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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近10號&6號高速Warehouse出售，
18,000呎，近全新，適合場辦自用，或投
資出租，售$1,998.300。

(綜合報導) 本周，美國 「超級百萬」 (Mega Millions)和 「強力
球」 (Powerball)兩大彩票總共有可能10多億美元大獎待領。

「超級百萬」 周二抽彩前有創紀錄的6億6千7百萬美元大獎
，如果領取現金，獎金數額是3億8千萬。

周二的中彩號是3-45-49-61-69， 「超級球」 號數是9，但
無人中獎。下一次也就是周五抽彩時，獎金數目估計將達到大約8
億6千8百萬美元，堪稱美國史上第二高頭彩金額。據分析，一舉
贏得兆彩頭彩8億6800萬美元的機率是3億260萬分之一。

「強力球」 在周三抽彩，獎金大約是3億4千5百萬美元。

美國彩票有超過美國彩票有超過1010億巨額大獎待領億巨額大獎待領 美史上第二高美史上第二高

樂透兩大頭獎金額已飆破樂透兩大頭獎金額已飆破1010億億。。((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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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地址//

A02_LEE李中原律師C1234567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713-487-9028

西 英

中

中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A10-JESSICA 葉慈律師B4567_8

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綜合報導）在以色列強烈反對下，莫斯科
仍加速在敘利亞部署S-300飛彈防空系統。如今
俄羅斯與敘利亞媒體傳出，為了因應俄製S-300
帶來的威脅，以色列與美國已派遣祕密軍事代表
團到烏克蘭受訓，以測試這系統。

據《以色列時報》（The Times of Israel）
16 日報導，烏克蘭部隊除了指導美、以有關
S-300的戰力外，也協助兩國排練種種可能發生
的戰況。

以色列9月派F-16戰機轟炸敘利亞，敘國為
了還擊，不慎以俄製S-200誤擊俄羅斯伊爾-20
（Il-20）偵察機，導致15名俄軍喪生。儘管動
手的是敘國，但莫斯科認為，這是以國故意耍手
段造成，因此還是把帳算在他們頭上，於是快馬
加鞭提供敘利亞早就想要的S-300防空系統。

俄羅斯媒體報導稱，F-15戰機駕駛在烏克
蘭的國際軍演中受訓，演練如何對付S-300防空
系統，其中包括以色列駕駛。不過目前並不清楚

，以色列駕駛也參加了軍演，還是只在陸上觀察
。

自2014年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併吞克里米
亞半島，雙方在東烏克蘭爆發衝突以來，兩國關
係一直很緊張。

另一方面，媒體盛傳，早自2007年以來，
以色列空軍就在希臘受訓，演練如何對付S-300
。而一般認為，美以都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中使
用了F-35隱形戰機。以色列F-35機隊在美國因
F-35戰機首次墜毀，暫停全球 「閃電II」 戰機出
任務，以進行調查後，周日已恢復正常。

以國戰機已對敘境伊朗及真主黨（Hezbollah
）目標進行數百計空襲，但自從誤擊事件後，就
沒有再傳出以國對敘境空襲的消息。

雖然敘軍獲得俄羅斯S-300加持，防空能力
得以升級，但防止以軍攻擊的能力可能有限。以
國早已擺明，要是敘利亞用這俄製防空系統來對
付他們，將會加以摧毀。

對付敘境俄製S-300 美以在烏克蘭秘密受訓

（綜合報導）全球投資者關注美中貿易戰的戰況同時，卻沒有注意到原來中國經濟硬著陸，竟會
引發澳洲房地產市場大地震。今年前9個月，澳洲房市價格已下挫達2.7%。儘管尚未造成當地房市
崩盤的危機，但是調查指出，澳洲受訪者相當憂心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問題，它已經成為繼美國總統當
選、新興市場不利發展之後，位居第3高的經濟風險。

根據《澳洲金融評論》(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發起與中國對打的貿易
戰，卻意外引爆澳洲墨爾本東部郊區的住房風險大增。依照惠譽評等(Fitch Ratings)的數據指出，不
只是澳洲郊區的房價下挫，近6個月以來房市持續低迷，造成澳洲固定收益投資者相當憂心。

由於澳洲投資者很關注貿易戰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因此當他們看到中國經濟呈現硬著陸的趨勢
，便導致房價出現下行壓力。今年前9個月，澳洲東海岸市場的住宅價格已經下挫2.7%。雖然該調
查並未預測房市即將大崩盤，但是近半受訪者都認為，住房高風險已經成為他們目前最關心的問題。

惠譽澳洲董事總經理邁爾斯(John Miles)則表示，儘管中國經濟如何硬著陸尚未明朗化，也未達
共識。但由於澳洲經濟相當依賴中國，導致緊繃的貿易戰況已經先在國內房價中效應出來。

貿易戰硬著陸！意外引爆這國房價狂跌

（綜合報導）俄羅斯國防副部長柯里沃羅
奇科（Alexei Krivoruchko）上周說，第一批
蘇-57自製5代隱形戰機將按照時間表，在
2019年末交付空軍。

《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網17
日指出，儘管俄羅斯國防部官員一再表示，會
按照PAK-FA計畫，先打造12架蘇-57戰機
，然而，柯里沃羅奇科並未詳述，按時交付的
會有幾架這款多功能、單座，雙引擎空優戰機
。雖然俄羅斯國防部預定8月要簽約採購12
架蘇-57，但官方至今始終沒有公開宣佈簽約
。的確，監管國防事務的俄國副總理波瑞索夫
（Yury Borisov）後來就沒再提12架的事了，
只說 「蘇-57是2018-2025國家軍武計畫的
一部分……但具體數字還無法確認」 。

據俄羅斯媒體報導，2020年底，而不是
2019年，實際交付俄國空軍的蘇-57戰機可
能只有兩架，至於目前空軍所使用的10架
蘇-57，僅是供評估與測試使用的原型機。

而柯里沃羅奇科上周在聲明所說的，很可
能就是這兩架戰機。分析認為，目前看來，最
可能的，就是兩架戰機會在2019年底，或是

2020年初交付。
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國防部7月已宣布

，蘇-57不會在近期量產。按照原本的計畫，
蘇-57在2020年代以前，要取代現有的米格
（MiG）-29與蘇-27戰機。而在為期10年間
，俄羅斯將讓多達150架蘇-57服役。不過，
後來這數字已下修為55架。而蘇-57機隊規
模下修，最可能的解釋，就在於預算赤字，加
上防務優先要務改變，還有許多技術問題所致
。據塔斯社報導，針對蘇-57戰機研發，名為
「產品30」 （izdeliye 30）的下一代新發動機
起碼要到2020年才能開始量產。它的乾推力
可達24,054磅，而後燃推力可達39,566磅。

至於今年夏天到敘利亞出任務的兩架
蘇-57 戰機，安裝的仍是土星（Saturn）
AL-41F1加力式渦扇發動機，推力為32,500
磅（近15,000公斤）的舊型引擎。

美國政府資助的 「海軍分析中心 」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區域分析家戈
倫伯格（Dmitry Gorenburg）先前指出，除非
引擎升級完成，否則蘇-57不太可能量產，而
這可能要等到2027年。

說好的12架呢？蘇-57明年交付俄空軍──只有兩架

（綜合報導）串流媒體巨擘網飛（Netflix）周二公布第3季（截至9月底）財報，上季新增約
696萬名訂戶，使得全球總訂戶數目達到1.37億，而第4季新訂戶可望再增加940萬。網飛第3季訂
戶增長強勁，海外市場表現更是突出，顯示該公司自製原創內容的策略獲得絕佳回報。

網飛表示，上季全球訂戶數約1.37億人，增加696萬，超越公司和市場預期的增加500萬與518
萬。其中美國國內新增訂戶達到109萬，高於公司預估的65萬，而海外訂戶更暴增587萬，遠優於原
先預估的435萬。

網飛亦預估，第4季新訂戶數可望達到940萬，不僅較去年同期的830萬高出13％，亦優於分析
師預估的825萬。

對於網飛而言，維持訂戶數目迅速成長相當重要，因為這有助於分擔不斷攀升的內容成本。而網
飛第3季訂戶新增數目優於預期，亦緩解市場先前對於該公司成長放緩的擔憂。

自製原創內容有成網飛Q3訂戶增長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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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華盛頓郵報異議記者卡舒吉
（Jamal Khashoggi）失蹤一案繼續延燒，沙烏
地阿拉伯官方準備承認卡舒吉是在審問的過程中
不慎死亡，不過16日外媒再披露，整起事件並
非意外，而是蓄意謀殺，更曝光卡舒吉是活生生
遭到肢解，痛苦掙扎7分鐘後才在不明液體注射
下斷氣。

根據獨立媒體 「中東之眼」 （Middle East
Eye）報導，不願具名的土耳其官員透露，卡舒
吉遇害過程的音檔顯示，卡舒吉一進入沙國駐伊
斯坦堡領事館後，就被拽到領事辦公室隔壁房間
的書桌上，隨後活生生遭到肢解。

報導形容，整個過程猶如動手術般，由法醫
薩拉赫．穆罕默德．圖拜吉（Salah Muham-
mad al-Tubaigy）執行，薩拉赫．穆罕默德．圖
拜吉先是戴上耳機聽音樂，並建議同夥跟著做：
「我每次做這工作時都會聽音樂，你們也應該這
樣做。」

隨後開始用骨鋸肢解卡舒吉的身體，土耳其
官員指出，卡舒吉痛苦的尖叫聲連在小房間樓下
的人都聽得見，整個過程持續7分鐘，最後在注
射不明物質後尖叫聲才停止。

土耳其官方11日稱手上握有卡舒吉在沙國
領事館內遭謀殺的影音檔，不過至今未對外公布
檔案內容。

另據中央社報導，土國警方16日進入沙國
領事館搜索，歷經九小時後，匿名土耳其官員透
露發現卡舒吉在領事館遇害的 「某些證據」 ，更
說遺體已被切成碎片，不過並未透露更多證據細
節，此次搜索行動持續到16日清晨才結束。

美國國務卿龐佩奧（Mike Pompeo）16日
飛抵利雅德拜會沙國國王沙爾曼（King Salman
）及王儲穆罕默德．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穆罕默德已同意將擴大調查卡舒吉失
蹤案，並稱對於卡舒吉為何失蹤完全不知情，也
不清楚領事館內發生了什麼事。

美國總統川普隨後告訴福斯財經新聞網
（Fox Business Network），如果沙國國王和王
儲知道記者失蹤案的內情， 「那就不好了」 。

針對土耳其官員指控，沙國官方先前否認卡
舒吉是在領事館內遇害，更稱指控 「毫無根據」
，不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沙國官
方準備承認卡舒吉是在審問過程中不慎死亡。

生前最後7分鐘曝光！外媒：華郵異議記者活生生遭肢解

（綜合報導）克里米亞東部城市克赤（Kerch）一所技術學院在17日午後發生恐怖攻擊，歹徒
闖進學校餐廳引爆炸彈並開槍掃射，造成13人死亡、逾50人受傷。

俄國當局指出，這場爆炸是由 「不明引爆裝置」 引起，此外該裝置還彈射出金屬碎片。另外有
目擊者告訴當地電視台，至少有一名槍手朝無辜師生開槍掃射。

該校校長葛瑞柏妮可娃表示，這次事件 「確實是一場恐怖攻擊，和貝斯蘭市事件一樣」 ，指
2004年車臣分離主義武裝分子在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共和國貝斯蘭市第一中學挾持人質，最後造成
396人死亡。

（綜合報導）加拿大日前通過大麻合法化相關法案，成為繼烏拉圭之後，全球第二個在全
國範圍內容許娛樂用大麻合法流通的國家，而且將創造全世界最大的大麻市場。於當地本週三
起正式生效，娛樂用大麻在加拿大全境正式合法化。

加拿大參議院今年6月19日以52票贊成、29票反對，通過娛樂用大麻合法案。規定年滿
18歲的成年人，每人可攜帶最多30公克的大麻，也可以在家中種植最多4株大麻葉，可做為食
品或做個人使用。未滿18歲者，禁止生產、分送或銷售大麻產品。

加拿大是全球第二個、也是七大工業國（G7)中第一個大麻合法化的國家。加拿大統計局
2017年數據顯示全國大麻吸食人數達490萬，大麻年消費量697噸，消費總額約62億元。加拿
大大麻合法化後，預計將能帶來超過40億加幣的商機。不過販售大麻不得與酒類和菸類地點相
同、商店營運需取得合法登記，並持有各級政府或是聯邦發放的執照。若販賣大麻給未成年者
，最重會被判處14年有期徒刑。

（綜合報導）味精一貫給人的印象是有害健康的可怕物質，
會造成 「中餐館症候群」 。許多人經常覺得外賣食物添加很多味
精會影響健康，事實真的如此嗎？最新研究證明味精除了給菜餚
增添美味之外，還具有營養價值。味精是谷氨酸的單鈉鹽，谷氨
酸是構成蛋白質的氨基酸之一，是人體和動物的重要營養物質，
具有特殊的生理作用。

