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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領袖將同意四國領袖將同意 建構安全半導體供應鏈建構安全半導體供應鏈
（中央社）日本經濟聞新18日引述聯合聲明草案

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下週將舉辦由日本、印度和澳洲
領袖共同參與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實體峰會，屆
時美、日、印度和澳洲領袖將會同意採取措施，建構
安全半導體供應鏈。

美國總統拜登24日將主持四方安全對話領袖親自
與會的首次高峰會，成立四方安全對話是要加強美、
日、印、澳合作，在印太地區抗衡愈來愈獨斷專行的
中國。屆時日本首相菅義偉、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和印度總理莫迪莫迪（Narendra Modi）將
共同參與。

日經報導稱，聯合聲明草案表示，為了創設強健
供應鏈，四國將會確認它們的半導體供應能力並找出

弱點，日經未交代如何取得聯合聲明草案。
聯合聲明也表示，使用先進技術的共同原則，應

該以尊重人權為基礎。聯合聲明草案未點名中國，但
此舉旨在阻止中國利用先進技術維繫專制政權的作法
擴散至全球其他地區。

美國和中國在廣泛議題上爆發爭執，包括貿易和
科技領域，拜登今年4月曾表示，美國和盟邦日本將
會共同投資諸如5G和半導體供應鏈等領域。

四國領袖可望確認， 「為硬體、軟體和服務打造
堅韌、多元且安全技術供應鏈，攸關四國的共同國家
利益」 。聯合聲明草案也為技術發展設定共同原則，
明言 「技術的設計、發展、治理和應用，應該由我們
共享的民主價值以及尊重普世人權來形塑」 。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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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has rejected a vaccine booster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of the use of booster
doses of Pfizer’s vaccines in everyone 16
years old and older. Members of the FDA

committee expressed doubts
about the safety of a booster
dose in young adults and
teens six months after they
are fully vaccinated and
complained about the lack of
data.

President Biden had
previously announced a plan
to begin administering
booster doses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e week of September
20th.

In a Friday meeting, experts
wanted to have more data on
the safety of booster doses in

young adults and teens, but they believed
boosters were likely necessary for a limited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The company in Israel that is relied upon for

the data on the safety of booster doses said
that adding booster shots will help keep
people out of the hospital.

Pfizer has received full approval for its
vaccine from the FDA. Their researchers said
that people will develop strong immunity after
two doses of the vaccine, but that the level of
antibodies will start to drop after just a few
months.

We are so lucky in America that everybody
can get the vaccine shot, but we still have a
lot of people who don’t want to take it.
When we look at the record today, most
people who got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and
died are those people who don’t believe in
the vaccine.

We still want to urge all our people to take
action and get the vaccine shot as soon as
possible.

0909//1818//20212021

FDA Rejects PfizerFDA Rejects Pfizer’’ss
Booster ApplicationBooster Application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週五
否決輝瑞打第三針之申請，他們
認為效果不大，但對於六十或六
十五歲以上之長者可能是需要。
委員會以十六對二票否決了

輝瑞的申請，拜登政府本來是計
劃在九月二十日開始實施施打第
三針之计劃，以阻止病毒之繼續
蔓延，與會人士認為，這項決定
過於傖促，他們希望看到更多的
證據我們需要打第三針，而事實
上還有許多人還拒絕施打，也有
人還沒有打第二針，醫療專家希
望更多人能接種才能達到集體免
疫之效果。

輝瑞製藥公司曾經依賴在以
色列之資料，顯示第三針才能制
止更多之感染，但是，美國和以
色列之國情大不相同，不是每個
人都要打第三針，除非是年長及
患有疾病者。
我們是何等幸運能夠選擇打

第三針，但也有許多拒絕打針的
，他們選擇不相信科學，或者其
他原因，但是今天重病住院及死
亡者，多半是沒有接種疫苗的人
，這是何等之無知和難予置信的
事呢。

醫療專家不贊同打第三針醫療專家不贊同打第三針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18日，決定日本首相菅義偉接
班人的自民黨總裁選舉候選人：行政改革擔當相河野太郎
、前政務調查會長岸田文雄、前總務相高市早苗、代理幹
事長野田聖子，參加了日本記者俱樂部主辦的公開討論會
。

4人圍繞新冠對策、養老金制度、核電站等能源政策展
開論戰。河野就國民養老金指出，為使其成為可持續的社
會保障，應該通過消費稅來加以負擔。岸田則表示，將出
示包括新冠疫情和育兒對策在內數十萬億日元經濟對策的
總體設想。
總裁選舉將在9月29日投計票，選出新總裁。 4人的論戰
已全面開啟。

河野就養老金制度指出：“靠保險費發不出最低保障
的養老金，這從構造上看就很清楚。”他提出為了年輕一

代，應該通過徹底改革製度來維持制度。
岸田提到有必要徹底抑制人員流動、確保病床及醫療

人才，強調“首先，我將出示數十萬億日元規模的經濟對
策的總體設想，並切實推進。”

此外，日本共同社17、18兩日就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
，探尋了全國黨員和黨友的支持動向。在電話調查中，對
回答擁有投票資格的黨員和黨友，詢問了誰適合當新總裁
，結果顯示回答是河野太郎的佔48.6%，人數最多。回答是
岸田文雄的佔18.5%，回答是高市早苗的佔15.7%，兩者比
較接近。回答是野田聖子的佔3.3%。回答“還未決定或不
知道”的佔13.9%。

對於期待下任首相處理哪些課題的設問，回答最多的
是新冠疫情對策，佔26.8%；之後依次是經濟對策24.2%、
外交和安全保障19.4%。

4848％日本自民黨員支持河野當新總裁％日本自民黨員支持河野當新總裁 44名候選人公開辯論名候選人公開辯論

（綜合報導）據英國天空新聞網消息稱，
應俄羅斯相關政府機構要求，谷歌和蘋果公司
在俄羅斯選舉開始前，已從自家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的 應 用 商 店 中 下 架 了 一 款 名 為
“Smart Voting”的選舉應用程序。

該選舉應用程序是由目前正處於被監禁狀
態的反政府人士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 的盟友在大選前設計的。旨在為此次
參與選舉的選民投票提供詳細的參考建議，以
對抗支持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執政黨派——
統一俄羅斯黨的選舉機會。

為此，谷歌和蘋果公司一直面臨著來自俄
羅斯監管機構的巨大壓力，俄羅斯有關部門警
告稱，如果它們繼續拒絕遵守俄羅斯法律，將
會被追究刑事責任。並表示如果未能如期下架
該程序，則有可能被視為乾預俄羅斯內政，將
對其公司處以巨額罰款。

