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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浙江烏

鎮報道）“世界互聯網大會．互聯網發

展論壇”23日在浙江烏鎮開幕。在內地

追蹤新冠疑似病例、控制疫情蔓延中屢

屢發揮重要作用的數字技術受到高度關

注。面對香港第四波疫情來勢洶洶，曾

成功為疫情“北京保衛戰”提供數字技

術保障的奇安信公司技術團隊人員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如果能赴香港支援，

他們有把握在一兩天的時間裏實現建

模，幫助香港利用數字技術追蹤疑似病

例控制疫情蔓延。

“急尋從武漢武昌到西寧，從西寧到拉薩的
Z264次、Z265次同車廂旅客”、“新加

坡至上海航班發現確診患者，急尋同行旅客”……
疫情期間，打開搜索引擎輸入關鍵詞“急尋”，可
以看到不少尋找確診患者同行人的相關內容。事實
上，疫情防控的戰場，不僅僅在醫療一線，也在互
聯網裏，需通過大數據精準追蹤易感人群的流動信
息，盡量避免二代甚至三代傳播。

有助快速準確找到密切接觸者
“大年三十我們團隊就接到了任務，希望利

用數據技術分析北京的疫情擴散情況，為精準防控
提供數據支撐。”在“互聯網之光”博覽會的奇安
信展位前，工作人員孫勇回憶起團隊為北京趕製大
數據分析建模的故事，“接到任務短短5小時後，
一支51人的志願者團隊就成立了，奇安信副總
裁、大數據與態勢感知公司總裁李虎博士擔任總指
揮，打響了‘北京保衛戰’。”

“病人確診後，對於疫情防控而言最關鍵的
就是要盡快找到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切斷病
毒傳播路徑。而最難找的密切接觸者，就是與確
診病人並不認識的那群人，這是一件看起來簡單
但實際上極難的事情。”孫勇將其形容為“大海

撈針”，“而大數據分析建模，就是將大海撈針
變成按圖索驥，快速、準確找到確診病人的密切
接觸者。”

曾五天做完京疫情監測模型
孫勇在現場展示了奇安信團隊的建模成

果——北京新冠肺炎疫情實時態勢大屏。“我們
在五天時間裏，依託天工大數據智能建模平台，
搭建起20多個數據分析模型，然後用可視化的技
術將上億條數據繪製出來，把上億條海量數據變
成了一份包含了20多個維度的、一目了然的信息
動態圖。通過這張‘疫情態勢圖’，相關部門可
以了解到本地疫情的總體情況，包括確診人員的

年齡、性別、戶籍、區域、小區分布，也可以隨
時掌握患者去過的重點區域、傳染場所、傳染源
等情況，方便指揮部採取相應的防控措施。同
時，指揮部可以根據疫情傳染趨勢分析，隨時掌
握到易感人群、疫情傳染變化趨勢等情況，隨時
調整防控重點。”

據了解，疫情以來，以天工作為數據建模分
析的重要支撐平台，奇安信已經為北京，上海，湖
南、甘肅、內蒙古等地的抗疫指揮部提供了關鍵的
疫情數據分析支撐。“我們知道目前香港第四波疫
情來勢洶洶，如果能赴香港支援，我們有把握在一
兩天的時間裏實現建模，畢竟這套技術已經很成熟
了，到香港只需要調整數據即可。”

■■奇安信的工作人員介紹奇安信的工作人員介紹““疫情態勢圖疫情態勢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攝

內地科企冀助港大數據防疫
曾為京滬等地建模精準防控 料兩天可完成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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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在2020年世界互聯網大會“互聯網之
光”博覽會的中國聯通展台體驗智慧教育的應用。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2020年
中國人工智能專利申請數量首次超越美國，
成為世界第一。11月23日，“世界互聯網
大會．互聯網發展論壇”在浙江烏鎮發布
《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2020》和《中國互
聯網發展報告2020》藍皮書，美國和中國
的互聯網發展領先其他國家。

《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2020》指出，
從過去一年全球互聯網發展的總體態勢來
看，美國和中國的互聯網發展領先其他國
家，歐洲各國的互聯網實力強勁且較為均
衡，拉丁美洲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互
聯網發展進步顯著，其中，美國、中國、
德國、英國、新加坡分列綜合排名前五。

“健康碼”助力疫情防控
從《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0》中可

以看到，中國人工智能專利申請數量首次
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信息惠民數字
化智能化不斷提升，網絡扶貧成效顯著，
“健康碼”“通信大數據行程卡”等政務
服務能力助力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貢獻。

中國不斷加快網絡基礎設施建設，
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發展迅速。網絡信息技術自主可控技術能
力逐步增強，5G、操作系統等技術取得
突破。同時，中國網絡內容繁榮發展，網
絡直播等新業態爆炸式增長，滿足疫情期
間網民生活需求。截至2020年6月，網絡
直播用戶規模達5.62億。

在2020年中國互聯網發展指數綜合
排名中，浙江進入全國綜合排名前五位。
綜合排名前10位分別是北京、廣東、上
海、江蘇、浙江、山東、四川、福建、天
津、重慶。

自2017年起，大會藍皮書連續四年
向全球發布，是世界互聯網大會的一項重
要理論和實踐研究成果，也是國際互聯網
研究領域的一項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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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群組 23日進一步擴大，香港累計確

