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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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 星期四
Thursday, December 17, 2020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凱蒂亞洲城年終酬賓活動

⾵味亞洲
優惠回本券

$25ONLY$10
凡訂購滿$35 即可享有加購價$10

掃描QR CODE
⽴刻訂購亞洲美⻝

KATY ASIAN TOWN

價值超過$500 優質⼤獎等你拿

Katy Asian Town Retail Condominium Association, Inc. (the “Association”)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corporation from AMA On-The-Go, katyasiantowntx.com, and any company or business operating in Katy Asian Town Condominium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AMA On-The-Go,
katyasiantowntx.com, and any company or business operating in Katy Asian Town Condominiums are not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nor is the Association liable for the website content, business offerings, or actions of said entities.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今天表示
將持續購買政府債券，直到經濟 「顯著」
改善為止，並宣布維持基準利率逼近於零
。

美聯社報導，聯準會3月起便維持基準
利率逼近於零，並於當時採取一系列特別
舉措，以對抗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疫情導致的衰退。

跟上次在9月做的預估相比，聯準會官
員今天也在一系列經濟預估中，上修明年
經濟預測。這次上修可能反映了新型冠狀
病毒疫苗預期將產生的效應。

聯準會現在預測，到2021年年底前，
失業率將從目前的6.7%降至5%。聯準會
做上述宣布之際，經濟正面臨難關，因為
冬季疫情肆虐，迫使當局實施新的商業限
制，許多消費者被迫待在家中。

美聯準會維持零利率 上修經濟預測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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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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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第二粒即
將批準的疫苖
莫德納可以達
到百分之九十
的有效率，預
計將於週五得
到联邦藥物管
理 局 之 批 準
， 這 也 是 輝
瑞公司疫苗上
市後的雙喜臨
門。

莫德納預
計不久後在美
國提供二千萬
支 疫 苗 ， 預
計明年將在全世界提供十億支。

美國联邦快遞及各大航空公司昨天向
全國遞送二千九百萬支疫苗 ，並且已經在
各地之醫療機構向醫務人員施打疫苗，雖
然今明兩天在美東地區有大雪影響，但不
會影響聯邦快遞的行程。

新冠疫苗目前已經被收入高的國家，
如美國、歐洲、日本、及澳洲預購，世界
其他各地貧窮國家可能要等到二 o二二年
才會獲得接種， 一半疫苗被富有國家預訂

，而他們只佔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四。
所幸目前世界各國還有十三支疫苗接

近成功階段， 這將立即改變疫苖在全球的
供應量。

今晚總統當選人拜登專程前往亞特蘭
大為二位民主黨人助選， 他重申疫情是當
前國家最大的危機，他更希望民主黨能取
得兩席參議員席位， 將對他未來施政有決
定性之影響。

The FDA is expected to grant emergency au-
thorization to Moderna which will lead to an-
other source to give millions of American ac-
cess to a second coronavirus vaccine begin-
ning early next Monday.

The review by the FDA confirms Moderna’s
assessment that its vaccine had an efficacy
rate of 94.1 percent in a trial of 30,000 people
was correct. The exciting news came at the
time of record-setting numbers of new coro-
navirus cases that are overwhelming hospitals
and increasing deaths.

The vaccine rollout is one of the most ambi-
tious undertakings in the nation’ s history.
But how long will it take for all 330 million
Americans to be inoculated? We will have to
wait until March or April to find out.

Half of all planned doses of available corona-
virus vaccines have been bought up by rich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Japan and Aus-
tralia.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s will be un-
able to get vaccinated until 2022.

President-elect Biden today went to Georgia
to support the democratic senate candidate.
He said, “My heart goes out to all of you who
have fallen on hard times through no fault of
your own. I have been unable to sleep at night
staring at the calling weighed down by the
worry of what tomorrow will bring to you and
equally important for your family.”

Biden, who will take office on Jan 20th, said
the U.S. will get through the pandemic togeth-
er.

大俠行天下日記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我見我聞我思1212//1616//20202020

Emergency Rescuing ActionEmergency Rescuing Action

十萬火急救疫情十萬火急救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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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各州的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已
確認拜登獲得過半數的306票取得總統當選資
格,等一月初經由國會清點票數無誤後他才算
真正當選總統，從選舉完成到結束，耗時達兩
個月,即使川普對選舉結果無異議,選舉人團也
忙得團團轉,所以曾參選總統落敗的希拉蕊公
開建議取消選舉人團制，改採全民普選，由於
她的建議背離了聯邦政府的精神, 所以不太可
能被廢除,不過適度的修改選舉法規倒是必須
而且也可行的。

現行選舉人團制是根據全美每10年舉行
一次的人口普查所統計出的各州人口數所平均
分配到的聯邦眾議員人數，加上各州所擁有的
兩個參議員席次的總和,再加上華盛頓特區的
三個名額共有538張選舉人團票,所以除了華府
獲得三張選舉人票（elector）外, 其他各州都
是2票加上眾議員數量的票,人口越多的大州,
選舉人團愈多,不過缺點是選舉人團票變成了
”張張都重要，票票不等值”, 例如加州有
3900萬人口,擁有選舉人團票55張, 所以平均
每71萬人才擁有一張選舉人團票, 而擁有3張

選舉人團票的佛蒙特州只有62萬人口, 平均每
20.6萬人就有一張選舉人團票, 所以每張選舉
人團票的代表性與價值差異非常大！

更嚴重的就是贏者全拿, 任何候選人只要
在一個州輸了普選票, 選舉人團票就1張都拿
不到, 這是相當不公平的, 目前只有緬因州和內
布拉斯加州是”唯二”依照普選票得票比例來
分配選舉人票,最大的好處就是所有候選人利
益均霑,不會再發生在全美得票最多的人反而
落選,像2016年的希拉蕊與2000年的高爾就是
選舉人團制的受害者。

選舉人團制的確沒有辦法讓人民直接公平
的選舉出總統,而且可能成為威脅和摧毀民主
選舉的不定時炸彈, 試想想看,如果今年川普在
全國普選中勝出而僅僅輸掉搖擺州的話,他會
善罷甘休嗎 ?

不過選舉人團制卻體現了美國是一個聯邦
體制的合眾國, 充分展現出大州對小州有容乃
大的精神, 讓州州地位平等而不被忽視,所以要
廢除此種制度,難矣！

李著華觀點︰選舉人團團團轉-宜修不宜廢

巴基斯坦軍方說，在與印度爭議的克什米
爾山區軍事化控制線（LoC），再次出現兩方
交火，2名巴基斯坦士兵反擊印度的砲火時身
亡。

半島電視台報導，星期二晚間，巴基斯坦
軍方發表聲明指出，35歲的奈克‧沙賈汗
(Naik Shahjahan)和 21 歲的席波伊‧哈米德
(Sepoy Hameed)不幸在陣地身亡，他們英勇
表現了對國家的盡忠。事件發生地點在巴基斯

坦掌控的克什米爾省巴沙爾地區(Bagsar)。
軍方補充說，在交火中，巴基斯坦的反擊

「給印度軍隊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和物資損失」
，但未提具體細節。

印度軍方並沒有相應的報導，既沒承認也
沒否認雙方再次交火。

印巴兩國自1947年從英國獨立以來，領
土爭議就沒有停止過，自2003年起，停戰協
議雖然名義上有效，但印巴雙方經常違反停火

協議，在過去兩年中，
幾乎每天都有砲擊報導
。巴基斯坦說，今年印
度違反了停火至少2970
次，炸死29人，249人
受傷。
印度沒有發表此類衝突

造成的人員傷亡數據，
但印度陸軍中將薩特林
德 ‧ 庫 馬 爾 (Satinder
Kumar)·上週表示，巴基
斯坦 「增加了違反停火
的次數」 。

印巴又起衝突 巴基斯坦稱2士兵在克什米爾遭砲擊身亡

英國政府發布了《能源白皮書》(Energy
White Paper)，擬定了為期10年的清潔能源轉型
計畫，希望能在2050年達到全英國零碳排放的目
標。白皮書另外特別提到 「核能也是清潔能源」
，英國政府願意投資核電廠的興建，以及開發新
的核電科技。

