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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疫情影響 美國人口成長率創史上最低紀錄美國人口成長率創史上最低紀錄
（綜合報導）美國人口調查與統計局（Cen-

sus Bureau）今天指出，COVID-19（2019冠狀病
毒疾病）大流行導致美國人口成長率創史上最低
紀錄，部分肇因於疫情致死和移民人數減少。

人口調查與統計局聲明指出，截至今年7月1
日的 12 個月，美國人口增加 39 萬 2665 人，成長
率僅0.1%，為 「國家創建以來最低紀錄」。

人口調查與統計局人口司（Population Divi-
sion）統計學家魏爾德（Kristie Wilder）表示：
「人口成長率多年以來持續減緩，因為成長率下

降和國際移民淨額減少，同時也因國內人口高齡
化導致死亡率攀升。」

「現在，加上COVID-19大流行影響，綜合
起來導致（人口）成長率降至史上最低。」

人口調查與統計局指出，即使最近12個月移
民人數減少，國際移民淨額達24萬4622人，首次
超越美國出生人數多於死亡人數 「自然成長」的
14萬8043人。

根據人口調查與統計局，2020至2021年期間
，美國33州人口成長，17州和哥倫比亞特區人口
降低，其中11州人口流失超過1萬人，稱這是州

人口流失的 「一個龐大歷史性」數字。
另一項分析顯示，德州人口成長1.1%居冠，

主要因國內人口移入和淨出生率攀升。
人口調查與統計局指出，紐約州人口縮減最

大，本年度下滑1.6%，主要因國內人口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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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時事新聞雜誌《外交政策》近日引述美資深國防官
員說法；指出隨著北京11月向中印邊界部署長程戰略轟炸機，
加上北京靠近邊境的新機場與高速公路落成，已引發五角大廈的
憂心；不過，部分官員與學者卻認為，印度仍有部分優勢，包括
擅長高海拔作戰、適應地理與氣候，以及北京部署至當地的政軍
領導對情勢不夠熟悉等等。

※與印太其他地區相同的侵略模式
官員解釋，中國大陸在喜馬拉雅與印度邊界附近的分界線加

強軍事建設，對新德里而言已構成明顯警告。更進一步地說，北
京在中印邊界的集結行動，一如其在印太區其他地帶的侵略模式

。例如，在南海，大陸海警船隻頻頻進入，並於11月封
鎖菲律賓補給船艦。
不過，相較於五角大廈的憂心忡忡，部分官員與學者卻

樂觀的認為，面對共軍逼迫，印度仍能堅守自己立場。
其主張，相較於南海其他國家而言，新德里採取更多的
外交與軍事抵抗，來回擊北京的領土侵略。
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史密斯(Jeff Smith)便表

示， 「很明顯，大陸在其領土斷層線上，表述更加地有
自信；但是，印度是他們遇到阻力最大的國家。印度人
不會被嚇到、不受脅迫，也不會被恐嚇」。
他指出，印度軍隊於2017年成功地使用推土機，迫使

大陸放棄修建洞朗附近的一條公路建設，自此以來北京
在邊界地區變得愈來愈咄咄逼人，而這項結果也讓大陸
官員感到尷尬。 「這只會進一步助長激進的民族主義勃
發(指大陸)，進而強化其立場」。
過去幾個月以來，印度官員證實北京在邊境的另一側保

留大量軍隊並舉行更多軍演，不免讓人擔心北京可能再
次採取行動。印度官員認為，北京在實際控制線一帶的基礎建設
具有顯著優勢，包括建立小型機場、降落跑道與暖氣設備。

事實上，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近日走訪西藏，等於重申對區域
的承諾，甚至警告西藏政府不要站在印度那一方。

※印度軍隊更適合高海拔作戰
但官員認為，印度還是有實際優勢，包括印度軍隊擁有更豐

富的高海拔作戰經驗。此外，地理與氣候適應也能為新德里帶來
不對稱優勢，進而反制北京軍事力量。例如，在高山湖泊地帶作
戰時，在部分案例共軍甚至被迫撤回地面部隊或必須攜帶氧氣帳
篷。

另一方面，大陸不斷的修建通往不丹之公路，而不丹也在與
北京協商前停止與印度的對話。印度憂心，北京正嚐試修建更多
公路通往西利古里走廊（Siliguri Corridor），該條道路將連結印
度東北部與該國其他地區。

美國11月公布的報告顯示，中印雙方都憂心失去邊界的優
勢，而外交談判也陷入停頓。相較於印度要求恢復2020年4月以
前的原狀，北京的領土訴求變得更危機進，甚至包括不丹東部。
最新衛星圖顯示，北京娛11月在阿魯納查省（Arunachal Pradesh
，陸稱為藏南）興建第二座村莊，社群媒體還介紹北京在是阿克
賽欽興建跑道、輪替直升機與轟炸機。

※冬天的喜馬拉雅山地形不利共軍
儘管如此，喜馬拉雅山的冬季積雪，無疑成為最不利前進作

戰的地形；特別是拉達克地區。2020年，中印在此交鋒。印度官
員指稱，去年在控制線爆發的暴力衝突，教會印度軍方永遠不能
放鬆警惕。

畢竟，大陸不斷抗議印度重建當地基礎設施，並增強數小時
內調動戰車的能力。事實上，新德里已陷入軍備競賽，一方面不
能在邊界示軟，必須投注相當大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他也被迫
升及對抗大陸軍事優勢。

文中強調，由於缺乏足夠了解當地的政軍領導，北京對邊界
的意圖不免蒙上一層不利的色彩。光是2020年，負責爭議地區
的大陸西部戰區，就經歷3次領導階層變動。

史密斯強調，無論如何，大陸領導階層發現，印度不可避免
的會向西方靠攏。不管怎樣都對北京不利，那為何還要假裝雙方
友好。

共軍集結中印邊界
五角大廈憂心忡忡 官員：印度還有優勢

美歐外長通話 關切北京對立陶宛脅迫升級
(本報訊)繼與立陶宛總理通話表達力挺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天致電歐洲聯盟外長波瑞
爾，兩人對中國對立陶宛政治施壓、經濟脅迫
升級表達關切，並強調會持續與立國站在一起
。

北京因為立陶宛允許台灣在首都維爾紐斯
設立台灣代表處，對立陶宛祭出一連串外交、

經貿施壓，立陶宛近期對中貿易也遭遇進、出
口障礙，引發美歐多國關切。

布林肯（Antony Blinken）昨天親自致電立
陶宛總理席莫尼特（Ingrida Šimonyt），關切立
國輸往中國貨物卡關問題。布林肯表達美國對
立陶宛的支持如鋼鐵一般堅定（ironclad），且
承諾會致力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對抗中國外

交、經濟脅迫作為。
布林肯今天接續與歐洲聯盟（EU）外交和

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Josep Borrell）通話
，兩人除談論到俄烏邊境緊張情勢，也關切立
陶宛遭受的中國脅迫。

根據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
）傍晚公布的通話摘要，布林肯與波瑞爾在電

話中關切中國對立陶宛政治施壓、經濟脅迫的
升級，他們批評北京作為衝擊美國與歐洲企業
。

普萊斯指出，兩人強調，在立陶宛面臨中
國脅迫作為之際，他們會持續支持立陶宛，也
會致力合作強化彼此經濟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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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运输部最近的一份报告，

