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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世貿建築群重生 911
911傷痕仍隱隱作痛
傷痕仍隱隱作痛
路透社
（中央社）911 恐怖攻擊事件過了 20 年，紐
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塔遺址面貌一新，嶄新建築如
雨後春筍般出現，曼哈頓下城重現生機，當年帶
給紐約客椎心刺骨的痛似乎早已塵封在記憶中。

但結痂的傷痕仍隱隱作痛，一年半前重創紐
約 的 COVID-19 （2019 冠 狀 病 毒 疾 病 ） 又 帶 來
更嚴峻的挑戰。曾因防疫而 「
暫停」數週的經濟
復甦艱辛，觀光客與上班族回流緩慢，這座資本
主義首都不知何時才能擺脫疫情陰影。
紐約進入 21 世紀後確實屢屢受創，但也都發
揮韌性，向世人展現紐約客愈挫愈勇的堅強性格
。過去幾年世貿建築群浴火重生就是鮮明例子。
世貿雙塔灰飛煙滅後，曼哈頓下城天際線曾
有多年彷彿缺了一角。2014 年，別名 「
自由塔」
（Freedom Tower）的世貿中心一號大樓啟用，
以 541 公尺成為西半球第一高樓，也成為曼哈頓
最具代表性的建築之一。
隨後幾年，世貿雙塔遺址周邊又有 3 棟高樓
落成，包括 2018 年啟用、世貿建築群中第 2 高的
三號大樓。這些高樓旁邊，有個 2016 年建成、彷

彿大鵬展翅的交通樞紐 The Oculus，純白骨架形
成的獨特外觀造就曼哈頓另一個打卡勝地，紐約
百年地鐵也多了一個新穎的車站。
這些砸下大筆銀子的建設成功帶動經濟復甦
，音樂串流服務巨擘 Spotify 進駐金融區，曼哈頓
下城每年吸引約 1400 萬名觀光客，掀起 911 事件
後未曾見過的熱潮。
無奈好景不常，曼哈頓下城在疫情嚴峻時期
了無生氣，The Oculus 內的商店街門可羅雀，倚
靠金融業的餐廳與商家遲遲盼不回居家辦公的上
班族，不是歇業就是索性出走，有如華埠在 911
事件後遭遇的局面。
曾經空蕩的街頭，百廢待舉的經濟，茫然不
明 的 前 途 ， COVID-19 確 實 勾 起 紐 約 不 少 人 對
911 事件的回憶。許多人嘴巴上不說，心中其實一
直忘不了。

去年 8 月，911 國家紀念博物館宣布每年以兩
道光束直射天際緬懷世貿雙塔的 「
紀念之光」
（Tribute in Light）因疫情緣故將不會點燈，引起
輿論譁然。
時任紐約州長古莫（Andrew Cuomo）一見苗
頭不對，隨即宣布活動照辦，這項自 2002 年開始
的傳統才沒有中斷。
這足以顯示 911 事件即使逐漸遠去，老一輩
記憶模糊，20 多歲的年輕人也幾乎沒有印象，這
座城市仍未忘卻當天近 3000 人喪命的慘痛經歷。
從世貿遺址改建的水池，到哈德遜河對岸新
澤西州以兩面紀念牆象徵雙塔逝去的 「
空天」
（The Empty Sky），昔日雙子星深埋在記憶中，
拔地而起的新高樓則象徵歷經重創後奮起的力量
。如今紐約的考驗變成疫後復甦，何時能成功再
起，暫時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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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正面臨重大挑戰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9/
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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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目前是美國國會多數的民主黨正在跟時間賽跑， 除了
巨額的基建預算之外， 其中最緊急的包括在九月三十日前
必須增加赤字借贷上限 ，否則聯邦政府將會停擺。
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羅西已經決定在九月二十七日要把
五十五兆的基建法案進行表決通過， 多半的國會參眾議員
也同意增加軍事預算。
由于埃德颶風造成之巨大損失， 從美南新奧良到美國
東北部各州之災難 ，勢必增加了聯邦政府之支出。
在此同時， 由政府發放的失業救濟金已停止， 聯邦高
院也裁定催收房客租金應該為法律所允許， 換言之，不付
房租的房客可以被房東赶走。
由於從阿富汗撤軍造成之乱象， 也重創了政府之施政
形象。
自從拜登上任以來， 內政 、外交都遭到重大挫敗， 加
上物價上漲， 民怨不斷。
九月份將是個關鍵時刻，如果拜登總統無法力挽狂瀾
，出台新政，對於明年的中期選舉将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如果民主党
無法控制國會， 拜登總統之執政之路將會雪上加霜。

美國正在面臨前所未有之挑戰， 綜觀世界大局， 拜登急需調整步
伐 再創新的大局。

Democrats In Congress
Facing A Daunting September
The U.S. Congress needs to
pass a debt ceiling bill in order to
fu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y
September 30th to prevent a
shutdown.
The debt limit will have to be
extended this fall to prevent a
global economic collapse.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set
a deadline date of September
27th to vote on the $550 billion
infrastructure bill. Democrats will
also need to agree on a tax
increase on the rich and
corporations to help pay for the
budget bill.

With Hurricane Ida damages
affecting a wide area from
Louisiana to New York could
mean that a large amount of
relief funds will be needed from
the government.
If the Afghanistan withdrawal has
damaged President Biden’s
ability to lead the country, it will
depend on whether or not the
midterm election next year will
really be affected. If the
Democrats lose the majority, that
will really go a long way towards
hurting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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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巴黎血未乾
恐怖襲擊世紀大審判的創傷】

就在 911 事件 20 周年到來前夕,巴黎特別法
庭開始審理發生於 2015 年造成 130 人死與 368
人傷的連環恐怖襲擊案, 那是法國近代史上最
悲慘的事件, 迄今依然讓人難忘，而這次審判
的被告有 20 名兇嫌,原告多達 1,800 名受難者家
屬, 將有 300 多位律師出庭，審理要一直到明年
五月底才宣判, 參與人數之多以及審理日期之
久皆屬罕見。
歷史總是不會讓我們忘掉許多創傷。2015
年的連環恐怖襲擊發生於十一月十三日黑色星
期五晚上，除了正在觀看法德足球賽的法國總
統奧朗德親身感受到國家體育館突然傳來連環
巨 大 爆 炸 聲 外 ， 就 在 同 時 ， 巴 黎 的 Bataclan
theater 劇院也發生一百多位觀眾遭恐怖份子槍
殺，觀眾像驚弓之鳥竄逃, 此時在巴黎街上槍
聲四起，奧朗德立即宣布封鎖邊境,全國進入緊
急狀態，非常危急, 令人驚恐的是, 這批極端份
子才在那年初襲擊了《查理周刊》，造成慘重
死傷，沒想到他們又變本加厲，再次釀造血腥
悲劇, 不可思議的是, 之後他們又選擇了在比利
時首都布魯塞爾發動了三起恐怖攻擊，包括機

場和地鐵站都成為攻擊的目標，造成了至少
200 多人的死傷慘劇, 使整個歐洲城市長年籠罩
在恐怖份子的陰影之下。
這一次法國的世紀大審判意義非比尋常,
那表示法國將以莊嚴的國法來懲罰這些伊斯蘭
恐怖份子, 給他們當頭棒喝，不過由於由於歐
盟的環境相當複雜, 當年各國都接納了許多中
東地區的難民, 恐怖份子滲透其中,他們不斷的
散播狂熱的宗教信仰與不正確的政治觀點，造
成了世界的動亂不安，審判或許可以暫時遏阻
一些恐怖份子惡勢利對歐洲所造成的威脅,但是
想要徹底的殲滅他們是不可能的,將來他們必然
還會對世界發起聖戰,造成安全與和平的威脅,
而這一次美國毅然決然, 甚至屈辱般的從阿富
汗撤軍似乎已標示了美國未來不會再把反恐戰
爭列為優先選項, 所以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的陰
影必將長久籠罩在人類的陰影之下，或許我們
可以期待由聯合國來整合世界上正義的力量一
起去抗衡伊斯蘭國聖教主義的劊子手以消減那
些邪惡組織的惡勢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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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變異株肆虐封城看似無效
澳洲單日確診逾 1900 例創新高
(本報訊)即便澳洲當地主要城市雪梨(Sydney)以及墨爾本(Melbourne)仍處於封城狀態，
澳洲當地因為 Delta 變異株而蔓延的第三波疫
情，仍舊持續爆發。在 10 日澳洲當地報告新
增確診突破 1900 例，創下有疫情以來新高，
顯見 Delta 病毒株的威力，絕對不容小覷。
英國《每日郵報》（DailyMail）報導，澳
洲正處 Delta 病毒株傳播而來第三波疫情之中
。當地疫情在 10 日來到高峰，單日新增確診
突破 1900 例。因來勢洶洶的 Delta 病毒株疫情
，澳洲當局也改變了防疫政策，從目標 「清零
」轉向提高疫苗覆蓋率。目前的目標是朝向提
升完整接種(兩劑)疫苗的人口比，之後則逐步
將嚴格的限制令放寬。
當前，新南威爾斯州(NSW)是澳洲疫情震
央，每日新增確診數來到 1542 例新高，打破
上週曾有單日確診來到 1533 例的歷史，並有 9
人病歿。
新南威爾斯州州長 Gladys Berejiklian 指出
，目前疫情的發展趨勢符合預期，官方認為疫
情將會在下周到達高峰。他也進一步宣布，下
周一起將取消每日向媒體簡報的時間，改為透
過線上影片說明疫情發展現況，而這是過往在
病例數較少時所採用的方式。
當地不斷升溫的疫情也對醫療人員的身心
帶來沉重負荷。據了解，在雪梨(新南威爾斯
州最大城市)，過去兩周救護人員運送的新冠
肺炎患者數量翻倍，逼近 6000 人。根據統計
，在雪梨有 1156 人因染疫住院，其中 207 人在
重症監護室，當中的 89 人需要使用供應氧氣
的療法。
在新南威爾斯州雖然疫情屢創高峰，但當

