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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福特通用福特：：車用晶片荒恐持續到車用晶片荒恐持續到20222022
（綜合報導）全球半導體短缺導致銷售

減少，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與福特
汽車（Ford）今天雙雙通報獲利下滑，這兩
大美國汽車巨頭警告，晶片短缺問題可能持
續到2022年。

但這兩家公司股價卻是兩樣情，福特因
晶片取得較為樂觀股價上揚，通用股價則是
下滑。

由於晶片短缺，庫存用罄，導致工廠暫
停生產，通用在中國與美國等市場銷售顯著

下滑。
通用執行長巴拉（Mary Barra）在寫給

股東的信中表示： 「這個季度挑戰很大，因
為半導體壓力仍在。」

福特獲利也見下滑，但營收下滑幅度較
為溫和。福特指出，最新季度半導體供應會
「顯著」改善。福特表示，晶片供應較前一

個季度 「大幅提升」，不過供應 「仍是挑戰
」。

福特財務長羅禮祥（John Lawler）在分

析師電話會議上說， 「我們認為會持續到
2022年」，甚至可能到2023年。

通用營收大減24%，來到268億美元，
獲利減少41%，只有24億美元。

巴拉表示，通用看到半導體供應 「有些
改善」，2022年第一季可有更多改善，但情
況 「仍會有點波動」。她說，2022年上半年
「我們仍會受到半導體短缺的影響」，但
「愈到年底狀況會漸漸變好」。

福特因晶片取得較為樂觀股價上揚福特因晶片取得較為樂觀股價上揚。。((圖圖//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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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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eight months of being
detained by the military regime,
the leader of Myanmar’s ousted
civilian government Aung San
Suu Kyi was in a closed door

court and was
charged for
inciting public
unrest and
breaching
coronavirus
regulations. No
diplomats or
journalists were
allowed in the
court. If she is
convicted, she
could be
sentenced to jail
for 100 years.

This hearing came as U.S.
President Biden plans to attend a
virtual summit with the ASEAN
countrie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four years that a U.S. president
will attend the meeting. The head
of Myanmar’s junta was
excluded from the meeting which
will focus on the crisis in
Myanmar.

Almost 1,200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by the military forces in
Myanmar since the coup and
nearly 9,000 have been arrested.

The situation in Myanmar is very
sad and we really don’t see
anything the outside world can
do for this poor country.

My family and I spent our early
life in Myanmar when I was a kid.
Every morning we saw a group of

monks pass by in front of our
house and ask for food. Most of
the people are Buddhists and
they are very peaceful people.

Myanmar is a country that is very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More
than 100 ethnic groups live in the
country. They have numerous
parks and lakes and thousands
of colorful pagodas which contain
Buddhist relics that date back to
the 6th century.

We urge the world to come to the
rescue of the suffering people of
Myanmar. They have been under
military rule there for almost sixty
years.

1010//2828//20212021

MyanmarMyanmar’’s Leaders Leader
Appeared In CourtAppeared In Court

當拜登總統本週通過視頻參加
東南亞國家公約會議, 這是四年來
美國總统首次參加的重要國際會議
, 而在緬甸首都被囚禁九個月之久
的翁山蘇姬正在接受軍方法庭之審
判, 指控她貪汚煽動民眾及控制新
冠疫情不力, 如果她的罪名成立,將
被判百年囚禁, 也是變相要她死在
獄中。

緬甸軍方自一九六二年統治長
達近六十年之久， 翁山蘇姬曾於
一九九O年及2010 年兩度高票當
選帶領她的政黨蠃得選舉， 這項
民主進展嚴重威脅軍方勢力， 因
而让他們再次發動政變把反動人派
統统抓起來， 並已造成一千多人
死亡及九千人被捕。

緬甸是東南亞最富裕的國家之
一，除了每年可收二到三季的稻米
糧田之外， 並儲存大量石油、 金
礦 、其中以玉石 、寶石為世界之
冠。

我和家人早年曾經生活在這塊
佛教聖地， 孩童時代每天清晨都
看到各個年齡層次之尼姑和小和尚
沿途化緣， 並敲打着小鈴鐺， 提
醒眾人送上食物水果， 每當回憶
起當年之情境 ，深感這個篤信佛
教及溫順之緬甸民族 ，在軍人之
欺壓下， 國家民生凋零 ，淪為世
界最窮的國家之一。

諷刺的是 ，東盟及世界各國
對於翁山蘇姬也無能為力 ，只有
眼看這位民主鬥士逐漸凋零， 我

們每天高談民主、 自由， 面對現
實 ，真是雙重標準。

我和家人姐妹們對於這塊曾經

養育過我們的佛國土地， 唯有希
望她能早日脫離苦海。

翁山蘇姬受審翁山蘇姬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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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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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 「自由亞洲電台」(RFA)報導，為抵禦新冠肺炎
，北韓於2020年關閉與中國大陸邊界，卻造成嚴重的糧食短缺
。孰知平壤官員的因應政策，卻是要民眾勒緊褲帶、少吃一點。
民眾憂心，政府雖然承諾2025年會重新開放邊界，但自己可能
連冬天挨不過，遑論少吃3年。更讓人不滿的是，官員還一直強
調別的國家新冠肺炎疫情更嚴重，北韓已經算好的。

隨著平壤政府通知民眾，苦難的日子會延續更多年，人
們不免憂心連眼下的冬天能不能撐過都不知。西北邊城
新義州的居民表示， 「2週前，政府官員表示糧食緊急危
機將延續到2025年。在此之前重啟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海
關，可能性相當低」。
他補充道， 「眼前糧食情勢已相當緊急，人們正與糧食

短缺苦苦鬥爭。此時平壤表示，要儲存食物並減少糧食
消耗，直到2025年為止，民眾只能感到絕望」。
報導指出，為避免新冠肺炎傳播，北韓於2020年1月關

閉與中國大陸的邊界，並暫停與陸貿易，這使得原本已
長期缺乏食物的北韓更陷危機。不只經濟受到重創，食
品價格也快速飆漲，甚至進口商品也無法填補北韓食品
生產與需求的缺口。
根據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近日報告，北韓2021年將

短缺86萬噸的糧食，約為北韓人口2個月的消費量；聯
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估計，在北韓高達40%的人口營養
不良。

雖然北韓解釋無法控制的因素導致良時無法自給自足，並影
響國家持續發展目標，但聯合國報告卻指出糧食短缺起自國際對
北韓持續制裁與封鎖、每年嚴重的自然災害，以及2020年以來
的新冠肺炎。

儘管制裁的確讓平壤核武與飛彈計畫的資金與資源受到影響
；但邊境封鎖是讓整個貿易停擺，許多人無法找到下一餐。新義

州居民表示，期待邊境很快地能重新開放。
消息人士指出，對當局的不信賴與不滿情緒正快速擴散；特

別是官員在會議上要求民眾應該吃得比過去還少、勒緊褲帶，導
致民眾怒火中燒。

東北邊境城市會寧同樣也收到糧食短缺的指示，而官員則將
此與北韓成功防疫新冠肺炎相連結。 「他們在會議上表示，別的
國家新冠肺炎疫情非常嚴峻，全球各地因新冠而死的人數每天快
速增加」，北韓雖然糧食短缺，相較之下情況卻好很多。

消息人士駁斥， 「居民才不相信這種解釋，並認為世界上哪
有比北韓更困難的地方」。人們抨擊平壤面對糧食危機卻毫無作
為，更憂心即使餓死邊境也不會開放。

消息人士表示， 「有居民認為政府強調糧食節約，可能是金
正恩還沒意識到實務問題有多嚴重。居民以苦苦掙扎、盡可能束
緊褲帶，同時也對政府不切實際的要求不滿，責問還要把褲帶勒
緊多少」。

從2021年年初以來，平壤一直高喊自力更生的口號，金正
恩在1月時的北韓勞動黨第8次代表大會上，更立定減少依賴進
口，自己解決問題。4月時，平壤再度喊出為更糟的經濟情勢做
準備。7月時，中央委員會要民眾自己種糧，以應對可能連續3
年的糧食短缺。

消息人士表示，民眾憤怒的原因是因為政府將責任轉嫁給升
斗小民，要求他們養活自己，卻沒有採取任何措施解決問題。

餓到2025 北韓糧荒將延續
平壤官員奇葩要求惹怒民眾

(本報訊)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月初宣布不參選下屆副總統，任
期屆滿後將退出政壇。不過，執政黨部分人士近日透露希望杜特
蒂轉戰參議員選舉， 「將他的領導風格帶到參議院」。

菲律賓執政黨 「民主菲人－國民力量黨」（PDP-Laban）目
前分裂為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和退役拳王巴喬（Manny
Pacquiao）人馬兩個派系。支持杜特蒂的派系由菲律賓能源部長
庫希（Alfonso Cusi）主導。

庫希今天告訴DZMM電台： 「如果我們不能讓他擔任我們
的副總統（參選人），我們敦促他競選參議員，把他的領導風格
帶到參議院，讓參議院改頭換面。」

菲律賓憲法規定國家元首不得連任。76歲的杜特蒂9月初曾
接受執政黨提名參選2022年副總統，但10月2日在親信克里斯
多福．吳（Christopher Bong Go）登記參選副總統後，杜特蒂表
態將退出政壇。

庫希說，已將這項訴求傳達給杜特蒂。
他表示，杜特蒂若當選， 「絕對會是一位帶來或代表多數人

真正利益的參議員」。
不過，下屆參議員領表登記已於8日截止。根據菲律賓法規

，若有同黨提名參選人於今年11月15日前退選，杜特蒂才有機
會替補成為參議員候選人。

對此，庫希說： 「我們還在討論。如果總統要參選，我確信
他們（已登記參選者）會有人準備好做出犧牲讓位給總統。」

「民主菲人－國民力量黨」庫希派系提名的正副總統參選人
分別為曾擔任 「掃毒戰」大將的前警察總長德拉羅沙（Bato dela
Rosa）和參議員克里斯多福．吳，兩人都是杜特蒂親信；巴喬一
派則提名巴喬及馬尼拉前市長艾天薩（Lito Atienza）角逐正副元
首。

一般認為，庫希派系提名德拉羅沙只是權宜之計。11月15
日前，杜特蒂長女薩拉（Sara Duterte）都有可能替補成為執政黨
總統參選人。

杜特蒂不選副總統 菲律賓執政黨想改推選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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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就業恢復至疫前水平 第四波疫情呈受控跡象
綜合報導 加拿大統計局公

