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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中央社）全球最大影片分享
網路平台YouTube今天發布部落格
貼文宣布，將封鎖一切反疫苗內容
，不僅限關於COVID-19，還包括
宣稱疫苗造成慢性健康後果及針對
疫苗成分散布假訊息的內容。

另根據 「華盛頓郵報」 今天引
述YouTube全球信任與安全事務副
總裁霍普林（Matt Halprin）說法報
導，谷歌（Google）母公司Alpha-
bet 持有的YouTube也封殺一些知
名反疫苗運動人士，將幾個頻道下
架。

其 中 包 括 小 羅 勃 ． 甘 迺 迪
（Robert F. Kennedy Jr.）和梅爾科
拉（Joseph Mercola），兩人長期

是反疫苗運動代表人物。
路透社報導，YouTube和臉書

（Facebook）、推特（Twitter）等
主流社群媒體近來持續遭外界批評
，未採取充分行動阻止錯誤衛生資
訊在自家平台上散布。

不過，YouTube對假訊息採取
更強硬立場，也在全球各地面臨反
彈。例如YouTube昨天將俄羅斯官
方支持的媒體今日俄羅斯（RT）德
文版頻道移除，理由是違反You-
Tube的COVID-19（2019冠狀病毒
疾病）錯誤資訊政策。

俄羅斯當局今天便指控 You-
Tube的行為是 「前所未有的資訊侵
略」 ，並威脅將平台封鎖。

YouTube宣布 封鎖一切反疫苗內容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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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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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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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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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電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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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One of Houston’s oldest
Black Southside
neighborhoods -Sunnyside
will become home to the
nation’s largest urban solar
farm.

Last December the Houston
City Council and Mayor
Turner approved a $1 dollar
lease with Wolfe Energy who
will convert the dump into the
largest solar installation in the
nation on an astounding 240
acres.

The project will cost about
$70 million and generate
enough energy to power
roughly 5,000 homes, roughly
the size of 200 football fields.

It was from 1937 to 1970 that
Sunnyside was where the City
of Houston chose to dump its
garbage. As the developer
Dori Wolfe said, “There’s
no better use for a former
landfill than putting solar on it.
”

As the energy capital of the
world, this new solar project
represents a new milestone
for Houston and for our state.

It’s a great project that will
begin at the end of 2022
which will not just create new
jobs, but also will change the
whole area and give it a new
face.

0909//2929//20212021

The Largest Solar Farm In AmericaThe Largest Solar Farm In America

位於休斯敦市南邊的
陽光區,市政決定和私人
公司合建造一座全美最大
的太陽能發電城, 把這有
五十年历史的垃圾處理㘯
變成生財的太陽能源基地
。

去年十二月市長特納
經市議之同意， 以一元
租金方式和瓦孚公司簽約
，把二百四十畝土地交由
該公司經來建造太陽能板
， 計劃將从二O二三年
開始可以为休斯敦市民提
供能源， 並對居住在週
边的居民給予特優價格。

這項耗資七千萬美金
之計劃， 將澈底改變南
區貧窮之面貌 ，除了提

供工作機會， 也將全面
改進水源及環境污染問題
。

過去五十年來， 這
個巨大的垃圾淹埋場地社
區帶來許多問題，其中包
括空氣汚染影響了居民健
康 ，如今市府和民間公
司之合作， 將為全美各
大城市樹立一個典範。

休斯敦是全世界能源
之都 ，多少年來我們是
傳統石油頁岩油之重要產
地 ，自從拜登上任後，
竭力提倡代替能源， 我
們相信這項全美最大的太
陽能發電廠 ，將是新能
源之里程碑。

休斯敦將建全美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城休斯敦將建全美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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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地區汽車經銷商近千名機械工人
在經過兩個月的罷工抗爭後, 終於與資方達成
了一項為期四年的新勞動協議而重返工作領
域, 不過這場修理工人長達八周的罷工行動已
導致數十家新汽車經銷店倒閉, 那些新店的工
人因而失業回不去職場了。

這次汽車工人罷工的爭論點是工人深感
勞動遭受歧視, 所以勞資雙方爭議焦點集中於
保證機械工人基本工資以及經銷商對工人健
康和福利基金的保障等問題, 在罷工期間,雙
方針鋒相對, 錙銖必較, 不過由於全球半導體
芯片短缺導致新車供量不足，且服務營收項
目對汽車經銷商而言, 其重要性日益增加，經
銷商很難再與維修工人長期僵持下去 , 所以
最後不得不向工人屈服, 否則損失慘重, 會有
更多的經銷商無以為繼。

工人罷工是民主國家之常態，千行百業
的勞資雙方常常是對立的，資方利潤與勞方
利益如果沒有適當分配, 當勞工階級感到勞力
受到資方不公平、不合理甚或不合法的剝削
壓榨和欺凌時，在工會強力主導下, 工人反對
僱主的罷工就會產生，當然這種罷工是合法

的行為和舉動, 不過也有許多國家依然沒有保
障罷工的法律權利。

根據汽車業界的算法，美國汽車工人的
平均待遇比汽車業王國日本的汽車工人高出
一倍以上，但美國汽車工人卻永不滿足，兩
年前全美最大汽車製造商--通用汽車 (G M)
曾發生過四萬六千位全美汽車工會 (UAW) 工
人全國串連大罷工, 不僅讓GM因缺乏技工而
頭痛，更讓另外兩家汽車製造商福特與飛雅
特克萊斯勒心驚膽跳, 最後各大汽車公司不得
不與工會握手言和簽訂新合約。

汽車製造業近年來萎靡不振,曾造成汽車
城底特律整個城市破產, 而通用汽車則一直在
罷工陰影下求生存, 每當勞工協議即將告終前
, 罷工就會產生, 該公司的罷工口號響徹雲霄
，他們以“#GMinvestinUS——GM，我們投
資了你，現在輪到你投資我們!”的口號要脅
GM，對公司造成致命傷害，聯邦政府不得不
出面協議援助，以確保彼此生存下去。

工人罷工是一種求生手段, 非以破壞雇主
為目的，勞資雙方須共體時艱才能生死與共
。

李著華觀點︰工人罷工--芝加哥汽車工人終結歧視

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9月初出席國
慶73週年閱兵，對比過往瘦了許多的身影，
曾引發外界質疑是否為本人。近日，北韓在
28日試射飛彈，以及同日的第14屆最高人民
會議中，金正恩罕見地都未現身。對此一位
研究北韓的專家指出，金正恩若是在10月10
日這個關鍵日都未現身，很可能即反映出他
已失去在北韓的政治勢力。

根據北韓官媒《朝中社》報導，北韓在9
月28日試射了一款超高音速飛彈，並宣稱具
有重要戰略意義，但如此重要的場合，金正
恩並沒有現身，僅由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書記
朴正川到場監督。同日也是北韓第14屆最高
人民會議第5次會議的首日，在平壤萬壽台
議事堂舉行，但金正恩也並沒有出席，僅由
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崔龍海、內
閣總理金德訓等多位高層代為出席。