局在周四表示，若該州完全接種疫苗的人口比
例達到 70%，位在雪梨的企業就可重新開張，
而這項目標預計在 10 月達成。目前在該州 16
歲以上有 76%人口至少接種一劑疫苗，44%已
完整接種。
在維多利亞州，則通報了 334 例新增確診
，也是今年以來最大增幅，並有 1 人死亡。而
預計在 9 月 23 日左右，在達到約 70%成年人至
少接種一劑的目標後，首都墨爾本的限制將會
逐漸放寬。
疫情防控下，如何妥善拿捏防疫層級而來
的封鎖，以及推動經濟活動之間的放鬆條件，
一直是執政單位的兩難習題。
澳洲政府在 7 月便已公布四階段的重新開
放計畫，期待免疫目標從當前的 40%提升至
70~80%左右時，就逐漸放寬一些較為嚴格的
限制措施。但一些沒有出現確診病例的州卻表
示，可能會延後放鬆州際旅行以及其他限制。
換句話說，也有出現一些澳洲版 「逆時中」現
象。
當前澳洲疫情已來到確診 69912 例，接近
7 萬，死亡人數 1076 例，死亡率僅 0.41%。根
據統計，澳洲的高疫苗接種率有效降低病歿比
例，低於先前幾波疫情的情況。
針對達成目標疫苗接種率後的放鬆措施，
新南威爾斯州州長 Berejiklian 表示， 「與 COVID-19 共存就意味著，成年人口達到一定高
疫苗接種率，就可以謹慎、分階段重新開放。
」而澳洲總理 Scott Morrison 先前就曾預警，
隨著限制措施的放鬆，病例數將會隨之增加，
但領導人需要 「保持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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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重大勝利！
俄德“北溪-2”最後一節管道焊接完成

“華盛頓多年的經濟製裁和政治努
力已經付諸東流，‘北溪-2’天然氣管
道建設現已處在接近完工的最後階段。”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6 日如是說。連通
俄德的“北溪-2”天然氣管道 6 日完成最
後一節管道焊接，投入運營指日可待。
過去幾年，這條長 1230 公裏、繞過烏克
蘭的管道項目觸發了不小的地緣政治紛
爭，並因美國的製裁而延滯了一年半左
右。美國長期以來反對該項目，稱其為
俄羅斯的地緣戰略項目，俄羅斯則堅稱
這是商業項目，並指責美國借抵製追求
自己的經濟利益。它們之間的博弈牽連
甚廣，同時凸顯歐洲與俄羅斯之間愛恨
交織的復雜關系。不過，盡管俄羅斯方
面歡呼勝利，有關“北溪-2”項目的不
確定性依然存在。
最後一節管道就位
據報道，俄外長拉夫羅夫 6 日在聖
彼得堡的一場會議上宣布，“北溪-2”
水下管線的最後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中，
這條管道將把西伯利亞的天然氣田與西
歐消費者連接起來。“它將在幾天內完
工，並開始運營。”拉夫羅夫說，“每
個人都知道，美國已經意識到(管道將建

俄羅斯《消息報》稱，俄聯邦委員會
( 議 會 上 院) 國 際 事 務 委 員 會 第 一 副 主
席弗拉基米爾· 賈巴羅夫相信，華盛
頓無法再改變什麼，美國無法再提出
任何新政治要求。這一管道將改善俄
德經濟關系。這表明歐洲需要與俄羅
斯合作，這樣各方都能從這種合作中
受益。
據 RT 報道，俄國家杜馬議員巴利別
克稱，盡管一些西方國家為阻止這一管
道建設使用了各種伎倆，但“北溪-2”
還是成功了。拉夫羅夫外長的話向整個
西方世界傳遞一個信息，即可以與俄羅
斯進行談判，但與俄羅斯“鬥爭”是無
成)，盡管如此，‘北溪-2’仍面臨全面 用的，只會適得其反。
的正面攻擊。”
拉夫羅夫說，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
仍有不確定性
正在參與這項建設，並表示歐洲需要這
上個月，記者曾專程趕往德國穆克
條管道，“而美國人說：‘不，你們不 蘭港采訪，該港所在市的市長一年多前
明白你們大陸的能源安全應該是什麼， 曾收到一封來自 3 名美國參議員的信，
我們隔著大洋把一切看得越來越清楚、 信中威脅對他進行製裁。記者看到現場
越來越明白。’”拉夫羅夫表示，美國 起吊機和卡車非常忙碌，長 12 米、重 24
想推出自己的液化天然氣，盡管對環境 噸的輸 氣 管 被 陸 續 裝 運 上 船 ， 發 往 海
有害，而且成本高得多。
上施工現場。當時，美德已達成協
同一天，俄羅斯“北溪-2”股份公 議 ，美國放棄長期以來的反對立場，
司發表聲明說，“北溪-2”第二條支線 換 取 德 國 承 諾 如 果 俄 羅 斯 表 現出“侵
的最後一節管道完成焊接。聲明稱，第 略”烏克蘭的行為，將支持對俄實施製
200858 號管道將被鋪設到位於波羅的海 裁。正是在這一形勢下，“北溪-2”項
的德國水域海底，並與來自丹麥水域的 目加速趕工。
管道相連。隨後項目將進行調試，以便
對 於 “ 北 溪 -2 ” 將 投 入 運 營 ，
在年底前投入運營。
《消息 報 》 援 引 德 國 聯 邦 議 員 格 爾
拉夫羅夫的話是有所指的。就在兩 特 的 話 說 ， 這 是 個 好 消 息 ， 該 項 目
周多前，美國總統拜登宣布針對“北 對 德 國 來 說 是 必 要 的 。 有 分 析 提 到
溪-2”項目參與公司的新製裁措施。白 ， 由 於 默 克 爾 的 總 理 任 期 即 將 結 束
宮在致國會的信中稱，俄羅斯的某些能 ， 她 希 望 “ 北 溪 -2 ” 能 成 為 其 執 政 遺
源管道項目將擴大俄羅斯在該地區的影 產 的 亮 點 之 一 。
響力，削弱“烏克蘭和北約東翼國家以
但據德國電視二臺報道，“北
及歐盟國家”，從而威脅“美國國家安 溪 -2” 項目違反了歐洲的相關規定：天
全、外交政策和經濟”。
然氣生產商不得同時是輸送天然氣的管
“這是俄羅斯和德國的一次勝利。” 道運營商。目前有關公司已在德國法院

