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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電池能量密度提升超15% 磷酸錳鐵鋰產業化進程加速
憑成本低廉、安全性強等優勢，磷酸鐵锂電池實現

“逆襲”。今年8月，磷酸鐵锂電池産量、年累計産量、

裝車量已超三元電池。隨著技術演進，磷酸鐵锂電池的

能量密度能否突破“天花板”？近期，磷酸錳鐵锂作爲

磷酸鐵锂電池技術的“升級版”，引發廣泛關注。

記者從業內了解到，磷酸錳鐵锂可使電池能量

密度提升15%以上。目前，相關企業正積極布局磷

酸錳鐵锂産能，經曆一兩年左右的認證周期和生産

放量後，磷酸錳鐵锂將步入産業化進程。

成功運用于小動力領域
“磷酸錳鐵锂並非一個全新的概念，它已在

小動力兩輪車、低速車等領域廣泛運用。”天津斯

科蘭德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李積剛表示，這些領域

的電池認證周期較短，磷酸錳鐵锂技術推廣較快。

“此前，新能源汽車政策補貼與能量密度挂鈎

，因此能量密度較低的磷酸鐵锂、磷酸錳鐵锂並不

是很受歡迎。但在不受補貼影響的電動自行車領域

，企業和用戶更關心性能，磷酸錳鐵锂由此興起。

”星恒電源電池工程院院長趙成龍表示。

磷酸錳鐵锂在小動力領域的實踐，無疑是成功的

，其性能明顯優于磷酸鐵锂。李積剛向記者描繪了一

幅畫面：人們騎著磷酸鐵锂電動車，剛剛還顯示有電

量，騎著騎著突然就沒電了，這是因爲磷酸鐵锂的前

期放電曲線太平，放電結尾電壓下降太快，其電量在

以SOC爲代表的管理系統監控下敏感度較差。

“磷酸錳鐵锂電池的放電曲線則與三元電池相似

，既擁有高能量密度，又有較好的耐低溫性能，成本

也低廉，因此廣泛應用于兩輪車。”李積剛表示。

據了解，天能股份生産的磷酸錳鐵锂電池已應

用于小牛電動車F0系列最新款，産品參數顯示，

其在低溫環境下續航裏程表現提升25%。兩輪車電

池龍頭企業星恒電源、天能股份等均把磷酸錳鐵锂

當作戰略方向。

單用混用均有多項優點
高能量密度，是磷酸錳鐵锂相較磷酸鐵锂的核

心優勢。

據李積剛介紹，磷酸錳鐵锂理論容量與磷酸鐵锂

相同，爲170mAh/g，但它相對于Li+/Li的電極電勢爲

4.1V，遠高于磷酸鐵锂的3.4V，因此具有潛在的高能

量密度優勢。當磷酸錳鐵锂的實際容量發揮到與磷酸

鐵锂相同的程度，其能量密度比磷酸鐵锂提高15%。

除了單獨使用，磷酸錳鐵锂與其他正極材料混

用，以提升電池性能，也是磷酸錳鐵锂産業化的一

大方向。例如，星恒電源已在磷酸錳鐵锂的複合技

術改善上有重大突破。

“這種技術改善的核心，是將錳酸锂和磷酸錳

鐵锂混摻，使電池的低溫、安全、循環等性能更爲

優異。”趙成龍表示，預計在未來的兩三年，磷酸

錳鐵锂仍以混合使用爲主。

李積剛表示，經過測試，磷酸錳鐵锂複合80%的

三元523材料後，其能量密度影響不大，但顯著提高了

安全性能，並降低了三元電池體系的整體成本。

上市公司“跑步進場”
近期，多家上市公司公告了磷酸錳鐵锂量産計劃。

德方納米公告稱，公司簽訂年産10萬噸新型磷

酸鹽正極材料生産基地和年産20萬噸磷酸鐵锂前驅

體項目框架合作協議。德方納米2021年半年報顯示，

新型磷酸鹽系正極材料較磷酸鐵锂顯著提升電池能量

密度。補锂添加劑材料和新型磷酸鹽系正極材料複合

使用後，較現有磷酸鐵锂電池能量密度提升約20%。

多家券商認爲，上述新型磷酸鹽系正極材料正是磷酸

錳鐵锂材料。鵬欣資源、當升科技也有相應布局。

不過，短期內，磷酸錳鐵锂産業化仍需克服諸

多瓶頸。例如，原料電池級硫酸錳制備難度較高，

品質參差不齊；磷酸錳鐵锂電池投入乘用轎車領域

的認證周期較長，需要一兩年甚至更長時間。

趙成龍表示，目前，絕大多數磷酸錳鐵锂廠商

均有擴産計劃。今年，下遊客戶的磷酸錳鐵锂試用

較多，預計明年開始正式出貨，後年可能達到産量

全面鋪開的程度。

李積剛表示，磷酸錳鐵锂作爲磷酸鐵锂的升級

産品，即將進入大規模生産。預計未來一兩年，磷

酸錳鐵锂將在乘用轎車上實現初步上量。

數字經濟成為疫情下
中非經貿合作新亮點

受新冠疫情影響，非洲各國迫切希

望加快數字轉型，緩解疫情衝擊，爲經

濟複蘇提供動力。一些專家和企業界代

表認爲，隨著中非合作不斷升級、越來

越多中國企業紮根非洲，中非數字經濟

合作多點開花，將助力非洲互聯網經濟

快速發展。

助力複蘇
南非本土最大的在線支付平台PayFast

表示，疫情期間，南非人手機網購訂單大

增，2020年3月至2021年2月，PayFast處

理的手機支付交易量同比增長143%。

肯尼亞電信運營商薩法利通信公司

表示，疫情期間，在線辦公、網絡課堂

和在線娛樂需求增長，民衆網上浏覽疫

情相關信息量增加。2020年4月至2021

年3月，該公司4G手機和光纖到家用戶

均同比增長40%以上。

數字經濟已滲透到許多非洲居民的

日常生活中。一家國際咨詢公司日前對

肯尼亞2456名居民的調查發現，84%的

受訪者表示數字設備和數字服務讓他們

生活變得更好，近三分之一表示數字經

濟幫助他們提高了收入。

世界銀行集團旗下機構國際金融公

司與谷歌公司共同發布的《2020年非洲

數字經濟報告》預計，到2025年，非洲

互聯網經濟有望達到1800億美元，占非

洲大陸國內生産總值(GDP)的 5.2%。報

告說，雖然疫情在未來五年將給非洲發

展帶來壓力，但擁有強勁韌性的互聯網

經濟將推動非洲經濟增長。

亮點頻頻
近年來，數字經濟正成爲中國助非發

展的新方向。疫情之下，中國企業提供技

術和經驗支持的電子商務、金融科技等成

爲推動非洲國家經濟複蘇的重要工具。

今年6月，阿裏巴巴集團旗下物流

公司菜鳥網絡開通了首條中非跨境包裹

專線，大大提高了中非跨境包裹物流時

效。菜鳥出口物流事業部總經理熊偉表

示，中非跨境電商及跨境貿易增長迅速

，物流市場潛力巨大。

長沙非拓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旗下

電商平台Kilimall 成立于 2014年，是東

非地區主要電商之一。疫情發生以來，

Kilimall 電商交易呈現高速增長趨勢。

Kilimall 市場部經理盧曉勇表示，不少

非洲國家生産優質農産品，未來通過

中非電商“逆向貿易”銷往中國市場

，將互惠雙方百姓，中非農産品合作

潛力巨大。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發展合作研

究院院長黃梅波告訴新華社記者，在非

洲數字經濟領域，中國企業占據了相當

大的市場份額。中非數字經濟合作已經

進入方方面面，對非洲互聯互通起著重

要作用。

前景廣闊
觀察人士普遍認爲，依托非洲大陸

自貿區建設、中非合作論壇和“一帶一

路”建設，中非經貿合作將邁上新台階

，中非數字合作更將乘勢而上。

非盟基礎設施與能源事務委員阿

布－紮伊德· 阿馬尼表示，非洲期待與中

國加強數字經濟合作，助力互聯互通，

促進非洲經濟一體化。

一位非洲金融科技公司負責人在接

受記者專訪時說：“從數字經濟角度來

看，尤其是在支付和相關技術方面，中

國走在了前面。我們可以從中國學到很

多經驗，這對非洲至關重要。數字經濟

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契機。”

黃梅波建議，未來非洲數字經濟發

展應著重推動産業數字化轉型、提高非

洲數字化技術能力、培育非洲數字創新

生態系統等。她表示，中非數字經濟合

作整體上呈現優勢互補，合作空間廣、

潛力大。從長期看，非洲有望成爲全球

最具吸引力的數字市場之一。

中國非洲研究院研究員姚桂梅日前

撰文說，今年正式啓動的非洲大陸自貿

區涵蓋範圍廣，非洲國家也在大力拓展

移動通信、數字經濟、金融、智慧城市

等新行業和新領域，這爲中國相關企業

帶來新機遇。未來數字經濟必將成爲中

非合作新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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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樓軒閣 2021年10月1日（星期五）2

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任重道遠
國務院國慶招待會 慶共和國成立72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9月30日晚，

國務院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國慶招待會，熱烈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

年。習近平、李克強、栗

戰書、汪洋、王滬寧、趙

樂際、韓正、王岐山等黨

和國家領導人與近500位中外人士歡聚一

堂，共慶共和國華誕。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在致辭中指出，前進道路上還有很多

困難挑戰，向着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

標邁進任重道遠，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

問題的基礎和關鍵。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華燈璀璨，洋溢着喜慶熱烈
的節日氣氛。主席台上方國徽高懸，

