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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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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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原子能組織（AEOI）發言人貝魯茲·卡
瑪爾凡迪（Behrooz Kamalvandi）週二表示，
伊朗已經開始測試下一代IR-9離心機，用於鈾
濃縮工作，該離心機的能力是IR-1離心機的50
倍。

卡瑪爾凡迪對伊朗國營新聞社ISNA表示：
「新一代鈾濃縮機已經取得進展，我們已經開
始對50 SWU(分工單位,Separative work units)
的IR-9離心機進行機械測試。」

伊朗早些時候曾暗示，伊朗已開始使用第4
批先進IR-2m離心機來濃縮鈾。

這顯然違反 「伊朗核協議」 (正式名稱《聯
合全面行動計劃》,縮寫：JCPOA），根據2015
年簽署的核協議，伊朗只能在納坦茲的地下濃
縮廠（FEP），使用第一代的IR-1離心機，如
今伊朗敢明確表示，最新式的離心機比IR-1快
得多，顯然他們就是宣告不理會核協議。

違反協議 伊朗挑戰核管制禁令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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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On Tuesday at noon we were here
to welcome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many community lead-
ers who came to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Building to celebrate
the opening of the ITC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This center will
build a bridge between our people
and government.

Today’s ceremony is represent-
ed by many local leaders. They
came from the Chinese, Vietnam-
ese, Filippino, Korean, Burmese,
Indian, Pakistan, Japanese, Afri-
can and Latino communities. We
are so proud that all of us belong
to one big family.

This center will provide many infor-
mation services including Disaster
Assistance, Loans and Grants,
small minority business develop-
ment, tax information, immigration,
workforce, veterans issues, senior
care and child care.

At today’ s event, Congressman
Green also issued a proclamation
and brought an American flag to
us. His remarks made me feel
very moved and honored.

In my forty years media journey,
this is a milestone of my career. I
hope we can try our best to serve
our community.

0404//0707//20212021

ITC Community ResourceITC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Is OpenCenter Is Open

今天下午在美南新聞大樓迎來了
近百位來自各族裔社區領袖 共同為
國際社區服務中心揭開序幕,為我們
今後做為政府和民間之橋樑開啟新的
通路。

今天參加剪綵儀式的貴賓，除了
格林國會議員之外，還有來自市政
府 華人、菲律賓、 印度、 韓國 、越
南、 緬甸、 日本、 非裔、 拉丁社區
之代表，多年來，我們大家和平共處
於休斯敦國際社區，互動互助已經成
為一個大家庭。

國際社區服務中心是直屬於国際
貿易中心非營利組織機構，多年來我
們主要在推動國際貿易文化之交流，
今天成立的服務中心將加強服務於小

型企業如何取得政府之資助，更包括
移民、税務、 退伍軍人、 職業介紹
、 政府醫療、 幼兒教育及市政府公
共服務等之諮詢，並可通過缐上交流
或面談方式進行溝通。

在揭幕儀式上，格林議員特別頒
發奬狀及一面曾在國會山莊飄掦過的
美國國旗相贈，對我們許多溢美之詞
，我深深感動。

回憶數十年在美創辦媒體事業，
能夠融入各族裔社區，值此疫情時期
， 開設為全社區服務之機構，為社
會貢獻薄力，實乃今生之一大幸事。

國際社區服務中心可撥美南新聞
專缐382-498-4320 找Nicole 查詢

國際社區服務中心正式揭幕國際社區服務中心正式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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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全美反亞裔的歧視與仇恨事件讓美國
種族問題產生巨大分歧之際, 竟然又有一位白
人至上主義者麥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
公開發表譏諷亞裔的言論, 而且他更是針對華
裔而來, 他透過推特寫道:”我已決定認同自己
是中國人, 那樣可口可樂就會喜歡我，達美航
空就會同意我的價值觀，我會從耐吉那裡得到
球鞋，並獲得職棒大聯盟的門票, 那樣美國不
是很棒嗎？”

赫卡比的言論極其荒謬, 這位曾擔任過阿
肯色州州長的失意政客因為連續參選兩次總統
大選共和黨黨內提名挫敗已不再具影響力, 但
他毫無節操讓自己的女兒莎拉桑德斯投靠到川
普陣營去擔任白宮發言人以推銷種族主義言論
, 當驚覺川普連任無望後,莎拉桑德斯立馬辭官
返故里, 現積極準備出馬參選州長, 而赫卡比也
賣掉佛州的房子重回阿肯色, 所以他叛逆反中
的言論顯然是為了拉拔女兒選情好的手法,他為
了造勢,不惜以反華言論博取輿論關注, 其企圖
的確達到了, 但卻嚴重傷害了美國族群和諧, 那
是不可原諒的！

其實仔細推敲赫卡比這次的反中言論, 他
原是針對美國職棒大聯盟和總部位於喬治亞州
的大企業而來，因為共和黨掌控的喬治亞州最
近通過了限縮有色人種平等選舉權的”投票法
”, 規定未來不僅禁止州內各郡主動郵寄選票
給選民, 而且申請郵寄投票的時間也從原來的
半年縮短到三個月, 原本方便選民而四處設置
的投票箱也大大減少,凡此種種都是為了逆轉去
年大選民主黨佔優勢而做出的改變, 對有色人
種相當不公平, 所以美國職棒大聯盟為了表達
嚴正的抗議, 決定把原本在該州舉行的明星賽
轉移到科羅拉多州, 而位於喬州的可口可樂、
達美航空與耐克球鞋等大企業不約而同紛紛譴
責共和黨政客充滿了黨派色彩的陰謀和詭計,
但是他們的正義之聲卻激怒了赫卡比, 所以他
才會講出那些風涼話。

赫卡比的問題是，職棒大聯盟和企業之作
為與中國毫無相干, 他硬是把他們扯在一起, 因
此而為反亞裔推波助瀾, 那真是為人所不齒的
！

李著華觀點︰仇恨--又一個敵視亞裔的政客

據《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6日報導， 「遼寧」 艦航母戰鬥群周六
早上通過沖繩和宮古島間的海域，航向太平洋
時，055型驅逐艦首艦 「南昌」 號也加入了行
列。這不僅促使日本派出驅逐艦和海上巡邏機
搜集情資，並監視相關行動，也讓美國出動
「羅斯福」 號（USS Theodore Roosevelt，
CVN-71）航母駛入南海。

而中方周一證實，解放軍航母戰鬥群在台
灣附近演訓，並說台海周邊演訓將常態化。分
析指出，雖然中方出動航母，在區域再度緊張
時主張北京立場，而引發關注，但 「南昌」 艦
首度出任務，伴隨航母 「遼寧」 艦演訓，也同
樣值得注意。

055型驅逐艦排水量超過1.2萬噸，僅次
於美國海軍 1.6 萬噸的朱瓦特級（Zumwalt
class）隱形驅逐艦。它長約180公尺、寬22
公尺，擁有112個相容性極高的垂直發射單元
，可以發射面對空飛彈、反艦飛彈，海射攻陸
飛彈和反潛飛彈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係學
院研究員許瑞麟（Collin Koh）指出，055型驅