國際勞工組織：
全球超 40 億人無社會保護
綜合報導 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報告稱，盡管在新冠疫情期間，社會
保護範圍在全球得到了空前的擴大，但仍有超40億人沒有得到任何保護。
社會保護包括獲得醫療和收入保障，特別是與養老、失業、疾病、
殘障、工傷、生育或失去主要收入者以及有子女的家庭有關的保障。
《2020-2022 年世界社會保護報告：社會保護處於十字路口——追求
更加美好的未來》概述了社會保護體系在全球的最新進展。報告稱，目
前，全球只有 47%的人口被至少一種社會保護待遇有效覆蓋，而 41 億人
(53%)無法從其國家社會保護體系中獲得收入保障。
社會保護存在嚴重的區域不平等。歐洲和中亞的社保覆蓋率最高，有
84%的人至少享有一項待遇。美洲也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為64.3%。亞洲和太
平洋地區(44%)、阿拉伯國家(40%)和非洲(17.4%)的覆蓋率差距明顯。
全球範圍內，絕大多數兒童仍沒有得到有效的社會保護，只有四分
之一的兒童(26.4%)享有社會保護待遇。全球只有 45%的新生兒母親可獲
得現金生育津貼；僅三分之一的重度殘障人(33.5%)可獲得殘障待遇。失
業待遇的覆蓋率更低，只有 18.6%的失業者被有效覆蓋。雖然 77.5%的退
休年齡以上人口獲得了某種形式的養老金，但各地區、城鄉以及男女之
間仍然存在巨大差距。
政府在社會保護方面的支出也有很大差距。平均而言，各國將其國
內生產總值的 12.8%用於社會保護(不包括醫療)，但高收入國家用於社會
保護的支出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16.4%，低收入國家僅有 1.1%。
報告稱，自疫情發生以來，資金缺口(確保所有人至少享有最低社會
保護所需的額外支出)增加了約 30%。
為了保證至少基本的社會保護覆蓋面，低收入國家每年需要額外投
資 779 億美元，中低收入國家每年需要額外投資 3629 億美元，中高收入
國家每年需要額外投資 7508 億美元。這分別相當於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15.9%、5.1%和 3.1%。

提起訴訟，項目能否成為“例外”不得
而知。但可以預見，本月下旬的大選將
對該項目的未來產生重要影響。如果默
克爾所在的政黨敗選，那麼在德國國內
一些人及歐洲議會的反對下，“北
溪-2”大概率將受到沖擊。
對烏克蘭來說，“北溪-2”一直是
個壞消息。BBC 稱，烏克蘭每年收取數
十億美元天然氣過境費，但 3 年後烏俄
合同到期。據烏克蘭《基輔郵報》6 日報
道，烏外長庫列巴與來訪的美國國會代
表團舉行會談，雙方討論了“北溪-2”
項目的威脅，以及為防止俄羅斯將能源
作為地緣政治武器而需要采取的行動。
烏總統澤連斯基對美國代表團表示感謝
，並強調“必須維持對‘北溪- 2’的製
裁壓力”。
“為什麼‘北溪-2’對俄羅斯非常
重要？”俄《共青團真理報》稱，“北
溪-2”通過最短路線將天然氣輸送到德
國，運費更便宜，而且不必向烏克蘭支
付過境費。這條線路也沒有相關的政治
風險，可以讓俄烏“天然氣大戰”成為
過去。近年來，由於俄烏關系惡化，雙
方都曾將天然氣作為武器，就價格和過
境費問題爭執。
歐洲這個冬天不好過
“北溪-2”天然氣管道由兩條支線
組成，建成後年輸氣能力為約 550 億立
方米。運營公司稱，該管道可以供應
2600 萬戶家庭。一些分析師估計，運營
利潤為每年 10 億美元左右。
“北溪-2”讓俄羅斯更加“獨立”
於烏克蘭，也給歐洲提供可靠、不間斷
的天然氣供應。但在歐洲內部，該項目
爭議一直爭議甚大。早在 2016 年，就有
8 個歐盟成員國反對“北溪-2”項目。今
年 7 月美德達成協議後，它們更感失
望 ，一方面稱這會讓歐盟更加依賴俄羅

斯，另一方面不滿拜登政府將德國視為
“歐洲的代表”。
“拜登犯了一個錯誤，在沒有與烏
克蘭協商的情況下，就和跛腳鴨總理默
克爾一起達成關於‘北溪-2’的協議。
”美國烏克蘭問題專家邁克爾· 麥凱 6 日
在推特上寫道：“由於美國的做法，北
約聯盟東西分裂。”麥凱還提到天然氣
價格出現的暴漲現象。他稱，俄總統普
京一直將“北溪-2”當作武器，俄羅斯
已將天然氣價格推高至每 1000 立方米
600 美元以上。
英國《快報》抨擊稱，默克爾和拜
登因允許普京將“北溪-2”項目“武器
化”而蒙羞。隨著冬季臨近，人們越來
越擔心英國可能難以滿足其對天然氣的
需求，英國比其他西歐國家更容易受到
天然氣供應危機的影響。
美國雅虎新聞網稱，歐盟與俄羅
斯是愛恨交織的關系。歐洲一直在拼
命實現天然氣供應來源多樣化，對俄
羅斯天然氣的影響力也很不滿，但去
年漫長的冬季耗盡儲備，歐洲的需求
越來越迫切。不幸的是，那個冬天之
後，亞洲迎來繁忙的夏季，液化天然
氣貨物從歐洲轉移到亞洲，因為亞洲
買家打算支付更高的價格。“俄羅斯
是否已經動用歐盟和烏克蘭擔心多年
的天然氣武器？一些觀察人士認為，
情況很可能就是這樣。”
據報道，歐洲天然氣期貨價格在過
去 14 個月暴漲，周一繼續飆升至創紀錄
高點。由於輸入歐洲的俄羅斯天然氣流
量下降，使本已吃緊的市場更加緊張。
法國能源問題分析師霍羅認為，距離供
暖季節僅剩幾周時間，歐洲的天然氣庫
存比季節平均水平低 20%左右，交易員
們對通往歐洲的俄羅斯天然氣供應線路
格外關註。“歐洲今年將面臨非常嚴峻
的冬季。”霍羅說。

“最有遠見的危地馬拉人”去世
她曾發明麥當勞兒童套餐
綜合報導 麥當勞危地馬拉公司負責
人尤蘭達· 費爾南德斯· 德科菲尼奧(Yolanda Fernández de Cofiño)去世，享年 87 歲。
她曾因工作能力和奉獻精神被公認為最傑
出和最有遠見的危地馬拉人之一，同時也
是麥當勞“兒童套餐”的發明者。
據報道，9 月 6 日，危地馬拉媒體紛紛
報道了德科菲尼奧逝世的消息。德科菲尼奧
被合作方親切地稱呼為“尤利女士(Doña
Yoly)”，她出生在智利，20 歲移民並入籍
危地馬拉，始終認為自己是危地馬拉人。
1974 年，德科菲尼奧獲得了麥當勞特
許經營權，與丈夫共同經營了麥當勞第一
家危地馬拉分店。在她 40 歲時，麥當勞成
為了危地馬拉最具生產力的企業之一。直
到現在，她還是麥當勞危地馬拉區連鎖店
的總裁。誠信、努力、奉獻、保質保量，
是德科菲尼奧做生意所秉承的價值觀，無
論是在業務能力、經濟頭腦，還是在奉獻
精神方面，她始終是危地馬拉的行業模範。
對於麥當勞來說，德科菲尼奧最大的
貢獻是發明了風靡全球的“兒童套餐”。
德科菲尼奧發明兒童套餐的初衷並不是為
了做生意，而是她偶然發現麥當勞的漢堡

對於孩子們來說太大了，許多孩子只能吃幾
口，造成了浪費。因此，她為兒童設計了
“一份較小的漢堡搭配一個玩具”的套餐，
玩具是為了避免家長覺得小漢堡價格太貴。
這一發明得到了麥當勞總部的認可，隨後將
其改良並在全球範圍的麥當勞推廣。
此外，德科菲尼奧也一直在致力於
社會公益項目。2005 年，她在危地馬拉
首都開設了第一個“麥當勞叔叔之家
(Casa Ronald McDonald)” ， 為 患 病 的 孩
子提供治療援助。此外，她還通過危地

