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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攻入北京 新增1例涉足社區多處

進博會捧紅洋貨 外商搶灘春節消費

天宮迎虎年 港生寄祝福

●同學花盡心思準備小禮物向航天員致敬。左起：涂瀚文、吳萃奇、蔡凱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五生謝正傑繡出「吉」字平安結，祝航天員
大吉大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三生王妍（左）和鄧東方（右）以航天員生肖為主
題，準備中國傳統剪紙藝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培僑書院的「航天熱」氣氛一直十分濃
厚，從去年6月中國航天科學家團隊到

校舉辦講座，到9月「神十二」3名航天員聶
海勝、劉伯明、湯洪波在天宮空間站與香港青
少年「天地對話」，到12月「神十三」航天
員翟志剛、王亞平、葉光富的「天宮課堂」太
空授課活動，全校師生都積極參與其中，進行
了一系列相關的學習活動，大家對國家載人航
天科技的熱情有增無減。
適逢「神十三」的3位航天員翟志剛、王

亞平、葉光富駐站滿3個月，並將在太空
「送牛迎虎」度過新春佳節，培僑書院同學
在老師帶領下都盡展所長，挖空心思以不同
作品為航天員致敬及送上新春祝福。曾在上
月「天宮課堂」代表港生提問的中四生門睿
涵，以中國書法寫下「虎踞龍盤雄宇宙，山
青水秀壯乾坤」送給航天員。
他解釋，在「天宮課堂」時其提問正是關

於太空中飲水分配器和水資源循環使用，故
靈機一觸在聯中加入「水」的字句，並希望
航天員看到對聯，可感受到濃濃的過年氣
氛，「像在家一樣溫暖！」

剪紙創作以航天員生肖為主題
該校中三生王妍和鄧東方就合作以剪紙藝

術進行創作，更別出心裁地想到以航天員的
生肖為主題，配上寓意吉祥的裝飾。該作品
中，每個生肖的剪紙都做得活靈活現，王妍
說：「作品中的鳳凰代表培僑書院向航天員
送上祝福，猴子代表航天員葉光富的生
肖。」鄧東方介紹另一幅作品時說：「其中
的羊是航天員王亞平的生肖，老虎是來年農
曆新年的生肖，至於彩雲和燈籠都是吉祥如
意的象徵，祝願航天員新一年事事如意！」

繡「吉」字平安結祝平安完成任務
細心的中五學生謝正傑在「天宮課堂」中

留意到航天員會將自己喜歡的小掛飾掛在床
邊或工作間，啟發了他以傳統中國繩結和羊
毛氈工藝製作出名為「來自地球的記掛」的
小掛件，他介紹「掛」指掛飾，也代表在地
球上的祖國人民對航天員們的「掛念」，
「我以羊毛氈做成冰糖葫蘆，它代表了中國
傳統美食，另外我繡了『吉』字的平安結，

祝願他們大吉大利，平安完成任務，回來與
大家共聚一堂。」

盼將來有國家航天員踏上月球
小學部的同學則用一幅幅惟妙惟肖的畫

作，展示他們眼中國家載人航天工程的成
就，畫作呈現了星河燦爛又充滿着未知奧秘
的宇宙，神舟火箭載着3位航天員和歷代中
華兒女的期待衝向浩瀚太空。小六生蔡凱琳
將一名航天員畫在月亮之上，很有童趣，
「相信不久將來會有中國的航天員踏上月
球。」
看到3位航天員平安到達天宮空間站，並

成功執行各項太空任務和實驗，他們難掩興
奮：「世界上只有3個國家能實現載人太空
任務，中國是其中之一，我為祖國感到無比
驕傲！」他們又提到，航天員為了國家的航
天事業，犧牲了很多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全
情投入地探索宇宙奧秘，「謝謝你們！你們
辛苦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鍾健文）16日，「神舟十三號」乘組的

3位航天員駐天宮空間站滿3個月，並將在太空度過農曆虎年新

年。為了向國家航天員致敬及打氣，香港文匯報、點新聞策劃了

「新年祝福寄天宮」活動，並得到粵港澳大灣區學校的熱烈響應。來自

香港培僑書院的同學們花盡心思去準備小禮物，以對聯、剪紙、小掛飾、圖

畫及樂曲合奏等，實行「聲色藝」俱全地為航天員送上至誠的新年祝福。同

學們不約而同地表示，「當我們在地球和家人慶祝春節的時候，航天員就犧

牲了和家人相聚、慶祝節日的時間，在太空執行任務，感謝你們為國家的付

出，感謝你們為航天科技發展作出貢獻！為你們感到驕傲！」

在軌時長超百天 王亞平創新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

道，1月15日，嫦娥四號探測器已
進入月夜休眠，各系統狀態良好。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號探測器降
落在月球背面艾特肯盆地內的馮卡
門撞擊坑內，開啟了探月之旅。至
此，嫦娥四號探測器在月背工作時
間已超過了3年。
嫦娥四號任務地面應用系統副總

