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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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2020年10月15日 星期四
Thursday, October 15, 2020

（（路透社路透社））

據路透社報導，基於疫情未減，許多選民選擇提前投票，特
別是支持民主黨居多的地區。 「美國選舉計畫」 （US Elections
Project）編匯數據顯示，無論透過親自投票或透過郵寄選票，美
國人提前投下的選票已突破千萬張，相較於2016年的同一時期僅
有140萬選民提早投票，這次早期投票可謂成長近10倍之高。

路透社也指出，共和黨大票倉、但現今民調與民主黨陷入膠
著的德州也於13日也加入早期投票的行列，但投票所前在一開啟
後就大排長龍，人口最多的哈立斯郡（Harris County）選務官員
表示，截至當日下午截止投票還有5小時前，選民已在提前投票首
日投出6萬8000張選票，刷新紀錄。

而據《衛報》報導，傳統紅州但近期民主黨支持上升的喬治
亞州，自12日起投票後，投票所前大排長龍，排上超過數小時不
在話下，甚至有在該州首府亞特蘭大的網友在社群網站上表示，
為了等投票必須苦等11小時；喬州辦公室也表示，提前投票首日
有超過12萬8000人親投票，打破了2016年的9萬1000票紀錄。
。另外在維吉尼亞州與俄亥俄州，開放親自投票的首日也出現大
批人潮。許多選民甚至排隊苦等11小時，就為了投下神聖的一票
。另外據 「美國選舉計畫」 網站統計，至今全美已有千萬人參與
投票。

排隊苦等排隊苦等 美大選提前投美大選提前投票盛況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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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包括德州在內的美國许多州今天展開
提前投票，數以百萬計的選民在冗長时間
之等待中投下神聖一票，在威士康辛、維
吉尼亞、喬治亞等州之投票率已超過二 〇
一六之選舉，增加了至少百分之二十， 有
的選民等上了九個小時才投下一票。

值此疫情仍然未能控制之時，全國各
地的旅館業正遭受前所未有之挑戰，根據
旅館業者表示，如果得不到政府之紓困 ，
未來半年內全美各地之五萬七千家旅館將

會有三萬八千家倒閉。
新冠疫情嚴重打擊旅遊業及航空業務

， 即便疫情到時得到控制 ，也很難重回
以往之榮景。

我們呼籲國會及白宮應該立即通過目
前擱置的紓困案 ，伸出援手來挽救美國之
经濟。

不到三個星期，大選將決定我們國家
的領導人，請大家投下神聖的一票， 這將
是決定個人及國家命運之時刻。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on Tuesday,
November 3rd, but early voting in Texas with
long lines and hour-long wait times for
thousands of voters at some location has begun.
U.S. election projections show several states
have already exceeded 20% of their total votes
cast at this point in 2016 including Wisconsin,
Minnesota, Virginia and Vermont. In Georgia,
people stood in voting lines as long as 9 hours to
cast their votes.

With only three weeks until Election Day, many

states are already seeing historical levels of
early voting as people cast their votes through
the mail in the middle of pandemic.

In this pandemic crisis, the hotel industry got hit
the hardest, according to Best Western CEO
David King who said, “Almost 38,000 of the
nation’s 57,000 hotels will close within six
months without further government assistance."

America’s hotels are on life support a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drags on with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revenue and
some two million related jobs in
jeopardy. In 2020, the hotel
business in general has shrunk
down 65% when compared with
2019.

The bottom line is: It will be a
long time before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checking into
hotels again. And even longer
before international tourists start
filling up rooms again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urging the Congress to
take immediate action to get the
Stimulus Bill passed soon and
come to the rescue of our
economy.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1414//20202020
The Hotel Industry Is SufferingThe Hotel Industry Is Suffering

In The Pandemic CrisisIn The Pandemic Crisis
大選開始投票大選開始投票 旅館業仍哀鴻遍野旅館業仍哀鴻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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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832)500-3228 中國城華埠大廈

達拉斯
999 E Arapaho Rd, #340. Ricardson, TX 75081
電話: (972)918-0308  達拉斯佛光山前

艾  倫 1776 W McDermott. Allen, TX 75013
電話: (972)918-3288  達拉斯日報內

 

PPO計劃

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艾米•巴瑞特是一位適格的最高法院大
法官人選,她的人格特質、操守形象、學識經
歷與法律專業早在三年前當她被川普總統提
名為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法官時已在國會
聽證質詢通過考驗,現在又重回國會面對相同
的場景人物, 對她而言再熟悉不過, 所以在整
個聽證過程中她竟不需做任何筆記,記憶力驚
人,回答時條理清晰。

在為期四天的確認聽證會的前二天，巴
瑞特已分別就歐巴馬醫療保健、墮胎權、民
權、槍支管制、工人權利、婚姻平權、司法
理念和總統大選等問題提出他的答案, 巴瑞特
闡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作為一名法官，
必須忠於法律立場, 隨意批判先例是錯誤的,
推翻先前的法律裁決非她信守的原則。

一如預期, 這次聽證會變成了民主與共和
兩黨爭鬥的戰場,在馬不停蹄的聽證會上，面
對議員輪番提問，巴瑞特將自己打造為沒有
任何職位企圖的獨立法官, 雖然她在聽證會上
再次感謝川普對她的提名, 但她在答覆范士丹

議員談到川普可能拒絕承認敗選一事時坦言
：作為法官，她保持中立, 因美國政治制度可
解決問題,她承諾不會讓自己成為決定總統選
舉結果的棋子。

因為川普曾表示巴瑞特會反對歐巴馬醫
保，因此民主黨人抓住這個議題展開攻勢, 巴
瑞特表示，自己對歐巴馬醫改沒有敵意，也
不是為破壞歐巴馬醫改而來，而是為執行法
律和鞏固法治,她將百分百致力司法獨立。

由於巴雷特是虔誠天主教徒，天主教義
禁止墮胎，因此民主黨就墮胎權對其質詢, 她
多次被問及對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和1992
年計劃生育協會訴凱西案等有關墮胎權判例
的看法, 她強調，不打算推翻凱西案等先前判
例，並強調審案時會把個人觀感放一旁, 必定
堅持法治獨立審判。

從巴瑞特的回答中, 她展現了一位大法官
優質的條件，所以通過任命已經沒有懸念, 48
歲的她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大法官。

李著華觀點︰巴瑞特經得起法律忠貞的考驗

北韓出現第一所以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名
字命名的大學，全名是 「金正恩國防綜合大
學」 近期正式公開亮相。根據朝中社14日報
導，在北韓勞動黨建黨75週年的閱兵儀式上
，金正恩國防綜合大學、北韓人民軍、社會
安全軍等各級軍校列隊踢正步走過廣場。

對此，有些專家指出，金正恩自2012年
執政以來一直注重研發核武器、洲際彈道飛
彈和潛射彈道飛彈等戰略武器， 「金正恩國
防綜合大學」 成立目的可
能是專門培養國防尖端科
技人才的軍校。