馬拉麥當勞兒童基金會為患營養不良的
兒童提供經濟幫扶，以及為低收入家庭
建造住房。在麥當勞入駐危地馬拉 25 周
年時，她宣布將當天麥當勞的全部收入
捐贈給公益事業。
因其創業精神和所做的人道主義工作，
德科菲尼奧獲得了多個國際獎項。2001年，
她入選“2001年12位最重要的危地馬拉人”
；2002年獲得“世界優秀女企業家”稱號；
2018年獲“福布斯卓越名人獎”，以表彰這
位女商人的傑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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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聯準會主席屬共和黨
民主黨進步派要拜登換人
（綜合報導）美國經濟正面臨關鍵時刻，但民主黨總統拜
登面對來自同黨進步派人士壓力，要求他換掉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的共和黨籍主席鮑爾，任命更重視銀行監管、氣候和
種族議題的人選。
法新社報導，聯準會正努力安排各項政策，好讓美國經濟
能夠持續復甦，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期間失
業的人口能重返工作崗位，同時不刺激通貨膨脹升溫。因此拜
登（Joe Biden）是否換掉鮑爾（Jerome Powell）可能帶來長遠
影響。
進步派民主黨人要求拜登任命一名相對較自由派人士接掌
聯準會，希望這名新主席在加強銀行業監管方面能有更多作為
，同時針對氣候變遷和系統性種族歧視問題有所行動。
不過，拜登若在鮑爾首個 4 年任期屆滿後不繼續任命他，
恐怕會引發金融市場騷動，並讓拜登面臨政治力介入此獨立系
統的指控。
白宮尚未透露拜登何時會就聯準會主席人選做決定，但很
可能不會等太久，因為聯準會另外 2 個高層職位的任期將在幾
週後屆滿。
鮑爾於 2018 年 2 月由當時的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提名接掌聯準會。當時川普一反傳統，讓聯準會首位女主席
葉倫（Janet Yellen）只做一任就打包下台。
鮑爾任內因協調聯準會決策委員會內不同意見的能力佳，
且在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爆發時採取快速行
動、將利率砍至零並讓數兆美元資金注入金融體系，而受到讚
譽。
聯準會採取的這些措施，加上政府祭出數兆美元支出，成
功協助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躲過更嚴重衰退，如今經濟規模已
恢復到疫情前水準。
美國 8 月失業率降至 5.2%。然而，疫情期間失業人口仍有
500 萬還沒重返職場。
鮑爾一再強調，有必要繼續支撐經濟成長，以確保美國社
會弱勢民眾也能享受到繁榮果實。他也認同應該採取謹慎步驟
，移除聯準會的疫情振興措施。
儘管如此，包括立場鮮明的聯邦眾議員歐加修-寇蒂茲
（Alexandria Ocasio-Cortez）、特萊布（Rashida Tlaib）和普瑞
斯利（Ayanna Pressley）在內的民主黨進步派人士，希望聯準會
能超越傳統穩定物價和充分就業雙重任務角色，跨入其他領域
，例如對抗氣候變遷。

他們上週發表聲明說： 「為了進步，我們有必要讓政府整
體政策既能消滅氣候風險，又能使我們的金融體系更安全。因
此我們需要一位致力於這些目標的（聯準會）主席。我們強烈
要求拜登政府趁此機會任命一位新的聯準會主席。」
其他進步派團體也跟進呼籲換掉鮑爾。它們主張聯準會可
以做更多事來改善種族歧視，以及防止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
實施的銀行業監管倒退。
然而，聯邦眾議院預算委員會（House Budget Committee
）民主黨籍主席亞穆斯（John Yarmuth）支持鮑爾續任。他上
週透過聲明表示： 「鮑爾主席沉穩帶領聯準會度過我國一段嚴
峻危機時刻。由於我們國家和經濟持續面臨不確定性，讓聯準
會擁有延續性和專注力非常重要。」
中間派的聯邦參議院銀行委員會（Senate Banking Committee）民主黨籍主席泰斯特（John Tester）則對聯準會主席人
選政治化提出警告。他 8 日接受 「華爾街日報」訪問時說：
「他們（聯準會官員）不該捲入國會山莊的政治角力。這是我
希望鮑爾（續任）的原因。他證明自己能夠維持聯準會的獨立
性。」

拜登要強制打疫苗

美右翼媒體宣戰 痛批他是邪惡暴君
（綜合報導）目前台灣民眾想完整打新冠疫苗大都只能苦
等，但許多美國人對接種疫苗，態度卻截然不同。美國總統拜
登周四對全國發表演說，宣布全面接種疫苗的新規定，但卻引
發右派媒體全面宣戰。
拜登在演說中強調， 「我們一直保持耐性，但我們的耐心
正逐漸耗盡，要是你們拒絕[接種疫苗]，會讓我們全都付出代

價」。據 CNN 新聞網 10 日報導，福斯新聞（Fox News）和許
多右派媒體在拜登發表演說後，紛紛說他是邪惡的 「暴君」與
獨裁者。不過，他也獲得許多主流消息來源讚賞，有些分析家
甚至說，他做得根本還不夠。
儘管如此，福斯新聞火力全開，痛批拜登。它在斗大的標
題上寫道， 「拜登是獨裁者」、 「拜登向數百萬計美國人宣戰

」，還有 「徹底的極權主義者」。而要假裝這些媒體的反應不
存在是不可能的，從它們把拜登和公共衛生官員形容為邪惡的
暴君，就可以了解，為何有這麼多美國人不願接種疫苗，來保
護自己。

美國伊利諾州槍案多人受傷 犯嫌駕車逃逸
（綜合報導）美國當地媒體引述伊利諾州東聖路易市市長
及執法單位報導，東聖路易市今天發生槍擊案造成多人受傷，
有關當局正在緝捕駕車逃逸途中撞上通勤列車的犯嫌。
槍擊案發生在當地時間下午 4 時左右，目前並未獲報有人
因此喪命，但針對這起暴力事件，路透社目前獲得來自官方證
實的細節十分有限。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在當地的分公司 KMOV-TV 引
述警方所言，稱 3 名犯嫌在開槍後，試圖在火車通過前駕車穿
越附近的鐵道，不過他們用來逃脫的車輛遭火車撞上。
KMOVV-TV 報導指出，警方正在附近的林區搜尋犯嫌。

東聖路易市市長伊斯頓三世（Robert Eastern III）在案發現
場向路透社證實有多人遭槍擊受傷，但並未詳述其他相關的細
節。
他說： 「我們將很快獲得更多的訊息，但現在我們將先將
心思放在為被害人及其家屬祈禱上。」
KMOV-TV 引述 「都會鐵道」（Metrolink）的說法，約有
10 名 那 輛 火 車 上 的 乘 客 正 在 現 場 接 受 檢 查 是 否 受 傷 。
KMOV-TV 報導有多人在槍案中受傷，但並未說明受害者人數
及傷勢狀況。
另一家當地的新聞台、福斯（Fox）的分公司 KTVI 引述不

具名官員所言做出報導，槍案發生在東聖路易市一處肉品市場
附近，造成 3 人受傷，警方正在搜捕多達 6 名犯嫌。
人口約 2 萬 5000 的東聖路易市，是伊利諾州西南角的一座
城市，與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市隔著密西西比河，長期以來為人
所知的，是當地的犯罪和貧困。
根據居家保全公司 Security.org 於 2019 年依據美國聯邦調查
局（FBI）資料所做的分析，東聖路易市是全美人口超過 1 萬人
的城市中，人均謀殺率最高的地方，若以所有暴力犯罪而論，
則是排名第 4。

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花都影音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影音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服務的公司，業務範圍包括：
卡拉OK、家庭影院、私人會所、背景音樂、專業隔音服務等。花都影音總部位於洛杉磯，
我司設有高端家庭影院影K系統，商用KTV試音室及產品展示廳，歡迎蒞臨體驗。花都
影音休斯頓分部提供酒吧、夜場、KTV、私人會所設計，裝修和燈光音響，佈局安裝等
一站式工程，盡心為您服務。

GOGO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專業家庭卡拉 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卡拉OK伴唱設備
北美獨家總代理 GOGO
2019年最新智慧雲端點歌機
手機點歌，高速雲端下載
專業 KTV隔音工程設計及施工
娛樂商用 KTV網絡工程系統及影音設備配置

智能音樂系統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安防設備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專業舞台燈光音嚮
大型酒吧音響燈光設計安裝
教會及會議影音系統
大銀幕投影、LED拼屏