早在1968年有美國人描述他吃過中國食物後全身無力、心
悸和手臂麻木。公眾把這些症狀與一種叫做 「中餐館症候群」 的
新病症連在一起。不過其實這些症狀可能來自他吃的一些食物，

包括鈉、酒精或味精。後來美國
科學家開始對 「中餐館症候群」 產生疑問，因為中國很多餐館用
味精，但中國人未聽說有 「中餐館症候群」 ，反倒是美國人會受
味精影響。

接下來30年，美國科學家利用科學方法展開獨立研究，終
於得到答案，就是 「中餐館症候群」 之說並無科學證據。就在今
年，國際頭痛協會(International Headache Society ) 將味精從致
頭痛因素表中剔除。

其實味精就是谷氨酸鈉(MSG)，是鈉與谷氨酸的結合。谷氨

酸是一種氨基酸，在大自然含量豐富，也存在於許多日常食物中
，例如番茄、帕瑪森乳酪(Parmesan cheese)、蘑菇、母乳。身
體甚至以相同的方式消化味精和食物中的天然谷氨酸。

營養師托碧．艾密多(Toby Amidor)認為值得鼓勵，因為除
了增加菜餚的鮮味以外，味精還可減少用鹽。只需一點味精即可
帶出美味的食物，並為雞湯等食物增添鮮味。因為該成分的鈉含
量比食鹽少三分之二，因此味精可以減少對鹽的需求。

「引爆炸彈與持槍掃射」 克里米亞大學遭恐攻13死 世界第二 加拿大大麻全面合法

誤會大了！味精原來無害還有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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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運河安全
巴拿馬海關啟用輻射探測設備
綜合報導 巴拿馬國家海關總署（ANA）日前表示，該國海關“報

警監控中心”已經啟用，他們將利用電子輻射探測設備，對集裝箱貨物
進出港的安全性進行監察。

巴拿馬報道，2018年9月30日，為了檢測放射性物質和其他對公眾
可能構成威脅的物質，巴拿馬國家海關總署在其所在地啟用了警報接收中心
，該中心與安裝在部分巴拿馬港口大門上的輻射探測器連接在壹起。

在位於巴拿馬運河太平洋壹側的巴爾博亞港（Balboa）設有3個輻
射探測器和1個用來匯集每次安全監測信息的警報站；在位於巴拿馬運
河大西洋壹側的克裏斯托瓦爾港（Cristóbal）、曼薩尼約港（Man-
zanillo）和科隆集裝箱碼頭（Colón Container Terminal，簡稱CCT）
則均設有1個探測器和1處警報站。

在位於巴拿馬國家海關總署的警報總控中心內，集裝箱技術檢測小組
（UNITEC）能夠對以上港口警報站收集到的信息進行追蹤。據了解，這種安
全管控方式，未來將逐步在所有巴拿馬海港和邊境海關部門中得到普及。

巴拿馬海關當局強調，該中心的設立“將巴拿馬置於中美洲集裝箱
運輸安全最前沿。”

作為“巨港（Megaport）”計劃的壹部分，該報警監控中心項目於
2009年開始，由巴拿馬政府和美國政府共同開發，得到了美國能源部
的支持。除了安裝固定和移動輻射探測器之外，“巨港”計劃還將對執
行安全檢查任務的巴拿馬海關人員進行培訓。

澳母親治“嬰兒禿頂”有秘方
10周收入49萬元人民蔽

綜合報導 寶寶能擁有壹頭濃密黑亮
的頭發是每壹位媽媽所期望的，可有壹
些媽媽會發現，寶寶的後腦勺壹圈的頭
發怎麼都跟不上“生長的節奏”。據澳
洲網報道，近日，澳維州壹名女子就用
壹個簡單的方法，就解決了父母們的
“燃眉之急”，她還依靠該方法在短短
10周內賺了10萬澳元（約合人民幣49
萬元）。

據報道，維州媽媽貝爾德斯發現，
由於嬰兒長時間躺在床上，後腦勺的胎
發和枕頭“親密接觸”的時間過長，導
致了嬰兒“禿頂”，為了解決這壹問
題，貝爾德斯制作出來嬰兒絲綢床上用
品，引發不少母親的歡迎。

“問問任何壹個有孩子的父母，他
們都曾註意到寶寶有禿頭的現象。”34
歲的貝爾德斯說，“當我懷第壹個女兒
的時候，我想給她買最好的東西，我買
的床上用品都是有機棉花制成的，但是
每次我把她從嬰兒床上抱起來的時候，
我都看到床上有壹小撮她的頭發，在之
後她就開始禿頂了。”

後來，貝爾德斯想到自己小的時

候，奶奶給她用的
都是絲綢制成的枕
套，所以她就買了
壹個成人的絲綢枕
套 把 它 塞 進 嬰 兒
床 ， 想 做 個 試 驗
看看有沒有效果，
結果發現它雖然解
決了脫發的問題，
但是卻因為光滑來
回移動，這時候貝
爾德斯發現，市場
中適合成人的絲綢
床上用品很多，但
是沒有適合嬰兒和兒童的。

“我想到這點後，就覺得自己應該
做點什麼，但是那會我正忙著照顧第壹
個女兒。”當貝爾德斯第二個孩子出生
後，她開始認真對待這個想法，她賣掉
了此前生意紅火的主營土耳其浴巾的公
司，創建了專門生產嬰兒用的絲綢床品
品牌。

在經過無數次試驗之後，貝爾德斯
稱：“我找到了10家不同的工廠，從中

挑選最合適的壹家，這花了很長時間，
因為每家工廠都需要 6周的時間來交
涉。”找到加工廠之後，貝爾德斯的嬰
兒絲綢床品終於問世，10周的時間她就
賺了10萬澳元。

“絲綢不只是能預防脫發，它們對
於皮膚、濕疹和哮喘也很好，因為絲綢
不適合塵蟎、黴菌和真菌生長。它更健
康，但是之前沒人做過這件事，這真是
太瘋狂了。”貝爾德斯說。

巴西財政部：
54名新聯邦議員中有12人背負國家債務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財政部檢查總局（PGFN）的數據顯示，在巴西
大選中新當選或者再次當選的54名聯邦議員中，至少有12名議員欠了
國家約6500萬雷亞爾的債務。

據報道，巴西國家財政部檢查總局的數據包括了議員個人拖欠的社
保債務或其他未繳的稅費，也包括議員作為合夥人的公司所欠債務。拖
欠債務最多的是帕拉州再次當選聯邦議員的加德爾·巴拉裏奧，他的三
家公司共有5770萬雷亞爾的債務。此外，盡管估計他的資產有1310萬
雷亞爾，他還有1.85萬雷亞爾的個人債務。

另壹名是當選帕拉納州聯邦議員的奧利奧維斯托·吉馬雷斯，他申
報的個人資產超過了2.39億雷亞爾，但仍然有550萬雷亞爾的債務。此
外，他為個人的競選捐贈了325萬雷亞爾，還為其所在黨派的總統候選
人阿爾瓦羅·迪亞斯捐贈了175萬雷亞爾，他捐贈的金額幾乎相當於其
拖欠的債務金額。

35歲的伊拉加·阿布雷烏是歷史上最年輕的議員，他的個人申報資
產超過500萬雷亞爾，但他還拖欠了國家4.06萬雷亞爾的債務。在他申
報的資產中有5輛車，共價值33萬雷亞爾。

除了債務外，有壹些新的議員也是勞工法院的訴訟目標，大部分情
況下都是議員的公司未向前雇員支付社會保障金或者遣散費。

對於債務，有議員回應稱“債務很正常，每個公司都有債務但每個
月都會繳稅”，或者“債務是公司的問題，而不是議員個人問題”。對
於起訴，也有議員回應稱“大部分案件已經解決，剩下的起訴會在輪到
公司去法院解決時解決”。

歐盟政策援助缺失
意大利或將失去歐洲央行支持

綜合報導 正在印度尼西
亞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峰會
的歐洲央行行長、意大利銀行
家馬裏奧•德拉吉表示，歐盟
要求歐元區高負債國家，必須
遵守條約規則，並且保障國家
預算狀況良好。同天，歐盟委
員會主席容克稱，意大利完全
不遵守諾言，他希望意大利政
府遵守歐盟規則，避免危及歐
洲團結。

據報道，意大利國家預算
赤字目標公布後，國債收益率
又不斷飆升，並已升至四年高
位。由於赤字比重大幅超過了
歐盟為上壹屆意大利政府設定
的 2018 年比重 1.6%和 2019
年比重0.8%。因此，意大利
政府需要在 10 月 15 日前提

交預算草案。而此間，羅馬和
布魯塞爾之間預算增赤問題之
爭，歐盟方面已經向意大利政
府表明了態度。

歐盟消息人士稱，如果意
大利政府拒絕就增赤預算案向
布魯塞爾妥協，壹旦意大利政
府和銀行業出現現金耗盡的局
面，在得不到歐盟政策性援助
的情況下，歐洲央行將無法向
意大利伸出援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部
主任波爾•湯姆森則明確強
調，意大利的國家財政預算增
赤計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
建議背道而馳。目前，根據國
際經濟發展形勢，還不是放松
預算政策的時機。

依據歐盟政策規定，歐洲

央行只有在歐盟救援計劃的框
架內，才能夠獲準對歐元區單
壹國家進行援助，來確保歐洲
央行自身信譽和在成員國間的
權威性。

歐債危機以來，隨著意大
利財政赤字率的不斷提高，截
至到今年6月，意大利公共債
務已高達約2.3萬億歐元。經
濟學家分析稱，壹旦歐洲央行
停止購買意大利主權債券，其
債券市場將會出現失控局面。

報道指出，意大利銀行業
目前公債持倉已高達3750億
歐元，其中意大利以債券作
抵 押 ，從歐洲央行獲得了
2500億歐元的長期貸款。倘若
意大利債券信用評級出現信譽
危機，將無法再繼續從歐洲央

行獲取債券抵押貸款。屆時，
歐洲央行的債券購買刺激政策
，也將不再適用於意大利。

據悉，目前，國際四家主
要評級機構中，有三家對意大
利債務評級為比“垃圾”級高
兩級，另壹家DBRS評級機構
則是比“垃圾”級高出三級。
穆迪和標普全球將會在10月下
旬公布對意大利的最新評級報
告。

經濟學家認為，意大利
擴大預算赤字目標已違法歐
盟預算規則，其國債收益率
不斷飆升，業已引發市場對
巨額公共債務的擔憂。在歐
盟援助政策缺失的情況下，
歐洲央行將不會參與對意大
利援助。

別出心裁別出心裁！！
美跳傘隊員空中玩美跳傘隊員空中玩““小魚進洞小魚進洞””特技特技

綜合報導 近日，在美國得克薩斯州
休斯敦市，數十名跳傘運動員在空中玩
起“小魚進洞”技法，多人手拉手圍成
壹圈，其他人頭朝下從圈中鉆過，看起
來妙趣橫生。32歲的空中攝影師尼古拉
斯·洛特（Nicholas Lott）拍下了相關
畫面。

視頻記錄了跳傘運動員們完成這壹
特技的全過程。先是壹組隊員壹壹跳出
飛行艙，然後手拉手在空中圍出壹個大
圈，接著第二組隊員頭朝下出艙，正好
穿過圍成的大圈。第壹組隊員隨後在空
中散開，壹壹落入由第二組隊員圍成的
大圈中。整個過程緊張刺激，十分精彩。

尼古拉斯說，“這段錄像從多個角
度展示了空中跳傘，他們完成得太漂亮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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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中貿易戰打得正熱，雙方不斷大幅加碼，加徵關稅！現在美國更擴大全
方位抗中！白宮今（17日）宣布，美國即日起啟動程序，要退出有144年歷史的萬國郵政聯
盟（UPU），此舉也被外界解讀，是川普打擊中國貿易另一步棋。

UPU是聯合國專門機構，主責各國國際郵政往來，總部設在瑞士伯恩。制定費率和郵資
認定方式；為促進亞非地區發展，給予了較低的費率待遇，因此依照目前萬國郵聯的運費制
度，從中國郵寄商品到美國，比美國本土內互寄更便宜。

然低廉費率引發零售商和物流業者的抱怨，UPU費率也削弱美國本土業者的競爭力，所
延伸的問題也包括仿冒品氾濫。白宮17日在聲明中表示，國務院將通知UPU，美國啟動為期
一年的退出程序，原因是 「UPU的憲章改革未取得充分進展」 。

美國官員表示，美國將會另訂計價系統，提高對中方的郵遞費率。然外界分析，美國退
出百年萬國郵政聯盟此舉，可視為美國打擊中國產品利用UPU提供的低廉郵資、傾銷全球的
不公平貿易的另一招，此舉恐讓美中貿易戰再擴大。

美中貿易戰再升溫！美退出百年萬國郵政聯盟

（綜合報導）正當各項證據都指沙烏地
阿拉伯官方與華郵異議記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失蹤案脫不了關係時，美國總統
川普持續捍衛他的 「堅定盟友」 的清白，16
日要外界別未審先判，甚至將整起事件與爭
議大法官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的性侵
疑雲相提並論，不過據外媒引述自土耳其官
員說法，美國手上也握有卡舒吉在沙國領事
館遇害證據。