設計師溫衛斌表示，探測器已工作了
38個月晝，已獲取超過3,800G科學
數據。目前，通過各種的數據和探測
數據來分析，探測器狀態非常好。同
時，玉兔二號月球車已經行駛超過
1,000米，每個月晝平均行進40米左
右，是目前在月球背面工作時間最長
的航天器。未來，玉兔二號將繼續朝
着陸點西北方向行進。
在嫦娥四號探測器發射之前，設

計師給予玉兔二號的設計壽命為3個
月，然而自從2019年成功着陸在月
球背面以來，這隻兔子已經工作了3
年之久，遠超出設計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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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2021
年10月16日，航天員王亞平搭乘神舟十三號飛
船入駐中國空間站，如今在軌工作滿3個月；再
加上她在神舟十號任務（2013年6月11日出征
同年6月26日返回）期間在軌15天，王亞平累
計在軌工作已超100天，成為中國首位在軌時長
超百天的女航天員。王亞平不斷刷新着中國女性
在太空中的紀錄，她還是中國首位「太空教
師」，也是中國首位進行太空出艙行走的女航天
員。
王亞平出生於1980年，她曾是一名運輸機飛

行員，熟練掌握4種機型的駕駛，參加過汶川抗
震救災、北京奧運會消雲減雨等重大任務。2010
年5月，王亞平入選中國第二批航天員，2012年
3月入選神舟九號飛行任務備份航天員，2013年
6月11日搭乘神舟十號載人飛船出征太空，成為
中國第二位進入太空的女航天員。
2013年在執行神舟十號任務期間，王亞平擔

任主講老師，在航天員聶海勝、張曉光的協助
下，完成中國首次太空授課。作為中國首位太空
教師，王亞平為數以萬計的小朋友們埋下了航天
夢的種子。

八年兩進太空「感覺良好」
時隔八年後，王亞平再次出征太空，2021年

10月16日，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成功發射，航
天員翟志剛、王亞平、葉光富組成「感覺良好」
乘組，開啟為期半年的空間站任務。王亞平成為
中國首位兩次進入太空的女航天員，也是首位進
駐中國空間站的女航天員。
2021年11月8日，神舟十三號乘組執行首次出

艙任務，航天員翟志剛、王亞平身着中國新一代
「飛天」艙外航天服，先後從天和核心艙節點艙
成功出艙，王亞平成為中國首位進行出艙活動的
女航天員。她出色地完成了長達6.5個小時的出
艙活動，邁出中國女性太空出艙行走的第一步。

●隨着神舟十三號在軌工作滿三個月，加上之前
的神舟十號任務，王亞平在太空工作累計已超過
100天，成為中國首位在軌超100天的女航天
員。圖為王亞平在天和核心艙內「飛翔」。

中國航天員中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人
民銀行副行長劉桂平15日在一場演講中
提醒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帶來的不
確定性。他並直言，國際金融市場風險
向中國傳導的壓力在加大。
「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上海蘇河灣峰

會」當天在北京、上海兩地連線舉行。
劉桂平在會上提及中國建設國內國際雙
循環體系面臨的一些主要不確定因素。
例如，隨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反
彈，世界銀行近期預計2022年全球經濟
增長4.1%，比此前下調0.2個百分點。
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亦帶來風

險。劉桂平指出，當前主要經濟體通脹
水平不斷上升，貨幣政策轉向趨勢明
顯。今年1月剛召開的美聯儲會議紀要
顯示，美國將在2022年 3月加息並縮
表，英國、印度央行已於2021年12月啟
動加息，歐央行也在考慮可能加息，這
將推動美元、歐元等回流，可能導致國
際金融市場大幅波動。據此他判斷，一
些新興國家將面臨跨境資本大規模流出
風險，國際金融市場風險向中國傳導的
壓力在加大。

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
此外，劉桂平還提及，在疫情衝擊

下，全球生產力布局加速調整，加之地
緣政治角力影響，中國產業安全和競爭
力受到威脅。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也將
帶來不確定性。
談及在此背景下如何暢通「雙循

環」，劉桂平認為，中國要充分展示開
放姿態，更加積極主動融入世界。金融
部門要抓好已有金融開放措施有序有效
落實，穩步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改
革，扎實推進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拓展「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空間，不斷
完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牢牢守住不發
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斯
洛伐克水晶杯、俄羅斯伏特加禮盒、阿聯酋瓷
器、智能洗地機……在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外
溢效應助推下，一大批「進博同款」舶來商品
正趕在農曆春節前進入中國，分享春節消費市
場的紅利。
作為進博會「6天+365天」常年展示交易服

