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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 LIN,CCIM

美國維吉尼亞州里奇蒙市(Rich-
mond)有一座最大的李將軍 (Robert
Edward Lee)青銅像，是南軍歷史最久
的紀念碑之一，然而它現在被拆除，這
是去年 「黑人的命也是命」 抗爭事件後
，各州決定完全清除南軍與美利堅邦聯
的所有歷史紀念物。

美聯社報導，這座李將軍戎將騎馬
像6.4公尺高，樹立在12公尺高的基座
上，是紀念碑大道(Monument Ave-
nue)最雄偉的銅像，在 2006 年被列入
維吉尼亞地標名錄，2007年被列入國
家史蹟名錄。雖然從成立的那一天起，
許多人就認為這座雕像是對南方奴隸制
歷史的冒犯性美化，但該州公職人員長
期以來一直反對拆除，維吉尼亞州的居
民認為，無論好壞，維吉尼亞在南北戰

爭屬於南方陣營是確定的歷史，移動這
座紀念碑，就是抹去歷史。

不過，從去年發生喬治佛洛伊德
(George Floyd) 在明尼阿波利斯 (Min-
neapolis)遭 一名警察的壓制而死亡後
，整個風向就變了。事件的10天後，
民主黨州長拉爾夫·諾瑟姆 (Ralph
Northam) 宣布，將會拆除這座銅像，
之後居民提起反對除雕像的訴訟，但是
上星期，維吉尼亞州最高法院裁決，拆
除銅像並無不妥。當地時間星期三早上
，大型起重機將11 公噸的銅像從其基
座上吊起，由於體積巨大，要運送可能
會切成兩部分。雕像被拆除後，工作人
員會移除紀念碑底座的銘牌。

在南北戰爭時期，里奇蒙一直做為
美利堅邦聯的首都，即使在戰爭結束後

，該市仍然有很多邦聯紀念物，又以李
將軍的雕像最多。自佛洛伊德事件後，
該市已經拆除了十幾件邦聯的紀念物。

州長表示，雕像拆除後，如何利用
空間會徵求公眾意見，基座是否也要鏟
除還需討論。一些種族正義倡導者不希
望完全移除，認為它可視為黑人的命也
是命抗議運動的象徵。

李將軍於1870年過世，他的侄子
，同時也是維州州長的福利茲‧李(Fit-
zhugh Lee)決定興建銅像以紀念李將軍
，1886年組織了李將軍紀念碑委員會
，並籌到 52000 美元的資金，這筆錢
在當年相當多，因此特別聘請國際知名
的法國雕塑家安東尼·梅西耶(Mari-
us-Jean-Antonin Mercie)創作，

美最大李將軍銅像被拆除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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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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r Day morning, I looked
at my backyard with the red
leaves hanging on the trees. This
is the season of Autumn now and
I felt kind of a deep sadness.

In the last two years the world
has become more divided than
ever. When COVID -19 first hit,
vaccines were the global issue.
President Trump’s Operation
Warp Speed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one, but it was
defined by the vaccine need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t the
whole world. Billions of people
now will be forced to wait to get
vaccinated until 2023 to receive
just their first shot.

President Biden declared that,
“America is back,” but what is
returning? Just like recent events
in Afghanistan, we are in total
withdrawal and to clear the deck
as far as the United States is
concerned, the top agenda has
to be the growing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hen we review the last two
years, global institutions like the
United Nation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ould not work together during

the crisis time especially without
America getting involved.

It is very sad when I think about
my dear friend Steve Levine
passing away from COVID-19
without being vaccinated.

This is the season approaching
Autumn again when I see so
many colorful leaves that are
changing color. This is the time
we need to remember that
whatever mistakes we may have
made in the past that we too, can
change.

We all hope that America is really
back and that we can help the
many suffer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0909//0707//20212021

Autumn Leaves AndAutumn Leaves And
Future CrisesFuture Crises

今晨推开窗外門窗，驟見後院樹叢中有
些紅葉展现，是秋天的腳步近了，明月中
秋即將來臨，多年來從未感受的心情顿时湧
上心頭。

回溯近兩年之震盪時光，新冠病毒帶來
的災難，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不會是最後一次
，無論這種病毒起源於人畜共患突變或是來
自試驗室，它會越來越多。每當午夜夢迴
，想到不久前才和他們閒聊的猶太人夫婦史
蒂芬和芭布拉，因不願打疫苗，史蒂芬因
而撤手人間，他大嗓門的笑聲，時時還在震
動我的心靈，難道生與死只是一缐之隔。

拜登總統說，美國我們回來了，真的
嗎，從阿富汗之撤軍，我們決心澈底放棄苦

戰二十年的戰埸，毫不留情的離開了。
當疫情在世界各地肆虐之時，诸如聯合

國、世衛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川普宣
布退出世衛組織而各國無法協調，關閉機場
紛紛封鎖邊境以求自保。並且上演在機場搶
救護衣的鬧劇，而美國只能座上旁觀，我們
失去了領導世界的基本能力。

今天我們面臨一個能為全世界疫苗接種
的嚴重挑戰，比三角洲病毒更有危險的毒株
相繼出現，已經危及全球更多的憂慮和困難
。

秋葉已漸染紅大地，此時此刻實在令人
沮喪和凄涼。

秋紅驚艷秋紅驚艷 時事令人悲傷時事令人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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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了好長一陣子的莫妮卡•萊文斯基
（Monica Lewinsky）又復出了, 這位曾經因
為與美國總統柯林頓在白宮傳出腥羶醜聞而
造成柯林頓被彈劾(Impeachment)幾乎被趕出
白宮而撼動世界的奇女子, 這次的復出竟然是
擔任FX 電視頻道十集連續劇”彈劾:美國犯
罪故事” 的執行製片人, 她現身說法, 並由女
星比妮•費爾德斯坦飾演她自己, 勢必轟動,
不過造成羞辱與傷害最大的莫過於柯林頓夫
婦以及萊文斯基自己, 但她卻渾然不知。

柯林頓擔任了兩屆美國總統, 任內以經濟
治國政績斐然, 只可惜在1998年被當時擔任
白宮實習生的萊文斯基以美色勾引, 倆人竟在
白宮殿堂發生性關係, 而且柯林頓還信誓旦旦
說:”我要對美國人民說一件事,我要你們聽清
楚,我再說一遍, 我和那個女人萊文斯基沒有
發生性關係,一次都沒有, 我從來沒有向任何
人說謊!”
是的, 這就是柯林頓所留下來的歷史上美國

總統最大的謊言, 這句謊言造成的傷害是,從
那之後美國總統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不可全
信, 再加上後來男女關係更混亂的川普總統,

可見美國總統的道德操守與誠信標準其實並
不比一般市井小民高到那裡, 只不過因為他們
擁有權勢又能言善道罷了。

萊文斯基過去20多年因醜名醜事而潦倒
失業,生活過得非常坎坷, 她更因當年被自己
的閨蜜偷錄電話交談內容而讓自己的醜事天
下皆知, 所以再也不信任任何人, 長久以來社
會對她嘲諷揶揄, 使她生活一度陷入絕境,還
要依靠父母接濟維生, 他曾回絕許多高酬勞出
書和拍電影的機會, 但他絕不願意再以自己的
痛苦來換取經濟利益, 所以算是知恥明禮, 當
然她最不應該的就是, 迄今為止, 還沒有向希
拉蕊說一聲道歉。希拉蕊在參加2016年總統
大選時因為丈夫當年的背叛而遭到對手川普
的羞辱, 萊文斯基當然要負道義責任!

如今令人錯愕不解的是,萊文斯基竟在23
年後親自參與製作電視劇重提舊事, 尚不知劇
情是否屬實, 無論如何都會對希拉蕊再次造成
重大傷害, 萊文斯基年輕時已做過錯事, 又歷
經了尷尬痛苦的歲月,現在卻又自揭疤痕, 真
是何苦來哉呀!