天空新聞還了解到，該應用程序目前已不
在這兩家公司的應用商店中，但如果此前已有

人下載該應用程序，它還是可以在其他網站上
繼續運行。

俄羅斯的互聯網監管機構（Roskomnadzor
）表示，該應用程序促進了反腐基金會（FBK
）的極端主義活動。開發者伊万•日丹諾夫在
推特上回應這一說法稱，“刪除應用程序的正
式原因：承認 FBK 是一個極端主義組織，而
FBK被認定為極端主義組織的方式不是法院，
而是對常識的嘲弄。谷歌與蘋果犯了一個巨大
的錯誤。”

然而，克里姆林宮則對谷歌和蘋果先後下
架該應用程序的決定表示歡迎，發言人德米特
里佩斯科夫說：“這個應用程序在我們國家是
非法的，兩個平台都收到了相應的通知，似乎
是根據法律條文做出了這個決定。”

在此之前，據俄羅斯各地的民意調查顯示
，俄羅斯已經開始了為期三天的議會選舉投票
。人們普遍認為，這個週末對於普京在2024年
總統大選之前鞏固對權力的控制非常重要。

俄國政府向蘋果和谷歌發出警告俄國政府向蘋果和谷歌發出警告！！
要求下架與納瓦爾尼有關應用程序要求下架與納瓦爾尼有關應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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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放棄引入“疫苗護照”
以色列為第四針疫苗做準備

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

計數據顯示，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224608627例，累計死亡病例4629995例。

美洲：美國為新冠檢測產品打折
據“今日美國”網站12日報道，由

於美國政府與亞馬遜、克羅格和沃爾瑪

三大零售商合作，消費者將很快能夠購

買到打折的新冠病毒居家快速檢測產品

。報道稱，消費者最高可享6.5折，這一

折扣將持續3個月。

據報道，美國總統拜登日前宣布一

系列抗疫新舉措，其中包括要求百人以

上規模企業執行強製疫苗接種或每周檢

測製度，這意味著許多不願接種疫苗的

員工需要每周進行檢測。此次與大型零

售商的合作旨在讓新冠檢測更普及。

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數據

顯示，美國累計確診病例達 40954252

例，其中死亡病例為659942例。美國疾

病控製和預防中心稱，截至當地時間12

日6時，全美已累計接種逾3.8億劑新冠

疫苗。有209437152人已接種至少一劑疫

苗，178692875人已實現完全接種。

據巴西衛生部12日晚發布的數據，

巴西累計確診病例20999779例，較前一

日新增10615例；累計死亡病例586851

例，較前一日新增293例。

歐洲：英國放棄引入“疫苗護照”
英國衛生大臣賈維德12日向英國廣

播公司表示，鑒於英國國內的疫苗接種

情況，政府已決定不再要求民眾進入夜

店等人群聚集場所時出示“疫苗護照”

。賈維德同時表示，如果新冠確診病例

再次呈指數級增長，將會再次考慮引入

“疫苗護照”。

英國政府此前曾計劃在9月底引入

“疫苗護照”，但隨即引來多方批評。

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數據

顯示，英國累計確診病例近726萬例，

其中死亡病例超13萬例。

據法國官方疫情數據，法國12日單

日新增確診病例7679例，累計確診病例

逾690萬例，達6905071例，其中累計死

亡病例為115517例。法國目前已有4963

萬人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約占法國人口

的73.6%；已有4666萬人完成兩劑接種

，約占法國人口的69.2%。

數據顯示，法國第四波疫情有所

緩和。目前全法新冠發病率為每 10萬

居民中有 109 名感染者，比前一周下

降26%。

亞洲：以色列為第四針疫苗做準備
據彭博社報道，以色列衛生部總幹

事納赫曼· 阿什12日在采訪中表示，以

色列正在為第四針新冠疫苗做準備，以

確保該國在需要施打第四針疫苗時有足

夠的供應。

據報道，以色列至今已有280萬人

接種第三針新冠疫苗。以衛生官員曾表

示，初次接種疫苗後，其效果將在五個

月後減弱，因此接種加強針是必要的。

今年7月29日，以色列宣布為該國

60歲以上人群接種第三針新冠疫苗。8

月13日，以色列將第三針新冠疫苗接種

擴展到50歲至60歲人群。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經濟再

生擔當大臣西村康稔 12 日在電視節

目中透露，日本接種了兩劑新冠疫

苗的人已超過五成。他指出，“若

按照這樣的速度推進，本月底將超

過六成。”

報道說，日本政府預計在11月底前

對所有希望接種的國民完成接種，屆時

會放寬對國民和商家的行動限製。西村

還表示，在目前的緊急事態宣言下完全

不考慮放寬限製。西村認為，把接種率

提高至八成較為理想，如果能到八成，

感染風險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製。

非洲：南非下調防控等級
非洲疾病預防控製中心 12日發布

的數據顯示，該地區累計確診病例超

800 萬例，達 8024502 例，累計死亡病

例達 202915 例，累計康復病例 7302535

例。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12日晚在發表全

國電視講話時表示，隨著疫苗接種人數

的逐步增加，當前南非很多省份已經平

穩度過第三輪疫情高峰。為了加速南非

經濟復蘇，南非政府決定從9月13日起

放松疫情防控措施，“封鎖令”由三級

下調至二級。

二級“封鎖令”下，南非將作出以

下調整：每天宵禁時間縮短，為每日23

時至次日4時；餐廳、酒吧、健身房等

場所恢復正常運營，但須在每日22時前

關閉；室內及室外活動人數上限分別調

整為250人、500人；酒精類製品銷售時

間進一步放寬，為每周一至周五10時至

18時。

德國新冠重癥患者數
再度突破1500人

綜合報導 德國重癥監護與急救醫學跨學科協會(DIVI)公布的數據顯

示，德國新冠重癥患者人數正在持續反彈，截至當天已再度突破1500人

。德國官方當天正式啟動全國性的“疫苗行動周”，力爭在入秋前盡量

提升疫苗接種率。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

毒人數和新增死亡人數分別為 5511 人、12 人，截至當天累計確診

4083151人、累計死亡92618人。截至目前，德國已接種1億420萬劑次

疫苗，共有51710807人已完全接種，占該國總人口數的62.2?%。

德國重癥監護與急救醫學跨學科協會發布的需要接受重癥監護治療

的新冠病患人數最高值出現在今年1月，當時曾突破5700人。這一數字

其後已大幅下降，但近來再度快速反彈。到8月29日，重癥患者數已再

度破千(1008人)，創下今年6月以來新高，從破千到突破1500僅間隔兩

周。在目前的1501名重癥患者中，有788人需接受呼吸機插管治療，占

比達52%。

為趕在秋冬季節來臨前盡可能提升國民疫苗接種率，德國官方從13

日起正式啟動全國範圍內的“疫苗行動周”，共涉及約700項活動，旨

在為各地民眾提供近便接種疫苗的機會，人們無需提前預約或付費即可

直接前往附近的接種點完成接種。這些接種點設在圖書館和購物中心等

場所內，各地還派出了流動接種大巴為人們提供服務。

德國聯邦衛生部長施潘表示，政府致力於實現60歲以上人群接種率

超過90%、12-59歲人群接種率達到75%。他表示，要達到這一目標尚需

完成約500萬劑次疫苗接種。

默克爾告別訪問時被波蘭總統“放鴿子”

