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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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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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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城亞洲城亞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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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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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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第2波新冠疫情居高不下，今（28
）日再新增逾36萬人染疫、3,000人病死，
雙雙刷新紀錄，不過專家警告，實際染疫人
數可能超過5億人、死亡人數達99萬人，同
時今天還不是印度最致命的一天，預估印度
還有可能迎來一日1.3萬人病歿的高峰。

《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
）報導，印度今日新增36萬960例確診病例
、3,293人死亡，雙雙刷新紀錄，目前印度
總確診人數已經超過1,799萬人，總病歿人
數正式突破20萬門檻，在此之前，印度已經
連續7天，每天新增超過30萬確診病例。

不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
，今天可能不是印度疫情爆發以來最致命的
一天，根據華盛頓大學健康計量評估研究中
心（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
ation，IHME）預估，一直到5月中，印度

每日死亡人數將持續攀升，最高峰可能來到
單日1.3萬人，比現階段高出4倍。

新德里疾病動態、經濟和政策中心
（Center for Disease Dynamics, Econom-
ics and Policy）主任納斯米瑞安（Ramanan
Laxminarayan）悲觀指出， 「我不認為有任
何一個家庭能不受新冠死亡影響，我可以想
像，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人離開。」

另外，世衛首席科學家史瓦米那尚
（Soumya Swaminathan）受訪時也表示，
印度實際的總染疫人數可能更多，比目前所
知的至少高出20至30倍，換句話說，現階
段印度的總確診人數有可能已經超過5.2億
人。

穆克吉預估，確切病歿人數恐怕少估了
2至5倍，真正的死亡人數可能接近99萬人

印度單日36萬確診、3千死創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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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is the new superpower in
America. With the new census,
Texas will gain two seats in Con-
gress with 38 seats and 40 Elec-
toral College votes. The six
states gaining House seats are
Texas, Florida, Colorado, Mon-
tana, Oregon and North Carolina.
Since the 2000 census Texas
has gained eight seats while
Florida has gained five and Ari-
zona and Georgia picked up
three each.

The results really show that politi-
cal power in the country is shift-
ing from states in the Midwest
and Northwest to those in the
south and west.

The 2020 census brought un-
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clud-

ing a global pandemic,
wildfires, civil unrest
and hurricanes. With all
of these events happen-
ing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not easy to conduct
the census.

We are so glad and
proud that Texas be-
came the second larg-
est state in the nation.
There are many rea-
sons for this. We are a
state that is very friend-
ly to business. We don
’t have a state tax and
with the very reason-
able cost of land, it is
very good for businesses to grow.

We also have very rich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with many
ports and airports. Texas makes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tes to
connec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as Texans welcom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come
and join us in this wonderful land.

0404//2828//20212021

Texas Becomes The SecondTexas Becomes The Second
Largest State In AmericaLargest State In America

二〇二〇年人口晋查報告
今天正式公佈，德州人口之增
加將在眾議院增加兩個席次，
將有三十八席及四十個選擇人
票，德州將成為未來的政治明
星州。

根據人口普查局之數據，
全國人口超過了三億三千一百
萬，包括柯羅拉多、佛羅里達
蒙他納 、北卡羅䒹納及奧立崗
州，因人口增加可多出一位眾
議員，而加州、伊利諾 、紐約
、 俄亥俄 、賓州及西維基尼亞
州因人口減少而會失去一席眾
議員席位，此次普查報告顯示

，全國政政勢力正從中西及西
北地區轉移到南部及西部。

二O二〇年時之人口普查
工作曾經遭受到新冠疫情、森
林大火風災及種族暴動之重創
，能在如此艱難之困境下完成
， 實屬不易。

我們非常慶幸德州在此次
普查中脱穎而出，主要還是德
州地大物博 ，多年來一直堅持
沒有州稅之政策 ，加上土地取
得便宜， 大專院校林立 ，因此
多年來不斷有新居民遷入， 幫
助工商業發達之原因。

德州躍居全美人口第二名德州躍居全美人口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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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上任總統整整100天了, 今天他將
在國會發表演說, 向全民講述自己在過去
100天內所做所 為, 雖然並非國情咨文報告
, 但各界對他有高度期待。

拜登與前任總統川普最大不同在於他說
得少，做得多。川普執政時最慣常使用社群
媒體”推特”發出白宮與自己的訊息, 但拜
登對此敬謝不敏, 我們甚少從Twitter聽聞到
白宮重大訊息, 拜登都中規中矩透過官方管
道發佈，他甚至上任了65天才開了第一次
記者會,成為百年來上任最久才開記者會的
總統, 但民眾卻天天看到他在做事。

歷任美國總統在上任100天內都試圖交
出漂亮成績單以示”好的開始”,拜登也不
例外, 我認為他應得到80分的好成績，原因
是他尊重醫學與專家, 催生新疫苗誕生, 並強
力宣導接種,在他上任時，全國7天疫苗接種
每天平均為77萬人， 但現在已上升到每天
300萬人, 目前25%成年人完全接種了疫苗,
16歲以上有一半已註射, 超過80%的老年人
至少注射過一次，更重要的是, 他原先設定
在上任100天完成接種1億劑目標，結果第

58天就達標，他又訂出2億劑新目標,在8天
前又超前實現。

為迅速提振美國經濟，拜登推出1.9萬
億美元紓困計劃也是歷史創舉，旨在抗疫提
供額外資金，幫助企業與個人度過困境,足
以媲美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經濟大蕭條時
所推出的”新政” （The New Deal）。當
年羅斯福以乾預手段通過重大法案達成救濟
、復興和改革的三大目標, 現在拜登則是提
出2萬億刺激經濟方案與2.3萬億基建計畫,
創造就業機會, 他的三大計劃具有宏觀願景,
可解決公衛危機給工薪階層和貧困人帶來的
經濟災難。

拜登的另一革新就是美國重返《巴黎氣
候協定》與重新加入世衛組織，讓白宮恢復
了衛生安理會領導地位, 這對美國相當重要
。

拜登的100天充滿革新氣息, 不過在遏
止暴民對亞裔種族歧視與仇恨犯罪方面卻成
效不彰,力有未逮, 拜登應在國會立法外,以行
政命令採取更強手段才可避免美國在族群意
識與宗教信仰的對立所造成的分裂危機！

李著華觀點︰百日為新-拜登的100天都為革新

印度第2波新冠疫情居高不下，今（28
）日再新增逾36萬人染疫、3,000人病死，
雙雙刷新紀錄，不過專家警告，實際染疫人
數可能超過5億人、死亡人數達99萬人，
同時今天還不是印度最致命的一天，預估印
度還有可能迎來一日1.3萬人病歿的高峰。

