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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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rsday, 2/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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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ie LinJosie LinJosie Lin
休斯頓資深千萬經紀

購屋 |商業 |投資 |⽣意    ⼀站式服務  

聯⽲地產
中國城中國城中國城
亞洲城亞洲城亞洲城

全新蒂凱佳苑精品公寓
24.2萬起

凱蒂亞洲城商圈旺鋪
招商中
與休斯頓⼤學 ,  休斯頓社區⼤學 ,  HMart,  鮮芋仙 ,  85C,
海底撈 ,添好運 ,  Kura等名店為鄰

(713) 630-8000(713) 630-8000(713) 630-8000

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

1,000 ~ 8,000平⽅英呎

（中央社）根據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今天
公布的分析，嬌生集團（Johnson & Johnson）研發的單
劑疫苗，可安全有效預防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這種疫苗有望迅速獲批准。

FDA官員在今天公布的文件中指出，嬌生單劑疫苗在
試驗中似乎安全及有效。接種這支疫苗後14天就可開始產
生防護力，但到28天後防範重症的效果更佳。

FDA科學家證實，對於防範中度及嚴重病症，嬌生疫
苗整體保護力約66%，而防範最嚴重病症的效力則達約
85%，而且使用具安全性。嬌生疫苗只需注射一劑，而非
兩劑，可能有助加速疫苗接種。

FDA獨立專家小組將於26日開會，辯論是否有足夠證
據，建議批准各界期待已久的嬌生疫苗。獲得專家建議後
，FDA預計將於幾天內做出最後決定。

FDA批准疫苗與否不一定要遵循專家建議，但在核准
輝瑞（Pfizer）及莫德納（Moderna）疫苗時都曾聽取專家
意見。嬌生疫苗若獲得批准，將是美國第3個疫苗選項。

可望批准 美FDA分析顯示嬌生疫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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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我們在美南新聞廣場上展開
了一場救災活動，感謝國會議員格林好弟
兄之協助，來自休斯敦食物銀行之大卡車
加入了救人行列，多年來，當大家遭遇災
難時， 我們都願意伸出援手 略盡薄力，
這也是我此生中最感到溫馨的時刻，看到
無數災民经過了美南新聞廣場，心中也是
五味雜陳，有多少生活在社會底層不幸的
兄弟姐妹們。

在美洲大陸生活了數十年，上週之嚴
寒風雪，考驗了在生死存亡之關健時刻，
如何求生，但是許多人還是在災难中失去
了生命。

居住在墨西哥灣加維士頓市的兩位居
民居然在寒冷之天氣中活活凍死，一位退
役老兵因氧氣呼吸氣缺電而不治。

當氣溫降至零下十七度時，上週最高
峯時間有超過四百萬家庭失去電力，更有
許多家庭因水管破裂而沒有飲水。

今天我們必須嚴厲地檢討，為何徳州
遭受如此大之災情，除了天災，更是人禍
，如果不立即改善，未來之难題仍然無法
解決。

拜登總統週五將到訪德州休斯敦，他
對災區及災民之關懐，我們是無比之感激
，希望天佑美國了。

Our dear brother Congressman Al Green’ s
Winter Storm Recovery Drive came to the In-
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day. With the help
of the Houston Food Bank’ s sponsorship,
we will be able to help many families in this ar-
ea to get some much needed food and water.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our community
has suffered so much in many natural disas-
ters. We are doing our best to help each other.

Last week’s power outages and loss of run-
ning water have left Texas and other parts of
the south still feeling the affects of the deep
freeze up until this week. The storms have al-
so delay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deliv-
ery of vaccines to several states and has
caused a serious shortage of food and water.

President Biden has now signed a major di-
saster declaration for Texas and he will pay a
visit to Houston on Friday.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has convened a
meeting of state legislators to discuss how the
weather crisis happened last week. The state
’s power plants were not ready for the freez-
ing conditions and natural gas was hit the
hardest. Production froze as did the pipelines
that transport the gas.

We are so worried that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take care of this problem now, we might
be facing the same proble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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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20212021

Sending Warmth ToSending Warmth To
The CommunityThe Community

溫暖人間溫暖人間 人溺己溺人溺己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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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巨星老虎伍茲再次成為世界頭條
新聞人物, 不過這次不是在球場奪冠, 而是在加
州駕車疾馳釀造車禍, 車子翻覆多次, 險象環生
, 救護人員需用救生鉗才把困在車中的伍茲解
救出來, 他雖存活下來, 但雙腿嚴重骨折，小腿
脛骨和腓骨碎裂，要靠金屬棒穩定，腳骨和足
踝亦靠螺絲釘固定, 恐將終結高球生涯，真是
令人 唏噓！

老虎伍茲的一生充滿傳奇故事, 他在球場
上的非凡經歷與崢嶸歲月是值得世人閱讀的勵
志章篇, 但在球場外他的糜爛生活則讓人不敢
恭維。

身上流有泰國華裔血液的伍茲堪稱天才神
童,從小在非裔父親栽培下，八歲嶄露頭角，廿
一歲投入職業賽事，廿三歲贏得名人高球賽第
一座王冠，從此打遍天下無敵手，共贏得15
個大滿貫冠軍與82個美國巡迴賽冠軍,成為高
球標竿人物。

但恃寵而驕的伍茲在經歷背傷手術、婚外
戀情、性愛醜聞、酒後駕車以及離婚官司後萎
靡不振，一度邂逅排名世界第一的滑雪運動巨

星林狄•沃恩，兩人閃電相交，也閃電分手，
又給他造成巨大打擊,戰績不佳，從世界排名第
一跌落到第1199名，眼看大勢已去，沒想到
他 2019 年東山復出，戲劇般逆轉，兩次在
PGA巡迴賽奪冠，更在名人賽充份展現出獨特
悟性與強勁爆發力，以43歲高齡奪下美國名
人賽王冠， 那是他第五次贏得名人賽冠軍，與
上次奪魁相距十四年之久。

伍茲一直是一個冷酷的運動員，他很少讓
球迷或對手瞭解他的內心世界。

當他在與自己衰弱的身體鬥爭時,這位有血
有肉的冠軍手也會展現出溫柔的一面。在去年
底的PNC親子活動上，伍茲和他11歲的兒子
一起玩耍，從外表舉止他都表現出非常溺愛孩
子的一面, 在接受體採訪時他曾憂心表示, 並不
確知自己的背部手術是否會阻止他參加未來的
比賽,當時社群媒體都在議論，如果老虎不打球
了,會發生什麼?

現在,這一刻，竟匆匆到來了, 然而阻止他
打球的卻非背傷, 而是更嚴重的腳傷，以這種
意外車禍終 結職業生涯, 算不算是天忌英才呢?