診個案高達 132宗，涉及的跳舞場所再多 7

間，多達 21間，當中包括香港文匯報記者早

前直擊客人“舞照跳、牌照打”的酒樓亦爆

疫，但記者 23日再致電，職員透露酒樓仍繼

續營業，只是提早在傍晚打烊。據了解，部

分涉及跳舞群組的酒樓只領有食肆牌照，只

需遵守食肆防疫措施，派對房間日前被勒令

暫時關閉，但領食肆牌照的酒樓不受禁令影

響，成為“無王管”的灰色地帶。香港政府

專家顧問許樹昌認為，政府必須說明跳舞場

所受哪一條法例規管，同時應即時關閉所有

跳舞場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酒樓兼營舞池“無王管”無停業
不受派對房禁令規管 專家促釐清法例免灰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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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新冠肺
炎疫情急速反彈，特定群組的強制檢測勢在必
行，特區政府計劃向確診的基層打工仔發放一筆
過5,000元（港元，下同）津貼，以減輕基層對
“手停口停”的後顧之憂，鼓勵市民及早接受檢
測。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23日表示，恩
恤津貼對象為22日或之後於本地感染及確診，而
需入住公立醫院治療並因而影響收入的受僱或自
僱人士，但條件是不享有有薪病假；毋須經濟審
查但須聲明留院期間收入減少，申請並交由社署
處理及發放。他表示，推行細節尚有待確定，目
標是在本周五開始接受申請。

擬最快周五起接受申請
對於社會上對向確診者派發5,000元的措

施有不少質疑聲音，羅致光23日會見傳媒交代
計劃的基本框架時解釋，政府將要求3個群組
推行強制檢測，因為基層市民擔心檢測後確
診，入院治療會影響生計而抗拒檢測，因此政

府推出津貼。他強調，此舉是協助本地有經濟
困難的市民解決燃眉之急，並向基層市民傳達
及早識別、及早隔離和及早治療的訊息，令市
民毋須顧慮。

羅致光表示，5,000元一次性恩恤津貼的
對象是由22日或之後在本地確診而要在公立醫
院留醫的香港居民，且必須是受僱或自僱，同
時不享有“有薪病假”，例如的士司機、日薪
制或散工人士。他表示，目標在本周五開始接
受申請，由申請人向所在醫院的醫管局醫務社
工提出。

須聲明留院收入減
他說，是次津貼將不設入息及資產審查，

但申請人須聲明留院期間收入減少，並由社署
處理申請及發放津貼。他表示，了解網上有輿
論指津貼或會被濫用，但指若設審查會太複
雜，令申請時間延長，而且要住院的病人需準
備大量複雜的證明文件，反而可能變成“擾

民”措施。然而，“密切接觸者”資助被濫用
的機會較高，故暫不考慮向他們發放津貼。他
同時指出，社署會進行抽查，若發現聲明與事
實不符，申請人便干犯欺詐罪要負刑責，相信
有足夠阻嚇力防止濫用。

被問到5,000元津貼的劃線準則時，羅致
光指是以最低工資每小時37.5元、每天9小時
工時(連飯鐘）乘14天計算，大約是5,000元。
他估計申請人數不多，因香港不少全職打工仔
都享有有薪病假，故涉及金額不高。至於二次
感染個案可否多取一次5,000元津貼，他表示
未有研究，因香港暫時只出現一宗復陽個案。

另外，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23
日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上回應議員有關津
貼的質疑時表示，新冠肺炎患者即使沒有病
徵，卻已具傳染力，政府得知社會上有部分中
層與基層人士“為搵食”，有輕微病徵都拒絕
做檢測，於是才有提供津貼的想法，冀紓緩患
者因住院或隔離而要停工的影響。

羅致光：確診津貼申領有條件

據悉，涉爆疫的21間跳舞場所的經營模式各有不同，至少4
間是酒樓，包括新蒲崗越秀廣場新光宴會廳、沙田新光宴

會廳、九龍灣星輝和美孚君好宴會廳。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就
到過其中一間爆疫酒樓，直擊客人“舞照跳、牌照打”夜夜笙
歌，記者23日再致電該酒樓，職員表示：“仍會營業，但晚市
唔做，即係每日傍晚6點打烊。”顯示該酒樓連停業消毒也懶
得理。

網上更流傳一段影片，君好宴會廳曾有很多無戴口罩
食客大跳貼身舞。香港食環署發言人表示，正調查個別個
案。據現時法例規定在沒有飲食時不戴口罩，可被定額罰
款2,000元（港元，下同），餐飲處所負責人亦可被罰款
50,000元及監禁6個月。

食環巡查爆疫酒樓未違例
這些爆疫的酒樓夜總會，部分23日仍照常營業，食環

署表示早前曾派人到場巡查，但未發現有違反防疫規例的情
況，包括遵守最多4人一桌、入座率不超過場所可容納的一
半等，故可以開門繼續做生意。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則表示，
需要視乎個案建議酒樓停業。另外的兩間跳舞場所包括旺角
金雞廣場的金麗會以及尖沙咀加拿分道的百樂會，據民政署
資料顯示均持有會址牌照，受防疫規例599F所規管。

至於其他非餐飲處所或會址的跳舞場地，多人聚集除口
罩跳舞，是否違反限聚令、口罩令，又由哪個部門執法？香
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23日在電台節目中無正面回應，
只指“政府內部都要了解有哪些是較高風險的活動，尤其在
現時的情況需要有所規管。（被問到是從活動的角度，而不
是從處所性質區分？）我們要再研究條例。”

許樹昌：私場舞校應同受管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政府應盡快研究

用哪條法例規管這些跳舞場所，並要求他們關閉一段時間，
“包括酒樓的舞池，不應在第四波大爆發時仍讓他們營業，
相信政府內部是可以決定用哪條條例規管他們。現在第四波
疫情剛起步，（確診個案）正飆升，相信要禁一段時間，直
到疫情受控再決定。”他又認為，私人跳舞場所及跳舞學校
亦有表演及供應食物，如同派對房間，政府應一併修例規
管。