布的最新勞動力調查數據顯示

，隨著防疫限制措施逐步解除

以及經濟活動重啓，該國的就

業狀況在今年9月已恢複到新

冠疫情前的水平。

加拿大9月新增 15.7 萬個

就業崗位，環比增長0.8%。就

業率爲 60.9%，較疫情前 2020

年2月的水平略低0.9個百分點

。勞動力參與率爲 65.5%，與

去年2月相若。

與去年2月相比，25歲至54

歲的“核心年齡段”女性就業率

略增0.8%，男性就業率則持平。

服務生産部門的就業崗位數已超

過疫情前水平，但貨物生産部門

崗位數較去年2月低3.2%。公共

部門和私營部門崗位數與疫情前

持平或有所增長，而自雇崗位仍

比去年2月低8.4%。

雖然失業人數變化不大，但

參與勞動力市場的人數增長導致

失業率在9月降至6.9%，從而令

失業率實現連續第四個月下降，

並達到疫情以來的最低值。

加拿大公共衛生部門表示

，新的流行病模型顯示，如果

維持目前的疫情走勢，由德爾

塔毒株推動的第四波疫情將在

未來幾周內受控。加首席公共

衛生官譚詠詩表示，病毒傳染

指數(Rt值)已實現7月中旬以來

首度降至1以下。這顯示此波

疫情正呈下降趨勢。

公共衛生官員們提醒民衆

，在感恩節長周末到來之際，

需繼續遵循防疫措施。

同日，累計病例數居全國

首位的安大略省宣布，由于相

關防疫指標保持穩定或有所改

善，該省對部分公共場所取消

人數容納限制。這些場所包括

音樂會場地、影劇院、會議場

所、賽馬場、賽車場等。餐館

、健身房則暫不在此列。官方

表示，該省爲全國活躍病例比

例最低的地區之一，且比例遠

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加拿大累計報告病例約

165.5萬例，單日新增4141例；

康複約158.6萬例，死亡28186

例，尚有活躍病例41219例。

目前該國總人口中約76%已接

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約71%

已實現充分接種。

委內瑞拉總統稱
願改善與哥倫比亞關系

綜合報導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表示，願與哥倫比亞共同改善雙

方關系。

馬杜羅當天在委內瑞拉國家電視台發表電視講話，提及與哥倫

比亞的關系時稱：“我們必須推動兩國外交關系和經貿關系正常化

，我們必須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和平解決存在的問題。”

2019年 2月，委內瑞拉宣布與哥倫比亞斷交，原因是委政府指

責哥政府協助美國幹涉委內瑞拉內政。近段時間，兩國多次釋放出

願意推動雙方關系正常化的信號。

本月 19 日，哥倫比亞參議院通過了關于在哥參議院和委內

瑞拉全國代表大會(議會)設立雙邊委員會以推動兩國外交關系

和經貿關系正常化的提案。馬杜羅也曾在多個場合談及該提案

相關倡議。

委議會主席羅德裏格斯對媒體表示，委議會已于當天批准與哥方進

行談判以推動兩國關系正常化，同時將于21日成立一個特別立法委員會

，以與哥方共同啓動相關進程。羅德裏格斯稱雙方將討論外交關系正常

化及貿易和商業關系正常化問題。

另據路透社報道，哥倫比亞總統伊萬· 杜克此前表態支持重新開放

與委內瑞拉接壤的邊境，以供委內瑞拉人獲取商品和服務，但仍表示不

會承認馬杜羅政府。

加拿大人口第一大省
擬在半年後取消所有公共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加拿大人口第一大省安大略省省政府宣布，從10月25日

起，將對大多數需出示新冠疫苗接種憑證進入的場所取消人流量限制。

該省並在全國率先明確，如果疫情控制情況理想，將在半年後取消包括

佩戴口罩在內的所有公共防疫措施。

按照該省的重啓方案，自25日開始，餐館、酒吧、健身房、會議廳

等需持疫苗接種憑證進入的場所都將取消人數限制。理發店、博物館、

攝影工作室等若要求到訪者提供疫苗接種憑證，也可不限制人數。但新

措施暫不適用于醫療護理場所、超市。

該省計劃在11月中旬進一步取消公共浴室、舞廳等一些高風險場所

的人數限制；從明年1月中旬開始逐步取消出示疫苗接種憑證的要求；

在明年3月底取消針對公共場所的防疫措施，並取消對疫苗接種憑證的

要求。

安大略省累計報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數量目前居全國之首，約占全

加拿大的35.2%。但近期該省日增病例數逐漸走低。該省省長道格· 福特

說，省府對重新開放采取了審慎態度，相信這一方案將可避免再度“封

城”，保護來之不易的抗疫成果。

盡管商界普遍對安大略省的重啓方案表示歡迎，但該省的注冊護士

協會擔心，新舉措可能對疫情防控工作帶來風險。

加拿大其他一些省份近來也陸續出台逐步取消公共防疫限令的措施

。但少數省份的抗疫壓力仍未緩解。位于中部的薩斯喀徹溫省表示，將

繼續將一些新冠肺炎患者轉移至安大略省，以緩解醫院尤其是重症監護

病房的壓力。

加拿大國家免疫咨詢委員會在22日更新了其關于新冠疫苗接種的建

議。該委員會認爲，在接種第一劑疫苗後出現嚴重過敏反應的人士，經

咨詢專科醫生等之後，可以安全地進行後續接種。

新冠與流感病毒“同時傳播”
希臘兒童感染率持續升高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3199例新冠肺炎患者，累

計確診714283例。新增死亡43例，累計死

亡15598例。

近日，季節性病毒來襲，兒童季節性

病毒感染病例和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持續

增加，父母和兒科醫生擔憂不已。

兒童感染新冠病毒病例激增
自本學期開學以來，在希臘，已有

8500名兒童感染了新冠病毒，11歲的瑪麗

亞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母親說：“我的女

兒已經發高燒一個星期了，現在還在醫院

。有時候她的體溫高達38.6度，有時候又

降到37.2度。”

然而，高燒不退並不是讓瑪麗亞母親

最擔心的問題，她說：“前段時間，孩子

雖然一直在發燒，但她胃口很好，吃飯也

很正常。她在家裏還非常活潑好動。可是

突然間，孩子和我說她沒力氣，不想起床

，只想睡覺。”

季節性流感疊加新冠同時暴發
兒科醫生安娜· 帕達利指出，近日，

除新冠病毒外，季節性病毒也在迅速傳播

。她說：“昨天，我接到了至少兩名青少

年的電話，因爲他們得了流感，所以不得

不推遲接種第二針疫苗的計劃。”根據兒

科醫生和父母們的說

法，大範圍的傳播地

點不是在學校內部，

而是在學校外。

與此同時，兒童

病例在一周內增加了

21%。專家預測，隨

著冬季的到來，病例

還將持續增加。兒科

醫生安娜· 帕達利指出

：“我們將面臨著流

感和新冠病毒同時暴

發的局面，並且我預測被感染的孩子裏將

有2%的孩子需要住院治療。我們唯一應

對的辦法就是接種疫苗和經常進行病毒檢

測。”

增加對新冠病毒和流行性病毒的測試
次數

近日，診斷中心和藥房正在對民衆做

快速檢測和PCR核酸檢測排查。許多患者

出現咳嗽、肌肉酸痛、喉嚨痛和流鼻涕等

症狀，他們不確定自己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還是患了季節性流感。

雅典大學肺病學教授斯德裏歐斯· 盧

基迪斯說：“我們現正處于季節性流感高

發的季節。去年沒有出現這個情況，不代

表今年不會出現。去年在室內和室外我們

都要求佩戴口罩，學校都處于關閉狀態，

學生們也改爲線上教學，但今年，在放松

了限制條件後，病毒就開始逐漸蔓延。”

盧基迪斯教授表示，從10月中下旬開

始，兒童流感感染率會逐漸上升。他預計

，今年季節性病毒和新冠病毒將同時在人

群中傳播。一般來說，這種季節性流感是

病毒引起的，因此他建議大家，不要隨意

服用抗生素，盡快接受治療和監測。

盧基迪斯教授補充說，目前所面臨

的困難是這種季節性流感的症狀和新冠

肺炎症狀非常相似，因此，當患者出現

咳嗽發熱等症狀時，醫生會先要求患者

進行一次新冠病毒檢測。他強調，若出

現相關症狀，仍需聽從醫生指令，盡快

接受檢測。

伊朗誓言如以色列敢攻擊伊朗
將付出沈重的經濟代價

綜合報導 以色列媒體報道稱，以政

府已經批准了50億謝克爾（約15億美元

）的預算，爲可能對伊朗的核設施發動

的襲擊做准備。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

會秘書阿裏· 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

警告說，如果以色列膽敢攻擊伊朗，就

將付出嚴重的經濟代價。

沙姆哈尼周日在社交平台上說：

“以色列不應該爲針對伊朗的暴行分

配 15億美元的預算，而是應該專注于

提供數萬億美元的資金，以修複伊朗

令人震驚的反擊將給以色列造成的損

失。”

報道稱，沙姆哈尼在社交媒體上分

別用波斯語、希伯來語、英語和阿拉伯

語發布了這一信息，大概是爲了確保這

則警告能夠送達預期的受衆。

沙姆哈尼沒有詳細說明，對假想

中的以色列侵略行動，伊朗會采取什

麽形式的反擊。伊朗擁有射程很遠的

常規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其中許多

導彈理論上能夠在發生軍事衝突時打

擊以色列。伊朗在以色列附近也有一

些盟友，包括黎巴嫩的真主黨民兵和

敘利亞政府。

在沙姆哈尼發出這則警告之前，

以色列媒體上周報道說，該國政府已

經批准了 15億美元的資金，用于准備

攻擊伊朗的核設施，據說這些支出包

括從飛機和情報收集無人機，再到用

于打擊堅固的地下設施的定制武器。

以色列財政部長阿維格多· 利伯曼上

周二（19日）警告說，他認爲與伊朗

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並建議先發制

人的攻擊是阻止伊朗制造核彈的唯一

途徑。

本月早些時候，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告訴以色列外長拉皮德，如果2015年的

核協議無法挽救，那麽關于伊朗的核計

劃，“每種選擇”都仍然擺在桌上。以

色列曾多次指責伊朗秘密尋求獲取核彈

。伊朗則否認了這些說法。

報道指出，伊朗長期以來一直堅持

表示，無意尋求核武器或任何其他大規

模殺傷性武器，其曆任最高宗教領袖

都發布了裁決，指出制造、生産和使

用核武器不符合伊斯蘭教法。同時，

伊朗指責聯合國核監督機構和國際社

會采取“可恥的雙重標准”，密切關

注伊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計劃，而忽

視了以色列作爲中東唯一擁有核武器

國家的地位。

以色列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擁有核

武器，但卻威脅要把以色列認爲正在

追求核武器的任何地區國家作爲其武

力打擊的目標。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

研究所估計，以色列擁有約 90枚核彈

頭，可通過飛機、陸基導彈和潛艇發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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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白宮和民主黨國會領袖爭分奪秒，力拚在總
統拜登赴海外出席國際會議前，解決其龐大社會支出計畫揮之
不去的爭議，儘管數名議員認為，今天結束前達成協議似乎是
不可能的事。

法新社報導，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
致函同僚，稱拜登的國內議程已 「接近通過」，但一名關鍵溫
和派參議員後來駁回向億萬富豪加稅，以協助支付1.5兆至2兆
美元財政支出計畫的新提案，認為這項做法行不通。

拜登準備動身前往羅馬出席20國集團（G20）峰會和在格
拉斯哥（Glasgow）舉行的聯合國氣候會議，他希望將 「重建
美好未來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順利通過，作為美國
在對抗全球暖化和其他問題方面領先世界的證據。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告訴記者，拜登考慮今天稍

後親訪國會山莊為同志們加油打氣，而白宮幕僚將 「每小時」
針對情勢發展進行評估。

裴洛西已要求國會議員至少在明天結束前，準備好攸關氣
候變遷、兒童照護、學前教育和醫療保健的歷史性法案最終版
本。

這項規模龐大的支出方案對計劃翻新全美道路、橋梁和寬
頻網路的1.2兆美元基建法案至關重要，那是拜登希望在飛往
羅馬前取得的另一項重大勝利。

這些法案息息相關，因為眾院的民主黨左翼進步派屢次警
告，若沒看見 「重建美好未來法案」的最終版本，就不會對參
議院已通過的基建法案開綠燈。

路透社報導，國會民主黨人對藉由向富人加稅，以替拜登
政府投資社會和氣候的預算案籌措財源意見分歧，目前還不清

楚相關計畫能否獲得足夠支持成為法律。
參議院財務委員會主席魏登（Ron Wyden）今天稍早提出

這個構想，但他的眾院同僚、歲計委員會主席尼爾（Richard
Neal）認為，這個想法似乎過於復雜而難以成功。

曾迫使拜登縮減支出計畫的溫和派民主黨參議員曼欽
（Joe Manchin）也對相關提案抱持懷疑態度。

國會幕僚說，最新的富人稅提案是向持有至少10億美元資
產者，或連續3年年所得至少1億美元者，對其股票和其他可
交易資產的收益課徵23.8%的資本利得稅，而不是等到出售所
持有的資產之後。依據這些標準，全美受影響的富豪約為700
人。