逐艦是解放軍目前最強的水面戰艦，一旦與航
母戰鬥群合體，將有助於大幅推升戰力。
「055型比起前幾級，尤其是052D型驅逐艦

來，有重大的改進，號稱擁有遠比以往大的武
器酬載量，賦予解放軍海軍空前的攻守能力。
」

此外，他指出，055型驅逐艦在航母戰鬥
群中，或許是首要的帶刀護衛，除了艦載戰機
外，將成為防空和攻擊主力。

另一方面，《詹氏防務周刊》的亞太資深
分析家多明貴茲（Gabriel Dominguez）說，
中方添了055型驅逐艦，還可能使威懾力大增
。他說，055型驅逐艦除了推升航母編隊的戰
力外，還能提高中方的威懾力和戰力投射力，
尤其在台灣問題，以及東海、南海等領土糾紛
緊張升高時，更是如此。不過，多明貴茲也質
疑， 「南昌」 艦已徹底發揮戰力，因為就目前
看來，它不太可能已搭載兩架直-20艦載直升
機。而軍事專家宋忠平說，航母編隊需要在公
海進行好幾個月的訓練，也需要具備強大導航
力的戰艦。在這種狀況下，055型驅逐艦較持
久的戰力將能使整個航母編隊更強大。

055驅逐艦首合體 大增陸航母戰鬥群殺傷力

泰國疫情再拉警報，尤其曼谷近日已新增上
百起與娛樂場所相關的武漢肺炎確診病例。交通
部長薩薩楊今天確診感染武漢肺炎，多名內閣成
員和國會議員因此必須隔離14天。

泰國今年1月初爆發第2波2019冠狀病毒疾
病（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疫情，政府祭
出多重管制措施後，疫情逐漸趨緩。

不過，泰國政府4日宣布新增71起在曼谷及
周邊多個府娛樂場所的確診案例，讓曼谷疫情拉
起警報。

曼谷市政府因此宣布從6日開始到19日，關
閉曼谷孔堤（Klong Toey）、瓦他那（Watthana
）及邦開（Bang Khae）3個區域的娛樂場所，
如酒吧和夜店等，共有196個店家受影響。

曼谷郵報（Bangkok Post）報導，泰國交通
部長薩薩楊（Saksayam Chidchob）昨天到醫院

檢測武漢肺炎，結果是陰性，但他今天早上出現
高燒，再度到醫院就診，篩檢後確認是感染武漢
肺炎。薩薩楊懷疑可能是因為他辦公室一名官員
曾經到過曼谷通羅區（Thonglor）的夜店。

薩薩楊3月16日接種第一劑阿斯特捷利康
（AstraZeneca）疫苗，原定今天接種第2劑，
卻在接種前夕確診。

泰國多名內閣成員包括副總理威薩努
（Wissanu Krea-ngam）、公共衛生部長阿努廷
（Anutin Charnvirakul）、觀光暨體育部長皮帕
（Phiphat Ratchakitprakarn）、農業部長查朗猜
（Chalermchai Sri-on） 及 教 育 部 長 特 里 努
（Trinuch Thienthong）皆因此接受14天隔離。

薩薩楊 6 日晚間曾參加隸屬的泰自豪黨
（Bhumjaithai Party）一場週年活動，因此泰自
豪黨61名國會議員也必須進入隔離。

曼谷疫情拉警報 交通部長確診多名內閣成員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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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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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各大城市房價飆升
悉尼漲幅排名最高

綜合報導 統計機構CoreLogic的最新數據顯示，悉尼的中位房價在

3個月內飆升10萬澳元，自2021年新年伊始，墨爾本的中位房價已經上

漲了6萬澳元。

據報道，澳大利亞各大城市的房價都在飆升，悉尼房價漲幅排名最

高。數據顯示，悉尼房價3月躍升4.3%，達到1112671澳元的新中位。

2021年年初，悉尼中位房價為1015354澳元，今年第一季度六位數房價

漲幅中，約有一半發生在3月。

與此同時，CoreLogic數據顯示，自2021年開始，墨爾本的中位房價

已經上漲了6萬澳元，墨爾本房價3月上漲2.4%，中位房價漲幅是2.6%

，達到859097澳元。

對於房價的飆升，幾位專家預計，今年晚些時候或在長期內，

房地產價格將放緩。AMP資本的首席經濟學奧利弗表示，澳大利亞

審慎監管局和澳央行預計將再次實施宏觀審慎控制，減緩住房貸款

的增長。

據報道，澳大利亞房價的飆升導致民眾感到很難在悉尼和墨爾本買

房。澳國家住房金融和投資公司的最新數據，揭示了對於首次購房者和

租房者來說最可負擔得起的州府城市。

數據顯示，布裏斯班是首次購房者最負擔得起的州府城市，而珀斯

是對於租客來說最便宜的州府城市。在悉尼和霍巴特，收入最低的40%

人群只租得起租房市場上0至10%的房子，而在珀斯，同樣收入的人則

可以租得起市場上90%至100%的出租物業。

對此，該研究負責人哈蒂根表示，珀斯的房租可負擔性在很大

程度上歸功於在采礦熱潮期間建造的房屋數量，這些房屋在采礦

熱潮結束之後進入市場。他說：“州府城市的住房可負擔性在影

響州際遷移方面發揮了作用。你可以看到，近年來維州和新州有

大量人流向昆州，住房成本很可能是遷移的人們做出這個決定的

部分因素。

第三波疫情來襲
加拿大人口最大省份“緊急剎車”

綜合報導 盡管加拿大聯邦政府尚未

宣布該國進入第三波新冠疫情，但一些

省份已坦承新一波疫情的到來，並再次

陸續收緊防疫措施。

近一兩個月來正逐步放寬防疫限令

的安大略省省政府4月1日宣布采取“緊

急剎車”措施，自4月3日起在全省範圍

內重新實施“封城”，至少持續四周。

安大略省是加拿大人口第一大省，

也是疫情最嚴重的省份，目前其累計病

例數約占全國的35.7%。該省累計病例中

逾三成來自首府多倫多。

按照新的限令，室內公共活動和社

交聚會被禁止，室外聚會不可超過5人

。超市、藥店、商場等雖可繼續開放，

但須大幅限制客流量。餐飲業禁止經營

堂食和露天就餐，個人護理業、健身

房、宿營地等均須關閉。學校課堂授課

仍可運轉。官方呼籲雇主應盡量安排員

工居家辦公，所有民眾“非必要、不離

家”。但省府並未如今年1月那樣祭出

“居家令”。

省府表示，該省正處於第三波疫情

之中。省長福特說，該省正面臨嚴峻形

勢，需采取嚴厲措施遏制新冠病毒、尤

其是變異病毒的快速蔓延。

在變異病毒影響下，安大略省病例

數正快速反彈，送入重癥監護病房(ICU)

