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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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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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新的一年，美朝是打破對話僵局，還是升級針
鋒相對？朝鮮勞動黨正在召開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

議被認為可能提供答案。從規模到持續時長，這次會議不同尋
常的地方和會議消息稿的遣詞用句都被世界媒體仔細品讀。緊
接著，按照慣例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還將發表新年賀詞，為
外界了解朝鮮的“新路線”提供更多線索。當地時間30日，
聯合國安理會將就中國和俄羅斯聯合提出的政治解決朝鮮半島
問題決議草案進行討論。在美國依然加大對朝施壓和警告力度
的時候，中俄為化解僵局提供了新的機會。
美國沒有靜待朝鮮作出明確表態，而是加大施壓力度。韓國
《朝鮮日報》30日報導稱，位於沖繩的駐日美國空軍基地近
日在臉書上公開美空軍最新製作的應對朝鮮洲際彈道導彈
(ICBM)的視頻。時長約1分鐘的視頻假設了從平壤北部地區發
射火星-14型ICBM的情形。雷達中出現捕捉到導彈踪蹟的宙
斯盾驅逐艦和MQ-1捕食者無人攻擊機飛行的畫面。該報評
論說，這是美國向朝鮮發出的強有力信號。與此同時，美軍偵
察機E-8C“聯合星”29日再次飛臨半島上空，繼續對朝監視
。《韓國先驅報》將美朝的2019年形容為“過山車般的一年
”。該報說，兩次會晤、一次破裂的會談，還有板門店的合影
，川普和金正恩以友好握手和一系列戲劇性事件數次登上全球
媒體頭條。但兩人之間的“化學反應”對推動朝鮮半島實現持
久和平效果甚微。在平壤為華盛頓設定的最後期限——2019

年的最後一天，仍然很難預料他們將如何互動。

美媒：2020年川普面臨最大外交危機是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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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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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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對於許多王室而言或
許是充滿紛爭、戲劇性變化的一
年，英國王室感情相當好的威廉
王子與哈利王子兩兄弟首度坦承
偶有失和，英國女王次子安德魯
王子捲入性醜聞風波，泰國國王
睽違多年首度納妃，新婚3月就廢
掉妃子，各項變化都讓今年王室
新聞多了許多驚奇。

此外，日皇明仁退位、德仁
繼位，日本開啟令和新時代，加
上英國王室迎接新成員亞契，為
混亂中增添了些許對未來的期待
。《中時電子報》邀請您與我們
一同回顧今年5大重要王室新聞，
除了窺探王室八卦，更重要的是
了解這些變化對一個國家的影響
。
1. 明仁退位、德仁登基 日開啟令
和新時代

日皇明仁因年事已高、身體
欠佳，希望王室公務不受自己的
身體狀況影響，也能順利地運作
，因此於4月30日正式退位，成
為日本皇室202年來首位在生前退
位的天皇。明仁天皇在位時期的
平成時代多災多難，30年來換了
17位首相，經濟歷經泡沫化，更
發生阪神大地震、東京地鐵沙林
毒氣事件、311大地震及海嘯，造
成多人死傷，明仁在退位禮的最
後致詞中祈願和平。

揮別平成，日本於5月1日正
式進入令和新時代，德仁即位為
日本天皇，日本皇室隨後於10月
22日舉行 「即位禮正殿之儀」 ，
德仁遵循古禮，穿上平安時代以
來即位禮儀式中的黃櫨染御袍，
登上6.5公尺高的 「高御座」 ，在
首相安倍晉三三聲 「萬歲」 下，

正式向海內外宣告即位。隨著德
仁登基，先前傳出患有 「適應障
礙症」 的雅子皇后也重拾外交長
才，積極參與公務。
2. 哈利首度坦承 與威廉兄弟失和

2019年英國王室新聞絕對圍
繞在哈利與梅跟這對夫妻身上，
自2018年夫妻倆結婚以來，梅根
與凱特這對妯娌不睦的傳聞就甚
囂塵上，甚至影響了威廉與哈利
的兄弟情，不論英國媒體的報導
是否屬實，哈利與梅根10月接受
英國獨立電視台（ITV）專訪時，
確實承認了兄弟之間 「偶有不好
的時候」 ，梅根甚至大吐苦水，
稱嫁到英國後 「沒人問她過得好
不好」 ，遭消息人士痛批行為失
控，也凸顯了哈利梅根夫妻與傳
統英國王室作風不同，要走自己
的路。
3. 安德魯王子捲入性醜聞 自殺式
車禍專訪引爆公關危機

2019年對於英國王室而言，
絕對如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所言，
是個 「充滿紛擾並令人煩心的一
年」 ，當中尤以女王次子安德魯
王子（Prince Andrew）捲入和未
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的桃色醜聞
最令人側目。美國億萬富豪艾普
斯坦（Jeffrey Epstein）8月自縊
後，整起性販運未成年少女的案
件焦點便轉移至安德魯王子身上
，面對受害女子指控歷歷，安德
魯王子11月中首度打破沉默，接
受BBC專訪時否認和少女發生關
係，更稱不認識對方，不過兩人
過去的合影馬上打臉這項說法，
也讓英美媒體評價他的 「車禍式
自殺專訪引爆了王室公關危機」
。

4. 泰王瓦吉拉隆功正式登基 1921
年來首納妃 3月後又廢妃

廣受愛戴的泰王蒲美蓬2016
年辭世，泰國經歷1年國殤期，泰
王瓦吉拉隆功（King Vajiralong-
korn）的加冕儀式順延2年，直至
今年5月4日才正式登基，瓦吉拉
隆功更在當月1日梅開四度，迎娶
小26歲的前空姐蘇堤達（Suthi-
da Vajiralongkorn na Ayudhya）
， 正 式 冊 封 為 蘇 堤 達 王 后
（Queen Suthida）。

2個月後，7月28日泰王67
歲生日當天更迎娶年僅34歲的少
將詩妮娜（Sineenat Wongvaji-
rapakdi）為妃子，是泰國王室
1921年以來首度納妃，王室更罕
見大動作在官網放上60多張詩妮
娜的照片，當中不乏與泰王的合
照。不過才新婚3月，泰國王宮
10月21日便宣布撤銷詩妮娜所有
軍銜和妃子頭銜，形同廢妃，瓦
吉拉隆功更批評她 「充滿野心」
、一心想要稱后，行為不符合頭
銜，其後更陸續開鍘王宮官員，
分析指出，瓦吉拉隆功想向外界
證明自己是行事果斷的君王。
5. 英王室新成員亞契報到 梅根爭
議一籮筐

2019年英國王室最大喜事莫
過於再添新成員，哈利王子與梅
根的第一個孩子亞契（Archie）於
5月6日報到，全球王室迷欣喜若
狂。儘管各界都相當興奮迎接王
室新成員，不過梅根在懷孕期間
、甚至產後的種種舉止也充滿爭
議，包括她在紐約豪砸千萬台幣
為寶寶辦產前派對，遭批作風太
高調，甚至傳出她傾向在家分娩
，以保有隱私等傳聞。

改朝換代、性醜聞、宮鬥劇上演 2019五大王室新聞回顧

（綜合報導）越南總理阮春福30日在政府與各地方視訊會
議上表示，未來20年越南若能保持近年來國內生產總值的高增

長率，到 2045 年，
越南有望成為高收入
國家。

阮春福說，越南中
產階級正在迅速增長
，2025 年預計將增

至人口的25％，相當於2500萬人。目前，越南人均收入接近

2800美元，距離3996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門檻（按世界銀
行2019年的基準）已經不遠。

阮春福稱，2019年，越南是亞洲經濟增長最快、最穩定的
領先國家之一，其增長質量也得到明顯改善，體現在勞動生產率
明顯提升（6.2％），遠高於周遭許多國家的水平。他說，2019
年越南取得的經濟社會成就證明，只要有決心、努力、團結，就
能取得更多成就。

（綜合報導）流亡海外
的玻利維亞前總統莫拉雷斯
29日在阿根廷與他所屬的
玻國政黨領袖舉行會議，計
劃於明年1月 19日在阿根
廷宣布選舉方式，選出該黨
的下屆總統選舉候選人，他
本人則遭禁止再次出馬參選
。

莫拉雷斯日前呼籲支持

者，踴躍參加29日在阿根
廷與玻利維亞邊界舉行的大
型集會，以選出明年玻國總
統大選候選人。不過這場集
會最後取消，莫拉雷斯與他
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黨共9
位領袖，改在布宜諾斯艾利
斯舉行閉門會議。

莫拉雷斯於10月選舉
後宣布連任，但爆出舞弊醜

聞，選舉結果被宣告無效。
在軍方倒戈下，莫拉雷斯
11月倉皇下台，逃往墨西
哥，獲得政治庇護，12月
應又改往阿根廷尋求政治庇
護。玻國正準備舉行大選，
社會主義運動黨與對手政黨
達成協議，規定莫拉雷斯及
其副總統皆不得參選。

越南力拼25年後成為高收入國家

玻利維亞將大選 總統候選人下月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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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对待男女感情，要比男人要单

纯得多，女人天生是种喜爱倾诉的动物

，再者个人生活上的繁杂，工作竞争中

的压力，心理压抑是在所难免的，找个

把真正理解自己的蓝颜知己倾听自己，

比与女友间交谈，要少了一份同性之间

相互比较的虚荣;可适当地撒娇，适当做

点错事他也能够包容，就当他是娘家哥

哥，比起情人，要少一些感情上的纠葛

和难免的伤疼;蓝颜知己，是女人失落时

下到女人心灵上的毛毛雨，酸酸的，痒

痒的，自有一份惬意在其中。

可是，就像好葡萄酒是有价阶的，

称职的蓝颜知己也是有标尺的，比如，

连某认为一个合格的蓝颜知己应该是符

合以下标准的：

1，有很好的收成，足够和红颜知

己出门消费时五五分帐，女人对蓝颜知

己不喜欢欠情，当然，男士也不能总让

一个女士付帐，否则女人会有自己付款

打热线的感觉。

2，品质绝对高尚，爱情绝对专一

的男人，可以保证在交往中蓝颜知己不

变质，身份最好王老五，不是王老五最

好太太是开明人士，不会因丈夫经常与

女士聊天而弄出些许故事，闹得满城沸

沸扬扬。

3，有广博的知识，一个聊两次天

就让人把肚子里的存货都掏空的男人，

谁都不想和他继续下去，更不必说做蓝

颜知己了。

4，有很好的沟通理解能力，善于

包容，一个走不进别人内心的男人，只

适合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

生活，就老老实实地在家做老式好男人

得了。

未婚男人做蓝颜知己，那么该男必

定要成熟稳重，能够阅尽世事繁杂，懂

得与别人分享幸福与排解苦难。已婚男

人做蓝颜知己，前面的条件要具备，稳

定完美的婚姻是最重要的前提。

女人寻找的蓝颜知己与男人寻觅红

颜知己不同，男人的红颜知己当然要相

知，更重要的是男人还渴望一份红袖暗

添香。女人对蓝颜知己，是没有这样欲

望的，感情上单纯的有点像童话里的白

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一样干净而美好，

他们可以拉着手在森林里跳舞，但拉着

的手指间绝不传递任何男女间复杂感情

。

一个男人做女人的蓝颜知己，至少

他要喜欢，让喜欢一个女人的男人，心

无杂念地面

对一个女人

，而且固若

金汤地守着

感情城池，

难呐，除非

他上帝一样

高尚，只不

过仅神仙的

事情就够上

帝他老人家

忙的了，上

帝是没时间

搀和到人间

给女人们做

什么蓝颜知

己的。

女人找

蓝颜知己最可能出现的三种尴尬：

1，如果一个男人真可以用一生来

倾听一个女人，相知一个女人，那么，

只有一种可能，这个男人是暗恋该女，

爱情得不到，友情嫌不够深，只好弄一

蓝颜知己的身份满足一下心理渴望，先

用一蓝颜自己的身份凑合着，等哪天该

女失落时充当一下让她依赖的臂膀，进

一步弄一红袖添香也未尝不可的念想。

2，美女未婚前，肯定蓝颜知己多多

，等美女嫁了，蓝颜知己的颜色肯定要

褪色不少，所谓的蓝颜知己，不过是期

待爱情的另一种形式而已，这样的蓝颜

知己还是不要也罢，要，亦最好选择钟

情的一个，将来以备后用，选做丈夫。

3，还有一种蓝颜知己，在婚后出

现，他倾听女人的不幸与幸，如果你一

直幸福下去，这样的蓝颜知己不会持久

，这时的所谓蓝颜知己，不过是情人的

一种前提培养形式而已，是最微妙的一

种男女间的游戏。

所以，做好女人的蓝颜知己也不是

件容易的事，蓝颜知己的尺度，在于异

性相吸两情相悦的原理面前，该有多么

脆弱，多么微妙，蓝颜知己们，还有蓝

颜知己的红颜们，你们累了没有?

蓝颜要比第三者清白

新的一天，新的绿光。

早上起床刷微博时，看到一个帖子

，po主说自己最好的闺蜜背叛了她，偷

偷和她男友当了三年的炮友，现在还上

位成功。

看完我整整酝酿了五千字的小论文

想骂渣男渣女，但最后浓缩为一句“婊

子配狗，天长地久”。

最好笑的是闺蜜的托辞——“他等

了你那么久，你却每次都那么骄傲”，

我认为她此刻的内心OS应该是“他等着

睡你那么久，你每次都那么骄傲不让他

睡，我这么乐于助人让他睡，可以说是

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了。”

拒绝婚前性行为是个人自由，不是

渣男在感情里出轨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睡没睡到跟爱不爱并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因为暂时睡不到而没法解决性

需求，那么就大大方方说分手，别白白

耽误人家对你六年的青春。

去找你的胸脯四两，放过别人的情

义千斤。

“交往6年的女友不让睡，我就睡了

她闺蜜，有错吗？”

感情里变心一次等于变心一万次。

帖子里的渣男到了最后一刻还在为自

己找些假惺惺的托辞，试图洗白自己，美

其名曰“我为了爱你伤害她太多次”。

真讽刺啊，给她的“爱”既是开始

的缘由，也是分手的借口。

想来也是心酸，她用了六年的时间

才看清一个骗子和一个曾对她掏心掏肺

的卧底。

我身边不少女孩子有过类似的遭遇

，一开始嘴里说着爱到天荒地老，某天

突然说我配不上你/生肖不合/我的指甲盖

坏了需要去做个手术/我突然又爱上了孤

独balbla......