何栢良倡強制客人“居家令”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亦認同應收緊防疫

措施，並指跳舞群組最早發病日子至今已3星期，認為與政
府在萬聖節前放寬防疫措施有關，亦相信會出現起碼三代
傳播。他亦指，涉及的跳舞場所形式屬派對房間，“但未
有作出有效分隔，亦無遵守一枱最多4人的限制，部分大禮
堂更有幾十人飲食及表演，出現一傳十甚至幾十的情
況。”

他認為，政府應向有關場所的客人發出強制檢測令，
以及“居家令”，禁止他們在檢測結果未出爐前外出，即
使得到無確診證明，亦應家居檢疫一段時間。

據食環署與跳舞場所相關牌照法例顯示，只要有音
樂，主要活動是讓到場的人跳舞，200人以上參加跳舞派
對，即使在私人場地舉行，只要公眾可以參與都要向食環
署申請“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最長有效期為一年。

另外，民政事務局轄下有公眾舞廳或舞蹈學校牌照規
管，任何用作跳舞用途的場所，舞池面積有規定，亦要有
登記冊記錄每名舞蹈導師、舞伴以及學生名單，包括姓名
和地址等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跳舞群組23
日單日增加50宗，至今累計132人確診，已超
過第二波疫情中的酒吧及樂隊群組，成為香港
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最大染疫群組，並觸發
二三代傳播，患者牽涉社會不同層面，包括仁
安醫院X光部門職工染疫，他的一名同院同事
也初步確診；另外，真光中學一名導師也是該
群組的染疫成員，據悉該導師是油麻地真光女
書院的中文辯論隊導師，該校23日宣布即日起
全校停課兩天，曾出席相關辯論活動的學生將
停課14天。

張竹君：難追蹤源頭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

示，該群組不但人數眾多，而且牽涉層面很
廣，有些人是到舞蹈室跳舞，有些人則是聚餐
時有跳舞活動，與確診者有接觸，導致情況複
雜，中心難以追蹤每名確診者的源頭。而且群
組亦衍生二三代傳播，她坦言難以預測後續擴
散發展，“至少有20多間（場所）是跳舞群

組，有些不同的地方，有些是真的是學跳舞，
有些除了吃飯，都有跳舞的場合，所以可能牽
涉的人士和層面都非常之廣。希望大家如發現
自己曾到過這些地方，或者甚至不是去過這些
地方，但參與過多人的派對、生日會，都希望
大家盡快接受檢測。”

謝玲玲確診聲明無入舞群
其中，64歲的息影女星謝玲玲23日亦在

社交媒體上發表聲明宣布確診消息，表示正在
醫院接受治療。她解釋有朋友與跳舞群組有關
並確診，因此她先後於本月18日及21日兩次
接受病毒檢測，先呈陰性，其後呈陽性，周日
（22日）確診，並沒有任何病徵。她強調自己
並無參與跳舞群組。

另外，香港食物及衞生局繼早前公布14
間與跳舞群組有關的指定場所，要求本月1日
起到過有關場所的人士進行檢測後，再多7間
場所的訪客要接受病毒檢測，包括美孚君好宴
會廳、沙田新光宴會廳、香港仔勁爆娛樂製作

公司等。
其中星河音樂室在其facebook專頁公布，

公司一名姓林老師及四名學生確診，他們曾於
11月19日同一時間上課。音樂室所有員工和
老師都會接受檢測。

群組一名64歲女患者（個案5672）在仁
安醫院X光部門工作，20日發病，該院一同部
門員工初步確診，未知兩人是否曾密切接觸。
張竹君指，病毒有可能經茶水間、更衣室等傳
播。仁安醫院表示，確診女患者為兼職後勤員
工，屬跳舞群組，另有一名後勤同事初步呈陽
性。涉事兩員工均沒有與病人密切接觸，工作
期間都有穿戴合適保護裝備及口罩，與其密切
接觸的部門員工已停止回院工作。

群組一名60歲女患者（個案5680）在真
光中學擔任課外活動導師，曾參與活動的學生
須檢測及暫時停課。

另外，一名34歲男子（個案5666）本月7
日由內地抵港，其同住的數名人士都屬跳舞群
組患者，男子疑成為二代感染者。

舞群累計132確診 牽涉社會層面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早前放蛇直擊“舞照
跳，牌照打”的酒
樓，23日證實爆疫。

資料圖片

■網上流傳視頻顯示，有人無戴口罩在美孚君好宴會廳跳舞。
網上圖片

◀張竹君表
示，中心難以追蹤每名
確診者的源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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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兼K11創始人鄭志剛23日
表示，“11 SKIES”結合零售、餐飲、娛

樂，以至醫養和財富管理等產業於一個完善的生態
圈，將可創造成千上萬個就業機會，並借助其四通
八達的地理優勢，為多個重要行業拓展新商機，為
香港的長遠發展帶來新的動力。

航天城項目“11 SKIES”由新世界發展旗下K11
負責營運，總樓面面積達380萬平方呎，是新世界
繼尖沙咀Victoria Dockside後，另一地標式綜合性
發展項目，總投資額高達200億元。其中，零售餐
飲部分佔地266萬方呎，雲集超過800家店舖，涵
蓋逾120種餐飲概念。

室內娛樂空間57萬方呎 全港最大
新世界表示，“11 SKIES”擁有全港最大型

的室內娛樂空間，多項設施總佔地達57萬方呎，配
合高科技如虛擬實境、首度落戶香港的KidZania
親子樂園，以及全球最長的室內外小型賽車場Sky-

Track等。
“11 SKIES”設有三幢甲級寫字樓，總樓面

面積57萬方呎，預計2022年入伙。集團指，“11
SKIES”寫字樓已引入五大租戶設立據點，包括中
國銀行(香港)、花旗銀行、渣打銀行、富通保險及
臻萃醫療，並正與多個企業洽商中，將於下一階段
公布。

