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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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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州長紐松罷免案投票初
步結果揭曉，在已開出的選票中，選
民一面倒支持他們的民主黨籍州長留
任，共和黨因不滿防疫限制而發動的
罷免案篤定宣告失敗。

國家廣播公司（NBC）、美國有
線電視新聞網（CNN）與福斯新聞
（Fox News）等媒體報導，目前超過
60%選票已開出，反對罷免紐松
（Gavin Newsom）的票數占2/3，53
歲的他勝券在握。

本次投票中，加州選民被要求回
答2個問題：第一，是否要罷免紐松
；第二，應該由誰取代他。如果有超
過50%選民罷免紐松，將從46位候選
人當中擇最高票接替現任州長。

篤定留任後，紐松告訴選民，
「今晚，我們拒絕了（罷免案），更

重要的是，加州人民…接受了科學、
接受了疫苗，我們還同意終結這場大
流行病。」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肆虐加州期間，紐松迅速採取行動
，下令民眾待在家中並關閉學校，果
斷行動備受科學家認同。

不過，企業批評紐松的政策嚴重
影響他們的生意；孩子被迫待在家中
也讓許多父母相當不滿。

本次紐森的主要挑戰者是現年69
歲的艾德（Larry Elder），他是知名右
翼電台主持人，一直公開支持前總統
川普。

早在罷免案投票未結束前，艾德
已仿效川普在2020年總統大選的做法
，在網站上發動選舉舞弊指控，並要
求州政府官員 「調查並改變遭扭曲的
選舉結果」 。不過，艾德在他先前所
號召的 「勝選派對」 中告訴支持者，
縱然罷免案未過關，大家也要 「維持
風度」 。艾德還說， 「我們或許輸掉
這一役，但我們將會贏得更大的勝利
」 ；他意指2024年總統大選。

本次罷免案投票讓加州花費約2.8
億美元。加州選民上一次在2003年把
民主黨籍州長戴維斯（Gray Davis）罷
免下台，由好萊塢男星、共和黨籍阿
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
）接下州長職務。

加州州長罷免案未通過 紐松篤定留任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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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and Senate Democrats are fighting to
unite their party to pass a massive economic
package to implement much of President
Biden’s domestic agenda. But because they

are facing internal disagreement, it could
threaten to derail the deal.

Speaker Nancy Pelosi promised to bring a
bipartisan bill to the floor on
September 27th, but some
of the progressives say they
won’t vote for it without the
larger economic package.
Senator Joe Manchin has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imeline.

Democrats are also working
on adding a debt limit
increase to a stop-gap
spending measure to keep
the government open past
September 30th. They also
want to include billions of
dollars for natural disaster
recovery in the aftermath of

Hurricane Ida.

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a series of key
deadlines for the nation. Pelosi wants to see
the party’s massive bill to expand the social
safety net by the end of this week.

This is so important for Democrats to show
their ability to pass all the bills in order to
keep their power in Congress.

We are so glad to see that two lead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d
conversations last week. We all know the
world is in chaos today. We need the world
leaders to seek common ground to make
peace for the world.

We also feel very sad about the conflicts in
so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could bring
disaster to the entire globe.

0909//1515//20212021

Democrats Fight To Finalize DealDemocrats Fight To Finalize Deal

在囯會參眾議院之民主
黨急需重整士氣，面對拜登
政府的執政挑戰，決心不讓
黨內分裂而影響到未來之執
政之路。

民主黨国會议長佩洛西
希望在九月二十日以前向國
會提交提案，包括對社會安
全之保障，但是民主黨参議
員對這項龎大的預算案持有
不同之意見。

我們眼看在九月底前，
如果國會不通過政府借貸上
限，聯邦政府就面臨關閉之
風險。

拜登政府目前所遭遇的
是內憂外患之窘境，自從阿
富汗匆促撤軍之後，面對恐

怖份子之困境並未消除，在
亞洲面對北韓之核武威脅，
加上和中國關係之交惡，造
成台海問題之緊張。

我們眼看共和黨和民主
党之政爭日愈演愈烈，主要
戰場還是在國會及明年之中
期業績大選，目前在國會中
僅佔些微多數的民主黨將會
有一場硬仗。

拜登總統最近和習近平
主席已經通上電話，我們寄
望中美兩國應在多方面達成
合作協議，兩大國關係有係
於世界和平，希望兩國領導
人能以大局為重，若有不慎
，將會導致世界毀滅性之災
難。

民主黨急需團結面對挑戰民主黨急需團結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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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七月七日總統莫伊斯 (Jovenel Moi-
se) 在總統官邸突遭武裝份子持槍公然闖入襲
擊暗殺身亡的”七七事變” 後的海地(Haiti)，
又在八月中旬發生7.3級大地震，造成近1500
人死亡的慘劇,現在又驚傳暗殺總統的主謀竟
是奪取了總理職務的艾瑞亨利, 而且他一不做
二不休, 竟擅把指控他的首席檢察官克勞德開
除了, 使這個美洲最貧窮國家陷入分崩離析的
慘境。

海地這次偵辦總統被暗殺事件已逮捕了
44名嫌犯，其中包括從哥倫比亞來的18名軍
人職業殺手, 如此龐大陣式, 且保護總統的侍衛
團隊無一人受傷, 可見是一樁內神通外鬼的叛
變謀殺, 但海地卻查的拖拖拉拉，一點不俐落,
顯然有人在包庇阻撓偵辦。 根據克勞德的報
告，總統遭暗殺當天凌晨4點03分與4點20
分，亨利曾與涉嫌謀殺的官員巴迪奧各通了一
次電話，通話時間至少7分鐘, 啟人疑竇的是
巴迪奧的通話處就在暗殺地點的總統官邸附近
, 而亨利則是在首都太子港蒙他拿飯店, 如此敏
感的時間和地點, 豈是巧合 !? 且巴迪奧在案發

後就人間蒸發, 這都符合政治謀殺情節, 現在偵
辦的首席檢察官又遭革職, 他的生命危矣, 海地
司法部如不立即採取行動, 這個國家必動亂不
安。

海地是加勒比海上的小國,曾被西班牙與
法國統治過, 1803年由當地奴隸起義獨立建國
，多年來一直被獨裁統治，直到1990年才實
施民主,選舉總統治理國家，然人民素質低落,
95%以上為非洲裔, 教育與文化都不高, 整個
國家貧困落伍, 政治腐敗,人民生活貧困, 2010
年發生嚴重地震和海嘯, 造成30萬人死亡,整個
國家滿目蒼夷, 民不聊生, 儘管各國施出援手,
捐出大筆援助款, 但迄今沒有完成復建, 海地賴
以存活的美國對莫伊斯領導的政府相當不滿,
認為他企圖獨裁專制, 偏離民主軌道。

莫伊斯總統雖經選舉產生, 但五年任期做
滿後卻以新冠疫情為由,無限期延後總統大選,
而且強推修憲, 準備在憲法增加條文,總統不可
被起訴, 這是為己而修, 連他任命的總理都不同
意,所以準備將他解除職務, 沒想到竟因此而被
暗殺, 這難道是天意嗎?

