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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懷廣 醫學博士
20 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現在「 黃金醫療中心 」開設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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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疲勞可致命 不可不知的自測症狀  

如果你總是感覺疲憊不堪、對所承擔的工作責任心
存懷疑，並覺得工作壓力讓你手足無措，那你很可能患
上了過度疲勞症。對，很多人可能對這種病態毫不了解。
世界衛生組織（WHO）已確認，過度勞累是一種職業
病，定義為「長期面對工作壓力卻未能成功化解壓力導
致的慢性疲勞綜合症」。慢性疲勞綜合症的特點就是疲
憊、消極或者因為工作表現不佳憤世嫉俗。不過，要明
白每個人究竟哪裏出了問題，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

莫里斯醫生（Dr Rachel Morris）是有 15 年經驗的
家庭全科醫生，她接診過很多與工作壓力有關的病人。
「我認為一般人很難自己意識到過度疲勞。但是身邊的
人，如親人、或者上司卻很容易看到。」她說，患了慢
性疲勞綜合症的人可能對自己信心下降，感覺憤世嫉
俗，毫無希望或者心灰意冷，不好好吃飯，總是覺得很
累。他們也可能對工作或者同事、朋友怒氣衝衝，牢騷
滿腹。莫里斯醫生說：「如果有人開始因為背痛、腸胃
炎或偏頭痛經常請病假，通常他們可能是過度疲勞了。」

我究竟怎麼了？如果你懷疑自己可能有了慢性疲勞
綜合症，可以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身邊親人要求你減少工作量嗎？
最近幾個月，你對工作、同事、客戶或者病人怒氣

衝衝、滿腹牢騷嗎？
你是否內疚自己沒有足夠的時間陪家人、陪朋友，

給自己？
你覺得自己是不是越來越容易激動情緒化，譬如哭

泣、憤怒、大聲嚷嚷、或者毫無原因地緊張？
如果你對以上任何一個問題的回答為「是」，那麼

恐怕現在是時候做些改變。這些問題是根據英國醫生健
康項目（UK Practitioner Health Programme）的指引所制

定的，是所有就業人士判斷自己是否過度疲勞的一個好
起點。

過度疲勞通常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造成，有時可能超
過一年半。心理諮詢專家傑西·弗朗西斯·沃克 (Jacky 
Francis Walker), 有一本專著論述這一症狀《過度疲勞寶
典》。她也是治療這種疾病的專科醫生。她說：「最典
型的情況是，人們來了告訴我說，他們突然之間就做不
好以前做得很好的事情，莫名其妙，就好像突然之間魔
力完全消失一樣。」沃克醫生說，過度疲勞與壓力大是
完全不同的兩種情況。「壓力大，就是指你能做到的達
不到被要求做到的程度，這可能是心理上的、耐力上的，
也可能是時間上的或者能力上的素質。一般來說，人們
需要一點壓力才能有動力，但是你一旦在壓力下達到最
高狀態，再繼續施壓並不能維持最好狀態，卻只能變壞。

莫里斯醫生說，人們有一種誤解認為，過度疲勞通
常只適用於事業成功人士，或者不喜歡自己工作的人。
「人們以為只有痛恨自己這份工作的人才會過度疲勞。
但我親自接診過很多老師、醫生、律師、證券交易師、
會計師、等等都面臨工作壓力。成功人士和完美主義者
會更受其所害，因為這些人喜歡把自己的價值更多與所
從事的工作掛鉤。」

過度疲勞也並非僅僅影響就業的人，那些在家中承
擔撫養照顧責任的人，也會受到嚴重影響。沃克醫生說：
「照顧兒童或者年老的親人，或者有殘疾的人，是可以
被列為嚴重過度疲勞的人。這些病人完全透支，甚至可
能經歷「同情心麻木」的狀態，缺乏同情。」

過度疲勞經常被認為是讓人羞於啟齒的問題。沃克
醫生說：「很多人想，如果我自己不能復原，那一定是
我的問題。我很軟弱，處理不好。」

莫里斯醫生研究出了一套辦法，幫助僱員維護身心
健康。她說：「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減少過度疲勞的風
險。其中之一就是提升自己的忍耐力。也就是說我們用
健康的方式應對壓力，遇到挫折還能恢復狀態，在這個
過程中讓自己變得更加強大。」莫里斯醫生說，做一些
能增進健康的活動極為重要，如運動、與外界保持聯絡，
保持足夠睡眠。

「當工作壓力過大時，我們本能的反應就是放棄自
己喜歡做的事情，結果就陷入了忙得焦頭爛額的漩渦
中。」「要想一下子徹底改變很難，但是可以從小處做
起，比如午飯時間散步 5 分鐘，或者約朋友喝杯咖啡。」

對我們的身體和心理健康重視不夠可能導致過度疲
勞。

她說，另外一個問題是，壓力大的人越容易專注自
己無法控制的問題。把關注點放在可控的問題上能幫助
減輕壓力。另外，劃出重點，而不是往已經非常繁忙的
日程安排中繼續塞進更多的事情，也很重要。分清楚事
情的主次輕重，這樣才能集中注意力做好重要的緊急的
事情，而忽略或者延遲處理次要的非緊急的事情。

充滿毒素的工作文化
莫里斯醫生說，「很多從事高強度壓力工作的人認

為，有壓力很正常，實際上並非如此。壓力對我們的健
康有很大的壞處，所以我們有必要消除這個誤解。」不
過，她強調說，僱主同樣也有責任檢討工作的程序，看
看有沒有辦法幫助僱員們平衡應對生活與工作，避免過
度疲勞。

在電子和科技行業，無論是創業者還是從業者都經
歷了很大的變化，另外還要面對裁員壓力，卻必須在壓
力下繼續保持生產力。很多工作的節奏也是問題，特別
是當今社會，我們可謂每周 7 天全天 24 小時都可以找
得到。這樣的便利卻也帶來了不好的一面，那就是我們
從來就無法真正從工作中解脫，讓大腦停止工作。

現在，科技的進步讓僱員隨時隨地都在線上，要界
定上班、下班時間越來越難。2018 年，蓋洛普公司在
7500 名美國全職僱員中展開的調查發現，三分之二在
工作中經歷過過勞狀態。沃克醫生認為，有毒的工作文
化可能是工作壓力最主要的原因。公司如果面臨經費壓
力，那麼僱員越少期望卻更多。她認為，這是所有公司
都應該多些措施加以承認和應對的問題。她說：「雖然
公司給面對壓力的僱員提供協助，但是很多時候重點都
放在了個人身上。」「一種普遍的態度是，有壓力的是
僱員，所以我們要幫助他們重新站起來繼續好好工作，
卻忘記了實際上要改變的是工作場所的很多做法。」