“1949—2021”的大字年號在鮮艷的紅旗映襯下格
外醒目。17時30分許，伴隨歡快的《迎賓曲》，習
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步入宴會廳，全場響起熱烈
掌聲。招待會開始。軍樂團奏響《義勇軍進行
曲》，全場起立高唱國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致
辭。他首先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全國各族人民
致以節日祝賀；向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
致以親切問候；向關心支持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
國際友人表示衷心感謝。

全國上下有力應對多重挑戰
李克強說，今年我們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

立100周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各族人
民團結奮鬥，新中國72年發展成就舉世矚目，
特別是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
奮鬥目標，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新征程。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在以習近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上下統

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有力應對複雜嚴峻
國際環境和疫情、洪澇災害等多重挑戰，不斷深
化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動力，有效實施宏觀政策助
企紓困，積極推動創業創新壯大新動能，中國經
濟持續恢復發展，體育健兒在奧運會、殘奧會和
全運會上勇創佳績，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各項事
業取得新進步、展現新氣象。

李克強指出，前進道路上還有很多困難挑戰，
向着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任重道遠，發展
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要堅持以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按照立足
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
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加
強跨周期調節，繼續圍繞市場主體需求實施宏觀政
策，穩定合理預期，抓好科技創新、擴大內需、鄉
村振興等重點工作，提升綠色、安全發展能力，保
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促進經濟長期向好。改革
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也是今後推動中國發展的
根本動力。要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
節改革上取得新的更大進展。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改革方向，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打造市場化
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培育壯大市場主體，對各
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維護公平競爭，更大激發市
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推進高水平、制度型對外開
放，拓展互利共贏空間。民之所望，施政所向。要
以更多貼心實策把群眾期盼的事辦好。多措並舉增
加就業崗位。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養老、醫
療、住房關係億萬家庭，要在保障這些基本民生上
年年有進步。努力減輕生育、養育、教育負擔。要
促進機會公平，鼓勵創業創新創造，在勞動奮鬥中
促進城鄉居民增收，在不斷發展中持續增進民生福
祉。

李克強說，實幹鑄就偉業，奮鬥開創未來。讓
我們更加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周圍，擔當作為，砥礪奮進，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
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鬥！

在歡快的樂曲聲中，中外賓朋舉杯共賀新中
國成立72周年，同祝中國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
康，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友誼長存。

：

●● 99月月3030日晚日晚，，國務院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國慶招待會國務院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國慶招待會，，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72周年周年。。習近習近
平平、、李克強李克強、、栗戰書栗戰書、、汪洋汪洋、、王滬寧王滬寧、、趙樂際趙樂際、、韓正韓正、、王岐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與中外人士歡聚一堂王岐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與中外人士歡聚一堂，，共慶共慶
共和國華誕共和國華誕。。 新華社新華社

●●國務院總理李克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致辭強致辭。。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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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連續18個月運行
在擴張區間後，宏觀經濟先行指
標——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降至榮枯線以下。中國
國家統計局9月30日發布最新數
據顯示，受限電限產等影響，9
月製造業PMI降至49.6%，低於
8月0.5個百分點，為2020年3月
疫後經濟復甦以來首次收縮。專
家提醒，警惕雙控限產增大經濟
下行壓力，應盡快消除能源、原
材料供給增長的制約。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
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表示，9月受
高耗能行業景氣水平較低等因素
影響，製造業PMI降至臨界點以
下，但在調查的21個行業中，
有12個高於臨界點，比8月增加
2個，製造業多數行業較8月有
所擴張。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
師文韜認為，企業生產活動放緩
外在影響因素之一就是能耗雙控
政策的實施，部分地區耗能較高
的基礎原材料企業生產經營有所
下降。

分項指標顯示，9月製造業
供需均放緩，生產指數和新訂單
指數降至收縮區間，新出口訂單
指數連續五個月位於收縮區間，
通脹壓力攀升。此外，大型企業
PMI微升並高於榮枯線，中、小
型企業PMI均下降且處於收縮區
間。調查結果顯示，小型企業中
反映原材料成本高、資金緊張、
市場需求不足的比重均超過四
成，部分小型企業生產經營面臨
多重困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
濟研究員張立群分析指出，訂單
類指數繼續下降，反映需求不足
為最突出困難的企業達調查企業
的三分之一以上，表明需求特別
是內需不足的問題進一步發展；
與此矛盾的是價格類指數繼續提
高，表明非市場因素導致的結構
性供求缺口仍未消除。受需求不
足和成本上升的雙重擠壓，企業
的預期不好，生產經營活動預期
指數明顯下降；生產指數、採購
量指數等生產經營活動指標繼續
下降，反映製造業下行壓力有所
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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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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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第三季表現令人失港股第三季表現令人失
望望，，累瀉逾累瀉逾44千點千點。。 中新社中新社

中 國 經 濟 2021年10月1日（星期五）3 ●責任編輯：樓軒閣

期內內地多個行業接連推出多項監管措施，
相關板塊在第三季都有顯著跌幅，包括科

技股、教育股、內房股及濠賭股都輪流下挫，
恒大系更因債務危機不單系內股份大挫，連帶
一眾金融股也下跌，也打擊了投資氣氛。9月
30日公布的內地9月份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
數(PMI)降至49.6，跌穿50中線，表現遜市場預
期。

金沙季插51% 慘絕藍籌
第三季表現最差藍籌是金沙，跌幅達

51%，等同被腰斬；瑞聲及銀娛緊隨其後，跌
幅同約36%；至於“ATMX”四大科網股跌幅
也介乎21%至35%，是拖低大市的火車頭。但
期內仍有多隻藍籌逆市上揚，當中創科累漲近
15%稱冠，蒙牛及比亞迪分別升6.8及4.7%。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目前全球
股市的最大危機，是美股很可能進入大型調整
期，而美國的“收水”動作也會觸動第四季股
市的敏感神經，但港股由於在第三季已率先大
跌，股票估值回歸合理水平，相信即使美股在
第四季急跌，對港股的影響並不大，只要待美
股“跌定”，港股便可後顧無憂，正式脫離

“熊市”。不過，若美股表現仍然拖拉，預期
的大型調整暫未出現，他認為也會影響港股氣
氛，且難以在第四季完成整個“熊市”走勢。

美股趨波動 10月料反覆
大唐資本投資策略部總監盧志明亦表示，

美股目前愈趨波動，會令港股10月情況也較反
覆，暫時恒指在23,500點附近應有短期承托。
科技股第三季屬重災區，恒生科指季度累積跌
幅高達25.2%或2,054點，單計9月份科指插
7.6%。科技股9月30日繼續拖低大市，阿里巴
巴被大行調低目標價，收市跌逾4%。小米手機
被德國當局技術調查，股價跌近3%，兩股成為

表現最差兩隻藍籌。
人行及銀保監會召開房地產金融工作座談

會，要求金融機構維護樓市平穩健康。富力與
兩名大股東合營公司發展地產，股價飆升
17.3%，高負債的融創亦急彈12.7%，碧桂園服
務升近6%，但據報恒大再次未能如期還債息，
恒大再跌近4%。

此外，中策9月29日出售7,000萬股恒大汽
車予結好主席洪漢文，恒大汽車最多回調逾
19%，收市仍跌近一成，恒騰及恒大物業則各
反彈4%及2.4%。中策預期，因為恒大的投資
會令該股本年度出現近20億元的虧損，但該股
仍彈近25%。

港股上季瀉港股上季瀉42524252點點 66季最差季最差
憧憬內地放水振經濟憧憬內地放水振經濟 或利好末季表現或利好末季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港股於9月最後一個交易日回吐87

點，收報24,575點，成交1,153億（港

元，下同）。但整個第三季表現則令人

失望，累跌4,252點或14.7%，是六季

以來最差，等如抹去上半年全數升幅，

倒退至去年11月初水平。當中單計9月

份已挫逾1,300點。市場人士認為，港

股第四季表現仍視乎美股走勢；另外，

內地經濟數據欠佳，或會提早“放水”

減輕企業及銀根壓力，對第四季或是利

好因素。

封
關
影
響
保
險
業
新
造
業
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香港保
監局9月30日公布2020年香港保險業務統
計數字，年內毛保費總額較2019年上升
2.5%至5,813億（港元，下同），但由於疫
情封關缺乏內地客戶，2020年新造個人人
壽業務的保單保費大跌20.9%至 1,196億
元，新造保單數目共100萬份，按年減少
23%。
年內，有效長期業務的保單保費總額

微升2%至5,215億元，其中個人人壽業務
保費依舊佔據市場最大份額，全年增加
4.2%至4,586億元，佔總保費的87.9%，涉
及的保單數目共 1,370 萬份，淨負債達
26,694億元。但新造業務方面仍大受封關影
響，新造個人人壽業務的保單保費達跌
20.9%至1,196億元，其中非投資相連業務
跌23.4%至1,068億元，惟投資相連業務反
升8.8%至128億元。一般業務方面，毛保
費及淨保費分別為599億元及405億元，分
別上升8%、7.3%，承保利潤則大幅提升
1.6倍，改善至23億元。
此外，保監局與金管局昨發布聯合通

函，列出兩間監管機構對長期業務保險公
司和持牌保險中介人（包括銀行）就保費
融資業務進行聯合查察的主要結果，這是
兩監管機構首度進行此類行動。保監局行
政總監張雲正指出，保費融資涉及槓桿借
貸和利率上升帶來的風險，極有可能在保
單產生的非保證收益低於預期時導致回報
減低甚至錄得虧損。投保人的利益必須獲
得充分保障。金管局總裁余偉文稱，未來
將繼續緊密合作，監察市場發展並提升業
界操守標準，以加強保障投保人及銀行客
戶的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英國保誠9月30日公
布招股結果，公開發售部分，錄得超額認購0.43倍，一
手中籤率100%。每手50股，每股定價143.8元（港元，
下同），集資淨額約185億元。
其他新股方面，消息指檸萌影視計劃在香港上市，

