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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表示對中國新網絡
接入規則的擔憂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 (美聯社華盛頓
2月23日訊) 美國政府一名高級官員周五表示，川普
政府正在對50多艘船只、船運公司和貿易企業實施
制裁，以向朝鮮施壓，要求其放棄核計劃。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將在保守派政治行
動會議(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上宣
布這一行動，隨後美國財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
宣布了一項公開聲明。

這次行動是美國打擊北韓逃避聯合國決議的最
新行動。制裁剝奪了這個貧窮國家為發展核武器和
彈道導彈所必須的資源和財政收入。這些武器對美
國本土構成了新的威脅。

這名官員說，川普將把周五的指定稱為“有史
以來對朝鮮最大的新制裁”。在川普發表言論之前
，該官員沒有被授權公開討論制裁措施。制裁針對
的是朝鮮的燃料和現金來源。

這一聲明發布之際，正值韓國主辦冬季奧運會
之時，朝韓兩國曾借此機會緩和緊張局勢，重啟談
判。盡管韓國是美國的親密盟友，但華盛頓和平壤
之間的敵對情緒仍在高漲。

兩周前，參加奧運會開幕式的美國副總統邁克
彭斯(Mike Pence)承諾對朝鮮實施“最嚴厲、最激進
”的經濟制裁。

川普宣布新的對朝制裁川普宣布新的對朝制裁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
（路透社日內瓦2月23日訊）美國周
五向世界貿易組織(WTO)表示，中國
互聯網接入規則下個月生效，似乎對
跨境服務供應商產生了重大的新限制
，並應在世貿組織討論。

“美國敦促中國迅速解決這些問
題，並尋求新的政策，以促進而不是
破壞信息和服務貿易的跨境轉移，”
它在向世貿組織服務理事會的一份聲
明中表示。

在2017年1月，中國工信部發布
了一份關於《關於清理規範互聯網網
絡接入服務市場的通知》，似乎對
“虛擬專用網絡”(VPNs)和專用線提
出了新的限制。

VPNs 可以用來訪問在中國被禁
止的網站，也就是被俗稱的 “翻墻
” 。屏蔽某些網站基於它被認為是可

能挑戰政府統治或威脅社會穩定。
美國的聲明說，該《通知》將明

確禁止 VPNs 或租用線路連接中國境
內和境外的數據中心。

美國的聲明提供了一些可能受到
影響的服務的例子，比如中國的旅行
社訪問國際航班信息，或者客戶使用
文本信息訪問國外的技術支持或客戶
服務。

VPNs 也是確保數據流的安全性
和機密性的關鍵機制。

WTO 規則規定，任何影響電信
網絡的措施都應由中國通知 WTO，
中國應與受影響的 WTO 成員國進行
磋商。

“由於這項措施將於2018年3月
31日生效，我們要求中國迅速回應這
些問題的關切，”美國的聲明表示。

去年 9 月，華盛頓方面已經對中

國的網絡安全法規提出了
擔憂，要求中國政府在解
決其擾亂、威懾或禁止跨
境信息傳輸的風險之前，
不要強制執行。

星期五的聲明說，外
國商界的擔憂仍然很高，
在不影響商業的情況下，
還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來
實現合法的政策目標。

美國行業尤其擔心的
是，中國所考慮的措施將
會破壞外籍公司在中國的設施與其全
球業務之間的溝通，增加成本，減少
而不是加強數據安全。

美國在聲明中說，中國沒有提供
任何措施，以解決對網絡安全法規的
擔憂。

美國國防部官員們無法評估美國國防部官員們無法評估，，要讓北韓研制出一種能夠達到完全作戰的核導彈要讓北韓研制出一種能夠達到完全作戰的核導彈，，需需
要多長時間要多長時間。。圖為朝鮮大閱兵圖為朝鮮大閱兵。。

朝鮮周日早些時候發射了一枚彈道導彈朝鮮周日早些時候發射了一枚彈道導彈，，這是朝鮮今年首次進行此類試驗這是朝鮮今年首次進行此類試驗，，也是對也是對
美國總統川普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Donald Trump)政府的含蓄挑戰政府的含蓄挑戰。。朝鮮的目標是在朝鮮的目標是在20182018年完成新的彈年完成新的彈
道導彈開發道導彈開發。。

在在20172017年年77月月1212日的圖片中日的圖片中，，一個計算機網絡電纜出現在中一個計算機網絡電纜出現在中
國國旗圖案上方國國旗圖案上方。。(Thomas White/(Thomas White/路透社文件照片路透社文件照片)) 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TO)(WTO)““虛擬專用網絡虛擬專用網絡””(VPNs)(VPNs)的重要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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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第休士頓第8686屆牛仔節屆牛仔節
一年一度畜牧盛事即將盛大登場一年一度畜牧盛事即將盛大登場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德州一年一
度的畜牧盛事，2018 年休士頓第 86 屆牛仔節
(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將於 2 月 27
日至3月18日為期三周在NRG Stadium盛大登
場，民眾可體驗西部風情的牛仔文化，一飽眼
福感受德州農產畜牧業興盛。

休士頓牛仔節始於1932年，為德州特有老
字號的嘉年華活動，主要在紀念西部牛仔的拓
荒冒險精神。每到3月初春的季節，民眾可在室
內一次欣賞表演性極強的牛仔競技比賽與牲畜
展，室外則宛如大型戶外遊樂場，好玩又有得
吃，每年都可吸引數以萬計慕名而來的居民和
遊客，熱鬧非凡。

畜牧展有各式各樣的動物齊聚一堂，提供
民眾與牛、羊、馬、豬和雞等家畜家禽近距離

接觸。民眾可現場餵小羊、駱馬，也有機會目
睹小雞破殼而出或動物迎接小生命的現場畫面
，新鮮有趣，寓教於樂，適合全家大小一同參
與。

室內賽場的競技比賽為最受歡迎為節慶賣
點，競技項目豐富多元，包括騎野牛、騎野馬
、女牛仔繞桶速度賽、馬車速度賽、雙人套
牛和單人套牛等都超級吸睛。為了增加幼童
參與感，賽場上還會開放小朋友徒手抓小牛
、小羊的項目，傳承牛仔精神，趣味性十足
。

場外牛仔競技比賽後的演唱會也是另一
大特色，今年由美國鄉村流行創作歌手Garth
Brooks 打頭陣，接著有加拿大女歌手 Alessia
Cara、鄉村音樂歌手 Chris Young、美國搖滾

樂團體共和世代(One Republic)以及葛萊美獎鄉
村歌手得主Brad Paisley等歌星與牛仔同台較勁
，為牛仔節注入音樂氣息。

除了牛仔騎術和演唱會可看，現場也少不
了美食環繞，主辦單位針對各年齡層打造大型
戶外遊樂場，包括各式小吃攤位、燒烤、牛仔

傳統服飾如牛仔帽、牛仔服、牛仔靴、皮帶、
馬鞍、馬鞭，連農場招牌都接受民眾現場客製
化訂做，標準吃的玩的一應俱全。有興趣的人
，詳情可上官網 http://www.rodeohouston.com/
查詢售票情形和詳細資訊。