                                                        （BBC 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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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醫療中心栗懷廣醫學博士談保健
 在於即早就醫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於 2014 年出來開業的「 黃

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醫學博士，早在開業之前，已在

醫學的領域內埋首三十年，81 年上北京醫科大學（ 即

北京大學醫學院 ），87 年畢業後又繼續讀到博士，之

後一直在中國行醫，2002 年來美，在貝勒醫學院研究「 

內科 」，2014 年出來開業，是中國城內僅有的幾位內

科醫生之一。

        栗醫生主 治：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年度體檢，婦科檢查，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外傷，急診，外科小手

術等。

      這些年來，栗醫生看的最多的 「內科」 病症，如

一些現代病甲狀腺，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這

些病如不好好控制，很容易造成血管病變或心臟梗塞，

腦中風，因此「 即早就醫」 ，把疾病控制住，是對治

疾病的良方。

      而如何避免這些煩煩的疾病，栗醫師認為：「 健

康的生活方式」，是避免疾病首要條件。如：（ 一 ） 

健康的飲食，如蔬菜，蛋白質，米飯以 1/2, 1/4, 1/ 4 

的比例攝取，任何一項多或少都不好。 （ 二 ） 運動： 

多作有氧鍛鍊，至少每周三次，每次半小時以上。（ 

三 ）合理的喝水： 不要喝含糖飲料，不要買商業果汁，

水果以吃為主，勝於榨汁。（ 四 ） 煙，絕對要戒，

有百害而無一利，抽煙易造成呼吸道感染，甚至罹犯

肺炎，肺癌。（ 五 ） 酒要少喝，（ 六 ）健康的心理： 

很多人對心理健康並不重視，當造成心理的傷害，「 

憂鬱症 」找上門才知嚴重。中國人常以看「 精神科」 

為恥，至延誤病情，造成更大的傷害已太遲了，因此，

栗醫生再三疾呼，要注意心理的健康。

      其次，預防體檢的重要： 任何疾病是預防勝於治

療，通過體檢，查出有無高血壓，高血糖，高膽固醇，

是給我們自身的警訊，好對症下藥。

       第三，有疾病要在醫生的指導下積極治療，不要

諱疾忌醫，造成嚴重的併發症，更加難治。尤其一些

糖尿病，高血壓，肝炎，痛風病人，應隨時對自己的

疾病採取警覺，經常量血壓，血糖，掌握身體變化的

根源，知道應如何吃，如何喝，以科學化的精神對待

自己的身體。

      同時栗懷廣醫師曾在「老人協會」講座主講：「痛

風的防治與食療」他說：不少人曾有痛風的經驗，有

人一大早起床痛得難以行走。痛風是於普林（ 嘌呤） 

代謝紊亂，造成血尿酸水平過高或尿酸排泄減少，而

導至尿酸鹽沈積組織的疾病。栗醫師說： 痛風是最常

見的老年性病變，常見膝關節、腰、肘、頸長骨刺，

引起關節病變、變形，腎臟損害，其多在「大腳趾」

發生。因為尿酸多，沈澱在關節內，形成劇痛。而為

什麼痛風在大腳趾？栗醫師說： 因為它遠離身體中心，

體溫低，析出，血流到腳趾變弱而析出。

        而尿酸是如何生成的？尿排洩了，而尿的腎功能

對它重要，一旦尿酸升高，在關節內，在腎，都造成

對器官的損害。當尿酸逐漸升高，如沒有治療，會造

成劇烈疼痛。如治療了，會好，但沒有再好好治療，

還會繼續發生。痛風造或腳部（最常見尤其是第一大

腳姆指） 劇痛，不能忍受。

        栗醫師說： 痛風會發作愈益頻繁，如痛風控制

不好，在關節裡、皮膚裡結結，沈積，就很嚴重了。

最嚴重，結晶在腎內，造成「腎結石」對腎的功能破

坯，造成腎功能衰竭。

        痛風的診斷： 在顯微鏡下看到結晶的形成，形成

痛風。通常不容易恢復到正常功能。栗醫師說： 痛風

的治療可分二時期，但愈早應用激素，類固醇治療，

效果好。十天後好了，仍要控制尿酸水平，防止痛風

發生。栗醫師說： 尿酸正常水平應是 8 毫克，治療後

降低至 6 毫克。治療必得從飲食控制，防止高嘌呤食

物，如啤酒、海鮮、紅肉等。以及藥物治療、非藥牧

治療（ 如飲食、運動及其他管道方法） ，勿錯失良機。

       栗懷廣醫師在自己出來開業之前，是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主治醫師，他非常關心

病人，視病人如親人，記者曾多次目睹，即使在下班

時間，栗醫生還會親自接電話，認真回答病人詢問如

何服藥的細節，對每一位病人的病情鉅細靡遺，瞭如

指掌。栗醫生還經常抽空參加社區的健康講座，對每

一位僑胞，認真解說保健的要點，把所學回饋僑社。

這與有些醫生匆匆看完一個病人，分秒必爭，忙著接

下一個病人的態度迥然不同。從學驗俱優的栗懷廣醫

生身上，我們看到醫師「 濟世救人 」 的偉大使命感，

而非僅僅是把它當作一個掙錢的行業而已。

     「 黃金醫療中心 」每週七天看診，接受各種醫療

保險。週一至週五，為上午八時半至下午六時，週六

為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週日接受預約。

 「 黃金醫療中心 」 的地址：9750 Bellaire Blvd.,#180, 

Houston TX 77036 ( 黃金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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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 世界杯女足賽                                                                           
謝淑娟

美國女子足球隊贏得本屆 (2019) 世
界杯冠軍。這支球隊，堪稱是「這個世
代的球」: 在短短的八屆比賽中 ( 始於
1991 年，每四年一次 )，贏得四次冠軍，
一次亞軍，三次季軍，每次都踢進前三
名。

今年最後這場決賽在法國里昂舉
行，對手是荷蘭，時間是休斯頓 7 月 7
日上午 10 點。雖然賽程仍難免緊張，
卻省去追踪的勞頓，輕輕鬆鬆坐陣家中
電視機前觀戰。上半場雙方掛零，下半
場在比賽進行到 61 分時，由 15 號選手
Megan Rapinoe 踢進罰球得一分。我沒
忘記以自己學過的長生學，像以前奧運
時為飛魚 Michael phelps 吆喝加油一樣，
不時伸出雙手，對著螢光幕專注地傳遞
能量給白隊 ( 美國隊員着白色球衣 )，
希望能真正踢進球門得分而不僅是靠
罰球。果然在比賽進行 69 分時，由 16
號球員 Rose Lavelle 踢進一分，直到終
場，以 2 比 0 奪冠。