籌資約3億美元，中金公司和摩根士丹利為聯席保薦
人。另一方面，和譽開曼9月30日起至10月6日公開招
股，發行約1.4億股，其中10%在香港公開發售，招股
價介乎每股12.16元至12.46元，集資最多約17.5億元。
以一手2,000股計算，入場費約為25,171.12元，該股預
期於10月13日在主板掛牌。摩根大通與摩根士丹利為
聯席保薦人。
綜合多間券商顯示，該股暫錄得約2億元的孖展認

購，錄得足額認購。

檸萌影視傳擬港上市籌3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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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美國默克藥廠（Merck & Co.）及其藥商夥伴
Ridgeback Biotherapeutics於10月1日表示，其治療新冠肺炎的口
服藥molnupiravir，可以讓住院和死亡風險降低50％，將在未來
數周尋求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的緊急使用授權（EUA
）。若通過EUA，這將成為市面上第一種獲得核准的抗新冠病
毒口服用藥。

這是繼美國製藥大廠輝瑞（Pfizer）就預防感染新冠肺炎的
口服藥展開大規模試驗，又一家美國藥廠開發新冠口服藥。前台
大感染科醫師林氏璧透露，台灣有參與默克藥廠新冠口服藥的全
球第三期臨床試驗。

根據初期實驗分析，隨機抽樣選出的385名染疫患者，服用
molnupiravir之後的29天中，只有28人後來住院或死亡，比率約
為7.3％，相較之下，服用安慰劑的5萬3377名染疫患者，後來
29天中住院或死亡的比率則有14.1％。

前台大感染科醫師林氏璧透露，台灣從7月開始也參與mol-
nupiravir全球第三期臨床試驗，該計畫由張上淳醫師主持，臨床
試驗地點為臺大醫院和部立桃園醫院。試驗結果預計今年第4季
出爐。若順利獲FDA通過EUA，最快預計今年底能量產。

另繼加拿大、美國和日本宣布入境鬆綁，認可已接種2劑疫
苗廠牌清單，未納高端疫苗後，英國及澳洲昨也相繼宣布將重新

開放邊境，但認可完整接種2劑疫苗廠牌，也同樣未納高端。
不過，政府挺國產高端疫苗力道仍未歇，總統、副總統日前

施打高端疫苗第2劑，高端表示，疫苗規畫追加第3劑 「次世代
」疫苗，以倉鼠進行動物試驗後，顯示在對抗Delta病毒株效果
更為顯著；對此有網友諷，國際沒在管第 3 劑，乾脆把高端當
「第3劑」來打。

昨日台中市再傳出第2例接種高端疫苗後死亡的個案，為53
歲男性8月23日打完高端疫苗第1劑後心臟不適，9月4日送醫搶
救、23日死亡，該個案有慢性病史，是否與疫苗有關，死因還待
釐清。

（中央社）連續2天新冠肺炎本土個案+0，本土疫
情趨緩，疫情指揮中心昨日表示，4日以後疫情警戒雖
然不會降到一級，但戶外戴口罩的限制可望鬆綁，通風
好、空曠的地方，若只有自己和親友，可不戴口罩，但
如果來往的人多，就得把口罩戴好，預計明日公布。

全台疫情警戒於7月27日降至2級，經4次延長，
最近1次為9月24日至10月4日。面對接下來的疫情警
戒，指揮官陳時中昨表示，中秋連假至今過12天左右
，看起來疫情穩定，4日以後不會降至一級，但會推動
鬆綁措施。

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昨發文透露戶外戴口罩可能
鬆綁，他指出，陳時中向他表示，野外登山、跑步擬不
需戴口罩，原因是野外空曠、沒什麼人，太接近其他登
山客時才需佩戴。貼文發布後，引發外界對口罩解禁的
熱議。陳時中也在昨日下午疫情記者會中宣布，將從戶
外通風好、空曠的地方逐步鬆綁口罩規範。

陳時中表示，近來農委會提出反映，農民在田間1
人耕田時，整個農田都是空的，另登山的時也可能只有
自己和親人，戴口罩的規範有一些不盡合理之處，加上
國內9月每日平均新增不到2名本土個案，因此規畫對

戶外空曠空間進行鬆綁，戴不戴口罩，基本上需看地方
是不是夠空，以人流的角度來看待。

發言人莊人祥舉例補充，假設民眾在步道行走，來
來往往的人多，就得把口罩戴上，但若步道只有自己1
人，或只有同行親友，則可不戴口罩，除了山區，海邊
等戶外空間也是類似概念。對於許多民眾也相當關心的
宗教場所，他也透露，相關鬆綁措施已在研擬中，預計
也會在近日公布。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趨緩，昨國內無新增本土個案，
但新增11例境外移入，其中6人為突破性感染，分別接
種過AZ、BNT及嬌生疫苗。另確診個案中新增1死，
為出院後因心血管疾病併發症而過世的60多歲女性。
目前國內確診死亡病例已累計至843例。

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昨亦公布最近一波基因定
序結果，共在 6 名境外移入個案中檢出印度變異株
（Delta），分別來自波蘭、南非、柬埔寨、菲律賓及衣
索比亞，其中3人曾注射疫苗，但未完整接種，不屬於
突破性感染。目前國內共累計157人檢出Delta，包含43
例本土個案、114例境外移入個案。

種田登山空曠處 免戴口罩！
最快4日實施 人多還是得戴好戴滿

（中央社）22年前，《康健》報導環境污染與癌症之間的關
係，當時的衛生署保健處長陳再晉斬釘截鐵地說，癌症和污染沒
有關係。今年3月底，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在一場藻礁爭議的公開
場合上，曾語帶哽咽地提到： 「現場友人因空污罹患肺腺癌」，
這番話，是部會首長頭一次公開將肺腺癌與空污勾連因果關係。

台灣癌症基金會 2020 年 2 月響應國際最大的肺癌聯盟
（GLCC）倡議 「2025肺癌存活率倍增」願景，呼籲政府成立跨
部會的肺癌防治辦公室，共同擬定提升肺癌存活率的策略，並納
入空污防制經費，擴充公費肺癌篩檢與早期診治基金。

衛福部國健署長吳昭軍說，確實已經跟相關學會討論中，篩
檢對象將可能針對有一等親肺癌家族史和曾經重度吸菸但目前正
在戒菸者，提供部分負擔或全公費方式篩檢。

但台灣肺癌學會理事長楊政達指出，政府規劃公費篩檢對象

只限於有一等親家族史和戒菸中癮君子，很難揪出無家族史且不
吸菸的潛在肺癌患者。

「學會呼籲政府出資進行大型研究計劃，針對不吸菸且無家
族史的罹癌者，回溯並歸納可能的罹癌原因，目標明確才能解決
問題，」楊政達具體提出。

環團殷殷期盼的有害空氣污染物防制法納管，環保署2017
年公告將列管72項，結果今年2月最新發布的《固定污染源有害
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只公告列管22種污染物，備受環團抨
擊。

據衛福部國健署最新2018年癌症登記報告數據，第1期肺癌
5年存活率約9成，若太晚發現延誤至第4期才進行治療，5年存
活率只剩1成。

但是，早期肺癌常沒有症狀，約90％病人是在已有久咳不癒

等症狀才就醫，通常已是晚期。顯見早期篩檢、及早發現，才能
提高肺癌存活機會。

很多人是在體檢時檢查出肺癌，到底誰該在體檢時做低劑量
肺部電腦斷層呢？中央研究院院士楊泮池建議，男性55歲後、
女性 50 歲後最好要做， 「我自己 50 歲後就固定 2～3 年做 1 次
LDCT。」

很多人篩檢後發現肺部有結節會立刻聯想自己已被肺癌找上
，其實不必太驚慌，醫學上將結節分為良性、惡性。良性不屬於
癌病性質，年紀大了後，肺難免會有一些小結節，可能是以前肺
結核或肺部受傷留下來的疤痕，只要後續追蹤觀察有沒有變化即
可。有變化，才需要注意是否為惡性。

空污誘肺癌？政府、醫界應聯手找答案

默克新冠口服藥拚EUA 台灣參與臨床

（中央社）國內莫德納疫苗短缺，許多人
遲遲接種不到第2劑疫苗，近日卻傳出有高鐵、
台鐵員工偽稱是第三類高風險接觸工作人員，
到高雄聯醫成功接種第2劑莫德納疫苗，高市府
衛生局昨晚證實此事，並已發出公告，通知各
醫療院所替民眾接種疫苗時，務必詳實核對身
分。

高市府衛生局指出，未依規定接種莫德納

疫苗的民眾共42人，所有對象均已清楚掌握，
這42人疑似發現聯醫的疫苗預約系統有問題，
都是於9月22日前往高市聯醫接種，未來將持
續調查並釐清相關案情，若是醫院預約系統問
題，絕對會追究相關責任。

據了解，違規接種疫苗的42人是台鐵和高
鐵工作人員，另除聯合醫院被成功 「闖關」施
打莫德納疫苗，高市衛生局也發現，包括高雄

健仁醫院、小港醫院、聖功醫院也有類似 「闖
關」情況，但截至目前為止，除了聯醫遭成功
闖關，其他醫院都嚴格擋下。

據悉，前往施打第2劑莫德納疫苗的高鐵、
台鐵員工，均屬第七類維持社會運作的必要人
員，但這些雙鐵員工卻大鑽醫院系統漏洞，成
功施打第2劑莫德納疫苗，甚至還將不法手段教
導其他同事使用，並在臉書上po文炫耀，種種

行為令人極為憤怒。
高市府衛生局指出，在發現聯合醫院誤替

42位民眾施打疫苗事發當日，就立即發訊通知
300多家新冠疫苗接種合約醫療院所，替民眾接
種第2劑莫德納疫苗時，務必確認個案身分，在
疫苗接種系統詳實核對接種莫德納第2劑對象身
分，與接種者第1劑所施打的日期與疫苗廠牌，
調查後，並未發現其他醫院有相同案例發生。