李著華觀點︰老虎落難-伍茲車禍恐終結高球生涯

美國總統拜登提名的財政部2把手人選艾
迪耶摩說，終結全球各地2019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對美國利益而言至關重要
，若要達成這個目標，必須提供資源給部分貧
困國家。

路透社報導，艾迪耶摩（Wally Adeyemo
）在任命聽證會上，被聯邦參議院財政委員會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問及國際貨幣
基 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貨 幣
「特別提款權」 （Special Drawing Rights）

重新分配的可能性，以讓富有國家提供額外資
源給低收入國家。

艾迪耶摩說： 「如果我們想確保不會持續
受到COVID-19影響，就應提供金融資源給全
球最貧窮的國家，這在我國國家安全上至關重

要。」
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華倫（Elizabeth War-

ren）告訴艾迪耶摩，國際貨幣基金發行新特
別提款權等同於中央銀行印鈔，川普政府持反
對立場予以擋下並不令人意外，但她希望拜登
政府可以做出改變。

她說： 「我希望財政部能承諾提供這個關
鍵支持。除非各方疫情都結束，否則對我們來
說疫情也沒有終結；除非各國經濟都恢復，否
則我們經濟也無法完全復甦。」

美國天主教主教團（U.S. National Con-
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與一個信仰團體
聯盟今天致函拜登，敦促他支持國際貨幣基金
發行3兆美元的特別提款權，協助受疫情重創
的低收入國家。

美副財長人選：援助窮國對抗疫情 攸關美利益

日本沖繩縣那霸市政府免收孔廟地租一事，被市民認為違反
憲法 「政教分離」 原則，一狀告上法院。最高法院今天審理此案
判決市府免收地租違憲。

日本產經新聞報導，那霸市以無償方式提供公園內的用地讓
人設立祭祀儒教之祖孔子的孔廟。有市民認為，孔廟屬宗教設施
，市府免收地租是不符 「政教分離」 原則，事涉違憲，因此提告
。

被告那霸市政府主張，儒教無宗教性，孔廟屬於觀光資源，
且有社會意義，祭孔是沖繩文化的一部分；管理至聖廟的久米崇
聖會並非宗教法人，認為孔廟不屬於宗教設施。

此案一、二審都判原告市民勝訴，今天最高法院三審宣判那
霸市府違憲。

今天審理此案的最高法院法官大谷直人認為，那霸市孔廟的
宗教性不可謂輕微，那霸市府無償提供用地設孔廟，難怪會被市
民認為是對特定的宗教提供方便。

那霸市的孔廟稱為 「久米至
聖廟」 ，位於那霸市松山公園內
，占地1335平方公尺。

中國明朝時期，被稱為 「久
米三十六姓」 （閩人三十六姓）
的福建人，從中國遷居琉球（沖
繩），其子孫成立一般社團法人
「久米崇聖會」 ，負責管理經營

至聖廟，每年舉辦祭孔典禮等活
動。

久米至聖廟原建於17世紀；二戰時期遭焚毀後，於他處重
建；2013年遷至離原址較近的松山公園內。管理公園的那霸市
政府，當年除了核准至聖廟遷址，也決定免收每個月48萬日圓
的土地使用費。

2014年那霸市政府與至聖廟續約，維持免地租措施時，部

分那霸市民認為，孔廟是宗教設施，市政府違反憲法規定政教分
離原則，一狀告上法院。

日本國憲法20條規定，宗教團體不得接受國家賦予特權、
國家不得進行宗教活動；憲法89條也規定，公款不得用於為宗
教提供方便。

此案是日本最高法院判決不符政教分離原則違憲第3個判例
。過去2件不符政教分離的違憲判例，對象都是日本神道教。

沖繩那霸市府免收孔廟地租 日最高法院判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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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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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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綜合報導 社交平臺臉書“拉黑”澳

大利亞後，該國總理莫裏森連續兩天發聲

。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報道，莫

裏森當天敦促臉書公司停止對澳用戶分享

和獲取新聞的限制，與新聞出版機構壹同

“回到談判桌”。莫裏森還表示，他不會

理會臉書的威脅，並稱這“不是和政府打

交道的好方式”。此前壹天，莫裏森曾直

指臉書此舉形同“霸淩”。

ABC報道稱，莫裏森對記者表示：

“我只想告訴臉書，這裏是澳大利亞，

若想在這裏做生意，就必須遵守我們的

規定。他們（臉書）昨天關閉那些網站

的做法是某種威脅，我知道澳大利亞人

對此是如何反應的，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這不是壹步好棋。他們應該趕快放棄這

種做法，回到談判桌，我們壹起想辦法

解決問題。”

莫裏森還表示，他18日與印度總理

莫迪討論了圍繞臉書的爭議。此外，他

還和英國、加拿大和法國的領導人討論

了澳政府的“新聞媒體和數字平臺強制性

議價法案”。他說，澳大利亞正在做的事

在世界範圍引發關註，今後很可能會被其

他西方國家的司法機構效仿。報道稱，澳

政府推出的這項法案將於下周接受議會參

議院投票，最快下周生效。

據澳媒此前報道，臉書18日開始禁

止澳大利亞用戶在其平臺上分享、瀏覽新

聞。受此影響，澳大利亞用戶壹度無法瀏

覽當地氣象、消防、衛生等公共服務部門

的臉書賬戶內容。據《悉尼先驅晨報》19

日報道，對於非新聞機構發布的內容無故

“躺槍”，臉書亞太地區公共政策負責人

西蒙· 米爾納當天表示：“這是壹件非常

困難的事情。我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我們對在執行過程中所犯的某些錯誤感

到抱歉。”米爾納還表示，不排除新聞內

容最終回歸臉書平臺，“任何決定都在澳

聯邦政府手中”。

ABC稱，澳大利亞國庫部長喬什· 弗

萊登伯格19日表示，在臉書屏蔽澳媒內

容後，已與臉書創始人馬克· 紮克伯格進

行了兩次會談，雙方將於當天舉行進壹步

會談，並試圖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

據報道，加拿大文化部長吉爾伯特

強烈譴責臉書封禁澳大利亞新聞壹事，

認為其“高度不負責任”，並稱將制定

與澳大利亞類似的新聞出版法規，要求

數字平臺為新聞內容付費，若臉書像對

澳大利亞那樣限制該國新聞，加拿大不

會因此讓步。

德國逾22%新增確診病例
系感染變異毒株

綜合報導 德國衛生部長施潘表示，在英國首先發現的新冠病毒變異

毒株已占到德國過去兩周內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病例的22%以上。他

警告稱，變異毒株不久後或將成為在德國傳播的主要毒株，必須作好應

對準備。他呼籲人們繼續遵守防疫規定。

德國疾控部門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分別為7556人、

560人。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17日晚21時28

分，德國累計確診2362952人、治愈2153918人、死亡67173人。截至當

天，德國已接種 4422007 劑疫苗，其中 2896064 人接種了第壹劑、

1525943人已接種第二劑。

施潘當天在柏林的記者會上作出上述表示。他援引疾控機構研究數

據表示，與兩周前相比，首先在英國發現的新冠變異毒株占德國新增確

診病例的比例已從僅6%左右激增至22%以上。另壹種首先在南非發現的

變異毒株則占1.5%。施潘警告稱，變異毒株不久後或將成為在德國傳播

的主要毒株，必須作好應對準備。

談及當前充滿爭議的“解封”時間表問題，施潘表示，德國新增確

診人數總體看已持續下降，這表明采取的措施已經見效。他同時提醒，

當前圍繞“解封”的辯論要考慮到變異毒株傳播性更強這壹重要因素。

德國總理默克爾日前給出的“解封”先決條件是：如果該國“平均

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人數”在允許商店重開後能夠連續兩周穩定

在35以下，那麼就可以考慮進壹步“解封”。但包括默克爾所在的執政

黨基民盟新任主席拉舍特在內的壹些政界人士對選取“35”這壹臨界值

提出了批評，認為缺乏足夠的科學依據。

施潘強調，他並不反對建立在上述指標之上的“解封”方案，但在

方案制定過程中壹定要考慮到病毒變異的嚴重性，且每兩周必須對變異

毒株傳播狀況進行壹次評估。

個人資料收集存在問題
意大利向臉書開出700萬歐元罰單

綜合報導 意大利競爭與市場管理局(AGCM)宣布，由於美國社交媒

體“臉書”(Facebook)在個人資料保護方面有誤導行為，決定向其開出

700萬歐元罰單。

據報道，意大利競爭與市場管理局指出，“臉書”並未將收集個人

資料的方式、這些資料會如何用於商業等告知使用者；加上“臉書”對

於意大利當局要求改變作為的行政指令，始終置之不理，AGCM遂決定

向“臉書”開出罰單。

報道稱，AGCM表示，即使“臉書”不再宣傳提供免費服務，但在

按商業用途對使用者資料進行收集和使用時，依舊未提供清楚明了的信

息。考慮到使用者提供給“臉書”的資料具有的經濟價值即代表他們使

用“臉書”所支付的費用，因此消費者有必要知道這類信息，以決定是

否加入這項服務。

對此，“臉書”發言人回應稱，“臉書”已更新服務條款，並發布

了臨時頁面以通知用戶，例如“我為什麽查看此廣告”或“廣告偏好設

置”。同時，“臉書”已針對意大利競爭與市場管理局開出的罰單提起

上訴。

據介紹，2018年，意大利競爭與市場管理局曾對“臉書”開出500

萬歐元罰單，理由是“臉書”從事不公平的交易行為，並要求“臉書”