六月間，隨著兒子和媳婦所屬的
世界醫師管弦樂團在法國巴黎和蘭斯
(Reims) 演出，有幸恭逢世界杯美國女
足隊在當地比賽，為了觀賞首場美國
對陣泰國的小組賽，我們從盧森堡離
開 Novotel 酒店趕回蘭斯。原來世醫樂
團在盧森堡有第三場演出，後來因故取
消。因旅館已訂，許多團員和我們一
樣，決定到盧森堡一遊。這是我們舊地
重遊，當年 (2003) 兒子仍然「小姑獨
處」，他猶記得舊照片在阿道夫橋上拍
照的遠方背景，要回去找同一地點同一
角度拍個闔家歡 : 由三名成員倍增為六
名。兒子成家後媳婦是功臣，她生了兩
個活潑健康，聰明伶俐的女兒，非常討
人喜歡 !!

離開旅館，我們先搭巴士到盧森堡
的大車站，聽兒子說要再轉一趟 ? 號的
公車，但卻等來了一部沒號碼沒名堂的
中型車子兼一位兇巴巴的司機先生叫嚷
著我們上車。甫一坐定又聽到司機叫囂
了一番 ( 只有兒子聽得懂 )，但見兒子
手牽著女兒下車去了，坐進跟在車屁股
後的計程車。兒子回頭來解釋因為超一
載，所以超過的人數要坐跟在車屁股後

的計程車。計程車是有備而來的，顯然
這種情況屢見不鮮。就這樣一前一後一
路開到蘭斯。

抵達後不過才下午三點稍後，找到
了隊員們下塌的旅館，正門前面的寬道
已聚集了一堆人，寬道外馬路對面又另
有一群，全是粉絲，有的揮舞著星條
旗，有的時而吶喊叫囂，只要稍有動
靜，有人出了旅館下臺階來，不管來者
是否球星，粉絲們便尖叫起哄，我們跟
著大顆兒湊熱鬧。商人腦筋動得快，已

織出橫條圍巾，上有美國對陣泰國，日
期、地點，由小販兜售，既可保暖又有
紀念性。整個多鐘頭過去了，也沒見一
位球星出來 ( 真有，我也不認得 )。累
了，和外子點了飲料，在店鋪外寬道上
擺設的桌椅坐下休息。兒子喜歡運動，
他才是真正球迷，我充其量只算得上半
球迷，有空的話也喜歡觀看體育賽事而
已。

比賽晚上九點才開始，天還很亮。
泰國隊顯然不是美國隊的對手，觀眾難

得看到她們攻近她們的球門。上半場美
國得三分，下半場更勢如破竹，連獲 9
分，把對方攻得落花流水。在比賽結束
前的第 92 分時，又攻進一球，終場以
13 比 0 大贏。

離開蘭絲，回到巴黎搭機飛前往地
中海岸的尼斯 (Nice)，當地當天也有世
界杯賽程，由法國挑戰娜威，美國隊的
粉絲不必為任何一方加油，閑著沒事，
消遙自在。把尼斯左右的旅遊聖地玩個
够，東到摩納哥、蒙地卡羅西至法國一
` 南岸的 Arles 及稍往北偏 Avignon，消
磨幾天，見識了賭城，參觀了梵谷博物
館、競技場、古戲院、教宗古堡以及別
尼茲特斷橋，之後，打道回府繼續北
上，欲回巴黎觀看美國出戰智利。沒想
到離開 Avignon 時出了差錯，以為在來
時的車站搭火車，還好兒子機敏覺得不
對勁，在列車表上看不到開往巴黎的車
班，立即查明，原來我們來錯車站，再
不到半小時火車就開了 ; 趕緊分乘兩部
計程車奔往。上天保佑，趕上了 ! 這才
安心在火車上任其搖晃，回了巴黎看比
賽。

美國對陣智利這場比賽比對陣泰國
的精彩，得分 3 比 0。開賽 11 分時，
10 號球員 C. Lloyd 便踢進一球，全場
觀眾歡呼喝彩，進行到 26 分時，J.Ertz
踢進第二分，又過 10 不到，在 35 分時，
C.Lloyd 再度揮展神足踢進了第三分，
使智利掛零而贏得這場比賽。雖然下半
場沒再進球，但全場精彩連連，觀眾熱
情吶喊不斷。智利守門員功不可抹，沒
有她的奮力防守，比數就要更懸殊了。

法國世界杯女足賽追踪到此。回到
休斯頓安坐家中電視機前，觀賞在里昂
的冠亞軍賽實況轉播，雖然氣氛不如現
場熱烈，但省去奔勞之苦，不也看得津
津有味 ?

一直以來，女足球員的酬勞和男
性球員的差距令人詬病，在一番熱議
中，立即有 Procter &Gamble 商家捐出
大手筆，提供了全部 23 名選手，每人
23000 美 元， 總 共 529000 美 元 大 款，
作為補償與慰勞。我們為女足球員高興
之餘，也讓我們來送給 P&G 一個「贊」!

追蹤世界杯女足賽

世界杯女足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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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廝殺慘烈的國民黨總統大選初
選民調將公佈，大家最擔心的就是
郭台銘如果落敗會不會脫黨參選，
如果走上那一步，未來無論他跟誰
組合都很難獲勝，郭台銘應該稍安
勿 躁， 黨 中 央 必 須 想 方 設 法 促 成
“韓郭配”, 以確保萬一提名韓國
瑜後，民進黨發起”罷韓”的詭計
得逞，或以韓的屋舍違建，或其他
負面事件重創他的形象，使民調不
堪一擊時，郭台銘自可代表國民黨
參選，沒有”換柱”虞慮。
     政治是一門管理眾人的學問與
藝術，但選舉卻是一場無情無義的
戰爭，許多滿腹經綸的才子不見得
可在選舉戰場上獲勝，”學而優則
仕”必須靠機運，靠人脈，也要靠
財力，缺一不可，韓國瑜去年能夠
以 礦 泉 水 和 滷 肉 飯 收 復 高 雄， 顛
覆了選舉生態，創造了台灣奇蹟，
也 振 奮 了 國 民 黨 的 士 氣 以 及 凝 聚

