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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疫情從2019年12月在中國爆
發，迄今全球至少有6386萬3800人被認為已康
復。

上述數據是依據各國衛生當局每天提供的統
計，不包括俄羅斯、西班牙和英國等3國的統計
單位其後提出的重新估算數據，且數據只是實際
染疫總數的一部分，因為許多輕症或無症狀患者
一直未被檢測出。

全球4日通報新增1萬6136人病歿、51萬
1406起確診病例。根據通報數據，新增病歿人數
最多國家依序為美國（5282 死）、墨西哥
（1682死）與巴西（1232死）。

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國家，累計45萬5875
人病故、2667萬9633例確診。

其他疫情嚴重國家還包括巴西（22萬8795
人喪生、939萬6293例確診）、墨西哥（16萬

2922人喪生、189萬9820例確診）、印度（15
萬 4823人喪生、1080萬 2591例確診）及英國
（11萬250人喪生、389萬2459例確診）。

依照染疫死亡人數佔人口比例，比利時是死
亡率最高國家，每10萬人就有183人染疫喪命；
接下來依序為斯洛維尼亞（172人）、英國（162
人）、捷克（ 159人）及義大利（149人）。

從區域來看，歐洲累計76萬2486死、3417
萬3922例確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累計
61萬11死、1930萬7659例確診；美國和加拿大
共計47萬6362死、2747萬2057例確診。

亞洲共計24萬3228死、1538萬4394例確
診；中東地區共計9萬8679死、485萬79例確診
；非洲共計9萬3623死、362萬8597例確診；大
洋洲共計945死、3萬1768例確診。

全球逾全球逾11億億484484萬例確診萬例確診 超過超過228228萬人病亡萬人病亡

（（網絡照片網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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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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局之千變萬化及科技之加速進展，
對媒體事業之挑戰是前所未有 ，过去四十
二年來， 我們從傳统的織字時代 ，走過
電腦植字之進程， 隨著五G時代之來臨
， 我們都在努力走在時代之前端， 科技
對人類生活帶來嶄新的新頁。

近年來， 由於科技之猛進 ，為全球
人類透過手機 ，平板舗成各種不同的新媒
體， YouTube、 臉書
、抖音、 推特帶走了大
多數的讀者和聽眾， 自
媒體工作者可以在社交
媒體上發揮得漓淋盡致
， 同時也為新聞傳播建
立了堅實廣大的平台 ，
可以為千萬人尽情地表
達才藝和意見， 塑造成
千軍萬馬的意見新領䄂
。

鑒於面對未來之挑
戰 ，美南新聞团隊正在
整裝待發， 我們將把傳
媒集團每天「制作生產
」之新聞資訊產品 ，送
上十大新媒體平台， 以
供全球讀者和觀眾共享
， 其中包括YouTub、
臉書、 推特、 谷歌、

APP 、微信、 頭條 、抖音、 line、 Tele-
gram 及ITalkBB。

美南新聞自一九七九年六日十六日在
美國德州休斯敦創刊以來， 我們深耕於全
美國十大城市， 可謂是最瞭解美國的媒體
， 我們在全美各地的工作伙伴， 將竭盡
所能努力向「美南新媒體 覆蓋全球」之宏
大目標前進。

Since June 16, 1979, when the first issue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News was published in
Houston, Texas, we became one of the larg-
est Asian news groups in America. When we
look back at forty-two years ago, we were us-
ing a very traditional typesetting machine to
publish the newspaper. And then when com-
puters and software arrived, we totally
changed our editing and pre-press production
work.

Because new technology has arrived the
whole world is changing. New Smartphones,
iPads and 5G internet connections all bring
new life to the world.

Today Southern News Group will be a part of
this new era to manage and edit our news
products to go on all the social media plat-
forms including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TikTok and WeChat to bring the latest infor-
mation to all our readers and listeners and

through these new platforms we can reach
more people than ever before.

Our news team will set up a new production
line for presenting the daily news and televi-
sion programs and will connect with all the dif-
ferent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o that more
people will have access to the news immedi-
ately through messages on their smartphones
and small iPad devices.

For our media business this is the time we
need to change, adapt and adjust to the new
digital environment. Our goal is to keep our
readers and listeners in touch with the news
through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of the Metal Ox. Our team will con-
tinue to try our best to serve our community
here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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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0606//20212021

We Are Opening A NewWe Are Opening A New
Chapter Of The New MediaChapter Of The New Media

時代之腳步不停時代之腳步不停 我們也沒有理由停我們也沒有理由停
美南新聞美南新聞 覆蓋全球覆蓋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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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英國、法國和德國
外長舉行了視頻會議，討論了伊朗和其他問題。目前，英
法德三國正在權衡如何重啟伊核協議談判。

據路透社報導，法國外交部長勒德里昂在社交媒體
“推特”上稱，就伊朗問題進行了“深入而重要的對話”
，以便共同解決核和地區安全問題。

不過，一位知情人士在5日會議前發表講話說，不太
可能深入研究伊朗問題，這是部長們討論該問題的第一次
機會。

“（5日）今天的會議是正在進行的政策審查的一部
分。這不是決定性的。”白宮發言人普薩基(Jen Psaki)在
“推特”上說。

據俄羅斯衛星網，白宮此前宣布，美國總統拜登計劃
與盟國討論與伊朗談判的計劃。伊朗表示，與美國的談判

未包含在伊朗計劃內，在此問題上取得的任何進展都取決
於華盛頓方面的實際行動，其中包括取消制裁。

2015年7月，伊朗與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
國和德國達成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根據協議，伊朗承諾
限制其核計劃，國際社會解除對伊制裁。 2018年5月，
美國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隨後重啟並新增一系列對
伊制裁措施。

2019年5月以來，伊朗逐步中止履行協議部分條款，
但承諾所採取措施“可逆”。

2021年1月4日，伊朗政府發言人阿里 拉比埃說，伊
朗已開始在福爾多核設施實施把濃縮鈾豐度提高至20%的
相關措施。拉比埃還說，此前伊朗方面已把上述行動通報
給國際原子能機構。

（綜合報導)受新冠疫情影響，餐館、酒吧、旅店均關門停
業，飲料業備受打擊。

據法國BFM電視台報導，近幾個月以來，為遏制病毒的傳
播，餐館、酒吧、旅店、咖啡館、音樂廳、夜總會、體育館全部

關門停業，這導致飲料業備受打擊。
飲料領域龍頭分銷商 Distriboissons 負責人讓-
帕斯卡·蒙塔納（Jean-Pascal Montaner）表示：
“在新冠危機中，我們被遺忘了。”這家公司
主要佔領咖啡館、酒店、飯店(CHR)市場，擁
有約500名員工。去年12月，這家公司的營業
額驟減98%。今年1月，該公司仍毫無起色。
讓-帕斯卡·蒙塔納表示：“3月，我們申請的
國家擔保貸款（PGE）已消耗殆盡。我們沒想
到，我們的顧客們遭遇了第二次封禁。目前，
公司已虧損180萬歐元，但僅得到20萬歐元的
政府援助金。”
對於飲料分銷商France Boissons而言，2020年
全年的銷售量驟減了40%至50%。總裁洛伊克·
拉圖爾（Lo c Latour）表示：“我們還可以向
醫院、養老院、校園餐廳、一些火車站及機場