李著華觀點︰國喪震變-海地七七事變後,怨蒼天變了心

專家引述近期數據表示，以色列的COV-
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新增病例數雖在
紀錄新高附近徘徊，但該國追加施打第3劑疫
苗的計畫，確實有效降低重症數字。

以色列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6
月上任以來，堅持避免再度封城。即使人口
930萬的以色列單日新增病例屢屢超過1萬例
，班奈特政府仍堅守這項承諾。

以色列已於9月1日開放校園。今天傍晚
贖罪日（Yom Kuppur）儀式開始時，猶太會
堂也將在若干限制下歡迎信徒進入。贖罪日是
希伯來曆最重要的節日。

為了不封城，以色列選擇施行一套複雜的
政策方案。家家戶戶為了讓孩子上學或參與其
他活動，被迫重複篩檢。

班奈特防疫策略的骨幹，就是替12歲以
上所有人施打第3劑輝瑞（Pfizer）/BioNTech
（BNT）疫苗，不顧外界批評追加疫苗沒必要
又不公平。

但49歲的班奈特本週仍堅稱自己的作法
有效，他告訴內閣： 「很多人抱持懷疑態度。
但我們的策略將展現功效。」

對此，頂尖公衛專家引述近期數據表達贊
同。他們告訴法新社，即使以色列單日病例數
居高不下，第3劑疫苗已防止重症案例增加，
擋下上月一場醞釀中的危機。

以色列去年12月起開始施打COVID-19
疫苗，是全球接種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到6
月全面解除防疫限制前，以色列感染數字已降
至極少。

然而今年夏天病例數又開始反彈，以色列
前衛生部官員、現任魏茲曼科學研究院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成員巴巴
斯（Gabi Barbash）說，公衛專家碰上一項關
鍵問題：究竟病例驟增是因為打完第2劑輝瑞
疫苗5個月後防護力減退，還是因為Delta變
異株突破疫苗防護的能力肇禍？

巴巴斯告訴法新社： 「第4波疫情爆發時
，我們不確定哪一項因素更重要。」

以色列7月底重症案例僅70餘例，到8月
中旬已飆升至600例。不過在開始施打第3劑
數週後，重症案例增加趨勢已經趨緩，目前不
到700例。打過第3劑的群體中也極少有人感
染。

以色列確診雖激增 專家：追加第3劑可有效防重症

「時代雜誌」 2021年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
（TIME100）名單揭曉，英國哈利王子與妻子梅
根、美國職棒大聯盟MLB洛杉磯天使隊的日籍
「二刀流」 好手大谷翔平皆入選。

「時代雜誌」 （TIME）今天公布編輯評選的
TIME100完整名單，一共分為時代象徵（Icons
）、先鋒（Pioneers）、巨人（Titans）、藝術
家（Artists）、領袖（Leaders）和革新者（In-
novators）等6項類別。

英國哈利王子與妻子梅根（Prince Harry
and Meghan）與大谷翔平都入選時代象徵類。

米其林名廚、非營利組織世界中央廚房
（World Central Kitchen）創辦人安德瑞斯（Jo-
se Andres）介紹，薩塞克斯公爵哈利王子與妻子
梅根都是行動派，他們並未默默坐享財富。

兩人透過旗下基金會Archewell Foundation
把熱情化為實踐、透過媒體產製讓無聲者發聲，
還與非營利組織攜手承擔風險，協助那些需要幫
助的群體，包括給予美國黑人女性和女孩心理健
康支援、提供食物給印度與加勒比海天災的災民
等。

安德瑞斯寫道： 「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對不
認識的人有意見。公爵與公爵夫人卻能對素不相
識的人懷抱同情心，他們不只是發表意見，他們
為受苦者奔走。」

由ESPN分析師、前職棒選手羅德里格斯
（Alex Rodriguez）撰寫的專文介紹，大谷翔平
本季展現出空前傑出表現，投打俱佳在大聯盟內
無與倫比，堪稱當代貝比魯斯（Babe Ruth）。

時代雜誌百大人物哈利王子夫婦與大谷翔平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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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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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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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一百多輛音樂車和可能數

以萬計的示威者在荷蘭十大城市遊行，

這是名為“不再讓我們不作聲”（Un-

mute Us）為口號的示威活動，要求重新

開放活動組織部門。目前，根據內閣的

安排，至少要到 11 月才能重新開放。

阿 姆 斯 特 丹 的 伊 拉 · 阿 妮

（YiraAhne） 是今天的活動參加者之一

，她本人不在該行業中工作，但有很多

朋友在該行業。她說： “我近距離地看

到了政府的政策，對所有在這個行業中

工作的個人的影響，他們已經承受了如

此多的打擊，真的已經處於掉下去的邊

緣。現在必須有重新開放的計劃，否則

，我們將不再有任何大型的活動。”

伊拉· 阿妮說，年輕人尤其受到活動

部門不斷關閉的影響， “該部門讓人們

可以以最純粹的形式表達自己，從而促

進自我發展和自我表達，這是他們生活

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對年輕人而

言。活動提供了與誌同道合的人建立聯

系的空間，通過相似的價值觀和興趣，

找到你真正的家人和朋友。”

“人是一種社會動物”

阿姆斯特丹大學歐洲民族學教授彼

得· 揚· 馬格裏（Peter Jan Margry） 補充

說：“人們天生喜歡玩樂和聚會，人是

一種社交動物。聚會是一種樂趣，也是

一種社交發展的方式。”

近一年半來，人們無法參加節日和

音樂會等活動。馬格裏說：“每個人都

不同，但總的來說，可以說年輕一代缺

乏節日活動和音樂會。”

烏特勒支大學城市社會學教授沃

爾克（BeateVolker）也表示，大型活動

對年輕一代很重要， “這個群體正處

於建立關系的階段。另一方面，老年人

已經有了網絡，所以他們不太擔心取消

活動。”

三周前，還有一場“UnmuteUs”

的示威活動，在六個城市共有數千人

聚集。

組織者估計 8 月份有數萬名示威

者參加，預計今天會有更多人加入，

因為這一次示威活動將在十個城市

舉行：阿姆斯特丹、海牙、埃因霍

溫、恩斯赫德、格羅寧根、萊頓、

馬斯特裏赫特、奈梅亨、蒂爾堡和

烏特勒支。

沃爾克說，雖然大型活動不是生活

的基本的必需，但其重要性往往被遺

忘。 “在一場音樂會之後，感覺就像你

在度過了一個迷你假期。音樂會完全不

同的環境和氛圍，對精神和心理來說都

是健康的，然後還可以回味。”

大型活動不僅在心理層面上，而且

在社會層面上都有積極的影響。沃爾克

說： “你通常會和人一起參加活動，或

者在那裏結識新朋友。”馬格裏教授還

強調了對社會的重要性：“對於擴大社

交網絡而言，建立最初聯系的地方，就

是這類大型活動和聚會。”

沃爾克預計，大型活動的消失造成

的社會損失會影響行為。不過，這位

女教授還抱有樂觀的態度： “當整個

大流行疫情結束時，我們會迎頭趕上

的。”

阿妮預計今天下午的出席人數將高

於 8 月份的示威活動， “從那以後，

有了一級方程式跑車大賽，顯示了政府

如何以雙重標準執行措施，活動組織行

業自然不服氣。”

哥斯達黎加總統敦促
世界大國承擔應對氣候變化責任

綜合報導 哥斯達黎加總統卡洛斯· 阿爾瓦拉多(Carlos Alvarado)近日

敦促世界大國盡到自己的責任，否則各國將在應對氣候問題的鬥爭中失

敗。

據報道，近日阿根廷、巴巴多斯、智利、哥倫比亞、哥斯達

黎加、巴拿馬和多米尼加等國共同舉行了美洲氣候行動高級別對話

會議，與會國政要、企業代表、學術界代表等參加了會議。各方希望

通過此次會議，共同提出應對氣候問題的新計劃，進而提升各國對氣候

變化的適應能力。

哥斯達黎加總統卡洛斯· 阿爾瓦拉多在會上指出，近年來世界各國

洪水、森林火災等事件頻發，冰川融化加劇，許多生物物種也在逐漸消

失。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年截至目前，全球軍費開支卻同比出現

了增長，開支總額也再次回到了冷戰時期的水平。

阿爾瓦拉多指出，世界上大部分的碳排放都集中在美國、印度、俄

羅斯、日本、德國等大國，但中南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卻在承擔著碳排放

增加的後果，拉美地區的極端天氣事件也在逐年加劇。

因此阿爾瓦拉多敦促包括20國集團(G20)成員國在內的世界大國承

擔自己的責任。阿爾瓦拉多比喻稱：“小的蜂鳥可以盡到自己的努力，

但更大的蜂鳥也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

阿爾瓦拉多強調：“我們正在付出努力，世界大國也要付出努力，

否則世界各國就將在應對氣候危機的鬥爭中失敗，我們絕不會希望發生

這樣的事情。”