川普16日接受美聯社專訪，強硬捍衛盟
友沙烏地阿拉伯清白，更將這起案件比作大
法官卡瓦諾性侵風波， 「我們必須先搞清楚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他說： 「我們現在就
是在未審先判，我不喜歡這樣，我們這樣做
就像是對大法官卡瓦諾那樣，但他從頭到尾
都是清白的。」

不過根據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報導
，美方對整起事件已掌握部分證據。半島電
視台引述自匿名土耳其官員，指出土國官方
握有卡舒吉在沙國領事館遭殺害的音檔，而
且已將證據轉給美國及沙國當局。

報導也指出，土國警方掌握的音檔長達
11分鐘，經鑑定，檔案中除了卡舒吉的聲音

出現外，另有三名男性口音屬於沙烏地阿拉
伯人，不過並未指出是否還有其他人在場。
另外根據報導內容，當天上午11點30分左右
，領事館員工就被以下午有重要會議為由先
行支開。

土耳其警方15日在沙國駐伊斯坦堡領事
館內進行長達9小時的搜索行動，土國官員
稱儘管未發現 「決定性證據」 ，但仍有 「強
而有力」 的收穫，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
cep Tayyip Erdogan）則表示官員發現領事館
部分牆面已被重新粉刷，更找到有毒物質。

土國警方已把搜索目標轉向沙國駐伊斯
坦堡總領事奧泰比（Mohammad al-Otaibi）
的個人居所，根據當地媒體公布的畫面，在
卡舒吉走進領事館2小時後，一輛沙國公務
車駛離沙國領事館，並開進200公尺外總領
事奧泰比的個人住所。

外媒報導，土國警方原訂於15日一併搜
索奧泰比住家，不過當天稍早奧泰比已搭乘
飛機返回沙國，也讓搜索延宕至今，目前尚
不清楚奧泰比返國原因，不過土耳其警方相
信卡舒吉的遺體就是被藏在那裡。

記者失蹤指向他 川普強力護航：勿重演大法官性侵

（綜合報導）據美國之音（VOA）中文網17
日報導，白宮已宣布，將分別與英國、歐盟和日
本就貿易協議進行談判。由於先前簽署的《美墨
加貿易協定》（USMCA）中有針對中國大陸的所
謂 「毒丸條款」 ，今後美國與日歐磋商貿易協議
時， 「毒丸條款」 是否也會擺上談判桌，引發關
注。

美國貿易代表萊海澤說： 「我們將爭取儘早
完成談判，為美國工人、牧場主和公司帶來實際
利益。」 他還說，白宮希望 「解決貿易關稅及非
關稅壁壘，實現更公平、更平衡的貿易」 。

萊海澤依照法律要求，將白宮有意開始貿易
談判的三份函件分別遞交給國會。萊海澤在函件
中說，英國預計3月29日正式脫歐，此後只要英
國做好準備，與英國的談判將立即開始。

萊海澤說，美國和歐盟的經濟夥伴關係是世
界上最大、最複雜的關係。他提到美國對歐盟的
1510億美元貿易逆差。在有關與日本進行貿易談
判的函件中，萊海澤說，日本是美國出口產品的
重要市場，但實際貿易狀況往往不盡人意。他也
提到美國對日本的巨額貿易逆差。

來自俄勒岡州的參議院金融委員會資深民主
黨成員懷登表示，希望川普行政當局不要急於達
成不完整的協議。他說： 「行政當局必須全面解
決貿易壁壘的問題，包括利用這個機會在勞工權
利、環境保護以及數字貿易等方面制定高標準。
」 川普總統今年對歐盟出口到美國的鋼鋁產品加
徵關稅。他還威脅要對歐盟的汽車加徵關稅，因
為那些不公平的協議使美國處於劣勢。

先前，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談到剛簽署的《美
墨加貿易協定》（USMCA），將其中的32.10條
款形容為 「毒丸」 （poison pill）。該條款規定，
協議中的任何一成員國與 「非市場經濟國家」 達
成自由貿易協議，則其它成員國可以在六個月後
退出並建立其自己的雙邊貿易協定。由於大陸一
直未獲得國際社會承認其 「市場經濟國家」 地位
，這意味著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想和大陸達成自
貿協定，就要承擔與美國自貿協定破裂的風險。

羅斯稱，這一協定將進一步在與其他國家的
貿易協定中推廣。分析人士認為， 「毒丸條款」
成為美國在貿易戰對峙時祭出的重型武器，可能
在全球貿易格局中孤立大陸。大陸駐加拿大大使
館很快發表聲明，譴責USMCA中的 「非市場國
家」 條款，稱這是美國 「公然干涉別國主權的霸
權行徑」 。

「 『毒丸』 條款，是美國試圖削弱大陸在全
球貿易和產業供應鏈地位的重要一步。」 香港中
文大學助理教授胡榮向英國廣播公司（BBC）中
文網表示，加拿大和墨西哥為了能進入美國市場
，以及保持對美貿易關係，選擇放棄今後與包括

大陸在內的非市場經濟國家達成雙邊貿易協定的
權利。

這一條款很可能是加拿大和墨西哥不得已的
選擇。川普上台後推行多項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關稅的大棒也揮向加、墨等國。這無疑加劇了全
球貿易的不確定性，促使加、墨推進與美國以外
的國家建立雙邊關係。比如，加拿大從2016年開
始就與大陸進行自貿磋商，外界期待在杜魯道任
內兩國就能簽署自貿協議。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15日參加在多倫多舉行的
《財富》論壇時說： 「顯然，中國是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並且還在增長，仍將是開展業務和找尋機
會的重要地方。」 這是繼美加墨三國簽署新的貿
易協定後，加拿大首次表示將繼續加強對陸貿易
。

杜魯道還表示，美國正在經歷貿易保護主義
，他希望推動貿易多元化，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目前加拿大四分之三的出口都銷往美國。大陸是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第二大和第四大出口市場。

然而，BBC中文網指出，加拿大與大陸的自
貿磋商計劃可能被美國輕鬆阻斷。路透稱， 「毒
丸條款」 實際上賦予了華府對加拿大和墨西哥與
其他國家簽訂的自貿協定的否決權，以確保這些
自貿夥伴國是市場經濟體，且國家沒有在經濟中
占據主導地位，後者是川普政府對大陸發動關稅
戰的核心訴求。

加、墨 「不得已」 的原因在於，《美墨加貿
易協定》（USMCA）帶來的貿易額占兩國GDP
的40％-50％，只占美國的5％。這種不平衡使兩
國缺少對美談判的籌碼。

美國顯然將USMCA中加入 「毒丸」 條款作
為一個開始。路透援引羅斯稱，有了這一先例，
在其他貿易協定中加入此條款將變得更加容易。
人們會明白，這是達成協議的先決條件之一。

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胡榮指出，與川普政
府正在進行的貿易談判還有日本和歐盟，針對大
陸的 「毒丸條款」 很有可能也會擺上談判桌。不
排除為了保持對美國市場的進入和維持貿易關係
，日歐也會和美國達成類似協議，這樣自然會對
大陸在全球貿易和供應鏈中的地位造成削弱.

不過，BBC中文網報導說，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歐盟經濟體量遠勝於加、墨，與大陸的貿
易關係也極其密切，是否會如USMCA加入一樣
的條款還需觀察。

此外，如果日本、加拿大等國都被 「毒丸條
款」 箝制，那麼正在談判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CEP）將蒙上陰霾。該協定包含東
協十國，以及大陸、日本、澳大利亞等國，是亞
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協定。

美宣布與日歐英貿易談判 孤立大陸的 「毒丸條款」 可能再祭出

（綜合報導）韓聯社報導，美國駐韓大使哈里斯17日在出席由峨山政策研究院和伍德羅
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聯合主辦的專家座談會時表示，韓朝對話應與北韓無核化進程掛鉤，在
北韓問題上，韓美只有一致發聲，才能實現無核化與構建和平機制這一共同目標。

哈里斯表示，據他了解韓國總統文在寅和韓國政府將改善韓朝關係放在首要位置。若韓
美在北韓問題上一致發聲，堅信板門店、聖淘沙和平壤約定將成為現實。分析認為，該發言
反映出了美國朝野整體對韓朝關係發展速度。明顯快於北韓無核化進程的看法。

哈里斯還說，今年年初韓美領袖做出前所未有的勇敢決策，致力於改善與北韓的關係，
並力爭讓半島實現永久和平，從而最終實現完全可驗證的無核化。

哈里斯就第10份韓美防衛費分擔協定談判表示，川普總統重視韓美同盟，強調兩國政府
應合作制定一份公正的協定。他還表示，早日結束談判符合兩國國家利益，應通過堅實的韓
美同盟攜手解決北韓核問題。

美駐韓大使：韓美在北韓問題上應一致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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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正在歐洲訪問的韓國總統文在寅
表示，朝鮮已表明無核化態度，國際社會應對此
有所回應，去證明朝鮮選擇棄核是壹項正確之舉。

文在寅接受法國媒體書面采訪時如是說。韓
國總統府青瓦臺15日向媒體公開了采訪原文。

文在寅表示，自己與朝鮮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
正恩今年已舉行三次會晤，並進行廣泛對話，“我
相信朝鮮已經做出了放棄核武器的戰略決定。”他
說，金正恩公開宣布要建設壹個沒有核威脅的半
島，拆除豐溪裏核試驗場、關閉遠程導彈發動機試
驗場等，同時朝鮮確定要選擇發展經濟的新路線，
相信如今無核化已在朝鮮內部提上日程。

他說，現在輪到國際社會對朝鮮作出回應了；
國際社會需要去證明朝鮮的無核化選擇是正確之
舉，並引領朝鮮走向和平之路。

談及朝美合作，文在寅認為，朝鮮要嚴格落
實此前承諾的無核化措施，美方也應采取可信的
相應措施，以保障朝鮮的安全，進壹步改善朝美
關系。他說，如果能發表終戰宣言，這將成為朝鮮半島建立永
久和平機制的起點。

他說，美國可考慮適時向朝鮮提供人道主義援助，與朝進行
文化交流，可根據半島無核化進展討論開設朝美聯絡辦事處、放
寬對朝鮮制裁等。他稱，最終目標是實現半島完全無核化。

文在寅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將於15日舉行會談。文在寅表示，
韓國希望與法國開展合作推動半島和平進程。“建立半島和平
的過程剛剛開始，這並非易事。”他說。

韓朝有望月內重啟開城高麗王宮遺址挖掘項目
綜合報導 韓國文化財廳

（文物廳）表示，朝鮮今天向韓
方提議 22 日重新啟動滿月臺
高麗王宮遺址聯合挖掘工作，
文化財廳將與有關部門協調具
體事宜。

9月25日，朝方以挖掘人
員準備不足等為由推遲原定於9
月27日的韓朝聯合挖掘工作。
韓國文化財廳廳長鄭在淑月初訪
朝紀念《10·4宣言》發表11周
年時，向朝方提議重啟挖掘項目
。韓朝此次將挖掘王宮正殿會慶
殿西北的高臺。

韓朝2007年起7度挖掘位
於朝鮮開城市松嶽山南麓的高麗
王宮遺址，完成西部建築群3.3
萬平方米中1.9萬平方米的調查
，發現約40棟建築遺址、2處
大型臺階、2處高臺、金屬活字
等1.65萬多件文物。

韓朝舉行高級別會談
討論對接鐵路、公路

綜合報導 韓朝舉行高級別會談，商
定將於11月末或12月初舉行鐵路、公路
對接等項目開工儀式；並將舉行體育會
談，討論聯合申辦2032年夏季奧運會。

當天會談後，雙方發布聯合新聞稿
透露以上信息。

根據“聯合采訪團”提供的資料，
韓國時間當天上午10時，韓朝高級別
會談在板門店舉行。韓方代表團由韓國
統壹部長官趙明均擔任首席代表，朝方
代表團由朝鮮祖國和平統壹委員會委員
長李善權擔任團長。

趙明均發言稱，希望盡快就落實韓
朝首腦發布的《9月平壤共同宣言》的
具體措施達成壹致。李善權表示，如今
朝韓雙方舉行會談漸成常態，會談應是
實質性、有成果的。

當天會談後，韓朝發布聯合新聞稿
稱，計劃於11月末或12月初舉行鐵路、
公路對接和現代化項目開工儀式，將於

10月下旬和11月初分別對東、西海岸
鐵路進行實地考察。

9月韓朝首腦會晤中商定，將聯合
申辦2032年夏季奧運會。此次會談中，
韓朝決定於10月末舉行體育會談，對
此進行磋商，並討論共同參與2020年
東京奧運會等國際體育賽事。

韓朝雙方還決定，將於11月在金
剛山舉行紅十字會會談，討論啟動離散
家屬會面所維修等工作。此外，雙方還
商定將對朝鮮藝術團訪韓演出事宜進行
磋商，將於10月舉行山林領域、衛生
醫療領域等會談。

今年4月，韓國總統文在寅和朝鮮
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板門店會晤並發表
《板門店宣言》。9月，韓朝首腦在平
壤簽署《9月平壤共同宣言》，就早日
推動半島無核化進程、加強南北交流與
合作、努力把朝鮮半島建成永久和平地
帶等達成壹致。