李著華觀點︰羞澀復出-萊文斯基的尷尬歲月

塔利班在上個月13日進入喀布爾，幾乎在當天，時任阿富汗總統的甘尼 (Ashraf Ghani)
就逃離喀布爾，塔利班一些國際媒體稱，甘尼在逃走時，不忘著著1.69 億美元的錢。在失聯
近1個月後，甘尼用推特表示 「對於流亡感到非常抱歉」 ，但否認帶著巨款逃亡。

阿富汗淪陷時，甘尼逃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AE)，8月18日的影片中聲稱，他幾乎是
隻身逃離的，只帶著一套傳統服裝、一件背心和他所穿的涼鞋離開阿富汗。但其他人稱他是
膽小鬼，因為他一直沒能做到強硬抵抗塔利班，並且放棄了成千上萬的阿富汗人。

近一個月後，他再次出面為自己的逃亡提出辯護，他說這個決定相當困難，不得不以這
種方式離開。

推文寫道： 「離開喀布爾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決定，但我相信這是拯救喀布爾和 600 萬
公民的唯一方法……在我的一生中，我堅信民主共和國的制度，是使阿富汗成為一個主權、
和平、繁榮國家的唯一辦法。」

「所有對我貪腐的指控是完全不實的，我和我的妻子在個人財務方面一直都非常謹慎。
我早已經公開申報了所有資產。我妻子與家族遺
產也是透明的，並且仍然列在她的祖國黎巴嫩。
我歡迎聯合國或任何具公信力的獨立機構，對我
進行審計與財務調查，以證明我的清白。」

「我對所有阿富汗人，特別是在過去40年中
的犧牲的將士們表示深切的敬意。我深感遺憾的
是，我自己的時代仍然與前輩們走向類似的悲劇
收場，沒有達成國家的穩定和繁榮。我在此向阿
富汗人民道歉，但我對阿富汗人民的承諾從未動
搖，並將影響我的餘生。」

阿富汗 「落跑總統」 出面道歉 仍否認捲款潛逃

墨西哥最高法院今天裁定墮胎罪違憲，這個
保守拉丁美洲國家的權利倡議團體讚揚此為 「歷
史性」 裁決。

法新社報導，最高法院一致通過的這項裁決
開啟了墨西哥女性尋求墮胎的管道，無須再擔心
因此遭起訴或入獄。

法院院長沙爾狄瓦（Arturo Zaldivar）說：
「長期爭取（女性）平權、尊嚴和充分行使權力

的行動再邁出一步。」
沙爾狄瓦說，現在開始，對法院認定合法案

件中墮胎的婦女予以起訴，將違反法院和憲法的
標準。

目前在墨西哥市及其他三州，妊娠12週墮胎
屬合法，而在墨西哥其他地區，只有在遭性侵的
情況下，女性墮胎才合法。

墨西哥北部和美國德州接壤的科阿韋拉州
（Coahuila）遭受憲法挑戰之後，最高法院做出這

項裁決。德州最近通過 「德州心跳法」 （Texas
Heartbeat Act），禁止在妊娠6週後進行墮胎手
術。

司法人士表示，這項裁決將對墨西哥全國造
成影響，准許在墮胎仍屬不合法各州的婦女，得
以在法官的命令下進行這項手術。

憲法律師和墮胎議題專家曼德斯（Alex Ali
Mendez）表示，女性必須要求（衛生服務機構）
進行墮胎手術。一旦他們拒絕，她可以訴諸法官
，法官會下令施行墮胎手術。

墨西哥各州擁有決定其法律的自主權，但如
果違反最高法院的裁決，將被宣告無效。

致力於爭取墮胎權的 「生殖選擇資訊團體」
（Information Group on Reproductive Choice，
GIRE）對此表歡迎之意，讚揚這是項 「歷史性裁
決」 。 「我們希望全國各地的婦女和有生育能力
的人都有條件和自由來決定自己的生育命運。」

墨西哥最高院判墮胎罪違憲 倡議團體讚歷史性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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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逾2.5萬例
累計確診超2085萬例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當地時間3日17時30分公布的數據顯示，當

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5565例，累計確診20856060例；新增死

亡病例756例，累計死亡582670例；累計治愈19820202例。

新一批260萬劑美國輝瑞新冠疫苗3日運抵巴西，至此，巴西已收

到5960萬劑輝瑞新冠疫苗。在今年9月底前，巴西將總共收到1億劑輝

瑞新冠疫苗。

巴西奧斯瓦爾多· 克魯茲基金會(Fiocruz)3日宣布，由於缺乏疫苗

原材料，該基金會在兩周內將不再向巴西衛生部交付其生產的英國

阿斯利康/牛津疫苗，這可能會影響巴西民眾按時接種第二劑該款疫

苗。不過，該基金會表示，保證本月內向巴西衛生部提供1500萬劑

該款疫苗。

根據巴西各州衛生廳公布的統計數據，在截至3日的一周內，巴西

日均新增確診病例21547例，比兩周前數據下降了27%，創去年11月10

日以來最低水平；日均新增死亡病例622例，比兩周前數據下降了19%

，創去年12月28日以來最低記錄。

目前，巴西26個州和一個聯邦區中，只有裏約熱內盧州、羅賴馬州

和聖埃斯皮裏圖3個州以及巴西利亞聯邦區的死亡病例處於上升期，巴

伊亞州、塞爾希培州、馬拉尼昂州等7個州的死亡病例處於穩定階段，

而聖保羅州、米納斯吉拉斯州、帕拉伊巴州等16個州的病亡人數則處於

下降趨勢。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3日20時，巴西全國已有1.33億人接種了

第一劑新冠疫苗，占總人口的62.73%；有 6587萬人完成了兩劑疫苗

的接種，或接種了只需註射一劑的新冠疫苗，這些全面接種者占總

人口的30.88%。

南非判處三名犀牛盜獵者
累計105年刑期

綜合報導 南非國家公園管理局在其官方網站發表聲明，對於南非

斯庫庫紮地方法院對三名犀牛盜獵分子判處累計超過100年的刑期表示

歡迎。

三名盜獵分子分別來自南非和莫桑比克，他們於2017年在南非克魯

格國家公園南部的馬魯拉以“異常殘忍”的方式獵殺三頭野生犀牛而被

南非警方逮捕，其中一人曾多次參與非法盜獵活動。經過調查取證和審

理，南非斯庫庫紮地方法院於今年9月2日對三名犯罪嫌疑人作出判決

，三人刑期累計長達105年。

南非國家公園管理局新聞發言人法哈拉(Phaahla)對斯庫庫紮地方法

院對於盜獵分子的嚴厲做法表示歡迎，並表示從嚴處罰的方式將對野生

動物盜獵分子起到應有的震懾作用。

“這些判決可以對那些打算殺死寶貴自然遺產並破壞南非民眾生計

的犯罪分子起到震懾作用。”克魯格國家公園執行官加雷斯· 科爾曼表

示，作為南非盜獵活動的“重災區”，克魯格國家公園的安全保衛工作

目前正在逐步得到完善，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還強調，野生動植物

保護工作需要南非執法和司法部門的有效支持，通過法律手段打擊那些

盜獵分子。

作為全世界犀牛數量最多的國家，南非目前約有世界上近80%的犀

牛。非法犀角交易活動的存在，使得針對犀牛的盜獵活動持續存在。盡

管南非政府近年來對盜獵活動采取了空前嚴厲的打擊措施，但盜獵活動

依舊猖獗。南非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6月，南非各地有超

過249頭犀牛慘遭盜獵，僅在克魯格國家公園內就有40名非法盜獵者被

捕。

幾內亞軍事政變叛軍宣稱扣押總統
中使館發緊急提醒

西非國家幾內亞總統府附近發生數小

時的激烈槍戰後，叛亂軍人宣稱扣押總統

孔戴，並解散政府。聯合國、非洲聯盟、

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等國際組織發表聲明

，譴責以武力接管政府的行為，並要求釋

放孔戴。

【幾內亞總統被軍事拘留】
5日早些時候，幾內亞首都科納克裏

卡盧姆區的居民說，聽到了激烈的槍聲。

一名官員表示，幾內亞的陸地和空中邊界

已經關閉。

據美聯社報道，孔戴一度下落不明了

幾個小時，直到一段視頻出現，顯示他被

軍事人員拘留。

軍方隨後發表聲明說，孔戴與他的醫

生保持聯系，但他們沒有給出釋放他的時

間表，只是說：“一切都會好的。時機成

熟時，我們將發表聲明。”