英國商業和能源部長阿洛克·夏爾馬（Alok
Sharma）說： 「今天的計劃確立了一個決定性的
永久轉變，我們將從原本對化石燃料的依賴，轉
而走向更加清潔的能源，這將使我們英國走在全
球綠色工業革命的最前沿。」

白皮書提到，英國政府將在未來10年採取重
要具體措施，以減少工業、交通運輸和建築物的
碳排放量2.3億噸。汽油為燃料的車輛將逐步退
出道路，這一系列的改革將是數十萬個新的綠色

產業工作。
其中也有幾項提到核能。比如 「政府考慮在

國會會期結束前，投資至少1座核電廠，比如與
法國電力公司就薩福克的辛茲威爾-C核電廠
(Sizewell C)進行談判，如果項目順利進行，將可
在建設和運營期間，創造成千上萬的新工作。」

能源白皮書也提到 「繼續與能源開發商一起
合作，提供新核電廠的融資方案，包括受監管的
資產基礎（RAB）融資模式...」

此消息一出，英國的核能開發商地平線核能
(Horizon Nuclear Power)表示樂觀其成，因為該
公司原本的威發·紐迪（Wylfa Newydd）核電計
畫，在日本日立公司抽手後陷入危機，他們表示
希望英國政府提出們新的融資方式，這非常重要
，也非常急切。

英國政府認定 「核能為清潔能源」 將給核電廠有利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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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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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最新研究：
兩種血液分子或能預測阿爾茨海默病發展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專業學術期刊《自然-衰老》最新發表

的壹篇神經退行性疾病研究論文稱，血液中兩種分子的水平或能預測輕

度認知損害患者未來的認知衰退和阿爾茨海默病癡呆的發展。這兩種分

子分別是在蘇氨酸-181位上磷酸化的tau(P-tau181)和神經絲輕鏈(NfL)。

這項研究結果或有助於開發出常規血液檢查，以追蹤高危群體的阿

爾茨海默病進展。

該論文指，全球約有5000萬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占到了所有癡呆病

例的50-70%。阿爾茨海默病的特征是被認為會導致神經元死亡的蛋白在

腦內聚集，並最終發展為癡呆。最新的研究發現，這些蛋白也存在於血

液中，檢測它們在血漿中濃度的測試可以用來診斷該疾病，或用來區分

該疾病與其他常見的癡呆形式。

論文通訊作者、瑞典隆德大學奧斯卡· 漢森(Oskar Hansson)和同事利用

兩個獨立隊列的573名輕度認知損害患者的數據，建立並驗證了個體化風險

模型預測患者認知衰退和阿爾茨海默病癡呆發展的能力。同時，比較了多個

模型預測患者4年內認知衰退和癡呆進展的準確度，這些模型基於血液中不

同生物標誌物的各種組合。他們發現，基於P-tau181和NfL的模型預測能力

最佳，前者是壹種tau蛋白形式，後者能反映神經元死亡和損傷的情況。

論文作者總結稱，他們的研究結果證明了通過基於血液的生物標誌

物進行阿爾茨海默病進展的個體化預測具有價值。不過，仍需進壹步開

展更大的隊列研究。

澳大利亞新冠疫苗研制失敗
政府緊急增購外國疫苗

綜合報導 近日，澳大利昆士蘭大學的新冠疫苗在試驗期間因HIV

呈“假陽性”而被終止研發。澳大利亞聯邦政府也已經否決了壹項購買

數千萬劑該國正在研發的潛在新冠疫苗的交易。

報道稱，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這壹決定是在昆士蘭大學和生物技術公

司CSL放棄了對候選疫苗的試驗之後做出的。CSL在壹份聲明中說，盡

管v451疫苗在第壹階段試驗是安全的，但在之後的試驗中，壹些誌願者

出現另壹種疾病——HIV——的假陽性結果。

據報道，目前，該公司已與聯邦政府達成了共同決定，即不繼續進

行疫苗的研發。CSL稱，這種結果是“出乎意料的”，“隨後的測試也

證實沒有HIV病毒存在，只是在某些HIV測試中出現了假陽性。”

當地時間11日，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表示，終止該疫苗研發的決定

，是在收到科學建議後做出的。

他說，“我們的疫苗戰略已經確定了4種疫苗，根據科學建議，我

們認為這些疫苗有可能進入第三階段試驗的最後階段，並且在澳大利亞

投入使用。”然而，莫裏森也表示，“在任何階段，我們都不認為這4

種疫苗有可能全部通過並得以推廣。”

報道指出，澳大利亞還有其他疫苗選擇，包括英國牛津大學和制藥

公司阿斯利康正在研發的壹種疫苗。為此，莫裏森宣布，對阿斯利康疫

苗的購買量將從3380萬劑增加到5380萬劑，對美國生物技術公司諾瓦瓦

克斯(Novavax)疫苗的購買量將從4000萬劑增加到5100萬劑。

全球累計新冠確診病例超7100萬例
世衛提醒抗疫還需綜合施策

世衛組織公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

北京時間11日17時02分，全球範圍內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達69143017例，累計死

亡1576516例。

另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實時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12日12時