運送飲料，其餘場所幾乎都停滯了。我們主要運送的是水類產品
，就成本而言，這不是最有利潤的產品。”他認為，向一些餐館
運送飲料可以挽回損失，但這是海市蜃樓。

目前，最令分銷商們擔心的是庫存問題。讓-帕斯卡·蒙塔
納警告說，由於他們銷售的產品有最短保鮮日期（DDM），也
就是說，一段時間後，飲料的口感會有所變化。在不危及身體健
康的情況下，競爭、消費和反欺詐總局（DGCCRF）允許飲料
延長幾個月的保鮮期，但不能無限期延長。對於無法延長保鮮日
期的產品，例如：桶裝酒，正面臨著無法清空庫存的風險。

面對目前複雜的健康危機，法國可能隨時面臨第三次戒嚴，
餐館、酒吧等場所的重新開放日期也無限期延緩，飲料業將繼續
面臨慘淡境況。

因此，飲料批發商們需要掌握政府的最新政策。對於他們而
言，最糟糕的情況就是，週五晚上得知，下週一餐館、酒吧重新
恢復營業。洛伊克·拉圖爾表示，公司約有5萬個客戶，其中包
括3.3萬家咖啡館、酒店、餐館。

據悉，去年第一次解封後，民眾紛紛湧向餐館、酒吧，飲料
業曾一度回暖。飲料業從業人員希望在未來的幾個月內，再次出
現此類盛況。

讓-帕斯卡·蒙塔納、洛伊克·拉圖爾強調，他們希望政府能
施以援助，尤其是挽救餐館、酒吧的團結基金，防止這些場所倒
閉結業。

法德英美就伊朗問題舉行談判法德英美就伊朗問題舉行談判 美國有望重返伊核協議美國有望重返伊核協議

ISIS也快也快““憋不住憋不住””了了？？
聯合國警告疫情平息後恐襲風險聯合國警告疫情平息後恐襲風險！！

飲料業大崩潰飲料業大崩潰：：疫情來了疫情來了，，飲料沒人喝了飲料沒人喝了

（綜合報導）極端組織也快“憋不住”了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月6日消息，聯合國一份
報告警告稱，在新冠疫情相關防疫封鎖限制解
除後，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IS）極端分
子可能會發動“一系列有預謀的襲擊”，試圖
通過新一輪暴力活動“結束其在新聞中的邊緣
化”。

“IS 很多人被困住了，很多人面臨(防疫)
限制，他們花更多時間上網。在此期間，威脅
可能已經累積，仍未被發現，但可能在適當的
時候顯現出來。”聯合國這份報告說。
不過，報導還稱，這份報告在強調激進組織
“恢復”破壞能力的同時，也表示出現一系列
重大挫折，挫敗了他們的破壞能力。

東京奧組委主席決心辭職東京奧組委主席決心辭職，，被勸住被勸住
（綜合報導）東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表示，“我原本已經決定辭去主

席一職，但在奧組委首席執行官武藤敏郎的勸說下，最終決定繼續留任”。
據日本《每日新聞》6日報導，森喜朗在4日召開記者發布會，為早前發表的涉嫌歧視女性言

論道歉並表示撤回該言論。但在當天的記者會開始前，多家日本媒體報導稱，森喜朗曾私下向奧
組委表示，“如果追責的聲浪很高，我可能不得不辭職”。為了避免奧運會籌備工作因“一把手
”辭職而陷入混亂，包括武藤在內的奧組委主要官員紛紛出面挽留。最終，森喜朗在5日為不當言
論道歉後表示自己將繼續留任。

此外，包括日本首相菅義偉、奧運擔當大臣橋本聖子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內的多名政
府官員，雖然也對森喜朗的言論表示了譴責，但均未明確表態是否要求其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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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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進壹步收緊防疫管制
將對非歐盟國家關閉邊境

綜合報導 法國官方決定進壹步收緊防疫管制，法國總理卡斯泰當

晚公布壹系列相關具體措施，宣布法國將對非歐盟國家關閉邊境。

法國衛生部當晚發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數據顯示，法國29日單日新增

確診病例22858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315萬例，達3153487例。法國新

冠肺炎死亡病例現為75620例，新增死亡病例820例。法國新冠住院患者

現為27308人，比前壹日增加142人；重癥患者現為3130人，比前壹日

增加19人。

法國國防委員會29日晚召開會議討論疫情應對，比原計劃提前壹天

，法國總統馬克龍主持會議。官方通過會議決定進壹步收緊防疫管制。

法國總理卡斯泰在會後代表政府公布相關具體措施。

卡斯泰宣布，法國將對非歐盟國家關閉邊境。任何從法國領土出入

非歐盟國家的旅行將被禁止，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該措施將於

1月31日零時起正式生效。

對於歐盟內部入境法國的情況，卡斯泰表示，任何從歐盟國家入

境法國的人員都必須出示新冠病毒檢測陰性證明，邊境工人除外。

卡斯泰補充說，從1月31日開始，也禁止所有往來法國海外領土的非

必要旅行。

卡斯泰還宣布，法國從1月31日起關閉“面積超過2萬平方米的非

食品類購物中心”。這些購物中心被認為導致人員過於集中。同時，從

2月1日起，所有超市將加強人流控制。

卡斯泰要求盡可能恢復遠程辦公。他指出，所有公司如果條件允許

均應加強遠程辦公的有效利用。他說，公共行政部門也應利用遠程辦公

手段。

卡斯泰在講話中排除了立即實施第三次“封城”的可能性。他認為

未來數日對於疫情防控將是關鍵的，依然有機會避免“封城”。

英國擬申請加入CPTPP
輪值主席國日本將展開協調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提出正式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

(CPTPP)。對此，2021年擔任CPTPP主席國的日本，將與英國、新西蘭

舉行三方部長級會談。

英國國際貿易大臣特拉斯(Liz Truss)預計將於2月1日提出申請，正

式談判將於2021年春天展開。英國是第壹個申請加入的非原始成員國，

如果成功加入，將成為繼日本之後的第2大經濟體。

CPTPP代表於2018年簽署協議，目前成員國有日本、澳大利亞、新

西蘭、加拿大、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文萊、墨西哥、智利與秘魯

。11個成員國的市場人口約有5億人，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之和占全球

經濟總量約13%。

英國在正式脫離歐盟前，就持續與多國洽談自由貿易協議。不過，

英國與CPTPP的貿易量，相對於過往與歐盟的而言，仍舊較少。以2019

年為例，CPTPP成員國僅占英國出口量的8.4%。但是，加入CPTPP能讓

英國特定商品在出口時獲得零關稅，例如出口至馬來西亞的威士忌，以

及出口至加拿大的汽車。

面對英國有意申請加入CPTPP，2021年身為CPTPP主席國的日本，

將於2月1日舉行日本、英國及新西蘭三方部長級會談。

據報道，待英國正式提出加入申請後，將盡可能早日舉辦由成員國

組成的CPTPP委員會，為展開英國加入談判進行協調。另壹方面，英國

脫歐後，日本與英國的雙邊經濟合作協議已於2021年1月1日生效。

希臘雅典首次被列入疫情“紅色風險區”

限制措施更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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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例新冠肺