做出改變。

中間商兜售來源不明疫苗 意大利或已出現疫苗黑市
綜合報導 路透社報道，

有中間商向意大利北部威尼

托大區官員推銷 2700萬劑

來源不明的輝瑞新冠疫苗，

意大利可能已經出現了疫苗

黑市，意大利警察正對此進

行調查。

《衛報》指出，目前意

大利的新冠疫苗接種由政府

集中管理，制藥公司都直接

與政府簽約。據美聯社報道

，威尼托大區主席盧卡· 紮

亞表示，在公開對意大利疫

苗短缺的困境和歐盟疫苗合

同的保密性表示沮喪之後，

有中間商聯系他並表示可以

提供輝瑞新冠疫苗，這些疫

苗來源不明。

美國輝瑞制藥有限公司

的發言人Andrew Widger表

示，在歐盟地區，新冠疫苗

直接提供給政府或歐盟委員

會，並沒有向中間商提供新

冠疫苗。

據路透社報道，當地時

間2月19日，紮亞表示已經

通知意大利憲兵衛生警察部

隊（NAS）調查這些疫苗。

“我們不知道這疫苗是好是壞

，或者只是蒸餾水，我們只是

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路透社評價稱這些疫苗

的出現十分反常。據悉，意

大利方正試圖查明是否已經

出現疫苗黑市。

不只威尼托大區有來源

不明的疫苗，意大利警察還

在調查壹名假冒的英國阿斯

利康制藥公司代表，他試圖

向翁布裏亞大區官員提供新

冠疫苗。英國阿斯利康制藥

公司表示現在並沒有向私營

部門提供疫苗，這批疫苗大

概率是偽造的。

據美聯社報道，意大利

近期壹直在打擊兜售詐騙性

的新冠藥物、新冠疫苗和相

關保護設備的電商網站。當

地時間2月19日，意大利憲

兵宣布關閉4個相關電商網

站，目前封鎖的電商網站已

達到了約250個。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

恩也在本周警告稱，現在有

關新冠疫苗的詐騙案例持續

增加，黑市提供的疫苗可能

十分危險。

據《衛報》報道，截至

目前，意大利政府已經安排

註射新冠疫苗337萬劑，優

先考慮醫護人員和療養院居

民。

根據世衛組織最新統計

數據，截至歐洲中部時間2月

19日16時18分（北京時間2

月19日23時18分），意大利

累計確診病例已超276萬例，

累計死亡病例超9.4萬例。

英國國旗，從蘇格蘭政府大樓降下
綜合報導 蘇格蘭首席部長

斯特金近日宣布，除了英國陣

亡將士紀念日會升英國國旗外

，蘇格蘭政府大樓全年將每天

升起蘇格蘭旗和歐盟旗。

按照以往的有關規定，包括

蘇格蘭議會大廈在內的各政府機

關和公共部門，都會升英國國旗

、蘇格蘭旗和歐盟旗幟。2020年

1月，蘇格蘭地區議會也曾發起

過關於旗幟使用的提案表決，根

據當時的表決結果，蘇格蘭在英

國宣布脫離歐盟後，仍將繼續懸

掛歐盟的旗幟。

據報道，斯特金的這壹指

令目前已被更新到蘇格蘭地區

懸掛旗幟的有關指引中，按照

新規定，蘇格蘭政府機關除了

使用蘇格蘭地區的旗幟外，還

將在懸掛歐盟旗幟的基礎上，

在全年絕大多數的時間不懸掛

象征英國的聯合王國旗幟。

相比去年表決，今年這壹

表決新增的討論內容是關於英

國國旗的使用。而目前的表決

結果，則彰顯了斯特金所領導

的蘇格蘭民族黨對於脫離英國

的表態。

根據斯特金此前在有關問

題上的表態，媒體和分析人士

認為這壹舉措主要是表達對英

國脫離歐盟的反對、繼續推動

蘇格蘭獨立公投的政治理念。

蘇格蘭民族黨和斯特金本人都

曾明確表示，若該黨在5月舉行

的蘇格蘭議會選舉中獲勝，將

推進第二次蘇格蘭獨立公投。

對於蘇格蘭通過的這壹使

用旗幟新規，英國多位政界人

士表達了強烈批評。反對者認

為，蘇格蘭此前已經就是否脫

離英國進行過獨立公投，並最

終得出了“留在聯合王國”的

決定。斯特金通過修改旗幟使

用規定，是在“挑戰蘇格蘭的

主流民意”。

臉書“拉黑”澳大利亞 莫裏森喊話臉書：
回到談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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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距北京冬奧會不到11個月，美國國會要
求關注中國人權問題、抵制比賽的呼聲再升級
。眾議院共和黨領袖計劃推出新法案，旨在加
強美國運動員對奧運舉辦國人權問題的認識。
與此同時，也有共和黨人致函拜登總統，呼籲
美國應杯葛北京冬奧會。

美國之音報導，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
成員麥考爾（Michael McCaul）23日表示，
他將推出跨黨派的新法案，旨在讓美國奧運運
動員了解某些（奧運）主辦國對人權、個人隱
私和安全所構成的風險。這項名為《國際體育
項目的美國價值與安全法》曾在上一屆國會推
出並獲得眾議院無異議通過，但未在參議院取
得進展而告終。

法案稱，國際奧委員在2017年修改了其
有關主辦城市的合同，要求東道國 「保護和尊
重人權，並確保任何侵犯人權的行為以符合東
道國適用的國際協議、法律和法規，以及國際
公認的人權標準和原則方式加以改進。」

法案提到，根據美國國務院發布的2019
年國別人權報告，中國公安部部署了 「數千萬
個監控攝影機」 來監控普通民眾，以及政治異
見人士、宗教領袖和信徒、藏人和維吾爾人。
法案警告， 「中國官媒已證實， 『語音、圖像
、位置和行為識別技術』 將會用於2022年北
京冬奧會。」

法案要求美國國務卿在法案生效起120天
內製定和實施策略，以提供簡報等方式向包括
代表美國參加國際體育比賽的個人提供信息。
法案稱， 「運動選手代表應該要有機會了解這
些國家的人權和安全問題，以及如何最好的保
護自己的人身安全和隱私。」

與此同時，眾議員國土安全委員會首席共
和黨議員卡特科（John Katko）敦促拜登總統
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會，以回應中國對以穆
斯林為主的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和宗教群
體的種族滅絕行為。

美國會共和黨領袖再推法案 抵制北京冬奧

美國空軍高官提議，要研發價格可負擔的
輕型戰機，以取代冷戰時期的數以百計老舊
F-16戰機，好和身價昂貴又不可靠的先進隱形
戰機搭檔。

《富比士》（Forbes）雜誌23日的分析指
出，美國空軍參謀長布朗（Charles Q. Brown
Jr.）說，這樣一來，昂貴的5代戰機F-22和
F-35就能和價格相對低廉的5-代戰機高低搭配
。如果這計畫聽來耳熟，那是因為大約30年前
，美國空軍就在研發價格可負擔的輕型戰機，
以汰換數百計冷戰時期的F-16，並和先進，但
昂貴又不可靠的隱形戰機搭配。

然而，歷經超過20年的研發後，隨著空軍
和承包商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不
斷將愈來愈多新技術往新戰機上堆，這所謂的
輕型替代戰機卻變得愈來愈重，也愈來愈昂貴
。