《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
）報導，印度今日新增36萬960例確診病
例、3,293人死亡，雙雙刷新紀錄，目前印
度總確診人數已經超過1,799萬人，總病歿
人數正式突破20萬門檻，在此之前，印度
已經連續7天，每天新增超過30萬確診病
例。不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
導，今天可能不是印度疫情爆發以來最致命
的一天，根據華盛頓大學健康計量評估研究
中 心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IHME）預估，一直到5月中，
印度每日死亡人數將持續攀升，最高峰可能
來到單日1.3萬人，比現階段高出4倍。

新德里疾病動態、經濟和政策中心
（Center for Disease Dynamics, Econom-
ics and Policy）主任納斯米瑞安（Raman-

an Laxminarayan）悲觀指出， 「我不認為
有任何一個家庭能不受新冠死亡影響，我可
以想像，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人離開。」

另外，世衛首席科學家史瓦米那尚
（Soumya Swaminathan）受訪時也表示，
印度實際的總染疫人數可能更多，比目前所
知的至少高出20至30倍，換句話說，現階
段印度的總確診人數有可能已經超過5.2億
人。印度染疫人數低估的原因主要在於病毒
檢測數量不足，史瓦米那尚說印度全國平均
病毒檢測陽性率為15%，德里等城市的陽
性率為30%，代表有很多人尚未被檢測出
感染。

密西根大學生物統計專家穆克吉（Bh-
ramar Mukherjee）指出，病毒檢測不足的
原因包含許多沒有症狀的沉默患者，所以他
們不會去進行檢測，還包括鄉村地區的檢測
設施不足等。除此之外，印度病歿人數也可
能低估，由於公衛基礎設施不足，就算是疫
情之前，全印度也只有86%的死亡案件會
通報給政府，當中只有22%會受醫生確認
，列出官方死因。

印度單日36萬確診、3千死創紀錄 實際染疫人數恐飆破5億

殲-20戰機雙座版備受矚目，據《兵工科技》
雜誌報導，它能瞄準敵方電子裝備，並與無人機蜂
群協同作戰

據《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7日報導，文章內指出，隨著技術進步，新版
殲-20可望能執行更多任務，而後面的武器選擇員
和操作員需要執行其中部分任務。文中強調，
殲-20雙座戰機會出現，是由於 「威龍」 的任務多
元化，加上中方需要戰力更強的戰機。

預料殲-20雙座版所裝備的，將是比解放軍其
他雙座戰機更先進的電子設備。文中提及，對
殲-20雙座戰機來說，執行電子干擾任務輕而易舉
，因為它具備強大的供電能力，火控雷達和整體航

空電子系統。可想而知，前座駕駛將負責飛行，而
後座人員將負責操縱電子戰裝備平台，使殲-20成
為敵方電子裝備的夢魘。此外，後座人員也能操控
支援的無人機隊。這些無人機可以作為吸引敵機或
隱形戰機的誘餌。同時它們也能搜集情資，攻擊防
空系統，並搶佔空優。

文內並指出，由於中方工程師在打造殲-10雙
座戰機時累積了經驗，因此就技術上而言，研製
殲-20雙座戰機是可行的。雖然中方從未正式公開
殲-20的確切數目，但據《兵工科技》雜誌的另一
篇文章指出，至今已打造了約90架。文內甚至說，
要滿足中方的軍事需求，大概需要造400—500架
。

陸殲-20雙座戰機更強 將扛下多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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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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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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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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緊急狀態延至7月底
將恢復黃色疫情防控區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確

診病例13844例，死亡364例。截至21日

18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3904899例，死

亡病例117997例，治愈病例3311267例。

據報道，意大利總理府舉行內閣部長

聯席會議，審議最新防疫法令草案。該法

令草案有效期為4月26日至7月31日。意

大利國家衛生院院長布魯薩費羅(Silvio

Brusaferro)表示，根據最新法令草案，4月

30日到期的國家緊急狀態法令將延長至7

月31日，與即審議的最新法令草案截止

日期相同。

根據官方公布的最新防疫法令草案，從

4月26日起，意大利將恢復黃色疫情防控區

，並允許黃色疫情防控區的人員自由出行。

但如果要通過紅色或橙色疫情防控區，則仍

然需要工作、健康或特殊原因的自我聲明。

在黃色疫情防疫區，從4月26日起，

餐館可以開放室外場所經營。從5月1日

起，每天只允許在5時至22時拜訪本市鎮

範圍內的親友一次，一次最多4人，未成

年人和殘疾人除外。從6月1日起，餐館

5時至晚18時可在室內經營。6月16日以

後，將不再設置探親訪友限制，但紅色疫

情防控區禁止探親訪友。

從4月26日起，黃色

疫情防疫區中的電影院、

音樂廳、劇院重新開放。

要求觀眾之間的距離至少

為1米，座位必須預定，避

免觀眾隨意走動，觀眾容

量不得超過設計容量的

50%，且室內場所最多容納

500名觀眾，室外場所最多

容納1000名觀眾。期間允

許戶外活動和團體運動，如足球、籃球等。

從5月15日起，黃色疫情防疫區購物

市場和大型購物中心將重新開放，並開放

戶外遊泳運動。6月1日健身房重新開放

，期間大型體育場館觀眾最多可容納設計

容量的25%，室內運動場館最多容納500

名觀眾，室外最多1000名觀眾。7月1日

集市、會議、博覽會、展銷會、主題公園

等也將對外開放。

法令允許高中采取靈活方式授課，紅

色疫情防控區高中進行50%至75%線下課

程，橙色和黃色疫情防控區高中進行60%

至100%線下課程。該法令有效期宵禁時

間，仍為每晚22時至次日淩晨5時。

另據報道，博爾紮諾-上阿迪傑自治

省主席科帕茨徹(Arno Kompatscher)宣布

，博爾紮諾-上阿迪傑自治省將在4月26

日推出關於新冠疫苗接種和新冠測試“綠

色通行證”，持證人員可以自由進入餐館

室內就餐。消息發布後，立即引發羅馬當

局高度關註。

意大利地區事務和自治部長蓋米尼

(Mariastella Gelmini)致電博爾紮諾-上阿迪

傑自治省主席科帕茨徹，並對綠色通行證

發出警告。

蓋米尼向媒體表示，她已經與科帕茨

徹通過電話，並請求科帕茨徹謹慎行事。

現在不是地方實施綠色通行證的時候。綠

色通行證將是一場革命，它會改變抵禦新

冠病毒大流行的步伐。

澳預訂“防變異新冠病毒”疫苗
開展本土疫苗生產

綜合報導 澳洲衛生監管機構預計，能夠預防新型變異新冠病毒的

輝瑞疫苗加強版，將在未來6個月內被提供給澳洲。此外，維州政府也

已斥資5000萬澳元，推進疫苗的本土生產化。

《每日電訊報》報道，治療用品管理局主任斯凱裏特(John Skerritt)