第十四屆北京－東京論壇在東京舉行
綜合報導 由中國外文局（中國國

際出版集團）和日本言論NPO共同主辦
的第十四屆北京－東京論壇14日至15
日在東京舉行。

本屆論壇的主題為“深化互信與
合作，共擔亞洲及世界和平與發展責
任——思考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現實
意義”。來自中日兩國政治、經濟、
學術等領域的百余位嘉賓圍繞政治互
信、經貿合作、安全保障等重要議題深
入交換意見。

中宣部副部長、中國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主任徐麟在論壇開幕式的演講中指
出，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
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這兩個
“40周年”內涵豐富且相互關聯，為把
握當今的中日關系提供了很多彌足珍貴
的啟示。其中最重要的啟示是：和平、
友好、合作必須是中日關系發展始終要
牢牢把握的大方向。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開幕式的演

講中說，目前，包括經濟全球化在內的
現有國際秩序出現了動蕩。迄今為止，
日中等亞洲國家都在現有秩序下實現了
發展，維護和完善這壹秩序符合亞洲乃
至全世界的利益，日中兩國應攜手努力
肩負起這壹責任。

在論壇期間，兩國與會嘉賓通過熱
烈並務實的探討在政
治、經貿、媒體、安
全等多個領域形成合
作共識。中日兩國的
主辦方在閉幕當天共
同發表的《東京共識》
中指出，兩國應共同
維護區域和平繁榮穩
定發展，進壹步推動
雙 邊 及 多 邊 經 貿 合
作 ； 雙 方 還 應 繼 續
拓展民間交流，為促
進兩國關系持續改善
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北京－東京論壇創辦於2005年，
每年舉行壹次，在北京與東京輪流舉
辦。目前，這壹論壇已成為中日兩國
間層次較高、規模較大的官民互動交
流平臺，在促進兩國關系發展、增進
民眾相互理解與互信等方面發揮了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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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發掘抗戰史系列（二） ■■紀念館大廳紀念館大廳

■■““中央航校中央航校””徽徽章章

■■航校刊物航校刊物

■■高建法高建法

筧橋是浙江杭州的一個小鎮。令它聞名
於世的，則是當年培養了諸多空軍健

兒的那所“中央航空學校”，以及高志航等
人在抗戰中創下的筧橋“八一四空戰”大
捷。而今的中國民間，深受當年“空軍魂”
感動並持續傳承的人有很多，高建法和他的
紀念館就是其中的代表。

困難中創館力求分享歷史
1929年6月，國民政府在中央陸軍軍官

學校中設立航空班，1931年航空班遷往杭州
筧橋並在1932年9月擴編為“中央航空學
校”。這所軍校最為出名的校訓是“我們的
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
盡”。抗戰中的1937年8月14日，空軍第四
大隊大隊長高志航率領同袍在筧橋上空大勝
日本海軍航空隊，該日遂被定為“空軍
節”，“筧橋精神”也由此出名。

高建法說，自己是土生土長的杭州筧橋
人，從小聽有關筧橋空軍在抗戰中的故事，
而且後來飛機也每天在頭上飛過，這就如同
隔壁鄰居的事情，所以對空軍感覺特別親
切。工作之後，高建法喜歡上了收藏，一開
始也跟人學，任何物件都收，這其中就包括
相關抗戰紀念物品的收藏。藏品中有關抗戰
的物件非常之多，後來有朋友覺得“高建法
你筧橋人”，那就集中收跟空軍抗戰有關的
吧，也就比較專一也比較專業地收藏了。

藏品多了之後，高建法認為要跟人分
享，就專門租了房子做展覽，作為一種民間
的立場去呈現歷史。附近也有官方的展館，

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但普通民眾參觀多
有不便，於是他認為，自己的這個館就是對
文物的一種補充吧，也是地方特色。

建立紀念館的過程中，面臨的困難很
多。高建法透露，最大的困難來自兩方
面，一方面是在筧橋也好，在杭州也好，
甚至包括全中國範圍內，因為歷史的原
因，空軍抗戰的歷史物件實在是少之又
少，在特定的年代下，當事人甚至都不敢
收藏。另一方面的困難當然是資金的原
因。高建法直言，自己和妻子都是做點小
本生意的，而收藏則是個無底洞，部分有
價值的藏品也在少數專業的藏家手裡，當
一些收藏家知道某件藏品對高建法特別重
要且特別有價值時，價格又會飆升上去。
此外，高建法對這些藏品的功能定位是只
進不出，因為他要做專業的展館，所以不
可能賣出去，因而只有不斷買進來，沒有
了貨品流通，資金就更緊張了。

注重文獻整理再現滄桑歷程
展館雖然面臨諸多發展限制，但是仍舊

具有非常鮮明的特色和歷史呈現功能。高建
法告訴記者，目前整個展館的特色是展示中
國空軍從無到有的歷程。這其中，特別着重
表現的有兩段歷史：一段是位於筧橋的中央
航空學校發展史，另一段是中國空軍在抗戰
中悲壯前行的過程。因此，高建法也覺得，
他的展覽館比較有特色的還是一些文獻資
料，特別是抗戰前後出版的各種空軍雜誌和
出版物。他特別提及，今年初的電影《無問

西東》非常火，其中王力宏的原型就是航校
三期生沈崇誨，恰好此位烈士的資料在紀念
館相對比較齊，所以當時不少媒體都來訪問
過。

立足民間大眾傳遞歷史情懷
他以收藏的展品舉例說，抗戰前夕，就

已有不少航空類別的出版物，這說明當時的
中國對於航空事業，完全是有較為充分的認
識和準備，以此就可以部分還原中國空軍的
發展歷史，特別是空軍在抗戰中的歷史。

這個館就是民間的，說到底，就是高建
法個人辦起來的。他非常感念，在組建紀念
館的過程中受到了社會民間各界和朋友們的
幫助。高建法說，贈送人覺得將資料放在這
個館裡，能發揮重要作用。而來自台灣的白
中琪先生則向館裡贈送了一把當年空軍軍人
佩戴的鸚鵡劍，還有兩張日本出版的、反映
“八一四空戰”的報紙。高建法說，這些藏
品都是極其珍貴的。他坦言，現在這個紀念
館一直是虧本營運，但他覺得這個紀念館有
重要價值，而且是無可取代的，必須堅持下
去，傳遞歷史情懷的動力非常強烈。

冀未來有新館呈現獨特樣貌
高建法對記者表示，筧橋是歷史文化名

鎮，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不僅有中央航空學
校，還有中央飛機製造廠，這對中國的航空
事業，特別是對抗戰事業的貢獻非常巨大。
他希望能在筧橋鎮上有一個新的場館，那時
呈現歷史從內容到形式都會有一個提升。他

直呼，目前由於條件所限，不少藏品還展示
不出來，即便展出，也只是簡單地擺放而
已。目前筧橋老鎮正在改造中，他希望未來
能夠更多地傳遞和展示筧橋抗戰的歷史，因
為這是中國其他任何地方都無法取代的；到
那時，若果可以建有新的場館，就能方便更
多的人來參觀，特別是少年兒童和老年朋
友。這幾年也有海內外朋友和抗戰老兵的後
代到這個紀念館來，實際上也是一種尋根和
緬懷，這在高建法看來，也是他這個館存在
的價值之一。

作為抗戰時期空軍軍人的後代，吳緣
的父親畢業於中央航空學校。他告訴記
者，高建法這個紀念館最大的意義在於還
原歷史的真實性，告訴大眾在抗戰中保衛
中國領空的這批空軍健兒來自杭州筧橋。
他說，在抗戰中，空軍犧牲了近六百位機
師，平均年齡不到23歲，因此由民間出錢
出力來主辦一個呈現中國空軍歷史的紀念
館，意義非常重大。

“凌雲御風去，報國把志伸，遨遊崑崙上空，俯瞰太平洋濱， 看五嶽三江，雄關要塞，美麗的錦繡河山，輝

映着無敵機群。緬懷先烈莫辜負創業艱辛，發揚光大尤賴我空軍軍人！ 同志們努力努力，矢勇矢勤，國祚皇皇萬

世榮。”著名音樂家劉雪庵不僅創作了聞名中外的《長城謠》，也留下了這首在抗戰中激勵空軍軍人士氣的《空

軍軍歌》，成為劃時代的藝術符號，更成為了筧橋精神的代表。如今，中國空軍在抗戰中的歷史為愈來愈多人認

知和熟悉，這一切的背後與民間自主發掘抗戰史密切相關，這其中當然也包括這間由高建法獨立支撐的杭州筧橋

抗戰紀念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 受訪人供圖

■珍藏的檔案

美南版4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8年10月18日（星期四）

全球排第七降一位 WEF揭表現遜星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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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1

2
新加坡+1

3
德國+2

4
瑞士-3

5
日本+4

6
荷蘭-2

7
香港-1

8
英國+0

9
瑞典-2

10
丹麥+2

13
台灣+2

14
澳洲+7

15
韓國+11

28
中國內地-1

7
2013

7
2014

7
2015

9
2016

6
2017

7
2018

近年香港競爭力排名近年香港競爭力排名

香港各分項得分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2018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產品市場 得分79 排名2

金融體系 得分90 排名2

體 制 得分77 排名6

勞動市場 得分74 排名11

總體經濟穩定 得分100 排名1

健 康 得分100 排名1

基礎建設 得分94 排名2

資訊及通訊科技使用 得分88 排名2

商業活力 得分75 排名17

技 能 得分77 排名19

市場規模 得分71 排名26

創新能力 得分62 排名26

整體得分82 排名7

香港在2018年度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的整體
評分為82.3分，在全球140個經濟體中排名

第七。報告指香港的競爭力格局跟新加坡相似，
但創新及勞動力市場效率表現較差。12個分項當
中，香港在“基礎設施”、“資訊及通訊科技應
用”、“金融系統”及“產品市場”都高踞第二
位，但是在創新能力方面則表現最差，全球排名
僅第二十六，是香港面對的主要挑戰。

新加坡全球第二東亞第一
在東亞國家之中排名第一的新加坡，為全

球第二。報告指，新加坡是“區域創新之所”
（regional innovation house），但要成為全球創
新強國，仍需進一步改善其創新生態系統。

報告又說，新加坡、日本和香港這三大經
濟體擁有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強大的人力資
本、發達的金融系統及宏觀經濟穩定。

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強調，創新已成為所有
發達經濟體的當務之急，也是越來越多新興國家
的優先事項。

港人才難覓投資者紛遷移
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委員岑棓琛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不乏創新科技，
大學亦培育出不少相關人才，但由於香港一直欠
缺由零發展至成功的案例，令投資者欠缺信心投
資，近九成的創新項目投資者現時均只投資外國
項目，指情況並出現惡性循環，人才因未能在香

港覓得投資者而要轉到其他地方發展。
岑棓琛認為，內地資金原本是香港創科界

的理想夥伴，但由於創新項目是高風險投資，
內地公司會受外匯管制影響，投資申請較難獲
批，即使獲批亦需要一段較長時間。

他建議政府向中央爭取放寬內地資金投資
香港初創企業安排，建議可以設立“綠色通
道”，讓內地資金投資香港初創企業，相信做
法會對香港發展創新有很大幫助。

業界籲教育着手鼓勵創新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創會會長洪文正則表

示，香港近二三十年一直未能做到創新，認為香
港已較鄰近的大灣區城市大幅落後。他表示政府
雖然有就撥款推動創新科技，但一直未見成效，
批評政府官員的思維守舊，稱世界各地近年都發
展共享經濟，但香港卻未有相關政策。

改善創新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洪文正認
為政府必須從教育着手。他指香港的小朋友不乏
創意，但升讀中學後就開始面對較多限制，批評
香港的教育制度過於側重考試及分數，令年輕人
未能發揮創意。

洪文正又指，教育局近年積極推動STEM教
育雖然是正確方向，但指STEM教育現時涉及科
學、通識及數學科，惟各學科之間欠緊密聯繫，
建議教育局成立專責部門推動STEM教育。他又
指外國學校會聘請退休工程師等協助推動STEM
教育，建議香港亦可以參考有關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世界經濟論壇（WEF）公佈2018年度的全球競爭

力報告。美國相隔10年後，首次擊敗瑞士重上第一位；香港則較去年跌一位，排

名全球第七，在亞太區則排名第三，僅次於新加坡及日本。報告指香港在創新及勞

動市場效率表現遜於新加坡，其中創新能力全球排名僅第二十六位，拉低整體分

數，創新能力是香港未來的主要挑戰。有資訊科技界人士指香港有能力培育創科人

才，但社會欠缺讓行業持續發展的環境，令人才外流，亦有人批評香港的教育制度

不鼓勵創新，只側重於考試，建議教育局可以加強STEM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世界經濟論壇（WEF）今年報告
採用新評分標準，分別為“有利
環境”、“人力資本”、“市
場”及“創新生態”四大範疇，
並可再分為12個分項和98個指
標。美國在140個國家和地區當中
獨佔鰲頭，是自2008年金融海嘯
後重返榜首，新加坡排名第二，
德國、瑞士、日本及荷蘭分別排
名第三至第六位，中國內地及台
灣地區分別排第二十八位及第十
三位。