發展商表示，香港是世界級金融中心，亦是大
灣區融資及經濟發展的推手，“11 SKIES”是以
金融為主題的大樓，便以財富管理為重心，吸引特
別是大灣區的企業及顧客，可便捷地處理個人及公

司財務、保險及資產管理之餘，同時悠閒地享受優
越的娛樂餐飲服務。

連接擴建後二號客運大樓
發展商又指，“11 SKIES”會與香港國際機

場擴建後的二號客運大樓連接，毗鄰屯門至赤鱲角
連接路及港珠澳大橋，連繫大灣區其餘十個城市，
在“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下，加上從亞洲主要金
融中心搭乘航機赴港，四小時內便可抵達，項目落
成後勢將成為香港市民、海外人士以至整個大灣區
的全新地標。

全港最大室內娛樂空間
三幢甲級寫字樓

11 SKIES
香港新世界發展23日宣布，旗下位

於香港國際機場的航天城項目，正式命名

為“11 SKIES”。集團指航天城總樓面

面積達380萬方呎，總投資額200億元

（港元，下同），將匯集零售、餐飲、娛

樂、醫養和財富管理等行業的租戶，可創

造上萬個就業機會，目標打造大灣區全新

地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鄭志剛：航天城創萬個職位
“11 SKIES”總投資200億 建大灣區新地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
新冠肺炎第四波來勢洶洶，滙豐香港
區財富管理及個人銀行業務客戶財富
管理主管安博哲23日表示，儘管今
年需要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挑
戰，但滙豐的財富管理業務表現具有
韌性。其中在香港，滙豐為尚玉及私
人銀行旗下的高資產淨值客戶管理總
值2,490億美元的資產。

固定收益投資較受歡迎
另外，集中服務高資產淨值客戶

的滙豐尚玉推出兩年來透過開發不同
產品，持續投資建設平台及培育人
才，以滿足這些客戶不斷變化的需
求。安博哲續指，截至今年第三季
末，香港的尚玉客戶人數比2019年
底增加了接近8%。滙豐尚玉客戶的
資產配置多元化，由於目前宏觀經濟
環境充滿挑戰，而客戶希望獲得較穩
定的回報，固定收益這個資產類別比
較受歡迎。

滙豐並表示，近期設立全新財富
管理及個人銀行業務，集合旗下零售
銀行、財富管理、私人銀行、保險及
資產管理業務的自身優勢，管理規模
高達1.4萬億美元的資產。該行23日
公布，委任藝人郭富城擔任滙豐尚玉
在香港的新品牌大使。

滙豐亞太區財富管理及個人銀行
業務主管欣格雷23日表示，隨着香
港高資產淨值人士不斷增加，滙豐將
繼續提升數碼服務能力。中國是全球
最具活力的經濟體，因此滙豐會積極
開拓內地財富管理市場，並為其急速
增長的高資產淨值人口提供卓越服
務。

滙
豐
高
資
產
客
戶
增
近
8%

■■藝人郭富城擔任滙豐尚玉在香港的品牌大藝人郭富城擔任滙豐尚玉在香港的品牌大
使使。。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鄭志剛鄭志剛

（中央社）工運指標活動 「秋鬥」 22日上
街頭表達訴求，但有媒體報導指當天民進黨大
樓疑遭開槍。台北市警方今晚表示，並無發現
持槍射擊情事，經鑑識研判也排除槍擊，將持
續追查肇因。

中正一分局表示，已持續調閱當天現場蒐
證及周邊監視影像，瞭解玻璃破裂痕跡肇因，
並追查滋事份子。

「秋鬥」 22日上街頭，主辦單位宣稱達3
萬人、40多個團體參加，表達 「反毒豬、反雙
標、反黨國」 訴求。

TVBS新聞今天報導指出， 「秋鬥」 遊行
有人朝民進黨中央黨部丟擲雞蛋，現在更傳出
當天疑有人朝大樓開槍，位於3樓的補習班有
3片玻璃被射穿，且當天還有學生在上課。

對此，台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今晚發
布新聞稿表示， 「秋鬥」 當天已規劃嚴密警力
部署，尤其是華山大樓門前已部署相當數量警

力，以防止 「秋鬥」 遊行群眾滋擾集會遊行地
點和周邊住戶的安寧秩序。

集會民眾在當天下午3時許陸續抵達民進
黨中央黨部前；隨後於下午3時55分許，有民
眾在民進黨中央黨部位處的華山商務大樓3樓
補習班內，朝集會群眾比出不雅手勢，造成現
場氣氛緊張。

隨後有激動民眾自人群中朝華山商務大樓
丟擲雞蛋和石塊，經警方現場制止及阻隔雙方
，雖未造成兩邊民眾受傷，但大樓業者當下就
發現3樓玻璃有破裂痕跡，經警方協同大樓總
幹事查看，發現地面有碎石掉落，確認為民眾
丟擲石塊。

中正一分局說，當天現場指揮官全程在場
，並率員進入丟擲石塊的群眾區內，阻止滋擾
行為持續發生，並無發現有持槍射擊的情事。

此外，大樓3樓玻璃破裂痕跡經警方鑑識
小組專業研判，已排除為槍擊所致。

民進黨大樓疑遭秋鬥群眾開槍 警鑑識排除槍擊

（中央社）男子吳富鋐不滿政局時事，去年12月在中國國
民黨台南市後壁區黨部置放炸彈引爆未果，在高雄中彈落網，南
檢今年3月起訴，台南地院今天判處10年6個月有期徒刑，全案
可上訴。

台南地方法院今天下午判決，吳富鋐犯下非法製造爆裂物未
遂罪，處有期徒刑9年，併科罰金新台幣10萬元，罰金如易服
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吳富鋐又犯妨害公務罪，處有期徒
刑8個月。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6個月，且在執行前，先行監護3
年。

