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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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星期四
Thursday, October 8, 2020

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揭曉：授予Emmanuelle Charpenti-
er 和 Jennifer A。 Doudna ，獲獎原因：開發了一種基因組編
輯方法。

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 Jennifer Doudna開發了基因
技術中最銳利的工具之一：CRISPR/Cas9”基因剪刀”。利用
這些技術，研究人員可以極其精確地改變動物、植物和微生物
的DNA。這項技術對生命科學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可以幫助
研究者開發新的癌症療法，並使治愈遺傳疾病的夢想成為現實
。研究人員如果想要了解生命形式的內部運作原理，他們便需
要修改細胞中基因。修改細胞中的基因不僅耗費時間而且十分
困難，有時候幾乎不可能成功。但是使用CRISPR/Cas9基因剪
刀，研究人員現在可以在幾週內更改生命編碼。

“這種遺傳工具蘊含巨大的力量，可以影響我們所有人。
它不僅使基礎科學發生革命性變化，也帶來了創新作物，並有
望實現開創性的全新醫療方法，”諾貝爾化學委員會主席
Claes Gustafsson說。

基因剪刀的發現是出乎意料的。在研究化膿性鏈球菌（一
種對人類造成最大危害的細菌）期間，Emmanuelle Charpen-
tier發現一種此前未知的分子tracrRNA。她的研究工作顯示，

tracrRNA 是細菌古老的免疫系統 CRISPR/Cas 的一部分，
CRISPR/Cas可以通過剪斷病毒的DNA使病毒“繳械投降”。

Charpentier在2011年發表了她的發現。同年，她與Jen-
nifer Doudna展開合作。 Jennifer Doudna是一位資深的生物
化學家，具有豐富的RNA知識。通過兩人的共同努力，她們
成功地在試管中重構了該細菌的遺傳剪刀，並簡化了該基因剪
刀的分子成分，使其更便於使用。

在一個劃時代的實驗中，他們隨後重新編輯了該基因剪刀
。天然的基因剪刀可以識別病毒中的DNA。但是Charpentier
和Doudna證明，這些基因剪刀是可控的，這樣它們就可以在
預定位置剪斷任何DNA分子。在剪掉的DNA的位置，研究人
員可以輕鬆重寫生命編碼。

自從Charpentier和Doudna於2012年發現CRISPR/Cas9
基因剪刀以來，這項工具已被大幅使用。基礎研究中的許多重
要發現離不開CRISPR/Cas9基因剪刀的貢獻，植物研究人員也
利用這一工具得以開發出能夠抵抗黴菌、病蟲害和乾旱的農作
物。在醫學上，新的癌症療法的臨床試驗正在進行中，治愈遺
傳疾病的夢想即將實現。這些遺傳剪刀將生命科學代入一個嶄
新的時代，並且在許多方面極大地造福人類。

諾貝爾化學獎 兩位女性科學家獲得

（（路透社路透社））



AA22大俠天下行
星期四       2020年10月8日       Thursday, October 8, 2020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值此全美各地正是疫情隂影
籠罩之時，從華府傳來李公達平
叔仙逝之惡耗， 聞訊後心情隱痛
萬分。 生於一九一四年的達平叔
，享壽已逾百歲，早年從鄉下台
山移民美國，成立華人福利會及
美國李氏公所， 為鄉親及僑胞爭
取福利， 經常奔走東西兩岸，並
在首都華盛頓再創中華會館、安
良工商會及美京洪門致公堂等重
要社團，是位美國傳統僑社之重
要精神領袖。

七十年代初，我剛抵舊金山
，在都板街的李氏公所四樓為全
美李氏公所創辦了李氏月報，和
宗親們結下不解之緣， 遍佈在全
美各地，包括紐約、舊金山、華
府、洛杉磯等各大城市之元老，
總長及主席都曾在我编撰的李氏
月報上出現過。

八十年代末， 我和舍弟著華
出征首都華盛頓，在一個嚴寒飄
雪的上午，我們在華盛頓中國城
巧遇中央社駐美特派員胡宗駒學
長，他看見我們手中捧著的報紙

感到非常託異，我告訴宗駒兄是
到華府來辦報的，從他的表情可
以看出這是項不可能的仼務，我
們道別之後立即到H 街的中華公
所去拜訪李公達平叔，他非常高
興我們的來訪，並立即介紹公所
秘書周連超先生相識，並在他不
遠的餐廳為我們接風，並對我們
長征美國首都之豪情表示支持和
鼓勵， 在這陌生的城市一直是達
平叔之指引及周連超不斷提供的
僑社活動新聞，讓我們在此紥根
成長。

歲月悠悠，數十載光陰，達
平叔五年前抵休斯敦訪友探望宗
親，正逢他百年壽辰，我們在美
南大樓中堂為他暖壽，席間我重
提早年承達平叔提攜之情，只有
向他說聲感恩，再感恩了。

達平叔一生提攜後輩，貢獻
社會，走完了一百零六年的精彩
豐富的人生旅程。

李蔚華 （ 幾內亞共和國駐
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美南傳媒集
團 主席)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0707//20202020

Uncle Art Ping Lee was laid to rest in
peace last week in Washington, DC. He
was born in 1914 and has lived to the
age of over one hundred years and he
is a true pioneer in our community. He
was the founder of the America Lee’s
Family Association and the An Leung
Association and was a leader in the
promotion of our civil rights in America.

In the early 1970’s when I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dit Lee’s monthly newspaper and I
knew all of the Lee elders and leaders
in San Francisco, Washington, DC,
New York, Los Angeles and all the
major cities because I was his editor
who reported and wrote the news for all
of them.

In the late 1980’s, my brother Dan
and I went to DC on a snowy day and
we met with my classmate CC Hu in
Chinatown. He asked us,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here?”

We replied that we wanted to publish a
weekly newspaper here and he was so
surprised. From his expression, you
knew he thought it was mission
impossible. We then went to visit Uncle
Lee at the Chung Hwa Association. He

greeted us with a warm welcome and
introduced us to Mr. Chow who later
became our community reporter.
Because of Uncle Lee’s support, we
were able to expand our connections
and we gradually started to publish a
weekly paper in Washington, DC.

About five years ago, Uncle Lee came
to Houston to visit. We hosted his one
hundred year birthday party at our
Houston headquarters. Many of our
friends got together to cut the cake and
enjoyed the party.

Speaking to all the guests, I said, “I
just want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to
Uncle Art Ping Lee again and again.
Because of your guidance and
assistance, we were able to start our
journey in the nation’s capital.”

Uncle Lee, you have fully enjoyed your
life because your kindness and
contribution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by all of us. Please Rest In Peace.

By Wea H. Lee

Republic of Guinea Honorary Consul of
Houston, Texas

Chinese American Pioneer UncleChinese American Pioneer Uncle
Art Ping LeeArt Ping Lee

向移民前輩致敬向移民前輩致敬-- 悼念達平叔悼念達平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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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川普總統回到白宮後的第一道指令是突
然叫停經濟紓困案談判，他透過推特表示:”
等我勝選後將通過一項刺激法案以關注勤奮
的美國人民及小型企業。" 他並指示共和黨全
力推進大法官的任命程序 ，川普的不問蒼生
背民心的做法非常不可思議，必然再次衝擊
他的選情, 也讓民調再次亂了調。

川普把拒絕紓困談判的責任推給民主黨,
他指稱激進左翼的民主黨只是在為他們所執
政的腐敗的州和城市解困。其實川普言過其
實, 紓困案千頭萬緒, 牽扯到各行各業，根本
沒有州與城市的區別，更與黨派無關，他企
圖把紓困案跟大選綁在一起, 那是愚不可及的
想法,一般市井小民深受疫情影響, 失業無收入
,朝不保夕，亟需政府紓困救濟,他們關心的是
飢餓和工作問題, 而不是大法官和華爾街股市
問題，他們當然等不到川普連任後再來拯救
他們,所以川普的算盤是打錯了!

距離大選只剩20多天, 大選民調多如過

江之鯽, 隨著近來一連串發生的五大事件如大
法官提名、逃稅疑雲、辯論爭議、染疫紛擾
再到拒絕紓困, 主角都是川普,如果以得失分來
看，我想可能只有染疫一項川普可得分, 其他
四項都是失分，目前絕大多數民調拜登都領
先川普兩位數以上, 只有在搖擺州（Swing
state)少數民調兩人不分軒輊，在勝負誤差之
內，由於越來越多川普支持者沒有在民調數
據中顯示出來, 這將使民調亂了步調,四年前的
大選, 全美媒體與學術機構共做了兩百多次民
調，結果百分之八十五都是希拉蕊勝出,可是
卻因為他在少數關鍵搖擺州大意失荊州, 以平
均不到百分之一的微小差距輸給川普,一張選
舉人票都沒獲得。

今年大選是美國選舉史上最難預測的一
次，十月驚奇還未結束, 319的兩顆子彈曾逆
轉了台灣2004年的總統選戰, 誰能預料11月
3日之前會不會有槍砲出現呢？現在的民調聽
聽看看就好, 不須當真取信!