針對兩個重要場合，金正恩都罕見的沒
有現身。南韓前國防省北韓分析官、現任拓
殖大學主任研究員的高永喆，透過日媒《東
京體育》指出，建國73年的國慶出現的金正
恩很可能只是 「替身」 ，本人很可能已死亡
、病重，或是面臨臥床不起的情況，導致他
無法現身指導。

高永喆指出，10月10日將舉行建黨儀式
，也是觀察北韓局勢的重要焦點。此活動每
年都會舉行，也都有閱兵儀式，金正恩理應
將會出席。他指出，金正恩在該儀式裡發表
談話是慣例，但如果還是由9月9日那一位看
起來很年輕的 「替身」 現身，或是有AI機器
人仿效金正恩的聲音來發表演講，很可能代
表金正恩在北韓已經失勢。

究竟，金正恩會不會在10月10日這個重
要的日子出現，全球各界都在關注。

金正恩失去北韓領導人地位？專家研判這一天若沒現身 將可論斷

如何殺滅癌腫瘤？這幾年， 「免疫療法」 相當流行，簡單的
說，也就是喚起人體的免疫系統對付癌細胞。其實早在19世紀
後期，就有一位科學家提出類似的假說，他的想法很特別也很簡
單：將細菌注入腫瘤中，引誘免疫細胞前來清除。這個大膽的想
法可能真的有效，臨床前測試和早期人體試驗表明這種治療是安
全的。

新阿特拉斯(New Atlas)報導，19 世紀後期，一位名叫威廉·
科利(William Coley)的癌症研究專家就發現，細菌感染與癌症緩
解之間似乎存在不尋常的關係，當年科利開始試驗不同的細菌製
劑來治療癌症，稱為 「科利毒素」 (Coley’s toxins)。

可以說，科利成為 「免疫療法」 的先驅。但是在那個沒有抗
生素的時代，細菌的感染就已很棘手，拿來治療癌症，可能會引
發更嚴重的感染。因此即使到了20 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科利的
研究只被視為科學史上的一個段落與靈感。他的實驗有些不穩定
，缺乏任何標準化，很少有研究人員能夠複製他的結果。

最近，來自澳洲的研究人員重
新研究科利的想法，並且依靠我們
已知的免疫學，科利療法變得更為
可行。

首 席 研 究 員 阿 迪 ‧ 法 哈 爾
(Aude Fahrer)解釋，研究團隊使用
的是死去的分枝桿菌(mycobacteria)
溶液，將它直接注射到癌症腫瘤中
。

法哈爾說： 「即使分枝桿菌已
經死亡，但它的溶液仍然具有細胞
的特徵，會吸引免疫細胞前來，由於死細胞就在癌細胞裡，因此
這些免疫細胞也會攻擊癌細胞，這就得到我們想要的效果。免疫
細胞也會攻擊任何轉移的癌細胞，效果更佳。」

為了達成最好效果，治療劑以礦物油和表面活性劑為基底，

稱為 Montanide ISA-51 的佐劑。這種佐劑已獲准使用於人體，
多半混入疫苗裡，以增強免疫反應。第3個成分當然就是滅活的
分枝桿菌。

百年前醫學論文證實可行：死細菌殺滅癌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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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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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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美價廉
過半巴西受訪者曾在中國電商網站購物