给自己一个大义凛然的理由，把分

手后自己的形象塑造得伟光正，在我看

来比那些直接说分手或者劈腿后夹着尾

巴跑路的人更恶心。

几年前看过一部台湾电影《爱》，

里面有条支线剧情，郭采洁饰演的小霓

和陈意涵演的宜珈是多年好友，小霓男

友阿凯劈腿了，瞒着她和宜珈在一起许

久。

宜珈怀孕后，事情才彻底暴露在三

人面前。

后面男主跳了个粪坑请求原谅就被洗

白了，恕我无法认同这部电影的三观。

但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小霓去找自

己最好的闺蜜让她摊牌时，说了这样一

段话。

“我就是没办法像你一样听话顺从

又牺牲奉献，就因为我没有那么伟大，

我就不配爱人，我就不值得被爱吗?”

小三怀孕，男人就觉得她为了自己

牺牲很多很伟大，继而产生同情，最后

还以一种舍生取义的姿势抛下陪伴自己

多年的女友。

我是觉得女孩子不需要每次分手都往

自己身上找原因，很多时候根本不是你不

够好，是你太好了，而他犯贱罢了。

你交付于他一片真心，他却将它抛

弃，自己声色犬马。

最后带来的实质性伤害，不过是彼

此的信任土崩瓦解。

我以前不懂，为什么曾经信誓旦旦

说爱你的那个人，在分手的那一刻那么

歇斯底里和不留情面，用尽谎言来换一

个离开。

后来我开始明白，因为有些人就是

不够有担当，有好好开始的勇气，却没

好好结束的能力。

在快要潦草收场的时候，自己急着

脱身，却从不考虑是否会给曾经深爱着

的人带来二次的伤害，真的很孬种。

别假装高尚了，给个痛快话吧。

希望女孩子们要擦亮双眼，不要一头

扎进渣男的温柔陷阱里，远离大屁眼子。

也虔诚祈祷蓄谋情感犯罪的人在爱

里永远没有好果子吃。

毕竟始乱终弃的人，最终被抛弃的

只会是自己哦。

“交往6年的女友不让睡，我就睡了她闺蜜，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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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員工拒絕人臉識別打卡被開除
公司被判索賠

綜合報導 新西蘭壹位由於拒絕使用面部掃描打卡系統而被公司解

雇的電工，從他的前雇主那裏獲得了超過2.3萬新西蘭元(約合人民幣10

萬元)的賠償。

據報道，Fensom自2018年起擔任新西蘭KME Services的首席電工。

他兩次拒絕使用面部掃描打卡系統後，公司以“嚴重行為不當”為由開

除了他。現在，他由於不當解雇、受傷和被羞辱的理由，被雇傭關系局

判決獲得2.3萬新西蘭元(約合人民幣10萬元)的賠償。

2018年9月，KME公司通過發送備忘錄告知員工，生物識別數據和

面部掃描技術將取代紙質簽到。名為Timecloud的系統“將兌現KME對

工人健康和安全的承諾”。該掃描儀將在施工現場“幫助我們在緊急情

況或現場疏散時跟蹤員工和分包商”。

此後，Fensom發給董事總經理Lane壹份電子郵件表示，他完全同意精

確計時的必要性，但對進行更改的通知方式感到失望，並且對使用生物特

征掃描的形式不滿。他建議，刷卡系統是壹個“侵犯性”較小的選擇。

該人臉識別簽到系統啟動時，Fensom正在度假。當他返回後，他告

訴自己的上司他不會使用面部掃描系統，而只在紙上簽了到。

當天下午，他的上司給了他壹封警告信。第二天早上，當Fensom再

次拒絕使用面部識別系統時，他的上司立刻給了他壹封早已寫好的解雇

信。信上說，Fensom因“嚴重不當行為”而被解雇。

此後，Fensom向雇傭關系局進行了投訴。

雇傭關系局在12月20日的調查報告中表示，KME的行為並非公平

合理。理由為，Fensom並沒有機會進行解釋，他拒絕使用該系統的原因

也沒有真正被考慮過。

雇傭關系局稱，KME並沒有為Fensom召開紀律會議，他也沒有機

會獲得建議和支持，這違反了雙方簽署的合同，因此警告信和開除都是

不合理的。

另外，Fensom還認為這次的開除是壹種羞辱。

KME已被勒令向Fensom賠償損失的11286新西蘭元的工資，以及在

2020年1月31日前支付12000新西蘭元的精神損失費。

除此之外，雇傭關系局還表示，KME引入新系統的方式存在“重大問

題”。

墨西哥發現馬雅古文明大型宮殿遺跡
失落逾千年

綜合報導 墨西哥人类学事务官员表示，考古

学家在墨西哥东部热门观光城市坎昆(Cancun)附近

的库鲁巴古城，发现一座马雅文明大型宫殿遗迹，

历史超过千年，使用者很可能是马雅精英。

据报道，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学协会”

发布声明说，这座宫殿原高6米、长55米、宽15米

。从遗迹来看，公元600至1050年间可能有2段时

期长期有人居住。

马雅文明在公元250至900年间达到鼎盛，统

治范围涵盖今日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

等国的大片地区。

宫殿地点位于库鲁巴(Kuluba)考古区的东部。

这个考古区是墨西哥尤加丹州(Yucatan)重要的前西

班牙时期(pre-Hispanic)古迹区。

考古学家巴瑞拉在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学协会分

享的影片中说：“这个发现只是开端，我们才刚要

开始挖掘这处遗址最庞大的建筑结构之一。”

库鲁巴和埃克巴兰(Ek' Balam)、奇琴伊察(Chichen

Itza)这2座马雅城市往来密切，尤其后来还受到奇琴伊察

影响，成为其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和领地。

除了这座宫殿，墨西哥专家还在库鲁巴中央广场的

“C组”(Group C)区域，发现4个结构体，包括1座祭

坛、2栋住宅的残迹和1个据信是火炉的圆形体。

調查：秘魯外籍人口超96萬
逾八成來自委內瑞拉

綜合報導 秘魯國家統計和信息局(INEI)數據顯示，居住在秘魯境內

的外籍人口共計96.35萬人，其中超八成是委內瑞拉人。

據報道，數據顯示，居住在秘魯境內的外籍人口中，委內瑞拉人占

比高達84.4%，哥倫比亞人占3.6%，西班牙人占1.3%，還有美國人、厄

瓜多爾人和阿根廷人等。

按受教育程度劃分，59.4%的外籍人口受過高等教育，32.2%受過中

等教育，6.8%受過初等教育，還有1.5%受過學前教育或未受過教育。

就婚姻狀況而言，單身人士占比40.9%，已婚人士占比33.9%，未婚

同居人士18.5%。

此外，2010年至2018年間，共有4528人通過與秘魯人結婚的方式獲

得了合法身份，他們中的大多數來自哥倫比亞，占比12%，委內瑞拉

9.5%和西班牙7.8%等。

英政府削減公共衛生營銷支出
遭批破壞禁煙運動

綜合報導 在壹場禁煙運動被削減

24%公共衛生營銷預算，隨即遭取消後

，英國政府被指責破壞了其讓英國無煙

的目標。

英國公共衛生部“健康危害”計劃

(Health Harms)此前曾試圖利用1月份人

們的新年決心，鼓勵全國600萬煙民通

過吸電子煙，以及觀察致癌化學物質和

焦油的吸入情況來戒煙。

據報道，英國的吸煙率正在下降，

這也要歸功於簡單包裝的引入和稅收的

增加，但在反吸煙的整體預算從500萬

英鎊降至380萬英鎊後，英國政府被敦

促不要“自滿”。

今年早些時候，英國公共衛生部門

的營銷預算削減了五分之壹，從3500萬

英鎊降至2800萬英鎊。

英國肺科基金會(BLF)的高級政策官

員瑞秋•霍奇斯警告說：“削減這些活

動的預算是壹個魯莽的決定，這不僅會

讓想戒煙的煙民失望，還會導致與吸煙

有關的疾病給英國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帶

來更大的壓

力。”

該 慈 善

機構補充說

，資金的減

少“破壞了

政府的目標

， 即 到 2030

年讓英國實

現無煙”，

因為“大眾

媒體對幫助

人們戒煙至

關重要”。

根據該慈善機構的數據，在媒體信

息支出從310萬英鎊降至39萬英鎊後，

戒煙成功率從2015年的8%降至2016年

的6%。

總體而言，自2012年以來，戒煙運

動已導致近200萬人嘗試戒煙。BLF表示

，有證據表明，戒煙運動在幫助人們戒

煙方面卓有成效。

據報道，英國每年約有7.8萬人死於

吸煙，這使吸煙成為英國最大的死亡和

疾病原因之壹。更多的人患有與吸煙有

關的疾病，如癌癥、心臟病和肺炎。

BLF敦促財政部“恢復對停止吸煙

和1月健康危害運動的全面資助”，稱

吸煙“每年給社會造成超過110億英鎊

的損失”，其中“25億英鎊直接由英國

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承擔”。

約翰遜要食言？
歐盟領導人:英脫歐過渡期還得再延

綜合報導 不久前，英國

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曾放話稱

：英國將於2020年 1月 31日

前“脫歐”，並且過渡期不

超過2020年底，明年內將與

歐盟磋商自由貿易協議。不

過，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

拉· 馮德萊恩最近卻對此表達

了質疑。

綜 合 英 國 廣 播 公 司

（BBC）、美聯社報道，根

據目前安排，英國將於明年1

月31日正式“脫歐”，英歐

關系隨後進入過渡期，暫時

維持現狀，以便雙方就“脫

歐”後全面貿易關系達成協

議。過渡期定於明年（2020

年）12月31日結束。

約翰遜此前也表示，

禁止延長“脫歐”過渡期

將帶來更多確定性，防止

談判壹拖再拖。但禁止延

長“脫歐”過渡期意味著

英國和歐盟必須在 11 個月

內完成“脫歐”後貿易關

系談判。

該談判將涉及貿易、漁

業、安全和外交政策合作等

多個方面，難度不小。屆時

，若英歐未能達成自由貿易

協議，雙方將退回到世界貿

易組織框架下進行貿易，這

對互為重要貿易夥伴的英國

和歐盟而言，都不是壹個好

消息。

對此，歐盟委員會主席

烏爾蘇拉· 馮德萊恩 27日在

接受法國《回聲報》采訪

時說：“我非常擔心我們

的時間有多少”，“在我

看來，雙方都應該認真考

慮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談判

是否可行。”

馮德萊恩說：“我認為

有必要在年中進行評估，如

有必要，（雙方需要）就延

長過渡期達成壹致。”

據了解，在這11個月期

間，英國將不再是歐盟成員

國，但其貿易關系將保持不

變，並將繼續遵循歐盟的規

則，例如接受歐洲法院的裁

決。它還將繼續為歐盟的預

算作出貢獻。

歐盟近年來與其他經濟

體達成自貿協定的談判過程

基本不少於3年。歐盟“脫歐

”談判首席代表巴尼耶也曾

多次警告說，不可能在11個

月內與英方達成全面的自由

貿易協議。

據了解，馮德萊恩於今

年11月 1日正式接替容克，

成為首位女性歐盟委員會

主席。馮德萊恩曾於 2013

年 12 月出任德國國防部長

，是德國歷史上首位女性

國防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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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加拿大去年大麻合法化後
，大麻業迅速增長，多間大麻生產商前赴美
國上市，開始主導全球大麻市場。但《華盛
頓郵報》指，美國本地生產的大麻品質最好
，但礙於聯邦禁令，別說出口，連州際銷售
也不行，遠遠落後於全球趨勢。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上月以大比數通過
《2019年大麻重新投資機遇和撤銷案底法
案》，認定大麻不再屬於國家一級管制毒品
，且要從聯邦法角度上將大麻進行合法化。
但在立法階段來說只屬初步。目前全美有
11個州批淮娛樂用大麻，醫藥用大麻合法
化的州份更多達33個。業內人士認為，大
麻在全國合法化只是時間問題，問題是還要
等多久。

大麻在聯邦層面尚屬非法，因此美國大
麻生產商不能將大麻出口，也不能運送到其
他已合法化州份。相反地，早著先機的加拿
大已經積極在國際間簽訂貿易協議，取得在
國際銷售大麻的許可證。儘管全球大麻市場
有限，但至少有30個國家，包括墨西哥、
德國和義大利，已經把醫藥用大麻合法化。
隨著大麻被證實有助舒緩疼痛、噁心和青光
眼，相信會有越來越多國家批准在醫藥領域
使用大麻。

《華盛頓郵報》報導，相對於加拿大的
寒冷天氣，美國大部份氣候宜人地方更適合
大麻生長。加州大麻生產商自1996年起已

開發合法大麻產品，是繼阿姆斯特丹後，全
球第二個大麻生產地。而加州的大麻籽目前
已銷往世界各地，許多外國公司都以加州大
麻籽的品質作為目標。

專家指出，美國大麻產品另一個吸引買
家之處，是政府對大麻產品有嚴格監管，確
保安全無污染，加上生產商積極推動產品創
新和大規模種植，美國大麻品質可說是全球
最佳。

基於聯邦法律禁止銷售和使用大麻，無
法使用銀行支付系統，大麻銷售只能作現金
交易，而銷售網往往只限於州內零售。因此
，大部份生產商都未大規模投資自動化設備
，工序都是人手處理。

公眾對大麻接受程度越來越普遍，各大
麻生產商都為全國合法化做好準備。公司
LivWell Enlightened Health預期，法律鬆綁
後，就可以擴大州際或國際大麻供應量，因
此正在科羅拉多州和奧勒岡州建造大型室內
大麻種植室。公司結合遺傳學和科技種植大
麻，新種植室將會使用垂直耕種方式，節省
耕種面積。