塔利班籲國際社會承認阿政府
反塔力量誓言殊死抵抗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組建臨時政府後，塔

利班發言人呼籲國際社會承認阿富汗政府，

並稱願意努力為其他國家對阿富汗的擔憂尋

找政治解決方案。另一方面，雖然塔利班宣

布與抵抗力量在潘傑希爾省的戰鬥已結束，

但抵抗力量表示，將進行殊死抵抗。

塔利班：阿富汗正經歷艱難時期
籲國際社會承認阿政府
在阿富汗塔利班以閃電般的方式接管

該國近一個月後，於7日終於宣布組建臨

時政府，並向外界公布了“阿富汗伊斯蘭

酋長國”的政府建構，同時公布部分政府

官員名單。塔利班正呼籲國際社會承認阿

富汗政府。

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日前在接受巴

基斯坦geo新聞采訪時表示，在組建臨時

政府後，內閣成員已開始前往辦公室解決

人民問題，而為前政權工作的員工也被納

入新機構。

他說，該國外交部現已開始運作，並

補充說阿富汗政府希望與世界其他地區建

立外交關系。

“包括美國在內的

國際社會應該承認我們

的政府，”他說。“如

果任何國家對我們的政

府有保留，我們將努力

為這些擔憂找到政治解

決方案。”

穆賈希德補充說：

“我們呼籲國際社會幫助

我們，因為阿富汗正在經

歷艱難時期。考慮到這些

情況，世界應該承認塔利

班政府是合法政府。”

潘傑希爾抵抗力量仍在抗爭
塔利班稱正與之談判
此外，穆賈希德回答問題時還說，塔

利班已經完全控製了潘傑希爾山谷，“那

裏的戰鬥現在已經結束了”。

不過，據阿富汗黎明新聞電視臺報道

，潘傑希爾省抵抗力量方面表示，會繼續

對塔利班進行殊死抵抗。

塔利班9月6日曾宣布已完全控製潘

傑希爾省，但艾哈邁德· 馬蘇德領導的當

地抵抗力量駁斥了這則消息。

抵抗力量的一名指揮官薩利赫· 裏吉

斯塔尼說，塔利班進入潘傑希爾省不等於

戰鬥已經結束。他們將為維護價值觀和榮

譽進行殊死抵抗。

阿富汗塔利班文化委員會成員伊納穆

拉· 薩曼加尼則表示，抵抗力量成員藏身

峽谷和洞穴中，塔利班正在與他們談判，

勸說他們回歸正常生活。德國憲法保衛局：
德境內有約兩千名

伊斯蘭極端主義潛在危險分子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局長托馬斯· 哈爾登旺11日表示，德

國情報部門目前掌握該國境內約2000名涉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潛在危險

分子，這些人有發動恐襲的風險。

總部位於科隆的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是負責德國國內安全的情報部

門。托馬斯· 哈爾登旺當天在接受德國《每日鏡報》專訪時透露上述數

據。

托馬斯· 哈爾登旺表示，情報部門認為這部分潛在危險分子存在實

施恐怖主義行為或發動襲擊的可能性。他表示，這一數字多於被德國警

方劃定為“危險分子”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人數，這是因為憲法保衛局

有可能在某人尚未從事可能違法的行為前便將其歸入存在風險的人群。

德國聯邦刑事犯罪調查局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德國警方掌握551名伊

斯蘭極端主義危險分子，另有536名“相關人士”，即恐怖分子的潛在

支持者。

11日是“9· 11”事件20周年，談及恐襲的陰影是否會永遠伴隨人們

，托馬斯· 哈爾登旺表示，恐怖組織具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它們會更改

實施“聖戰”的手法和舞臺，全球互聯網也使得恐怖組織更容易宣傳其

理念，“安全部門仍將持續保持高度警覺”。

德國聯邦內政部長澤霍費爾當天透露，自2000年以來，德國安全部

門挫敗了23起恐襲企圖。他亦警告稱，德國仍持續面臨恐襲風險，“我

們挫敗了多起未遂恐襲，但恐襲的威脅至今仍存在著”。

荷蘭十城市大示威，賽車可以
大型活動卻不行？

為了“氣候友好” 德國柏林大學食堂大規模減少肉食
為減輕氣候變化，德國柏

林各大學食堂將從10月起，改

以供應純素食和素食為主，推

動“氣候友好型”餐單。

從10月起，德國柏林各大學

學生在食堂點餐的菜單組成將是

68%純素食，28%素食，以及4%

的肉類和魚類。每周一將完全不

供應肉類，咖啡香腸將換成沙拉

。大學食堂目前關閉，但是可以

通過自取外賣點餐。

報道稱，新餐單的設計是

意在減少德國首都各大學的碳

足跡。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資

料顯示，農場動物養殖占全球

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4%。聯合

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在2019年的一份報告曾描述，

以植物為主的膳食大有機會減

輕氣候變化

的程度。

在 傳 統

的德國菜色當

中，肉類非常

普遍，比如炸

肉排、德國油

煎香腸以及德

國鹹豬手等。

德 國 一

個學生支援

組織大學生服務中心成員丹妮

埃拉· 庫姆勒表示，他們食堂有

越來越強烈的要求使用無肉餐

廳。

庫姆勒提到2019年的一次

學生調查結果，發現柏林有

14%的學生表示他們是純素食

者，另外有33%是素食者。

她稱，大學生服務中心運

營著柏林各大學和學院的34家

食堂，他們在全球疫情期間調

整了餐單，“讓我們的供應更

加趨於‘氣候友好型’”。

庫姆勒表示，除了社交媒

體上少量的負面評論之外，目

前為止學生們對此的反應絕大

部分是正面的。

據報道，柏林工業大學率先

在2019年開設了柏林第一家純

素食的學生食堂，顯示了德國越

來越傾向於植物為主的膳食。

事實上，這種膳食在當地大

受歡迎，德國在維根茲連鎖超市

2020年的一項跨國膳食調查中位

居素食主義名錄的首位。調查顯

示該國有260萬人是純素食者

——占總人口3.2%，約360萬人

是素食者，占人口4.4%。

與此同時，氣候保護在柏

林各大學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

重大的話題，多所大學均製訂

了詳細計劃，減少碳排放。

柏林洪堡大學希望在2030

年達到氣候中和，並已聘請了

兩名氣候保護經理。柏林工業

大學也有在2045年達至氣候中

和的目標。

兩所大學還在重新修繕校

內建築，以令它們更加節省能

源。兩所大學數以百計的工作

人員還主動承諾，放棄在短途

出差中坐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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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政治新聞機構Politico報導，一名白宮
官員及一名國會人員指稱，美國總統拜登今天
將宣布成立一個新工作組，意在與英國及澳洲
分享先進科技，可能意在反制中國。