李著華觀點︰民調亂了調--十月驚奇-川普拒絕紓困談判

中亞國家吉爾吉斯政局再變，抗爭群眾
衝入議會大廈之後，現任總理博羅諾夫 (Ku-
batbek Boronov )宣布辭職，而原本遭關押
的反對派領袖薩迪爾·賈帕羅夫（Sadyr Jap-
arov）自行就任新總理。而現任總統索隆拜·
耶恩別科夫(Sooronbai Jeenbekov)目前還未
露面，但辭職的博羅諾夫暗示他也會下台。

BBC報導，吉爾吉斯最高議會改選，有
16個政黨爭取120個席位，其中只有4個政
黨超過了7％的選舉門檻，得到最多位的2個
政黨，都與耶恩別科夫總統有著密切的聯繫
。至於反對派，竟1席都沒有得到，這使得
12個反對派政黨大為不滿，他們聯合起來宣
布 「不承認投票結果」 。

反對派指責，總統的政黨與親近派系進
行選舉舞弊，包括買票、恐嚇選民，並且也
得到國際監票組織的承認，一些觀察員聲稱
，在投票的頭幾個小時內，看到一些戴口罩
的人交出填好的選票。也有人指控，選民受
賄，並被驅趕到可能影響結果的地方。

反對派發起抗爭，群眾也紛紛響應，原
本抗議活動基還算和平，直到晚上，一小批
人試圖衝破大門，進入議會大樓。然後，警
察使用高壓水柱、震撼手榴彈和催淚瓦斯，
試圖清除主要廣場和周圍街道上的人群。但

是示威者後來又衝進了中央廣場，然後衝進
了被稱為 「白宮」 的國會大廈。

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影片顯示，反對派
抗議者攀爬柵欄打開大門，然後大量的群眾
闖入大樓，在這過程中，近700人受傷，其
中9人重傷，另有1名19歲的男子在衝突中
喪生面對日益嚴峻的壓力，吉爾吉斯選舉機
構宣布議會選舉結果無效。同時，總理博羅
諾夫宣布辭職，並表示耶恩別科夫總統已準
備好下台。

不過，在這場動亂中可能獲利的人物恐
怕也稱不上好人，反對派領賈帕羅夫，在7年
前的一次反對派抗議中，綁架一名地區州長
而被判處11年徒刑。另一名反對派領袖是前
總統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他
因腐敗被判處11年徒刑，在動亂中被民眾給
釋放。

吉爾吉斯總理辭職吉爾吉斯總理辭職 並承認選舉無效並承認選舉無效

2020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發明 CRIS-
PR-Cas9基因編輯技術的2位女科學家：杜德娜
（Jennifer Anne Doudna）與夏彭蒂耶Emmanu-
elle Charpentier）。這項技術的主要貢獻在於基
因工程。有趣的是，早在2016年時， 「唐獎」 就
已經頒給了這2位科學家，可以說唐獎的眼光確實
不錯。CRISPR-Cas9大約是在2012~2013年被發
現，並在2015逐步成熟，立即震撼了生物醫學界
，從此科學家有可靠的基因剪刀，可以對基因進
行準確的修改。因此這項技術的幾名推動者，包
括杜德娜、夏彭蒂耶在往後幾年可說是獲獎無數
，包括2014年美國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會獎、
2015年生命科學突破獎、2015年阿斯圖里亞斯公
主獎、2016年唐獎等等。

唐獎是台灣企業家尹衍樑於2014年開辦，雖
然時間不長，獎項也不算多，但是在生技醫療獎
的眼光相當獨道，已有2屆的唐獎得主在往後幾年
再獲諾貝爾獎。除了今年的，2014年的唐獎得主
艾利森 (James Allison)、本庶佑，因免疫治療的
技術得獎，到了2018年，2人再因同樣研究獲諾
貝爾生醫獎。

不過在2016年，唐獎生技醫療獎當中，其實
有3名得主，除了杜德娜、夏彭蒂耶以外，另外一
名得主是中國大陸出生，現年38歲的張鋒。在這
幾年許多肯定CRISPR-Cas9的獎項中，張鋒也常
常入選，但是諾貝爾獎卻僅頒給2人，這有一些不
尋常，因為諾貝爾獎可以3人共同獲得。張鋒的劣
勢可能在於過於年輕，今年僅38歲。

唐獎慧眼識英雌 4年前表彰2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中央社）科技偵查法草案引起各界討論
。新時代法律學社今天發表聲明，表示科技偵
查立法有必要性，但草案應加強程序保障規定
，尤其是大幅提高法官保留密度。

新時代法律學社聲明指出，現代科技的發
展，不該是讓罪犯得心應手，卻讓執法人員束
手無策，科技偵查立法有其必要，一來賦予授
權，與時俱進；二來納入管制，以免濫用。

聲明表示，科技偵查法草案應比照通訊保
障及監察法模式，更名為 「科技偵查及保障法
」 ，草案應加強程序保障規定，尤其是大幅提
高法官保留密度。

新時代法律學社認為，包含GPS追蹤器、

無人機在內的科技偵查，宜採 「相對法官保留
」 的立法原則，至少在使用超過2天以上時，即
應取得法官令狀。目前法務部公告草案，於使
用GPS追蹤2個月後始需經過法官核准，法官
保留密度顯然太低。

聲明指出，草案第3章 「設備端通訊監察」
授權規定，目前草案第14條比照通保法第5、6
條的列舉重罪原則，應進一步限縮列舉罪名，
避免過度干預，立法方向宜採取比一般通訊監
察更嚴格的重大罪名限制，並優先列舉國安重
大犯罪，以截堵WeChat等通訊軟體監察的國安
偵防漏洞。

科技偵查法草案 法界籲提高法官保留密度

（中央社）為因應空中救災需求，國防部
移撥15架黑鷹直升機供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救
災使用，最後6架重型黑鷹直升機今天運抵高雄
港，擬8日凌晨拖運到高雄駐地，強化救災能量
。

內政部空勤總隊今天在高雄港接收最後一
批6架黑鷹直升機，增裝前視紅外線等6項特殊
裝備，大幅提升全天候搜救能力。

這6架黑鷹直升機現仍在進行卸載，並配合
軍方管制保密規定執行相關作業，空勤總隊表
示，預計8日凌晨零時許將自高雄港以 「拖機」
拖行黑鷹，自碼頭管制區外起，沿路行經高雄
市東亞路、平和西路、平和東路及中山四路，
最後抵達高雄駐地。

空勤總隊今天指出，因應國家空中救學需
求，中央決定國防部自陸軍採購60架黑鷹直升
機，撥15架供空勤總隊空中救災使用，民國99
年簽署迄106年已撥交9架，分別部署於台中、
花蓮及台東基地。

基本構型完成簽署後為提升空中搜救能力
，其中6架留置於美國塞考斯基飛機原廠，進行
構型修改增裝與最終適航驗證，增裝前視紅外
線熱顯像儀（FLIR）、夜間搜索燈、搜救尋向
器、目標定位系統、氣象雷達和衛星通訊系統
等6項裝備。

空勤總隊今天指出，這批飛機於7日運抵高
雄港，為減少露儲時間確保飛機安全，預計8日
凌晨以拖機方式進入高雄國際航空站內空勤總
隊高雄駐地，未來將先進行飛機噴漆，於組合
訓練完成後，加入空中救災行列。

空勤總隊指出，6架重型黑鷹直升機先部署
高雄駐地，等松山駐地完成後，將撥3架進駐，
完成全國黑鷹直升機全面部署，可大幅提升整
體空中救災能量。

空勤總隊秘書室主任張幼欣告訴中央社記
者，運抵高雄港的直升機卸置於港區，未來將
先在高雄棚廠做維修展翼，等松山經建棚工程
完工後，再調撥到松山棚廠。

空勤救災添新力 6架全天候黑鷹直升機運抵高港

（中央社）行政執行署副署長陳盈錦今天
表示，各縣市衛生局就違反居家檢疫者，至今
開出16張百萬罰單，其中3名東南亞外籍人士
繳不出錢，以觀光簽證入境卻疑似違法打工，
最終被驅逐出境。

武漢肺炎居家檢疫人數增加，為防止檢疫
者趴趴走，各縣市衛生局紛紛祭出重罰，最高
可裁罰新台幣100萬元。

陳盈錦今天接受電訪表示，各縣市衛生局
就違反居家檢疫者，至今開出16張百萬罰單，
10張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其中包含3名
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籍人士，宜蘭1人、屏東2
人。

