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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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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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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輝瑞藥廠和莫德納生技公司
正分別以它們研發的疫苗，對出現在
英國且傳染力更強的變種新冠病毒進
行測試。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DC）和白宮首席傳染病專家佛
奇皆表示，變種病毒很有可能已傳入
美國。

英國科學家發現，被命名為
B.1.1.7.的變異病毒株出現了前所未
有的17個突變，其中8個突變發生
於病毒包膜表面的S蛋白。取名為
「N501Y」 的突變最為關鍵，實驗結

果顯示，該突變可增加病毒蛋白質進
入人體細胞的能力。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22日報導稱，輝瑞從接種其疫苗而

免疫的民眾提供的血液樣本，來研究
是否對新的變種病毒有免疫效力。莫
德納公司則聲明，他們預料自家疫苗
對變種病毒具有免疫力，未來數周將
進行更多測試，以確認疫苗的效力。
另外，德國CureVac和英國阿斯特捷
利康兩家藥廠均對它們研發的疫苗能
夠對抗變種病毒有信心。

美CDC表示，美國已逾1800萬
確診，其中僅5.1萬例做過病毒基因
排序，就算變種病毒株已傳入美國，
也可能未被發現。美國過敏及傳染病
研究所所長佛奇指出，變種病毒已在
英國流行，南非也有，而人們在各國
間旅行，美國出現這種病毒他不會感
到驚訝。

佛奇憂變種已入侵 輝瑞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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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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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正當英倫三島變種病毒大爆發，全球
再度陷入危機時刻，候任的美國總統拜登
今晚在年終記者會上強烈譴責川普總統無
視俄羅斯對全美政府及民間之駭客攻擊，
漠視民眾之苦難，拒絕移交政權之惡劣行
指。

拜登誓言在他元月二十日就任以後，
他將再次提案來拯救國民之困境，國會兩
院今天通過的九千億紓困案，只是他未來
重整经濟的頭期計劃。

今天是我們建國以來最令人擔憂和不
安之時期，尚在白宮主政之川普政府至今
未承認敗選，就連五角大厦國防部也拒絕
向候任政府進行簡報，川普總統之死黨公
然建議總統發佈戒嚴令，使用可能之方式

來阻擋拜登就任，觀察家們對於川普不到
一個月之白宮日子表示十分担憂他怪異的
行為。

由於紓困案之通過，全國將近二千萬
人之生活解除了燃眉之急，但是拜登政府
將來面臨的國內外情勢可以說是一個爛攤
子，面對未來美國重返國際組織架構及各
國關係之重修工作，是件非常艱難的任務
，真是國政如麻，百廢待舉。

我們欣聞新政府上台後將出台一系列
有利於國家基礎建設及協助中小企業之援
助計劃，在國際上將重建和世界各國之關
係，重返多邊國際架構，乃是全球人類之
福。

The United Kingdom has identified a new con-
tagious coronavirus variant linked to a surge
of cases in England with forty countries al-
ready imposing restrictions on travelers from
the UK.

President-elect Biden said today that the
darkest days in the battle against the corona-
virus pandemic are ahead of us and not be-
hind us, so we need to prepare ourselves to
steel our spines. As frustrating as it is to hear,
it’s going to take patience, persistence and
determination to beat this virus. Biden also as-
sured the country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will
provide more economic relief and support to
Americans. He will also urgently address the
recent massive cyberattacks on U.S. compa-
nies and federal government agencies by
Russia.

Biden also said Trump’s team has not been

fully cooperating with his transition team to
share information. He said the Defense De-
partment won’t even brief us on many things.

The new leader will also ask Congress to en-
sure that all Americans who have been unem-
ployed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upheaval
caused b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be
able to continue to live day by day.

We feel very sorry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in
Washington D.C. Even up until today, Presi-
dent Trump doesn’t want to admit his defeat.
Around the world all the people are watching
to see if American democracy is working.

We as citizens of this great country expect the
political system we have been using for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to work. We now
need to follow our system and in that way
America can be great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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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20202020

Help Continues On The WayHelp Continues On The Way

拜登將繼續雪中送碳拜登將繼續雪中送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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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希斯洛機場擠滿大量旅客,因為許多人
到機場後才發現無法出境,因為四十多國禁止英
國飛機入境,而通往法國的英吉利海峽隧道前公
路也因法國禁令而形成貨車大排長龍,英國因發
現變種冠狀病毒而在發了病毒新危機。

世人對於英國的”變種新冠狀病毒”所知
不多,衛生大臣漢考克表示，該變種病毒比新冠
傳播快70％,且英國已失控，必須控制。但世衛
組織有不同意見,認為新變種菌株是新冠演變的
正常現象，沒有證據顯示具致命性, 雙方評論
南轅北轍，英國的說詞當然比WHO可信，近
來英國告急,短短幾天單日新增病例連創紀錄，
均超過3.5萬例,倫敦昨天單日新增1.1萬例，
難怪立即有40多國對英國實施旅行禁令,英國
焦慮貨運禁令將造成食物匱乏。

事實上英政府早在9月已發現變種冠狀病
毒，首席顧問瓦倫斯表示，11月中旬倫敦28%
的新增病例都因此導致,到12月9號迅速升至三
分之二。然而，直到14號政府才對外公佈，也

沒有採取嚴格管控措施，直到現在才由首相柏
瑞斯江生佈達最高等級嚴控措施,實施封城，目
前英國超市都出現搶購，人們囤積食品,超市貨
架被搶購一空。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在今年三月正當
Covid-19在歐洲各國輪番肆虐之際，英國卻採
取拖延迴避的消極態度，江生更以醫療體係不
健全，診療設施不夠用，要求所有發燒咳嗽疑
似症狀者一律在家自我居家隔離一周，也沒有
接受檢測,江生寄望眾人接觸病毒後能產生群體
免疫功效，由於無法奏效，導致英國疫情大爆
發，就連他自己都被感染。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這一波變異病毒的時間
點正好和脫歐關鍵點相重合，英國脫歐過渡期
所剩無幾，雙方卻仍僵持,隨著變種病毒出現，
歐盟又不得不和英國保持距離，脫歐本就使英
國重創，疫情又讓英國GDP嚴重倒退, 現又橫
生變種病毒,無疑雪上加霜,英國能否挺住經濟
還是一個未知數！

李著華觀點︰倫敦驚魂-英國變種冠狀病毒新危機

新加坡將在這星期得到首
批新冠疫苗，李顯隆總理會率
先施打以增強公眾的信心。不
過新加坡民眾的施打意願不高
，一方面是新加坡的疫情很輕
微，再者民眾有些擔心疫苗副
作用。

半島電視台報導，新加坡
將取得COVID-19疫苗，但這
個城市國家在控制該病毒方面
，取得了驚人的成功，每天的
病例幾乎為零，死亡人數也是
世界上最低的。這也使得人們
在思索是否應該接種。

新加坡發生首例病毒之後
，更在之後傳出外籍移工出現
群體感染，但是政府以快速的
反應興建合適的移工宿舍，成
功使疫情得到控制。

40歲的艾西瓦婭·克里斯
（Aishwarya Kris）說，她不
希望受到任何傷害，包括疫苗
副作用。她說： 「我懷疑這種
疫苗是否會有所幫助。」

《海峽時報》在12月初
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發現，有
48％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將在
有疫苗時前往接種，但是
34％的人，將等待半年到1年
的時間，看看情況再決定。