務平台，東方國際集團旗下「虹橋品匯」借助
「2022上海網上年貨節」東風，啟動「品年
味、匯全球，2022進博年貨嗨購集」活動，
大批進博同款商品趕在春節前進入市場。

洋客商「雲端」變身主播
在「虹橋品匯」一樓線上直播間，俄羅斯女

詩人、太子伯郎酒業集團代言人唐曦蘭向中國消
費者推薦了3款伏特加「新春禮盒」，甚至她還

在直播間隙為「粉絲」獻上了最新的原創詩篇。
採用「線上直播」銷售商品的洋客商不在少

數，來自越南的主播小鳳在直播間推薦進博同
款「G7咖啡」。眾多「進博同款」中，巴基
斯坦客商帶來的「喜馬拉雅鹽燈」憑藉各異的
造型，迅速成為高人氣商品，直播開始僅5分
鐘，鹽燈就被售出10盞。

為中國定製商品成「爆款」
虹橋品匯負責人表示，近期將推出更多促銷

活動，營建「永不落幕的進博會」，同時還將
在「抖音」賬號展示並銷售俄羅斯伏特加、柬
埔寨大米、巴基斯坦鹽燈、斯里蘭卡紅茶等來
自上合組織國家的商品，通過各類「進博同
款」商品，讓今年的年味更有「國際範」。
記者留意到，近幾屆進博會上，越來越多洋

品牌打出了「In China for China（在中國為
中國）」的市場戰略定位。以RONA（洛
娜）為例，這個來自斯洛伐克的水晶玻璃杯品
牌已參加了兩屆進博會，為博取中國消費者的
好感，RONA為中國市場度身定製了白酒專
用水晶杯系列商品，希望為中國人的春節家宴
增色添彩。
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從美國智能洗地機推

出的「華為合作款」，到日本照片打印機主推
的「國潮禮盒裝」，再到阿聯酋瓷器主打的
「虎虎生威」春節限量款，「為中國定製」的
賣點，使這些進博同款商品成為「洋年貨」中
的絕對爆款。
中國歐盟商會「2021年商業信心調查」顯

示，60%的歐洲企業將擴大在中國的業務規
模，佔比較上期調查提升8個百分點；無獨有

偶，中國美國商會的最新調查表明，66%的美
國企業計劃追加對華投資，比重較2020年調
查時提高3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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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洋年貨」正趕在農曆春節前進入
中國，分享紅利。圖為消費者在進博會品嘗
西班牙火腿。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推進中
醫藥高質量融入共建「一帶一路」發展規劃
（2021-2025年）》15日公布。規劃提出，
「十四五」時期，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
合作建設30個高質量中醫藥海外中心，針
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常見病、多發病制定
預防和治療方案，向共建「一帶一路」國家
民眾、海外華僑華人、留學生、中資機構人
員和赴境外旅行人員等提供優質中醫藥服
務；推動社會力量提升中醫藥海外中心和國
際合作基地建設質量。
規劃着眼深化全球衞生治理、醫療衞生、

科技創新、國際貿易等八個領域的合作，提
出具體舉措和一系列計劃。例如，「與世界
衞生組織合作計劃」提出積極推動世界衞生

組織對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療效認可和推
廣；「『一帶一路』中醫藥聯合實驗室建設
計劃」提出重點推進中國─奧地利中醫藥防
治重大感染性疾病「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
建設。

探索建設中外友好中醫醫院
此外，根據規劃設定的發展目標，「十四

五」時期將頒布30項中醫藥國際標準，打
造10個中醫藥文化海外傳播品牌項目，建
設50個中醫藥國際合作基地，建設一批國
家中醫藥服務出口基地，加強中藥類產品海
外註冊服務平台建設，組派中醫援外醫療
隊，鼓勵社會力量採用市場化方式探索建設
中外友好中醫醫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據北
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龐星火15日晚間通報，
當日，北京海淀區新增1例確診病例。經北京
市疾控中心檢測，該病例檢測出Omicron（奧
密克戎）變異株特異性突變。
北京市疾控中心公布的新增病例活動軌跡顯

示，該病例涉足京內多個購物中心，其在1月
13日出現嗓子癢症狀，14日曾出現發熱症
狀，自行前往核酸檢驗點進行核酸檢測，自行
服用藥物後症狀好轉，未就診。
北京方面強調，將對有14日內中高風險地

區所在縣（市、區、旗）旅居史的進返京人員
嚴格採取居家觀察、核酸檢測等措施，嚴防風
險人員通過第三地進返京。同時，呼籲減少人
員流動，倡導跨省通勤人員居家辦公。因瞞

報、虛報或未按規定落實防控措施引發疫情防
控風險或其他嚴重風險的，將依法追責、處
罰，嚴重者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十四五」建30中醫藥海外中心 服務「一帶一路」

●確診病例所住的海淀區農大南路博雅西園小
區已封閉，人員和車輛只進不出。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