吳富鋐又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共3罪，各處有期徒刑3個
月；又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處有期徒刑3個月。應執行有期
徒刑1年，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 日。吳富鋐製造爆裂

物未遂獲判無罪。被吳富鋐
僱用的賀姓男子也獲判無罪
。

台南地院合議庭認定吳
富鋐犯後供詞反復，最後矢口否認，犯後態度不佳，且自陳國中
肄業，擔任臨時工，離婚又育有一子，但吳富鋐民國107年間因
情緒障礙，陸續出現聽幻覺、被害等精神病症，辨識能力顯著減
低，但未達不能控制行為的程度，依法減輕其刑。

48歲吳富鋐經由網路資訊自行習得製作TATP炸彈（俗稱撒
旦之母）的技能，再偽造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證件，向高雄
24歲賀姓男子佯稱自己是軍情局人員，承諾每月給付5萬元吸收
賀男，但因吳富鋐未給付工作薪資，賀男又被化學物品噴濺灼傷

眼睛，雙方拆夥。
吳富鋐去年12月8日及9日購買爆裂物原料製作TATP 炸彈

，12月12日清晨駕車至台南市，停車後徒步前往國民黨後壁區
黨部置放炸彈，再以遙控器引爆未果。警方查出吳富鋐藏身高雄
市苓雅區，12月13日晚間攻堅，吳富鋐中彈落網，今年2月傷
癒出院。

台南地檢署訊後聲押吳富鋐獲准，今年3月依偽造特種文書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恐嚇公眾、妨害公務等罪嫌起訴。

國民黨後壁黨部置放炸彈 男子被判10年6月

（中央社）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約僱人員黃姓
男子涉嫌收取 「快單費」 賄款達新台幣343萬餘元，基隆地檢署
偵查後起訴黃男，並追回全數賄款，向法院聲請宣告沒收。

基隆地檢署今天表示，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站接獲情資
後，由基隆地檢署主任檢察官謝雨青、檢察官何治蕙，指揮專案

小組於7月28
日發動第一波
搜索，並約談
黃男到案說明
，經複訊後，

向基隆地院聲押黃男獲准。
黃男羈押期間，檢方再發動2波搜索、約談，經比對相關人

供述證詞、核對證物等密集偵查後，發現黃男職掌基隆市建築工
程的施工管理、使用執照審核、核發等事務。

檢方指出，黃男自民國97年間起至今年5月，利用審核共

11個建案施工計畫、中途查驗、使用執照等機會，而跑照業者
、建商和營造廠為求能優先處理，交付俗稱 「快單費」 的賄款給
黃男，總計達343萬6000元。

檢方表示，除已扣押黃男所有的65萬7000元現金外，並命
黃男繳回所餘犯罪所得277萬9000元，賄款已全數追回。

檢方指出，全案昨天偵查終結，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黃男、
跑照業者羅姓男子，另依貪污治罪條例，予以營造商簡姓男子等
共6人緩起訴，緩起訴期間須向公庫繳納5萬元至50萬元不等金
額。

藍委12度占議場 杯葛院會
行政院長蘇貞昌24日第12度赴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並備質詢，國民黨立委不滿政府放寬萊豬

進口，占據立法院議場，繼續杯葛院會。

涉收賄343萬快單費 基市府建管科僱員遭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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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秀賢文／李秀賢
最近最近，，我在位於海南省澄邁縣老城我在位於海南省澄邁縣老城

開發區的華東師範大學澄邁實驗中學開發區的華東師範大學澄邁實驗中學，，
給壹個音樂卓越教師工作室的全體成員給壹個音樂卓越教師工作室的全體成員
和澄邁縣的部分中學音樂教師作壹次關和澄邁縣的部分中學音樂教師作壹次關
於於““東坡文化東坡文化””的講座的講座，，主題是主題是““蘇東蘇東
坡的音樂情懷坡的音樂情懷”。”。效果比較好效果比較好，，很多人很多人
反饋說反饋說““很精彩很精彩”“”“受益匪淺受益匪淺”。”。

在澄邁老城講授在澄邁老城講授““東坡文化東坡文化”，”，我我
覺得非常有意義覺得非常有意義，，因為在澄邁老城這塊因為在澄邁老城這塊
熱土上熱土上，，曾經深深地留下蘇東坡的足跡曾經深深地留下蘇東坡的足跡
。。紹聖四年紹聖四年（（10971097年年））四月十七日四月十七日，，
蘇東坡得蘇東坡得““瓊州別駕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誥命昌化軍安置誥命
，，就與家人和好友訣別就與家人和好友訣別，，攜幼子蘇過攜幼子蘇過，，
踏上踏上““貶儋貶儋””之路之路，，六月渡海登陸六月渡海登陸，，在在
澄邁老城驛站澄邁老城驛站““通潮閣通潮閣””作短暫的停留作短暫的停留
。。元符三年元符三年（（11001100年年））六月六月，，遇赦北遇赦北
歸的蘇東坡又在歸的蘇東坡又在““通潮閣通潮閣””停頓幾日停頓幾日，，
寫下了寫下了《《移廉州由澄邁渡海元符三年六移廉州由澄邁渡海元符三年六
月二十日月二十日》、《》、《澄邁驛通潮閣二首澄邁驛通潮閣二首》》等等
詩篇詩篇，，抒發他與海南人民依依不舍的感抒發他與海南人民依依不舍的感
情情。。

蘇東坡不僅是著名詩人蘇東坡不僅是著名詩人、、散文家散文家、、
書法家書法家、、畫家畫家，，還是壹位著名的音樂家還是壹位著名的音樂家
。。他貶謫黃州後第三年的三月七日他貶謫黃州後第三年的三月七日，，與與
友人郊遊友人郊遊，，在沙湖道上遇雨在沙湖道上遇雨，，拿雨具的拿雨具的

