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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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報導，美國總統拜登5日在白宮
接受記者提問時表示，自己和中國大陸主席習近
平針對台灣議題進行談話，雙方表態同意遵守台
灣協議。另據 「半島電視台」 報導，白宮也宣布
值此華府與北京緊張關係加劇之際，美國國家安
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將於蘇黎世，會
晤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拜登表示， 「我和習近平討論過台灣議題。
雙方同意彼此將遵守台灣協議。我們也很明白的
談到，我認為他不應該做出任何逾越此協議的舉
措。」 這是拜登在共機連4日近150架次進入台
灣防空識別區(ADIZ)後，拜登首次做出回應。

《路透社》指出，拜登所指的疑似華府長期
遵守的 「一個中國政策」 與《台灣關係法》；就
前者言，即正式承認北京而非台北。就後者來說

，該法規範關於台灣未來將以和平方式決定。
報導表示，近日共軍戰機頻頻闖入台灣

ADIZ，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3
日在聲明中強調， 「美國非常關注在台灣附近的
挑釁性軍事活動，這已破壞穩定，並有造成誤判
的風險，更破壞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

在記者會上，拜登也談到自己在9月9日與
習近平展開長達90分鐘的通話。這是7個月來
兩人首次談話，當時兩人重申全球兩大經濟體間
的競爭，不能進一步引發衝突。

另一方面，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霍恩
（Emily Horne）在聲明中證實，蘇利文將與楊
潔篪，在拜登日前與習近平通話的基礎上，繼續
進行討論。 「我們會持續尋求負責任的管理兩國
間競爭」 。

拜習談 雙方同意遵守台灣協議

（（路透社路透社））



AA22大俠天下行

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星期四       2021年10月7日       Thursday, October 7, 2021

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is coming Friday afternoon October 8th
Congressman Al Green will come to our TV
studio to participate in a town hall meeting.

We are facing so man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our community today.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a lot of people have
lost their businesses and they are really
suffering.

If you need to know how to get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act that we are facing
possible legislation in Texas to try and redraw
the voting districts, are just a couple of the
issues we will discuss.

We believe that a healthy democracy is
based on free, fair and transparent elections
and that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vote should
always be protected.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very worried that the
population of minorities will be
under-represented by these changes.

Houston is a very international city. We have

many local minority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STV, Afrovibes TV and Vietnamese TV. All of
us will organize as the Global Vibes Media
Group to report our local news and

entertainment programs.

We all need to be united. We all love this land
that we call our home.

1010//0606//20212021

Community Town Hall MeetingCommunity Town Hall Meeting

美南電視傳媒定於週五下午
三時邀請社區領袖和國會議員
格林在電視攝影棚舉行面對面之
座谈會, 題目是《我們面臨的困
境》。
近十年来， 大休斯敦拉丁

裔、亞裔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九
十五，在休斯敦中國城及國際
區多半是新來的移民社群建立的
新型商業區，为大休斯敦地區
之繁榮作出極大之貢獻。
自從疫情侵襲以來， 對我

們社區之経濟及心理上都造成巨
大之打擊，許多商家也因而倒
閉。
今天我們必須以同舟共濟之

精神再次站起來，我們利用目
前聯邦及州市政府之管道，爭
取到應有之幫助，我們也要呼
籲大家，一定要註冊投票參加選
舉活動。
國會議員格林在我們選區服

務已逾十五年之久，他非常關
心社區之處境，我們特別安排
了這場面對面的座談會，並且
做現場直播，希望大家踴躍參
加。
疫情的隂影仍然籠罩著我

們，通澎和物價不斷上漲，社
會底層仍在掙扎之中，我們也
看不到世界之和平天災人禍，
令人悲憤不己。

如何面對之我們的困境如何面對之我們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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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主席鮑爾任
期將滿，在重量級議員公開反對續任、聯準
會倫理醜聞連環爆、現又傳出副主席也身陷
炒股風波的情況下，拜登留不留鮑爾多了不
少複雜考量。

美國 「紐約時報」 報導，熟悉政府內部
討論的人士透露，4年任期將在明年初屆滿的
鮑爾（Jerome H. Powell）仍有很大機會再
獲派任，因為他在疫情爆發導致經濟衰退後
積極動用聯準會工具，贏得白宮內部敬重。

但做出決策、宣布的時間點都仍有高度
不確定性，即便針對的只是經濟高官的任命
。拜登政府忙著處理其他優先要務，像是通
過開支法案、提高舉債上限等等，最有可能
在未來數週宣布拜登對聯準會人選的選擇，
儘管那也並非絕對。

這樣的不確定，反映圍繞鮑爾續任議題
的複雜因素愈來愈多。白宮準備對鮑爾的未
來做出決策之際，美國經濟正來到重要關頭
，疫情爆發後數以百萬計工作流失、通膨升
高，在在對聯準會主席帶來莫大挑戰。下屆
主席也需要計畫聯準會要怎麼處理氣候金融
政策、數位貨幣發行、倫理兩難的因應等議

題。
Better Markets 執行長凱勒赫（Dennis

Kelleher）表示： 「現在開始像是到了聯準會
非常重要的時刻。」

政府非得迅速決定的壓力，部分來自聯
準會7人組成的理事會很快就會出現許多空
缺，包括副主席克拉里達（Richard H. Clari-
da）任期將在明年初屆滿。如果拜登能在近
期一次提名數個重要職缺的接替人選，就會
讓他有機會表現出，他確實聽到了民主黨議
員希望聯準會更多樣的聲音。

但倫理醜聞恐讓這些人事的決策更形複
雜。

波士頓聯邦準備銀行總裁羅森格蘭（Er-
ic Rosengren）與達拉斯聯邦準備銀行總裁
凱普蘭（Robert Kaplan）因在疫情期間的股
票交易行為遭到審視，已於9月27日宣布退
休。

現在各界注意力轉到克拉里達身上，他
在2020年2月底將債券基金的資金轉到股票
基金，時間就在聯準會暗示可能出手救市前
不久。

Fed風暴連環爆 鮑爾續任問題來到關鍵時刻

近年中國大陸和印度在西藏與拉達克（Lada-
kh）邊境的緊張情勢升高，雙方持續屯兵備戰。
《歐亞時報》（The EurAsian Times）5日指出，
雖然印度在該區域的空軍基地數量遠高於大陸，
但大陸戰機可能進駐鄰近的巴基斯坦吉爾吉特－
巴爾蒂斯坦（Gilgit-Baltistan），將削弱印度的地
利優勢。

《歐亞時報》報導，先前曾傳出中國大陸於
巴基斯坦的司卡度（Skardu）空軍基地，部署達
40架殲10戰機和1架IL-78空中加油機的消息；
雖然稍後遭巴基斯坦官方駁斥，但未具名的軍事
專家告訴《歐亞時報》，若有必要，該基地 「毫
無疑問」 能做為大陸根據地，抵銷印度空軍於中
印邊境的數量優勢。

司卡度位於拉達克北部的吉爾吉特－巴爾蒂
斯坦，距離印度查摩與克什米爾夏季首府斯利那
加（Srinagar）僅約200公里，巴基斯坦空軍於當
地部署過JF-17 「梟龍」 戰機。且根據衛星照片
，巴基斯坦仍持續升級基地設施，第2條跑道的建
設作業已幾乎完成。

退役印度空軍中將、現任印度空中武力研究
中心（Centre for Air Power Studies）主任邱普拉
（Anil Chopra）先前指出，中國大陸的阿里昆莎
軍民兩用機場，由於身為全世界海拔第三高機場
的地理環境限制，僅能部署幾架戰機；和田基地
是大陸空軍於當地的主要基地，距離戰區約350
公里，可容納50至60架飛機；喀什基地則距離戰
區約600公里，可容納戰機量略低於和田基地。