莎琪說，拜登支持向億萬富豪加稅， 「他期待與國會及魏
登主席合作，確保收入最高的美國人支付公平份額」。

亞歷鮑德溫片場驚現數百發子彈 他認了有疏失釀禍

美國富豪多有錢？ 外媒：
他2％財產能救活4200萬人

（綜合報導）好萊塢影星亞歷鮑德溫（Alec Baldwin）在拍
片期間使用道具槍失誤殺人，美國警方昨（27）日表示，片場
發現500枚子彈。此外，助理導演霍爾斯（Dave Halls）坦承，
在遞道具槍給亞歷鮑德溫前沒有檢查槍內有沒有子彈。

綜合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BBC）、《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報導，新墨西哥州聖塔菲（Santa Fe）警
長孟多薩（Adan Mendoza）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在發生意外
的西部片《Rust》拍攝現場取回600項證據，包括3把手槍及
500發子彈，他說檢調懷疑片場還有其他實彈，正在確定這些
子彈為何會出現在那裡， 「因為它們不應該在那裡的。」

孟多薩也證實亞歷鮑德溫使用的道具槍是一把義大利製的
Pietta .45柯爾特（Pietta Long Colt）左輪手槍，並且從導演蘇

薩（Joel Souza）的肩膀取出一枚鉛彈。調查顯示同一枚鉛彈同
時打中女攝影指導賀勤茲（Halyna Hutchins）的胸部及蘇薩的
肩膀，導致賀勤茲身亡、蘇薩受傷，孟多薩說，檢調將這枚子
彈視為實彈。

另外，他也證實在亞歷鮑德溫開槍前，有2人經手這把.45
手槍，分別是 24 歲槍械師古提瑞茲-里德（Hannah Gutier-
rez-Reed）及助導霍爾斯。

根據書面證詞，古提瑞茲-里德表示彩排前已經檢查過一
遍槍枝，確認槍內沒有實彈。不過她也說，彩排前的午休時間
，槍枝都被安全放在保險箱內，只有少數人知道保險箱的密碼
，不過彈藥沒有被收起來放在保險箱裡，反而仍持續放在佈景
附近的推車及貨車裡，她也強調，佈景沒有放置實彈。

她說拍片過程中，她多次將手槍拿給亞歷鮑德溫及霍爾斯
。

霍爾斯則坦承，他應該檢查所有槍管，但是他沒有。他把
槍遞給亞歷鮑德溫後告訴他，槍裡沒有子彈。

霍爾斯在2019年拍攝另一部電影期間，才因為槍械意外被
解僱。

孟多薩表示，檢調人員將持續調查為何槍枝裡會有實彈，
他形容《Rust》片場對安全的掌握太過 「自滿」。

聖塔菲市地區檢察官卡馬克-阿爾特維絲（Mary Car-
mack-Altwies）也表示不排除針對這起意外提出刑事指控，不
過專家認為，同時作為本片製片人的亞歷鮑德溫可能不會被起
訴。

向富豪加稅為拜登政策鋪路向富豪加稅為拜登政策鋪路
民主黨人意見分歧民主黨人意見分歧

（綜合報導）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署長26日表
示，全球首富、特斯拉創辦人兼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
只要捐出2%財產，便能挽救4200萬可能因饑荒而死去的全球
民眾，呼籲各國富有人士 「站出來」，協助解決全球糧食危機
。

世界糧食計劃署署長畢斯利（David Beasley）26日在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鏈結全世界》（Connect

the World）節目中，呼籲全球億萬富翁們須立即 「站出來」，

並特別提到全球最有錢的馬斯克和亞馬遜公司創辦人貝佐斯
（Jeff Bezos），稱馬斯克淨資產接近 2890 億美元（約新台幣
8.04兆元），只要他捐出名下財產的2.1%，60億美元（約新台
幣1670億元）便足以拯救4200萬 「若未獲幫助便將沒命」的
人們。

畢斯利強調，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與氣候變遷
等多重危機結合下，許多國家正 「敲響饑荒的大門」。如據世
界糧食計劃署估計，近期才被塔利班掌控的阿富汗，有高達

2280萬人面臨嚴重的糧食危機，約佔該國人口的一半；而2020
年11月爆發內戰的衣索比亞，已造成超過200萬人流離失所，
而作為主戰場的該國北部泰格瑞省（Tigray），目前更有約520
萬人急需糧食援助；另外，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
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國家，則在颶風和洪水下損失慘重。

畢斯利指出，世界糧食計劃署等人道組織缺乏資金和資源
的狀況，又讓上述區域的危機雪上加霜，呼籲全球富有人士提
供協助，讓其能繼續支援各地承受苦難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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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價上漲或將影響居民生活
綜合報導 今年以來燃料成本上漲導

致近期日本電價上升。日本媒體預計，日

本四大電力公司11月居民電價與今年年初

相比將平均上漲13%。觀察人士表示，今

年冬天電價高企將影響居民生活，並將持

續一段時間。

《日本經濟新聞》日前報道，與年初相

比，預計日本東京電力、關西電力、中部電

力和九州電力公司11月居民電價將明顯上漲

，其中東京電力漲幅最大，將達17%。

觀察人士認為，日本電力供應嚴重依

賴火力發電，天然氣和煤炭價格持續上漲

必將向電價傳導。日本今冬大概率將面臨

電價高企，將加重居民負擔，或將抑製消

費復蘇。

媒體和專家普遍認為，今年以來，液

化天然氣現貨價格一度漲至去年同期的十

倍以上。雖然日本各大電力公司發電所需

的天然氣中約八成有長期合約，受現貨市

場漲價的直接沖擊較小，但各電力公司仍

面臨巨大成本壓力。

按照日本目前的電價聯動上調機製，燃

料價格平均上漲將滯後體現在電價中。日本

能源經濟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小山堅分析說，

由於日本天然氣價格與原油價格聯動且滯後

形成，真正的燃料漲價還在今後。

有媒體推算，東京電力公司12月居民

電價同比漲幅將達18%，將成為2016年日

本電力零售全面市場化以來的最大漲幅。

日本四大電力公司發電情況各不相同

。在目前燃料價格上漲的背景下，電力公

司對火電依存度越高，電價上漲壓力越大

。東京電力公司漲價壓力最大，福島核電

站事故以後該公司核電停運、嚴重依賴火

電。與今年1月相比，東京電力11月發電

的燃料成本漲幅超過七成。

日本科學評論家竹內薰表示，目前日

本電力能源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度約為80%

，化石燃料漲價自然帶動電價上漲。小山

堅表示，天然氣市場面臨現貨價格高漲的

異常情況，今年冬季供需形勢令人憂慮。

日本市場風險咨詢公司分析師新村直弘表示

，如果今年冬季遭遇嚴寒，國際市場天然氣

供需將更加緊張，價格也會隨之上漲。電力

公司將不得不增加采購現貨市場天然氣，電

價上漲趨勢可能持續到明年夏天。

為了最大限度減輕電價上漲壓力，日

本經濟產業省已經呼籲各電力公司增加液

化天然氣庫存。

自2011年福島核事故發生以後，核電在

日本國內遭到各方反對，重啟進展緩慢。

2019財年核電在電力能源中的占比降至6%。

日本政府提出，2030財年將火電依存

度降至41%，核電占比恢復到20%至22%

。有專家分析說，考慮到此次燃料價格上

漲引發火電承壓、電價上漲等原因，預計

今後日本政府將加大力度推動核電重啟。

韓總統選舉：
執政黨候選人李在明民調小幅領先

綜合報導 韓國社會輿論研究所

(KSOI)發布的民調結果顯示，若形成

朝野一對一局面，韓國執政黨共同民

主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分別小幅領

先於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總統候選人

尹錫悅和洪準杓。同日，李在明宣布

辭去韓國京畿道知事一職，稱將專心

備戰總統選舉。

報道稱，韓國社會輿論研究所從

10月22日至23日，面向全國18周歲

以上的1005人，進行了「假定僅各有

一人代表朝野參選總統」的民意調查

。結果顯示，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黨

總統候選人李在明的支持率，分別小

幅領先於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總

統候選人尹錫悅和洪準杓。

25日，李在明舉行記者會，宣布

辭去韓國京畿道知事一職，專心備戰

總統選舉。他表示，「就像京畿道成

為韓國的標桿，他力爭把韓國打造成

世界的標桿」，並承諾「將韓國打造

成公平公正的國家」。

據介紹，李在明於2018年7月起

擔任京畿道知事。鑒於韓國共同民主

黨內領導層認為，難以在履行知事職

務的同時，集中精力競選總統等意見

，他決定辭去道知事職務。李在明作

為道知事的任期，較韓國法定公職辭

職時限(12月9日)提前了一個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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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眾院選舉將於 10

月 31日投計票，首相岸田文雄(自民

黨總裁)和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

首枝野幸男在街頭演說中分別發表

了什麼言論？人工智能(AI)分析發現

，兩位黨首都註重新冠疫情對策，

岸田的高頻詞是「治療藥」，枝野

則為「工資」。

報道稱，此次用數據分析公司

User Local(東京)的文本分析工具，采

用了放大顯示高頻特色詞匯的「詞

雲」手法。

岸田在佐賀市的JR佐賀站前，手

拿麥克風，強調作為新冠疫情對策，希

望開發口服藥物並投入實用，「治

療藥」一詞用了8次。

而枝野當天在東京都豐島區的JR

池袋站前發表演說。他以新冠疫情導致

生活變艱難的人增加為由，主張將上調

最低工資。包括「工資」在內的詞匯共

說了13次。

10月14日，日本自民黨總裁岸田

文雄就任首相僅10天後，便啟動解散

眾議院的程序。10月19日，眾院選舉

正式公示，31日將開始投計票。此次

眾院選舉也被認為是岸田的「生死戰」

，一旦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明黨不能保住

政權，岸田文雄就會成為日本在任時間

最短的首相。

日本眾議院選舉前各黨派論戰交鋒
自民黨主打 「核安全」

綜合報導 日本NHK電視臺消息，距日本國會眾議院選舉僅剩不到

一周時間，日本朝野黨派近日加緊宣傳各自政策，圍繞節能環保政策、

核安全等議題展開激烈的論戰交鋒。為實現2030年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

削減目標，本次眾議院選舉的一個主要論點就是節能政策。

日本執政黨自民黨提出，將在確保安全情況下再次啟動核電站，以

及將加大對蓄電池、氫等的投資力度。自民黨還表示，日本政府將「動

員所有政策」以達成減排目標。

日本立憲民主黨則表示日本要實現「自然能源立國」，他們不認可

新建及增建核電站，希望切實推動核電站反應堆報廢工作，為在2050年

前將可再生能源比率翻倍，政府需進一步推動送電網整備工作。公明黨

也不認可新建核電站，希望在未來打造不依賴核電站發展的社會。社民

黨也提出，決定「5年內完成核電站反應堆報廢」。

日本共產黨除了提出指定《零核電站基本法》，還認為應推動普及

可再生能源，以實現減排目標。日本維新會也表示需擴大可再生能源的

使用比例，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據此前報道，10月14日，日本自民黨總裁岸田文雄就任首相僅10