陳盈錦說，3人在台灣都沒有財產可被執

行，當初均以觀光簽證入境，卻疑似違法打工
，經與移民署及衛生局溝通協調後，由行政執
行署發出債權憑證交由衛生局保管，移民署依
入出國及移民法將3人驅逐出境。未來3人如果
來台，相關衛生局可追罰款。

此外，一對韓國籍夫妻來台觀光，違反居
家檢疫規定，各遭高雄衛生局開罰15萬元，因
沒繳遭到限制出境，2人清明節期間欲返韓，
在桃園機場被攔截，2人經其韓國親人跨海匯
款繳清，才獲放行。

另一方面，欠稅大戶部分，已故股市名人
黃任中之子黃若谷仍是欠稅第一名，截至8月
底為止，新待執行金額為新台幣31億多元，合
力旺環保科技公司則積欠29億多元，排第2。

防疫違規繳不起百萬罰單 3外籍人士驅逐出境

（中央社）從事葬儀的42歲郭姓男子，疑不滿自己阿嬤喪
事被同業方姓男子搶走，昨天持槍射擊對方頭部後被逮，警方今
天移送，南檢晚間聲押，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
。

台南地方法院行政庭長林福來今晚表示，郭男涉犯殺人未遂
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犯罪嫌疑重大，最輕本刑5年以上；
郭男犯後逃亡他處，並計畫到山上躲藏，顯有逃亡之虞；羈押庭

同時認定郭男有串證、滅證之
虞，非予羈押，無法確保偵查的進行與追訴。

42歲郭男和47歲方男都從事殯葬相關行業，郭男的阿嬤日
前過世，喪事卻被方男搶走並承辦相關禮儀事宜，讓郭男十分不
滿，雙方鬧得不愉快，多次發生口角，最終引發殺機。

郭男昨天下午在台南市立殯儀館槍擊方男後，駕車逃往高雄
市，3個多小時後在高雄市苓雅區落網，警方同時起出作案手槍

及17顆子彈，同車王姓男子昨晚也被拘提到案。
郭男向警方供稱只是想拿槍嚇方男，因不小心而開槍射擊。

王男則說，郭男找他到場壯膽，不知事情會這麼嚴重。台南市警
局第六分局今天下午依涉犯殺人及槍砲等罪嫌將郭男、王男移送
台南地檢署偵辦。

殯葬業者槍擊同業台南地院裁定郭嫌羈押禁見

李登輝奉安禮拜李登輝奉安禮拜 賴清德鞠躬致意賴清德鞠躬致意
前總統李登輝奉安禮拜前總統李登輝奉安禮拜77日上午圓滿結束日上午圓滿結束，，儀式簡單肅穆儀式簡單肅穆、、莊嚴隆重莊嚴隆重；；圖為主禮官副總統圖為主禮官副總統

賴清德率陪禮人員向靈前行三鞠躬禮賴清德率陪禮人員向靈前行三鞠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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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不少大學因新冠疫情把大部分課

程從線下挪至線上，但學費卻未因面授

課減少而降低，部分學校甚至漲學費，

引發學生不滿。

英國壹些院校為防控疫情封閉校園

，也不開面授課，同樣推高社會各界要

求退還學費的呼聲。

【面授減 學費漲】
路透社報道，高等教育成本高昂壹

直是美國社會壹大難題。今年初疫情暴

發後，這壹問題更趨嚴重。大約三分之

二的美國高等學府選擇把今年秋季的部

分或全部課程挪至線上，學生所能利用

的校園資源也大幅受限，再加上先前

的取消課程和封閉校園等防疫措施，

促使越來越多學生公開抗議校方舉措

，認為沒有獲得與自己所付學費相匹配

的教育。

21歲的以賽亞· 穆爾來自新澤西州，

在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主修電視和文化

研究。該學院每年向全日制學生收取1.4

萬美元(約合9.55萬元人民幣)學費，就舞

蹈、電影和音樂等藝術類課程提供專業

指導。但今年受疫情影響，學院部分課

程改成網課，學費卻壹點沒降。穆爾眼

下正帶領同學們在校內示威，希望能說

服校方調低學費、讓學校財務狀況更公

開透明。

目前越來越多美國大學生選擇加入

穆爾的行列，全國已有數十起學生起訴

學校、要求後者返還學費的訴訟，還有

不少學生提出在線請願。美國“變革”

網站統計，迄今該網站上已登記大約

1500項退還學費請願，合計收獲近百萬

網友簽名支持。

但不少學校以員工薪資和運作成本

沒有因疫情減少為由予以拒絕。新墨西

哥州大學今年向州內學生征收8000多美

元(5.86萬元人民幣)學費，甚至比原來漲

了2.6%。該校公共衛生和心理學學生阿

娃· 耶爾頓直指校方這樣做“不道德”。

盡管喬治敦、普林斯頓和西北大學

等院校把秋季學期學費下調10%，在校

學生仍有不滿。西北大學175名學生打

算自10月1日起抵制交學費，要求校方

在下調學費前先取消今年6月把學費提

高3.5%的舉措，並把學費至少再“砍”

30%。

【上網課 仍封校？】
在英國，已有至少32所大學出現新

冠確診病例。校方為遏制病毒擴散讓學

生在宿舍內隔離、上網課，數以千計大

壹新生卻仍要繳納壹年9250英鎊(8.05萬

元人民幣)的學費和房租。

英國《每日郵報》報道，曼徹斯特

都市大學近期聚集性感染激增，校方要

求大約1700名學生即便沒有新冠癥狀，

也得自我隔離14天。壹些學生沒法走出

宿舍，選擇在窗戶上張貼標語，質疑校

方不退學費。肯特郡男子傑斯· 庫克最近

才把兒子送入大學校園，認為壹年交

9000英鎊(7.84萬元人民幣)學費“太浪

費”，學生們“處境艱難”。“絕對應

該給學費打個折，當然學校也需要政府

支持。校方決定接納孩子們入學已承受

巨大壓力，為確保學生安全也做了他們

應做的事。”

英國全國學生聯合會主席拉麗薩· 肯

尼迪說：“我們必須嚴肅討論補償那些

學習質量受到嚴重影響的學生。”英國

議會下院教育委員會主席羅伯特· 哈爾豐

也認為，如果學生無法獲得相當程度的

面授教學，他們“肯定應該就學費貸款

獲得折扣”。但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所

長尼克· 希爾曼認為，校方返還學費有壹

定難度，原因在於優質網課成本並不低

於面授課，部分大學已面臨破產風險。

為補償學生，格拉斯哥大學26日宣

布，將退還住校生壹個月房租和50英鎊

(435.5元人民幣)食品費。

學費問題以外，學生被困校內無法

回家過聖誕節也受到關註。哈爾豐警告

，禁止學生回家會導致“巨大痛苦”。

希爾曼說，如果校方領導層決定暫停面

授課，把課程挪到線上，“這幾乎等同

於鼓勵學生回家”。

意總理府警官與巡警發生沖突
涉嫌恐嚇遭檢方公訴

綜合報導 日前，壹位在意大利總理府秘書處工作的警官，因違規

駕駛遭巡警攔截，在與巡警發生沖突後被拘捕。目前檢方已對涉事警官

提起公訴。

據報道，事發當天，在總理府秘書處工作的涉事警官駕車在羅馬環

城公路行駛，行至壹處交匯路口時，該警官因違規掉頭被4名巡警攔截

。巡警要求其出示駕駛證、身份證和行車執照，結果雙方發生口角，最

終矛盾升級發生了肢體沖突。意總理府警官向巡警施以拳腳，最終被4

名巡警制服並帶上了手銬。

羅馬檢察院檢察官維拉尼根據警方的控訴材料，隨即簽發拘捕令，

並以抗拒公職人員檢查罪對意總理府警官提起公訴。

日前，羅馬法院舉行首次庭審，被拘捕的警官在向法官陳述事件經

過時說，事件並非完全像4名巡警說的那樣，他遭到了無情虐待，完全

是巡警野蠻執法才激怒了他，最終矛盾激化引發肢體沖突。

警方的代理律師則表示，根據當值4名巡警的證詞，被拘捕的警官

曾表示，自己也是壹名警察並在總理府工作，還恐嚇了巡警。

目前，涉事意總理府警官已被法院當庭釋放，有關案件法院決定進

壹步調查取證，再行開庭審理。

疫情期間上課難
美英大學生要求退學費

歐洲民航業打起“價格戰”
意大利機票秒成“白菜價”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重創歐洲航空業，暑假期間剛剛有望回暖的航