牲畜展內有牛隻交易或牛仔選拔等活動牲畜展內有牛隻交易或牛仔選拔等活動，，牛仔們帥氣與自家牛隻露面牛仔們帥氣與自家牛隻露面，，場面壯觀場面壯觀。。

嘉年華上的小朋友騎羊嘉年華上的小朋友騎羊，，可愛逗趣可愛逗趣，，吸引遊客加油歡呼吸引遊客加油歡呼。。

室外宛如大型遊樂場室外宛如大型遊樂場，，各種遊樂設施一應俱全各種遊樂設施一應俱全。。

嘉年華上有許多美食嘉年華上有許多美食，，尤其超大烤火雞腿是都吸引遊客大排長龍尤其超大烤火雞腿是都吸引遊客大排長龍。。

為迎接第為迎接第2222 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
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夫婦在宅邸舉辦迎春晚會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夫婦在宅邸舉辦迎春晚會

風雅集風雅集20182018春季乒乓球友誼賽春季乒乓球友誼賽

休斯頓《中美之韻》大型綜藝晚會
將於4月8 日6點30分在休斯頓大學卡倫堂閃亮登場

(本報訊)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的風雅集是一個
非營利的組織，以各種極其創意性的活動會友，目的是要給予
我們大家良好的機會去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廣結人緣。

為提昇運動健身及交誼，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的風雅
集將於三月十八日上午八點至
十一點 在中華文化中心舉辦一場春季乒乓球友誼賽。風雅集

會員免費, 非會員$5。
友誼賽分男女兩組, 循環

賽之後, 即採取單淘汰賽,
每組取前 3 名。由於場地

的關系，名額有限制，只有二十四名。三月十一日報名截止。
有關報名及詳情, 請聯係 Frank Cheng 鄭大展 fcping-

pong@yahoo.com 281-919-9576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的 地 點 是:

9800 Town Park, Houston, Texas 77036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了迎接第22 屆
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暖身，美南報系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朱勤勤夫婦於2 月 22 日（ 星
期四 ） 晚，在宅邸舉行盛大的迎春晚會，共有
中外政要及社團代表領袖及演出人員二百餘人
參加。包括國會議員Al Green ,前哈瑞斯郡郡長前哈瑞斯郡郡長
Robert Eckels,Robert Eckels,哈瑞斯縣法官張文華，中國駐休
士斯總領事李強民，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
長，新聞組長施建志，休大王曉明教授夫婦，
「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長范玉新，董事劉姸

、卿梅，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秘書長 林
鋕銘，僑務諮詢委員楊朝諄，日裔社區領袖
Glen Gondo 及各大同鄉會,如山東同鄉會會長房
文清，東北同鄉會會長張玉誠，前會長李秀嵐
，上海聯誼會會長陳皙社團代表二百多人參加
。

晚會主人李蔚華董事長首先致歡迎詞，歡
迎各位嘉賓蒞臨。國會議員Al Green , 日裔社區
領 袖 Glen Gondo , 楊 朝 諄 委 員 ， 張 文 華 法
官--- 等人分別在晚會上講話，向大家拜年。

晚會上並安排精彩的表演節目。包括： （
一 ） 休斯頓民樂團民樂合奏 「喜洋洋」、 「步步高 」、 「
小城故事」，（ 二 ）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表演舞蹈 「小蘭花
」，（ 三 ） 陳涵林獨唱： 「夜空中最亮的星」、 「我在人

民廣場吃炸雞 」，（ 四 ） 旗袍秀 「女人花 」，（ 五 ） 劉
春池獨唱 「我願意」、 「memory 」，（ 六 ）舞蹈： 華爾
茲（ 重生 ），由温亮輝、黃晉演出。（ 七 ） 樊豫珍老師獨
唱： 「好日子 」 及京劇表演唱 「說唱臉譜」 等節目。

（本報訊）為宣傳中國的現代文化以及"一
帶一路"的思想。配合和宣傳國家的對外政策，
增進美國主流社會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心之韻
歌唱藝術團將於 2018 年 4 月 8 日晚 6 點 30 分
在美國得州休斯敦大學卡倫堂(4300 University
Dr. Houston, TX 77204) 舉行一場大型的綜藝晚
會。

感謝中領館及李強民大使本人對本次晚會
的關心和支持。體現了祖籍國對海外華人華僑
的熱情關懷！

感謝格力商用與太陽能空調冠名贊助！感

謝美加飛行會 (American Canada Flying Club) 鼎
力相助！

贊助單位還有：
Akaski Fusion Sushi Asian Cuisine
L'Auberge du Lac Resort
百樂公寓
雙椒集團
Tara Energy
Clarion Inn & Suite West Chase

本次綜藝演出的主席由休斯頓心之韻歌唱
藝術團名譽團長黃琛擔任，總策劃由心之韻的

團長江岳擔任，節目總策
劃及協調由心之韻藝術總
監張絲華老師擔任，曾任黑豹樂隊鼓手的墨童
擔任本次演出的導演以及視頻制作、本次視頻
將以全動態+3D的形式出現，舞蹈總策劃及舞
美設計由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的校長高曉慧老師
擔任。

本次演出我們有幸邀請到從北京來的當代
著名古琴藝術家郭懷瑾大師以及曾參加過星光
大道 並多次參加央視春晚的歌星組合與我們同
台演出，並將與觀眾互動。屆時觀眾將會欣賞
到古典藝術與現代音樂相得益彰的完美結合！

本地節目方 面，我們也邀請到了張絲華及
蔡毅老師擔任獨唱。王逸心老師的古箏團隊。
釋行浩老師的少林武術學校。北美青少年國樂

團。清泉小集合唱團。還有楊氏太極學校都將
派出優秀節目。本場綜藝演出的舞蹈主要由周
潔曉慧 舞蹈學校擔綱主演。心之韻歌唱藝術團
，也傾注全力，表演精彩的獨唱及重唱曲目。