全美航空业2019年第一季共有13亿元

的行李费收入，比2018年第一季度多出

1亿7000万元。

全美航空业2019年第一季共有13

亿元的行李费收入，比2018年第一季度

多出1亿7000万元。（TNS）

航空公司赚钱是好事，但对搭机的

旅客来说并不然；行李费收入和航空业

利润增加并不是因为乘客飞行量增加，

而是因为航空公司不断提高行李费价格

。捷蓝公司(JetBlue)、美国航空(Ameri-

can Airlines)和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

去年都提高行李费，目前多数主流航空

业者针对第一件托运行李收费30元，第

二件更增至40元。

话虽如此，您仍可透过一些办法避

开不必要的行李费。不妨参考以下建议

：

第一个方法是，选择不收行李费的

航空公司

预订航班前，先查看有哪些美国国

内和国际航空公司收取行李费；目前全

美唯一不收取托运行李费用的国内航空

公司是西南航空(South West)， 允许每

位乘客免费托运两个行李(前提是：行

李重量不超过50磅，最大尺寸不超过62

吋，行李超大收费75元)。

如果选择搭乘收取托运行李费的航

空公司，可能要支付每件行李至少30元

的费用；美联航和达美航空(Delta)第一

件托运行李费都是30元，第二件收取40

元，如果超过二件，则增为150元。

第二个方法，刷卡享用优惠

洛杉矶旅游咨询网站ChaseGlobal-

TravelGroup.com 负 责 人 查 斯 (Brad

Chase)说，处理各式行李费时，使用信

用卡会有很大帮助，许多航空公司发

行的信用卡提供免费托运行李优惠。

例如，美国航空公司有几张信用卡可

免托运行李费，巴克莱银行(Barclays)

的 红 色 世 界 精 英 万 事 达 卡 Barclays

AAdvantage Aviator Red World Elite

Mastercard 持卡人搭乘美国境内航班

便可免费托运行李，还可免除最多四

名同伴的托运行李费，假如持卡人连

同本人共五人同行，每人携带一个行

李箱托运都不必付行李费用。

查斯补充，其他环球旅游信用卡未

必与航空公司合作，诸如美国运通卡

(American Express)和美国银行信用卡(U.

S.Bank)，则提供行李费积点，例如，美

国银行 Altitude Reserve Visa Infinite 卡

提供325元的年度帐单信用额度，可用

来折抵行李费。

查斯表示，拥有以上提到的这些信

用卡可能要支付年费，却可以获得许多

额外的津贴和红利积点，因而轻松获得

大量的行李免托运费以及其他更多津贴

。

第三个方法，加入忠诚飞行方案

参加主要航空公司的奖励计划将享

有各种额外津贴，例如，参加达美旅空

的Delta SkyMiles 计划获得Medallion 身

份，便可免费托运行李，参加美国航空

AAdvantage奖励计划，一旦升级为精英

身份，最多可免费托运三个行李，数量

多寡因身份级别而定。假如经常搭机，

应考虑参加会员方案，但如果不常旅行

，就没必要。

第四点，考量整体成本

哥伦比亚特区航空公司分析师卡普

兰(Seth Kaplan)说，人们有时关注行李

费过了头，最终反而花更多钱；最重要

的是先试算一下，举例来说，几乎每个

人都知道西南航空托运行李免费，但其

实，很可能票价比其他航空公司高，假

如要托运两个行李，选搭西南航空可能

真的省钱，否则未必划算。

卡普兰并指出，有些航空公司针

对需放入座位上方的大型随身行李收

费，主要包括联航、精灵航空(Spirit)

、忠诚航空(Allegiant)和边疆航空(Fron-

tier)， 购买最低票价不能免费携带大

型随身行李，如果选择这些航空公司

，要先考虑有没有办法只带能够塞到

座位下方的随身包内，如果物品太多

塞不进随身包，不如和同行的人合并

带一个托运行李，整体算下来较便宜

，精灵航空的大型随身行李收费从35

元到65元不等，托运行李则是30到65

元之间。

第五点，上网预付行李费

查斯建议您上网预订机票时便预付

行李费，不要等到了机场再付；因为，

到机场柜台时，服务人员可能变得冷淡

，让顾客付出更多。

在美国搭乘飞机，如何避免行李费？

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

一位刚到美国不久的留学生在学校

附近发生车祸，是对方的错。双方下车

后，在手足无措之际，对方拉家常，发

现是同校同学，还住得很近，简直就是

邻居。

然后对方说，真不好意思，撞坏你

的车，我一定给你修好，不过呢，你看

看，咱俩的车这么占着主干道影响交通

，咱把车挪到旁边停车场说话吧。

这同学一看，可不，堵了长长的一

列，而且又是同学又是邻居的，同时一

直听说美国人都是忠厚老实之辈，应该

没错。就把车开到停车场。哪知车一停

下，对方立即翻脸反咬一口，损失惨重

……

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实那位同

学如果拿出自己的汽车保险卡看看就该

明白一二，一般保险卡包含几个出车祸

的建议：

一、是要保护现场；

二、是绝对不能认错；

三、是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保险的

数额。

第一个就算了，第二三个无论如何

也不是个忠厚老实的国度说出来的话。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通常“老实可爱”，但别和钱沾边