軍方已宣布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宵

禁，“直到另行通知”，並表示將於當

地時間6日上午 11點召集孔戴的內閣部

長們開會，“任何拒絕出席的行為都將被

視為叛亂”，該國的省長和其他高級行政

官員將被軍方取代。

【多個國際組織譴責政變】

幾內亞政

變發生後，多

個國際組織予

以譴責。聯合

國秘書長古特

雷斯在社交網

站上譴責“任

何用武力奪取

政府的行為”

，並呼籲立即

釋放孔戴。

非盟輪值

主 席 國 剛 果

（金）總統齊

塞克迪和非盟

委員會主席法

基也發聲譴責政變，並呼籲立即釋放

孔戴。

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發表聲明稱，

如果幾內亞不恢復憲法秩序，將對其實

施製裁。

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利則要求軍

方“尊重法治、和平利益和幾內亞人民的

福祉”。法國外交部的一份聲明也譴責了

政變。

【中使館發布緊急提醒】

中國駐幾內亞使館發布對幾內亞安全

局勢的緊急提醒，聲明稱 2021 年 9 月 5

日，幾內亞發生軍事政變。政變軍人宣

布扣押孔戴總統，廢除憲法、解散政府、

關閉邊境，成立全國團結和發展委員會並

接管權力，同時呼籲民眾保持正常工作和

生活。

中國駐幾內亞使館再次提醒在幾中國

公民保持冷靜，暫勿外出，註意觀察周邊

形勢，切實加強安全防範，如遇緊急情況

，盡快同使館取得聯系。

歐美富國年底或有12億劑過剩疫苗
英前首相斥“道德暴行”

綜合報導 最新分析顯示，到2021

年底，全球富裕國家估計會剩下多達12

億劑新冠疫苗，國際社會要其把疫苗轉

讓給較低收入國家的壓力將會加大。

據總部設在倫敦的分析公司Airfinity

稱，在為約80%的12歲以上人口完成疫

苗接種並開始推進加強劑接種計劃後，

美國、英國、歐洲富國仍將有大量疫苗

可以在全球重新分配。

目前，西方國家約有5億劑疫苗可

以提供給其他國家，當中一些疫苗已捐

贈出去。到2022年中，富國的疫苗庫存

可能增至約22億劑，其中輝瑞疫苗估計

占45%，莫德納疫苗占25%左右。

2021年早前的一項獨立報告指出，

一些國家購買的疫苗數量，甚至為實際

所需的兩倍以上。該報告呼籲高收入國

家在2022年中之前，向較貧窮地區提供

超過20億劑疫苗。

七國集團(G7)和歐盟此前承諾向較

貧窮國家提供超過10億劑新冠疫苗，但

Airfinity 發現，至今交付的疫苗還不到

15%。

有專家認為，疫苗援助進展緩慢可

能導致疫情延長，並增加更強的變種毒

株出現的風險。一些活動人士也呼籲各

國政府在與疫苗製造商達成采購協議時

，提高透明度。

英國前首相布朗稱，富國囤積新冠

疫苗的做法是“道德暴行”。他指出，

全球正處於一場以盡快為人們接種新冠

疫苗為目標的新競賽，而西方國家正控

製著疫苗供應。現為聯合國特使的布朗

在英國《星期日鏡報》撰文說：“是時

候結束這場道德暴行了，我們必須立即

行動。”

隨著傳染性較高的德爾塔變種毒株

持續肆虐，一些國家已展開或計劃展開

加強劑接種工作。但世界衛生組織和歐

盟衛生監管機構都表示，目前各國沒有

急於接種第三劑疫苗的必要。

Airfinity首席執行官漢森指出，富國

經常把為國民接種追加劑與對外提供疫

苗援助視為“二選一”的難題，但“我

們的數據顯示，這是錯誤的二分法，你

可以兩者並行”。

漢森說，全球新冠疫苗產量正在

穩步增加，供應鏈受到幹擾的可能性

很小。其公司預計，到 2021年年底，

全球新冠疫苗產量可能破 120 億劑，

超過為全球人口進行接種所需的約

110億劑。

漢森還指出，疫苗分配不均不僅是

“高收入世界與低收入世界”之間的問

題，全球也須加強協調與合作，為希望

轉賣與捐助多余疫苗的國家提供便利。

巴西累計確診病例超2087萬例 推遲一年的聖保羅雙年展開幕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當地

時間4日18時50分公布的數據

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21804例，累計確診

20877864例；新增死亡病例692

例，累計死亡583362例；累計

治愈19838912例。

因新冠疫情推遲一年的

第 34 屆聖保羅雙年展 4 日在

聖保羅市最大的伊比拉普埃

拉公園開幕。該雙年展舉辦

時間為期三個月，將展出 91

位藝術家的 1100 多件藝術作

品。當天，按照聖保羅市新

的防疫規定，所有參觀者都

需出示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

苗的紙質證明，或是“疫苗

護照”電子版證明方可進入

展館。

裏約熱內盧市從4日起恢

復為民眾接種第二劑中國科興

新冠疫苗克爾來福(CoronaVac)

。從9月6日起，該市還將為12

歲至17歲的青少年接種新冠疫

苗。此前，因疫苗供應不足，

該市從2日起暫停接種新冠疫

苗。

目前，巴西新冠疫情持續

減緩。根據巴西各州衛生廳的

統計數據，在過去7天內，巴

西日均新增確診病例20802例

，比兩周前數據下降了29%，

創去年11月10日以來最低水平

；日均新增死亡病例609例，

比兩周前數據下降了20%，創

去年12月7日以來最低記錄。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4

日20時，巴西全國已有1.34億

人接種了第一劑新冠疫苗，占

總人口的 62.9%；有 6686萬人

完成了兩劑疫苗的接種，或接

種了只需註射一劑的新冠疫苗

，這些全面接種者占總人口的

31.34%。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

病例數位居全球第三，僅次於

美國和印度；累計死亡病例數

居全球第二，排在美國之後。

巴西人口第一大州聖保羅州累

計確診病例達428.8萬例，累計

死亡病例達14.6萬例，均居全

國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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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白宮今天表示，美國總統拜登將在9日
公布一項6管齊下的策略來對抗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Delta變異株疫情，
並力拚疫苗接種率。

路透社報導，美國的COVID-19確診與
死亡人數高居全球之冠，官員試圖說服拒絕
施打疫苗的美國人接種以遏阻由Delta變異株
引發的疫情。持續增加的確診病例不僅在學
童即將返校上課之際引發關切，也驚動投資
人、打亂企業讓員工回辦公室上班的計畫。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在總統專
機 「空軍一號」 （Air Force One）上告訴隨
行記者，拜登將公布 「公私部門合作以持續
控制疫情的策略」 。

當被問及是否可能頒布新的強制令時，
莎琪表示，白宮將在稍後提供關於這項計畫
的更多細節。她同時承認，聯邦政府無法全
面性強制美國人施打疫苗。

莎琪說： 「我們需要持續採取更多措施

，以確保各學區做好準備，並確保全國各地
的社區都做好準備。」

一位熟悉內情的白宮官員表示，這項計
畫將提到強制令、篩檢與校園。這位官員明
白有些民眾對疫情感到絕望，但說 「會有解
決辦法」 。

這位官員補充說，民間部門能在這個議
題著力更多，拜登也會致力解決民眾對疫苗
猶豫不打的問題。

拜登明天預計將和白宮防疫顧問會面。
美國迄今累計病故人數粗估來到65萬人

，確診人數在上週破4000萬人。路透社數據
顯示，美國過去兩週有2萬800人病故，比再
之前兩週高出67%。

此外，染疫住院人數也增加，阿拉斯加
州、喬治亞州、夏威夷州、愛達荷州、肯塔
基州、田納西州與華盛頓州等7州的住院人
數，皆在本月創下紀錄。

抗Delta擴散 拜登將公布6管齊下策略

美國晶片業龍頭英特爾（Intel）今天表
示，未來10年可能投資達800億歐元以擴增
歐洲地區的晶片產能，並開放愛爾蘭半導體
工廠生產車用晶片。

英特爾執行長季辛格（Pat Gelsinger）
今天在德國慕尼黑（Munich）國際汽車展覽
會 （Internationale Automobil-Ausstellung
IAA）也表示，歐洲兩座新的晶片大廠將座落
何處，英特爾今年底前將會宣布。