沒錯，分析指出，這兒說的就是F-35。這
重達25噸的隱形戰機原本應該解決問題，但如
今本身卻成了問題。官員說，現在美國需要新
戰機，來解決F-35的問題。

1架F-35標價約1億美元（近28億台幣）
，實在很昂貴。雖然它標榜隱形，還有一身高
科技感測器，但卻需要密集維修，問題一堆又
不可靠。

美國空軍前專案經理華德（Dan Ward）直
指，F-35可不是低價的輕型戰機。而布朗也說
，F-35是法拉利（Ferrari）跑車， 「你不會每
天開法拉利去上班，只會星期天開開。這就是

我們的 『高端 』 戰機，我們想確保它不會都
用來從事低端飛行」 。

也因此，美國空軍需要嶄新的低端戰機
，好接手每天的例行任務。目前美國空軍約
有 1,000 架 F-16 在滿足這需求，但自從
2001年以來，空軍就沒向洛馬買過F-16新
戰機，而原有的F-16都老舊了。

美國空軍前採購、技術與後勤助理部長
羅波（Will Roper）1月在接受任內最後一次
訪問時透露，正在研究要不要採購F-16新戰
機。不過，布朗否決了這構想，表明他不想
再買這款經典戰機。他解釋說，重17噸的非
隱形F-16太難以最新的軟體持續升級，美國
空軍與其採購新F-16，倒不如從頭設計嶄新
的低端戰機。

而布朗的這番話無異承認，F-35戰機專
案已失敗。按照1990年代的構想，這專案該
打造數以千計戰機，以汰換空軍，海軍和陸
戰隊幾乎所有的戰術戰機。其中單是空軍就
需要近1,800架 F-35，以汰換老舊的F-16
和A-10雷霆二式（Thunderbolt II）攻擊機
，以和180架雙發F-22戰機進行高低搭配。

然而，F-35的失敗是美國空軍和洛馬造
成的。華府非營利民間組織 「政府監督計畫
」 （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國
防分析師葛雷澤（Dan Grazier）指出， 「他
們試圖讓F-35做太多事」 。

F-35有3款，洛馬除了為空軍開發F-35A
戰機，為海軍陸戰隊研製了能垂直/短場起降的

F-35B，也為海軍打造了F-35C戰機。而這複
雜性推升了成本，繼而造成延遲。在延誤中開
發人員有更多的時間，為設計增添更多複雜性

，連帶再推升成本，結果惡性循環就這樣不斷
下去。

F-35戰機專案失敗 美空軍終於認了

美國白宮今天表示，總統拜登和伊拉克總理
哈德米（Mustafa al-Kadhemi ）談及本週美國駐
巴格達大使館遭火箭彈攻擊一事，兩位領袖均表
示要讓幕後主使 「負起全責」 。

法新社報導，白宮聲明指出： 「總統申明美
方對伊拉克主權和獨立的支持，也肯定總理的領
導力。」

昨天至少有3枚火箭彈鎖定位於伊拉克首都
巴格達戒備森嚴 「綠區」 的美國大使館；美國認
定這場攻擊幕後黑手是伊朗。

白宮表示，拜登與哈德米討論近來對伊拉克

和聯軍人員的幾場火箭彈攻擊事件，並同意要讓
幕後黑手承擔全部責任。

「他們討論了促進兩國戰略對話，拓展其他
關鍵議題雙邊合作的重要性。」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表示
，美國對於近來發生在伊拉克的襲擊 「感到憤怒
」 ，並說美國將 「對伊朗代理人襲擊美國人的行
徑，追究伊朗的責任」 。

他同時告訴記者： 「我們不會發動猛烈攻擊
及貿然升高衝突，如此只是正中伊朗下懷，助長
他們進一步破壞伊拉克穩定的企圖。」

美駐巴格達使館被炸 拜登與伊拉克總理熱線

美國出版商西蒙與舒斯特今天宣布，2016年與川普一同角
逐白宮寶座的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準備與加拿大作家露意絲
．佩妮（Louise Penny）搭檔，撰寫一本政治懸疑小說。

西蒙與舒斯特（Simon & Schuster and St. Martin's Press
）說， 「恐怖之國」 （State of Terror，暫譯）將於10月12日
問世，內容講述一名新任國務卿在其政治對手麾下任職，試圖揭
開 「一連串使全球秩序陷入混亂的恐怖攻擊」 內幕。

前總統川普的 「美國優先」 政策限制了美國全球領導角色的

地位，儘管書中沒有明確提及川普，但故事背景是 「美國領導地
位在國際舞台縮水的4年之後」 。

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聲明中說： 「與露意絲一起撰寫
懸疑小說宛如美夢成真。」 「我喜歡她的每一本著作、書中角色
和她展現出的友好情誼。現在，我們將結合我們的經驗，探索存
在高風險外交和背叛的複雜世界。這一切都不像是第一次出現。
」

佩妮說，與希拉蕊合作是 「一次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歷，在高

風險危機爆發之際，進入國務院、進入了白宮、進入了國務卿的
腦袋裡」 。

她說： 「在開始之前，我們談到她擔任國務卿的時光。她最
恐怖的噩夢是什麼？答案是恐怖的國度。」

暢銷作家佩妮所著的 「加馬什督察長」 （Inspector Ar-
mand Gamache，暫譯）系列小說，被翻譯成31種語言。

希拉蕊追隨丈夫、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的腳步跨足
文壇；柯林頓與暢銷作家派特森（James Patterson）合作的政
治驚悚小說 「總統千金」 （The President's Daughter，暫譯）
，將於今年6月出版。

這是柯林頓與派特森繼2018年 「失蹤的總統」 （The Pres-
ident is Missing）後第二度合作。 「失蹤的總統」 描述白宮遭遇
恐怖網路攻擊，銷售超過300萬本，並將翻拍成電視劇。

希拉蕊跨足文壇攜手加拿大暢銷作家寫懸疑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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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控重注香港 遷入環球高層
傳公布“重返亞洲”計劃 退出美零售業務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2月23日（星期二）3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滙控23日公布業績，彭博22日引述消

息人士指，該行將會在業績會上宣布，考慮

將部分環球高層遷回港，並重申以亞洲為集

團業務重心。報道指，滙控財富及個人銀行

行政總裁Nuno Matos、環球銀行及資本市

場聯席主管Greg Guyett，以及全球工商銀

行業務行政總裁Barry O'Byrne，將由倫敦

遷至香港，意味貢獻滙豐2019年95%淨收

入的主管，將雲集香港。《金融時報》亦引

述知情人士指出，滙控將“重返亞洲”，並

且退出美國零售銀行業務，因滙控斷定該部

門無法扭轉劣勢。相反，滙控會加快發展新

加坡及印度市場，未來投資將集中在亞洲、

英國和中東。滙豐對有關報道不予置評。

該報道指出，今次滙控退出美國市場，涉及在美國
的150間分支機構，標誌該行40年來在美國經營

全服務銀行的嘗試終結。事實上，該部門過去3年一直虧
損。據知情人士稱，滙控正鋪路在新加坡進行併購。至
於將調至香港的高層，與財富管理業務高度相關，主因
為滙控希望成為財富管理市場的領導者。目前滙控的私
人銀行管理的客戶資產不足4,000億美元，而全球最大財
富管理公司瑞銀(UBS)所管理的客戶資金，高達約2.6萬
億美元。

續積極修補與內地關係
此外，投資者亦關注滙控下階段的削減成本計劃，

以求進一步簡化集團架構，當中或涉及出售200間法國
零售銀行分行的最新進度。同時，該行亦要為滙豐副主
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尋找接班人，以求繼續修補與內地
的關係。市場預計，接任人選包括滙豐亞太區環球銀行
業務主管廖宜建、滙豐中國行長兼行政總裁王云峰，以
及恒生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鄭慧敏。