37分，全球確診病例已超過7100萬例，

達71042729例，死亡病例累計1594204例。

世衛組織緊急項目執行主任邁克爾·

瑞安11日表示，從流行病學角度看，全

球疫情形勢仍非常不穩定，雖然新冠疫

苗給人們帶來希望，但疫苗的出現不代

表零感染，且疫苗對疫情形勢的影響，

要等到接種疫苗者占人口的比例達到壹

定程度才會顯現。因此，抗疫還需綜合

施策，相關方面應繼續加強病毒檢測並

提供更多更好的新冠療法。

美洲：巴西累計新冠死亡病例超18
萬例

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數據顯示

，美國依然是全球新冠疫情最嚴重的國

家，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583萬例，死亡

病例超過29.5萬例。

美疾控中心病毒性疾病部呼吸道病

毒組執行主任阿龍· 霍爾日前表示，美國

的實際感染人數很可能遠高於報告的數

據，根據血清陽性率和預測模型的估計

，實際感染數可能比報告的病例數高出2

至7倍。

當地時間11日，美國食品藥物管理

局(FDA)已授權輝瑞公司和BioNTech的

新冠疫苗在美國緊急使用。

根據世衛組織公布的最新數據，目

前巴西累計新冠確診病例數排在全球第

三，累計死亡病例數排在全球第二。巴

西衛生部當地時間11日晚公布的最新數

據顯示，過去24小時巴西新增確診病例

54428例，累計確診6836227例；累計死

亡180437例；累計治愈5954745例。

歐洲：德國單日確診和死亡人數均
創新高

英國政府發布的數據顯示，該國單

日新增確診病例 21672 例，累計確診

1809455例。英國政府當天宣布，經專家

們評估，該國決定將與新冠病毒感染者

有密切接觸的人自我隔離期從原本的14

天縮短至10天。

德國疾控部門11日公布的新增確診人

數和病死人數均創新高，分別為29875人

和598人。截至當天，已有多個州的州長

發聲支持總理默克爾日前關於升級防疫措

施、實施“硬封城”的提議，采取包括員

工在家辦公、關閉中小學、關閉除銷售食

品和藥品以外的所有商鋪等措施。

法國衛生部11日晚發布的疫情數據

顯示，法國當天新增確診病例13406例，

累計確診病例為2351372例。法國總統馬

克龍呼籲民眾在即將到來的聖誕新年假

期對疫情加倍警惕。

據俄羅斯防疫指揮部11日消息，過

去24小時俄新增確診病例28585例，累

計2597711例；新增死亡613例，創疫情

暴發以來新高，累計45893例。

據烏克蘭衛生部消息，過去壹天烏

新增確診病例13514例，累計872228例

；累計死亡14755例；累計治愈480348

例。烏衛生部長表示，截至當天上午，

烏共有27708名新冠患者在醫院接受治療

，多個州報告了新冠二次感染病例。

白俄羅斯衛生部11日數據顯示，過

去壹天白境內新增確診病例1967例，再

次刷新疫情發生以來單日新增最高紀錄

，累計確診156359例；累計死亡1246例

；累計治愈133930例。明斯克市總保健

醫生葉爾馬克呼籲人們繼續嚴格遵守防

疫措施，預計明斯克“口罩令”將持續

數月時間。

亞洲：韓國單日新增病例創疫情暴
發以來最高值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12日通報

，過去24小時新增950例確診病例。這

是自今年初韓國出現疫情以來，單日新

增病例最高值。據韓國防疫部門介紹，

首都圈感染嚴重，首爾江西區壹教會、

京畿道富川壹療養院等發生大規模集體

感染；且餐廳、地鐵站、聚會場所等日

常感染頻發。

哈薩克斯坦衛生部11日發布消息說

，過去24小時哈新增確診病例836例，

累計139995例；累計死亡2121例；累計

治愈124056例；全國尚有13818名確診

患者接受治療。

烏茲別克斯坦衛生部11日報告，烏

累計確診病例74664例；累計死亡611例

；累計治愈71921例。

印尼官方11日通報，該國當天新增

確診病例6310例，累計確診超60萬例、

達605243例；新增死亡175例、創下單

日新高，累計死亡18511例。

非洲：累計確診病例超232萬例
據非洲疾控中心官網最新數據，非

洲地區累計確診人數超過 232 萬，達

2325710 例，其中死亡 55288 人，治愈

1983365例。

法國低收入家庭租房難
在巴黎最多租住25平方米

綜合報導 法國暴發新冠疫情後，很

多壹線工作者例如護士、收銀員、家政

服務人員，不得不在病毒傳播的環境中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壹方面，他

們的崗位無法遠程辦公，另壹方面，他

們只有最低工資水平（每月稅後1219歐

元，約合9667元人民幣）的月薪無法負

擔在大城市的租金。

據報道，法國SeLoger房地產集團的

壹項最新研究顯示，對於賺取最低工資

的夫婦來說，在法國人口超過10萬的40

座大城市當中半數城市，租房面積無法

達到57平方米這壹法國平均水平。在其

中11座大城市，這些夫婦的租房面積無

法達到50平方米。而對於賺取最低工資

的單身人士來說，租房面積還要減半。

法國SeLoger集團發言人塞韋琳· 阿

馬特解釋說，在疫情時期，租房市場比

購房市場更加活躍，因為壹些在疫情封

鎖之前可以獲批的房貸申請被拒，導致

有些人別無選擇，只得繼續租房居住。

根據該平臺的壹項研究，租賃住房的搜

索量在疫情期間上升了66%。

報道稱，巴黎的平均租金為每平方

米32.5歐元（約合258元人民幣），壹對

賺取最低工資的夫婦只能租得起25平方

米不帶家具的公寓，或23平方米帶家具

的公寓。巴黎及近郊三省的租金在整個

法國都“名列前茅”，以最低工資水平

在上塞納省的布洛涅-比揚古或塞納-聖

但尼省的蒙特勒伊只能租到28平方米，

在瓦茲河谷省的阿讓特伊能租到35平方

米，在塞納-聖但尼省的聖但尼市能租到

38平方米。

就外省大城市來說，賺取最低工資

的夫婦在羅訥河口省副省會艾克斯-普羅

旺斯能租到42平方米，在濱海阿爾卑斯

省的省會尼斯能租到43平方米，在吉倫

特省的省會波爾多能租到47平方米，在

羅訥省的省會裏昂能租到48平方米。

相比之下，中等城市的情況則大不

相同。這類收入水平的夫婦在盧瓦爾省

的省會聖艾蒂安能租到86平方米，在菲

尼斯泰爾省副省會布雷斯特能租到79平

方米，在上萊茵省副省會米盧斯能租到

76平方米。

塞韋琳· 阿馬特表示，當貧困群體無

法獲得社會住房，有時就只能在租房市

場上“走得更遠”，例如轉租現象在住

房租賃市場並不罕見。在住房緊張地區

，即使壹對賺取最低工資的夫婦收入加

起來是租金三倍，要租房也非易事，必

須提交檔案接受篩選，而在篩選檔案這

壹階段，房東或中介機構通常會選擇收

入最高的申請人。塞韋琳· 阿馬特坦言，

對於低收入員工來說，租房面臨更復雜

的局面。

班克西新作現身英國
婦人打噴嚏假牙“脫口而出”

綜合報導 英國知名塗鴉藝術家班

克西(Banksy)的最新作品，出現在布裏

斯托(Bristol)全英格蘭最陡街道的壹棟民

宅墻面上。作品描繪了壹名戴頭巾的婦

女在打噴嚏，力道大到連假牙都飛了出

來，手中拿的拐杖和手提包也掉了。

據報道，班克西10日下午在自己

的官網和社交媒體賬號上，分享了他

的新作，並說明這幅作品名為“Aa-

choo!!”(打噴嚏的聲音)。

報道稱，全英格蘭最斜的住宅街

道韋爾街(Vale Street)陡峭達22度，每

到復活節都會舉行滾彩蛋的比賽。

班克西近期作品多與疫情相關，

例如在倫敦地鐵環線的老鼠塗鴉，處

處與口罩結合；以及他在醫院留下的

塗鴉，畫中男孩拿著穿著護士服的公

仔玩耍，把蜘蛛人和蝙蝠俠丟在壹

旁，象征醫護人員才是真正的超級英

雄，向醫護人員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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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多名前線醫護及國防部高級官員已率
先接種首批輝瑞新冠疫苗。白宮發言人麥克納
尼15日表示，只要醫療團隊認為時機恰當，總
統川普會立即接種新冠疫苗。另有消息指副總
統彭斯可能會於18日接種疫苗並錄影紀錄過程
，不知是否早於川普。而候任總統拜登的過渡
團隊預計，很快就會公布拜登和副手賀錦麗何
時接種新冠疫苗。

被問及川普為何不為接種疫苗、為人民樹
立榜樣時，麥克納尼回應，川普絕對鼓勵美國
國民接種疫苗，也想讓護理機構的前線人員等
最易受感染的群組先行師打。她指部分國安人
員及少數政府高官也會在本周接種疫苗，預料
包括保護總統的軍官和特勤人員，確切人數和
接種者身份目前保密。麥克納尼本人也對接種
疫苗持開放態度。