路透社報導，拜登將在美國當地下午5時
（格林威治標準時間21時）針對國家安全發表
演說，但白宮未就此提供細節。

美英澳3國工作組縮寫為AUUKUS，得以

讓彼此在人工智慧、網路、水下系統及長距離
打擊能力等領域分享資訊。

根據Politico，上述白宮官員及國會人員描
述說，西方盟邦意在藉由這項計畫，對抗中國
在軍事及科技領域的崛起。

其中一人指稱，這項協議中將包括核子元
素，美國及英國將分享如何維護核防禦基礎設
施的知識。

劍指中國 傳拜登將宣布美英澳先進科技分享協議 包括核子元素

美國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HASC）副主
席露莉亞（Elaine Luria）13日表示，中國大陸
於南海的動作愈來愈大，先前甚至在美軍神盾艦
通過後聲稱 「驅逐」 該艦，要求美軍不能只靠現
有的自由航行行動，須進一步增加於東亞區域的
確實存在。

美國海軍 「班福德號」 神盾驅逐艦（DDG
65）先前經過南沙群島附近海域後，中國大陸聲
稱其已 「驅逐」 該艦，遭美軍嚴厲反駁；另北京
政府也宣布修訂後的《海上交通安全法》於1日
生效，要求外國籍船舶進入其 「領海」 時應主動
報告。

曾在美國海軍服役20年的露莉亞告訴軍事
新聞網站 「Breaking Defense」 ，她相信未來此
類衝突的數量和激烈程度將進一步增加，讓美軍
目前自A點航行到B點的行動不足以維護航行自
由，因此要求美軍於東亞區域 「持續存在」 ，清

楚表明美國及其盟友不會同意北京的主張。
華府智庫 「傳統基金會」 （The Heritage

Foundation）資深研究員沙德勒（Brent Sadler
）同意露莉亞的說法，並指出在持續推動分散式
殺傷（Distributed Lethality）概念下，未來美國
海軍預計將擁有更多中小型船艦，這除了能在戰
時避免遭到一網打盡，也有利於對抗中國大陸目
前的 「灰色地帶」 （Gray-zone）戰術，因為火
力強大的神盾驅逐艦，在非戰爭時期與小型巡邏
艦甚至 「海上民兵」 交手時會顯得綁手綁腳。

美國陸戰隊司令柏格（David Berger）上將
先前還曾提出依靠美國情監偵（ISR）能力，詳
細對外揭露陸方 「微侵略」 行動的偵知式嚇阻
（deterrence by detection）概念。美國智庫
「哈德遜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研究員

華爾頓（Tim Walton）認為此概念 「方向正確」
，但單靠其恐不足以嚇阻大陸行動。

自由航行對大陸不管用了？ 美軍在南海或這樣出招

美國西部連遭乾旱與野火肆虐，
總統拜登今天前往科羅拉多州巡視時

說，極端氣候影響下，美國今年將付
出超過1000億美元的代價。

路透社報導，拜登
前往美西巡察，科
羅拉多是繼加州、
愛達荷州之後的最
後一站。他這一趟
是期盼凸顯全球暖
化是如何讓美西嚴
重旱災、野火頻傳
，卻讓美東在颶風
侵襲下飽受洪患之
苦，造成數十人喪
命。
熱帶風暴尼可拉斯

（Nicholas）今天襲擊德州和路易斯
安那州沿岸，洪水淹沒了街道，也造

成數十萬戶民宅和商店的供電中斷。
拜登同時利用這次西部之行，鼓

吹各界支持他的基礎建設支出案，說
這項方案意在對抗日益龐大的氣候變
遷威脅。

拜登在走訪科州戈登（Golden）
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National Re-
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後表示
： 「有必要投資來緩和我們造成的氣
候變遷；今天就要行動，不是等明天
。」

拜登說，近來的極端氣候事件
「未來還會再出現，而且更猛」 。

他估計，這類天災所帶來的經濟
損失，今年將超過 1000 億美元，

「即便災情不是在自家後院發生，大
家也會感受到效應影響」 ；前一天拜
登才說，去年美國因天災導致990億
美元的成本支出。

這次行程中，拜登察看了國家再
生能源實驗室外的風機葉片，也參觀
巨大的太陽能蓄電池，他說，此類電
池很重要，將可確保民宅屋主可有7
天的蓄電量。

拜登希望引起選民對氣候變遷的
關注，以爭取各界對他規模3.5兆美
元支出計畫的支持。目前這項法案正
在國會協商中。

極端氣候代價慘痛拜登：美今年要付近3兆成本

美國與盟友撤軍阿富汗讓國際社會擔心阿
富汗將再度淪為恐怖份子的溫床，這項擔憂恐
怕已經實現，美國情報官員昨（14）日表示，
已經看到蓋達組織（Al Qaeda）成員返回阿富
汗的跡象，同時警告美國本土最快1至2年內
就會受到威脅。

美國與盟友撤軍阿富汗，美軍參謀首長聯
席會議主席密利（Mark Milley）曾警告，恐怖
組織將加速在阿富汗境內重組，阿富汗政府談
判人員納德瑞（Nader Nadery）先前也表示，
國際社會的主要擔憂是，所有恐怖組織將在塔
利班提供的空間以及保護傘下鞏固權力。

如今這層擔憂已經發生，綜合《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美國之音報導，美國
高級情報官員昨日表示，前一周的初步報告顯
示，恐怖份子之間的溝通增加，還表達想要前
往阿富汗的願望，甚至有人已經動身前往阿富
汗。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副局長柯恩
（David Cohen）昨日在年度情報與國家安全
峰會上指出，已經開始看到部份跡象，顯示蓋
達組織前往阿富汗的潛在行動。

國防情報局局長柏瑞爾（Scott Berrier）
表示， 「目前保守評估，1至2年內，蓋達組
織就能建立至少威脅美國本土的能力。」

柯恩指出，目前最困難的部份是，評估蓋
達或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附屬組織 「何
時將有能力攻打美國本土」 ，他說CIA正持續
密切注意蓋達在阿富汗的潛在行動。

柯恩並未透露哪些蓋達成員正在返回阿富
汗，不過網路上的一段影片顯示，蓋達首腦賓
拉登的前安全官員哈克（Amin Al Haq）已經
返回位在阿富汗東部的老家南加哈省（Nan-
garhar）。

其他情報機構也懷疑，包括蓋達第2號人
物阿德爾（Saif al-Adel）在內等目前仍在伊朗
的蓋達重要領袖將重返阿富汗。

礙於撤軍，美國與盟國對於阿富汗地面局
勢的掌控已面臨問題，柯恩昨日坦承， 「我們
目前在阿富汗的能力不如6個月前或1年前了
」 ，不過他也強調這不是無法跨越的障礙。他
說相關人員及夥伴在無法進入的區域蒐集情資
都有經驗，即便地面無人也能達成目標，目前
將持續倚賴超視距等同樣技能工作，不過也會
盡可能在視距範圍內工作。

針對恐攻威脅，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
（Avril Haines）13日表示，阿富汗並不是美
國臨的最大恐怖份子威脅，葉門、索馬利亞、
敘利亞、伊拉克等構成的威脅更大。

撤軍阿富汗最大擔憂發生了撤軍阿富汗最大擔憂發生了 美本土受威脅時間點曝光美本土受威脅時間點曝光



AA66
星期四       2021年9月16日       Thursday, September 16, 2021

神州日報 中 國 專 題2021年9月15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李鴻培 1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做這個行業，就跟在殯儀館上班一樣，你

每天都高興不起來。但又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它讓小動物們有一個好歸宿。”90後寵物臨終關