新加坡政府則希望群眾愈
快施打愈好，因為這個依賴貿
易與轉運的國家，需要全體免
疫的保護效果，好開放經濟。

為了證明接種疫苗是安全
的，現年68歲的總理李顯龍
表示，他與執政團隊將會是最
早注射疫苗的一批人。

新加坡購買的是輝瑞-Bi-
oNTech疫苗，第一批已於這
星期抵達，新加坡預計到
2021年第3季度，全國570萬
人都能完成施打。

許多新加坡人已表示，他
們已準備好施打，不僅是為了
抵禦感染，還希望疫苗保護力
使他們能夠暢行世界。

但是，有些新加坡人對於

使用新技術，並且快速開發和
批准的新型疫苗，感到有些擔
憂。他說通常情況下，疫苗的
研發需要幾年的時間，然而在
這次疫情，各國的疫苗研發單
位，都是火速完成新疫苗的研
發。他能理解背後的原因，也
知道有必要，但是在情感上，
就是有點不放心。

一位40歲的公司經理，
韓約翰（John Han）說，他會
等到80％的人口都接種疫苗
，而且沒有產生副作用之後，
才會再考慮是否也去施打。他
說： 「我不介意戴上口罩、注
意安全，避免去擁擠的地方，
這樣就好了。」

新加坡的藥品監管機構表
示，對輝瑞-BioNTech提交的
數據進行評估後，已證明該疫
苗符合所需的安全性，其益處
超過了已知的風險，所以官方
決定批准。

新加坡將獲得新冠疫苗 但民眾施打意願不高

英國新發現一種來自南非、更具傳染力的新
變種病毒，讓南非從一天新增3000起確診，暴
增至一天9500起。英國政府已對南非祭出旅遊
禁令，並呼籲過去2週到過南非的人自我隔離。

英國之前發現2019冠狀病毒疾病變種病毒
，傳染力增加70%。不過，英國衛生大臣韓考
克（Matt Hancock）下午召開記者會表示，在
英國又發現了一種更具有傳染力的新變種病毒，
感染的2例都曾到過南非。

韓考克表示： 「這種新變種病毒非常令人憂
心，因為它同樣更具傳染力，且比在英國發現的
新變種病毒更進一步突變。」

他表示，任何在過去2週到過南非，以及任
何曾和這兩人有過接觸的人，都必須立即自我隔
離。

「每日郵報」 報導，南非新變種病毒被稱為
501.V2 ，在當地引爆第2波疫情，南非從12月
初的每天不到3000起確診，演變到昨天超過
9500起。而南非的新變種病毒相較於其他變種
病毒，可能在年輕族群當中更具傳染力。醫師已
發現新感染患者平均年齡較輕。

南非衛生部長姆希齊（Zweli Mkhize）表示
，新變種病毒似乎傳播更快速，但目前還無法得
知是否會加重病情，以及是否會讓疫苗失效。

報導指出，南非目前有超過8500人感染住
院，超越8月高峰期的8300人，其中多達90%
感染新變種病毒。目前英國、德國、瑞士、土耳
其、以色列和模里西斯共和國（Mauritius）都已
經禁止南非客機入境，企圖遏止病毒傳播。

英國發現南非新變種病毒 同樣更具傳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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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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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南部遭暴雨侵襲多個城市受影響

致12死20失蹤

綜合報導 巴西南部聖卡塔琳娜州伊塔賈伊河谷地區16日遭暴雨襲

擊，至少9個城市受影響，已經造成12人死亡、20人失蹤。

據報道，暴雨在伊塔賈伊河谷城市引發了洪水和泥石流，造成至少

12人死亡，遇難者中有9人來自熱圖利奧總統市、2人在南河、1人在伊

比拉瑪市。

伊塔賈伊河谷受影響嚴重的城市還有奧羅拉、阿斯庫拉和阿皮烏納

等。大弗洛裏亞諾波利斯地區(Grande Florianópolis)、聖若澤(São José)、

帕略薩(Palhoça)及該州西部，均遭暴雨襲擊。

報道稱，熱圖利奧總統市擁有約17000名居民。受泥石流影響，通

往市區的道路被封鎖。民防局自然災害監測中心指出，該市在12小時累

積雨量達121毫米，而整個12月的預測累計雨量為153毫米。

熱圖利奧總統市長維圖歐索表示，從未遭到如此猛烈的暴雨侵襲，

大樹被連根拔起，大水沖走了房屋、汽車，災難場景觸目驚心。民防局

指出，暴雨造成該市約三分之二地區電力中斷，電話服務受阻，市府設

立避難所安置災民。

消防部門的維埃拉上校(Charles Vieira)表示，搜尋失蹤者的工作主

要集中在壹條小溪的附近地區，溪流左側的房屋被洪水沖走。消防人員

目前在溪水、樹幹和石頭間隙中搜尋。

聖卡塔琳娜州軍事消防部門派遣增援部隊和直升機前往伊塔賈伊河

谷，協助撤離災民和拯救受害者。

報道指出，維埃拉還警告稱，潮濕的土壤或隨時導致泥石流發生，

民眾應尋找安全的地方避難，住在危險地區外的人也不要離開家四處走

動。

巴西國家氣象局持續發布聖卡塔琳娜州、柏拉拿州和南裏奧格蘭德

州暴雨警報，不排除可能會下冰雹。

希臘新冠確診病例近13萬
疫苗接種或於27日開始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916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129584例；當日新增死亡96例，累計死

亡4044例。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當天表示，希臘有望從12月27日起開

始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據報道，米佐塔基斯在18日舉行的全國疫苗接種計劃會議上表示，

如果壹切順利預計希臘將在12月26日迎來第壹批疫苗，並從12月27日

起開始在雅典的五家定點醫進行首次疫苗接種，之後塞薩洛尼基的疫苗

接種工作也將展開。

米佐塔基斯說，奮戰在抗疫最前線的醫務工作者將獲得優先接

種的權利。養老院居民、65歲以上的公民作為弱勢群體也會最先接

種疫苗。

雅典Sotiria醫院肺科第7診所主任米娜接受電視臺采訪時說，該醫

院的醫護人員疫苗接種工作將於27日開始。她說，Sotiria醫院的所有工

作人員都表示，壹旦疫苗計劃啟動他們都會選擇接種，因為這是“確保

每個人都得到保護的唯壹途徑。”