專家推測，該大學可
能是位於平安北道江界的
國防大學和位於平壤郊區
的美林國防大學擴編而成
的綜合大學。

除了金正恩國防綜合
大學，以金正恩父親金正
日命名的 「金正日軍政大
學」 隊伍也首次在閱兵式
上現身。

金正日軍政大學以培

養軍事指揮官的搖籃著稱。分析認為，與培
養普通軍官的金日成軍事綜合大學不同，該
校可能以培養高階軍官為主。。

另外，金正淑海軍大學、金策空軍大學
、金亨稷軍醫大學、金哲柱綜合軍官學校等
北韓軍校校名中有 「金」 字的都被去除，只
留下有 「白頭血統」 的金日成、金正日和金
正恩名字命名的軍校校名，藉此突顯金家祖
孫三代的正統性。

金正恩造神又添一筆 以其名命名的大學首次在媒體亮相

新冠肺炎仍持續在全球各地肆虐，甚至連足
球明星C羅也慘遭 「毒手」 。為防止疫情進一步擴
散，世界銀行宣布已批准120億美元(約新台幣
3502.8億元)的融資，協助全球111個發展中國家
購買並分配安全而可靠的疫苗。

「半島電視台」 14日引述世銀聲明，這120
億美元是世銀提供的1600億美元系列計畫中的1
個子計畫，其目的為打擊新冠肺炎疫情在發展中
國家的擴散。

報導中指出， 「世界衛生組織」 (WHO)與
「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取得機制」 （COVAX）將充

分運用這筆經費，讓受援國家能夠更多元地取得
與分配疫苗。透過挹注大筆資金， 「等於向研究
單位與製藥工業發出訊號」 ，進而讓發展中國家
可取得安全且有效的新冠肺炎疫苗。

此外，這筆資金也能協助各國進行篩檢與治

療，也對疫苗供應鏈的管理與後勤有所裨益。
世銀的 「新冠肺炎緊急應變計畫」 已協助全

球111個國家，新一輪的資金有助於這些發展中國
家更穩定的取得安全疫苗。總裁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表示，世銀正積極擴展快速取得的方法
，以解決新冠肺炎的急迫性，好使發展中國家能
公平地取得疫苗。

馬爾帕斯強調，加強運輸系統與疫苗的安全
有效性，對於遏阻疫情大流行卓有成效，同時也
讓因疫情而陷入災難性經濟與財政危機的國家，
重新復甦。

眾所周知，疫苗的開發與投入使用對於阻止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至為關鍵。目前新冠肺炎已造
成逾100萬人死亡，3800萬人感染，數百萬人失
業。不幸的是，包括嬌生與禮來2家美國藥廠，在
研發疫苗過程都極盡顛簸。

世銀大灑幣 斥資120億美元助發展中國家獲得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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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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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逾2.7萬例

累計確診超502萬例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27750例，累計確診5028444例；新增死亡病例729例，累計死亡

148957例；累計治愈4414564例。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位列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印

度，而累計死亡病例數則居全球第二，排在美國之後。疫情最嚴重的聖

保羅州累計確診病例達1022404例，死亡病例達36884例。此外，巴伊亞

州、米納斯吉拉斯州和裏約熱內盧州累計確診分別超32.1萬例、31.5萬

例和28萬例，塞阿拉州、帕拉州、戈亞斯州、聖卡塔琳娜州和南裏奧格

蘭德州累計確診均逾20萬例。而首都巴西利亞所在的聯邦區累計確診也

超過19.8萬例。

巴西衛生部表示，目前巴西已與全球9個實驗室合作，在該國進行

新冠疫苗臨床試驗。巴西衛生部已開始制定疫苗註射的全國性計劃，該

計劃將於今年11月至12月之間發布，預計明年上半年巴西將接種1.4億

劑新冠疫苗。

裏約熱內盧市壹所私立學校宣布，由於該校壹名高壹學生確診感

染新冠肺炎，從當天起剛剛復課三天的該校高壹全年級學生再次停

課，恢復前壹階段的網上授課形式。目前，該校曾與確診者有過接觸的

所有師生都需要進行14天隔離觀察。不過，該校其他年級依然按原計劃

陸續復課。

寧德時代加入德國“BattLife”項目
探索電池創新技術

綜合報導 CATL寧德時代宣布，其全資子公司圖林根時代(CATT)近

日已加入當地機構發起的“BattLife”項目，該項目旨在運用大數據研究

動力電池壽命及可靠性等多維度性能，並將前沿技術應用於生產，實現

產業與研究壹體化。

總部位於福建的寧德時代是全球領先的鋰離子動力電池和儲能電池

研發制造公司，其首個海外工廠落戶於德國圖林根州埃爾富特，目前正

在建設中。該項目建成後將成為德國最大的鋰電池工廠，同時也將是中

國在德投資金額最大的生產型綠地投資項目。

“BattLife”項目的發起機構弗朗霍夫陶瓷技術和系統研究所(IKTS)

是德國最大的電池研究機構之壹，其分支電池創新與技術中心(BITC)具

體負責項目運營。作為其首位產業界合作夥伴，CATT在“BattLife”項

目中將發揮自身優勢獲取高質量的電池數據，配合BITC建立的大數據

模型，對電池全生命周期進行分析，共同探索前沿電池創新技術，研究

成果將直接應用於CATT電池的生產，同時以生產數據驗證研發成果。

雙方將共同推進電池技術創新，助力圖靈根成為歐洲乃至全世界的電池

樞紐，為德國綠色產業建設添磚加瓦。

“除了良好的充電基礎設施外，電池的使用壽命是電動車未來推廣

的先決條件之壹。圖林根州經濟和科學部長沃爾夫岡· 蒂芬塞(Wolfgang

Tiefensee)表示，因此，“BattLife”為動力電池的可持續發展將做出重要

貢獻。該項目也是產業和研究壹體化的典範，在過去的三年裏，我們為

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們的目標不僅是將CATL帶到圖林根州，而

是精心研究以擴大電池和能源儲存技術領域的應用，從而讓圖林根州發

展成為領先的電池中心。”

CATT相關負責人表示：“在電動化出行的大趨勢下，CATT作為德

國工業界的壹份子，必將紮根於德國的科研和產業網絡，發揮自身優勢

，為德國乃至全世界客戶提供有競爭力的新能源解決方案。”

德國大城市疫情持續趨緊
斯圖加特向聯邦國防軍求援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突破德國官方設