应该说，好多情况下，美国人确实

是很老实可爱的。

如果你问路，大部分情况下对方是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主动给你带

路；在路上走，也经常碰到有人把汽车

停下来，问你要不要搭便车，除非是在

那少数几个治安不好的城市，你也大可

以放心地上车。到店里买小电器等东西

，如果恰好没货，售货员经常会介绍几

个竞争对手让你去那看看……

但这几个例子的共同特点是——没

有金钱交易，没有利害关系。前两个自

不用说，第三个其实也是。

现在不是没货么，本身不损失任何

东西；而且售货员一般假定，顾客知道

附近有什么类似的店，不说他们也会去

的，何不做个人情，落个好印象。

一和钱沾边，就是另一副嘴脸了

但是一旦和钱沾边，那就是另一副

嘴脸了，比如车祸。买大件商品也是这

样，比如买车，车行的人都是坑蒙拐骗

的高手。

报纸上广告的价格那是很难拿不到

的；电话里说的好好的，到了店里可以

一概不认；或者在店里本来说好了，喝

杯水的功夫全变了。

所以一般的建议是要白纸黑字写出

来签了字才行。但其实有时候还不行，

还经常发生签字的人“级别不够”等借

口。那么经理签字了总行了吧？也未必

。

曾经看过这么个故事：某人以低价

买进一辆车，单是总经理签的。给了钱

，入了户，车开回家。

甚是开心，但几天后车行来电说搞

错了，价钱太低，要不再给些钱，要不

还他们车，还要赔偿这几天的磨损。真

是岂有此理，此公自是不管。

哪知道某天早上到停车场一看，自

己的宝贝车没了！正准备报警的时候接

到车行电话：不用找了，车我们给拖回

来了，把钥匙还回来吧……去警察局报

警，明明一件盗窃案被警官说成 经济

纠纷不予立案。

最终上了电视，可惜没有注意后续

报道不知结果如何。

车行的签字可以不算数，但顾客的

签字却很难不算，哪怕是个卖身契都很

难毁约——车行的那些律师们在等着打

官司抄家呢。

所以很多美国人认为车行里的伙计

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和诚实那真

是八杆子都打不着。

美国人可爱吗？他们不为人知的另

一面：别和钱沾边！

为什么呢？

第一，耐用商品，不知道你哪年再

买一次，这次不宰你要等何时？

第二，利用的是信息资源不对称，

大部分成年美国人有车，但懂汽车知行

情的是少数，而车行的财力物力人力

（比如律师团）不是一般个人可以抗衡

的。

所以一个人进车行，他们一般先来

给下马威，从 心理上压迫你。然后他

们的策略是：第一骗，骗不过就磨，把

你磨烦了磨累你多半就乖乖地就范，不

就范也不是太怕。

不像其他商店，本地同类车的车行

说不定就此一家独无它店，你过些日子

还得回来。就算有其他店……他们一般

认定其它只有更黑，最后还是该他赚钱

。

特爱表扬

——另一种狡诈？

有金钱交易的美国人甚是狡猾，平

时生活没有金钱交易有时也是如此。参

加聚会，如

果有人来赞

扬你带来的

菜色香味俱

佳，千万别

太飘飘然。

很快你就发

现听不到一

个不好的菜

。

但幸运

的是，美国

人的嘴巴虽

然狡诈，肚

皮却老实得

很，如果你

发现你的菜

面前排了长

队、被一扫

而光，客人们互相推荐你的菜还有人来

向你要菜谱， 那就恭喜你了确实不错

。

其它场合也多半如此，其实美国人

是很喜欢表扬别人的，反正不损失任何

东西还联络感情，何乐而不为呢？这个

和我们的习惯和很不一样， 一般情况

下，我们说好就是好，不错就是不错，

马马虎虎就说明还过得去、不算差。

但美国人口里的这些词都可能变成

和“糟糕透顶”没多大区别——具体哪

个词对应“糟糕透顶”就要看具体人了

，总体狡诈夸张的美国人，还是有些人

相对厚道点的，不能一概而论。

而他们自我表扬也不遑多让，诸如

鄙人、小店、寒舍、犬子等词在美国是

绝对没有对应词的，自家的东西那肯定

是美丽的、美好的，最不济也得是可爱

的。

哪怕实际情况真的很是不堪，他们还

是说得脸不红心不跳、泰然自若，弄得你

都有点怀疑自己眼光有问题。

说了这么多，一句话，人性是相通的

，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见利忘义哪儿都

有，甚至不见得占少数，美国也一样。

对事物做主观评价，个性张扬鼓励自

我表现的美国人大多精通表扬与自我表扬

之术，所以这类的话一定要打折扣。

只有在没有金钱交易而且是对事物

做客观描述的时候美国人才是诚实的，

而且有时颇为可爱——这也许就是那个

美国人诚实可爱说法的来源吧。

美国人可爱吗？他们不为人知的
另一面：别和钱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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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剛剛獲得時代雜誌 「2021年全球風雲人物」
的企業家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上提出他的新計畫：要
將二氧化碳 (CO2)轉化成火箭燃料。我們都很熟悉二氧化碳，
它是燃燒後產的主要廢氣，由於過度排放，地球溫室氣體排放
量的80%的原因都在它。

大眾機械(Popular Mechanics)報導，馬斯克提出的這項計劃
，可能是為他的火星探險夢在鋪路。鑑於火星上大氣層由95%
的二氧化碳組成，馬斯克設想火星太空船返回地球時，就直接
就地取材製作燃料。當然，地球也需要這項技術，將大氣層中

多餘的二氧化碳轉化為燃料，對化石燃料的需求也就可以減低
，這對地球來說也是個好消息。

紐約初創公司 「Air Company」就在進行將地球大氣層的
二氧化碳，經過碳捕捉，轉化為碳氫燃料的業務。創始人兼首
席技術官希漢(Stafford Sheehan)解釋： 「我們使用空氣中的二氧
化碳，利用化學方式製造成碳氫化合物。」

美國阿岡國家實驗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的高級
化學家劉迪嘉(Di-Jia Liu)說： 「二氧化碳處於能量梯的底部，
不能作為燃料，但是利用通電與摧化，可以重新結合它的分子

，轉化為碳氫化合物，如乙醇或煤油。」
希漢說： 「我們可利用太陽能發電板來供電，電力用於電

解水，將水分解成氫氣與氧氣，氫氣再和捕獲的二氧化碳進行
合成，就可以RP-1(一種航空汽油)、甲烷或是酒精。」

從事二氧化碳再生為燃料的技術公司已愈來愈多，航空業
界稱為 「合成燃料」。

「Air Company」進行了試算：如果有效的合成燃料應用
於火箭發射，這可防止 715 噸二氧化碳釋放到大氣中。是一種
相當永續發展的做法。

與確診幕僚接觸30分鐘
拜登再接受COVID-19檢測 待結果出爐

填補中企退出缺口
美證交所轉向印度和東南亞招手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表示，他今天再次接受COV-
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檢測，但尚未收到結果。5天前
，他曾與一名染疫的人員接觸。

拜登先前被告知，他17日在空軍一號上近距離接觸的一名

白宮中階幕僚驗出COVID-19陽性反應，兩人接觸約30分鐘
。

這名幕僚完整接種疫苗還打了追加劑，登上空軍一號前採
檢為陰性，後來才開始出現症狀，當時白宮未透露這名幕僚的

身分。
拜登在接觸這名幕僚3天後曾接受核酸檢測（PCR），結

果為陰性反應。

馬斯克新計劃馬斯克新計劃：：
將二氧化碳轉化成火箭燃料將二氧化碳轉化成火箭燃料

（綜合報導）北京和華府關係緊張，中國企業赴美掛牌上
市業務驟減，美國的證券交易所開始轉向東南亞和印度的企業
招手，以填補中企退出造成的缺口。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中國以外的亞洲企業過去大多未在美
國上市，但在美中關係緊張，導致中企赴美掛牌大減，進而對
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和那斯達克
（Nasdaq）的營收造成衝擊下，這些亞洲企業日漸受到關注。

那斯達克亞太主席麥庫伊（Bob McCooey）表示： 「我們
認為整個亞太地區IPO（首次公開發行）活動的時機已成熟。
」

麥庫伊告訴金融時報： 「進行中的案子已從一年前的幾家
公司增加到現在的數十家。」

「假以時日，這個地區可能成為業務的主要來源，跟直到
最近以前的中國一樣。」

在中美雙方交相指責企業敏感資料的分享，以及北京當局
打壓大型私人企業的情況下，過去幾個月來，中企赴美上市的
前景惡化。

香港富豪李澤楷旗下的保險公司富衛集團（FWD）本週放
棄赴美掛牌計畫。而5個月前在美上市，完成今年以來最大規

模IPO之一的中國叫車服務公司滴滴出行，本月稍早表示將從
紐約證交所下市。

招徠亞洲其他國家的企業來掛牌，對美國證交所業者來說
，將是一大轉變。根據金融資訊專業服務業者路孚特（Refini-
tiv）的數據，光是中企今年在美IPO的家數，就比過去10年亞
太地區企業在美IPO的家數加起來還要多。