另壹方面，隨著聖誕和元旦假期的來臨，希臘政府數天前宣布，放

寬部分針對遏制新冠疫情出臺的限制措施。然而，最近數天，疫情在西

阿提卡地區出現了反彈的現象。

為更好控制疫情，希臘公民保護部副部長哈達利亞斯宣布，從自18

日起，在埃萊夫西納、曼茲拉和阿斯普羅皮戈斯這三個地區實施為期7

天的嚴格封控，晚6點至早5點禁行；暫停所有理發店、零售商店營業

，包括停止網上購物後現場取貨服務；需要上班的民眾須憑雇主證明出

門；政府將在相關地區開展大規模快速檢測篩查。

英國新冠感染人數近期急劇上升
綜合報導 英國國家統計局(ONS)18

日公布數據，英國大部分地區新冠病毒感

染率R值回升到1.1至1.2之間，檢測呈陽

性的人數急劇上升。

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在12月

初疫情限制放寬後，12月6日至12日壹周

內，英國平均每95人中有1人檢測出陽性

，而此前壹周，平均每115人中有1人檢

測出陽性。首都倫敦和東米德蘭茲郡感染

率在12月6日至12日短短壹周內上升了

40%。目前，英國新冠病毒感染確診病例

累計已高達1982828例。

統計數據分析，從年齡組來看，所有

年齡組感染率均有所上升，感染率最高的

仍然是中學學齡學生，其中英格蘭公立中

學學生感染率在過去的兩周內，從11.3%

上升到了13.5%。盡管整體上升速度正在

放緩，但放緩幅度較小。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近日研究發現，11

月13日至12月3日期間，兒童新冠病毒

感染率最高，而且在第二次全國性疫情封

鎖期間，兒童新冠感染率似乎比第壹次全

國性封鎖期間上升得更快。

與此同時，英國公共衛生部門依據每

日數據分析表示擔憂，那些攜帶病毒但沒

有表現出癥狀的

人，才是即將來

臨的聖誕節期間

“真正危險”。

在聖誕期間許多

英國民眾將去看

望年老的親戚，

預計在新的壹年

裏住院人數肯定

會再度上升。

英國國家醫

療 服 務 體 系

(NHS) 日 前 向 英

國首相發出警告稱，聖誕節和新年期

間如果放松疫情限制，將出現第三波

疫情。首相府 18 日最新表示，依據當

前疫情走向和即將到來的聖誕節日大

團聚，目前不能排除啟動第三次全國

性疫情封鎖的可能。

英國衛生大臣馬修 · 漢考克(Matt

Hancock)在本周早些時候稱，除了將疫

情急劇上升地區納入最嚴厲的疫情限制

第三等級之外，還可能采取“進壹步行

動”。從本周六開始，英國將有超過

3800萬人、占人口總數的68%處於第三

等級疫情限制中。英國財政大臣裏希·

蘇納克(Rishi Sunak)日前宣布，將無薪

休假計劃延長至明年4月底，佐證了人

們對英國政府將采取進壹步嚴格疫情封

鎖的猜測。

英國政府17日宣布，所有中學生、

易感兒童和關鍵崗位工作人員子女的遠

程學習將持續到明年1月11日。英國中

學下學期開學將推遲壹周，以便讓學校

從新學期第壹周開始，為學生和教職員

工建立並實施壹個快速的大規模新冠病

毒檢測計劃。

意大利累計確診超192萬 總理府頒布節日防疫法令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歐

聯通訊社報道，意大利民防部18

日報告新增確診病例17992例，

死亡674例。截至18日18時，全

國累計確診病例增至1921778例

，死亡病例67894例，治愈病例

1226086例。

據報道，當地時間18日晚21

時50分，意大利總理孔特發表全

國電視講話，向全國民眾宣布和

解讀了聖誕和新年期間的防疫法

令要點，並就加強節日期間的疫

情防控進行了具體說明。

根據意大利總理府公告的最

新防疫法令規定，12月24日至27

日、12月31日至2021年1月3日

、2021年1月5日至6日，意大利

全國將統壹實施紅色疫情高風險

防疫管控措施。

在紅色疫情高風險防疫管控

期間，全國所有餐飲企業、酒吧

及非生活必需品零售企業壹律停

止門店經營；餐飲企業和酒吧晚

22時以前可提供外賣服務；非工

作、健康和緊急情況等原因，禁

止民眾隨意外出活動；特殊情況

外出的居民，必須隨身攜帶自我

聲明。

法令特別強調，在實施紅色

疫情高風險防疫管控期間，將允

許民眾進行親友互訪。民眾探訪

親友，僅限於每日5時至晚22時

進行壹次親友登門拜訪，禁止壹

天探訪多個親友。居民在住宅接

待親友，每次最多可接待2名非

同住人員。14歲以下兒童、殘疾

人士和生活無自理能力者，不受

此法令限制。

此外，法令允許社會人口少

於5000人的小城鎮居民，可在30

公裏範圍內跨市鎮出行，但禁止

前往省府等大中城市旅行和探親

訪友。從21日至全部假期結束，

將禁止民眾跨大區出行。

不過，根據旅遊部門和交通

運營機構18日向媒體通報，未來

兩天，意大利將有超過100萬人

進行節前大遷移，米蘭有超過20

萬居民返回家鄉或外出度假。

意倫巴第大區主席豐塔納指

出，聖誕節前引發全國性聚集出行

在所難免，接下來關鍵在於如何疏

導密集的人群，加強機場、碼頭和

車站的疫情防控，並做好旅行中的

流動人口管理，從而避免新年過後

再次出現疫情反彈。

為患癌兒童籌款
法國壹男子浸在冰塊內超2小時破紀錄

綜合報導 法國壹名醫護人員

為了給患癌兒童籌款，把自己浸

泡在冰塊裏長達2小時35分43秒

，打破了世界紀錄。

34 歲的萬丹多爾普(Romain

Vandendorpe)19日浸在壹個裝滿冰

塊的玻璃缸內，只露出頭部，他

泡了2小時35分43秒的冰塊浴，

比此前的紀錄多了40分鐘。

萬丹多爾普說，他訓練自己

借助控制認知神經，突破人類極

限，也就是靠幻想和集中精神，

“讓自己處於做白日夢的狀態”

。他在法國北部瓦特勒洛市大約

50人面前挑戰。

萬丹多爾普之前的訓練包括

坐在裝滿冰塊的按摩浴缸裏、坐

在容量500公升的冰櫃裏，並在

法國滑雪勝地夏蒙尼把自己埋在

雪裏。

兩年前，四歲女孩奧古絲汀死

於腦癌後，萬丹多爾普決定通過這

項舉動為罹患癌癥的兒童募款。他

向所有對抗癌癥兒童傳達的信息很

簡單——“永遠懷抱希望”。

瓦特勒洛市的奧古絲汀基金

會表示，在萬丹多爾普泡在冰塊

裏的時間內，每個人每分鐘可捐

款1歐元。



AA55
星期四       2020年12月24日       Thursday, December 24, 2020

聚焦美國

內含挺台抗中聲明的2021年國防授權法
案，今天遭到美國總統川普行使否決權退回
眾議院。眾院預計28日加開院會重新表決，
參院也預計29日集會討論。

川普曾多次透過推特表達將否決2021財
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在法案送抵白宮10天
後，川普今天正式行使否決權，將法案退回
提案的眾議院。

川普在聲明中表示，這項法案未能包括
關鍵的國家安全措施，所載條款不尊重美國
退伍軍人與軍事歷史，並且與美國政府國家
安全與外交政策行動所做的努力相牴觸，這
是給予中國與俄羅斯的 「禮物」 。

川普也重申對法案未針對 「通訊端正法
」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 230
條作出修改不滿。他指出，這項條款促進外
國虛假訊息在網路散播，對美國國家安全與
選舉完整性帶來嚴重威脅，必須廢除。