破解印空軍邊境地利優勢大陸或這樣出招

位於南加州亨廷頓海灘（Huntington
Beach）外的一個海上石油平台近日發生嚴
重漏油事件, 監管海上石油和天然氣的聯邦安
全與環境執法局說，由於輸油管破裂,至少有
47.7萬公升的石油洩漏到水域, 這些濁水在海
洋中造成了幾公里寬的油帶，並以黑色粘稠
球狀物與死鳥和死魚一起衝上海岸,這也是南
加州近年來罕見的大規模漏油事件, 相關單位
工作人員緊急部署了撇油器和圍油欄，試圖
控住漏油造成的損害。

根據聯邦安全與環境執法局的資訊，這
次肇事的油田由德州Amplify Energy Corp.子
公司貝塔運營公司(Beta Operating Compa-
ny) 所營運, 該公司自1980年來已因違反安全
和環境規定被糾正過125次, 可謂前科累累,
而這條南加州的輸油管和三個海上石油平台
早在1980年代初就已安裝, 使用長達40多年
, 目前這條16英寸寬的管道已關閉，官員們
正調查是否因被船錨擊中油管才破裂外洩, 不
過令人費解的是, 當地居民表示，他們在周五
傍晚就已發現油跡和油味，並立即向相關單
位報告,但直到週六下午才得到回應, 顯然在

管控方面出了問題。
海底輸油管破裂造成的影響非常大, 嚴重

傷害了海上自然生態與環境 。 早年前著名的
Exxon 石油公司曾因在阿拉斯加灣的油輪觸
礁,污油外洩使大量海洋生物集體死亡而造成
當地捕漁業消失, 後患無窮。根據聯邦安全與
環境執法局的資料, 海中輸油管洩漏的事件層
出不窮, 從1991 年到2018 年，27 年間發生
了139 起, 經濟損失難以估計,其中最嚴重的
就是1991 年發生在明尼蘇達州的油管線爆裂
，嚴重污染當地自然環境, 並造成人員死傷事
故。根據專家的解析, 儘管輸油管厚度與韌度
相當大, 但因原油透過油管輸送時必先經過加
溫與加壓過程, 所以輸油管內外溫度與壓力差
距大，容易造成輸油管破裂, 目前還沒有研發
出不會破裂的管道, 所以迄今為止利用油管輸
送依然是最省成本的運輸方式, 不容易被其他
交通工具所取代。

人類在採取任何能源時,對環境所造成的破
壞似乎無法避免, 但是當務之急是我們要如何
去減少損傷的程度, 否則我們的地球真是無法
承擔的啊！

李著華觀點︰啜泣的濁水-輸油管洩漏污染南加州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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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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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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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競賽白熱化，馬斯克嗆聲貝佐斯：
靠打官司沒法登陸月球

綜合報導 億萬富豪的“太空競賽”進入白熱化階段。在美國太空

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和“藍色起源”公司“對簿公堂”之際，SpaceX-

CEO馬斯克28日再次炮轟“藍色起源”CEO貝佐斯，稱他“靠打官司是

沒法登上月球的”。

據報道，今年8月，貝佐斯的火箭公司“藍色起源”在美國聯邦法

庭對馬斯克的SpaceX提起訴訟，要求駁回美國國家航天局(NASA)與

SpaceX簽署的價值29億美元的月球著陸艙合約。此前“藍色起源”就曾

向NASA表達抗議，但NASA並未改變其決定。

在加州出席會議的馬斯克公開表示，“我認爲他(貝佐斯)需要把他

的精力用在如何進入太空軌道，而不是各種官司中。”他還嗆聲道，

“靠打官司是沒法登上月球的，不管你的律師有多牛。”

據悉，“藍色起源”的起訴理由是，使用SpaceX的Starship運載火

箭完成送NASA太空人登陸月球的任務，具有”非常複雜的高風險”。

除了這起訴訟，亞馬遜還向聯邦交通委員會提交了針對SpaceX的

Starlink通訊衛星計劃的抗議文件，稱這一通訊衛星計劃每一次測試都失

敗了。目前，亞馬遜在研究自己的通訊衛星計劃，名爲Project Kuiper。

馬斯克在9月1號的推文中曾炮轟貝佐斯，稱“現在貝佐斯的全職

工作就是起訴SpaceX。”

在公開會議中，馬斯克也承認其他億萬富豪致力于太空開發是件好

事。“我希望所有我們在科幻電影和書籍中看到的事物有一天都能成爲

現實，而不是永遠只是幻想。所以我認爲大家投資更多的資金發展太空

技術是件好事。”

巴西確診病例累計超2145萬例
聖保羅州病亡人數破15萬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13466例，累計確診21459117例；新增死亡病例468例，累計死亡

597723例；累計治愈20436127例。

聖保羅州是巴西疫情最嚴峻的州。該州2日新增死亡病例97例

，累計病亡人數突破15萬，達到150050例，居巴西全國榜首。如果

是一個國家，截至目前，聖保羅州新冠致死人數位居世界第八，已

超過印度尼西亞、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家的新冠死亡人數。在

確診病例方面，該州當天新增確診病例 1313 例，累計確診達到

4369061例。

聖保羅州開展“V日”(Dia V)新冠疫苗動員活動，動員民衆接種第

二劑疫苗。該州當天共爲34萬民衆接種了第二劑疫苗。截至目前，該州

已有60%的人口完成了完整疫苗接種。

巴西首都巴西利亞所有的聯邦區近期新冠病毒基本傳染率上升，該

區9月30日的基本傳染率爲1.12，這意味著每100名感染者會感染另外

112人。專家認爲，當該指數高于1.0時，顯示病毒傳播速度呈現加快趨

勢。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2日20時，巴西全國已有1.47億人接種了第一劑

新冠疫苗，占總人口的69.06%；有9327萬人完成了兩劑疫苗的接種，或接種

了只需注射一劑的新冠疫苗，這些全面接種者占總人口的43.72%。此外，巴

西超過100萬人接種了第三劑加強針，占總人口的0.49%。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位居全球第三，僅次于美國和印度

；而累計死亡病例數則居全球第二，排在美國之後。

英國“缺人”！油荒持續
屠夫短缺15萬頭豬或銷毀

英國脫歐以及新冠疫

情，導致這個全球第五大經

濟體出現員工短缺，燃油

、藥物、食品的運輸大受

幹擾。過去一周，民衆瘋

狂搶購燃油，甚至在加油

站大打出手；而由于屠夫

和屠宰廠員工短缺，一周

或 10 天內可能會有多達 15

萬頭豬被銷毀。

員工短缺 燃油、食藥等
運輸受幹擾

英國卡車司機嚴重短缺

造成的燃油荒不見緩解，截

至10月 1日，英國許多加油

站仍無油可加。一些司機擔

心油荒加劇，還用儲水罐囤

油。

盡管英國部長們一再強

調油荒已緩解，但零售商稱

至少2000個加油站燃油售罄

。路透社派駐倫敦及英國南

部的記者通報，有數十個加

油站仍然關閉。在倫敦，依

然開門做生意的加油站，出

現排隊等著加油的車龍。

英國有8380個加油站，

其中65%是汽油零售商協會

會員。該協會日前表示，

27%的會員通報沒有燃料，

21%僅庫存一種燃料，52%擁

有足夠的汽油和柴油。該協

會執行主任巴爾默說：“空

前的需求導致燃油供應比平

時更快的速度耗盡。”