紐約證交所國際資本市場部門主管伊布拉欣（Alex Ibrahim
）指出，證交所主管 「關注東南亞的時間比前幾年還多。我想
這種情況將持續」。

印尼和印度被認為是機會最大的地區，因為這兩國人口龐
大，具有成長潛力，不過，證交所主管也預期，來自包括越南
和馬來西亞等國的IPO案也會增加。

總部設於新加坡的科技集團Grab最近在美借殼上市案，也
有助於焦點重新回到中國以外的亞太地區。

和中國一樣，印度實施的限制措施，讓國內企業前往海外
掛牌上市的難度大增。根據路孚特，過去10年來，只有一家印
度公司在美國完成IPO，這家公司是再生能源業者Azure Power
。

伊布拉欣坦承，確實有些 「法規限制」，但指出企業可以

有創造力的方式找到出路，完成雙掛牌，或者在印度以外地區
再組公司，赴美上市。

已在印度掛牌交易的軟體公司Coforge，已經向紐約證交
所提出公開發行申請，料在明年初掛牌。總部設於班加羅爾
（Bangalore）的線上教育新創公司 Byju’s 也正洽談和在美掛
牌的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合併，和Grab一樣在美借殼
上市。

德意志銀行股權資本市場部門主管邦佐（Jeff Bunzel）說：
「從IPO的觀點來看，我們不預期中國赴美的活動會多，但印

度和東南亞赴美的活動肯定會增加。」
然而，想填補中企減少的缺口並不容易。根據CB Insights

，中國以外的亞太地區有80家價值超過10億美元、屬於私人
性質的獨角獸企業（unicorn），但沒有一家規模可以和中國電
商巨擘阿里巴巴相比。阿里巴巴2014年在美掛牌上市時，價值
達1280億美元。

美國證交所也不一定保證能吸引到所有的大型企業對象。
根據報導，價值200億美元的印尼物流集團J&T正加速赴港掛
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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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首屆 2021 年 IEEE 電子通信、物
聯網和大數據國際研討會議日前在宜蘭中天飯店
舉行，由宜蘭縣議會祕書黃毓恒（中國文化大學
博士候選人）領軍的研究團隊以宜蘭 「推動物聯
網基礎創客教育」、 「智能消防聯防系統」等項
目提出的研究論文，在來自各國的眾多論文中榮
獲 「最佳論文獎」的殊榮， 「地主隊」順利將榮
耀留在宜蘭。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Institute of Elec-
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建立於 1963 年，
是全球公認最具權威的電子電機學術機構之一，
每年皆在世界各地舉辦國際學術會議，匯集各國
專家進行專業前瞻技術交流，這次的會議主題圍
繞具有電子通信、物聯網和大數據等創新思想或
成果，以及實際應用研究的論文進行發表及討論
。

由宜蘭縣議會祕書黃毓恒秘書（中國文化大
學博士候選人）、中國文化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
授柴昌維、允飛科技董事長吳東明、允飛科技董

事長特助陳立廣、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系教授趙
增偉、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陳衍宏等人組
成的研究團隊，共同運用物聯網技術為宜蘭智慧
城市進行規劃與研究的論文在此次大會中榮獲最
佳論文獎。

黃毓恒等人的研究題目為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and technology of creating a smart city in
Yilan with IoT technology」，內容針對在宜蘭
「推動物聯網基礎創客教育」、 「智能消防聯防

系統」、 「智能旅宿、智能家居」、 「老舊建築
門禁升級」、 「農業、養殖業在地智能化」、
「安養院智能防災及智能復健輔具」、 「獨居老

人及安養智能照護」等7大目標領域，應用人工
智慧結合物聯網技術（AIOT）提升目標領域智
能化，以物聯網技術為核心技術，打造宜蘭智慧
城市為目標，運用物聯網（IoT）、人工智慧
（AI），讓城市更加安全、宜居，同時還能永續
發展，可讓台灣智慧城市應用成為世界的典範。

台灣團隊榮獲電機電子工程師學
IEEE 國際研討會最佳論文獎

（中央社）歐盟宣布，22日起認可台灣新
冠疫苗數位接種證明，意即國人入境歐盟國家
不需攜帶黃皮書，只要將接種證明下載在手機
等行動裝置，在通關時出示即可。外界關心國
產疫苗高端是否也受歐盟認可？衛福部長陳時
中昨強調， 「這是兩件事」，要看各國規定。

數位接種證明何時開放民眾申請？指揮中
心預計下周公布細節。歐洲經貿辦事處21日宣
布，歐盟承認台灣核發的COVID-19疫苗接種
證明書， 「與歐盟數位證明具同等效力。」陳
時中昨在立法院透露，除歐盟外，也與多國洽
談承認疫苗接種證明。

國人若有出國需要，須持 「COVID-19 疫
苗接種紀錄卡（俗稱小黃卡）」，去申請 「國
際預防接種證明書（簡稱黃皮書）」，但黃皮
書易弄髒或弄丟。

指揮中心在8月推出 「疫苗數位證明簽發平
台」，包含疫苗接種證明、核酸採檢結果、抗
原快篩結果在內，但當時國內疫苗覆蓋率仍低
，國人沒有出國的條件，目前國內覆蓋率第1劑
近8成，第2劑突破6成6，時機較為成熟。

台灣新冠疫苗數位接種證明就是 「電子版
小黃卡」，未來民眾入境歐盟國家，不需再申
請黃皮書或帶小黃卡。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莊

人祥表示，民眾可上網申請，並取得個人專屬
QR碼以證明接種過疫苗，下載在手機等行動裝
置，需要時可出示供對方掃碼，通關時還可加
快速度。國內已有部分使用，包括住院、長照
機構、八大行業等。

國產疫苗高端是否包含在數位接種證明？
陳時中強調，數位接種證明和歐盟是否承認高
端， 「那是兩件事」。換言之，數位接種證明
僅證明，政府為民眾背書 「打過疫苗」；至於
對方是否承認哪些疫苗品牌，各國規定不同。
通常各國參考的標準是世界衛生組織（WHO）
認可的疫苗品牌。

旅外國人若接種大陸科興或國藥疫苗，是
否適用於數位疫苗證明嗎？答案是不行。

莊人祥指出，數位疫苗證明資料與小黃卡
相同，民眾雖然在國外接種疫苗，返台後相關
單位無法查證，無法取得小黃卡，因此不會記
載於數位疫苗證明內。

在海外或大陸接種疫苗，僅能登錄全國性
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NIIS），民眾須自行
妥善保存國外接種證明或接種紀錄，做後續醫
療諮詢或查核依據。