在 9 個州種植和銷售大麻的 4Front
Ventures充滿信心，認為美國公司可以在國
際貿易上趕上加拿大，但始終憂慮等候時間
越長，即禁令維持時間越久，美國公司要追
趕的難度就會越大。

美國聯邦法律扼殺大麻產業 品質最高但無法出口

（綜合報導）以口無遮攔、草根形象聞
名的美國總統川普評價一向兩極，不過即使
他身陷彈劾案中，據蓋洛普民意測驗中心
（Gallup）30日公布年度美國最受景仰人物
調查發現，川普仍以18%得票數首次擠進
榜首，與連續12年排名第一的前總統歐巴
馬並列。

蓋洛普民意測驗中心（Gallup）在其官
網上指出，雖然這項調查自1948年以來，
現任總統當選最受景仰人物的次數高達58
次，但川普過去4年都屈居歐巴馬之後，名
列第2。蓋洛普分析，川普今年終於能和歐
巴馬並列第一，與川普的民調支持率成正比
。跟過去2年相比，川普目前的施政滿意度
達到45%，是他就任總統以來最好的時期
，這也反映在現今民調結果。

不過調查也發現，民調呈現明顯的黨派
分歧差異。41%的民主黨支持者將票投給歐
巴馬，45%的共和黨選擇川普。相對地，極
少民主黨支持者選擇川普，共和黨支持者選
擇歐巴馬的更少，無黨派的獨立人士則是平
均分配。

除了歐巴馬與川普外，美國人最景仰的
男性還包括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
特斯拉汽車公司（Tesla）執行長馬斯克
（Elon Musk）、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
（Bill Gates）、教宗方濟各、正在角逐民
主黨總統初選提名的參議員桑德斯（Ber-
nie Sanders）、川普彈劾案要角之一的眾
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謝安達（Adam Schiff
）、達賴喇嘛、波克夏哈薩威公司（Berk-
shire Hathaway）董事長巴菲特（Warren
Buffett）等人。

女性方面，歐巴馬夫人蜜雪兒則排女性
第一，還包括影視名人歐普拉（Oprah
Winfrey）、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
（Hillary Clinton）以及剛拿下時代（Time
）年度風雲人物的瑞典環保少女童貝里
（Greta Thunberg）。其餘尚有英國女王伊
麗莎白二世、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Nancy Pelosi）、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金
斯柏格（Ruth Bader Ginsburg）、德國總
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與前美國駐聯
合國大使海利（Nikki Haley）等人。

罵歸罵！美最受景仰男性 川普擠進榜首

（綜合報導）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
varro）周一（30日）表示，美中兩國很可能在下周
前後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目前正在等候協議文
本的翻譯工作。

納瓦羅接受福斯新聞（Fox News）訪問時表示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文本將盡快公開，預料不會
遇到障礙。 「基本上，只是需要時間把它翻譯成中
文，並確保兩個版本吻合。」 他透露，長達86頁的
協議文本包括：有關智慧財產權的詳情，在遏止中
國強制外資技術轉移上是 「好的開始」 ，及 「關於
匯率操縱有一些好措詞」 。他預期，下周內美中可
以正式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仍須由總統川普

及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確認。
納瓦羅也提到，美國也會在明年，繼續尋求與英國
、歐盟和越南達成貿易協議。

美中本月中敲定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內容後，仍
未確定簽署日期和地點。《南華早報》早前引述消
息指，北京已接受美國邀請，中國副總理劉鶴將於
周六（1月4日）率團前往華盛頓簽署協議。不過，
白宮尚未證實。

萊特海澤曾預料，將會由他與劉鶴負責簽署，
但川普上周在推特上發文稱，他與習近平會舉行簽
署儀式。

白宮貿易顧問：美中極可能下周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綜合報導）外傳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計畫辭職，競選堪薩斯州參議員。蓬佩
奧今天再次否認傳言，強調他希望繼續留在華府擔
任美國國務卿，並做對美國人民有益的事。

蓬佩奧今天接受福斯新聞頻道脫口秀節目 「福
斯與朋友們」 （Fox & Friends）專訪，再度被問及
他是否有意在明年回到家鄉堪薩斯州（Kansas），
角逐聯邦參議員一職。

蓬佩奧表示，他與太太都熱愛堪薩斯州，那不
只是他們的家，也是家人及朋友的所在地。但他強
調，他計畫留在華府，繼續擔任美國總統川普的國
務卿。

蓬佩奧說： 「這是我一貫的說法，我打算繼續
這樣回答。只要川普總統想要我擔任這個職務（國

務卿），就還是有工作要做。」
節目主持人緊接著再追問蓬佩奧，他的意思是

否是完全不考慮明年參選堪薩斯州參議員。蓬佩奧
表示，他看著他的人生，轉了許多人永遠意想不到
的彎，但參選不是他想要做的事。他並強調，他希
望留在華府繼續執行國務卿的任務，也希望做對美
國人民有益的事。

蓬佩奧在2018年4月就職成為美國國務卿前，
曾在2011至2017年間擔任堪薩斯州聯邦眾議員。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7日報導，蓬佩
奧近期頻用私人推特帳號發布親民形象推文，白宮
及國務院內部部分人士解讀，蓬佩奧是在為競選鋪
路，並有意透過社群網站在投入選舉前打造個人品
牌。

否認辭職選參議員蓬佩奧：希望續任國務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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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安倍內閣滿7年
安倍力爭完成修憲留政治遺產

綜合報導 日本第二次安倍內閣上

臺滿7年。日本共同社分析稱，安倍在

提出經濟優先方針的同時，還希望能

完成修憲留下政治遺產。

據報道，安倍對記者表示，“今

後也會好好幹”。日本官房長官菅義

偉也在25日的記者會上表示，“今後

也將謙虛地傾聽國民的聲音，在各種

政策課題上拿出切實的成果。”

本屆安倍內閣於9月成立後，在修

憲方面的動作明顯加速。12月9日，安

倍更是就修改《憲法》表示，“希望

壹定由我來實現”。不過，日本國內

部分在野黨和民眾對修憲持反對態度

，安倍能否在任內實現修憲，難以預

料。

此外，安倍政權目前還面臨“賞

櫻會”風波、日韓爭端以及日俄爭議

島嶼問題等多道“考題”，安倍剩下

的任期將何去何從，其是否會尋求再

次連任，還有待觀察。

安倍於2006年 9月當選自民黨總

裁，同月出任首相，後因自民黨在

參議院選舉中慘敗和閣僚頻曝醜聞

，於 2007 年 9月辭職。2012 年 9月，

安倍再次當選自民黨總裁，同年 12

月率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大勝，

贏回執政權並再次出任首相，連任

至今。安倍本屆自民黨總裁任期將

至2021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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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國家健康檢查結果顯

示，54%的韓國人患有疾病或疑似患病

。當局表示，隨著檢查對象逐漸老齡化

，與5年前相比，健康狀況為正常的比

率有所減少。另外，結果顯示，四成國

民肥胖，肥胖率也逐年上升。

韓國國民健康保險公團發布的

“2018 年健康檢查統計年報”顯示，

23.5%的人為疾病患者，30.4%的人疑似

患病，共有53.9%的人未能得到健康正

常的判定。與五年前的2013年相比，疑

似患病者雖然下降了4.7%，但患病者卻

上升了5.1%。

對於疾病患者比率增長的現象，健

康保險工團解釋稱，人口出現老齡化，

高年齡段檢查對象增加。

從年齡段來看，20歲以下，健康正

常判定的比率為77.6%，30多歲為63.2%

、40多歲為52.6%、50多歲為41.9%、60

多歲為26.0%、70多歲為17.4%。隨著年

齡的增長，逐漸降低。而80歲以上的人

，患有疾病者占比為65.8%。

此外，總體吸煙率為21.5%，男性

為36.9%，女性3.6%。40多歲男性吸煙

率(45.9%)最高。男性吸煙率在2015年1

月香煙提價後，壹直呈減少趨勢。

全 體 肥 胖 率 為 38.2% ， 男 性 為

45.7%，女性為 29.6%。男性中 30多歲

(51.0%)、女性中70多歲(42.7%)所占比率

最高。肥胖率從2013年起持續增加。

印度洋海嘯15周年：20多萬人罹難 幸存者難釋懷
印度洋大海嘯災難發生滿 15年之

際，成千上萬人舉行紀念儀式，緬懷20

多萬名罹難者。受災國家如今改進了海

嘯預警系統，專家認為，“如今再發生

像2004年那樣的海嘯不會再有那麼多人

罹難”。

奪命海嘯：
浪高30米 20多萬人遇難
亞洲多個國家26日均舉行儀式，悼

念2004年喪生的南亞大海嘯死難者。

15年前的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

9級地震引發浪高逾30米海嘯，致20多

萬人喪生，這是地震海嘯史上的慘痛教

訓。

當年，海嘯大浪最高達到30米，向

印尼、泰國、印度和斯裏蘭卡的海岸和

城市滾滾而來。

印度尼西亞有 17萬人在海嘯中喪

生，單在亞齊省便有12萬人罹難。泰國

在大海嘯中有5.3萬人罹難。

該海嘯由壹次9級以上的海底地震

引起，這是史上測得的強度第3的地震

。整個村莊被席卷而去，船只被沖上陸

地。經濟損失無可估量。

15 年後，在亞齊省首府班達亞

齊，人們測試了壹座海嘯警報塔的

喇叭裝置。

幸存者未釋懷：看到大海 就會打顫
有經歷災劫的幸存者表示，雖然事

隔15年，但當年情景仍歷歷在目，至今

仍感到害怕。

28歲的馬裏旺在海嘯中失去雙親和

5名親戚，她表示無法忘記此事，不時

會夢見巨浪湧至，“我曾想過離開，但

不可能做到，因為我在此出生，父母也

死在這裏”。

65歲的努爾哈亞提(Nurhayati)也是紀

念人群中的壹員。海嘯災難中，她失去

了17歲的女兒。努爾哈亞提含淚說道，

“我在這裏，因為我這麼想她；她當時

剛上大學，才17歲。過去15年了，但直

到今天，只要看到海--即使是在電視裏

，我依舊每回都會打顫”。

災難中，姆南達爾(Arif Munandar)

失去了24名親屬，其中有妻子和3個孩

子。如今，他是海嘯警告設施的技術人

員。他說，“我現在是鰥夫。對我來說

，生活的唯壹地方就是這裏。因此，我

在這裏重新蓋建了房子。我要留在這

裏--在我最親愛的人死去的地方，雖然

別人常勸我遷往他處。”

“再發生2004年那樣的海嘯，不會
有那麼多人罹難”

據報道，受災國家總共投資了4億

美元，用於設置壹個改進型海嘯預警系

統。在高危地區，建起了警報塔和保護

地堡。

亞齊救災機構負責人蘇達爾瓦迪

(Sudarwardi)指出，相關技術設施不是最

先進的。他表示，為能向人們提供更好

的保護，尚有大量

工作要做，“但我

們實在缺錢。我們

的很大壹部分裝置

陳舊不堪”。

不過，海嘯預

警系統協調人圖馬

拉 (Srinivasa Tum-

mala)確信，總體

而言，自 2004 年

以來，印度洋安全

些了，“我們切實

取得了進展，如今

再發生像2004年那樣的海嘯不會再有那

麼多人罹難。不過，各種挑戰依舊很大

，正如去年導致4000人喪生的巴魯(Palu)

海嘯顯示的那樣。”

他認為，若有更好的預警系統，其

中的很多人今天依然會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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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Tiffany旗艦店的翻新和餐廳引入，
只是香港廣場在近一年業態調整之一部分，為
順應內地消費升級，該商場還引入多個首次
「登陸」的高端品牌，包括美妝、珠寶、服飾
及家居等。香港廣場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內
地消費升級的現象非常明顯，以前購買的高檔
商品集中在包袋這類東西，但近幾年種類已變

多，高端成衣及手錶珠寶都打開銷售渠道，甚
至很多人亦關心高端的生活方式。

為配合消費者升級，香港廣場認為提供升
級的購物體驗同樣重要。Tiffany餐廳的引入
就是為讓人們在購物中有餐飲的體驗，目前還
會加大力度提供個性訂製、生活體驗等更多業
態來迎合消費者需要。

經過翻新後的香港廣場Tiffany旗艦店，面積僅
次於Tiffany在紐約第五大道的旗艦店。此

外，該店二樓還新增Tiffany BLUE BOX CAFE，
為目前全球第三家Tiffany餐廳。

旗艦店貨品亞洲最齊
一位Tiffany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翻新後的

店舖將成為亞洲貨品最齊全的門店，很多珠寶、
家居飾品等，只有上海這家店舖可以購得，甚至
在東京、香港都買不到。至於餐廳，該人士透
露，餐廳內有17個坐席，可提供全日制餐飲，目
前可供VIP使用，並將於本月23日正式向公眾開
放。

Tiffany BLUE BOX CAFE目前在全球僅有3
間店，分別在紐約、香港和上海。其中，紐約店
2017年開業，香港店在今年9月開幕，而上海店
僅時隔三個月便開門迎客。港滬兩間餐廳開店時
間如此之近，不難看出Tiffany正急於佈局內地市
場。有外媒報道稱，上海餐廳將會是紐約之外，
首家永久保留的餐廳店。

從Tiffany最新公佈的第三季度財報來看，中
國市場正讓其喜憂參半。從地域市場的角度看，

中國內地市場表現亮眼，有兩位數的銷售漲幅，
但與此同時，第三季度香港市場的銷售額大跌
49%。

Tiffany對上海店正報以極大期望和信心。工
作人員表示，上海Tiffany餐廳正式開業後，預訂
餐位已排到半年之後。從全球餐廳預訂網站chope
來看，香港的Tiffany餐廳儘管也是新開業，但只
需提前一周預約即可。

另外，Tiffany工作人員還強調：「我們提供
全部沙發座和寬敞的間隔距離，還有明亮的落地
玻璃窗可供觀賞景色。香港的那家餐廳，可能會
稍微擁擠一點，有些茶餐廳的感覺。」