本次活動首次采用立體舞台模式由五個板
塊LED組合而成、程控夢幻燈光與煙霧激光讓
你感受耳目一新的視覺享受。

本次演出還將從社區征召戲曲聯唱，誠招
京劇，豫劇，越劇及其它劇目的戲曲達人，名
額有限，請大家趕快報名： 聯系人 江團長：
（408）242-7113

卡倫堂有1500多個座位，是商家擴大影響
，開拓華人市場的好機會 有意者請與黃小姐聯
系：（832）892-3333

圖為國會議員圖為國會議員 Al Green (Al Green ( 中中 ））蒞臨現場蒞臨現場，，與晚會主人李蔚華與晚會主人李蔚華、、朱勤夫婦朱勤夫婦
（（左二左二、、左三左三））及在場嘉合影及在場嘉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 右四右四）） 與晚會主人李蔚華與晚會主人李蔚華、、朱勤朱勤
勤夫婦勤夫婦（（ 右三右三，，右二右二 ），），前哈瑞斯郡郡長前哈瑞斯郡郡長Robert EckelsRobert Eckels（（ 左四左四 ）） 及及
陳文律師陳文律師（（左一左一））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與會嘉賓圖為與會嘉賓（（ 左起左起 ）） 「「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秘書長林鋕銘秘書長林鋕銘
、、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處長陳家彥、、前哈瑞斯郡郡長前哈瑞斯郡郡長Robert EckelsRobert Eckels，，
晚會主人李蔚華董事長及僑務諮詢委員楊朝諄晚會主人李蔚華董事長及僑務諮詢委員楊朝諄。（。（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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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宵夜喝啤酒 聚餐的好去處
Vons Chicken韓式炸雞 揪朋友同歡樂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在休斯頓，想找一個可
歡樂聚餐、小酌、看球賽、聊天、又有美食的
場所，在哪兒呢? 新開幕的Vons Chicken韓式炸
雞烤雞，是個適合約出三五好友、同事，在下
班或是周末能小酌聚餐的好去處。
Vons Chicken 是韓國的老字號炸雞品牌，結合
了美食、歡樂、與夢想，老闆希望能把好吃的
韓式炸雞、烤雞加上多款生啤酒與燒酒，在歡
樂的氣氛中，讓客人有個逍遙身心的去處。
Vons Chicken 的分量很足，一群人可以合點幾
個不同口味的主菜、小菜，吃到各種口味與做
法的雞。這裡的環境與氣氛規劃的頗為舒適，
提供現代上班族在下班之後，有個小酌的好場
所，怡情寬暢，結束繁忙的一天。當三五好友
齊聚一堂，點些炸雞、烤雞、生啤酒，美食當
前，天南地北的聊著天、說說笑，時在超放鬆
的。想要吃宵夜嗎？這裡也是年輕人的深夜食
堂，還有大螢幕可以觀看球賽、或是聽音樂。
韓式炸雞之所以好吃，主要是將雞肉上的油塊
去除乾淨，再經過夠長時間的醃製，選用優質
韓式麵粉，沾上獨家的醬料，炸雞表面非常香
脆，雞肉很鮮嫩、juicy。我的一位朋友吃到
Vons炸雞配醃蘿蔔的時候，非常驚喜，說吃一

次就喜歡上了，
雞肉外酥內嫩，
口感鮮明，欲罷
不能。
香嫩酥脆，入口
帶來幸福感
據 Vons Chicken
Houston的老闆表
示，餐廳精選食
材，所選用的雞
肉都是上等好雞
， 取 材 新 鮮 ，
Vons 有獨家蘸醬
，除了炸雞，還
有烤雞，使用最
新科技烤箱烘烤
，去掉飽和脂肪
與反式脂肪，美
味又健康。烤雞
、炸雞搭配鮮啤
酒、雞尾酒，用蘿蔔片包裹雞肉與蔬菜，都好
吃到不行！
這裡的酒類選擇性很多，店裡有十種不同生啤

酒可選，還有各種瓶裝啤酒、不同口味的韓國
燒酒、米酒、淡的清酒等。此外，店裡還有數
種新鮮水果調酒，是用新鮮的有機水果壓榨取

汁，再特調雞尾酒，包括藍莓、柳橙
、檸檬、蘋果、鳳梨等口味，絕非一
般濃縮汁調酒可比。
韓國的炸雞文化興盛，炸雞品牌不少
，沒有獨特絕活的，根本排不上號，
而Vons擠身其中的佼佼者，品牌與口
碑俱佳，在韓國是金字招牌，甚至，
在韓國流行這麼一句話： 「來到韓國
，沒吃過Vons Chicken的，就不算吃
過炸雞！」
Vons Chicken 營 業 時 間 ： Mon:
11am-2:30pm, 5pm-midnight。 Tue:
Closed。 Wed: 11am-2:30pm,
5pm-midnight。 Thu, Fri: 11am-2:
30pm, 5pm-midnight。 Sat:
11am-midnight。Sun: 11am- midnight
。
Vons Chicken 地址: 10026 Long Point
Rd., Houston, TX 77055。
電 話: 832-538-1038。 Vons 臉 書:

https://www.facebook.com/Vons-Chick-
en-Houston-342326889570248/

Wallis State Bank新年賀歲好禮
活動期間CD定存利率高達2.00%APY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中國農曆新年將至，
Wallis State Bank 特推出新年賀歲優惠，在活動期
間，凡是到Wallis State Bank開戶CD定存五萬以上
的客戶，定存利率將高達2.00%APY*，至少18個
月，這是目前在市面上難得可見的高利率了。

Wallis State Bank 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務的社

區銀行，無論是大型國際企業或是
小型農業客戶，都能保持最高水平
的服務。在市面上，已經很長一段
時間，不曾見到CD定期儲蓄存款
利率有2.00%APY*的，這個利率高
於各銀行平均定存利率很多，在定
存期間，都可享有相同的高利率。

Wallis State Bank 建立於 1906 年
，百餘年來屹立不搖，曾經挺過世
界大戰與經濟大蕭條，皆未受政府
援助，可見其基礎相當穩固。其理
念是為客戶提供卓越的解決方案和
服務，包括各種存款、個人貸款、

汽車貸款、商業貸款、房屋貸款、中小企業貸款
、國際銀行業務等，迅捷而有效率。

Wallis State Bank 的使命，是提供客戶滿意的
金融服務，為客戶創造更高的價值，無論是個人
或是企業，在財務上需要銀行支持時，Wallis State
Bank能提共各項選擇以適合客戶的需要。例如汽

車貸款，不少人買車需要分期付款，Wallis State
Bank為客戶減輕負擔，為新車或二手車提供高達
90％的資金，價格頗具競爭力。

此外，每個企業偶爾在處理現金流量時會面
臨壓力，若有一個信用額度來幫助你度過商業周
期的起伏，將可能是個非常寶貴的工具。Wallis
State Bank提供循環信貸額度，以幫助您的業務克
服現金流量不足的問題，使您的業務能夠更順利
的運作。

*請見本報Wallis State Bank廣告，詳情可電洽
713-580-9900、844-972-4636，或上 Wallis State
Bank網站www.wallisbank.com。

距離中國城最近的兩個點是 Kempwood 總行
與Meadows Place分行，Kempwood 總行在八號旁
與Kempwood Dr的交叉口上，Meadows Place分行
在69號公路與West Airport交叉口附近，離中國城
與糖城都很近，地址與聯絡電話如下:

Kempwood 總行，電話 (713) 935-3750，地址
2929 W Sam Houston Pkwy N, Suite 100

Houston, TX 77043。(Beltway 8 and Kempwood Dr)
Meadows Place 分行，電話 (713) 935-3740，地址
11311 West Airport Blvd., Meadows Place, TX 77477
。(在69號公路與West Airport交叉口附近)

Almeda Crossing分行，電話 (713) 580-9970，
地址 10055 Almeda Genoa, Suite 100, Houston, TX
77075(Almeda Genoa and Rowlett Rd)
Fulshear 分行，電話 (713) 935-3720，地址 30506
First Street • P.O. Box 673, Fulshear, TX 77441。
Galleria 分 行 ， 電 話 (713) 935-3730， 地 址 2425
West Loop South, Suite 150, Houston, TX 77027。
(Westheimer Rd and 610)
Northwest分行，電話 (713) 935-3707，地址12907
FM 1960 Road W., Houston, TX 77065。(FM 1960
Rd West and Wortham Blvd)
Wallis 分 行 ， 電 話 (979) 478-6151 、 (713)
935-3710，地址 6510 Railroad Street • P.O. Box
339, Wallis, TX 7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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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王淑霞主理國際癌癥康復中心
休斯頓隆重開業

王淑霞醫生王淑霞醫生、、高路高路、、沈健生沈健生、、范范玉新玉新、、李秀嵐李秀嵐、、張玉城張玉城、、房文清陳韻梅房文清陳韻梅、、劉金劉金
璐璐、、國會眾議員參選人國會眾議員參選人Ivan SanchezIvan Sanchez等切蛋糕等切蛋糕、、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貴賓剪彩王淑霞醫生貴賓剪彩王淑霞醫生、、高路高路、、沈健生沈健生、、楊俊義楊俊義、、李秀嵐李秀嵐、、張玉城張玉城、、房文清德州醫學中心代表房文清德州醫學中心代表

休士頓大商會亞洲區經理沈健生與會致詞弘揚中醫休士頓大商會亞洲區經理沈健生與會致詞弘揚中醫、、造福人民造福人民

王淑霞醫生從太極名家楊俊義手中接受精美畫作王淑霞醫生從太極名家楊俊義手中接受精美畫作

陳先生贈送親寫對聯給王淑霞醫生陳先生贈送親寫對聯給王淑霞醫生
王淑霞醫生擁有王淑霞醫生擁有5050年的中醫腫瘤診治臨床經驗年的中醫腫瘤診治臨床經驗，，病人遍病人遍
布世界多個國家布世界多個國家。。臨床多年臨床多年，，擅長用中醫藥治療各種腫擅長用中醫藥治療各種腫
瘤瘤，，療效十分顯著療效十分顯著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開業典禮暨新聞發布會主持人國際癌癥康復中心開業典禮暨新聞發布會主持人
：：陳韻梅陳韻梅((中文中文))、、劉金璐劉金璐((英文英文))

本 黃本黃
報麗報麗
記珊記珊
者攝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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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中台禪寺普德精舍
新春觀音祈福法會新春觀音祈福法會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中台禪寺普德精舍」」 住持見曇法師在法會住持見曇法師在法會
上作佛法開示上作佛法開示。。

普德精舍護法會核心人物楊德清在法會上致詞普德精舍護法會核心人物楊德清在法會上致詞
。。

（（ 右起右起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率何仁傑組長出席法會陳家彥處長率何仁傑組長出席法會。。

全體信眾在住持見曇法師全體信眾在住持見曇法師（（ 左一左一 ）） 的帶領下的帶領下
行禮如儀行禮如儀。。

出席法會出席法會，，恭誦恭誦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的信眾的信眾。。（（ 右起右起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何仁傑組長何仁傑組長、、卓宗成卓宗成、、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 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朱勤勤社長夫婦朱勤勤社長夫婦，， 「「美南旅館公會美南旅館公會」」 葉德雲葉德雲、、 「「世華世華
工商婦女工商婦女」」 美南分會會長羅秀娟美南分會會長羅秀娟 等人在法會上等人在法會上。。

出席觀音祈福法會的信眾擠滿大殿出席觀音祈福法會的信眾擠滿大殿。。
出席法會的貴賓出席法會的貴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左左 ），）， 與與 「「德州寶塔禪寺德州寶塔禪寺」」 護法會會長護法會會長、、 「「普普
德精舍德精舍」」 督導王修慧督導王修慧（（ 右右 ）） 在叩鐘前合影在叩鐘前合影。。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董事長、、 「「休士頓國際區休士頓國際區」」 區長李蔚華先生在法區長李蔚華先生在法
會上致詞會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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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時裝周的最大牌嘉賓倫敦時裝周的最大牌嘉賓 9191歲英女王首次現身秀場歲英女王首次現身秀場

觀秀後觀秀後，，英國女王現場頒發首屆伊莉莎白二世設計大獎給設計師英國女王現場頒發首屆伊莉莎白二世設計大獎給設計師RichRich--
ard Quinnard Quinn，，這項獎由女王設立這項獎由女王設立，，旨在給更多的英國年輕設計師鼓勵旨在給更多的英國年輕設計師鼓勵。。

洛克菲勒家族藏品將拍賣洛克菲勒家族藏品將拍賣
包括畢加索莫奈等大師之作包括畢加索莫奈等大師之作

英國倫敦英國倫敦，，佳士得拍賣行員工展出將於佳士得拍賣行員工展出將於55月拍賣的洛克菲勒家族藝月拍賣的洛克菲勒家族藝
術收藏術收藏，，其中包括畢加索其中包括畢加索、、馬蒂斯和莫奈等大師作品馬蒂斯和莫奈等大師作品。。

日本獼猴泡露天溫泉日本獼猴泡露天溫泉
表情愜意表情愜意

旺旺迎春！今年是狗
年，亦是戊戌年， 「戊
戌」會令你想起甚麼？
想起清末王朝時，清帝
光緒皇帝，原有競借助
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二
人，再配上 「六君子」
幾位秀才來改革清代末
代皇朝。也許 「秀才造
反」，三年不成。更也

許是以慈禧太後為首的保空黨勢力強大
，以至被稱為 「戊戌政變」僅僅只是蕈
花一現，迅速被搗毀，以至康梁兩學者
，敗走麥城，要逃到日本避難。今年正
好又是戊戌年，先同大家重溫歷史，順
便祝大家狗年行好運！路路暢通！

我自從在（美南人語）執筆以來，
每年春節期間，都會借作十二生肖為題
，撰文發揮，談談當年的生肖歷史典故
，向大家拋磚引玉。今年為戊戌年，生
肖屬狗。我並不相信流年運程，所以談
的只是有關狗的一些實際知識，及狗隻
與人的關係是怎樣建立起來等等。