的新冠感染者人數已超過第二波疫情時

的高峰期，令醫院承受巨大壓力，且重

癥患者正呈年輕化趨勢。

同日，150余名ICU醫生發出聯名公

開信，呼籲省府采取更嚴格的防疫限令

。公開信表示，ICU患者的死亡率達四

成。即使有無限的ICU床位數，讓變異

病毒呈指數級傳播也是“不道德”的。

西部內陸省份阿爾伯塔省省長傑森·

肯尼警告，現正處於新一波疫情嚴重沖

擊中，且“變異病毒正在獲勝。”他籲

請民眾在即將到來的復活節假期中嚴守

防疫限令。

此前一天，累計病例數僅次於安大

略的魁北克省宣布，因應已到來的第三

波疫情，對首府魁北克市、首都渥太華

的衛星城加蒂諾等城市實施“封城”。

蒙特利爾自1月9日以來一直實施宵禁，

但目前宵禁時段略有縮短。最近該省一

家健身房暴發群體感染，已導致逾140

人染疫。

西海岸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已自3

月30日起升級防疫限令，為期三周，餐

飲業堂食、室內多人健身等均被叫停。

目前加拿大已完成 584.7 萬劑疫苗

註射，約450.9 萬人已至少接種一劑疫

苗，占全國總人口的 11.86%。完成兩

劑註射的占總人口的1.75%。包括安大

略省省長在內的一些地方主政官員近來

批評聯邦政府在疫苗的獲取和分配方面

動作太慢。

截至4月1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病

例數約98.8萬例，單日新增5808例，其

中，累計報告變異病毒感染病例已逾萬

例；康復約91.5萬例，死亡23002例，尚

有活躍病例49568例。

從疫情曲線來看，加拿大的日增病

例數在今年1月中旬之後明顯下降，顯

示始自去年秋季的第二波疫情受控。但

疫情在3月中下旬再度大幅反彈，且第

二波下降曲線的最低點仍高於去年春季

首波疫情的最高峰。

“法老的黃金遊行”
22具古埃及法老木乃伊“搬家”

綜合報導 埃及政府為22具著名國王、女王和王後的木乃伊舉行盛

大的“搬家”交接儀式和遊行活動。載有木乃伊的車隊行經埃及開羅的

街頭，前往“新家”埃及文明博物館。

據報道，這次特殊的遊行將由18位“國王”和4位“女王和王後”

組成，被稱為“法老的黃金遊行”，歷時約40分鐘。

報道稱，22具木乃伊搭乘以古埃及風格裝飾的花車，從位於開羅中

心、已展覽了數十年的埃及博物館，轉移到埃及文明博物館。其中，包

括有“勇者”稱號的陶二世、拉美西斯二世，和最有權力的女法老哈特

謝普蘇特女王木乃伊。

報道稱，埃及總統塞西、總理馬德布利等人出席了當晚的交接儀式

。埃及知名交響樂團、多位著名歌星到場演出，並參與慶祝活動。遊行

活動通道兩側，也有身著古埃及服裝的民眾夾道歡迎。

報道指出，埃及此舉旨在打造新的旅遊景點。埃及文明博物館主廳

將於4日對外開放，存放木乃伊的大廳將於18日對公眾開放。

另外，開羅美國大學埃及學教授伊克蘭表示，這些法老的木乃伊抵

達後，將被放置在“更好的棺具內”，“溫度和濕度的控制都會比在舊

的博物館好。”

希臘公布松綁防疫措施
學校將在自我檢測前提下重開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的統計數字顯

示，希臘當天新增3491例新冠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267172例。因感染新冠病毒

而死亡的人數在24小時內增加67人，累

計死亡人數為8160人。

據報道，歐洲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

(ECDC)4月1日發布最新疫情地圖，反映

從3月25日至4月1日期間的疫情綜合情

況，希臘所有地區均標記為“紅色”，即

每10萬人中確診150例以上。而新冠病毒

測試陽性指數，希臘則被標記為“黃色”

，即陽性指數高於4%的警報值。

雖然希臘全國汙水流行病學檢測機構

發表最新報告指出，希臘11個主要城市

在3月22日至28日這一周，廢水中新冠

病毒載量呈穩定或下降趨勢，但塞薩洛尼

基亞裏士多德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進行最

新分析顯示，塞薩洛尼基廢水中的新冠病

毒載量增加了61%。

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表示，對塞

薩洛尼基的疫情局勢感到擔憂。

盡管希臘新冠單日新增數字在近日連

創新高，但政府仍傾向為疲憊不堪的民眾

在一定程度上“松綁”。

希臘公民保護部副部長哈達利亞斯3

月31日宣布，4月3日起，允許希臘民眾

在周末以家庭為單位，或最多3人進行跨

市旅行；希臘零售商店(除購物中心外)4

月5日重開，允許民眾在發送代碼至短信

平臺申報後，前往商店購物3小時。每天

僅限一次，不可重復申報。購物可以通過

“點擊-取貨”或者“預約-購物”方式進

行。

百貨公司和購物中心的復業時間，則

將根據疫情發展另行公布。

另一方面，希臘學校也將在進行自我

病毒測試的前提下重開，學校開放將首先

從中學開始，時間料在4月12日。小學可

能在4月19日後才會復課。希臘當局將在

下周做出最終決定。

預計希臘藥房將從下周起向民眾發放

自我病毒檢測盒，細節將在4月2日公布。

日前，一名63歲希臘婦女在雅典西

郊伊利翁市健康中心接種阿斯利康新冠疫

苗半小時後去世，事件令公眾十分關註。

此前消息指，這名婦女有糖尿病和冠

心病，但她的兒子3月30日晚在接受訪問

時說，母親除了該年齡段常見的一些疾病

外，沒有嚴重的健康問題，因此對母親猝

死感到震驚。

有目擊者對媒體表示，這名婦女從接

種中心走出，並說要去阿波利奧夏(Ano

Liosia)。這名目擊者當即為她尋找出租車

，而這名婦女坐在公園長凳上後，很快就

表示感到無法呼吸，需要叫救護車。

希臘法醫在3月31日傍晚表示，死者

有心臟問題和肺水腫，因此可能是冠心病

導致了急性心肌梗塞及肺水腫。

希臘國家藥品組織(EOF)發表聲明，

表示63歲希臘婦女猝死與接種新冠疫苗

無關，而是嚴重的基礎疾病所導致。

俄醫院突發火災疏散俄醫院突發火災疏散120120人人
醫生堅持完成手術醫生堅持完成手術

綜合報導 俄羅斯布

拉戈維申斯克一家心臟

外科中心屋頂起火。市

長奧列格· 伊馬梅耶夫在

社交網站上稱，突發火

災時，八名醫務人員正

在一樓為一名患者做手

術，目前手術已順利完

成。

俄緊急情況部門代

表指出，布拉戈維申斯

克心臟外科中心大樓火

災面積為1600平方米，

無人受傷。120 人被疏

散，包括70名病人和50

名工作人員。

據報道，火災發生

時大樓一層正進行手術

，醫生堅持完成手術。

目前手術已結束，患者

被轉至另一家醫院。

俄阿穆爾州檢察院

表示，據初步查明，起

火原因是電線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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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富
比世6日公布2021年全球富豪榜，即便2020
年新冠病毒襲捲全球，但是股票市場仍屢創
新高，許多人財富大進補，今年一共有2,755
名億萬富豪，創下紀錄，其中493人為新進富
豪。