許多韓粉的向心力，而他在短短幾
個月來的政績斐然，也是大家有目
共睹的事，雖然因任期未滿就出來
參選欠缺正當性，但那並不違法，
執 政 黨 許 多 高 官 不 都 有 這 樣 的 經
歷嗎，大家不必以雙重標準來檢驗
韓國瑜，倒是郭台銘突然宣布要參
選，打亂了國民黨佈局，也讓韓粉
五味雜陳，無所適從。
     2020 年 選 戰 對 國 民 黨 非 常 重
要，那不是政權爭奪戰，而是堅持
九 二 共 識 的 生 死 存 亡 戰， 國 民 黨
如能促成“韓郭配”, 讓庶民與實
業家配合一起打選戰，就可減少內
鬨，自然可凝聚所有抗蔡票源，並
讓 郭 台 銘 以 實 業 經 驗 與 企 業 精 神
使台灣經濟起死回生，殷切期待黨
中央在下週一民調公佈時，就同時
公 佈 " 韓 郭 配 "， 必 可 振 奮 藍 軍 的
士氣！

     在川普總統連發 22 條推文評擊
四名民主黨少數裔女眾議員後，民
主黨展現團結力量，在眾議院以 240
票對 187 票通過決議，譴責川普攻
擊性的推文是種族主義的言論，痛
陳川普使美國移民和有色人種恐懼
和仇恨增加合法化。
      雖然這次的譴責不會產生任何
後果或懲罰，但這種嚴肅指責在美
國歷史上極為罕見，川普離心離德，
由此可見一斑。特別值得關注的是，
這次決議除民主黨眾議員一致通過
外，還有四位共和黨議員加入，像
是在強力支持那四位遭受屈辱的民
主黨女議員，我要對這四名有良知
的議員表示敬意，但共和黨高層包
括運輸部長趙小蘭夫婿參院共和黨
領袖麥康奈爾和眾院共和黨領袖麥
卡錫等依然在為川普護短，非常令
人不解，他們都是川普霸凌少數裔
的幫兇，只考量政黨與個人利益，

而沒想到少數裔和美國利益，相當
令人遺憾！ 
      川普從政以來的言論已嚴重損
害美國價值以及少數裔利益，他在
商界的種族主義可視為私事，但是
政治領域大不相同，不能用美國優
先 與 美 國 第 一 來 扭 曲 真 正 的 美 國
價 值， 真 正 的 美 國 價 值 是 融 合 了
多 族 裔、 多 文 化、 多 主 義 和 多 宗
教…………等等因素，川普豈能以
偏概全，以單元來取代多元價值觀
呢！
      貶低和分化是川普的天性，他
離經叛道的言行令人作噁，他早已
成為媒體公敵，更是知識界頭痛人
物，他是美國歷史上選出來最不寬
厚與最尖酸刻薄的總統，他的性格
極不適格擔任美國總統，他多擔任
一天，就會給美國多造成一天紛亂，
因為無法罷免他，所以我們只能忍！
忍！忍！

天下有新聞 新聞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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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奪下今年 NBA 總冠軍 MVP
最有價值球員獎的科懷倫納德決定離
開多倫多猛龍隊，返回他真正的家鄉
洛杉磯投效快艇隊，使原先極具信心
籌建詹姆士、戴維斯與倫納德三大巨
星美夢的湖人隊落空，這也是湖人隊
連續兩年沒法網羅到倫納德，更諷刺
的是，倫納德更說服並協助快艇隊交
易到另一位巨星喬治，去年湖人隊原
本迫切追求詹姆士、倫納德 與喬治夢
幻組合，如今竟然 2/3 陣容出現在洛
杉磯的兄弟隊快艇隊裡！
        這次倫納德與快艇隊簽下 4 年 1
億 4200 萬美元合約對湖人隊來說是沒
有問題的，但想用幾輪選秀權與雷霆
隊交易喬治 , 並承擔他巨額薪水就莫法
度了，湖人隊怎可能同時容下四位超
級巨薪 ( 星 ) 呢！
事實上問題關鍵是倫納德一心想做一
支球隊的一哥，所以當詹姆士向他承
諾兩年後就退位，把湖人隊一哥位置
交接給他，顯然倫納德並不接受，所
以我認為瑜亮情結是造成倫納德選擇

快艇隊的主因，由於倫納德和喬治的
超強組合，已使快艇隊躍升為最具奪
冠機會的隊伍，湖人隊因失掉倫納德，
火速簽進猛龍隊三分射手葛林及勇士
隊的卡森，並與控衛老將朗多與麥基
續約兩年，使鋒衛陣容堅強，好巧不
巧的是，戴維斯、朗多與與卡森幾年
前是紐奧良鵜鶘隊鐵三角，如今卻在
湖人隊重現，並與快艇隊成為西區兩
霸，原本傲視 NBA 的勇士隊由於失去
杜蘭特與伊格達拉等要角後退出奪標
勁旅。
      每一年夏天，詭譎多變的 NBA 自
由市場非常難料，以往由球隊主導的
交易已成巨星自導自演的趨勢，2007
年夏天波士頓從明尼蘇達交易到加內
特與西雅圖神射手艾倫來和皮爾斯合
組三巨頭，一舉奪下 NBA 冠軍，促成
四年後，詹姆斯決定找猛龍隊的波希
到邁阿密與韋德籌組三劍客，結果四
年連續在東區稱王，並兩度拿下 NBA
冠軍，NBA 場內場外風起雲湧，你真
的很難預料下一球季的景觀！

      就在 G20 後，中美重啟貿易談判
之際，中國國際航空 (Air China) 突
然大手筆向空中巴士公司（Airbus）
下了一個價值 65 億美元的大訂單，
一 口 氣 買 下 20 架 A350-900 飛 機，
使這家由德、法、英與西班牙合資創
立的客機製造公司業績超越美國芝
加哥的波音公司 (Boeing) ，在黃金
交叉後，波音恐難再追上空巴了！
      波音本來執民客機牛耳，但自去
年連續發生印尼獅航和依塞比亞航
空兩起 737 MAX 空難，造成 346 人
死亡慘劇後，重創波音信譽，不但迫
使該公司支付一億美元救濟金，更被
全世界勒令停飛該型號飛機，在未獲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 與美國航
空 管 理 局 (FAA) 審 核 通 過， 確 保 空
安無慮前 , 波音復航前途未卜！
     這些年來，空巴與波音是強勁對
手，為搶訂單，互控對方，由於空
巴也投入軍機生產，所以利潤比波