話說狗隻原先是狼的一個亞種。大
約在一萬五千年之前，狗隻開始與人類
建立共棲紐帶，後來更成了首種被人類
馴養的動物，協助人類擔當範圍相當廣
泛的工作，為人類作出了不少貢獻。這
些都不是其他家畜可以輕易比得上的。

狗隻可承擔的工作，包括協助人類
狩獵、放牧、救援、警備、搬運(拉雪
橇)、導盲、治療等。在很多地方(包括
中、韓、菲律賓、泰國，以至美國的夏
威夷與歐洲的法國和瑞士等)，狗隻都會

被拿來作食用。但這種風俗正逐步消失
，因為狗已更多地被視為寵物，與人有
深厚的感情關係。愛犬之人，已遠比喜
歡食狗的人多，他們有足夠的數量來向
地方政府立法，嚴厲禁止一些市民國民
，屠殺狗隻食用。

狗與人類的關係最初是怎樣建立起
來的呢？根據考古學家對人類遺址的研
究，有以下的推論與猜想。

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後，逐漸爬上
食物鏈的頂層，獲取食物的能力大增，
開始有條件棄食動物的骨頭、皮毛與部
分內臟。而狼的咬合力很強，喜歡吃骨
頭。此外，狼亦不介意食腐(獵食要花氣
力，且容易受傷)，人的食餘對狼有很大
的吸引力。於是狼經常流連於人的生活
圈附近，等不勞而獲的機會。

另一方面，人亦發現，有狼生活的
居所附近很有好處。因為狼的警惕性很
高，一有猛獸或陌生人靠近，人未發現
，狼已會吠叫，讓人可以及早準備，不
怕被突襲時措手不及。這對人很有好處
，於是他們會主動餵食物給生活在附近
的狼，以吸引牠們不再去其他地方覓食
。人與狼的共棲關係，於是逐漸地鞏固
下來。

人肯容許狼生活在身邊是有條件的
。狼必須學會不可侵犯人群中的婦孺，
以及人飼養的其他家畜。否則，人會毫
不猶豫地把狼殺死，並長期不容許其他
狼靠近。所以，能夠留下來的狼，都懂
得遵守人定下來的規矩，並處處顯示牠
的服從性。正是因為具有這個因素，能
被人接受的狼，於是慢慢地演變成狗。

這種共棲現像，不但出現於人狼之
間，其實還出現在鹿與葉猴之間。鹿
低頭吃草的時侯，就是利用樹上的葉
猴，為他們放哨。有老虎靠近的時侯

，葉猴就會大叫，鹿群因而有機會及早
逃跑。所以，鹿群喜歡在有葉猴的地方
吃草。

近年，科學家更發現，中東有些狒
狒的族群，也有 「養狗」的習慣，狒狒
容許狗與牠們的族群一起生活，分享牠
們的食物；而狗亦會負責保衛狒狒的地
盤，甚至不惜向其他入侵的狗隻開戰。
牠們已把自己，視作狒狒族群的一分子
，反把同類視為外敵。科學家對此也覺
得有點意想不到。

其實，這一點也不新鮮，人不是一
早就帶著狗去打獵，對像包括狗的同類
——狼和狐狸。牧羊犬亦會為了保護羊
，而與自己的近親(狼)廝殺，拼命。在
在顯示狗的一個特性——誰給牠食物，
就視誰為主人。狗對主人絕對服從，奴
性十足。人於是可以利用狗的這種奴性(
愛狗之人視之為忠誠)，讓狗擔當愈來愈
多的，可以發揮他們特長的工作。

走筆至此，讓我引用香港吾友鍾一
暉先生為今年犬年，所寫下犬隻對人類
忠誠的贊頌：

義重冠群畜，忠心為主人。
貧窮無異志，危難卻先身。
威武哮天吠，溫馴繞膝親。
一生唯職守，笑罵本難申。
狗的忠誠與服從性。有一個簡單的

比喻，可以扼要地說出狗與貓在性格上
的差異： 「你為狗提供食物，狗會把你
當作 『上帝』；你為貓提供食物，貓會
以為自己是 『上帝』。」或許是因為這
個原因，世上養狗的人，要比養貓的人

多得多。
比較起來，貓兒真的是太 「高竇」

了，不及狗對主人那麼主動熱情，有時
甚至會若即若離。貓可以令你欣賞牠的
存在；而狗卻可以讓你感到，你在牠心
目中極其重要。狗會在你回家的第一時
間衝過來歡迎你。牠會為你的出現，而
興奮若狂，好像牠一路都在想念你，整
天都在等著你回來。這種感覺，是其他
人不容易讓你感受到的。

狗從來都不會責怪牠的主人。即使
主人有天忘了餵牠，主人回來，牠一樣
搖頭擺尾，完全沒有怨責的表情。就算
主人有時罵錯了牠，打錯了牠，牠也一
樣會低著頭表示臣服。最多會露出扮可
憐的神態。狗不會因不甘心受罰，而冒
犯主人。狗不會因主人錯罰牠，而感到
不甘心，牠對主人的忠誠，可謂生死與
共，至死不渝。所以現今普天之下，養
狗的人越來越多，而狗主人的年紀，也
越來越廣泛，從10 歲幼童，到90 歲的
長輩均有。

狗一旦認定你是牠的主人，牠對你
就會絕對服從。但作為牠的主人，你必
須展現你的權威和氣場，對牠的踰矩行
為，必須予以強硬的制約，否則狗就會
欺負你，不再尊重你的主人地位。有些
人出外遛狗的時候，任狗拖著主人到處
走，而不是走在主人的身邊，按主人的
指示而行。久而久之，狗就會變得任性
，不容易受控。

訓練狗隻的關鍵，就是要樹立主人
的權威。主人未首肯的事，一定不能做
。就算食物擺在眼前，亦只能在主人示
意後，才可以進食。這樣處理，狗才會
養成服從命令的習慣。要狗遵守主人的
指令，就得在牠不遵守的時候制止牠，

懲罰牠；在牠執行得正確的時候，去獎
勵牠，譬如給牠吃一小粒豬肝。對狗的
獎懲，必須第一時間進行，否則狗會聯
繫不上你獎懲的原因。

訓練得好的狗隻，可以有效地保護
主人的安全。牠會在主人受到襲擊的時
候，奮不顧身地保護主人。即使襲擊者
手持足以致命的武器，狗在主人的指令
下，也會毫無畏懼。這類義犬救主的故
事，世上各地都有發生過，我年幼時就
常受這類故事所感動。

狗對主人的感情非常真摯。三年前
，我家的小狗病得很厲害。有一天，我
放工後去看牠，牠已經動也不會動，嘴
角流著唾液，身體不時會抽搐幾下。我
心想，牠應該過不了當夜了。我只好輕
撫牠幾下，希望牠上路的時候不會太辛
苦。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一開門，就見
牠躺在門口最正中的位置。以牠早已十
分虛弱的身體，要爬過來一定很吃力。
我想，牠一定是想見我最後一面了。牠
用力睜開眼睛，確定我與牠有眼神交流
後，才嚥下最後一口氣。牠對我的感情
，竟令牠有這份堅持，實在令我感動。