230條款主要是給予網路平台經營商對於
他人侵權資訊或不當內容免責，並允許進行
內容審查。

眾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史密斯（Adam
Smith）發出聲明表示，川普否決國防授權法

案明確表明不關心美國軍人與眷屬，剝奪聯
邦僱員的育兒假福利，必要軍事建設項目將
無法如期推動。這項法案在國會獲得壓倒性
支持，相信國會會推翻這一有害的否決權。

根據規定，在總統行使否決權後，國會
若重新表決，並以2/3以上絕對多數在參眾兩
院通過法案，就得以推翻總統否決權，讓法
案生效。

目前眾議院計劃於28日加開院會進行投
票，參議院則預計在29日集會。

國防授權法案日前分別於8日在眾議院以
335票贊成、78票反對，與11日於參議院以
83票贊同、14票反對的壓倒性票數通過，顯
示法案獲得跨黨派國會議員的廣泛支持。國
會重新投票結果有機會推翻川普的否決。

國防授權法案攸關高達7400億美元的國
防年度預算，也包含挺台抗中聲明。法案內
容包括重申協助台灣維持足夠自我防衛能力
、保障台灣公民在國際金融組織的公平僱傭
規範，並建立太平洋威懾倡議（Pacific De-
terrence Initiative），強化美國在印太防禦能
力，嚇阻中國。

川普否決國防授權法案 國會下周集會重新表決

一名來自英國的30歲孕婦，去年與美國
籍丈夫結婚後，本月中在美國剖腹產下嬰兒
，由於早產兒關係，必須特殊照顧，事後女
子收到帳單傻眼，因為費用竟高達10萬美金
（約台幣281萬元），不過這位媽媽也被網
友砲轟，表示她的行為其實非常自私。

女子艾咪（Amy Collins）去年與美國籍
工程師格雷結婚，不久生下兒子威廉（Wil-
liam），艾咪與前夫生有一名7歲女兒，而目
前正在申請美國國籍的艾咪，必須時常英美
兩邊飛，她原本預計12月13日返回英國，卻
在11日緊急剖腹，產下才24週、708公克的

威廉。
早產兒必須待在嬰兒醫療中心觀察，但

艾咪在美國沒有保險，事後她收到10萬美金
的醫療費用，這讓艾咪非常擔憂，不過她的
母親莎拉（Sarah Covey），在募資網站上替
艾咪發起募款，希望好心人可以幫助她們度
過難關。

不過許多網友不同情艾咪，反而批評她
很自私，認為艾咪想住在美國獲得國籍，一
方面又要享受英國國民保健署福利，本根本
是掏空保健署的罪魁禍首，至於該網站目前
已募資1936英鎊，距離達成目標仍須努力。

孕婦赴美產子 收天價帳單崩潰 曝原因反被嗆活該
外界或許對美國第一夫人梅蘭妮亞（Mela-

nia Trump）的父親不太熟悉，不過實際上他和川
普還挺相像，不論身形、穿著、個性都相當神似
，鍵盤網友比對後，驚呼兩人甚至連手都很像，
像到 「令人煩躁」 。

科學家指出，女性傾向尋找和父親相像的對
象，梅蘭妮亞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Yahoo Life-
style」 22日報導，網友最近翻出梅蘭妮亞老爸克
納夫斯（Viktor Knavs）2017年的舊照，發現現
年76歲的克納夫斯和74歲的川普十分相像，包
括微胖的身材、喜歡穿著寬鬆的西裝，以及打上
川普招牌的紅色領帶。

儘管梅蘭妮亞從未坦承尋找像老爸一樣的對

象，不過她確實曾說過川普和老爸的個性很像，
某一次接受時尚雜誌GQ專訪時，梅蘭妮亞說兩
人都一樣勤奮工作， 「他們都很聰明、很能幹」
， 「他們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中長大，但他們有一
樣的價值觀、一樣的傳統」 ， 「我自己和我丈夫
很相似，我爸也是，他是一個顧家的人，他有傳
統價值，很勤奮工作，我丈夫也是。」

來自斯洛維尼亞的克納夫斯夫婦於2018年8
月在曼哈頓宣示入籍美國。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o報導，在川普上任、並且搬到華府前，梅
蘭妮亞的父母和川普一家一起住在紐約川普大樓
（Trump Tower），周末也和川普家族在佛州海
湖俱樂部（Mar-a-Lago）度過。

梅蘭妮亞老爸根本川普翻版 網驚：像到令人煩躁

據美媒《Politico》報導，雖然美國總統川普一再否認大選失利，並與盟友討論如何在國會認證選
舉人團投票時翻盤，但川普於22日宣布將指派大批親近幕僚與忠臣進入公家機關。報導稱，川普突
然安插大批親信進入公家單位，此一跡象剛好證明他已自認任期進入倒數計時。

報導指出，川普在這批 「封賞」 名單中，將長期擔任貼身與家族幕僚的希克斯（Hope Hicks）加
入傅爾布萊特外國獎學金委員會（Fulbright Foreign Scholarship）。希克斯在10月初一度傳出確診，
同日川普在宣布自主隔離後，經檢測也確診。

川普同時也將前佛羅里達州檢察長邦迪（Pam Bondi）安插在華府有名的約翰甘迺迪表演藝術中
心（John F.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董事會中；而才剛安插進國防部、負責情報事
務的代理助理部長柯恩-華特尼克（Ezra Cohen-Watnick），也將進入公共利益解密委員會（Public
Interest Declassification Board）主席。

至於其他川普政府的官員中，白宮預算局（OMB）代理局長伏特（Russell Vought）將進入海軍
軍官學校董事會，前白宮發言人葛里向（Stephanie Grisham）也將加入顧問組織國家教育科學協會
（National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Sciences）；知名的川普鐵粉、建議他再次競選的前美國駐德國大
使格瑞尼爾（Richard Grenell）任職於華府地區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委員會（United States Holo-
caust Memorial Council）。

報導指出，川普近期數周所發布的人事案中，多為曾幫助他競選的人士。例如前總統顧問康威
（Kellyanne Conway）為空軍學院遊客委員會委員，儘管她與該校並沒有明顯關係。

肥缺大放送？川普卸任前 狂安插幕僚進公家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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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

合記者方俊明及中新社

報道，中國工程院院士

鍾南山 22 日在廣州表

示，英國變異的新冠病

毒在毒性、致死率方面

還沒有證據，其是否影

響現有疫苗的有效性仍

需觀察。上海復旦大學

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

任張文宏22日凌晨亦發

布微博表示，英國突變

株並不意外，疫苗接種

有條不紊推進即可。

鍾南山：病毒變異對疫苗影響待觀察
張文宏：英國突變株不意外 接種可有條不紊推進

國家呼吸醫學中心掛牌暨協同醫院合作啟
動大會22日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

院舉行。國家呼吸醫學中心名譽主任、中國工
程院院士鍾南山在活動中表示，日前英國傳出
病毒變異，這種變異對新冠疫苗的有效性是否
會影響，沒有進一步的證據。

變異對致死率影響尚無研究
鍾南山表示，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病例越來

越多，往後全球抗疫的局勢會越來越分化還是
融合，這是必須面對的嚴峻考驗。今年9月就發
現了變異的病毒，但並不是在打完疫苗之後發
現的。日前英國傳出病毒變異增加了70%傳染
率，全世界很多國家禁止英國航班。至於這種
變異對新冠肺炎致死率等方面是否會帶來影
響，目前還沒有具體研究；對於疫苗的有效性
是否會影響，也沒有進一步的證據。

