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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滿廣告」引發大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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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民眾抗議拜登來訪
反對「四邊機制」峰會

奧迪表示道歉 劉德華深感遺憾
【香港商報訊】綜合消息，5 月 21 日，奧迪發布了和劉德華合作的廣告《人生小
滿》，廣告將小滿節氣與奧迪品牌精神結合，取得了 「刷屏」 的傳播效果。昨天
指責該廣告為抄襲的視頻再次刷屏。而在奧迪下架該廣告前，該廣告在抖音已獲
得超過 479.5 萬的播放量，視頻號的轉發、評論、點讚均達到 10 萬+。
針對小滿廣告被指抄襲一事，一汽奧迪昨日在微博
發布回應稱，已責成代理公司就所涉文案侵權情況進
行處理。奧迪各官方渠道將全面下架該視頻。

「北大滿哥」指小滿廣告為抄襲
廣告發布當晚，ID 為 「北大滿哥」的博主發布質疑
視頻，通過逐句對比的方式得出了奧迪廣告抄襲的結
論。據視頻內容，奧迪《人生小滿》的廣告文案與北
大滿哥的視頻文案幾乎雷同。
一汽奧迪在聲明中回應稱，21 日發布的一則短視頻
存在文案侵權的相關討論，就該事件中因監管不力、
審核不嚴給劉德華先生、北大滿哥及相關方造成的困
擾，我們表示誠摯的歉意。隨後，奧迪小滿廣告創意

代理方上思廣告發布聲明稱，承諾盡最大努力彌補對
原作者的損失。
昨日下午，劉德華在官方後援會 APP 華仔天地發文
稱， 「對原創我是百分百的尊重，今次事件，對於廣
告團隊在創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對滿哥造成的
困擾，我個人深感遺憾。Audi 和廣告公司現正認真處
理中」。

雙方或就賠償條件達成和解
「文案確實是 『北大滿哥』原創，奧迪是妥妥的侵
權。」多位律師向媒體表達了相同的看法。致歉之
後，就將進入與 「北大滿哥」商討賠償的階段。
浙江天冊律師事務所律師姚小娟認為，下一步奧迪

應做三件事消除負面影響。 「一是停止侵權，奧迪下
架了相關廣告，這說明停止的行為已經有了。二是對
『北大滿哥』進行賠禮道歉。三是賠償損失。但在這
個事件中， 『北大滿哥』無法證明自身損失的具體金
額，奧迪也無法證明自身具體的獲利金額，如果到起
訴的地步，將根據情節、知名度、範圍，酌定一個賠
償金額。但這個事件結果更可能是雙方就賠償條件達
成和解。」
「奧迪此次把關不嚴，又或說是相關工作人員疏
忽，未能發現重合度極高的文案作品，這才導致涉嫌
抄襲，妥妥的廣告翻車。如果處置不當，後期甚至會
影響奧迪後續的營銷以及相關車型的銷售。」中國汽
車流通協會新能源分會秘書長章弘說。
「網絡是一把雙刃劍，在給設計者提供大量素材的
同時，也會給他們帶來侵權的風險，因此媒體和企業
只有加強設計人員的版權意識，才能有效避免侵權行
為的發生。」中國經濟傳媒協會版權分會秘書長鄒韌
建議各方，無論是做廣告，還是做節目，在使用他人
的作品時，都應遵循 「先授權後使用」這個著作權基
本原則，千萬不要心存僥幸。而實際上，授權原則按
理大家都懂，往往是執行起來就漏洞百出。

昨日，一名日本抗議者舉着標語牌，抵制日美首
腦會晤和美日印澳 「四邊機制」 峰會。
路透社
【香港商報訊】綜合消息，當地時間 22 日下午，
美國總統拜登乘坐專機抵達日本東京的美軍橫田基
地，開始了為期 3 天的對日本訪問。這是拜登任後
第一次訪問日本。
當天，來自日本各地的數百名民眾在東京舉行集
會和示威遊行，抗議美國總統拜登當天開始的訪日
之行，抵制日美首腦會晤和美日印澳 「四邊機制」
峰會。
拜登 22 日結束對韓國的訪問後抵達日本東京，這
是他去年 1 月就職以來的首次亞洲之行。23 日，拜
登將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首腦會晤，並於 24 日
參加美日印澳 「四邊機制」峰會。日本媒體稱，拜
登將在訪日期間推出 「
印太經濟框架」。
日本 TBS 新聞網稱，23 日，拜登將正式啟動 「印
太經濟框架」，此舉將備受關注。此框架啟動時能
集結多少成員國，將成為 「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
影響力的重要試金石」。此外，在日美首腦會談
中，預計雙方將在烏克蘭局勢、安全保障和經濟等
多方面確認進一步合作。