透露，他於本周二(20日)會見了輝瑞公司的員工，討論了未來獲取更多

疫苗劑量的相關事宜。斯凱裏特稱，輝瑞公司表示，應對變異新冠病毒

的首批疫苗可能會在2021年第三季度供應。他說：“這意味著，他們相

信，他們可以在大約4到6個月的時間裏研制出大量的疫苗，而不是花

兩年的時間來開發一種新疫苗。”

斯克裏特還表示，等到新版輝瑞疫苗上市時，牛津大學正在進行的

一項試驗也將出結果。據了解，這項試驗是在輝瑞(Pfizer)、莫德納(Mod-

erna)、強生(Johnson&Johnson)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等主要疫苗之間進

行混合和匹配，以檢驗疫苗的真實有效性。

維州政府官方網站報道，維州政府將投資於新的關鍵制造技術，以

確保澳洲新冠疫苗的供應。據介紹，在聯邦政府將mRNA疫苗的本土化

生產確定為國家重點項目之後，維州將提供5000萬澳元，通過與維州大

學、領先研究人員以及澳洲和其他國際制造公司合作，在墨爾本進行

mRNA疫苗的研發和制作。

報道認為，mRNA疫苗由於其高效、開發迅速、低成本和安全等特點，

成為一種有希望替代傳統疫苗的新型疫苗。輝瑞公司和莫德納公司在歐洲和

美國生產的mRNA新冠疫苗的成功，也突出了這一點。另外，在維州當地發

展mRNA生產也將保證疫苗的安全性，進一步推進疫苗生產的本土化，以避

免出現新冠疫苗的全球供應鏈問題，從而有效防禦新冠病毒的入侵。

秘魯將繼續實施防疫限制
7成民眾認為疫情尚未得到控制

綜合報導 秘魯內閣總理貝穆德斯宣布，為緩解第二波疫情，政府

將繼續執行宵禁、周末的私家車流通限制和周日強制性隔離。

據報道，貝穆德斯表示，繼續實施這樣的限制會減少人群聚集、遏

制新冠病毒的擴散。貝穆德斯還宣布，將在封閉的空間內保持針對性的

容量限制，並呼籲民眾減少家庭和朋友間的社交聚會。

據介紹，從4月19日起，首都利馬和卡亞俄等地區再次被列為 "極

端高風險"地區，並將持續至5月9日。其中最重要的規定是周日的強制

性社會隔離，但民眾被允許前往疫苗接種中心。

針對目前的疫情形勢，最新民調結果顯示，48%的受訪者認為，秘

魯疫情最糟糕的時刻還沒有到來，而41%的人認為秘魯目前正處於疫情

高峰期。

此外，71%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沒有設法控制新冠病毒的傳播，這一

數字比2020年7月的調查(48%)高出23個百分點。

民調還詢問了秘魯民眾是否會遵守政府為避免感染而提出的建議，對

此，59%的受訪者說他們會嚴格遵守，另有36%的人表示會部分遵守。

據介紹，秘魯第二波疫情的死亡人數已經遠遠超過了第一波的高峰，

此外，重癥監護室的床位也出現緊缺。盡管秘魯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但疫情形勢仍未得到扭轉。

俄羅斯在克裏米亞舉行大型軍事演習
綜合報導 俄羅斯國防部

發布消息稱，俄軍在克裏米亞

地區舉行大型跨軍種演習。

消息說，此次演習出動了

南部軍區、黑海艦隊、裏海艦

隊、空降兵部隊等1萬多名官兵

、1200多臺(輛)軍事裝備以及40

多艘戰艦和20艘保障艦。

消息說，此次演習將演練

登陸和反登陸、空降、打擊海

上目標、排雷、

使用無人機和巡

航導彈、對抗艦

載防空武器等項

目。

消息說，此次

演習是突擊戰備檢

查的一部分。

當天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

古乘直升機檢閱了參演部隊和

裝備，並聽取了演習計劃。

3月23日，俄羅斯在克裏

米亞地區進行了為期4天的軍

事演習。4月20日，俄軍在黑

海舉行了聯合演習。此外，俄

南部軍區發布消息稱，南部軍

區近期有超過50架飛機被部署

到了克裏米亞。

克裏米亞是黑海的戰略要

地。2014年3月，克裏米亞和

塞瓦斯托波爾舉行全民公投，

超過九成投票者同意脫離烏克蘭

，加入俄羅斯。烏克蘭不承認上

述公投，反對克裏米亞和塞瓦斯

托波爾並入俄羅斯，西方國家由

此對俄實施經濟制裁。

受烏克蘭局勢影響，近期黑

海地區局勢緊張。美英此前均表

示向黑海派遣戰艦，以表示對烏

克蘭的支持。俄方表示，美國及

北約在黑海和波羅的海地區等俄

邊境地區部署重兵，並加強了

空中和海上的偵察活動，威脅

了俄羅斯國家安全。

希臘新冠檢測率領先歐洲水平
30至39歲將可約疫苗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小時，希臘新增2759例新冠病毒肺炎

患者，目前累計確診326395例。當日新

增死亡75例，累計死亡9788例。根據希

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的數據，在21日新

增的3015例病例中，14例來自境外輸入

，剩下的為本土新增病例。

30至39歲年齡組疫苗平臺下周開放
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21日說，

針對年齡在30至39歲人士的新冠疫苗接

種平臺，將於 4月 27 日開放。他說：

“疫苗是解決新冠疫情大流行危機的方

法，也是我們重返正常生活的途徑。”

他指出，如果有必要，除了公立的

疫苗接種中心外，5月份私立部門的衛生

中心和診所也可以開始為民眾提供疫苗

接種，以滿足巨大的接種需求。他還強

調，隨著疫苗接種量的加大，之後政府

將會對疫苗接種的時間進行延長。

此外，由於此前歐盟藥品監管機構已

表態稱，強生新冠疫苗可能與罕見血栓病

例有關，但接種該疫苗的好處依然大於風

險。希臘衛生部初級保健總秘書長馬裏奧

斯· 米斯托克利表示，希臘計劃於5月5日

開始使用強生疫苗對民眾進行接種。

他說：“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正

在等待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的結論，

以便作出最終決定。如果國家疫苗接種委

員會最終同意使用該疫苗，那麼我們將會

從5月5日起開始對公眾註射這一疫苗。”