報告指，美國在7個分項中位
列三甲，“商業活力”、“勞動
市場”和“金融體系”均排名全
球第一，“市場規模”方面更是
近乎滿分，只稍遜於中國內地。
這些因素為美國帶來充滿活力創
新生態，令美國成為僅次於德國
的“超級創新國”(super innova-
tors)。而美國表現最差是“健康”
一環，全球排名第四十七。

創新成各經濟體當務之急
報告指，創新已成為所有發

達經濟體的當務之急，也是越來
越多新興國家的優先事項，但絕
大多數國家仍受困於如何將創新
變成推動增長的引擎。結果顯
示，世界上只有少數創新強國，
包括美國、德國和瑞士。報告又
指出，在12個分項中，以“創新
能力”普遍表現較差，只有德
國、美國、瑞士和台灣地區得分
達到80以上。

創新力超強 美星德三甲
第
一
位

第
一
位
美
國
美
國

第二位第二位新加坡新加坡

第三位第三位德國德國

■■ 世界經濟世界經濟論壇論壇（（WEFWEF））1717日公日公佈佈““20201818年全球年全球
競爭力報告競爭力報告””，，香港排名下跌一位至全球第七香港排名下跌一位至全球第七。。

中科院夥港校 科研成果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科院副院長張濤17日會見香港傳媒高
層訪京團，雙方就兩地科技創新合作進行交
流。中科院透露，應香港特區政府的邀請，
為積極響應國家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
創新中心建設的決策部署，中科院將在港設
立院屬機構，促進內地與香港科技創新與合
作。目前，中科院已與香港的6所主要大學展

開合作，共同構建了相互支持、統籌協作、
共享資源的科研環境，取得一批科研成果，
為充分發揮兩地優勢、佔據學科前沿提供良
好的基礎和保障。

中科院國際合作局副局長李寅介紹說，
自香港回歸以來，中科院與香港的6所主要大
學的合作，從科學家之間的交流，擴展為團
隊合作，先後組建了一批聯合實驗室。經過
每5年一次評估，目前運行中的聯合實驗室共
有22個。

據介紹，2013年以來，中科院與香港聯
合實驗室合作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拓展，成
果產出加快。聯合實驗室機制啟動以來至
2013年的十餘年間，雙方共累計開展合作研
究項目168項，聯合申請項目總經費超過3.7
億元港元，下同)，合作發表SCI等論文917篇
以上。而在2013年至2017年這5年間，聯合

實驗室雙方共同承擔項目已達172項，共爭取
到項目經費合計約6.97億元，雙方共聯合發
表論文905篇。

年計上億人幣產值
在推動相關科技成果產業化方面，中科

院與香港的合作取得較大進展。中科院深圳
先進技術研究院與香港中文大學2013年共建
的“先進電子封裝材料聯合實驗室”，去年
孵化出兩個量產材料公司，每年預計帶來上
億元人民幣的產值。

為進一步加強中科院與香港的實質性合
作，該院在今年組織實施了聯合實驗室第五
次評估。本次共有30個聯合實驗室參評，包
括21個已有聯合實驗室和9個新參評聯合實
驗室。

評估引入內地和香港專家聯合評議機

制，採取自評與專家評議相結合的方式進
行。共評出優秀類聯合實驗室4個，良好類聯
合實驗室8個，合格類聯合實驗室5個，新增
聯合實驗室5個，中科院與香港地區聯合實驗
室總數仍是22個。

中科院將對此次評估為優秀類和良好類
聯合實驗室給予連續五年的穩定經費支持。

此外，為促進聯合實驗室開展長期互利
實質性合作，中科院與香港裘槎基金會於
2004年共同發起設立了“中國科學院與香港
裘槎基金聯合實驗室資助計劃”，該項目資
助計劃每兩年執行一次。

截至2018年，共有35個聯合申請項目獲
得資助，裘槎基金累計資助金額3,170萬元，
這為推動中科院與香港地區聯合實驗室建設
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有效促進內地與香港
高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中科院將在港設立院屬機構。圖為2013年
12月中科院院長白春禮訪問香港中文大學並
視察聯合實驗室。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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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發掘抗戰史系列（二） ■■紀念館大廳紀念館大廳

■■““中央航校中央航校””徽徽章章

■■航校刊物航校刊物

■■高建法高建法

筧橋是浙江杭州的一個小鎮。令它聞名
於世的，則是當年培養了諸多空軍健

兒的那所“中央航空學校”，以及高志航等
人在抗戰中創下的筧橋“八一四空戰”大
捷。而今的中國民間，深受當年“空軍魂”
感動並持續傳承的人有很多，高建法和他的
紀念館就是其中的代表。

困難中創館力求分享歷史
1929年6月，國民政府在中央陸軍軍官

學校中設立航空班，1931年航空班遷往杭州
筧橋並在1932年9月擴編為“中央航空學
校”。這所軍校最為出名的校訓是“我們的
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
盡”。抗戰中的1937年8月14日，空軍第四
大隊大隊長高志航率領同袍在筧橋上空大勝
日本海軍航空隊，該日遂被定為“空軍
節”，“筧橋精神”也由此出名。

高建法說，自己是土生土長的杭州筧橋
人，從小聽有關筧橋空軍在抗戰中的故事，
而且後來飛機也每天在頭上飛過，這就如同
隔壁鄰居的事情，所以對空軍感覺特別親
切。工作之後，高建法喜歡上了收藏，一開
始也跟人學，任何物件都收，這其中就包括
相關抗戰紀念物品的收藏。藏品中有關抗戰
的物件非常之多，後來有朋友覺得“高建法
你筧橋人”，那就集中收跟空軍抗戰有關的
吧，也就比較專一也比較專業地收藏了。

藏品多了之後，高建法認為要跟人分
享，就專門租了房子做展覽，作為一種民間
的立場去呈現歷史。附近也有官方的展館，

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但普通民眾參觀多
有不便，於是他認為，自己的這個館就是對
文物的一種補充吧，也是地方特色。

建立紀念館的過程中，面臨的困難很
多。高建法透露，最大的困難來自兩方
面，一方面是在筧橋也好，在杭州也好，
甚至包括全中國範圍內，因為歷史的原
因，空軍抗戰的歷史物件實在是少之又
少，在特定的年代下，當事人甚至都不敢
收藏。另一方面的困難當然是資金的原
因。高建法直言，自己和妻子都是做點小
本生意的，而收藏則是個無底洞，部分有
價值的藏品也在少數專業的藏家手裡，當
一些收藏家知道某件藏品對高建法特別重
要且特別有價值時，價格又會飆升上去。
此外，高建法對這些藏品的功能定位是只
進不出，因為他要做專業的展館，所以不
可能賣出去，因而只有不斷買進來，沒有
了貨品流通，資金就更緊張了。

注重文獻整理再現滄桑歷程
展館雖然面臨諸多發展限制，但是仍舊

具有非常鮮明的特色和歷史呈現功能。高建
法告訴記者，目前整個展館的特色是展示中
國空軍從無到有的歷程。這其中，特別着重
表現的有兩段歷史：一段是位於筧橋的中央
航空學校發展史，另一段是中國空軍在抗戰
中悲壯前行的過程。因此，高建法也覺得，
他的展覽館比較有特色的還是一些文獻資
料，特別是抗戰前後出版的各種空軍雜誌和
出版物。他特別提及，今年初的電影《無問

西東》非常火，其中王力宏的原型就是航校
三期生沈崇誨，恰好此位烈士的資料在紀念
館相對比較齊，所以當時不少媒體都來訪問
過。

立足民間大眾傳遞歷史情懷
他以收藏的展品舉例說，抗戰前夕，就

已有不少航空類別的出版物，這說明當時的
中國對於航空事業，完全是有較為充分的認
識和準備，以此就可以部分還原中國空軍的
發展歷史，特別是空軍在抗戰中的歷史。

這個館就是民間的，說到底，就是高建
法個人辦起來的。他非常感念，在組建紀念
館的過程中受到了社會民間各界和朋友們的
幫助。高建法說，贈送人覺得將資料放在這
個館裡，能發揮重要作用。而來自台灣的白
中琪先生則向館裡贈送了一把當年空軍軍人
佩戴的鸚鵡劍，還有兩張日本出版的、反映
“八一四空戰”的報紙。高建法說，這些藏
品都是極其珍貴的。他坦言，現在這個紀念
館一直是虧本營運，但他覺得這個紀念館有
重要價值，而且是無可取代的，必須堅持下
去，傳遞歷史情懷的動力非常強烈。

冀未來有新館呈現獨特樣貌
高建法對記者表示，筧橋是歷史文化名

鎮，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不僅有中央航空學
校，還有中央飛機製造廠，這對中國的航空
事業，特別是對抗戰事業的貢獻非常巨大。
他希望能在筧橋鎮上有一個新的場館，那時
呈現歷史從內容到形式都會有一個提升。他

直呼，目前由於條件所限，不少藏品還展示
不出來，即便展出，也只是簡單地擺放而
已。目前筧橋老鎮正在改造中，他希望未來
能夠更多地傳遞和展示筧橋抗戰的歷史，因
為這是中國其他任何地方都無法取代的；到
那時，若果可以建有新的場館，就能方便更
多的人來參觀，特別是少年兒童和老年朋
友。這幾年也有海內外朋友和抗戰老兵的後
代到這個紀念館來，實際上也是一種尋根和
緬懷，這在高建法看來，也是他這個館存在
的價值之一。

作為抗戰時期空軍軍人的後代，吳緣
的父親畢業於中央航空學校。他告訴記
者，高建法這個紀念館最大的意義在於還
原歷史的真實性，告訴大眾在抗戰中保衛
中國領空的這批空軍健兒來自杭州筧橋。
他說，在抗戰中，空軍犧牲了近六百位機
師，平均年齡不到23歲，因此由民間出錢
出力來主辦一個呈現中國空軍歷史的紀念
館，意義非常重大。

“凌雲御風去，報國把志伸，遨遊崑崙上空，俯瞰太平洋濱， 看五嶽三江，雄關要塞，美麗的錦繡河山，輝

映着無敵機群。緬懷先烈莫辜負創業艱辛，發揚光大尤賴我空軍軍人！ 同志們努力努力，矢勇矢勤，國祚皇皇萬

世榮。”著名音樂家劉雪庵不僅創作了聞名中外的《長城謠》，也留下了這首在抗戰中激勵空軍軍人士氣的《空

軍軍歌》，成為劃時代的藝術符號，更成為了筧橋精神的代表。如今，中國空軍在抗戰中的歷史為愈來愈多人認

知和熟悉，這一切的背後與民間自主發掘抗戰史密切相關，這其中當然也包括這間由高建法獨立支撐的杭州筧橋

抗戰紀念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 受訪人供圖

■珍藏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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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下台階風險
加劇之際，李克強當地時
間 16 日在荷蘭海牙中國－

荷蘭經貿論壇講話時，告訴中國和荷蘭的企
業家們，中荷關係、尤其是兩國的務實合
作，邁上了新的大台階。北京觀察家認為，
李克強在海牙的講話不只是針對荷蘭，更是
向整個歐洲喊話，希望中國與歐洲的合作再
邁上新的台階。

以往與中國展開經濟合作的歐洲國家
中，中東歐國家更趨積極。隨着美國政府不
斷破壞自由貿易規則，西歐各國不得不重新
考慮與中國加強合作。荷蘭首相呂特在與李
克強會面時表示，荷蘭以貿易立國，願同中
方一道，堅定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主
義、公平公正的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

歐盟在近日發佈的《連接歐洲和亞洲—
對歐盟戰略的設想》中，也強調未來要與亞
洲打造交通、能源、數字及人際交流網，建
立歐亞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在布魯塞爾舉行
的亞歐首腦會議，將主題定為“歐洲和亞
洲：全球夥伴應對全球挑戰”。無論是中國
還是歐洲各國，都希望強化亞歐兩大洲之間
的經濟聯繫，以此擺脫對美國經濟的過度依
賴。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克強和呂特共同出
席的荷蘭高新技術展和企業家圓桌會上，8位
荷蘭大型跨國企業負責人向李克強展示了各
自企業的高新技術成果。隨後，李克強還與
呂特一起見證了兩國企業多項合作協議簽
署，總金額接近100億美元。中國與荷蘭在高
新技術領域的合作料將有重大進展。

同時，李克強也表示中國政府會繼續擴
大開放和保護知識產權，“這也是中國自身
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 ■中通社

中歐加強合作
擺脫對美依賴
�1?