將恢復派息及重啟回購
市場又預期，滙控將會恢復派息，預計每股派0.1

美元至0.15美元。但由於滙控股價自上次業績公布以來
已升了逾四成，相信現價已反映了派息因素。高盛預
期，滙控資本水平強勁，加上信貸質素改善帶動盈利反
彈，除恢復派股息外，今年亦有空間重啟10億美元回
購，明年回購規模更有機會達35億美元，這將會是刺激

股價的因素。
美銀的報告亦料，滙控去年第四季盈利將為15億美

元，高於其目標。該行認為，滙控恢復派息的預期已被
市場反映，後市走勢將視乎股份回購，以及未來業務的
展望等。美銀將滙控目標價由43.01元（港元，下同）
升至45.57元，評級為“中性”。滙控22日升約2.1%，
收報46.5元，已經超過美銀的目標價。

港股成交3025億新高
港股方面，恒指22日先高後低，原因在於A股“股

王”茅台昨午突然大跌近7%，不單令A股下瀉，也拖
累恒指倒跌324點，收報30,319點。主板成交22日錄得
3,025億元，再創歷史新高。不過，由於22日在跌市下
出現破紀綠成交，令人擔憂大市會繼續受壓。有分析師
表示，恒生科指22日重挫5.5%，但傳統地產股及銀行
股均逆市向上，例如新地及信置升4%至5%，工行升逾
2%，中石油升近5%，沉寂多時的重鋼更爆升逾七成，
可見資金正從科技股換馬至傳統經濟股，故引致了市場
的波動。

滙控放榜前夕高層大執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23

日放榜的滙控再有高層大執位。該行
23日宣布委任Nuno Matos為財富管理
及個人銀行行政總裁，Colin Bell亦獲
委任為滙豐歐洲行政總裁，兩項任命
即時生效。

滙控表示，Colin Bell在過去四年
中為集團首席合規官（Chief Compli-
ance Officer），並自2020年初開始領
導集團轉型計劃，而此前他一直密切
參與在歐洲的轉型計劃，因此認為他
非常適合為集團執行重點戰略。

公告又指，滙豐美國行政總裁Mi-
chael Roberts將獲擴權，同時管理美

國、加拿大及拉丁美洲業務，他的新
職為“US and Americas行政總裁”，
由4月5日生效，但有待監管機構批
准。而早前有外媒引述消息指，滙控
將宣布退出美國零售銀行業務，不過
消息暫未獲證實。

Stephen Moss 將從倫敦轉駐迪
拜，擔任中東、北非和土耳其行政總
裁，4月4日起生效，同樣有關任命有
待監管機構批准。

另外，滙控又指，財務總監邵偉
信將會重新擔任其在轉型計劃的職
責，即時生效；以及從4月起負責有關
收購及合併的議程。

文 匯 要 聞2021年2月23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李岐山 1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2日上午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探月工程嫦娥五號任務參研
參試人員代表並參觀月球樣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
覽，充分肯定探月工程特別是嫦娥五號任務取得
的成就。他強調，要弘揚探月精神，發揮新型舉
國體制優勢，勇攀科技高峰，服務國家發展大
局，一步一個腳印開啟星際探測新征程，不斷推
進中國航天事業創新發展，為人類和平利用太空
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
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出席活動。

人民大會堂北大廳氣氛喜慶熱烈。上午10時
許，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同志步入會場，向參
研參試人員代表揮手致意，全場響起經久不息的
掌聲。習近平同孫家棟、欒恩傑等親切交流，並
同大家合影留念。

參觀月球樣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覽
隨後，習近平等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參

觀月球樣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覽，聽取有關月球
樣品、工程建設、技術轉化、科學成果、國際合
作和後續發展等方面的介紹。習近平不時駐足察
看，詳細詢問有關情況。

習近平強調，嫦娥五號任務的圓滿成功，

標誌着探月工程“繞、落、回”三步走規劃圓
滿收官，是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攻堅克難取
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強國建設征程中的
重要里程碑，對中國航天事業發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義。17年來，參與探月工程研製建設的
全體人員大力弘揚追逐夢想、勇於探索、協同
攻堅、合作共贏的探月精神，不斷攀登新的科
技高峰，可喜可賀、令人欣慰。探索浩瀚宇宙

是人類的共同夢想，要推動實施好探月工程四
期，一步一個腳印開啟星際探測新征程。要繼
續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大自主創新工作
力度，統籌謀劃，再接再厲，推動中國航天空
間科學、空間技術、空間應用創新發展，積極
開展國際合作，為增進人類福祉作出新的更大
貢獻。丁薛祥、劉鶴、張又俠、陳希、黃坤明、
王勇、肖捷出席上述活動。

實施探月工程是黨中央把握中國經濟科技
發展大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工程自立項
以來圓滿完成六次探測任務。嫦娥五號任務
作為中國複雜度最高、技術跨度最大的航
天系統工程，於2020年12月17日首次
實現中國地外天體採樣返回，為未
來中國開展月球和行星探測奠
定了堅實基礎。

習近平會見嫦五任務代表：推進中國航天事業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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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參觀月球樣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
覽。 新華社

●22日，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會見探月工程嫦娥五號任務參研參試人員代表。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22日就如何推動

中美關係重回正軌提出四點建議（見表）。他說，希望美方能夠停止對中國共產

黨和中國政治制度的抹黑詆毀，停止縱容甚至支持“台獨”分裂勢力的錯誤言

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國內部事務上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放棄對中

國產品加徵不合理關稅，放棄對中國企業和科研教育機構實施各種單邊制裁，放

棄對中國科技進步進行無理打壓；中方願在抗擊新冠疫情、應對氣候變化、推動

世界經濟復甦三領域同美加強合作。

22日上午，“對話合作，管控分歧——推
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藍廳論壇在外

交部藍廳和網上同步舉行。王毅出席開幕式並發表
致辭。他指出，過去幾年，中美關係陷入建交以來
最為困難的局面。其根源在於美國前政府出於自身
政治需要，對中國的走向和政策作出了嚴重誤判和
歪曲解釋，借此出台的各種遏制打壓行徑，給兩國
關係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傷害。中美關係要撥亂反
正，重回正軌。首先需要打破由各種對華錯誤認知
而人為砌起的高牆，真正客觀準確地了解中國、認
識中國、讀懂中國。當前，美國新一屆政府正在審
視評估對外政策。王毅表示，希望美方順應歷史潮
流，看清世界大勢，摒棄各種偏見，避免無端猜
忌，推動對華政策回歸理性，實現中美關係健康穩
定發展。

冀美尊重中國核心利益
就如何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王毅提出四點

建議。首先要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內政。中方一
貫尊重美國人民的自主選擇，無意挑戰或取代美
國，願與美國和平共處，共同發展。希望美方也能
夠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民族尊嚴和發展權利，停
止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治制度的抹黑詆毀，停止
縱容甚至支持“台獨”分裂勢力的錯誤言行，停止
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國內部事務上損害中國主
權和安全。

棄不合理關稅和各種單邊制裁
二要加強對話，妥善管控矛盾分歧。雙方應激

活或建立各領域、各層面的對話機制，就雙邊關係

中的廣泛問題以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坦誠對話，
準確把握彼此的政策意圖，釐清中美關係的主要癥
結，探尋管控敏感問題、化解風險障礙的有效途
徑。中方願與美方進行開誠布公的溝通，開展解決
問題的對話。

三要相向而行，重啟兩國互利合作。面對此起
彼伏的地區熱點和層出不窮的全球性挑戰，中美需
要合作的領域不是變少了，而是更多了，可以合作
空間不是變窄了，而是更寬了。雙方比以往更有能
力辦成有利於兩國和世界的大事。當前形勢下，雙
方可由易到難，積極互動，積累善意。中國樂見美
在華企業獲得更大成功，將繼續採取有力措施改善
中國營商環境，同時希望美方盡快調整政策，放棄
對中國產品加徵不合理關稅，放棄對中國企業和科
研教育機構實施各種單邊制裁，放棄對中國科技進
步進行無理打壓，為兩國合作提供必要條件。抗擊
新冠疫情、應對氣候變化、推動世界經濟復甦是眼
下國際社會最緊迫的三大任務，中方願意在這三個
領域同美國協調政策，加強合作，攜手為世界作出
積極貢獻。