英國犯罪和警務部長馬

爾特豪斯周五說，雖然燃油

需求還很高，但油荒危機已

經穩定下來，“希望接下來

幾天，隨著油箱被填滿，情

況會改善”。

屠宰場也用工荒！
15萬頭豬面臨銷毀

除了油荒，另一個問題

即將在英國浮現。當地農民

警告，由于屠夫和屠宰廠員

工短缺，他們可能被迫將積

壓著無法屠宰但又需要飼料

餵養的活豬射殺或燒死。

全國農民工會會長巴特

斯說，一周或10天內可能會

有多達15萬頭豬被銷毀。

英國脫歐後頒布新的就

業規定，本意是想吸引人才

，限制低技能農民工進入，

可沒想到人才是吸引到了，

但從事低技能工作的英國人

太少，導致勞工短缺。

希臘近期新冠死亡
重癥人數居歐洲前列 十地封鎖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

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2636例新冠病

毒肺炎患者，目前累計確診658368例。新

增死亡32例，累計死亡14860例，全境共

有10個地區處在“小型封鎖”狀態下。歐

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數據顯示，在過去14

天裏，就新冠死亡人數而言，希臘在歐洲

排名第三，新冠重症入院人數排名第五。

十個地區處于“小型封鎖” 將再評
估疫情

由于新冠疫情形勢惡化，希臘政府

決定從10月 1日起在希臘第二大城市塞

薩洛尼基和哈爾基季基、拉裏薩以及基

爾基斯四個地區，采取緊急限制措施。

這些措施包括：實施從當地時間淩晨 1

時至早晨 6時的宵禁措施，在此時段僅

允許人們出于工作或健康原因出行，同

時禁止在酒吧、餐廳、遊樂園等場所播

放音樂。

上述措施將持續至10月8日，此後衛

生專家委員會將會對疫情形勢再次進行評

估。另外，當局還將卡斯托裏亞、德拉馬

、伊馬夏、皮埃裏亞、佩拉、卡瓦拉的的

限制措施延再延長一周。至此，希臘全境

共有 10 個地區處在

“小型封鎖”狀態下

。

據希臘《每日報》

報道，目前，希臘政

府正在考慮對自新冠

疫情暴發後，向其提

供防疫措施建議的衛

生專家委員會進行精

簡。新委員會將只有7

名專家組成，而不是

目前的33名，其成員

將由不同專業的醫生組成。

據了解，希臘政府是在新冠疫苗供應

充足的前提下，同時沒有實施進一步封鎖

的打算下作出這一決定的。預計關于委員

會調整的正式聲明將在未來幾天內公布。

數據：希臘新冠死亡、重症人數均排
歐洲前列

根據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ECDC)數

據顯示，在過去14天裏，就新冠死亡人數

而言，希臘在歐洲排名第三，新冠重症入

院人數排名第五。數據同時顯示，受到多

重因素疊加影響，希臘的疫情正在加劇，

該國的新冠肺炎病例人數是歐洲南部數值

的兩倍多，同時在人口比例上，希臘的病

例數是歐洲平均數值的兩倍多。

從歐洲南部的情況看，在過去的14天

裏 ，希臘每10萬人中的新冠肺炎確診人

數爲287.7人，西班牙爲101.7人，意大利

108.4人，葡萄牙141.9人，而歐洲每10萬

人中的感染人數爲156.6人。

至于重症患者入院率方面，希臘每10

萬人有1.2例重症病例，這一數字是歐盟

平均水平的兩倍。比希臘重症率更高的國

家是塞浦路斯、立陶宛、斯洛文尼亞和拉

脫維亞。

研究：新冠康復者現長期後遺癥

呼吸異常、疼痛、焦慮等

綜合報導 英國牛津大學和國家健康研究所的最

新研究顯示，超過三分之一(37%)的新冠患者在康復

後的三到六個月內，出現至少一種長期後遺癥，最

常見的是憂郁與焦慮，其次是呼吸異常。

這項研究報告說，康復者最常見的後遺癥包括

呼吸問題、疲勞、疼痛和焦慮等；女性及曾因染疫

而住院者出現後遺癥的概率更高。

這項針對超過27萬名新冠康復者展開的研究顯

示，年長者和男性較常面對的後遺癥是呼吸困難和

認知問題；年輕人及女性則較常出現頭痛、腹痛、

焦 慮或憂郁等癥狀。

該研究還發現，同無需住院的人相比，曾住院的

新冠康復者更可能出現腦霧及疲勞等問題；無需住

院者則更容易出現頭痛。

英國國家健康研究所臨床學術研究員塔奎特博

士說：「這個研究證實，所有年齡層在染疫及康復

後都可能面對一系列的長期癥狀和困難。」

不過，這個研調沒有提供造成新冠長期後遺癥

的原因、嚴重程度，以及可能持續多久等細節。

主導研究的牛津大學教授哈裏森指出，有必要

弄清楚引發新冠後遺癥的導因。「這些信息對有效

預防或治療新冠長期癥狀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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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國務院5日表示，截至2020年9月
，美國的核彈頭庫存為3750枚，是其自2018
年3月以來首度公布核彈頭數量。《德國之聲
》（Deutsche Welle）指出，前總統川普
2018年後對相關數據保密，並拒絕外界的解
密請求。

根據國務院聲明稿，美國目前擁有3750
枚核彈頭，較2017年的3822枚減少72枚，
更代表已較1967財年的最大數字31255枚減
少約 88%、較 1989 年底柏林牆倒塌時的
22217枚減少約83%；另外，從1994財年到
2020財年，美國共拆除了11683枚核彈頭，
目前也有約2000枚已經退役的彈頭正等待拆
解。美國國務院還表示，雖然戰術核武數量
不受《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New START
Treaty）限制，但自1991年9月30日以來，
美國戰術核武的數量下降了 90%以上，強調
美國為削減核武做出的額外努力。川普擔任

美國總統期間曾表示，為避免無法於俄羅斯
等國動用戰術核武時做出有效反應，美國應
增加該類型武器的數量。

《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指出
，在2018年3月公布2017年9月的核武庫存
數量後，川普政府便開始對相關數據保密，
長年關注美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的
美國科學家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Scientists）曾請求川普解密，但遭到拒絕。

美國非政府組織 「軍備管制協會 」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裁軍與威脅降
低政策主任芮夫（Kingston Reif）先前表示，
拜登政府正重新檢視美國嚇阻戰略，有意減
少核子武器在其中的作用，強調綜合性嚇阻
的概念。拜登自身也曾在2020總統大選選戰
期間表示，美國 「不需要新的核武」 、 「將
在減少對核武依賴和過度支出下維持強大嚇
阻能力」 。

終結川普保密 美近4年來首度公布核彈頭數量

《國防新聞》（Defense News）6日報
導，美國海軍部長戴杜羅（Carlos Del Toro）
強調，美軍的戰略目標 「並非與中國大陸開戰
」 ，而是依靠加強美軍戰力、與印太盟友合作
、向台灣提供必要武器和技術等手段，嚇阻北
京政府武力犯台的野心。

戴杜羅5日於美國海軍學院（US Naval
Academy）發表演說，提前講述即將公布的
最新戰略指導文件內容，稱預期目標 「並非與
中國大陸開戰」 ，因為 「沒人願意捲入衝突」
，強調他的首要任務是 「如何以有限的國防預
算，達成嚇阻中國大陸的目標」 。

戴杜羅表示，他已審核海軍軍令部長吉爾
戴（Mike Gilday）上將的分散式殺傷（Dis-
tributed Lethality）概念，以及陸戰隊司令柏
格（David Berger）上將的 「2030年兵力設