空業，隨著歐洲第二波疫情來襲，再度遭到沈重打擊。近日，航空公司

為吸引顧客的價格戰日漸升級，意大利境內航線機票如今已變成了“白

菜價”，從南飛到北機票價格僅為10歐元。

據報道，根據旅遊市場分析公司ForwardKeys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

，8月各大航空公司為吸引顧客，紛紛調降了從英國、法國、德國及荷

蘭飛往意大利等南歐國家的航班票價，較去年同期下降15%，某些航線

的票價甚至下降超過了1/3。

在意大利國內，米蘭至西西裏島首府巴勒莫作為最熱門的

航線之壹，瑞安航空、維茲航空和意大利航空等競爭對手展開競爭

。為了爭奪每年大約89.4萬名旅客的市場，瑞安航空已將最低票價調整

為10歐元。

瑞安航空和維茲航空還在羅馬至卡塔尼亞航線價格戰攻防中，在10

月8日至13日期間，分別將往返票價調至20歐元和30歐元。意大利航空

則將票價調整為歷史最低58歐元，並給予乘客免費攜帶壹件行李登機的

優惠。

與此同時，維茲航空宣布，從10月8起，米蘭至巴裏航線最低票價

為18到20歐元；瑞安航空則將票價直接降到了12歐元。

根據歐洲空中航行安全組織統計數據顯示，過去兩周，隨著歐洲多

國確診病例持續上升，歐洲民航載客量壹直呈下降趨勢。該組織較早前

曾預測，2020年10月份歐洲民航載客量，將會比去年同期至少下降30%

。目前該組織將預測調整為下降幅度在57%左右。

美國得州出現“食腦蟲”
計劃徹底清理受汙供水系統

綜合報導 日前，美國得克薩斯州

萊克傑克遜市的自來水中發現壹種食

腦變形蟲，並造成壹兒童死亡。得州

環境質量委員會29日稱，將對該市自

來水供應系統進行徹底消毒，預計需時

3個月。

據休斯敦媒體KPRC報道，29日，

得州州長阿博特、得州環境質量委員會

負責人貝克等赴休斯敦西南55英裏處的

萊克傑克遜市了解自來水系統受汙情況

。該市約有2.7萬居民。該市自來水由得

州布拉索斯港水務局提供。日前，萊克

傑克遜市政府報告稱，壹名6歲男孩於9

月初死於壹種食腦變形蟲，之後該市對

供水系統作初步水樣檢測，發現11個水

樣中，3個檢測出食腦變形蟲。

貝克指出，這是得州公共飲用水系

統首次出現食腦變形蟲。經初步調查發

現，萊克傑克遜市的54個取樣點中有11

個消毒劑含量低。

貝克稱，目前還無法確認這名6歲

男孩是如何感染上食腦變形蟲，正在了

解感染渠道。

阿博特說，州政府將徹查該市供水

系統的問題，確保類似事件不再發生。

貝 克 表 示

，得州環境質

量委員會將與

布拉索斯港水

務局合作，通

過提高消毒劑

中的氯含量，

以徹底沖刷供

水系統。預計

消毒工作將耗

時3個月。屆時

美國疾病控制

和 預 防 中 心

(CDC)將協助檢

測水質。

據報道，這種食腦變形蟲學名為

福氏耐格裏蟲。據CDC介紹，它是壹

種阿米巴原蟲。常見於溫暖的淡水和

土壤中。壹旦通過水進入人的鼻子，

它就會進入大腦，引起原發性阿米巴

腦膜炎等多種致命性疾病。CDC的統

計數字顯示，2009 年至 2018 年，美國

共報告34例食腦變形蟲的感染病例，

致死率高達97%。

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報道，萊克傑

克遜市政府日前發表聲明，要求居民煮

沸自來水後再作飲用或烹飪，還要避免

將自來水沾到鼻子上。得州環境質量委

員會建議萊克傑克遜市周邊10余個地區

的居民除沖洗廁所外，不得使用自來水

。這項建議將壹直有效，直到水樣檢測

顯示水源安全為止。

得州應急管理部門負責人基德稱，

已在自來水受汙染的區域部署約4500輛

車，向居民提供飲用水。

巴西58歲馬戲團大象離開動物園
抵達保護區獲新生

綜合報導 58歲的大象斑

比(Bambi)近日離開巴西裏貝

朗普雷圖的動物園，歷時兩

天，被動物保護團隊運送至

1270公裏外的大象保護區，

成為保護區的第7位成員。該

保護區位於馬托格羅索州的

沙帕達杜斯吉馬朗伊斯。

據報道，在被救助之前，

斑比壹直在馬戲團和動物園中被

迫進行動物表演。2018年，大象

保護區為救助斑比，與馬戲團和

動物園開始協商轉移事宜。

2020年9月初，動物保護

區為大象斑比發起了壹項籌款

運動，以支付運輸斑比的費用

，以及在接下來的六個月中，

支付為斑比購買藥品、食物和

進行獸醫護理的費用。

根 據 保 護 區 的 說 法 ，

“Bambi, vem pra manada(斑

比，重返田野)”運動募集到

了15萬雷亞爾，其中三分之

二由外國援助者捐贈。

在運輸途中，動物保護區

工作人員設置了5個停靠點，來

給斑比餵食，並評估其健康狀

況。保護區團隊成員表示，

運輸途中沒有發生任何問題。

與此前運送其他大象的行程相

比，這是最平穩的旅程之壹。

據悉，斑比的新家面積為

28公頃，由溪流、湖泊、樹木

、泥潭區域組成。斑比到達當

天，保護區在社交媒體上發文

稱，“今天，她(大象斑比)將在

新家中度過第壹夜。我們非常

興奮，因為在經過漫長的工作

之後，斑比即將過上本來就屬

於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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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總統大選副總統辯論會即將登場，多虧
川普染新冠，原本不受關注的副總統辯論會突然
變得備受矚目，外媒分析，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此次辯論壓力超大，除了要為川普染疫
、全美疫情慘重辯護，還意外多了一大挑戰，就
是要說服大眾，如果川普不幸病倒，自己有能力
馬上擔當總統一職。

美國大選副總統辯論會即將於台灣時間今
（8）日上午9時登場，路透社報導，一直以來
副總統辯論會都不是外界關注焦點，不過今年因
為川普染疫，這場辯論會突然備受關注，美國岱
頓 大 學 （University of Dayton） 專 家 德 文
（Christopher Devine）表示，這場辯論會不一
樣，有些人可能會擔心彭斯，以及他如何表現，
其他人則會質疑拜登是否能保持健康。

路透社分析，今年因為川普染疫這個10月
驚奇，一直以來光芒都被川普遮掩的彭斯在這場
辯論中面臨的壓力超級大，目前川普在全美民調
中落後對手拜登至少10個百分點，選民指責他
疏忽新冠病毒的危險，導致全美在7個月內死了
21萬人，彭斯不只要為川普留下的爛攤子辯護
，還額外多了一項任務，由於川普染疫，健康狀
況意外成為焦點，彭斯也必須在辯論會上向選民

證明，一旦川普病倒，自己有能力馬上擔當起總
統大位。

不過曾和彭斯共事的前共和黨眾議院議長貝
納 （John Boehner） 幕 僚 史 提 爾 （Michael
Steel）認為，彭斯在辯論場上的表現將比川普
更有效率，而且他也是最能將川普政府過往紀錄
辯護得更有說服力、更深思熟慮的人，直言彭斯
的辯論能力比川普更強。

另一頭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賀錦麗（Ka-
mala Harris）也得向選民證明，如果高齡77歲
的拜登當選，一旦他的身體出狀況，她有能力馬
上擔當大位。

針對這場辯論，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長巴提
吉格（Pete Buttigieg）已經提前為賀錦麗進行
準備。彭斯曾經是印第安納州州長，兩人都來自
中西部，巴提吉格深知他的風格、性格及政策。

由於白宮新冠大爆炸，這場辯論會的防疫措
施也升級，屆時彭斯與賀錦麗的座位將從原本相
隔7英尺（約2公尺）擴大為相隔12英尺（約
3.7公尺），當天所有參加辯論會的人及媒體記
者都必須事先進行病毒檢測，未戴口罩的人也會
被請出去。

川普染新冠留爛攤 彭斯辯論壓力爆表 意外多一大挑戰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6日向開發新
冠疫苗的公司表示，在核准疫苗得到緊急使用授
權（EUA）之前，希望能掌握志願接種者至少兩
個月的安全數據。這一要求可能導致任何疫苗都
無法在11月3日總統大選之前獲得授權。

一名高級政府官員證實，白宮已批准了FDA
的要求，等於拂逆了總統川普想在大選前獲得授
權疫苗的希望。根據FDA的指引， 「第三階段
的實驗數據應包括在進行完整的疫苗接種後，要
有一項追蹤期中位數至少2個月的設計，以利提
供足夠的資訊來評估疫苗的風險與效益。」