美國過敏與感染疾病中心主任佛奇15日強

烈建議，川普、彭斯、拜登和賀錦麗都應盡快
接種疫苗。代理防長米勒14日已率先接種疫苗
，其他高層官員亦會在本周接種。

部分政府高層官員透露，白宮西翼大部分
地區、國會山莊和其他設施將在本周內接種疫
苗；國家安全委員會亦正與國土安全部、白宮
的醫療部門、行政管理和預算辦公室、衞生及
公共服務部協調全面推出。最高法院未就大法
官或其他主要工作人員會否接種疫苗發表評論
。州、縣、市政府領導人和民選官員最早將在
明年1月接種疫苗。

國務院15日的備忘錄指出，部署在阿富汗
首都喀布爾、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及索馬利亞首
都摩加迪沙的前線醫護及美國人員，執行關鍵
任務的外交安全人員等將優先接種疫苗，但未
提及國務卿蓬佩奧和其顧問何時接種。

川普何時打疫苗？白宮發言人：由醫療團隊評估

路透報導指出，美國總統川普即將離開白
宮，但他不會默默地淡出人們的視線。他可能
在2024年再次角逐總統，或是在媒體行業再展
身手。但這一切又因潛在的法律風險和商業挑
戰而陰雲籠罩。一旦失去在任總統所享有的法
律保護，這些針對川普的法律訴訟可能會加速
到來。

報導分析指出，川普的未來，就像他的總
統任期一樣，可能會是喧囂、傲慢和無所顧忌
的。川普渴望成為聚光燈下的焦點，因此他絕
不會像前總統小布希那樣，悄無聲息地畫個畫
，也不會像卡特那樣成為全球公益活動人士。

報導強調，川普的未來也不是完全由他自
己掌控。川普出身房地產開發商，後來成為電
視真人秀明星的川普，正在考慮採取多種手段
讓自己留在聚光燈下。

川普拒絕承認敗選，繼續毫無根據地宣稱
存在普遍的選舉舞弊。他告訴盟友正在考慮再
度參加總統競選。

美國憲法允許總統二次當選，不一定要連
任。這將給其他許多考慮參與2024年大選的共
和黨人帶來麻煩，其中包括副總統彭斯、前美
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Nikki Haley)以及參議員魯
比奧(Marco Rubio)和柯頓(Tom Cotton)，他們
不得不要考慮是否帶上川普。

川普近期支持他的密友麥丹尼爾（Ronna
McDaniel）繼續擔任下一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RNC)主席，從中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他希望維
持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RNC成員將在1月底投票決定l是否連任，
這將初步測試川普還有多大的影響力。

離開白宮的川普 未來非全由自己掌控 面臨一系列訴訟

美聯社報導，1857年 9月，美國運輸船
「中美洲號」 (SS Central America)1遭到颶風

而沉沒，578名乘客和船員中，425名葬身海下
，僅有53人獲救。與船同沉的還有1.4公噸的
金幣，如此巨額的金錢損失，導致了美國1857
年的經濟恐慌。

1988年 ，海洋研究科學家湯米·湯普森成
功找到中美洲號的下落，並且派出水下無人潛
艇打撈，找到500枚金幣，他也因這個尋寶經
驗，寫下 「美國的失落的寶藏」 (America's
Lost Treasure)一書。

金幣的下落僅有湯普森一人知道，但是當
年的水下尋寶是161位投資者支持，向他支付
了1,270萬美元使他得以找到 「中美洲號」 ，然
而從未見過任何收益，因此遭到投資者的指控
侵吞財物。

儘管有投資者訴訟和聯邦法院命令，但湯
普森仍然不說金幣的下落，聯邦法官馬布利
（Algenon Marbley）在2017年的一次聽證會
上說： 「他僅說潛水艇與尋寶的故事，但他不
說寶物放在哪裡。」

早在2012年，另一位聯邦法官下令湯普森
出庭，要他說出金幣的下落。湯普森選擇逃跑
，他與女友逃到佛羅里達，之後2015年又被逮
捕。

湯普森因擇認罪，被判處2年徒刑和25萬
美元罰款，但是還是不說金幣在哪裡。

美國政府表示，這些金幣的價值在200萬
至400萬美元之間，他必須回答有關金幣下落
的問題，但湯普森多次拒絕。到了2015年12
月15日，法官馬布利判湯普森一個蔑視法庭的
罪，使他繼續坐牢，並每天罰款1,000美元，直
到他講出金幣下落。

今年10月下旬，湯普森最新聽證會召開，
湯普森仍然不說黃金的下落，僅說不知道。使
他又回到密西根州米蘭市的聯邦監獄中，他已
經在監獄裡度過了1,700天以上，還欠了將近
180萬美元的罰款。

湯普森今年68歲，他說他患有一種罕見的
慢性疲勞綜合症，造成了短期記憶問題。

美國政府辯稱，湯普森一直拒絕合作，而
且他的病和記憶力沒有關係。

湯普森取得到的黃金僅是中美洲號沉船黃
金的一部分，他找到的500枚金幣總共為36公
斤，而中美洲號的黃金有1.4噸之多。於是在
2014年，美國法院啟動第2次中美洲號打撈工
作，這一次找到10600枚金幣、577塊金錠，
14000枚銀幣，以及100磅以上的金砂和金塊
，總價為5,000萬美元，正是從這筆錢中，支付
給訴訟人和投資者他們想得到的錢。

美國沉船尋寶者不願透露金幣下落 已入獄五年

一 向
被視為川
普政府內的忠臣巴爾，因調查大選舞弊後宣稱查無不
法，且早知道民主黨當選人拜登的兒子韓特遭司法部
調查卻選擇隱瞞至今，而遭總統川普逼他在聖誕前夕
離職。不過，美媒《國會山莊》報分析，自巴爾離職
到拜登入主白宮內的這幾周，川普不僅想藉此空窗期
特赦更多政治盟友，更想趁拜登未入白宮時加緊打擊
他。

報導指出，部分共和黨人相信巴爾 「被離職」 ，
其實是自已想與一再無根據地聲稱大選遭竊的川普劃
清界線；而川普在大選連任失利後，一再施壓司法部
加強調查拜登與選舉舞弊。巴爾一向是外界眼中的川
普忠臣，他在2019年2月的川普 「通烏門」 調查案中
與川普站在同一邊，以及今年6月下令執法人員將白
宮附近的拉法葉廣場（Lafayette Square）上的和平示
威群眾驅離，好讓川普進入附近的聖約翰教堂（St.
John’s Episcopal Church）拍照。

不過，部分法界人士相信，巴爾與川普保持距離

，正好顯示兩人關係實際上薄弱；而川普即將在數周
後即將離開白宮，這一點也讓關係生變。華府特區民
主黨籍檢察長拉辛（Karl A. Racine）表示，自從擔任
司法部長以來，巴爾已完成川普的吩咐，對於川普許
多不法行為而言，巴爾幾乎是共犯，但他卻沒有擺脫
不法的管道， 「我相信像在發生的，正因為巴爾不希
望參與下一項不法事件」 。

另外，川普也可能施壓未來的代理司法部長羅森
（Jeffrey Rosen），成立像是當年調查 「通俄門」 的
特別調查委員會，加強調查拜登兒子韓特，但自川普
任職總統以來，他已掩埋了白宮與司法部之間的傳統
界線。不過法界人士認為，羅森身為美國律師公會的
領導人物，他與之前的司法部長大不相同。

另外，在特赦通俄門核心人物之一的前國家安全
顧問佛林（Michael Flynn）之後，川普也特赦許多政
壇上的盟友，如前競選顧問史東（Roger Stone）、川
普密友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以及川普家族內
許多成員。