外界臆測廠址可能落腳處，以德國和法
國最有望脫穎而出，而波蘭也有希望；英特
爾目前在波蘭也投資研發中心。

季辛格表示，目標是 「未來10年計畫投
資總額800億歐元，這將成為帶動半導體產
業的催化劑…也是提升整個科技業的催化劑
」 。

英特爾是全球最大的個人電腦與資料中

心處理器晶片製造商，該公司今年3月曾表
示，計劃開放旗下晶片廠提供業外使用。

車用晶片缺貨已造成全球汽車生產中斷
。季辛格在4月告訴路透社，英特爾打算在6
到9個月期間開始生產車用晶片，以緩和供
應缺口。

目前並不清楚今天這項最新宣布，是否
意味著英特爾將達成上述目標。

季辛格說： 「汽車正在變身為帶著輪胎
的電腦，汽車需要我們的晶片，我們也需要
汽車業…魚幫水、水幫魚，目標就是在歐洲
、為歐洲成立一個新創中心。」

英特爾將汽車業視為關鍵的戰略重點。
季辛格今天說，英特爾相信在2030年之前，
晶片將占汽車成本20%，與2019年的4%相
比增加了4倍。

英特爾擬10年斥資800億 擴充歐洲晶片廠產能
美國維吉尼亞州里奇蒙市(Richmond)有一座

最大的李將軍(Robert Edward Lee)青銅像，是南
軍歷史最久的紀念碑之一，然而它現在被拆除，
這是去年 「黑人的命也是命」 抗爭事件後，各州
決定完全清除南軍與美利堅邦聯的所有歷史紀念
物。

美聯社報導，這座李將軍戎將騎馬像6.4公尺
高，樹立在12公尺高的基座上，是紀念碑大道
(Monument Avenue)最雄偉的銅像，在 2006 年
被列入維吉尼亞地標名錄，2007年被列入國家史
蹟名錄。雖然從成立的那一天起，許多人就認為
這座雕像是對南方奴隸制歷史的冒犯性美化，但
該州公職人員長期以來一直反對拆除，維吉尼亞
州的居民認為，無論好壞，維吉尼亞在南北戰爭
屬於南方陣營是確定的歷史，移動這座紀念碑，
就是抹去歷史。

不過，從去年發生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 在明尼阿波利斯 (Minneapolis)遭 一名警察
的壓制而死亡後，整個風向就變了。事件的10天
後，民主黨州長拉爾夫·諾瑟姆 (Ralph Northam)
宣布，將會拆除這座銅像，之後居民提起反對除
雕像的訴訟，但是上星期，維吉尼亞州最高法院
裁決，拆除銅像並無不妥。

當地時間星期三早上，大型起重機將11 公噸
的銅像從其基座上吊起，由於體積巨大，要運送
可能會切成兩部分。雕像被拆除後，工作人員會
移除紀念碑底座的銘牌。

在南北戰爭時期，里奇蒙一直做為美利堅邦
聯的首都，即使在戰爭結束後，該市仍然有很多
邦聯紀念物，又以李將軍的雕像最多。自佛洛伊
德事件後，該市已經拆除了十幾件邦聯的紀念物
。

州長表示，雕像拆除後，如何利用空間會徵
求公眾意見，基座是否也要鏟除還需討論。一些
種族正義倡導者不希望完全移除，認為它可視為
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運動的象徵。

李將軍於1870年過世，他的侄子，同時也是
維州州長的福利茲‧李(Fitzhugh Lee)決定興建銅
像以紀念李將軍，1886年組織了李將軍紀念碑委
員會，並籌到 52000 美元的資金，這筆錢在當年
相當多，因此特別聘請國際知名的法國雕塑家安
東尼·梅西耶(Marius-Jean-Antonin Mercie)創作
，紀念碑於 1890 年從法國抵達時，估計有 1萬名
維吉尼亞人協助搬遷，他們使用貨車和繩索，將
雕像送到現在所在的位置。它也是紀念碑大道上
，5座邦聯紀念碑中的第一座 。

美國最大的李將軍銅像被拆除 南軍最後象徵結束

200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挾持4架民航機，衝撞紐約雙
子星世貿中心與五角大廈，自此美國開啟為期20年的反恐戰爭
，同時美國卻沒有獲得更多安全，龐大的軍費被浪擲，美國國際
聲望與形象削弱，曾參與反恐戰爭，現為國防事務研究員的退役
美軍上校丹尼爾‧大衛斯(Daniel L. Davis)認為，美國的國安政
策與反恐戰爭有許多決策失敗，對美國國力造成的傷害比恐怖行
動還大，也就是說911恐怖攻擊，真的達成了削弱美國實力的目
的。

大衛斯表示，當美軍與阿富汗當地軍隊，聯合擊潰了塔利班
時，那時的反恐戰爭得到了普遍支持。但不幸的是，從那時起，
美軍仍然處在戰爭狀態，軍隊長期部署在世界各地數十個國家，
不間斷的部署，持續削弱了美軍應對的能力。在永無止境的作戰
行動中，將近7千名美國大兵喪生，另有5萬人受傷，32萬7千
人患有創傷性腦部疾病，30 萬名士兵患有創傷後遺症(PTSD)。

曾被稱為 「阿拉伯之春」 的中東北非政治事件，部分原因是
美國發動伊拉克、阿富汗戰爭，推翻當地的獨裁領導人，使得反
對派有勇氣舉起叛旗，但是後來的演變卻不盡人意，許多國家陷

入無休止的內戰，利比亞
、敘利亞、伊拉克和葉門
的內戰仍在肆虐；數十萬
人被殺，人民並不比在他
們推翻的暴君之下更接近
民主自由。

更另人沮喪的是，戰
亂國家增加造成的權力真
空，使當地的極端主義者
發展壯大，出現了ISIS這樣的兇殘團體，又花費4年的時間去打
擊，更多的人民受苦。

美國國內出現自由權倒退的情況，聯邦政府以國家安全的理
由，對數百萬美國公民進行監聽、監視、非常規引渡、嚴厲的拘
留和審訊政策。

美國軍事實力被反恐戰爭嚴重削弱，各軍種的常規預算居高
不下，使得研發預算遭到排擠，除了無人機，美軍在這20年沒
有明顯的技術進步。同時，士兵因長期部署而過度疲累，軍隊出

現嚴重的缺額。
再來就是敵人愈打愈多。研究報告表明，美國在軍事佔領、

無人機襲擊和特種部隊行動後，創造出的新敵人比進入戰場前要
多得多。

由於美國過度使用軍事力量解決海外重大問題，美國的國家
安全明顯受到削弱。它助長了全球不穩定，以及中東恐怖主義和
內戰的增加。華盛頓必須清醒地承認這些事實，研擬新的、合理
的對外政策，才有機會在維護美國軍事實力的同時，解決複雜的
國際問題。

美國國安政策失當比恐怖份子傷害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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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月出口增25.6%超預期
聖誕訂單提早到 專家：四大憂慮未減

中國外貿繼續強勁增長，進出口

增速雙雙超市場預期。中國海關總署7

日公布，以美元計8月中國出口額實現

2,943.2億美元，連續兩月刷新月度出

口紀錄，同比增長25.6%，增速較7月

提高6.3個百分點；進口額也創歷史新

高，達到 2,359.8 億美元，同比增長

33.1%，高於7月5個百分點；當月實

現貿易順差583.3億美元，較7月增加

17.4億美元，為年內月度新高。專家指

出，中國外貿韌性十足，一定程度緩解

市場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擔憂。但當前外

貿外資企業面臨“航運堵”、“物料

缺”、“漲價快”及“用工難”四大憂

慮，今年第四季及明年可能面臨出口和

房地產共振下行的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8月中國對主要經濟體出口增速均有所提升，
尤其對歐美明顯提速。海關數據顯示，當