天後，便啟動解散眾議院的程序。19日，眾院選舉正式公示，31日開始

投計票。此次眾院選舉被認為是岸田的「生死戰」，一旦執政的自民黨

和公明黨聯盟不能保住政權，岸田就會成為日本在任時間最短首相。

（中央社）員林市公所斥資1.5億元，完成全市1.25萬盞
LED智能路燈汰換，不只節能省電，還可遠端及時操控開關
燈、調整路燈亮度，且每一盞燈都有專屬編號，若不亮、故
障，不需民眾通報就能即時檢修。

員林市曾因私設太多未申報的路燈，遭台電查報提告，
「黑燈官司」纏訟7年，導致彰化縣政府2018年斥資1.8億元

將全縣各鄉鎮總計將近10萬盞水銀燈汰換成LED燈時，員林
市被排除在外。

去年公所總算將積欠的電費還清，並與電訊系統業者合
作，分7年編列1.5億元，平均每年約2200萬元，去年9月開
始建置智能路燈與遠端維護系統，今年8月全面啟用。

員林市長游振雄表示，員林市是全國鄉鎮市中率先引進
智能路燈，委由專業廠商維護管理，透過平板、智慧型手機
，直接掌握監測全市41里每盞路燈現況，還可以遠端調控將
路燈調亮或調暗；不只每年省下千萬元電費，故障、不亮可
即時接收、檢修，不再需要苦苦等候報修。

游振雄說，目前並在員林公園、員林轉運站、員林國小

、火車站正門口、第一市場中正路口等五處建置5盞示範型
智慧路燈，設有wifi6、充電座、影像監錄與空品監測系統等
，若成效不錯，未來可再結合5G網路，甚至可望在員林大道
引進推動智能電動無人小巴上路運行。

公所建設課長陳浴秉表示，智能路燈上路後，每盞燈都
有專屬身分證和QR code，即時監控，若發現故障，不需等
人通報就能即時檢修，市民也可直接掃路燈上的QR code，
連結系統平台，將拍下的路燈照片上傳，或直接撥打路燈上
的維護專線與廠商聯繫。

陳浴秉說，部分路燈位處農田旁，經農民反映也將亮度
調暗以免影響作物生長；目前每部主機監控10支路燈，但山
區仍有訊號不穩定導致無法同步監控的情況，此外184重劃
後，三多街區、橋愛街區，與條和街區等住宅區，因建商當
初挖破地下電線電纜管線，導致只要下雨就會發生大規模跳
電，公所也已編列1300萬元經費維修，避免因跳電導致路燈
不亮。

斥資1.5億元！揮別黑燈官司
員林市汰換全市1.25萬盞智能路燈

（中央社）桃園率全國之先搶在8月16日
推出第一階段觀光振興方案，包括團客住宿補
助、景點及觀光工廠門票買一送一等，反應熱
絡，11月再與多家旅行社、旅遊平台合作，推
出擴大版的 6 大觀光旅遊振興優惠方案，包含
「相揪來桃園」團體旅遊補助、 「加倍愛桃園

」景點買1送1、 「桃園金牌好遊」優質遊程徵
選及免費體驗、龍岡小旅行、 「台灣好行」車
票套裝行程買1送1、民宿特色行程優惠等，並
配合 「2021桃園購物節」加碼推出200份旅宿折
扣 「好棧四季券」將以抽獎贈送，邀請全國好
朋友在疫情穩定後的秋冬時節，相揪來桃園，
好吃、好玩、享優惠！

觀光旅遊局長楊勝評表示，桃園於 8 月 16
日推出 「相揪來桃園」團體旅遊補助，1萬5千
個名額在3天內迅速登記額滿，因此6大優惠方
案的第1項，就是再推出 「相揪來桃園」2.0版
，共計1萬5千個名額，已於10月22日開放申
請，團體旅客在桃園進行2天1夜行程、入住桃
園旅宿且行程包含2處桃園景點，每位旅客可獲

得補助700元，出團時間為11月1日至12月31
日。目前包含東南、可樂、雄獅等各大旅行社
網路平台，皆有販售與市府合作推出的 「相揪
來桃園」團體旅遊產品，旅客可直接搜尋並下
單購買，即早成團即早享補助，額滿為止。

第2項為 「加倍愛桃園」景點買1送1，8月
31日推出的第一階段 「景點買1送1」補助額度
為3萬名，共吸引超過95萬人登記，第二階段
再提供1萬5千個名額，旅客於 「加倍愛桃園」
活動網站（網址：https：／／lovetaoyuan.tycg.
gov.tw／）登錄後，即可取得入園費、體驗費買
1送1的優惠資格，先到先用，額滿為止，可使
用在遊樂業、觀光工廠、水域遊憩業者、休閒
農場及電影院等。

第3項為 「桃園金牌好遊優質遊程徵選」，
8 月 23 日起以 「青春品味」、 「樂活慢遊」
「親子同遊」三大主題徵選遊程，獲得旅行社

熱烈響應，9 月底徵件截止，共計46 家旅行社
熱情提出114條特色遊程。10月15日起至11月
底於 「桃園金牌好遊」活動網站（網址：https

：／／reurl.cc／1okGG9）進行票選活動，將從
三大主題中各選出5條 「桃園金牌好遊」遊程，
並於11月至12月分3次抽獎，只要民眾投票的
遊程獲選，就有機會抽中免費體驗。

第4項為 「龍岡小旅行」，廣受歡迎的龍岡
米干節、潑水節因疫情取消，調整為小旅行方
式舉辦，市府與可樂旅遊及雄獅旅遊合作推出
17 條遊程，從 199 元的 「滇味龍岡遨遊」半日
遊、到699元的 「龍岡好食在-豌豆粉教學」深
度體驗全日遊都有，補助額度從3千人次再加碼
到5千人次，出團期限也從原定的9月至11月，
延長至12月底，希望讓更多朋友體驗龍岡多元
族群的魅力。

第5項為 「台灣好行」觀光巴士套票買1送
1，預計推出超過10款套票，買1送1套票分為
三大類，包含 「車票型（台灣好行4條路線車票
）」、 「體驗型（台灣好行車票及沿線景點門
票、船票、抵用券、餐券等自由行1日遊）」及
「住宿型（結合大溪老街住宿及大溪快線、東

眼山線，自由行2日遊）」。購買套票即可享兩

人 同 行 、 一 人 免 費 ， 預 計 11 月 15 日 起 在
KKDAY旅遊電商平台開賣，發行1千份，鼓勵
遊客搭乘台灣好行來桃園旅遊。

最後一項為 「民宿特色行程1＋1優惠」，
預計於11月中開放訂購，由21家民宿業者合作
規劃共11個方案，旅客擇定行程後自行向特定
民宿訂房成功始可享優惠，限額400人次，內容
包括買1晚送1晚或入住特色民宿送免費體驗遊
程等。

楊勝評說，除了6大優惠方案之外，另加碼
推出200份的 「好棧四季券」當 「2021桃園購物
節」獎項。 「好棧四季券」結合桃園35家 「桃
園金牌好棧」認證的優質旅宿業者，內含4張1
組、價值至少1萬元的住宿折扣票券，藉此吸引
民眾來桃園住一晚，帶動食、宿、遊、購消費
。方案細節將陸續公布在 「桃園觀光導覽網」
（網址：travel.tycg.gov.tw），市府也將持續擴
大宣傳，廣邀旅客在疫後相揪來桃園。

桃園推擴大版6大旅遊補助 邀你相揪來桃園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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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initiated 
for documented business reasons. These games may have prizes unclaimed, including top prizes. In addi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will be initiated when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During closing, games may be sold 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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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160
Weekly Half Grand       

Overall Odds are 1 in 4.78
$1 11/17/21 5/16/22

2299
Lucky Dog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4
$2 11/17/21 5/16/22

2339
Mucho Dinero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9
$2 11/17/21 5/16/22

2289
50X Speedway Riches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9
$5 11/17/21 5/16/22

2291
Willy Wonka Golden Ticket™        

Overall Odds are 1 in 4.15
$5 11/17/21 5/16/22

T:5.7"

T:6"

一张边缘已经皱巴巴的俄罗斯地图

，挂在我书桌正前方快10年了。我时常

惊讶于俄罗斯国土轮廓的奇崛，但对于

上面标示的城市位置，大多了无印象。

这不能怪读者不细心，而是因为俄

罗斯的“精华”——欧洲部分的版图，

浓缩在地图的最左边，而这边标注的中

、俄双语名称，齐刷刷是顺时针“倾倒

”45度左右。

当我看海参崴、纳霍德卡、哈巴罗

夫斯克等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城市时，姿

势还好，但从秋明、乌法往西看到索契

、圣彼得堡一带时，脖子就要往右扭一

大截，这我就不乐意了。

我偏爱俄罗斯的东正教教堂和希腊

式雕塑，当年大学寝室3个学俄语的同

学里，一个交换去圣彼得堡学习了之后

回来，给我看那些相册，把我羡慕得半

死。那边正式留学回来的，经常会说毛

妹如何如何，言下之意中国发展得越来

越好，也让他们这些男生的地位水涨船

高。

看俄罗斯有一百种方式，别怪中国

人越来越现实、好似“钻钱眼里”。讲

历史容易气血上冲，谈经济、聊地理，

能对国家的发展模式有一个清醒的观照

。

疫情揭开经济盖子

俄罗斯过去20年的经济基本面，当

然不能说差。

拿2018年的GDP数据来看，它排在

全球第11位。而倒推20年，普京刚接手

前的俄罗斯（1999年），GDP总量不到

2000亿美元，甚至不如比利时，只有荷

兰的44%。

你没看错，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一度

只有荷兰的44%。现在，起码它是荷兰

的1.8倍了。

2013年是俄罗斯经济的波峰，当时

其GDP高达2.3万亿美元，是现在的近

1.4倍。普京雄心万丈，随后发生一件至

今没有结束的大事，令俄罗斯的经济大

跳水。

这件事就是俄罗斯吞并原属于乌克

兰的克里米亚。

原委比较复杂，这里只能简单说：

2014年初，乌克兰首都基辅发生反政府

骚乱，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赶下台。

因担心俄在乌的黑海海军基地等老问题

，俄军2月开进克里米亚，3月初完全控

制克里米亚半岛，并操纵当地举行了入

俄公投。

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俄罗斯单

方面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将原乌克兰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以“克里米亚共

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直辖市”的联

邦主体身份，吸纳进俄罗斯联邦。

这事得罪了欧美，加上乌克兰东部

内战纷起，俄罗斯从此没了宁日，哪怕

一年后达成过一个四方《明斯克协议》

。

普京没有收手，合并克里米亚一年

半后，他又宣布武装干涉叙利亚内战，

投入正义之师打击“伊斯兰国”。

这回，总算欧美对他另眼相看，但

俄罗斯为亲下战场对付极端分子付出了

不菲代价——当年11月一架苏-24战机

被土耳其击落，次年12月驻土耳其大使

被刺杀。

虽然卖给叙利亚一些军火，但在叙

利亚鏖战两年多，俄罗斯的军事消耗也

极大。眼看2017年底“伊斯兰国”被连

根拔起，俄罗斯又在同年5月美国开始

的“通俄门”调查里陷了近两年——特

朗普为避嫌，不但没有减少对俄经济制

裁，反而增加了不少。

然后就是疫情偷袭和油价暴跌。石

油限产谈判中，俄罗斯想跟沙特杠一下

，被沙特以出清库存、制造“国际油价

闪崩”猛敲脑门，最后不得不答应自己

减产更多份额。

由于近来停工停产，刚恢复增长3

年的俄罗斯经济，预计2020年衰退7%~

8%。

世人都知道特朗普急于恢复经济以

谋求连任，其实普京也一样着急，但是

俄罗斯现在的疫情数据全球第四，累计

确诊数逼近70万，日增六七千例。在这

样的情况下，强行重启经济，只能在新

冠致死率上做做工作。

另外，美国貌似悬赏25万美元揭发

俄罗斯疫情数据造假。实际情况是，俄

罗斯1万多的死亡病例也不算少，死亡

率（1.5%）是印度的一半左右，是美国

的1/3。

在俄罗斯，死者最终被列入新冠死

亡名单须同时满足一连串条件，包括病

理解剖过程需要有特定专家在场操作或

监督等。

最重要的规定是，直接死因需要是

新冠病毒，而非并发症。这里面，可供

人为操作的空间甚大。

但不管怎么样，俄罗斯在疫情中以

略低于大选的透明度标准，成功举行了

为普京连任量身定制的修宪公投，而有

了普京，俄罗斯的经济就“不是问题”

