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和牛近年大受歡

迎，吸引全球消費者搶

購，導致價格急升，日

本供應量持續下降。英

國和澳洲等投資者看準

商機，收購牧場養殖和

牛，並向香港等主要市

場出口，但因養殖成本

高企，未來和牛增加供

應仍然存在不少困難。

去年12月，東京頂級和牛價格平
均每公斤2,919日圓(約 214港

元)。日本去年出口多達2,706噸牛
肉，較前年增逾4成，大部分是輸往香
港、台灣和美國。隨着日本人口老
化，年輕人普遍不願繼承農場經營，
導致日本和牛牧場持續減少，去年當
地肉牛牧場僅餘5萬個，較10年前急
降4成；肉牛數量亦只有250萬頭，
10年來減少14%。

成本是安格斯牛4倍
英國是新興的和牛養殖國家，去年
有4,692家和牛牧場，較2015年增近

50%。和牛養殖人士查普曼在7年前，
於蘇格蘭珀斯郡購入面積2.5萬英畝的
牧場，養殖120隻純種和牛。查普曼憶
述起初沒人知道和牛為何物，消費者
後來才逐漸了解它賣相佳、入口即溶
等優點，牧場也開始向英國、歐洲和
香港等地區供應肉類。查普曼農場的
和牛口碑良好，但養殖成本是安格斯
牛肉的4倍，回本期明顯較長，農場至
今未錄得盈利。澳洲近年也轉向生產
和牛等高質素牛肉，當地約9成和牛
產量均是外銷，主要售至中東和亞
洲，尤其消費力較強的中國內地。

■英國《金融時報》

港歐熱銷港歐熱銷 和牛養殖國際化和牛養殖國際化
日供應短缺價格升 英澳投資者開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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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布吉國際機場官員前晚發現
跑道出現裂痕，於昨日及今日清晨
時分緊急關閉跑道進行維修，影響
最少134班航班，大部分取消的均
屬國際航班。機場管理局表示，截
至昨午3時，共有兩班離港前往布
吉的客機延誤，呼籲乘客先向航空
公司查詢情況。
布吉機場官員表示，在09號跑

道前端及跑道與滑行道連接地區發
現裂痕，總面積達100平方米，估
計是早前農曆新年旅遊旺季航班增
加，跑道使用量大，增加耗損，強
調對航班沒構成即時危險。機場分
別於昨日及今日的凌晨2時至早上7
時期間，關閉跑道維修。機場國際
客運大樓3樓及4樓已設置旅客休
息區。
布吉機場每日有300班航班升

降，客流量達7萬人。泰國旅遊局
估計，在剛過去的農曆新年，有
30萬中國旅客到泰國旅遊。

■《波斯灣時報》/《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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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便利店巨爆4死 房屋猛晃如地震
英國萊斯特市中心一間便利店

前晚發生猛烈爆炸並起火，波及
樓上兩層住宅，建築物倒塌，造
成4人死亡及至少6人受傷，其中
一名傷者情況危殆。由於仍有居
民失蹤，懷疑被瓦礫活埋，搜救
人員徹夜搜索。警方未確定事故
原因，稱沒跡象顯示涉及恐怖主
義。附近居民稱，事發時聽到一
聲巨響，整棟房子猛烈搖晃，還
以為發生地震。

前晚7時20分，萊斯特市欣克
利路的Western Park便利店爆炸
起火，瓦礫和碎片散佈在道路。
警員趕到現場後宣佈為「重大事
件」，封鎖附近街道，疏散鄰近
商店和民居。肇事的3層高建築
物幾乎完全倒塌，有途人合力移
走瓦礫，協助救出傷者，但由於
火勢愈來愈大，消防人員要求途
人遠離。 ■《每日郵報》/

《每日電訊報》

澳推舉新副總理 曾任報章編輯
澳洲副總

理兼國家黨
黨魁喬伊斯
因捲入婚外
情醜聞，日
前 宣 佈 辭
職。國家黨

昨日舉行國會黨團會議，選出退
伍軍人事務部長麥科馬克為新黨
魁，自動接替喬伊斯，出任副總
理及基建與運輸部長。

麥科馬克表示，會與執政聯盟
盟友自由黨維持緊密關係。總理
兼國家黨黨魁特恩布爾歡迎麥科
馬克領導國家黨，稱兩黨逾70年
的聯盟將延續下去。53歲的麥科
馬克來自新南威爾士省鄉郊地
區，20多年前曾任報章編輯，
2010年首次當選眾議員。任職編
輯期間，他曾撰寫專欄，形容同
性戀為「污穢行為」，惹起爭議
後道歉。 ■美聯社/法新社