德媒怒了
綜合報導 即將卸任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正進行“告別之旅”，但在訪問

華沙時，卻受到了波蘭方面的冷落，波蘭總統杜達突然改變會談計劃，未

與默克爾會面。德媒認為，波蘭總統此舉，是對德國總理的侮辱。

《世界報》作者菲利普· 弗裏茨寫道，默克爾和杜達的會晤是提前

計劃好的，然而，在默克爾11日抵達華沙後，卻不得不改變訪問計劃。

波蘭官方給出的原因是日程問題，稱杜達那天要去卡托維茲鎮參加活動(

因此不能與默克爾會面)。

弗裏茨強調，在默克爾“告別之旅”期間，她受到了非歐盟的美國

總統拜登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接待，而作為歐盟成員的波蘭卻拒絕

和她見面。

弗裏茨認為，杜達稱沒有時間與默克爾會面，“這不是很可信”。

華沙的舉動是一種侮辱，稱這是一個默克爾“16年任期結束時的侮辱事

件”。

弗裏茨分析稱，波蘭方面決定以這種方式回應默克爾此前不邀請杜

達參加柏林政府磋商。

波蘭媒體分析稱，波蘭總統此舉是為了抗議“北溪2號”天然氣管

道項目以及德國一直以來對波蘭政府的不友好態度。

國際最新研究：早期人類遷移到阿拉伯半島與氣候變化有關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期

刊《自然》最新發表一篇考古

學研究論文稱，過去40萬年間

，早期人類至少有五個遷移時

期的部分旅程終點是阿拉伯半

島。阿拉伯沙漠發現的一批石

器和動物化石為這些遷移提供

了證據，研究發現，每一次遷

移都與水文氣候變化——幹燥

度降低的短暫間隔有關。

該論文指出，阿拉伯半島

上廣闊的幹旱區是連接非洲和

亞歐大陸的唯一陸橋，因此成

為研究人族(智人及現代人已滅

絕的親屬)演化的焦點，因為人

族曾從此地遷移進出非洲。盡

管意義重大，但這一地區的文

化、生物學和環境記錄十分有

限，這限製了人們對人族人口

統計學和行為的理解。

論文通訊作者、德國馬克

斯· 普朗克生態化學研究所胡· 格

魯卡特(Huw Groucutt)和邁克爾·

彼得利亞(Michael Petraglia)及同

事與沙特文化部的遺產委員會合

作，在沙特阿拉伯北部內夫得沙

漠，發現一批與古代湖泊沈積物

有關的石器和動物化石。這些發

現中包括與已知阿拉伯地區最古

老人類居住區有關的人工製品，

揭示出早期人族在更新世(從260

萬年前至1.17萬年前)至少有五

個時期分散至阿拉伯地區。每次

遷徙都與更為宜人的環境條件相

符，換言之都是在幹燥度下降的

短暫間隔期，約發生於40萬年

前、30萬年前、20萬年前、13

萬年-7.5萬年前之間，以及5.5萬

年前。

這些遷徙時期也可以通過

物質文化進行分類，其中兩個

時期包含了阿舍利(Acheulean)

的技術(一般與較早期人族物種

如直立人有關)，另外三種則是

不同形式的更新世中期技術，

包括手斧和薄刃斧。該發現展

現出不同人族種群在阿拉伯地

區的遷移定居，甚至可能由不

同人族物種組成。

論文作者總結認為，阿拉

伯沙漠這些發現不僅證實了該

地區的重要性，有助於加強人

們對非洲與歐亞大陸相連處人

族遷移的理解，同時特別揭示

了早期人群間的互動與廣泛的

環境、生態變化時期的關聯。

希臘學校重新開放！
兒童病例恐激增 20%教師未打疫苗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1608例新冠肺炎患者，累

計確診616765例；新增死亡51例，累計死

亡14223例。

約20%教師群體仍未接種疫苗
當地時間9月13日，希臘各地學校已

按計劃開學。為了防止新冠病毒在校園中

傳播，政府規定了嚴格的防疫措施。這些

措施包括：未接種新冠疫苗的學生，需要

進行每周兩次免費的病毒自檢，持陰性檢

測結果方可返校；未接種疫苗的教職工必

須每周自費在私營機構進行兩次快速病毒

測試；校園內師生必須佩戴口罩。

截至目前，學生群體的疫苗接種率仍

然很低，同時大約20%的教師也尚未接種

疫苗。根據防疫要求，當超過半數的學生

確診新冠時，該教學機構將停止線下授課

並轉為遠程教學。

希臘教育部長凱拉梅烏斯13日稱，該

部的首要任務是恢復全日製課堂教學。她

呼籲，師生們嚴格遵守防護措施，同時盡

快接種疫苗。

兒童病例恐激增
希臘克裏特大學肺

病學教授紮納基斯對學

校開放後的防疫形勢表

示擔憂。他說，傳染性

極強的新冠變種毒株德

爾塔已成為希臘的主流

毒株。這增加了校園中

暴發新冠疫情的風險。

另外，根據紮納基斯

的說法，新冠疫情在希臘暴

發迄今已有18個月，但兒科

病房的新冠肺炎患者住院人數一直沒有超過240

人。隨著變異毒株的持續蔓延和教學活動的增

加，這一數字可能會增至300到600人。

加強針預約平臺明日開放
從9月14日起，希臘免疫功能低下的

約28.5萬人可以通過官方網站，進行第三

劑加強針新冠疫苗的在線預約。希臘政府

將向這些人群發送手機短信消息，提醒他

們進行疫苗接種預約。

根據計劃，最後一劑疫苗的註射時間

和加強針之間必須至少間隔不少於4周的

時間。加強針所使用的疫苗為mRNA疫苗

。60歲以上的老人、養老院中的居民和工

作人員，也將會被陸續納入需要接種疫苗

加強針的人群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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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前所未有！
印度今年至少與11國舉行雙邊軍演