。或者说，俄罗斯的国家威望可以给民

众带来与经济增长类似的幸福感，让眼

下的经济痛苦变得可以忍受。

这一系列叙事唯一的不足是，在普

京掌国20年之后，俄罗斯在贸易结构上

仍然是一个以能源等初级产品出口为主

的发展中国家，连先进的石化产业都没

有形成；而在后疫情时代，传统石化能

源已经被看衰，卖天价的日子已经一去

不复返了！

靠军火出口？世界上不可能长期有

那么多战场养着你，即便是在印度、利

比亚、委内瑞拉，想撬开一口“深井”

从此霸着，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妥妥的“内陆国家”

有论者指出，目前俄罗斯国内除了

军队、强力部门和养老金领取者之外，

其他工薪阶层的生活并不殷实，养老金

领取者的收入也很低，不少人想移民出

国。

俄罗斯的国土面积不是世界第一吗

？不是拥有世界第一的天然气储量和世

界第八的石油储量吗？不是三面环海、

通达世界，连中国想开辟“冰上丝绸之

路”都要沾俄罗斯港口的光吗？

等等，三面环海不假，但俄罗斯其

实是个理念上的“内陆国家”。

像圣彼得堡等少数沿海城市，曾经

“开风气之先”，但如今的整体营商环

境，只能说让本国国企和新寡头们如鱼

得水。俄罗斯至今没有一部外商投资保

护法，除了中国的国企，很少有中外大

型私营企业前往投资。

从世界地图上看，欧洲绝大部分地

区离海洋至多不超过300英里，但俄罗

斯几乎大半个国土都地处内陆。除北冰

洋外，俄罗斯入海通道十分有限，可用

通道（黑海、波罗的海、日本海）的关

键处，均属别国管辖。而北冰洋离俄罗

斯的人口密集区又太过遥远，少数几个

港口在冬季几乎都不能用。

一个国家的入海通道，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俄罗斯人口几乎都集中在西部近欧

地区，以及南部高加索边界地带。西伯

利亚也拥有少量人口，但人口数不到莫

斯科的一半。俄罗斯的农业和铁路网布

局，重心都是国家西南部。西部近欧地

区与东部近太平洋地区之间，仅有两条

铁路线路连接，而整个西伯利亚北部都

没有铁路网覆盖。

总之，俄罗斯国家的基本重心与关

键地区位于西部，其次是高加索地区。

西伯利亚占地面积广阔，但人烟稀少，

战略意义不大。西伯利亚境内的几条大

河呈南北流向，反而使国内交通发展受

阻。

俄罗斯绝大部分经济活动，均以西

部边界地区为中心，却缺乏天然屏障的

有效保护。因此，俄罗斯的国家战略，

自然是想将边界尽可能地往西边移。但

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莫斯科失去了对

欧洲半岛东部边界一线国家的控制权。

俄罗斯的边界如此靠近莫斯科，还曾是

很久远的事。

苏联解体后，波罗的海三国已无法

接近，白俄罗斯政府采取骑墙态度，这

时候乌克兰非常关键。况且，乌克兰边

界恰恰毗邻俄罗斯农业重地、人口中心

及铁路枢纽。

所以，近年来持续的乌克兰危机让

俄罗斯如履薄冰。它不可能留给乌克兰

向其发难的机会。只不过，现在俄罗斯

已丧失了缓冲地带的保护，并且面临着

严重的经济问题，想像二战中那样逆袭

西方，可能自身的国力就支撑不了。

何况，对莫斯科来说，乌克兰是近

忧，波兰是远虑。

美国学者乔治· 弗里德曼曾在《未

来 100 年大预言》一书中预测，进入

2020年代后，俄罗斯的持续混乱以及中

国增长的进一步放缓，将

使得欧亚大陆重新陷入权

力真空。波兰作为欧洲的

支点，将充当美国对抗俄

罗斯的马前卒。

最近，波兰总统杜达

向特朗普提出，希望增加

驻波美军规模。有报道称

，美国将向波兰调动的不

是 1000 名，而是 2000 名

军人。北约目前在波兰已

驻扎有约 4500 名士兵，

他们把莫斯科盯得牢牢的

，也使得普京的战略眼光

，长期被牵制在西部陆地

边境。

普京执政了20年，俄

罗斯的经济总量不如美国

的一个纽约州，人均GDP

也不如中国的广东省，貌

似可以找出原因了——纽

约州和广东省都是真正的“沿海”州省

，而俄罗斯整体算不上“沿海大国”。

惊悚的故事

今年6月下旬，西伯利亚的俄罗斯

村庄维尔霍扬斯克，气温一举飙升到

38℃，刷新了当地30多年来的最高温度

纪录。

欧盟气象专家感慨，这种程度的气

温异常，平均每10万年才会出现一次。

热浪席卷北极圈，永冻土加速融化

，最遭殃的就是拥有广大冰原地带的俄

罗斯。在永冻土变得适合耕种之前，它

会变得不适合通行，遑论长居。

不只是道路泥泞问题，深层永冻土

融化，会让建筑于其上的很多道路、设

施倾斜、毁损，就像被流沙吞陷一样。

俄罗斯北部地区，温度升高导致的

热融沉陷使铁轨变形

俄罗斯大量油气田和油气管网，都

建在所谓的永冻土地带。始料未及的永

冻土融化，给油气运输带来了巨大的麻

烦。

那些开裂的公寓楼还是小事，今年

5月底，北极圈以北300公里处俄罗斯诺

里尔斯克市的一家热电厂，由于储油罐

支撑部分突然下陷，泄露出了2万多吨

柴油，造成北极圈有史以来最大的环境

灾难。

永冻土融化会形成恶性循环，比如

其中的甲烷和二氧化碳快速逸出，其中

甲烷制造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要大25

倍。这样加剧气候变暖后，又会导致永

冻土释放更多的碳……

难怪俄罗斯姗姗来迟地加入“巴黎

气候协定”，并在《气候变化适应计划

》中，列出了北极基础设施受破坏的风

险。

不只是碳，还有古老的病毒。2015

年从西伯利亚冻土中，法国科学家取样

了一种3万年前的巨型病毒，并予以复

活，发现病毒仍然能感染单细胞的阿米

巴原虫。

一个惊悚故事版本是这样的：

2016年夏天，西伯利亚一个小男孩

和2500头驯鹿死亡，几十人住院后，这

种疾病被确认为炭疽热。病源是一具解

冻的驯鹿尸体，而这头驯鹿死于75年前

的一场炭疽热疫情。

俄罗斯西伯利亚部分本来就人口难

留，这个故事传开后，莫斯科等俄大城

市的房价又要上涨了吧？

西伯利亚的宿命

其实，古代西伯利亚就是一片泥泞

的地方。居于此的蒙古先民，命名该地

为“西波尔”（泥土、泥泞的地方），

俄人将此音译为“西伯利亚”。

“西”西伯利亚平原是俄罗斯的粮

仓，但“中”西伯利亚高原、“东”西

伯利亚山地就没那么好命。不但没有多

少俄罗斯年轻人愿意搬来，那些计划经

济时代的“璀璨之花”，也正在一朵朵

凋零。

像谢姆昌、卡德昌、奴姆基、阿雷

克里等地一样，由于当地人口锐减和剩

余人口向欧洲“回迁”，整座整座的城

市、整片整片的村庄，随着一座座工厂

、一块块农地被废弃，而走进历史、走

入黑夜。

我的电脑屏保，是一张NASA制作

的全球亮光地图，可以看到夜空下，除

了西伯利亚铁路上的一小串城市（以及

雅库茨克、马加丹等零散的城市）闪着

微弱的光外，乌拉尔山脉以东的俄罗斯

北境几乎是一片暗黑。

这片面积可达中国1.25倍，东西方

向跨越9个时区的“暗黑地带”，也分

成很多共和国和边疆区，但老实说，我

可以把美国的西部内陆州从北达科他到

内华达倒背如流，但却记不住几个面积

如此广袤的俄罗斯联邦一级行政区的名

称。

估计俄罗斯中学生上国情地理课时

，也会有畏难情绪——毕竟光是自治共

和国就有22个，而与之平级的州和边疆

区的数量，更要乘以2.5。

特别是许多俄人大半辈子都没去过

的西伯利亚，如果那里多一些贝加尔湖

一样的旅游景点，可能会令人加深印象

，就像我知道美国的一些州，是因为科

罗拉多大峡谷在亚利桑那，黄石国家公

园在怀俄明，拉什莫尔山在南达科他。

但你要问我堪察加有什么、楚科奇

有什么，我还真答不上来。想必俄罗斯

的伙伴们，也对圣彼得堡的三大宫和四

大馆更感兴趣吧。

我不能断定这是否属于“地理资源

的诅咒”，但所谓“没有一寸多余领土

”的庞大俄罗斯，让我想起日本的一种

国粹——相扑。那种饱满感，给人一种

视觉上的震撼，但我不敢说让有六块腹

肌的拳王来挑战一下，会是什么结果。

如果忽略那些一息尚存的人口据点

，倒是可以粗略地说，俄罗斯西伯利亚

﹣远东的大部分地方，正变成世界上最

大的工业废墟和民用废墟。甚至有人形

容，当你走进那些掩映在森林、草原和

海港间的小城和村庄，如同进入了一个

个现代墓群！

话虽夸张，但当废弃城镇的瓦砾被

杂草和树木掩埋，当工厂爬满藤条，一

切又回到300多年前俄罗斯征服者初到

时的样子——仿佛艾伦· 韦斯曼在《没

有我们的世界》中所设想的，在人类消

失后的500年内，原来不可一世的钢筋

森林就彻底土崩瓦解，真正的森林统治

一切。

是的，当硅酸水泥被风化成了沙土

，当钢材、型材被锈蚀成了金属碎渣，

当村舍变成了木屑和泥土，弱弱地问一

句，要那么多不事生产的无人区做什么

呢？

难道，用来作为这个举世有双的核

大国倾泻核废料、化工废料、有毒物质

的填埋场？

现实中，俄人争先恐后地向富裕的

西部涌去，但在全俄人口增长停滞甚至

萎缩的背景下，连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也

无法幸免于“居民点收缩”。

2015年3月18日，莫斯科举行克里

米亚入俄一周年庆祝活动

从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

圣彼得堡到黑海沿岸的克拉斯诺达尔，

到处都有废弃的城市和乡村；没有运走

的设备，如废旧型材、运动器材、卡玛

斯车、拉达车，甚至坦克、直升机，都

被杂乱无章地丢弃。即使你想搬走它，

也没有道路可以运输。

当然，自由的人民会选择迁徙到更

适合的城市，建造更好的居所。像“冬

奥城”索契一样，一个崭新的俄罗斯正

如出水芙蓉般走向世界。

不违背人的自由意志，不挑战永恒

的经济规律，不无视苍茫大地上的自然

定律，不战斗的民族，一样可以红尘作

伴，活得潇潇洒洒。

何必在一个城市的名称注释上“犯

囧”呢？

别被俄罗斯的庞大领土蒙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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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不断