黄先生 229-699-6888
Ewi
nXi
ao346-760-8888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
17.
1聲道環繞影
院及全景KTV效果
家庭影院、隔音工程設計及安裝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私人會所裝修設計，裝修服務，燈光音響
佈局,安裝，一站式工程，管家式服務，
www.hdaudiosystem.com
為您省心省力。
24806ScarlattiCantataDr Katy TX 77493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4名中國公民在周二菲律賓當局開展
的一次緝毒行動中死亡，行動中警方繳獲了價值34
億菲律賓比索（約合4.4億人民幣）的毒品。
菲律賓國家警察總局（PNP）局長吉列爾莫·
洛倫佐· 埃利亞紮爾（Guillermo Lorenzo Eleazar）
在新聞發布會上稱，7 日上午 11 點 30 分左右，在
菲律賓警方、菲律賓緝毒署（PDEA）特工和海關
局聯合開展的緝毒行動中，有 4 名中國籍嫌犯被
擊斃。局長補充說：“他們與政府特工進行了槍
戰，試圖逃跑，但失敗了。”
據了解，這些嫌犯是一個販毒集團的成員，
該組織在馬尼拉、呂宋島中部和甲拉巴松活動。
埃利亞紮爾說道：“這是我們打擊非法毒品
行動的一個好日子，因為 PDEA 與 PNP 和其他幫
助我們的單位聯合起來。這是打擊非法毒品取得
的一次良好成績。”
報道稱，菲律賓執法人員在嫌犯身邊發現了
大約 500 公斤的毒品冰毒，據信這些毒品將被分
發到呂宋島的各個地方。菲律賓緝毒署署長威爾
金斯· 比亞努耶瓦（Wilkins Villanueva）表示，這
是今年迄今為止破獲的最大一起毒品交易案。他
補充說，在開展這次行動之前，已經對其中一名
中國公民徐某進行了長期監視，徐某被列為菲律
賓非法毒品活動的關鍵人物之一。緝毒人員通過
談判從徐某集團購買了一公斤冰毒，從而促成了
這次行動。
此前在 8 月份，菲律賓媒體 abs-cbn 統計，自
2016 年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發起禁毒行動以來，
累計已有 14 名涉案中國人被執法人員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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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開展聯合緝毒行動
4 名中國籍嫌犯與特工槍戰被當場擊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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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金融機構推出
新舉措扶持中小企業

星期六

綜合報導 為應對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疲
軟問題，柬埔寨金融機構推出新舉措提供融
資支持，扶持中小企業發展。
柬埔寨郵政銀行與柬埔寨中小企業銀行 3
日決定繼續建立合作夥伴關系，共同推進“第
二階段中小企業聯合融資項目”。在當天舉行
的會議上，這兩家機構正式啟動該項目。
據介紹，“第二階段中小企業聯合融資項
目”旨在通過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融資，以幫助
它們獲取資金持續運營，並為新冠疫情後復原做
好準備。這項聯合融資項目將側重扶助屬於優先
領域的中小型企業，特別是工業、服務和貿易、
進口替代和為大型企業供應原材料的企業。
這項由柬埔寨政府通過該國中小企業銀
行和郵政銀行發起的聯合融資項目，將提供
最低 6.5%優惠利率貸款，且貸款期限可長達
7 年。柬埔寨郵政銀行首席執行官 Toch Chaochek 表示，與柬埔寨中小企業銀行建立夥伴
關系，相信將能對扶助中小企業復蘇發揮重
要作用，尤其是在疫情危機結束後實現推動經濟發展。
Toch Chaochek 指出，去年兩家銀行在第一階段中小企業
聯合融資項目建立夥伴關系，相信雙方將在第二階段繼續共
同努力，以有效扶助中小企業業務運營。
除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外，柬埔寨郵政銀行還為商家和
客戶提供廣泛的金融服務，包括掃描二維碼支付、商業夥伴
服務、發薪服務、納稅服務等。
柬埔寨中小企業銀行總經理林翁表示，相信這個項目將
會盡快開展，以幫助面對經濟困難的中小企業持續運營，並
為推動經濟復蘇作出貢獻。

菲律賓前第一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 馬尼拉將實施“一般社區隔離”
試點“精細封鎖”
等十人獲首屆“中菲相知獎”
綜合報導 首屆“中菲相知獎”獲
獎名單 9 月 6 日公布。菲律賓前第一夫
人伊梅爾達· 馬科斯、前總統中國事務
特使、絲綢之路國際商會會長蔡聰妙
等十人獲獎，頒獎儀式將於 9 月 10 日以
線上方式舉行。
今年 1 月，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在馬尼拉同菲律賓前總統阿羅約共同
宣布設立“中菲相知獎”。該獎由中
國駐菲律賓使館與菲律賓—中國了解
協會(下稱“菲中了”)共同設立，旨在
表彰並鼓勵致力於中菲友好事業、為
增進中菲相互了解和促進中菲關系作
出突出貢獻的團體及個人，每年評選
一次，包括終身成就獎 2 人、傑出貢獻
獎 4 人、重要貢獻獎 4 人。
6 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發布新

聞通告介紹，經過廣泛提名和三輪篩
選，首屆“中菲相知獎”獲獎者分別
是：
終身成就獎：菲前第一夫人伊梅
爾達(Imelda Romualdez Marcos)、菲前
總統中國事務特使、絲綢之路國際商
會會長蔡聰妙(Francis Chua)。
傑出貢獻獎：菲律賓中華研究會
主席班樂義(Rommel C. Banlaoi)、全球
談 話 新 聞 電 臺 主 持 人 張 興 萬 (Herman
“Ka-Mentong” Tiu Laurel)、菲律賓華
裔青年聯合會創會會長洪玉華(Teresita
Ang See)、菲律賓大學迪利曼總校孔子學
院院長盧爾德斯· 陳花戈—尼布穆西諾博
士(Lourdes Tanhueco-Nepomuceno)。
重要貢獻獎：北京大學菲律賓留
學生校友會創會會長吉米· 弗古律斯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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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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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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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me A. FlorCruz)、菲聖奧古斯丁大
學教授馬裏奧· 萊奧納多· 伊米溜· 亞波
沓 地 拉 (Mario Leonardo Emilio
Aportadera)、菲律賓主權新聞網站總裁
兼主編阿道夫· 巴格利那灣(Adolfo“Ado
” Quizon Paglinawan)、 無 憂 英 語
(51Talk)教師、品牌大使約翰· 尼科洛· 費
爾南德斯(John Nicolo Fernandez)。
9 月 10 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
連、菲律賓前總統、菲中了名譽主席
阿羅約、菲中了主席、菲政府卡加延
經濟特區署署長蘭比諾、菲中了理事
長黃奇昭等嘉賓將線上出席頒獎儀式
並致辭。活動將在中國駐菲使館社交
媒體、菲國家電視臺 PTV4、菲中電視
臺等新媒體平臺全程直播，並向海內
外媒體和公眾開放。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府發言人哈裏·
洛克宣布，從 9 月 8 日起至 9 月 30 日，首
都大馬尼拉地區隔離等級從“修訂版加強
社區隔離”(MECQ)，降為“一般社區隔
離”(GCQ)。與此同時，政府將在疫情重
點地區進行“精細封鎖”防疫措施試點，
具體辦法 9 月 7 日公布。
據菲衛生部公布數據顯示，菲律賓全
國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已連續四天超過兩萬
例。當天新增確診達到破紀錄的 22415 例
，活躍病例達 159633 例，死亡病例達 103
例。
菲律賓衛生部副部長、發言人瑪麗
亞 · 羅 薩 裏 奧 · 韋 爾 吉 雷 (Maria Rosario
Vergeire)在新聞發布會上分析，統計顯示
，該國確診病例通常集中在特定社區。實
施“精細封鎖”防疫措施，有助於政府加
強對活躍病例的發現、檢測，確保對確診

病例立即實施隔離。此外，也有助於政府
加強對高風險地區的疫情防控。
菲貿工部(DTI)部長拉蒙· 洛佩茲(Ramon Lopez)此前表示，由於大範圍的限
製性社區隔離，經濟一直受到影響，
“精細封鎖”防疫措施對整體經濟恢復
有利。據介紹，“精細封鎖”措施將僅
限於某些發現疫情的區域，如住宅單位
、建築物、街區或社區，不影響其他地
區的居民生活。
菲衛生部統計數字顯示，首都大馬尼
拉地區醫療設施嚴重趨緊，1400 張重癥監
護室病床的 73%、4600 張隔離病床的 63%
、4300 張普通病房病床的 74%、1200 臺新
冠肺炎專用呼吸機的 63%正在使用。與之
相呼應，除馬尼拉市實施疫情 3 級預警，
首都大馬尼拉地區另 16 個城市已被列入
疫情 4 級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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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獨家拍攝搜倉過程

●9 日下午二時許
日下午二時許，
，
“支聯會
支聯會”
”
常委鄧岳君被警員押到葵涌
常委
鄧岳君被警員押到葵涌
大連排道的“
大連排道的
“支聯會
支聯會”
”貨倉搜證
貨倉搜證。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國安處人員在
警方國安處人員在“
“支聯會
支聯會”
”貨倉內搜證調查
貨倉內搜證調查。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人將
“女神像
女神像”
”
蒙頭運上
貨車。
貨車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在
警方在“
“支聯會
支聯會”
”貨倉搜證
期間，
期間
，多名警員在樓下大堂戒
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POLIC