恢復中美各領域交流
四要掃除障礙，恢復中美各領域交流。兩國民

間交流不應受到政治關係起伏的左右。希望美方盡
快解除對中方教育、文化、新聞、僑務等團體在美
活動的各種限制，解除對美國地方政府及各界對華
交往的阻嚇，鼓勵和支持兩國恢復高校、研究機
構、留學生等正常的人文交流項目。中方願意相向
而行，以開放態度共同為兩國人民的相互往來營造
良好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
國駐美大使崔天凱21日在藍廳論壇開幕式上致
辭時表示，美方一些人在看中國時恐怕要去一
去心魔，從黑暗的屋子走出來見見陽光。不要
臆測假想敵，製造“自我實現的預言”；不要
抱守零和博弈的舊思維，沉溺修昔底德陷阱的
“宿命”；更不能揣着明白裝糊塗，將國內政
治爭鬥甚至一己私利置於中美和平相處、世界
共同發展的“大義”、“大利”之上。總之，
戰略認知要正確，否則只會是用一個錯誤替代
另一個錯誤。

提出三點意見
圍繞中美關係，崔天凱在致辭中重點提出

三點意見：中美雙方要準確理解和把握彼此戰
略意圖；要真正了解並尊重彼此的歷史文化和
發展道路；雙方要坦誠溝通，明確政策邊界，
從而有效管控分歧，聚焦合作。

崔天凱重申，中國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滿足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在國際上，中國堅持
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為的是全人類共同利益。中國從來無意挑戰或
取代任何國家，更遑論將其定為戰略目標。

崔天凱指出，美國常說以價值觀立國，主
張“人生而平等”。但美國有些人總是以自己
定義的“民主”等價值觀劃線，憑自己的好惡
和標準肆意給別國貼標籤，甚至抱守“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的心態去黨同伐異、動輒制裁
對抗，這恰恰是最典型的不民主。如果走向極
端，勢必成為種族主義和“叢林法則”。希望
美國能端正心態，在國際上奉行各國“生而平
等”的理念，學會同歷史文化和道路制度與己
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崔天凱強調，中美雙方
有問題可以拿到桌面上來談。首先是問題性質
要分清，政策邊界要明確，紅線要劃出來。在
台灣、涉港、涉疆、涉藏等涉及中國主權和領
土完整的問題上，中方沒有退讓餘地，必須堅
守紅線。中美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礎上，
對於一時解決不了的分歧，要以建設性方式妥
善管控、避免對抗。兩國在各領域都要開展深
入坦誠的對話，並在應對全球性挑戰和國際地
區問題上加強協調合作。

崔天凱冀美秉持正確戰略認知

●22日，“對話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藍廳論壇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務委員
兼外交部長王毅在開幕式上致辭。 中新社

中美關係重回正軌四點建議
一要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內政。

二要加強對話，妥善管控矛盾分歧。

三要相向而行，重啟兩國互利合作。

四要掃除障礙，恢復中美各領域交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王毅四建議推中美關係重回正軌
相互尊重 加強對話 相向而行 掃除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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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少了——

河水越来越清了

一部黄河志，半部治沙史。
谁能想到，为了治沙，李增忠把

家从省城搬到了百里外的荒滩。
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

县的龙羊湖库区是黄河上游沙化最为
严重的地区之一，常年干旱无雨不
说，每天还都有不同强度的沙尘暴。
就是这片不毛之地，却成就了李增忠
的“梦想”。

2013年之前，李增忠一直在青海
果洛、玉树等地做工程项目。“那几
年，自己积累了一笔小钱，但我时常
在想，自己所做的能给子孙后代留下
些什么？”李增忠说，一次偶然的机
遇，他第一次踏上了龙羊湖库区的土
地，荒芜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他——
满眼是黄沙与荒山。

“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新事业！”
2014年初，他进驻荒漠，开始造林绿
化。

然而，在荒漠里植树谈何容易。
因为地表温度太高，刚栽下去的树苗
没几天就被烤死了。看到此种景象，
当初从别地跟随李增忠而来的植树人
纷纷选择离开。许多人劝他：“人都难
活的地方怎么能种树呢？”

可李增忠并不服气，他出人意料
地把家搬到了这片黄河荒滩，天天在
沙窝窝里挥锹、扦插、培土……由于
生态本身就脆弱，当地不能搭建永久
性建筑，他便一直住在帐篷里。

一次，一位来自广东的朋友来看
他，在睡了一夜帐篷后，朋友的耳
朵、嘴巴里便满是沙子。朋友直言：

“这样的地方根本不适合种树，我给你
300万，咱们重新选一个项目。”李增
忠头也不回，依旧坚持着自己的选
择，但最初的造林结果并不尽如人
意。

第一年，投资 300 万元种植的
133 公顷苗木全军覆没；第二年，活
下来的树苗连三成都不到……即便
如此，李增忠也没有打退堂鼓，反
而将家中全部财产抵押，向银行贷
款了 1000 万元，继续投入造林。“要
不我就跳进黄河，要不我就干成。”
李增忠暗暗发誓。

随着经验的积累，李增忠慢慢发
现：种树，光下苦力不行，还得会动
心思、想办法。他发现，想要在荒漠
里种活树，首先要种草。因此，他以
乔灌结合的方式，沿着黄河，在东西
长 28 公里的区域内，种下冰草、麦
娘草、沙蒿等近百吨种子。在长出草
的地方又栽种树木，由专人施肥、记
录生长过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截至 2020 年
底，库区树木成活率已达 95%，造林
数量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沙地被植被覆盖后，龙羊湖库区
的沙尘天气骤减，黄河两岸的排沙量
也随之减少。看着一片片重现绿色的
沙窝，李增忠感慨道：“在沙漠里种活
树，是这辈子做过的最有成就感的
事。”

如今，黄河边上，站起越来越多
的“李增忠”，种出一片又一片盎然绿

色。青海省草地覆盖率比10年前提高
11%；四川省黄河流域森林覆盖率提
高到25.6%； 2015年至2019年，山西
省黄河流域完成造林2283万亩……

“李增忠们”的努力，让身处黄河
壶口的吕桂明有了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吕桂明是山西省临汾市壶口瀑布
景区的一名农民摄影师。以前每次为
游客拍照，仅仅在瀑布边站 10 分钟，
他身上就会满是泥点。“特别是汛期
时，瀑布都是黄色的，河边的土腥味
也特别重。”吕桂明说。

随着黄河上游、中游水土治理日
见成效，从陕北流到关中壶口，黄河
的含沙量正在逐年递减。“现在穿着白
衬衫拍照也不怕弄脏喽！”吕桂明笑着
说，如今，在瀑布边拍照，只感到清
爽舒畅，不少游客参观完后还会纳
闷：黄河咋没想象中“黄”了呢？

据统计，黄河含沙量近20年累计
下降超过 8 成，有效减缓了下游河床
的淤积抬高速度。

产业变了——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要守住绿水青山，很多传统产业
需要转型，但产业转型绝非易事。

白天追至陕西咸阳，晚上撵到陕
西渭南，凌晨又赶回河南三门峡，李
保祥一天一夜跑了上千公里。瞧着眼
前这个锲而不舍的“小老头”，四处

“躲闪”的矿坑承包商终于被打动，直
叹“我服了”。

事情要从2016年小秦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开始整治说起。

位于三门峡市域内的小秦岭是黄
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已在此工作27
年的李保祥，现任保护区管理中心党
委委员。他告诉记者，小秦岭曾是全
国第二大黄金产地，持续50年的粗放
开采，虽然让当地经济扶摇而上，但
也使“母亲河”遍体鳞伤。