■消防員在瓦礫堆搜索。
網上圖片■便利店大爆炸，火光熊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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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威爾今聽證 聯儲局聚焦中性利率
美國聯儲局新任主席鮑威爾今明兩天將到國會，首

次以主席身份出席聽證會，外界關注他會否透露貨幣
政策走向。英國《金融時報》分析指，全球經濟持續增
長，加上華府推出減稅措施，可能推升「中性利率」，
促使局方加快加息。
中性利率又稱為「自然利率」，意思是在沒實施刺

激或壓抑經濟的措施下，經濟也可保持供求平衡，同
時是通脹率維持穩定的實質利率水平，是央行制訂貨
幣政策重要指標。聯儲局內愈來愈多官員相信中性利
率正上升，曾擔任聯儲局經濟學者的佩里爾表示，這
將容許聯儲局進一步加息，意味在未來經濟再次下滑
時，有更大空間放寬貨幣政策。■英國《金融時報》

■■維修人員檢查跑維修人員檢查跑
道情況道情況。。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日本年輕人不願繼承和日本年輕人不願繼承和
牛牧場經營牛牧場經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牛肉供不應求牛肉供不應求，，持續推高價格持續推高價格。。圖為東京市民圖為東京市民

選購和牛牛肉選購和牛牛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麥科馬克

浙江大學化學工程與生物工程學院柏浩教
授團隊模仿北極熊毛髮結構，研製出一種有
序多孔的隔熱保溫織物，可令生物體在紅外
線成像設備中實現「熱隱身」。該成果日前
發表於《先進材料》雜誌。

軍工領域應用前景廣
北極熊的毛髮是一種絕佳的保溫纖維，
這是由於它具有中空多孔結構。為模仿北
極熊毛的結構，柏浩課題組研發出一種冷
凍紡絲技術。他們將蠶絲溶解於水中製成
含水量達95%的紡絲溶液，用注射器將紡
絲溶液慢慢擠入冷凍裝置，形成直徑約為
200微米的單絲纖維，再通過冷凍乾燥令

纖維中的冰晶昇華留下眾多有序的片層
孔。
課題組發現，這種仿生纖維的導熱系數比
北極熊毛更低，保暖性能優於北極熊毛。為
了進一步證實該種仿生纖維的性能，課題組
將仿生材料編織成一小塊仿生織物，覆蓋在
一隻兔子身上。實驗顯示，在-10℃到40℃的
環境中，紅外線相機幾乎觀測不到被仿生織
物覆蓋的生物體的熱量，成功實現「隱
身」。此外，課題組還將碳納米管加入仿生
纖維，製造出電加熱織物。在5伏的電壓
下，電加熱織物的溫度可以在一分鐘內從
24℃升高至36℃，這種多功能可穿戴織物既
可以實現被動隔熱，也可以實現主動生熱。

「這些特性意味着這種材料在工業、軍事
領域都有較為廣闊的應用前景。」柏浩表
示，課題組下一步將對仿生材料的強度進行
提升，並融合多種材料拓展功能。 ■新華社

閉幕式當晚，「北京8分鐘」贏得觀眾喝彩
不斷。在表演中，機械人與舞蹈演員精準

互動、完美完成了16套動作，向世界呈現了一
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移動機械人演出。

「零誤差」挑戰AI新領域
這個僅有90秒換場準備時間、24個移動機械
人要與演員及舞美燈光等所有現場環境完美配
合、機械人動作規劃複雜、更不允許有絲毫誤
差的表演，對機械人提出了十分嚴苛的要求，
哪怕其中的一台機械人有一秒延遲或動作偏
差，都將導致整個演出失敗。
雖然新松開發的移動機械人產品在汽車、
電力、智能物流等領域的應用享有盛譽，但
演出機械人帶來的是 AI 領域的一項新挑

戰。
據研發團隊介紹，由於傳統上工廠用的移動

機械人側重於效率、精度和速度，機械人的運
轉路徑多以直線、圓弧為主。而表演機械人為
了完成完整的舞美創意，需要能像芭蕾舞演員
一樣一邊旋轉，一邊劃出完美的弧形，同時還
需要多台機械人一起協調運轉。加上冬奧會閉
幕式期間恰逢平昌地區大風降溫天氣，活動場
地又並非水平狀態，這些都給機械人的正常運
行添加了很多不確定因素。
「可以說，我們的每一次創新和技術攻關，