涌现，展示出强大的文化魅力，深受消

费者欢迎。面对市场需求，越来越多的

海归创业者成立工作室，涉足文创产业

，深耕中国传统文化这片创业沃土，打

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创品牌。

留学所带来的跨文化交往经验、不

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赋予了海归面

对传统文化时独特的创造力，也让他们

对蕴藏其中的文化魅力更为敏感。

留学 重新认识中国文化

依山傍水而居，晨起舞太极、练武

术，白天制作古琴，晚上与朋友相约读

书、品茗……悠然自足，这就是李涛如

今的生活。

李涛，毕业于法国南特大学企业管

理专业。留学的几年里，他发现自己身

边的不少法国人对中国的琴棋书画、诗

酒花茶等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也给

了他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重新认识中华

文化独特魅力的角度和机会。

反观、思考、重建……从那时起，

李涛决定重新开始认识中华传统文化。

2015年，胡中炜完成学业后选择留

在日本，做一名摄影师。一次，在完成

了京都的拍摄工作后，同行的日本同事

推荐了一家当地的点心店，据传所售卖

的点心是从中国唐代国都长安流传至此

的。胡中炜开始不信，专门去拜访后，

才发现店里面的糕点的确带有浓厚的中

华传统文化特色。店主介绍说，最初，

是唐代僧人将这样的点心带到日本，结

果这项制作点心的传统手艺一直传承至

今，甚至连口味和形状都尽量保留原貌

。

“我就是西安人，唐代不少优秀的

传统文化在随着时间淡去，我们自己留

下的并不算多。但在今天的京都，许多

地方都还可以找到长安的影子。”这样

的传承让胡中炜感到震撼，也给了他回

国从事文创产业的灵感。

回国 展示传统文化内核

2018年底，胡中炜回国后在西安创

建“橙熙安”品牌，打造文创电商。团

队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视频产品

，拍摄西安的传统匠人与手工艺者，通

过影像记录和展示中华传统文化内核。

二是推出文创产品。二者相比，还是视

频的吸引力更强。胡中炜表示，文创产

品的实际交易量并不多，通过市场调查

，他意识到如果只是简单地附着一些文

化元素符号，那样的文创产品并不会引

起消费者的购买兴趣。目前，新媒体平

台的文化产品仍是胡中炜团队的关注重

点。

视线向南，从法国回来的李涛，正

与黄虎村结缘。

黄虎村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

当地的年轻

人大多外出

打工，闲置

下了不少老

屋。2017 年

，已在武汉

成立工作室

的李涛为了

专心创作，

需要寻觅一

处新的工作

地点，他选

在了黄虎村。

李涛表示，选择黄虎村还有另外一

个原因：伯牙子期的故事围绕古琴展开

，而制作古琴正是李涛的主业。“子期

墓就在我们工作室的湖对岸，这里以前

被叫作汉阳县钟家村，与伯牙子期的故

事渊源很深。”

定居黄虎村后，李涛的漆艺老师段

立峰也来到了这里，不仅如此，李涛身

边更多有手艺的朋友也萌生了搬到黄虎

村的想法。渐渐地，黄虎村变成了手工

匠人们的聚集之地，成了名副其实的

“文创村”。截至目前，已有十几位手

工匠人在村里扎根，涵盖古琴、漆艺、

花艺、布艺、篆刻、茶艺、香道等众多

行业。“我们并不想让村子成为大众消

费的景点，只希望真正喜欢乡村生活和

传统文化的朋友，能拥有一个潜心工作

、宁静生活的地方。”李涛说。

传承 挖掘深层商业价值

打磨更受消费者青睐的文创产品，

胡中炜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心得。在

他看来，如今全民文化意识逐渐提升，

审美素养也在提高，文创产品要想打开

销路，就要避免产品同质化，要更注重

文化内核。在越来越多的海归开始涉足

文创产业的当下，胡中炜建议，要将创

业想法与本土特征相结合，切忌想当然

。“国外有一些先进的文创理念，但若

直接照搬到国内并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

。海归要提前做好市场调查，想好盈利

模式，也得做好面对困难的心理准备。

”

信息爆炸的时代，新的文化内容与

形式层出不穷，也令一些传统文化在传

承和推广方面遭遇困境。胡中炜希望能

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记录传统文化工

艺的团队中来，讲述西安本土的文化故

事。

在武汉，李涛正与匠人们合力打造

“悠悠山房”共创品牌。“悠悠山房”

是他们的愿景在慢悠悠、乐悠悠的生活

态度之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发挥艺术家与匠人身上的能量，寻找其

中的商业价值，把传统技法更好地传递

到大众面前。

而今，艺术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

正日趋生活化。“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属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乌托邦，让我们

这些手工匠人也能拥有一处心灵栖息地

和后花园。”李涛说。

新海归与老手艺

经文化和旅游部综合测算，在刚刚

过去的端午节假期中，全国国内旅游接

待总人数近9600万人次，同比增长7.7％

；实现旅游收入393.3亿元，同比增长

8.6％。事实上，无论是国内旅行还是出

境游，中国红火的旅游市场、旺盛的消

费需求一直备受关注，也吸引了诸多海

归创业者的目光。

“私人定制”受追捧

伴随着中国游客对于旅行质量要求

的提高，“个性化定制”旅行方案的出

行方式日趋受到欢迎。尤其是年轻消费

者，对于这种能够“玩出创意”“玩出

个性”的方式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正是瞅准了个性化旅行方案不断增

长的发展潜力，2013年，蔡韵同几位志

同道合、热爱旅行的朋友共同创建了无

二之旅平台，旨在为消费者提供省心又

自由的海外定制旅行服务。

在过去10年间，中国的出境游市场

始终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中国也因

此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和旅

游消费支出国。如今，出境游走入“寻

常百姓家”，可供选择的目的地更多、

签证流程也更便捷，不少游客甚至“说

走就走”，出境游也成为中国消费者享

受生活、休闲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15岁时，蔡韵获得了中国与新加坡

政府合作项目的全额奖学金，赴新加坡

读高中。在她的老家福建，每年只有十

几名学生有获得这一奖励的机会，她是

其中之一。4年后，她考取南洋理工大

学，学习广电新闻与电影专业。

蔡韵热爱旅行。大学期间，她去过

全球20多个国家。旅行记录中最令她引

以为傲的，是毕业后曾经一个人做“背

包客”完成了92天、全程1万多公里、

穿越中东和中亚古丝绸之路的旅行。

作为旅行“达人”的蔡韵，也更清

楚消费者自由行的痛点。如何在品质服

务和控制成本间取得平衡，是定制旅行

能否进一步推广的关键所在。“算法技

术助力下，我们选择用路书来替代人力

，这就可以为游客节省一部分成本。一

对情侣出行，或是一个家庭出行，抑或

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一起游玩，这种情境

下的客户往往不太希望有一个人从头到

尾地跟着，这也是出境游自由行里路书

相较于‘私导’的优势。”蔡韵对本报

记者说。

“甜蜜”中玩出创意

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男

主人公威利· 旺卡拥有一家宛如童话故事

所描绘的世界最大的巧克力工厂。影片

中的巧克力瀑布、漫山遍野的糖果……

都曾让不少当时还是孩童的“90后”

“95后”观众印象深刻。

在浙江省嘉善县，歌斐颂巧克力小

镇集团总经理莫雪峰就经营着这样一家

“童话巧克力乐园”。2011年，他在美

国波士顿大学获得金融学硕士学位，那

时，回到国内做一个巧克力工业旅游项

目的想法在莫雪峰的脑中慢慢有了雏形

。

“我是‘80后’。在我的印象里，

小时候能吃到巧克力就觉得挺开心，当

有了可以自己支配的零花钱的时候，我

就会去买巧克力吃。”莫雪峰告诉本报

记者，建设一个巧克力小镇的想法，也

源于他内心的情感角度。“在我们这代

人的回忆里，巧克力是幸福、甜蜜的代

名词。”他说。

深入市场调查、完成商业可行性分

析、聘请专家设计规划……一个融巧克

力生产、体验、游乐等于一体的工业旅

游小镇在2014年正式开园。而歌斐颂巧

克力项目，也是近年来嘉善县“腾笼换

鸟”“退低进高”的示范项目之一。有

了“甜蜜文化”的加持，也让嘉善县在

整个浙江省的特色小镇中脱颖而出，展

示出独特魅力。

从生长着真实可可树的“可可森林

”玻璃暖房，到横跨千年的巧克力历史

，再到全自动化的生产车间，着眼于巧

克力的主线切入、从生产巧克力的源头

端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有关知识。与此同

时，小镇中生产端与体验端相连，游客

还可以参与制作巧克力。“孩子可以在

父母的陪伴下体验这个过程。洗手、消

毒、戴帽子和围裙，通过这些步骤让孩

子们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也培养良

好的卫生习惯。同时，通过建设研学基

地，将制作体验与课本知识相结合，在

巧克力制作完成后鼓励孩子进行分享。

”莫雪峰说。

用户体验是核心

经过几年的发展和沉淀，目前，无

二之旅已经拥有了30多万付费用户，而

这些用户在真实旅行中的经历汇成了一

本本路书，也是一个个庞大的数据集。

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用户可以定制属

于自己的路书，从旅行中的最小元素，

比如一家餐厅、一个景点开始，设计出

不同的选择方式，获得独一无二的旅行

体验。

“因为是基于真实的用户体验，所

以这些元素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我

们的数据团队会给它们设定不同的标签

，存储在后台。用户定制时就可以自己

重新排列组合其他的可能性。”蔡韵说

，而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深入，无

二之旅的后台已拥有18亿种可行性方案

，有力地实现了方案定制层面的提质增

效。“这就保证了当消费者前来咨询旅

行需求的时候，可以和我们的旅行顾问

一起，在2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内

，制作出一本几百页的个性化路书。”

蔡韵说。

近年来，中国的工业旅游发展层次

逐渐深入，产业链也在不断延伸。在莫

雪峰看来，工业旅游可以从游客端满足

消费者的好奇心，随着活动内容由观光

向体验的纵深拓展，歌斐颂巧克力小镇

也能为游客提供更为周到的用户体验。

如今，亲子游、情侣游游客逐渐增

多，如何进一步推进小镇内公共服务的

建设成了莫雪峰关注的重点，以满足消

费者需求。“因为游客量越来越大，票

务、交通、餐厅这三项核心服务的重要

性越来越凸显。正在建设的游客服务中

心，预计会在今年国庆节期间试运营

，包含售票、验票、餐饮、内部公共

交通等，都可以通过游客服务中心搞

定。”谈及一路走来的创业历程，莫

雪峰十分感慨，“在这个时代，机遇

特别多。祖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环

境，而且真的给了年轻人足够的包容

、鼓励和试错的机会，就像一个睿智

的长者不断给你鼓劲，时刻呵护着你

，让你往前走。”

海归创业请瞄准旅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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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除了疫苗