綜合報導 印度正在全球加快推進

雙多邊軍事演習，通過“防務外交”

向中方釋放戰略信號？印度《經濟時

報》13日稱，今年，印度與多國展開

雙邊和多邊軍演的數量前所未有，

“防務外交”“發出戰略信號”“強

化互操作性”已成為印度軍方高層掛

在嘴邊的時髦詞匯，這種情況前所未

見。去年5月，印度與中國在“拉達克

地區”東部發生軍事沖突後，叫停了

與中國的雙邊軍演“手拉手”，但與

其他國家的軍演卻絲毫未受影響。印

度輿論認為，印度當前軍事舉動是在

針對中國。

印度媒體稱，印度正與全球範圍

內的國家展開“史無前例數量”的雙

邊和多邊軍事演習。目前，200名印度

軍人正忙於參加在俄羅斯舉行的多國

演習。而在不久前，印度軍隊才結束

與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分別舉行的雙

邊軍演。下個月，印度將參加“四方

安全對話”機製成員和英國在孟加拉

灣舉行的演習。此外，從今年9月到

11月，印度陸軍還將分別與尼泊爾、

斯裏蘭卡、英國、美國、法國舉行軍演

。而印度海軍今年已與印度尼西亞、菲

律賓、新加坡、泰國等多個國家舉行

軍演。《澳大利亞人報》13日報道稱

，澳大利亞已正式邀請印度參加由該

國主導的軍事演習“護身軍刀”。

一位匿名陸軍高官對《印度時報》

表示，“軍演不僅能提高戰鬥技能、

吸收最佳實操戰術，而且能夠加強與

不同國家的軍事與戰略合作，有助於

建立信任和互操作性的提升。”“防

務外交是推進印度外交利益的工具。”

他補充稱，印度利用軍演這個工具已

將影響力擴展到中國深耕已久的非洲

大陸。當然，像“馬拉巴爾”這樣由

“四方安全對話”國家參加的軍演旨

在傳遞“戰略信號”。

《經濟時報》也宣稱，上述軍事演

習中的許多都是為了向“房間裏的大象

”——中國發出信號。今年4月，在孟

加拉灣舉行的代號為“拉貝魯斯”的美

澳印日法五國聯合軍演就傳達了這種

信號。此外，印度還一直尋求擴大在

非洲的存在，以在新的地緣政治舞臺

上威懾中國。印度《每日電訊報》13

日稱，印度最近向南海地區派遣4艘軍

艦。盡管地緣政治分析人士和外交政

策專家可能認為這只是例行公事，但

這表明印度不願意在該地區保持沈默

。這也標誌著印度在北京所關註的領

域中，戰略模式發生了轉變。

對於各國在有關地區進行的演習，

中國外交部曾多次表示，中方一貫認為，

國與國之間的軍事合作應該有利於地區

的和平與穩定。希望有關國家的軍事行動能

夠有利於地區和平穩定，而不是相反。

上兩年網課
菲律賓學生恐陷“教育危機”

綜合報導 據報道，菲律賓自新冠疫情以來一直關閉

中小學校。直至今年9月13日，該國數百萬學生仍要連續

第二年待在家裏上網課，無法返校。這令專家十分擔心，

稱這種做法會加劇“教育危機”。

住在馬尼拉貧民窟的 7歲女童吉莉告訴法新社，

“我好想去學校，我都不知道教室長什麼樣。”吉莉用

媽媽的智能手機與 6名孩子一起上了一年幼兒園網課

後，但仍然不會讀寫。吉莉的媽媽表示，今年上小學

一年級的女兒哭訴，她根本聽不懂網課的內容。雪上加霜

的是，因為疫情，像吉莉一樣的菲律賓孩子，還被政府

禁止在戶外玩耍。

去年 10 月，菲律賓教育部門推出“混合學習計

劃”，包括推出網課、印刷學習材料以及在電視和

社交媒體上播放課程。然而菲律賓大多數學生家裏

沒有電腦或網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菲律賓教育項

目負責人法因戈爾德表示，超過 80%的父母擔心孩子

學得少，大約 2/3 的人支持在病毒傳播率低的地區重

新開放學校。他強調，遠程學習不能取代面對面學

習，疫情之前菲律賓就存在教育危機，如今情況變

得更為嚴重。

根據菲律賓官方數據，去年9月入學人數下降至2690

萬，此後又減少500萬人。法因戈爾德擔心，許多學生可

能“永遠不會回來”。此外，遠程學習也影響兒童心理健

康和個體發展。菲律賓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學協會的羅多

拉表示，長期的社會隔絕與兒童的孤獨和生理疾病緊密相

關。她強調，隨著面對面學習和社交中斷，兒童可能會出

現技能退化。64歲的馬尼拉貧民窟市民帕卡亞說，他的兩

個兒子和其他很多菲律賓孩子一樣，通過學校分發的材料

學習，但“他們的閱讀能力急劇退化，因為他們只喜歡玩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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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過去一周（9

月 6 日至 12 日），韓國平

均每天新增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1797.5例。自 7月初以

來，韓國已連續 69 天 保

持 4 位 數 的 每 日 新 增 。

在此背景下，即將到來的

中秋節假期讓韓國防疫當

局如臨大敵，因為“稍有

不慎，將重演今年暑假期

間疫情擴散的噩夢”。為

此，韓國防疫部門不得不

呼籲民眾“盡量不要回老

家，鼓勵網絡祭祖”。與

此同 時 ， 對 於 已 接 種 疫

苗的人群，韓國防疫部門

出臺“中秋節特別防疫措

施”、放寬了聚集限製。

據報道，中央災難安全

對策本部（簡稱“中對本”）

第一次長權德喆在12日舉行

的“中對本”會議上表示，

若稍有不慎，一周後即將開

啟的中秋節期間（9月19日

至21日），恐重演今年暑期

疫情從首都圈擴散至非首都

圈的噩夢，因此民眾是否

在中秋節期間嚴守防疫指

南 ， 將 成 為 決 定 疫 情 走

向 的 分 水 嶺 。 據 悉 ， 近

期 韓 國 非 首 都 圈 疫 情 逐

漸 趨 穩 ， 但 首 都 圈 疫 情

仍告急，這不免讓人擔憂

，首都圈疫情可能在中秋

節期間擴散至全國。

“中秋節期間盡量不要回鄉”。據

News1新聞網 13日報道，在當天舉行的中

央防疫對策本部例行記者會上，流行病學

調查組長樸榮俊（音）表示，雖然疫苗接

種率走高，但由於人口移動量未見減少，

近期疫情呈小幅擴散趨勢，且確診病例中

的80%都來自首都圈。因此，樸榮俊呼籲

道：“若未打完所有劑量疫苗或家中父母

未接種疫苗，中秋節期間大家盡量不要回

老家，並且鼓勵民眾網絡祭祖。”據悉，

韓國保健福祉部推出的“在線祭祀服務”