“矿坑前前后后就挖了 500 多个，
最深的坑道恨不得绵延 10 公里！”李
保祥介绍说，“掘金产生的废水也是

直排入河，保护区内有 5 条黄河一级
支流，每条都是‘五颜六色’的。”

2016 年，小秦岭决定背水一战，
确定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让
企业自己“砸掉金饭碗”，在许多人
看来，这无疑是“痴人说梦”。

“听说要整治，有的企业来‘硬
的’，组织律师团‘要说法’，夜里把
保护区堵上的坑口又扒开；有的承包
商则来‘软的’，电话关机玩起‘失
踪’，全国各地四处躲。”李保祥略显
无奈地说道。

怎么办？
不讲理由、不找借口、不计投

入，李保祥勇敢承担起治理重任，先
行一步作表率，果断封堵了由保护区
自己管理的老鸦岔金矿坑口。对于施

“软招”的企业，李保祥大打“温情
牌”，企业、承包商在哪，他就赶往哪
里，他的执著着实感化了不少矿坑
主。对硬“要说法”的承包商，他则
是不厌其烦地摆事实、讲道理。“一次
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我们
要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黄金开路、
黄河让道’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李
保祥说。

短短 4 年时间，小秦岭矿坑被全
部封堵，矿渣也被彻底削平……保护
区真正做到了矿权退出、人员撤离、
全部修复。截至2020年底，小秦岭保
护区共拆除矿企遗留设施1.4万个，生
态恢复面积达135.5万平方米。

故事远没结束。生态“旧账”要
还清，发展“新账”更不能拖欠，小
秦岭产业转型进入了第二阶段。

2019年11月，在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上，三门峡市一次性签下
50 亿元订单。“虽然小秦岭的金矿关
了，但我们市的黄金产业可没断，政
府利用国际市场，多元化解决原料来
源问题。”李保祥说。

企业转型升级，过硬的生产技术
不可或缺。“由于技术不达标，我们公
司停产整顿了许久。”金城冶金有限公
司负责人李晓东一度急得像热锅上的
蚂蚁。

为消减企业转型阵痛，三门峡市

请来央企“救兵”，金城冶金一跃成为
国投矿业的控股投资企业，冶炼技术
也得到迅速升级：以前用氰化钾、
汞冶炼，现在活法冶炼全封闭；以
前排污入黄，现在达标处理；以前
矿 渣 是 废 料 ， 现 在 可 将 12 种金属

“吃干榨净”……
“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

截至2020年底，企业已实现了金银铜
硫 98.5%以上的回收率，公司利润也
在飞速提升。”李晓东笑着说。

近年来，为保护黄河生态环境，
上游以三江源、祁连山、甘南黄河上
游水源涵养区等为重点，推进实施了
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
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中游突出抓好水
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游促进河流生
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在这
一过程中，大批传统产业实现了转型
升级。

文化活了——

守护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对这句话，老船工崔鸿飞有着深刻的
理解。

站在舞台上，崔鸿飞哭了：黄河
号子登上大舞台，这一天，他足足等
待了10年。

由黄河两岸劳动人民所创的黄河
号子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历史源远流长，《宋史·河渠志》称之
为“杂唱”。

“俺过去就是个黄河船工。”满
头花发的河南济源人崔鸿飞声音洪
亮。自打 17 岁上船，他不仅学会了行
船路数，还学会了喊唱黄河号子。“只
要卸完货，俺们就每人拿根纤绳上
岸，把船逆水往回拉，黄河号子天天
喊，长年累月，就像刻在了脑子里一
样。”

令崔鸿飞始料未及的是，随着公
路运输的兴起，黄河船运成为陈迹。

“因为要修建水库，我们几个老船工
也搬迁分散了。”他跟记者说，此后，

黄河上响起的只有游船的汽笛声。
尽管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但崔鸿

飞时常忍不住翻看过去的老照片。
抚摸照片中的木帆船，“沉睡”的黄
河号子好像在脑中“苏醒”。“不吼
一嗓子，就浑身痒痒，那可是一代
代船工传下来的‘黄河魂’啊！”崔
鸿飞说。

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黄河号子成
为“绝唱”？2005 年，心有不甘的崔
鸿飞开始着手整理黄河号子的资料。

“那时候，俺们这些老家伙可都没
有手机，只能骑着自行车，一个村一
个村地找。”为了寻找老船工，搜集一
手信息，4 年间，崔鸿飞跑遍了周边
的搬迁村，好不容易搜集整理出20多
首黄河号词。

2009年，崔鸿飞将四年来搜集整
理的资料全部交给济源市文化馆，同
年，黄河号子成功入选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正当崔鸿飞的工作初见成效时，
外界却传来了怀疑的声音：现在各种
各样的电影、戏剧那么多，搞黄河号
子能有啥价值？但崔鸿飞却不为所
动，在他看来，黄河号子作为宝贵的
文化遗产，还要真正“活下来”——
变成有形影像，搬上舞台。

若要登上舞台，则需要提供完整
的曲调、韵律、节拍。对于不懂乐理
的崔鸿飞来说，他只能凭记忆先把号
词唱出来，再找专业人士帮他记谱。

“每首号子，可能得唱十几遍。”虽然
辛苦，但看着一张张谱词的记录，崔
鸿飞很是开心。

“拉起咱的船啊，嘿哟嘿哟，慢慢
往前挪啊……”经过 10 年等待，在
2019中国原生民歌节上，崔鸿飞终登
舞台。“两天表演 10 场后，俺又接到
主办方通知，应观众要求再加演 4
场。自己的努力没白费，这感觉可真
好！”崔鸿飞说。

2021年，河南省非遗保护中心计
划组织沿黄巡演，打磨提升“黄河号
子”非遗舞台剧，把黄河号子蕴含的

“黄河精神”传播得更深、更广、更
远。

在崔鸿飞口中，黄河号子变为舞
台精品。而在陈安岭口中，黄河号子
成了“抢险动员令”。

“这一道 （铅丝），齐点儿——嘿
呦嘿呦……”站在山东省菏泽市黄河
段 6 号坝上，第一专业机动抢险队的
志愿者陈安岭一边比划一边喊着号
子，其他抢险队员三下五除二就捆好
了三捆柳石枕。

因为黄河菏泽段是“游荡性”河
段，河势变化不定，抛挂柳石枕可以
有效控导流势、保护大堤。为调动队
员积极性，陈安岭总习惯用别具特色
的黄河号子指挥队员捆绑、抛挂。

虽然一条柳石枕可是不轻，但听
着号子指挥，队员们的工作效率也在
提高。“不喊号前，抛挂一个柳石枕需
要15分钟，喊了号子后，最快速度能
提高到 10 分钟一个。”陈安岭告诉记
者，“队员们都说，听着黄河号子，越
干越提劲，非常有感染力。”

近年来，黄河沿线省区不断加大
对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力度，深
入挖掘黄河文化蕴涵的时代价值，弘
扬黄河精神、讲好黄河故事。

他们选择坚守，只为黄河更清更美
本报记者 刘乐艺

2021年2月，一个冬日的午后，甘肃省
兰州市不少市民出门散步，他们突然发现：

“黄”河不见了！
阳光下，黄河泛出微微的绿色，却不见

黄色。兰州市水务局的专家解释说，冬天黄

土冻结，进入黄河的泥沙变少了，但根本原
因还是沿岸植树造林，减少了水土流失。

近年来，黄河沿岸不少居民切身感受
到，黄河越来越清了。这背后是巨大的努力
与付出。

为保护全长5464公里的“母亲河”，黄
河上中下游沿线 9 省 （区），围绕生态修
复，聚焦产业转型，紧抓文化保护，形成了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合力。