之外，人们也寄希望于特效药物。目前

，越来越多的候选药物已进入科研人员

视野，大量临床试验正在全球开展，不

过真正的新冠特效药迄今仍未出现。

那么，新冠特效药研发的进展究竟

如何？突破口在哪里？真正的特效药问

世还需多久？

搜寻潜在靶点

研发特异性抗病毒药物，首先要基

于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细胞、自身复制以

及致病等多个环节的关键机制来筛选和

设计药物靶点。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文辉

日前向新华社记者介绍，已知新冠药物

靶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靶向新冠病

毒本身；另一类靶向宿主也就是人体。

靶向病毒的靶点还可以细分，一类是针

对病毒入侵阶段，比如帮助病毒入侵细

胞的刺突蛋白，其受体结合域（RBD）

是一个关键靶点；另一类针对病毒复制

阶段，其中主蛋白酶和“RNA依赖的

RNA聚合酶（RdRp）”被认为是两个较

有前景的靶点。

主蛋白酶就像一把“魔剪”，在新

冠病毒复制酶多肽上存在至少11个切割

位点，只有当这些位点被正确切割后，

这些病毒复制相关的“零件”才能顺利

组装成复制转录机器，启动病毒的复制

。而RdRp就像病毒RNA（核糖核酸）

合成的核心“引擎”，以其为核心，病

毒会巧妙利用其他辅助因子组装一台高

效RNA合成机器，从而自我复制。

科研人员迄今已成功观察到多个新

冠病毒靶点的结构。相关研究为新冠药

物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美国科研团队2月首次报告了刺突

蛋白在原子尺度上的三维构造。3月，

上海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团队解析了转

录 复 制 机 器 核 心 “ 引 擎 ”

“RdRp-nsp7-nsp8复合物”近原子分辨率

三维空间结构。上海科技大学与中科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等机构4月报告了一种

主蛋白酶强效抑制剂N3，并率先解析了

“主蛋白酶-N3”高分辨率复合物结构。

靶向人体的药物靶点更为复杂，

这是因为新冠病毒感染症状多样，影

响多个脏器。从治疗方面看，更多这

类靶点仍处于探索中，其中一些靶向

免疫系统。

多个方向并进

据专家介绍，在研新冠药物基本涵

盖了常见的药物类型，在小分子靶向药

物、生物大分子药物等方向都取得了进

展，未来还可能出现干细胞疗法、基因

疗法等其他候选疗法。

小分子药物研发领域，多个团队

报告了靶向主蛋白酶的候选化合物新

发现，认为这类化合物有发展为新冠

药物的潜力。德国吕贝克大学科研人

员在非典疫情后研发了以主蛋白酶为

靶点的α-酮酰胺类抗病毒化合物，并

于今年 5月公布了其“改良版”α-酮

酰胺13b的细胞实验数据。澳大利亚科

研人员通过计算机模拟确认它能有效

阻止新冠病毒复制。

美国《科学》杂志6月19日以封面

文章形式介绍了中国科研团队发现的以

主蛋白酶为靶点的两种化合物11a和11b

。研究团队不仅分析了两种化合物与新

冠病毒主蛋白酶相互作用模式，还揭示

了它们抑制主蛋白酶的分子机制。

生物大分子药物研发方面，全球多

个团队报告了针对新冠病毒的单克隆抗

体。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与上海君实生

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开

发的重组全人源抗新冠病毒单克隆抗体

注射液近期获批进入临床试验，有望在

不久的将来用于新冠感染的预防和治疗

。

该候选药物的研制基于中国科研团

队从新冠康复患者体内分离的单抗CB6

。英国《自然》杂志5月在线发表报告

说，利用恒河猴开展的动物实验中，

CB6表现了预防和治疗新冠感染的能力

，与刺突蛋白RBD结合位点和宿主细胞

高度重叠，并比宿主细胞更有“亲和力

”，颇具临床前景。

“老药”显示新效

“老药新用”也是新冠药物主要研

发策略之一。如果能从现有药物中找到

对新冠病毒感染有效的药物，就可以绕

过药理学研究、动物实验等阶段，直接

进入临床试验。

常见皮质类固醇激素地塞米松已被

证实可降低危重新冠患者死亡风险。英

国牛津大学领衔团队在临床试验中对超

过2000名重症新冠患者使用了地塞米松

，这种药物能让需用呼吸机的患者死亡

风险降低35%，需吸氧的患者死亡风险

降低20%。世界卫生组织已呼吁增加该

药产量。

瑞德西韦、法匹拉韦、托珠单抗等

药物也对不同新冠患者群显示了一定临

床效果，不过曾被寄予希望的羟氯喹临

床效果不如预期。

“一些老药对（新冠病毒）已知靶点

和已知机制有什么样的效果，现在有了一

些新的临床试验结果，”全球健康药物研

发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对

新华社记者表示，相关试验进展有助于定

义“老药”适用患者人群、实现更精准用

药并提出新的组合用药方式等。

丁胜也强调，“老药”毕竟不是针

对新冠病毒开发的药物，科研人员还是

要利用已验证的靶点开发新的新冠特效

药。基础研究领域已为新冠药物研发积

累许多，然而新药研发没有捷径，开发

一种全新药物到最终获批可能需要长达

10年的周期和数以亿计美元的资金投入

。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研发背后有特定

的科学规律和严密逻辑作为支撑，不可

能一蹴而就。

新冠特效药问世还有多远

黑恶不扫，社会难稳，黑恶不除，

民心难安。这两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交出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办理了一

批重大涉黑涉恶大案要案，不少为害一

方的涉黑涉恶团伙和“保护伞”被绳之

以法。2019年底，山西对一起重大涉黑

涉恶案件进行了宣判。从中人们可以了

解到黑恶势力是如何一步步做大的。

2019年12月30日，山西省太原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任爱军等24人

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

公开开庭进行宣判。

任爱军绰号小四毛，上世纪90年代

，就已经是太原乃至山西有名的黑恶势

力。任爱军曾两次入狱：1994年，因犯

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6年。2002年，因犯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13

年，因为减刑，任爱军提前出狱。出狱

后，任爱军深知打打杀杀已经行不通，

他选择了更隐蔽的方式，开起了公司。

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

一中队副中队长杨峰说：“公司没有实

际的经营，在公司的员工基本上都是他

的狱友或者两劳释放人员，他以公司做

外壳来纠集处理社会上的一些事情。”

任爱军出狱后3个月，太原普国汽配

城和珍锦隆石材城两家单位因为20亩地

的土地经营权发生纠纷，其中一方找到

了任爱军，想借他的势力解决纠纷。

在任爱军手下的威胁下，石材城负

责人被迫同意调解。借着这个事件，任

爱军重振恶名，一些商人主动找上门讨

好，想利用任爱军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其间，一名商人曾给任爱军介绍投资

一个矿产项目，结果投资失败，任爱军

觉得自己被对方骗了。

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

二中队副中队长秦岗说：“任爱军有一

个司机。任爱军就说，‘那你敢不敢把

他的腿打断？’当天晚上回到公司以后

，他的司机就找了一个借口，拿上来一

个汽车的修理工具，朝这个被害人腿上

连击数下，导致被害人骨折。”

2015年，任爱军占用晋祠机动车清

洗中心院内的一幢别墅，其间欠缴电费

10多万，清洗中心的负责人王某多次向

任爱军催要后给别墅断了电。像王某这

样敢公然对抗的不多见，在楼道里对王

某进行撕扯后，张某等人又把王某拖拽

到办公室进行了殴打，即便如此，任爱

军依然不罢手，又叫手下围堵王某。

几年间，任爱军多次指使手下寻衅

滋事、强迫交易、非法侵入住宅，获取

巨额经济利益，同时也给当地百姓造成

极大的恐慌。

201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太原警方将任爱军及其团伙列为重点

侦破对象。出狱后的任爱军干起坏事来

更加隐蔽，尽量不给警方留下把柄，这

给办案增加了难度。

由于此案性质恶劣，由全国扫黑办

挂牌督办，经各方调查取证，警方最终

坐实任爱军组织领导黑社会的证据。

2018年2月，警方对任爱军等犯罪嫌疑人

实施抓捕。

为防止该黑社会组织死灰复燃，专

案组这次对其进行了打财断血。任爱军

曾在1994年和2002年两次被判刑，其中

2002年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任爱军却能

在仅服刑10年2个月后出狱继续作恶。

他为什么会如此神通广大呢？在案件审

理的过程中，坊间针对他提前出狱的一

些议论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山西省纪委监委介入调查后发现，任

爱军背后的关系网十分复杂，涉及到公检

法、监狱部门的多名公职人员，人数之多

出乎意料。而有些黑恶势力之所以越打越

黑、长时间存在是因为他们有着很深的关

系网和“保护伞”。为了把黑恶势力连根

拔起，这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打黑的同

时对其背后的“保护伞”也一同打击。

由于案件年代久远，很多证据已经

损毁缺失，加上侦查对象很强的反侦察

能力，专案组决定以任爱军在狱中的历

次立功和减刑作为突破口进行调查。

任爱军服刑期间，申请减刑的方式

有两种：监狱改造获取积分和重大立功

。2002年入狱到2013年出狱，任爱军有4

次常规减刑和两个重大立功的记录，已

经把减刑用到极致。

任爱军当年虽然入狱，但他在狱外

的势力并没有停止活动，在狱外为他拼

命奔走的，主要是他的律师郝某和前妻

张某。

经多方关照，任爱军在监狱里的积

分多到用不完，但他在监狱里的表现却

十分恶劣。在汾阳监狱服刑期间，任爱

军充当牢头狱霸，酒后无故殴打同监狱

服刑人员王某。因为监狱处理不公，王

某自焚，全身烧伤90%。

事件发生后，任爱军不仅没有受到

惩罚，还借此调换到晋中监狱，并提交

了减刑申请，最终刑期由无期减为18年

。按照当时的规定，涉黑涉恶的重刑犯

要不断更换监狱关押，这也被任爱军作

为减刑的节点充分利用，逢换必减。

常规减刑不到周期，任爱军就申请

重大立功。2011年，任爱军检举了一起

狱外命案。

山西省纪委监委“5· 17”专案组成

员张建文说：“这个命案在 2004年、

2007年，同监狱的犯人早就检举过这个

事情，到了小四毛举报的时候，就把这

个材料转给公安去了。”

别人已经举报过的事又成了任爱军

重大立功减刑的理由，由此监狱报请为

他减刑2年6个月，任爱军却并不满意。

当时的临汾中院审监庭副庭长邢锐

，为了达到任爱军顶格减刑的目的，他

为任爱军操作花钱买减刑，让任爱军交

30万财产刑罚金，把减刑上调到了3年。

打的招呼越来越多，为任爱军服务

的公职人员圈子也越来越大，有些领导

甚至到监狱里探望任爱军。任爱军到了

曲沃监狱时，他在牢内的状况让专案组

成员感到惊讶。

山西省纪委监委“5· 17”专案组成

员薛建业说：“他在监狱里开单间、设

小灶、用冰箱、用电脑，他的人随时来

看他，并且还专门有储存东西的仓库。

他去了那儿相当于住宾馆，别人都是他

的服务员。”

当时曲沃监狱的看守大队大队长裴

军亮，为任爱军创造了特殊的监狱环境

，在任爱军出狱后，裴军亮还多次上门

探望。

按理说，减刑的程序复杂，涉及到

的部门从监狱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哪一

个环节查到问题都不可能减刑成功。然

而在运作的过程中，任爱军的势力渗透

到了各个环节，最终促成7次违法违规减

刑的发生。

破网打伞，对涉黑涉恶案件一律深

挖腐败问题，一查到底，是这次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坚持的原则。

2019年，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了一

大批像任爱军案这样的涉黑涉恶重大案

件。对一些重大案件，全国扫黑办组建

了重大案件督办组特派督导，督办了孙

小果案、湖南操场埋尸案、黑龙江哈尔

滨呼兰区四大家族案等重大案件。

2019年，全国扫黑除恶保持着强大

声势，全年共打掉涉黑组织1686个，同

比增长32%，打掉涉恶犯罪集团4618个

，涉恶犯罪团伙13757个，缴获枪支1683

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2786亿

余元，同比增长394%。立案查处涉黑涉

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37855件，同比

增长172%，处理47579人，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32354人，移送司法机关4938人。