42雙鐵員工闖關 搶打莫德納第2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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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桃園市體育局1日進行工作報告，多名
市議員直指，體育局2020年度歲出預算20億3282萬元
卻僅使用9億3931萬元，執行率不到5成，且連續5年
偏低，預算編那麼多，但體育園區、國民運動中心建置
情形卻停滯不前。

市議員劉勝全開第一槍，拿出審計處報告批評預算
執行進度嚴重落後，連5年保留鉅額歲出經費，2020年
歲出預算的應付保留數高達 8 億 9407 萬元，占預算數
43.98％，5年內歲出預算保留率為20至74％間。市議員
舒翠玲也批評，執行率很難看，要求檢討改進。

體育局回應，執行率低落主因是楊梅體育園區雖在
2014年編列12億土地徵收經費，但在用地取得時受阻
，有地主因徵收價格僵持不下，影響計畫預定期程，目
前已談妥，園區進度39％，最快明年8月底完工、後年
初啟用。體育園區、運動中心已陸續完工，會依計畫進
度執行預算，保留預算方面未來也將視年度工程進度編
列。

另外，市議員游吾和氣憤批評，市府只在意航空城

計畫，連觀音都有國民運動中心，唯獨漏掉大園，市民
對此相當不諒解。市議員陳雅倫則說，龜山國民運動中
心申請前瞻補助，因規畫設計與林口運動中心重複性太
高，被退回要求重新修正，案子從去年改到今年，辜負
市民期待。

體育局長莊佳佳回應，地區人口數需要達15萬人
，體育署才會補助設置國民運動中心，大園區目前有規
畫要興建占地2.24公頃的大園體育園區，地點選在舊大
園國中旁，等資金到位就能啟動，另外，體育署並沒有
補助建置觀音國民運動中心，而是中油、台電以回饋金
支應。

體育局指出，今年向體育署爭取龍岡國民運動中心
、大園體育園區、龜山國民運動中心前瞻補助，但各縣
市申請踴躍，僅龍岡國民運動中心獲補助，明年會持續
爭取。龜山國民運動中心部分，規畫設計已有雛型，預
算到位便能執行，內部場館配置會依經費多寡滾動式調
整。

桃市府蓋運動場桃市府蓋運動場
執行率未過半執行率未過半

全大運復辦 40年前火炬手傳聖火
（中央社）成功大學主辦110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5月間

遇疫情嚴峻， 「中場休息」140天，10月1日復辦，聖火引燃儀
式邀40年前第12屆全大運的2位聖火火炬手呂心珊、吳立人，
重回主場擔任聖火火炬手，見證110全大運聖火最後一哩路，也
揭開為期5天的全大運6項復辦賽事序幕。

成大時隔40年再辦全大運，遇到疫情考驗，期間雖中斷賽
事，但仍在疫情趨緩後，復辦舉重、羽球等6項未比完的賽事。
這也是全大運賽事舉辦51年來，首度因疫情中斷再度復辦。

教育部體育署副署長洪志昌昨天表示，此次聖火引燃不僅接
續40年的成大校史，也點燃大專生重回運動競技舞台的希望，
更是對於選手的尊重與承諾。

40年後重回母校擔任火炬手角色，交管系72級校友呂心珊
、化學系72級校友吳立人笑稱非常榮幸。70歲的吳立人當年退
役後才讀大學，參加第11屆全大運田徑800公尺賽事，以2分2
秒打破大會紀錄奪金；62歲呂心珊參加田徑400公尺項目也奪金
，隔年成大主辦第12屆全大運，2名金牌選手獲邀擔任火炬手。

呂心珊說，5月間曾演練開幕傳聖火，結果遇疫情取消開幕
跟部分賽事，當時是替大學生們感到可惜，畢竟選手都努力這麼
久了，如今復辦，也為他們高興。

成大校長蘇慧貞昨天傍晚5點將聖火交給2名火炬手，隨後
由6位護火手、也是本屆網球冠軍金牌隊伍，一同高舉聖火進入
光復校區田徑場的聖火引燃儀式會場，揭開賽事序幕。成大表示
，2日的重頭戲賽事是在長榮大學登場的舉重，包括奧運舉重金
牌郭婞淳、銅牌選手陳玟卉及第4名的方莞靈都將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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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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法要求所有親屬移民申請和部分職業
移民申請，必須提供經濟擔保書（Affidavits of
Support）。經濟擔保書（Affidavits of Support
）由擔保人為被擔保的移民申請人遞交，保證
該移民申請人不會成為美國社會的公眾負擔。
如果被擔保人向政府申請某些福利，政府有權
向擔保人要求補償。通常擔保人必須證明自己
有貧困線125%以上的收入。如果申請人收入不
夠，可以用動產和不動產擔保。也可以請共同
擔保人。

移民法將“公眾負擔”定義為“可能需要
依靠政府補助，比如接受政府公眾救濟金來維
持收入或需要政府長期進行醫療救助的個人”
。

被列入公眾負擔考量的福利項目主要包括
1. 安全補助救濟 (SSI: Supplemental Se-

curity Income)
2. 困難家庭臨時救助的現金福利(TANF: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3. 用於支付長期看護中心的醫療救助金

（如養老院或福利院Housing Program）
4. 食物券 (SNAP: Supplemental Nutri-

tion Assistance Program)

不在公眾負擔考量範圍內的福利項目主要
包括

1. 緊急醫療救助
2. 緊急災難救助
3. 短期非現金緊急救助
4. 根據“國家學校午餐及小孩營養法”

規定的援助
5. 根據中小學相關法律法規提供的援助
6. 公眾免疫
7. 傳染病檢測和預防
8. 勞動獲得的支付（如社會保險Social

Security）

經濟擔保人的責任在以下條件下解除：
1． 被擔保人成為美國公民
2． 被擔保人在美國工作時間達到四十個

季度
3． 被擔保人放棄美國綠卡
4． 被擔保人去世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於8月9日宣布，申請人可在遞

交綠卡申請的最後一步的同時申請社安號。移
民局批準綠卡後，會將相關信息自動轉到社會
安全局，申請人可以免去親自到社會安全局申
請的舟車勞頓。

2. 美國移民局在2021年7月28日星期三
為今年的H1b工作簽證進行了第二次抽簽。雖
然2021年3月30日移民局就已經發布消息，表
示已經收到了足夠數量的電子註冊申請，今年
的H-1B名額已經用完，但是顯然，第一次抽
簽結束後，移民局收到的申請沒有達到本財年
的名額上限，所以進行了第二次抽簽。

3. 根據最近美國移民律師協會的消息，
2021和2022財政年度的職業移民名額有望翻
倍。這將大大緩解職業移民長期等待排期的局
面。

4. 美國移民局5月13日宣布，自2021年
5月17日起，將暫停部分I-539申請的打指模
要求，包括延期或轉換身份的 H-4, L-2, E-1,
E-2, 或 E-3的申請。這項新政策適用於已經提
交的但到5月17日還沒收到打指模預約通知的
申請以及在5月17日當天和以後提交的申請。
自2021年5月17日起，申請人無需再交納85
美元的打指模費用。

5. 隨著新總統拜登入主白宮，移民政策
有很大調整。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恢復
夢想法案（DACA）。取消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
令。國土安全部將與其他機構合作，製定最能
保護美國人民並與美國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移
民執法政策。停止為修建邊境墻提供資金。在
美國生活多年的利比裏亞人將被允許在美國停
留更長時間。為1100萬非法移民爭取合法移民
的渠道。

6. 最近美國移民局收到的申請急劇增加
，加上新冠期間為了保護移民局工作人員健康
安全而導致的人員減少，使得發放收據的時間
大大延遲。甚至出現了申請遞交之後兩個多月
還沒有收到收據的情況。通常移民局在收到申
請後，會初步審核一下申請文件。 如果正確提
交了表格，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一般會在30
天內收到書面的收據通知。如果您交的表格、
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不完整或不正確，會收到
退件通知，被視為沒有按時正確的遞交申請。

7.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在

2020年7月下旬突然關閉，原中國駐休斯頓總
領事館的事務由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中國駐
美大使館接管。認證程序也相應的發生了比較
大的變化。

8. 近日，拜登總統撤銷了川普總統2020
年4月22日頒布的法案。6月份頒布的法案也
已經過期。2020年4月22日周三晚間川普總統
簽署移民暫停法案。法案主要內容包括：美國
暫停發放以下移民簽證六十天：抽簽移民簽證
；職業移民簽證；公民申請父母和兄弟姐妹的
移民簽證；綠卡申請配偶和孩子的移民簽證。6
月22日周一下午，川普總統再次簽發總統令，
主要包含以下內容：四月份簽發的總統移民禁
令延長到年底；暫停境外的H1B、H4、L1、L2
、J1、J2簽證的發放；要求製定法規使H1B、
EB2、EB3的申請不影響美國工人；境內H1B
、H4、L1、L2、J1、J2的延期和雇主轉換暫時
不受影響；護照上有相關有效簽證者和持有回
美證的人士不受影響。

9. 由於疫情的影響，移民局和國務院做
出以下政策調整：

a. 移民局宣布，對於2020年3月1日到
2021年9月30日之間所發出的所有補件(RFE),
拒絕意向書(NOID),N14,和上訴（290B）的回復
，在原有的截止日期基礎上，給予60天的寬限
期。

b.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3月20日起接受
申請文件的電子簽名。

c. 所有的簽證持有人可以以疫情為由要
求延期。因為疫情的原因而耽誤延期申請的遞
交，移民局會根據個案情況寬限處理。通過豁
免簽證進入美國的，可以延期30天。30天之後
如果情況沒有好轉，可以繼續延期30天。

10.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事官員
，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證入境美國後的
三個月內保持他們原定的計劃，即不得在入境
美國三個月內延期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
，或上學或找工作。一旦有上述情況出現，移
民官便可以推定他們蓄意做了虛假陳述, 從而對
申請人以後簽證，入境或在美國轉身份造成不
可挽回的後果。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法律知
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的
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主任律
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界日
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
的移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
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臺調頻
AM1050時代華語廣播電臺播出。提供最新的
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
還擔任美南國際電視臺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
法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
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
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托
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
市廣場內。地址是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傳真:713-583-9749。網址:
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
syanlaw.com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
六:10:00AM-1:00PM.