計」 （Force Design 2030）計畫，並認為兩
者的方向都正確，將探討如何有效為其提供資
源。另外，美國海軍也正投資造船廠等戰備設
施，以及人工智慧、網路安全、無人載具、極
音速飛彈等新技術，確保部隊在面對中國大陸
時能有足夠的作戰能力；戴杜羅強調，中國大
陸近年的軍事投資被認為十分明智，因此美國
發展方向是否正確便十分關鍵。

而為因應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持續威脅，戴
杜羅強調，除了持續向台灣提供對自我防衛必
要的武器和技術，美國海軍也須與澳洲、印度
、菲律賓、印尼等印太國家建立夥伴關係，讓
中國大陸無法獲得周邊支持，嚇阻其發動對台
灣的軍事行動： 「有什麼嚇阻方法，能比與盟
友組成一支600艘甚至上千船艦的海軍還要好
？」

美軍目標並非與陸開戰 海軍部長：沒人願意捲入衝突

軍事新聞網站 「任務與目的」 （Task & Purpose）6日報導，美國海軍 「紀德號」 神盾驅逐艦
（DDG 100）的官方臉書帳號4日遭不知名人士盜用，並在該帳號中直播遊玩著名即時戰略遊戲 「世
紀帝國」 （Age of Empires），且截至台灣時間7日凌晨為止，該帳號上的數支直播影片仍未被刪除
。美軍各單位經常有自己的官方社群網站帳號，不過美國海軍 「紀德號」 的官方臉書帳號，在9月23
日宣布結束印太巡弋、返回華盛頓州艾佛瑞特海軍基地（Naval Station Everett）的貼文後，突然於
10月4日開始直播 「世紀帝國」 遊玩影片，且持續達10小時以上，共分成6支影片，每支影片更以
「哈哈哈哈哈」 、 「玩遊戲」 、 「嗨大家好」 、 「嗨夥計們」 、 「fffffffffffff」 、 「POSC」 等字串為
標題，顯然該帳號已被盜用。

截至台灣時間7日凌晨為止， 「紀德號」 官方臉書帳號上的6支影片仍未被刪除。 「任務與目的
」 表示，追蹤 「紀德號」 的臉書使用者們並未給予上述影片熱烈回應，有人以為是官兵的兒女在惡作
劇，有人則猜測是駭客攻擊，但網友們認為，若真的是駭客攻擊，美國海軍和臉書官方應會更快做出
反應。

「任務與目的」 還指出，這並非美軍官方社群網站帳號第一次 「出包」 ，北卡羅來納州美國陸軍
布拉格堡（Fort Bragg）基地的官方推特帳號，2020年10月曾發出一連串露骨的黃色推文；該基地的
公關單位最初宣稱帳號遭駭，稍後才發現，其實是一名社群媒體小編忘記切換回自己的帳號。

美軍官方臉書被盜 公開直播狂打 「世紀帝國」

美國之音報導，一名美國政
府官員周三（10月6日）說，美
國和中國在原則上達成拜登總統
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年底之前
以視訊方式會晤的共識。在這位
官員對媒體作出這番表示之前，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當天在
瑞士蘇黎世會晤了中國共產黨負
責外事的最高官員楊潔篪。

蘇利文周三與中共政治局委
員楊潔篪舉行了會談，以保持溝
通，負責任的管控雙方日趨激烈
的戰略競爭。在兩人會晤之際，
北京連日派遣大量的軍機侵擾台
灣空域，引發了美方的嚴重關切
。

白宮周三在一份聲明中說，
蘇利文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楊潔篪的會晤是對拜登總統與習
近平主席9月9日（北京時間9

月10日）通話的後續跟進。在
那次通話中，雙方領導人討論了
保持開放的溝通管道以負責任地
管控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
競爭的重要性。

這份聲明說，沙利文提出了
美國和中國 「有興趣合作應對重
大跨國挑戰的領域，以及如何管
控我們關係中的風險」 。白宮表
示，蘇利文提出了一些美方對中
國的行動感到關切的好幾個領域
，包括與人權、新疆、香港、南
海和台灣有關的行動。

白宮的聲明說，蘇利文還明
確表示， 「在我們將繼續投資於
我們自己的國力並與我們的盟友
與合作夥伴密切合作的同時，我
們還將繼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
行高層接觸，以確保負責任的競
爭。」

在拜登與習近平9月9日進

行通話之前，兩人幾乎有近7個
月的時間沒有進行任何直接的溝
通。

中國外交部在會晤後發表的
聲明中說： 「雙方就中美關係和
共同關心的國際與地區問題全面
、坦誠、深入交換意見。會晤是
建設性的，有益於增進相互瞭解
。雙方同意採取行動，落實9月
10日兩國元首通話精神，加強
戰略溝通，妥善管控分歧，避免
衝突對抗，尋求互利共贏，共同
努力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
發展的正確軌道。」

這是蘇利文自今年3月與國
務卿布林肯在阿拉斯加與楊潔篪
和中國外長王毅舉行了充滿火藥
味的會談後，首次與楊潔篪舉行
面對面的會談。

拜習會有譜！拜登與習近平線上峰會年底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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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合理融資銀保監釋寬信用信號
發緊急通知 防運動式減碳及信貸一刀切

中國銀保監會發布通知，要求保障煤

電、煤炭、鋼鐵、有色金屬等生產企業合

理融資需求，嚴禁對符合支持條件的煤

電、煤炭等企業和項目違規抽貸、斷貸，

防止運動式減碳和信貸“一刀切”，嚴禁

利用銀行保險資金違規參與大宗商品投機

炒作。業內分析，在當前經濟下行、保供

穩價形勢嚴峻的宏觀背景下，銀保監會在

國慶長假期間緊急下發通知，既要求保障

合理融資，又要求嚴防資金挪用，並強調

授信條件不得高於國家政策標準，防止抬

高融資准入門檻，釋放貨幣政策向“寬信

用”傾斜的信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近期煤炭等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燃煤短缺致
多地紛紛限電。銀保監會在《關於服務煤

電行業正常生產和商品市場有序流通保障經濟平
穩運行有關事項的通知》中要求，全力做好今冬
明春能源電力保供金融服務工作，對符合支持條
件的煤電、煤炭、供暖等企業建立快速響應機
制，開闢綠色辦貸通道；支持山西、陝西、內蒙
古、新疆等煤炭主產區和重點煤炭企業增加電煤
供應；支持鋼鐵、有色金屬等傳統產業改造升
級，促進更多資金投向能源安全保供和綠色低碳
發展領域。

開闢辦貸通道支持供暖企業
“對短期償付壓力較大但符合支持條件的企

業或項目，在風險可控、自主協商的基礎上，可
予以貸款展期、續貸。”通知表示，可根據需要
適當提高不良貸款監管容忍度。

在保障合理融資的同時，銀保監會提出四項
“嚴禁”，嚴防銀行保險資金影響商品市場正常

秩序：嚴禁挪用套取信貸資金或繞道理財、信託
等方式，違規參與煤炭、鋼鐵、有色金屬等大宗
商品投機炒作、牟取暴利；嚴禁挪用各種貸款包
括經營貸、消費貸投機炒作茅台酒、名貴普洱茶
等高端消費品，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嚴禁銀行險資炒作大宗商品
同時，嚴禁銀行保險資金違規流入股市債市