中比加快中歐投資協定談判
李克強晤米歇爾 共同見證核能航空等合作文件簽署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新社報道，當地時間

10月 17日上午，正在

比利時進行工作訪問的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布魯塞爾埃格蒙宮同

比利時首相米歇爾舉行

會談，並共同會見記

者。李克強和米歇爾都表示，中比要共同努力促進

歐中關係發展，盡快簽訂中歐投資協定（BIT），促

進雙方企業互利共贏。雙方在維護多邊主義和以規

則為基礎的全球治理等方面也有高度共識，要攜手

維護世界安全穩定與發展。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英國《金融時報》及彭博報
道，荷蘭電池公司Lithium Werks將投資16億歐元在
中國興建鋰離子電池工廠，該交易是在李克強訪問荷
蘭期間簽署的。

由Booking.com前首席執行官基斯．庫倫（Kees
Koolen）今年創立的Lithium Werks指出，這家佔地
60公頃的工廠每年將生產電池8吉瓦時，足夠為數十
萬輛汽車提供動力。

顯中國努力開放電池市場
該協議是中國努力向外國投資開放國內電池市

場的最新跡象。“將這一行業打造成一個大型產業
是國家戰略。” 庫倫說，“歐洲和歐洲以外的很多
公司都需要電池。”

Lithium Werks將與國有的浙江嘉善經濟技術開發
區實業有限公司（Zhejiang Jiasha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Industry Corp）合
作，在長三角地區建設這家工廠，並通過向投資者出
售其高達30%的股份為這家工廠融資，剩餘資金將通
過項目融資方式向中資銀行籌集。

庫倫雄心勃勃的計劃是在全球建設10家電池工
廠，其目標是生產供叉車、船舶、貨車和可再生能源
儲存使用的工業用電池，並透露公司的目標是到2020
年時營收達到10億美元。

荷企擬擲16億歐元在華建鋰電池廠

李克強車隊抵達時，米歇爾首相在下車處迎
接。禮兵在紅地毯兩側列隊歡迎，軍號手

吹號致敬。

中方願進口更多比方優質產品
李克強表示，當前中比關係繼續保持良好發

展勢頭。雙方各領域合作穩步推進，人文交流密
切。我們願同比方一道，加強各層級交往。歡迎
比方企業到華投資，中方將對所有外國企業和中
國企業一視同仁，創造良好營商環境。我們願進
口更多滿足中國市場需求的比方優質農產品，也
希望比方為中比經貿合作提供更多便利條件。雙
方可在推動兩國科技、創新合作方面邁出更大步
伐，在遵守國際法和國際義務的基礎上，拓展核
能等領域合作。以共建“一帶一路”為契機，深
化基礎設施、數字經濟務實合作，積極開展第三
方市場合作。

李克強指出，當前形勢下，中歐作為世界兩
大重要經濟體，應共同努力，分步驟、分階段盡

快推進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取得積極進展，對外釋
放中歐支持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維護多邊貿
易體制的積極信號。

比方支持企業赴華投資
米歇爾表示，近年來，比中關係持續健康向

前發展，雙方合作對促進歐中關係和亞歐合作都
具有積極意義。比方願將歐盟互聯互通戰略同中
方“一帶一路”倡議對接，支持比方企業赴華投
資，加強雙方在經貿、農業、科技、核能、航空
等領域合作，開拓在非洲、亞洲第三方市場合
作，實現互利多贏。比方支持有效的多邊主義和
自由貿易，願同中方加強在聯合國等多邊機構溝
通協調。會談後，李克強同米歇爾共同見證了兩
國核能、第三方市場、文化、物流、航空等領域
多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雙方將續推動亞歐互聯互通
隨後，李克強在布魯塞爾埃格蒙宮與米歇爾

共同會見記者。李克強表示，雙方一致同意繼續
發揮互補優勢，深挖合作潛力，促進各領域務實
合作實現更大發展。雙方要進一步擴大雙向開
放，提升雙邊貿易和投資水平，深化核能、航空
航天等領域合作，加強創新合作。

李克強強調，雙方將繼續共同致力於中歐關
係健康穩定發展，推動亞歐大陸互聯互通，加快
中歐投資協定談判進程。中比都願在聯合國等多
邊框架內加強溝通協調，維護多邊主義和基於規
則的國際秩序，維護自由貿易體制和開放型世界
經濟，為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作出貢獻。

米歇爾表示，比中關係與合作至關重要。雙
方要挖掘在經貿、投資、農業、能源、航空、基
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等廣泛領域合作潛力。共
同努力促進歐中關係發展，盡快簽訂歐中投資協
定，促進雙方企業互利共贏。雙方在維護多邊主
義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治理等方面有高度共
識，要攜手維護世界安全穩定與發展。

王毅、何立峰出席活動。

■■李克強同米歇爾共同見證了多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李克強同米歇爾共同見證了多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法新社法新社

■■李克強和米歇爾會晤後共同見記李克強和米歇爾會晤後共同見記
者時均表示者時均表示，，中比要共同努力促進中比要共同努力促進
中歐關係發展中歐關係發展。。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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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發掘抗戰史系列（二） ■■紀念館大廳紀念館大廳

■■““中央航校中央航校””徽徽章章

■■航校刊物航校刊物

■■高建法高建法

筧橋是浙江杭州的一個小鎮。令它聞名
於世的，則是當年培養了諸多空軍健

兒的那所“中央航空學校”，以及高志航等
人在抗戰中創下的筧橋“八一四空戰”大
捷。而今的中國民間，深受當年“空軍魂”
感動並持續傳承的人有很多，高建法和他的
紀念館就是其中的代表。

困難中創館力求分享歷史
1929年6月，國民政府在中央陸軍軍官

學校中設立航空班，1931年航空班遷往杭州
筧橋並在1932年9月擴編為“中央航空學
校”。這所軍校最為出名的校訓是“我們的
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
盡”。抗戰中的1937年8月14日，空軍第四
大隊大隊長高志航率領同袍在筧橋上空大勝
日本海軍航空隊，該日遂被定為“空軍
節”，“筧橋精神”也由此出名。

高建法說，自己是土生土長的杭州筧橋
人，從小聽有關筧橋空軍在抗戰中的故事，
而且後來飛機也每天在頭上飛過，這就如同
隔壁鄰居的事情，所以對空軍感覺特別親
切。工作之後，高建法喜歡上了收藏，一開
始也跟人學，任何物件都收，這其中就包括
相關抗戰紀念物品的收藏。藏品中有關抗戰
的物件非常之多，後來有朋友覺得“高建法
你筧橋人”，那就集中收跟空軍抗戰有關的
吧，也就比較專一也比較專業地收藏了。

藏品多了之後，高建法認為要跟人分
享，就專門租了房子做展覽，作為一種民間
的立場去呈現歷史。附近也有官方的展館，

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但普通民眾參觀多
有不便，於是他認為，自己的這個館就是對
文物的一種補充吧，也是地方特色。

建立紀念館的過程中，面臨的困難很
多。高建法透露，最大的困難來自兩方
面，一方面是在筧橋也好，在杭州也好，
甚至包括全中國範圍內，因為歷史的原
因，空軍抗戰的歷史物件實在是少之又
少，在特定的年代下，當事人甚至都不敢
收藏。另一方面的困難當然是資金的原
因。高建法直言，自己和妻子都是做點小
本生意的，而收藏則是個無底洞，部分有
價值的藏品也在少數專業的藏家手裡，當
一些收藏家知道某件藏品對高建法特別重
要且特別有價值時，價格又會飆升上去。
此外，高建法對這些藏品的功能定位是只
進不出，因為他要做專業的展館，所以不
可能賣出去，因而只有不斷買進來，沒有
了貨品流通，資金就更緊張了。

注重文獻整理再現滄桑歷程
展館雖然面臨諸多發展限制，但是仍舊

具有非常鮮明的特色和歷史呈現功能。高建
法告訴記者，目前整個展館的特色是展示中
國空軍從無到有的歷程。這其中，特別着重
表現的有兩段歷史：一段是位於筧橋的中央
航空學校發展史，另一段是中國空軍在抗戰
中悲壯前行的過程。因此，高建法也覺得，
他的展覽館比較有特色的還是一些文獻資
料，特別是抗戰前後出版的各種空軍雜誌和
出版物。他特別提及，今年初的電影《無問

西東》非常火，其中王力宏的原型就是航校
三期生沈崇誨，恰好此位烈士的資料在紀念
館相對比較齊，所以當時不少媒體都來訪問
過。

立足民間大眾傳遞歷史情懷
他以收藏的展品舉例說，抗戰前夕，就

已有不少航空類別的出版物，這說明當時的
中國對於航空事業，完全是有較為充分的認
識和準備，以此就可以部分還原中國空軍的
發展歷史，特別是空軍在抗戰中的歷史。

這個館就是民間的，說到底，就是高建
法個人辦起來的。他非常感念，在組建紀念
館的過程中受到了社會民間各界和朋友們的
幫助。高建法說，贈送人覺得將資料放在這
個館裡，能發揮重要作用。而來自台灣的白
中琪先生則向館裡贈送了一把當年空軍軍人
佩戴的鸚鵡劍，還有兩張日本出版的、反映
“八一四空戰”的報紙。高建法說，這些藏
品都是極其珍貴的。他坦言，現在這個紀念
館一直是虧本營運，但他覺得這個紀念館有
重要價值，而且是無可取代的，必須堅持下
去，傳遞歷史情懷的動力非常強烈。

冀未來有新館呈現獨特樣貌
高建法對記者表示，筧橋是歷史文化名

鎮，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不僅有中央航空學
校，還有中央飛機製造廠，這對中國的航空
事業，特別是對抗戰事業的貢獻非常巨大。
他希望能在筧橋鎮上有一個新的場館，那時
呈現歷史從內容到形式都會有一個提升。他

直呼，目前由於條件所限，不少藏品還展示
不出來，即便展出，也只是簡單地擺放而
已。目前筧橋老鎮正在改造中，他希望未來
能夠更多地傳遞和展示筧橋抗戰的歷史，因
為這是中國其他任何地方都無法取代的；到
那時，若果可以建有新的場館，就能方便更
多的人來參觀，特別是少年兒童和老年朋
友。這幾年也有海內外朋友和抗戰老兵的後
代到這個紀念館來，實際上也是一種尋根和
緬懷，這在高建法看來，也是他這個館存在
的價值之一。

作為抗戰時期空軍軍人的後代，吳緣
的父親畢業於中央航空學校。他告訴記
者，高建法這個紀念館最大的意義在於還
原歷史的真實性，告訴大眾在抗戰中保衛
中國領空的這批空軍健兒來自杭州筧橋。
他說，在抗戰中，空軍犧牲了近六百位機
師，平均年齡不到23歲，因此由民間出錢
出力來主辦一個呈現中國空軍歷史的紀念
館，意義非常重大。

“凌雲御風去，報國把志伸，遨遊崑崙上空，俯瞰太平洋濱， 看五嶽三江，雄關要塞，美麗的錦繡河山，輝

映着無敵機群。緬懷先烈莫辜負創業艱辛，發揚光大尤賴我空軍軍人！ 同志們努力努力，矢勇矢勤，國祚皇皇萬

世榮。”著名音樂家劉雪庵不僅創作了聞名中外的《長城謠》，也留下了這首在抗戰中激勵空軍軍人士氣的《空

軍軍歌》，成為劃時代的藝術符號，更成為了筧橋精神的代表。如今，中國空軍在抗戰中的歷史為愈來愈多人認

知和熟悉，這一切的背後與民間自主發掘抗戰史密切相關，這其中當然也包括這間由高建法獨立支撐的杭州筧橋

抗戰紀念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 受訪人供圖

■珍藏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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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航校中央航校””徽徽章章

■■航校刊物航校刊物

■■高建法高建法

筧橋是浙江杭州的一個小鎮。令它聞名
於世的，則是當年培養了諸多空軍健

兒的那所“中央航空學校”，以及高志航等
人在抗戰中創下的筧橋“八一四空戰”大
捷。而今的中國民間，深受當年“空軍魂”
感動並持續傳承的人有很多，高建法和他的
紀念館就是其中的代表。

困難中創館力求分享歷史
1929年6月，國民政府在中央陸軍軍官

學校中設立航空班，1931年航空班遷往杭州
筧橋並在1932年9月擴編為“中央航空學
校”。這所軍校最為出名的校訓是“我們的
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
盡”。抗戰中的1937年8月14日，空軍第四
大隊大隊長高志航率領同袍在筧橋上空大勝
日本海軍航空隊，該日遂被定為“空軍
節”，“筧橋精神”也由此出名。

高建法說，自己是土生土長的杭州筧橋
人，從小聽有關筧橋空軍在抗戰中的故事，
而且後來飛機也每天在頭上飛過，這就如同
隔壁鄰居的事情，所以對空軍感覺特別親
切。工作之後，高建法喜歡上了收藏，一開
始也跟人學，任何物件都收，這其中就包括
相關抗戰紀念物品的收藏。藏品中有關抗戰
的物件非常之多，後來有朋友覺得“高建法
你筧橋人”，那就集中收跟空軍抗戰有關的
吧，也就比較專一也比較專業地收藏了。

藏品多了之後，高建法認為要跟人分
享，就專門租了房子做展覽，作為一種民間
的立場去呈現歷史。附近也有官方的展館，

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但普通民眾參觀多
有不便，於是他認為，自己的這個館就是對
文物的一種補充吧，也是地方特色。