美司法部長遭炒專家嘆：更大混亂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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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統計局15日發布中國經濟成

績單，“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延

續逐月回升態勢，1月至11月民間投資同

比增長0.2%，年內首次轉正。11月，工業

增加值和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速雙雙超

過去年同期。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連續4個

月下降。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

暉預計，四季度經濟增長有望比三季度繼

續加快，全年中國經濟有望成為世界主要

經濟體當中唯一正增長的經濟體。展望明

年，中國經濟運行有不少有利因素，經濟

逐步向潛在增長水平回歸可能性較大。

前11月民間投資年內首轉正
增0.2% 城鎮調查失業率連降4月至5.2%

11月經濟一大亮點是，以製造業和房地產投資為主體的民間投資實現年內首次轉正，1月
至11月同比增長0.2%，而1月至10月同比下降
0.7%。付凌暉表示，這說明市場性的投資在增加，
市場力量在增強，經濟恢復正在由政策帶動向市場
內生增長轉變。

前11月製造業投資增2.6%
付凌暉還指，當前市場主體活力在增強，市場

主體快速增加，今年以來新增市場主體同比繼續保
持兩位數增長。企業效益也在改善，前10個月，規
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0.7%，年內首次由
負轉正。企業的市場預期在改善，11月份製造業
PMI為52.1%，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6.4%，
均為年內新高。

從整體投資看，在財政支出加快、製造業企業
利潤持續改善等影響下，1月至11月投資同比增長
2.6%，較1月至10月加快0.8個百分點；製造業投
資明顯反彈，雖然1月至11月累計增速仍為負，但
降幅收窄1.8個百分點至3.5%，此外，基建投資累
計增速連續三個月為正，房地產投資保持6.8%較
快增速。

工業和服務業增長也超預期。數據顯示，11
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比10月加
快0.1個百分點，為2019年5月以來最高；服務業
生產指數同比增長8%，上升0.6個百分點，為2018

年下半年以來最高。
付凌暉分析，41個大類工業行業中，超過七成

行業實現增長，從裝備製造業擴展到消費品製造
業。服務業8個大類行業中有7個實現增長，從現
代服務業擴展到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說
明經濟恢復面在擴大，平衡性在改善。

城鎮新增就業達全年目標122.1%
經濟復甦帶動就業改善，11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

率連續4個月下降至5.2%，比10月下降0.1個百分點，
連續4個月下降，高出上年同期0.1個百分點。就業主
體人群的調查失業率為4.7%，也比10月回落0.1個百
分點。前11個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099萬人，完成
全年目標任務的122.1%。

中信証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表示，11月投資

和工業生產增長強勁，單月續創今年最高水平，製
造業投資估算單月增速首次回到兩位數增長，顯示
經濟內生動能修復向好。伴隨工業企業利潤改善、
製造業中長期貸款增長、企業經營預期向好，後續
製造業投資將延續加快增長。製造業投資改善以及
地產投資連月較高增長，帶動民間投資累計增速轉
正，但仍明顯低於投資總體水平，表明經濟內生動
力有待繼續修復。

2020年即將收官，10月至11月主要經濟數據
持續改善，顯現四季度經濟加速勢頭。11月數據發
布當日，不少市場機構表示四季度經濟增速將超預
期。中金宏觀將四季度GDP增速從5.5%上調至
6.1%，全年增速從2.1%上調至2.2%，並預計2021
年中國經濟增長9%。浙商證券預計四季度經濟增
長有望達到6.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注
重需求側改革”，市場預計推動需求
側改革將是明年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
任務。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
凌暉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需求側
改革是推動構建國內經濟大循環格局
的內在要求。要建立國內大循環為主
體的新發展格局，要積極建立完備的
內需體系，離不開擴大國內需求，發
揮消費基礎性作用。

付凌暉進一步說，“只有扭住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推動需求側改革，
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
節，才能形成需求牽引供給，創造需求
與供給的高水平的動態平衡，才有利於
形成新的發展格局，推動經濟的持續健
康發展。”

恢復以升級類消費帶動增長
付凌暉還表示，推動需求側改革，

有利於釋放消費潛力。當前中國經濟已經
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消費對經濟的帶動
在逐步增強，消費規模擴大、消費結構升
級的趨勢非常明顯，但是消費水平和品質
仍有較大提升空間。近年新型消費發展態
勢良好，但在擴大新型消費中間仍有不少
的堵點和難點，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解
決。同時，擴大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完
善消費環境有不少制約因素，也需要通過
改革的方式來加以解決。

從11月看，消費繼續回升，11月
同比增長5%，提升0.7個百分點。付凌
暉分析指，11月限額以上的通信器材類
商品銷售增長40%以上，化妝品類、金
銀珠寶類、體育娛樂用品類增長都在
20%以上，說明消費的帶動作用從前期
以基本生活類消費增長支撐，逐步恢復
到正常的以升級類消費帶動為主。受就
業擴大、企業效益改善、促進消費政策
出台等因素促進，消費持續回升是有基
礎和條件的。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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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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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凌暉表示，推動需求側改革，有利於釋放消
費潛力。圖為湖南長沙，市民在實體零售供應鏈
博覽會上挑選商品。 中新社

■■4141個大類工業行業中個大類工業行業中，，超過七成行業實現增長超過七成行業實現增長，，從裝備製造業擴展到消費品製造從裝備製造業擴展到消費品製造
業業。。圖為浙江超安機械有限公司圖為浙江超安機械有限公司，，工作人員用平板電腦掃描條形碼追蹤每個批次零件工作人員用平板電腦掃描條形碼追蹤每個批次零件
的生產軌跡的生產軌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3個年內首次轉正
◆1月至11月民間投資
增長0.2%。

◆1月至 10月全國規
模以上工業企業實
現 利 潤 同 比 增 長
0.7%。

◆1月至10月規模以上
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
同比增長0.3%。

三大產業向好
◆全年糧食產量連續六年
超1.34萬億斤。

◆11月規模以上工業增
加值同比增長 7%，
2019 年 5 月以來最
高。

◆11月服務業生產指數同
比增長8%，2018年7
月以來最高。

三大需求回升
◆11月消費同比增長
5%，提高0.7個百
分點。

◆1月至11月固定資
產 投 資 增 長
2.6%，加快0.8個
百分點。

◆11 月進出口同比
增長7.8%。

市場活力增強
◆今年以來新增市場
主體同比繼續保持
兩位數增長。

◆民間投資累計增速
年內首次轉正。

◆製造業和服務業
PMI指數創年內新
高。

就業民生改善
◆城鎮調查失業
率連續4個月
下降，接近上
年同期水平。

◆11月食品價格
轉降，同比下
降2%。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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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在通話中表示，今年以來，中土攜手抗
擊疫情，在醫療物資提供、抗疫經驗分

享、新冠疫苗三期臨床試驗等方面開展了富有
成效的合作。目前第二波疫情正在全球蔓延，
中方願堅定地同土耳其人民站在一起，直到土
方最終徹底戰勝疫情。土方決定採購中國疫苗
體現了對中方的信任。中方願依法依規向土方
提供必要協助。

土耳其媒體在本月初曾報道，土耳其政府
和中國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簽署正式協
議，將購買生產於中國的5,000萬劑新冠肺炎疫
苗。土耳其衞生部長法赫雷丁．科卡證實這一
事實，預計該項協議將於今年年底生效，疫苗
將會分批向土耳其進行供應，分別在今年12
月、明年1月和2月。