內地佈局正緊鑼密鼓
此前Tiffany高層曾在公開場合表示，中國是

蒂芙尼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場，一直是最具活力
的市場。從近期Tiffany頻頻在內地的動作來看，
亦證明其對中國的重視：今年8月與阿里巴巴合作
在天貓上開出首家在線彈出式店。9月又在上海舉
辦珠寶展，彙集約350件珍貴展品。10月在北京
機場開出首個Tiffany免稅購物店。12月又迎來上
海旗艦店和餐廳的開業。

消費升級 上海商場調整業態

滬滬Tiffany BLUE BOX CAFETiffany BLUE BOX CAFE
近日在上海的香港廣場外，27個Tiffany

藍巨型禮盒堆疊成LOVE字樣，標誌全新的

Tiffany旗艦店與Tiffany BLUE BOX CAFE在

此開業。據Tiffany相關負責人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介紹，旗艦店商品絕對是全亞洲最齊全，

而餐廳預訂亦已排到半年後，也就是說，想在

上海吃到Tiffany早餐，需要提前半年預約。

相比第三季香港業務嚴重下滑，Tiffany在內

地卻有兩位數銷售漲幅，可以預期該公司對內

地的投入和希望正在加大。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上海上海TiffanyTiffany餐廳目前對餐廳目前對VIPVIP開放開放。。

預約早餐等半年預約早餐等半年

■■上海上海Tiffany BLUE BOXTiffany BLUE BOX
CAFECAFE場景圖場景圖。。TiffanyTiffany提供提供

■■TiffanyTiffany香港廣香港廣
場旗艦店外觀場旗艦店外觀。。

■■TiffanyTiffany禮盒堆疊成禮盒堆疊成LOVELOVE字字。。

■■TiffanyTiffany工作人員表示上海旗艦店貨品是亞工作人員表示上海旗艦店貨品是亞
洲最齊全洲最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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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商場傳為平安夜演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透過一個全球大
型民宿網站租用香港民宿，發現手

續頗為簡單，用戶只需提供資料給該網
站，網站亦強調個人資料不會透露給其
他用戶及民宿房東/經營者。記者在登記
完簡單資料後，便租了一間位於旺角區
鬧市的民宿，不久，有自稱房東的人便
在該Apps上主動聯繫記者，並相約時
間、地點交收鎖匙卡。

取匙不問身份出入無掩雞籠
在某一天下午，“房東”帶着記者

到該民宿的樓下等候，約10分鐘左右，
便有一名男子抵達，他將鎖匙卡交給記
者後便匆匆離去，記者主動查問民宿安
全及設施等問題，但該男子表示自己只
是“代理”，並不是房東，如有需要可
在Apps上向房東查詢。之後，記者再進
入這座居民大樓，在進入大廈時，管理
員也沒有任何詢問，任由記者自行進入
該大廈某層所租單位。

據悉，很多這些民宿的房東都並不
會親自與租客接觸，只會透過職員與租
客聯繫，對租客的身份及目的基本不聞
不問。有暴徒組織看準入住民宿無人理
會的漏洞，且出入方便，就在港島及九
龍租用了多個民宿作為他們的臨時基
地，一方面可作為參與暴衝活動前後的
臨時藏身地，另一方面，也可作為存放
各種物資及爆炸品的地點，甚至用於試
驗危險品的秘密地點。

在民陣發動“12．8”遊行前，警方
分別在灣仔及炮台山破獲“屠龍小隊”
及“V小隊”的秘密基地，檢獲一支

9mm Glock半自動手槍、伸縮棍、護甲
及爆竹。據悉，“屠龍小隊”的灣仔基
地是短租的民宿。有知情者透露，有
“精銳小隊”成員早在8月已開始租用單
位、酒店及貨倉作為暴衝物資的存放
地，由於出入時仍會被人看到，因此在9
月時開始已改為租住民宿，貪其出入時
都無人理會，而“小隊”會不時轉換地
點，以逃避追蹤，亦可調動軍火在不同
地區發動襲擊。

香港文匯報早前曾報道，“屠龍小
隊”及“V小隊”一直密謀針對警察發
動血腥恐怖襲擊。“屠龍小隊”及“V
小隊”可謂劣跡斑斑，自成立起已發起
多次針對警察的恐怖襲擊行為，今年8月
30日，3名刀手於葵涌警署伏擊一名休班
警察，正正就是“屠龍小隊”及“V小
隊”所為，其中自稱“V小隊”的頭目
“Victor”事後更在“連登”貼出逾八千
字的長文，大肆宣揚自己的殺警行動，
並稱他們還會進行更多恐怖行動。

核心成員轉地下暗網買軍火
據悉，由於“屠龍小隊”及“V小

隊”行為極端，已成為其他黑衣魔的偶
像，近期的一些衝擊現場，都有大批
“粉絲”期待他們到場發動襲警行動。
但有“勇武”成員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
露，現時“屠龍小隊”及“V小隊”的
核心成員已不會再上前線，計劃把組織
“地下化”，再藉機發動恐怖襲擊，除
今次的半自動手槍，這些“小隊”仍嘗
試在“暗網”（購買非法物品的網站）
購入更多軍火，企圖未來再大幹一場。

民宿不記身份 黑魔租作暴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過去一段時間，極
端暴力團夥“屠龍小隊”及“V小隊”越演越激，其行
為已與恐怖分子無異。香港文匯報記者調查發現，在11
月中旬的“中大理大事件”後，上述兩支屬於黑衣魔的
“精銳小隊”已極少到衝擊前線。據悉，他們此舉除了
是想將暴力行動“地下化”外，他們亦會訓練“衝擊新
手”。這些新手大多在過去兩個月才加入，甚至是由
“和理非”演變而成。

“理大事件”結束後，“勇武”數量明顯減少，之
後多次衝擊都未能得逞。在12月8日，民陣在港島發起遊
行，當時亦有不少“勇武”分子混跡於人群中，多次挑釁

警察企圖乘機衝擊，亦有暴徒向法院投擲汽油彈。至遊行
終點，約200名“勇武”集結在中環置地廣場外，一度準
備向防暴警察發起衝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觀察，這些“新手小隊”遊行
完後已立即“上Gear”（穿上衝擊制服），亦準備了大
量汽油彈、行山杖等武器。但帶頭的“勇武小隊”頭目感
覺現場的人數明顯不足，而且大部分都是中學生模樣的新
手，在判斷形勢後唯有決定放棄。據悉，由於大批“勇
武”遭到重創，不少暴力小隊更是潰不成軍，為了重整實
力，“屠龍小隊”及“V小隊”已開始向新手們提供訓練
及裝備，企圖能培養出更多黑衣魔上前線肆虐。

警
偵
查
兩
月
瓦
解
﹁屠
龍
﹂

老魔訓練新手衝在前

“屠龍小隊”部分簡況

8月
25日

在荃灣二陂坊一帶破壞店舖，再衝擊警車和警察

10月
13日

十餘名黑衣魔同時以“火雨”向旺角警署投擲燃
燒彈

11月
12日

“中大事件”中，“小隊”有到場支
援，衝擊警方防線

12月
8日

警方在搜查危險品行動中拘捕警方在搜查危險品行動中拘捕1111人人，，據悉被捕據悉被捕
者為者為““屠龍小隊屠龍小隊””成員成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盛傳今次多
人落網的極端暴徒“屠龍小隊”，過往的暴力衝
擊行為都顯得十分出位，並與另一支極端暴徒
“Ｖ小隊”在黑衣魔中崛起。據了解，今年10
月中旬，多番被暴徒衝擊的香港旺角警署突然遭
“整隊黑衣魔”用“火雨”的方式投擲燃燒彈，
而完事後這些人迅速逃離現場。警方事後根據現
場視頻觀察，發現這些黑衣魔甚有組織性，因此
決定全力偵查搜捕，經過近兩個月的偵查，終於
在灣仔及炮台山等處拘捕多人。

據悉，早在8月25日發生荃灣衝擊事件
後，警方開始着手調查黑衣暴徒，惟當時資料
並未充足，警方一直處於觀察階段。此時，有
自稱“屠龍小隊”的成員甚為囂張，不時在網
上發表暴力言論，更高調接受某些煽暴媒體訪
問。直至10月中旬一個晚上，在“8．31事
件”後多次受到衝擊的旺角警署外突然出現一
整隊黑衣人，只見他們以一次過的“火雨”方
式向警署投擲大量燃燒彈，而完事後各人都極
速逃離現場。警方事後將現場拍到的視頻進行
仔細分析，發現該批人與其他“散兵游勇式”
的黑衣人不同，他們無論在抵達現場及撤離時
都甚有組織性，再加上與在其他地區的暴力事
件一起研判，初步判斷該組織應該就是窮兇極
惡的“屠龍小隊”。

經過近兩月的偵騎四出和詳細調查，警方
終於鎖定數十個“屠龍小隊”的落腳點，終於
在12月初搗破數個“暴蝸”，將多名疑似
“屠龍小隊”成員繩之以法。事件發生後，
“屠龍小隊”的Telegram頻道“育龍”一度
貼出小隊“覆沒”消息，不過該訊息不久就被
刪去。記者發現，在12月7日後，“育龍”已
沒有再作更新。不過，在11月下旬，有自稱
“屠龍小隊”的人在Telegram開設頻道和發
起眾籌，稱聲要籌款供養其他“暴力小隊”成
長。

據悉，大批“屠龍”成員落網後，另一個
極端暴力團體“Ｖ小隊”將是警方下一個重點
打擊目標。據了解，“Ｖ小隊”作風較為低
調，但卻比“屠龍”更為暴力。。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沙田新城市廣場日前被大批黑
衣魔破壞，欄杆上的玻璃被擊
碎。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民宿在香港未受太多規管，容易
被利用成非法用途。 網上截圖

大批黑衣魔日前藉

“和你 shop”活動，又

到多個商場大肆破壞。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

解，暴徒這次肆虐其實是為準備 24日平安夜發起更大規模的暴力行

動作“熱身”。日前香港警方在港島灣仔及炮台山的單位分別破獲兩

個極端暴力組織“屠龍小隊”、“V小隊”基地，其中在灣仔的單位

據悉是“屠龍”成員為藏放爆炸品而租用的民宿。香港文匯報記者早

前曾嘗試在多處租用該等民宿並作實地觀察，發現這類民宿幾乎“無

王管”，只要有人在網上辦妥租用手續，住客在入住前甚至退房時，

房東/經營者都不會查閱住客的身份。消息透露，有暴徒就是利用這

個空子將民宿變成“基地”或“軍火庫”，囤積大量暴衝物資甚至殺

人武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齊正之、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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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Tiffany旗艦店的翻新和餐廳引入，
只是香港廣場在近一年業態調整之一部分，為
順應內地消費升級，該商場還引入多個首次
「登陸」的高端品牌，包括美妝、珠寶、服飾
及家居等。香港廣場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內
地消費升級的現象非常明顯，以前購買的高檔
商品集中在包袋這類東西，但近幾年種類已變

多，高端成衣及手錶珠寶都打開銷售渠道，甚
至很多人亦關心高端的生活方式。

為配合消費者升級，香港廣場認為提供升
級的購物體驗同樣重要。Tiffany餐廳的引入
就是為讓人們在購物中有餐飲的體驗，目前還
會加大力度提供個性訂製、生活體驗等更多業
態來迎合消費者需要。

經過翻新後的香港廣場Tiffany旗艦店，面積僅
次於Tiffany在紐約第五大道的旗艦店。此

外，該店二樓還新增Tiffany BLUE BOX CAFE，
為目前全球第三家Tiffany餐廳。

旗艦店貨品亞洲最齊
一位Tiffany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翻新後的

店舖將成為亞洲貨品最齊全的門店，很多珠寶、
家居飾品等，只有上海這家店舖可以購得，甚至
在東京、香港都買不到。至於餐廳，該人士透
露，餐廳內有17個坐席，可提供全日制餐飲，目
前可供VIP使用，並將於本月23日正式向公眾開
放。

Tiffany BLUE BOX CAFE目前在全球僅有3
間店，分別在紐約、香港和上海。其中，紐約店
2017年開業，香港店在今年9月開幕，而上海店
僅時隔三個月便開門迎客。港滬兩間餐廳開店時
間如此之近，不難看出Tiffany正急於佈局內地市
場。有外媒報道稱，上海餐廳將會是紐約之外，
首家永久保留的餐廳店。

從Tiffany最新公佈的第三季度財報來看，中
國市場正讓其喜憂參半。從地域市場的角度看，

中國內地市場表現亮眼，有兩位數的銷售漲幅，
但與此同時，第三季度香港市場的銷售額大跌
49%。

Tiffany對上海店正報以極大期望和信心。工
作人員表示，上海Tiffany餐廳正式開業後，預訂
餐位已排到半年之後。從全球餐廳預訂網站chope
來看，香港的Tiffany餐廳儘管也是新開業，但只
需提前一周預約即可。

另外，Tiffany工作人員還強調：「我們提供
全部沙發座和寬敞的間隔距離，還有明亮的落地
玻璃窗可供觀賞景色。香港的那家餐廳，可能會
稍微擁擠一點，有些茶餐廳的感覺。」

內地佈局正緊鑼密鼓
此前Tiffany高層曾在公開場合表示，中國是

蒂芙尼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場，一直是最具活力
的市場。從近期Tiffany頻頻在內地的動作來看，
亦證明其對中國的重視：今年8月與阿里巴巴合作
在天貓上開出首家在線彈出式店。9月又在上海舉
辦珠寶展，彙集約350件珍貴展品。10月在北京
機場開出首個Tiffany免稅購物店。12月又迎來上
海旗艦店和餐廳的開業。

消費升級 上海商場調整業態

滬滬Tiffany BLUE BOX CAFETiffany BLUE BOX CAFE
近日在上海的香港廣場外，27個Tiffany

藍巨型禮盒堆疊成LOVE字樣，標誌全新的

Tiffany旗艦店與Tiffany BLUE BOX CAFE在

此開業。據Tiffany相關負責人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介紹，旗艦店商品絕對是全亞洲最齊全，