希臘檢測率居歐洲領先水平
22日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ECD發

布的最新新冠疫情“紅綠燈”地圖顯示

，歐洲大多數國家的疫情狀況較此前有

明顯好轉，希臘也因為近14天平均每10

萬人新增確診少於25例，且檢測陽性率

低於4%而在地圖中再次被標記為綠色。

就疫情在希臘的綜合指數而言，伊

皮魯斯地區的疫情形勢好轉最為明顯。

地圖還顯示，在新冠病毒檢測率方面，

希臘居歐洲領先水平，每10萬人口中，

就有5000人接受檢測。

處在抗擊疫情最敏感階段
希臘政府發言人佩洛尼在周四舉行

的新聞發布會上評論政府宣布的“解封

路線圖”時說：“希臘正處在抗擊新冠

疫情的最後也是最敏感的階段。”

她強調，雖然“陽性率”已經出現

下降，但在阿提卡等人口稠密的地區病

毒載量依然很高。考慮到這一點政府最

終沒有允許恢復在復活節期間的跨區域

旅遊活動。

她補充說：“人員流動性增強會加大

病毒擴散的風險，如果病毒從高風險區域

傳入低風險區域，小城市的醫院需要面臨

的壓力會比大城市裏的醫院大得多。”

5月3日前宣布餐飲業防疫措施
根據“解封計劃”，希臘餐廳和咖

啡店將從5月3日恢復經營，但只能在戶

外區域接待顧客。每張餐桌之間必須要

保持一定的距離。餐飲業從業者在返崗

前，必須接受新冠病毒自測，自測結果

為陽性的人員，不得前往工作場所。

希臘發展和投資部部長阿佐尼斯· 喬

治亞季斯22日接受ANT1電視臺采訪時

說，政府決定比預期更早地允許餐飲業

恢復經營，是為了讓餐飲企業能夠有充

足的時間在5月14日旅遊業正式重啟之

前，做好一切調整和準備。

在需要采取的保護措施方面，他說

預計政府將會在5月3日之前宣布具體細

節。不過，他強調，餐飲業恢復初期將

只能在戶外接待顧客，采取的防疫措施

料將和2020年類似。

此外，近日，希臘總理基裏亞科斯·

米佐塔基斯在希臘經濟復蘇的遠程會議

上，宣布了五項針對員工和公司的稅收

和保險減免政策。

中學階段學生將不會年終考試
希臘教育部長凱拉梅烏斯宣布，今年

該國的大學入學考試將於6月14日開始。

凱拉梅烏斯還指出，中學階段的學

生將不會進行年終考試。她還補充說，

高中所有年級的學年將延長至6月11日

，小學的學年也將延長至6月25日。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目前希臘僅有

高中階段的學生已經重返校園，但學校

師生必須進行病毒自我檢測。

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截止目前共有

1753名師生的檢測結果呈陽性。另外，針

對教師的疫苗的接種計劃也正在穩步推

進，共有9500名教師已經接種了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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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俄羅斯近日與西方國家緊張情勢加劇，美
國海岸防衛隊（U.S. Coast Guard）艦艇駛往
黑海之際，俄羅斯今天也宣布將在這處海域展
開海軍實彈作戰演習。

莫斯科當局近幾週來在與烏克蘭接壤邊境
增兵，讓烏克蘭和西方國家惶恐不安，不過俄
方上週下令撤回部分軍隊。

俄羅斯國際傳真社（Interfax）報導，俄
羅斯黑海艦隊今天表示，其光榮級飛彈巡洋艦
「莫斯科號」 （Moskva）將和其他艦艇及軍

方直升機聯合實施實彈軍演。
數小時前，美國駐歐海軍表示，美國海岸

防衛隊 「韓密爾頓」 （Hamilton）級巡防艦正
在駛往黑海海域，以和這一帶的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NATO）盟邦及夥伴合作。

俄羅斯新聞社（RIA）今晚引述俄羅斯國
防部發言，指出這艘韓密爾頓級巡防艦已進入
黑海，俄方艦隊正在追蹤。

俄羅斯表示，之所以在烏克蘭附近邊境增
兵，是為了因應北約具威脅性的行為而展開演
習的一環。

俄羅斯國防部長蕭依古（Sergei Shoigu
）今天表示，俄羅斯並非受到外部壓力影響才
撤軍，還說莫斯科當局是視情況適當在領土周
邊移防。

據路透社報導，基輔當局和西方國家認為
，目前評估俄羅斯減兵一事還言之過早。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
enskiy）今天表示： 「我們無法百分之百保證
俄羅斯軍隊不會調頭。」

美海防隊艦艇駛往黑海 俄羅斯海軍宣布實彈演習

美國總統拜登第一場國會聯席會議演說，
明天將在高度戒備下於國會大廈登場。今年1
月6日，國會大廈遭前總統川普的支持者闖入
釀成死傷，場景令人記憶猶新。

一般情況下，這種場合會有數百名國會議
員、最高法院大法官、政府高官和賓客參與。
為騰出社交距離所需空間，明天只有其中一部
分人會出席。目前2019冠狀病毒疾病（CO-
VID-19）疫情已導致超過57萬2000名美國
人病故。

即使這場國會聯席會議已被定為 「國家特
殊 安 全 事 件 」 （National Special Security
Event），但維安措施仍會比平常更為嚴格。
屆時將由特勤局（Secret Service）負責維安
。今年1月，在國會進行拜登（Joe Biden）
勝選認證程序之際，川普（Donald Trump）
的支持者衝入國會大廈。事件發生後，大批國
民兵進駐華府。

目前國會大廈周邊仍設有黑色鐵絲圍欄；
2250名來自18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District
of Columbia）的武裝國民兵（National Guard
），持續在華府市區值勤。

當時共有5人在暴力事件中死亡，其中包
括國會警察局（US Capitol Police）一名員警
，另有數十名警員在警民衝突時受傷。

哥倫比亞特區已要求五角大廈授權，讓特
區的國民兵協助地方警力，以因應明天演說時
可能出現的反拜登抗議。

哥倫比亞特區國民兵透過聲明表示，他們
已準備好支援特區執法部門，就待代理陸軍部
長惠特利（John Whitley）批准。

目前尚不清楚惠特利會不會批准這項請求
。根據美國國民兵局（National Guard Bureau
），部署國民兵已耗費超過5億2000萬美元
。特勤局官員未立即回覆關於維安準備工作的
置評要求。

拜登首場國會聯席會議演說將登場 華府高度警戒

美國國防部宣布，洛克希德馬丁航太（Lockheed Martin Aeronautics）已獲得1.38億美元（近
39億台幣）修訂合約，為台灣20批次F-16機隊 「鳳展專案」 構改案開發，並部署改良型AGM-88
反輻射飛彈和 「自動防撞地系統」 （Auto GCAS）。

據《防務部落格》（Defense Blog）27日報導，洛馬還將為台灣F-16機隊改進雷達軟體的成熟
度，升級資料蒐集系統，並提供先進敵我辯視系統。根據協議條款，作業將分別在德州沃斯堡（Fort
Worth）與台灣進行，預料可在2022年9月30日完工。