及期市，影響大宗商品價格，避免脫實向虛、空
轉套利；嚴禁對符合支持條件的煤電、煤炭等企
業和項目違規抽貸、斷貸，防止運動式減碳和信
貸“一刀切”。

通知還提到，銀行機構不得開發違反公序良
俗、助長社會陋習和不良風氣的“墓地貸”“美
麗貸”“彩禮貸”等消費信貸產品，堅決打擊各
種“偽創新”。

銀保監會表示，下一步將保持高壓態勢，嚴
查銀行保險資金被挪用於投機炒作、囤積居奇、
哄抬價格等違法違規行為。對機構自查不認

真、沒有主動報告和性質惡劣的行為依法採取
監管措施，及時啟動行政處罰程序，依法依規
嚴肅問責。

授信條件不得高於國家標準
值得關注的是，在嚴打信貸資金挪用炒作的

同時，此次監管文件首次明文提出授信條件不得
高於國家標準，“授信條件應嚴格遵循相關法律
法規，以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投資政策和
環保政策為導向，不得高於國家標準，防止抬高
融資准入門檻。”

專家分析，今年以來貨幣政策整體趨緊，社
融增速已連續9個月下降，信貸需求加速萎縮，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而全球資源緊張供給不
足，央行早前亦釋放穩定社融和信貸增長的信
號，市場預計貨幣政策朝“寬信用”傾斜。但今
年以來房地產融資及地方基建融資持續趨緊，支
持實體經濟和產業融資，彌補產能缺口可能將是
下一步穩定信貸的方向。

● 中國銀保監會發布通知，嚴禁對符合支持條件的煤電、煤炭等企業和項目違規抽貸、斷
貸，防止運動式減碳和信貸“一刀切”。 資料圖片

鐵
路
部
門
全
力
做
好
電
煤
保
供
運
輸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中國國家鐵路
集團充分發揮鐵路煤炭運輸骨幹作用，
全力做好今冬明春發電供暖用煤保供運
輸工作，為國民經濟平穩運行和人民群
眾生產生活提供運輸保障。

據新華社報道，國鐵集團全力保障
電廠存煤7天以上。各鐵路局集團公司
與地方政府經濟運行部門建立日溝通機
制，設立專門台賬，每日對接存煤不足7
天的電廠煤炭供、存、耗情況和運輸需
求。加強統一協調和調度指揮，對電廠
已落實煤源並提出保供運輸需求的，全
力予以保障。目前，全國363家鐵路直
供電廠存煤平均可耗天數保持在14.4
天。

針對東北部分地區已開始供暖的實
際，國鐵集團將到達東北地區的煤炭運輸
列為保供重點，優先滿足內蒙古中部地區
到東北地區的電煤直達運輸需求；加強鐵
水聯運煤炭和通遼、霍林郭勒地區煤炭運
輸組織，增加煤炭運量；並靈活增開煤炭
保供列車。

哈薩克煤炭成浙江“及時雨”
另外，據浙江省國資委消息，浙江

首次採購的13.6萬噸哈薩克斯坦高熱值
（6,000大卡）優質煤炭，經過30天的海
上運輸後已抵舟山，可望緩解當地電煤
緊缺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花樣年在未能
償還2.057億美元債券之後，三大評級標準普爾、
惠譽和穆迪5日晚下調花樣年信用評級。標普將
其下調至“違約”級別；惠譽表示，花樣年未償
付的美元債券沒有寬限期。

在中國恒大集團債務危機尚未解決之際，市場
對危機蔓延的擔憂升溫，5日晚出現一系列圍繞花樣
年評級的消息：標普將花樣年的長期發行人信用評級
從“CCC”下調至選擇性違約，也將周一到期債券的評
級下調至“D”；惠譽評級將花樣年長期外幣發行人違
約評級從“CCC-”下調至“限制性違約（RD）”，僅較
“違約（D）”高一級，並表示該債券沒有寬限期；以
反映公司未能償還10月4日到期的2.06億美元票據，
同時降低花樣年高級無抵押貸款評級及美元債券評
級，由“CCC-”下調至“C”。穆迪投資者服務將
花樣年的企業家族評級從“B3”下調至“Ca”。

標普在聲明中表示，儘管有報道稱花樣年手
頭有足夠的現金，但其未能償付款項凸顯了其流
動性緊張。

三大評級機構下調花樣年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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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美急需與華合作非施壓
美貿易代表稱中美“重新掛”尋求雙邊貿易新路徑

據新華社和中新社等報道，戴琪當天發表的演
講題為“美中貿易關係新路徑”。她在演講

中指出，美中經貿關係影響深遠，作為全球最大
的兩個經濟體，美中兩國如何相處不僅影響兩國
本身，也影響全世界。

戴琪說，美國政府以前處理對華經貿問題的
手段未能解決美方根本關切，拜登政府將尋求以
“全新、全面和務實”的方式處理對華經貿關
係。她同時稱，美國將聯合盟友制定“公平”的
國際貿易規則，並利用所有政策工具保護美國經
濟不受“不公平”競爭行為的傷害。

美擬豁免某些華輸美商品關稅
戴琪表示，美方將啟動針對性的關稅豁免程

序，允許美國企業申請豁免某些中國輸美商品的
加徵關稅。她還提出美中兩國“長久共存”的概
念，尋求開闢改變美中雙邊貿易格局的新路徑。

在隨後問答環節被問及對美中經濟“脫”
的看法時，戴琪說，全球兩大經濟體停止貿易並
不現實。美方可能要思考的問題是，“我們尋求
某種‘再掛’的目標是什麼”。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
明研究員向香港文匯報指出，中美第一階段經貿
協議簽署後不久，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席捲全
球，世界各國市場和全球貿易大幅萎縮，中方盡
力履行了中美間的協議，但疫情對國際貿易的影
響無處不在，如果按照原來的協議執行確實難度
大。

這位專家認為，一般商業合同都有不可抗力
條款，面對疫情這麼大的不可抗力，美國不能揣
着明白裝糊塗，為了向中國施壓，將特朗普政府
時間的做法完全繼承下來，甚至還要進一步對華
施壓。

白明說，美國現在的時代和特朗普時代既
有相同之處也有所不同，相同的是中美之間的
經貿關係，是你也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你，
同時也有所區別的是，特朗普時代美國的經濟
指標看上去還不錯，但現在美國因為疫情等原
因經濟指標不景氣，通貨膨脹高企，美國更需
要與中國合作，這是美國的當務之急。

經貿關係上升 美難向華增壓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

主任王勇接受中通社採訪時指出：“所謂的‘重
新掛’，表明既不脫，也非維持現狀，而是
在新的規則基礎之上，發展出更為平衡的中美經
貿關係。這也反映出中美經貿關係的重要性，反
映出中美之間的經濟高度相互依賴，同時這一提
法也兼顧到美國國內不同利益團體對中美經貿的
不同期望。”

至於美國希望保持對中國的壓力，王勇認
為：“目前看來美國手中的‘牌’越來越少，例
如關稅牌在特朗普時期已幾乎用光了，而且關稅
手段已被證明首先不利於美國。加上疫情期間，
中美經貿關係進一步上升，表明美國經濟對中國
進口商品的依賴程度很高，宏觀經濟環境也要求

中美保持穩定的經貿關係。因而，相信美國已經
很難進一步向中國施加更強的壓力。”

美商界：應結束對華加徵稅
不過，新華社的報道指出，一些美國商界團

體對戴琪未明確提到取消對華加徵關稅感到失
望。美國消費技術協會主席加里．夏皮羅當天發
表聲明說，拜登政府應當結束這些傷害美國企業
和消費者的關稅。

自貿易爭端爆發以來，美國民眾已額外承擔

900多億美元的關稅成本。此前，約30個有影響力
的美國商業團體曾於8月寫信敦促拜登政府削減對
華商品加徵的關稅，稱關稅增加美國民眾和企業負
擔，拖累美國經濟增長。