綜合報導 巴西消費者保護網站Reclame Aqui近日公布的一項調查

顯示，由於物美價廉，中國電商網站已成為巴西人購物習慣的一部分。

據統計，56.5%的受訪者曾在中國平臺上購物。

據報道，本次調查進行，共有24305名巴西消費者參與。根據調查

數據，全球速賣通(AliExpress)、蝦皮購物(Shopee)和希音(Shein)是巴西人

選擇的主要購物平臺。在這些網站中，巴西消費者鐘愛的商品(電子產品

、服裝和化妝品等)價格頗具競爭力。此外，網站提供的折扣券以及免費

送貨服務也很有吸引力。

對於曾在中國網站購物的受訪者而言，大多數(54.7%)選擇該平臺的

原因是產品價格更便宜；18.6%稱他們在中國平臺上能夠發現巴西網站

中找不到的商品；13.6%是被網站促銷活動吸引而來。

在中國電商網站購買的商品中，占比最高(21.1%)的是電子產品及配件

，其中包括耳機、條形音箱、電視棒、顯卡等。排在第二位的是服裝，占

比為18.1%。第三大類是化妝品和香水等美容美妝產品，占比11.1%。

然而，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巴西人在中國電商網站購物，但消費總額

仍處於較低水平。據統計，2021年大多數(38.5%)消費者在該類平臺上的

花費不超過150雷亞爾(約合人民幣183元)；26.5%花費不超過300雷亞爾

(約合366元)；15.8%的消費在300雷亞爾至600雷亞爾(約合731元)之間；

僅13%今年的消費超過800雷亞爾(約合975元)。

對於中國電商網站，半數以上(55.1%)巴西消費者希望縮短交貨時間

，26.3%認為店鋪的售後服務有待改善。

在尚未使用過這些平臺的受訪者中，有82.1%通常習慣在國內網站

上消費。關於不在中國平臺購物的原因，有27.9%認為國外購物方式並

不安全；26.1%對海外網站缺乏信任；17.9%認為海外購物的交貨時間過

長。

意大利一數學教師3年請假769天
涉訛詐福利撈錢被調查

綜合報導 近日，意大利一名教師3年請假769天，涉嫌訛詐社會福

利和外出撈錢，被同事舉報後引來稅務機關的調查。目前，稅務機關已

暫扣這名教師所領取的福利款，有關案件法院正在審理中。

據報道，涉案的是一名47歲高中數學教師，3年內他請了459天病

假和310天育兒假。雖然他能提供醫生證明，但同事仍然報警。經調查

，該教師根本無病，甚至鮮少回家，而是在意大利各地旅遊替多間公司

做商業顧問工作，已確認賺取至少9.7萬歐元，並申請了疾病和兒童福

利保障金，涉案金額1.3萬歐元。

涉案教師來自西西裏，在東北部省份波代諾內(Pordenone)一間工業

技術高中教數學，但他長期請假，大部份都聲稱自己生病或聲稱要照顧

孩子。其家鄉阿格裏真托(Agrigento)的家庭醫生有為他簽署醫療證明，

讓他長期請病假，最後是學校裏的同事忍無可忍決定報警。

調查人員通過追蹤他的高速公路收費紀錄、預訂酒店情況，發現他

請假期間行蹤可疑。警方及當地金融部門調查發現，原來該教師請假日

子裏，他根本沒有生病或留家照顧孩子，而是從事提供商業咨詢的顧問

工作，一直在意大利周圍旅行替不同公司工作，已確認賺取9.7萬歐元

，其中一份在環境保部門工作的薪資，賺取了近4萬歐元。

請假之余，涉案教師連福利金都沒放過，2016年至2019年間，教師

申請了疾病和兒童保障福利金，涉款共1.3萬歐元。法官較早前審理前

已裁定要扣押這些福利金，教師代理律師要求訴訟移至西西裏進行，但

遭拒絕。目前法院指控涉案教師涉嫌欺詐和使用虛假證明等罪。

塔利班車輛又遭襲致1死7傷
俄外長回應是否承認阿政權

近日，阿富汗東南部的楠格哈爾省再

次發生塔利班車輛遭襲擊事件，這一25日

發生的爆炸造成1人死亡7人受傷，塔利

班已展開調查，俄羅斯外長表示支持塔利

班打擊境內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另一

方面，巴基斯坦總理在聯合國大會上呼籲

世界各國支持阿富汗現政府，美國也為人

道援助阿富汗鋪路。

塔利班車輛又遭襲
爆炸致1死7傷
25日，阿富汗東南部楠格哈爾省首府

賈拉拉巴德發生爆炸，造成至少1人死亡

，7人受傷。目擊者稱，爆炸是由於放置

在街頭花瓶中的爆炸裝置造成的。

據阿富汗黎明新聞網報道，目擊者稱

，受傷者包括平民和塔利班成員。有傷員

說，爆炸發生在一輛塔利班的車輛過馬路

時。目前，沒有任何組織聲稱對這次襲擊

負責。

就在不久前，有襲擊者曾在賈拉拉巴

德襲擊了塔利班的車輛，襲擊造成至少兩

名武裝人員和三名平民死亡。

據悉，楠格哈爾省是「伊斯蘭國呼羅

珊」組織的主要據點。在塔利班8月15日

接管阿富汗政權之前，「伊斯蘭國呼羅

珊」組織成員

在楠格哈爾省

和首都喀布爾

就對安全人員

和平民實施了

多起襲擊。

另一方面

，俄羅斯外長

拉夫羅夫則表

示，俄羅斯支

持塔利班打擊

在阿富汗境內

極端組織「伊

斯蘭國」的決

心。他說，「我們將竭力支持塔利班所說

的打擊『伊斯蘭國』以及其它恐怖組織的

決心。」

美國為人道援助阿富汗鋪路
巴基斯坦總理籲支持阿現政府
此外，據半島電視臺中文網報道，盡

管美國堅持對塔利班實施製裁，卻也為向

阿富汗提供援助鋪平了道路——美國財政

部表示已經頒發了兩個通用許可證。

其中一個許可證允許美國政府、非政

府組織和包括聯合國在內的部分國際組織

與受到美國製裁的「哈卡尼」網絡進行交

易，只要此類交易是為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而付出的努力所必要的。

第二個許可證則允許進行與向阿富汗出口

、再出口食品、藥品等物資相關的部分交易。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 汗

則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中，敦促世界各

國支持阿富汗現政府並幫助其實現穩定，

因為這對所有人都有利。

不過，俄外長拉夫羅夫在相關問題上

表示，「關於國際社會承認塔利班政權的

問題，現階段還不明了。」

阿聯酋大使官邸變身 「沙漠營地」
別出心裁迎2020迪拜世博會

綜合報導 為迎接將於10月1日拉開

帷幕的2020年迪拜世博會，阿聯酋駐華

大使館24日在大使官邸舉辦極具異域風

情的「7日倒計時」文化慶祝活動。

當天，阿聯酋駐華大使官邸別具

創意地被裝扮成「沙漠中的帳篷營

地」。阿聯酋駐華大使紮希裏及多

國駐華大使、外交使節身著民族服飾置

身其中，在阿拉伯音樂和香料的氣氛烘

托下，仿佛來到了萬裏之外的2020世博

會舉辦地迪拜。

紮希裏在活動現場致辭時表示，

「2021年恰逢阿聯酋建國50周年，迪拜

也將於10月開啟2020年迪拜世博會的大

幕。2020年迪拜世博會將為參觀遊客開

啟一段激發創新、啟迪未來新一代的新

奇旅程。同時，本屆世博會也將為阿聯

酋開啟下一個50年的輝煌征程。」

他特別介紹此次世博會中國館的情

況說，「作為本屆世博會最大的展館之

一，名為『華夏之光』的中國館是本屆

迪拜世博會可接待遊客數量最多的展館

之一。中國館將向世人展示中國在科學

、技術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最新發展成

就。」

當天的文化活動包括阿聯酋音樂

演奏、傳統舞蹈、獵鷹、阿拉伯書法

等現場展示，來自北京外國語大學阿

拉伯學院(紮耶德中心)的學生們也帶來

詩歌朗誦，中外嘉賓還共同品嘗了阿

聯酋傳統美食，對本屆迪拜世博會的

各項亮點活動以及阿聯酋文化有了多

方了解。

據阿聯酋駐華大使館介紹，2020年

迪拜世博會將於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年3月31日舉行，是首個在中東、

非洲和南亞地區舉辦的世博會，聚集

超過200家參會機構。迪拜世博會期間

，每天將有多達 60多場的現場活動，

包括音樂、舞蹈、藝術展覽、詩歌朗

誦及演講等，182天的會期中，來自世

界各地的參展方與遊客將共創一場

「非凡盛宴」。

阿聯酋駐華大使館特別指出，「溝

通思想，創造未來」是2020年迪拜世博

會的主題，它基於這樣一種信念：創新

和進步是人與思想以鼓舞人心的新方式

融合在一起的結果。世博會的三個副主

題「機遇、移動性及可持續性」將激發

人們有意識地進行不同的思考，並創造

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據悉，本屆世博會主辦方為確保所有

參觀者、參與者和工作人員的健康和安

全，已采取包括新冠疫情防控在內的系

列措施，並將持續關註最新的疫情發展