儘管白宮仍可對沒有上述額外安全數據的疫
苗強制授權，但這麼一來，會讓白宮與FDA及
科學家的分歧公開浮上檯面，也加深外界疑慮，
認為疫苗上市存在太多的政治干預。

目前美國兩家在疫苗實驗上進展最快的公司
，包括美國莫德納(Moderna)和輝瑞(Pfizer)都已
經在7月底展開最後一階段的實驗，但因為疫苗
有兩劑，都需要間隔28天才能進行第二劑疫苗
注射。這代表只有一開始接受接種的志願者可在
10月底以前完成規定的追蹤期，否則可能無法
提供足夠數據，申請緊急使用授權。

川普6日晚上在推特上表達了他的不滿，寫
道， 「新的FDA規範，讓疫苗更難在選舉日之
前被加速核准，又是另一個被政治打擊的工作！
」

不過，FDA的決定受到公衛專家歡迎，稱這
顯示FDA在面臨政治壓力下仍然有負責任的行
動。

FDA新規讓疫苗趕不及在選前問世 川普怒 美國總統川普感染新冠肺炎出院第2天態
度大轉彎，昨（6）日突然宣布中止和民主黨國
會議員的新冠肺炎紓困案談判，稱大選後再來
談，此舉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痛罵拋棄美
國人。

路透社、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
導，川普感染新冠肺炎後，已在5日出院返回
白宮繼續治療，不過出院第2天他態度髮夾彎
，一改先前希望盡快推動新冠救助法案的態度
，宣布中止和民主黨國會議員進行的新一輪刺
激經濟方案談判，他在推特上說， 「我已經指
示停止談判直到大選之後」 ， 「我勝選後我們
將會馬上通過一項關注辛苦工作的美國人與中
小企業的主要刺激經濟法案。」

川普3日仍在醫院治療時，才在推特以全
大寫英文強調， 「偉大的美國想要、也需要刺
激經濟」 ，呼籲政府和國會議員趕快協商出結

果。
喊停協商後，川普要求共和黨參議員專注

在通過大法官巴瑞特（Amy Coney Barrett）的
任命案。

新冠肺炎重創美國經濟，今年春天國會才
通過一項2.2兆美元的刺激經濟方案，不過目
前經費已快用罄，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Ste-
ven Mnuchin）日前才和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Nancy Pelosi）進行協商、縮小雙方
差異。雙方商討的刺激經濟方案內容包含直接
發放每個人1,200美元支票，以及可能對美國
航空業者提供250億美元的援助計畫，以確保
成千上萬員工免於失業。

針對川普突然中止紓困計畫協商，民主黨
總統候選人拜登痛批川普拋棄美國人，他在推
特回應， 「總統不管你們了。」

川普突中止新冠紓困案談判 拜登大罵：拋棄美國人

雖然台美雙方近期互動
頻繁，但外界關注的雙邊貿
易協定談判遲遲未下文。對
此，據《紐約時報》報導，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為保全美中第一階段段貿易協議，與力主
張強化台美關係的國務院出現嫌隙，不願積極推動雙邊貿易協定
談判。

報導指出，50位跨黨派聯邦參議員上週聯名致函萊特海澤
（Robert Lighthizer），敦促他正式展開美台全面貿易協定談判
程序，其中議員們在信中指出，他們有信心地認為，台灣作為印
太戰略的一部分，強化台美貿易協定將會提升美國經濟與安全。
不過台美一旦敲定雙邊貿易協定，勢必激怒北京。

支持台美關係強化的陣營表示，台美直接往來有助抵抗大陸
在科技與商業領域日增的影響力，同時增強台灣實力；不過，華
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亞洲事務資深顧問葛來儀
（Bonnie Glaser）說，美方顧慮與北京的貿易協議，可能葬送與
台灣展開貿易談判的機會，至少對川普任期剩餘時間是如此。她
表示，特別是貿易代表辦公室，川普政府正如同雷射一樣關注美
中貿易協議，總統也不希望最後破局。

報導指出，萊特海澤對陸姿態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與大陸

交手經驗豐富的他，在國會長期以來早已被視為對大陸主要的批
評者。不過知情人士表示，萊特海澤近期阻擋了許多可能威脅大
陸經濟的措施，包括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原訂在8日要禁止來
自新疆的棉花與番茄。不過萊特海澤、美財長梅努欽、農業部長
珀杜（Sonny Perdue）以及白宮辦公廳主任曼多斯（Mark
Meadows），以此舉恐對大陸是挑釁為由反對，且恐對美國棉花
出口與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不利。

另外，關於台美貿易協定一事，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
務卿史達偉（David R. Stilwell）8月底在華府一家智庫演說時表
示，美國正考慮與台灣推動新的貿易協議，當時國務院也決定讓
國務院次卿柯拉克（Keith Krach）訪台，但3名知情人士向紐時
透露，萊特海澤堅持美台貿易談判是美國貿易代表署事務，與國
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意見衝突；另一名知情人士說，美
貿易代表署曾為了柯拉克訪台，與國務院爆發爭執。

對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歐塔加斯（Morgan Ortagus）聲明
表示，蓬佩奧與萊特海澤多年來有著緊密共事關係，兩人未曾討
論史達偉演說與柯拉克訪台，有關暗指他們因政策爆發爭執的說
法都是憑空捏造。萊特海澤也透過e-mail表示，此種說法純屬虛
構，他未曾和蓬佩奧此產生糾紛。

台美貿易談判陷入僵局傳是知名對陸鷹派來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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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日報 2020年10月7日（星期三）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港大料今年GDP收縮7.2%
標普：中國率先復甦帶動 亞太最差情況已過
受惠疫情減退及政府持續刺激經

濟措施，香港大學預期香港今年第四

季實質GDP按年跌4.5%，較上季跌

幅進一步收窄，惟港大再下調香港今

年經濟預測至收縮7.2%，為年內第三

度下調有關預測。同時，評級機構標

普亦認為，亞太區經濟最差情況已經

過去，當中以中國反彈力最強，料中

國今年經濟增長2.1%，明年或加快至

6.9%，香港今年經濟料收縮7.2%，明

年則有望恢復增長5.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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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香港經濟已陷入深度衰退，
失業率連續數月維持在 6%
以上。為緩解疫情的衝擊，
特區政府推出總金額超過
3,000 億港元的經濟刺激和

保就業措施，中銀香港經濟研究員陳蔣輝
6日指出，政府的刺激措施綜合計算可降
低失業率大約3.4個百分點，但相信失業率
要回到疫前水平可能需要數年時間，認為
政府做好為穩經濟保就業而投入更多資源
的準備。並建議未來保就業措施可考慮往
“新經濟”方向傾斜，並利用國家“十四
五”規劃的機遇，大力發展新經濟，以引
導香港經濟轉型。

失業率為滯後數字，陳蔣輝認為短期
內失業率有機會進一步走高。香港的過去
經驗表明，在經歷經濟衰退後，經濟往往
能較快反彈，但本地就業市場一般需要經
歷較長時間才能徹底恢復。參照1997年亞
洲金融危機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經
驗，GDP增速觸底後，失業率一般會在半
年左右的時間到達頂峰，並需要2年左右
的時間才能返回衰退前的水平。

考慮到前期基數較低等因素，香港經
濟增速或已於上半年觸底，第三 和第四季
同比增速跌幅將逐步收窄，但是失業率的
高峰估計還沒有出現，預計香港失業率年
內有進一步走高的可能，勞工市場依然形
勢嚴峻。而要失業率回到疫情前3% 左右
的水平，或許需要2 年乃至更長的時間。

陳蔣輝認為，目前香港的第三波疫情
還沒有結束，不明源頭病例也時有出現。
隨着北半球天氣轉冷，歐美多個國家已開
始新一波疫情，每日新增高峰已超過前
值，專家估計香港在冬季也很可能會出現
第四波疫情。鑑於新冠病毒高傳染性的特
性，在疫苗出來之前，仍然需要採取措
施，提倡社交距離，加強防範，將疫情對
經濟和就業市場的影響盡量降低。唯有控
制住疫情，才能使得經濟走上正軌，就業
市場也才能真正復甦。

由此可見，香港要做好長期為穩經濟
保就業投入更多資源的準備。即使今年年
底或明年初新冠疫苗正式投入使用，全球
可能仍需要數年才可以完全擺脫疫情困
擾。因此從中長期而言，政府可能需要為
穩經濟保就業投入更多的財政資源。所幸
目前香港財政儲備較為充足，各項數據仍
然較為健康，但政府在未來需要在適度支
援受影響的企業及人士與避免財政儲備急
速萎縮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 香港大學再次下調香
港今年經濟增長預測至
負增長7.2%，為年內第
三度下調有關預測。不
過，受惠疫情回落及政
府持續推出刺激經濟措
施，港大預期經濟呈持
續回升，第四季實質
GDP料按年跌4.5%，較
上季 6.5%跌幅(估計數
字)進一步收窄。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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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亞太經濟合
作研究項目6日發表最新宏觀經濟預測，