而餐廳預訂亦已排到半年後，也就是說，想在

上海吃到Tiffany早餐，需要提前半年預約。

相比第三季香港業務嚴重下滑，Tiffany在內

地卻有兩位數銷售漲幅，可以預期該公司對內

地的投入和希望正在加大。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上海上海TiffanyTiffany餐廳目前對餐廳目前對VIPVIP開放開放。。

預約早餐等半年預約早餐等半年

■■上海上海Tiffany BLUE BOXTiffany BLUE BOX
CAFECAFE場景圖場景圖。。TiffanyTiffany提供提供

■■TiffanyTiffany香港廣香港廣
場旗艦店外觀場旗艦店外觀。。

■■TiffanyTiffany禮盒堆疊成禮盒堆疊成LOVELOVE字字。。

■■TiffanyTiffany工作人員表示上海旗艦店貨品是亞工作人員表示上海旗艦店貨品是亞
洲最齊全洲最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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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領導人今聚成都
華學者：尋合作最大公約數

中央搭制度框架 挺民企高質發展
“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意見”出台

“准入難、融資難、回款難、中標難、維權難、轉型難等一些發展中的困
難、前進中的問題、成長中的煩惱仍然困擾着民營企業，影響民營企

業的高質量發展，迫切需要完善有關制度，出台切實管用的政策舉措加以破
解。”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此份文件，立足於民營企業改革發展首個
中央文件的總體定位，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從制度層面着眼，更多的
用改革的方法，破除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性障礙，完善推動民營企
業改革發展的制度框架。

去年11月習近平主席主持召開民企座談會，在經濟下行、民企經營困難之
際給市場“定心丸”。近期中央再次連發利好政策支持民企。最近一個多月來，
中共中央、國務院相繼出台《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
《關於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
見》，此次再發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初步形成支持民企發展的制度
組合。

開放競爭性業務
此次中央在文件中提出要保障民營企業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

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努力在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方面尋求新
突破。針對廣被詬病的“玻璃門”“彈簧門”，要堅決破除制約民營企業參與
市場競爭的各類障礙和隱性壁壘，切實消除在准入許可、經營運行、招投標等
方面的不平等待遇。

文件明確進一步放開民營企業市場准入，包括支持民營企業以參股形式開
展基礎電信運營業務，以控股或參股形式開展發電配電售電業務；支持民營企
業進入油氣勘探開發、煉化和銷售領域，建設原油、天然氣、成品油儲運和管
道輸送等基礎設施；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參與原油進口、成品油出口等。

加大刑事保護力度
文件尤其強調，健全平等保護的法治環境，健全執法司法對民營企業的平

等保護機制，加大對民營企業的刑事保護力度，保護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合法財
產。“嚴格按照法定程序採取查封、扣押、凍結等措施，依法嚴格區分違法所
得、其他涉案財產與合法財產，嚴格區分企業法人財產與股東個人財產，嚴格
區分涉案人員個人財產與家庭成員財產。持續甄別糾正侵犯民營企業和企業家
人身財產權的冤錯案件。”

中央還提出，鼓勵引導民營企業改革創新，要求各級政府組織實施科技創
新、技術轉化等項目時，要平等對待不同所有制企業，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
重大戰略實施機制，在重大規劃、重大項目、重大工程、重大活動中積極吸引
民營企業參與。

相關指標將納績效評價
另外，未來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相關指標將納入高質量發展績效評價體

系。中央還要求，加強輿論引導，主動講好民營企業和企業家故事，堅決抵
制、及時批駁澄清質疑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否定民營經濟的錯誤言論。

中央頒佈關於民企
發展的文件。中國（海
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
長遲福林對此表示，中
國轉向高質量發展階

段、應對當前內外複雜形勢，最重要
的一個方面是調動企業家積極性，穩
定預期和信心，讓企業家願意促進創
新和長期投資。從去年領導人親自召
開座談會，平息社會疑慮派定心丸，
到今年接連發佈制度文件，將支持民
企的政策措施制度化法治化，最終目
標是建立平等公開法治的市場環境，
讓各個市場主體獲得平等發展和法治
保護的環境。未來更多政策和實施細
則將進一步出台和落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文魁
則指出，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營造
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
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
法律保護的市場環境。”新出台的文件

將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三公一平一
同”原則落地。張文魁還強調，要讓民
營企業真正享有“三公一平一同”發展
環境，仍需改革國有企業，做到營商環
境法治化。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王曙光表
示，近期中央高規格高密度出台支持民
企的文件，體現了中央一以貫之的堅定
不移發展壯大民營經濟的戰略決心，其
釋放的信號是極其明顯的，那就是要為
中國的長治久安、為民營經濟發展進行
強大且持久的制度支持，提供長期性、
穩定性、系統性的制度框架。

泰康保險集團創始人陳東升則認
為，此次中央文件本質是培育企業家
和企業家精神的土壤。賦予公正、規
範、透明的市場環境和法治環境，真
正尊重和相信民營經濟，用制度保障
讓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真正放下包
袱，樹立信心，安心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制度化法治化保障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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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24日將在四川成都主持召開第八次中
日韓領導人會議，並分別會見韓國總統文在寅、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站在中日韓合作20周年這一歷史方位，中國
學者分析，透過歷史鏡頭，三國領導人將在複雜
的國際環境下釐清合作路徑，在互動中“解難
題”“破困局”“妥處分歧”，為三方下一個20
年尋求合作最大公約數。

“三國的合作內容豐富、成果突出，其中一
個關鍵點就在於平等、平衡、共同利益。”中國
社科院學部委員張蘊嶺說，“日韓高度重視對外
貿易和投資，在信息、大數據等高科技領域優勢
明顯，而中國有巨大市場，在5G、互聯網方面有
獨特後發優勢，三國間形成巨大的優勢互補與機

遇”，“沒有誰輸誰贏，只有彼此成就。”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所長劉卿認

為，如果將三國合作第一個20年定義為“成果豐
碩”，而對於下一個20年，期待各方領導人用更
深遠的戰略眼光去給未來籌謀佈局。

還有學者指出，從區域價值鏈和區域一體化角
度來看，若中日韓能達成自貿協定，將對亞洲區域建
立完整產業鏈和價值鏈具有正向作用，有利於提升亞
洲區製造業乃至全球製造業的品質和規模。此外，自
貿協定還有助於消除或降低貿易和投資壁壘，擴大市
場規模，進一步促進區域內各類資源合理配置，提高
生產效率和競爭力，最終實現共同繁榮。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認
為，中日韓自貿協定將會告訴世人，中國會在規
則透明、非歧視、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建設上發

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對於三國未來合作將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

響？劉卿認為，一個重要趨勢將是“中日韓+X”
的多元“拼圖”——共同拓展同第四方、第五方
市場合作。比如，三國完全可以利用“一帶一
路”平台，將各自優勢資源組合，推動合作更豐
富多元。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即將訪華出席中日韓領
導人會議前，接受了包括中新社在內的中國駐日
媒體聯合書面採訪，就中日韓合作、中日關係等
發表了看法。安倍表示，今年適逢日中韓合作開
展20周年。希望在日中韓領導人會議上能夠總結
迄今以來在廣泛領域中取得進展的日中韓合作，
同時也希望探討如何進一步深化在環保、老齡社
會、人員交流等共同課題上的三方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22

日對外發佈重磅文件《關於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

發展的意見》，提出要“保障民營企業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

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推動民營企業改革

創新、轉型升級、健康發展”。這份中央支持民企發展的重要文

件，提出放寬准入、減輕負擔、確保公平、依法治企等一系列政

策措施，破除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性障礙。

支持民企改革發展要點
基本原則：

堅持公平競爭，遵循市場規律，
支持改革創新，加強法治保障

優化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進一步放開民營企業市場准入，
實施公平統一的市場監管制度，
強化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剛性約
束，破除招投標隱性壁壘

完善精準有效的政策環境：

進一步減輕企業稅費負擔，健全
銀行業金融機構服務民營企業體
系，完善民營企業直接融資支持
制度，健全民營企業融資增信支
持體系，建立清理和防止拖欠賬
款長效機制

健全平等保護的法治環境：

健全執法司法對民營企業的平等
保護機制，保護民營企業和企業
家合法財產

鼓勵引導民營企業改革創新：

引導民營企業深化改革，支持民
營企業加強創新，鼓勵民營企業
轉型升級優化重組，完善民營企
業參與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機制

促進民營企業規範健康發展：

引導民營企業聚精會神辦實業，
推動民營企業守法合規經營，推
動民營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
引導民營企業家健康成長

構建親清政商關係：

建立規範化機制化政企溝通渠
道，完善涉企政策制定和執行機
制，創新民營企業服務模式，建
立政府誠信履約機制

組織保障：

建立健全民營企業黨建工作機
制，完善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
工作機制，健全輿論引導和示範
引領工作機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此次中央在文件中明確，要進一步放開民營企業市場准入，包括支持民營企業進入油
氣勘探開發、煉化和銷售領域。圖為新疆某油田工人正在巡檢設備。 資料圖片

■第 12 次
中日韓經貿
部長會議22
日在北京舉
行。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第12次中
日韓經貿部長會議22日在北京舉行。三方重
申，將積極推動2020年如期簽署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RCEP），並在此基礎上共同
加快推進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

這是2016年後中日韓三國再次舉行經貿部
長會議，也適逢中日韓三國合作20周年。此次
會議由中國商務部部長鍾山、韓國產業通商和
資源部長官成允模、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梶山弘
志共同主持。

會議落實三國領導人重要共識，為即將召
開的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做了經貿領域準
備。三方就區域經濟一體化、地方合作、「中
日韓+」、電子商務、互聯互通、能源等領域
合作深入交換意見，達成廣泛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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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Tiffany旗艦店的翻新和餐廳引入，
只是香港廣場在近一年業態調整之一部分，為
順應內地消費升級，該商場還引入多個首次
「登陸」的高端品牌，包括美妝、珠寶、服飾
及家居等。香港廣場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內
地消費升級的現象非常明顯，以前購買的高檔
商品集中在包袋這類東西，但近幾年種類已變

多，高端成衣及手錶珠寶都打開銷售渠道，甚
至很多人亦關心高端的生活方式。

為配合消費者升級，香港廣場認為提供升
級的購物體驗同樣重要。Tiffany餐廳的引入
就是為讓人們在購物中有餐飲的體驗，目前還
會加大力度提供個性訂製、生活體驗等更多業
態來迎合消費者需要。

經過翻新後的香港廣場Tiffany旗艦店，面積僅
次於Tiffany在紐約第五大道的旗艦店。此

外，該店二樓還新增Tiffany BLUE BOX CAFE，
為目前全球第三家Tiffany餐廳。

旗艦店貨品亞洲最齊
一位Tiffany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翻新後的

店舖將成為亞洲貨品最齊全的門店，很多珠寶、
家居飾品等，只有上海這家店舖可以購得，甚至
在東京、香港都買不到。至於餐廳，該人士透
露，餐廳內有17個坐席，可提供全日制餐飲，目
前可供VIP使用，並將於本月23日正式向公眾開
放。

Tiffany BLUE BOX CAFE目前在全球僅有3
間店，分別在紐約、香港和上海。其中，紐約店
2017年開業，香港店在今年9月開幕，而上海店
僅時隔三個月便開門迎客。港滬兩間餐廳開店時
間如此之近，不難看出Tiffany正急於佈局內地市
場。有外媒報道稱，上海餐廳將會是紐約之外，
首家永久保留的餐廳店。

從Tiffany最新公佈的第三季度財報來看，中
國市場正讓其喜憂參半。從地域市場的角度看，

中國內地市場表現亮眼，有兩位數的銷售漲幅，
但與此同時，第三季度香港市場的銷售額大跌
49%。

Tiffany對上海店正報以極大期望和信心。工
作人員表示，上海Tiffany餐廳正式開業後，預訂
餐位已排到半年之後。從全球餐廳預訂網站chope
來看，香港的Tiffany餐廳儘管也是新開業，但只
需提前一周預約即可。

另外，Tiffany工作人員還強調：「我們提供
全部沙發座和寬敞的間隔距離，還有明亮的落地
玻璃窗可供觀賞景色。香港的那家餐廳，可能會
稍微擁擠一點，有些茶餐廳的感覺。」

內地佈局正緊鑼密鼓
此前Tiffany高層曾在公開場合表示，中國是

蒂芙尼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場，一直是最具活力
的市場。從近期Tiffany頻頻在內地的動作來看，
亦證明其對中國的重視：今年8月與阿里巴巴合作
在天貓上開出首家在線彈出式店。9月又在上海舉
辦珠寶展，彙集約350件珍貴展品。10月在北京
機場開出首個Tiffany免稅購物店。12月又迎來上
海旗艦店和餐廳的開業。

消費升級 上海商場調整業態

滬滬Tiffany BLUE BOX CAFETiffany BLUE BOX CAFE
近日在上海的香港廣場外，27個Tiffany

藍巨型禮盒堆疊成LOVE字樣，標誌全新的

Tiffany旗艦店與Tiffany BLUE BOX CAFE在

此開業。據Tiffany相關負責人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介紹，旗艦店商品絕對是全亞洲最齊全，

而餐廳預訂亦已排到半年後，也就是說，想在

上海吃到Tiffany早餐，需要提前半年預約。

相比第三季香港業務嚴重下滑，Tiffany在內

地卻有兩位數銷售漲幅，可以預期該公司對內

地的投入和希望正在加大。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上海上海TiffanyTiffany餐廳目前對餐廳目前對VIPVIP開放開放。。

預約早餐等半年預約早餐等半年

■■上海上海Tiffany BLUE BOXTiffany BLUE BOX
CAFECAFE場景圖場景圖。。TiffanyTiffany提供提供

■■TiffanyTiffany香港廣香港廣
場旗艦店外觀場旗艦店外觀。。

■■TiffanyTiffany禮盒堆疊成禮盒堆疊成LOVELOVE字字。。

■■TiffanyTiffany工作人員表示上海旗艦店貨品是亞工作人員表示上海旗艦店貨品是亞
洲最齊全洲最齊全。。

2019年12月21日（星期六）中國新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近幾年引發熱議的未成年人暴力惡性案件
■2019年10月24日 四川省仁壽縣15