情況。

北美現最古老人類腳印 距今約23000年
綜合報導 研究人員報告

說，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發現的

腳印化石表明，大約23000年

前，早期人類已經抵達北美。

《紐約時報》報道稱，

2009年，新墨西哥州白沙國家

公園的資源項目經理戴維· 布斯

托斯在公園內一個幹涸的湖床

上首次發現了這些腳印。他引

入一個國際科學家團隊來研究

這些發現。多年來，他們一起

在公園8萬英畝的土地上發現

了成千上萬個人類足跡。

美聯社報道稱，最近，美

國地質調查局的科學家分析了

留在腳印中的種子，以確定這

些腳印產生的大致年代。科學

家們認為，這些腳印產生於大

約 21130 年 至

22800年前。美國

全國廣播公司報

道稱，該研究的

參與者、康奈爾

大學考古學家托

馬斯· 厄本說，這

些與動物足跡混

合在一起的腳印

表明，人們肯定

在那裏生活了至少2000年。

發表於《科學》雜誌的研

究文章稱，與文物、骨骼或其

它更常規的化石相比，腳印化

石是更無可爭議、更直接的證

據。研究人員說：「我們在這

裏展示的是可以反映確定時間

和地點的證據。」

根據其尺寸，研究人員認

為，至少部分腳印是由生活在

最後一個冰河時代的兒童和青

少年留下的。布斯托斯說，由

細粉砂和黏土組成的這些腳印

化石很脆弱，因此研究人員必

須迅速收集樣本。

早先，在白沙國家公園的

發掘中，科研人員還發現了劍

齒貓、恐狼、哥倫比亞猛獁象

和其他冰河時代動物留下的足

跡化石。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報道

稱，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在爭

論，人類是在「末次盛冰期」(

地質史上最後一次冰期盛期)之

前還是之後，從西伯利亞通過

大陸橋到達美洲的。幾十年

來，許多考古學家堅持認為

，人類在最後一個冰河時代

結束時才在美洲散布開來。

他們指出，北美已知的最古老

工具可追溯到大約13000年前

。而該研究的主要參與者、英

國伯恩茅斯大學環境與地理科

學教授馬修· 貝內特說，白沙國

家公園的古代腳印表明，人類

可能在30000年前就已到達美

洲，比最後一個冰河時代的高

峰早數千年。



AA55
星期四       2021年9月30日       Thursday, September 30, 2021

聚焦美國

白宮表示，美國總統拜登取消今天訪問
芝加哥行程，坐鎮華府為他的國內施政方針
奮戰，他推動的基礎建設與社會福利法案可
能會在國會卡關。

法新社報導，拜登本來將在美國中西部
的芝加哥市對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
病）疫苗接種政策發表演說，但他推動的兩
項立法政策，1.2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法案與
3.5兆美元的社會福利支出法案，可能無法在
嚴重分歧的國會中過關。

美國政府官員昨晚說： 「他明天將坐鎮
白宮，持續推動這兩項立法，以創造就業機
會。」

同時，國會議員也趕著突破債務上限僵
局，以防美國首度出現債務違約，讓經濟陷
入惡性循環。美國財政危機迫在眉睫，投資
人備感擔憂。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警告
，到了10月18日，除非國會上調聯邦舉債上
限，否則政府資金可能用罄。

葉倫在寫給國會領袖的信中說，10月18
日過後，財政部資金 「將迅速耗盡」 ， 「那
天過後我們是否能持續履行所有國家承諾，
目前仍充滿不確定性」 。

國會僵局讓華爾街賣壓沉重，在葉倫警
告如果國會議員沒有趕快行動，美國可能出
現嚴峻後果，包括債務違約等，道瓊工業指
數終場跌幅達1.6%。

不過，共和黨人表明，他們不會協助調
高債務上限或凍結債限，儘管川普執政時他
們曾支持增加舉債，因為他們不想參與民主
黨的支出計畫，包括規模龐大的3.5兆美元社
會改革方案。

財政危機迫在眉睫 拜登坐鎮華府取消芝加哥行

美國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主管今
天表示，公司將解雇593名員工，理由是他們
拒絕遵守施打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
病）疫苗的要求。

聯航主管說，除了上述593名員工外，另
有2000名職員以醫療或宗教上理由，申請豁
免施打疫苗；這些人約占聯航員工總數6萬
7000人的3%。

聯合航空在8月初宣布，所有美國員工必

須依照要求接種疫苗，並將疫苗紀錄卡上傳
公司系統。

聯航表示，公司對這項政策總體實施結
果感到滿意。根據聯合航空執行長柯比
（Scott Kirby ）和總裁哈特（Brett Hart）給
員工的備忘錄，剩下的美國職員當中，有
99%以上都遵守規定打疫苗。

至於申請豁免接種疫苗的員工，聯合航
空目前正在研擬政策中。

員工拒絕打疫苗 美國聯合航空要解雇近600人

美國藥廠輝瑞（Pfizer）官網公布，已與合作
夥伴德國生技公司BioNTech一同向美國食品暨藥
物管理局（FDA）遞交針對5至11歲兒童的疫苗
試驗初步數據，並預計在幾周內正式遞交申請緊
急授權使用（EUA）的文件。

開學後年齡較低的兒童無法接種新冠肺炎疫
苗，在實體見面上課的情況下，染疫風險更高的
情況下，數百萬的學童家長們更為關心孩童們是
否能接種疫苗的議題。美國的監管單位先前已經
緊急授輝瑞/BNT（Pfizer-BioNTech） 疫苗可用
於12到15歲青少年的緊急授權使用，且完全批
准16歲以上可使用。因此，探究疫苗是否可用於
年齡更低的族群，可謂是當前各大疫苗廠努力的
重點。

輝瑞以及BioNTech先前已經公布，針對5~
11歲兒童的2/3期臨床試驗結果，證實兒童施打
後能有良好的安全性，以及強大的中和抗體反應
。輝瑞為5~11歲兒童施打疫苗劑量較低，僅10
ug，比12歲以上接種者的30 ug更少。建議接種
2劑疫苗，施打間隔為21天。

根據輝瑞官網說明，他們已向FDA遞交5~
11歲疫苗的初步審查的數據，並且在未來幾周之
內遞交正式申請EUA的資料。FDA本月稍早指出
，會盡快審查針對此年齡層的試驗數據，有望在
數周內完成，而非數月。但FDA針對輝瑞公布已
遞交初步數據一事，並未即刻回應《路透社》。

由於輝瑞以及BioNTech尚未遞交申請緊急授

權的正式程序，《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的
說法指出，FDA預計要等到萬聖節（今年是10月
31日）到感恩節（11月25日）之間的某個日子
才會做出決定。

輝瑞與BioNTech針對5~11歲族群進行的臨
床數據，除了向美國FDA遞交相關數據與緊急授
權申請，也將向歐盟藥品管理局（EMA）以及其
他監管機構遞交申請。

根據輝瑞官網資訊，他們所進行的1/2/3期臨
床試驗，共有4500位12歲以下的兒童餐與試驗
（包含曾感染與未感染SARS-CoV-2病毒者），
試驗共在美國、波蘭、芬蘭、西班牙等國超過90
個臨床機構進行，預計測試疫苗的安全性、耐受
性以及可引發的免疫反應。受試者按年齡被分為
三組，包含5~11歲，2~5歲，6個月~2歲。根據
第一期試驗的規劃，5~11歲接受10 ug、間隔注
射兩劑的規劃；在2/3期試驗中，2~5歲孩童則是
接受3 ug劑量的注射。

先前輝瑞已經公布針對5~11歲孩童的臨床試
驗數據良好。他們也預計會在今年第四季公布2~
5歲，6個月~2歲這兩個族群的臨床實驗數據。
而除了積極擴展新冠肺炎疫苗可適用的族群年齡
，輝瑞一款針對新冠肺炎、名為PF-07321332的
藥物，也開始進行中後期試驗，預期將評估預防
感染SARS-CoV-2與14天內出現有症狀疾病上
的安全性與有效性。

輝瑞向FDA提交5至11歲兒童之初步數據 將申請EUA

美國9月消費者信心降至7個月來低點，同時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病例不斷攀升，讓經濟近期展望疑慮加
深，相關數據符合第3季經濟成長走緩的預期。

美國經濟評議會（The Conference Board）今天公布調查結
果，未來6個月消費者對購屋、採購大件物品的興趣降低，諸如
購買汽車、大型家電等。此外，消費者對勞動市場看法也不如之
前調查樂觀。

在防疫紓困補助所帶動經濟擴大效應逐漸消退之際，加上高
度傳染力的Delta變異株引發新一波疫情，讓美國最近數月的經
濟活動降溫；此外，勞力與原料的短缺，也削弱了經濟成長。