中央政法委综治督导局一级巡视员

李延华说：“全国扫黑办开通了12337举

报平台，让老百姓通过手机，就可以把

身边涉黑涉恶的腐败案件直接向全国扫

黑办进行举报。

全国扫黑办还制定出台了8项法律政

策文件，指导各地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案

件办理过程中，给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在司法量刑上面达到一个统一的效果。

在2020年我们要紧盯法律案件把它办成铁

案，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

2019年，全国刑事立案下降4.1%，

八类严重暴力案件下降10.3%，涉枪案件

下降34.6%……这样的一些数据，印证着

扫黑除恶的阶段性成果，表明着社会治

安环境的明显改善，更见证着平安中国

的坚实步伐。

今年是实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3年为

期目标的决胜之年，盯住重点行业和领

域，清除存量，遏制增量，坚持“打伞

”“破网”“断血”齐头并进，打建并

举，扫黑除恶才能不断向纵深推进，才

能除恶务尽。

监狱里，黑老大有自己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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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宜蘭礁溪警分局前
副分局長賴銘鴻，被控在 2019 年 5
月間，不當指導下屬將涉嫌酒駕肇
事、並被處理員警上銬逮捕的莊姓
男子逕自釋放，去年賴與另外兩位
許姓、張姓員警遭到檢方起訴，宜
蘭地方法院判決，不符現行犯或準
現行犯構成要件，因此判決 3 名員
警無罪，仍可上訴。

2019年5月3日晚間7點多，許
姓等 3 名員警駕駛警用巡邏車值勤
時，見騎著普通重刑機車的莊姓男
子形跡可疑，於是立即鳴笛示意停
車接受盤查。

莊姓男子因擔心被警察發現是
酒後駕車遂加速逃逸，雙方一路從
頭城鎮追逐到礁溪鄉，直到莊某閃
避不及，撞上從後方追趕上來的警

方巡邏車及路邊一輛自小客車後才
停下，經員警對莊某實施酒測，酒
測值為 0.15，立即以妨害公務及公
共危險罪的現行犯將莊某逮捕，並
當場上手銬帶回派出所偵辦。

莊某透過電話向父親求助，莊
父再商請蔡姓縣議員到派出所關切
，蔡姓縣議員則以電話聯繫賴銘鴻
協助處理此事。

賴銘鴻前往派出所與在場的陳
姓偵查佐討論之後，認為莊某酒測
值 僅 0.15， 不 符 合 刑 法 185-3 條
「不能安全駕駛」規定，至於會騎

車摔倒則是因為警方攔查所導致，
理應由行政罰開單處理。

賴銘鴻供訴，他在協助處理這
起案件時，並不知道、也未看到莊
某是處於 「上銬被逮捕」狀態，因

此才會指導員警以 「行政罰」開單
處理，並無縱放人犯之意圖。

檢方表示，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92 條第 2 項規定， 「司法警察官、
司法警察逮捕或接受現行犯者，應
即解送檢察官」，警察沒有自行釋
放遭逮捕現行犯的權限，此外，檢
察官調閱派出所監視錄影畫面以及
相關證人陳述，認為賴銘鴻所言屬
推托之詞，不予採信。

宜蘭地方法院合議庭認為，被
告等 3 人所逮捕拘禁對象，依法不
構成縱放人犯的相關規定；且依事
發現場情形，莊男行為並不構成妨
害公務、公共危險等罪名的構成要
件，不符現行犯或準現行犯構成要
件，因此判決3名警員全都無罪。

（中央社）行政院長蘇貞昌昨天拍板軍公教人員明年加薪
4％，但國民黨立委吳斯懷昨於立院司法委員會質詢時痛批，現
在隨便一碗滷肉飯都要30元起跳，大學生得吃2碗才吃得飽；民
進黨立委羅致政也提醒，現在即便調薪，實質所得還是減少，政
府要注意不要搞到通膨，結果實際上等於沒調。。

吳斯懷詢問在場官員，現在麵線一碗多少你們知不知道？銓
敘部長周志宏回應，最便宜的麵線大概40、50元。吳斯懷指出
，最便宜的滷肉飯多少錢？30、40元，大學生是吃不飽的。

他說，現在連立院附近的便當都快吃不起了，100元的便當
都不好意思買給助理吃了，這就是現在的物價，但政府跟民間對

物價的看法卻往往完全不同。
吳斯懷指出，退撫基金成立25年來，有10年投報率未達標

，其中6年甚至是負值，績效標準多低於5％，遠遜國際標準7％
。蘇貞昌說經濟果實全民共享，但退休軍公教人員有共享到嗎？

羅致政指出，每次公部門調薪，政府總是用 「帶動民間企業
調薪」當作理由，此依據究竟何在？這次調整，人事總處其中一
個理由是 「民間薪資水準」，但政府又常說 「公部門要調薪帶動
民間企業」，到底哪個是因哪個是果？

人事總處副人事長懷說，這是互相的，以2018年為例，當
時軍公教調薪，後來民間工商領袖說，若政府有調薪，民間也跟

進。羅致政質疑，但到底哪個是因、哪個是果？政府應該講清楚
。

另外，退休軍公教人員也傾向調薪，預計最快明年7月1日
實施。對此，吳斯懷質疑，調整薪資跟給付應該同步，為什麼要
脫鉤？建議政府要大方一點，現職跟退休軍公教退俸應於明年元
旦一併調整。

他表示，當初現職軍公教與退休人員脫鉤，原因在於避免跟
現職人員薪資很接近，不過年金改革後，退休人員平均退休俸遞
減，與現職軍公教人員差距大，呼籲政府應該要一起調整，不該
有差別待遇。

軍公教調薪4％
吳斯懷憂跟不上物價

（中央社）台北市政府編列28億自購第3劑疫苗，多名議員
28日質疑，台北市長柯文哲稱採購案要委由北市工務局 「聯合採
購發包中心」處理，但該中心首個不代辦項目就是衛生局的藥品
，怒轟柯是詐騙集團。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解釋，疫苗屬巨額採購
，會請發包中心協助招標，程序上公開透明且符合採購程序。

柯文哲昨赴市議會進行防疫紓困及振興專案報告，被議員們
質疑市府說8月要申請預算、擬相關經費和招標文件，10月時成
立府級採購小組，接著組成3人以上的工作小組，卻都沒做到，

還說11月要函請工務局聯合採購發包中心代辦。
議員梁文傑指出，疫苗不是一般物品，怎麼會依一般公務採

購程序進行？且過去疫苗幾乎都是委託中央團購，大批購買也能
夠省錢，下個月就要審預算，不可能給市府空白授權。議員阮昭
雄批評，28億元到底買什麼總是要讓議會知道，否則變成很大的
「空白授權」。

「市長，你詐騙集團？」議員簡舒培指出，110年度北市府
聯合採購發包中心曾寫明，不代辦的採購項的第一項，就是北市

衛生局的藥品，柯根本在騙。
「這個是原則，現在是重大採購。」黃珊珊說，平時只要預

算達500萬都要交給發包中心來代辦，新冠疫苗採購雖是藥品採
購，但因是巨額採購，與聯合醫院例行採購不同，為求審慎周延
，會給工務局的聯合發包中心協助代辦招標作業。

黃珊珊強調，此案就是會採發包中心代辦方式，程序上公開
透明，代辦不代辦，是市府內部的行政作業，程序上有符合採購
程序；將會把案子上北市廉政平台，採取最高規格處理。

北市編28億自購疫苗 議員批詐騙集團

遭控縱放酒駕肇事犯
前礁溪副分局長與2員警下場出爐

（中央社）淋巴水腫會造成 「大象腿」、 「米其林手」，70
歲郭婦乳癌摘除淋巴後右手臂腫脹，甚至不敢出門，81歲莊女也
因乳癌摘除淋巴，左手臂水腫又反覆發炎，沒辦法穿心愛的衣服
。兩人透過高雄醫學院奈米超顯微手術幫助、均成功消腫，重新
找回煮飯炒菜、運動的生活品質。

郭婦20年前因乳癌摘除淋巴結後，右手臂腫脹疼痛宛如米
其林寶寶的手，讓她幾乎不敢出門社交，甚至曾有醫師勸她年紀
大了，打消做手術治療的念頭；莊婦則是23年前左側乳癌摘除
腋下淋巴結後引起左手臂末期淋巴水腫，反覆發生蜂窩性組織炎

，甚至不敢穿短袖，想穿長袖掩飾，卻又因為手臂腫脹、穿不進
去。

整形外科醫師張智豪2018年經院方推薦，赴日、美及韓3國
進修，融合日本顯微技術及美國小鼠模型技術，研發出新一代的
「奈米超顯微淋巴管靜脈吻合手術」，2年內已幫助110名淋巴

水腫病友擺脫困擾，也成功協助郭婦、莊婦手臂消腫，找回生活
品質。

高醫副院長林志隆表示，該手術能應用在乳癌、子宮頸癌及
前列腺癌等癌症手術後的淋巴水腫治療上。

張智豪表示，該手術利用光學顯微鏡將小於0.5mm或更細的
淋巴管及周邊靜脈找出，將淋巴管支架放置於淋巴管與靜脈的連
接處執行嫁接，達到100％引流淋巴液的效果，手術隔天即可感
受消腫、手臂變軟，搭配復健及加壓照護3個月，可消腫至第二
期甚至在外觀上可達與正常手臂差不多的手圍。

高醫昨也公布，罹患眼癌、家境清寒的彰化縣4歲張姓男童
亟需赴美治療，消息曝光5天後順利募得650萬元，周六在高醫
協助下即將啟程。張父感念社會愛心，強調治療剩餘款將全數捐
做高醫眼癌基金，幫助更多眼癌兒童。

淋巴水腫變米其林手 高醫手術助消腫



AA1111
星期五       2021年10月29日       Friday, October 29, 2021

新聞圖片

日本環球影城過山車突然停電日本環球影城過山車突然停電
乘客被卡半空乘客被卡半空

日本大阪日本大阪，，大阪環球影視城當地時間大阪環球影視城當地時間2222日日1212時時4545分左右發生停電分左右發生停電
，，園區內所有遊樂設施停止運轉園區內所有遊樂設施停止運轉。。可以看到環球影城的過山車在載有乘可以看到環球影城的過山車在載有乘
客的情況下客的情況下，，因突然停電停在空中因突然停電停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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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英國倫敦，，蘇富比拍賣行的一名工作人員展示一副鉆石鑲框蘇富比拍賣行的一名工作人員展示一副鉆石鑲框、、
祖母綠鏡片的眼鏡祖母綠鏡片的眼鏡。。據悉據悉，，這副眼鏡於這副眼鏡於1010月月2727日拍賣日拍賣，，估價估價150150
萬至萬至250250萬英鎊萬英鎊。。

可觀摩可賞味的可觀摩可賞味的 「「天津非遺天津非遺」」

20212021年國際媒體主題采訪記者團一行來到天津市年國際媒體主題采訪記者團一行來到天津市，，探訪坐落於和探訪坐落於和
平區民園廣場二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平區民園廣場二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展覽博物館展覽博物館。。圖為記者團成員在體圖為記者團成員在體
驗印鈕雕刻驗印鈕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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