歲中學生顏某因對老師日常管理不

滿，在教室內持磚暴打老師，10秒連

擊9次，導致老師黃某頭部受傷。目

前，顏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2019年10月20日 大連10歲女孩被故

意殺害身亡。24日，大連市公安局發

佈通報稱，13歲男孩性侵這名女童未

遂，殘忍將其刺死。因加害人蔡某某未

滿14周歲，未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

齡，依法不予追究刑責。目前，蔡某某

已被依法收容教養。

■2019年4月 江西省興國縣檢察院依法

對被告人姚某、張某某等18人以涉嫌

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等

多項罪名提起公訴。審查查明，2017

年11月以來，以未成年人姚某為首的

“天眼幫”黑社會性質組織，在興國

縣城及周邊鄉鎮，有組織實施違法犯

罪40餘宗。

■2018年9月 15歲的陝西神木少女被6

名未成年人逼迫賣淫後，遭毆打致

死。據神木市人民政府官網通報稱，

2018年11月19日，神木市警方偵破

一宗故意殺人案，一名初中女生遇

害，六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獲到案

（均屬未成年人）。

■2016年7月 一段“陝西堯禾鎮中學生

打架”的視頻廣為流傳，被打女孩遭揪

頭髮、打耳光、飛踹腹部。有網友爆料

稱，事發地點為陝西省渭南市白水縣堯

禾鎮。此後，白水縣公安局發佈消息

稱，這宗案件涉案者均為未成年人。

■2013年11月25日 重慶長壽區10歲

女孩在電梯摔打一歲嬰兒並使其從25

樓墜落，“重慶女孩電梯摔嬰”事件

經網絡傳播後引發各方熱議。12月，

10歲摔嬰女孩李某因未成年不予刑事

立案偵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刑責年齡要降低？最高檢：正研究
將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機制 探索分級干預制度

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廳長史衛忠20日在最高檢和公安部聯
合舉行的發佈會上表示，檢察機關依法懲治未成年人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對於此類案件，情節較輕的，依法引導
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賠償、道歉，爭取達成刑事和解；對於
犯罪情節較重的，堅持依法懲戒，保持司法震懾。

涉罪未成年人不能“一放了之”
“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始終堅持

雙向保護原則，對一些未成年人嚴重犯罪及時批捕、起訴，
切實維護被害人合法權益。”他表示，對於涉嫌犯罪，但未
達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也決不能“一放了之”，必須
依法予以懲戒和矯治。

在解決低齡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問題方面，史衛忠指出，
要進一步健全完善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和犯罪預防制度，盡可
能消除導致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家庭、學校、社會、網絡、
政府等保護過程中的問題，立足從源頭上做好預防工作。其
次，要建立健全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預制度，“一些未成年
人年齡很小的時候出現不良行為，甚至違法犯罪，因為沒有
得到適當矯正干預，甚至因此在違法犯罪道路上越走越遠，
犯罪性質、危害後果越來越嚴重。”

未成年人犯罪多因所致
對於“是否應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這一話題，他回應

稱，最高檢正在認真研究，會及時向立法機關提出處理意
見，回應社會公眾。在他看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往往是
由於其所處的不良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所致，單純降低刑
事責任年齡，能否從根本上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值得探討。

最高檢當日還通報稱，近年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持
續上升態勢，其中，性侵犯罪佔比較大，去年1月至今年10
月共起訴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25萬人。公安部刑事偵查局
副局長龔志勇在同一場合介紹稱，近年來，部分不法分子打
着“個性交友”“童星招募”等幌子，誘騙、脅迫未成年人
進行“裸聊”或發送“裸照”“裸體視頻”等方式進行“隔
空”猥褻的違法犯罪行為有蔓延之勢，成為此類犯罪行為的
新形態。

史衛忠表示，檢察機關將探索建立兒童證言審查規則，
推動建立全國層面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強制報告制度。同
時，還將加強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建
設。龔志勇表示，公安機關將在全國範圍內部署開展打擊性
侵違法犯罪專項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近

年來，中國未成年人惡性犯罪事件多發頻發，

“是否應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成為熱議話題。最

高人民檢察院20日就此回應稱，對涉嫌犯罪的未

達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必須依法予以懲戒和

矯治。不過，單純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能否從根本

上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值得探討，“最高檢正認真研

究”。在此方面，將完善犯罪預防機制，並探索

分級干預制度。另外，公安部門將聯合開展打擊

治理性侵違法犯罪專項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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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全國
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岳仲明20日在
北京說，民法典草案將提請明年3月十三
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這是新中國歷
史上第一部法典化的法律。

“編纂一部真正屬於中國人民的民
法典，是新中國幾代人的夙願。”岳仲
明在當日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第三次記者會上說，黨和國家曾於1954
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四次啟
動民法制定工作，都因種種原因沒有取
得實際成果，繼而採取“批發”轉“零
售”的辦法，確保先制定民事單行法。

岳仲明說，經過多年努力，中國已
經先後制定了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
則、收養法、擔保法、合同法、物權
法、侵權責任法等民事立法，逐步形成
了比較完整的民事法律規範體系，民事
司法實踐積累了豐富經驗，民法理論研
究也達到較高水平，為編纂民法典奠定
了較好的制度基礎、實踐基礎和理論基
礎。“近年來，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
對編纂民法典的呼聲也比較高。”

岳仲明說，2018年8月，十三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對民法典各分
編草案進行了初次審議。2018年12月以
來，對民法典各分編草案進行了拆分審
議，目前各分編草案均已完成了兩次審
議，其中人格權編草案、侵權責任編草
案和婚姻家庭編草案完成了三次審議。

據岳仲明介紹，民法典各分編草案
經常委會二審或三審後，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工委均通過中國人大網公開徵求社會公
眾意見；同時，聽取中央有關部門、專家
意見，到一些地方進行調研。在此基礎
上，根據常委會審議意見和各方面意見，
對民法典各分編草案進行了修改完善，並
將2017年已經出台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法總則》編入草案，重新編排條文序
號，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
案）》，提請12月常委會會議審議。

“常委會會議審議後，將民法典草
案通過中國人大網公開徵求社會公眾意
見。”岳仲明說。

■■近年來近年來，，中國未成年人惡性犯中國未成年人惡性犯
罪事件多發頻發罪事件多發頻發。。圖為中國開展圖為中國開展
青少年普法教育青少年普法教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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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隻股指期權上市
方星海：利於優化市場平衡機制 完善多層次市場體系

中國衍生品家族的另一大成員股指期貨早在
2010年已啟航，最先推出的是滬深300股指

期貨，5年後上證50、中證500股指期貨上線。但
因具備做空功能，2015年6月的股災中，股指期
貨被視為罪魁禍首之一，監管層並於當年9月對
之出台管控措施。

國際化提速 三大期權同日推
不過，近年來中國投資者對做空機制的認識

日趨成熟，加之市場已逐步企穩，國際化進程明
顯提速，盡快與國際成熟市場接軌成為當務之
急。在此背景下，監管層先後於2017年2月、
2017年9月、2018年12月實施了三輪“鬆綁”，
令股指期貨市場交易等功能恢復正常，今次更再
下一城，滬深300指數衍生出的三大期權品種同
日上陣。

金融衍生品市場全新嘗試
方星海23日在滬深300股指期權上市儀式

上指出，股指期權是資本市場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的嶄新成果，是金融衍生品市場創新發展的

全新嘗試，三個交易所同步推出滬深300ETF期
權和滬深300股指期權，有利於優化市場平衡
機制，完善多層次市場體系，促進資本市場健
康發展。

他提到，作為國際上發展成熟的風險管理工
具，股指期權功能充分發揮後，能夠幫助投資者
靈活調整投資組合的風險收益結構，豐富交易策
略，有助於引入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進入股票
市場，“國內外實踐都表明，投資者類型越豐
富，市場的穩定性就越高，成交往往也越活
躍。”

體現“一個擴面、兩個加深”
方星海並透露，近年來，內地衍生品市場

着力做好“一個擴面、兩個加深”。“一個擴
面”，就是擴大期貨和衍生品對基礎資產的覆
蓋面，加大產品供給，讓資產定價和風險緩釋
的市場功能惠及更多行業、更廣領域。“兩個
加深”，一是深化產品類型，每一類基礎資
產，既要有期貨，又要有期權，滿足不同的投
資交易和風險管理需求；二是深化投資者參

與，既要培育和發展國內的產業和機構投資
者，也要吸引境外投資者廣泛參與內地期貨市
場。

滬深300三大期權上市首日，認沽主力合約
大幅上揚。中金所滬深300股指期權沽2月4,000
合約收漲52.51%，上交所300ETF期權沽1月
4,000合約收漲21.74%，深交所300ETF期權沽1
月4,000合約收漲46.62%。

三大股指回調 滬指跌破3000點
A股市場上，滬深三大股指集體回調。內地

明年起將對850多種進口商品降稅，大市由升轉
跌。截至收市，滬綜指報2,962點，跌42點，或
1.4%；深成指報 10,056 點，跌 173 點，或
1.69%；創業板指報 1,736 點，跌 35 點，或
1.98%。兩市共成交5,372.25億元（人民幣，下
同），其中滬市成交2,184.84億元，深市成交
3,187.41億元。除了ST概念、高送轉、工藝商品
等少數板塊小幅收漲，兩市其餘行業、概念板塊
均不同程度下跌，雞肉概念、知識產權、國產軟
件等重挫4%。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

蘿蘭 上海報道）中國首隻股指

期權品種23日破繭而出。中金

所23日正式上市交易滬深300

股指期權，此外上交所、深交

所兩隻滬深300ETF期權合約

亦同步上市。中證監副主席方

星海強調，推出股指期權是資

本市場供給側改革的重大成

果，是金融衍生品市場創新發

展的新嘗試，亦可幫助上海國

際金融中心建設。他相信內地

期現貨市場的聯繫將更加緊

密，資本市場風險管理的功能

將進一步發揮。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央行23日公佈的四季
度銀行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銀行家宏觀經濟
熱度指數為30.7%，比上季下降3.3個百分
點。其中，有40.0%的銀行家認為當前宏觀經
濟“偏冷”，比上季增加 6.6個百分點。
問卷調查並顯示，貸款總體需求指數為

65.3%，比上季降低0.5個百分點，比上年
同期提高2.3個百分點。分行業看，製造業
貸款需求指數為59.2%，比上季提高0.2個
百分點。
分企業規模看，大型企業貸款需求指數

為54.9%，比上季提高0.5個百分點；中型
企業為 57.1%，與上季持平；小微企業為
69.6%，比上季降低0.6個百分點。
貨幣政策方面，有15.0%的銀行家認為

貨幣政策“寬鬆”，比上季增加2.0個百分
點；80.2%認為貨幣政策“適度”，比上季
減少2.7個百分點。

企業出口訂單預期下降
央行同時公佈的四季度企業家問卷調查

報告顯示，企業家宏觀經濟熱度指數為
31.9%，比上季低0.5個百分點，比去年同
期低3.5個百分點。其中，37.9%的企業家
認為宏觀經濟“偏冷”，60.5%認為“正
常”，1.6%認為“偏熱”。
調查並顯示，出口訂單指數為43.2%，

比上季低1.2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低2.3個
百分點。其中，13.6%的企業家認為出口訂
單比上季“增加”，59.2%認為“持平”，
27.2%認為“減少”。
國內訂單指數為49.1%，比上季提高

2.1個百分點，同比低0.9個百分點。其中，
18.0%企業家認為本季國內訂單比上季“增
加”，62.2%認為“持平”，19.8%認為
“減少”。

城鎮儲戶物價預期下降
央行還公佈了四季度城鎮儲戶問卷調查

報告，居民對下季度物價預期指數為
64.4%，比上季下降1.1個百分點。其中，
34.9%預期下季物價將“上升”，45.7%預
期“基本不變”，9.2%預期“下降”，
10.3%的居民“看不準”。
對下季房價，26.5%的居民預期“上

漲”，51.5%預期“基本不變”，11.1%預
期“下降”，10.9%稱“看不準”。
本季就業感受指數為44.5%，比上季下

降0.9個百分點。其中，15.1%的居民認為
“形勢較好，就業容易”，51.5%的居民認
為“一般”，33.4%的居民認為“形勢嚴
峻，就業難”或“看不準”。就業預期指數
為51.9%，比上季下降0.6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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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星海方星海（（小圖小圖））表示表示，，股指期權功能充分發揮後股指期權功能充分發揮後，，能夠幫助投資者靈活調整投資組合的風能夠幫助投資者靈活調整投資組合的風
險收益結構險收益結構，，豐富交易策略豐富交易策略，，有助於引入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進入股票市場有助於引入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進入股票市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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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鋪了新地氈的樓梯 ( 之二）                                                      
余國英

第二天，他們將棉被、床單、枕頭都
搬了過來，在樓上大臥室的地氈上打了一
個雙人地鋪。

“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 當
晚，余老太太醒完鼻涕，一面咳嗽，一面
知足地說，與余老先生很滿意地鑽進地鋪。

不知何故，半夜老太太醒來，只覺混
身疼痛，咳嚨發乾，白天只得由老先生一
人往返搬運行李箱籠，自己留在新居，疼
得厲害時，就躺在地氈上直冒冷汗，痛得
好一點，還勉強起床來整理房院，操作洗
衣機、烘乾機清洗衣物，煮點熱的飯菜，
供兩人晚餐。

二個禮拜後，老先生穿著大衣端了熱
開水上樓，先將老太太額上的泠汗擦去，
再將熱開水遞過去給老伴潤喉暖身，只聽
見樓下有用鑰匙開門，嬌聲嬌氣地講話的
聲音，下樓一看，原來小女兒國賢手中抱
了一條新的鴨絨被，正指揮著三名墨西哥
工人搬運一張包著透明塑膠套的全新大席
夢司床墊進門。

“爸，媽天天埋怨說一輩子東飄西蕩，
居無定所，現在，再也不會覺得寄人籬下
了罷！看，真正細毛鴨絨被，是由我病人
的家長開的運動器材公司裡訂製的，普通
百貨公司絕對買不到的珍品哦！”國賢一
面得意地嚷，一面將手中的新鴨絨被交給
父親。