定的警戒線的大城市仍在持續增多。繼

柏林、法蘭克福和科隆後，斯圖加特和

美因茨的疫情也亮起紅燈。斯圖加特當

天宣布，已向聯邦國防軍請求支援。

德國聯邦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

所公布的該國當天新增確診人數為3483。

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顯示，截至當

地時間11日16時，德國累計確診324764

人、治愈274787人、死亡9775人。

截至11日，已有越來越多的大城市

突破了德國官方用於檢測疫情的“近七

日平均每10萬人新增確診50人”這壹警

戒線。

“時代在線”的實時數據顯示，截

至11日晚間，德國主要城市中已有不來

梅、法蘭克福、科隆、美因茨、斯圖加

特等地超過了上述警戒線。慕尼黑的指

標為49.8，距離50的警戒線亦只有壹步

之遙。

斯圖加特市政府當天發表聲明稱，

該市已對全市所有部門的人員進行了動

員，並且向聯邦國防軍

尋求支援。根據默克爾9

日與德國各大城市市長

們達成的共識，當德國

大城市疫情監測指標突

破35時，即可要求羅伯

特· 科赫研究所派遣專家

為當地政府危機應對小

組提供咨詢，同時亦可

請求聯邦國防軍派遣專

家提供咨詢和參與協調。

德國除柏林以外的幾乎所有聯邦州

日前宣布將要求來自疫情指數大於50的

高風險地區的人士提供48小時內新冠核

酸檢測陰性報告方可入住酒店。但各州

在政策的解釋和實施上缺乏統壹標準，

亦引發了批評和質疑。

為此，德國總理府部長布勞恩當天

在德國電視壹臺節目中對各州的做法表

達了支持。他表示，只要各大城市努力

將本地疫情指數控制在50以內，那麼在

德國境內進行旅行便不會存在問題。布

勞恩強調，德國政府的目標是讓該國經

濟持續保持運轉，同時保持學校和幼兒

園開放，以使國家較好地度過疫情帶來

的危機。

今後壹周將是決定德國防疫政策走

向的關鍵時期。根據默克爾與各大城市

市長9日達成的共識，如果9日宣布的針

對大城市的防疫新規實施10日後，相關

城市的新增確診人數仍未停止上揚，屆

時將不得不采取更多有針對性的限制措

施，以進壹步減少人們的社交接觸。

疫情下乘機出行如何保障旅行安全？
希臘醫生解讀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

(EODY)宣布，過去24小時，希

臘新增280例新冠確診病例，累

計確診22358例，新增死亡13例

，累計死亡449例。另壹方面，

希臘雅典大學治療診所的四位

醫生總結了疫情期間航空旅行

的安全建議。

乘機時當心接觸感染
乘航班飛行過程中的壹個

危險因素是，與其他乘客的接

觸可能導致感染。

值得註意的是，座椅的背

面至少在壹定程度上提供了物

理屏障，大部分乘客保持相

對靜止，因此幾乎不會存在

乘客之間的面對面接觸。即

便在其他不太可能保持安全

距離的情況下，感染風險也可

以通過佩戴口罩或防護面罩進

壹步降低。

機場和航空公司針對新冠
采取的防護措施

在機場和飛機上采取的

防護措施包括，控溫和癥狀

監控(發燒、失去味覺、發抖

、咳嗽、呼吸困難)，提高清

潔和消毒水平，實施無接觸

登機和行李管理程序，在飛

機上使用物理屏障和衛生用

品，飛機內移動嚴格保持物

理距離，所有人必須佩戴口

罩或防護面罩。

防護措施還包括，盡可能

地把乘客分隔開，采取餐飲服

務措施來較少接觸，限制乘客

進入走廊和洗手間來最大程度

減少接觸，限制機組人員的接

觸以防止感染，並在有乘客出

現感染癥狀的情況下，采取防

接觸監測措施。

正在研究中的其他措施則

包括，登機前核酸檢測，並

基於當地疫情進壹步調整防

控措施，以防止新冠病毒的

傳播。

乘客應當采取的疫情防護
措施

在所有空間佩戴口罩，如

有身體不適請勿出行，如出

行請減少行李數量。隨時隨

地與其他人保持安全距離，

如有感染癥狀或感到身體不

適須立刻上報。請盡可能始

終保持坐在座椅上並聽從機

組人員指示。勤洗手並且避

免觸碰面部。

歐洲數字貨幣時代來臨？
加密數字歐元進入試驗階段

綜合報導 歐洲央行宣布

，將於12日開始就可能發行

的加密數字歐元進行試驗，

並就數字歐元進入市場流通

展開公共咨詢。

報道稱，盡管歐洲央行

尚未發布數字歐元發行時間

表，但加密數字歐元進入試

驗階段，標誌著歐洲數字貨

幣時代即將來臨。

歐洲央行行長拉加

德指出，歐洲公民在消

費、儲蓄和投資行為中，

越來越多地使用數字技

術。歐洲央行的角色就

是要確保市場對歐元貨

幣的信任，確保歐元能

夠適應數字時代，“因

此，我們必須做好發行

數字歐元的準備”。

拉加德強調，雖然

無需擔心歐洲被外國數

字支付服務提供商所主導，

但不斷變化的全球環境和保

護主義政策，正在增加交易

中斷新風險，“我們有責任

確保歐洲公民有選擇權，並

避免歐元被排除在支付生態

系統之外。”

拉加德表示，就未來而

言，歐洲央行將繼續評估發

行數字貨幣的成本和效益，

以確保公眾能夠獲得歐洲央

行發行的數字化貨幣。歐

洲央行不僅希望成為數字

貨幣創新的旁觀者，還希望

成為數字貨幣時代創新的參

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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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至今距離美國大選僅剩20日，部分地方州
已開放選民以各種方式投票，加上今年選情空
前激烈，讓各地出現投票所前大排長龍的場景
，如13日剛開放投票的德州就有投票所必須排
隊等上5小時，而喬治亞州排隊更是空前盛況，
許多選民甚至排隊苦等11小時，就為了投下神
聖的一票。另外據 「美國選舉計畫」 網站統計
，至今全美已有千萬人參與投票。

據路透社報導，基於疫情未減，許多選民
選擇提前投票，特別是支持民主黨居多的地區
。 「美國選舉計畫」 （US Elections Project）
編匯數據顯示，無論透過親自投票或透過郵寄
選票，美國人提前投下的選票已突破千萬張，
相較於2016年的同一時期僅有140萬選民提早
投票，這次早期投票可謂成長近10倍之高。

路透社也指出，共和黨大票倉、但現今民

調與民主黨陷入膠著的德州也於13日也加入早
期投票的行列，但投票所前在一開啟後就大排
長龍，人口最多的哈立斯郡（Harris County）
選務官員表示，截至當日下午截止投票還有5小
時前，選民已在提前投票首日投出6萬8000張
選票，刷新紀錄。

而據《衛報》報導，傳統紅州但近期民主
黨支持上升的喬治亞州，自12日起投票後，投
票所前大排長龍，排上超過數小時不在話下，
甚至有在該州首府亞特蘭大的網友在社群網站
上表示，為了等投票必須苦等11小時；喬州辦
公室也表示，提前投票首日有超過12萬8000人
親投票，打破了2016年的9萬1000票紀錄。。
另外在維吉尼亞州與俄亥俄州，開放親自投票
的首日也出現大批人潮。