1月10日，黄河山西省运城市芮城段出现流凌景观。 薛 俊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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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菲斯（2021 年 2 月 22 日）訊 — 全球首個全民用太空飛
行任務 Inspiration4 已揭曉第二位機組人員，就是來自田納西州
曼菲斯市的 Hayley Arceneaux 。今年 29 歲的Arceneaux 是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兒童研究及治療醫院的
一名醫師助理；她小時候曾在 St. Jude 接受過骨癌的治療。現
在Arceneaux將加入由Jared Isaacman 所指揮的 Inspirtion4 飛
行任務。她將坐上代表著 「希望」 的任務席位。

「能夠加入 Inspiration4 機組對我來說是無上的榮耀。這個
席位代表著希望，就像 St. Jude 所賦予我且繼續給予像我一樣
，透過步入 St. Jude 的大門從而找到希望的全球其他家庭，」
Arceneaux 說道。 「在我 10 歲的時候，是 St. Jude 給予了我成
長的機會。現在我正在實現於研究醫院工作和全球旅行的夢想。
能夠加入此任務，我非常高興和榮幸。本次任務不僅能夠為 St.
Jude 挽救生命的工作籌集重要資金，還能為此任務介紹新的支
持者並向癌症倖存者顯示出一切皆有可能的決心。」

今 年 38 歲 的 Isaacman， 是 Shift4 Payments [NYSE:
FOUR] 的創始人兼執行長，同時也是一名卓越的駕駛員；他將
Inspiration4 四個席位中的兩席捐獻給了 St. Jude，其中一席由
Arceneaux 獲得。名為 Inspiration4 的任務確認了四名機組人員
的使命，即傳遞人道主義的可能性消息並激發人們對 St. Jude
的支援，同時代表領導力、希望、慷慨和繁榮四個核心支柱。

「Inspiration4 任務的核心在於招納一隊獨特且多元化的機
組人員，通過他們的個人故事和價值激勵著全球各地所有人，」
Isaacman 表示。 「我在任務籌備的最初階段曾接觸過 Hayley，
她代表了我們團隊所需要的一切特質 ——對周圍的世界充滿興
趣、致力於照護他人，並且對所有人的美好未來充滿希望。她已
經鼓舞了我，我相信其他人也會在此任務過程中認識她的同時受
到她的鼓舞。」

Isaacman 承諾向 St. Jude 捐贈 1 億美元，並邀請所有人與
他一起支持 St. Jude 數十億美元的擴展計劃，以加快研究進展

，拯救世界各地更多的兒童。籌款活動將持
續進行，直至今年年底飛行任務發射。

「我個人非常有幸地看到 Hayley 健康成
長並實現自己的夢想。作為一個病患，一名
ALSAC（美國黎巴嫩敘利亞聯合慈善機構）
的實習生，及後在 St. Jude 兒科腫瘤教育計
劃工作，她一直是一顆閃亮的新星，」 St.
Jude 籌資及宣傳組織 ALSAC 的總裁兼執行
長 Richard C. Shadyac Jr. 說到。 「St. Jude
從一開始就一直處於創新和包容的最前沿，
引領著針對全球病情最嚴重的部分兒童的癌
症研究、護理和治療，無論這些兒童的種族
、民族、信仰或家庭支付能力為何。因此像
Hayley 這樣的兒童能夠擁有豐富而健康，且
有時令人驚歎的人生。透過這次任務，她將
成為優秀的大使並且激勵全球各地的倖存者
。」

本次飛行任務計劃將在今年第四季度進行。Arceneaux、
Isaacman 和 Inspiration4 機組人員將在獵鷹 9 號（Falcon 9）運
載火箭和 龍飛船（Dragon）上接受由 SpaceX 提供的商業飛行
員培訓，其中特別注重軌道力學，以及在微重力、零重力和其他
壓力測試形式下操作。他們將接受緊急準備培訓、太空服和太空
船進出練習，以及部分和全任務模擬。本次任務將在 NASA（美
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位於佛羅里達的肯尼迪太空中心（Kenne-
dy Space Center）的著名綜合發射設施 39A 發射，SpaceX 的
飛行任務控制中心將對飛船每 90 分鐘沿定制的飛行路徑繞地球
軌道飛行的每一步進行仔細監控。在為期多天的旅程結束後，龍
飛船將重新進入地球大氣層，並在佛羅里達海岸軟水著陸。

截至 2 月 28 日，代表慷慨和繁榮的剩餘兩個席位仍向公眾
開放，詳情可見該任務網站 Inspiration4.com。代表慷慨的機組

人員席位會由報名參加探索太空之旅的民眾的其中一位所獲得。
代表繁榮的機組人員席位可由任何使用全新 Shift4Shop 電子商
務平台提交創意想法的企業家所獲得，最終獲勝者將被卓有聲望
的評判小組選出。Shift4Shop平台是專門為企業家們打造和發展
成功的電子商務業務而設計的。

要瞭解更多有關 Inspiration4、如何支持和可能參加這次具
有歷史意義的太空之旅以及晉級的具體條件，請造訪 www.In-
spiration4.com，並在社交媒體 Twitter (@inspiration4x)、Face-
book (@inspiration4mission)、 Instagram (@inspiration4) 和
YouTube (@Inspiration4) 上關注本次飛行任務，以獲取有關飛行
任務培訓和準備工作的最新消息。有興趣瞭解如何報名取得剩餘
兩席位置中的一席的人士應造訪 Inspiration4.com 並查看適用於
晉級的官方規則。

全球首個全民用太空飛行任務 Inspiration4 任命第二位機組人員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兒童研究及治療醫院的醫師助理兼兒科癌症倖存者
Hayley ArceneauxHayley Arceneaux代表此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飛行中的代表此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飛行中的 「「希望希望」」

剩餘兩個席位在 2 月 28 日前仍向公眾開放

Hayley Arceneaux, physician assistant at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and pe-
diatric cancer survivor, to fill Hope seat on historic Inspiration4 flight. (Photo: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2021年2月20日由美國華人石油協會(CAPA)，大休斯頓地
區清華大學校友會（HTTA），和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CCC
）聯合，舉辦了一場關於水管凍裂和其他極端天氣造成房屋損壞
的保險理賠須知的網絡學習會。

在過去的一周時間裡，休斯敦地區遭受了百年一遇的冰雪風
暴，本地民居的建造原本並未考慮如此極端的寒冷天氣，因此許
多朋友都經歷了水管爆裂並找人維修的艱難過程。本期網絡學習
會邀請到了安穩保險的楊德清先生，以他在休斯頓星空網（這裡
可以加鏈接）和XX網（這裡可以加鏈接）發表的文章為參考，

楊先生為大家詳細介紹了水管凍裂所造成的損失的保險理賠過程
和要點，有針對性的地指出了水管凍裂和其他極端天氣造成房屋
損壞的保險理賠面對的挑戰。最後他給了很多非常有建設性的參
考和建議。

最後的問答環節中，由於是朋友們正在面對的困難，大家提
問的熱情非常高，討論持續了很久。楊德清先生針對大家的不論
是具體問題還是對今後購買保險的疑慮，都做出了非常細緻的回
答。

此次座談會也是採用線上會議的形式，是CAPA在2021年

的第一次面向公眾的活動，總共持續二個半小時，為2021年
CAPA的活動掀起了第一個的高潮。這次活動吸引了眾多遍布大
休斯頓地區的大量人員參與, 由於ZOOM在線會議參與人數有限
制，會議開始前就已經爆滿，很遺憾不能讓其他更多想了解的朋
友參加進來。我們後續會把楊先生講解的錄像放在網上，大家可
以 隨 時 關 注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1Y8v7Av5RGXY0dFKksYidM5Zoz_T1nqQ2/view?usp=sharing

二零二一華人石油協會-大休斯頓地區清華大學校友會-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聯合網絡學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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