“爸爸媽媽，這房子怎麼這麼冷？呀，
才六十度！怎麼不開暖氣呢？”小女兒吃
驚地問，先奔到樓梯邊，抬頭望著牆上掛
的溫度計，然後將暖氣的指針撥到“ON”。

突然，洗衣間的中央暖氣爐轟轟地響
了起來，再不一會兒，每個房間的天花板
上的通氣口都開始吹出了熱烘烘的空氣。

“國賢！”穿了大衣的老太太也趕下
樓來，因為趕得太急，才下了一半樓就大
聲乾咳起來，這一咳竟不能停止，只得坐

在樓梯中央不停地喘氣，蒼白的臉上透出
微紅。

“媽，這樓梯上的新地氈怎麼滿佈這
多紅點．．．？” 小女兒懷疑地問，叭地
一聲將樓梯上方的電燈開關打開。

血點？燈光照耀得非常清晰，新地氈
上一大片腥紅色的斑點，正是余老太太咳
出來的鮮血。

“不得了！是媽咳出來的嗎？呀，媽，
妳發燒啦？”女兒簡直嚇壞了，連忙伸手
去摸余老太太的額頭，先由白上衣的口袋
中掏出一支體溫計來送進母親口中，再用
脖子上掛的聽診器仔細聆聽母親的呼吸聲。

“媽，我看得帶妳去醫院仔細檢查一
下。”小女兒急得哭了起來，淚珠滴滴答
答地掉在她手中的聽診筒上。

仔細檢查的結果，余老太太得的是肺
癌，己經到了第二期，老人家不願麻煩孩
子，平常有個小病小疼，自已在床上躺躺，
餓上二頓就算了，若不是受涼發了燒，被
小女兒強迫帶去檢查，恐怕不知要等到何
時才會發現呢。

為了方便起見，醫師女兒替母親向醫
療器械供應所訂了一個電動的病床，余老
太太已經虛弱得不能上樓了，病床只得放
在樓梯旁邊的飯廳裡，新裝的電話也放在
床邊小几上，病人膽小，不願一人睡在樓
下，正好余老先生也不願一人睡樓上，就
將客廳的沙發推到病床旁邊，睡在沙發上
日夜守著老伴。

日本軍閥侵略中國，使他們在外漂流
了八年之久，留在老家的老祖母孤單淒涼
地過世，他這獨子竟無法返家奔喪，因此
生性溫和純厚的余老先生全力扺制日貨，
二女兒國豪與二女婿一男由波士頓趕來，
買了一台美國製的大螢幕電視機送給父母
消遣用。

大女兒國英與大女婿盧嘏由紐約長島

飛來加州，發現新居樓下沒有紗門，特地
替父母訂製了一個新紗門。

“今年九月是爸爸媽媽結婚六十週年
紀念日，咱們自已一家人，天南地北，想
法子聚起來慶祝一下，怎麼樣？”住在加
州佛利蒙的老四國傑提議，大家附議。余
家一直東遷西移，知己的朋友鄰居實在少
得可憐，當然更談不上什麼親戚世交，大
慨也因為如此，一家人才這麼互相扶持，
相依為命罷。

化療以後，老太太頭髮已經全部掉光
了，胃口全無。

“秀山，妳想吃什麼？”老先生傷心
地看著經常嘔吐，骨瘦如柴的老伴，用手
摸著她頭上戴的帽子，輕聲體貼地問。

“ 小 國 賢 天 天 不 是 帶 些 油 膩 的 餐 館
外賣，就是高蛋白補品，叫人怎麼不倒盡
胃口！老頭，記不記得八十一號公共汽車
站旁邊有一家自助餐館？我想吃他們的生
菜。”老太太嘆了一口氣。

老先生點點頭，想起來了，那時她嫌
太貴，雖然經常由裝著各式生菜的玻璃櫃
邊經過，因為捨不得花錢，所以從來不曾
買來吃過。

老先生揹了揹袋，拉開紗門，後院的
花草一直沒人修剪，小徑已經被荒蕪的殘
花野草掩沒，半躺在病床上的余老太太眼
光一直跟隨著可憐的老伴，看他跌跌撞撞、
步履蹣跚地走向後門，好像隨時都會摔倒
一樣，十分擔心他將來如何獨自一人在世
上生活，不由得悲從中來，抽抽噎噎地哭
了起來。

余老先生來回坐車、等車，直到下午
四點才顫顫蘶蘶地捧著一個塑膠盒的生菜
回來，兩位老人家都餓得頭昏眼花。

“信符，我死了以後，沒有人照顧你，
你一人怎麼辦呢？” 面黃肌瘦、顴骨突出
的余老太太悽慘地哭著，她怕眼淚掉在青

菜裡，又怕使老伴傷心，只得將裝生菜的
外賣塑膠盒推到一邊，轉過頭去輕聲地飲
泣。

“秀山，我死了以後，就埋在妳的身
邊，那才是我們真正的長眠之地，再也不
會東飄西蕩了。”神色憔悴的老先生也嗚
嗚咽咽地訴說著，老臉上涕淚縱橫。

她伸出骨瘦如柴的雙手去摸他的兩隻
手，覺得他的手正在發抖，他也覺出她的
老手像冰一樣涼，就在手中加了一點壓力，
兩雙佈滿了筋條的老手緊緊地牽在一齊。

咱們來世再做夫妻，再生五個好兒女
罷！他們眼淚汪汪地互相約定。

老太太死後，葬在山河市美麗的“橡
林山坡”墓地上，公寓裡的病床被搬走了，
老先生只得搬到樓上去睡，有一次半夜起
床上廁所，額頭撞在樓梯邊的牆上，由樓
上跌到樓下，跌得頭昏眼花，流出大量的
鮮血，染得樓梯的地氈上一片腥紅。送到
醫院才兩週就跟著老太太去了，終於長眠
在她的身邊。葬禮之後，大家不得不議決
將母親生前日夜夢想的這座小樓賣掉。

“樓上樓下到處都是灰塵，後院長滿
了荒草，廚房裡桌上放了一隻外賣大塑料
盒，盒內的青菜己經變成菜乾了。最可怕
的是樓梯上的地氈，不但到處濺滿了污黑
的血點，還結了大塊黑色的血餅，非得好
好整理一下才賣得出去。”代售房屋的房
經紀這樣告訴房主小兒科黃國賢女醫師。

房經紀果然找人來將小樓清洗打臘，
報上登的廣告一出，這幢兩層的樓房，八
月中旬就出手了。

買房子的人很高興，因為除了樓梯上
換了全新的地氈之外，樓上主臥室內還有
一張全新的大床墊，床墊外透明的塑膠套
尚未拆封。

完結

2019年對於許多王室而言或
許是充滿紛爭、戲劇性變化的一
年，英國王室感情相當好的威廉
王子與哈利王子兩兄弟首度坦承
偶有失和，英國女王次子安德魯
王子捲入性醜聞風波，泰國國王
睽違多年首度納妃，新婚3月就廢
掉妃子，各項變化都讓今年王室
新聞多了許多驚奇。

此外，日皇明仁退位、德仁
繼位，日本開啟令和新時代，加
上英國王室迎接新成員亞契，為
混亂中增添了些許對未來的期待
。《中時電子報》邀請您與我們
一同回顧今年5大重要王室新聞，
除了窺探王室八卦，更重要的是
了解這些變化對一個國家的影響
。
1. 明仁退位、德仁登基 日開啟令
和新時代

日皇明仁因年事已高、身體
欠佳，希望王室公務不受自己的
身體狀況影響，也能順利地運作
，因此於4月30日正式退位，成
為日本皇室202年來首位在生前退
位的天皇。明仁天皇在位時期的
平成時代多災多難，30年來換了
17位首相，經濟歷經泡沫化，更
發生阪神大地震、東京地鐵沙林
毒氣事件、311大地震及海嘯，造
成多人死傷，明仁在退位禮的最
後致詞中祈願和平。

揮別平成，日本於5月1日正
式進入令和新時代，德仁即位為
日本天皇，日本皇室隨後於10月
22日舉行 「即位禮正殿之儀」 ，
德仁遵循古禮，穿上平安時代以
來即位禮儀式中的黃櫨染御袍，
登上6.5公尺高的 「高御座」 ，在
首相安倍晉三三聲 「萬歲」 下，

正式向海內外宣告即位。隨著德
仁登基，先前傳出患有 「適應障
礙症」 的雅子皇后也重拾外交長
才，積極參與公務。
2. 哈利首度坦承 與威廉兄弟失和

2019年英國王室新聞絕對圍
繞在哈利與梅跟這對夫妻身上，
自2018年夫妻倆結婚以來，梅根
與凱特這對妯娌不睦的傳聞就甚
囂塵上，甚至影響了威廉與哈利
的兄弟情，不論英國媒體的報導
是否屬實，哈利與梅根10月接受
英國獨立電視台（ITV）專訪時，
確實承認了兄弟之間 「偶有不好
的時候」 ，梅根甚至大吐苦水，
稱嫁到英國後 「沒人問她過得好
不好」 ，遭消息人士痛批行為失
控，也凸顯了哈利梅根夫妻與傳
統英國王室作風不同，要走自己
的路。
3. 安德魯王子捲入性醜聞 自殺式
車禍專訪引爆公關危機

2019年對於英國王室而言，
絕對如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所言，
是個 「充滿紛擾並令人煩心的一
年」 ，當中尤以女王次子安德魯
王子（Prince Andrew）捲入和未
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的桃色醜聞
最令人側目。美國億萬富豪艾普
斯坦（Jeffrey Epstein）8月自縊
後，整起性販運未成年少女的案
件焦點便轉移至安德魯王子身上
，面對受害女子指控歷歷，安德
魯王子11月中首度打破沉默，接
受BBC專訪時否認和少女發生關
係，更稱不認識對方，不過兩人
過去的合影馬上打臉這項說法，
也讓英美媒體評價他的 「車禍式
自殺專訪引爆了王室公關危機」
。

4. 泰王瓦吉拉隆功正式登基 1921
年來首納妃 3月後又廢妃

廣受愛戴的泰王蒲美蓬2016
年辭世，泰國經歷1年國殤期，泰
王瓦吉拉隆功（King Vajiralong-
korn）的加冕儀式順延2年，直至
今年5月4日才正式登基，瓦吉拉
隆功更在當月1日梅開四度，迎娶
小26歲的前空姐蘇堤達（Suthi-
da Vajiralongkorn na Ayudhya）
， 正 式 冊 封 為 蘇 堤 達 王 后
（Queen Suthida）。

2個月後，7月28日泰王67
歲生日當天更迎娶年僅34歲的少
將詩妮娜（Sineenat Wongvaji-
rapakdi）為妃子，是泰國王室
1921年以來首度納妃，王室更罕
見大動作在官網放上60多張詩妮
娜的照片，當中不乏與泰王的合
照。不過才新婚3月，泰國王宮
10月21日便宣布撤銷詩妮娜所有
軍銜和妃子頭銜，形同廢妃，瓦
吉拉隆功更批評她 「充滿野心」
、一心想要稱后，行為不符合頭
銜，其後更陸續開鍘王宮官員，
分析指出，瓦吉拉隆功想向外界
證明自己是行事果斷的君王。
5. 英王室新成員亞契報到 梅根爭
議一籮筐

2019年英國王室最大喜事莫
過於再添新成員，哈利王子與梅
根的第一個孩子亞契（Archie）於
5月6日報到，全球王室迷欣喜若
狂。儘管各界都相當興奮迎接王
室新成員，不過梅根在懷孕期間
、甚至產後的種種舉止也充滿爭
議，包括她在紐約豪砸千萬台幣
為寶寶辦產前派對，遭批作風太
高調，甚至傳出她傾向在家分娩
，以保有隱私等傳聞。

改朝換代、性醜聞、宮鬥劇上演 2019五大王室新聞回顧

（綜合報導）越南總理阮春福30日在政府與各地方視訊會
議上表示，未來20年越南若能保持近年來國內生產總值的高增

長率，到 2045 年，
越南有望成為高收入
國家。

阮春福說，越南中
產階級正在迅速增長
，2025 年預計將增

至人口的25％，相當於2500萬人。目前，越南人均收入接近

2800美元，距離3996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門檻（按世界銀
行2019年的基準）已經不遠。

阮春福稱，2019年，越南是亞洲經濟增長最快、最穩定的
領先國家之一，其增長質量也得到明顯改善，體現在勞動生產率
明顯提升（6.2％），遠高於周遭許多國家的水平。他說，2019
年越南取得的經濟社會成就證明，只要有決心、努力、團結，就
能取得更多成就。

（綜合報導）流亡海外
的玻利維亞前總統莫拉雷斯
29日在阿根廷與他所屬的
玻國政黨領袖舉行會議，計
劃於明年1月 19日在阿根
廷宣布選舉方式，選出該黨
的下屆總統選舉候選人，他
本人則遭禁止再次出馬參選
。

莫拉雷斯日前呼籲支持

者，踴躍參加29日在阿根
廷與玻利維亞邊界舉行的大
型集會，以選出明年玻國總
統大選候選人。不過這場集
會最後取消，莫拉雷斯與他
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黨共9
位領袖，改在布宜諾斯艾利
斯舉行閉門會議。

莫拉雷斯於10月選舉
後宣布連任，但爆出舞弊醜

聞，選舉結果被宣告無效。
在軍方倒戈下，莫拉雷斯
11月倉皇下台，逃往墨西
哥，獲得政治庇護，12月
應又改往阿根廷尋求政治庇
護。玻國正準備舉行大選，
社會主義運動黨與對手政黨
達成協議，規定莫拉雷斯及
其副總統皆不得參選。

越南力拼25年後成為高收入國家

玻利維亞將大選 總統候選人下月出爐



AA1111人民日報特約版
星期四       2020年1月2日       Thursday, January 2, 2020

文明中国

一株纤秀的仙草生长于嶙峋山石旁，诉说着“木石前盟”的
故事。这是清代画家改琦所绘《红楼梦》图册之《通灵宝石·绛珠
仙草》，它陈列在展厅入口处，把人带入曹雪芹笔下那个如梦如幻
的世界。