音高，在客機方面與波音廝殺爭奪，
非常激烈，以 2018 年為例，波音售
出 806 架飛機，空巴則交付 800 架客
機，但自從波音 737 MAX 出事後，
空巴在 2019 上半年交付了 303 架，
比去年增長了 28%，預計全年交付
多達 890 架，但是波音今年訂單卻
不斷下降，上半年只交付了 239 架，
到年底，較去年同期的 378 架下降了
37%，凸顯墜機事對波音造成的重大
損害，恐怕止血不易。
      值得觀注的是，德法兩國今年簽
署了一項歷史性協議，將聯合生產戰
鬥機，並開發未來空中的戰鬥系統，
西班牙上個月也同意加入，該聯盟將
徹底改革歐洲的軍事生產，空巴正憑
藉其商軍用飛機的生產，組成龐大的
空中帝國，並超越國界成為空中新霸
主，如此發展，一個歐洲聯合帝國將
很快從空中統治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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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一義，圖／取自網絡
年年糾纏，只望最後相見可同座，最後再見，還有餘下快樂沖淡風波，一哭一笑相對而
行，擦肩而過，無奈不是雙飛鳥，史書裡記載只有奈何，沒有你我，贈我一趟低谷旅行
任意穿梭，將有生之年回流長河。

1. 裝飾植物製作活動（Macrame Hanging Planters Workshop 

at The Art Cellar of Houston） 

本週休斯頓藝術酒窖將舉辦教授製作裝飾植物的活動，
歡迎各位民眾到場參與。
時間：7/26，7pm-9pm
地 點：Art Cellar Houston (1460 Eldridge Pkwy, #120 
Houston , TX 77077)
費用：$36

2. 電影《魔髮精靈》公開放映（Trolls Movie Screening at 

Levy Park） 

利維公園將在本週五舉辦電影《魔髮精靈》的免費公開
放映。
時間：7/26，8pm
地點：Levy Park (3801 Eastside Houston , TX 77098)
費用：免費
3. 休斯頓音樂與藝術節（Houston’s Music and Arts Festival 

at White Oak Music Hall） 

本週六的白橡樹音樂大堂將舉辦本屆的休斯頓音樂與藝
術節，當天還將會有各位著名音樂人帶來現場音樂表
演。
時間：7/27，2pm
地 點：White Oak Music Hall (2915 North Main Street 
Houston, TX 77009)
費用：$39.50

迎面相見背對而坐 半截流星擦肩而過

4. 休斯頓迪納摩對戰西雅圖海灣人（Houston Dynamo vs. 

Seattle Sounders at BBVA Stadium） 

休斯頓迪納摩隊將在主場 BBVA 球場對戰西雅圖海灣人
隊。
時間：7/27，7pm
地 點：BBVA Compass Stadium（2200 Texas St Houston, 
TX 77003）
費用：$15

5. 鮑 勃· 施 耐 德 音 樂 會（Bob Schneider in Concert at The 

Heights Theater） 

奧斯丁本地著名音樂創作人鮑勃·施耐德將在高地劇場
舉辦現場音樂會，並介紹他最新的專輯《血與骨》。
時間：7/27，7pm-11pm
地點：The Heights Theater (339 West 19th Street Houston, 
TX 70008)
費用：$22                                                      

6.NRG 體育館的滾石音樂會（The Rolling Stones in Concert at 

NRG Stadium） 

傳奇搖滾樂隊“滾石”將他們的“無濾鏡之旅”巡迴演
唱會帶到了 NRG 中心。
時間：7/27，7:30pm
地點：NRG Stadium (NRG Parkway Houston, TX 77054)
費用：$196

7.NRG 中心的休城球鞋峰會（H-Town Sneaker Summit at 

NRG Center） 

本週日的 NRG 中心將匯聚各球鞋愛好者一同展出各種
各樣的經典球鞋。
時間：7/28，3pm-8pm
地點：NRG Center (One NRG Park Houston, TX 77054)
費用：$25

7.2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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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美國的頭號公敵之路
美國政府 5 月中旬以國安威脅

為由，將華為及其 70 家子公司列
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禁止華
為向美國供應商購買技術與零件，
除非獲華府同意。華為 5 月底已向
美國法院提告，主張美方此舉違
憲。為何華為會成為美國的頭號科
技敵人？

與軍方分不開的關係
自 1987 年，前人民解放軍工

程師任正非創立華為起，迄今這家
公司已發展成全球最大電信設備供
應商，年營收超過 1,000 億美元，
全球員工共達 18 萬人。但美國自
2000 年以來，由於擔心中國政府
利用華為入侵網路，一直將其視為
可能造成威脅的物件，埋下今日處
於全球風暴中心的遠因。這也使華
為在美國的發展很早就開始遭遇麻
煩，其與美國路由器業者展開競爭
後不久就受到懷疑，例如：2003 年
思科 (Cisco) 指控華為竊取智慧財產權。

美國的懷疑並非空穴來風，根據
美 國 軍 方 2005 年 委 託 智 庫 蘭 德 公 司
(RAND Corporation) 進行的研究報告，
提出了華為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有密切關
聯的結論。RAND 指出，華為與中國
軍方保持深厚的關係，中國軍隊既是華
為的重要客戶，也是華為的政治贊助者
和研發夥伴。在華為營收中，與人民解
放軍有關的銷售額最低占 1％，最高有
6％。

2017 年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美國
對華為的反制手段轉為激烈。2018 年 1
月，據傳美國第 2 大無線電信商 AT&T
將供應華為手機，但在國會議員及監管
機關勸說下放棄了這項計畫。隨著 5G
的推出，美國對華為的疑慮日漸加深，
白宮在 1 份備忘錄中特別點名華為是戰
略威脅。有些國會議員更要 AT&T 切斷
與華為的所有商業關係，結束在 5G 網
路標準的合作。

2018 年 12 月，美國對付華為的行
動再升級，在美國執法部門的要求下，
加拿大逮捕了任正非長女，即華為財務

長孟晚舟，理由是涉嫌違反對伊朗的貿
易制裁。2019 年 1 月美國對華為提起刑
事訴訟，控告的 24 項罪名包括共謀逃避
美國貿易制裁、竊取商業機密等，並且
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

今年 5 月中旬，華府認為華為的設
備可能是中國用來從事間諜工作的工
具，川普簽署行政命令，在未取得政
府許可的前提下禁止華為進入美國供應
鏈。這也是川普對該公司採取的最強烈
行動。