不過幾家歡樂幾家愁，美國前總統川普
似乎成為輸家之一，川普今年仍躋身富豪榜
，不過名次大倒退近300名，從去年的1,001
名落至1,299名。

富比世更指出，即便川普推行減稅、刺
激經濟，4年美國總統任期反讓他的財富大縮
水，從上任之初的35億美元身價降至24億美
元，損失11億美元，同一時間，美股標普
500指數卻上漲70%。

富比世分析，川普財富縮水主因在於他
上任後就拒絕出售名下資產，指出他任職期

間屢受外界質疑道德操守，同時也錯失在市
場大好時機中獲利的機會，形容是 「重大失
算」 。

作者指出，如果川普在上任第一天就賣
掉所有資產，繳納最高額的資本利得稅，然
後把剩餘所得投入追蹤標普500指數的基金，
今天川普的身價將會比現在還高出16億美元
。

不過富比世也指出，川普現在的身家實
際上比前一年還高，但是因為其他富豪的財
富大進補，導致他的名次不斷往後掉。

另據英國《獨立報》（Independent）報
導，過去幾年川普旗下飯店、高爾夫球場面
臨困境，其中位在紐約第五大道的一棟大樓
過去4年市值掉了2.17億美元，位在華爾街
40號的川普大樓市值掉了1.95億美元，是損
失最慘重的2項資產。

當4年美總統身價慘縮水1／3 川普富豪榜名次大倒退

日本《共同社》報導，美國海軍第7艦隊
2020年曾在對馬海峽進行 「自由航行」 行動
，因為其認為日本政府於該海域的領海設定
「過度主張海洋主權」 ，故以此行動做出抗
議。

根據報導，美國海軍 「艾倫•謝帕德號
」 補給艦（T-AKE-3）2020年12月15日在
對馬海峽航行時，讓其艦載直升機進行飛行
任務。雖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允許外國
船隻在他國領海進行 「無害通過」 ，但在通
過時進行任何武器的演練，都是違背該原則
的行為，會被視為有害舉動。

第7艦隊表示，其行動對象是日本主張為
領海的海域，對日本在當地 「過度主張海洋
主權」 的行為提出異議。日本政府則反駁，
該海域的領海設定完全基於現有國際法，是
「適當的領海設定」 。

日本政府1997年修改對馬海峽的領海設
定，改採連接各適當點的直線基線法，而非
原本的沿岸低潮線標準。但美國政府認為，
日本於當地的領土狀況，不符合《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直線基線法的規定，因此多次在
該海域實施自由航行行動。專攻國際法的日
本神戶大學名譽教授阪元茂樹表示，這顯示
就算是盟國，美國也毫不手軟。

對馬海峽是世界上重要的戰略水道之一
，南韓則稱之為 「大韓海峽」 ，1950年代更
一度與日本發生主權紛爭，前後逮捕超過300
艘日本漁船。中國大陸055型驅逐艦 「南昌
號」 （101）、052D 型驅逐艦 「成都號」
（120）、054A型護衛艦 「大慶號」 （576）
等3艘軍艦，3月18日也自該海峽北上前往日
本海，是055型驅逐艦首度在此現蹤。

同盟鬩牆？美軍認為日本領海設定 「有問題」
白宮今天表示不會在美國實施任何形式的

COVID-19疫苗護照，稱美國人的隱私與權利應
該受到保障，但表示民營企業可以自由探索推動
疫苗護照的構想。

法新社報導，白宮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
）告訴記者： 「政府現在與未來都不會支持一個
要求美國民眾攜帶證明的制度。我們不會有聯邦
疫苗接種資料庫，也不會發布聯邦命令，要求每
個人取得一份疫苗接種證明。」

全球各地都在議論，用來證明接種2019冠狀
病毒疾病（COVID-19）疫苗的 「疫苗護照」 ，
或許是重啟各國邊界、開放群聚和旅遊的一項有

力工具。
不過，疫苗護照的構想牽涉到隱私等民權問

題，引發大批反彈聲浪。
莎琪表示，民營企業對這方面的興趣最濃厚

，他們希望體育場館或電影院等 「聚集大量民眾
」 的場所可以重新開放。

她說，政府將發布 「指導方針」 ， 「為美國
人特別關注的隱私權、安全或歧視等疑慮提供重
要解答」 。

莎琪說： 「我們聯邦政府所關注的非常簡單
，就是美國民眾的隱私與權利應該受到保障，確
保這些制度不會用來不公平地對付民眾。」

保障民眾隱私權 白宮不推疫苗護照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宣布，所有成年人至19日都有資格接種武漢肺炎疫苗，比原先預計的5月1日
提早約2週。他警告美國疫情尚未結束，並期望夏末時美國能達到可觀的接種人數。

拜登（Joe Biden）今天走訪維吉尼亞州一處疫苗接種中心。他對現場接種的民眾表示讚許，也
要他們回去後記得告訴大家，盡快接受疫苗接種。

他在回到白宮後表示，所有美國成年人在19日時都有資格接種疫苗。這比他最早宣布的5月1日
提早2週。

拜登上任之初最早訂定的時間表，是上任100天要有1億劑疫苗接種，他表示，在前75天就已經
有1.5億劑接種，現在有望在100天時達到2億劑的目標；但壞消息是，變種病毒正迅速傳播，確診
病例與住院人數都在回升。

在被問及美國疫情是否已經度過最嚴峻的時刻，拜登表示，若能按照現在的道路前進， 「我們終
會度過，但目前尚未結束」 。他期望到今年夏末時，美國能達到可觀的接種人數。

拜登也再次呼籲民眾要繼續戴好口罩、勤洗手，並保持社交距離。
美國是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統計，全美確診人數突破3083 萬人，超過55.6萬人不幸病故。

美疫苗接種提前拜登：4／19所有成年人都能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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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升市月 港股氣氛料重燃
過去40年恒指4月上升概率75%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經統計，從1980年4月到2020年3月這40年，
恒指在4月上漲的次數為30次，即有75%機

會上升，與10月份並列第一名，且4月份恒指的
平均升幅最大，達到3.47%，第二名才是“七翻
身”的7月，平均漲幅2.58%。透過大數據可見，
4月份港股表現甚理想。