懷師天天從2019年開始從事寵物殯葬行業，至今

已有一年多。每天，她幾乎都要面對生離死別。

有時看着嚎啕大哭的寵物主，她也會在一

旁默默擦眼淚；有時她會告訴尚未懂事的小

朋友，“陪你長大的小寶貝提前去了另外

一個世界，我們以後都看不到牠了”；有

時在夜深人靜，她還會回想起白天送走

的某隻漂亮的狗狗，心裏一陣揪緊，然

後默默拿起《心經》誦讀。如果你問，

從事這麼一份讓自己“難受”的行業，

它的意義是什麼？她會笑着說：“可能

就是我死了以後，會有很多

貓貓狗狗來接我，讓我沒有

那麼畏懼死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廣州報道

畢業之初，天天在深圳從事廣告行業。2018
年，她收養了多年的貓咪因病過世，面對突如

其來的死亡，天天陷入了一種迷茫。埋了？找不到
合適的地方。丟了？顯然不可能！請寵物醫院幫忙
處理？那自己的寶貝就要和很多不明物體一起火化
了！“火化是我唯一能做的，可養了這麼多年，就
和自己小孩一樣，我想到牠要和垃圾一起燒，心就
特別難受。”

殯葬服務冷門 未來或成剛需
受此觸動，天天開始關注寵物殯葬服務。她

發現在美國、日本、中國香港這個行業是相對成熟
的，但在中國就非常稀缺。而隨着大城市裏單身男
女、“丁克”家庭的增多，養寵成了很多人的選
擇，“死亡是不可逃避的一件事，我覺得寵物殯葬
服務未來會成為剛需。”為了消除養寵人士的困
惑，加上對行業的認可，天天決定“跨界”到這一
在中國尚冷門的行業。

當然，“跨界”到這個行業，對於一個女孩
而言並不容易，最基本的是要考取鍋爐工證，還
要懂得給一些因意外死亡的寵物做遺體美容……
而最難的是一次次直面死亡，如何調整自己。

“一程寵物火化”開業第一天她接到了一對
蜥蜴夫妻。寵物主本想將其泡在福爾馬林裏做成
標本，後來因處理不當，屍體腫脹，失去了做標
本的可能性，只能交給天天進行火化。“小到蜥
蜴、青蛙、兔子、倉鼠，大到近百斤的金毛，我
們都接到過，但超過百斤，像是藏獒、羊駝這種，
就沒辦法了。”
天天介紹，因為深圳單身的養寵人士多，所以

寵物大多是一個人送來的。曾有一位阿姨因接受不
了愛貓過世，在“一程”撫摸着貓咪的屍體爆哭了
整整3個小時，“這種時候我們也不好說太多，只
能給她空間，希望她冷靜並接受。”

當然，偶爾也會有一家人前來送別，或帶小朋
友過來體驗生命送別的。“曾有一家五口過來送別
一隻19歲的狗狗，其中一位老人還拄着柺……我是
一個比較容易共情的人，看到這些場景就特別難
受。”每每此時，天天就會告訴寵物主，生命是有
輪迴的。寵物這一生被照顧得很好，來生一定會去
一個更好的地方。

主人需求多樣 可請僧人超度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去年11月，中國新增超過

1,200家和寵物殯葬相關的企業，同比增長447%。寵
物殯葬相關企業數量的增加，一方面和市場需求有
關，另一方面是背後的高利潤。以“一程”為例，寵
物單隻火化最低費用是598元（人民幣，下同），並
按照寵物體重遞增。如果寵物主加購骨灰罐、紀念
品，或者請寺廟僧人進行經文超度，費用在2,000元
以上。因為“一程”的裝修相對簡單，地處偏僻的郊
區，這樣的收費在深圳尚屬低價。

與“一程”成立時間相近的杭州“毛毛寵生命
善終館”，因為環境比較優美，服務流程更加完
善，且配套有留念視頻、告別儀式等，其火化套餐
費用從伯爵服務、侯爵服務、公爵服務，到國王服
務逐層增加，最低650元，最高逼近萬元。“我見
過最‘豪華’的寵物葬禮，是寵物主帶來了3車的
親友，送來了十幾個花圈。”“毛毛寵”臨終關懷
師Seven說，在天氣過冷或者過熱的時候，就是這
個行業的旺季，每天會有近10隻寵物送來火化。而
近期，像“一程”每天最少也有1單服務需求。

睹主人痛失愛寵
讓生靈走得體面

寵 物 界 入 殮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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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寵生命善終館”戶外有一片草坪供寵物主撒
骨灰。 受訪者供圖

●“一程寵物火化”創始人天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 攝

●●““毛毛寵生命善終館毛毛寵生命善終館””工作人工作人
員整理寵物遺體員整理寵物遺體。。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新

行

在寵物殯葬行業中，安樂死
是一個不可逃避的話題。“毛毛
寵”的Seven介紹，安樂死在寵
物臨終服務中已是常態需求。據
他統計，送來“毛毛寵”的寵物
中，有20%是病重後安樂死的，
“寵物不像人，牠們不會說話，
你看着牠們生病不吃不喝一周，
只發出嗚嗚的聲音，這種折磨讓
人心裏很難受，安樂死可能是最
好的選擇。”

放眼全世界，寵物安樂死
都是一個非常具備爭議性的話
題。這究竟是體現人文關懷，還
是無視寵物的意願，做了一件殘
忍的事情？對於這個問題，天天
坦言，如果真的有寵物主送動物
過來安樂死，他們很少會拒絕，
因為送來的寵物幾乎都已走到生
命末端，主人看不了牠受疾病折
磨，“每年有那麼多的寵物被棄
養，如果不是心地善良的
人，是不會願意多花
三五百塊的，直接
丟棄的人非常
多。找到我們，
也是尊重生命
的體現。”

當然，對於
送過來安樂死的寵
物，“一程”和“毛

毛寵”會先請持有從業資格證的
獸醫過來面診，在看過寵物病
例，確認無法施救，且寵物的確
非常痛苦以後，才會執行安樂
死。“不可否認，我們也遇到過
骨折的寵物，寵物主覺得治療很
貴，就想請求安樂死。”Seven表
示，這種時候，他們會非常憤怒。
“如果寵物還可以救治，我們會和
寵物主溝通救治。”天天表示，如
果寵物主沒有救治意願，“一程”
會承擔這部分需求。

在今年年初，就有一個姑
娘在凌晨抱着一隻藍貓來到“一
程”，要求做安樂死及後續服
務。姑娘哭着告訴天天，愛寵已
經受病痛折磨一個星期了，每天
不吃不喝，只發出嗚嗚的聲音。
“藍貓是多胖的動物啊，但那隻
貓咪瘦到脊樑骨都出來了。”當
下，儘管已經很晚，天天還是幫
姑娘約來了獸醫進行診斷並執

行安樂死。整個過程，
姑娘一直抽泣。天天
在描述的時候眼眶
泛紅，“其實每次
接觸安樂死，我內
心都是抗拒的，但
沒辦法。小寶貝們
最後的那聲叫，會讓
我難受很久。”

掃碼看片

●●寵物毛髮做成寵物毛髮做成
的紀念品的紀念品。。

隨着經濟社會發展，寵物逐漸成為人們重要的家庭
成員。根據CBNData《2019寵物消費生態大數據報
告》，中國養寵家庭數量為9,978萬戶，5年同比增長
43.9%。在養寵家庭增加的同時，隨之而來的是寵物經
濟的迅速崛起。調查顯示，目前中國城鎮寵物犬貓數量
已達9,915萬隻，增幅達8.4%，單隻寵物年消費金額達
到5,561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0.9%。

此外，截至2019年，中國與寵物相關企業數量超過
50萬家，寵物行業市場規模突破2,000億元。從地域分
布上看，廣東省相關企業數量最多，有9.2萬家，浙江
省次之，有7.7萬家，江蘇省、山東省與河南省分別位
列第三、四、五位。