美大選盛況空前 為投一票最長苦等11小時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僅剩3周，拜登與川普的
民調差距再擴大，最新民調顯示，拜登支持度
領先川普17%，當中川普最自豪的經濟政績也
輸給拜登。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由
《衛報》與英國市場研究諮詢公司 「Opinium
Research」 共同進行、於昨（13）日公布的最
新美國大選民調結果顯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拜登與川普的支持度差距已經擴大為17%，拜
登獲得57%支持度，川普獲得40%受訪者支持
。兩人之間的差距甚至比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本月稍早公布的民調結果更大，當時
拜登與川普分別獲得57%與41%支持度。

「Opinium Research」 指出，最近一個月
，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柏格（Ruth Bader
Ginsburg）辭世、川普在首場辯論會上的災難
表現、以及川普染疫導致白宮新冠大爆發等事
件，都對民主黨有利。

其中，拜登持續在未決定選民中有所斬獲
，自9月以來，約有5%未決定選民已決定支持
拜登，也讓拜登支持者願意投票的比例從75%
上升至82%。

在包括健保、族群關係、工作等各項議題
與政策中，拜登的支持度也持續領先川普，當
中川普自認為任內最大政績的經濟問題上，拜
登居然也以45%的支持度超越川普的43%。

另外，關於兩人的討喜程度，拜登更是壓

倒性獲勝，以57%輾壓川普的32%。出乎意料
的是，川普一直以來都企圖將拜登描繪成精神
狀態不穩的失智老人，不過他的努力似乎沒有
成功，48%受訪者認為77歲的拜登精神狀態更
好，略多於認為川普狀態更好的44%受訪者。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川普有許多死
忠鐵粉，但是證據顯示，部分川粉已經決定倒
戈，當中也包含密西根州、賓州、威斯康辛州
等搖擺州的支持者，此份民調指出，在所有倒
戈的川粉中，62%表示川普處理疫情的方式是
他們轉向的主要原因，47%怪罪川普本身的性
格及行為才是關鍵。

「Opinium Research」 也發現，拜登與川
普的支持者在投票方式上有懸殊差異，在所有
傾向本人親自到投票所投票的受訪者中，55%
可能會投給川普，42%可能投給拜登，在郵寄
投票方面，75%認為會投給拜登，22%表示會
投給川普。

《衛報》因此指出，美國人可能在大選之
夜目睹 「紅色幻象」 （red mirage），也就是川
普可能因為投開票所先開票獲勝，但是幾小時
甚至幾天之後，郵寄選票陸續開票、統計結束
，拜登反而逆轉勝。

「Opinium Research」 與《衛報》進行的
這份民調是在10月8日至12日針對2,003名18
歲以上美國成人進行線上問卷調查，受訪者組
成與美國成年人人口結構相 似。

最新民調：拜登領先川普17百分點 川普最自豪政績也輸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的腳步逼近，巴勒斯坦
總理史泰耶（Mohammad Shtayyeh）表示，如
果美國總統川普順利連任，對巴勒斯坦人民而
言無疑是場 「浩劫」 ， 「願上蒼幫助我們」 。
由於這是巴勒斯坦高層首次對美國總統大選表
態，格外引人矚目。

根據 「半島電視台」 報導，史泰耶13日在
與歐洲議員會談時，作出前述發言。其表示，
川普就任 4年以來嚴重地傷害巴勒斯坦人。
「如果我們還要再跟川普打交道4年，願上蒼
幫助我們，願上蒼幫助你們，也願上蒼幫助整
個世界」 。

相反地，如果拜登順利入主白宮，不但會
直接反映在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關係上，對於
巴勒斯坦與美國的雙邊關係也會產生影響。

傳統上，巴勒斯坦一向對美國總統大選不
予表態，以免押錯寶徒生困擾。史泰耶的言論

象徵在歷經華府主導以色列與巴林、阿聯伯聯
合大公國的關係正常化後，巴勒斯坦人的絕望
。

巴勒斯坦與川普的新仇舊恨還不只這一樁
；2017年華府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隨
後更將美國大使館遷徙至耶路撒冷，讓巴勒斯
坦領導人 「森七七」 地表示 「美國在談判時不
再是誠實中間人」 。

隨後，巴勒斯坦拒絕參加美國主導的任何
與以色列會議，美國則回以關閉巴勒斯坦在華
盛頓的代表處，更讓巴勒斯坦感到受傷。

最後，美國不但說服巴林與阿聯和以色列
建立外交關係，還呼籲其他阿拉伯國家加入建
交潮，引來巴勒斯坦人強烈反彈，更視為阿拉
伯國家的背叛，破壞巴勒斯坦自決的努力。

這些都讓巴勒斯坦高層罕見地在美國總統
大選中表態，希望拜登能成為白宮的主人。

川普當選 「森七七」 巴勒斯坦總理：願天佑吾國

路透社報導，熟知情況的5名消息人士今天透露，現正推動
出售台灣先進武器案的美國白宮，今天通知國會將售台MQ-9
無人機和波音公司生產的岸置魚叉（Harpoon）反艦飛彈。

MQ-9無人機是通用原子航空系統公司（General Atomics

Aeronautical Systems Inc.）
為美國空軍開發的大型無人機
。

在川普政府藉著重新詮釋飛
彈技術管制協定（MTCR），
推動出售更多無人機給更多國
家以來，售台MQ-9無人機是

川普政府首個通知國會的MQ-9無人機軍售案。
路透社9月間曾報導，在川普政府對中國加大施壓情況下，

目前有多達7個重大的武器系統已進入對台灣出口的程序。

路透社昨天引述5名消息人士的話報導，白宮近日已針對其
中3個武器系統向國會發出軍售通知，以待國會通過。

這3個武器系統分別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
tin）生產的 「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HIMARS）、波音公司
生產的 「增程型距外陸攻飛彈」 （SLAM－ER），以及裝置在
F－16戰機上的外部傳感器吊艙，可將影像和數據自戰機即時傳
回地面站台。

上述消息人士還表示，其他4個武器系統的外售通知尚未送
到國會，但也為時不久，包括足以嚇阻兩棲登陸的大型精密無人
機、岸置魚叉（Harpoon）反艦飛彈以及水雷。

美計畫出售台灣7項軍備 又通知國會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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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國聯、國金證券“蛇吞象”聯姻告
吹，連累A股券商板塊13日迅速熄火。
國聯、國金證券12日晚雙雙發布公告
稱，由於交易相關方未能就本次重組方
案的部分核心條款達成一致意見，經研
究後決定終止籌劃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
項。

合併失敗被市場解讀為大利空，但
13日兩大事件主角復牌後的表現卻大相
逕庭。國金證券高開1.37%，盤中最多升
6%，收市仍有2.88%的升幅。國聯證券早
盤低開3%，收市跌幅更達5.91%。整個券
商板塊受到壓制，除了國金證券、海通證
券，其餘券商股全線飄綠。券商板塊偃旗
息鼓，A股大盤也走勢猶豫。滬深股指窄
幅震盪，最終滬綜指收報3,360點，漲1點
或0.04%；深成指報13,798點，漲90點或
0.66%；創業板指報2,784點，漲7點或
0.26%。兩市共成交8,349億元人民幣，較
12日收窄約一成半。