E

POLIC

E
POLIC

被香港警方指是

E

E

POLIC

公然違反香港國安法有關規定，拒向國安處提交資料。

E

警方 9 日分別押解“支聯會”兩名常委先後到該組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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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旺角的展館及貨倉蒐集證物，並租用兩部大貨車搬走
多箱物品，包括大量的展覽資料、展板、宣傳單張以及所
謂“女神塑像”等。據了解，“支聯會”曾在展館展示
“光時”旗，涉干犯國安法，“支聯會”前秘書蔡耀昌曾
到展館場地了解情況，但該單位已被警方上鎖封閉。蔡聲
稱，他現時已不是“常委”，無權代表“支聯會”發言。
另外，警方繼 8 日拘捕“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等 4 名頭
目，另一名頭目徐漢光在潛逃一天後，9 日晨在大嶼山梅窩
被捕。 “支聯會”9 日晚在社交媒體表示，收到警務處通
知，律政司正式起訴“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
仁和鄒幸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另外，起訴鄒幸彤及
常委梁錦威、徐漢光、鄧岳君及陳多偉沒有提供國安處要求的

蕭景源、張得民

警方國安處人員9日晨10時持搜查令，押解被
捕的“支聯會”其中一名頭目梁錦威，到旺
角的館址搜證，在 4 個小時的搜查行動中，警方
帶走至少 39 箱證物及展板，並租用多部貨車運
走。不過，警方的搜證行動不止於“支聯會”展
館。

搜葵涌倉逾4小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直擊，下午2時許，大批
PTU警員突然抵達支聯會貨倉所在的葵涌大連排道
金龍工業大廈，警方並拉開封鎖線，暫時禁止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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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各人將於 10 日上午在西九龍法院提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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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代理人”的反中亂港組織“支聯會”

人進出
大廈。至3時許，數名國安
處警員押解“支聯會”常委鄧岳君抵達上址，
並進入“支聯會”貨倉接受警方的現場查詢。 早在
今年5月底，香港文匯報曾獨家踢爆該大廈21樓是
支聯會的一個秘密貨倉及大本營，並由“支聯會”
資深“義工”馮愛玲掌管。
據了解，馮愛玲已於今年 7 月逃離香港。有
消息透露，馮愛玲離港時疑帶走大筆來路不明的
資金。
記者在現場所見，由警方臨時調派的工人不
斷將貨倉內的物品運上租用的一輛大貨車，為數
達數十件，整個搬運期間，都有國安警及 PTU 警
察監視，其中，經常被“支聯會”在集會中使用
的所謂“女神塑像”及其他大型展板也被一一運
上貨車。而記者在大廈外高處所見，警方國安處
人員一直在塞滿雜物的貨倉內不停翻查物品。至
傍晚 6 時 30 分左右，隨着鄧岳君押離現場，警方
在貨倉的整個搜證行動宣告結束。

警方國安處在今年 8 月 25 日去信“支
聯會”7名常委，包括因多宗非法集會案正在服刑
的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何俊仁，以及另一名副主席
鄒幸彤，常委徐漢光、梁錦威、陳多偉及鄧岳君，
指出根據香港國安法，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
為“外國代理人”，要求上述人等在9月7日或之
前交出指明的資料，當中包括 2014 年起的會議記
錄，以及與海外或台灣的政黨、政治組織的金錢往
來等資料，否則即屬犯罪。惟至本月7日，鄒幸彤
等人到警察總部遞交以“支聯會”5名常委名義發
出的所謂公開信，再度誣衊國安法及警方，並拒絕
向警方國安處提交任何資料。
本月 8 日，警方國安處根據香港國安法《實
施細則》附表5第3(3)(b)條“沒有遵從《香港國安
法第 43 條實施細則》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採取
行動，拘捕了“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及常委鄧
岳君、梁錦威、陳多偉，並追緝在逃的徐漢光。
據悉，徐漢光 8 日逃離住所，至 9 日晨在大
嶼山梅窩碼頭被警方截獲拘捕。各人經扣查後全
部予以起訴。

●警方人員將“支聯
會”貨倉內的非法宣傳
品運走。
品運走
。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警方人員將“支聯會”貨倉內的非法宣傳品運
走。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外交部批美英政客：為亂港者張目必失敗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
針對美英個別政客對香港警方近期的執法行動說
三道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9 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任何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張目的企
圖和行徑都必將遭到可恥的失敗。
有記者提問，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英國外交
發展大臣拉布對香港警方依法拘捕“支聯會”有
關成員及香港國安法說三道四，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趙立堅表示，中方對個別西方政客公然誣衊
詆毀香港警方的正當執法行動表示強烈不滿和堅
決反對。香港警方對公然對抗法律的“支聯會”
●
“支聯會”
頭目梁錦威，9 日被國安處人員押到旺 有關成員實行拘捕，是堅定捍衛香港國安法權
角展館搜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威、保障香港長治久安的合法、正義、必要之

舉，有關事實清晰，無可指責。
他指出，香港是法治社會，有法必依、違法
必究是法治的基本原則。任何人都不能打着民
主、自由的幌子粉飾自己的違法行為，任何人觸
犯香港國安法和其他香港法律，都必須接受法律
的制裁。
趙立堅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
純屬中國內政。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利用
有關司法個案詆毀香港法治、干涉中國內政，任
何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張目的企圖和行徑都必將
遭到可恥的失敗。

外交公署批美政客抹黑港警執法
另外，針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等美政客在推

特上發文，抹黑攻擊香港警方依法拘捕“支聯
會”有關成員，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予以強烈
譴責，正告美國政客，停止惡意攻擊香港國安法
和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停止充滿意識形態偏
見的無端指責，停止企圖破壞香港長治久安的政
治表演，收起干預香港事務的黑手。
發言人強調，香港社會捍衛法治秩序的共同
意志不容誤讀，特區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歷史大
勢不可逆轉。任何雜音、干預、施壓都絲毫動搖不
了中央和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強意志，絲毫
動搖不了我們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堅
定決心。我們敦促美個別政客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為反中亂港分子叫屈張目，
立即停止干擾特區法治的徒勞之舉。

中國焦點
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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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號坑發現的神樹紋玉琮，整件器物由
整塊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對應的兩側線
刻神樹紋樣，刻痕甚淺。帶有神樹紋的玉
琮前所未見，為今人研究古蜀社會中神樹
的意義、象徵等問題提供了重要依據。

獸面鳳鳥紋玉方座
網上圖片
3 號坑發現的獸面鳳鳥紋玉方座，長
13 厘米、寬 9 厘米、高 6 厘米，整塊青灰
色玉料切割而成。器物為長方體，上表面
正中有一圓孔。方座側面線刻獸面紋、鳳
鳥紋，是典型三星堆風格。此種形制、紋
飾的玉座前所未見。

大型神壇
網上圖片
8 號坑新發現的這件青銅神壇體積龐
大、造型奇特，目前可見分為台基、人
像、和神獸三部分。台基分為三層，逐漸
縮小，第一層台基為素面，第二層台基表
面有淺浮雕紋飾，第三層台基為鏤空裝
飾。台基之上為一個平台，鑄造有三組人
像。此次發現的青銅神壇上，多個人不同
的形象似乎描述了當時祭祀活動中不同人
員的角色和行為，再現了當時祭祀的場
景，對於研究祭祀活動如何進行，三星堆
祭祀坑如何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
息。

大型青銅立人神獸

網上圖片

8 號坑發現的大型青銅立人神獸，上
半部被灰燼層和少量象牙殘段覆蓋。頭部
有一個獨角，獨角之上站立一個青銅人
像。整件器物的高度約 90 厘米，長度 85
厘米。此件大型青銅神獸是目前三星堆所
見動物造型青銅作品中最大的一件。
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重約百克薄如蝶翼 學者推測係此前青銅人頭像覆面

神樹紋玉琮
新華社

首現完整金面具
三星堆金金艷上新

寶物天團
還有哪些？

文匯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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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新出土完
整金面具。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向芸
及新華社報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 9 日公布了新一批三星堆考古
出土文物，其中一張完整的金面具
格外引人注目。這張薄如蝶翼的金
面具寬 37.2 厘米、高 16.5 厘米，
重約 100 克，眉眼鏤空，兩耳輪廓
圓潤，鼻樑高挺，嘴形大而微張，
造型威嚴神聖，是目前三星堆考古
發掘中出土最完整的一件金面具。
6 月中旬在三星堆
據介紹，這件金面具
遺址 3 號“祭祀坑”出土。當考古人
員從 3 號“祭祀坑”緩慢取出一塊青銅罍
殘片後，一團被壓得嚴重變形的金器出現
在人們眼前。出土時，這件金器彷彿一張
稿紙被揉成一團，難辨形狀。修復人員用
不到一周時間，一張完整的金面具緩緩呈
現，眉眼鏤空，兩耳輪廓圓潤，鼻樑高
挺，嘴形大而微張，造型威嚴神聖。