經濟擔保簡介經濟擔保簡介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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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我 們 不 至 消

滅，是出於耶和華

諸般的慈愛，是因

祂的憐憫，不至斷

絕。

耶利米哀歌 3：
22

因神的憐憫，

受刑人出獄後可以

不必再犯。

因景氣不好，工作難找，但住中途之

家，衣食無缺，每天靈修，打掃庭除，認真

學習，身心靈依然健壯。

吸毒的人，平均壽命縮短二十年，有

的年紀輕輕，已百病叢生。只因向神悔改，

神修復他們與家人的關係，也讓他們身心重

新得力。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我的溫度計 隨著她升降

黃明鎮牧師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也高興加入寄報協工行列。

9/29(週三)
今天中午忙裡抽空應邀前去好友一飛

一美夫婦家吃便飯，飯後一美也帶我参觀

在她們家後院栽種的蔬果、薑花、有冬

瓜，瓠瓜，無花果樹等，她愛心剪些長江

豆，韭菜，冬瓜，秋葵給我帶回家享用。

秋季是採收豐收季節。

9/30(週四)
中午我蒸煮紅燒三文魚與川燙地瓜葉

送去美秀家，突想到今天是美秀姐妹的生

日啊！趕得早，不如趕得巧。

大兒子夫婦Wil ly買印尼炒麵 (長壽

麵)，炒河粉下午回來家。

女兒敏敏買蛋糕祝福媽咪生日快樂!
小兒子全家用視頻祝賀母親，奶奶生

日快樂。

【以赛亞書40章29節】疲乏的，他賜

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箴言25章28節】人不制伏自己的

心，好像毀壞的城邑，沒有牆垣。

【约翰壹書2章16節】因為凡世界上的

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

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

來的。

【腓立比書4章4-7節】你們要靠主常

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

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神

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

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2021 年9月27日
艾多美查經班線上

聚會，講員周武籐

牧師分享主題:
如何面對壓力。

五A原則

Avoid       一、避免不必要的壓力

Alter         二、改變壓力的強度

Adapt       三、適應面臨的壓力

Accept     四、接受不能改變的事實

Adopt      五、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

筆者回應分享第三、適應面臨的壓

力。

(1).我是自投羅網：

猶記得1993年5月20日我們自紐約水

牛城搬遷至德州休士頓，發現華人超市有

許多報，但獨缺號角月報，故打電話與紐

約號角月報總編周簡艷珍師母聯絡，願意

在休士頓派發一千份號角月報美東版。禱

告兩年後，1995年11月《號角》德州版發

行創刊號。

(2).看見上帝的同在：

 靠主恩典完成每月寄報工程，天父應

許詩篇81篇6節『上帝說：我使你的肩頭

得脫重擔，你的手放下筐子』。在休士頓

28年每年每月主領許多忠心寶貴不同教會

的的協工們來同心作主工，我滿心感恩，

感謝主賜下多位愛主寄報協工。

(3).學習許多電腦技巧：

 從“電腦盲”到“電腦忙”，從“笨

鳥慢飛到漸漸快飛”，學會中文打字、

email、掃瞄、power point、Facebook、
blog、line、微信等。

(4)派報的師母：

派發號角月報時，我(作者)可以與讀

者近距離的有互動，也知道讀者的回響暨

鼓勵、建議。

協工黃美秀分享：

2001年開始作寄報、派報協工，作得

開心，也很高興認識來自不同教會的協工

們，「介紹休士頓我們印尼華人看號角月

報，她們都喜愛閱讀，讚內容豐富。」

我的兒子、女兒、小舅、小舅媽親友

也曾作過號角的寄報協工，特別小舅在印

尼，他是只動口不動手的，來美旅遊期間

適應面臨的壓力

　王建煊夫婦伉儷。

◎王建煊 ◎許徐春華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我和妻子蘇老師結婚 58 年，一直是

「無子西瓜」。我年輕身體健康，工作一

帆風順，工作忙碌。家務大小皆由妻子蘇

老師一手包辦，蘇老師是真正的一家之主。

失智的她

日子很快，現在我們都已 83 歲，我有

攝護腺癌，蘇老師患失智症，雖都不嚴重，

但總是在末日陰影中。

蘇老師失智雖甚輕微，但仍時露失智

特徵，看在我的眼裡，心中感覺不是滋味。

很難想像，一個活潑能幹的人，怎麼會變

成這個樣子。

他常問我：「我媽呢？」我說：「她

已過世，去天家了。」我爸爸呢？「也去

天家了。」他們什麼時候來看我們？「他

們不會來看我們的，但有一天我們會去天

家看他們。」我們什麼時候去呀？我說：「這

個我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那你去問

神呀！我說：「我怎麼有辦法去問神呀！」

蘇老師很輕鬆的說，你就說是我叫你去問

祂的不就可以了嗎？

蘇老師是我的溫度計

類此看似笑話的事，時有發生。你可

能會覺得好笑，但對我來說，有時真想哭。

跟我在一起生活了 58 年，這麼能幹的

人，現在怎麼變成這樣了呢？我的心立刻回

到她健康時代，過往的一切都歷歷在目了。

心情十分低落，我的心情溫度計的溫度隨

著她的身體狀況下降。

蘇老師是我的溫度計。

新冠肺炎期間，我們幾乎是足不出戶。

有時間，就讀聖經，終於把整本聖經完整地

讀了一遍。我經常在教會站講台，但始終沒

把聖經完整的讀過一遍，真是慚愧，這次終

於一了心願。

在讀聖經時，有的字不認識，蘇老師

認識，有讀錯的，蘇老師會糾正我，我心中

溫度計的溫度又上升了，因為這表示她的認

知仍然清晰，我十分欣慰。

蘇老師食慾甚差，一餐只吃一點，有

時幾乎是意思一下。看醫生，吃開胃藥也沒

有甚麼用。每到用餐，我的溫度計就降溫，

心情低落。但偶而她也有多吃一點的，溫度

計立刻增溫。

患失智症的人有時會嗜睡，動不動就

睡，一天可睡 15 個小時，看到心裡，溫度

計降溫。有時中午蘇老師睡了一小時就自動

起來了，太好了，溫度又上升。

愛是溫度計的指標

有天晚餐時，我要牽蘇老師去餐桌用

餐，她把我臭罵了一頓，拒絕用餐。我很難

過，不是因為她罵我，而是因為這種現象，

在失智症裡稱為是「黃昏症候群」。就是

到黃昏時刻，不知是陽光問題，或是其他原

因，病人會出現怪異行為。

想到可憐的蘇老師，情不自盡，會傷

感好一會，溫度計降溫了。

當我們愛一個人，關心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變成那個人的溫度計，愛得越深，

溫度計的靈敏度愈高。（文載自［風傳媒］）

光照在黑暗

裏，黑暗接受不了

光；因光將黑暗完

全而徹底的趕逐出

去了。

耶穌又對衆

人說：「我是世界

的光。跟從我的，

就不在黑暗裏走，

必 要 得 著 生 命 的

光。」 約 翰 福 音 
8:12 

09/30/21 英文每日金句

And this is the judgment, that the light is 
come into the world, and men loved the darkness 
rather than the light; for their works were evil. 
John 3:19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爲是惡的，

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約翰

福音 3:19 
09/30/21 金玉良言

在暴風雨又停電的黑夜裏，在暗室的桌子

上放了一支點亮的蠟燭，縱然是深沉的黑夜，

也遮不住一絲的亮光。wk
人點燈，不放在鬥底下，是放在燈檯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是世上的光。---- 聖經