炎確診患者。目前累計確診155678例。

當日還新增死亡病例 22例，累計死亡

5764例。

希臘政府宣布，由於疫情形勢嚴峻

，當局決定將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及

全國其他9個地區的疫情風險等級調升

至最高的紅色級別，這也是雅典自2020

年疫情暴發以來，首次“紅色警戒”。

從當地時間2021年1月30日起至2月8日

，在希臘全國所有疫情風險等級處在紅

色的區域實施更為嚴格的限制措施。之

後，衛生部門將重新對疫情形勢進行評

估。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在舉行的內閣

工作會議上表示，政府不會等到疫情惡

化後，再作出“積極”應對。

他強調，政府對疫情的發展狀況壹

直保持密切關註，並及時出臺必要的措

施。當疫情緩解時將恢復部分經濟和社

會活動，當疫情出現反彈時將實施相應

的限制措施。

米佐塔基斯的講話也反映了希臘政

府處理第二波疫情的方式，即在疫情

明顯惡化之前便出臺更加嚴格的防控

政策。

關於歐盟的疫苗供應問題，米佐塔

基斯說，他很高興歐盟委員會聽取了歐

盟多國領導人的建議，正在更加努力、

積極地與大型疫苗生產公司進行談判，

希望增加供應數量。

關於希臘疫苗接種計劃的開展進

度，他說，希臘已經完成了 22.1 萬次

的接種任務，而且民眾的接種意願較

高，使得希臘充分利用了從歐盟接收

到的疫苗劑量，沒有發生疫苗被大量浪

費的現象。

雅典大學傳染病學教授兼政府專家

委員會成員西普薩斯29日表示，出臺目

前的措施是希望首都地區的疫情狀況不

會變得更糟繼而失控。

他指出，目前阿提卡新冠患者收治

醫院中的重癥病房入住率已經達到60%

，而新冠肺炎確診患者的入院率也有所

上升。他說：“沒有人願意看到阿提卡

地區任由疫情擺布。”

盡管幼兒園和小學均已開學，但專

家們認為，相比大齡學生，低齡孩子的

傳染幾率較低，這就是為什麼到目前為

止中學及中學以上的學校仍處於關閉狀

態的原因。

但是壹些專家堅持認為，原定於2

月1日的高中開學日期應該推遲壹周。

而希臘教育部副部長馬克裏 1 月

29日表示，希臘境內的初中和高中仍

會在 2 月 1 日開學，但是疫情較嚴重

地區的高中仍會處於關閉狀態，學生

將通過網絡遠程學習。處在紅色風險

等級地區的高中具體開學日期衛生專

家將會在壹周後根據流行病學的數據

提出建議。

另壹方面，壹些專家此前建議應

該考慮立即關閉零售行業。 對此，

希臘發展和投資部部長喬治亞季斯表

示，即使被列入最高風險等級的區域

，但阿提卡地區的零售店也不會完全

關閉。

他指出，市場必須繼續保持運轉

，但銷售活動將在嚴格遵守防疫措施

的前提下進行。他同時強調，由於阿

提卡地區已被列入“紅色區域”，因

此對於具體的商業活動需要采取額外

的措施，目前該部已經制定了相應的

計劃。

英國申請加入CPTPP
究竟為了什麼“巨大經濟利益”

1月30日，英國內閣宣布

，英國將正式申請加入《跨太

平洋夥伴關系全面進步協議》

（CPTPP）。

第壹個申請加入的新成員
CPTPP的前身是“跨太平

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定”

（TPP），最初是文萊、智利、新

西蘭和新加坡四國倡議建立的貿

易協定。2010年，在美國推動下，

共有12個國家（澳大利亞、文

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

西亞、墨西哥、新西蘭、秘魯、

新加坡、美國、越南）加入。

2016年2月4日，TPP正式

簽署，但同年美國進入大選年，

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揚言“壹

旦當選就讓美國退出”，為該

協定帶來巨大不確定性，令各

簽約國猶豫不決。

當年底，特朗普當選。2017

年1月23日，剛剛宣誓就職僅3

天的特朗普就讓美國“退群”，

此時全部12個簽約國中尚無壹國

完成本國批準程序。

2017年11月11日，余下11

國同意改組CPTPP，剔除當初美

國執意堅持、其余國家普遍不同

意的22條“高標準”。2018年3

月8日，各國在智利正式簽署

CPTPP，11國中有6國完成立法

批準程序即行生效。

截至目前，日本、新西蘭

、新加坡、澳大利亞、越南、

墨西哥、加拿大等7國已完成立

法批準程序，協定業已生效。

英國早已不是所謂“日不

落帝國”，和“跨太平洋”的

地緣概念即便不能說風馬牛不

相及，至少也是不甚相幹。

盡管如此，自去年下半年

起，執政的保守黨內閣就不斷

“吹風”，表示有意加入。

在宣布英國將正式遞交加

入申請的聲明中，英國首相約

翰遜稱，在脫歐壹年後英國

“正建立新的夥伴關系”，這

將“為英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經

濟利益”，並“表明了英國與

世界各地夥伴以最佳條件開展

業務，並成為全球自由貿易熱

情擁護者的雄心”。

英國國際貿易大臣特拉斯

（Liz Truss）會於 2月 1日與

日本、新西蘭兩國官員對話，

並在此期間正式遞交申請。

加入CPTPP暫時具備象
征意義

英國內閣稱，之所以要申

請加入CPTPP，目的是“大幅

減少進出口關稅”，CPTPP成

員國間95%的關稅會被豁免。

但這壹理由其實經不起推

敲：盡管英國和CPTPP國家間

貿易額 2019 年就高達 1520 億

美元（1110億英鎊），但英日

貿易額就占了近25%。

事實上，在CPTPP11國中，

英國和其中7國（日本、墨西

哥、加拿大、智利、秘魯、越

南、新加坡）已簽署了較

CPTPP條件更優越的雙邊自貿

協定，和澳大利亞、新西蘭間

雙邊自貿協定也有望很快達成。

也就是說，對英國而言，

申請加入CPTPP在關稅方面的

優惠，其實僅限於馬來西亞和

文萊兩國而已。

即便不考慮這些，英國和

CPTPP國家間貿易額，在英國

出口中占比約為9%，這只不

過是英國對剛剛退出的歐盟出

口額的1/6，還不及英國對德

國壹國的出口額。

唯壹看上去有利可圖的是雙

邊投資：2017年CPTPP國家在英

國所引入外國直接投資中占比為1/

12，反之亦然。簽署CPTPP，有

望讓英國在這方面放開手腳。

保守黨內閣還描繪了“加入

CPTPP將使英國與充滿活力國家

建立現代、先進自貿協定，並成

為壹個包含廣泛自貿協定的中

心”這壹前景，理由是CPTPP將

放寬對服務和數字貿易的限制，

而英國認為“這對本國有利”。

但反對者指出，英國出口

最大目標市場是美國、中國、

歐盟和印度（僅對美出口總量

就兩倍於對CPTPP所有國家的

總和），加入CPTPP，遠不足

以抵消脫歐造成的貿易損失。

反對黨工黨影子國際貿易大

臣桑伯利（Emily Thornberry）

就批評稱，保守黨內閣“在未讓

公眾充分享受知情權、未進行充

分討論情況下，就匆匆讓英國加

入壹個離自己萬裏之遙的貿易協

定”，是“缺乏透明度”的。

壹言以蔽之，在英國國內，

許多人對匆匆申請加入CPTPP的

看法，壹如BBC評論的那樣——

“至少暫時只具備象征意義”。

然而，約翰遜及其內閣要

的正是這個象征意義。

由於強硬脫歐所造成的諸多

“綜合征”，以及在應對新冠疫

情時的拙劣表現，約翰遜及其內

閣在英國受到諸多批評和巨大壓力

，急於設法表功，以顯示自己有所

作為，穩定搖搖欲墜的支持率。

為此，約翰遜內閣不惜在

風口浪尖上和歐盟大打“疫苗

戰爭”，而匆匆推動加入

CPTPP，同樣旨在顯示英國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英國可能難以獲得巨大的
經濟利益