經濟評議委員會說，美國9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降至109.3，
低於8月的115.2。這是連續第3個月下滑，指數來到2月以來最
低水準。

路透社對經濟學家調查預測，消費者信心指數輕揚至114.5

。
華府政治人物為提高聯邦舉債能力的爭執也為經濟投下陰影

。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今天告訴國會議員，除非國會
提高聯邦舉債上限，否則政府很有可能在10月18日耗盡資金。

葉倫警告，債務違約將是一場 「災難性」 事件，恐引發 「財
政危機與災難」 。

美消費者信心降至7個月低點 近期經濟展望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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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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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港今年IPO額料升至5千億

內地新經濟公司及中概股回流首選上市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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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行德勤早前下調了香港今

年全年 IPO集資至4,000億港元，

不過另一大行畢馬威則看法相反，

大幅上調香港全年 IPO 集資額至

5,000億港元，料創歷史新高。該行

今年6月時預測為超過4,000億港

元。畢馬威28日表示，截至第三季

度末有超過200家公司正尋求在香

港申請上市，加上主要經濟體環境

改善和流動性充裕，市場氣氛保持

強勢，香港依然是內地新經濟公司

及中概股回流的首選上市地，相信

第四季香港IPO市場依然活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畢馬威28日發布 《中國內地和香港IPO市場
2021年前三季度回顧》 顯示，縱觀全球市

場，今年前三季的IPO集資總額達3,300億美元，
增至5年最高。當中，美股、港股和A股市場繼續
引領全球市場，截至第三季度末，IPO集資總額達
2,114億美元。畢馬威中國資本市場主管合夥人劉
國賢28日表示，在主要經濟體環境改善和流動性
充裕的情況下，市場氣氛保持強勢。目前美股、
港股和A股市場有着充裕的上市申請數量，預計
今年餘下時間全球IPO市場仍將保持活躍。

流動性充裕 市場氣氛仍活躍
該行統計顯示，年初至今，上交所在全球五

大證券交易所中以IPO募集資金計排名第三，而
港交所以357億美元緊隨其後 ，位列第四。科
技、媒體及電訊業、工業市場和醫療保健及生命
科學仍然是全球IPO市場的關鍵驅動力 ，佔美

國、香港和A股市場募資總額69%以上。
香港IPO市場首三季度集資總額創同期歷史

新高，上市宗數合計73宗，共集資2,885億港
元。內地科技公司繼續佔主流，以集資金額計，
前十大IPO 中，有4家來自此類公司。隨着中國
內地的新經濟公司相繼選擇在香港上市，畢馬威
預計，在2021年，香港將繼續成為這些公司的首
選上市地之列。

SPAC機制料添港籌資新管道
畢馬威中國香港區新經濟市場及生命科學主

管合夥人朱雅儀表示，香港剛刊發有關引入“特
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上市機制的市場諮
詢，彰顯了港交所為增強香港資本市場的競爭力
和吸引力所作出的持續努力。即將在港推行的
SPAC機制有望成為吸引中國及其他地區高速增
長、創新及新經濟企業的籌資新管道。

同時，香港繼續成為中概股的回歸首選。年
內，兩家在美上市的內地電動汽車製造商完成在
香港的雙重主要上市，共集資295億港元，佔今年
前三季度募資總額的10%。中概股來港上市有助
擴大投資者基礎、降低市場風險，預期將有更多
在美國上市的內地公司回流到香港上市。

投資者對生科板塊興趣高漲
統計又顯示，本港自2018年實施新上市規則

以來，香港生物科技板塊已快速擴張。在生物科
技板塊，市場氛圍暢旺，投資者興趣高漲。截至9
月22日，共有56家醫療保健或生命科學企業正在
申請上市，其中27家是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
業。在內地，由於科創板和創業板仍然受追捧，
A股IPO市場在2021年前三季度的募資金額創下
歷史新高，上市宗數合計382宗，募資總額達人民
幣4,089億元。

VSVS
●主要經濟體環境改善和流動性充裕，市場

氣氛保持強勢
●香港將繼續成為內地新經濟公司的首選上

市地之列
●香港繼續成為中概股的回歸首選

● 內地加強監管，令香港
IPO市道面臨不確定性

德勤下調
香港IPO集資額原因

畢馬威上調
香港IPO集資額原因

● 新經濟股估值下降，影響
上市意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金管
局上周再度延長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
劃，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28日出席銀
行家峰會時表示，去年疫情期間各國實施
社交距離限制，令中小企受到打擊尤為嚴
重，因此金管局亦推出了特殊財政紓緩措
施，為中小企業和失業人士緩解現金流的
壓力，而在疫情期間推行一系列紓緩措
施，包括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措施等，涉
資逾9,000億港元，他亦預告金管局年內
將推出金融科技專業資歷架構。

余偉文指，金管局早前再延長預先
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是希望繼續支持中
小企，他認為這些支持計劃不單只是疫情
下應急措施，更是普惠金融的體現，並呼
籲業界應以更包容的態度對待受疫情影響
的客戶。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補充，參與預
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的企業數目已經大
幅減少，由初期佔合資格企業總數的
16%下降至目前的 2.7%，水平相對較
低，未來幾個月將與行業研究退出方案。

對於跨境理財通即將啟動，阮國恒
透露，現時已收到20間銀行有關開展跨
境理財通業務的申請，其中18間申請雙
向業務，餘下2間則計劃先進行南向通業
務，銀行料將提供逾100種不同類型投資
基金產品、逾200種不同類型的債券投資
產品，以及計劃下容許的11種外幣存款

產品等，而金管局正評估銀行遞交的申請，相信
理財通最快可如期在10月、11月正式開通。

中銀：前海規劃更增吸引力
同場的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孫煜認為，大

灣區是全球在岸及離岸人民幣的中心，料早前公
布的前海規劃能吸引更多不同企業開展業務。渣
打香港行政總裁禤惠儀透露，該行近年積極布局
大灣區，包括去年任命大灣區行政總裁、建立渣
打大灣區中心，並投放1,600名員工應對業務發
展。她亦認為，連接內地和香港市場十分重要，
預計兩地通關後，將進一步刺激區內金融服務及
交易。

金
管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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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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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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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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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偉文稱余偉文稱，，金管局在疫情期間推金管局在疫情期間推
行一系列措施行一系列措施，，紓緩中小企壓力紓緩中小企壓力。。

文 匯 要 聞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李鴻培

在今屆航展，“20時代”戰
機家族的傑出代表——隱

身戰鬥機殲-20、大型運輸機運-20、戰術通用直升
機直-20齊聚，這是三大明星戰機在珠海的首次
集合。據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介紹，殲-20是自主
研製的中遠程、重型第四代隱身戰鬥機，具有優
異的中遠程制空作戰能力和良好的對地、對海精
確打擊能力，綜合作戰效能較第三代戰鬥機擁有
質的飛躍。