鍾南山稱，最近廣州舉辦2萬多人的馬拉

松比賽，顯示了廣東、廣州領導和百姓的抗疫
信心。要是明年的春節很有序，又能旅行，那
就很成功了。“我們的工作還要往前走。抗擊
新冠肺炎疫情的相關研究是當務之急；雖然現
在內地疫情防控得好沒有多少病人，但我覺得
我們始終繃緊這根弦，國家呼吸醫學中心將配
合國家做好這項工作。”

據了解，新掛牌的國家呼吸醫學中心，是
在呼吸醫學的“醫教研防管”五個領域綜合協
調發展，建設成為全國領先、世界一流的呼吸
醫學高地，包括呼吸系統疑難和危重疾病臨床
診治中心、呼吸生物安全中心、呼吸醫學大數
據與人工智能中心、呼吸醫學教育人才培養中
心、呼吸健康管理與科技創新中心。

單一突變降疫苗效力可能性不大
22日凌晨，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

染科主任張文宏發布微博表示，英國突變株並

不意外，疫苗接種有條不紊推進即可。張文宏
認為，病毒在傳播中不斷出現變異，並出現優
勢株是必然的，是生物進化的自然現象。新冠
病毒是一種RNA病毒，隨着病毒的複製過程自
然地發生突變。成千上萬的突變已經出現，但
只有極少數可能是重要的，並以可察覺的方式
改變病毒。他引述英國新冠研究機構
（COG-UK）科學家Sharon Peacock的話稱，
目前在S蛋白中大約有4,000個突變，突變可用
作病毒的傳播路徑和疫情暴發的監測，和致病
性或者傳播力是否增強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張文宏亦指出，目前疫苗會產生針對S蛋
白許多區域的抗體，一個單一的突變降低疫苗
的效力可能性不大。他說，病毒每天都會發生
突變，隨着時間的推移，會有更多的突變發
生，一旦發現對疫苗無效的變異，那時候可以
很容易地對疫苗進行調整，就像我們在流感疫
苗上做的那樣。

“從12月22日中午開始，
大連市計劃利用3天時間集中組
織開展核酸檢測。”22日傍晚，
大連市衞健委副主任趙連在疫情
防控新聞發布會上如是說。這也

是繼今年“722”疫情後，大連再次在全市範圍
內開展強制性全民核酸檢測，採樣人次預計超過
700萬。今次檢測仍採取“5：1”或“10：1”方
式混檢，市民毋須支付費用。

趙連表示，大連市金普新區、普蘭店區、
大連灣地區正在開展大規模人群核酸檢測篩查
工作。金普新區全員核酸檢測已累計採集人員
125萬人，大連灣地區檢測出結果111,344人
次，普蘭店區檢測出結果60,335人次，均為陰
性。

目前，大連市金普新區光中街道金東路
社區已被劃定為中風險地區，並實施相應管
控措施。金普新區內中小學包括幼兒園全部
停課進行居家學習、培訓機構關停。全區醫
院只開放急診，所有小診所全部關停，並對
藥店嚴格管控。電影院、公共浴室、體育
館、游泳館等公共場所一律關閉，並嚴格消
殺和管控。

採取更為嚴謹“雙採樣”
大連市金普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王傑介紹，

已同步對重點區域的格林小鎮、金潤小區、光
中街道完成兩次全員核酸檢測。22日開始對五
個街道全員進行第二次、對部分重點區域進行
第三次核檢。

22 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大連市第五
人民醫院主動進行核酸檢測時發現，相較
此前單一採集口咽拭子或鼻咽拭子，今次
檢測採取了更為嚴謹精準的“雙採樣”。
與此同時，院方針對檢測者是否來自金普
新區中風險地區還進行了嚴格篩查。與全
民免費強制檢測不同，主動核酸檢測所需
費用約在人民幣110元左右，醫療機構將出
具核酸檢測報告。

離連人員需持核檢證明
當日，大連市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總指揮部口岸交通組發布
通知，指該市新冠病毒疫情發展形勢嚴峻，為
更好落實疫情防控各項措施，有效阻止疫情向
大連市以外地區擴散傳播，自22日起非必要
不離連，確需離連人員需持有7日內核酸檢測
陰性證明。

截至21日24時，大連市當日新增2例確
診病例和6例無症狀感染者。自本月15日首次
發現無症狀感染者以來，今次疫情已累計報告
5例本地確診病例及12例無症狀感染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大連報道

大
連
爆
疫
情

再
度
全
民
核
檢

��$

■張文宏說，一旦發現對疫苗無效的變異，那時候可以很容易地對疫苗進行調整。圖為科興新冠疫苗“克爾來
福”生產車間。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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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

國家航天局22日宣布，12月22日12時37分，

中國自主研製的新型中型運載火箭長征八號

首次飛行試驗，在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

順利實施。長征八號運載火箭首飛搭

載的“新技術驗證七號”、“海

絲一號”、“元光號”、“天

啟星座零八星”及“智星一

號A星”5顆衛星已經準確

送入預定軌道，相關衛星

載荷將對微波成像等技

術進行在軌驗證，開展

空間科學以及遙感、通

信技術試驗與應用。

長八首飛告捷 5衛星準確入軌
中國航天初探商業項目 有效載荷大增五成

普惠小微企貸款 可續延期還本付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12月21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延
續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貸款支
持計劃，通過《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草案）》
和《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修訂草案）》。

普惠小微企信貸計劃適當延長
會議指出，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今年

為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特別是幫助小微企
業渡過難關，有關部門出台了兩項直達貨幣政策
工具：即對地方法人銀行實行普惠小微企業貸款
階段性延期還本付息予以一定激勵，並對地方法
人銀行發放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提供優惠資金
支持。政策實施取得顯著效果，惠及小微企業
310多萬戶，對緩解企業資金壓力、保市場主體
保居民就業發揮了積極作用。當前經濟運行逐步
恢復正常，但對小微企業生產經營面臨的特殊困
難仍需加以幫扶。為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精神，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要保持政
策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做好政策接續和

合理調整，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穩定市場預期。
會議確定，一是明年一季度要繼續落實好原

定的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在此
基礎上適當延長政策期限，做到按市場化原則應
延盡延，由銀行和企業自主協商確定。對辦理貸
款延期還本付息且期限不少於6個月的地方法人
銀行，繼續按貸款本金1%給予激勵。二是將普惠
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實施期限由今年底適
當延長。對符合條件的地方法人銀行發放普惠小
微企業信用貸款，繼續按貸款本金40%給予優惠
資金支持。實施好和適當延長上述直達貨幣政策
工具，有利於幫助小微企業更好應對國內外環境
變化，實現生產經營穩定恢復。

通過《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草案）》
會議強調，要用法治的辦法加強重點領域監

管，防範和化解風險，保護群眾合法權益。會議
通過《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草案）》，規
定省級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
工作負總責，明確地方各級政府、行業主管部