與寵物數量增長相對應的是，中國每年約有300萬
隻寵物死亡，而寵物去世後，僅有53.9%的人願意購買
寵物殯葬服務。人們常見的做法還是自己掩埋或直接丟
棄到垃圾桶裏，但這其實都不合規範。病死或者死因不
明的動物屍體，應按照相關規定處理，不得隨意處置。
而對於正常死亡的動物，除火化外還可以選擇深埋，但
要求非常高。

“我見過不同的需求，不少是讓我去挖寵物墳
的。”天天無奈地說，自己的車上放了一個兵工鏟，經
常有寵物主將過世愛寵偷偷埋在小區花園裏，被物業發
現後就請他們去“刨墳”。

寵物經濟崛起
逾九萬粵企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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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第三四季出口或負增長
櫃價材料價齊急升 港企看淡聖誕訂單

傳統出口旺季就快到，

港商卻普遍看淡聖誕銷情。香

港貿發局14日公布的第三季出

口指數下跌9.7點至39，打斷

此前5個季度的連升記錄，重

返年初水平。貿發局研究總監

關家明14日於發布會表明，第

三、四季本港出口或會出現下

跌，但由於上半年表現較強

勁，仍然維持全年出口增長

15%的預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基數：所有提供有效回答的受訪企業(507)

港企預計今年年終銷售額
按年變化

上升30-50%
1.8%企業

上升10-30%
8.1%企業

上升少於10%
10.3%企業

不變
38.7%企業

下跌多於50%
1%企業

下跌30-50%
6.3%企業

下跌10-30%
17.4%企業

下跌少於10%
16.4%企業

關家明解釋，全球各地碼頭多少都出現
貨櫃擁擠現象，有港商更反映貨櫃價

格急升4至10倍，運費也節節攀升，加上
全球原材料價格上升，部分原材料還供不
應求，一些廠商反而不太敢接單。

疫情陰晴反覆 需求疲軟
廠商還反映，疫情陰晴反覆，貨物的

通關等待時間長充滿不確定性，全球需求
依舊疲軟，各種不明朗因素削弱其出口信
心。調查顯示，有41.1%出口商預期今年聖
誕節銷售額將較去年顯著減少，僅兩成受
訪港商預期今年聖誕銷售額會上升。面對
疫情，有三分二的出口商表示過去3個月大
受疫情打擊，這一數據較上季增加9.7個百
分點。

不過，關家明認為，廠商不會因近期
訂單減少而裁員，因香港的出口競爭力在
疫下仍保持強勁。加上航運業整體呈現擁
擠、堵塞的狀態，很難在本地市況好轉時
迅速增聘人手。第三季就業指數上升3.1點
至44.7，反映大部分行業的招聘活動短期

內保持穩定。

服裝業最悲觀 歐盟不樂觀
按行業來看，所有主要行業的出口信

心都按季下降。僅玩具業跌幅最少，指數
下跌1.1點至44，緊隨其後是機械業，指數
下跌12.1點至43.8，而服裝業對出口前景
最為悲觀，大跌7.2點至36.1。

主要市場方面，出口商各地短期前景
同樣持謹慎態度。日本（47.9）和中國內地
（47.8）依然蟬聯最景氣最理想的市場，而
歐盟則被評為最不樂觀的市場，信心指數
下跌5.1點至44.1。其中美國亦跌4.7點至
44.3，不少受訪者認為中美關係也可能在短
期內對香港出口業產生負面影響。

此外，貿易價值指數為54.1，按季下
跌2.9點，但仍處於擴張領域，反映大部分
行業的單價在短期內將繼續面臨上漲壓
力。其中，出口商最看好電子產品業的單
價，高達54.9；其次為鐘錶業（52.5）、機
械業（50.3），惟服裝業表現較差，指數為
42.8，料短期內單價很有可能下調。

●有港商指，運費節節攀升，加上疫情導致貨物通關充滿不確定性，打擊出口信心。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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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有關恒大
的負面消息不斷，該公司預計9月份物業合約
銷售將持續大幅下降，導致集團銷售回款持
續惡化，進一步對現金流及流動性造成巨大
壓力，不排除債務會出現交叉違約。據外電
報道，內地當局已安排聯合工作組進駐恒
大，以摸清其財務狀況。

早前恒大希望出售資產減債，但並無大
進展，令其債務壓力愈來愈重。不單傳出恒
大或暫停向部分銀行付息，佛山南海住建局
近日更宣布，暫停受理恒大地產項目在南海
區的房產抵押登記業務，以加強恒大地產項
目的風險管理。消息令恒大系股價14日再暴
跌，並且拖累A股及港股投資氣氛，恒指14
日跌311點報25,502點，是本月以來收市新
低，成交1,413億元（港元，下同）。

彭博報道指，內地正召集一批會計和法律
專家，檢查恒大的財務狀況，廣東省還派出額
外的財政顧問和會計師評估恒大，有關工作組
或是內地為恒大債務重組而做工作。報道又
指，廣東官員拒絕了恒大創辦人許家印的救助
請求，廣東省政府鼓勵恒大相關債權銀行，成
立債權人委員會，此舉將允許貸方接管包括資
產處置在內的重大決策。不過，目前銀行仍在
觀望，待內地監管部門首肯。

恒大料本月物業合約銷售大跌
此外，恒大最新發布通告，預計9月份物

業合約銷售，將持續大幅下降，導致集團銷
售回款持續惡化，進一步對現金流及流動性
造成巨大壓力，並透露已聘請華利安諾基及
鍾港資本為集團聯席財務顧問，探索所有可
行方案，以緩解目前的流動性問題。

恒大的中期報告稱，截至6月底，恒大總
資產有逾2.3萬億元人民幣，其有息負債總額
為5,718億元人民幣，但若加上應付賬款在內
的總負債，卻高達1.97萬億元人民幣，大約相
當於中國生產總值（GDP）的2%，數額非常
龐大。單計恒大的流動資產，當中有65%都屬
開發中物業，手頭可動用現金不足870億元人
民幣，1年內須償還的流動負債卻有逾1.5萬億
元人民幣。

全系股價瀉 恒大市值不足400億
恒大系14日暴跌，恒大與恒大物業齊跌

近12%，當中恒大收報2.97元，創2014年12
月以來低位，市值跌至不足400億元。恒大汽
車更急挫24.7%，恒騰也跌逾一成。不過，恒
大指網上近日出現有關恒大將破產的言論，是
完全失實。恒大承認目前確實遇到前所未有的
困難，但表示公司會堅決履行企業主體責任，
全力以赴復工復產、保交樓，想盡一切辦法恢
復正常經營，全力保障客戶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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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国

走进重庆渝中半岛，长江、嘉陵江在此交
汇，如月牙般环抱。跨江眺望，人民大礼堂、
人民广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矗立于主轴线
上，组成城市标志性建筑群。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为 1951 年成立
的西南博物院。2000 年，为承担三峡文物保
护工程大量文物抢救、展示和研究工作，经
国务院批准设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2005
年新馆正式开放，2008 年入选首批国家一级
博物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由主馆、重庆白鹤梁
水下博物馆、重庆宋庆龄纪念馆、三峡文物科
技保护基地和涂山窑遗址 5 个场馆组成，馆藏
文物 11.6万件/套、古籍善本 2万余册。主馆常
设壮丽三峡、远古巴渝、重庆城市之路、抗战
岁月、巴蜀汉代雕塑艺术、历代瓷器、历代书
画、历代钱币等展览。作为“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新地标”，博物馆年均服务观众超 300 万
人次。

青铜重器，诉说神秘巴国

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大门，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乌杨阙。阙
是古代宫殿、祠庙或陵墓前具有表征意义的楼
观建筑，常左右成对。这对东汉石阙出土于重
庆忠县乌杨镇将军村，造型挺拔巍峨，阙身及
楼部雕刻有青龙、白虎、凤鸟等纹饰，是目前
重庆和川东地区唯一保留有子阙的石阙。