深受大眾青睞，截至目前已有47萬人申請

使用該服務、在線完成祭祖儀式。

與此同時，韓國政府決定從13日至26

日實施“中秋節特別防疫措施”——全國療

養病院和機構的住院患者及訪客，若均已接

種疫苗並且已過兩周時間，中秋節期間可以

面對面接觸；17日至23日，接種疫苗的人

員家庭聚會時，最多可以在家中聚集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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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旻：漢字作形文化為骨

憑借一把竹子做的“杭州凳”，中國設計師陳旻掀起了全

世界對中國傳統設計工藝的關注，他的作品被英國倫敦設計博

物館、法國蓬皮杜藝術中心展出收藏。如今，陳旻參考漢字的

形態，做出一系列極具實用價值的傢具：“工”字形茶几、

“東”字形衣帽架……在他眼中，從“Made in China”到

“Design in China”道阻且艱，但他很慶幸有越來越多中國設計

師已走在路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2013年，陳旻的作品“杭州凳”獲得Elle Decor家居廊年度最
佳座椅設計獎。“杭州凳”最初亮相是在2013年的米蘭設計周。那
一年，陳旻帶着這把竹凳，與幾位中國設計師一起前往米蘭市中心
的設計博物館，讓歐洲設計界見識到了更多的中國原創設計。這是
自2007年以來，陳旻第七次參加米蘭展，也是他頭一回將用杭州原
生態材料—竹子做成的凳子帶到米蘭。

“這把竹凳最初的設計靈感源自我2006年的畢業設計。”陳旻
透露道，當時他萌發模仿水波蕩漾的紋理製作一把凳子的想法，甚
至還用紙片做了一組模型，但紙片怎樣改進都無法承托人的重量，
最後只能作罷。2012年，陳旻在杭州臨安的一間工廠裏看到了他們
的製竹工藝，工人們能壓製出非常薄的竹皮，材料只有一毫米厚，
纖維指向同一個方向，排列均勻，而且韌性很好。

支撐力根據體重自然調節
“我立刻想到了自己之前在意大利做的坐具模型，馬上就決定

用竹子來試試。”最終，陳旻將16張0.9毫米厚且長度各異的竹皮
從兩端最後25厘米處黏合到一起，一根直徑3厘米左右的青竹穿透
層層竹皮，在底部將凳子的兩端連接在一起，從而使得層層竹皮自
然形成了拱形的凳子頂部，線條自然而流暢。

“竹子有着非常好的彈性，我通過竹片的累加，讓椅子形成了
足以支撐人體重量的力量，並根據使用者的體重自然調節，體重愈
重，坐得愈深，相對支撐的回彈力就更大。”陳旻說，竹文化幾乎
就等同於中國文化，它始終貫穿着人們的生活，每個中國人的廚房
裏面都會有幾雙竹筷子。“能夠用代表中國文化的竹去製成凳子，
我覺得很奇妙。”

“常常有畫廊、藏家來問我，還有沒有？多少錢？”陳旻坦
言，他當時只製作了三張，一直自己保留着，直到蓬皮杜藝術中心
來詢問，他才忍痛割愛一張。“我經常帶着工作室的作品去全球各
地參加設計展，因為我從踏入這個行業的第一天起，就立志要讓
‘Design in China’在世界的舞台上發光。”

陳旻說，這幾年工作室的業務
已經從傢具、廚房用具延伸到了香
薰、筆這些更精緻的小物件。“以
前人們對香薰的要求就是能散發香
氣，筆能寫出字就行了，但現在我
們的客戶會為更好的外形設計買
單，下游的消費者也看到了原創的
價值。”

“我們的漢字是一個象徵文
字，含義非常深刻，而且它有歷史
的淵源，但對很多西方人來說只是
一個圖案而已。”在陳旻眼中，中
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要靠中國人自己
去做。“民族品牌做出中國化的商
品，然後滲透到國外的主流消費市
場裏去，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2020年，陳旻邀請到很多國
內外設計、工藝界的大師來與中國
傳統手工藝做一個創新、結合。
“我帶他們探訪傳統工藝的作坊，
看到材料最原始、真實的狀態，這
些都離不開匠人們所在的城市與生
活環境。還有一些國內新生代的設
計師，我找他們與傳統匠人合作，
為傳統工藝打開一種新的思路。”
陳旻坦言，他現在做的事情就是融
合與創作。“我相信未來的創新是
集工藝、設計、藝術為一體的融合
性的東西，設計師的使命，就是盡
量讓生活變得更美。”

中國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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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做中國原創
拓展海外市場

●●““東東””字形衣帽架字形衣帽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旻早前製作“杭州凳”。 網上圖片

▲由古窗翻模製成的燈具。
受訪者供圖

▼ Min's Chair 旻 式
椅。 受訪者供圖

▲與NIKE合作的概念鞋
“TRI-NIKE”。

受訪者供圖

▲陳旻早前製作與
Loewe合作的作品
prominence。

受訪者供圖

●● ““杭州凳杭州凳””早前在倫敦設早前在倫敦設
計博物館展出計博物館展出。。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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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我的血液裏自帶藝術細
胞 。 ” 坐 在 自 己 設 計 的 “y

Bench”長凳上，陳旻的神情頗有些驕傲。
陳旻的外公趙宗藻是中國著名版畫家。
“我從小就是在美院的家屬樓裏長大的，
像吳山明、肖鋒那樣的大師們就住在隔
壁，常常會來家裏跟外公探討藝術，我就
搬個小凳子坐在旁邊聽。有時候，外公還
會讓我在他們面前寫幾個字或者畫上幾
筆，讓大師們幫着點撥幾句。”

留學時看京奧開幕式被震撼
2007年，陳旻以優異成績從荷蘭埃因

霍芬設計學院畢業，翌年赴意大利米蘭多慕
思學院攻讀工業設計碩士，一年後以該專業
歷史最優成績畢業，並同時獲得英國威爾士
大學的設計碩士學位。遊歷歐洲的八年裏，
陳旻幾乎逛遍了所有的設計展。“看多了世
界級的展會，反而更讓我發現了中國語言在
世界設計界中的重要性，我覺得我們不是颳
陣‘中國風’而已，而是要在設計的世界中
找到漢語，讓我們的產品也講漢語。”陳旻
回憶道，2008年他在意大利一位朋友家中度
假，他們一起看了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當時
就被震驚到了。“中國真正強大起來了，市
場機會不可想像！”