月中國對歐盟出口同比增長29.4%，較7月升12.2
個百分點，回升最為顯著且高於出口總體增速，對
美國出口增速上升2.1個百分點至15.5%。

海外提前囤積節日用品
中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明明指8月進出口數

據遠超市場預期，出口方面，受海外提前囤積
節日用品、製造業保持擴張趨勢等影響，包括
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玩具家電等在內的
產品出口表現亮眼。往年海外零售商往往在9月
提前採購囤積聖誕節用品，但當前集裝箱緊
缺、航運仍在恢復，囤貨時間或提前至8月。另
外，歐洲Delta毒株擴散高峰已過，歐美PMI仍
處於高位，外需出現反彈。

中海晟融資管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張一表示，
儘管8月出口面臨國內疫情反覆、主要出口基地洪
澇災害等諸多不利因素。但從全球範圍看，疫情
導致全球生產網絡中斷影響仍巨大，而主要出口
市場經濟逐步復甦，兩個因素疊加，推動中國出
口超預期。

“隨着地產周期的下行和消費依舊疲軟，
第四季經濟面臨較大的壓力，外貿出口將成為
支撐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張一預計，儘管
去年同期基數較高，但考慮到發達經濟體經濟
繼續復甦，出口仍有望保持較高增速。尤其是
聖誕節需求有可能超出預期，而制約出口的主
要因素在於航運能力。另外，在經濟活動有所
放緩的情況下，進口超預期很大程度上是出口
需求旺盛對原材料需求增加所致，第四季進口
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專項債發行提速後基建

的恢復情況。

留心出口房地產共振下行
粵開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羅志恒則強調，當

前中國出口表現屢屢超預期，有力支撐經濟恢
復。未來隨着微觀企業補庫存完成、海外訂單
回流結束，出口將逐步恢復常態，外貿形勢仍
有壓力。外貿外資企業仍面臨“航運堵”、
“物料缺”、“漲價快”及“用工難”四大憂
慮。“要高度重視出口下行壓力，尤其是出口
和房地產共振下行在四季度和明年可能凸顯，
穩外資、穩外貿政策仍要發力。”

以人民幣計，8月出口同比增長15.7%，較
7月升7.6個百分點；進口同比增長23.1%，回升
7個百分點；當月實現貿易順差3,763.1億元(人
民幣，下同)，較7月增加136.4億元。

●當前集裝箱
緊缺、航運仍
在恢復，海外
零售商提前至
8月採購囤積
聖誕節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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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金融大鱷索羅斯7日批評貝
萊德投資中國，對客戶資金和美國安全利益都
有風險，但旋即被有“新興市場之父”之稱的
投資者麥樸思打臉。麥樸思表明不贊同索羅斯
看空中國的悲觀觀點，反而“相當看好”中國
近期加強行業監管的舉措。

麥樸思7日接受彭博電視訪問時表示，他
不同意索羅斯對中國的悲觀看法，稱他“相當
看好”中國近期採取的措施。麥樸思表示，這
些舉措意味着中國正在走向公平監管，努力營
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努力營造公平競爭環境
他說：“中國採取的這些措施正在提高投

資者，包括外國投資者的安全性，所以我不知
道索羅斯的觀點依據何在。”

索羅斯7日在《華爾街日報》一篇評論文
章寫道，貝萊德公司現在向中國投資數十億美
元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認為這很可能會
讓貝萊德的客戶虧損，“更重要的是，會損害
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國家安全利益。”

上個月，貝萊德成為首家在中國全資經營
共同基金業務的外國資產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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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中國人民銀行副行
長、國家外管局局長潘功勝7日出席國新辦吹風會表
示，去年疫情以來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擴張1倍，而中
國一直堅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搞“大水漫
灌”。對支持中小企業，他說，國務院常務會議宣
布再新增3,000億元人民幣支小再貸款額度，將在9
月至12月之內發放。人行提供商業銀行的再貸款利
率是2.25%，商業銀行發放對象主要是小微企，發放
貸款平均利率在5.5%左右。

對於市場預測至今年內流動性缺口仍然較大的
疑問，人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指出，7月降準
後，金融機構運用降準釋放的長期資金歸還一部分
中期借貸便利，金融機構的流動性需求得到充分滿
足，今後幾個月流動性供求將保持基本平衡，不會
出現大的缺口和大的波動。

流動性供求平衡
人行：不會出現大波動

●麥樸思
明言，不
知道索羅
斯對中國
悲觀的看
法依據何
在。
資料圖片

內地接種人數超10億
研加強針混打
衞健委衞健委：：須依法合規須依法合規 獲足夠數據可提專家建議獲足夠數據可提專家建議

高光譜觀測衛星發射成功助力環保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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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洪波拍太空Vlog：
北京到膠東 不用1分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地區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7日公布：新增12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8例本土
病例，多人涉新北市幼兒園群聚感染事件。

據了解，8例本土確診病例中，7例在新北市，1例在
台北市；5例與新北市某幼兒園群聚感染事件有關，包括
3名家長、1名幼兒，以及染疫幼兒的妹妹。截至目前，
新北市幼兒園群聚染疫事件已有16人確診，疫情調查匡
列人數增至487人。

台疫情指揮中心負責人表示，這宗幼兒園群聚確診個
案的病毒基因定序8日才會完整出爐，但種種跡象指向德爾
塔（Delta）變異株或其他可能的變異株。

全台第二針覆蓋率僅4%
有台灣媒體指出，幼兒園群聚感染事件凸顯老問

題，疫苗不夠使得老師遲遲等不到接種第二劑疫苗。台
灣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詹長權認為，截至本月3日，
台灣第一劑疫苗接種覆蓋率約44%，第二劑覆蓋率卻僅
約4%，落差太大，恐成德爾塔變異株進入社區的主要破
口。

目前新北市已有5所學校停課。台北市也有學童曾在涉
事幼兒園上課，因此目前有3所學校預防性停課。

統計顯示，截至目前，台灣地區累計確診新冠肺炎
16,047例，其中1,4550例為本土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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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衞健委上月底明確三衞健委上月底明確三
類人群可考慮接種加強類人群可考慮接種加強
針針，，包括包括 6060 歲以上人歲以上人
群群。。圖為老人接種新冠圖為老人接種新冠
疫苗疫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航天員湯洪波化身Vlogger。視頻截圖

台幼兒園爆群組感染
16人確診 多校停課

1. 滅活疫苗

●原始株疫苗已廣泛接種

●部分研究機構已完成了針對Gamma株和Delta株的臨
床前研究，正提交臨床試驗的申報資料

2. 腺病毒載體疫苗

●有一款（康希諾）已獲得了國家藥監局批准附條件上市

●還有3款正在開展I、II期臨床試驗

●針對Beta株、Delta株的腺病毒載體疫苗已完成動物有
效性和安全性實驗

3. 重組蛋白疫苗

●有一款（智飛生物）已經獲得國家藥監局同意開展緊急
使用

●目前有3款在開展III期臨床試驗，有5款在開展I、II期
臨床試驗

●針對不同變異株的廣譜或多價重組蛋白疫苗的研究，已
向藥品審評中心滾動提交臨床試驗的申報資料

4. 減毒流感病毒載體疫苗

●正在進行II期臨床試驗，也已經開始準備在境外進行III
期臨床試驗

5. 核酸疫苗

●分別有一款mRNA疫苗、一款DNA疫苗，近期均獲得
國外III期臨床試驗批件，最近即可在境外開展III期臨
床試驗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航天局7日宣布，2021年9月
7日11時01分，中國在太原衛星發射中心
用長征四號丙遙四十運載火箭成功發射高
光譜觀測衛星（高分五號02星）。該星將
全面提升中國大氣、水體、陸地的高光譜
觀測能力，滿足中國在環境綜合監測等方
面的迫切需求，為大氣環境監測、水環境
監測、生態環境監測以及環境監管等環境
保護主體業務提供國產高光譜數據保障。

據介紹，高光譜觀測衛星是《國家民
用空間基礎設施中長期發展規劃
（2015-2025年）》中的一顆業務星，採
用SAST3000平台，運行於太陽同步軌道
上。衛星共裝載了7台探測儀器，覆蓋了
從紫外到長波紅外譜段，融合了成像技術
和高光譜探測技術，可實現空間信息、光
譜信息和輻射信息的綜合觀測。憑借4,000
餘個高光譜遙感探測通道，高光譜觀測衛
星將實現從幾何形狀、彩色感知到光譜信