科卡表示，如果疫苗計劃順利實施的話，

先要從醫護人員等高風險人群開始逐步進行疫
苗的注射。他指出，按照計劃，中國將會在今
年年底前首先向土耳其提供多達1,000萬劑的疫
苗。

滅活疫苗技術成熟安全有效
對於土耳其為何選擇購買中國疫苗的問

題，科卡向媒體解釋說，美國輝瑞和莫德納等
西方國家研發的新冠疫苗，均採用了新技術並
且沒有明確的疫苗保護時間，對新技術研發的
疫苗長期效果，現在還無法獲得相關準確信
息。他強調，傳統方法生產的滅活疫苗更值得
信賴，因為它們採用了最成熟的技術，而諸如
mRNA疫苗之類的產品，短期效果不錯，但長
期風險未知。目前政府購買的中國滅活疫苗，
其安全性和有效保護時間更為可靠。

有媒體報道，中國疫苗國際訂單如同雪片一
樣。科興作為一家嚴格執行所在國試驗規則的公
司，幾乎拿到了參試國的絕大部分訂單。

科興已獲全球至少3億劑訂單
按照杜克大學跟蹤的預購訂單情況，巴西和

智利已簽署了6,000萬劑科興生物的疫苗訂單，是
科興生物目前最大的海外新冠疫苗訂單，土耳其
5,000萬劑，香港地區750萬劑，加上之前印尼等
國的訂單，僅科興疫苗目前公開的訂單數，就已
接近3億劑。

此外，有媒體日前報道，菲律賓新冠抗疫
小組官員表示，菲律賓計劃在本周完成與科興
的訂購協議，以獲得2,500萬劑新冠疫苗，在明
年3月前交付使用。新加坡也已經和三家新冠疫
苗生產商簽訂預先採購協議，其中包括科興。

美75議員致信華府：
延長華醫療品關稅豁免期

成都一機師確診 曾赴300人婚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據

中國外交部官網消息，12月14日，中國國務

委員兼外長王毅應約同土耳其外長恰武午奧盧

通電話。恰武午奧盧祝賀中國成功控制疫情，

高度讚賞中方在疫苗研發方面取得的成就，他

並表示，土方認為中方的疫苗安全有效，已宣

布將從中國緊急採購，願就此同中方加強合

作。本月初，土耳其官方就曾對媒體表示，土

耳其政府和中國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簽

署協議，將購買生產於中國的5,000萬劑新冠

肺炎疫苗。據悉，疫苗將會分批向土耳其進行

供應，分別在今年12月、明年1月和2月。

土耳其急購5000萬劑科興疫苗
年底前獲供1000萬劑 中土外長通話表加強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海外網報道，一個由75名美國兩
黨議員組成的小組敦促美國政府延長對中國進口醫療產
品的關稅豁免，包括口罩、消毒擦手巾和檢查手套。此
前的關稅豁免措施將於今年12月31日到期。

據路透社及俄羅斯衛星通訊社14日報道，在致美
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的信中，這些議員們表示，如果
不延長豁免期，將令已經因居家令而受到影響的美國
小企業再受打擊。在這封信中，議員們表示：“延長
豁免期限將有助於（美國）應對疫情，並將挽救就業
崗位、企業和人們的生計。我們強烈敦促你們在今年
年底到期前，延長所有目前實施的豁免措施。”信中
還指出，由於新冠疫情持續，美國經濟仍然處於脆弱
狀態，許多即將到期的豁免措施對於應對疫情至關重
要。

路透社指出，今年3月，隨着新冠疫情擴大，美國
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免除數十種醫療產品的進口關稅。
目前，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還沒有就議員們的要求發表
評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向芸成都報道）15
日凌晨1時，四川省衞生健康委員會召開緊急
會議，通報川航1名國際貨運航班飛行員14日
22時22分確診為入境輸入病例。由於該確診
病例曾自駕赴綿陽江油參加300人婚宴，目前
其經過或停留過的成都市、綿陽市、眉山市已
分別追蹤並管理密切接觸者和次密切接觸者。

該飛行員高某，11月29日從洛杉磯飛抵
成都，集中隔離，核酸檢測陰性。其間，12月
9日執行成都－濟南－成都任務後，繼續隔離
至12月12日，自駕赴綿陽江油參加300人的婚
宴，12月14日在華西醫院就醫，CT異常，核
酸檢測陽性，隨即確診。

根據四川省衞生健康委員會的消息，接到

通報後，四川省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應急指揮部
和相關市、縣迅速啟動應急預案，連夜開展流
調溯源、人員摸排，對重點區域和重點人員進
行精準排查和管理。同時，對排查出的所有密
切接觸者和次密切接觸者進行了集中隔離，重
點點位已封控，重點場所已消殺，流向省外密
切接觸者均已向有關省市發出協查函。

目前已檢關聯者皆陰性
截至12月15日19時，成都市已追蹤並管

理密切接觸者54人，其中53人已採樣，45人
陰性，其餘結果待出；次密切接觸者164人，
已採樣124人，61人陰性，其餘結果待出；共
採集小區居民等相關人員樣本1,146份，826份

陰性，其餘結果待出；環境樣本173份，142
份陰性，其餘結果待出。

綿陽市已追蹤並管理密切接觸者50人，次
密切接觸者6人，一般接觸者112人；已篩查
相關人員5,099人，環境樣本196份，所有結果
均為陰性。

眉山市經排查無密切接觸者和次密切接
觸者；已追蹤一般接觸者1,009人，已開展核
酸檢測992人、環境樣本32份、冷鏈樣本28
份，所有結果均為陰性。

根據流調，該病例先後在成都市雙流頭等
艙酒店、眉山市仁壽英迪格酒店隔離，到綿陽
市江油順輝鉑金巴登酒店參加聚餐活動，而後
返回住地成都市金牛區金域西嶺小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汪文斌15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中國疫
苗會否免費向其他國家提供進行回應。

有記者提問，中方多次強調，新冠疫苗研
發成功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中國疫苗是
否會免費向其他國家提供？如果不是免費的，
那麼中國所說的全球公共產品意味着什麼？

汪文斌說，中方已經表示，中國疫苗研發
完成並投入使用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為
實現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作
出中國貢獻。中國是言而有信的，我們說到就

一定會做到。我們正在以實際行動履行所作承
諾。

他介紹，當前中國疫苗企業正全力以赴推
進疫苗研發，多款疫苗進入Ⅲ期臨床試驗，中
國政府一直積極支持中國企業同各國開展疫苗
研發合作。在多邊領域，我們同世界衞生組
織、全球疫苗免疫聯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協
調，我們已經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
劃”，還加入了世衞組織發起的“全球合作加
速開發、生產、公平獲取新冠肺炎防控新工
具”倡議。

汪文斌表示，接下來，中國政府將繼續同
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為確保所有國家都有平等
機會獲取安全有效的疫苗作出我們的貢獻。
“我還可以告訴你的是，對於不發達國家或者
說一些發展中國家，我們還可以通過援助等方
式來實現這些國家新冠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負擔
性。”

被問疫苗會否免費予他國
外交部：可負擔性承諾

隨着多個新冠疫苗進入後期
試驗階段，全球已有部分國家和
地區開始或準備開始開展新冠疫

苗接種。那麼，疫苗的上市能否有效
終結新冠疫情？

廣州中山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流行病學/微生
物學教授陸家海指出，新冠疫苗的進展無疑讓疫
情災區看到了希望，但在實施疫苗計劃中，仍面
臨巨大的挑戰。在陸家海看來，首先要肯定的是，
安全有效的疫苗能夠有效防控重大傳染病的傳播。
不過，新冠疫苗存在數量有限的困難。想要真正
有效地阻斷新冠病毒，至少全球要有80%以上的
人接種疫苗，那麼如何能確保疫苗上市之後，生
產出足夠的疫苗？這是目前遇到的困難。