AGM-88高速反輻射飛彈（High Speed Anti-Radiation Missile，HARM）為中程空對地飛彈，
針對打擊敵方防空而設計。它能打擊移動式聯合防空系統（Integrated Air Defence，IADS），以及
各式無線電訊號來源等目標。

此外，AGM-88能在機組員介入最少的狀況下，偵測，攻擊並摧毀目標。而彈頭有固定天線和
尋標頭，靠無煙的固體推進劑及雙推力火箭馬達推動。

推升台F-16戰力 洛馬要提供改良版AGM-88飛彈

日本福井縣知事杉本達治今天表明同意縣
內3座超過40年的核電廠機組重啟運轉，讓
這3座 「高齡」 核電廠機組完成所有地方手續
，一旦最快於5月底6月初重啟後，將成日本
首例。

日本讀賣新聞、TBS電視台報導，在杉本
表明同意看法後，關西電力公司經營的高濱核
電廠1號機及2號機、美濱核電廠3號機，已
完成所有所在地方政府同意手續。關西電力公
司將盡速完成重啟運轉準備工作，要啟動反應
爐大約要花一個月的時間。

日本2011年3月發生福島第一核電廠核
子事故後，修法將核電廠運轉期間限制在 「原
則40年」 ，但如果經過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安
全審查通過，最長可延役20年。

上述3座核電機組經過審查合格，並獲福
井縣議會同意重啟運轉。

位於福井縣高濱町的高濱核電廠1號機及
2號機，以及美濱町的美濱核電廠3號機，分
別在1974年到1976年間開始運轉，2011年
因定期檢查停止運轉，2016年獲原子力規制
委員會核准可延長運轉年限。

由於老舊核電機組重啟運轉須獲當地同意
，3座機組今年2月分別獲得所在地高濱町與
美濱町同意重啟運轉，後續也獲福井縣議會通
過，最後的關卡則是福井縣知事的判斷。

杉本達治上午召開記者會表示，在確認核
電機組的安全性、所在地的理解與同意後，決
定允許3座機組重啟運轉。

日本逾40年核電機組完成地方手續將創重啟首例
美國非裔男子小布朗21日在北卡羅來納州遭

員警槍殺，家屬委任律師表示，非官方驗屍顯示
其死因為腦後 「致命槍傷」 ；聯邦調查局（FBI
）今天針對此事展開民權調查。

家屬委任律師在伊利沙白城（Elizabeth City
）記者會表示，21日晚間，42歲的小布朗（An-
drew Brown Jr.）右臂被射中4槍之後試圖駕車
離開，接著後腦就被擊中致命傷。

北卡巴斯科坦克郡（Pasquotank County）
警長伍騰二世（Tommy Wooten II）21日在錄影
聲明中表示，員警當時是在對小布朗執行因毒品
重罪發出的搜索令，整起事件不到30秒就結束。

副警長法格（Daniel Fogg）在同一段影片中
表示，小布朗是重罪犯，還有拒捕前科，因此會

對與他交手的員警構成 「高度危險」 。
伍騰二世呼籲民眾，由於聯調局還在調查，

不要妄下結論。聯調局是應伍騰二世之請展開調
查。

伍騰二世承認，員警於案發當時隨身錄下的
影片確實存在，但尚未對外公開。家屬委任律師
表示，至少有9部攝影機拍下事發經過，警方26
日向小布朗家人出示20秒的錄影片段。

伍騰二世辦公室上週表示，7名涉案員警已
遭停職。根據小布朗家屬委任律師，其中兩名員
警事發後已經辭職，另一人退休。

官方驗屍結果尚未公布，但死亡證明書顯示
小布朗是死於腦部槍傷。

美非裔男遭員警擊斃 律師：死於後腦槍傷



AA66
星期四       2021年4月29日       Thursday, April 29, 2021

神州日報中 國 經 濟 2021年4月28日（星期三）3 ●責任編輯：李岐山

上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92%
汽車高端製造業增幅大 下游行業利潤復甦較慢

中國經濟持續復甦，推動企業利潤快速

增長。中國國家統計局27日發布數據顯示，3

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

92.3%，由於去年同期基數抬高，這一增速較

1-2月回落86.6個百分點。一季度累計，工業

企業利潤同比增長 1.37 倍，兩年平均增長

22.6%，超出疫情前水平，但下游行業、居民

消費相關行業利潤復甦較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
虹表示，生產銷售均實現高速

增長，有力推動企業利潤擴張，是企
業盈利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季
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24.5%，營業收入增長38.7%。與此
同時，企業運營效率明顯提升，利潤
率達到歷史較高水平，期內工業企業
營業收入利潤率為6.64%，同比提高
了2.76個百分點。利潤率改善的一個
重要原因在於，單位成本和費用持續
下降。

國企首季利潤增長近2倍
分企業類型看，國有控股企業利

潤增長最快，且增速進一步提升，一
季度同比增長1.99倍，增速較1月-2

月加快17個百分點。
私營企業利潤增長最慢，但增幅

回落幅度較大，同比增長91.9%，回
落44.8個百分點；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資企業和股份制企業利潤同比分別增
長1.61倍和1.29倍，分別回落58.1個
和40.2個百分點。

需求回暖利原材料製造業
受去年同期低基數作用，41個工

業大類行業中，有39個行業利潤一季
度實現同比增長，近四成行業利潤翻
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需求持續回
暖帶動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大增，成為
拉動工業利潤增長最強的行業板塊。
一季度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
4.34倍，兩年平均增長40.7%。

中信證券宏觀分析師程強指出，
受大宗商品漲價、經濟復甦進程不一
致等影響，各行業利潤復甦分化。一
方面，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保
持良好增長態勢，受內外需持續回
暖、投資穩定恢復等因素推動，汽車
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8.43倍，計算
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同比
增長1.41倍，專用設備製造業同比增
長1.46倍，這些行業利潤增長較快且
兩年複合增速在20%以上。另一方
面，靠近下游、臨近居民消費市場的
行業，利潤復甦較慢，尚未回到2019
年同期水平，包括紡織業，皮革、毛
皮、羽毛及其製品和製鞋業，紡織服
裝、服飾業，傢具製造業等行業。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謝亞

軒分析認為，一季度國有企業利潤維
持高增速，主要受益於在原材料製造
業集中度較高，而非國有企業的增速
出現回調。

原材料漲價增中下游成本
從行業看，原材料製造業受益於

需求恢復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計算
機通信和電子設備、汽車製造主要受
益於全球電子、汽車產業鏈修復，化
學纖維製造受益於疫情防控。結合當
前對全球流動性、加工製造業恢復、
疫情疫苗進展的判斷，以上行業景氣
度有望貫穿全年。