業績高峰過 利淡漸消化
4月份港股甚至美股也普遍造好，主要因3月

份是港股業績高峰期，若業績理想，往往會利好
股價；若業績差，也大都在3月份消化負面影響。
故此，3月份通常是港股表現較差月份。同樣的情
況出現在9月，由於9月份是半年報集中期，故港
股一般9月較差，10月表現較好。就好像去年的3
月，恒指大跌9.7%，為當年4月創造了一個低基
數，2020年4月港股反彈4.4%，表現算不錯。上
月港股亦跌了2.1%，所以部分投資者對今個月大

市的表現都有憧憬。
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聲興表示，港股踏入4

月份首日已走俏，使今個月有個好開始。當日有逾
1,200隻股份上升，升勢全面，技術上也突破“頭肩
頂”的頸線。理論上，恒指已連續一周收高於100
天線上，意味短期沽壓暫告紓緩，恒指下一阻力，
則位處29,300點的50天線左右。

過去10年 4月升市佔9年
他表示，參考歷史數據，4月的恒指表現不

俗，過去10年中，有9年的4月份錄得升幅，平均
升幅都有逾3%。

他續說，即使美股的標指也持續強勢，納指
亦可望完成整固，使港股今個月走勢有頗大機會
好轉，當然近日市場出現中概股斬倉事件，相信
仍未完結，尤其當中涉及投行的巨額虧損，故5、
6月股市的走勢存在隱憂。

正榮金融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表示，恒指重
上28,000點，走勢上有改善，而即使美國債息重
上1.7厘，亦未見市場有太大反應，他認為，市場
正在消化有關影響，若債息不升穿2厘水平，相信
科技股仍能承受壓力。他指出，恒指目前支持位
在28,000點，阻力位29,000點，長假期後，要留
意A股方向，以及各項經濟數據表現，特別是首季
GDP表現。

美債息趨升 利好銀行股
鄧聲興又說，在債息維持高位下，銀行股在3

月曾經上試高位，即使中銀去年業績略遜市場預
期，令銀行股在3月底有所回調，但大行仍然唱好
銀行業，並普遍認為，美國長債息趨升，加上銀
行估值折讓頗大，都令不少銀行股有炒作空間，
故此，屬舊經濟股重要板塊的銀行股，4月份走勢
不可忽略。

港股3月份走勢差強人意，踏入傳統股市旺季的4

月，市場的氣氛或會重燃。分析指出，美國10年期國債息

率雖然再升，但市場已逐漸消化有關影響，加上科技股已

從高位回落不少，有數據顯示部分資金正低撈科技股。此

外，傳統價值股股價亦“企硬”，相信4月份大市可審慎

樂觀。從歷史數據來看，4月份股市向上的機會較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
基) 世界銀行上月底公布最新報
告，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將加速至
增長8.1%，引領東亞和亞太地區
經濟復甦。由於內地將於4月公
布多項經濟數據，包括4月13日
公布進出口數字，4月16日更公
布廣受全球關注的中國首季GDP
及一系列數據。市場人士認為，
若數據好過預期，或會為股市打
下強心針。瑞銀早前就預估，鑑
於去年同期的基數較低、加上3
月以來經濟活動限制放寬，即將
公布的3月和首季中國GDP數
據，都將顯示多數經濟活動同比
繼續大幅反彈，而GDP同比增速
有望大幅躍升至19.6%，但環比
增速會有放緩跡象。

沈振盈：看好內需汽車5G股
內地在4月16日會公布的一

系列經濟數據，除了第二季GDP
外，還包括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工業增加值、產品產量及固
定資產投資。訊匯證券行政總裁
沈振盈表示，內地經濟在疫後復
甦速度較快，首季數據令人憧
憬，若數據能符合市場預期，甚
至較預期稍好，對一眾中資舊經
濟股都會帶來刺激。他個人看好
三大板塊，分別是內需消費、汽
車及5G股，相信該3個板塊對經
濟的敏感度較高。

陳蓓敏：內銀股有上升空間
鴻昇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總

經理陳蓓敏亦指出，去年疫情困
境下，內銀股的業績仍比預期中

理想，除本身內銀具實力外，也顯示中國復
甦理想，若GDP數字不錯，估計內銀股仍有
上升空間。

瑞銀又預計，今年中國實際消費有望增
長10%、名義出口增速升到16%，兩者拉動
企業資本開支顯著好轉，並且抵消房地產活
動和基建投資走弱的拖累。第二季開始，季
調後實際GDP環比折年增長率，有望保持在
6%以上。

不過，撰寫上述報告的瑞銀亞洲經濟研
究主管暨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認為，當前
中國經濟面臨最大下行風險，是來自全球疫
情的不確定性。若肺炎疫苗接種速度低於預
期，或再有病毒大規模變種，都可能拖累全
球復甦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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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指出，改革開放極大促進了中國發展，
中國減貧進程加快推進。中國發展進入新時

代，中國減貧進入脫貧攻堅歷史新階段。中共十
八大以來，經過8年持續奮鬥，到2020年底，中
國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現行標準
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
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
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
務。

消除絕對貧困 貢獻全球減貧事業
白皮書說，佔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國全

面消除絕對貧困，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不僅是中華民族發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件，也是人類減貧
史乃至人類發展史上的大事件，為全球減貧事業
發展和人類發展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
關於中國的扶貧經驗，王正譜在6日舉行的國新

辦發布會上表示，中國的扶貧有效做法和經驗有
很多。首先就是以人民為中心，這是一條非常重
要的經驗。其次，是把減貧放在治國理政的突出
位置。運用國家的力量來推進，建立脫貧攻堅的
制度體系，為脫貧攻堅的順利推進提供了有力支
撐。第三，用發展的辦法來消除貧困。經濟的發
展為中國減貧形成了強大的帶動效應，為大規模
扶貧開發奠定堅實基礎，提供了有力保障。第
四，則是立足本國實際全面推進脫貧攻堅。此
外，還有發揮貧困民眾的主體作用。堅持扶貧與
扶智、扶志相結合，通過政府的教育培訓，建立
激勵機制，引導貧困民眾用自己的雙手來改變貧
困落後面貌。第六，是匯聚各方面力量，形成強
大的合力。

設五年過渡期 幫扶政策保持穩定
針對將採取哪些措施防止農村人口返貧的問

題，王正譜表示，通過做好建立長效機制、保持

政策連續和穩定、強化幫扶、匯聚各方力量、繼
續壓實工作責任等五方面工作來防止返貧。中央
決定對脫貧縣設立五年過渡期，主要幫扶政策保
持穩定並不斷完善，就是要“扶上馬、送一
程”。目前正在進行梳理，調整、優化和完善現
有幫扶政策，逐步由集中資源支持脫貧攻堅向全
面推進鄉村振興平穩過渡，將陸續出台30多項配
套政策。

白皮書還提出，到2035年，中國將基本實現
社會主義現代化，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
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中國將全面
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
目標，鄉村全面振興。