門、監管部門職責分工，在市場主體登記、互聯
網管理、廣告和資金監測等方面完善防範機制，
規定了調查處置中強制措施，強化監管問責。草
案對非法集資的行政、刑事責任和資金清退、非
法集資參與人應承擔的後果等作了嚴格規定。草
案還規定地方各級政府、金融機構等要加強對防
範非法集資的宣傳教育，增強社會公眾對非法集
資防範意識和識別能力。

通過《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修訂草案）》
會議指出，醫療器械事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

和生命安全，必須實行最嚴格的監管。會議通過
《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修訂草案）》，強化
企業、研製機構對醫療器械安全性有效性的責
任，明確審批、備案程序，充實監管手段，增設
產品唯一標識追溯、延伸檢查等監管措施，加大
違法行為懲處力度，對涉及質量安全的嚴重違法
行為大幅提高罰款數額，對嚴重違法單位及責任
人採取吊銷許可證、實行行業和市場禁入等嚴厲
處罰，涉及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長征八號由航天科技集團所屬中國運載火箭技術
研究院（下稱火箭院）抓總研製，是中國首個

國家立項的面向商業市場的運載火箭，將主要面向
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商業衛星發射任務。火箭院長征
八號運載火箭總指揮肖耘表示，長征八號運載火箭
的首飛成功，將有力推動中國中型運載火箭的更新
換代，帶動和牽引中國未來中低軌衛星的發展。目
前，中國具備中低軌道發射能力的主力運載火箭，
僅能夠將3噸以內的有效載荷送到太陽同步軌道，
長征八號運載火箭則將此項能力提升到4.5噸。

為重用運載火箭研製奠基
外界將長征八號對標SpaceX的金牌火箭獵鷹

九號，其中最關鍵的技術就是可收回重複使用。據
介紹，要想實現火箭的重複使用，發動機推力調節
是重要的技術。此次發射中，長征八號應用了發動
機推力調節技術，這在中國運載火箭中是首次工程
應用，為後續重複使用技術提前進行了相關先期技
術驗證，為中國可重複使用運載火箭研製打下堅實
基礎。

“未來5年至10年太陽同步軌道的較大噸位航
天發射任務需求旺盛，長征八號應運而生，它是首款
國家立項的面向商業市場的運載火箭，肩負着控制成
本的使命，在電氣、結構等方面開展低成本設計的同
時，通過開展垂直起降研究，實現可重複使用，進一

步降低成本。”火箭院總體部設計師錢航說。
肖耘也指出，預計在“十四五”期間，太陽同

步軌道衛星將佔到我們國家未來發射衛星的50%到
60%，所以急需長征八號這型火箭。

借鑒過往經驗有效減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長征八號在研製中遵循“模

塊化、系列化、組合化”的發展思路，充分繼承在
役型號的產品和技術，借鑒已有的試驗驗證成果，
實現型號快速集成研製。長征八號運載火箭副總指
揮段保成表示，自火箭設計之初，就充分考慮了技
術與經濟的一體化，通過項目制、高繼承性等嘗
試，降低生產成本及配套成本，實現火箭成本的有
效控制。長征八號本身運載能力達到5噸級，而起
飛規模為356噸，運載效率在國內火箭中名列前
茅。運載能力的提升、成本的下降，必然會帶來很
高的性價比。

據介紹，預計在2022年，融合型長征八號火箭
將實現“兩平一垂”，即水平組裝、水平狀態整體
運輸、星罩組合體垂直轉場對接，可簡化發射場建
設規模，探索中國運載火箭快速發射的實現路徑。
未來，通過調整助推器數量，長征八號還將形成不
同運載能力，實現系列化發展，並不斷迭代優化，
成為中國中低軌衛星發射市場主力火箭，為後續衛
星組網工程建設提供有力支撐。

技術對標SpaceX獵鷹九號
相同研製模式

批量化生產，模塊化組裝

相同燃料方案
液氧煤油

同樣有重用技術
獵鷹九號已實現 長征八號將進一步驗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長八”火箭小數據
全長：約50.3米

起飛質量：約356噸

起飛推力：約480噸

運載能力：700公里太陽同步軌道內不少
於4.5噸

動力系統

芯一級
2台120噸級YF-100液氧煤油發
動機

芯二級
2台8噸級YF-75氫氧發動機

助推器
1台120噸級YF-100液氧煤油
發動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22日
從廣州仲裁委獲悉，疫情給面對面
的商事糾紛的訴訟、仲裁、調解帶
來挑戰，但借助廣仲互聯網仲裁
“雲平台”，港澳仲裁員參與大灣
區跨境商事糾紛調解案件倍增。其
中，粵港澳三地仲裁員發揮各自優
勢，僅用13天就成功調解了一宗
金額高達13億元（人民幣，下
同）、涉及粵港澳豫四地的企業拆
借糾紛，成為到目前為止全國通過
“仲裁調解+司法確認”方式解決
複雜糾紛金額最大的案例。

廣州仲裁委副主任王天喜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眾多港澳仲
裁員加速通過仲裁庭“雲調解”
等方式，幫助化解大灣區民商事
糾紛。疫情期間，其中，來自粵
港澳三地、擁有不同法律背景的
仲裁員，僅用13天就成功化解了
一宗金額高達13億元、涉及粵港
澳豫四地的企業拆借糾紛。

數據顯示，自去年8月至今
年10月，廣州仲裁委共受理涉港
澳台和涉外案件311件，同比增
長52.1%，其中有50多件通過調
解的方式順利結案。

案件詮釋灣區商事仲裁優勢
“組成該案仲裁庭的三位仲

裁員來自粵、港、澳，分別擁有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英美法
系、大陸法系的法律背景。最終成
功調解，生動詮釋了粵港澳大灣區
規則銜接在商事仲裁領域的先行優
勢。”王天喜說，香港居民和企業
更注重當事人獨立，自我舉證意識
比較強，不太習慣仲裁員以“裁
判”的角色介入調解。而大陸法下
的當事人，則很重視仲裁員主動調
解。三地仲裁員同時參與案件調
解，更容易從各方當事人這種差異
性中找到平衡點，滿足不同訴求。
“廣州仲裁委仲裁員名冊中，有很
多港澳仲裁員，一些涉港澳、涉外
案件中，他們的專業性的調解技
巧，充分減輕了爭議各方的訴
累。”

粵
港
澳
仲
裁
員
合
作
13
天
調
解
13
億
元
糾
紛

■不少人到發射場附近觀賞升空過程。
新華社

■■長征八號運載火箭首次飛行試驗取得圓滿成功長征八號運載火箭首次飛行試驗取得圓滿成功。。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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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唐宋八大家”首次同框

“此次展览是史上首个以传世精品展示‘唐宋八大家’家国情
怀和时代风华的主题文物展，也是辽宁省博物馆继‘又见大唐’

‘又见红山’展览后再度推出的重磅之作。”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
筱雯介绍说。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神态各异的唐宋八大家画
像。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介绍，这 8 幅肖像画来自中
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不同画册，此次展览是首次将它们并列
展出。画像由清人所绘，作者不详，描摹的皆是其经典半身
像。“这些绘画作品反映了唐宋八大家特有的精神气质，神
情刻画细致入微，画像中的服饰体现出他们的身份地位。”
董宝厚说。