陸家海補充道，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因為新
冠疫情的時間相對較短，在有限的時間內研發出
來的疫苗，可以提供保護的持續時間是多長？是
能持續一年、兩年還是更長的時間？這些都需要
在人們接種了疫苗之後，做進一步的觀察。還需
要觀察的就是疫苗注射後的不良反應，因此疫苗
上市後的質量安全監測非常重要。

另外，如何保證疫苗的公平分配？也是疫苗
上市後將面臨的挑戰和擔憂。國際疫苗監督機構
9日發布報告稱，從現有的已被公開的訂單來看，
富裕的發達國家訂的貨足以讓這些國家的民眾接
種三輪，加拿大訂購的疫苗甚至可以讓加拿大人
接種五輪，這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
的絕大部分民眾無疫苗接種。

達群體免疫前仍需常規防控
對此，陸家海強調，這次的新冠疫情更加要

求全球團結與合作，不論是國家政府層面還是公
司層面，這也是世界衞生組織成立新冠疫苗保障
機制（Covax）的原因，希望能通過協調實現疫
苗的盡量公平。目前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有可能感
染新冠病毒，但疫苗的生產速度有限，在這樣的
情況下，就更需要公平性。事實上，最終解決公
平與否的問題，主要靠疫苗的生產數量。根據目
前的生產速度，如果全球能通力合作，也至少需
要一年以上的時間才能普及全球。

在所有的困難和挑戰都解決、全球所有人都
接種了疫苗之後，生活就能恢復正常嗎？陸家海
表示，這是大家所期望的。疫苗的確是終止流行
病的最重要手段，但疫苗的有限數量又制約着全
球人群的接種。因此，在一部分人群達到群體免
疫水平的同時，還需要進行傳統有效且常規的防
控措施，例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以及減少
人群聚集等。疫苗接種配合傳統措施的共同應對，
才能真正使疫苗有效。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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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衞生部長證實中國製疫苗將會分批在今年12月、明年1月和2月向土耳其進行供
應。圖為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跟隨救護車工作的護士在轉移病人。 資料圖片

■■科興的疫苗生產線科興的疫苗生產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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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万年前的稻作遗存

来到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一片金灿灿的
稻田映入眼帘。田野中，“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
8个大字格外醒目，这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题写。

建立在遗迹原址上的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
由两座仿干栏式木构建筑组成，建筑面积 1567
平方米，分为 1 号馆和 2 号馆。走进 1 号馆，首
先看到一大片裸露的遗址。不同深度的灰坑、灰
沟里，站立着 10 余个根据考古队员形象制作的
蜡像，生动还原了上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上山遗址经过四期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
2000余平方米，出土1000多件文物。1号馆展示
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是 1 粒“万年稻米”。
上山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蒋乐平讲述了这粒稻米背后的故事。

2000年秋冬之际，蒋乐平带领的考古队在浦
江周边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位于黄宅镇渠南
村北的上山遗址，遗址出土了一件比较完整的大
口盆残器。此后，这种大口盆不断发现，并相继
出土了许多石磨盘、石磨棒、石球和大量夹炭红
衣陶片。在这些陶片的胎土中，考古队员发现了
稻壳、稻茎和稻叶遗存。

蒋乐平曾从事河姆渡考古工作 10 余年。上
山遗址的文化内涵，让他感到难以判定。“这种
夹炭陶河姆渡也有，但大口盆从未见过，这个遗
址可能不属于河姆渡文化。”

2002年，蒋乐平偶然得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可以对夹炭陶片进行碳 14 年代测定，于是
托人将4片上山遗址的夹炭陶片送去北大检测。

2003年1月，北大吴小红老师电话告知蒋乐
平：测年结果经过树轮校正，陶片距今约 11400
年到 8600 年。“听到这个结果，大家都震惊
了。”蒋乐平说，“这样看来，陶片里的稻壳，也
有上万年历史。”

郑云飞等植物考古学家选取了几件保存有清
晰稻壳的夹炭陶片进行研究，对小穗轴、植物硅
酸体遗存的分析表明，标本里有一部分为驯化
稻。

之后，考古队员对上山遗址土层进行浮选，
在早期文化地层中发现了数粒炭化稻米。“上山
遗址早期文化地层中的炭化稻米，是目前通过系
统浮选法在层位清晰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年代最
早的稻米。”负责上山遗址植物浮选工作的中国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说。

1号馆内展示了上山出土的部分夹炭陶片和
烧土块。通过放大镜，可以清晰看到陶片和土块
内的稻壳印痕。“上山先民把稻壳、稻叶碾碎后
掺和到陶土中，一是为了减轻陶器重量，二是增
加陶土黏性，防止陶器烧制过程中开裂。”蒋乐
平说，上山稻谷中保留的小穗轴出现折断痕迹，

不同于野生稻粒自然脱落的平整离层，具有驯化
和栽培的特征。

展厅里还有上山遗址出土的镰形器、石磨
盘、石磨棒等石器工具。蒋乐平介绍，镰形器、
石片石器等器物的刃部有收割禾本科植物的微
痕，并存在水稻植硅体，由此判断它们是水稻收
割工具，而石磨盘和石磨棒则可能是稻谷脱壳工
具。“上山遗址出土陶片中近 90%的夹炭陶片包
含有大量碎稻壳，这是最原始的谷糠，证明稻米
脱粒食用的状态。”蒋乐平说。

上山遗址发现了包括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
的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
稻作农业遗存。“上山遗址的发现让稻作栽培历
史上溯至1万年前，刷新了人们对世界农业起源
的认识。上山文化不仅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世界文明也有着独特而重
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远古中华第一村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北区稻田边立着一块石
碑，上面写着“远古中华第一村”。这是中国考
古学泰斗、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
学资深教授严文明今年9月为上山所题。

“上山有两大文明表现，一是有了栽培稻，
二是开始建造木结构房屋。”蒋乐平指着上山遗
址保护展示馆前的草坪说，这里曾发现长 11
米、宽 6米、由 3排柱洞构成的建筑基础，这种
建筑形式跟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比较相似。“河
姆渡建筑遗址由于长期被地下水浸没、与空气隔
绝而保存较好，上山遗址的木质建筑早已腐烂，只
留下柱洞。”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以排柱式木构建筑为
主要特征的居住遗迹在上山文化遗址中越来越多
地被发现。此外，还发现了环壕、中心台地、墓
葬等，具有早期聚落的特征。“这些遗址分布于
钱塘江上游和灵江流域的河谷盆地，它们共同构
成了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农业定居聚落。”蒋乐平
说。

红日初升，浦阳江边，几个男子正在用石磨
盘和石磨棒磨稻谷，其他人忙着狩猎、采摘，挖
坑埋柱、建造房屋……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2号
馆内通过投影的方式再现了上山人的生活。“大
约在1万年前，先民们走出洞穴，来到平坦开阔
的山前台地开始定居生活。”蒋乐平说，“这种定
居特征在上山文化初期已经出现，标志着一个历
史阶段的开端。浦江上山遗址因此被严文明先生
称为‘远古中华第一村’。”