台灣數位疫苗接種證明 獲歐盟認可

清咸丰年间,清江县有个陈二贵,此

人家境贫寒,体肥貌丑,已过而立之年仍

未娶亲,在码头搬运货物为生。别看这

陈二贵身无长物,却偏偏自命不凡,他自

幼喜欢听书看戏,虽没正经上过学,评书

戏文里的故事倒也耳熟能详,加上嘴皮

子利落,每每胡吹一气,竟也能讲出一番

歪理来。

这日,陈二贵搬了半天货,得了几个

铜板,不觉酒瘾犯了,便邀几个朋友去街

边的小酒馆喝酒。二两烧刀子下肚,大

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一个朋友说道:

“听说了吗,咱清江县新近又调来了一

个县令老爷,叫什么吴棠,捐了不少银子

才得了这个官。”另一个朋友不屑地

说:“只怕还是个短命鬼。谁不知道咱

们这里邪门,三年换了三位县令,我看他

也待不了多久。”

原来,这清江县是个水陆码头,商贾

集中,按理说应该相当繁华,可不知撞了

哪门子邪运,这里的土质奇怪,不管种什

么庄稼都扎不下根,几乎年年绝收。几

任县令想尽了各种办法,仍无济于事,闹

得常常要吃朝廷的救济粮。上头怪罪

下来,县令自然首当其冲,落得个革职查

办的下场。清江县成了一个凶地,做官

的谁都不想调往这里。

陈二贵听了,却摇着头说:“不见得

。我刚才掐指一算,这清江县旧属吴国,

棠下有木,木逢春而发。说不定这是一

个吉兆,必有贵人相助。”几个朋友知

道陈二贵的禀性,哈哈笑道:“又在胡吹

了吧。”

不料陈二贵的这番话恰巧被邻桌

的一个人听到,这人正是吴棠。吴棠自

从捐了候补知县,日盼夜盼好不容易出

了个缺,就是这清江县。其他候补知县

清楚清江县的底细,避之唯恐不及,吴棠

是北方人,不了解情况,等兴高采烈赴任

之后,才后悔不迭。可既然接了这烫手

的山芋,他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了。吴

棠读过几年圣贤书,他认为要解决清江

县不产粮的问题,必须求教高人,可高人

在哪儿呢?俗话说,大隐隐于市。所以,吴

棠连日来微服在市井中寻觅,一无所获

。没想到这日路过小酒店,进去歇脚,却

意外地听到了陈二贵的话。

吴棠不免大吃一惊,认真打量起陈

二贵,见他矮矮胖胖,实在不像高人。这

吴棠也是病急乱投医,心想人不可貌相,

于是站起身走到

陈二贵面前,深施

一礼说:“这位先

生,可否移驾一叙

?”陈二贵眯起醉

眼,打着酒嗝说:

“我不认识你呀

。”吴棠笑着说:

“鄙人做东,在醉

仙楼设席,有事请

教先生。”

陈二贵平生

最好酒,见吴棠盛

意相邀,暗想:早就

听闻醉仙楼的花

雕酒香醇,只恨自

己没钱消受,何不

趁此机会开怀畅饮一番?反正穷光棍一

个,也不怕对方有什么阴谋。想到这里,

陈二贵答应了下来。

吴棠领着陈二贵去了醉仙楼,酒过

三巡,吴棠诚恳地说:“鄙人吴棠,忝为一

方父母,适才偶闻先生高论,万望先生教

我一个产粮之法,必有重谢。”

陈二贵一听,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酒也醒了。他胡诌的那些话,偏偏被知

县大人听到了,一旦处置不当,恐怕得吃

不了兜着走。怎么办呢?幸亏陈二贵有

些小聪明,眼睛一转,计上心来,何不照方

抓药,还从吴棠的名字上做文章。于是

他说道:“我夜观天象,大人尊号,实有天

机。‘吴棠’,即‘无糖’也,此地不产

糖,大人何不试着种些甘蔗来补糖,定可

化解危机。”吴棠猛地一拍脑门,是啊,

以前只知种粮食,怎么没想到种其他作

物?他连忙谢过陈二贵。

回去后,吴棠当即发布公告,晓谕农

户改种甘蔗。世间真有这么巧的事,到

了秋季,甘蔗拔节拔节地长。吴棠暗中

寻思,那陈二贵真是个高人,一语道破天

机,如果能把他留在身边,自己的仕途岂

不飞黄腾达?于是命人去请陈二贵。哪

知陈二贵信口开河一番之后,害怕被追

究责任,早已逃往了外地。直到听说清

江县的土地真的长出了甘蔗,他也感到

不可思议,这才惊魂未定地回了清江县

。

吴棠听说陈二贵回来了,忙亲自去

请,把他奉为上宾。陈二贵歪打正着,不

仅从此衣食无忧,还做了县令大人的幕

僚。志得意满的陈二贵日日喝酒赌钱,

逍遥自在。这吴棠以为高人大多狂放

不羁,竟然毫不在意,反而对陈二贵更加

尊敬。

转眼几年过去,吴棠的位子坐得倒

也安稳,可总也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心里

不禁着急起来。这日,吴棠听说顶头上

司魏道台的兄长死了,丧船要经过清江

县,这不失为一个好机会,暗中多送丧礼

打点,为日后的仕途铺平道路。不过近

来县衙的事忙,加之这样的事不好亲自

出面,得派一个稳妥之人去办才好。吴

棠便想到了陈二贵,他把陈二贵请来,备

述此事。陈二贵拍着胸脯说:“大人放

心,我会办得妥妥当当的。”

陈二贵怀揣吴棠给的三千两银票

去了码头,他见时间尚早,酒瘾上来,便钻

进了旁边的酒馆。等陈二贵酒足饭饱

出来,果然见码头边停着一艘丧船,一个

老头正在系缆绳。陈二贵晃晃悠悠地

上前问道:“老丈,这船内可是护柩回籍

的魏真大人的家眷?”老头耳朵有点背,

愣了片刻才答道:“正是。”

陈二贵径直上船,走进舱内。只见

里面坐着一个中年妇人和一个少女,均

穿着孝服,那少女长得天香国色,一时把

陈二贵看呆了。

中年妇人疑惑地问:“你是……”

陈二贵方才清醒过来,低头便拜,说:“小

人是奉清江知县吴棠吴大人之命而来,

我家大人听闻尊夫不幸病故,思念旧情,

不胜悲伤,谨奉白银三千两,请夫人惠纳

。”说着探手入怀将银票献上,惊得中

年妇人和少女面面相觑。也怪陈二贵

喝酒误事,粗心大意,其实这丧船并不是

魏道台兄长魏真的,而是安徽候补道员

惠征的。惠征死后,其家人扶灵回籍,路

过清江县,因家道艰难无力给付船资,只

得停在岸边。魏真和惠征,两个人的名

字读音相近,那老头没听清楚,陈二贵又

行事马虎,错把李鬼当成李逵了。

那少女小名叫兰儿,是惠征的长女,

她暗想:从来没听父亲说起在清江县有

这样一位故交,这银子数目不小,足见情

义深厚。原来惠征生前为人慷慨,交游

广阔,可去世后,那些酒肉朋友都翻脸不

认人,以至于他的妻女连回乡盘缠也凑

不齐。吴棠的这三千两银子无异于雪

中送炭。更重要的是,兰儿志向远大,她

早听说皇帝要选秀女,她没有靠山,只能

用银子上下打点,才有机会入宫。

兰儿扶起陈二贵,感激地说:“请先

生回去转告吴大人,他日小女子如有出

头之日,断不会忘此大恩。”陈二贵客

气了几句,告辞离去。

第二天一早,吴棠接到报告,说魏大

人的丧船今晚才到。吴棠听了大为震

怒,莫非陈二贵送错了礼?他立即令人叫

来陈二贵,责问此事。陈二贵细细想来,

也觉得事有蹊跷,难道自己真的弄错了?