在博物馆一楼的远古巴渝展厅，可以看到

著名的“巫山人”左下颌骨化石。这块化石
1985 年出土于巫山龙骨坡遗址，年代为距今
200 万年左右，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人
类化石，为探索东亚地区人类起源提供了重要
资料。

巴国是巴渝地区的一个神秘古国。据文献
记载，巴人参加了讨伐商纣王的战争，因功封
爵，成为周朝的藩国。学者们推测这时的巴人
居住在鄂西地区或江汉平原上。春秋时期，巴
国在与楚国的战争中失败，被迫向三峡地区撤
退，建立了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巴国。巴人在学
习外来先进青铜文化和自行探索之中创造了独
具特色的青铜文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
了数量众多的巴国青铜器，战国虎钮铜錞于便
是其中的珍品。

“1989年我大学毕业，同年这件宝贝在万县
地区甘宁乡 （今重庆万州区甘宁镇） 出土，可
以说，它和我在博物馆的‘工龄’是一样的。”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文博研究员彭学斌笑着说。

“这件錞于是在水坝泄洪时被发现的，当地
人一度认为它与三国时期东吴大将甘宁有关，
但经过考证，发现它比甘宁还要大几百岁，是

战国时期的青铜重器。”彭学斌介绍，錞于为古
代打击乐器，始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至西
汉前期，在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都有发
现，尤以巴人故地发现最为集中，堪称巴文化
最具代表性的青铜乐器。

此錞于重约 30 公斤，钮作虎形，栩栩如
生，不怒而威。盘内虎钮周围分布着五组纹
饰，分别为：椎髻人面纹、羽人击鼓与独木舟
纹、鱼与勾连云纹、手心纹、神鸟与四叶纹。

“它造型厚重，音质优良，有‘錞于王’之美
誉。”彭学斌说，虎形钮是巴人虎崇拜的例证，

虎钮周围的纹饰也带有巴文化的特征，其中的
羽人击鼓与独木舟纹被选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外墙浮雕的中心图案。

战国鸟形铜尊也是一件颇具特色的青铜
器。它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巴人贵族墓地，整体
呈鸟形，具有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鸽
身、鸭脚等特征，通体饰细密的羽纹，专家判
断羽纹上原来嵌有绿松石，可惜早已脱落。青
铜尊本是酒器，这件尊除了鱼形嘴之外，器身
上却没有灌酒的孔，不具备容器的实用性，应
系学习中原地区鸟兽尊的形制而作。此器造
型、纹饰十分精美，铸造难度很高，是体现巴
人审美情趣和工艺水平的精品。

石碑题刻，见证三峡变迁

长江三峡是远古地质运动形成的奇特地貌
景观。三峡由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
巫峡、滩多水急的西陵峡组成，西起重庆奉节
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南津关，全长 193公里。

自古以来，三峡地区留下了绚烂多彩的历史文
化遗迹、神话传说和瑰丽诗篇，成为中国文化
史上的盛景。

走进壮丽三峡展厅，一块古朴的石碑吸引
了记者注意。“这是三峡地区唯一出土的汉碑，
且品相极佳，在全国范围内都属罕见。”重庆中
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刘兴亮介绍，这块
碑出土于三峡库区云阳县旧县坪遗址，是东汉
朐忍 （今云阳） 令雍陟于熹平二年 （公元 173
年） 为纪念 70年前的朐忍令景云而立。碑文共
有367字，记述了景云祖先的迁徙史、三峡腹地
的故事、景云的政绩等。“景云碑记录了三峡地
区的政治、地理、移民等史实，而且书法美、
雕刻精，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刘兴亮说。

三峡地区留存着众多水下题刻，为长江水
利、航运提供了可靠的水文资料，也是宝贵的
文化遗产。位于重庆涪陵区城北长江江心的白
鹤梁，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的美誉。
白鹤梁现存的165段题刻，记录了自唐广德元年

（763年） 以来72个年份的枯水水文信息，并反
映了当地气候、人文和社会生活情况。白鹤梁
上还有黄庭坚、朱熹、庞公孙、朱昂、王士祯
等文人墨客的诗文题刻，弥足珍贵。

“白鹤梁常年淹没于江水中，仅在冬春枯水
季露出水面，有的题刻甚至几十年才露面一
次。如今在博物馆中，人们就能见到白鹤梁题
刻的真貌。”刘兴亮告诉记者，展厅里展示的题
刻石块，是从白鹤梁上掉落下来的。

2018 年，刘兴亮主持了重庆江津区莲花石
题刻的拓片工作。“莲花石上的题刻记录了南宋
乾道中期至 1937 年近 800 年间的长江枯水水位
情况，是重要的国家水文资料。”刘兴亮介绍，
历史上莲花石可考证的出水次数仅有 17 次，
1987年与 2007年石刻曾两次出水，椎拓工作主
要是在 1987 年进行，但所获甚少。“2018 年莲
花石再度出水，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
团队中有的老师从事文物保护几十年，竟也是
第一次接触题刻原石。”刘兴亮带领团队在48小
时内抢拓出 10张精品拓片，为难得一见的题刻
留下了宝贵记录。

书画古琴，记录艺坛风雅

拾级而上，来到四楼，“百川汇流——重
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精品书画展”吸引了不少
观众入场参观。展览汇集了 70 余件/套馆藏书
画精品，其中不乏夏昶、沈周、文徵明、唐寅
等名家作品，而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南宋 《杂景
院画》。

“第一次见到馆里收藏的 《杂景院画》 时，

我瞬间被吸引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文博副
研究员江洁说，这本画册是南宋时期马麟、林
椿等 7位宫廷画家的作品，共有 8开，其中 3开
钤有“御府图书”印，表明此册曾为南宋宫廷
收藏。全册小巧精致，色彩鲜丽，其中林椿所
作折枝花一幅，角度细微、构图精巧，充分体
现了南宋院画的艺术风格。宋代绘画流传下来
的极为稀少，此册不仅保存完好，色彩如新，
更是南宋宫廷名手绘制，并有南宋宁宗皇后杨
妹 子 题 字 ， 足 见 其 在 当 时 亦 为 皇 室 所 重 之
珍品。

“我馆还藏有齐白石四季山水屏，被誉为齐
白石山水最佳作。此屏还见证了一段艺坛趣
事。”江洁介绍，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一
书中提到“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托他住在北
平的同乡，常来请我刻印，因此同他通过几回
信，成了千里神交。”这个“姓王的军人”，正
是重庆巴蜀中学的创建人、抗日名将王缵绪。
1932 年 7 月，齐白石将自己创作的十二条山水
屏赠予王缵绪，其中一幅为《梦游渝城》，描绘
了画家想象中的渝城风景。如此精心细作的大
尺幅十二条屏，在齐白石传世山水中至为罕
见，是齐白石衰年变法之后的经典佳作。1951
年，王缵绪将这组画屏捐赠给西南博物院 （重
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

古琴也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特色收

藏，不论数量还是品质都在全国博物馆名列前
茅。不久前，“松石间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藏古琴展”在河北博物院开幕。展出的 20余
张古琴中，北宋“松石间意”琴最为珍贵。此
琴为仲尼式琴，通体黑漆，琴身上有苏轼、唐
寅、文徵明等十多位宋、明、清书画名家的题
字或诗，是目前所见题识人数最多的古琴，反
映了古代文人的风雅意趣。

南宋《杂景院画》（部分）。 李聪冲摄

战国虎钮铜錞于（局部）。 动脉影摄

东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石碑。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供图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巴渝文脉 源远流长
常碧罗 姚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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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藥食同源，自古以來藥與食是不能分開的，藉著本次的講座，將會
更認識癌症的早期徵兆，並了解食物和中藥材與癌症的關係。讓我們用科學
的態度來認識中藥草，也用更正面的態度面對癌症與疾病。讓我們來聽聽黃
遠永博士教你如何辨別癌症徵兆, 預防癌症的方法，和如何面對癌症診斷和治
療。歡迎僑社朋友踴躍參加!