息的拓展，為中國遙感觀測開啟新的視
角。

高光譜遙感是當前遙感技術的前沿領
域。地球上不同的元素及其化合物都有獨
特的光譜特徵，是識別和分析不同物體特
徵的一種重要“身份證”。相比於光學成
像衛星只能看到物質的形狀、尺寸等信
息，高光譜衛星具備的光譜成像技術，可
使光譜與圖像結合為一體，探測各類物質
的具體成分。

神舟十二號任務已
進行約80天，三名航天
員的太空站之旅進入尾
聲。7日，中國載人航
天官方發布了神舟十二

號航天員第一段Vlog，湯洪波化身視頻博
主，通過在太空工作之餘休息時間拍攝的
視頻，帶領一眾網友領略太空之美，令人
彷彿親臨中國太空站，感受地球的壯美景
色。

颱風“煙花”入鏡
在8月1日，也是航天員們在軌飛行

任務中第三個真正的周末，湯洪波利用閒
暇時光，透過太空站的舷窗，拍攝下這則
Vlog。窗外，400 公里下的地球一片蔚
藍，漂浮着潔白的雲層。這時，太空站正

好飛到北京的斜上方。湯洪波激動地指出
了北京、天津與渤海灣。“嗨，北京的朋
友們！大家好！大家好！”他情不自禁地
脫口而出。

太空的一切，都令人新奇。在Vlog
的視角裏，有一朵看起來稍微“胖”一點
的雲，原來這竟然是威力巨大的颱風“煙
花”。在視頻的短短幾十秒內，太空站就
從北京上空來到了膠東半島，這實際距離
大約有700公里。

畫面繼續向東，湯洪波說，長江的入
海口要逐漸被厚厚的雲團遮住了。在逐漸
進入太平洋上空後，他開始感歎：“這幾
天我國的天氣逐漸變好，之前一直是被雲
籠罩着的，什麼也看不見，而這一次能夠
清晰明確地看到北京，感到非常開心！”

與聶海勝、劉伯明這種多次征戰太空

的航天員相比，首次執行在軌任務的湯洪
波對太空生活顯得格外好奇。在官方公布
航天員的攝影大片中，也是湯洪波的作品
最多，此次他又“升級”成了Vlogger。
面對他在不到一分鐘之內就跨越京魯兩地
的視頻，網友們也忍不住打趣，“剛到北
京連健康碼都沒來記得掃，就又到了山
東”。還有網友感歎湯洪波，“這波真的
在大氣層”。“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
看一千河”，則是網友們眼中航天員生活
的真實寫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所謂序貫免疫，指的是不同技術路徑
疫苗的間隔接種，包括基礎免疫序

貫和加強免疫序貫，從而達到單一品種疫
苗不能成功實現的高保護效力和持久的免
疫力。

接種覆蓋77.6%總人口
國家衞健委7日宣布，內地累計報告

接種新冠疫苗21億1,308.3萬劑次，完成
全程接種的人數為9億6,972萬人，疫苗接
種總人數達到10億9,500萬。當前，新冠
疫苗已覆蓋內地總人口的77.6%。近期展
開的12歲至17歲未成年人，目前已接種
約1.62億劑次。

針對外界關注的加強免疫問題，鄭
忠偉表示，加強免疫是嚴肅的科學問
題，實施加強免疫必須符合相關法律法
規要求。疫苗研發專班經專家論證，基
於國藥中生、科興中維滅活疫苗兩劑次

免疫後6個月加強免疫的安全性和免疫原
性數據，作出重點人群進行原滅活疫苗
加強免疫的建議。

滅活疫苗是內地民眾接種最多的新冠
疫苗。不過，中國也有一針式的康希諾腺
病毒載體疫苗以及三針式的智飛生物重組
蛋白疫苗提供接種。近期，康希諾公布的
一項研究數據顯示，使用滅活疫苗進行初
免，再用腺病毒載體新冠疫苗加強免疫，
顯示出良好的安全性且免疫效果要顯著優
於兩次均採用滅活疫苗的接種方式。研究
數據稱，志願者接種兩針滅活疫苗後，再
接種一針腺病毒載體新冠疫苗作為加強，
14天後中和抗體GMTs為197.4 （167.7，
232.4），抗體水平升高約78倍。

鄭忠偉表示，不同技術路線疫苗的序
貫免疫研究，必須在依法合規、尊重科學
這兩個原則下開展。專家已明確建議支持
開展序貫免疫研究和試點工作。目前，中

國的一些研發機構也在國內外開展相關的
序貫免疫研究工作，只有在獲得足夠的安
全性和免疫原性或是有效性的科學數據
後，才可以對大規模人群序貫免疫工作提
出專家建議。

多種針對變種疫苗申臨床試驗
針對新冠疫苗的研究，鄭忠偉表

示，中國的疫苗研發單位已經開展了
Gamma株和Delta株的滅活疫苗研究，臨
床前研究已完成，部分單位已向藥品審
評中心提交臨床試驗的申報資料。針對
不同變異株的廣譜或多價重組蛋白疫苗
的研究，部分單位也已經向藥品審評中
心滾動提交臨床試驗的申報資料。此
外，針對Beta株、Delta株的腺病毒載體
疫苗和核酸疫苗的研發工作，部分單位
已完成動物有效性和安全性實驗，正在
準備申報臨床試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全球新冠疫情不斷反覆，

變異株不斷出現並在各國流行，令中國輿論高度關注加強疫苗保護效力

等問題。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疫苗研發專班工作組組

長、國家衞健委科技發展中心主任鄭忠偉7日就此表示，專家明確建議

支持開展序貫免疫（即不同技術路徑疫苗的間隔接種）研究和試點工作。序貫免疫研究必須在依法合規、尊重

科學這兩個原則下開展，只有在獲得足夠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或有效性的科學數據後，才可以對大規模人群序

貫免疫工作提出專家建議。通過序貫接種加強針，以達到更好的免疫效果，是學界的研究方向之一。

文 匯 要 聞2021年9月8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周文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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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梦想与希望之桥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横跨帕西格河的埃潘
桥上如今川流不息，双向4车道的设计让这里的
交通大为改观。

就在不久前，马尼拉地区两座中心城市
——马卡蒂和曼达卢永之间的交通，还让工作生
活往来频繁的两地居民十分头疼。这里原本有座
桥，但双向两车道的设计难以满足通行需求，交
通拥堵不堪，即便起个大早，5点多也常常堵在
路上。

7月29日，中国援建的埃斯特雷利亚—潘塔莱
翁桥 （简称埃潘桥） 通车仪式举行。这座由中国
路桥公司承建，线路全长506米的桥梁能满足日
均5万辆车的通行要求。当地媒体表示，两地通
行时间将减少到10分钟以内。

在埃潘桥不远处，同样由中国政府援建的比
诺多—因特拉穆罗斯大桥也将于年内竣工。打心
眼里感谢中国桥梁建设者的，也不仅是菲律宾人
民。近年来，中国桥梁以国际竞标、国内投资带
资修建、商务援助、援建等多种模式，一步步走
向世界。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西南 40 公里处，帕德玛
大桥建设的每个进展都牵动人心——这是孟加拉
国人民的梦想之桥。千百年来，帕德玛河哺育着
孟加拉国，两岸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一直依靠船
运，但每当雨季来临，汹涌的河水就让摆渡变得
十分危险。

从 2015 年 12 月大桥项目主体动工起，乘船
来往于两岸的居民眼中便多了一道风景，他们凝
望大桥和建设者的身姿，盼望着，期待着。据承
建单位中铁大桥局孟加拉帕德玛大桥项目部常务
副经理沈涛介绍，目前大桥全桥钢梁已经贯通，
主桥公路桥面板架设工作于8月27日完成，正加
紧推进桥面铺装以及附属结构的安装工作，预计
今年年底贯通。