曾出土最重286克金面具殘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
究所所長冉宏林表示，這件金面具的面部
特徵與三星堆此前出土的青銅人頭像形象
一致，尺寸也接近青銅人頭像。“我們推
測這件金面具是覆蓋在青銅人頭像面部的
一部分，而不是一件獨立使用的器物。”
他說。“黃金的延展性很好，可以錘打得
很薄，再嵌刻成需要的造型貼合在頭像表
面。”冉宏林說。
今年 1 月，三星堆曾出土重約 286 克
的金面具殘件，雖然只有“半張臉”，但
它仍保持着目前三星堆出土最重金面具的
紀錄。考古人員透露，三星堆遺址中還出
土了另外兩件待修復的金面具。隨着後續
考古研究和修復工作陸續開展，三星堆還
將有更多“金色”奇跡。
目前，3 號坑已進入收尾階段，預計 2
個月內能完成田野發掘工作。該坑出土各
類器物殘件和標本共 729 件，其中較完整
器物有銅器 293 件、金器 7 件、玉器 45
件、象牙100根等，包括5月底已亮相的國

● 3號坑的青銅大面具提取出坑。
受訪者供圖
寶級文物銅頂尊跪坐人像，和此次發布的
青銅大面具、青銅神樹等。其中，寬 136
厘米、高 75 厘米的青銅大面具，是三星堆
目前出土體量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青銅
面具，也是此次“上新”中很吸睛的一件
文物。
3 號坑發掘負責人、上海大學文學院
講師徐斐宏表示，青銅大面具埋藏情況複
雜，跟其他象牙和文物相互疊壓，1 月底
發現後直到 6 月下旬才提取出坑。目前，
青銅大面具正臉一側已經清理，另一側還
留有泥土、燒過的象牙廢屑、絲織品殘留
物和兩件小型青銅器等，包含了很多信
息，將進一步清理。

2號3號4號坑文物屬晚商時期
據統計，6 座新祭祀坑出土有編號的
文物已近萬件，其中有1,500多件近似完整
器。在基本清理結束的 3 號、4 號坑以及暴
露出文物層的 7 號、8 號坑，考古人員發現
了青銅大面具、完整黃金面具、扭頭跪坐
人像、立髮青銅人像，以及體型巨大的青
銅神壇、神獸和刻有神樹紋的玉琮等文
物，再次超越人們的想像。據了解，3 號
坑在形制、埋藏情況、出土遺物等方面與
2 號坑高度相似，年代接近，大致確定為
晚商時期。4 號坑經碳十四年代研究，最
有可能在距今 3,148 年至 2,966 年的範圍之
內，屬商代晚期。

罕見高純度金珠 或為最早炸珠工藝
5 號坑是三星堆“祭祀坑”
中面積最小的，卻是含“金”

量最高的，已出土重達280克的
半個黃金面具、鳥形金飾片等
金器以及玉器、象牙器等。
目前看到，5 號坑中有一件
稍大的金器已露出頭。“這件金器像斧頭，這是
之前沒發現過的造型。”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教授黎海超說，因為金的珍貴性，以往出土的金
器都很薄，但這把“金斧”有一定厚度，很費
料，它具體是做什么用的，還有待研究考證。
“除了‘金斧’，最近我們還在 5 號坑發現
了不少金珠，有的金珠只有米粒般大小。這些金
珠是怎麼來的？”黎海超說，之前大家猜測它們
可能是坑內其他金器被焚燒後熔解下來的。
然而通過探測發現，這些金珠的含金量高達
99%，幾乎是純金了，而此前三星堆出土的金
器，包括5號坑的金面具，其含金量約為85%，另
有13%至14%是銀。

“這就說明金珠並不是從坑內其他金器上熔
解而來，我們推測很可能是製作時採用了炸珠工
藝，即將黃金溶液滴入溫水中形成大小不等的金
珠。”黎海超說，“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炸珠工
藝。”

度較大，目前考古人員正對其進行整體提取，下
一步將進行實驗室考古。這些細碎文物之間有着
怎樣的組合關係？金面具的另一半在哪裏？這些
謎團都等待着被解開。
●新華社

5號坑文物多含“金”量高
除了金珠，5 號坑還分布着大量中間帶孔的
金圓片，其分布方式有一定規律，專家推測其可
能是有意識擺放或是原本附着在某種織物上再鋪
於坑內。此外，與其他坑整根掩埋的象牙不同，5
號坑的象牙器經過精心雕琢，部分紋飾線條比髮
絲還細，技藝精巧。
“從種種發現來看，5 號坑很特殊，有可能
是供特殊的儀式或特殊的人使用的。如果上述金
飾是附着在衣服上的，那這件衣服的華美程度是
超乎想像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
古研究所所長冉宏林說。
由於 5 號坑文物非常多且細碎，現場提取難

● 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發現了
玉器和金圓片。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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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雕刻大師吳卿
臺灣雕刻大師吳卿、、黃福壽 金雕玉琢雙人展
金雕玉琢雙人展》》
9 月 1717日起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
日起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
（本報訊 ）由文化部駐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臺灣書院與休士
頓 自 然 科 學 博 物 館 (The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合 作 策 辦
《臺灣雕刻大師吳卿、黃福壽 金雕
玉琢雙人展》，將自 9 月 17 日起展出
兩位臺灣重要雕刻藝術家 40 餘件精
緻卓越的金雕、玉雕作品，展現臺灣
細膩高超之雕刻藝術。
吳卿及黃福壽在金雕及玉雕方面成就
，已臻完美境界，曾分別獲故宮典藏
及人間國寶傳統工藝獎項。金雕大師
吳卿的十七件充滿詩意雕刻作品，展
現 「金雕藝術」（Gold Sculpture Art

）。舉凡螞蟻決鬥，生命力旺盛的小
草從石縫中生根，蝴蝶從頓悟寧靜的
頭像飛出等，從木雕到金雕，在台灣
當代雕刻藝術發展脈絡中具有開創性
重要地位的吳卿，透過對有形世界的
表現，直透生命最深邃處的本質，作
品呈現東方靜謐沉靜之美。
獲文化部人間國寶殊榮的玉雕大
師黃福壽，其 27 件雕刻品展現玉石
精緻絕美的色澤。從翠綠色到近乎珠
光的白色；從水中躍出的錦鯉、細小
攀爬在藤蔓的昆蟲、隨風飄動的綠葉
、綁縛的石頭，每一件作品栩栩如生
，突破了玉石剛性介質的可能性。

《臺灣雕刻大師吳卿、黃福壽
金雕玉琢雙人展》繼於加州寶爾博物
館展出後，9 月 17 日至明年 2 月 6 日
於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該展
獲美國兩大藝文機構聯合辦展，展現
臺灣兩位雕刻大師技藝非凡之藝術成
就。
展覽資訊詳見休士頓自然科學博
物館 (The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官 網 ： https://www.hmns.
org/exhibits/upcoming-exhibitions/
treasures-in-gold-jade/

推動 「台美教育倡議」 美南首個華語教學中心成立

（本報訊 ）由美國德州聖湯瑪士大學與位
於臺灣高雄之文藻外語大學合作成立的 「華語
中心」於本(2021)年 9 月 8 日在聖湯瑪士大學校
長接待室舉行揭幕儀式，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教育組楊淑雅組長、聖
湯瑪士大學校長 Dr. Richard Ludwick、副校長
Dr. Christopher Evans、社會與行為科學暨全球