常丁求：展示捍衛主權決心
中國空軍新任司令員常丁求空軍上將在第十

三屆中國航展開幕式上致辭，這是他就任空軍司
令員後在社會公眾面前首次公開亮相。他在致辭
中用“28日”、“今天”、“明天”，回顧了人
民空軍的創建發展歷程、新時代的戰鬥航跡，並
展望了空軍未來建設發展遠景。他表示，中國空
軍將以更加開放自信的姿態，向世界一流同行學
習，向世界一流空軍奮飛，堅決捍衛國家主權，
堅決捍衛祖國統一。

殲-20飛行展示指揮員、空軍大校李吉寬28
日在珠海航展新聞發布會上重磅官宣，殲-20以
新裝備、新編隊、新姿態參加本屆航展，這也是
殲-20配裝國產發動機後首次對外公開亮相。

李吉寬表示，殲-20在28日飛行展示主要以
雙機進場、單機表演形式進行，表演動作包括斜
觔斗、多層滾、垂直上升轉彎等，更加凸顯了
殲-20在低空下的飛行能力。“殲-20從首飛、鑒
定試飛、到列裝部隊，是我們航空裝備和空中力
量快速發展的縮影。殲-20飛機對空軍向空天一

體、攻防兼備目標起到重要作用。”
中國空軍新聞發言人申進科表示，殲-20戰

機用上了國產發動機。他說：“殲-20用上了
‘中國心’，這個心是心臟的‘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也留意到，在航空工業展館
展示的殲-20模型，發動機尾噴口外形與以往的
殲-20有明顯不同，有着鋸齒狀的尾噴口。

“這可能就是殲-20換裝了國產發動機的外
觀變化。”相關軍情專家表示，“最新的鋸齒狀
尾噴口，有可能進一步改善殲-20後方的隱身性
能，進而提高殲-20整體隱身能力”。該戰鬥機
也可能配備三維矢量推力噴口，進一步提高飛行
性能，包括超機動能力。

加速研發新型戰略打擊武器
殲-20總師楊偉說：“殲-20‘換發’只是開

端，今後在機械化和信息化方面的改進會持續不
斷地推進。”楊偉還在航展上透露了兩個堪稱重
磅的消息。他說，在建黨百年的慶祝大會上，15
架殲-20戰鬥機飛越了天安門上空，但“實際上
天上不止15架，地上還有許多”。他還強調，
殲-20在實戰化訓練中表現出色。

楊偉還表示，在增強空軍未來戰略打擊能力
方面，我國一方面要繼續增強轟-6系列轟炸機的
性能和威懾力，一方面將“加速推進新型戰略打
擊武器的研發”，最終“進一步提升我軍空基遠
程戰略打擊能力”。

“包括殲-20在內的一系列飛機，是在邁向強
軍路上和科技強國路上的一小步，但也是堅實的一
步，也是在這一步的基礎上推動了我們航空武器裝
備和空軍武器裝備進一步跨越式發展。這一步是難
能可貴的一步，非常重要。”楊偉說。

珠海航展揭幕 隱身戰機換裝國產發動機首亮相

向世界一流

第十三屆中國航展28日在珠海揭幕，萬眾矚目的殲-20以雙機進場、單機表演形式進行飛行展示。令國人激動自豪的是，這是

殲-20換裝中國國產發動機後首次對外公開展示。空軍發言人說，殲-20用上了“中國心”，這個心，是心臟的

“心”。首次公開亮相的空軍新任司令員常丁求在開幕式上致辭表示，中國空軍將以更加開放自信的

姿態，向世界一流同行學習，向世界一流空軍奮飛，堅決捍衛國家主

權，堅決捍衛祖國統一。●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盧靜怡、黃寶儀、帥誠 珠海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方俊明、帥
誠、黃寶儀 珠海報道）28日，第十三屆中國航展
正式開幕。殲-16D電子戰飛機首次在航展震撼登
場，對不少軍迷而言，殲-16D是本屆航展最大驚
喜。在珠海航展現場的靜態展示區，殲-16D新型電
子戰飛機掛載了至少3種、6具不同用途的電子戰吊
艙。據介紹，殲-16D的大掛載能力，不但使其能夠
掛載自衛用的空空導彈外，還能攜帶多枚反輻射導
彈，對包括“愛國者”遠程地空導彈系統在內的防
空節點進行硬殺傷。

破敵雷達網掃清防空威脅
殲-16D脫胎於大名鼎鼎的殲-16家族，之所以

用“D”來命名，是源於中文裏“電子”一詞的首
字母拼音，從名字中就能彰顯它“電子作戰”的特
點。專家分析，電子戰機又被稱為“電磁刀斧

手”，切斷和斬斷敵方的雷達網和數據鏈網絡信
號，讓對方的指揮官無法聯絡到各作戰部隊，然後
各個擊破。在進行空中進攻作戰中，殲-16D所承擔
的防空壓制作戰任務將非常關鍵，為進攻機群掃清
地面防空威脅，甚至對空中攔截的敵方戰鬥機進行
干擾和致盲。

資料顯示，殲-16D的作用與隱身戰機有異曲同
工之處，即將戰場變成對我方有利的單向透明狀
態。相對於自身隱身的隱身戰鬥機，殲-16D的使用
能夠在更廣闊的空域為我方製造出這種優勢態勢。
殲-16D具備“偵、攻、防一體”綜合作戰能力，不
僅具備了殲-16戰機本身的出色的機動性，還擁有較
遠的航程，是目前國際市場上能力最全面的電子戰
飛機之一。有專家認為，殲-16D投入實戰化訓練，
進一步提高了空軍電子進攻能力，支撐空軍作戰範
圍拓展和空軍戰略轉型建設。

●第十三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
覽會28日在廣東珠海開幕。圖為
中國隱身戰機殲-20換裝國產發動
機後首次公開展示。 新華社

換 裝 亮 相

殲-20跳動中國心

向來是軍迷盛宴的珠海航
展，每一屆都有驚喜的“國之
重器”亮相。由於疫情原因，
今年第十三屆中國航展公眾日

門票每日限售4萬張，一票難求。香港航展
迷如想從香港到珠海親身參展，還需要額
外進行隔離，時間成本太高。不過，在本
屆航展，上述擔心都可以一招解決，彌補
港航展迷不能現場觀展的遺憾。中國航展史
上首次推出“雲上航展”平台，港人只需在
手機應用軟件裏搜索下載“智慧航展”程
式，便能隨時隨地獲得航展最新信息，不去
現場也可以720度全方位“雲觀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親測發現，下載軟件
之後，只需要提供郵箱登記個人信息，即
可完成註冊。成功登錄後，在主頁面點擊
“雲上展館導覽”。進入之後，8個展館的

3D模型圖便出現在屏幕前，隨機點擊其中
一個展館進入“3D全景模式”，用手機在
屏幕轉720度全方位看到展區的照品。手機
還可以在點擊屏幕的指引下，向東南西北
不同方向“一步步往前走”，彷彿身臨其
境在逛展。

