再
見。”家輝笑言：“你咁紅，這麼多戲都有
你份啦。”而朱晨麗的戲份也甚少有對手
戲，未必能見到全部演員、工作人員：“今
晚才發覺原來我們劇組很大陣容，也很感恩
可以參與其中，成為一分子，多謝家輝
哥。”

家輝透露今次戲中，各演員都有歇斯底
里的戲份，將心底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揭露出
來，當中朱晨麗的角色則較為溫和。至於有
着不少沉重戲份的阿謙說：“我本來都以為
壓力會很大，但家輝哥給予我莫大的信心和
信任，度戲時大家都有些想法，傾下去發現
有不同靈感，就會有新的選擇，覺得相當好
玩。”

Natalie感謝導演張家輝在現場提供不少
建議，對她演出有極大幫助：“首先他演過
很多戲，知道我們有什麼需要，如何幫助我
們，又會在鏡頭旁邊不停幫我們，令我感到
相當放心。”

家輝笑着補充：“我自己都需要別人幫
忙，我同謙仔拍好重心的戲份時都需要有人
一路講背景資訊，我再做返出來。所以跟演
員傾談過後發覺有更舒服的方法的話，當然
要沿用來令大家演戲的準繩度更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棠）鄭
嘉穎和陳凱琳（Grace）於2018年結婚
後育有3子，分別是大仔Rafael、次子
Yannick，最細的兒子Carlos則於上月
才出世，是圈中出名的二十四孝父母；
轉眼間Rafael已年滿4歲，於上星期情
人節生日。Grace和老公分別在社交網
分享兒子的慶生片，片中夫婦二人帶壽
星Rafael到公園玩兼盡情“放電”，包
括盪鞦韆、踩單車和追逐，還有餵羊
仔，Rafael一臉興奮和開心，其間還co-
splay化身鐵甲奇俠，就連Grace也戴上
面具陪兒子玩；而Rafael看到美味的生
日蛋糕還舔脷，樣子可愛。

Grace和老公皆附片留言寫下對兒
子的愛：“上周是Rafa的4歲生日，我
們仍然無法相信時間過得有多快！這個
小男孩讓我們為他取得的所有成就而感
到驕傲，我們總是對他每天學習的所有
新技能、新語言和新動作感到驚訝。在
你的重要日子裏，我們希望你感受到額
外的愛！好像我們每天都說得不夠
多……我們愛你！”

劇組相處太融洽不捨煞科

張家輝做導演零架子幫新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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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鄭保瑞監

製、黃慶勳導演之電影《斷

網》，以嶄新手法拍攝黑客於科

網世界犯案，由兩位影帝郭富城與

林家棟從現實走進網絡世界進行一場於

正邪之間的角力。戲中城城演天才型程式

保安員，但原來他也曾是網絡罪案的受害人；

家棟憶與城城拍對打戲前鼻樑受傷腫起來，結果也

要照拍，更有頭撞牆的戲份。

頂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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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富城表示
這次題材

新穎，亦很天
馬行空，透過以森林表

達網絡世界、樹根代表光
纖，加上特效創造出一個多元

空間，電影倘若成功，絕對是開創
了香港電影史的先河，這樣的新創作

新思維，對未來電影發展有很大幫助。

家 棟 不 用 網 上 理 財
城城戲中演天才型程式保安員，但他本身對

電腦、手機網絡使用只懂皮毛，最多學懂換電話

時將相片及資訊
抄到新手機。不過

參與《斷網》拍攝之
後，對防火牆、暗網及電

腦病毒亦有更深入了解。原
來城城也曾是網絡罪案的受害

人：“講起都好激氣，我經常被盜
用肖像，我肖像被放上網說是什麼賭場

代言人，很黐線，最離譜是盜用我的相說
我叫人去買Bitcoin （比特幣），我曾向有關

部

門投訴，暫時卻又未有法例去監管，盜用肖像
問題沒完沒了，唯有告訴粉絲及朋友，如果沒有
我真正身份認證的，都是假的，科技發達大家亦
愈要小心。”林家棟則表示手機內甚少應用程
式，最多都是聽歌、看片和看劇本：“我連網上
理財也沒有，傳短訊也不多，要聽到真人把聲，
或約出來見面。”

雖然《斷網》以黑客入侵金融機構引起重大
網絡危機為題，但戲中仍不乏飛車、動作場面，
城城苦笑這亦是近年他打得最“甘”的一次，戲
中家棟設計捉了城城的患病女兒來要挾城城，城
城為營救於中環大館打足七日，不少動作場面亦
親身上陣：“周身瘀傷都已習慣，這些只算輕
傷，有當年扮孫悟空拍《西遊記女兒國》般辛
苦，甚至更辛苦，在大館拍爬棚架一幕，是有很
多危險性，預先要做足保護措施。”

城 城 想 3 年 內 完 成 執 導 作
家棟同樣是苦不堪言，戲中有一場戲要在又

熱又狹窄的賓館房間與城城肉搏對打，唯之前一
晚拍另一齣電影《惡行之外》鼻樑受傷，他去了
看醫生，同事估計《斷網》會取消拍攝，但家棟
深信鄭保瑞會堅持，結果收到受傷的照片後便跟
他說：“我想到怎樣拍了，你明天照來，哈
哈！”城城亦笑謂：“家棟未打已豬頭般，鼻子
腫起來，拍攝時我都怕撞到他的傷口。”