對於英國申請加入CPTPP這

件事而言，畫餅雖易，充饑卻難。

工黨影子國際貿易大臣桑

伯利在出言質疑時，稱“我們

甚至不知道英國加入後能否否

決中國的加入申請”。但這番

心態註定有些滑稽：壹只腳尚

未入圈就開始幻想發號施令，

是不是想得太多了些？

部分支持英國加入CPTPP

的分析家則認為，未來美國、中

國都會加入這個跨國自貿協定，

英國此時加入可以搶占有利身位

，為將來大計未雨綢繆。

但很多國際學者已指出，由

於國內反全球化情緒依舊強烈，

美國業已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關系》（RCEP），在目前情況

下都不會急於加入CPTPP。

前美國外交官查莫羅就認

為，目前在美國府、院、朝、

野，“貿易自由化已是奧巴馬

時代的明日黃花，反對加入

CPTPP已成國會兩黨多數人的

共識”。在這種情況下，近期內

美國重返CPTPP“幾無可能”——

事實上，拜登上任以來對此幾乎

只字不提。

如果沒有中、美加入，

CPTPP就會成為壹眾出口經濟體

的組合，而缺乏足以和這些出口

經濟體構成“內循環”的、協定

框架內的開放性大市場，“內循

環”將無從談起。英國的加入既

不足以改變這種尷尬局面，也難

以從中獲得約翰遜和保守黨應許

的“巨大的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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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持續抗議！
印度政府斷網應對，莫迪批評示威者
綜合報導 印度農民對新農業法案

的抗議還在繼續。據路透社報道，抗

議的農民在新德裏周邊郊區進行為

期壹天的絕食，印度內政部切斷了

首都周邊多個地區的網絡服務。印

度總理莫迪 1 月 31 日表示，沖擊新

德裏紅堡的抗議者對印度造成了“侮

辱”。

報道稱，印度內政部1月30日表示

，新德裏郊區發生抗議活動的三處地點

的網絡服務已被暫停，直至當地時間1

月31日23時，以“維護公共安全”。

路透社稱，印度政府經常在他們認為會

發生騷亂的地點切斷互聯網服務，但此

舉發生在首都仍是不尋常的。

印度農民抗議新農業法延續數月，

和平示威活動在近日轉為暴力事件，莫

迪打破沈默，稱示威者在國慶日(共和

國日)當天的行動是“對國家的侮辱”

，對此也感到震驚和難過。據印度《快

報》1月31日報道，莫迪在當天的廣播

講話中說：“1月26日，印度國旗在新

德裏受到侮辱，整個國家

都為此感到悲傷。” 他

強調，政府致力於推動農

業現代化，同時朝著這個

方向實施許多政策。

據記者了解，印度政

府和抗議農民之間至今

已舉行了 11 輪談判，但

由於雙方態度都比較堅

決，目前還沒有達成任

何建設性共識。據報道，莫迪總理 1

月30日主持召開全黨派會議，承諾此

前政府提出的將三項新農業法案暫緩

18個月實施的建議仍然有效，強調政

府將繼續以“開放的態度”解決問題

。不過，多名抗議農民領導人對此並

不買賬，反問政府“為何不幹脆撤銷

法案”，批評政府對其采取斷網等行

動，並呼籲農民務必保持“和平的抗

議方式”。

《今日印度》雜誌網站1月 31日

報道稱，抗議農民 1 月 30 日在“聖

雄”甘地逝世紀念日當天舉行了絕食

行動，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

、哈裏亞納邦、比哈爾邦等多地農民

當天也對此予以聲援。報道稱，政府

與抗議農民之間的新壹輪談判可能將

於2月2日舉行，但旁遮普邦農民1月

31日正駕駛著超過 700輛大篷車和拖

拉機前往新德裏加入抗議示威隊伍，

未來局勢仍難言樂觀。

日本政府將支援日企
開展新冠疫苗國際臨床試驗

綜合報導 日本厚生勞動省近日

決定，為加速日本國產新冠疫苗的開

發，將在國內企業實施大規模臨床試

驗時補貼費用。

據報道，日本國產疫苗已結束以

少數人為對象實施的初期階段臨床試

驗，逐步進入下壹階段。最終階段中

，必須把數萬名試驗對象分為接種真

正疫苗和安慰劑的兩組，比較發病人

數，以確認有效性。

然而，日本存在僅靠國內難以收

集分析所需足夠數量發病者的問題，

若能在海外征集參與者可以實施，但

由於需花費巨額費用，也有企業猶豫

不前，因此政府決定支援費用。

支援對象設想為已補貼完善生產

體系費用的企業，若實施大規模臨床

試驗，將補助所需委托專業企業的費

用以及疫苗運輸費。

據此前報道，日本已同美國輝瑞

公司等3家歐美制藥企業簽署協議或達

成意向，訂購3.1億劑新冠疫苗，定於2

月下旬開始接種。醫護人員將首先接種

，之後是65歲以上老人以及有基礎疾

病的人等。日本中央政府負責疫苗供應

，接種工作由地方政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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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緬甸總統溫敏、國務資政昂山素