據悉，白皮書除前言、結束語外，共包括五
個部分，分別為中國共產黨的莊嚴承諾、新時代
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實施精準扶貧方略、為
人類減貧探索新的路徑、攜手共建沒有貧困共同
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平穩過渡 將陸續出台30多項配套政策

中國提前10年達聯合國減貧目標

習近平致信祝賀廈門大學建校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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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6日發布《人類減貧

的中國實踐》白皮書（下稱白皮書）指出，改

革開放以來，按現行貧困標準計算，中國7.7億

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按世界銀行國際貧困

標準，中國減貧人口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70%

以上。中國打贏脫貧攻堅戰，提前10年實現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

中央農辦副主任、國家鄉村振興局局長王正譜

表示，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用發展的辦法來消

除貧困等六方面扶貧經驗可供國際借鑒。另

外，中央決定對脫貧縣設立五年過渡期，向全

面推進鄉村振興平穩過渡，將陸續出台30多項

配套政策。

中國扶貧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7.7億農村貧困人
口擺脫貧困

●中國減貧人口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
70%以上

●十八大以來，實現脫貧的近1億貧困人
口中婦女約佔一半

●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長到12,588元人民幣

●貧困縣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
94.8%

●99.9%以上的貧困人口參加基本醫療
保險

●98%的貧困縣至少有一所二級以上醫
院

●6,098萬貧困人口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
老保險

六方面扶貧經驗供國際借鑒
●以人民為中心

●把減貧放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

●用發展的辦法來消除貧困，通過發展
來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立足實際、立足國情來全面推進脫貧
攻堅

●發揮貧困群眾的主體作用

●匯聚各方面力量，形成強大合力

五招防止返貧
●建立防止返貧的監測和幫扶長效機制

●對脫貧縣設立五年過渡期，主要幫扶
政策保持穩定並不斷完善

●繼續做好易地搬遷後續扶持工作，有
針對性做好產業幫扶、就業幫扶，加
強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建設

●匯聚社會各方的力量集中攻堅

●繼續壓實工作責任，堅決守住不發生
規模性返貧的底線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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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致信祝賀廈門大學建校100周年，向全體
師生員工和海內外校友致以熱烈的祝賀和誠摯的問候。

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廈門大學是一所具有光榮傳統的大學。
100年來，學校秉持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的立校志向，形成了
“愛國、革命、自強、科學”的優良校風，打造了鮮明的辦學特
色，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中華文化海外
傳播作出了積極貢獻。

習近平強調，我國已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
程。希望廈門大學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切實落實立德樹人根
本任務，為黨育人、為國育才，與時俱進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全
面提升服務區域發展和國家戰略能力，為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和
向心力，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廈門大學由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於1921年創辦，是
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華僑創辦的大學。100年來，學校秉承
“自強不息，止於至善”的校訓，以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為己任，
先後為國家培養了40多萬名優秀人才，形成了鮮明的辦學特色。

兩年前，
一封來自廈門
大學赴台老學
長的信，感動
了無數人，更

令不少廈門大學的校友為之動
容。寫信的是時值96歲的周詠棠
老人，這封親筆信語言質樸、情
感真摯，述說了一位畢業了70年
的赴台校友，對母校深沉的愛。
在信中，老人決定為母校捐款200
萬元人民幣，並說“因我年事已
高（1923年出生），若2021年校
慶前已去世，該捐款已囑小女周
文蕙於2021年初匯上。”

4月6日，廈門大學迎來了百
年華誕。值此校慶之日，記者輾轉
找到了這位感動兩岸廈大校友圈的

98歲老人──周詠棠。出生於1923
年的周詠棠比廈門大學小兩歲。
1948年，他畢業於廈大機電工程
系，曾任廈門大學台灣校友會榮譽
理事長。

抗戰期間，廈大內遷至現今的
福建龍岩長汀縣。那時的廈大學
生，每周一都有半個小時的周會，
先唱校歌，其中有“知無央，愛無
疆”的歌詞，讓周詠棠記憶至今。
周詠棠1948年赴台灣，先後在台灣
多家工廠任職。不久後，兩岸進入
長時間的封鎖對峙狀態。1988年首
次返回大陸，1990年重返母校。周
詠棠沒有想到，自己需要花40多年
才能再回廈大，雖然他與廈大僅一
水之隔。他說，重新回到母校更能
體會古人“近鄉情更怯”的深情。

2011年，廈大90周年校慶之
際，周詠棠在受邀發表演講時，深
情地說“‘人在天堂，錢在廈
大’，我會在有生之年竭盡所能地
為母校作出一份貢獻。”這一深情
厚誼令在場所有人都感動不已。

因地緣相近、文化同根，廈
大是最早招收台灣學生的高校之
一，台灣學生對廈大也青睞有加。
廈門大學台灣校友會是廈門大學歷
史悠久的地方校友會之一，成立於
上世紀60年代。作為台灣校友會
理事長，周詠棠每逢母校校慶時
節，都會定期組織在台校友團
聚，他也會經常回到大陸探望
母校。

●綜合記者蔣煌基
及央視新聞客戶端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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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按現行貧困標準計算，中國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圖為早前四川省涼
山彝族自治州布拖縣阿布洛哈村村民搬遷入新居。 資料圖片

民族八省區貧戶人均純收入破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國

國家鄉村振興局副局長夏更生6日在國新辦發布會
上表示，少數民族的貧困群眾已全部脫貧。在整個
脫貧攻堅的8年間，中國始終把民族地區和少數民
族群眾作為脫貧攻堅的重點區域、重點群體，實施
精準方略一以貫之地予以傾斜支持。2020年底，民
族八省區（即內蒙古、寧夏、新疆、西藏、廣西、
貴州、雲南、青海）貧困群眾的人均純收入已突破

萬元（人民幣，下同）大關，還高於全國建檔立卡
貧困人口的水平。未來還將從財政、金融、土地、
人才、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等方面給予集中支
持。

據夏更生介紹，在整個脫貧攻堅的8年間，中
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對民族8省區投入了近3,000億
元，佔全國45%。在整合財政涉農資金方面，八省
區佔全國的39%。同時，包括在金融、土地、人才

等方面，也給予傾斜支持，為打贏民族地區的攻堅
戰提供了強大的保障。

下一步要如何鞏固這些地區的脫貧成果？夏更
生表示，在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的底線基礎
上，繼續強化對民族地區的傾斜支持。鄉村振興的
重點幫扶縣主要是在民族地區，從財政、金融、土
地、人才、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等方面給予集
中支持，加快補齊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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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刘家坡刘家坡““艺术活化艺术活化””记记
逄春阶逄春阶 文文\\图图

法国著名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来了、在日本倡导用艺术赋能
乡村振兴的福武总一郎来了、日本艺术家宫岛达男来了。当
然，比他们来得更早的是山东财经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张凌
云教授的团队。他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叫刘家坡的小山村？