◎黃明鎮牧師 /台灣更生團契總幹事

求 ♥神 ♥憐 ♥憫

∼∼∼靈修細語 　得勝秘笈∼∼∼

想「不至消滅」，生活就要正常，晚

上 10 點到凌晨 2 點，是所謂「犯罪時間」，

不睡覺，反而在抽煙喝酒吸毒，人怎可能不

消滅？

要親近神，祂的憐憫不至斷絕，每早

晨都是新的。

　郭文仁牧師

倩儀婚後四年懷孕，她和志德興奮地為

迎接小寶寶而做好準備。誰知生產過程並

不如上準父母課程的老師所說的那般順利。

痛了十多小時，還得打麻醉針才把孩子生下

來，接著又要學餵奶、照顧寶寶。倩儀擔心

回家後應付不來，後悔沒接受母親的好意幫

忙。

回家後，小寶寶日裡睡得還好，可到晚

上，每兩小時就哭鬧一次。倩儀為了起床餵

奶、換尿布而無法安枕，心裡煩悶。奇怪，

怎麼老師都沒說做媽媽的要有這麼大的適

應？她越來越覺得疲乏，聽到孩子的哭聲就

想：是不是照顧不周了？是不是奶水不夠？

她的情緒漸陷入低落，經常想哭，甚至想把

孩子送去醫院。還好志德也告了產假，一面

幫忙，一面鼓勵她多休息。同時，教會的姊

妹們也輪流每天送飯食，減輕了她許多壓力

和負擔。

兩、三星期後，寶寶晚上漸能安睡，倩

儀的體力稍有進步。看著酣睡的寶寶，心裡

甜絲絲的，感謝上帝賜他們可愛的小寶寶。

癥狀

近來患「產後憂鬱症」的人不少， 此
症其實分三個程度：

一、 產 後 情 緒 低 落

（postpartum blues），

癥狀較輕，發病率佔

產婦的百分之五十至

八十，約產後三至十天

發生，為期不超過兩星

期。症狀包括焦慮、哭

泣、易怒、失眠、疲

憊、情緒低落、手足無

措等；不過，很快不藥

而癒。

二、 產 後 憂 鬱 症（postpartum 
depression），發病率佔百分之十至二十，

約產後三天發生，為期約六至九個月，和產

後情緒低落相似。但時間較長，症狀較嚴重

和多樣化，除情緒波動、疲憊、哭泣、失眠

外，還會自責、自覺無用、注意力不集中、

食慾不振、思考力遲鈍、手足無措等。嚴重

的還有自殺傾向。

三、 產 後 精 神 分 裂 症（postpartum 
psychosis），發病率百分之一至二，約產後

三星期發生。除情緒波動、哭泣、失眠等

外，對外界事物還失去興趣和反應，嚴重的

甚至有妄想和幻覺。患者中大約有百分之四

至五的自殺率和殺嬰率，可幸這情況較罕

見。

緣由

導致產後憂鬱症的原因，尚未有確論，

不過大致是：一、產後荷爾蒙驟降，以致影

響情緒及大腦運作，導致情緒低落；二、生

產時受了驚嚇，產後虛弱，傷口疼痛；三、

睡眠不足；四、擔心自己無力照顧嬰孩；五、

疏忽了自己身心靈和社交的需要。

產後憂鬱症的高危險群是：一、二十

歲以下產婦；二、有濫用藥物或煙酒習慣

者；三、對生孩子有矛盾思想者；四、

以前患過憂鬱症、焦慮症或纖維肌痛症

（Fibromyalgia），或近親中有患這些病的

人；五、母親有難處者，如單親媽媽、婚姻

關係不和諧和嬰孩難產、早產、有缺陷者，

又或親人過世等。

防治

預防產後憂鬱症的要點如下：一、留意

自己的身心靈需要，每天安靜讀經，禱告，

唱聖詩，把重擔交給上帝；二、注意均衡的

飲食，不要為照顧嬰兒而廢寢忘餐。研究發

現，含 Omega-3 脂肪酸的魚油丸有助情緒，

另有說服食維他命也有幫助；三、爭取機會

休息，嬰兒睡時，母親也要小睡；四、適當

運動能激發身體抗憂鬱的荷爾蒙；五、向有

經驗的媽媽請教；六、不要給自己壓力，不

要期望做個十全十美的母親和妻子；七、產

婦情緒低落超過兩星期，症狀每況愈下，就

須及早去看醫生。越早求醫，根治的機率越

高；八、接受親友的幫助，不要冷落枕邊人，

凡事要和先生商量，彼此分擔。必要時請親

友幫忙短時間看顧嬰兒。若經濟許可，僱可

靠的媬姆幫助家務和照顧嬰兒。

憂鬱症患者看甚麼都會較為負面，產後

憂鬱症患者亦然。她們需要親友諒解、開導

和鼓勵。不要對她們要求過高，輕易責備她

們，須用加倍的愛心和忍耐伴她們走過這段

過渡時期。

屬靈資源

基督徒也會患產後憂鬱症的；但基督徒

有天上的父，又有教會弟兄姊妹，處境比較

好些。所以，我們要提醒患產後憂鬱症者，

上帝仍然愛她，不會撇下她。鼓勵她抓緊

上帝的話語，安排時間讀經，禱告，親近上

帝，把一切憂慮、重擔卸給上帝，靠上帝走

過這一段路，也要接受弟兄姊妹的慰問。教

會姊妹們可輪流供應餐食，抽點時間代為看

顧嬰孩，讓母親有空出外辦理要緊的事。有

經驗的姊妹可提供意見，和她一同禱告，必

要時帶她看醫生等。有些教會禮拜天會有人

幫忙看顧嬰孩，讓母親安心參加聚會，聽專

題講座，與其他姊妹接觸等。讓新生兒母親

有正常社交，有助除去孤單無助的感覺。

總結

生孩子是快樂的事，但現在小家庭沒有

長輩幫忙，添了小寶寶可能會有預料不到的

壓力。不過，只要及時和恰當處理，困難只

是暫時的。最要緊的還是要接受上帝和親友

的幫助，走過這一段路，很快你就會看見寶

寶蹦蹦跳跳，逗得你開心。

（文載自［中信］）

談產後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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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和人类最相似的动物，人们首

先会想到的，都会是黑猩猩，不过，从

灵长类动物的角度来说，猩猩科的很多

物种，事实上和人类都很相似，比方说

红毛猩猩，它们又被称作“森林中的人

”，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6.4%。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流传着有关于