家棟答謝拍檔城城“就住”來打，而拍攝時
鼻上貼了膠布，靠化妝及後期特技免穿崩：
“CG特技是最偉大的發明！”城城表示：“地
方真的很窄，只有五十呎，我們拍搶槍要在床底
滾來滾去，用真力很難遷就。”

最後是一Take過完成？城城笑說：“當然不
是，我記得有場戲講家棟要頭撞牆，找了最fit的
武指替身來拍，但二十次都未過關。”家棟苦
笑：“最後也不是由小弟自己來拍，一Take就完
成了。”

這次幕前合作愉快，會否有機會幕後一起合
作？城城跟家棟表示大家都熱愛電影，相信也有
這機會，城城說：“沒事情是沒可能，我們私底
下都有傾電影，但不會是今次《斷網》這種題材
的戲。”

57歲的城城揚言想於60歲前能夠完成一部自
己導演的作品：“構思劇本都花了我8年，這是
一齣時裝復仇片，題材包羅萬有，動作、愛情、
親情元素都有，呈現自己的世界觀。”城城初步
構思會自導自演，而故事扎實，角色複雜，會讓
大家期待。家棟聽罷也表示感興趣參與幕後工
作，並笑對城城說：“上我公司來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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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講起自己也城城講起自己也
曾是網絡罪案曾是網絡罪案
的受害人就的受害人就
激氣激氣。。

◆◆鄭嘉穎夫婦為大仔慶鄭嘉穎夫婦為大仔慶
生生。。

◆◆陳凱琳不惜戴上面具陳凱琳不惜戴上面具
陪囝囝玩陪囝囝玩。。

◆◆戲中家棟設計捉了城城的女兒來要挾城城戲中家棟設計捉了城城的女兒來要挾城城。。

◆《斷網》由郭富
城、任達華、林

家 棟 、 譚 耀
文 、 黃 德

斌 主
演。

◆煞科宴現場充滿歡樂氣氛。

◆◆家輝跟家輝跟
許恩怡一許恩怡一
齊扮驚嚇齊扮驚嚇
樣樣。。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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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輝跟許恩怡一齊扮驚嚇樣家輝跟許恩怡一齊扮驚嚇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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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富活動中心全方位服務華富活動中心全方位服務、、活動豐富多彩活動豐富多彩
老人們在華富長者中心每天哈哈笑老人們在華富長者中心每天哈哈笑！！

（本報記者黃梅子）華富長者中心每個月都舉辦長者慶生會，
兔年剛開年的這一場尤其熱鬧，既是迎春聯歡會又是長者慶生會。
大家都卯足了勁，要熱熱鬧鬧地慶祝。現場鑼鼓喧天，氣氛歡快熱
烈，以年逾八十的張老師為指揮的“華富老人合唱團”，在《華富
，大家好》的序曲中，拉開了新春聚會和慶生會的表演。老人們引
吭高歌，唱出了晚年的最強音。接著華富舞蹈隊以華麗的姿態進場
，跳出了民族舞和廣場舞的妙曼舞曲。龍老師的功夫表演把大刀耍
的呼呼生風，少林功夫了得。以張老師為首的腰鼓隊，打出了老人
們喜聞樂見的腰鼓節拍，“咚咚鏘鏘”的聲音，把現場的氣氛烘托
到了頂點。資深繪畫愛好者曹老師帶領的繪畫班學員，組織了《華
富長者中心迎新年畫展》，展出了百餘幅耄耋學員們精心描繪出的
栩栩如生的畫作，受到了會員們的稱讚和獲知畫展信息而來參觀的
人們的肯定。華富長者中心的迎新年聚會、慶生會和畫展辦的非常
成功，給長者們留下的深刻的美好的印象。最後，張玉愛大姐還給
華富長者中心的員工們每人贈送了一幅精心繪製的畫作作為新年禮
物，員工們對張大姐和繪畫班的學員們表示了衷心的感謝。

老人們英語不好, 常常遇到很多難題, 華富經理們都一一為他們

解決， 問題包括申請社安福利、 保險知信、 申請電費補助 等等難
題。華富中心是唯一一間老人中心在疫情時間 以最快最有效率的方
法 為老人家 預約打新冠疫苗的長者中心。華富以誠懇的態度服務長
者朋友，每天華富的愛心廚房都準備健康豐富好味有營養的飯餐給
長者們享用。

一位華富長者會員激動地寫下以下文字：華富讓我感覺家的溫
暖，華富的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充滿仁愛之心，飽含親情、像兒女
一樣呵護照顧年邁老人，盡力使我們享受到晚年親情歡愉之福，這
是很難做到的！作為一名親歷者，這是我心底的感悟，特別謝謝華
富。

華富生活多精彩， 除了節日生日派對，每月還有旅遊， 更少不
了每天的跳舞課， 畫畫課，腰鼓班，太極班， 英文課， 健康課，
還有桌球，乒乓球，麻雀，bingo 等都是每天非常受歡迎的節目。
華富長者活動中心
地址：10161 Harwin Dr, #120, Houston, TX77036
電話：713-778-6000

BB88
星期二       2023年2月28日       Tuesday, February 28, 2023

休城社區


	0228TUE_B1_Print.pdf (p.1)
	0228TUE_B2_Print.pdf (p.2)
	0228TUE_B3_Print.pdf (p.3)
	0228TUE_B4_Print.pdf (p.4)
	0228TUE_B5_Print.pdf (p.5)
	0228TUE_B6_Print.pdf (p.6)
	0228TUE_B7_Print.pdf (p.7)
	0228TUE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