調查：本季機構投資者整體心態穩定
另外，上海財經大學應用統計研究

中心、上海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上財分中
心13日發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上海財
經大學上海市社會經濟指數系列”顯
示，今年三季度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市機
構投資者信心指數為124.81點，環比基
本持平，同比則下降3.45點，表明本季
度機構投資者對市場的看法積極，整體
心態穩定。不過，在關於“和過去六個
月相比，您預期未來六個月內股票市場
的大盤指數將如何變化？”的調查中，認
為上漲的受訪者佔比由39%升至54%，認
為下跌的由42%降至32%。

深圳4宗居住用地13日在深圳土地

交易中心出讓，分別位於南山南頭、龍

華民治、龍崗寶龍和坪山馬巒山，總起

價34億元(人民幣，下同)，吸引了中

海、金地、保利、龍光、平安、華潤置

地等14家房企參與競拍。不過，此次拍

地，深圳方面對其中兩塊人才住房用地

建成後的售價提出了一些限制，其中，

南山地項目建成後最高銷售單價不得高

於4.85萬元/平米，較目前地塊周邊二手

房的叫價低39%至51%。對於人才房與

周邊商品房差價巨大，有業內人士指

出，日後深圳土地出讓會有如香港的私

樓和居屋市場，兩者的供需會平衡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深圳南山聚集了不少高科技深圳南山聚集了不少高科技
企業企業，，令當地樓價近年快速飆令當地樓價近年快速飆
升升。。圖為位於南山區的騰訊總圖為位於南山區的騰訊總
部大樓部大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此次拍地，深圳提出了一些限制。其中，南
山南頭、龍崗寶龍兩宗為人才商品房地，

最後由深圳安居集團以總價8.55億元拿下。其
中，南山南頭街道T503-0063人才住房用地，成
交價3.91億元。該地塊面積約為3,285平方米，
建築面積約為18,313平方米，起價2.7億元，最
高限價3.9億元；項目建成後，人才住房銷售均
價不高於4.62萬元/平方米，最高銷售單價不高
於4.85萬元/平方米。

將設一定年期禁止轉讓
而目前該地塊周邊的二手房，叫價普遍為6

萬-10萬/平方米，即日後新房售價比現時二手叫
價低39%至51%。市場人士估計，該項目建成後與
周邊巨大的價格差將引發熱烈的申請搶購。據悉，
上述人才住房在一定年限內實行封閉流轉。

對於南山人才房宅地規定的售價較市面的二
手叫價存在較高差價，深圳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
鄭叔倫表示，地塊由深圳安居集團競標，其與開
發商不同的是，安居集團以滿足市民居住要求為
目的，不像開發商以盈利為目的。而商品房與人
才房是兩個市場，與香港的私人住宅和居屋是同
一樣道理，房價差距在三成-四成左右是正常水
平。

商品與人才房比例維持4：6
他說，從過去三年深圳土地拍賣來看，2018

年深圳以人才用地為主，到2019年又變為商品房
用地為主；今年以來，土地拍賣又以人才房為
主。可以看到，政府對於人才用地和商品房用地
都較為重視，從已出台政策看，未來商品房和人
才房總體供應比例會維持在4：6，兩者都不可或

缺，會略微向人才用地傾斜，但不會過度失衡。
人才用地供應保障群眾基本居住需要以及加大人
才吸引力度，商品房保障市場需要，兩者共同平
衡供需，穩定市場。

另外，龍華民治、坪山馬巒山宗地的建設住宅
類型為普通商品住房，採用“雙限雙競”的辦法
以掛牌方式出讓。民治街道A808-0020宗地面積
為23,558.38平方米，建築面積117,790平方米，
掛牌底價21.28億元，最高限價為30.85億元，地
塊僅要求建成後的普通商品住房銷售均價不得高
於6.72萬元/平方米。由於該地塊在民治街道，緊
鄰深圳北站，而目前周邊很多二手房價格已高達
8-9萬元/平方米，因此新房的限價與目前二手房
價，也有16%至25%的溢價空間。在14家房企激
烈爭奪下，最終由中海深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
30.85億元奪得，折合樓面價4.16萬元/平方米。

恒大擬折讓15%配股籌逾百億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恒大被指捲入債務危機，

市場傳出其將配股集資消息。據市傳最新銷售文件
顯示，恒大擬以先舊後新方式配股集資最多84.3億
元（港元，下同）。恒大擬發行4.9億股股份，每股
作價介乎16.5至17.2元，較13日收市價折讓11%至
15%。恒大配股用途主要為現有債項再融資，以及作
為一般營運資金。

銷售文件又透露，恒大配股提供了增發機制，
最多可額外配發1.2億股，令總集資額最多達100.65
億至104.92億元。恒大早前傳出陷入財困風波，資
金鏈或斷裂。期內，恒大否認傳聞，而恒大地產大部
分戰略投資者也在相若時間同意將優先股轉為普通
股，解除恒大回購責任，紓緩恒大資金狀況。

深南山人才地建限價盤
建成後單價不逾4.85萬 低現時同區二手近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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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區

■2012年12月11日，習近平上任
總書還不足一個月就到深圳考察。
圖為他在蓮花山公園與當年參與特
區建設的開荒牛交談。 資料圖片

囑加快轉型鍛精兵
習近平視察陸戰隊

在潮汕接見高階軍官 督促提升兩棲戰力

■■習近平視習近平視
察海軍陸戰察海軍陸戰
隊隊，，在聽取在聽取
匯報後發表匯報後發表
重要講話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3

日到海軍陸戰隊視察。他強調，海軍陸戰隊

是兩棲精銳作戰力量，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和領土完整、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維護國家

海外利益方面肩負着重要職責。要貫徹新時

代黨的強軍思想，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

針，把握海軍陸戰隊建設管理和作戰運用特

點規律，加快推進轉型建設，加快提升作戰

能力，努力鍛造一支合成多能、快速反應、

全域運用的精兵勁旅。

秋日的潮汕大地山水相襯，風景秀麗。13日上午
10時40分許，習近平來到海軍陸戰隊機關。在

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親切接見海軍陸戰隊旅以上部
隊主官和機關處長以上領導幹部，同大家合影留念。

指示部隊“三個相適應”
海軍陸戰隊是2017年根據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關於深

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決策部署調整組建的。習近平通過
展板了解海軍陸戰隊基本情況。隨後，習近平觀看了反
映部隊建設情況的多媒體片，並通過視頻察看相關任務
分隊專項訓練情況。習近平對海軍陸戰隊調整組建以來
建設發展和完成任務情況給予充分肯定。