“野人”的传说，对此，一些研究者认为

，或许一些“野人”就是红毛猩猩。

因为它们的平均身高在1.7-18米之

间，而且没有尾巴，还可以直起身子，

同时它们的双手还可以拿东西，远远看

过去，在视线不清的情况下，的确会容

易出现被人误认做是“野人”的情况。

从DNA追溯的角度来说，红毛猩猩

曾经和人类拥有着同一个祖先，当然，

这是1400万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它们

主要是生活在东南亚地区，而且身上还

保留着很多古猿的特征，因此，红毛猩

猩也是具有很大的科研价值，可以更好

地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祖先。

说起来，红毛猩猩也是非常聪明的动

物，在世界上，第一只上过大学的猩猩，

就是一只红毛猩猩，看起来很不可思议是

不是？一只红毛猩猩竟然上过大学，而且

念的还是美国名校之一的田纳西大学，那

么，这只红毛猩猩现状如何呢？

全球第一只上过大学的猩猩

这只上过大学的红毛猩猩，它被取

名为夏特克，在1977年的时候，夏特克

在美国的一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降生

了，当然，它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

被人类进行研究的，原因上文中我们已

经说过了，因为它们是一种很古老的物

种，同时，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极高。

在那里，人类学家琳恩将夏特克当

做自己的孩子，从小就照顾它，和它生

活在一起，并且教会了夏特克进行手语

沟通，这也让夏特克在和人类的长期接

触中，开始渐渐产生了一种错觉，它开

始不认为自己是猩猩，认为自己是一个

人，只不过外表看起来，特别了一点。

夏特克非常的聪明，所以，它在很

小的时候，也被送去了田纳西大学，因

为在当时，田纳西大学开设了一个非常

有趣的研究课题，希望可以通过对夏特

克的研究，来分析人类的一些行为，究

竟是与生育来的，还是后天经过教育和

环境等因素而形成的。

琳恩也一直都陪伴着夏特克，夏特

克也认为琳恩就是自己的妈妈，由于夏

特克开始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人，它非

常渴望自己能够彻底融入人类的社会，

于是，当夏特克长大之后，美国田纳西

大学也是破格录取了夏特克，它成为了

田纳西大学一名特殊的大学生。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特克还会参

加每学年的期末考试，当然，它的考试

内容和人类学生是不同的，但是，夏特

克却非常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并且和

很多同学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大家也

都很喜欢和夏特克进行交流，毕竟夏特

克是会手语的。

然而，在夏特克9岁的时候，却因

为一次意外，导致夏特克的人类体验生

涯提前结束了，在当时，有一名女学生

表示，自己受到了夏特克的攻击，尽管

琳恩表示夏特克并不会那么做，但是，

夏特克毕竟是动物，这就让夏特克被送

回了动物中心，被人类关在了笼子里，

囚禁了起来。

这对于夏特克来说，是根本无法接

受的，而且每一次琳恩去看望它，夏特

克都通过手语，表示自己并没有伤人，

而且还表示自己想要出去，可是，琳恩

却最终没有救出夏特克，这就导致夏特

克从9岁开始，就一直孤独地被囚禁。

夏特克的结局如何？

时间久了，夏特克也知道自己再也

无法回归人类社会了，可是夏特克又不

认可自己的动物身份，于是，夏特克开

始变得非常沉默，很多时候，它都一动

不动地呆在笼子里，并且后来经过诊断

，夏特克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尽管

服用了大量的治疗药物，却都没有得到

缓解，情况也越来越糟糕。

这样的生活，夏特克过了30年的时

间，一直到2017年夏特克去世，在那之

前，琳恩也曾经再次询问夏特克，它是

否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夏特克也给

出了肯定的回答。

虽然39岁的年纪，对于平均年龄在

40岁左右的红毛猩猩来说，已经算是高

龄了，但是，对于夏特克来说，它的一

生却太过悲惨了，人类亲手让一只黑猩

猩误认为自己是一个人，而且还让这只

黑猩猩上了大学，可是最终，却也是人

类让它的一生都被囚禁，在绝望和重度

抑郁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全球第一只上过大学的猩猩却被囚禁30年

尽管古生物学家们研究认为，在距

今6600万年前的第五次生物大灭绝发生

后，恐龙就已经结束了长达1.6亿年的统

治，成为了历史，不过，多年来一直都

有观点认为，恐龙还活着，比方说被称

作科莫多龙的科莫多巨蜥，它因为和恐

龙存在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也曾经一度

被认作是“恐龙的后裔”。

那么，什么是科莫多龙？

科莫多龙，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蜥

蜴，也是最凶猛的动物之一，当食物短

缺的时候，科莫多龙甚至还会以同类为

食，一些甚至还会吃掉自己的孩子，都

说“虎毒不食子”，可想而知，科莫多

龙的性格是多么的凶残。

尽管个头非常大，但是科莫多龙却

非常灵活，它们移动的速度很快，每天

为了觅食，甚至可以去往数公里之外的

地方，目前，科莫多龙仅在印尼的一些

小岛上有所分布，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

，全球仅剩3000只左右，属于严重的濒

危物种。

那么，科莫多龙和恐龙之间，是否

真的存在着联系呢？从古生物化石研究

来看，最早有关于科莫多龙的化石记录

，来自于4000万年前，它是起源于亚洲

的巨蜥，随后，伴随着大陆漂移，科莫

多龙最终在澳大利亚（澳洲大陆）得到

了完美的生长。

在那里，科莫多龙开始变得越来越

大，体长也达到了2-3米左右。随后，在

大约1500万年前，又重新因为大陆漂移

，导致它们重新回归到了亚洲，最终在

印度尼西亚群岛上安家落户，并且一直

演化至今。

因此，无论是从起源上来看，还是

从出现时间来看，科莫多龙和恐龙之间

，都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可能唯一有关

系的，就是它们都属于大型的爬行动物

。

说起来，科莫多龙的生存之地，上

面往往都是荒无人烟的孤岛，那么，在

这样的情况下，科莫多龙又为何会濒危

呢？

是什么让科莫多龙走上灭绝之路？

尽管科莫多龙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

4000万年的时间，不过，人类发现它们

，却仅有100余年的历史。

在100多年前，苏丹曾经将犯人，

流放到科莫多岛上服刑，这是一座人迹

罕至的孤岛，在岛上，犯人们发现了科

莫多龙的存在，而且这些科莫多龙非常

凶狠，还会对犯人们展开进攻，于是，

有犯人为了逃离这里，向上面进行了汇

报，但是却并没有人相信，反而认为是

这些犯人为了离开而编造的谎话。

它是“恐龙后裔”，科莫多龙存活

4000万年后终顶不住，仅剩3000只

一直到1911年，一名美国飞行员飞过科

莫多岛上空的时候，由于是低空飞行，

竟然无意中发现岛上存在着一些庞然大

物，这些庞然大物被他称作是“巨兽”

，这个发现也吸引了很多古生物学家前

来考察，科莫多龙也随之被人类熟知。

由于这里是印尼的管辖范围，所以

，1915年之后，印尼就开始对这些科莫

多龙进行监管了，原因很简单，因为研

究者发现，这些“怪兽”只在印尼群岛

上存在。

然而遗憾的是，印尼却并没有阻止

人们在利益的趋势下，对这些“怪兽”