季等政府領導人被軍方“扣押”後，緬甸實施為期

壹年的緊急狀態，由副總統敏瑞擔任臨時總統。

據路透社報道，緬甸軍方表示，該國將進入緊急

狀態，並稱由於“2020年大選中存在舞弊行為”，

軍方“扣押”了政府高級領導人。同時，緬甸軍方

電視臺1日稱，總統府宣布將國家權力移交給國防

軍總司令敏昂萊。

緬甸中文網報道稱，當地時間2月1日8點，緬甸軍

方通過軍方“妙瓦底”電視臺發布公告，緬甸實施為期

壹年的緊急狀態法，由副總統敏瑞擔任臨時總統。《華

盛頓郵報》也報道稱，敏瑞將成為緬甸臨時總統。

資料顯示，敏瑞(U Myint Swe)於1951年5月出生

，2001年起先後任緬甸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委員、

仰光省和平與發展委員會主席、第五特戰局局長。2005

年擢升中將，2010年退役，2011年被任命為仰光省行

政長官。2016年3月，其當選緬甸第壹副總統。

另據緬甸金鳳凰中文報消息，軍方表示，緬甸

臨時總統敏瑞(前副總統、軍方代表)於2月1日發布

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宣布根據憲法第417條，對

國家實施緊急狀態。此命令發布之日起生效壹年，

緊急狀態在全國範圍生效。

當地時間2月1日淩晨，緬甸總統溫敏、國務資

政昂山素季及壹些民盟高級官員被軍方扣押。隨後

，緬甸多座城市出現大範圍通信中斷，軍方控制多

地政府和議會。

不顧疫情逛夜店受輿論猛批
日本壹議員遞交辭呈

綜合報導 日本執政黨之壹的公

明黨眾議員遠山清彥近日逛夜店，違

反緊急狀態下的新冠疫情防控規定，

受到輿論猛批。他1日向眾議院議長

遞交辭呈，並向公眾道歉。

日本媒體報道，現年51歲的遠山

1月22日造訪東京銀座夜總會，玩到

深夜。此外，遠山及其秘書被曝2019

年在九州選區的壹家夜總會玩樂，合

計約11萬日元(約合6788元人民幣)花

費卻並非他們自掏腰包，而是由遠山

的政治資金管理團體當作餐飲費報銷。

上述醜聞曝光，引發嘩然。遠山

本月 1日遞交辭呈並向公眾道歉，

“由於我的不當行為以及牽涉我旗下

政治資金管理團體的醜聞，我深深破

壞了公眾對政治的信任”。

日本新冠疫情嚴峻，多名政要卻

因“頂風”逛夜店惹上麻煩。

自由民主黨國會對策委員會代理

委員長松本純被曝1月18日先後出入

東京銀座兩間舞女酒吧，玩到快半

夜。松本承認逛夜店，隨即辭去黨

內職務。

共同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話報道，

松本聲稱自己獨自逛夜店，但是有消

息稱自民黨眾議院議院運營委員會理

事大冢高司、文部科學副大臣田野瀨

太道當時也在場。受醜聞影響，大冢

高司和田野瀨太道打算辭去各自職

務，只保留議員身份。

就執政聯盟兩名議員逛夜店事

件，首相菅義偉在國會道歉：“我們

要求人們晚上8時以後不要在外就餐

、避免非必要且不緊急的外出，卻發

生這種事情，我非常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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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進入中國市場後大受歡迎，更激發新能源汽車
市場活力。圖為Tesla創辦人馬斯克。 資料圖片

一 池 沉

寂的水塘會因

鯰魚的投入翻騰

激起浪花，如果這

池水是中國車市的話，進入中國市場剛滿一年的

特斯拉絕對就是“鯰魚”。過去一年中國車市儘管

曾因疫情受挫，但在鯰魚效應下依然碰撞出活力，

新能源車整體銷量逆勢大漲超10%。各路資本巨頭

挽起袖子紛紛入局，造車新勢力亦相繼崛起。分析

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汽車行業朝向新能

源轉換已不可逆，特斯拉在趨勢切換的關鍵節點上

帶動潮流，而其他國產新能源車也

都站穩各自的市場定位。”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鯰魚”特斯拉 激發市場活力
中國新能源車 去年“疫市”銷量急升逾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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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駕齡的王
慶海先生稱今後換
車會考慮新能源汽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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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這條外來“鯰魚”在中國市場上游弋一
年後，其他眾多車企迫於壓力紛紛崛起，開啟了新
能源車“戰國時代”。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競爭最
激烈的時代，多個標杆品牌相繼豎立、各種技術接
連問世、不同造車理念百家齊鳴，連市場也在變得
多維度化，消費者也越發想成為先行者嚐鮮各種最
新款的新能源車。

在上海任何一個大型商場地下停車庫內，不難
看到各式新能源車，進口的國產的應有盡有，除了
特斯拉，還有蔚來、小鵬、比亞迪、榮威、寶馬混
動等，售價僅幾萬元（人民幣，下同），造型小巧
又卡通的長城歐拉黑貓、五菱宏光MINI EV也可
見。

“中國消費者對新能源車的好感在快速提
升。”鄭贇稱，隨購買者對新能源產品了解度加
深，市場產品供給豐富以及輔助的設施的方便，這
些都有助新能源車的走熱。還有年輕的消費者認
為，喜歡新能源車也是一種生活態度，比如喜歡電
能帶來的強勁動力，環保的理念，甚至是一種信仰
追求。在社交媒體上諸如“買特斯拉純粹是支持馬
斯克的火星移民計劃”、“願為推進自動駕駛收集
數據做測試”等言論到處可見。當然，成熟的消費
者更多是出於務實需求，比如上海北京等大型城市
燃油車牌一牌難求，各地政府豐厚的補貼等，也都
是越來越多消費者選擇新能源車的理由。

當下新能源車市場，進口及國產品牌可謂平分
秋色。乘聯會數據顯示，去年特斯拉Model 3賣了
13.7萬台，五菱宏光MINI賣出超11萬台。實際上，
這兩款車定位完全不一樣，特斯拉主打電動車中的
高端，去年最初起步售價超過30萬元，而宏光MINI
售價2.98萬元起，面向基層用戶。“中國市場有一
個非常大的核心優勢就是本身的空間非常大。”鄭
贇稱，因為有巨大體量在，所以很多品牌都可在細
分市場中分一杯羹，去年新能源車銷售排名前10
的，除了有純電動的還有插電混動的寶馬 5系
PHEV、油電混合的理想ONE等，價格跨度區間亦
十分巨大，高端如寶馬5系插電混動售價49.99萬元
起，蔚來ES6 35萬元起，中端的比亞迪漢21.98萬
起，低價位的歐拉黑貓6.98萬起等。

2020年新能源車銷售前十
排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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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

品牌

特斯拉

五菱宏光

長城歐拉

廣汽埃安

比亞迪全新秦

奇瑞

理想

比亞迪漢

蔚來

寶馬5系

型號

Model 3

MINI

R1

AION S

EV

EQ

ONE

EV

ES6

PHEV

銷量

137,459

112,758

46,774

45,626

41,219

38,249

32,624

28,772

27,945

23,433

同比漲幅

——

——

64.1%

40.4%

1,279%

-2.9%

3,070.5%

——

144.4%

-9.5%

▶ 售 價 僅
2.98 萬元人
民幣的純電
動五菱宏光
MINI。

網絡圖片

▶ 商場內
賺吆喝的比
亞迪。

◀ 地下車庫
正在充電的蔚
來汽車。

2021年的第一天，沒有新品發
布會、沒有任何的廣告

預熱，只是官網上更新了一下、微博上推
送了一下，特斯拉國產Model Y就這樣開
賣了。即使如此低調也迎來高光時刻：該
車型銷售首日即引發官網爆單，部分特斯
拉體驗店更單日單店銷近200輛。當日火爆
到什麼程度？有準買家表示，待在店內1小
時都輪不上進車裏坐一下，想湊近車身看
看細節都得扒開三層人，要和車合影的話
一張照片裏起碼有10多個人頭入鏡。

Model 3年銷13.7萬稱冠
特斯拉的火熱不僅體現在店內景象，

用數據說話更是穩坐新能源車第一把交
椅。乘聯會最新統計顯示，2020年特斯拉
Model 3以13.7萬台的銷量拿下中國新能源
車年度冠軍，按去年中國售出136.7萬台新
能源車推算，特斯拉僅一款車型銷量就佔
中國新能源車市場的10%，而這成績還僅
用一年時間達成。

羅蘭貝格全球高級合夥人、汽車行業
戰略諮詢專家鄭贇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
表示，從政策面和行業結構來說，特斯拉
是被中國市場需要的“鯰魚”，中國汽車
行業從2015年開始就向新能源車做切換，