仆人早已離開仆人早已離開，，同行的人都狼狽奔走同行的人都狼狽奔走，，
但他坦然地慢慢行走但他坦然地慢慢行走，，灑脫地吟詠灑脫地吟詠《《定定
風波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何妨吟嘯且徐行
。。
竹杖芒鞋輕勝馬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誰怕？？

壹蓑煙雨任平生壹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微冷，，山頭斜照山頭斜照

卻相迎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歸去，，也無風雨也無風雨

也無晴也無晴。。
這是蘇東坡借雨中瀟灑徐行之情景這是蘇東坡借雨中瀟灑徐行之情景

，，表現自己處於逆境屢挫之時表現自己處於逆境屢挫之時，，不畏懼不畏懼
、、不頹喪的倔強性格和曠達胸懷不頹喪的倔強性格和曠達胸懷。“。“莫莫
聽穿林打葉聲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何妨吟嘯且徐行”，”，這這
是對苦難的傲視是對苦難的傲視、、對痛苦的超越對痛苦的超越 ；“；“竹竹
杖芒鞋輕勝馬杖芒鞋輕勝馬，，壹蓑煙雨任平生壹蓑煙雨任平生 ”，”，這這
是豁達是豁達、、樂觀樂觀 、、灑脫的人生態度灑脫的人生態度 。。可可
以說以說，“，“吟嘯徐行吟嘯徐行”，”，是他為人風格和是他為人風格和
人格魅力人格魅力，，也是他的音樂風格和音樂情也是他的音樂風格和音樂情
懷懷。。

後人也非常推崇他後人也非常推崇他““吟嘯徐行吟嘯徐行””的的
音樂情懷音樂情懷，《，《定風波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莫聽穿林打葉聲
》》壹直得到傳唱壹直得到傳唱。。我在講座中我在講座中，，播放了播放了
黃綺珊演唱的版本和吳彤演唱的版本黃綺珊演唱的版本和吳彤演唱的版本，，
大家聽後對於蘇東坡大家聽後對於蘇東坡““吟嘯徐行吟嘯徐行””的音的音

樂情懷有了很好的感受樂情懷有了很好的感受。。但我認為但我認為，，這這
兩個版本都沒能很好地表達蘇東坡作為兩個版本都沒能很好地表達蘇東坡作為
智者在苦難中自我超越的心境智者在苦難中自我超越的心境。。畢竟他畢竟他
離現在太久遠離現在太久遠，，現代人無法真正理解他現代人無法真正理解他
的的““詩心詩心””和和““情懷情懷”。”。在交流中在交流中，，有有
壹位老師說壹位老師說：：黃綺珊演唱的版本落入黃綺珊演唱的版本落入
““流行之風流行之風”，”，吳彤演唱的版本有吳彤演唱的版本有““輕輕
浮之感浮之感”。”。我基本上贊同她的看法我基本上贊同她的看法。。

我粗略地從蘇東坡創作的我粗略地從蘇東坡創作的24002400多多
首詩和首詩和300300多首詞及大量的文多首詞及大量的文（（賦賦））中中
尋找尋找，，發現他涉及音樂活動的詩發現他涉及音樂活動的詩、、詞詞、、
賦賦、、文作品有文作品有5050多篇多篇；；與歌詠和古琴與歌詠和古琴
有關的詩有關的詩、、詞詞、、賦賦、、文作品有文作品有8080多篇多篇
；；與箏與箏、、琵琶琵琶、、笛子等器樂有關的詩笛子等器樂有關的詩、、
詞詞、、賦賦、、文作品有文作品有100100多篇多篇。。他把音樂他把音樂
與詩與詩、、詞詞、、賦賦、、文融合壹起文融合壹起，，在詩在詩、、詞詞
、、賦賦、、文中浸透著優美的音樂旋律文中浸透著優美的音樂旋律，，不不
管妳低吟淺唱還是激情高歌管妳低吟淺唱還是激情高歌，，妳享受的妳享受的
是文學的魅力也是音樂的美餐是文學的魅力也是音樂的美餐。。

他嚴於他嚴於““家教家教””的母親程夫人的母親程夫人，，要要
求他從小就像古人壹樣學求他從小就像古人壹樣學““六藝六藝”、”、學學
““詩琴書畫詩琴書畫”。”。他在他在《《阮籍嘯臺在尉氏阮籍嘯臺在尉氏
》》中描寫阮籍中描寫阮籍““醒為嘯所發醒為嘯所發，，飲為醉所飲為醉所
昏昏。”。”他學阮籍他學阮籍““吟嘯吟嘯”，”，但沒有學阮但沒有學阮
籍籍““醉昏醉昏”。”。何為嘯何為嘯??《《集韻集韻》》中說中說：：
““嘯嘯，，吹氣若歌吹氣若歌”；《”；《辭源辭源》》說說““嘯嘯，，
嘬口出聲嘬口出聲”；”；現代現代《《新華詞典新華詞典》》直接將直接將
““嘯嘯””解釋為解釋為““打口哨打口哨”。”。此此““口哨音口哨音
樂樂”，”，始於商末始於商末，，盛於魏晉盛於魏晉，，衰於宋末衰於宋末
。。生活於宋代中期的蘇東坡特別喜愛生活於宋代中期的蘇東坡特別喜愛
““嘯嘯”，”，吟嘯伴隨著他的壹生吟嘯伴隨著他的壹生。。他他““清清