此次展览汇集书法、绘画、古籍、碑帖拓片、陶瓷等门类展
品共计 115件 （组），其中辽宁省博物馆藏品 84件 （组），商借省
内外文博机构及私人藏品29件 （组）、复制品2件。展览分为“文
垂千载”“德行笃定”“家国情怀”三个部分，每部分包含若干单
元，从文学、人物、精神三个角度呈现唐宋八大家，带领观众走
近八大家产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重温他们的文学、书法、绘画
造诣，体会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崇仰他们伟岸高洁的品格
气度。

“这件作品是苏轼的书法、韩愈的文章，讲述的是柳宗元的事
迹。”站在苏轼楷书《韩愈罗池庙碑》拓片前，董宝厚耐心讲解着
这件展品与3位文学家的渊源。柳宗元去世后，韩愈曾撰文称颂柳
宗元在柳州的政绩，刻于《柳州罗池庙碑》。此碑后来佚失。南宋
年间，时人根据苏轼书写的 《柳州罗池庙碑》 之铭辞 《迎享送神
诗》，又摹刻一碑，立于庙中。这块碑因“韩诗柳事苏书碑”而被
誉为“三绝碑”，闻名遐迩。

在众多珍贵展品中，《祁寯藻楷书韩愈平淮西碑并序》是颇具
特色的一件。它表现了文学家韩愈鲜为人知的一面——卓越的军
事才能。“韩愈曾任行军司马，是唐宋八大家中唯一一位文武双全
的名家。《祁寯藻楷书韩愈平淮西碑并序》的内容是回顾韩愈参加
的一场大获全胜的战役。”董宝厚告诉记者。

国宝级文物汇聚一堂

辽宁省博物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家博物馆，馆藏晋
唐宋元国宝级书画享誉世界，这些书画大多为末代皇帝溥仪离宫
时携带的珍品。此次展览中，有 53 件辽博馆藏文物为首次展出。

《宋人仿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北宋徽宗赵佶瑞鹤图卷》《东晋佚名
曹娥诔辞卷》《北宋欧阳修行书谱图序稿并诗卷》《明仇英赤壁图
卷》等国宝级文物均在展览中亮相。

“唐宋八大家不是横空出世的，展览第一单元‘文脉所系’梳
理了中国文学史脉络，介绍了唐宋八大家产生的思想土壤。”董宝
厚说。《洪范授受图并楷书尚书洪范》是这一单元的重要展品，也
是首次展出的辽博藏品之一。《洪范》 是 《尚书》 中的一个篇章。
这件作品将书法与绘画结合，采用白描的方式表现儒家经典。

由南宋开国皇帝赵构书写、马和之绘制的 《唐风图》 也在第
一单元展出。《唐风图》共12段，取材于《诗经·唐风》中的12个
篇章，书法端谨有致，绘画构图洗练。“唐”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封
国，《诗经·唐风》 就是采集于这个地方的诗歌。董宝厚说，这卷

《唐风图》层次比较清晰，可以直观了解西周时期百姓生活。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曹植创作的辞赋名篇，东晋顾恺之据此

作《洛神赋图》。由于年代久远，真迹早已失传。辽宁省博物馆收
藏的 《洛神赋图》 是现存几件宋人摹本中水平最高的一件，也是
唯一图文并茂的一件。整件长卷分为22段，绘制人物、山水、龙
鱼、车马、神物等，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媚，树石奇古，
笔法秀劲，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顾恺之绘画的艺术特点。图卷中的
小楷书赋文题于画面空白处，随着图卷延展，高低错落。

北宋政和二年 （1112年），都城汴京出现了一道奇观：宫殿上
空，祥云袅绕，一群白鹤久久盘旋。当时的皇帝宋徽宗认为这是
祥瑞之兆，于是提笔画下了 《瑞鹤图》。《瑞鹤图》 原藏于清宫，
1945 年被溥仪带到东北，后入藏辽宁省博物馆，被视为镇馆之
宝。此次展览中，观众可以一睹这幅名画真容。

关于 《瑞鹤图》 与唐宋八大家的联系，董宝厚说，《瑞鹤图》
成画于 1112 年，这一年，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去世的年
份。至此，唐宋八大家全都离世。“仅从在世时间来讲，公元1112年

意味着唐宋八大家时代的终结。”董宝厚对记者说。
展览中还可以看到韩愈唯一存世墨迹 《东晋佚名曹娥诔辞

卷》。此卷全部展开长约781厘米，有大量晋唐人观款，还有宋高
宗赵构、元虞集、赵孟頫等人题跋。正文内容为东汉时上虞令度
尚为孝女曹娥所立碑文，其事见于南朝宋范晔撰 《后汉书·列女
传》，原碑已佚。因书写于东晋升平二年，故又名 《升平帖》，是
现存署年最早的小楷书墨迹。此卷书心有韩愈 （字退之） 行楷书
题名一行，是目前唯一能看到的韩愈墨迹。

创新展览赢得观众喜爱

王筱雯介绍，此次展览创新采用数字化技术，打造“云展
览”“云直播”“云课堂”等线上观展方式，并用多媒体和互动装
置提升博物馆的观展体验，推动博物馆文化服务方式创新。

在“文垂千载”展区，有一片“诗词林”，悬垂着大量刻有唐
宋诗词的玻璃牌，成为观众喜爱的拍照打卡地。在全息数字剧
场，通过全息数字技术，将苏轼西湖治淤、杭州抗疫、徐州抗洪
的故事生动展现给观众。展厅门口还有表演区域，演出 3 部情景
剧：《何谓唐宋八大家》 介绍了历史上的唐宋八大家；《苏门教
子》再现了苏洵教育苏轼、苏辙求学上进的故事；《忠妻一生》讲
述王安石与妻子的爱情故事。

12 月 2 日开展当天，辽宁省博物馆首次开放夜场，并与辽宁
人民艺术剧院、辽宁歌舞团、辽宁文化艺术工程中心联合打造

“群星璀璨的历史天空”诗文晚会，通过诵读、歌舞、古琴演奏等
多种形式，演绎唐宋八大家的经典作品。

随着展览的开幕，主题多样的学术讲座、丰富多彩的社教活
动、制作精良的展览图录、特色鲜明的文创产品也陆续与观众见
面。董宝厚介绍，配合此次展览的社教活动共设计了六大主题、
16 个子项目，既有线上的，也有线下的，并拍摄了“文人少年
派”微电影，面向学校和社会招募小演员，让孩子们通过这种方
式对唐宋八大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励志修身，厚德端行”“希望唐宋八大家的经典作品永流
传”“我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在展厅外装饰
着唐宋八大家动漫形象的留言墙上，许多参观者写下了观展感言。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被评为2020年度“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重点
推介项目。“结合此次展览，我们还与教育系统合作，尝试开发初
高中文言文课程，这对于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是一种有益的尝
试。”王筱雯说。