进行捕杀和贩卖，很多人为了获得科莫

多龙的皮肤，或者是为了在自己的动物

园中展出，都不惜花费高昂的价格，这

也导致科莫多龙的数量越来越少，很快

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的时候，科莫多龙就

已经成为易危物种了。

而在今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最新更

新的濒危物种名单中，科莫多龙也是再

次“升级”成为了濒危物种，数量仅剩

下3000只左右，可想而知，如果人类对

它们不能进行保护，那么，这种古老的

“怪兽”，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历史了。

研究者表示，由于如今地球的整体

气候环境都并不乐观，因此，即使人类

对它们加大保护力度，科莫多龙在未来

，仍然也是难逃灭绝的风险。

因为伴随着全球变暖，海平面也在

不断升高，科莫多龙生活的这些小岛，

未来也有可能被淹没，大约45年之后，

它们的栖息地就会减少30%左右。

而且再加上印尼群岛本身就处于火

山带上，这里自然灾难发生的频率也更

高，这些都意味着，科莫多龙的生存前

景并不乐观，它们极有可能在不久后消

失。

有观点认为，由于科莫多龙曾经在

澳洲大陆上演化，那么，或许可以引进

一部分科莫多龙，让它们在澳洲生存，

不过，如今科莫多龙已经适应了印尼的

生存环境，将它们前往澳洲大陆，也会

涉及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比方说栖

息地、食物等等，所以，这个观点也需

要从长计议，那么，在你看来，人类应

不应该保护科莫多龙？

“恐龙后裔”存活4000万年，仅剩3000只

班达海，联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

在这片海域中，有十余座火山岛。岛屿低地的

火山土壤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这些星

散于班达海中的群岛，如同绿色宝石珠串般镶嵌于

蔚蓝色海洋之中。人们把这里称为马鲁古群岛

（Maluku）或摩鹿加群岛（Moluccas）。

气味芬芳的植物

潮汐刚刚退去，明月自海上升起。海岸沙滩，

椰林树影，水清沙白。

月光映在一棵小乔木的枝杈上，数只蚂蚁模样

的小虫正在此寻觅着一股让它们极其愉悦的气息。

在这棵树木光亮的绿叶间，隐藏着长有十余朵淡黄

色的小花的雄花序，这些极具诱惑的气息正来自于

此。小虫们很快发现了目标，各自爬进了雄花序上

小小的钟形花朵里。

虽然这些小虫看上去有些像某种蚂蚁，不过它

们来自鞘翅目蚁形甲科，这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蚁形

甲（Formicomus braminus）。很快，这些贪食的小

虫又匆匆忙忙从钟形的小花中爬出，身上带着花粉

，沿过枝杈，奔赴另一处散发出愉悦的气息的宴会

地。

火山岛雨林中的常绿小乔木是肉豆蔻（Myristi-

ca fragrans），这是特产于马鲁古群岛的肉豆蔻科

肉豆蔻属植物。花期时，肉豆蔻能开出气味芬芳的

钟形黄色小花。肉豆蔻是雌雄异株植物，雄花和雌

花在不同的树上发育，一棵雄树可以同时为几株雌

树传粉。在蚁形甲的帮助下，授粉成功的肉豆蔻雌

花，子房开始膨大，发育出果实。肉豆蔻与蚁形甲

之间的合作早已亲密无间，如班达海随季节变换的

风海流，和在这一片风浪洋流中耸立的十一座火山

群岛一样，似乎亘古以来未曾有过改变。

雨林的馈赠

朗岛（Run），是马鲁古群岛中的一座小火山

岛。这里地处赤道，雨林中没有寒暑交替，唯有高

温、潮湿、连绵雨水和无尽长夏。

在赤道地区绵绵不断的雨水滋润和炙热阳光烘

烤下，肉豆蔻果实随着时间一天天发育，逐渐成熟

，变得如杏大小。成熟后的肉豆蔻的果实会开裂成

两瓣，露出里面深棕色硬质闪亮的种子，在种子的

表面，裹着鲜红醒目的如丝络般的肉质假种皮（肉

豆蔻衣）。

在很久以前，一直生活于朗岛的摩鹿加人就知

道，雨林里的肉豆蔻果实会为他们换回财富。肉豆

蔻是大自然对朗岛的恩赐，数个世纪以来，来自波

斯、阿拉伯和马来、爪哇的商船会乘着季风，沿着

先辈开辟的路线航行至此。有的时候，甚至还有来

自中国的船只来此靠岸。商人们会带来各种岛民需

要的各种物资和精美商品，交换岛上出产的气味芬

芳的肉豆蔻。尽管跨越多个大海的远航困难重重，

但香料群岛的肉豆蔻会为他们的冒险换回惊人的财

富。

珍贵的香料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具有独特甘甜辛香味的肉

豆蔻一直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香料。肉豆蔻在欧洲

总是供不应求，原因之一就是中世纪的欧洲，无论

是城市、宫庭、城堡，以至人散发出的气味都不太

友好。城市市民拥有自由泼粪的权利，经常洗澡在

当时的人看来会招来恶鬼或瘟疫。

这些臭味既然无可消除，最佳手段便是思考如

何遮掩。肉豆蔻、丁香和肉桂等热带香料散发出的

的气味几乎可以掩盖所有的臭味。尤其是，在没有

冷藏条件的时代，这些香料的香气能够掩盖肉的腐

臭，让腌肉得以长期储存，并带有独特的风味。

经过漫长的旅途和无数次接力转手的交易，当

肉豆蔻最终到达欧洲宫庭贵人们的手中时，其价格

已远比黄金更为珍贵稀有。肉豆蔻、丁香、肉桂这

样的香料，本身已成为财富的象征。传说中，兰开

斯特王朝末代君王亨利六世在加冕前把名贵的肉豆

蔻撒在罗马的街道上，让肉豆蔻的香气飘散在在街

道之间，这种令时人瞠目的败家子行为艺术，更坐

实了他亡国之君的特质。

对欧洲人而言，香料和财富是划等号的，14世

纪的一篇文章说，一磅肉豆蔻的价值相当于“七头

肥牛”。人们只知道，这些无比珍贵的香料来自遥

远的东方，来自大海的尽头，来自传说中的香料群

岛。而此前几个世纪，横亘于东西方之间的阿拉伯

商人对欧洲人一直严守着香料群岛的秘密，这也让

欧洲商人们嫉妒到眼红。除了严格保密通往香料群

岛的航线，阿拉伯商人甚至把肉豆蔻浸泡在石灰里

以防止发芽，这样买走肉豆蔻的欧洲人就再也不可

能自己用肉豆蔻发芽栽植了。

殖民者到来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伴随着阿拉伯世界的衰落，

葡萄牙人的航船开进了班达海。终于，冒险家们在

印度尼西亚的上万岛屿间，寻找到了传说中的香料

群岛。

初次到访的葡萄牙船队带着满船的香料回到了

欧洲。这一次航行，葡萄牙商人实现了巨额的利润

。葡萄牙人的成功冒险激发了无数人的贪欲，西班

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商船纷纷进入到这一海域

。只是朗岛的摩鹿加人，从此再也没有等来肉豆蔻

为他们带来的财富，来自欧洲“文明世界”的商人

很快向他们举起了屠刀。

1616年，英国人控制了朗岛，宣称这里是大英

帝国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并成立了英国东印度公

司。对肉豆蔻的垂涎，成就了大英帝国的开始。

而实力强大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则驱逐了

更早来到这里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占领了马古

鲁群岛的更多岛屿，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

人和马古鲁群岛原住民的酋长签下了协议，只是他

们并不打算和摩鹿加人做交易。荷兰人在马古鲁群

岛上建起一座座肉豆蔻种植园，为了实现巨额利润

，他们把每颗对外销售的肉豆蔻都淋上石灰使其不

育，并制定法律，对任何偷窃、种植、销售肉豆蔻

或者进口枯萎肉豆蔻的人一律处死。

为了垄断世界上仅有的肉豆蔻产地，荷兰人通

过战争打败了众多的竞争对手，并对马鲁古群岛的

原住民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血腥屠杀。

垄断香料市场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用带血的屠刀

，把控着全球肉豆蔻的独家贸易权，他们肆无忌惮

地抬高肉豆蔻价格，甚至，为了价格和利润，荷兰

人烧毁了阿姆斯特丹的全部肉豆蔻仓库。

就这样，荷兰人赚得盆满钵满。

垄断的终结

荷兰东印度公司掌握了几乎所有产肉豆蔻的岛屿

，唯有朗岛仍由英国人控制。为了彻底垄断肉豆蔻，

荷兰人同英国人争夺起了对这座小岛的控制权。

1667年，经过近六十年的战争，两个殖民者达

成了《布雷达条约》，相互承认他们的殖民要求并

交换有争议的领土。

英国放弃了对朗岛的控制，这个世界尽头的小

小火山岛终被荷兰人占领，荷兰人实现了在全球范

围内垄断香料市场的“丰功伟绩”。作为交换，英

国人在北美得到了一个叫做新阿姆斯特丹的沼泽小

岛。

荷兰人的对肉豆蔻的垄断持续了近百年。然而

，世上没有永远掩盖的秘密。1769年，法国园艺师

皮埃尔· 波弗尔把肉豆蔻幼苗（一说是种子）从马

古鲁群岛偷运到了毛里求斯岛，在那里它们开始繁

衍生息起来，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把肉豆蔻树苗

带到了槟城、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和西印度群

岛。

无数的肉豆蔻种植园在世界各地建立，肉豆蔻

的价格一落千丈，荷兰人对肉豆蔻香料的垄断结束

了。经过上百年的血腥掠夺，马鲁古群岛成为了一

处神弃之地，这里如同世界的尽头，少人问津。今

天，肉豆蔻的栽植遍及全世界的热带地区，印度、

斯里兰卡和格林纳达都是肉豆蔻的重要产地。

英国人以肉豆蔻为代价换来了新阿姆斯特丹。

后来，它有了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纽约。

肉豆蔻当年有多珍贵？
荷兰把纽约送给英国，换来这种香料的垄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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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近日，教育部连续举行新闻发布会

，进一步强调“双减”工作任务，各地

方也纷纷响应，积极落实教育教学工作

中要严守的纪律和相关管理规定。

具体内容，一起来看吧！

1、落实“双减”政策，全方位保护

孩子健康成长

教育部3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

落实学校承担的“双减”工作任务，必

须严格落实教育教学工作纪律。

新学期开学后，义务教育学校要严

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

何名义设置重点班。严格执行教学计划

，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改变难度、调整

进度，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

严格执行作业管理规定，严禁给家

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要求学生

自批自改作业。严格执行考试管理规定

，不得违规组织考试，不得按考试结果

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

。（新华社）

2、教学时间也有新规定了

8月31日，在北京教育“双减”工

作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

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表

示，义务教育学校按规定安排教学时间

，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20，

中学一般不早于8:00。

学校不得利用晨检、午检和自习课

进行学科教学，不得利用寒暑假、周末

、法定节假日组织学生开展任何形式的

集体补课。义务教育学校严禁组织任何

形式的分班考试，不允许分重点班、实

验班。

3、老师可实行“弹性上下班”

8月30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了推

进课后服务全面覆盖的相关情况。

吕玉刚介绍，学校课后服务要体现

办学特色，充分挖掘教师潜力，既要为

学有困难的学生答疑辅导、指导完成作

业，又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

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拓

展学生学习空间，努力满足学生不同学

习需求，切实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和

有效性。

要关心爱护教师，可统筹安排教师

实行“弹性上下班”，对参加课后服务

的教师给予相应补助。课后服务可以聘

任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

或志愿者参与，并充分利用好少年宫、

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社会资源。

4、老师收入有保障

9月1日，教育部召开发布会，介绍

2020年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情况

的督导结果，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田祖

荫介绍，目前各地都按承诺落实了义务

教育教师工资“不低于”的目标。

他表示，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必须是

财政保障，此外，义务教育教师收入随

当地公务员待遇调整联动，“公务员涨

，咱也涨，公务员发，咱也发，公务员

不发，咱也可以不发。”（中国新闻网

）

5、关注学生健康，把好食品关

8月30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

合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厅、公安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和秋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通

知》。其中提出，发生洪涝灾害地区的

校外供餐单位和学校食堂，不得使用洪

水浸泡过的食品原料加工制作食品。

强化禁止向未成年人售酒监管，严格

执行学校周边不得设置售酒网点的规定。

6、未成年人只有这个时间能玩游戏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

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游戏问题，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

，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切

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

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所有网络游戏

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

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

小时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

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7、18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参加电

竞赛事

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下发《关于进

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游戏的通知》，一些电竞赛事已着

手对参赛选手年龄进行限制。

其中，PEL和平精英职业联赛公告

称，将对参赛选手年龄展开合规工作；

KPL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则明确，KPL和

K甲选手必须年满18周岁方可参赛。

8、教育政策有制定、有落实，才能

有效果

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未成年人学校保

护规定》正式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实施条例》明确，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

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

也不得转为民办学校；其他公办学校不

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

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

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等。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了

学校保护职责、专项保护制度、学校管

理要求、保护工作机制和支持监督措施

。要求，学校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并

制止教职工以及其他进入校园的人员实

施6类行为，包括与学生发生恋爱关系

、性关系等。

《规定》还提出学校应定期针对全

体学生开展防治欺凌专项调查，禁止学

校、教师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名，

禁止手机带入课堂，学校不得设置侵犯

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等规定。（中

国教育报）

9、教育督导文件来了，这些行为会

被问责

《教育督导问责办法》9月1日起实

施，明确：存在超标超前培训、虚假宣

传、超期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出现教

师师德严重失范、学生欺凌等危害学生

身心健康情况或重大负面舆情等情形，

应予以问责。

目前，全国共有各级督学14.7万名

。教育部要求新一届国家督学积极履职

，保证时间精力投入，不挂虚名。（央

视网新闻）

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改革不易，全面

落实更需要漫长的过程，不仅需要各部

门的监督，更需要学校、家庭以及社会

的全面配合。

希望每一个政策都能在实践中落实

，惠及每一个孩子的学习、生活和成长

！

有个以身作则的父母有多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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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士頓最具黃金位置及功能的休士頓最具黃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百樂公寓」」
全新裝潢全新裝潢 現正限量特惠中現正限量特惠中 歡迎把握時機歡迎把握時機

(本報記者秦鴻鈞 ）提起全美 「中國城」 的歷
史，休士頓西南區中國城的發展，可說是奇蹟中
的奇蹟，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內，休市西南區的
快速發展令人嘖舌，而位於休士頓中國城最具黃
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 ，更是此黃金地點
中最耀眼的一顆明珠，佔盡地利的優勢。 「百樂
公寓」 位於中國城生意最紅火的商場- 「敦煌商場
」 旁，並且距離數百家亞洲獨特的餐館和商店僅
幾步之遙。百樂公寓內的住戶可輕鬆直達鄰近的
高速公路，包括：Sam Houston 八號公路和69州
際公路，和Westpark Pkwy 付費高速公路。使您
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輕鬆往來大休士地區，休士

頓市中心，IAH喬治布什洲際機場，和世界頂尖
的醫療中心。

「百樂公寓」 是一個提供舒適和便利生活的
公寓社區。他們有一臥室、兩臥室和三臥室三種
戶型。這些戶型並配備了電灶，冰箱和洗碗機。
由他們努力工作且專業的管理和維護人員，以確
保公寓居民擁有舒適和享受的生活。

在 「百樂公寓」 居住，可說是休市的 「天之
驕子」 ！因為該公寓匯聚了敦煌、王朝、黃金廣
場的豐富機能，得天獨厚享有衣食住行育樂的便
利，與各大超級市場：H Mart 、大中華、百佳、
惠康等超市及各美食餐廳、排隊名店、醫療院所

、金融機構如華美銀行、Chase Bank、 恆豐銀行
、美南銀行、富國銀行Wells Fargo、國泰銀行...
都在輕鬆步行可達的距離內，真實生活享有出繁
華、入寧靜的優越！

「百樂公寓」 因位於敦煌廣場隔壁，更是幾

分鐘步行可至中國城各個超市及餐廳。在此居住
，真可謂 「天之驕子」 ！ 「百樂公寓」 全新裝潢
，現正舉辦限量優惠中，歡迎電話洽詢詳情。
「百樂公寓」 地址：7255 Corporate Dr. Hous-

ton TX 77036, 電話：713-272-8100

中國城康明藥房可中國城康明藥房可
接種不同新冠疫苗接種不同新冠疫苗

圖為面對圖為面對 「「王朝商場王朝商場」」 後方的後方的 「「康明藥局康明藥局」」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位於中国城王朝商場側
面的康明藥房 (Brightmed
Pharmacy) 已經收到由美國
疾病控制中心(CDC)直接派
送的大量輝瑞(Pfizer)和莫多
納(MODERNA) 和強生( J & J)
新冠病毒疫苗。 藥房週一
到週五 (9:00 - 5:00)及 周六

( 9:00am - 2:00pm)進行疫
苗接種，完全免費。 請在
當日帶身份證明 (駕照，護
照或州 ID)以及疫苗卡(第二
針或三針)來接種疫苗。如
有保險， 請帶保險卡。如
您符合接種第三針或補強針
， 歡迎來藥房接種。 如有

問 題 ， 請 致 電
713-772-7700。 藥房地址
：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3，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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