晨無風浪自湧晨無風浪自湧，，中流歌嘯倚半酣中流歌嘯倚半酣””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自金山放船至焦山》）；“》）；“下有隱下有隱
君子君子，，嘯歌方自得嘯歌方自得”（《”（《岐亭五首岐亭五首》）》）
；“；“半日偷閑歌嘯裏半日偷閑歌嘯裏，，百年暗盡往來中百年暗盡往來中
”（《”（《次韻張畹次韻張畹》）。》）。蘇東坡蘇東坡““嘯功嘯功””
深厚深厚，，有道士在道觀為他專設有道士在道觀為他專設““嘯軒嘯軒””
，，助其練習道家內丹術助其練習道家內丹術。。他在他在《《定惠定惠颙颙
師為余竹下開嘯軒師為余竹下開嘯軒》》中寫到中寫到：“：“飲風蟬飲風蟬
至潔至潔，，長吟不改調長吟不改調。”“。”“阮生已粗率阮生已粗率，，
孫子亦未妙孫子亦未妙。。道人開此軒道人開此軒，，清坐默自照清坐默自照
。”。”經過佛家之禪坐和道家內丹術練習經過佛家之禪坐和道家內丹術練習
後後，，蘇東坡自信其蘇東坡自信其““嘯術嘯術””已超過先賢已超過先賢
。。可以肯定可以肯定，，他的父親對他的音樂發展他的父親對他的音樂發展
，，也會有很大的影響也會有很大的影響。。他在他在《《舟中聽大舟中聽大
人彈琴人彈琴》》中寫到中寫到““彈琴江浦夜漏永彈琴江浦夜漏永，，斂斂
衽竊聽獨激昂衽竊聽獨激昂。”。”他壹定是特別喜歡父他壹定是特別喜歡父
親彈琴親彈琴，，所以所以““竊聽獨激昂竊聽獨激昂”。”。這是父這是父
親對兒子潛移默化的教育親對兒子潛移默化的教育。。

蘇東坡具有很高超的音樂鑒賞水平蘇東坡具有很高超的音樂鑒賞水平
。。他描寫其父蘇洵彈琴他描寫其父蘇洵彈琴““微音淡弄忽變微音淡弄忽變
轉轉，，數聲浮脆如笙笛數聲浮脆如笙笛”；”；他贊楊士昌吹他贊楊士昌吹
簫簫““其聲嗚嗚然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如泣如訴
”；”；他描述樂工演奏琵琶他描述樂工演奏琵琶““凜然有冰車凜然有冰車
鐵馬之聲鐵馬之聲”。”。他寫過壹首著名的琴詩他寫過壹首著名的琴詩
《《題沈君琴題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聲若言琴上有琴聲，，放放
在匣中何不鳴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何不
於君指上聽於君指上聽??””這首詩闡述了這首詩闡述了““琴琴””與與
““聲聲””的關系的關系，，說明了說明了““意意””與與““象象””
的哲學問題的哲學問題；；也隱含著也隱含著““ 樂發乎心樂發乎心””
和和““ 得其意而忘其言得其意而忘其言”” 的藝術審美思的藝術審美思
想想。。

他具有高水平的表演能力和創作水他具有高水平的表演能力和創作水
平平。。他在他在《《潤州甘露寺彈箏潤州甘露寺彈箏》》壹詩中描壹詩中描
述他與官妓胡琴在北固山多景樓上述他與官妓胡琴在北固山多景樓上，，合合
奏奏《《芳春調芳春調》。》。金山寺金山寺““妙高臺妙高臺””由佛由佛
印鑿巖而建印鑿巖而建。。建成後建成後，，蘇東坡應好友佛蘇東坡應好友佛
印之邀印之邀，，壹起賞月壹起賞月。。當晚當晚，，皓月當頭皓月當頭，，
袁綯演唱袁綯演唱《《水調歌頭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明月幾時有》，》，
蘇東坡隨著歌聲翩翩起舞蘇東坡隨著歌聲翩翩起舞。。他創作他創作《《蝶蝶
戀花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花褪殘紅青杏小》，》，偶爾與至愛偶爾與至愛
王朝雲壹起吟唱王朝雲壹起吟唱。。據據《《林下詞談林下詞談》》記載記載
：“：“子瞻在惠州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閑坐與朝雲閑坐。。時青女時青女
（（霜神霜神））初至初至，，落木蕭蕭落木蕭蕭，，淒然有悲秋淒然有悲秋
之意之意，，命朝雲唱命朝雲唱‘‘花褪殘紅花褪殘紅’。’。朝雲歌朝雲歌
喉將囀喉將囀，，淚滿衣襟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子瞻詰其故，，答曰答曰
：‘：‘奴所不能歌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是枝上柳綿吹又少，，
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天涯何處無芳草也’”。’”。他為別人創作他為別人創作
琵琶歌詞琵琶歌詞，，在在《《與朱康叔與朱康叔》》中寫到中寫到““章章
質夫求琵琶歌詞質夫求琵琶歌詞，，不敢不寄呈不敢不寄呈”。”。

蘇東坡喜歡各類蘇東坡喜歡各類““器樂曲器樂曲”。”。在蘇在蘇
州邱太守的家中州邱太守的家中，，笛子演奏家趙晦之為笛子演奏家趙晦之為
他演奏壹首笛子曲他演奏壹首笛子曲，，他為了答謝創作了他為了答謝創作了
《《水龍吟水龍吟••贈趙晦之吹笛侍兒贈趙晦之吹笛侍兒》；》；進士進士
李委仰慕蘇東坡詩名李委仰慕蘇東坡詩名，，借蘇東坡生日借蘇東坡生日
““祝壽祝壽””之時為他吹奏笛子之時為他吹奏笛子，，蘇東坡寫蘇東坡寫
詩詩《《李委吹笛李委吹笛》》以示答謝以示答謝。“。“笙笙””是古是古
老的樂器老的樂器，，傳說由女媧娘娘始造傳說由女媧娘娘始造，，蘇東蘇東
坡喜歡坡喜歡““笙曲笙曲”，”，寫作寫作《《瓶笙詩瓶笙詩》》記之記之
。。他愛簫他愛簫，，在在《《前赤壁賦前赤壁賦》》寫到寫到““客有客有
吹洞簫者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倚歌而和之。”。”清代趙翼考清代趙翼考
證吹簫者是楊世昌證吹簫者是楊世昌，，他是蘇東坡非常喜他是蘇東坡非常喜
歡的音樂人歡的音樂人。。