辽博年末大展掀起观展热潮

走进“唐宋八大家”的世界
本报记者 刘洪超

两个朝代，八位文学大家，诗词九
千多首，散文一万两千余篇。韩愈、柳
宗元，唐代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苏
洵、苏轼、苏辙，宋代古文运动的核
心；王安石、曾巩，临川文学的代表。
这个唐宋文学界“天团”被后世称为

“唐宋八大家”，他们掀起的古文运动，
使诗文面貌焕然一新，兼具文学革新和
思想启蒙的意义。

12月2日，“山高水长——唐宋八大
家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
作为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展览之一，“唐
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吸引着来自各地
的观众走进辽博，通过文物感受八大家
绵延千年的文脉和雄唐雅宋的时代风采。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现场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摄

左图：《明仇英赤壁图卷》（局部），右图：《北宋欧阳修行书谱图序稿并诗卷》（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南宋高宗赵构书马和之画毛诗唐风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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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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Hedin報導／少數族裔媒
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
）在致命的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期間，罪犯肆無忌憚展開 「快速
致富」 騙局，騙取毫無戒心、為自己
和家人尋求財務安全的人們的錢財。
聯 邦 貿 易 委 員 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FTC）在12月中
旬一場少數族裔媒體記者會中發出緊
急警告，呼籲民眾必須提高警覺，避
免被騙。

FTC 行 銷 手 法 部 門 律 師 達 芬
（Kati Daffan）和柏金斯（Rhonda
Perkins）特別指出網路廣告、電視、
電台、報紙，甚至是宗教團體內部出
現的各種騙局。

達芬表示，這類犯罪在不到一年
的時間內增加了70%。她說： 「光是
在2020年頭九個月，人們損失了至
少5000萬美元。」 而這些僅是有出
面報案的部分。

因此，達芬說： 「這只是市場上
正在發生的詐騙的一小部分。」

為了打擊詐騙，FTC展開一項行
動，名為 「收入錯覺行動」 （Opera-
tion Income Illusion）。

兩名律師呼籲所有民眾，如果有
所懷疑，應立即聯絡FTC。FTC舉報
網站是 www.ReportFraud.ftc.gov 和
www.ReporteFraude.ftc.gov， 電 話
是(877) 382-4357。

柏金斯表示，由於FTC每周接獲
數千宗報案，所以很難保證可以回覆
每一位報案者，但無論對美國或國際
執法單位來說，報案都是重要的推動
力。她說： 「報案讓我們知道民眾看
到什麼，這正是所謂的公共服務。」

除了直接對少數族裔媒體提出警
告，FTC還在其網站上舉出詐騙犯罪
的實例，並以英語、西班牙語、中文
、韓語、越南語、泰加祿語、阿姆哈
拉語、阿拉伯語、達利語、法語、俄
羅斯語、海地語、克里奧爾語和索馬
利語提供民眾如何自我保護、避免受

害的方法。
與新冠疫情有關的詐騙是最新的

詐騙手法。FTC表示，他們看到罪犯
以假療法、假疫苗、假居家檢測盒、
假研究，來騙取民眾的個人資料。隨
著真正的疫苗上市，FTC認為會有新
的詐騙型態出現，警告民眾不要為了
接種疫苗，而提供自己的金錢和姓名
、付費獲得優先權、或提供來電者自
己的社會福利號碼或銀行帳戶號碼。

一些詐騙犯模仿特定社區的傳統
， 「收入錯覺行動」 正在打擊的一種
掠奪手法是 「儲蓄俱樂部」 （sav-
ings clubs），模仿的是西非和加勒
比海地區的 「搜搜」 （sou sous），
華人稱互助會或標會，菲律賓人稱
「帕魯瓦甘」 （paluwagan），相識
的人們組成一會，繳交會款滙集一筆
錢，定期輪流標會，出標最高者可取
走當次所有會費。

另一種手法是虛假培訓交易
（phony coaching deals），詐騙份
子會要求受害人付費參加房地產研討
會，或協助在股票市場或網路銷售上
賺錢。

投資詐騙造成的損失最大，但最
常 見 的 是 「 居 家 工 作 提 案 」
（work-from-home propositions）
，這個手法有時會先寄給受害人一張
支票，但要求受害人寄回部分金額，
或購買產品或禮品卡，受害人通常要
等到支票跳票，才會發現受騙。

達芬說： 「對於需要先付錢或找
人加入的賺錢機會，民眾要特別當心
，因為非常可能是騙局。」

許多騙局鎖定特定族裔社區，例
如 「拉丁時尚」 （Moda Latina），
這個組織在廣告上表示，民眾可以在
家銷售珠寶和其他高級商品賺錢。受
害人有時會被威脅，如果沒有在送貨
司機送貨上門時準備好匯票，就會被
舉報，可能面臨嚴重的後果。

但是，受害人打開包裹後，包裹
裡裝的不是高級精品，而是不適合轉

賣、價值根本不值所付費用的劣質產
品。

部份老千將特定族群視為目標，
例如 「憤怒公牛」 （Raging Bull）投
資詐騙，專門欺騙年長者，或是2018
年 以 學 生 和 退 伍 軍 人 為 對 象 的
「MOBE」 ，在他們被查封之前，已
詐取高達3億元。

FTC查獲的還有 「金字塔騙局」

、 「循環遊戲」 （The Circle Game）
、 「祝福織布機」 （Blessing Loom
）、 「金錢佈局」 （Money Board）
等。

FTC與國內外許多執法單位合作
追捕詐騙犯，某些情況可以為受害人
追回部分損失的金錢，但柏金斯認為
，最佳策略還是一開始就要避免被騙
。

她表示，如果民眾擔心自己不具
備可以辨別詐騙與否的智慧，可以先
對這家公司做一些調查，例如商家信
譽，或對方是否有被投訴的紀錄。

柏金斯說： 「做一些調查，了解
這家公司的信譽，同時詢問你信任的
人的意見。」

聯邦貿易委員會 「收入錯覺行動」 鎖定想快速致富的詐騙份子

台商會與駐休士頓辦事處及休士頓文教中心12月6
日晚間再次合辦 「i台灣線上開講-投資台灣講座」 ，邀
請創異物聯公司、香港女媧創造公司及點睛科技公司與
美南地區僑台商商機交流。活動吸引僑務委員黎淑瑛、
孟敏寬、張世勳及吳光宜等70餘位僑台商及青商報名參
加，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胡貝蒂、休士頓文教中心
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楊容清均出席共襄盛舉。

會長張智嘉致詞感謝政府及駐外單位居中牽引，結
合台美兩地資源協助推動僑台商經濟，表示商會往後將
常常辦理線上媒合活動。胡貝蒂推崇德州適合發展新創

企業，期盼藉由這次活動將台灣新創企業帶進國際舞臺
。陳奕芳肯定商會促進台美商機交流，再次扮演海外及
國內產業的橋樑。

三家企業依序介紹產品後，由金城銀行貸款部資深
副總裁陳啟輝簡介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說明基金新冠肺
炎3.0專案承保條件及申辦流程。之後僑務諮詢委員王敦
正及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前會長施惠德醫師，針對三家公
司產品日後研發及推廣情形提出詢問及建議，與會僑台
商與業者互動熱烈。本會表示將繼續協助有意願投資僑
台商與企業聯繫，共創雙贏

助新創產業拓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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