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首席執行官傑伊．蒂蒙
斯（Jay Timmons）當地時間4日就戴琪的講話發
表聲明稱，美中兩國需要一種“全新、全面和務
實”方式來處理雙邊經貿關係。該協會樂見美國
政府尋求關稅豁免舉措，加強美中官員直接接觸
等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當地時間4日，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美國智

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演講，首次闡述拜登政府對華貿易政策願景。戴琪表示，

美計劃與中方就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落實情況、產業政策等問題展開坦率對話。她

稱，美方無意“激化”與中國的貿易緊張局勢。外界關注，戴琪在演講中提到，美國

將努力在不同的基礎上與中國“重新掛”(recouple)，而非“脫”(decouple)。中

國專家分析指出，現在美國因為疫情等原因經濟指標不景氣，通貨膨脹高企，美國當

務之急更需要與中國加強合作而非施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76屆聯合國大
會第五委員會常會當地時間4日開幕，審議工作計
劃、聯合國會費與維和攤款比額等問題。中國常駐
聯合國代表張軍在發言中呼籲發達國家承擔更多財
政責任。

張軍表示，在剛剛結束的聯大一般性辯論中，
各國領導人強烈呼籲加強團結協作，共同應對新冠
疫情、韌性復甦、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堅持多
邊主義是國際社會廣泛共識，加強聯合國作用是各
國的強烈呼聲。

會員國應及時足額繳會費
張軍強調，維護聯合國作用需要所有會員國都

體現負責任態度，履行應盡義務。財政是聯合國治
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當前聯合國財政狀況仍令人
擔憂。儘管廣大會員國一再呼籲，秘書長多次致函
會員國表達關切，但個別主要會費大國仍然長期欠
費，這是造成聯合國流動性危機的主要原因。中國
作為聯合國第二大會費與維和攤款國，一向高度負
責，及時繳納會費和各項攤款，最近全額繳納了年
底前安理會已授權期間的所有維和團攤款。中方呼
籲會員國特別是會費大國及時、足額、無條件繳納
聯合國會費，履行對聯合國的各項財政義務，以行
動兌現承諾，保障聯合國正常開展工作並履行授
權。

張軍指出，近年來發展中國家比額總體上升，

發達國家比額總體下降。這種情況非常不合理，不
符合支付能力原則。中方呼籲發達國家承擔更多財
政責任，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困難和關切。比額
計算方法中對發展中國家的寬減只能加強、不能削
弱。

方案預算要切實節支增效
張軍說，方案計劃要始終堅持會員國主導地

位，充分反映會員國利益與合理訴求。方案和協調
委員會的作用應當加強，各主要委員會要發揮應有
作用。方案預算要保持合理規模，優先保障發展領
域資源，注重實施全面預算績效管理，切實節支增
效，做到“花錢必問效，無效必問責”。各機構、
各部門應聚集核心職能，避免不必要的擴張和職能
重疊，防止既影響效率，也造成浪費。中方支持審
計委員會作為最重要的外部審計機構，充分發揮其
獨立監督職能。聯合國還應繼續採取措施，增加發
展中國家在秘書處職員中的代表性，切實解決代表
性不足國家的關切。

聯大五委是聯合國大會主要委員會之一，負責
聯合國行政、財政、預算、管理、人力資源等問
題。中國是聯合國第二大會費與維和攤款國。今年
五委常會將審議2022年至2024年各會員國會費與維
和攤款比額，2022年聯合國方案預算、方案計劃、
重大基建項目、審計委員會報告、人力資源管理等
重要議題。

華駐聯國代表籲發達國擔更多財政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日報客戶端10
月 4日引述中國國家航天局探月中心消
息，中國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進入“日
凌”階段。該階段將於10月中旬結束，探
測器將恢復與地面的通信，繼續開展科學
探測，“日凌”結束後天問一號環繞器將
擇機開展火星全球遙感探測。

據介紹，9月下旬開始，地球、火星逐
漸運行至太陽的兩側且三者近乎處於一條
直線上，太陽電磁輻射干擾逐漸增強，器
地通信受到干擾，出現不穩定甚至中斷，
這種現象稱作“日凌”。

日凌期間探測器與地面“失聯”是預
期的正常狀態，“失聯”不是“失蹤”。
為安全度過“日凌”期，日前火星車和環
繞器先後完成相關狀態設置，停止科學探
測工作並持續進行狀態監視。

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於2021年5月
15日成功實現火星着陸，截至8月15日，
“祝融號”火星車在火星表面運行90個火
星日（約92個地球日），累計行駛889
米，所有科學載荷開機探測，共獲取約
10GB原始數據，“祝融號”火星車圓滿完
成既定巡視探測任務。

“天問一號”暫“失聯”進入“日凌”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民黨5日在台北舉行黨主席交接儀式，朱
立倫接替江啟臣就任中國國民黨主席。

綜合中央社、中時新聞網、聯合新聞
網報道，朱立倫致辭時表示，國民黨須
“連結兩岸與國際”“兩岸關係依黨章、
黨綱重啟兩岸交流平台”“唯有讓兩岸創
造更和平的環境，對台灣人民最有利”。

交接儀式上，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
吳敦義、洪秀柱、吳伯雄到場。

此前一天，朱立倫公布國民黨黨務人
事，任命前台東縣長黃健庭為國民黨秘書
長，前新北市民政局長江俊霆接任專任副秘
書長兼主席辦公室主任，民意代表林為洲、
前民意代表李彥秀、前革命實踐研究院院長
羅智強、民意代表謝衣鳳接任副秘書長。此
外，還任命台灣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林祖嘉
為黨主席特別顧問兼大陸事務部主任。

關於副主席的人選，朱立倫表示，會
在月底黨代會上公布。

朱立倫：冀重啟兩岸交流平台

●對於美方表示中美要“重新掛”，專家表示，美國經濟不景氣，急需與中國加強合作而非施壓。圖為
早前在紐約舉行的中國紡織品服裝貿易展覽會春季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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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近代以来，伴随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脚
步，中医和中医药跨越山海，走进世界多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
中国采用“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抗疫方法，引发世界关注。

近年来，中医和中医药在海外圈粉无数。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96
个国家和地区，接受过中医针灸、推拿或气功治疗的人数已达世界总人口

的1/3以上。
华侨华人在海外推广中医药文化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中医和中医药

在全球战疫中发挥了哪些独特作用？未来，中医药应如何更好地造福人类
健康？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4位海外中医从业者，请他们畅谈
自己的体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德国魁茨汀医院
中方院长 戴京璋

不遗余力推动中医药国际化

2002年至今，我受委派到北京中医药大学
德国魁茨汀医院担任中方院长。近20年来，我
们医院运用中医药为德国及周边国家病人解除
病痛；帮助更多海外民众和西医医生了解并学
习中医药和中国文化；自2018年起，连续3年
主持并成功申报国家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
中国—德国中医药中心 （魁茨汀）项目……为
中医药国际化所做的每一份努力，都让我有满
满的成就感。

自去年以来，面对不断反弹的新冠肺炎疫
情，我们始终坚持发挥中医药优势，以预防为
主，采用煎煮中药防疫汤、教授气功、耳豆贴
敷、根据德国民众需求提供中药抗疫处方等多
种方式，取得了1年多来住院患者零感染的显
著成效。

在海外推广中医药，可以让中医药养生理
念和中国几千年的防病治病经验惠及全球：增
进各国民众的健康福祉，减轻患者病痛；造福
健康事业，助力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促进中
医药“一带一路”建设发展，传播中医药文
化。但目前，在海外推广中医药面临不少挑
战，如政策法规壁垒造成中医药准入障碍、中
医师工作许可获取难、部分西医医生等群体
对中医药存在严重偏见等。