習近平在聽取匯報後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
強化海軍陸戰隊建設戰略設計，同我國發展戰略、安
全戰略、軍事戰略需求相適應，同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戰略安排相適應，同全軍聯合作戰體系建設和海軍轉
型建設要求相適應，把海軍陸戰隊建設的目標、方
向、路徑、重點搞清楚，明確路線圖、施工圖。要加
強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探索走開中國特色海軍
陸戰隊建設路子。我軍建設“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
正在加緊進行，要立足當前、着眼長遠，認真研究解
決突出矛盾和現實需求，通盤謀劃好海軍陸戰隊建
設。

強調全力備戰高度戒備
習近平指出，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備戰打仗

上，保持高度戒備狀態。海軍陸戰隊遂行任務多樣，能
力要求多元，要堅持以戰領訓，強化任務牽引，加強針
對性、對抗性訓練，從難從嚴摔打和鍛煉部隊。要推動
作戰理論、訓練模式、任務編組等方面創新，提高訓練
水平和實戰能力。要加強所屬作戰力量、作戰單元、作
戰要素融合集成，加強同其他軍兵種部隊協同配合，理
順相關指揮關係、保障關係，深度融入聯合作戰體系。

習近平強調，要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加強黨的創
新理論武裝，狠抓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軍，確保部
隊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要弘揚優良傳統，傳
承紅色基因，打造海軍陸戰隊的特色兵種文化，培育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戰鬥精神，把部隊帶得虎虎生威。要嚴
格部隊教育管理，保持部隊高度集中統一和安全穩定。要
創新思路舉措，做好抓基層打基礎工作，鍛造過硬基層。要
發展團結、友愛、和諧、純潔的內部關係，滿腔熱忱為官兵
辦實事、解難事、做好事，把廣大官兵積極性、主動性、
創造性充分激發出來。

習近平最後強調，當前疫情防控形勢仍有不確定性，
要毫不放鬆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多措並舉推進各項工
作，把部隊建設不斷推向前進。許其亮等參加活動。

10月12日，一條消息引發關
注：14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將出
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
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這次廣東之行的時間點耐人尋
味——十九屆五中全會召開在即，
將要審議中共中央關於“十四五”
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這是繼2012年和2018年後，
習近平總書記第三次前往深圳。

關鍵節點，三次南下深圳，也
為世界提供了觀察中國改革開放的
窗口。

2012年12月，十八大後接過歷
史接力棒的習近平總書記，離京考
察首站就來到深圳前海。就在那次
深圳之行，世界聽到了中國在新起
點上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莊嚴宣
示：“這次調研之所以到廣東來，
就是要到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得風氣
之先的地方，現場回顧中國改革開
放的歷史進程，將改革開放繼續推
向前進。”

2018年10月，中國改革開放40
周年之際，總書記又一次來到深圳。
此刻，國際國內形勢發生廣泛而深刻
的變化，改革發展面臨着新形勢新任
務新挑戰。總書記更加堅定地對外
釋放出改革開放的信心：“黨的十八
大後我考察調研的第一站就是深圳，
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再來這裏，就是
要向世界宣示中國改革不停頓、開放
不止步，中國一定會有讓世界刮目相
看的新的更大奇跡。”

今天……牽動全球目光
此次總書記再赴深圳，恰逢經

濟特區建立40周年。今年也是決勝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年，“十三
五”收官、“十四五”將啟，中華
民族將踏上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進軍的新征程。與此同時，世界經
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逆全球化浪
潮疊加世界經濟衰退，國際力量對
比正發生近代以來最具革命性的變
化，中國發展置身複雜多變的環
境。

站在新的歷史關口，中國改革
開放向何處去，牽動全球目光。

“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
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
新發展格局。”

自今年5月以來，習近平總書
記反覆提到新發展格局，釋放出一
個積極信號：中國不僅不會與世界
脫鈎，相反還要做逆全球化的逆行
者，在更高水平開放中統籌好發展
和安全，不斷增強自身競爭力。

改革越到攻堅期和深水區，越
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啃硬
骨頭、涉險灘。此時此刻，中國期
待，世界期待，聆聽中國改革開放
邁向下一程的時代強音。 ■新華社

三個關鍵點
三下深圳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盧靜怡報
道，正在廣東視察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3日
下午來到廣東省汕頭市小公園開埠區，走進開埠文
化陳列館、僑批文物館，了解汕頭開埠歷史、設立
經濟特區以來的建設發展情況，和潮汕僑胞心繫家
國故土、支持祖國和家鄉建設的歷史。隨後，習近
平步行察看開埠區街區人文歷史風貌，同市民群眾
親切交流。

“主席好！”“汕頭人民歡迎您！”這一天，
習近平主席視察的汕頭小公園開埠區成為潮汕人民
關注的焦點。記者從現場街坊拍攝的視頻看到，小
公園開埠區涼亭翼然，插在騎樓上的五星紅旗隨風
飄揚，眾多市民揮舞着小旗幟，沿街夾道歡迎，歡
呼聲此起彼伏，熱鬧非凡。

由傾囊寄錢到興辦企業
現場的汕頭街坊轉述道，習近平主席十分平易

近人，邊走邊環視熱情的圍觀群眾，親切地與他們
揮手打招呼。他對大家說，這次是特意來看汕頭這
條騎樓街的。騎樓很多是由華僑興建的，華僑最重
要的特點是愛國、愛鄉，愛自己的家人。儘管早年
間潮汕地區不少人被“賣豬仔”到海外，在艱苦的
環境下有人客死異鄉，但頑強生存下來站穩腳跟的
華僑，依然不忘自己的家人、不忘家鄉。有一塊錢
是一塊錢、有十塊錢是十塊錢地寄回來，發展出來
一個僑批文化，令人非常感動。習主席說，這就是
中國人、中國人的文化、中國人的精神、中國心。

現場的汕頭市民又說，習主席對海外華僑華人
的貢獻和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他在現場對民眾

說，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大概有6,000萬海外華僑
華人，其中潮汕地區就有1,000多萬到2,000萬左
右。他特別強調，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發展建
設，跟有這麼一大批心繫桑梓、心繫祖國的華僑華
人是分不開的，改革開放之初，進來興辦“三來一
補”企業的就是這批海外華僑，作出了很大的貢
獻。

“看到主席對汕頭僑鄉文化如此了解，真是既
感動又自豪。”汕頭市民林小姐告訴記者，一直以
來，潮汕的海外鄉親不斷為家鄉出錢出力，才有汕
頭的今天。“無論走到哪裏，都想衣錦榮歸，報答
故里，這便是潮汕人對家鄉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
感。” 又有市民轉述道，習主席頗為感慨地說，
過去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把我們的國門打開了，被
迫開放了汕頭，這是屈辱的歷史。現在我們是主動
開放，國家站起來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打破封
鎖，我們要開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掌聲叫好聲回報新願景
習主席還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驕人

成績，目前全世界經濟排位第二位，我們即將完成第
一個百年任務。他說，第一個百年就是中國共產黨成
立100年。到2021年，全面小康、徹底脫貧，這一
仗肯定是會打贏的。接着我們就開啟第二個百年，就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到本世紀中葉，建設
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包括海外
華僑華人在內的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共同心願。