據介紹，中國航展對展覽現場共46萬
平方米的室內外場館提供全方位、高精度
的VR拍攝，數百家展商數千件展品將一覽
無餘。點開了一號館，直接就看到了殲-20
的模型機安靜地停在展台裏，還可以通過
拉伸放大屏幕，看清楚殲-20機身的更多細
節。對比實體逛展，“雲觀展”體驗除了
減少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講解導說外，對
於展品的欣賞可謂細緻，跟現場相比也毫
不輸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盧靜怡、方俊明、帥誠、黃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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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多措并举推动公共健身规范发展

““去哪儿健身去哪儿健身””将不再难将不再难
本报记者 乔 彩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民健身热情日益全民健身热情日益
高涨高涨，，广场舞广场舞、、健步走等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健步走等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
爱爱。。但由此引发的噪音扰民但由此引发的噪音扰民、、场地之争场地之争、、交通安全交通安全
等问题也不容忽视等问题也不容忽视，，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如何在满足公如何在满足公共健身需求的同时兼顾社会秩序共健身需求的同时兼顾社会秩序？？
作为城市管理者作为城市管理者，，政府一方面要引导健身者遵守社会政府一方面要引导健身者遵守社会
秩序秩序、、树立规则树立规则意识意识；；另一方面也要增加公共健身另一方面也要增加公共健身
空间供给空间供给，，着力解决群着力解决群众众““去哪儿健身去哪儿健身””的的难题难题。。

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对九联小区和马府小区之间的广场进行升级改造，增添健身器
材、儿童游乐设施，铺设塑胶地面，施划标准球场，与此前的舞池和老年活动中心一起，形成惠
及附近老百姓的一个“口袋”健身广场。 包康轩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建设，完善健身功能，免费向社会开
放，努力打造“15分钟健身圈”。图为日前，泗洪县超级轮滑培训班的小朋友在尾水湿地公园练
习轮滑。 许昌亮摄 （人民视觉）

健身不应该影响他人健身不应该影响他人

“每天生活在噪音中，实在是太痛苦了！”
刘晓云向记者抱怨。

一年四季，每天叫醒“上班族”刘晓云的
不是闹钟，而是楼下早起锻炼的广场舞大妈和
练嗓开声的合唱团大爷。刘晓云告诉记者，自
己所在的小区每天早晚都有人跳广场舞、唱
歌，声音很大，即使关上窗户也能听得一清二
楚。更让她头疼的是，上小学的儿子每天无法
安心做作业，不堪其扰。

广场舞等公共活动为何如此受欢迎？经常
跳广场舞的董阿姨对记者表示：“广场舞学起来
不难，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交到朋友，每天出
来跟大家一起跳一跳，神清气爽。”

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加入了广
场舞队伍，但也带来了噪音、抢占场地等问
题，广场舞参与者与周边住户之间的冲突事件
屡屡发生。广场舞还遭到楼上丢水袋、高音炮
对抗，甚至上演动手打架等，既给双方带来伤
害，也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不光广场舞，暴走、甩鞭、打陀螺等健身
活动一直存在争议。比如，“暴走团”肆意侵占
机动车道，无视交通信号灯，影响交通安全；
骑行爱好者疯狂“飙车”，在人行道来回穿梭，
一不小心撞到行人；甩鞭者舞动如飞，让周围
健身群众心惊肉跳……

对此，北京春林律师事务所主任庞九林表
示，马路暴走、机动车道“飙车”等不仅是不
文明行为，还是涉嫌违法。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一
条，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
事非交通活动；行人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
人行道的靠路边行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五十七条，驾驶非机动车
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
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
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锻炼身体无可厚非，大家都应该参与进
去，但是不应该把个人利益建立在他人的苦恼
之上，干扰其他人的正常生活。”中国人民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说。

刚柔并济破扰民问题

“也不是没投诉过，却一直没什么效果。管
理人员来了，也只能劝跳舞的人将音乐调低
些，等他们一走，声音又大了起来。”刘晓云无
奈地说。

杨宏山认为，公共健身不文明现象频发，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不文明行为缺少规则
约束，现有的规范不够明晰，“广场舞该去哪儿
跳、什么时间跳，要遵守什么规则，声音达到
什么程度就算扰民，谁来协调、谁来监管，都
应该有明确的规定。”

事实上，近年来对广场舞等“扰民健身”
的治理一直在加强。2017 年，国家体育总局发
布的 《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
规定，不得因广场舞健身活动产生噪音影响周
边学生上课和居民正常生活。今年 8 月 1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草案）》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对现行法律进行修订，提出对公共场所娱乐健
身噪声扰民行为进行处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专家王毅表
示，目前相关法律还不够完善，他建议，制定

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法，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行为
进行约束。

规范明确后，就需要更有力的执行落实。
“目前的执法力度尚有待加强，如果能建立更加
专业的城市管理队伍，加大对影响城市管理秩
序行为的执法力度，将对减少这类行为大有帮
助。”王毅说。

“文明的城市公共空间不是一天形成的。
处罚不是目的，光靠规定不能一劳永逸。”杨
宏山认为，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
文明意识，提高自身素质。

“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王毅认为，从
幼儿园、小学开始就要加强法制教育，提高法
制课程的比例和课时，从而提升全民公共道
德，在全社会形成不越界、不影响他人的自律
氛围。

除了硬性执法，也有不少地方尝试巧用技

术手段解决此类问题。
近日，上海闵行古美人口文化公园试点安

装的智慧广场舞系统就收获了附近居民的好
评。该系统采用定向发声技术，将声音的传播
范围控制在正前方 30°夹角内，定向区域内声
音清晰，但侧面、背面声音减弱较快，在侧面
70米或背面50米处听到的是隐隐约约类似蚊子

“嗡嗡”的声音。为了严控向上传播的音量，
避免干扰附近高层住宅居民，系统所在的葡萄
架又补装了顶棚。

安装一个月以来，街道办收到的居民广场
舞投诉几乎为零。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表示：

“顶棚安装后，在家里几乎听不到广场舞的声音
了。”

北京、南宁、成都等越来越多的城市兴起
“无声广场舞”：没有了高分贝的扩音音箱，整
个广场静悄悄的，统一佩戴着无线调频耳机的

大爷大妈们动作整齐，翩翩起舞。

合理规划城市空间

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尚
武看来，从广场舞扰民，到“暴走团”“飙车
族”占路，都反映了公共服务供给与全民健身
需求之间的矛盾。

骑行爱好者李佳就常常为难以找到适合骑
行健身的场地而苦恼。“不少道路的自行车道很
窄，很多地方自行车道和汽车辅路混杂，电动
车、行人也经常出现在自行车道上，很不安
全。”李佳告诉记者。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共 371.34 万个，面积达
30.99 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20 平方
米。这相较前几年有了提升，但仍然远低于
日、韩等周边国家水平，户外运动基础设施存
在较大缺口。

“这与我国过去的城市建设标准和建设理念
不无关系。”张尚武指出，过去的城市规划建设
中，主要关注街道的交通功能，对以服务街区
为主的慢行交通以及日常生活功能和活动关注
不足，居民日常健身空间供给不充分。在现代
城市生活中，街道日益被赋予多重角色，一
条理想的街道，不仅仅是车辆、行人通行的
基础设施，也是城市生活、公共活动的重要
空间载体，新的街道空间设计要适应新的社
会需求。