主題: 中藥草與防癌
主講人: 黃遠永博士。黃博士在亞洲、南美洲和美國任教 20 多年，平時

熱愛於普通生物學、解剖學和生理學、微生物學的教學上、及癌症預防的研
究上。近些年致力於研究中醫草藥與各種植物化學物質的抗癌機制，並持續
地發表草藥與植物療法潛力。

時間: 2021 年 9 月 24 日, 星期五,下午 2:30 至 4:00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6453799793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645 379 9793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健康食療講座

（Jenny Manrique 報導／Ethnic Media Services）這個位
於加州西北⻆太平洋沿岸、藏身在雄偉紅木森林中的地區，現在
是新冠感染率飆升的的重災區：德諾特縣。

Delta變種病毒的快速傳播促使維權人士為這個只有有限通
訊基礎設施、一家醫院、低接種率的偏遠農村地區，發展出新的
疫苗推廣策略。

在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主辦、
塞拉衛生基金會中心（Center of the Sierra Health Foundation）
協辦的說明會上，德諾特縣公共衛生計畫經理坎農柯茲（Melo-
dy Cannon-Cutts）說： 「沒多久前，德諾特縣的住院人數還很
少，而且截至2021年4月，我們只有5個死亡病例，儘管任何死
亡都是很嚴重的事。」

她補充： 「從加州6月全面重開以來到7月4日國慶日後，
我們的單日確診病例從23例增加為90例，現在激增到341例。
很不幸，我們上週失去了10名居民。」

德諾特縣人口約2萬8000人，17%的居民是墨西哥西語裔
，縣內唯一的城市是克利森市（Crescent City），還有三個縣轄
區史密斯河（Smith River）、加斯喀（Gasquet）和克拉馬斯
（Klamath）。全縣只有一家只有60張病床的沙特海岸醫院
（Sutter Coast），其中11張是加護病床，現在已全滿。

坎農柯茲說： 「我們從2020年12月開始提供疫苗給醫護人
員和第一線勞工接種，2021年4月擴大給年長者接種，每個疫
苗接種診所可拿到400劑疫苗。儘管做出了這些努力，我們目前
的完全接種率只有43.6%，和加州平均66%相比低很多。」

面對居民的猶豫、對政府的不信任、錯誤訊息，社區組織正
在加倍努力破除關於疫苗的謠言。

佩拉尤澤佩達（Miguel Pelayo-Zepeda）是負責向在史密
斯河農田採百合球莖或在奶牛牧場工作的農民進行宣導的社區組
織者，他說： 「人們接種疫苗的理由已經改變，因為他們注意到
社區有愈來愈多人死於新冠肺炎。」

由於習慣在像女孩成年禮（quinceañeras）或街會這類社交
活動中聚會的西語裔居民深受疫情隔離的影響，因此，佩拉尤的
宣傳策略是，即使聽到 「接種疫苗會讓我有如感染病毒」 這類的
話，他不會予以批評，只會繼續與這些人培養社交關係。

一個午餐時間的流動疫苗門診在亞歷山大奶牛牧場（Alex-
andre Dairy Farm）獲得了成功的經驗，雙語護士和翻譯人員協
助農民克服了恐懼。還有一個每週四上午10時到下午6時在史
密斯河La Jolla熟食店提供服務的快閃疫苗門診，他們不需要民
眾出示身份證件，佩拉尤還贈送每位接種疫苗的人免費墨西哥捲
餅。

佩拉尤說： 「我們嘗試透過提供資源給社區建立起一個網路
，例如提供英語學習課程和移民諮詢。」

原住民社區的疫苗接種率很高，但懷疑仍然存在，主要是因
為對政府的不信任。本身是卡魯克部落（Karuk）原住民的 「德
諾特與正北部落土地組織網路」 （Del Norte & Tribal Lands
True North Organizing Network）執行總監蘇帕漢（Terry Su-
pahan）說： 「民眾不願意也害怕和任何層級的政府打交道，無

論是地方還是聯邦支持的疫苗接種門診。」
蘇帕漢說： 「我們不斷嘗試宣導，並告訴民

眾哪些行為會造成危險。我們不得不取消部落許
多宗教典禮和精神活動，因為我們不希望讓我們
所愛或關心的人受到傷害。」

蘇帕漢表示，從疫情一開始，他們的社區就
遵守規定保持社交距離和佩戴口罩，並聽從流行
病學家和科學家的建議。他及時向長者和大家庭
傳達了這個訊息：成年人必須更努力保護好兒童
，因為他們還沒有疫苗可打。
無家可歸者

德諾特老人中心（Del Norte Senior Center）
「不可能的任務」 計畫（Mission Possible）服務
農村裡的無家可歸人口，創辦人暨主任柯斯蒂斯
蘭伯特（Daphne Corstese-Lambert）表示，無
家可歸者有不同的疾病，包括發育、生理或心理
疾病，使他們在疫情期間更難獲得社會服務。

柯斯蒂斯蘭伯特說： 「我嘗試協助他們填寫
文件，但他們不識字。當我們提供他們書面資料
時，他們都看不懂，那些看得懂的人很多時候都
是非常不信任政府單位的人，因為疫情期間一切
都被關閉了。」

根據柯斯蒂斯蘭伯特的資料，德諾特縣約有
700名無家可歸者，六成是年長者，其中許多是退
伍軍人，他們的個人資料都已在加州野火中被燒
毀。

柯斯蒂斯蘭伯特說： 「 『不可能的任務』 在
疫情期間能做的只有以關係為基礎的個案管理，
把每個人視為個體，傾聽他們的需要，再把他們
和真正想幫助和推廣疫苗的單位聯繫起來。」

出生在泰國難民營的苗族文化中心（Hmong
Cultural Center）委員寇優（Khou Vue）是一名
小學教師，他表示，儘管他的社區對政府也非常
不信任，但他們非常重視這場疫情。

寇優說： 「我們取消了各種精神和宗教儀式
、葬禮、婚禮，我們有14場婚禮還未舉行，但我
們必須做出犧牲，因為我們知道新冠肺炎是真的
。」

寇優有9名家人在今年頭兩個月內相繼去世，這正是他為何
負起傳播疫苗訊息的責任。他透過部落領袖和他所謂的 「電話樹
」 （tree telephone）提供訊息。

他說： 「一開始，我們接通電話為有健康問題的長者購買食
物和必需品。我們有許多長者都不會說英語，也不識字，連苗語
也看不懂。因此，我們最主要的通訊方式就是打電話或親自上門
。」

為了破除所有關於疫苗的迷思，他們還播放有關中國和印度
等重災區的疫情影片。

16歲的尤洛克部落（Yurok）少年詹索（Thayallen Gensaw
）是德諾特高中（Del Norte High School）學生，他最近根據從
小受到的教育接種了疫苗。他說： 「在我們的部落，我們總是先
為他人著想。土地比我們自己重要，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其
他人和我們的土地。」

儘管他身體健康，而且不擔心感染病毒，但他想到他有健康
問題的父親。

詹索說： 「很不幸，有許多我這個年紀的人只知道關心自己
，他們沒有意識到接種疫苗的重要性，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無敵
的。他們不知道這會對老年人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如果他們真的
關心自己的祖父母、父母、叔叔、阿姨、弟妹，就不會這樣。」

在加州農村地區推廣疫苗
德諾特縣反映出在通訊基礎設施有限的偏遠農村地區推廣疫苗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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