数千公里之外，克罗地亚人民对一座中企承
建的大桥同样充满期待。当地时间 7月 28日晚，
随着中国建设者用桥面吊机把最后一片重达 220
吨的钢箱梁提升到位并完成焊接，佩列沙茨跨海

大桥成功合龙。
抑制不住的兴奋！当地居民纷纷驾船前来，

欢歌笑语响彻海湾。这座长2440米、宽22.5米的
公路斜拉桥，不仅连接该国大陆与佩列沙茨半岛，
也连接起中国和克罗地亚。

如果说佩列沙茨跨海大桥矗立在平静海面
上，中交二航局承建的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则
在远洋深海的惊涛骇浪中划出一道绚丽霓虹。今
年 8 月 30 日，正是中马友谊大桥的 3 岁“生
日”。2018年的这一天，这座连接首都马累、机
场岛和新兴城市胡鲁马累的大桥建成通车。海滩
上、防浪堤旁、观景平台，到处都挤满了人，想
一睹这个国家第一座现代化桥梁的“芳容”。

这座长约2000米的大桥，在串连起3座岛的
同时，也连接起两国民众。马尔代夫中学生娜夫
拉的心跨越了数千公里，她说：“我希望从这座
桥走向中国。”

还有，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大桥、马来西亚
槟城二桥……一座座梦想之桥，在中国桥梁人的
帮助下照进现实。

富裕与发展之桥

要想富，先修路；要过江，先修桥。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交通对发展的重

大意义。上世纪 50 年代修建万里长江第一桥
——武汉长江大桥的同时，中国就在竭尽全力帮
助其他国家开路架桥，铺就发展的康庄大道。从
帮助越南修复清化大桥到援建缅甸仰光—丁茵公
铁两用大桥，再到新世纪大规模承建海外桥梁项
目，中国桥梁建设者筚路蓝缕，将先进的造桥技
术延伸到全球各地，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受惠。

对帕德玛河沿岸居民来说，这座公铁两用大
桥不仅将结束两岸摆渡的历史，更把首都达卡和
南部 21 个区连成一片。曾经荒芜的帕德玛河北
岸工厂、加油站拔地而起，已成为投资兴业的热
土。据统计，大桥和铁路公路连接线项目为当地
创造5万余个就业机会，仅中铁大桥局帕德玛大
桥建设团队就雇用了超 4000 名当地员工。据测
算，大桥建成后将为孟加拉国带来每年 1.5%的
GDP增长，受益人口超过8000万。

多年来，在越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马
来西亚、缅甸、南非、赞比亚、坦桑尼亚、摩洛
哥等 20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
铁大桥局承建了 40 多座象征沟通和友谊的桥
梁，每一个项目建设，都伴随着中国技术、中国
管理、中国机遇的输出与分享。

希望在孕育。从“大写意”迈向工笔画，
“一带一路”倡议更细致、更深入、更扎实地惠
及各国民生。送外卖、修汽车、护桥梁……新工
种方兴未艾，旧产业焕发活力。建成通车 3 年
来，中马友谊大桥为马尔代夫发展按下加速键。

提起这座大桥，易卜拉欣笑逐颜开。他在一
家消防救援公司工作，公司已经有 20 多年历
史。“提供救援服务，时间非常关键，一分一秒
都很珍贵，我们必须尽快赶到现场处理事故，大
桥的建成把跨岛救援力量集中抵达事故现场的时
间缩短 20 分钟，这让我们的救援效率更高，意
味着能拯救更多的生命财产。”易卜拉欣说。

除了产业兴旺，更有人的全方位成长。
在中马友谊大桥项目建设期间，来自马尔代

夫、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员工占
比超四成。中国师傅带外国徒弟，中外员工交叉
作业，互相切磋，成效显著。

外籍员工亚辛就是其中一名受益者。学电路
板构成、拆解电器、绘电路图、顶着烈日上桥检
查电路……师傅教得认真，亚辛学得刻苦。从一
个毛头小伙成长为施工班组长，亚辛的专业技
能、综合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我希望能一直
跟着中国师傅学技能，希望弟弟也能好好学中
文，毕业后也到中国工程项目工作。”亚辛说。
大桥通车后，亚辛继续跟着中交二航局转战孟加
拉国N8公路项目参与建设。

智慧与奋斗之桥

繁荣与希望背后，是中国桥梁建设者的智慧
与汗水。

马尔代夫的美让游客沉醉。不过，中马友谊
大桥项目团队的视角则完全不同：旅游天堂，却
是工程“地狱”。

海底布满珊瑚礁，让施工从一开始就面临严

峻考验。“在珊瑚礁地质上建跨海大桥，是一项
全新课题，国际上没有先例，许多国家的团队看
了直摇头。”回想起开工之初的情形，中马友谊
大桥项目施工技术组常务副总工程师李宁记忆犹
新，“珊瑚礁就像核桃，外壳坚硬，内部‘核桃
仁’脆性大，空隙多，桥墩桩基打下去很容易遇
到空洞，不容易稳住。”

联合多家科研院所开展实验室实验，选调桥
梁、海洋、装备等专业领域精干力量蹲守现场日
夜监测，增派技术人员值守每台钻机……科研与
实践深度结合，终于破解了珊瑚礁地质的数字密
码。129个桩基稳稳打在珊瑚礁地层，让大桥的根
牢牢扎进这片深海。

来不及松口气。远洋深处的无风涌浪滚滚而
来，给大型起重吊装施工带来巨大挑战。两个浪
头之间长度超过百米，作业船随波沉浮。“要想平
稳作业，相当于需要一艘轻型航母尺度的起重船
进驻现场。而如此大型的起重船世界少有，即便
来了，受海峡宽度和航空高度限制也难以施展拳
脚。”李宁回忆。

怎么办？
“必须找到适合吊装作业的‘窗口期’。”中

马友谊大桥项目施工技术组党支部书记王超说，
“一边在浮吊船上安装船舶姿态仪、在海底投放波
浪监测仪，一边联合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推演
过去10年的海况，最终找出一年的窗口期。

“窗口期并不是一整天都适合作业，有时几
个小时，有时只有几分钟。”王超说，“2016年海
上起重作业的 200 多天，总共只有 200 多个小时
适合作业，无形中又大大压缩了工期。”

多长时间的窗口适合哪种作业？项目部建立
起精细化管理系统，合理排列组合，一旦有了窗
口期，哪怕只有几分钟，不论烈日骤雨，所有人
都打起十二分精神奋战，最终完成3万余吨桥梁
结构物的吊装、施打作业任务。

研发50米长钢箱梁梁上顶推合龙技术、研制
快速脱离装置、研制落梁缓冲系统……国内“超
强大脑”与项目团队紧密配合，瓦解了一堵堵
技术“高墙”，施工进展势如破竹。

“在33个月的超短工期内，我们解决了一系
列关键技术难题，开创了远洋深海无遮掩环境及
珊瑚礁地质条件下特大型桥梁建设的先河，为世
界同类工程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李宁说。

帕德玛大桥同样考验着建设者的智慧。在洪
水频发、水深浪急的帕德玛河修建一座全长 9.3
公里的大桥绝非易事。“这里的河床都由粉砂组
成，深度超过 150 米，且极其松软，不易受力，
恶劣的地质环境让水中墩的建设变得极为困难，
也让大桥面临沉降、变形、断裂甚至垮塌的严重
问题。”沈涛说。

世界最深的桥梁钢管斜桩、首创钢管桩桩侧
预压技术、世界桥梁建设史上首次大规模斜桩插
打作业、创新 3200 吨钢梁整孔架设施工工艺
……多项新技术新工艺将困难各个击破。

与惊涛骇浪斗、与高温高湿斗、与复杂地质
斗，“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工匠的聪明才智、技术
自信和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走在桥上看滔天巨
浪打过来，已经变成一种惬意的享受。”李宁说。