刘家坡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鲁村镇，曾是藏在深山里的
省级贫困村，名不见经传。谁也想不到，它有朝一日会磁石一
般吸引海内外艺术家、文化人的目光。

发掘石头村之美

应沂河源田园综合体项目邀请，张凌云教授一踏进刘家坡，
就被满眼的石墙、石屋、石街、石垛震住了！

这是个“石打石”的“硬”村，精致、罕见手工打造的石头
院落，干插手法建造的石墙，茂盛的爬墙虎、石板路缝隙里冒
出的青草、墙角盛开的野花，织就出一幅打动人心的乡村图
景。但这个村庄好像被时间老人忘记了，光阴斑驳地掠过，只
留下寂静和荒凉。很多房屋已经坍塌，从废墟里长出碗口粗的
大树。如果不抢救性保护，村庄或将无声无息地消失。

2018 年 3 月 16 日，张凌云带着 6 个人的团队正式进驻刘家
坡。走访、摸底、测量、统计……他们穿梭在田间地头，考察当
地的自然生态、民俗风情，发现、发掘宝贵的文化资源，寻找
创作依据和灵感，希望用艺术活化乡村，唤醒村庄的生机与活
力。他们这一阶段的劳动成果——规划设计图，汇集起来有整整
16本，铺了满满一地。

张凌云用“三生石代”概括这个项目。“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三生”既代表了这个永恒的石头地带对幸福生活
的不懈追求，又代表着“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打造艺术
田园、幸福乡村“处处皆艺术、人人都幸福”的目标。

这场艺术活化乡村的实践，采用“公益基金+专业公司+合
作社+农户”模式，输血与造血同步，突出项目自身的造血功
能，力争实现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活力乡村，探索可复制可
推广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模式。在艺术上，则通过对原址院落
的建筑结构进行修复与重建，彰显乡土主体元素，同时启用绿
色建筑与全新的节能“被动房”，对功能布局进行重新设计及
艺术化呈现，创建“方院子”的全新理念，实现精品民宿的

艺术化、高端化。

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刘家坡不足 100户人家，有 31套石屋闲置。
起初，老百姓很难接受和理解“艺术活化乡村”这个概念，

“怎么‘活化’？听着头皮发麻。”在他们看来，活化乡村的想
法，就像挂在半山腰的云一样，不接地气。

随着废弃宅基地的再利用以及相关合作模式的深入推进，问
题像一大堆乱麻堆在了眼前。关键时刻，村委会研究决定，闲
置石屋收归集体管理，地上物品补偿给个人。

2018年 5月 16日，艺术活化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在外地打工
的石匠、泥瓦匠都回来了，自觉地参与到工程中，每月收入四
五千元。这些能工巧匠在家门口找到了存在感。

要唤醒一个古老的村庄，不但需要全新的理念，还需要实
实在在地给村民创造增收的机会。石屋改造完成后，还有多少
村民能在家门口就业？

村中央的广场上设计了荷花喷泉，周遭 40 多个巨石花瓣，
都是村民们用青石亲手打制，每一片花瓣都是人工磨平的。他
们把憋了若干年的劲儿全都用在了这里。他们说，要是在 5 年
前，刘家坡人哪有这样的“闲情逸致”？

事实证明，这一工程在提升乡村面貌的同时，带来了更多就
业机会，更多村民无需背井离乡，便可获得较高收入。既能建
设家乡，又能提高收益，他们都真心实意地积极支持项目推进。

“活化”，也是“火化”，火化旧观念，也把“贫穷”彻底火
化，活化出父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单位主动加入到

“艺术活化”工程中来。比如山东七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他们安置了 40 多位村民就业，帮扶建档
立卡贫困户 6户。

艺术与乡土文化融合

2018年 6月 12日，原本安静的刘家坡锣鼓喧天，村民们用自
己的方式迎接设计大师保罗·安德鲁的团队到来。面对一座座极

具中国特色的石头院落，保罗·安德鲁说：不管法国还是中国，
我们文化的根基都在乡村，可人们把目光更多投向了城市。我
们应该返回来关注乡村。幸运的是，乡村都还在，我们还有机
会重新发现它们。

当年 6月 26日，日本艺术家宫岛达男也带领团队来到刘家坡
考察，被雨后的刘家坡深深吸引。

国际艺术家们的加盟，给张凌云团队“艺术活化”刘家坡以
巨大推动。经过多方努力，这一实践项目终于大功告成。

如今来到刘家坡，会看到一个有棱有角、有滋有味、有声有
色的小山村。

蓝色的燕喃蓝舍整体结构保留了北方民居的原有特色，又通
过对墙体、门窗与院子的设计改建，打造出地中海风情。两株
从尚屋青舍屋顶冒出的青桐，像指路牌一般引人注目，这里还
有阳光房中的梧桐、砌在围墙中探出枝丫的洋槐等，植物全部
保留下来，又根据农舍、院落等环境做了调整。祖屋苍舍让人
触目感怀百年沧桑，近百平方米的石头房舍，凝聚了村人刘世
彩家族三代 30多口人共同生活的温暖记忆……

这里还有许多既传达了强烈时代气息，又散发出浓浓地方韵
味的建筑：位于小村最高点的三生书院，轻钢、铝材、玻璃等
材质与传统地道的石砌墙融为一体；村头雕塑家李怀杰的艺术
馆，与书屋遥遥相对，互为呼应；山野间，由集装箱式箱体组
成的民宿三三两两散落于杨树林、柿子林与桃树林边，卧室还
可通过占了一半屋顶的天窗观星……

刘家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艺术气
息与乡土文化深度结合，融进了这个小村落；中西方建筑美
学、设计理念、构件元素等的融合在这里有了极好的体现。

张凌云说：“我们希望挖掘乡村的美，把刘家坡不朽的‘石
头地带’推向国际，以文化、产业、艺术赋予乡村独有魅力，
用世界艺术品位吸引更多人重新关注乡村。增强乡村活力这个
初期目标，我们做到了。”

艺术乡建
添彩乡村

村民手工打造的石头莲花水池。

刘家坡村代表性艺术民宿祖屋仓舍，高大屋脊上的垛潲
飞檐展示着当地村居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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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和 iPhone第V 班 : 智能手機或iPad特級班。將於
4/21/2021開班到5/21/2021。您想要知道如何節省您智能
手機和iPad的空間,脫離依賴icloud,把您照片和視頻存起來
或保存到您的電腦嗎? 並且如何把您的陳年舊照片從相簿還
原變成數碼照片。以及如何使用Google Photos 照片相簿分

類, 視頻制作, 動畫制作及其它實用的應用軟件等。這課程
將會讓您學習到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以上班級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35元。
有興趣的會員請於開班前、周一至周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
到僑教中心後停車場向義工黃偉或關本俊繳費報名。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iPad和iPhone第V 班 : 智能手機或iPad特級班