主席鏗鏘有力的話音剛落，現場掌聲雷動，叫
好聲一片。

視察汕頭視察汕頭 盛讚華僑盛讚華僑中國心中國心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廣東汕頭市小公園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廣東汕頭市小公園開
埠區街區同現場群眾親切交流埠區街區同現場群眾親切交流。。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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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
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之一，历史上先后有 13 个王朝在洛阳建都。要
了解洛阳的历史文化，最快的方式就是去看洛阳
博物馆。

在洛河南岸，北临洛浦公园、南接隋唐城遗
址植物园，一座外形如方鼎屹立的建筑，就是洛
阳博物馆。

洛阳博物馆创建于 1958 年，是一座集文物

收藏、科学研究、陈列展览、社会教育与文化交
流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2011年新馆建成，建
筑面积6.2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7万平方米，设
有大型基本陈列“河洛文明”和“洛阳文物珍宝
展”“汉唐陶俑展”“唐三彩展”“宫廷文物展”

“石刻艺术展”“书画展”六大专题陈列。

展现河洛文明

“洛阳博物馆的建筑设计是别具匠心的。”洛
阳博物馆馆长李文初对记者说，博物馆位于城市
中轴线上，整体外观为大鼎造型，寓意“鼎立天
下”，并通过屋顶的13个考古遗址场景复原，揭
示了十三朝古都的厚重内涵。

走进博物馆一楼，首先参观基本陈列“河洛
文明”。

“这大象的牙这么长！”第一展厅里的古菱齿
象化石模型吸引了很多小朋友驻足。这是3万年
到5万年前生活在河洛地区的大象的化石，复原
后长5.7米，高2.8米，两根门齿格外粗壮。据专
家考证，当时中原地区气候温润，大象群集，河
南的简称“豫”为象形字，说明这里曾有很多大
象。

博物馆讲解员张颖介绍，“河洛文明”基本
陈列包括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汉魏时期、隋
唐时期和五代北宋时期五大部分，围绕夏都二里
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
城五大都城遗址，以洛阳出土的历代典型文物为
主体，串联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
物、重点史迹等，展现古都洛阳文明变迁的历
程，突出河洛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特殊地位。

在夏商周展厅，一件件瑰玮神秘的青铜器诉
说着青铜时代的辉煌。洛阳是最早进入青铜时代
的地区之一，洛阳博物馆所藏夏商周时期青铜器
数量大、品种全，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

“这件宝物是周王室与齐国联姻的实物见证。”张
颖指着齐侯宝盂对记者说，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
衰微，为了加强周王室的势力，王室与强大的诸
侯国联姻。宝盂通高 44厘米，口径 71厘米，在
靠近口沿的内壁处有26字铭文：“齐侯作媵子仲
姜宝盂，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子子孙孙永保
用之。”由铭文可知，铜盂是齐侯送给女儿仲姜
的陪嫁品之一。据 《左传》 记载，在公元前 560
年左右，周王室曾与齐国通婚，结合文献考证，
当时的周天子是周灵王，齐侯则是齐灵公。这件
宝盂印证了史书记载“周灵王求后于齐”的真实
性，对研究周王室与齐国的政治地位以及周王室
与各诸侯国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数说古都珍品

“唐三彩见的不少，但有黑色的还是第一次
见。”在二楼“洛阳文物珍宝”展厅，几名参观者围
绕着三彩黑釉马展柜凝神欣赏，舍不得离开。

这件三彩黑釉马 1981 年出土于洛阳龙门安
菩夫妇合葬墓，墓主人安菩为西域安国人，在唐
朝任定远大将军。安菩墓中出土了三彩釉陶器、
瓷器、钱币、石刻等丰富的随葬品，特别是三彩
器数量多、质量高、种类齐，为研究唐代丝绸之
路文化交流及唐三彩制作工艺等提供了重要资
料。

“唐代尚马之风盛行，三彩艺匠用熟练的技
术和灵巧的刀法，塑造出各种骏马形象。但黑釉
马极为少见，是难得的珍品。”张颖说。这匹马
膘肥雄浑，通体施黑釉，唯马面、鬃、背、尾、
蹄为白色，鞍鞯俱全，华丽的装饰与黑色相配更

显醒目明快，是文献中“龙种神驹，四蹄踏雪”
的艺术再现。

“洛阳文物珍宝展”呈现了从洛阳出土数十
万件文物中精选出的 20 件不同时代、不同材
质、不同文化内涵的珍品。在这里，可以看到夏
代铜爵、商代玉戈、西周兽面纹方鼎、曹魏正始
石经，还可以看到莹润无瑕的白玉杯、流光溢彩
的三彩灯……众多珍品中，有一件残缺的泥塑佛
面，因其独特的美，令人过目难忘。

北魏熙平元年 （516年），胡太后在洛阳建永
宁寺，这是当时都城内规模最宏大的官办寺院，寺
中的木塔被誉为“古代最高的佛塔”，可惜十多年
后遭雷火焚毁，北魏王朝也于不久后覆灭。20世
纪 80 年代，永宁寺塔基出土数百件佛教造像，
这件泥塑佛面是其中最大的。它残高 25 厘米，
仅存下眼睑、鼻子、嘴巴、下巴和脸颊等部分，
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佛面舒展光洁，鼻子
端挺秀美，双唇紧抿，嘴角微微上扬，露出含蓄柔
和的笑容，既有超尘绝世的神秘感，又有温和可
亲的人间世俗意味，是北魏时期民族大融合和佛
教趋于本土化的生动写照。

洛阳博物馆“唐三彩展”是全国唯一的唐三
彩专题陈列，非常值得一看。洛阳是唐三彩的故
乡，20 世纪 20 年代初，洛阳邙山古墓中首次发
现大量唐三彩，引起世界轰动。“唐三彩展”分
为“惊世发现”“人文风采”“丝路印记”“精神
家园”“流彩天工”五个单元，共展出各类唐三
彩文物近百件，从人文、贸易、宗教等多个角度
展现了唐代洛阳丰富多彩的社会图景，折射出昂
扬进取、开放多元的盛唐气象。

“妈妈，让我上手试试！”博物馆里的多媒体
触屏设备，令参观的小朋友们兴奋不已。通过电
子触摸屏，可以点击放大展品、多维度观看，还
可以通过游戏等方式与文物“对话”。

李文初馆长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发挥博
物馆展示、教育和研究的功能，洛阳博物馆实
施了 《河洛文明展数字化保护》《陶瓷类文物数
字化保护》 项目，对文物进行三维数字化采
集，并在展厅内进行触控展示，还制作了互动
小游戏，增加参观趣味性。项目的数字化成果
还在洛阳博物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个
线上平台展示，让公众随时随地都能通过网络
欣赏精美文物。

传播丝路精神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驼白练到安西。”9月
28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铜官窑博物馆开幕的