蘇東坡就是這樣蘇東坡就是這樣，，與音樂相隨相伴與音樂相隨相伴
，，吟嘯徐行吟嘯徐行。。在吟嘯徐行中在吟嘯徐行中，，他憂國憂他憂國憂
民民，，求實求真求實求真，，超然豁達超然豁達，，灑脫自如灑脫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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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節假日，人們常常會舉辦聚會或者外出旅行，會享用到許
多節假日特有的美食，這可能會給食物過敏家庭帶來額外的挑戰
和壓力。為此，美國麻省總醫院兒童食品過敏中心的兒科心理學
家Nancy S. Rotter博士和註冊護士Elisabeth Stieb總結了幾個預
防食物過敏的小貼士，讓食物過敏家庭度過一個愉快健康的假期
。

• 把注意力放在能得到的樂趣上：不要總惦記那些您因為
食物過敏而放棄的食物

• 創造新的節日傳統：轉換節假日活動主題，比如可將食
物製作派對改為節日裝飾派對。有趣的節假日活動不應該僅限於
食物準備，也可嘗試多元化的活動，諸如手工活動、節日主題服
裝派對，或者去郊外走走，親近一下大自然。

• 閱讀食物標籤：以節日為主題的食物通常會添加致敏成
分。許多商家會在節假日推出食品的限定版本，即便是平時可以

毫無顧慮享用的不含過敏原的
食品，也可能會添加一些額外
的致敏成分。因此在每次購買
食品時，請務必仔細閱讀其成

分錶。
• 為計劃外做好準備：節假日期間如果有突如其來的學校

慶祝活動，請確保學校老師有準備不會致敏的食物，從而保障您
孩子的健康和安全。

• 提前告知聚會主辦人：無需懼怕參加節假日聚會和活動
，但一定要向邀請人如實告知自身情況。如果您覺得對方可能沒
辦法或不願意烹飪不含過敏源的餐食，請自帶食物。

• 拿出備用方案：在派對活動上，也要預想到可能會出現
意料之外的食物誘惑。提醒您的家人和朋友自身情況的同時，也
要有備用方案。比如，自己準備一些特殊的不含過敏原的食物，
或提前離開。

• 尋求別人幫助：通常情況下，節假日里您會有更多時間
和家人、朋友們一起歡度。因此可以讓他們一起幫忙留意您的孩
子，盡可能遠離那些致敏的食物。在親友共同監督的情況下，家

長也能更放鬆，一起享受快樂的時光。
• 自己舉辦聚會：以便提供不含過敏原的食物。
• 時刻做好準備：牢記要時刻隨身攜帶您的食物過敏藥物

包和不含過敏原的食品。在坐飛機、船或火車旅行時，確保需要
在旅行途中使用的藥物和不含過敏原的食品都放在隨身攜帶的包
裡。
關於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的且規
模最大的教學醫院。麻省總醫院研究所是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
礎的研究機構，下設艾滋病毒/艾滋病、心血管研究、癌症、計
算及整合生物學、皮膚生物學、基因組醫學、醫學成像、神經退
行性疾病、再生醫學，生殖生物學、系統生物學、光學醫學和移
植生物學等主要研究中心。據2015年自然指數（Nature Index
）發布的數據，麻省總醫院是在頂尖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最多的
醫療機構。 2018年8月，麻省總醫院再次榮登美國新聞與世界
報導“美國最佳醫院”排行榜中的榮譽榜（全美共20家醫院進
入榮譽榜）。

食物過敏者在節假日享用美食的小貼士

根據美國科學家聯盟的數據，截至11月15
日，南達科他州過去七天每百萬人中有17.4人
死於新冠肺炎，這一比率在該機構給出的死亡率
列表中居於世界第三。美國媒體將這稱之為一種
“失控”，這種失控與當地政府和民眾對於防疫
的忽視分不開。

8月，美國疫情加速惡化，南達科他州仍然
允許成千上萬的遊客參加為期10天的第80屆斯

特吉斯大型摩托車集會(Sturgis Motorcycle Ral-
ly)，並且拒絕取消9月的州博覽會，也沒有要求
參與者佩戴口罩。

英國廣播公司認為，美國疫情至今經歷了至
少三個高峰，其中春季第一撥疫情的峰值很可能
被低估了，因為當時美國還沒有大範圍推廣新冠
病毒檢測。而如今仍在攀升的第三撥比前兩撥發
展得更為迅猛。

戴不戴口罩 美國仍有患者不承認新冠病毒存在

音樂迷也許會大吃一驚，美國最大樂器零售商Guitar Center週日申請破產保護，該零售商
在全美共有超過300家門店，其中洛杉磯縣也有眾多門店。

Guitar Center自疫情爆發後關閉門店，由於其銷售的商品為樂器，屬於非必要商品，因此
在疫情期間受到了重創。根據洛杉磯時報報導，Guitar Center在疫情期間部分門店得以恢復營
業，同時維持線上銷售業務。

Guitar Center聲稱，其負債在10億至100億美元之間，資產範圍也相似。
Guitar Center的總部位於加州Westlake Village，其姐妹品牌Music & Arts在全美也有200

多家分店，主要銷售和出租樂隊和管弦樂器。

美最大樂器零售商Guitar Center申請破產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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