建立紀念館的過程中，面臨的困難很
多。高建法透露，最大的困難來自兩方
面，一方面是在筧橋也好，在杭州也好，
甚至包括全中國範圍內，因為歷史的原
因，空軍抗戰的歷史物件實在是少之又
少，在特定的年代下，當事人甚至都不敢
收藏。另一方面的困難當然是資金的原
因。高建法直言，自己和妻子都是做點小
本生意的，而收藏則是個無底洞，部分有
價值的藏品也在少數專業的藏家手裡，當
一些收藏家知道某件藏品對高建法特別重
要且特別有價值時，價格又會飆升上去。
此外，高建法對這些藏品的功能定位是只
進不出，因為他要做專業的展館，所以不
可能賣出去，因而只有不斷買進來，沒有
了貨品流通，資金就更緊張了。

注重文獻整理再現滄桑歷程
展館雖然面臨諸多發展限制，但是仍舊

具有非常鮮明的特色和歷史呈現功能。高建
法告訴記者，目前整個展館的特色是展示中
國空軍從無到有的歷程。這其中，特別着重
表現的有兩段歷史：一段是位於筧橋的中央
航空學校發展史，另一段是中國空軍在抗戰
中悲壯前行的過程。因此，高建法也覺得，
他的展覽館比較有特色的還是一些文獻資
料，特別是抗戰前後出版的各種空軍雜誌和
出版物。他特別提及，今年初的電影《無問

西東》非常火，其中王力宏的原型就是航校
三期生沈崇誨，恰好此位烈士的資料在紀念
館相對比較齊，所以當時不少媒體都來訪問
過。

立足民間大眾傳遞歷史情懷
他以收藏的展品舉例說，抗戰前夕，就

已有不少航空類別的出版物，這說明當時的
中國對於航空事業，完全是有較為充分的認
識和準備，以此就可以部分還原中國空軍的
發展歷史，特別是空軍在抗戰中的歷史。

這個館就是民間的，說到底，就是高建
法個人辦起來的。他非常感念，在組建紀念
館的過程中受到了社會民間各界和朋友們的
幫助。高建法說，贈送人覺得將資料放在這
個館裡，能發揮重要作用。而來自台灣的白
中琪先生則向館裡贈送了一把當年空軍軍人
佩戴的鸚鵡劍，還有兩張日本出版的、反映
“八一四空戰”的報紙。高建法說，這些藏
品都是極其珍貴的。他坦言，現在這個紀念
館一直是虧本營運，但他覺得這個紀念館有
重要價值，而且是無可取代的，必須堅持下
去，傳遞歷史情懷的動力非常強烈。

冀未來有新館呈現獨特樣貌
高建法對記者表示，筧橋是歷史文化名

鎮，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不僅有中央航空學
校，還有中央飛機製造廠，這對中國的航空
事業，特別是對抗戰事業的貢獻非常巨大。
他希望能在筧橋鎮上有一個新的場館，那時
呈現歷史從內容到形式都會有一個提升。他

直呼，目前由於條件所限，不少藏品還展示
不出來，即便展出，也只是簡單地擺放而
已。目前筧橋老鎮正在改造中，他希望未來
能夠更多地傳遞和展示筧橋抗戰的歷史，因
為這是中國其他任何地方都無法取代的；到
那時，若果可以建有新的場館，就能方便更
多的人來參觀，特別是少年兒童和老年朋
友。這幾年也有海內外朋友和抗戰老兵的後
代到這個紀念館來，實際上也是一種尋根和
緬懷，這在高建法看來，也是他這個館存在
的價值之一。

作為抗戰時期空軍軍人的後代，吳緣
的父親畢業於中央航空學校。他告訴記
者，高建法這個紀念館最大的意義在於還
原歷史的真實性，告訴大眾在抗戰中保衛
中國領空的這批空軍健兒來自杭州筧橋。
他說，在抗戰中，空軍犧牲了近六百位機
師，平均年齡不到23歲，因此由民間出錢
出力來主辦一個呈現中國空軍歷史的紀念
館，意義非常重大。

“凌雲御風去，報國把志伸，遨遊崑崙上空，俯瞰太平洋濱， 看五嶽三江，雄關要塞，美麗的錦繡河山，輝

映着無敵機群。緬懷先烈莫辜負創業艱辛，發揚光大尤賴我空軍軍人！ 同志們努力努力，矢勇矢勤，國祚皇皇萬

世榮。”著名音樂家劉雪庵不僅創作了聞名中外的《長城謠》，也留下了這首在抗戰中激勵空軍軍人士氣的《空

軍軍歌》，成為劃時代的藝術符號，更成為了筧橋精神的代表。如今，中國空軍在抗戰中的歷史為愈來愈多人認

知和熟悉，這一切的背後與民間自主發掘抗戰史密切相關，這其中當然也包括這間由高建法獨立支撐的杭州筧橋

抗戰紀念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 受訪人供圖

■珍藏的檔案

美南版3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8年10月18日（星期四）

IP（知識產權）近年成為內地火紅的產業之一，當一個IP成為“爆款”，版權費動輒以千萬元人民幣計，

是故除了吸引不少科技巨擘如騰訊及阿里巴巴積極開發及搶奪IP之外，亦有不少公司紛紛轉型至發展IP類的泛

娛樂產業。承興國際控股去年10月就以1,150萬美元，收購曾創立多個膾炙人口的超級英雄角色如蜘蛛俠、鐵

甲奇俠、復仇者等，有“Marvel之父”之稱的Stan Lee創立的“POW！娛樂

公司”，公司去年IP相關業務的收入逾5億港元，當中IP授權收入激增四

成，未來亦銳意成為“東方Marvel”。*1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承興國際投資者關係副總裁周小稞接受香港
文匯報專訪時指出，雖然公司目前主要收

入來自移動設備分銷，去年收入約24億港元，
但以毛利率而言，IP授權及IP衍生品銷售則較
高，前者去年毛利率僅 3.7%，而後者則達
26.3%。他預計，因內地IP發展前景潛力巨
大，隨着內地消費者用於娛樂相關的支出有增
無減，未來IP相關業務的收入貢獻佔比將愈來
愈大。

全力開發Stan Lee相關IP
談到為何會轉型至IP業務，他指出，與公

司同屬同一大股東的承興國際集團（Camsing
Global）原是從事品牌營銷，對版權業務早已
涉獵，發展IP業務亦是順理成章之事，加上其
擁有強大的分銷渠道，如銀行、航空公司及電
商等，令承興國際控股可背靠Camsing Global
的優勢去發展IP業務。公司主要以渠道分銷為
基礎，以多樣化的IP經營豐富業務板塊，打造
上下游全產業鏈的佈局。

周小稞續指，要自己做IP的話，首先是要
有自己的“頭部內容”（影視、動漫及遊戲
等），故去年就收購擁有很多國際化 IP的
“POW！娛樂公司”，現正全力進行開發與
Stan Lee相關的IP，例如今年8月上線、由斯坦
李工作室推出的Stan Lee原作《Between The
Lines》改編都市玄幻小說《書靈破境》，除了在

閱文旗下的起點中文及QQ閱讀亮相，亦正開發
相關漫畫。他坦言，這些小說目前仍沒有收入，
但如累積人氣後可透過出售授權等獲得收入。他
表示：“小說及漫畫類是屬於較低風險的IP類投
資，公司希望將Stan Lee的作品基礎上加入東方
元素，至於能否成為‘爆款’則很看運氣。”

除了小說外，早前“POW！娛樂公司”
授權的英劇“Stan Lee's Lucky Man”第三季亦
大受好評，已為公司帶來IP授權的收入。公司
亦與韓國公司KBS組成合資企業，打造將超級
英雄元素與韓流相結合的Stan Lee IP韓劇。至
於早前傳出公司會推出首部以中國女英雄為主
角的超級英雄電影《虎影俠》，周小稞稱電影
正在籌備中，但這方面則會由Camsing Global
去承擔，因電影投資金額大，風險亦較大，未
來如經營得宜才會考慮注入上市公司中。

事實上，開發一個IP需時不短，周小稞舉
例指，《黑豹》其實是Stan Lee早在6至7年前
創作的，而目前“POW！娛樂公司”擁有超過
200個IP項目，公司將一些較成熟的IP進行開
發，盡量縮短IP的孵化過程。而公司亦先後成
功代理變形金剛、星球大戰、功夫熊猫、旅行
青蛙等知名IP，推出主要以3C部件為主的IP
衍生品產品，如耳機、充電線及手機殼等。去
年下半年更開始推出專用品牌“Camsing”，
在北京、上海的機場設有專門店，預計自家品
牌較代理品牌的毛利率高10至20百分點。

■早前的英劇“Stan Lee's Lucky
Man”第三季受到廣泛好評。

■周小稞接受訪問時表示要自己做
IP的話，首先是要有自己的“頭部
內容”。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 攝

IP的商機除了體現於一般的文學、影視作品及
遊戲外，其實正滲透於日常生活多個層面當中。承興
國際投資者關係副總裁周小稞指出，公司除了經營IP
授權及IP衍生品銷售外，亦有推出主題活動服務、營
銷服務等多元化業務。公司早前為建設銀行、廣發銀
行等推出IP主題如“變形金剛”及“甜蜜暴擊”信用
卡，代理的“旅行青蛙”亦推出品牌空間，未來亦會
與地產商推動在文旅娛樂、影視產業園的合作。

全國力推“卡通親子跑”
周小稞介紹，公司亦有舉行“卡通親子跑”和

“足球火”等主題活動，自2016年開跑以來，“卡通
親子跑”先後以“小羊肖恩”、“超級飛俠”、“熊
出沒”等知名卡通品牌，在全國各重點城市舉行，於
去年財年期間，“卡通親子跑”先後在全國17個城市
舉辦20場活動。去年主題活動服務收入2,958萬港
元，按年下跌44.5%，周小稞解釋主要是因世界盃令
“足球火”活動暫停，但有信心未來這塊業務會保持
穩定。

他續指，公司於今年6月亦正式開展主題樂園
營運及管理業務，將計劃向佛山三水荷花奇境提供
相關服務，包括設計、營運及推廣，“他們有硬
件，我們則為他們提供軟件，並加注入一些IP元
素。例如，香港迪士尼就是擁有眾多IP的主題樂
園。”另外，公司亦正推進與蘭桂坊集團在主題娛
樂、IP開發經營等方面的合作。

IP成功取決於“腦力”
當被問到作為IP開發商有遇到什麼困難，周小

稞認為，IP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好的團隊，因是以
“腦”取勝。他指出：“起點亦很重要，故公司會利
用‘POW！娛樂’的基礎框架，再以東方的元素豐富
內容，重新開發一個IP是很難的。”而開發IP的風險
其實相當大，因說到底，這亦要視乎運氣，因成功的
IP並不是靠花錢大賣廣告而成，而是依靠網絡強大的
“口碑”威力。由於自行開發的IP毛利率較代理IP高
得多，故公司亦正積極打造自家IP，希望早日能成功
製造出自家“爆款”。

承興承興
要做 東方東方MarvelMarvel

借分銷優勢借分銷優勢 佈局佈局IPIP全產業鏈全產業鏈

■獲授權的Stan Lee(上海)動漫宇宙
展將舉行。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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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士林地方檢察署今天召開民國
107年度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察分區座談會，
檢察總長江惠民在會中指示保持執法中立性、
查處假消息影響選舉案件等5大重點。

選舉查察分區座談會由台灣士林地方檢察
署舉辦，邀集轄內警調廉政機關，法務部常務
次長張斗輝、檢察總長江惠民、台灣高等檢察
署檢察長王添盛、廉政署長朱家崎等人到場聽
取簡報，並指示各項工作重點。

士檢新聞稿指出，各級長官除對各與會單
位具體查賄策略及查賄工作績效表示嘉勉，並
就各單位執行選舉查察的現況及策進作為詳加
討論。

張斗輝在會中提出3點提醒，包括密切注
意假消息影響選舉衍生的問題、防範選舉賭盤
介入選舉、針對公職選舉與公民投票二者法規

差異性可能衍生的爭議預作因應。
江惠民則提出5大工作重點，包括保持執

法的中立性、注意程序正義、團隊辦案及精緻
偵查、不同地檢署對相同事件應為一致性處理
、查處假消息影響選舉的案件。

王添盛也肯定檢警調在大選前專案掃蕩組
織犯罪及地下匯兌所付出的努力，期勉繼續全
力防範金錢及暴力介入選舉。士檢檢察長姜貴
昌則宣示各單位應密切聯繫，通力合作，積極
查緝賄選，斷絕黑金政治。

士檢今天也正式啟動自行設計的 「抓賄選
賺獎金」 QR code檢舉賄選專頁，民眾只要以
手機或平板電腦掃描QR code，就能直接連結
檢舉賄選專頁，在家靜候檢警調抓賄結果就有
機會領取高額獎金，不僅便利安全，又能對乾
淨選風盡一份心力。

選舉查察 檢察總長指示查處影響選舉的假消息

（中央社）嘉義縣新港鄉郭姓村長參選人
涉嫌利用端午節送現金及沙拉油等物品賄選，
今天檢警調查獲，檢方認為范嫌有勾串證人之
虞，向嘉義地方法院聲請羈押。

嘉義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兼發言人蔡英俊說
，日前接獲檢舉，郭姓村長參選人於今年6月
間，藉由端午節名義，前往村內多位選民住處
，以每戶新台幣1200元及粽子、沙拉油、白
米等物品為代價，要求選民投票支持。