结合在海外的工作经验，我认为海外中
医院建设和中医药传播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
面工作：

——以“一个核心、两个坚持、三个方
面、四种态度”为基本原则。即以疗效为核
心，坚持以中医理论和观念为指导、坚持发挥
中医特色与优势，将中医医疗服务、教学与科
研三方面全面结合，秉持互相尊重、取长补
短、和而不同、融合发展的工作态度。

——加强体系建设。一是政府主导，加强
顶层设计，充分开发和利用国内外有效资源，
根据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卫生发展水平与需
要等方面情况，作出更科学全面的配置与规
划，进一步促使各国政府提供更多的政策法规
支持；二是以中医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发
挥各自优势，医教研结合，力争取得更多、更
可信、更高层次的中医药研究成果，推进更高水
平的中医药国际合作，提高中医药在住在国的
可信度；三是加强中医药产品的产业链建设，
避免企业之间的不合理竞争，规范生产，加强品
类互补，在种植、加工、检测、销售、物流等
各个环节及标准化建设上下功夫，提高中医药
产品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力；四是以专业学会
为平台，加强标准化建设，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切合实际，不断总结经验，以大数据为
基础建立适应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标准体系；
五是建立非学术性中医药国际发展联盟，广
泛吸收海内外支持中医药发展的各界人士，
共 同 推 动 中 医 药 国 际 化 进 程 的 持 续 稳 步
发展。

——强化自身建设。中医药界要以“ 海纳
百川”的胸怀，互学互助、协同合作，共谋发展。一
是要货真价实，始终如一。学习同仁堂百年如一
日地恪守“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
不敢省人工”的原则，坚持中医“同修仁德，济世

养生”的本色，不投机、不跟风、不造假；二是要细
节周到，管理精致。全面考虑患者和市场需求，
充分显现中医药人文关怀的特点；三是特色鲜
明，专注质量。对于浩如烟海的珍贵中医药文化
遗产，既要学习与继承，也要弘扬与创新，同时
坚持“患者至上，疗效第一”的宗旨，不断提升医
疗服务质量。

荷兰莱顿大学生命科学院欧洲中
医药与天然产物研究中心主席 王 梅

为中医药进入欧洲不懈努力

过去 30 多年间，我在荷兰建立了创新型
的植物药研究方向和教学课程，包括中医药的
历史文化、植物药质量控制和系统药理学等内
容。除此之外，在欧盟开展把中药作为药品或
保健品的注册工作、参与和促进建立中医药的
欧盟标准、积极推动中欧在中医药文化领域的
人文交流，这些也是我多年来不懈努力的
方向。

中医药学是一种独具东方特色的治疗方法
和医疗理论，是几千年疾病斗争经验与现代科
技融合发展的智慧结晶。中医药的多靶点和多
组分协同作用的治疗策略，因人而异、整体治
疗、辨证施治的治疗方法，对疾病特别是慢性
疾病的防治效果显著。中医药在这次抗疫斗争
中显示出十足成色，得到世界多国民众的
肯定。

中医药是中外人文交流的友好使者。改革
开放 40 多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
升，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一点
可以从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医药诊所、逐年增长
的中药材和中药产品的出口可见一斑。2019
年，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国际疾病分
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起源
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脏腑系统疾病、外
感病、八纲证、脏腑证等中医病证名称，成为
国际疾病“通用语言”。这是中医药国际化的
标志性事件。

在欧洲，中医诊所数量众多，中医药产品
的接受度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监管好这些产品
的质量？我认为，建立行之有效的质量标准，
即中医药的欧洲标准，至关重要。其实，欧洲
药品质量管理局 （EDQM） 和成员国主管部门
也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EDQM 主持
的欧洲药典 （EP） 正在制定中药质量专论，
德国药品法典 （DAC） 也正在制定中药配方
颗粒剂的质量专论。从 2009 年起，我代表荷
兰的中医药质量专家，参与和组织了中药进入
欧洲药典的工作。目前，已经有 80 多味中药
材质量标准进入了欧洲药典。与 DAC 合作开
展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标准的研究工作也在有序
开展。

欧盟严格的药品质量管理标准以及各成员
国药品监管政策的差异，是中医药在欧洲推广
面对的主要挑战。但是，欧盟成员国药品监管
政策的差异，也给中药产品进入欧洲市场提供
了空间。

中医药产品在欧盟成员国正式注册，是保
证产品质量和法律认可的重要途径之一。2012
年以来，我们协助几款中国的中医药产品，以
欧盟传统植物药身份在欧盟成功注册。

对我而言，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教育，即培
养欧洲中医药及其它自然医学领域的新一代专业
人才。中医药基础研究可以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
科学支撑。我们需要综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和
技术，为中医药多靶点、多功能和非线性的治疗
方法提供创新的跨学科视野。此外，我们需要加
强产学研合作，让更多的中药产品能够在欧盟
成员国注册。这将会使更多的欧洲民众有机会
接触并了解中医药文化。

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院长、世界
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 吴滨江

中医需变得更加通俗易懂

我在海外的行医之路是这样开始的：1990
年，先去日本读书和工作了 1 年；随后，到匈牙
利布达佩斯开中医针灸诊所；1993年，移民奥地
利维也纳开办中医针灸诊所；1998年，移民到加
拿大，在多伦多创办“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
和“大成国医堂连锁诊所”。

在海外从事中医诊疗和中医教育多年，我
最有成就感的3件事是：建院20多年，加拿大安
大略中医学院为当地培养出数百名“洋中医”；疫
情期间，我们学院为当地社区捐赠了价值不菲的
免煎颗粒中药和抗疫香囊；组织师生翻译和发布
了“多语种中医抗疫经验全球分享”，包括英、中、
法、日、俄、韩、匈牙利语、阿拉伯语、印度语、葡萄
牙语10种文本。

加拿大对包括中医药等多元文化很有包容
性。中医针灸在加拿大卑诗、安大略、魁北克、阿
尔伯塔、纽芬兰5个省份已经立法，受益人数占全
国人口总数的88%。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各族裔民众
喜爱和接受中医针灸。

疫情前，中医针灸在海外的发展，以争取
中医针灸立法、开展中医针灸教育、进行中医针
灸临床治疗为主。疫情发生后，加拿大的西医（家
庭医生）基本上都是电话咨询和线上开处方，而
中医针灸师们必须面对面地对患者进行切脉、
望舌和针灸，工作在临床第一线。中医针灸在
治疗新冠病毒肺炎后遗症方面效果显著，吸引
了许多患者前来就诊。在教育方面，最近，加
拿大联邦层面加快了对中医针灸教育机构认
证工作的进程。

尽管如此，中医和中医药在海外推广仍面
临重重挑战，主要包括文化差异、法律保护等
方面。

在跨文化交流方面，因为中医的技术背景
包含在独具东方特色的认识论中，在西方现代
科学占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难以向非中国受
众正确解释和传达中医药的核心特征，这成为
在海外推广中医所有问题的症结。因此，中医
应与时俱进，超越中国文化解释的语境，致力
于与住在国独特的文化环境慢慢融合。简而言
之，中医需变得更加通俗易懂并直接可学。此
外，中医还应建立一套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
的标准体系，以此消除西方社会的中医学神秘
主义论调。

争取中医针灸在住在国立法，是行业成熟
的重要标志。自上世纪末以来，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国相继对中医针灸立法。预计未
来会有更多国家对中医针灸立法。