他抬眼看吴棠满脸怒色,知道事情重大,

得想个办法开脱。于是他故技重施,佯

作镇定地说:“大人,我是故意送错的礼

。”

“什么!”吴棠更加气恼,“那三千

两银子赌上了我的身家性命,岂同儿戏?

”陈二贵嘿嘿笑着说:“大人此言差矣!

想那魏大人不过区区一个道台,能有多

大作为?大人巴结他最多也不过升个两

级。惠征却不同,他是旗人。况且他的

女儿兰儿仪态端庄,我见她时,她头顶上

盘着一只凤凰,这是母仪天下的征兆啊!

大人,何必为眼下一点蝇头小利而斤斤

计较呢?我这么做全是替大人着想啊。

”

吴棠本是个昏庸之人,被陈二贵几

句迷汤灌下来,觉得不无道理,也就作罢

了。就这样陈二贵又脱过一险,他心里

暗笑:什么凤凰,我压根没见过凤凰长什

么样呢!反正只要骗过了吴棠这个草包,

照样可以混吃混喝。

陈二贵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一番胡

诌八扯竟又应验了。那兰儿凭着吴棠

送的银子打通关节,真被选入了皇宫。

她仗着出众的容貌和过人的心计,被咸

丰皇帝宠幸,封为贵人。不久,她又怀上

了“龙种”,母凭子贵,咸丰驾崩后,她的

儿子当上了皇帝,她也就成了皇太后,,短

短几年间,吴棠一路高升,官至总督。

吴棠更对陈二贵佩服有加,常把陈

二贵比作贵星临凡,不学无术的陈二贵

竟被提拔为一方知府。不料乐极生悲,

陈二贵赴任途中,醉酒落马而死。吴棠

听到陈二贵的死讯,大恸不已,连称贵星

陨落,我恐好景不长。不知是不是天意

安排,只过了几日,吴棠果然一命呜呼。

后人得知此事,都说陈二贵是猪八戒

下凡,还为他修建了一座贵星庙。可惜此

庙后来毁于战火,只留下一段传说。

贵星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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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美
方依據美國內法，藉口所謂“新疆人權”問
題，對中方官員進行非法制裁，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趙立堅21日表示，有關行徑嚴重干涉
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
重損害中美關係，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強烈
譴責，決定依法進行對等反制。

趙立堅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回答有關提
問時說，針對美方上述錯誤行徑，中方決定
依據《反外國制裁法》進行對等反制，自即
日起對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馬恩
扎、副主席特克爾、委員巴爾加娃、委員卡
爾實施相應反制。措施包括禁止上述人員入
境中國（包括內地和香港、澳門），凍結其
在華財產，禁止中國公民和機構同其交易。

促即停插手干預港事
他強調：“必須指出，新疆事務純屬中

國內政，美方沒有權利、沒有資格橫加干
涉。美方應撤銷所謂制裁，停止干涉新疆事

務和中國內政。中方將視形勢發展作出進一
步反應。”

另外，針對“五眼聯盟”外長、七國集團
外長及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分別就香
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發表聲明一事，趙立
堅2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相關提問時說，中
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有關國家應
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插手干預香港事務、干涉
中國內政。“針對個別西方國家相互勾連，對
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說三道四，對香港
民主法治指手畫腳，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
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

趙立堅說，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是全
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確保香港民主沿着正
確軌道向前發展的必要之舉。剛剛結束的香
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是落實新選舉制度
的一次成功實踐，是發展符合香港實際情
況、具有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的重要跨越。選
舉過程公平、公正、公開、安全、廉潔，選

民各項民主權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
他指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沒有

任何民主可言，香港居民從未享有真正的民
主、人權和自由，但從來沒有哪個所謂“民
主”國家就此表達過關切。“在香港民主形
式不斷豐富發展、民主質量不斷改善提升的
時候，個別西方國家卻跳出來，大言不慚地
就中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民主選舉表達所
謂關切，頤指氣使地攻擊指責香港的民主和
法治，這充分暴露出他們的虛偽嘴臉和搞亂
香港、遏制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

他強調，有關國家應該正視香港已回歸
中國24年的現實，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
本準則，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插手干預香港
事務、干涉中國內政。任何妄想破壞香港繁
榮穩定的行徑都將注定失敗。

外交公署：美所謂制裁只是廢紙一張
另外，對於美方頑固堅持制裁中央駐港

機構官員等嚴重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發言人21日亦表示堅決反對。發言人
說，無論美方對“一國兩制”的抹黑攻擊手
段如何惡劣，花樣如何翻新，都逃不過廣大
港人越來越明亮的眼睛。中國之香港，豈容
美國覬覦！今日之港人，豈容美國煽惑！美
方的所謂制裁，在赤膽忠心的中國官員面前
都只是廢紙一張！

發言人正告美方，任何霸凌制裁都動搖
不了中方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堅定
決心，改變不了香港由亂轉治、由治及興的
歷史大勢，撼動不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
14億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的鋼鐵意志！我們敦促美方切實恪守
不干涉內政等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立即停止單邊霸凌、倒
行逆施的錯誤做法，不得以任何
形式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否則只能是搬起石頭
重重地砸在自己的
腳上！

譴責美方無理制裁 中方依法對等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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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批五眼聯盟詆毀港新選制
指所謂關心港民主自由是假 干涉中國內政是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網訊，中國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 12月 21日發表談話表示，美

英等“五眼聯盟”國家外長發表所謂“聯合聲明”，無理攻

擊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肆意詆毀香港國安法

和新選舉制度，充分暴露其關心香港民主自由是假，干涉中

國內政、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是真。我們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

堅決反對。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表示，美英等“五眼聯盟”國家外長的言
論充斥着謊言和污衊。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重建了法治秩序，改善了營

商環境，恢復了安寧生活，使經濟社會發展重回正軌。新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增加了選舉的民主成分，豐富了民主形式，拓寬了
香港居民廣泛均衡政治參與的空間，具有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
參與性、公平競爭性，是香港民主制度的優化提升和與時俱進。剛剛結束
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過程公開透明，不同背景、不同政見、不同職業的
候選人充分自由競爭，逾百萬選民熱情參與，積極行使民主權利。依法選
舉產生的90名議員代表了各界別各階層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既愛國愛
港，又“五光十色”，是落實新選舉制度的一次成功實踐。這是任何不帶
偏見的人士都能感受到的事實。所謂“削弱民主元素”“排斥反對聲音”
完全是美英等國少數政客基於意識形態偏見的惡意歪曲、中傷和污衊，毫
無根據，不值一駁！