同時原材料價格上漲及財稅政策
扶持力度下降的疊加，可能對中下游
帶來成本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 貝恩公司
27日在此間發布的《2021年
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報告》披
露，去年中國私募股權市場
交易額和交易量齊升，在亞
太地區的私募交易市場格局
中佔據主導地位。

期內中國私募股權的交
易金額高達970億美元，貝恩
公司全球合夥人、大中華區
私募股權和兼併收購業務主
席周浩認為，投資者對於中
國私募股權市場持愈加樂觀
的態度，預計增長勢頭有望
延續。

三重因素推動強勢反彈
貝恩研究發現，三重因

素推動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實
現強勢反彈。首先，相較於
亞太地區其他國家，中國率
先有效控制住國內新冠疫
情，具備復工復產的先發優
勢。其次，各類成長型投資
持續在私募股權市場中發揮
中堅力量，形成有力支撐。
最後，收購型基金通過聯合
收購的方式，把握少量的超
大型交易機會，成為市場反
彈的動力之一。

報告顯示，2020年大型
收購交易頻發，且覆蓋多個
行業。通訊、媒體和科技
（TMT）行業交易數量位居
首位，醫療行業的交易量佔
比同比增長最高。成長型投
資繼續主導市場，交易量顯
著增長，私人投資公開股票
（PIPE）交易和收購型交易
額佔比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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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
恩
料
私
募
股
權
市
場
續
增
長●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37倍，

比2019年同期增長50.2%，兩年平均增長22.6%。圖為廣東省惠州市一家企業的生產車間內，工人正
在作業。 中新社

● 周浩（右）認為投資者對於中國私
募股權市場愈加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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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信念信心是最好的防腐劑
習
近
平
：

在廣西考察時強調 黨史學習教育中要用好紅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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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近日在廣西考察時指出，廣西紅色資源豐富，在黨史學習教育中要用好這些紅色資

源，做到學史增信。學史增信，就是要增強信仰、信念、信心，這是我們戰勝一切強

敵、克服一切困難、奪取一切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信仰、信念、信心是最好的防腐

劑。他強調，要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擔當實幹，統籌疫情防控和

經濟社會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在推動邊疆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上闖出新路子，在

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上展現新作為，在推動綠色發展上邁出新步伐，在鞏固發展民

族團結、社會穩定、邊疆安寧上彰顯新擔當，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壯美廣

西。

4月25日至27日，習近平在廣西壯族自治區
黨委書記鹿心社和自治區政府主席藍天立

陪同下，先後來到桂林、柳州、南寧等地，深入
革命紀念館、農村、企業、民族博物館等，就貫
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開展黨史學習教
育、推動“十四五”開好局起好步等進行調研。

推動各類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
27日上午，習近平聽取了廣西壯族自治區黨

委和政府工作匯報，對廣西各項工作取得的成績
給予肯定，希望廣西各族幹部群眾奮力譜寫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廣西篇章，以優異成
績慶祝建黨一百周年。

習近平指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既要深
刻認識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對推動
地方高質量發展的原則要求，又要準確把握本地
區在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中的比較優勢，走出
一條符合本地實際的高質量發展之路。要推動傳
統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推動全產業鏈
優化升級，積極培育新興產業，加快數字產業化
和產業數字化。要繼續深化改革，堅持“兩個毫
不動搖”，優化營商環境。要加大創新支持力
度，優化創新生態環境，推動各類創新要素向企
業集聚，激發創新活力，推動科技成果轉化。要

主動對接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
國家重大戰略，融入共建“一帶一路”，高水平
共建西部陸海新通道，大力發展向海經濟，促進
中國－東盟開放合作，辦好自由貿易試驗區，把
獨特區位優勢更好轉化為開放發展優勢。

推動經社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習近平強調，要弘揚偉大脫貧攻堅精神，加

快推進鄉村振興，健全農村低收入人口常態化幫
扶機制，繼續支持脫貧地區特色產業發展，強化
易地搬遷後續扶持。要立足廣西林果蔬畜糖等特
色資源，打造一批特色農業產業集群。要嚴格實
行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壓實各級黨委和政府保護
耕地的責任，穩步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要繼
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
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建立健
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推動經濟社會
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維護好卡車司機快遞小哥等合法權益
習近平指出，要提高人民生活品質，落實就

業優先戰略和積極就業政策，做好高校畢業生、
退役軍人、農民工和城鎮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就
業工作。要完善多渠道靈活就業的社會保障制

度，維護好卡車司機、快遞小哥、外賣配送員等
的合法權益。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立
德樹人根本任務，加強對線上線下校外培訓機構
的規範管理。要深化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改革，強
化基層公共衞生體系，創新醫防協同機制，提升
基層預防、治療、護理、康復服務水平，毫不放
鬆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要嚴密防範各種風險挑
戰，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常態化開展
掃黑除惡鬥爭。

要搞好民族團結進步宣傳教育
習近平強調，要搞好民族團結進步宣傳教

育，引導各族群眾牢固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
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增進各族群眾對
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樣緊緊抱在一起。

習近平指出，廣西紅色資源豐富，在黨史學
習教育中要用好這些紅色資源，做到學史增信。
學史增信，就是要增強信仰、信念、信心，這是

我們戰勝一切強敵、克服一切困難、奪取一切勝
利的強大精神力量。要增強對馬克思主義、共產
主義的信仰，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幹部從黨百年
奮鬥中感悟信仰的力量，始終保持頑強意志，勇
敢戰勝各種重大困難和嚴峻挑戰。要增強對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幹部
深刻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
然結果，是發展中國的必由之路，是經過實踐檢
驗的科學真理，始終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增強對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信心，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幹部牢記初
心使命、增強必勝信心，堅信我們黨一定能夠團
結帶領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努力創造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無
愧新時代的歷史功績。信仰、信念、信心是最好
的防腐劑。要始終抓好黨風廉政建設，使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化推進有更多的制度性
成果和更大的治理成效。

丁薛祥、劉鶴、陳希、何立峰和中央有關部
門負責同志陪同考察。

●●44月月2727日上午日上午，，習近平在南寧市廣西民族博習近平在南寧市廣西民族博
物館外物館外，，同參加三月三同參加三月三““歌圩節歌圩節””民族文化活民族文化活
動的各族群眾親切交流動的各族群眾親切交流。。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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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
哲 北京報道）2021年4月27日
11時20分，長征六號遙五運載
火箭在太原衛星發射中心發射
升空，以“一箭九星”的方式