颱風尾掃到全球業者
川普對華為動手，也迫使全球科技

業者及電信營運商選邊站，包括Google、
英特爾 (Intel)、高通 (Qualcomm)、博通
(Broadcom)、安謀 (ARM Holdings plc.)、
美 光 科 技 (Micron Technology)、 微 軟
(Microsoft) 等軟硬體供應商紛紛避開與
華為的關係。英國 BT 等 3 大電信業者
都表示不會銷售支援 5G 技術的華為手
機，日本 3 大行動電信公司也說正重新
考慮銷售華為新機的計畫。

川普對華為的最終盤算仍不明朗，
他是想徹底擊垮華為？抑或這只是他與
北京正在進行的貿易戰策略之一？可以

確定的是，美中貿易戰已演變為一種全
面的戰略圍堵。白宮對付華為的背後應
有更長遠的戰略目標：爭奪未來 5G 及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霸權，
特別是在 5G 方面。

華為在這場 5G 競賽裡的角色有多重
要？華為每年投資 150 億美元在研發上，
研發支出方面排名全球前 5。根據線上
情報平臺 IPlytics 於 2018 年的資料顯示，
在 5G 標準技術貢獻數量上華為居於領
先 地 位， 共 握 有 11,423 項 專 利， 而 另
外 2 大網路設備製造商愛立信 (Ericsson)
及諾基亞 (Nokia) 分別持有 10,351 項及
6,878 項專利。此外，目前華為在 5G 市
場有 238 位全球夥伴及 57 位元區域夥
伴，2020 年在全球將有 100 萬座基地台。

在全球的 5G 競賽中，華為擁有清
晰的戰略定位，而且有能力量產 5G 晶
片、5G 行動伺服器，以及使用者端設備
(Customer Premise Equipment, CPE)。 更
重要的是，相較于其他對手，華為的 5G
設備較便宜且具競爭力─這也意味著華
為在 5G 追逐戰中占盡優勢。

中、美沒人是贏家
然而，雖然下重手封殺華為可能充

分壓制其崛起，卻也同時為
美國零件與技術供應商以及
中國製造商帶來負面影響，
甚至殃及全球。市場研究機
構 Canalys 駐上海研究分析師
賈 沫 (Mo Jia) 說：「 這 項 行
政命令將使美國零件供應商
及中國製造商同受影響，鐵
定是一把劍的兩面刃。」假
如美中貿易戰持續，Apple、
英特爾及高通未來在中國的
事業可能受影響，另一方面，
中國的智慧手機製造商也依
賴高通的晶片組，若中國禁
止或提高對高通的關稅，也
將傷害中國的製造商。

由於華為的 5G 設備較
為便宜，即使美國公司能改
用其他廠商的產品，卻將墊
高成本。愛立信和諾基亞這
2 家網路設備大廠都不是美
國公司，可能在這場美中科

技戰中坐收漁利。
賈沫並表示，儘管華為與歐洲國家

的關係穩定，但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國
家加入美國陣營。市場研究和分析服
務提供者 Kantar AMRB 的副總裁辛哈
(Sukhdev Singh) 也說，美國監管機構和
政府總是有能力影響其他國家應與誰合
作。像是澳洲、紐西蘭就已跟進禁止華
為供應 5G 設備。

另一方面，華為遭到美國主導的國
際圍堵，激起中國民眾遷怒於在中國營
運的美國企業，近來透過社群媒體抵制
Apple 的聲浪逐漸高漲，iPhone 製造商
Apple 及其供應鏈恐將首當其衝。而這
可能只是前菜，中國正設立非關稅障礙，
包括動用海關拖延、加強審查等手段，
對付中國營運的美國企業，包括 Tesla、
通用汽車 (General Motors) 等大企業可能
遭池魚之殃。中國的東方等 3 大航空公
司日前也已向波音求償 737MAX 客機停
飛的損失。在中國的美國商會表示，對
美國制裁華為的後果「真正感到擔憂」。

                                    （能力雜誌）

華為 - 是如何成為
                       美國的頭號公敵



09美南周刊   2019 年 7 月 26 日 教育文化

在任何專業領域努力耕耘，都可以擁
有一片天空。而世界上並沒有平凡的人，
只不過精彩的方式各自不同而已。

高考結束，家長群裡在傳韓寒和劉亦
婷的故事。

看到媒體和家長們說：韓寒當年叛逆，
如今卻相當成功；哈佛女孩怎麼樣呢？不
過是泯然眾人，變成美國人而已。心裡一
驚。“泯然眾人”就是失敗？劉亦婷 " 泯
然眾人 " 了嗎？她失敗了嗎？

大家對韓寒的稱讚是這樣的：出了書、
賽了車、當了爹、還上過《時代》的封面。
然而我想說：能上《時代》封面，是因為
韓寒代表了中國社會的一種現象。《時代》
雜誌挑選封面人物，希望從他身上折射一
個國家在社會發展和民眾思維上的變化。
這跟人物本身取得諾貝爾獎、為人類作出
貢獻，還是有本質區別的。說韓寒的成就
大於劉亦婷，然後下結論說劉亦婷是失敗
者？請先等一等。那麼劉亦婷做了什麼
呢？大家看到她從哈佛大學畢業，在美國
生活，嫁給一位美國的律師，於是說她對
中國沒有關注了。真的嗎？

成年後的劉亦婷
我去搜了她的履歷：她的早期工作是

在波士頓諮詢。這是一家美國頂尖商業公
司，它服務的客戶是全球的，包括中國的
華為。華為能夠從一家中國企業，走向世
界變成行業領軍，得益於波士頓等諮詢公
司給的寶貴的建議。

華為 CEO 任正非先生前不久接受採
訪時，也特別提到：我們應該把美國政府
和美國的企業分開來談，不要極端民族主
義。美國企業在華為成長過程中，做出了
很多貢獻，教明白了華為如何走路。而我
也想說：美國是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
企業不一定支援政府。這次的貿易衝突，
美國企業也紛紛在反對政府決策。

那麼說回劉亦婷，她的確給波士頓諮
詢工作，可你憑什麼斷定她不參與中國相
關的專案，沒有幫助到中國的企業？再說
了，絕大多數時候，當一個人能夠用專業
的態度和知識，服務於世界各地領先的公
司，帶動全球行業更好的發展，中國企業
才會受益，世界是一個整體！

再細看她接下來幾份工作：從 Vision 
Capital、睿實資本，到如今秦嶺資本的
COO，都在集中給中國企業做戰略和投
資。而她在成都的母校以她的名字設立了
獎學金，她曾多次回到母校，給師弟師妹
們建議和諮詢。可以說，劉亦婷在哈佛讀