狗與人類一起生活的歷史最長，狗
雖然不會說話，但已能閱讀人的身體語
言，了解人的感受。狗亦善於用自己的
方式，向人表達牠的感情。所以，近年
醫療界中，有人嘗試用狗去安撫病人的
情緒，發覺效果不錯。

當然，狗隻更有極為重要的軍事戰
鬥作用。現今世界各國的警界及軍界，
都有訓練狗隻進行反毒、反恐、擒惡、
追捕、等作用。這樣看來，狗隻不止是
人類最佳的朋友，也是人類各種工作的
最佳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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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是
新正頭年
初十，通

勝上說明今天宜癸塑開訂, 即可以緬懷過去，展望
未來。故先許我書一首詩，來為大家恭賀春禧

炮竹隆隆報曉天，汪汪勤力賀新年。
春風裊裊從人願，梅花燦開處處妍。
彩鳳辭歸舞天闕，瑞犬嘯臨待新篇
戊戌新年如約至，黃曆翻開新紀元。
恭祝美南日報讀者、暨休市廣大僑胞新春快

樂、闔家幸福、事業發達。
每年辭舊迎新之際，放眼四海五洲，凡有華

人居處，必有中華年味。聽那喧喧鑼鼓聲，重振
寰宇；看那煙花千樹，燈火萬家，除夕之夜，闔
家圍爐而坐，共同感恩去歲的收穫，祈盼明朝的
美好。新歲伊始，相互抱拳道恭喜，俯首謝神明
，喜慶中國年。

看 2017，似是 「乾坤再造」之年。朝核試驗
，造成國際危機；恐怖襲擊，釀萬家離合。風雲
莫測的時局，孕育著神奇的轉機。特朗普新政，
整頓美國國際格局；歐洲大選，頻現政壇巨變。

眼看花旗旗下，政治素人特朗普昂首挺胸走

入白宮執政後
，立即刪減家
庭 計 畫 協 會
(Planned Par-

enthood)撥款，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簡化美國聯邦
政府規章等，都是 「美國優先」的經濟施政，
「他在去年二月時說，我們的勝利是保守派的勝

利，感謝有你們的支持，承諾已被履行。」副總
統潘斯也細數特朗普政府其他政績，包括為執法
者贏回尊敬，讓南方邊境非法移民減少一半。
「美國將會建牆」特朗普此言一出，似是一言九

鼎，事在出行，美國國內保守民眾，立刻響起
「Build that wall」的熱烈迴響 。

金雞鳴舞辭舊歲 玉犬歡躍蒞長城
丁酉回望，家國不凡。十九大樹歷史裡程碑

，習主席領時代新征程。舵手掌歷史航向，初心
繫民，億衆集勤勉之力，夕寐宵興。穩中求進定
基調，四個全面講戰略，五位一體統佈局，全面
改革入人心。生產總值進八十萬億，城鄉就業添
千萬精英，廣築安廈庇寒士，攻堅脫貧顯真情。
人民點讚，有獲得，更歡佧！

重大工程展民族偉力，科技創造顯華夏精英
。大客機、慧眼星、量子算，國產航母似蛟龍入
水，復興動車在原野馳騁。未曾忘，前事之鑒，
念抗戰，祭忠烈；鋼鐵長城，朱日和，揚軍旗；

天下一家，睦海外，萬邦集。千載逢盛世，自信
決勝“二百年”，中流擊水三千裡！

去歲履寶地，常祈祖國興，心願港澳好，丹
誠秉公，如臨如履，乘機奮發，朝乾夕惕。堅持
“一國兩制”，促進祖國統一，愛國得最大“公
約數”，愛港畫最美“同心圓”。“兩制”雖殊
而“一國”同歸，立法選舉載萬衆民心，人大代
表承家國之意。何懼暴風逞威，但見軍民守望共
濟。更賴中央厚貺，飲水思源，共融兩地；自貿
拓、橫琴起；水域分、百年基；中心建、平台立
。尤喜港珠澳一橋飛架，海波天塹變通途，共舞
大灣區。可謂，蓮花寶地，居仁由義；政通人和
，友睦巷裡；經濟回升，民生立業；美食之都，
多元有寄。往昔有所成，亦懷憂患意：股市雖強
，亢龍一業謹待變；多彩商業，躍龍萬千或在淵
。仍應銘記，習主席高瞻遠矚：未雨綢繆，直面
問題。明者遠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一
國兩制”方可行穩致遠，“五十年不變”才能使
命可冀。

春滿山河壯，鏡濠玉蓮舉。日月盈昃，吾輩
不舍晝夜；戊戌春至，再寫新篇續延。謀劃長遠
，融合國家所需；良政善治，情關民生殷切。築
牢根基，尚需青俊常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疇諮熙載，德修賢執。惟願：誠識直諒多聞之友
，廣結胸懷家國之士，立長風為神州奏凱，揚雲

帆促華人並肩。
金雞辭舊報春豔，瑞犬迎新旺豐年。
再回首丁酉年，中共十九大吹響決勝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前
進號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開
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國
經濟穩中向好，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科技工程捷
報頻傳，強軍興軍步伐鏗鏘，神州大地一派勃勃
生機。中國外交銳意進取，“一帶一路”倡議贏
得國際社會廣泛支持，金磚合作第二個“金色十
年”順利開啟。中國方案為世界經濟提振信心，
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不斷譜寫華麗新章。

舊歲已展千重錦，新年再進百尺竿。展望戊
戌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巨輪正乘風破浪，新時
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氣貫長虹。中國將繼續高舉
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推動構建新型國
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世界和平
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維護者。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我國將舉辦
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中非合
作論壇峰會和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一系列
主場外交活動。相信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
堅強領導下，中國前景無限光明，海外華人也受
惠不少，必將更好地造福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
民。21 世紀，必然是中國人民綻放光芒的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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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犬報喜 大地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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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前景提升
美國年內加息大概率增至4次

美國白宮向國會提交了特朗普政府第

壹份總統年度經濟報告，報告預計今年

美國經濟增速將升至3.1%。與此同時，

美聯儲和官員對經濟前景和通脹樂觀情

緒也在增加，經濟前景利好令越來越多

的市場人士預計美國年內加息增至4次

的可能性增加。

白宮預計經濟增速達3%
這份接近600頁的年度報告由白宮

經濟顧問委員會負責撰寫，主要鼓吹特

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因此帶有明顯的

傾向性。

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凱文·

哈西特表示，此前美國經濟增速緩

慢應部分歸咎於奧巴馬政府的錯誤

經濟政策。他說，特朗普政府的減

稅、基建等措施將大幅提高美國經

濟增長率。

根據這份報告，美國經濟 2018 年

增速將達 3.1%，直到 2020年美國經濟

都將維持在 3%以上增速。報告說：

“如獲完全執行，特朗普總統的經濟

計劃將實現未來十年年均3%的經濟增

速。”