“汉唐丝路文物特展”上，来自洛阳博物馆的三
彩载丝绢骆驼引来观众啧啧赞叹。骆驼昂首嘶
鸣，峰间有双兽面囊口，两侧挂有绢丝、酒
瓶、食物等，表现了中亚人到大唐经商、满载
丝绢而归的形象。展览以物述史，重现汉唐丝
绸之路的繁盛与辉煌，彰显古代中国兼容开放
的文化精神。

李文初介绍，近几年来，洛阳博物馆按照
“文明中心、丝路起点、运河枢纽、客家族源、
民族熔炉”的文化定位，发挥古都文化优势和
藏品优势，加强对外交流，传播丝路精神，每
年都引进或输出不少精品展览。洛阳博物馆还
走出国门，在韩国、日本、瑞典、意大利、乌

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举办有关丝路文化的展览。
2019年，在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最具影响力综
合类博物馆排名中，洛阳博物馆进入前十名，并
在丝绸之路对外交流专题展览中排名全国第五。

“一轮明月下，共祝祖国好。”今年国庆期
间，洛阳博物馆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

“洛水霓裳”装束复原秀依托洛阳博物馆馆藏文
物，复原了 25 套古代装束，展示了战国至宋代
千余年间的服饰文化。从汉墓壁画到永宁寺陶
俑，从唐三彩仕女到宋代砖雕……文物“复原”
走上 T 台，重现伊洛河畔一幕幕华美光景。此

外，还有多场面向青少年的文物赏析和手工体验
活动，让孩子们深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博
物馆是构建公众文化的精神家园，是培育现代精
神的沃土。让躺在展柜里的文物‘活’起来，实
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河洛文化的国际表达。
洛阳博物馆积极担当文化传承和社会教育的使
命，为洛阳打造‘东方博物馆之都’的城市名片
贡献力量。”李文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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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泥塑佛面 洛阳博物馆供图

唐代鎏金花鸟纹梳背 动脉影摄

唐代三彩灯 （局部） 动脉影摄

“洛水霓裳”装束复原秀 洛阳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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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家投票。

查看申請投票的截止日期， 

以及在 11 月 3 日或之前將選票返還何處。

2) 提前投票。

提前瞭解投票的日期和地點， 

以避免擁擠和排長隊。

3) 11月3日當天安全投票。

查看在何處投票，因為您平常投票的 

地點可能不開放。請佩戴口罩， 

必要時攜帶身份證，投票後請進行消毒。

不論您選擇郵寄選票還是親自投票， 

AARP 樂齡會都會幫助您瞭解所需資訊， 

確保您安全投票。

請訪問 
chinese.aarp.org/election2020  
瞭解安全投票的不同方式、當地截止日期以及更多資訊。

安全投票， 
為自己發聲！
今年的選舉與往年不一樣。 
但您依舊可以進行投票，為自己發聲。 

您的一票將可能影響很多重要事項， 
比如加強社安福利和聯邦醫療保險、 
降低藥品價格以及保護您和家人的健康。

Date: October 17th (Sat), 2020
Time: 2:00 - 3:30PM CST
會 議 連 結: www.houston-taiwanese.org/

2020-10-17-webinar
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HSH）榮幸邀

請到專業人士 Ms. Grace Wang 和大家分享她本
人注射COVID-19疫苗經驗，和解說疫苗的成份

、安全性、何時上市、抗體有效多久等。 Grace
現住加州，畢業於南阿拉巴馬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Alabama)護理系及醫檢系，現為美國手術
室護理師，美國護理師及醫檢師雙執照。 THSH
理事長葉耀元會主持這場分享，線上會議室將在
會議前十分鐘後打開。

COVID-19疫苗進展與迷思解說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美南分會舉辦財經投資專題講座

10月18日 (星期日) 下午3時至5時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定於

2020年10月18日 (星期日) 下午3時至5時利用
線上ZOOM平台舉辦財經投資專題講座,附上

我們活動資訊.
秋季線上財經投資專題講座:
在疫情之下如何找出投資的通道及解決生意

上或工作上的困境並分析如何理財及投資
理財專家張南庭先生，於美國取得數學碩士

學位卻走上創業經商之路， 歷經40多年創業經
營不同的生意，尤其經營了33年teacher supply
的生意，也同時經營房地產投資。四十多年來除
了生意之外一直醉心鑽研股票投資，他所舉辦過
的投資講座已超過三十餘次，深受投資觀衆歡迎
，他的願望是幫助大家計劃最好的長期投資，同
時分享他的經商理念。希望大家踴躍撥冗出席參
加!

地點：線上會議平台 Zoom Online Meeting
。

時間：10/18/2020 3pm (Central Time/US
& Canada)

全程演講將以中文進行。
費用：完全免費。
線上報名：Below is the Link to the online

registration form
在線上註冊表格的鏈接：https://tinyurl.com/
y2hody3c

或是掃描下邊的QR碼,並通過手機進行在線
上註冊。(Or scan the QR code and complete
the online registration)

您將在專題演講開始前2天收到您感興趣的
會議的Zoom線上會議平台鏈接和密碼，歡迎撥
冗出席。

若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進一步的協助，請聯
絡洪良冰會長 E-mail：nancygri@aol.com 或電
832-818-6688 或何真秘書長 E-mail： yao-
christi@yahoo.com 或電 832-866-3333。

根據統計數據，每年有 5 千萬(40%)美國人患有各種不同的
過 敏症。過敏也是造成慢性疾病的原因之一。過敏是無法根治
，但 是可以透過預防和治療來控制和管理。讓我們一起來聽林
承興醫師講解“讓您知的詳盡、活的健康”

時間: 2020年10月18日,星期日,下午2-4點 ZOOM 網上會
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88337185819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883
3718 5819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主辦單位: 休士頓亞裔健康

教育協會
主講人: 林承興醫師是休士頓 Methodist 醫院過敏和免疫學

的主治醫師。他獲得美國過敏 和免疫學委員會以及美國內科醫
學委員會的認證。他的臨床實踐包括有皮膚粘膜過敏性疾病和原
發性免疫缺陷。林醫師是在佛羅里達, 坦帕市的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Morsani College 醫學院, 完成他的過敏和免疫學

研究醫學學位。畢業後在 紐約 Nassau University Medical Cen-
ter in East Meadow 的內科住院醫師。目前正 在德克薩斯農工
大學醫學院攻讀臨床和轉化科學醫學碩士學位。他精通英語和國
語。林醫師經常研究和發布有關各種過敏和免疫疾病。他是多種
過敏和免疫學學會的活 躍成員，也是德州中文電台的常客專注
於多種過敏和免疫學學會的公共教育。

演講主題包括: 1)過敏的重要性 --了解過敏的重要性還有流
行性 2)過敏的機制 -- 闡述過敏的機制及原理 3)檢測過敏 -- 了
解過敏源檢測手段
4)減少過敏 -- 如何降低過敏源以及過敏反應

認識過敏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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