都代表着中國機械人向世界科技前沿發起的新
的衝擊」，一直在冬奧會現場的項目負責人張
雷激動地表示，他帶領的該項目的年輕團隊，
出色地完成了這一國家使命。

春節過後，上海中小學陸續開學。
隨着「唐宋詩詞熱」、「國學熱」等
現象的出現，優秀傳統文化與當代教
育再次「融」為一體。今天，滬上部
分小學為孩子們舉行「開筆禮」，為
兒童啟蒙教育「破蒙」。
中國是禮儀之邦，崇尚「禮」。古

人人生中共有四大禮儀，分別為開筆
禮、進階禮、感恩禮、狀元禮。古
時，在「開筆禮」的這一天，學童要
早早起床來到學堂，由啟蒙老師講授
人生最基本、最簡單的道理，並教讀
書、寫字，然後參拜孔子像，才可以
入學讀書。這一儀式俗稱「破蒙」。
昨日，在上海市天山第二小學，一

年級學童舉行了「開筆禮」。現場專

家介紹，「開筆禮」還分為正衣冠、
硃砂啟智、啟蒙描紅、感恩鞠躬、擊
鼓鳴志五個環節。所謂先正衣冠，後
明事理。衣冠是讓我們憶起先祖那些
優秀品德的最好載體，也是讓孩子們
知書明理的第一步驟。硃砂啟智，又
稱「開天眼」，寓意孩子從此眼明心
明，好讀書、讀好書。接着是啟蒙描
紅，每位學童都要學寫毛筆字「人」
字，「人生聰明識字始。」寓意在人
生的啟蒙階段，學會做人最為重要。
感恩鞠躬則能讓學童感知尊師孝親。
最後擊鼓明志，擊鼓的聲音越響，聲
音傳得越遠，說明志向就越遠大，目
標就越明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

閉幕式的演出現場人流量
大、環境複雜，特別對機械人
的「眼睛」激光導航系統提出
了更加嚴苛的應用條件：機械
人距離舞台周圍的環境參照直
線距離近百米，如何讓機械人
看得見、看得準，是團隊面臨
的大問題。稍有偏差，機械人
就可能迷失了方向。為此，新
松團隊研發了全新的導航控制
算法，確保所有移動機械人在
演員移動頻繁、場地光照複雜
的情況下仍然能夠精準定位和
運動。
此外，機械人的通訊問題也

是一大難題。閉幕式因有部
分國家政要的出席，屏蔽了
絕大多數的無線網頻段，其
中就包含機械人通常使用若

干頻段。新松技術人員針對現場情況
立即尋找替換的解決方案，通過機械
人的通訊系統升級，確保所有機械人正
常接收指令。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韓國平昌冬奧會於北京時間前日晚閉幕，當晚現場的「北京8分鐘表演」驚

艷世界。象徵着第24屆北京冬奧會的24名輪滑演員和24個帶着透明冰屏的智

能機械人齊舞，完美融合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與人工智能（AI）的中國智

慧。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此次「中國製造」智能機械人的研發生產方瀋陽新松機

械人公司了解到，機械人曼妙而複雜的舞姿，離不開技術人員在研發生產中不

斷克服技術難題的努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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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北極熊毛 浙大研「熱隱身」保溫織物 融合傳統文化 滬學童開筆禮「破蒙」

「「中國製造中國製造」」機械人機械人

■象徵着第24屆北京冬奧會的24名輪滑演員和24個帶着透明冰屏的
智能機械人齊舞。 新華社

■張雷（左）、總工程師劉俏（右）與「北京
8分鐘表演」總導演張藝謀合影。 受訪者供圖

■■前日前日，，在韓國平昌冬奧閉幕式在韓國平昌冬奧閉幕式
上上，「，「北京北京88分鐘分鐘」」華美登場華美登場，，
美麗畫面震憾全場美麗畫面震憾全場。。 新華社新華社

■機械人為了完成完整的舞美創意，需要能像芭蕾舞演員
一樣旋轉。 新華社

■為模仿北極熊毛結構，課題組研發出了冷
凍紡絲技術。圖為北極熊。 網上圖片

舞動舞動「「北京北京88分鐘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