報告指受疫情影響，今年上半年香港經濟跌
9%，而第三季經濟雖受第三波疫情影響，但料
跌幅仍較第二季少，第三季實質GDP預計按年
跌6.5%，而第四季實質GDP跌幅料進一步收窄
至按年跌4.5%。

2020年全年GDP將收縮7.2%，比上次公布
的全年預測下調1.7個百分點。

港府救市 經濟逐季改善
報告並估計，第三季香港的貨品出口按年

跌幅1.6%，較第二季2.4%的跌幅放緩；服務輸
出按年跌43.8%；預測第四季貨品出口及服務輸
出跌幅分別為1.2%及44.4%。第三季香港私人
消費開支繼續疲弱，但按年跌幅料由第二季的
14.2%收窄至10.1%；政府消費開支增速估計由
第二季的9.8%降至第三季的7.3%。

香港今年首兩季GDP分別按年跌9.1%及
9%，而為支撐疲弱的經濟，政府上月中宣布推
出規模達240億元(港元，下同)的第三輪防疫抗
疫基金及其他措施，連同之前兩輪防疫抗疫基
金措施和預算案的措施，對政府的財政影響料

超過3,000億元。
不過，在疫情表現反覆下，港大年內第三

度下調香港今年全年經濟預測，在1月原本預測
港全年經濟將有0.4%增長，其後在4月下調預
測至全年經濟將收縮3%，7月時再下調預測至收
縮5.5%，而最新下調預測至收縮7.2%，較7月時
預測再下調1.7個百分點。至於失業率方面，港
大料第四季失業率將進一步攀升至6.4%，高於第
二、第三季失業率同見6.2%。另外，今年疫情大
爆發重創全球經濟，標普則認為疫情對經濟影響
最壞的時期已過去，其中亞太區經濟下滑情況已
經見底，不過各國復甦步伐並不同。標普亞太區
首席經濟學家羅奇相信，中國將在全球或亞洲中
領先復甦是無容置疑，而支持中國復甦的三大主

因包括基建投資相關的刺激經濟措施、房地產行
業以及由電子產品帶動的外貿回暖。

中美持續角力影響未除
羅奇提到，雖然中國正帶動亞洲以至全球

經濟復甦，但國內消費需求仍疲弱，又指出近
期黃金周旅遊數字遜預期，預料需時恢復，因
此亦關注內地復甦能否持續。而除疫情外，他
認為亞太區經濟仍面對多項風險，包括債務不
斷增加、收入受到抑制，中美對抗造成的溢出
效應等。至於在行業方面，標普預料內需、電
訊及消費品行業將率先在明年上半年復甦，其
次是地產、博彩及酒店業等，至於油氣相關行
業最慢，復甦或要留待2023年後。

要聞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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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中國國慶檔電影總票房突破30億元

（人民幣，下同）大關。此前深受疫情影響的中國電影

市場，一度停擺近190天。繼7月20日正式復工迅速回

溫後，終於在國慶檔迎來暴發。在業內人士看來，觀影

“報復性”消費的出現，既緣於春節檔撤檔後電影市場

空寂的反彈，亦得益於今年國慶檔內容優質，電影本身

質量足夠吸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北京報道

■■影院入場依舊需要測量體溫影院入場依舊需要測量體溫，，入場口也入場口也
有放置免洗消毒液等防疫用品有放置免洗消毒液等防疫用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攝攝

之電影消費篇
國慶國慶黃金周黃金周

見證歷史的收音機、
電影放映機，年代感十足的
鐘錶、留聲機、咖啡爐，展
現民俗風情的魚拓畫、麥秸
及土陶製品……在黑龍江

省黑河市，小微博物館群成為今年“十
一”黃金周遊客參觀打卡的新選擇。

在電影機陳列館，展出各種老式電
影放映機和《五朵金花》《地道戰》等經
典電影膠片，牆上掛滿與電影有關的海
報、圖片與文字介紹，不但勾起上了年紀
的遊客的記憶，也讓當下年輕人了解中國
電影發展歷史。

黑河是鄂倫春族主要聚居地之一。

在鄂倫春題材油畫陳列館，以鄂倫春族神
話傳說、狩獵文化、風景風俗等為創作素
材的藝術作品，勾勒出一幅幅反映鄂倫春
族風土人情的生動場景。

黑河市與俄羅斯阿穆爾州首府布拉
戈維申斯克市隔江相望，小微博物館群自
然少不了俄羅斯元素。銅版畫陳列館、俄
羅斯藝術館、俄羅斯油畫館等，讓遊客不
出國門即可感受異域文化魅力。

據悉，為挖掘黑河文化底蘊、提高
城市文化品位，從今年年初開始，黑河市
籌建小微博物館群，着力打造特色鮮明的
旅遊項目，帶給遊客獨特文化體驗。

■新華社

小微博物館群 遊客打卡新選擇
��$

相較疫情期間的慘淡，今年國慶期間，中國電影市場在票房數
據、總觀影人次、單屏幕產出、場均人次等數據上可謂多點

開花。數據顯示，“國慶檔”首日票房超7億元，之後幾天一路
氣勢如虹。10月6日上午9時45分，國慶檔實時總票房（含預
售）破30億元，該數據已遠超2018年國慶檔7天19.1億元總票
房，向2019年的國慶檔43.8億元總票房衝擊。在觀影人數上，
2018年國慶檔觀影人次為5,300餘萬，今年國慶檔前三天全國已
約5,000萬人次觀影。業內預測，國慶黃金周8天有望達到甚至超
過2019年國慶檔1.17億的觀影人次。

《我和我的家鄉》領跑檔期
在上映的影片中，截至10月6日上午9時45分，電影《我和

我的家鄉》以13.5億元票房領跑大盤，電影《姜子牙》則以11.7
億元位列次席，到當日下午3時許，上述兩部影片已分別突破14
億和12億票房。《我和我的家鄉》通過五個故事講述了“我”和
“我的家鄉”不可割捨的關係，笑中有淚，讓觀眾在小人物的悲
歡離合中感受到獨特的風情，這是繼2019年《我和我的祖國》
後，又一部“拼盤形式”的新型電影創作模式影片。而目前位列
票房亞軍的電影《姜子牙》，則是繼《哪吒之魔童降世》後“彩
條屋神話系列”的第二部電影，首日總票房便破4億元，曾一度
領跑國慶檔。值得一提的是，真實展現三代中國女排奮鬥征程的
影片《奪冠》表現也不俗，目前已收穫逾5億票房。其他電影如
《一點就到家》《急先鋒》等，票房走勢也相當搶眼。

上座率基本持平去年同期
“從大年初一等到國慶，終於盼來了影院逐漸恢復常態運

營。”近幾日，北京市民鄭小姐到影院接連看完《姜子牙》、
《我和我的家鄉》等幾部電影。在鄭小姐看來，在等待了近9個
月後，這些“姍姍來遲”的影片更讓影迷期待，今年國慶正在上
映的電影也不負眾望，口碑都不錯，讓觀眾願意花錢走進影院。

假期電影院的熱鬧場景讓四川成都太平洋影城王府井店市場
主管陳芋朴倍感欣慰。在上座率上限75%的情況下，該影院上座
情況已基本和去年同期持平。“每場電影放映完，我們都會對影
廳進行消毒。”陳芋朴說，影院方希望給觀眾更強的安全感。
“也期待更多好片上映，推動市場持續復甦。”

“營銷手段+互聯網”助復甦
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電影院上

座率恢復至75%，這種調整對於國慶檔市場的釋放奠定了很好的
基礎。中國電影的核心競爭力在於質量的有效保障及其提升，電
影市場需要高質量影片帶動觀眾的觀影熱潮，今年國慶檔在影片
質量上有保證，《我和我的家鄉》、《急先鋒》、《姜子牙》、
《奪冠》、《一點就到家》等影片滿足了廣大觀眾多樣化、個性
化、精緻化的需求，合力讓2020年國慶檔有強勢表現。

“國慶檔”熱潮的背後，也離不開中國影片發行機構通過營
銷、預售等手段，助力電影行業快速恢復。此外，一些互聯網娛
樂服務平台也通過媒體矩陣、直播宣發、數據支持，為行業復甦
提供助力。中澤互動傳媒有限公司副總裁、製片人王晨接受媒體
採訪時表示，國慶檔電影的火熱讓業界再次看到電影產業鏈條
“活了”，喜人成績帶給業界希望。“但同時，我們也應當清晰
地看到，優質原創內容仍然稀缺。”王晨介紹，疫情使今年中國
電影市場的內容端和資金端都相對停滯，投資方更加謹慎。在此
情況下，吸睛的大製作影片相對回報率更高，而中小製作成本的
電影受到更大影響。“要當突圍的‘黑馬’，還是需要從內容上
發力。”