將齊魯一號、齊魯四號、佛山一號衛星等3顆主
星和中安國通一號衛星、天啟星座零九星、起源
太空NEO-1衛星、泰景二號01星、金紫荊一號
01衛星和金紫荊一號02衛星等6顆搭載星成功
送入預定軌道，長征火箭首次商用“共享”發射
任務圓滿成功。據了解，此次升空的金紫荊一號
雙星，將服務於粵港澳大灣區智慧城市建設。

據介紹，此次發射的9顆衛星均由中國航天
科技集團所屬中國長城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作為總
承包商提供發射服務。此次任務也是長城公司首
次創新商業共享發射模式，又稱“拼車”發射，
在同一發火箭上為中國不同客戶的不同衛星同時
提供高可靠性、高性價比的發射服務。長征六號
此前也曾進行一箭多星發射，多屬於科研性質，
此次一箭多星的“共享發射”則是商業發射。

緩解商業發射供不應求狀況
在國際市場上，SpaceX等公司曾為客戶提

供“拼車發射”服務。此次長征六號是首次在國
內試水這一航天發射新模式。

據介紹，長城公司自2019年初開始推動落
實“共享火箭”發射方案，到2020年3月形成發
射方案的一年間，共收集到來自20家商業衛星
公司共計58顆衛星的發射需求。最終在此次
“共享火箭”首發名單上的9顆衛星，佔需求量

的28%。一次“共享火箭”發射就解決了市場當
期四分之一左右的發射需求，較大地緩解了中國
商業市場發射機會供不應求的狀況。

發射成本低 任務適應性好
航天科技集團八院抓總研製的長征六號運載

火箭，是中國第一枚參與商業發射的新一代運載
火箭。長征六號主任設計師余延生表示，以往任
務中以“搭載”的形式提供發射服務更像“順風
車”，而此次的“拼車”發射，就是大家一起來
“拼一枚火箭”，通過“出售座席”的方式，火
箭可以滿足多顆主星的發射需求，且具有發射成
本低、任務適應性好等特點。

主星同步分離 搭載星分批分離
針對“拼車”任務，長征六號也進行了一系

列技術上的改動。據介紹，為實現9顆衛星的合
理布局，為每一位“乘客”提供舒適安全的環
境，長征六號首次採用2.9m衛星金屬整流罩。
針對整流罩直徑改變帶來的全箭氣動特性和載荷
等變化，長六型號充分梳理影響及風險，完成了
以整流罩靜力試驗、分離試驗為代表的多次試
驗，確保此次任務的萬無一失。

此外，由於“拼車”發射分離安全性要求
高，分離設計難度大，為了將衛星安全送入預定
軌道，長征六號創造性地採用了主星同步分離、
搭載星分批分離的方案，並開展了數次多星分離
安全性仿真、分析工作，從衛星布局、分離方
案、彈道設計等方面進行優化設計，確保多星分
離安全，滿足衛星分離姿態要求。

長六一箭九星升空 首啟商用拼車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道）4月
27日11時20分，齊魯一號衛星和齊魯四號衛星在
太原衛星發射中心搭載長征六號運載火箭點火升
空，成功進入距離地球500千米的預定軌道運行。
在同一平台系統中同時布局高分辨率的雷達衛星和
光學衛星，在中國火箭發射商用領域尚屬首次。

齊魯衛星項目是山東產研院產業技術合作的重
要成果之一，由空天信息領域知名技術專家雷斌帶
隊研發多年，2019年從中科院“連人帶星”引進濟
南。據山東產研院副院長雷斌介紹，此次發射的兩
顆衛星分別為：齊魯一號高分辨率雷達衛星和齊魯
四號高分辨率光學衛星，衛星最高成像分辨率領先
於中國目前在軌的商用遙感衛星，可以準確分辨地
面上的一棵樹、一輛汽車。

人造地球衛星按用途主要分為通信、導航、遙
感等類別，齊魯衛星屬於遙感衛星，擁有多種對地
觀測手段，尤其是齊魯一號雷達衛星，不受地面光
照、雲層、霧霾的影響，全天時、全天候工作，解
決了光學衛星“看天吃飯”的不足，甚至可以像
CT掃描一樣，“看”到地下幾十厘米的管網。齊
魯四號光學衛星分辨率達到0.5米，具備常規推
掃、凝視視頻等多種成像模式。“在生態環境保護
方面，可以快速發現排污口；在農業生產監測方
面，可以預測產量，監測農作物長勢；在大宗貿易
方面，可以對全球石油、天然氣、鐵礦等大宗商品
進行動態追蹤和評估。”山東衛星信息技術產業研
究院副院長侯波說，齊魯星座智能遙感應用可在農
業、工業、環保和海洋等多個行業發揮重要作用。

齊魯一號雷達衛星 可“透視”地下幾十厘米

◀44月月2727日日，，中中
國在太原衛星發國在太原衛星發
射中心用長征六射中心用長征六
號運載火箭完成號運載火箭完成
首次商用首次商用““共共
享享””發射任務發射任務。。

中新社中新社

▶齊魯衛星裝入
火箭整流罩。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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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大运河是闻名遐迩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中
国大运河考古重大成果，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的
发掘，为确认通济渠的流经路线提供了有力证
明。

这个名列 1999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遗址，位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

淮北市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古称相邑、
相城，有着4000年建城史和丰富的文化遗存。

近日，笔者来到淮北市博物馆 （隋唐大运河
博物馆），聆听这座古城历史变迁的故事，探寻
隋唐大运河的繁华遗迹。

勾勒相城古今

淮北地区历史文化悠久。早在 7000 多年
前，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留下了早
期文化遗存。4000年前，商汤十一世祖相土建城
于相山南麓。春秋时期，相城为宋国别都。秦和
西汉为郡治所在，东汉为沛国国都。隋唐时期，
大运河通济渠段流经濉溪柳孜镇。

淮北市博物馆创建于 1976 年，馆名为郭沫
若题写。2004 年 9 月新馆开馆，占地面积 40 余
亩，建筑面积1万余平方米。2009年，为推进大
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淮北市博物馆加挂“隋唐
大运河博物馆”馆名。

远远看去，淮北市博物馆如一艘乘风破浪的
航船。“这座建筑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
教授齐康设计，将运河文化与淮北煤文化巧妙结
合在一起。”淮北市博物馆馆长胡均介绍，建筑
西部层层叠压的造型，寓意淮北深厚的历史文化
积淀，也象征着地下埋藏的丰富煤矿资源。

淮北市博物馆馆藏文物1万余件，年代跨度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山孜文化直至近现代，其
中国家一级文物17件 （套）。隋唐大运河淮北柳
孜遗址出土的文物，占到了馆藏文物的 70%以
上。展厅面积 6000 余平方米，包括古相遗珍、
汉画像石、运河遗韵、盛世流光、柳孜盛景等固
定展厅和两个临时展厅。古相遗珍厅以文物勾勒
出淮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历史，汉画像
石厅展示了独具特色的汉画像石精品，运河遗
韵、盛世流光、柳孜盛景3个展厅皆以大运河为
主题，通过文物展示、遗址复原、木雕、塑像、
绘画等多种形式，再现了隋唐大运河的繁华盛
景。