發言人表示，一段時間以來，美英等少數西方國家政客打着“民主”
的旗號，召開所謂“民主峰會”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政治表演平台，明裏
暗裏支持其煽惑杯葛選舉，對香港司法機關依法審理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案
件橫加指責。選舉一結束，又迫不及待地糾合在一起，對立法會選舉攻擊
抹黑，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打氣、鳴冤叫屈。無數事實表明，美英等國關
心的根本不是香港的民主和自由，而是支持其政治代理人奪權後在香港興
風作浪的民主和自由，是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分裂、滲透、顛覆、破壞活
動的民主和自由。無數事實還表明，美英等外部勢力及其在香港的附庸才
是破壞、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的罪魁禍首。他們急不可耐地叫囂不止，正是
干擾破壞香港民主發展的鐵證，正所謂不打自招！

新選制是廣泛真實管用好民主
發言人指出，民主的真諦是為人民謀幸福。只有符合自身實際、能夠解

決問題的民主才是好民主、真民主。香港立法會選舉過程和結果充分表明，新
選舉制度有利於塑造理性務實的政治文化，營造公平競爭的選舉氛圍，有利於
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提高管治效能，促進良政善治，推動解決香港經濟民生深
層次矛盾和問題，是廣泛、真實、管用的民主。反觀美英等國早已淪為民主課
堂裏的“差等生”，卻妄想硬充“教師爺”。他們自身民主千瘡百孔，人權狀
況劣跡斑斑，卻動輒揮舞民主、人權的大棒，以此作為干涉別國內政、遏制別
國發展的工具和武器。誰在搞真民主，誰在搞假民主，一目了然！

發言人最後強調，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日發表的《“一國兩制”下香
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清晰闡明，“一國兩制”為香港民主發展提供了根本
保障，中國政府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制度的設計者、創立者、維護者和推
進者，是全體香港市民根本利益的守護者。今天的香港已經從過往的慘痛教
訓中覺醒，摒棄盲目追求西方式民主的迷思，踏上發展符合香港實際的優質
民主的康莊大道。無論外部勢力及其豢養的反中亂港分子如何聒噪唱衰，都
動搖不了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決心，逆轉不了
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大勢，阻擋不了香港發展符合自身實際民主制度
的前進步伐。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聯辦網
訊，21日，香港中聯辦發言人回答記者
提問時，對“五眼聯盟”和七國集團外
長罔顧事實，抹黑詆毀香港國安法和特
區新選舉制度、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和香
港事務的無理行徑，表示嚴厲譴責和堅
決反對。

發言人表示，新選舉制度下的首場
香港立法會選舉公平公正、依法有序進
行，徹底告別了過去每逢選舉必有動
盪、對抗撕裂的惡性競爭，讓選舉走出
“泛政治化”，回歸選賢任能、為民服
務的初心。香港居民的民主權利得到充
分尊重和保障，百萬選民踴躍為新選制
投下信心一票，90位當選議員的身份背
景及政治光譜“五光十色”、形象煥然
一新，彰顯了新選制的進步性和優越
性，形成了邁向優質民主、實質民主的
成功範本。

發言人指出，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
時期，沒有任何民主可言，為什麼這些

所謂的民主國家從來沒有對此表達過關
切？中央政府在制定基本法的過程中，
構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民主制度，規
定了香港民主制度的主要內容及未來發
展的路徑和原則，賦予了香港居民廣泛
的民主權利和自由，得到社會各界的廣
泛支持和衷心擁護。事實充分證明，中
央政府是香港特區民主制度的設計者、
創立者、維護者和推進者。

美西方亂港之心從未止息
發言人指出，多年以來，香港內外

敵對勢力對香港民主發展的干擾破壞從
未止息。特別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和完善
選舉制度後，美西方勢力無視自身種種
積弊，打着“民主”和“自由”的幌
子，用一貫的謊言堆砌陳詞濫調，大肆
抹黑攻擊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企圖干
擾香港民主發展進程。

發言人繼續指出，他們不願接受香
港社會實現由亂到治的轉折、亂港遏華

的圖謀已告破產的事實，在香港第七屆
立法會選舉依法有序進行的短短一個月
內，喪心病狂地糾集各種勢力進行干擾
破壞。

發言人還指出，他們組織流竄海外
的亂港分子煽動“杯葛”選舉，拼湊所
謂“民主峰會”，編造“香港問題半年
報告”，拋出“香港自治報告”，嚴重
踐踏港人民主權利，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和香港事務，充分暴露出他們的險惡居
心。美西方反華勢力才是破壞香港民主
進程的最大黑手，才是香港繁榮穩定的
最大破壞者。

發言人強調，中國和中國人民是
不會被嚇倒的。再多的空洞叫囂不過
是虛張聲勢，再多的無理制裁也不過
是廢紙一張，必將與過往一樣落得失
敗的下場。任何外部勢力的干預都不
可能動搖中央政府推動香港民主向前
發展的堅定決心，都不可能阻擋“一
國兩制”航船繼續劈波斬浪前進。

中聯辦：反華勢力是破壞港民主進程最大黑手

●●港澳辦發言人表示港澳辦發言人表示，，剛結束的香港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剛結束的香港第七屆立法會選舉，，逾百萬選民熱情參與逾百萬選民熱情參與，，積極行使民主權利積極行使民主權利。。美英等國少數政客基於意識美英等國少數政客基於意識
形態偏見的惡意歪曲形態偏見的惡意歪曲、、中傷和污衊中傷和污衊，，毫無根據毫無根據，，不值一駁不值一駁。。圖為選舉當日選民排隊投票圖為選舉當日選民排隊投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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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D7442 （AZD8895/AZD106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中國

首個批准上市的新冠治療藥物——安巴韋單抗/羅

米司韋單抗聯合療法特效藥，已通過全球四個實驗

機構的交叉驗證，顯示其對奧密克戎（Omicron）

變異株保持活性。研發生產該藥物的騰盛華創21日表示，當前全球獲批的中和抗體類藥物

中，該藥物在臨床試驗中獲得最好數值，處於領先地位。目前，該款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的藥物，已向美國提交緊急使用授權（EUA）申請。香港有關部門亦希望能夠引進該藥物。

全球四實驗機構交叉驗證
中國抗體藥對Omicron保持活性
在人體可存留9至12個月 港有關部門已聯繫藥企希望引進

騰盛華創表示，經過哥倫比亞大學何大一團
隊、清華大學張林琦團隊、美國FDA和美國

另一間CRO實驗室的交叉驗證，均顯示出安巴韋
單抗/羅米司韋單抗聯合療法對奧密克戎變異株保
持活性。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NIH）最新的公開
數據總結顯示，羅米司韋單抗是所有單克隆抗體中
少有的中和活性不受奧密克戎影響的抗體。該藥物
能夠降低高風險新冠門診患者80%的住院率和死亡
率，主要作用以治療為主。同時，抗體在人體內可
存留9至12個月的時間，對預防感染也有一定作
用。這是目前全世界範圍內抗新冠病毒特效藥中最
好的治療數據。