國內發展繁榮 歸國設事務所
“2008年金融危機對歐洲的影響很

大。我當時除了學校的工作，已經開始和一
些意大利廠家合作，但是設計做了一大堆，
真正能成功投產的幾乎沒有。很多時候，金
融危機甚至成了廠家不付錢的一個借口，這
讓許多設計師頗有些心灰意冷。”陳旻回憶，當時正好舅舅打來電話，介紹了國
內欣欣向榮的發展狀態，他聽得熱血沸騰，立馬買了歸國的機票。回國後，他成
立了設計事務所，隱藏在杭州西湖區雲棲小鎮的一幢住宅樓裏。

“設計作為一種溝通交流的工具，與語言有着許多類似和相通之處。”以“y
Bench”長凳為例，靈感來自於老舍的小說《茶館》。“西方的板凳很重，中國的
很輕。因為我們是可以在板凳上做很多事的，如吃飯、睡覺，這是一種非常有特色
的中國文化。”陳旻設計了一系列的“y Bench”，由不同尺寸的木條或竹條自由
拼搭，桌子、椅子甚至床都可以組合，深受市場歡迎。

緊抓漢字形態設計多種傢具
而包括“工字架”、“東”字形衣帽架在內的象形文字設計，是陳旻畢業設計

“立體書法”中的作品，旨在用三維方式來詮釋漢字形態的意義，利用象形文字特
有的內在形式精髓，結合實際功能來嘗試一些工業產品的可能性。

“東，在現代漢語中常代指東方（East），也與西（West） 構成了東西
（Thing）。篆體的‘東’顯示了中文象形的特徵，字形描摹了‘裝滿東西後用
繩子從兩端紮緊的袋子’。”為此，陳旻以實木彎曲工藝製成筆畫，用榫卯結
合，重構了古時的“東”字，將其設計成木製的衣架，並在2021年設計上海展
“neooold 新開物”上展出。“我很喜歡它，因為這是一件在東方語境下的、
西方創作方式產出的，古今結合的‘東西’。”陳旻笑着說，漢字的奧秘對於
不說中文的人群來說只是些圖案，他想借助三維形體來幫助這些人理解漢字的
奧秘。“這也是我用自己的語言，去做文化推廣的一種嘗試。”

AA66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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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級產品：低風
險，主要包括貨幣基
金及短期理財債券類
基金，總值 9.46 萬
億元人民幣*

北向通合資格產品規模概覽北向通合資格產品規模概覽

43%

20%

37%

*數字截至今年上半年，不包括現金管理理財產品

資料來源：香港渣打銀行

R2級產品：中低風險，
主要包括中級債券類基金，
總值8.09萬億元人民幣*

R3級產品：中風險，主要
包括股票基金及混合基金，
總值4.33萬億元人民幣*

整體總值約21.88萬億元人民幣*，
佔內地理財產品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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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海 方

案”、“橫琴方

案”及“粵港

澳 跨 境 理 財

通”近日密集

式發布，大力

支持港澳發揮獨特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前海方案

及理財通進一步深化了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的互聯互

通、創新產品及合作方式的先行先試，許多深圳港資金

融機構對此十分歡迎，他們認為，前海方案及理財通將

帶來大量的跨境人民幣、供應鏈金融和綠色金融等發展

機遇。滙豐、恒生、東亞等港資銀行紛紛爭相布局，將

提供大量精選產品，迎接內地和香港投資者相互投資帶

來的業務機會。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港資金融機構擁抱新機遇港資金融機構擁抱新機遇
前海方案疊加理財通利好前海方案疊加理財通利好
“跨境人民幣、供應鏈融資、綠色金融”需求勢急升

滙豐粵港澳大灣區業務部
總經理陳慶耀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前海方案的發布大大拓寬
了前海合作區的覆蓋範
圍，同時為進一步推進現
代服務業創新發展、深化深
港澳合作指明了方向，不僅
是深港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也
是中國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
一步。

他稱，滙豐看好前海方案提出加快
科技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的前景，因
此致力服務粵港兩地的創新企業，並加
大了對中小科技企業的創新支持。近期
滙豐推出了7億美元的“大灣區+”醫療
信貸基金，並提高了此前推出的“大灣
區+”科技信貸基金的額度。自2019年6
月推出以來，滙豐科技信貸基金已為約
50家大灣區的新一代成長型科創企業提
供信貸融資支持。連同新推的醫療信貸
基金，滙豐先後為大灣區新經濟創新企
業共提供了超過18億美元的信貸額度。

滙豐全面升級跨境支付
針對前海方案提出人民幣跨境便利

使用，滙豐加強了貿易融資以及跨境支
付等方面的服務，並全面升級了粵港跨
境支付服務，兩地企業之間的電子匯款
最快在兩分鐘內便能到達收款行。滙豐

目前正在進一步拓展區塊
鏈技術在供應鏈融資領
域的應用，與核心企業
及金融科技公司合
作，利用大數據，搭
建智慧供應鏈融資體
系，加速授信審批和業
務操作效率。
對於前海方案支持將

國家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政
策措施在前海合作區落地實施，恒生銀
行（中國）有限公司（“恒生中國”）
副行長祝瑾表示，今年1月至4月相較
2020年同期，恒生中國跨境人民幣結算
業務有了顯著增長，交易量增長了2倍
多，交易金額增長了將近90%，其中一
部分是通過前海開展的。

恒生設前海供應鏈運營平台
她稱，恒生中國看好前海金融業發

展優勢，今年4月底，與內地一頭
部高科技電子產業集團正式達
成戰略合作，通過該集團旗
下註冊於前海的供應鏈運營
平台，成功落地首筆供應鏈
融資交易，為該集團產業鏈
上游企業優化供應鏈金融服
務。

前海方案中提到促進兩地
金融市場互聯互通，而投資者期

待的理財通也即將開通，多家香港銀行
準備挖掘其中的機遇。滙豐銀行表示，
過去一年多進一步投資數字渠道、系統
建設，並借鑒此前參與滬港通、深港通
以及債券通等的經驗，進一步完善業務
流程、額度管理、跨境風險防範以及投
資者權益保障等方面的管理機制。滙豐
還加強了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等數字渠
道建設，相信將成為理財通的重要銷售
渠道。滙豐在大灣區有超過5,000名零售
銀行員工，隨時準備提供理財通服務。
滙豐已對跨境開戶、支付、結算等系統
進行了多輪測試，也對兩地服務團隊進
行了多次培訓，在人手、設施、系統、
產品及服務等各方面已準備就緒，將積
極爭取成為首批為提供理財通服務的銀
行。