學曾對劉亦婷做過採訪，她談到出書這段
經歷，講得挺實在的。大意是說——在她
成長的 20 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化很大，
其中包括：中國家庭開始關注教育的改革，
特別是家庭教育的不同方式。她媽媽受到
家庭教育書啟蒙，在她身上實踐這些方
法，並保持記錄育兒日誌的習慣。到她 18
歲時，積累了關於她成長的一手紀錄，只
是，如果沒有她後來的成績，這套紀錄恐
怕也不會被公眾關注。

《哈佛女孩劉亦婷》的走紅是有時代
背景的。那個年代，能夠把家庭教育的思
路系統紀錄下來，女兒能考上哈佛的中國
家庭，鳳毛麟角。所以，才會有那本書的
爆紅。從書裡面，我們能看出她的媽媽是
一位好學、用心的母親。從聽覺、觸覺、
營養等等各方面給孩子啟蒙和培養。這樣
執著的進行早期教育、主張父母“先學習、
後育兒”的家長，在那個年代並不多。而
現在，早教理論和培訓班，已經遍佈大街
小巷。亦婷媽媽的一些方法，在今天看來
也許不新鮮，有的還值得更新。

現在，我們再關注劉亦婷，也該與時
俱進，跟她交流新的知識和經驗。不必抱
著 20 年前的東西，謾駡或者膜拜。

在那個年代，和亦婷一樣受到關注的
還有楊瀾。很有意思的是，我曾遇到好幾
位對傳媒業有抱負的師弟師妹，一定要報
考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因為楊瀾是那裡
畢業的。可當我問她們想做傳媒的什麼方
向，有沒有關注新興的數位化媒體，她們
卻沒什麼概念。很多人的誤區往往在於：
把學習成功經驗，理解為複製成功路線。
但路線怎麼可能複製呢？時代早就變了！
劉亦婷那個年代，孩子們中學才學英文，
而現在已經提前到了胎教；楊瀾那個時代，
在央視露個臉，第二天全國人民都認識
了，而現在同樣登上央視，你的職業想像
空間早已不比當年……

值得交流借鑒的，永遠是別人的方
法，而不是他人的人生。劉亦婷還說到一
個關鍵問題：假如她沒有考上哈佛，她媽
媽的育兒分享，不會得到同樣的關注。的
確，即使方法全都對，可我們看重的往往
就是結果本身。於是，成功者說什麼都是
對的；失敗者講什麼都是錯的。於是，才
會有人不假思索的照搬劉亦婷媽媽的方
法，什麼捏冰塊鍛煉意志力，讓自己孩子
執行，分秒都不能差。

可事實上，成功與失敗都有值得分享
的經驗，也有需要批判看待的方法。韓寒
和劉亦婷，他們都是經歷過世界，都是值
得聆聽的人。最可怕的，並不是他們說錯
了什麼；而是我們只膜拜光環，卻遮罩了
知識和獨立思考。以及，很多時候，往往
“不夠出名”的人，才是真正願意實實在
在、分享真知灼見的人。這個世界，並沒
有永遠的失敗，只有對於成功的誤會。

                              （世界華人週刊）

完經濟和應用數學之後，在專業的路上更
深入發展，也用自己的知識，回饋於母校
和年輕的學生。

人家的人生哪裡失敗了？！
而我們這邊的思路是這樣的：她曾經

是全國知名的人，是那 1% 站在公眾視野
裡的人，而如今吃瓜群眾的 1% 名人榜裡，
沒有她了，所以她太失敗了……有人甚至
總結道：人生巔峰開始太早，後面就會走
下坡路了。嚇得我一身冷汗啊！

我們這樣說吧：你覺得出版《哈佛女
孩劉亦婷》代表了她的人生巔峰麼？然
而，恐怕不是這樣……出一本書，作者拿
到的版稅是很有限的。並且那本書主要是
劉亦婷媽媽的育兒紀錄，她從孩子出生就
開始閱讀大量的育兒書，並堅持在女兒身
上實踐，孜孜不倦寫了 18 年的育兒記錄，
只不過孩子考上哈佛之後，被出版社出版
了。

她們一家的人生一直在那裡，只不過
出書後，被你看到了而已；而人家現在的
人生還照常進行著，只不過沒被你看到而
已……你憑什麼來定義人家的“人生巔
峰”，又何來“下坡”呢？很多華人有一
種奇怪的思路，仿佛被媒體報導的，就是
成功的，哪怕一開始被罵的網紅，一旦紅
的時間長了，不管學識和價值觀如何，都
能變成勵志典範；而那些在自己專業領域
裡低調耕耘，沒有被大眾媒體曝光的人，
就是失敗的。

這是典型計劃經濟時代的金字塔思
路。一個人只有做了局長、總裁、明星，
才是站在金字塔頂端，才是成功的。然而，
市場經濟社會不是這樣的。拿美國來說：
中產階層、有知識和專業能力、受過良好
教育一群人，才是主流社會。而我們認識
的總統、CEO、明星，他們只是上流社
會，並不是主流社會。上流社會是被人認
識的，卻不一定是受人尊敬的。而有良好
教育、有專業素養、低調幹事的人，在一
個正常的社會裡，一定是受人尊敬的。我
們今天鄙視劉亦婷，說她沒名氣，走下坡
路……我們在給孩子傳遞什麼樣的價值觀
呢？

學識，才是不會過期的船票
我不知道社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一邊

崇尚名校，一邊鄙視知識的。韓寒的成功，
以及現在紅遍各大平臺的網紅，似乎讓人
們看到了“不用學習、發財致富”的希望。
還有家長說：學霸學渣都是暫時的，風水
輪流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但我

想說：劉亦婷和韓寒的成績，都不是被風
水轉來的！他們當然被好的機會眷顧了，
可是，人家本身的能力還是在那裡的。

韓寒當年的寫作能力、思維能力都讓
當年的作文大賽評委眼前一亮。韓寒沒有
走傳統的學校教育路線，但他讀了很多
書，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他的成績，正
是知識帶來的。而他在接受採訪時講的這
段話，也講到學習的重要性。韓寒當年的
成名，是因為碰到了“新概念作文大賽”，
這個比賽需要反傳統思路的文章。這樣的
機會，千載難遇。假如讓孩子去效仿韓寒，
他的人生恐怕並不會順風順水。

如今的網紅，也一樣受益於突然爆紅
的潮流，比如抖音。一旦這波潮水退去，
很多人都要急速轉型，可能擱淺在沙灘
上。那麼劉亦婷呢？她如果沒有去哈佛、
沒有出書，她不會像現在一樣出名。但是，
她謀生的能力，說到底不是名氣帶來的，
而是學識和專業素養帶來的。趕潮流本身
沒有錯，抓住機會人生也許發生逆轉。然
而我要說的是：這是小概率事件，太偶然
了。如果人人想著一夜爆紅，失望的會是
絕大多數，況且想要維護名氣，在媒體和
公眾面前努力演好一個角色，身心的代價
都是極大的。