且明確碳排放在2030年前達到峰值、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正處在傳統燃油
車往新能源車切換的過程中，這是一個不
可逆的趨勢，在這樣的一個關鍵時間節點
上，需要一些明星產品吸引市場目光，而
特斯拉這樣的新品牌和玩家，可以牢牢抓
住消費者的心理。”

鄭贇強調，“特斯拉本身在產品上具
有非常明確的亮點，比如它的自動駕駛功
能，和傳統汽車截然不同的極簡風，甚至
包括其創始人馬斯克帶給品牌的使命感和
未來感，都可以將市場的聚光燈打在新能
源車賽道上。”另從眾多消費者反饋來
看，特斯拉諸多顛覆性玩法的確惹人注
目：如取消4S店做直銷模式、手機可直接
代替車鑰匙，就連店內銷售也不再是西裝
革履，偏工裝的衣風格更像是當下流行
的“科技宅”。

車市體量巨大 無法壟斷
除了性能和品牌，特斯拉另一為人津

津樂道的話題就是定價的調整。今年推出
的兩款國產Model Y較對應的進口版足足
下降了14萬至16萬元（人民幣，下同），
市場上因此將其稱為打價格戰的“鯊魚”。

不過，鄭贇明確表示，新能源車行業

中，單一品牌不可能壟斷市場。“我們認
為到2025年中國市場上乘用車數量可能在
2,500至2,600萬台，按20%的新能源銷售
的話大概是差不多500多萬台，其中純電動
車佔比在70%左右，也就是350萬台的一個
體量。特斯拉目前年產能在50萬台，從銷
量看今年在中國市場上估計約賣出了14-15
萬台，今年在此基礎上就算產銷再激進甚
至翻一番的話，但市場份額還是有限，所
以特斯拉是沒有辦法對中國新能源車市場
造成壟斷的。”他說。

實際上，在特斯拉的帶動下，中國新
能源車市場整體活躍。

中汽協近日公布，2020年中國新能源
汽車產銷增速由負轉正，產銷量
分別為 136.6 萬和 136.7
萬輛，同比分別增長
7.5%和 10.9%。其
中純電動汽車產銷
分別為110.5萬和
111.5萬輛，同比
增 長 5.4% 和
11.6%；插電式混合
動力汽車產銷26萬和
25.1 萬 輛 ， 同 比 增 長
18.5%和8.4%。 ■■鄭贇鄭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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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歐洲的古堡歐洲的古堡、、教堂教堂，，或古蹟活化的文化場地中邂逅音樂或古蹟活化的文化場地中邂逅音樂
會已是旅行尋常事會已是旅行尋常事，，垂誼樂社創辦人之一兼藝術總監李垂誼樂社創辦人之一兼藝術總監李

垂誼垂誼，，正是在歐洲演奏期間發覺其獨特魅力正是在歐洲演奏期間發覺其獨特魅力，，由此決定由此決定
將古蹟音樂會的理念帶回香港將古蹟音樂會的理念帶回香港，“，“古蹟音樂會未必古蹟音樂會未必
在全世界適用在全世界適用，，但香港的古蹟建築融匯了中西風但香港的古蹟建築融匯了中西風
格格，，所以在香港做這件事所以在香港做這件事，，會有特別的意會有特別的意
義義。”“。”“樂樂．．憶古蹟憶古蹟””計劃應運而生計劃應運而生，，每年每年
以香港不同的古蹟作主題以香港不同的古蹟作主題，，音樂足跡走遍孫音樂足跡走遍孫
中山紀念館中山紀念館、、香港茶具文物館香港茶具文物館、、香港醫學博香港醫學博
物館物館、、饒宗頤文化館等饒宗頤文化館等，，以音樂為大眾開啟以音樂為大眾開啟
欣賞和了解古蹟的新角度欣賞和了解古蹟的新角度。。

為不同範疇藝術家提供平台
計劃於2019年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捐助，與大館等古蹟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注入
駐場藝術家、導賞及教育項目等多種新元素，望為
觀眾呈現別具意義和更深入的音樂體驗。對此，大館
表演藝術部主管錢佑表示，大館作為香港最主要的古蹟之
一，當然樂於與垂誼樂社長期合作，發掘大館古蹟群各個角落
的故事，“‘賽馬會樂．憶古蹟’的活動包括免費社區音樂
會、導賞團及新作首演，涵蓋了古今中外的音樂作品，由音樂
家親自向大眾闡述選曲及作曲意念，切合了大館推廣藝術的宗
旨。另一方面，大館為藝術家及音樂會觀眾提供導賞團，深化
對古蹟及保育的認識，令他們無論在演奏或欣賞中都更加投
入。”他更指出，垂誼樂社以公開招募的方式甄選新晉作曲
家，每每帶來驚喜，例如去年其中一位獲選的作曲家廖梓丞是
建築系學生，無論對大館的建築和歷史都有獨特的體會，在作
品上亦呈現了豐富的音樂感，“大館非常樂意為不同範疇的藝
術家提供平台，讓他們得以創作及成長。”

從保良局到大館的音樂輪迴
李垂誼稱，歐洲很多古蹟幾百年前已經與當時的知名音樂

家合作，這樣的曲目如今在古蹟演出，自然比現代化的音樂廳
更為適合。香港的古蹟自然承載着本地的歷史，他在選曲時也
盡可能考慮其與古蹟的關聯，樂社因此每年都會舉辦作品徵集
比賽，從中選擇兩位本地年輕作曲家，在資料收集與實地考察
之後，特別為古蹟作新曲，“他們的作品很有意思，可以從中
觀察到他們的性格和風格，感受到年輕人的創造力和無限能
量。希望比賽可以給他們機會，找到一條發揮自己的道路。”
他說。

“樂．憶古蹟”計劃2013年由位於銅鑼灣禮頓道66號的
保良局中座大樓拉開序幕，或因李垂誼從小於銅鑼灣長大，對
保良局有着既熟悉又陌生的特殊感情，“關帝廳雖然不是音樂
廳，但是很適合演奏，我發現很多來聽音樂會的觀眾，都對這
個古蹟很有興趣，很多人甚至之前都不知道保良局可以入內參
觀。”那年，由本地年輕作曲人梁書銘創作的《禮頓道66
號》，於保良局這所二級歷史建築內首演，李垂誼笑稱：“這
些首演將成為歷史事件，年輕作曲人未來可期，這也是一種文
化投資。”去年11月，垂誼樂社將音樂會又帶回了保良局，
此亦成為去年的尾場，待疫情緩和後再計劃踏出新一步。

與保良局音樂會不同，對李垂誼而言，大館音樂會的意義
在於長期合作關係的建立，樂手的演出也不僅局限於賽馬會立
方的單一表演場地。去年秋季，他們走到昔日的中央裁判司
署、域多利監獄等不同角落，演奏由皮亞佐拉至韋華第的音
樂，再於11月的音樂會中演奏亞倫斯基和貝多芬的名曲，而
作品徵集比賽的優勝者作品，包括廖梓丞《浮城一瞥》與周子
騫《渡人．一牆．過客》的首演亦在此間獻上。未來，他更希
望帶領音樂新星們一起，繼續研究在大館不同角落演奏及尋找
音樂靈感的可能性。