報告稱，近年來對替代政策主張的

追求損害了經濟增長，給美國人民造成

了真正的經濟成本，表現形式包括機遇

減少，安全、公平甚至健康都受到了損

害。

哈西特表示，這份報告也對其他

前任政府提出了批評，指出近幾十

年來的貿易協定充斥著美國以前較

為軟弱的談判人員對貿易夥伴作出

的妥協。

在有關稅務、監管、就業市場政

策、基礎設施、貿易、健康和網絡安全

的章節中，特朗普政府表示，其政策將

給國內生產總值（GDP）帶來溫和提

振，這些提振的綜合效應將足以推動美

國經濟產出在下壹個10年進入壹個更高

的增長軌道。

報告重申，預計近期通過的稅改

將使得美國家庭的年均收入增加 4000

美元，不過民主黨對這壹估計數字存

有異議。

美國商務部統計顯示，2017 年美

國經濟增長率為 2.3%，雖然高於 2016

年的 1.5%，但遠低於特朗普承諾的

3%，只與2010年以來2.2%的年均增長

率相當。

去年底，特朗普簽署了規模近1.5萬

億美元的減稅法案，大幅削減企業稅和

個人所得稅。當天公布的報告預計，減

稅計劃在未來3年將令美國國內生產總

值增加1.3%－1.6%。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此前

預計，減稅舉措將很可能推高短期經

濟增速，因此將今年美國經濟增速預

期上調至 2.7%。但經濟學家警告，這

種短期刺激效應並不會改變美國經濟

的長期趨勢。

由於人口老齡化以及勞動生產率

提升緩慢，美聯儲預計美國潛在經濟

增長率為 1.8%。美國《華爾街日報》

今年 1 月初對經濟學家的調查也顯

示，雖然2018年美國經濟增速可能進

壹步加快至 2.7%，但 2019年和 2020年

增速預計將逐步回落至2.2%和 2%。這

意味著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很難改變金

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2%左右的溫和增

長趨勢。

美聯儲對通脹回升更樂觀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發布的上次貨

幣政策例會紀要顯示，美聯儲官員對美

國經濟和通脹增長走勢的判斷較去年12

月明顯樂觀。

當天公布的1月30日至31日貨幣政

策例會紀要顯示，絕大多數美聯儲官員

表示，近期經濟數據顯示美國經濟前景

好於去年12月貨幣政策例會上美聯儲官

員的判斷。他們認為，近期金融條件仍

比較寬松，去年通過的減稅法案對居民

消費和企業投資的短期刺激可能強於預

期，這些因素有望支持經濟短期內繼續

走強。

同時，絕大多數美聯儲官員認為，

經濟穩步增長在今年將推動通脹率回

升，並在中期內達到美聯儲2%的目標。

不過，有幾位官員指出，目前通脹率尚

未出現明顯回升的趨勢。

美聯儲看重的通脹指標近六年來壹

直低於2%目標，美國勞工部本月稍早公

布，1月核心消費者通脹取得逾壹年來

最大增幅。

“幾乎所有與會委員仍預計，隨著

經濟成長繼續保持在趨勢水準之上，以

及就業市場保持強勁，通脹將在中期升

至2%目標。”會議紀要稱。前幾次會議

記錄顯示，表達這樣信心的決策者人數

少於1月會議。

在1月會議上，美聯儲的經濟學家

預計2018年核心通脹的上升速度將顯著

加快。美聯儲的經濟學家還提交了另壹

份通脹預測，基本支持最近物價壓力疲

軟只是暫時性的觀點。

不過，在樂觀情緒下，美聯儲官

員對市場風險和政策效果前景也有警

示。

根據會議紀要，美聯儲官員還警

告稱，隨著經濟持續以超越潛力的

水平運行，金融市場失衡的情況可

能開始浮現。官員們將密切關註金

融市場和經濟數據，以更好地判斷

新的刺激措施和最近的震蕩如何影

響整個經濟。

官員們曾表示，預期稅改將提振

消費者支出和企業資本支出。企業

投資增加將提高經濟生產更多商品

和服務的能力，而不會刺激通脹過

度上升，這將是美聯儲官員樂見的

結果。

但官員們尚不確信會見到這壹結

果，他們指出企業可能利用增加的稅後

利潤來削減債務、回購股票或收購其它

公司。

會議紀要稱，幾名與會官員認為公

司稅改變將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企業投資

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企業可能剛剛開

始要決定它們將如何將減稅好處分配在

投資、員工薪酬、並購、回報股東和其

它用途上。

美國明尼亞波利斯聯儲總裁卡什

卡利表示，特朗普政府1.5萬億美元減

稅方案給美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具有不

確定性。

他在彭博社主辦的活動上表示，

該政策是否會提振投資，進而提高生

產率，並在此期間推動經濟加速增長尚

不確定。

加息次數增多猜想升溫
鑒於經濟前景繼續走強，美聯儲官

員壹致認為漸進加息是合適的，市場解

讀更為鷹派，預計年內加息4次的可能

性在增加。

在1月底的貨幣政策例會上，美聯

儲宣布維持聯邦基金利率不變，但表示

通脹率在2018年有望回升，暗示仍將繼

續保持漸進的加息節奏。

值得註意的是，美聯儲會議紀要

顯示了對經濟前景的樂觀態度，令美

元短期繼續獲得支持，美元指數在隔

夜市場升至90.10。而富拓外匯分析師

預計，從技術角度看，美元指數有望

上探90.55。

據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預測，美聯儲

今年3月加息25個基點至1.5%-1.75%區

間的概率為80.3%，6月至該區間的概率

為32.7%。

美聯儲新任主席鮑威爾下周三將

在美國國會作證，這是投資人了解

美聯儲最新政策方向的第壹個好機

會。

另外，美聯儲新任理事誇爾斯加

入多數聯儲官員的行列，呼籲在企業

信心上升及美國經濟成長加速之際調

高利率。

“為維持健康的勞動力市場，並

讓通脹穩定在2%目標附近，進壹步緩

步上調政策利率是適宜的，”誇爾斯

表示。

“美國經濟看起來表現相當好，當

然，是危機以來的最佳狀況，而從許多

指標來看也是危機發生很久前以來的最

佳狀況。”他稱。

誇爾斯稱，美國經濟潛在基本面較

為強勁，企業樂觀情緒升溫、企業投資

增加、勞動力市場增強、經濟成長速度

加快。

他表示，雖然在失業率處於 17年

低位 4.1%的情況下，通脹仍低於美聯

儲 2%目標，但“和我們的目標偏離

零點幾個百分點，不會讓我非常擔

憂，而且我預計這種偏離程度會越來

越小。”