严文明曾说，浙江考古遗址的发现和命名很
有意思，从美丽的小洲 （良渚） 出发，过一个渡
口 （河姆渡），跨一座桥 （跨湖桥），又上了山

（上山）。这些遗址的发现轨迹，构成了一条通向

远古文明的探索之路。

世界上最早的彩陶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共发现义乌桥头、仙居
下汤、嵊州小黄山等 19 处上山文化遗址，堪称
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早期
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义乌桥头遗址距上山遗址约
15公里，属上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因其丰富的考
古成果，入围了“201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终评。

走进桥头遗址，首先看到钢结构大棚下约
1600平方米的环壕遗迹。以环壕内沿为界，遗址
中部围成一个略呈正方形的不完整台地。“这是
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最完整的环壕遗迹。”
蒋乐平介绍，环壕-台地聚落遗址的出现，是村
落形态复杂化的表现，也是定居生活更高级的证
据。“目前发掘区东面还有遗址被村落覆盖，我
们将继续探索发掘。”

遗址入口处有一座土坑竖穴墓，因埋藏较
浅，人骨有所破坏。与其同期出土的另一具人骨
保存较完整，现藏于义乌博物馆，从照片中看，
其腹部放置着一件颜色鲜艳的红衣陶罐。这是一
具身高1.73米的成年男性骨骸，经北大考古专家
测定年代为距今 8000 多年，被称为“浙江第一
人”。

沿着墓穴往前走，看到一个个探方，里面堆
着大量陶器、陶片。桥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大口
盆、平底盘等器型为主，陶衣鲜亮、工艺精美且
数量众多，有的一个灰坑中就发现 40 多件，其
中尤以彩陶最引人注目。目前，桥头遗址已复原
陶器约150件。通过对彩陶所在地层内的炭化稻

米、炭屑等进行碳 14 测年显示，其年代为距今
9000年左右。

“过去认为黄河流域彩陶最发达，以甘肃大
地湾为代表的彩陶文化，距今约有 8000 年历
史。而近年在长江中下游桥头、湖西等遗址出土
的彩陶，并不比黄河流域逊色。”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说，上山文化彩陶是迄今
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其施彩方式、纹饰图案
独具特色。彩陶上出现了太阳纹、线圈纹，还有
些目前无法解释的神秘图案，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上山遗址发现 20 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
“上山文化研究中心”“中华万年遗址联盟”挂牌
成立，同时还举办了上山文化考古新成果展，展
出了 89 件最新出土于桥头遗址和下汤遗址的陶
器。蒋乐平说，上山文化考古新成果展接下来将
在国内进行巡展，让远古稻作文明孕育的彩陶之
花为更多人欣赏。

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

走进世界稻作文化起源地
康梦琦

2000年秋，在浙江省浦江县渠南村一处耕地里，考古工作者发现
灰坑、夹炭陶片等遗迹、遗物，上山遗址由此揭开了神秘面纱。随着
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上山遗址发现了迄今所见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
业遗存，此后在浙中地区又相继发现上山文化遗址18处，其中有距
今约9000年的彩陶和环壕遗迹等。

日前，由中国考古学会等单位主办的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
讨会在浙江浦江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们认为，上山文化遗址是世界稻
作文化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
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跟随专家的脚步，笔者走进上山文化遗址
群，探访“远古中华第一村”以及遗址发掘的故事。

上山遗址出土夹炭陶片中的稻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外观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供图

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彩陶片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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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圣诞节
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请避免大型聚会
保持社交距离
出行戴上口罩

更多关于新冠的信息和指南 请登录哈里斯郡卫生署网站
www.hcphtx.org

OCEE 12/10/2020

H C P H T X . O R G

（德克薩斯州
休斯頓） – 2020
年 12 月 19 日星期
六 ， 國 會 議 員 Al
Green –與休斯頓
食品銀行和德克薩
斯 州 應 急 管 理 司
（TDEM） 一 起 ，
將在第九國會區國
際貿易中心（ITC）
提供免費的 COV-
ID-19 檢測網站和
食品配送。ITC 位
於 11110 貝萊爾大
道，休斯頓， TX
77072

測試 時間 從上
午 8 點到下午 4 點
。無需癥狀、轉診
或預註冊。測試是
免費的。

食品 分發將於
上午 11 時立即開
始 ，並將提供給前
500 個家庭，先到
先得

國會議員Al Green與休斯頓食品銀行、TDEM和 ITC 合作
主持免費COVID測試和食品分銷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使
弱勢族群更形困難。臺灣同鄉會達拉
斯分會為展現愛心，並分享台灣防疫
成就，日前募集鄉親善款，並和達拉
斯當地教會 Shiloh Missionary Bap-
tist Church合作，於12月 12日在教
會停車場發放防疫物資及口罩，吸引
許多社區居民及僑胞前來領取，場面
熱絡溫馨。

活動當日，志工們一大早抵達現
場，進行場地佈置和包裝物資的前置
工作，發放的物品內容包括了各類應
景的食品罐頭、台式小餐包及臺製醫
療口罩，以及印有TAIWAN字樣的帆
布環保袋。同時還附上一封英文慰問
信，表達台灣同鄉會對社區民眾的歲
末關懷之意，闡述台灣的防疫佳績、
世界有目共睹，傳達 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的意念。中午
十二時，發放活動正式開始，長長的
車隊在志工的引導下，井然有序、緩緩前進到定點，立
刻就有志工協助將物資放到後車廂。雖然天氣寒冷，但
眾人熱情不減，共發放了300份 「愛心福袋」 ，讓領取
的民眾能健康開心地和家人共度平安的節日。

此次存放物資的環保袋上印有大幅臺灣圖形及Tai-
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的字樣，讓社區居民瞭
解來自台灣的關愛。在美國疫情嚴峻的時刻，達福台灣
同鄉會凝聚台美兩地的愛心，將這股暖流回饋給社區，
也傳達臺灣協助國際抗疫的良善形象。

達拉斯鄉親脤濟弱勢 協助防疫看見台灣協助防疫看見台灣

社區民眾領取物資大喊台灣防疫讚社區民眾領取物資大喊台灣防疫讚

志工引導民眾領取物資志工引導民眾領取物資

哈裡斯縣書記舉行第一年度玩具收集活動（休斯頓，得克
薩斯州） - 哈裡斯縣書記辦公室（HCCO）將收集玩具為兒
童和禮物的青少年在其當選第一個年度書記長的聖誕玩收集活
動具，2020年12月1日至11日，有利於兒童評估中心（CAC
）。CAC為近5 000名性虐待的年輕受害者服務。"還有什麼
比現在更好的時間來幫助我們的社區。COVID-19正在影響許
多家庭，"哈裡斯縣書記特內希亞·赫德佩斯說。"我們希望我
們的玩具收集活動為兒童評估中心服務的兒童提供一些節日的
歡樂。CAC的使命是為對待受性虐待兒童提供專業、富有同
情心和協調的方法，並宣導我們社區的所有兒童。丹妮爾·伊
格巴尼說： 「每個節日，我們都依靠個人的慷慨，以確保一年
中這個特殊時刻將充滿我們所服務兒童的快樂回憶。"我們很
高興哈裡斯縣書記辦公室舉辦一個玩具活動，以造福於我們的
客戶。HCCO 在上班時間內接受員工和公眾在位於# 460 ,
201 Caroline 的主辦公室的捐款。根據 COVID-19 健康指南
，請致電 713-274-8600 安排下車時間。所有捐款將於12月
14日（星期一）送到兒童評估中心。謝謝，節日快樂！有關
縣書記辦公室和服務的資訊， 請造訪www.cclerk.hctx.net 或
關注@HarrisCoClerk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

哈裡斯縣書記長TENESHIA HUDSPETH舉行第一年度玩具收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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