以音樂開啟探索古蹟新角度以音樂開啟探索古蹟新角度

滄桑歷史與人文精神的碰撞滄桑歷史與人文精神的碰撞
香港昔日深水埗主教山拆卸荒廢多年的食水減壓缸香港昔日深水埗主教山拆卸荒廢多年的食水減壓缸，，使逾百年歷史的巨型古羅馬式地下蓄水池重見天日使逾百年歷史的巨型古羅馬式地下蓄水池重見天日，，引發市民爭往觀賞引發市民爭往觀賞，，影相留影相留

念念，，呼籲保育呼籲保育。。港人對古蹟的熱情是否為曇花一現尚未可知港人對古蹟的熱情是否為曇花一現尚未可知，，但香港也並非所有經保育活化的古蹟都如大館及但香港也並非所有經保育活化的古蹟都如大館及PMQPMQ元創方般廣為人知元創方般廣為人知，，齊齊

聚展覽表演場地聚展覽表演場地、、餐廳酒吧及文創小店餐廳酒吧及文創小店，，開放多年依然熱度不減開放多年依然熱度不減。。無論是如保良局歷史博物館無論是如保良局歷史博物館、、香港茶具文物館香港茶具文物館、、香港醫學博物館等香港醫學博物館等，，承載承載

歷史卻相對默默無聞的博物館歷史卻相對默默無聞的博物館，，還是已涵蓋了多種功能的大館還是已涵蓋了多種功能的大館，，都在不斷尋找探索古蹟的新角度都在不斷尋找探索古蹟的新角度，，而古蹟音樂會正搭建了一個新舞台而古蹟音樂會正搭建了一個新舞台，，更邀更邀

得本地年輕作曲家專為古跡作新曲得本地年輕作曲家專為古跡作新曲。。這是凝固建築與流動音樂的融合這是凝固建築與流動音樂的融合，，也是滄桑歷史與人文精神的碰撞也是滄桑歷史與人文精神的碰撞。。

採訪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張岳悅 部分相片由垂誼樂社提供部分相片由垂誼樂社提供

生於香港的廖梓丞正修讀香港大
學建築學碩士，他在作曲時考慮最多
的也是如何連結音樂與建築，嘗試在
大館尋找一些有趣的空間，將其轉化
為音樂去表達。他明白，古蹟的價值
不只在於建築物本身，更重要的是這
些建築與人和社區的關係。現時的大
館由不同的新舊建築組成，音樂廳所
在的賽馬會立方亦是新建築的代表，
這種新舊的交雜與空間的轉換，賦予
他豐富的創作靈感。最終，他選擇了
一條由演奏廳通向藍閘的路，途經洗
衣場及監獄操場，“藍閘有很特別的
意義，是從前域多利監獄的主要出入
口，所以我會嘗試用音樂營造一種空
間轉換的感覺。”在原本的構想中，
作品希望配合實體空間中演奏者及觀
眾的移動，從演奏廳內帶領觀眾如儀
式般前進至藍閘，但因疫情暫未能實
現，故改以預錄音軌嘗試捕捉原先路
徑以及大館各處不同的聲景與聲學空
間，於演奏廳內重現。
《浮城一瞥》中的“浮城”既指

大館，亦指港島，引申大館和香港的

歷史息息相關，而“一瞥”則指通過
這條路走出藍閘的短暫旅程。為了尋
找創作靈感，他曾多次前往大館，對
建築分布及至細節都了然於心，再通
過導賞團深入了解更多歷史故事，也
意識到古蹟承載故事的意義。他認
為，大館是香港比較成功的保育案
例，保留了大型建築群的古蹟氣氛，
參觀中，他亦對狹長通道兩側狹小囚
倉的印象格外深刻。

當他在大館聽到自己的作品，視
線穿過舞台背後似真如幻的光影，隱
約見到那條通往藍閘的路，也是一種
特別的體驗。他稱，香港的古蹟通常
並非為音樂會而建，這種聯繫需要人
去建立，而音樂是了解建築的一個很
好的媒介，音樂帶動歷史氛圍的瀰
漫，也將改變觀眾對於所處空間的體
會，“這件事值得多點去做，這賦予
古蹟新的意義。”當昔日監獄化身藝
文之地，音樂的元素幫助人們了解認
識更多關於大館和時代的故事，也是
給音樂家和觀眾一個富有歷史感的新
選擇。

據李垂誼介紹，樂社過往也會將音樂會影片發布於網
上，去年由於疫情關係，與大館合作拍攝了4輯“賽馬會樂
．憶古蹟”網上音樂會短片，涵蓋演奏之餘，亦聆聽樂手講
述自己與大館的故事。截稿當日，此網上音樂會短片前兩輯
在YouTube的觀看次數約1.5萬次。李垂誼坦言，自己其實
並不想做更多網上音樂會的事情，“古典音樂的聲音質地很
重要，我們不想讓觀眾因為手機播放的音質未盡理想而誤會
古典音樂。我們在網上做的事更多是為吸引年輕人關注事
件，疫情過後會來聽現場音樂會，真正欣賞到古蹟和音樂的
價值，這會是一個特別的體驗。”

與之相對的，是他此間廣邀音樂界的朋友，如音樂學院
教授、知名音樂家等，以座談的方式為計劃出國深造音樂、
卻因疫情未能實地諮詢及考察的學生指點迷津，“學音樂不
能僅在家閉門苦練，名師指點和訊息獲取也相當重要。”他
說。

廖梓丞廖梓丞創作創作《《浮城一瞥浮城一瞥》》
““音樂賦予古蹟新的意義音樂賦予古蹟新的意義””

網上音樂會 只是權宜之計﹖

■■計劃亦為觀眾提供導賞團計劃亦為觀眾提供導賞團，，豐富其音樂會體驗及對古豐富其音樂會體驗及對古
蹟的認識蹟的認識。。

■■垂誼樂社去年於大館賽馬會立方舉辦古蹟音樂會垂誼樂社去年於大館賽馬會立方舉辦古蹟音樂會。。

■■垂誼樂社去年再次回到保良局中座大樓關帝廳演奏垂誼樂社去年再次回到保良局中座大樓關帝廳演奏。。

■■李垂誼李垂誼

■■錢佑錢佑
大館提供大館提供

■■廖梓丞由這條演奏廳通向藍閘的路獲取靈感廖梓丞由這條演奏廳通向藍閘的路獲取靈感。。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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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專校聯會 風雅集 Kick off
活動創意新鮮 手機短片比賽出爐

（本報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1月30日以視訊方式舉辦第20屆年會暨會
長交接典禮，由第六屆會長趙海藍交接給第七屆會長李震台，來自全球超過百位姊妹前來見證。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
奕芳及副主任楊容清也上線致意。

趙海藍在開場時感謝姊妹們兩年來對她的全力支持。羅復文對於工商婦女
會的成就十分讚賞，他表示疫情過後一定前往達福地區探望大家。陳奕芳對
於工商婦女會在疫情期間活動力一如往昔，像梅花一樣越冷越開花，充分表
現出女性毅力及堅強，表示十分欽佩。包括世界總會長陳阡蕙及黎淑瑛等歷
任名譽總會長也對新舊任會長給予祝福及鼓勵，充分顯現工商婦女會的團結
及向心力。這次活動由僑務委員孟敏寬主持，她有條不紊、流暢的引領大家
回顧工商婦女會的歷史沿革及趙海藍任內所辦理的諸多精彩活動。