南雄水鹿漫步山林間
【香港商報訊】
記者李芳 通訊員
李思番報道：今年
5 月 22 日是第 29 個
國際生物多樣性
日，記者走進位於
廣東韶關的青嶂山省級自然保護區，去了解國家二級
重點保護動物——水鹿。
相機拍攝到的水鹿憨厚可愛，漫步在山林間。據現
場工作人員介紹，水鹿是熱帶、亞熱帶地區體型最大
的鹿類，生性機敏、溫馴活潑可愛，頸部長有粗長而
蓬鬆的毛，烏黑長尾似毛刷。雄性的水鹿有一對典雅
威武的三尖形大角，他們時常在樹幹上打磨雙角，也
會塗抹眶下腺分泌物，向其他同類傳遞信息。水鹿喜
食嫩草、樹葉和一些幼樹的樹皮，夏天好在山溪中沐
浴，故名水鹿，俗有虎蹲草山鹿沐溪之說。
記者了解到，小流坑—青嶂山省級自然保護區位於
廣東省南雄市的西北部和東南部，面積 7874 公頃，地
處南亞熱帶向中亞熱帶過渡的地帶，氣候溫潤，森林

周一足智彩賽程及部份賠率
開賽時間 賽事 即 首 6 孖
球賽編號
星期一3 24/05 01:00 瑞超
孖
星期一4 24/05 02:30 德甲 即
孖
星期一5 24/05 02:45 蘇超
(首)為首名入球
註 (即)為即場投注

主隊
辛斯華爾
漢堡
聖莊士東

結構完整，生物多樣性
豐富，其中國家二級重
點保護野生動物水鹿是
保護區代表物種。近年
來，保護區利用紅外相
機技術開展野生動物監
測，記錄了食蟹獴、水
鹿 、 豹 貓 等 11 種 哺 乳
類動物，白鷳、白眉山
鷓 鴣 、 環 頸 雉 等 13 種
鳥類的活動蹤跡，其中
監測到的水鹿種群數量
位居嶺南地區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與國家
林業和草原局共同主辦的第五屆《秘境之眼》精彩影
像評選活動中，廣東省韶關南雄市野生動物水鹿的影
像入圍 32 強，水鹿生活地小流坑—青嶂山省級自然保
護區也成為廣東省唯一入圍第五屆《秘境之眼》精彩
影像評選活動的保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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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0.0/-0.5 1.88
2.05 -0.5/-1.0 1.74
(6)為6寶半全場

水位 亞洲盤 水位 客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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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 上盤兵林城下
主場踢高一班

周一德甲升降班附加賽次回合，
漢堡主場再鬥哈化柏林。漢堡首回
合領先一球，今場可睇定來踢，且
主場踢高一班，足以再贏近況差勁
的哈化。漢堡讓平手、半球，必取
上盤。(球賽編號：星期一4─周二
凌晨 02:30 開賽)

華倫費倫主場齊贏 2:0

漢堡

麥巴比天價續約聖日耳門

【巴黎 22 日綜合電】法甲周六舉行煞科戰，早已奪冠的巴黎聖日耳門(PSG)主場
以5 比0 大勝梅斯的同時，連中三元的基利安麥巴比宣布與球會續約 3 年，拒絕西甲
冠軍皇家馬德里的邀請，來季將會再戰法甲。
今場煞科戰，PSG 主場出擊，賽前已發布視頻確認續約 3 年的麥巴比成主角，個
人大演帽子戲法，加上尼馬、迪馬利亞各建一功，最終以 5 比 0 大炒梅斯。PSG 賽
後以38 戰積86 分奪冠，馬賽同日主場4 比0 贏斯特拉斯堡，奪得次名，來季將與PSG
直入歐聯分組賽。摩納哥作客以 2 比 2 賽和朗斯，賽後積 69 分得季席，拿到來季歐
聯第 3 圈外圍賽資格，雷恩得殿席，來季將會出戰歐霸盃。
連同今場 3 個入球，麥巴比今季累積 28 球，勇奪神射手殊榮，將於今夏約滿的法
國前鋒在過去一季，一直盛傳將以自由身轉投皇馬，不過來到周六轉會事宜終告一
段落，PSG 宣布留住麥巴比，並且續約 3 年。據悉，後者將獲得天價薪酬，新約年
薪超過 5000 萬歐元，簽字費達 1.5 億歐元，兼且有組軍話事權。麥巴比表示：「我
非常高興續留在法國比賽，這是我的出生地，亦是我打出名堂之地，我可以繼續與
球隊一齊成長，踢出高水平的足球，爭奪各項殊榮，我同時感謝主席艾卡里法對自
己的信任，體諒及耐性，並要多謝全球PSG球迷。」有報道指，麥巴比宣布留效後，
主帥普捷天奴及球會總監李安納度勢將離隊，PSG 下季盛傳會邀請施丹執教。