從今年7月20日低風險地區影院有序
恢復開放營業，上座率不得超過30%、單
片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到8月14日上座
率提升至50%，再到9月25日上座率繼續
放寬至75%，中國對影院逐漸“鬆綁”。
不過，在常態化疫情防控的要求下，影院
落實防疫要求並未放鬆。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北京豐台區幾家
影城看到，入場出示健康碼，測溫，戴口
罩，排隊保持一米距離，各家影院仍然延
續今年以來疫情常態化的防控工作。影院
取票機處配備免洗消毒液，3D眼鏡嚴格
清潔消毒。提供服務的員工全部持有健康
證，且每日體溫結果測量正常方能上崗，
並保持半小時至少洗一次手消毒的頻次。
按照防疫要求，每場放映結束間隙，對影
廳噴灑消毒液並進行通風換氣。影院大
堂、走廊、疏散通道等公共區域每日不少

於2次噴霧消毒，售取票機、商品售貨
區、入口閘機、公共區域座椅等重點區
域，則需要每日不少於5次擦拭消毒。不
少影院還只採取網絡實名預約無接觸方式
售票方式，減少疫情傳播風險。

影院嚴格落實防疫要求 中國黃金周假
期進入尾聲，電影
消費的成績單尚未
最終出爐，但已經
落袋的 30 億(人民

幣，下同)票房，仍然讓人振奮。
就連美國《綜藝》雜誌也感歎，國
慶檔期中國電影票房復甦的強勁勢
頭“證明了有競爭力的本土新片可
以吸引觀眾走入影院，中國今年有
望成為全球最大電影市場。”

中國電影行業在今年上半年遭
受了巨大的衝擊，疫情期間暫停營
業，製片和宣發基本停滯，估算全
年票房損失將超過300億元。“失
血”嚴重的中國電影行業，一度引
起公眾普遍擔憂。不過，中國電影
發展長期向好的條件和環境，並沒
有發生改變。從電影業綜合條件來
看，中國銀幕數全球第一、票房全
球第二、產量全球前三，電影產業
的根基非常雄厚。也因此，資本、
人才、觀眾都不會輕易離場。國慶
黃金周電影業的“報復性”復甦，
既是觀眾對久違了的電影院的想
念，更是對上映電影水準的認可。
這些也充分證明，中國電影業仍然
處在高速發展的黃金期。

需學識化危為機 改革升級產業
更為重要的是，疫情給了電影

創作者一個反思的契機和時間。歷經
洗禮，中國電影人會有更多嚴肅思
考，也會為廣大觀眾帶來更多切中社
會現實的作品。縱觀全球，各國電影
產業均受到了重創，整個電影界都在
調整自救。可以說，電影產業面臨前
所未有的危機，但若能意識到危中有
機，學會化危為機，疫情也將成為電
影產業改革升級的契機。
■《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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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期間不少電影上映國慶期間不少電影上映。。觀眾紛紛前往電影院觀眾紛紛前往電影院““解饞解饞”。”。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攝攝

■■中國觀眾在影院觀看電影中國觀眾在影院觀看電影。。 中新社中新社

優質內容吸睛 前三天約5000萬人次入場

看電影需求看電影需求井噴井噴
國慶票房破國慶票房破3030億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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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保障“落”在身边

从怒江州兰坪县城出发，驱车翻过一座又一
座山峰，数不尽的弯弯、看不尽的森林之后，忽
然有房屋映入眼帘。两旁是高山环绕，中间一条
狭长的通道，高高低低的房子沿街而立，这便是
兰坪老县城，啦井镇的所在了。

在镇中心，来不及仰望远山上飘渺的青烟，
便被近处孩子们的欢闹声吸引过去。镇上有年头
的老房子居多，这所幼儿园却是崭新的外观，白
色墙面上伸展着彩色线条，成为小镇的一抹亮
色。

往里走，中班教室里孩子们正在上美术课，
一幅幅手绘的彩色西瓜经投影仪映在大大的电子
屏幕上。“这些先进的教学设施，都是随着新楼
建成一并配备上的。”随堂教师说。

虽然早前破败的老校舍已经不见踪迹，但
一幅幅对比照片还是提醒着人们这里的过去。
兰坪县是云南省9个未摘帽深度贫困县之一，全
县 101 个村中有 97 个贫困村，过去，不论住
房、教育、就医都饱含难以言说的苦涩。

“现在，我们的办学条件有了空前的提升！”
啦井镇中心校校长张金生说，随着条件改善，孩
子们的入园率也大大提高。老校舍条件差不说，
最多容纳 120 名学生，但今年 9 月 1 日新学年开
学，入园人数增加到 164 人。“这让我们全体教
职工更有信心，备受鼓舞，更加倍提升办学质
量。”

幼儿园不远处，便是啦井镇卫生院的新楼，
和过去的老楼相对而立。“过去办公、看病、职
工住宿都挤在狭窄的老楼，逼仄不堪，现在条件
好了太多。”院长李汝妹说，卫生院还新设了放
射科、检验科等科室和住院病房。“就医条件好
了，我们更有能力接诊，大家再也不用为小病跑
县城！”

扶贫的进展就这样落在一方百姓的生活当
中。在大山深处，这些真金白银的投入少不了社
会力量的帮扶。近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协同大
唐集团、三峡集团等5家企业共投入资金64.5亿
元，帮扶少数民族精准脱贫。

这所幼儿园和卫生院，就是由大唐集团援建
的。2016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与云南省人
民政府签署协议，通过4年时间投入10亿元用于
怒江、丽江、楚雄三州六县市傈僳族帮扶项目。
如今，这些投入化作一项项惠民保障成果：农村
安居房建设及危房改造 9367 户、农村中小学、
学前教育教学楼及校舍 50 所、乡镇卫生院 26
所、建设硬化乡村及村组道路260公里……来自
怒江州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产业发展探出增收路子

云南这样深度贫困发生率高的地区，脱贫攻
坚最大的难处在哪儿？

“难在产业发展。”驻村的工作经验，让云南
省扶贫办行业扶贫处一级调研员王海东感受很
深。在大山深处，产业基础薄弱，即使发展种养
殖业限制因素也不少。如何能够科学布局，又对
接市场需求，实非易事。

然而怒江州兰坪县通甸镇丰华村，却冒出不

少产业的“好苗子”。
在华兴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工人正在熟

练地称重、打包，将加工好的碱水面条分装成
袋。制碱水面靠的是当地代代相传的老手艺，而
且唯有本地产小麦才能味道正宗。因此，这里的
碱水面，在兰坪县内已是小有名气。

“眼下正是忙碌的时候，每天产量在1000斤
左右，全年能生产约 140 天。”公司负责人杨建
华说。丰华村是中国大唐所属大唐云南发电有限
公司定点帮扶村，几年前，驻村扶贫工作队与当
地一起琢磨发展产业，看准了碱水面的前景。随
后，公司援助 60 万元建设厂房、购买设备和原
料，还帮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入了股。去年，
每户到手分红收益1500元。

作为镇上的扶贫车间，华兴公司还招聘了18
名员工，每人每月工资在 2500 元左右，生产经
营逐步走入正轨。“企业慢慢做起来，再增加两
三倍的产量没问题，我们先努力干，争取更好的
结果。”杨建华说。

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产业，让许多村民有了
就近就业和致富的门路。

杨玉章老人已经 70 多岁了，见到她时，
正在丰华村的草莓基地上忙碌着呢。草莓地
里活儿不重，又离家近，她已经“上岗”两
年了。“今年 4 月以来，六七千元挣到手咯。”
老人用手比划着，露出大大的笑脸。不光是
工钱，6 亩土地的流转，每年也能带来几千元
的收入。

据介绍，旺季时，这片150亩的基地上用工
需求达到 100 人以上，每亩能带来 3 万元的产
值，二期 150 亩基地还在建设中。“看我们的大
棚可有讲究，滴灌系统是以色列的，散光薄膜是
英国的，我们的草莓果子也要卖到怒江、昆
明！”通甸镇党委书记和义松说。

生猪、黑山羊、天麻、蓝莓、面条、火腿
……通过大大小小的合作社等多种形式，丰华村
对全村农户实现产业全覆盖，贫困户年人均纯收
入提高600余元。

教育帮扶耕耘未来希望

在年平均气温只有 11 摄氏度的山里，孩子
们穿着单薄的衣服，有的光着小脚丫，有的用塑
料袋拎着课本，跋涉在上学路上……

几年前在兰坪县通甸镇弩弓村驻村工作时，
大唐云南公司的扶贫干部马春良拍下这揪心的场
景。不久后，大唐云南公司所属观音岩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开展捐助活动，为 58 名普米族、傈僳
族、彝族的学生添置了崭新的校服和书包。