在產品方面 ，滙豐目前在香港向客
戶提供廣泛投資不同行業的基金、貨幣
市場基金以及不同機構發行的債券產

品及多種外幣儲蓄產品，在內
地滙豐可提供包括滙豐晉
信在內的多家基金的產
品。理財通啟動後，滙
豐將在細則允許的所
有產品種類中，為客
戶提供多個精選理財產
品，為“南向”和“北
向”投資者提供豐富的產

品選擇。

前海方案中提到，將前海建設成高
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對此，畢馬威
中國深圳管理合夥人、畢馬威中國華南
區金融服務業主管合夥人李嘉林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新政令前海
面積達到了以前的8倍，將吸引大量海外
企業進駐前海，這將為畢馬威帶來更多
的諮詢業務，而將前海建設成高端創新
人才基地也有利畢馬威吸引海外人才和

香港人才北上發展。
李嘉林表示，目前在前海，

香港註冊企業就超過1萬家，外資數

量也很多，由於前海輻射大灣區和作為
進入內地龐大市場的跳板，未來前海將
會吸引數量龐大的港澳和海外資金，其
進來時對前海當地的諮詢、稅務、會
計、IT系統架構搭建、風險管理體系和
發展戰略等有很大需求，而這些都是畢
馬威的優勢。

而前海和大灣區有大量企業要拓展
海外市場，畢馬威又可以利用香港和海
外網絡優勢，為其提供會計、法律和稅
務等一條龍服務，助力他們走出去。有
的企業要在香港開設公司，這也為畢馬

威帶來了許多業務機遇。
他稱，前海建設高端創新人才基

地，這一利好將會吸引海內外大量優秀
人才聚集前海，畢馬威在前海設立的智
能創新空間大灣區中心正需要大量中高
端人才，並且對人才需求增長速度快，
新的政策有利公司招聘到更多人才。

而香港擁有許多優秀的人才，畢馬
威期待香港人才積極北上，其會計事務
可以為香港大學生提供實習和工作機
會，有利促進港青融入內地和助其事業
發展。

畢馬威：前海擴容帶來更多新業務

●●祝瑾祝瑾

● 前海方案及理財通進一步深化了內地與香港金融
市場的互聯互通，許多深圳港資金融機構對此十分歡
迎。 資料圖片

●●陳慶耀陳慶耀

港物流企擬將
總部遷至前海

●●黃鵬黃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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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之外，不少港企也從前海新政看到新發展機
遇，從事國際航空貨運業務的港商東捷運通董事長黃鵬表
示，前海方案中擴區涉及大小南山、寶安中心區、大鏟灣、
機場，對他們從事國際物流界是極為利好的信息。因為前海
是特區中的特區，包括稅收及政策等均享有優惠。
黃鵬認為，前海的區位很好，無縫連接廣深高速、沿海

高速、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橋、虎門一橋和二橋，既有空
港亦有貨櫃碼頭，同時更有地鐵連接。公司從事國際空
運，需要頻繁地利用深圳機場，將大量出口貨物運到國
外。為此，黃鵬擬將公司位於羅湖的總部搬遷到深圳機場
附近的福永片區，從而享受政策利好和更便捷地開拓業務，
也可以降低一些運營成本，還可以通過前海的優勢來促進公
司的發展。

港商:新政有利深圳會展業
從事會展業務的港商、香港訊通展覽公司董事長梁天富

表示，前海方案提出依託深圳國際會展中心，推動會展與
科技、產業、旅遊、消費的融合發展，打造國際一流系列
會展品牌，對此，他認為這給深圳會展業帶來巨大的機
遇，自己公司也將因此受惠。目前公司在深圳國際會展中

心舉辦工博會等多個展覽，取得了較好
的效果，也推動了許多香港企業通
過展覽平台找到了合作夥伴，一
些港企通過展示技術獲得投資
等，促進了港企北拓和融入大灣
區發展。
前海面積將由14.92平方公里擴

容至120.56公里，是以前的8倍，
包括深圳機場和國際會展中心都被納
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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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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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藍光裕夫婦遭跟蹤屠殺案至今未開庭華裔藍光裕夫婦遭跟蹤屠殺案至今未開庭
三嫌竟獲保釋出德州監獄三嫌竟獲保釋出德州監獄，，華人群情激憤華人群情激憤

遭殺害的遭殺害的Jenny LamJenny Lam與與Bao LamBao Lam在北回歸線地標前的旅遊照在北回歸線地標前的旅遊照。。
（（ABCABC電視台畫面截圖電視台畫面截圖））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市華商藍光裕、梁晶晶夫婦
，於2018年1月11日被歹徒跟蹤到家，槍擊殘殺喪命案當時
曾轟動一時。他們被槍殺二天後（2018年1月13日）才被發
現。二天後（2018年1月15日）警方就已抓到罪犯三人，他
們被警方關押至今，才決定於今年12月6日開庭。可是9月
10日（上周五）居然一名犯人，24歲的Erick Peralta 在繳交
35萬元保釋金後，已於上周離開監獄。

夥同Erick Peralta犯案的是Khari 與Ariel Kendrick 兩兄
弟，他們尾隨經營快餐連鎖店的夫妻兩人返家後，不但以行
刑方式殺害兩人，還洗劫住所。三人都在今年八月獲准以35
萬元交保。而Erick Peralta 已在9月10日獲得保釋，離開監
獄。

此案在當時曾轟動一時，主流報紙、電視及華文媒體都
有報導，甚至遠至美國東西兩岸，香港、巴黎都有人看到新
聞。大家都認為罪犯已伏法，卻不料該案的最新進展令所有
人驚駭不已！

而哈里斯縣檢方表示：保釋金額很高，而且交保後都得
在家，接受GPS 追蹤，一旦逃亡, 檢方隨時可以把他們逮回
牢裡。辯護律師Gerald Bourque也表示金額相當合理。

受害人的兒子Rich Lam表示：此決定不公平，為什麼他
的父母都沒有了，而嫌犯卻能出獄與家人團聚？休市各界已
密切關注此案的發展，且各主流媒體第二台、第十三台皆有
新聞報導，希望更多的人站出來，為華人發聲，伸張正義！
休市知名僑社代表、社區義工李成純如表示：Bo Lam 的姊姊
Vivi Jan 於周四晚間聯系了我。希望社區通過燭光守夜活動
提供支持，以幫助提高人們於10月29日進行預審的認識，審
訊將於12月6日開始。Vivi還想提供印有Bo’s & Jenny 圖像
的T恤。她要求的是和平集會，以便為博和珍妮伸張正義。也
許我們可以有OCA、亞裔美國律師協會、美國華人聯合會、