據新華社消息，多位日本法律界人士、地方議會
議員、作家等在集會上發表演講，批評日美首腦會
晤將進一步加強日美軍事一體化，加快日本擴大軍
備的步伐。
集會發起人、日本律師高山俊吉說，拜登此次訪
問韓國和日本將給地區和平穩定帶來不可估量的惡
劣影響，為地區動盪埋下禍根，日本民眾絕不容忍
日美兩國政府在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道路上越走越
遠。從歷史來看，美國和北約推進東擴激起了俄羅
斯的反抗情緒，根本原因是美國在作祟。
集會結束後，民眾紛紛走上東京街頭舉行示威遊
行，高喊 「反對戰爭」 「反對四邊機制」 「防止修
憲」等口號。據集會主辦方介紹，他們將在拜登訪
日期間持續舉行類似集會遊行，以傳達日本民眾反
對之聲。

國家二
級重點保
護野生動
物水鹿。

第一隊入球
全場主客和
半場主客和
讓球主客和
和 客 主 無入球 客
主 和 客 主 和 客
主
3.05 3.10 2.10 3.75 2.00 2.70 1.60+1 3.65 4.20 2.21 8.75 1.76
2.07 3.10 3.10 2.60 2.05 3.75 4.10-1 3.60 1.62 1.74 8.75 2.23
1.67 3.20 4.60 2.15 2.05 5.40 3.10-1 3.20 1.99 1.53 7.50 2.85
(孖)為第二口孖寶半全膽
(孖)為第三口孖寶半全膽

互射 12 碼奪堡萊比錫創會首冠

【慕尼黑 22 日綜合電】周六(21 日)上
演的德國盃決賽，最終以 9 人應戰的 RB
萊比錫，在互射12碼大戰中擊敗弗賴堡，
勇奪錦標，取得球會成立 13 年以來首個
職業賽事冠軍。
賽前被看低一線的弗賴堡在上半場 19
分鐘，憑着艾格史甸禁區頂快射建功，領
先1 比0。落後的萊比錫下半場57 分鐘，
更有後衛侯斯頓保從後拉跌弗賴堡前鋒盧
卡斯賀拿，被球證出示紅牌驅逐離場。雖
萊比錫勇奪德國盃冠軍。
。
然少打一人，但萊比錫還能於 76 分鐘， 萊比錫勇奪德國盃冠軍
由尼干古近門射入，追成1 比1 平手，雙
方繼後再無入球，要以加時決勝。進入加時階段，
之詞，這支球隊本來就是很強，我只作一點點改動、
兩軍依然無法破門，戰至118 分鐘，奇雲甘保爾累
調整就是了！」前鋒科斯貝治賽後表示：「能夠贏
積第 2 面黃牌被逐，只得 9 人作賽的萊比錫仍能頂
得勝仗，真是難以置信，這展示了我們的激情、意
到尾，保持1 比1 完場，將以互射12 碼分出高下。
志力，我感到非常驕傲及興奮。」
來到 12 碼大戰，弗賴堡的基斯甸根達、迪米洛
域先後在第2、第4 輪射失，RB 萊比錫就是4 射全
中，總比數以5比3勝出，勇奪德國盃。創會以來，
同日舉行的西甲聯賽，華倫西亞憑着馬高斯迪蘇
萊比錫共有3 次晉身德國盃決賽，之前兩次分別負
沙先開紀錄，加上對方後衛尼斯度阿拿奧荷的烏龍
於拜仁慕尼黑、多蒙特兩大班霸，上屆冠軍戰以
球，最終主場以 2 比 0 擊敗切爾達。意甲方面，費
1 比 4 大敗於後者腳下，今屆捲土重來，球隊終於
倫天拿主場以2 比0 贏祖雲達斯，賽後積62 分，今
摘下創會以來首項錦標，創造歷史。
季以第7 名過終點，得以鎖定歐協聯席位。阿特蘭
萊比錫主帥泰迪斯高賽後表示捧盃的感覺太好了，
大主場以 0 比 1 不敵安玻里，拉素主場與維羅納打
他說：「看到球隊這樣出眾的表現，我只能說讚美
成 3 比 3 平手。