在見證交接儀式之後，羅復文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頒發感謝狀及
賀狀給趙海藍及李震台，他感謝趙海藍的無私奉獻，並期勉李震台再接再厲

、開創新局。李震台在致詞時表示，在兩年任期中將延續前人的穩健腳步，繼續為工商婦女會服
務。

【【本報訊本報訊】】美南大專校聯會旗下的風雅集於美南大專校聯會旗下的風雅集於 11月月2323日日
星期六下午二星期六下午二 時舉辦時舉辦 「「20212021年風雅集年風雅集kick offkick off」」活動活動，，成成
立立2121年來因為疫情影響而改在線上進行年來因為疫情影響而改在線上進行，，集思廣益有更多集思廣益有更多
創意活動創意活動，，今年的系列活動如期進行今年的系列活動如期進行，，當日除會長劉美玲當日除會長劉美玲
以及風雅集召集人周芝陽以及風雅集召集人周芝陽、、理事和會員們共襄盛舉理事和會員們共襄盛舉。。

主持人何怡中首先邀請大專校聯會會長劉美玲主持人何怡中首先邀請大專校聯會會長劉美玲，，人在人在
台灣時間是清晨台灣時間是清晨44點和大家致詞點和大家致詞，，她表示對風雅集的活動她表示對風雅集的活動
富有多元化以及實用性表達肯定富有多元化以及實用性表達肯定。。周芝陽致詞感謝理事團周芝陽致詞感謝理事團
隊隊，，因為大家的支持和付出因為大家的支持和付出，，20202020年雖然在疫情之下年雖然在疫情之下，，風風
雅集仍然交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雅集仍然交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成功舉辦各種財經講成功舉辦各種財經講
座座、、排舞排舞、、生活園地生活園地、、美食烹飪美食烹飪、、太極及瑜伽等太極及瑜伽等。。同時她同時她
也向大家介紹也向大家介紹20212021年理事團隊分別有執行委員徐小玲年理事團隊分別有執行委員徐小玲、、鄧鄧
嘉陵嘉陵、、孫雪蓮和鍾宜秀孫雪蓮和鍾宜秀，，以及委員謝家鳳以及委員謝家鳳、、許健彬等許健彬等。。

當日為風雅集所舉辦的第一屆當日為風雅集所舉辦的第一屆Smart PhoneSmart Phone 短片觀摩賽短片觀摩賽
，，有優勝作品頒獎和影片制作人介紹有優勝作品頒獎和影片制作人介紹，，主題為主題為My Covid PanMy Covid Pan--
demic Lifedemic Life，，長度長度22分鐘的原創作品分鐘的原創作品。。以以YouTubeYouTube上以公眾按上以公眾按
讚數目選出前三名的優勝者讚數目選出前三名的優勝者。。第一名戴學蘋第一名戴學蘋：：客居紐約首府客居紐約首府
十年十年，，暢遊各地掠影暢遊各地掠影。。第二名黃志強第二名黃志強：：太極之美太極之美。。第三名胡第三名胡
小蓮小蓮：：Big bend national parkBig bend national park 。。會中播放優勝者影片及分享得會中播放優勝者影片及分享得
獎感言獎感言。。另外另外，， JCCAAJCCAA 特別設計高貴優雅且有紀念價值特別設計高貴優雅且有紀念價值
Crystal iPhone holderCrystal iPhone holder贈送每一位參賽者贈送每一位參賽者。。

接著頒發影評人接著頒發影評人JudgeJudge’’s selections selection 的獎項的獎項，，邀請到的評審邀請到的評審
有休士頓僑界新聞人謝慕舜有休士頓僑界新聞人謝慕舜、、廖良基博士及風雅集的資深理廖良基博士及風雅集的資深理
事謝家鳳事謝家鳳。。兩個優勝作品分別是周芝陽兩個優勝作品分別是周芝陽：：Our pandemic life onOur pandemic life on
the loosethe loose，，另一位是丁幼珍的另一位是丁幼珍的 My pandemic lifeMy pandemic life，，在兩位優勝獎在兩位優勝獎
之外之外，，評審老師還加了一個評審老師還加了一個 Honorable mentionHonorable mention，，劉修齊的劉修齊的
「「flying nanniesflying nannies」」獲得獲得。。

會議中謝家鳳介紹會議中謝家鳳介紹20212021年風雅集系列活動年風雅集系列活動，，元月有張文元月有張文
麗醫生和余兆一主醫生演講麗醫生和余兆一主醫生演講 「「亞洲人對亞洲人對COVID-COVID-1919疫苗疫苗，，安安
全性和有效性全性和有效性」」 ；；三月三月、、四月每星期一有四月每星期一有：：八段錦八段錦、、五禽戲五禽戲

、、易筋經易筋經，，邀請知名老師馬永平主講邀請知名老師馬永平主講。。每周五有銀髮族瑜伽每周五有銀髮族瑜伽
班和身體調整班和身體調整，，邀請周芝陽主講邀請周芝陽主講。。另外生活園地講座分別有另外生活園地講座分別有
每週烹飪課程每週烹飪課程、、生活生活DIYDIY 以及各類講座以及各類講座，，像像33月月33日由謝家鳳日由謝家鳳
主講的主講的 「「簡易烘焙酥餅簡易烘焙酥餅」」、、吳哲芳博士主講吳哲芳博士主講 「「園藝巧思園藝巧思」」、、33
月月1010日何怡中的日何怡中的 「「金橘蜜餞金橘醬金橘茶金橘蜜餞金橘醬金橘茶」」、、33月月1717日袁萱日袁萱
的的 「「百變巧克力點心百變巧克力點心」」、、謝家鳳主講的謝家鳳主講的 「「奶油湯和意大利面奶油湯和意大利面
麵包麵包」」等等等等。。

除了美食之外除了美食之外，，還有黃志強博士主講的還有黃志強博士主講的 「「智能手機照片智能手機照片
處理和處理和iMovieiMovie模板模板」」、、王麗娜的王麗娜的 「「紙筆墨硯及書法入門紙筆墨硯及書法入門 」」
及詹硯文的及詹硯文的 「「詹老師音樂教室詹老師音樂教室 &karaoke Club&karaoke Club」」、、張南庭講張南庭講
「「現階段的現階段的 投資策略投資策略」」、、廖良基博士主講廖良基博士主講 The AmazingThe Amazing

American Park Yellow StoneAmerican Park Yellow Stone，， 另外如疫情轉佳將舉辦秋夜觀星另外如疫情轉佳將舉辦秋夜觀星
遊遊，，Natural Bridge CavernsNatural Bridge Caverns 等戶外活動等戶外活動。。關於關於JCCAAJCCAA 更多活更多活
動細節及報名參加春季動細節及報名參加春季Zoom ProgramZoom Program 請上網請上網http://www.jchttp://www.jc--
caa.netcaa.net ，， 或 連 絡 召 集 人 周 芝 陽或 連 絡 召 集 人 周 芝 陽 713713--898898--98929892 和 謝 家 鳳和 謝 家 鳳
281281--224224--07040704。。

北德州分會和全球姊妹分享活動成果北德州分會和全球姊妹分享活動成果

趙海藍功成身退 李震台接掌世華工商婦女會北德分會

全球超過百位世華姊妹以視訊方式共襄盛舉全球超過百位世華姊妹以視訊方式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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