檢察官葉美菁今天指揮調查局嘉義縣調查
站調查官、嘉義縣警方傳喚郭姓村長參選人，
以及帶回21名選民，其中，有8名選民坦承有
收受買票現金及民生物品，且郭嫌都言明要投
票支持。

檢方晚上複訊郭嫌等人後，認為郭嫌犯罪
嫌疑重大，且有勾串證人之虞，向嘉義地方法
院聲請羈押；其餘選民予以飭回。

嘉檢查獲現金賄選 1村長參選人遭聲押

（中央社）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11日深夜在
桃園國際機場，查獲5名跨國人蛇集團，欲偷渡
前往歐盟國家，訊後移送地檢署並聲押禁見獲准
。內政部政務次長陳宗彥今天到機場頒發獎勵金
。

國境事務大隊11日晚間，在航空公司地勤人
員通報下，發現一名計畫前往巴黎的阿爾巴尼亞
籍女子行跡可疑，且護照有變造痕跡，經移民官
確認護照經變造後，立即啟動清查機制，發現飛
往法蘭克福及維也納的班機，也各有一名旅客持
阿爾巴尼亞護照，且都經過變造。

國境事務大隊表示，3名偷渡人蛇供稱彼此
並不認識，為了和已在歐洲的家人會合，並賺取
較高打工薪資，因此，各花費4000歐元，透過
同一人蛇集團安排偷渡，3人所持護照都是以基
本資料頁抽換手法變造。

移民官懷疑掩護偷渡的人蛇集團尚未離境，
緊急過濾航班及旅客資訊，在飛往馬來西亞吉隆
坡班機的旅客名單中，再查獲一男一女分別為瑞

典及土耳其籍的人蛇集團蛇頭及交通(人蛇集團掩
護 者 俗 稱)， 並 在 登 機 前 逮 捕 46 歲 的 馬 蒂
（MAHDI），以及44歲女子柳德米拉（LIUD-
MILA）。

移民官表示，馬蒂原籍伊拉克，擁有瑞典雙
重國籍，是多國通報需注意防範的人蛇偷渡集團
首腦；至於原籍摩爾多瓦共和國（Republica
Moldova）的柳德米拉也擁有土耳其雙重國籍。

移民官說，兩人分別至3個航空公司櫃檯代
為辦理登機證，除藉此提高入境歐盟的成功率，
更安排同一時段自台灣飛往不同國家航班，分散
在機場同時遭查獲的風險，可惜仍是功虧一簣。
在移送地檢署後，經檢察官
訊後聲請羈押獲准。

陳宗彥今天也到國境事務大隊頒發獎勵金，
慰勉移民官辛勞，並指示國境大隊將相關訊息通
報德國、奧地利、馬來西亞、瑞典等國家，跨國
防範人蛇集團循此模式從事不法。

變造護照助偷渡 移民署機場逮人蛇集團首腦

（中央社）桃園市警員葉驥103年追捕羅
姓通緝犯連開3槍致死，被判刑6月定讞。家
屬另請求國賠，台灣高等法院今天判決桃園市
政府賠償家屬慰撫金新台幣150萬元，全案確
定。

桃園市警察局楊梅分局警員葉驥，於民國
103年2月16日追捕羅姓通緝犯時連開3槍，
造成羅男死亡。最高法院依業務過失致死罪，
判葉驥6個月徒刑，得易科罰金18萬元定讞。

羅姓通緝犯家屬請求桃園市政府賠償新台
幣250萬元，桃園地方法院一審認為，羅姓通
緝犯有65%過失責任、桃園市政府有35%責
任，判決市政府賠償87萬5000元。

案經雙方提起上訴，羅男家屬主張員警開
槍逾越使用警械的必要程度，依警械使用條例
規定，員警執勤違反警械規定而致死，由各該
級政府支付慰撫金，主張市政府應全額賠償
250萬元。

桃園市政府上訴主張，葉驥為逮捕羅姓通

緝犯上前打開車門並要求停車，但羅男加速倒
車，並因服用毒品而精神狂亂，絲毫沒有避開
葉驥的意識，葉驥站在車門、車體間有被撞擊
的可能，朝羅男腿部開槍並未逾越必要程度，
家屬請求沒有理由。

市政府還表示，如果法院認為市政府應賠
償，應考量羅男拒捕、生前服用毒品導致血流
過快加速死亡而有過失責任，應酌減市政府賠
償金額。

台灣高等法院二審審理後認為，現場監視
器畫面顯示羅姓通緝犯雖倒車拒捕，但並非要
衝撞員警，並無危害葉驥的生命、身體或自由
。

高院指出，羅姓通緝犯當天前往資源回收
場賣廢鐵，與回收場負責人交談自若，精神並
無狂亂，隨後見員警上前逮捕而倒車，但葉驥
近距離朝羅男開一槍後並未停手，接續射擊第
2、3槍，已逾越逮捕的必要程度。

（中央社）高雄地檢署偵辦台灣船海上駁油予北韓籍油輪案
，溫姓油商今天獲法院裁定30萬元交保。法務部對此表示，不
容許資恐行為，針對涉嫌資恐者，已有目標性金融制裁措施得以

斷其金流。
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今天說，

相關案件是否涉及資恐防制法刑
責，由承辦地檢署調查認定，但
法務部持續密切注意涉犯資恐法
的對象，必要時公告為制裁名單
，嚴禁任何商業、金融活動。
陳明堂表示，依資恐防制法規定

，得基於執行國際合作、聯合國
決議，或針對涉犯資恐法者公告制裁名單，並啟動目標性金融制
裁措施，遭制裁者不得對其金融帳戶或其他支付工具，提款、匯
款、轉帳、付款等。

陳明堂解釋，遭制裁的個人、法人於銀行機構的存款財產將
被全數凍結，原則上不得提領，制裁對象也不得新辦銀行、證券
、保險等業務，名下不動產也全面禁止處分，完全依照國際行之
多年的最高嚴格標準辦理。

法務部今年1月首度公告制裁名單，將涉嫌協助販賣石油予
北韓的陳世憲列為制裁對象；此外，台商張永源被控透過俄羅斯
的北韓貿易仲介企業，協助北韓取得煤炭與原油，法務部3月間
也對他發出制裁命令。

陳明堂重申，台灣位處亞太地區，對區域安全同盡國際責任
義務，不容任何挑釁國際安全行為，更不容許資恐行為，呼籲民
眾切勿誤蹈法網。

警逮通緝犯開槍致死桃市府判賠150萬元確定

台灣船駁油北韓油輪 法務部：不容資恐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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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馬英九前總統馬英九（（前右前右44））1717日上午出席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參選人羅智強競選辦公室日上午出席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參選人羅智強競選辦公室 「「小強特小強特

攻隊攻隊」」 成立茶會成立茶會，，送上藍白拖給羅智強送上藍白拖給羅智強（（前右前右33），），共同為羅智強加油打氣共同為羅智強加油打氣。。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模擬法庭活動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模擬法庭活動
台北地方法院台北地方法院1717日舉辦日舉辦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模擬法庭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模擬法庭」」 活動活動，，進行國民法官選任程序進行國民法官選任程序

等流程等流程。。

姚文智松江市場掃街拜票姚文智松江市場掃街拜票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姚文智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姚文智（（左左））1717日上午前往台北市松江市場掃街拜票日上午前往台北市松江市場掃街拜票，，逐一向攤商逐一向攤商

、、民眾握手致意民眾握手致意，，爭取選票爭取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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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蓉城群贤至，诗咏四海千阕开。10月12日至15日，“2018·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成都与巴黎诗
歌双城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位世界杰出诗人齐聚蓉城，一场诗歌盛
宴在此上演。成都与巴黎，一个是中国的诗歌之城，一个是法国的文艺之都，当两座城市以诗歌为媒邂
逅，无限诗意就此迸发。

焦点话题

重阳节为每年的农历
九月初九，是中国的传统
节日。在中国，重阳有着
登 高 、 晒 秋 、 祈 福 、 赏
菊、品茶等习俗。重阳与
除夕、清明、中元并称为
中国传统四大祭祖节日。
后来，重阳节还被赋予敬
老爱老的内涵。

今年的重阳节为公历
10 月 17 日 。 最 近 几 天 ，
北 京 、 河 北 、 浙 江 、 江
苏、广东、广西、四川等
全国各地民间纷纷举行了
一系列别开生面的活动，
迎接重阳节。有的地方请
全国道德模范讲述自己的
敬老故事，有的地方开展
重阳登高系列健身活动，
还有的地方组织年轻志愿
者赴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
……这些活动，有助于传
承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文化。

金秋时节迎重阳

大图：10月14日，来自纳米比亚、孟加拉国、印度等13个国家的30多位外国友人在江苏南通与狼山镇街道20
多位花甲老人一起佩戴茱萸香囊登狼山览景。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右上图：外国友人在江苏南通学习茶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右中图：浙江省德清县武康街道的老人们剪纸迎接重阳佳节。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右下图：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人社局青年志愿者与老人一起晾晒被子唠家常。 胡清华摄 （人民视觉）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我在我的家里/读到一首杜甫的诗/写于 745/我在杜甫草
堂/念了一首我自己的诗/作于 2017 年/凭借这些符号作成的
词/就像云幻化出的形象/在无穷的天上”

10 月 13 日，一场微雨过后的杜甫草堂，空气清新、秋意
盎然，“致敬杜甫”草堂诗歌朗诵会在这里举行。随着法国诗
人伊冯·勒芒念出他的诗作 《杜甫草堂》，现场仿佛时空交
错，人们在千百年间穿梭。

“在杜甫草堂吟诵写给杜甫的诗，我感觉回到了自己家
中。”勒芒说，自己从 15 岁就爱上了杜甫，因为杜甫以一颗良
善 之 心 处 理 人 一 生 最 重 要 的 命 题 ， 小 人 物 在 他 笔 下 从 未 缺
席。去年参加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后，勒芒便回国写下这首
作品。

诗人吴向阳认为，在现代社会，商业离诗歌越来越远，应
该有一股力量把人们拉回诗歌中，而传统和现代的碰撞有助
于 诗 意 的 产 生 。“ 当 我 们 回 头 看 ， 去 寻 找 诗 意 ， 这 很 有 价
值。”吴向阳说，这次交流让他了解到很多西方诗人都在关注
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他们对诗歌的尊重和敬仰说明，在商
业社会之中仍有诗心存在。

西方与东方的交融

趴在树上挠痒痒的大熊猫、在林子里欢快进食的小浣熊……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看到中国的国宝熊猫，外国诗人们
都兴奋地拍照。

法国诗人塞尔日·佩里说：“我生命中崭新的发现就是看见了
熊猫，我总是在超市里碰到熊猫，而这次我见到了真的熊猫。”佩
里认为，熊猫是世界上最有诗意的动物，它们睡觉的时候也在工作，
在酣睡中把宇宙间的力量和灵感抓住。佩里表示，他要给熊猫写一首
赞美诗。

来自委内瑞拉的诗人弗雷迪·楠斯热爱中国和成都。在金沙
遗址博物馆，东郊记忆艺术园区，以及观看川剧变脸、客家舞
蹈时，他都拿出手机录制视频，准备分享给亲人朋友们。当记
者问到他是否读过杜甫的诗时，他不仅回答自己对杜甫一首写
秋雨的诗印象深刻，还打开手机相册，指着一张他保存的画
像，用并不标准的汉语激动地说，“杜甫！”

诗人、翻译家树才告诉记者，此次诗歌周将主题定为成都
与巴黎双城诗歌会，就是想在法语和汉语之间寻找一种关联，
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建立交流的平台，让中国诗人和世界诗人对
话。

诗歌与城市的共鸣

放眼海内外，提起有诗歌气质的城市，中国的成都和法国的
巴黎是两颗闪耀的双子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国际诗歌周组委会主任吉狄马加
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成都和巴黎的相似之处可以从多方面来体
会。这两座城市在延续传统的同时，都对异质文化有着强大的包
容和吸收能力，它们都有一种让诗人和艺术家能完全融入其中的
特殊氛围，能将高雅文化与市井文化相结合，让现代时尚和传统
意蕴完美融合。

法国诗人、小说家帕拉·毕佳妮认为，城市与诗歌是密不可分
的。她并不期待惊喜，因为灵感和诗意就存在于城市的细节中，比如
街道的一棵树木、房子的一块石头。“就像成都，诗歌仿佛存在于
生活的每时每刻。”毕佳妮说。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诗人梁平告诉记者，成都
正在推广天府文化、建设国际名城，天府文化重要的文化基因就是
诗歌。“诗歌是没有国界的，哪怕我听不懂，但我能达到一种呼应和
共鸣。”梁平很开心，参加本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的外国诗人们对成都
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西方有巴黎，东方有成都。

“诗歌已成为成都的符号。”梁平说。

当成都遇上巴黎，诗意迸发
本报记者 叶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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