对此，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要在增
量上下功夫，增加健身场地供给，为运动爱好
者开辟一些路段、划定专门的健身场地。

从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 印
发，到《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发展
群众体育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 等文件出台，近年来，国家持续推出相
关政策指引，推动打造“15 分钟健身圈”，全
力解决群众“去哪儿健身”的问题。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全民健身
设施补短板工程，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20 亿
元，支持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
场中标准田径跑道和标准足球场地、社会足球
场地、健身步道、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177个。

张尚武表示，要在公共活动空间再分配上
精打细算，通过城市规划、法规建设加强对公
共空间合理使用进行引导以及对空间资源进行
挖潜和整合。“比如，可以把一些单位内部空间
和城市空间融合在一起，协调一些学校、企事
业单位内部的操场、小绿地在特定的时间段开
放给公众使用，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当然，这
离不开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的提升。”张尚武
说。

盘活空闲地、边角地等资源，规划建设贴
近社区、方便可达，向公众开放的多功能体育
运动场、体育公园、健身步道、球场……各地
已经在行动。北京开通自行车专用路，2020 年
建设社区健走步道 36 公里，完成 378 公里慢行
系统综合治理；成都发布全国首个 《家门口运
动空间设置导则》，推动在老旧厂房、屋顶空
间、桥下空间等“金边银角”植入体育设施，
今年将建成 50 处家门口的“社区运动角”；江
苏加快体育公园建设，已建成覆盖城乡的各类
体育公园 1300 多个，人均公共体育场地面积达
到3.15平方米……

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有不同运动需求
的人们都能有处可去，“去哪儿健身”将不再是
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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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可能是讓非裔社區克服對接種疫苗猶豫不決的關鍵
（SUNITA SOHRABJI報導／Ethnic Media Services）公共

衛生專家在9月21日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已經接種新冠疫苗
的 非裔長者可能是向自家非裔社區宣傳接種疫苗必要性最值得
信賴的 信使。

非裔健康計畫（African American Wellness Project）董事
會主席連瓦 （Michael Lenoir）說： 「非裔社區對祖父母非常敬
重。在我看來， 是祖母們讓非裔社區團結起來的。」

連瓦在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和
加州非裔 媒體（California Black Media）共同舉辦的記者會上說
： 「因此，如 果祖母們告訴年輕人： 『你們必須接種疫苗。我
接種了疫苗，你們 也應該去接種。』 就這麼簡單，沒有什麼可
討論的餘地。」

連瓦表示，老一輩的非裔比年輕一輩的非裔更願意公開談論
疫苗。 連瓦指出，非裔家長因為害怕疫苗可能帶來負面影響，
自己不願意， 也不願意子女接種疫苗。

凱瑟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數據顯示，
加州有 58%的人口已接種疫苗，但只有48%的非裔已接種疫苗
。非裔僅占加 州總人口的5%，但他們的新冠死亡人數占加州新
冠總死亡人數的7%。

洛杉磯瓦茲醫療公司（Watts Healthcare Corporation）醫
療長布魯克 斯醫師（Oliver Brooks）表示，非裔疫苗接種率較
低是因為缺乏交通 工具前往接種站、不願意因為接種疫苗請一
天假，或萬一出現副作 用要請好幾天假，真正反疫苗的非裔其
實很少。

布魯克斯還表示，非裔因為長期被醫療系統不當對待，因此
不信任 醫療系統。他說： 「從非裔被帶來這個國家為奴起，我
們就一直被醫 療系統不當對待。」 他指出，醫學院解剖課會使
用非裔大體作為教學 。

在南方，非裔女性會被迫絕育。塔斯基吉實驗（Tuskegee
experiment）， 一項美國在阿拉巴馬州進行
的公共衛生服務實驗，為了評估梅毒沒 有進行
治療會對人體產生哪些影響，在40年中未曾
為非裔患者提供過 治療。

現在，較少非裔會接受心臟檢查和手術，
或治療疼痛。布魯克斯說 ： 「這些都是有據可
查的。因此，我想說清楚的是，非裔對醫療系
統的不信任是有原因的。」

共同創辦 「 非裔之聲新聞 」 （Black
Voice News） 的 前 加 州 立 法 委 員 布 朗
（Cheryl Brown）在介紹加州聖伯納汀諾
（San Bernardino） AME 教 會牧師薛波德
（Rev. Steven Shepard）時，提到了值得信賴
的信使的 必要性。

布朗說： 「他一開始並不想接種疫苗，但
他一直提到他有多疲倦、 眼睛如何難以睜開、
失去味覺等等。」

布朗的丈夫致電縣醫院，一名醫師要薛波
德立刻就醫。五天後，這 名醫師告訴薛波德：
「你知道嗎？和你有相同症狀的人通常都無法

走 出醫院。」
布朗說： 「牧師現在相信，接

種疫苗對我們非裔來說非常重要。
他現 在火力全開，在他的領導下
，我們的社區正在改變對疫苗的看
法。」

薛波德說： 「我曾站在新冠肺
炎死亡之門門口。因為和兩名醫師
討論 過一些問題，以及鑑於人們
每天在醫師辦公室或急診室內被治
療的方 式，我起初並不願意接種
疫苗。」

薛波德表示，但從歷史上來看
，非裔教會一直是為社區帶來積極
改 變的中心。他說： 「當我出院
時，我覺得確保我們的社區獲得正
確的 訊息是我的職責。聖經告訴
我們，我們的人民因為缺乏知識而
滅亡 。」

薛波德說： 「我因為過於關注
過去發生的事，沒有花時間去了解疫 苗背後的科學。」

最近剛完成疫苗接種的布蘭農（Alva Brannon）表示，她對
醫療系統 不信任，是因為她的父親當年參與了塔斯基吉實驗，
沒有獲得梅毒 治療。布蘭農在母親子宮內感染了梅毒，童年時
失去視力，在母親 向法院據理力爭後，她才獲得眼角膜移植。

在醫師要求布蘭農接種疫苗時，布蘭農的母親認為疫苗有害
，一開 始不允許。但數天後，教會來電告訴她，教會設置了疫
苗接種站， 為民眾注射單劑的嬌生（Johnson and Johnson）疫
苗。布蘭農說： 「我認為這是上帝的象徵，告訴我是時候了。」

她也鼓勵她的子女和 親人接種疫苗。
記者會還播出非裔饒舌歌手哈格羅夫湯普森（Christopher

Hargrove- Thompson）及其室友巴克沃特（Nicholas Buck-
walter）的首映饒舌影 片，影片顯示哈格羅夫湯普森前往CVS
藥房接種疫苗，同時說想要安 全地去探視祖母。

哈格羅夫湯普森說： 「我們獲得的資訊很多都經過社群媒體
過濾，因 此有太多不實的訊息。即使你不會完全相信這些不實
訊息，但許多年 輕人因為忙碌已經拖延了許多事情，不只是接
種疫苗。錯誤訊息只會 從整體上拖延所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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