為地區動盪埋下禍根

麥巴比與聖日耳門續約至 2025 年。

漢堡首回合憑中場路度維斯入球，作
客小勝而回。主隊今場不敗即可升班，
不過去季德乙的基爾在首回合亦是作客
小勝，次回合主場卻大敗予科隆1 比5，
相信這場賽果會讓漢堡有所警惕，今場
會以勝利為目標，不會刻意求和，務求
令對手無翻身之地。連同首回合勝仗，
漢堡連贏5場，共入14球，憑刻下氣勢，
足可再下一城。聯賽轟入 22 球的基列素
會領銜攻堅，他過去7 次披甲入6 球，腳
風極順。季內累積 9 球及 16 次助攻的桑
尼傑圖亦會拍住上，首回合傷出的翼鋒
巴卡利積達無礙上陣，這個攻擊三角足
可摧毀客軍防線。漢堡過去一季只失 35

球，屬德乙防守最佳，有權再次擋住火
力疲弱的哈化。
哈化首回合主場吃悶棍，已經連續3場
落敗，且過去4場未嘗一勝，今場要反勝
有相當難度。球隊最大問題是後防鬆散，
剛季聯賽失 71 球，而且隊中正、副選門
將接連受傷，首回合要用上剛季從未上
陣的三號門將基斯坦臣把關，結果因為
他企位有誤而被笠死，今場要續由這位
23 歲年輕球員任正選，實難予人信心。
哈化中前場擁有奇雲保定及祖維迪等星
級戰將，不過兩人均已過高峰，前者出
場機會少，後者季內縱攻入7球，但狀態
飄忽，並不可靠。累積4個士哥的射手沙
爾基仍在養傷，守將古隆達及達戴爾亦
要倦勤，兵源薄弱的客軍凶多吉少。他
們在 2011 至 12 球季附加賽兩回合計 3 比
4 不敵乙組的杜塞爾多夫而降班，失利有
前科。
漢堡聯賽主場3 連勝，過去3 次主場鬥
哈化亦贏2場，今戰上盤值博，波膽追主
隊再贏 1 比 0 完場。

聖莊士東上盤報恩

周一蘇超升降班附加賽次回合，聖莊士東主場火
併恩華尼斯。兩軍首回合踢成 2 比 2 平手，未分高
下，聖莊士東今仗返回主場，可望憑地利秤先。讓
球盤開出聖莊士東讓半球、一球，一於推介上盤。
(球賽編號：星期一 5─周二凌晨 02:45 開賽)
聖莊士東首回合半場領先 2 球，但下半場卻連番
失守，最終踢成 2 比 2 完場。由於附加賽不設作客
入球優惠，聖莊士東刻下並沒有太多優勢，唯一就
是今戰擁有主場之利。還好這支蘇超尾二的球隊主
場有一定戰鬥力，季尾最後 4 次地頭出擊贏 3 場，
憑地利足可看好。冬季轉會窗回巢的射手哥林亨特
利，下半季蘇超披甲16 場入7 球，效率甚高。剛戰
有入球的瑞典中場賀貝治，同樣是助攻能手，加上
首回合有進帳的沙恩朗尼也有士哥能力，主隊今場
不愁沒有入球。聖莊士東是2021 年蘇足總盃及聯賽
盃雙料冠軍，大部分冠軍功臣仍然在陣，論人腳絕

對在蘇冠第 3 的恩華尼斯之上，憑較佳質素足可贏
波留級。
恩華尼斯附加賽先後踢走蘇冠第 4 的巴特里及亞
軍艾布亞夫，首回合落後兩球下仍能追平，足見本
身韌力。不過今場要在對手地頭發威並不容易，始
終他們只有蘇冠級數，且過去 3 場比賽都是和波，
近況一般。球隊攻力亦非突出，此前兩鬥艾布亞夫
皆食白果，靠射贏12碼才晉級，能入決賽多少夠運。
剛戰梅開二度的麥亞利亞是防守中場，反映一眾前
鋒腳頭無靈，聯賽入10 球的首席射手蘇特蘭上回合
因傷缺陣，今場難趕及復出，對客軍攻力毋須憧憬。
過去 6 季升降班附加賽，有 5 次也是蘇超球隊成功
留級，數據對恩華尼斯相當不利。
聖莊士東過去 2 次聯賽主場迎恩華尼斯俱奏捷，
往績佔優，今場上盤值博，波膽敲主隊小勝 1 比 0
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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