（作者：珍妮·曼里克）國稅局
將報稅截止日期延長至5月17日。兒
童扣抵稅將從今年夏天開始發放，部
分失業救濟金將不徵稅。

美國國稅局（IRS）將納稅期限
從4月15日延長至5月17日，此時第
三輪經濟刺激措施的支付額超過3350
億美元，達到1.3億美國人。

這一條款以及美國救助計劃中批
准的其他條款，如兒童扣抵免和建立
失業救濟金 免交稅，旨在說明遭受這
一流行病打擊的家庭。

國稅局工資和投資司專員肯·科
爾賓（Ken Corbin）在由民族媒體服
務公司主辦的媒體吹風會上表示：
「隨著這一流行病的繼續，我們仍然

專注於支持聯邦政府說明那些經歷財
務變化和挑戰的人的努力。

"這也是我們延長到期日的原因之
一：個人必須到5月17日才能申報並
繳納2020年的稅款。任何人如果在
該日期之前提出申請並支付利息，將
不會受到處罰或收取利息。這隻適用
於個人，不適用於像公司這樣的納稅
人，"Corbin解釋道。

此擴展還適用於 2020 稅務年度
對個人退休帳戶 （IRA） 或 Roth
IRA、健康儲蓄帳戶、Archer 醫療儲
蓄帳戶或 Coverdell 教育儲蓄帳戶的
繳款。然而，對於那些在2021財年
第一季度繳納稅款的人來說，4月15
日的最後期限依然存在。

自2月12日以來，國稅局已收到
8500萬份個人納稅申報表，併發放了
超過5600萬份退稅，總額近1640億
美元。國稅局官員建議使用直接存款
與電子文件作為最直接的方式來完成
這個過程，並在21天內收到退款。

科爾賓說： 「我們知道，即使疫
苗已經推出，許多人可能也不願意走
進實體辦公室，或者親自與稅務人員
打交道。"我們鼓勵您使用電子存檔並
選擇直接存款。

有幾個稅務準備軟體，允許年收
入低於72，000美元的個人免費申請
。國稅局一個可以在這裡找到。
IRS2GO 行動應用程式還允許您在準
備稅款、付款和檢查退款狀態方面獲

得免費說明
刺激檢查

科爾賓強調了國稅局關於快速支
付經濟影響付款（EIPs）的工作，俗
稱免稅刺激支票：在第一輪中，超過
1.6億美元到達美國家庭，第二輪達
到1.47億美元。

那些沒有收到每人高達1，200
美元和600美元的付款的人，將能夠
通過納稅申報表上的退稅抵免來申領
這些款項。個人可以通過線上聯邦稅
務帳戶訪問有關其 EIP 的資訊，他們
可以在 irs.gov 註冊 該帳戶 該帳戶還
允許人們創建 PIN 作為保護層，以避
免使用社會保險號碼 （SSN） 進行
欺詐

根據美國救援計劃授權的第三輪
經濟影響付款，美國國稅局已經為
2019年或2020年報稅的人支付了超
過1.3億筆款項，價值約3350億美元
。從4月7日開始，一批新的社會保
障和其他尚未提交納稅申報表的受益
人可能會接受檢查。退伍軍人也有望
在4月中旬之前收到他們的刺激金。

科爾賓說： 「大部分（付款）都
是作為直接存款發放的。"但我們也在
郵寄紙質支票或EIP卡，這是一張預
付轉帳卡。如果我們沒有您的銀行帳
戶資訊，我們鼓勵您檢查您的郵件，
並確保不要扔掉預付EIP卡。
失業救濟金和兒童扣抵免

救助計劃還包括一項針對2020
年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的新規定：對
申請共同申報的夫婦最高20，400美
元的失業補償，以及所有其他符合資
格的納稅人的10，200美元現在不徵
稅。

在批准這項新福利之前，那
些已經通過1099G表格申報失業
所得款項的人，將從5月起獲得相
應的退款。

"我們知道，有許多個人的身
份已經受到損害。並且有以他們
的名義發出的欺詐性失業補償申
請。因此，我們告訴人們要做的
是只申請他們得到的實際失業補
償，"Corbin補充說。

救助計劃的另一部分是，從

2021 財政年度開始
增加兒童稅收抵免額
，使家庭能夠從夏季
開始提前獲得該信貸
。 即 使 是 那 些 在
2021 年有了新孩子
的家庭，也能夠在
IRS.gov 入口網站上
將他/她作為受益人
。
多語倡議

對於這個稅務季
節，國稅局首次為希
望選擇自己對未來國
稅局通信的偏好語言
的個人提供了新的時
程表。這是有限的英
語熟練程度時程表
（LEP），允許使用
者在 20種不同的語
言之間進行選擇：除
了英語和西班牙文，他們還可以找到
韓語，越南語，俄語，阿拉伯文，海
地克裡奧爾語，塔加祿語，葡萄牙語
，波蘭語，波斯語，法語，日語，旁
遮普語，總理或烏爾都語，孟加拉語
，義大利語，和兩種形式的中文傳統
和簡化。

據國稅局工資和投資司客戶援助
、關係和教育主任蘇·西蒙（Sue Si-
mon）說，該機構已開始將有關稅收
和納稅人權利以及其受撫養人要求的
基本資訊翻譯成所有這些語言。

Simon 回顧說，沒有資格使用
SSN 的無證移民可以填寫 W7 表格，
申請個人稅務識別號碼 （ITIN），這
允許他們納稅，這是未來移民流程

（如公民身份）的重要要求。 "我們
非常小心我們收到的資訊，"西蒙解釋
道。 "我們的目的不是與其他機構分
享"。

Simon還強調了名為VITA的志願
者計劃，該計劃由全國近90，000人
組成，他們與社區合作夥伴合作，讓
他們參與社區免費納稅申報準備。

"其中一些是銀行，大學。AARP
是國家合作夥伴，聯合之路是另一個
合作夥伴，"西蒙解釋道。 "我們還有
一個名為"老年人文本諮詢"的合作夥
伴計劃，它有助於通過文本進行電子
申請。

雖然這一流行病的親自援助有限
，但目前有11 000個名額，個人可以
免費預約報稅。還有一些有報酬的準

備者，他們是會計師或稅務律師，在
低收入的納稅人診所工作。國稅局網
站有關於如何選擇道德準備者的建議
，以及一份具有證書和資格的人的名
單來說明完成這項任務。

西蒙說： 「每次看廣告，我都會
畏縮，因為廣告承諾會給某人更多的
退款。"沒有更大的退款。如果您的退
貨準備正確，您將獲得適合您情況的
退款。

Simon警告稱，最常見的騙局包
括據稱美國國稅局官員的電話或電子
郵件，要求納稅，甚至威脅要向警方
報案，而該機構只通過郵件發送收款
賬單。她建議向國稅局稅務管理監察
長或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報告任
何試圖冒充國稅局人員的人。

你需要知道美國救援計劃和你的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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