和C.A.C.A.（華裔美國公民聯盟）等組織。（我們需要時間將
此事重新提交給我們的董事會）我們的協議是支持家庭和平集
會的要求，將意識帶入主流,並表達我們對家庭正義的聲援。

行刑式殺害行刑式殺害LamLam家夫婦的三名被告家夫婦的三名被告。（。（ABCABC電視台畫面截圖電視台畫面截圖））

((本報訊本報訊））在我認識藍寶之前我已由我母親口中聽在我認識藍寶之前我已由我母親口中聽
到過他的名字到過他的名字，，因為我母親常與梁伯伯打麻將因為我母親常與梁伯伯打麻將。。

19941994年黃小玲利用他的美容院成立了年黃小玲利用他的美容院成立了 「「西北學佛西北學佛
班班」」 後後，，藍寶藍寶、、潘遵名和我三人就熟起來了潘遵名和我三人就熟起來了。。 20032003年年
底我開始在菩堤中心做義工底我開始在菩堤中心做義工，，遵宏意法師之意遵宏意法師之意，，蓋一個蓋一個
供一供一、、二百人活動時的廚房二百人活動時的廚房，，師父並請慧渡師由路州來幫我師父並請慧渡師由路州來幫我。。

有一天我正在做木工有一天我正在做木工，，藍寶與潘師兄突然出現藍寶與潘師兄突然出現，，說是來幫我忙的說是來幫我忙的。。慧渡師是佛教會的大忙人慧渡師是佛教會的大忙人
，，所以藍寶與潘師兄來幫忙的日子就更多了所以藍寶與潘師兄來幫忙的日子就更多了。。他們來時還帶三明治他們來時還帶三明治、、零食及飲料零食及飲料。。勞動中勞動中，，有說有說
有笑有笑，，說笑一直延續到回家的路上說笑一直延續到回家的路上。。我們也變黑了我們也變黑了、、更結實了更結實了。。蓋完廚房又蓋厠所蓋完廚房又蓋厠所，，我們的技術我們的技術
也不斷進步也不斷進步。。

後來菩提中心買了大剪草機後來菩提中心買了大剪草機，，我們三人又開始做剪草工作我們三人又開始做剪草工作。。藍寶是我們中最會操作大機器的藍寶是我們中最會操作大機器的
人人。。後來從大陸運來幾個貨櫃的石雕佛像後來從大陸運來幾個貨櫃的石雕佛像、、菩薩像菩薩像、、石塔等石塔等，，其中除了三座大觀音像及一座大彌其中除了三座大觀音像及一座大彌
樂佛像外樂佛像外，，都是由藍寶操縱起重機都是由藍寶操縱起重機，，而潘師兄與我則在旁定位而潘師兄與我則在旁定位，，有時圓福法師有時圓福法師、、慧渡師及張國安慧渡師及張國安
師兄也來幫忙師兄也來幫忙。。今後我們經過這些佛菩薩像一定會想起藍寶今後我們經過這些佛菩薩像一定會想起藍寶。。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慧渡師叫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慧渡師叫我們““三劍客三劍客”。”。後來我們又開始修護保養高爾夫車後來我們又開始修護保養高爾夫車，，有些太有些太
老舊了老舊了，，就開著拖車去車廠送修就開著拖車去車廠送修。。藍寶常常在展示塲中找一輛載人更多或性能更快的自掏腰包買藍寶常常在展示塲中找一輛載人更多或性能更快的自掏腰包買
了拖回菩提中心了拖回菩提中心。。有時剪草機壞了有時剪草機壞了，，拖去修都是藍寶掏腰包拖去修都是藍寶掏腰包，，他常以忘了報賬做籍口他常以忘了報賬做籍口。。在多年一在多年一

起做義工中起做義工中，，藍寶從沒有些許埋怨是我最佩服的藍寶從沒有些許埋怨是我最佩服的。。
藍寶到底開了幾家藍寶到底開了幾家SubwaySubway店店，，我不清楚我不清楚。。但是我但是我

知道他對員工很好知道他對員工很好，，總公司曾建議他們員工用五年就總公司曾建議他們員工用五年就
栽掉栽掉，，再僱新人以節省工資再僱新人以節省工資，，藍寶則不採行藍寶則不採行，，所以他所以他
的員工年資都很長的員工年資都很長。。我也曾陪藍寶去警局保釋他的員我也曾陪藍寶去警局保釋他的員

工工，，他也藉錢給員工買車他也藉錢給員工買車，，借錢給員工付公寓的抵押租金借錢給員工付公寓的抵押租金。。
大家都知道潘師兄是藍寶的事業夥伴大家都知道潘師兄是藍寶的事業夥伴，，二三十年來我從沒見過他們発生爭執二三十年來我從沒見過他們発生爭執，，可見二人品德可見二人品德

及修性絕非常人可及及修性絕非常人可及。。
我覺得藍寶的個性中有一種俠義精神我覺得藍寶的個性中有一種俠義精神，，令我欽佩與神往令我欽佩與神往。。藍寶及晶晶都是感恩的人藍寶及晶晶都是感恩的人，，他們好他們好

幾次說到二姐慧芳對藍寶的關心及照顧有如母親幾次說到二姐慧芳對藍寶的關心及照顧有如母親，，他們非常感激他們非常感激。。藍寶還有一項我永不能及的幽藍寶還有一項我永不能及的幽
默默，，那是當著我們幽梁晶晶一默那是當著我們幽梁晶晶一默，，段數及智慧極高段數及智慧極高。。

藍寶藍寶、、晶晶晶晶 我感謝這二十幾年來你們給我們的關懷及快樂我感謝這二十幾年來你們給我們的關懷及快樂。。我與潘師兄今後去菩提中心做工我與潘師兄今後去菩提中心做工
的時候的時候，，我們會認為你還在我們身邊我們會認為你還在我們身邊。。

今天我們三劍客之一的潘遵名師兄因為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今天我們三劍客之一的潘遵名師兄因為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不能講話不能講話。。我想他會利用其他我想他會利用其他
機會來表達的機會來表達的。。

（（龍隨雲龍隨雲寫於公元二零一八年八月五日寫於公元二零一八年八月五日））

我所認識的藍寶我所認識的藍寶
被被害者害者Jenny LamJenny Lam與與Bao LamBao Lam的子女的子女Michelle LamMichelle Lam 、、Richard LamRichard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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