誇爾斯指出，最重要的是，特朗

普政府新通過的1.5萬億美元稅改計劃

和其他財政措施“有望幫助維系經濟

的動能，這在壹定程度上是通過增加

需求實現的，也有可能是通過鼓勵投

資和支持勞動力參與來提高經濟潛在生

產力實現的。”

他還稱低生產率增長正損及美國長

期經濟成長前景，這應該成為決策者的

壹大重要關註點，而低生產率增長部分

歸咎於投資疲軟。

根據美聯儲官員們對經濟前景的樂

觀情緒，凱投宏觀美國首席經濟學家保

羅· 阿什沃斯預計，美聯儲今年可能加息

四次，並且這壹觀點逐漸成為市場主流

判斷，後市加息進程將取決於美國國內

的通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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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平昌冬奧征程，李琰表示，中
國隊承受了巨大壓力，整個過程

都很坎坷。在比賽中，中國隊多名選手
被判犯規取消資格，特別在女子3,000
米接力賽，中國隊遭遇爭議判罰無緣獎
牌。“奧運時間太長了，過程非常艱
難，隊伍太不容易了，這個過程非常值
得回味。”

穿冠軍領獎服 襪子金黃色
李琰表示，隊伍今天穿着冠軍領獎

服前往賽場，自己連襪子都是金黃色
的，目的就是要展露必勝決心。“運動
員的工作是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我
們今天敢於這樣參加比賽，是責任也是
擔當！”不過她也承認，在強勢亮相的
背後，自己也背負着巨大壓力，經常在
吃安眠藥入睡後，凌晨兩點又會醒來，
只能再吃一片才能繼續入睡。

“壓力每個人都有，人遇到事兒很
難平復自己。我只能盡力穩定心情，按
部就班幫助隊員以正常程序準備比
賽，”李琰說，“中國短道隊最終還是
走出陰影，在最後一天取得一金一銀的
成績。包括武大靖參加的500米準決
賽，最後兩圈時被吹停重新比賽，這是
不可想像的。我們只想證明自己，向全

世界、向這個項目證明自己有競爭
力。”

中國要有大國風度和尊嚴
她意味深長地說，短道速滑項目的

特點在於選手第一要做到和自己競爭，
同時也要和對手競爭，現如今裁判也參
與了競爭。放眼2022北京冬奧會，中
國人要有大國的風度和尊嚴，關於這個
項目全方位的工作要同時提升。“短道
速滑在不影響比賽的情況下，是可以有
身體接觸的。你用放大鏡看隊員犯規，
但留下犯規最嚴重的隊拿到冠軍，對項
目傷害很大。”

回首冬奧征程，李琰認為中國隊最
大的收穫是“忍耐”和“團隊凝聚
力”，“包括女隊受到不公正對待後，
直到最後一天，大家都沒有亂。比賽就
是有各種遺憾，但我不認為這次中國隊
成績最差。我們要改善自我，也要完善
環境，接下來的周期也有一些發展計
劃。再比如李靳宇，16歲小小年紀能頂
住壓力拿到銀牌，也很不容易。”

李琰說：“我為我們團隊驕傲，無
論運動員、教練員還是保障團隊，面對
挫折沒有一個人亂了分寸，都堅持到最
後。我們的行李一點都沒收拾，因為我
們堅信，最後會取得優異成績。”

■中新社

平昌冬奧會短道速滑的比賽全部結
束，東道主韓國隊奪得3枚金牌，中
國、匈牙利、加拿大、意大利和荷蘭各
獲得1枚金牌。但據騰訊體育統計，本
次比賽也共判罰50次犯規，其中，中
國隊被判9次，與加拿大隊一樣是被判
罰最多的，韓國隊則共被判3次。

本屆冬奧會，裁判對犯規的判罰相
當嚴厲。在男子1,000米比賽，中國三
名隊員武大靖、韓天宇和任子威全部被
判犯規，晉級女子500米複賽的范可新
和曲春雨也犯規；女子3,000米接力
隊，中國隊因犯規痛失銀牌；武大靖在
男子1,500米複賽犯規，韓雨桐與曲春
雨先後在女子1,000米預賽和複賽犯
規。

對此，參加過三屆冬奧會，獲得五
枚獎牌的楊揚在接受中新社訪問時表
示，自己收到了很多來自觀眾的疑問，
觀眾有時候很難理解規則。她表示，

“我們需要讓這個項目盡量簡單化，讓
觀眾更易於理解短道速滑。”

國際滑聯計劃將在北京冬奧會上公
佈犯規細節的視頻錄像回放，目前在世
界盃分站賽上已開始採用這項技術。

在男子 5,000 米接力的頒獎儀式
上，獲得銅牌的加拿大隊在登上頒獎台
前集體清掃頒獎台，難道是在寓意頒獎
台不乾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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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昌冬奧會花樣滑冰23日進行最
後一項女子單人滑決賽。中國17歲小
將李香凝自由滑獲得101.97分，以總
分154.43分位列第22名。俄奧運選手
扎吉托娃自由滑獲得156.65分，以總
分239.57分強勢奪冠；18歲的同胞好
手梅德韋傑娃以238.26分獲得銀牌，
銅牌得主是加拿大選手奧斯蒙德。

23日自由滑決賽，李香凝第五個
出場，她選擇以芭蕾舞劇《雷蒙達》選
段作為配樂。前半段李香凝的滑行流
暢，順利完成了跳躍動作；但後半段滑

行速度有所下降，四組跳躍存在周數不
足等問題，最終自由滑獲得101.97分，
兩套節目總分位列第22名。

回顧首次冬奧征戰，李香凝說有
些緊張，兩套節目雖然不是最好的水
平，但已盡自己最大努力去滑。“第
一次參加這麼大型比賽，心態上還是
不夠成熟，但能來參加冬奧會感覺非
常開心和榮幸，給自己積累了寶貴的
經驗。”面對四年後的北京冬奧會，
李香凝說希望那時能在家門口有所突
破，滑出更好的節目。 ■中新社

短道50次犯規 中加各9例最多

俄奧選手攬花滑冠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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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吉托娃扎吉托娃
的旋轉動作的旋轉動作
美如天鵝美如天鵝。。

法新社法新社

■■加拿大隊隊員在頒獎儀式上清掃頒獎加拿大隊隊員在頒獎儀式上清掃頒獎
台台。。 法新社法新社

■■中國短道速滑隊平昌冬奧留影中國短道速滑隊平昌冬奧留影。。路透社路透社■■李琰李琰（（右右））與武大靖相擁慶祝奪金與武大靖相擁慶祝奪金。。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隊奪男子中國隊奪男子55,,000000
米接力銀牌米接力銀牌。。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中國1717
歲選手李歲選手李
香凝名列香凝名列
第第2222。。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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