研究院院長
Dr.
Hans
Stockton、 休
士頓警察局
(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 副 局 長
Chandra
Hatcher、 哈
里斯郡警局
(Harrris
County Sheriff
’ s Office) 警
察專業發展
學 院 院 長
Tony Huynh
，以及僑界
捐贈代表 E&M 基金會王敦正董事長、賴賢烈校
務董事、蔡林基金會(Tsai-Lin Foundation)、德
州中文教師學會(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Texas)代表、休士頓中文沉浸學校
(Houston Mandarin Immersion Magnet School) 應
忠校長、休台姐妹市協會(Houston-Taipei Soci-

ety)會長 Amy Coburn 等 30 餘人親臨現場，文藻
外語大學陳美華校長率 3 位副校長施忠賢、許淮
之、林耀堂、主任秘書王長龍、國際長陳玉珍
、華語營運中心許長謨營運長及應用華語系卓
福安主任等 14 人在該校貴賓室現場同步舉說，
另 12 人線上觀禮，台美雙方在兼顧防疫措施下
逾 60 人出席儀式共同見證這重要的一刻；教育
部國際暨兩岸教育司李司長彥儀特錄贈賀詞，
整體活動隆重圓滿。
文藻外語大學與聖湯瑪士大學的華語文教
學校對校合作案係獲教育部 2021 年 「台灣優華
語計畫」經費支持，執行內容包括選派華語教
師來美教學、甄薦美國學生赴台灣學習華語，
及協助雙語教育活動、及籌設華語教學中心等
。
文藻外語大學於 99 年起與聖湯瑪士大學簽
訂姐妹校協定，兩校關係良好、互動密切。今
年 3 月雙方更議定就華語教學進一步合作，駐休
士頓辦事處亦由教育組與台美兩校頻密召開線
上會議研商各項細節，並促成休士頓僑界領袖
慨允捐助聖湯瑪士大學相關軟硬體費用以順利
與文藻外語大學合作成立 「華語教學中心」，
行銷台灣優質華語品牌。

聖湯瑪士大學 Ludwick 校長於活動中感謝文
藻及各界支持促成合作機會，計畫主持人 Dr.
Hans Stockton 除介紹華語中心團隊，並指出台
美教育合作源於雙方人民對彼此的認同與喜愛
，已規劃為主流菁英及社區開設華語課程。
羅處長恭賀雙方學校耗時數月努力，經由
公私協力終獲初步成果，駐處將持續協助美南
地區首個華語中心推動對外華語教學。文藻外
語大學陳美華校長感謝教育部及外交部透過駐
休士頓辦事處大力贊助。會中亦撥放由教育部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彥儀司長為儀式特別錄製
的祝賀影片，李司長欣見在美成立第一個校對
校合作之華語中心，期待台美未來在教育上有
更深度之合作等語。
上(2020)年 12 月 2 日駐美國代表處蕭大使美
琴與美國在台協會執行理事藍鶯（Ingrid Larson
）簽訂 「台美國際教育合作瞭解備忘錄」，推
動 「台 美 教 育 倡 議 」 ( U.S.-Taiwan Education
Initiative)，目標為整合資源、擴大交流，選送
華語教師到美國教學及鼓勵美國學生到台灣學
習華語。駐休士頓辦事處積極配合推動本項政
策，盼透過公私部門合作，共同支持台美重要
語言教育計畫。

休城工商

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青年會
免費贈送個人防身警報器
鑑於美南亞裔社區個人
被搶劫事件頻繁，個人出外
須提高警覺，最好與親友同
行，避免落單，被鎖定為搶
劫目標。
為避免僑胞被搶匪侵犯
，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青年
會採購了一批個人防身警報
器，將於星期日，九月十二
日上午十時，於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大廳櫃臺前設攤，免
費贈送僑胞每人一件個人防
身警報器一件，建議僑胞隨
身攜帶如附圖，方便於緊急
時刻，啟動警報，赫阻搶匪
，藉以預防被侵犯。
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陳

奕芳主任的輔導之下，青年
會卸任會長賴詩宏帶領會員
於八月二十一日在中心大廳
已發送一部分贈品，餘貨有
限，九月十二日贈送行動將
由客家青年會新任會長許博
菁(陳美芬僑務委員的外孫女)
主持，請僑胞按時前往領取
警報器，藉以提高自身安全
與防護。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址
是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42。
詢問請電會長汪幹雄, 電
話 832-248-9185 ，副會長賴
江椿, 電話 832-372-3580。

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
倡導多元共融，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
【2021 年 8 月 17 日洛杉磯訊】國泰銀行基金會今日宣佈，向
五家非牟利機構各捐出 10 萬美元；受惠 機構分別是 Stop AAPI
Hate、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A3PCON）、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CAA） 、 Asian American Education
Project（AAEdu）及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Los Angeles。並且基金會向另外 10 家機構分別捐出 1 萬五千美元至 5 萬
美元不等 的善款。這些善款來自國泰銀行在今年早些時候捐贈給
基金會的 100 萬美元款項，用於支持這些倡導 多元社區並打擊亞
裔仇恨犯罪的機構。 國泰銀行副主席及基金會主席吳平原表示：
「這些機構的工作意義非凡，我們十分榮幸能支持它們打 擊種族
歧視及仇恨犯罪。我們相信，這些捐款將有助於構建一個更具包
容性的社會。」 基金會聯合主席 Deborah Ching 表示： 「我們捐
款的策略，是投資在能促進多元包容的教育資源，為 改善下一代
對亞裔人士的看法和態度奠定基礎。我們向這些機構提供重要的
社區資源，支持他們孜孜 不倦地抗擊反亞裔及其他種族的歧視行
為 。 」 Stop AAPI Hate、 A3PCON 及 CAA 的 代 表 Manjusha
Kulkarni 感謝國泰銀行和基金會的捐款，並表 示： 「國泰銀行對
我們的支持，讓我們的聯盟能繼續提升社會對反亞裔仇恨及種族
歧視的關注；並通 過向亞太裔人士提供資源及協助，找到解決種
族主義的方法。」 Asian American Education Project 聯合創辦人
Stewart Kwoh 表示： 「在我們應對當前反亞裔暴力浪 潮之際，感

謝國泰銀行基金會着眼長遠，支持我們為不同背景的青少年提供
長期教育，從根本上打擊 無知和誤解。」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Los Angeles 首席執行官 Connie Chung Joe 同樣感
謝國泰的支 持。她表示： 「我們看到反亞裔的仇恨日益嚴重，並
成為疫情的替罪羔羊。所以當像國泰銀行這樣的 亞太裔企業領袖
站出來，協助我們打擊這種不義的種族主義、支持我們的社區時
，我們十分高興。多 謝國泰銀行，協助我們建立一個公正公平的
社會。」 以下是受惠的五家非牟利機構的詳細資訊：
Stop AAPI Hate 成立於 2020 年，它的 Stop AAPI Hate 報告中心紀錄在美國
發生的反亞太仇 恨及歧視事件。在 2020 年 3 月 19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間，報告中心錄得 6,603 起事件。
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A3PCON）是地區組織的聯會，關注大洛杉
磯 地區的亞太裔社區的權利和需求。此聯會重點關注亞太裔之中
的低收入人群、移民、難民及其 他弱勢團體。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CAA）提倡系統性的改革，以保護移民的權利、
促進語言 多樣性、糾正針對亞太裔的種族歧視和社會不公平現象
，並致力停止美國司法部將美籍華人當 成間諜相關罪行目標的做
法。 \\\
Asian American Education Project（AAEdu）從下一代着
手，為青少年及兒童製作課程， 讓他們認識亞太裔人士的真實歷
史。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 Los Angeles 致力促
進亞裔人士的公民權和人權， 為所有人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

。該組織每年為超過 15,000 個人士和組織提供服務，並在 2016 年
起一直受到國泰銀行基金會的支持。 另外，國泰銀行基金會將向
10 個機構捐款，以下為機構名稱及所獲捐贈金額：
華美博物館
（5 萬 美 元 ）
LAAUNCH （5 萬 美 元 ）
Southern California
Public Radio （5 萬 美 元 ）
LA vs Hate （5 萬 美 元 ）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San Francisco-Asian Law Caucus（5
萬美元）
UCLA Labor Center（5 萬美元）
Asian Law Alliance
（1 萬 五 千 美 元 ）
Center for Asian Americans United for
Self-Empowerment（1 萬五千美元）
華埠服務中心（1 萬五千
美元）
Coalition for Humane Immigrant Rights（1 萬五千美元）
關於國泰銀行基金會 國泰銀行基金會成立於 2002 年，將推動廉
租房、社區和經濟發展及教育視為己任，並支持有益於社區 進步
、和文化與藝術、健康與社會福利、環保與公眾服務相關的項目
。了解更多信息，請瀏覽 cathaybankfoundation.org。 關於國泰銀
行 國泰銀行為國泰萬通金控（那斯達克：CATY）的子公司，在美
國九個州提供廣泛的金融服務，並在 香港設有分行，在北京、上
海及台北設有代表處。1962 年，為支持洛杉磯日益壯大的華裔社
區，國泰 銀行應運而生；半個多世紀中，我們與客人共同發展、
不斷創新，為客人提供所需的金融產品及服務， 協助他們實現目
標。請瀏覽 cathaybank.com 獲取更多訊息。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
司只擔保國泰銀行在 美國本土分行地點的存款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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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 2 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