今后，海外中医从业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推广中医文化：一是加大中医针灸的科普宣传
力度，将艰涩难懂的中医理论用简明通俗的语

言进行宣教，同时借助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让
更多年轻人了解并爱上中医文化；二是创新中
医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更多跨文化背景的中医
人才。

美国北大医疗中心院长、美国加州
针灸中医师公会第一副会长 杨 捷

推动中医药复方萃取现代化

“作为一个医生，不可以拒绝任何可以治病的
知识，你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多了解中医。”时至今
日，我依然铭记身为医生的母亲的教诲。

改革开放初期，我只身赴美发展。为了在海外
立足，我刻苦学习，先后考取了加州针灸中医师执
照和东方医学博士学位。后来，我加入加州针灸中
医师公会，为推广中医针灸奔走多年。

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我认为，虽然西方的
疾病诊断技术比较先进，但确诊后，西医常常会
出现没有有效药物改善和治疗疾病的情况。现
有的西药大多有较强的副作用，长期服用会对
人体脏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中医药相对副
作用较少，但多数人认为中药疗效慢，传统煎
制中草药比较麻烦，味道难以接受。要想提高
中药的疗效和中药的吸收率，中药配方的提取
方式必须改进。

中医药复方萃取现代化是中医药未来的重
要发展方向。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先后成立
美国北大医疗中心和美国盛元鸿生物医药公
司，率领 30 多名医药研究人员组成科研团
队，潜心钻研天然医药复方萃取制剂。

30多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秉承着弘扬
中华医药文化的使命，“取之天然，去芜存菁”，
至今已取得 30 余项科研成果。其中，治疗心血
管疾病的复方草药萃取制剂及其萃取工艺于
2006年获得美国国家专利。这是美国专利局经
过严格而漫长的审核后，首次认可复方草药萃
取制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疗效。

2003 年，我曾在美国参与抗击“非典”。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发生后，我又将中医抗疫
经验派上了用场：耐心接听很多在美华侨华人
的求助电话、热心回应多个留学生家长群的防
疫咨询、为伊朗裔美籍友人修复新冠肺炎感染
后遗症……

在应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性传染病时，由
于缺乏疫苗和特效药物，西医治疗存在巨大空
白，而中医药借助数千年形成的疫病诊疗体系，
有效填补了这个空白。高水平的中西结合救治
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减缓疫情发展，最大程
度地保全患者生命。此次疫情期间，我们通过
中医药已治愈了数百名新冠肺炎后遗症患者。

中医药的生命就是疗效。我们在治疗过程
中坚持“以检验为参考，以疗效为标准”，更重视
病患自身在恢复过程中的感受。我们今天提倡
的“专病专药”，和中医的“辨证论治”是一脉相
承的。“辨证”是指对疾病病因和病程作深入的
分析，“论治”则是抓住疾病最根本的问题精准
施治。

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天然植物药拥有极
大的优势。千百年来，中医药拥有极其丰富的
诊疗经验。我们要在保持和发扬中医药优点的
前提下，充分运用多学科知识，研究论证中医
药诊治的内在规律及治疗过程中人体微观世界
的变化，实现复方草药的“黑箱解密”，突破制约
中医药发展的瓶颈。

让中医药更好造福人类
——对话4位海外中医从业者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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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華裔孩子在課業學習
上並不比其它族裔差， 但是卻

因為文化習慣的差異，溝通表
達或是缺乏申請技巧而失之交
臂。

有鑑於此，畢業於哈佛大
學教育系碩士的
Elie Wu 決定將
自己的經驗免費

與在校的初高中生分享，告訴
大家如何在學校申請時獲得重
視，揚長避短，寫作和提高材
料上應該凸顯和注意的技巧。

機會難得，歡迎家長和孩
子一起參與，之後有問答環節
。

1.由於居家時間變長情緒起伏，身
體健康容易受影響，照中醫的說法
，人會生病就是身心失去平衡，一

般來說人的身體好壞細菌都有，情緒好時好的細
菌增強，反之情緒低落時，壞的細菌增強，久而
久之身體一旦失去平衡，各種病痛由此而生，從
而睡眠不足，導致神經失調五官也失去正常功能
，更會有不安定的感覺。最近醫學研究，居家長
了反而造成更多人健康亮起紅燈，情緒不穩定是
最大的因素，每天維持好的心情，做些自己喜歡
的事，同樣的一天何不高高興興地過呢，畢竟人
生的日子同樣是少了一天。

2.早起喝一杯溫開水，喚起身體各器官，而
且補足夜裡失去的水分，讓身心再平衡。

3.居家運動應該均衡分配至每一天，而不是
突然一天增加運動而其他日子卻不動反而不好，
其實每天做些簡單的運動，不管是散步打坐或是
瑜伽10至30分鐘，身心都會保持平衡。

4.男性跑步時，最好穿緊身內褲，而睡覺時
穿寬鬆些才不容易尿道感染，女性則切勿月經來
時運動，因為衛生棉也容易造成感染，所以用衛
生棉的時間越短越好，不管男性女性，多喝水不
要忍尿，才是健康之道。

5.總之新冠病毒期間，心情容易沮喪，從而
情緒失去穩定，疫苗也只是暫時的，所以找些自
己喜歡的事物，或是接觸些新奇的事物，放鬆自
己讓身心維持必要的平衡，從而遠離病痛才是根
本之道。

哈里斯縣選務官Isabel Longoria辦公室舉行第二次的網路線上會議
感謝您過去參加Harris縣華人社區利益相關

者會議，我們將在10月28日星期四下午7點舉
行第二次的網路線上會議。 這次會議將涵蓋新
投票機，即將到來的11月2日選舉以及哈里斯
縣選務官Isabel Longoria辦公室的最新消息。為
了更好地為華人社區服務，會議會同時以中文及
英文語言進行。歡迎您給予我們不同的意見或討
論事項。

請務必至(點擊)以下連結以進行提前註冊本
次 會 議 ： https://us02web.zoom.us/meeting/

register/tZ0of-urrDwsG-
dO7YuSC5rEPeQ9B-08AMvNm

註冊後，您將收到一封確認電子郵件，其中
包含有關加入此會議的信息。如您沒有收到確認
，請直接與我聯繫。如果您錯過了我們9月30
日的會議，請參閱附件中的中英文版會議的
PowerPoint文稿。以下則是該會議的重點視頻
實錄: https://youtu.be/t48dHolGsd8

感謝您的時間和支持。我們期待您的參與。

居家健康之道
道然

哈佛姐姐和你分享“如何
輕鬆申請名牌大學”免費線上講座

美國郵政局（USPS）宣佈，從2021年10
月1日起，某些長途旅行的頭等郵件可能需要額
外的幾天才能到達目的地。1

請注意，這可能會影響我們發送給您的郵件
，如帳戶對帳單或與交易相關的通信。您通過
USPS 郵寄以支付帳單的付款可能還需要更長的
時間才能到達。

我們如何說明您
我們的網上和行動銀行服務2 提供銀行的方

式，無需等待傳統的郵件：
使用我們的帳單支付服務安排帳單付款

使用 ACH 轉帳3將資金發送到其他美國銀
行帳戶

通過直接存款更快地收到付款
一旦有報表和其他文檔，立即以電子方式訪

問
欲瞭解更多資訊，或者如果您想註冊我們的

數字銀行服務，請訪問 eastwestbank.com 或撥
打 833.468.8356 瞭 解 個 人 帳 戶 ， 撥 打
888.761.3967 訪問商業帳戶。

感謝您選擇我們的銀行需求。

您的郵件現在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到達
通過我們的在線和移動銀行節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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