中国桥梁 联通世界
本报记者 康 朴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当代中国绘

就了波澜壮阔的社会进步画卷，桥梁建设

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块金字招牌不仅

代表着“中国建造”的非凡实力，也是展示

中国社会发展成就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符号。

如今，一座座凝结中国桥梁建设者

匠心、智慧与汗水的合作之桥、发展之

桥、友谊之桥，从神州大地出发，沿着

“一带一路”走向五洲四海，挺拔屹立在

世界各地的高山峡谷之间、江河湖海之

上。一个个天堑变通途的桥梁建设故事，

彰显着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

好未来的愿景。
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 中交二航局中交二航局供图供图

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 中交二航局中交二航局供图供图
77月月2929日日，，中企承建的克罗地亚佩列沙茨跨海大桥合龙中企承建的克罗地亚佩列沙茨跨海大桥合龙。。

耶拉维奇耶拉维奇摄摄（（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建设中的帕德玛大桥建设中的帕德玛大桥。。 中铁大桥局中铁大桥局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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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槍支比新型冠狀病毒病 (COVID) 檢測還簡單
多種族聯盟要求公平重劃選區 重塑阿拉巴馬州的優先級

埃文-米利根 (Evan Milligan) 在阿拉巴馬州國民警衛隊接受
槍械訓練，他嚴厲地批評了他 所在州的優先級失衡現象。 “現
在在阿拉巴馬州，買到一支自動步槍或裝有穿甲彈的加長 彈，
比去做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檢測還簡單，比起獲取心
理健康服務、或找到 一份維持生計的工作更是簡單太多。”

阿拉巴馬州的COVID-19感染率和死亡率為美國最高， Al-
abama Forward (譯：阿拉巴馬 前進組織) 的執行主任Milligan將
其歸咎於醫療服務方面的種族不平等。他說，為改變不 平等現
狀，一個由多族裔社區組織組成的聯盟，正爭取在阿拉巴馬州每
十年一次的選區重 劃過程中獲得發言權。這些組織認為，在州
管理機構決定優先事項時，所有阿拉巴馬人應 獲得公平的代表
權，而選區重劃在其中起關鍵作用。

在9月1日到9月15日期間，州立法機構的重新分配委員會
正在全州範圍內舉行聽證會，就 如何根據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
重新劃分國會和州選區邊界徵求公民的意見。重劃的選區 地圖
，會影響未來10年內聯邦和州的資金和資源分配給社區的方式
。

米利根認為，幾代人都在推動阿拉巴馬州的傳統少數族裔人
口獲得更大代表性，而日益增 長的人口多樣性代表著這一努力
的一個轉機。在 8 月 26 日的新聞簡報會上，米利根 報告了
202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表明阿拉巴馬州在日益多元化。自
2010 年的人口普查 以來，白人人口有所減少，但在數量上仍是
主流，佔 61%。第二大族裔群體非裔的比例 略有下降，但其絕
對規模增加了4.3萬。拉丁裔和亞裔人口正加速增長。

TOPS (The Ordinary People Society，譯：平民協會) 的執
行主任Rodreshia Russaw認為，阿拉巴馬州的非裔美國人並不
是很熟悉重劃選區的過程。她決心“讓阿拉巴馬人了解 其過程
重要性，了解其是怎樣在所有層面影響人們的生活質量”。

Russaw認為，被監禁者受到的影響最大，因為他們幾乎沒
有任何形式的政治籌碼。不過 這種情況正在改變。 TOPS 與聯
盟組織一道，成功領導了一場捍衛囚犯選舉權的鬥。 TOPS正在
開展活動，以終止基於監獄的傑利蠑螈式分區。

Russaw解釋說，阿拉巴馬州已經系統性地將監獄安置在更
多的農村白人地區。由於在分 配人均聯邦和州資源的公式中加
入了囚犯數量這一因素，農村白人社區因此受益。因此， 監獄
人口中比例過高的非裔美國人就被利用了，而受益的還不是他們
自己居住的社區。而 在囚犯出獄後，Russaw說，“大多數人沒
有就業機會，也無家可歸。他們當中很多人會繼 續流浪，或再
次吸毒成癮”。

專家小組成員 Felicia Scalzetti 是一名社區組織者，是
Southern Coalition for Social Justice (譯：南方社會正義聯盟) 的
CROWD研究員，她的使命和 Russaw 的一樣，就是 就向社區
宣傳和教育選取重劃。對於改選委員會社區聽證會的公平性和誠
意，她持懷疑態 度。

Scalzetti指出，“這些聽證會全部都在工作日和工作時間舉
行”，“根本上來講，民眾沒法參 加。很難找到聽證會的地點
信息，也很少有人知道有聽證會這麼回事”。

她認為，盡管可以提交書面證言和在線參與
，但在工作時間舉辦聽證會，這一安排本身就 限
制了民眾參與，

對於阿拉巴馬-韓國教育和經濟夥伴關繫 (Al-
abama-Korea Education and Economic Partner-
ship，簡稱 A-KEEP) 的執行主任 Jaeyeon Irene
Do而言，準確的選區重劃，有希 望讓講韓語的阿
拉巴馬人也享受更多的社會服務。

她說，韓國人是衝著現代 (Hyundai) 和起亞
(Kia) 的工作機會移民過來的，這兩家汽車品 牌在
阿拉巴馬州設有製造工廠。

“韓國人來到阿拉巴馬州時，往往不是一個
人，”Do 觀察到這一點。 “他們通常拖家帶口
， 讓孩子在這上學，自己和家人加入教會，成為
社區的活躍分子。然而，在美國社會生活， 韓國
人也面臨著困難，因為有語言和文化的障礙。他
們很難獲得教育和社會服務”。

Anna Espino是阿拉巴馬州移民正義聯盟 (Al-
abama Coalition for
Immigrant Justice) 的
執 行主任，她道出了
COVID-19 最初讓拉丁
裔社區陷入混亂的原因
。 “你能想到的，早在
2020年初的一切挽救生
命的信息，預防措施、
社交距離，包括新冠檢
測渠道，都沒有西 班牙
語版本。”

Espino說，她所在
的組織和其他大約10個
組織打造了足夠的熱度
，向阿拉巴馬州州長
Kay Ivey 施壓，要求抗
COVID-19 信息和資源
提供西班牙語和其他語
言版本。 “幸運的是，
我們 勝利了，”她說。

Espino認為，之前
沒有西語材料，“是因為拉丁裔社區沒有公平地得到代表，阿拉
巴馬州 就沒想起過我們。”

阿拉巴馬州原住民聯盟 (Alabama Indigenous Coalition) 的
共同創始人和主席Valerie Adams說，隱形無存在感，也能解釋
為什麼政府不怎麼關注阿拉巴馬州原住民的需求。她在蒙哥馬利
市 (Montgomery) 發言，稱蒙哥馬利是“馬斯科吉人的土地……
也是喬克託人 、契卡索人和切羅基人的土地，他們也是這裏的
居民。”

Adams 說，如果對話是關於美國原住民的被代表權，通常
得上一堂歷史課。 “阿拉巴馬州 自身有九個部落，一個聯邦承
認；八個州承認……談起為什麼這裏沒有美國原住民時，很多人
並不熟悉《印第安人遷移法》(Indian Removal Act), 該法將 5 萬
多名美國原住民從 東南部各州遷走。”

總而言之，Milligan說：“我們正努力跨越所支持社區內的
傳統差異分隔，鼓勵鄰裡參與進 來，公平劃分選區以響應社區
需求。”

感謝您過去參加Harris縣華人社區利益相關者會議，
我們將在9月30日星期二下午7點舉行第二次的網路線上
會議。 這次會議將涵蓋新投票機，即將到來的11月2日選
舉以及哈里斯縣選務官Isabel Longoria辦公室的最新消息
。。為了更好地為華人社區服務，會議會同時以中文及英
文語言進行。歡迎您給予我們不同的意見或討論事項。

請務必至(點擊)以下連結以進行提前註冊本次會議：
https://us02web.zoom.us/meeting/register/tZA-

vde2grT8iH9LXxVl0EW6IRF9-OvcfVPL3
註冊後，您將收到一封確認電子郵件，其中包含有關

加入此會議的信息。
如果您錯過了我們8月26日的會議，請參閱附件中的

中英文版會議的 PowerPoint文稿。以下則是該會議的重點
視頻實錄: https://youtu.be/AVjwfu7vr3w

感謝您的時間和支持。我們期待您的參與。

9 月 EAD-CCS 會議將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通過 Zoom 在您的電腦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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