近日，“隻立千古——《红楼梦》 文化展”在国家博物馆开
幕。这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 《红楼梦》 主题展，汇集各类文物、
文献、艺术品近600件套，全面展现了《红楼梦》的文化景观和深
远影响。

展品搜集尽全国所藏

“隻立千古——《红楼梦》 文化展”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中国红楼梦学会和北京曹雪芹学会提
供学术支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协办，国内20多家文博单位参展。“展览筹备
时间长达一年半，举全国之力、尽全国所藏，希望能够推动《红
楼梦》文化传播和相关研究发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策展
人白云涛说，展览主题“隻立千古”来自梁启超的评价：“以言夫
小说，《红楼梦》隻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虽然这只是个人看
法，但也体现了《红楼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副策展人、内容设计向谦用“展品尽全，类型尽广，学术尽
工，展览尽心”来形容此次策展。“我们把能搜集到的与 《红楼
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相关的展品都尽力找到，对于一些有争议和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文物和内容，我们的宗旨是客观呈现，让更多
人参与思考和研究。”

展览共有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揭开一座文化高峰的面纱”，
主要以古籍陈列的方式梳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脉络。第二
部分“经典的创作背景”，着重展现曹雪芹的家族和身世，陈列了
关于曹雪芹及其先祖的诸多文物。第三部分“不朽的文学巨著”，
以丰富的文物展品体现《红楼梦》的表现题材、艺术形象、丰富
记述。第四部分“广泛的文化传播”，展示各种各样的《红楼梦》
版本、续本、译本，其中许多版本为首次公开露面。第五部分

“深远的文化影响”，展出与《红楼梦》有关的学术研究、艺术创
作和生活用品，其中不乏珍贵的名家手稿、鲜见的报纸照片、精
美的绘画书法。第六部分“走向崇高深邃的中华文化精神”，以中
外对《红楼梦》的重要评价来反映《红楼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
地位以及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

生动再现大观园盛景

伴随着如泣如诉的古典乐曲，徜徉于展厅中，亭台、假山、
石桥、木窗映入眼帘，仿佛置身于《红楼梦》中精美富丽的大观
园。

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设计师王宇洁介绍，展厅设计采用
虚实结合的方式呈现大观园景观，既有平面绘景与立体浮雕装
饰，又有VR设备让观众体验漫步在大观园的感觉。

除了园林景观，《红楼梦》中描写的许多物件也能在展览中找
到对应的文物，如宝玉房里西洋画风的仕女图，荣禧堂里的“古
铜鼎”“墨龙大画”“玻璃盆”，还有象牙诗酒令、珐琅铜暖锅、盘
绣花卉香袋、鼻烟壶、自鸣钟……通过这些展品，观众能真切地
感受到贾府中富贵闲雅的生活。

曹家鼎盛于任职江宁织造时，曹雪芹从小对锦绣华服司空见
惯，写作《红楼梦》时对人物服饰着墨颇多。展厅内有几面大立
柜，陈列着与原著相呼应的十余套清代服饰，诉说着当时的奢华
绚丽。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
雪芹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创作出《红楼梦》？展览在表现《红楼梦》
文化景观的同时，也试图带领观众走近曹雪芹的生活。

展厅里有一间书房，根据北京西山“曹雪芹故居”房间等比
例复原而成。斑驳的墙壁上题写着几组诗句，有学者认为这是曹
雪芹所写，并据此判断这座老屋为曹雪芹晚年居所。北京曹雪芹
学会秘书长王常永介绍，题壁诗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后被整体揭
下，如今收藏在北京曹雪芹学会，此次展览中观众可以看到题壁
诗原件。

“芹溪”书箱也是来自北京曹雪芹学会的重要展品。这对书箱
原为北京市民张行家藏，其中一个书箱盖上镌刻有“题芹溪处士
句”。有学者考订，“芹溪”即指曹雪芹，书箱左边箱门背面有一
首七言悼亡诗，或是芳卿为悼曹雪芹所写。

展示多种红楼梦文创

《红楼梦》 到底有多红？从 200 多年来人们对它的传抄、翻
印、评论、研究以及在它基础上所进行的各种艺术创作可以看
出，这部经典巨著有着多么伟大而不朽的艺术魅力。

展厅中有一面11米高的巨大书墙，陈列了近400件套与《红
楼梦》 有关的书籍，颇为壮观。清人绘 《大观园图》《怡红夜宴
图》、孙温绘 《全本红楼梦》 等画作，反映了画家心中的红楼故
事。

国家博物馆藏《大观园图》此次为首度公开展出。全图以蘅
芜苑、凸碧山庄、蓼凤轩、凹晶馆、牡丹亭等五处不同形式的建
筑为中心，描绘了湘云醉卧、四美垂钓、黛玉夺魁等 《红楼梦》
中脍炙人口的故事。

清代《红楼梦太虚幻境图》也是很有意思的展品。它属于当
时人们的娱乐用品，图中标注了《红楼梦》主要人物和地点，其
玩法类似于现代的升官游戏棋。

从年画到月份牌，从茶叶罐到热水瓶……一系列 《红楼梦》
周边产品反映了文学名著走进大众生活的点点滴滴。展厅里还设
置了电子互动设备，可以点播36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包括
1944年周璇演出的电影版、1987年央视首播的电视剧版、2017年
美国旧金山歌剧院上演的英文歌剧版，还有越剧版、京剧版、京
韵大鼓版等。

为配合此次展览，国博文创团队策划了系列文创产品，如以
黛玉、宝钗等8位女子为原型设计的点心，根据“十二钗”形象制
作的黄铜尺、书签、钥匙扣等。

中国红楼梦学会执行秘书长何卫国介绍，展览期间还将举办
“红学”讲堂和相关学术研讨会，对展览内容进行延伸和深化。

“四连击、九连击、挑战成功！”闻声望去，只见一名小朋友
在挑战快速拼填中国地图。他仅用时44秒就完成了挑战，赢得观
众连连赞叹。

在首都博物馆近日举行的“读城——探秘北京城中轴线”展
览开幕式上，精彩有趣的活动吸引了许多人参与。展览以青少年
为核心受众，为青少年量身定制学习性和互动性强的社教活动，
展出文物22件套，通过“溯·前世传奇”“探·大国意蕴”“话·今生
新姿”三个篇章，讲述了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沿革、文化底蕴和多
彩故事。

“妈妈，正阳门的俗称叫什么？”“现在的永定门和原来一样
吗？”在“读城问不停”问题墙前，聚集了不少好奇发问的孩子。
问题墙由多个写着问题的方块组成，翻转方块便能看到答案。

在中轴线建筑模型展台边，有画板、画笔和板擦，供孩子们
临摹古建筑模型。展厅里还有电子互动设备，让观众在趣味小游
戏中了解北京中轴线知识。

“我今天看到了好多古建筑模型，知道了有关这些建筑的知
识，还临摹了古建筑，感觉非常有意思。”7岁的王梓涵小朋友开
心地说。

来自北京八中、北京四中等学校的少年讲解员也是本次展览
的一大亮点。北京中轴线最南端和最北端的建筑是什么？永定门
是如何建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中轴线建筑功能有什么转变？
对这些问题，少年讲解员都能为观众一一解答。

“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将有关北京中轴线的知识分享给
观众，让观众从心底爱上北京城。”来自北京八中的李悦然说。

开幕式当天，首博还与中国地图出版集团联合举办“读
城”地图之“图说中轴线”系列发布活动和“祖国在我心中”
国家版图教育互动活动，让现场观众与古今北京、国家版图进
行对话，为“读城”项目注入更深刻的内涵。当晚，在首博礼
仪大堂上演中轴线话剧和“音乐里读城”第二季钢琴演奏会，
为观众带来别样的观展体验。

“探秘北京中轴线”展览是继“追寻历史上的北京城池”和
“发现北京四合院之美”之后推出的“读城”系列第三期活动。
展览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开幕，展期将持续一年。除了开幕式
上的动态展演外，后续还会有更多精彩活动贯穿整个展期之
中，在寒暑假、重要节庆日等时段将推出丰富多彩的互动参与
活动。

去
国
博
游
﹃
园
﹄
寻
﹃
梦
﹄

本
报
记
者

邹
雅
婷

首博新展解读北京中轴线
魏良炜 邹雅婷

“隻立千古——《红楼梦》文化展”现场 余冠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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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免費公民作品虛擬評論進行即時線上
法律說明，然後在我們的每月公民論壇上與
OCA - 大休斯頓員工會面。
即將舉辦的活動
看看這個月發生了什麼。
1/4/2020 - 公民論壇 - 1月

2020/1/11 - YELS領導力研討會
2020/1/18 - 人口普查研討會
2020年1月25日 - 農曆新年
1/29/2020 - HAAPI 小時
2020/2/1 - 公民論壇 - FEB

原創： 天璐 一束光
2019年3月1日
今天見醫生，做基因測序。本來以為多麼高

深神秘，竟然只是採用了一些唾沫。
大夫問我說：為什麼你還可以笑得出來，要

是換上我，我會很生氣的。
我說是因為我們 “心裡有不能震動的國。”
一整天都在醫院裡做各樣檢查，好消息是周

一就可以開始第一次化療了!
舒舒介紹我認識了福真姐，請教她關於化療

的注意事項，討論可能的副作用。福真姐十幾年
前得了乳腺癌。她說化療藥的副作用還是挺大的
，不能低估。當時她的小孩才上幼兒園，她是看
著小孩的照片往下吞Ensure (一種營養液）。不過
化療藥只能影響我們的身體，靈裡面還有神的話
和祂的力量。

2019年3月4日
今天化療。人生第一次。

冰帽保險不付，所以老公決定自己手工做，
亞馬遜網站上買來聚丙烯酸鈉，一共花了八塊錢
。 （如果有人需要製作方法，敬請留言。）我戴
上之後看著好像有點印度味兒

昨晚睡前我從辦公室出來，看見老大在客廳
裡散步，問他幹什麼，他說等著 tuck mommy (我
們家的習慣是小朋友睡前tuck parents)。

他要送我上床睡覺，我聽了覺得很暖心，就
把他邀請到壁櫥裡一起禱告。

老大為我禱告的時候，我流淚了。想到為這
個小生命操心勞力快15年了（從懷孕開始算），
聽他誠懇貼心地為媽媽禱告，覺得非常 reward-
ing...值了！

然後我就想到神為什麼讓我們先求祂的國和
祂的義。神對我們的愛和照顧遠遠超過父母對孩
子的愛和照顧，如果我們能夠禱告到父神的心裡
去，想祂心裡所想的，父一定心裡覺得滿足。

不浪費我的癌症|理工女病中札記(3)---人生第一次化療

戒毒是世界醫學難題，幾乎所有醫生都認為戒毒很難，尤其是去除吸毒者心癮。目前，西醫常用
美沙酮替減法戒毒，對於戒斷症狀有幫助，但對心癮效果不佳。休斯頓傳統治療中心黃醫生通過多年
對中國民間秘方研究，用純中藥能去除吸毒者大腦毒物受體而戒斷心癮。對於戒海洛因毒，最快治療
4天可無心癮，繼續治療數日至一個月可望永不復吸，但這需要患者和家長下決心配合。有意者請聯
繫：中國傳統療法中心 11794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99,or 6925 Turtlewood Dr.,RM 101, Hous-
ton, TX 77072, 電話832-859-5790，khuang7038@hotmail.com

戒毒去心癮 中醫有奇效

2020年公民論壇 每月第一個星期六舉辦

在最近的過去，編程已日益成為
影響教育部門的最大趨勢之一。了解
孩子學習編程的好處非常重要，這樣
，家長和孩子可以做出明智的選擇。
第二 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編程思維的核心，其實是把複雜
的問題分解成一個一個較小的模塊，

而其中的一些模塊應該是可以重複使
用的。預先設計好這些模塊之間的聯
繫，逐個實現這些小模塊之後，再把
它們都整合到一起——這種能力對於
解決任何問題都有幫助，也是讓孩子
學習編程最大的收穫之一。

“編程應該盡可能早地引入到孩

子的啟蒙教育
中。它不僅傳
授與將來就業
市場直接相關
的技能，而且
還有助於增強
許多相關領域
的技能，例如
數學，閱讀，
拼寫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同
時還可以幫助

孩子發展幾何，三角學，統計學，數
據分析，物理學等方面的技能。”

根據 Codakid 首席執行官 David
Dodge的說法
第三 培養將來生存的重要的技能

在當今高科技領導世界的技術潮

流下，編程伴隨著很多重要的職業機
會。將來不會編程語言，相當於不知
道如何閱讀和交流。大多數工作將要
求您具備基本的計算機技能。甚至許
多不需要使用計算機的其他作業也將
需要某種形式的編程。孩子在學習編
程的同時，也會學習其他相關的重要
技能，例如溝通，批判性思維，創造
力和協作能力。

USACOCOACH 是一家經驗豐
富的專業線上計算機奧賽培訓機構，
提供從零基礎，到最高端全方位的奧
林匹克計算機比賽（USACO）輔導
。是北美唯一一家提供C++/Java/Py-
thon三種編程語言的奧計培訓課程機
構。從遊戲趣味編程到奧計白金級別
最高級競賽的一站式培訓。也是唯一
的Python

奧計課程培訓機構，教學能讓學生快
速理解應用 Python，利用新型語言
Python
的優勢，解決算法和AI問題。大部分
學生通過奧計的學習，成功晉級成為
美國奧林匹克計算機競賽的各個級別
一員。大部分學員成功進入了美國的
頂級學院和專業。歡迎有興趣的家長
諮詢。

- USACO Solution Video Bronze
Level ( 10 min)：https://youtu.be/iJn-
VliNA7l4

- USACO Solution Video Silver
Level ( 16 min) ： https://youtu.be/
JNfDJARr7g0

- USACO Solution Video Gold
Level (18 min)： https://youtu.be/
6f5Of0gmc5I

關於孩子學習編程的深度思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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