教育帮扶，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
段。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常常有爱心的接力温
暖人心。

“自2016年来，我从来没有被忘记过。驻村
干部一个一个查询升学信息、家庭情况、核对、
通知，反复 5 年，生怕落下一个升学的孩子
……”在一封感谢信中，怒江兰坪县丰华村白族
大学生杨顺这样写道。

5 年前，杨顺被云南一所中医药大学录取，
当这个四口之家为费用发愁时，驻村干部送来了
5000元的助学资金。两年后，妹妹考上大学亦是
如此，前后5年，不曾间断。几年间，94名次贫
困大学生通过爱心援助“走出”大山村落。

帮扶的方式也在不断创新。近年来，大唐云

南公司与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合作举办“大唐
宏志班”，依据“三优先原则”，即建档立卡户子
女优先，帮扶地区贫困家庭子女优先，省内“直
过民族”傈僳族贫困生优先，培养专业人才。

“自从进入大唐宏志班后，我的思想压力减
轻了好多，再也不用担心因为贫困上不了学
了。”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2018级大唐班彝族
学生查玉英说。现在，她每个月可以得到600元
的大唐助学金，加上国家助学金，已经不用再为
学习期间的生活费用发愁。

明年即将毕业，查玉英已经联系好了实习，
为将来进入大唐工作做充分的准备。目前，2017
级12名毕业生已经在大唐云南公司就业。

“这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工作扎实、能吃

苦，未来我们还将结合公司实际，为贫困家庭大
学生多创造机会，通过就业带动一批家庭脱贫致
富。”大唐云南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肖征说。

劳动者如何提高就业质量？在王海东看来，
这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另一大难点，而教
育，正在为未来发展开辟可能性。

从硬件保障、产业发展到教育帮扶，一步步
进展注解着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成效。以兰坪县
为例，截至 2019 年末，该县贫困发生率从过去
的 39.75%下降到 4.8%。目前，未出列的 19 个村
均已达到脱贫摘帽标准，怒江全州亦是如此。

“千百年来压在怒江各族人民头上的贫困大山即
将被搬开，实现从区域性深度贫困到整体脱贫的
千年跨越。”怒江州委书记纳云德说。

图①：在云南怒江兰坪县营盘镇中心完小，学生们正在学习民族歌曲。
图②：大唐集团援建的云南怒江兰坪县啦井镇幼儿园。
图③：兰坪县华兴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工人正在熟练地称重、打包，将加工好的碱水面条

分装成袋。
图④：兰坪县通甸镇丰华村草莓基地上新采摘的草莓。
图⑤：兰坪县通甸镇丰华村的草莓基地。 本报记者 李 婕摄

怒江深处探脱贫
本报记者 李 婕 叶传增

山峰连着山峰，大江大河在山谷间奔腾而过。在这里，高山峡谷占据98%
以上的面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奇观，却也带来长久的贫困。这是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带给人的第一感受。

怒江所在的云南省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布朗族、阿昌族、怒族、
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佤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地区，更是贫困程
度深、脱贫难度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近年来，中央企业大唐集团
投入10亿元，建学校，修道路，发展产业，与当地政府及百姓一道，合力拔
穷根、奔小康。日前，记者赴云南怒江，探访这里的脱贫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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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希望診所免費流感疫苗注射 

 Date:   Thursday, Oct. 8, 2020 

 Time:   9:30am ~ 12:00pm 

 Location:  Golden Bank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提供前 100 名 18 歲以上低收入民眾注射 

請預約 713-596-6848 

 

 

 

 

 

慶祝 35周年慶 

Harris縣是Houston居民和240萬註冊選民的家鄉
洛杉磯–上週，Texas 州州長 Abbott 簽署命令，將

Texas州每個縣的缺席選票投遞地點數量減少到每個縣僅限
一個地點。 Harris縣是Houston居民和240萬註冊選民的所
在地，被迫從12個選票投遞地點縮減到NRG體育場的1個
地點。

今天，作為回應，More Than A Vote與Lyft合作，為
希望在Harris縣投票的選民，在親自遞交選票期間，提供前
往NRG 體育館作為唯一親自遞交選票地點的免費乘車服務
（最高額$15）。

Harris縣選民可以使用代碼“HOUVOTE”從Harris縣
1,777平方英里內的任何出發地，前往NRG藍色地段24的
單程Lyft乘車中獲得15美元的折扣（請參閱下面開放日期
和時間）。

More Than A Vote的會員Kendrick Perkins以及Harris
縣居民說“More Than A Vote的任務是拆除任何阻礙投票
的障礙物。” “在Harris縣，選民正面臨著一個新的障礙
，因為我們只可以在一個地方進行缺席選票。由於現在有

240萬選民必須從我們社區近2,000平方英里的地方出發，
以行使我們的選舉權。我們將與Lyft合作，為選民提供免
費乘搭至NRG進行投票的服務，從而減輕負擔。毫無疑問
，Harris縣選民應該有更多親自遞交選票的選擇權，但鑑於
在當前現實，我們將盡一切可能幫助人們投票。”。

NRG體育場的選票投遞地點及開放時間如下：
地點：NRG藍色區24
10月 5日-10月 9日：早上8:00 – 下午4:30
10月13日-10月30日：早上7:00 – 晚上7:00；週日

: 中午12:00 - 晚上7:00
11月3日，星期二（選舉日）：早上7:00 – 晚上7:00
請Harris縣選民至Harris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的網站

查詢更多有關投票時間和其他更多信息。
Harris縣與Lyft合作提供選民免費乘車服務，此夥伴關

係同時提供了前往 Atlanta, Charlotte,
Detroit, Milwaukee, Orlando 和 Philadelphia位於體育

場的投票地點。要了解有關LyftUp投票
程序的更多信息，請在此處訪問他們的博客。

Haris縣與Lyft合作提供選民免費乘車服務（最高額$15）至本縣唯一郵遞選票親自遞交地點
此舉乃為了應對Texas州州長關閉Harris縣11個投票站

健康療食講座︰“食”在好健康、提升免疫力
大家好! 慶祝中華民國109年國慶、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將於10/11/2020、星期
日、下午兩點、在網路上舉辦健康療食講
座。主題: “食”在好健康、提升免疫力
。

醫學界均肯定飲食與運動影響健康至
為密切，所以不要忽視食療養生。 攝取
天然食物為主，適宜的營養使身體健康，

增強人體免疫力，才能負起抵抗疾病的任
務。

利用食物的搭配和烹調，來提供人體
所需的健康養分，是可以防禦疾病的一種
養生方法。特別目前在疫情期間增強免疫
可以抵抗病毐的感染。

為了您的身體健康，別忘了 10/11/
2020，星期日，下午兩點健康食療講。您

可以在家上網參加講座，同時如果您有任
何疑問，可以在YouTube的留言專欄，向
主講人提問。主講人鄧雅如女士將會現埸
示範幾道健康食品的製作。請在十月十一
日下午兩點、點擊以下鏈接: https://you-
tu.be/E2gxkRDk-Do

請勿錯失良機。

在正常的老化過程中，骨質會隨著年
齡增長而流失，也就是原本緻密的骨頭變
得中空疏鬆。骨質流失初期通常沒有任何
症狀或症狀不明顯，多數人發生骨折之後
，才驚覺罹患骨質疏鬆症。陳康元醫生及
王琳博士將會在本次的健康講座，為大家
介紹維持好骨力的關鍵點。歡迎大家踴躍
參加。

陳康元醫師於1968年獲得加州大學
聖堤牙哥UCSD太空機械工程博士學位。
在太空及國防界工作十年，曾是一位導彈
物理專家，發表專業著作三十餘篇。中年

轉行，1981年獲得邁阿密大學醫學博士
，曾任安德生腫瘤醫學中心放射科住院醫
師，Victoria Kathryn O’Connor 癌症中
心的放療科主任，休士頓華裔醫師學會理
事，美南國建協進會理事多年,並獲頒贈
傑出服務獎。

王琳博士, 1970年獲得波士頓大學護
理學碩士，1986年獲得德州女子大學護
理學博士。是光鹽社義工，也是癌症倖存
者，曾與陳康元醫師共同執業，有化療、
放療、和重症病房的專業訓練。夫婦二人
經常在社區講論有關全人健康等系列專題

。
題目: 維持好骨力的關鍵點
講員: 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
時間: 2020年10月3日, 星期六 下午

2-4點
ZOOM 網 上 會 議 室 鏈 接: https://

us02web.zoom.us/j/87299627556或撥打
: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72 9962 7556
主辦單位: 光鹽社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躍

參加! (開放現場問答) 。

光鹽社健康講座--維持好骨力的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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