而孩子的一生很長，她也許應該早一
點明白：學識和專業能力，才是一張不會
過期的船票；它不一定帶來名氣，但它可
以帶來持久的財富，伴她在海上越來越自
由的航行。如果她在專業領域樂在其中，
人生會獲得持久的幸福感。很多時候，無
需人前成功，就能過好一生，才是真正的
幸福。有名，未必是自由的；有業，至少
是富足的。在任何專業領域努力耕耘，都
可以擁有一片天空。而世界上並沒有平凡
的人，只不過精彩的方式各自不同而已。

聆聽，但不要複製他人的經歷
對於劉亦婷的質疑還在於，她媽媽出

了一本“育兒寶典”，但現在大家覺得裡
面的方法未必對，還有人照搬實踐後，並
沒有上哈佛，反而留下心理陰影。哈佛大

華為 - 是如何成為
                       美國的頭號公敵

哈佛女孩劉亦婷成了普通美國中產 

   就是人生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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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年產生的城市生活固體垃圾達 20 億噸。如
果把這個數字形像化，可以填滿 80 萬個奧林匹克標
準游泳池。20 億噸固體垃圾分攤到全球每個人頭上，
平均每人每天要製造 0.74 公斤垃圾。

垃圾排行

這麼平均垃圾顯然是不公平的。根據世界銀行的
統計，只佔世界人口 16% 高收入國家人口，製造了
全球 34% 的垃圾。相比之下，佔全球人口 9% 的低收
入國家，只產生了全球 5% 的垃圾。全球生活垃圾的
最大製造者是美國人。如果按人頭平均，美國人產
生的垃圾是全球平均數的三倍。美國人均年產生垃
圾 773 公斤，佔了全球垃圾總量的 12%。 一個美國
人一年產生的垃圾是一個中國人的三倍，是一個埃塞
俄比亞人的七倍。而如果從垃圾回收再利用來衡量，
美國的老大地位一下子就掉下來了。美國的固體垃
圾的回收再利用率只有約 35%， 只達到回收率最高
的德國的一半（68%）。實際上，主要西方發達國家
中，美國是唯一一個垃圾製造超過垃圾回收的國家。
過去 20 多年裏，垃圾處理對於美國人，也包括英國
等在內的西方國家的人，似乎並不特別在意。垃圾處
理不了，打包送到海外。「洋垃圾」是一宗國際大生
意。中國是洋垃圾進口大戶。彼之砒霜、此之蜜糖。
但是，這個行當從 2018 年以來發生了根本變化。

《塑料王國》

2017 年 1 月，在聖丹斯電影節上首映了一部專題
片，《塑料王國》（Plastic China）。紀錄片的鏡頭
錄下了中國大江南北成千上萬個小作坊在分類清理
從外國進口的塑料廢品。兒童在骯髒不堪的垃圾堆
中長大，村民在焚燒垃圾的黑煙中窒息。中國導演王
久良拍攝的這部紀錄片還在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電
影節上獲新人大獎。這部紀錄片在中國大陸遭禁映。
但是，紀錄片首映後不久，中國向世界貿易組織提交
文件稱，出於公共健康和生態環境的考慮，中國將禁
止進口 " 洋垃圾 "，包括廢舊塑料和未分揀廢紙等廢料。
過去 20 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全球生活垃圾最大的進口
商，也就實際上成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海外垃圾處理
中心。

美國垃圾

過去 20 多年來，美國每天回收的固體生活垃圾中，

大約三分之一被運往中國。2017 年，美國出口中國的
垃圾價值 56 億美元，是美國對中國出口的第六大類商
品。美國行業團體廢物回收工業協會（The Institute of 
Scrap Recycling Industries）統計的數據顯示，從 1993
年到 2017 年，美國向中國出口的所有固體廢料達 2.78
億噸。

過去 20 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全球生活垃圾最大的進

口商，也就實際上成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海外垃圾
處理中心。在中國宣佈垃圾禁令之前的 2017 年，中
國購買了美國 49% 的出口廢塑料，55% 的廢鋁，53%
的廢紙。中國將洋垃圾拒之門外後，美國垃圾立刻
「爆倉」。美國維吉尼亞州一家垃圾回收公司的經
理憂心忡忡對媒體表示，過去未分揀廢紙一噸可以
賣到 150 多美元，現在是負 19 美元，也就是要倒貼
錢讓人把垃圾運走。這樣下去，生意沒法做，只能
關張。

自食其果

在失去了全球最大垃圾市場之後，中國周邊的東
南亞國家就成了「洋垃圾」的首選去處。菲律賓甚
至把已經抵達口岸的 69 個洋垃圾集裝箱重新裝船，
" 遣返原籍 " 加拿大。綠色和平組織根據美國普查機
構的數據統計發現，中國宣佈禁止垃圾進口後，2018
年上半年，美國有一半的塑料垃圾轉而出口到了泰
國，總量超過了 9.15 萬噸，是 2017 年全年的 20 倍。

但是，洋垃圾湧到這些國家的口岸，已經引起了
越來越強烈的反彈。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越
南也都相繼宣佈了禁止進口垃圾。菲律賓甚至把已
經抵達口岸的 69 個洋垃圾集裝箱重新裝船，「遣返
原籍」加拿大。中國的「洋垃圾禁令」被西方國家
視為是警鈴（Wake-up call），迫使出口垃圾的國家
重新思考垃圾處理的戰略。2018 年 10 月，歐洲議會
通過全面禁止一次性塑料製品的立法。到 2021 年，
歐洲市場上塑料吸管、餐具等一次性塑料產品將完
全消失。

美國的草原上堆砌的廢舊汽車。

與它的歐洲盟國相比，無論是政治意願還是基
礎設施投資，在垃圾的回收再利用上，美國都相形
見絀。全球風險評公司 Verisk Maplecroft 環境研究
部的負責人尼克斯（Will Nichols）說，調查一再顯
示，美國缺乏垃圾回收再利用的基礎設施。現在中

國不收美國的垃圾了，美國只好就地焚燒垃圾。Verisk 
Maplecroft 的評估報告警告，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已經不
願再做世界的垃圾場。發達國家必須重新制定處理自
己的垃圾的新戰略。

                                                       （CNN 中文网）

中國對洋垃圾說
不反應連鎖 廢料大戶美國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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