述说运河繁荣

公元 605 年至 610 年，隋炀帝为加强对全国
的统治，下令开掘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运河北起
涿郡 （今北京），南至余杭 （今杭州），全长2700
公里，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
段，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
水系。运河的使用历经隋、唐、宋三代，史称隋
唐大运河。

淮北市濉溪县境内的柳孜遗址，位于通济渠
中段。通济渠起于河南荥泽，至江苏盱眙入淮
河，全长 1300 余里。在隋唐大运河的历史中，
通济渠起到了“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
悉由此路而进”的枢纽作用。

运河遗韵展厅复原了柳孜遗址。散落的船
板、瓷器、铁釜和石碇，让人感觉仿佛回到了遗
址发掘现场。

在 1999 年柳孜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中，
除了发现石构建筑物遗迹和大量瓷器等文物，还
出土了8艘唐代沉船，这在考古史上是前所未有
的。

展厅里陈列着一艘唐代货船，出土时船头缺
损，只留下部分船身，连尾部拖舵总长12.6米。

“别小看这个像大扫把一样的尾舵，它在中
国造船史上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胡均说，这

种尾舵是原始手握舵到北宋时期垂直转向舵的过
渡型舵，实物为首次发现，被古船研究专家称为

“淮北舵”，在船舶操纵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地
位。

展厅四周环绕着金黄色的木雕壁画，生动展
现了隋唐运河开凿、巡游、漕运、码头的场景。
这幅作品出自“木雕之乡”浙江东阳，长 52
米、高 2.6 米，分为 6 个板块，场面宏大、气势
恢弘，刻画人物多达900人。

壁画第一板块展示了通济渠的流经路线。第
二板块是运河开凿画面。第三板块刻画了隋炀帝
沿运河南游盛景，其所乘龙舟犹如水上宫殿，随
行船只数千艘，浩荡迤逦 200 余里。第四、第
五、第六板块分别是漕运繁忙图、码头繁忙图、市
井繁荣图。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运河上舳舻相
继，码头边车马喧阗，沿岸街道纵横、店铺林
立。“隋唐大运河的开通，解决了粮食北运、军
力输送等问题，大大促进了当时经济社会的发
展。”胡均说。

汇聚名窑珍品

“咱大运河遗址发掘的宝贝还有哪些？”“多
的是！你看看这尊北宋景德镇窑影青釉抱鞠童
俑。”

在胡均指引下，走进盛世流光展厅，看到一
尊小巧可爱的瓷俑。它表现了一个头圆体胖的孩
童，双腿盘坐，双手环抱一只鞠球，头戴瓜皮
帽，微向后仰，挺鼻，长耳，细长眉眼，小嘴带
笑。瓷俑呈浅豆青色，青中透白，白里闪青，恰
如唐代诗人杜甫《丽人行》中的名句“肌理细腻
骨肉匀”。

“瓷俑抱的这只球，能够看到3个正面、2个
侧面，与宋代十二片皮砌成鞠壳的记载非常相
似。这种形象的瓷器出现，说明宋代时蹴鞠运动
很普及。”胡均说。

大运河使商品流通、技术交流更加便捷，极
大地刺激了古代制瓷业的发展。柳孜遗址出土了
大量瓷器，涵盖国内几十座著名窑场的产品。盛
世流光厅展示了这批瓷器中的精品，它们纵跨隋
唐宋金，横跨东西南北，代表了中国古代瓷器生
产的较高水平，体现了大运河开放包容、网络四
方的功能。

唐巩县窑三彩狮子抱柱、越窑青釉执壶、邢
窑白釉碗、寿州窑黄釉缸、宋景德镇窑青白釉瓜
棱花插、吉州窑绿釉刻花枕、建窑兔毫盏……各
色各样的瓷器流光溢彩，令人目不暇接。

在一件金代磁州窑白釉黑花罐前，笔者驻足
欣赏。罐身白釉地上以黑彩绘花草纹，草叶波卷
缠绵，线条清瘦，构图疏密有致，给人以特别的
美感。

胡均说，唐代开始在陶瓷上装饰花鸟虫鱼类
纹样，到宋代随着花鸟画的发展，这类纹样变得
十分流行，体现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生活情
趣。

饱览汉画像石

“汉画像石是我馆的特色馆藏之一。”胡均告
诉笔者，淮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数量众多，内容
丰富，基本涉及了国内汉代画像石的所有类型，
如石棺墓画像石、石墓画像石、石祠画像石、石
阙画像石，题材包括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社会
生活、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
学价值。部分画像石采用立体透视雕刻技法，展
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

此前，通过线上展示的《石之韵——淮北市
博物馆馆藏汉画像石拓片展》，笔者已经初步领
略了汉画像石的风采。而当真正走进展厅，还是
被这些雕刻精美、气势雄壮的画像石所震撼。

东汉西王母、蹶张、青龙抱鼓石画像石是一
件难得的精品。画像分为正面上部立面、下部弧
面和侧面三部分。正面上部立面雕刻着一名蹶张
武士，下部弧面雕有一只身生双翼的白虎。侧面
有上、中、下三层，上层刻画了西王母端坐在昆
仑之墟的天柱上，侍童、九尾狐以及建木环列四
周，这是汉代人向往的神仙世界。中层为狩猎
图，右一人纵马张弓追逐一只狂奔的鹿，左一人
持毕待捕。下层是车马出行图，右面一辆急驰的
轺车，舆上竖车盖，驭者和主人坐在车上，车前
一导骑，左边一小吏持笏相迎。“画像石上的内
容，既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又是对墓

主人死后升天的向往和追求，反映了汉代人的生
死观和精神世界。”胡均说。

洪山汉代画像石祠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石祠
由前后盖顶石、左右两块抱鼓石形壁石、后龛左
右侧壁石、后壁石以及两块基石组成，是一种新
的汉代祠堂建筑形制，这在全国为首次发现，是
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瑰宝。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科知识普及教育
基地，近年来，淮北市博物馆开展了“我们的节
日”文化主题活动、非遗技艺体验、“送展进基
层”“文物知识进校园”系列活动，每年接待观
众30多万人次，影响力越来越大。

淮北市博物馆

再现大运河繁华盛景
韩俊杰 黄 顺

图①：北宋景德镇窑影青釉抱
鞠童俑 冯树风摄

图②：金代磁州窑白釉黑花罐
冯树风摄

图③：隋唐大运河柳孜遗址复
原 淮北市博物馆供图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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