國外同款藥預防效果大於80%
騰盛博藥於2020年初攜手深圳市第三人民醫

院和清華大學開展新冠中和抗體的研發工作，並於
同年5月在北京成立騰盛華創公司，以開發安巴韋
單抗/羅米司韋單抗聯合療法特效藥。騰盛博藥高
級副總裁、生物製藥部門負責人朱青博士21日表
示，新冠病毒主要通過與人體細胞上的ACE2結合
感染人體細胞，並通過細胞繁殖造成疾病。安巴韋
單抗針對新冠病毒受體結合區域與ACE2直接結合
的部位，阻斷病毒與ACE2結合。而羅米司韋單抗
針對新冠病毒受體結合區域另一個不與ACE2結合
的位點，以不同作用機制阻斷病毒的繁殖。奧密克
戎毒株在和ACE2結合的突變數量大大增加，正是
因此，大部分抗體失去了很多活性。

談及這一藥物對預防新冠的作用，清華大學張
林琦教授表示，現階段正在科技部支持下，由鍾南
山院士開展預防性的臨床研究，特別是針對免疫缺
陷病人的相關研究。“從抗體的修復協調性以及組
合拳的效果，以及在體內相對存留的時間比較長的
特性來看，我們對藥物在預防方面的作用是抱有很
大的期待。”張林琦說，國外的同款藥物，在這方
面已經展示大於80%的預防效果。

今年內地近千患者使用效果好
騰盛華創CEO羅永慶表示，在內地今年發生的

局部疫情中，超過900名患者已經或正在使用這款
藥物，效果良好。在產能方面，騰盛華創與藥明生
物合作，具有很大的產能儲備及靈活性。由於藥物
的抗體由活細胞生產，需要細胞復甦、提純等一系
列工作，生產周期約為4個月。在國際市場上，這
類藥物多由政府採購。
“基於這款藥物驚艷的三期臨床數據，我們陸續接

到來自不同方面的需求，希望能將這款抗體用於當地
防控。”羅永慶表示，香港相關的部門已與騰盛華創
取得聯繫，希望引入藥物，現在還進行過程中。此
外，這款藥物還將優先考慮在參加國際三期臨床試驗
的國家，如阿根廷、墨西哥、南非等國家進行註冊。

��(���

騰盛華創（中國）：
安巴韋單抗/羅米司韋單抗聯合療法

葛蘭素史克（英國）/ VIR（美國）：
Sotrovimab

禮來（美國）：
Bamlanivimab/ Etesevimab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奧
密克戎（Omicron）株是當前最受關注的新冠病
毒變異株，學界普遍認為其傳播速度數倍於德爾
塔株，但對於其毒力是否會減弱並沒有定論。清
華大學張林琦教授表示，奧密克戎傳播效率及致
死率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樂觀，還需要持續地監
控與評估。

很多人認為，奧密克戎變異株的傳播率高，
相應的毒力會減弱，感染者的症狀也相對輕微。
騰盛博藥高級副總裁、生物製藥部門負責人朱青
博士表示，奧密克戎患者已開始出現死亡，感染
這一變異株的症狀未必輕微。實際上，因為很多
人接種過疫苗，感染奧密克戎後嚴重程度就會降
低。奧密克戎病毒造成的病症是否弱於德爾塔，
現階段需要更多的數據支撐。

抗體藥抵禦未來突變株具可能性
在國外社交網絡上，確有很多輕症患者“多喝

熱水”就自癒的情況，那麼是否仍需要研製特效
藥？朱青表示，中和抗體治療介入治療，主要涉及
高危患者、免疫低下患者以及伴有併發症或潛在高

危因素的患者。這些患者需要優先治療，不能等到
病情加重再補救。

張林琦表示，安巴韋單抗/羅米司韋單抗是
以靜脈滴注的形式給藥，起效快、濃度高，對
於有基礎疾病以及伴有進展為重症高風險因素
的特定人群很有效，這是抗體藥物治療的重點
人群。羅永慶則認為，結合海內外的臨床試驗
以及在中國的緊急救助經驗，抗體藥物應越早
介入患者治療。目前，美國診斷病人有73%感
染奧密克戎，快速的傳播力是對醫療系統的巨
大挑戰，高風險人群，越早進行治療的效果會
越好。

“奧密克戎病毒出現了30多個突變，以及
在新型冠狀病毒蛋白（s蛋白）受體結合區域
（RBD）出現15個重要的突變，這十分令人驚
訝。”張林琦坦言，在研究領域尤其關心突變來
源以及突變產生的規律，這會令科學家對於未來
會產生的突變有一定的預期和判斷，為抗體評估
和研究做好準備。不過，安巴韋單抗/羅米司韋
單抗的藥物設計具有一定前瞻性，也具有抵禦未
來突變株的可能性。

專家：奧密克戎致死率需持續監控評估

●●騰盛博藥於騰盛博藥於20202020年初攜手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和清華大學開展新冠年初攜手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和清華大學開展新冠
中和抗體的研發工作中和抗體的研發工作。。圖為清華大學研發團隊正在工作圖為清華大學研發團隊正在工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和抗體與小分子口服藥物對比中和抗體與小分子口服藥物對比

對Delta或Delta-plus
突變株保持中和活性

住院/死亡率
下降80%

發病10日內
有德爾塔變異株數據

對Delta或Delta-plus
突變株保持中和活性

住院/死亡率
下降79%

發病5日內
無變異株數據

對Delta或Delta-plus
不能保持中和活性

住院/死亡率
下降70%

發病8日內
無變異株數據

對Delta或Delta-plus
突變株保持中和活性

住院/死亡率
下降50%

發病7日內
有德爾塔變異株數據

●●中國首個批准上中國首個批准上
市的新冠治療藥市的新冠治療藥
物物－－安巴韋單安巴韋單
抗抗//羅米司韋單抗羅米司韋單抗
聯合療法特效藥聯合療法特效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各款中和抗體藥物比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臨床試驗
患者人群

臨床
試驗療效

臨床對抗
變異株情況

文 匯 要 聞2021年12月22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周文超 1

中和抗體：來自天然精準治療

上市進展：全球已有四款獲批上市

給藥方式：靜脈滴注、肌肉注射等

起效：起效快，濃度高、免疫時間長

機理：抗體是人體自身產生的天然殺傷武器，對
病毒有精準的靶向性，在抗病毒作用同時
可以迅速提高人體自身的免疫能力

治療窗口：出現症狀後的10天內

小分子藥物：口服方便價格較低

上市進展：一款藥物正在美國申報上市

給藥方式：口服

起效：小分子藥物每天服用兩次，服用五天，五
天以後效果會減弱

機理：抑制病毒複製的酶或者通過抑制複製過程
中的關鍵步驟來降低病毒複製的載量

治療窗口：需要在症狀早期給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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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是全球兩大獨立自主力量
同朔爾茨通話 強調中德合作一直是中歐合作領頭羊習

近
平
：

第一，堅持從戰略高度把握兩國關係大方
向。中德都是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兩國關

係發展得好，不僅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
益，也有利於世界和平穩定。雙方要堅持視對
方的發展為機遇，保持高層引領的優良傳統，
為中德關係發展領航定向。要發揮雙邊對話合
作機制作用，特別是要用好中德政府磋商機
制，推動各領域合作發展。雙方要加強溝通協
調，共同做好明年建交50周年慶祝活動規劃。

第二，堅持以務實態度積極推動兩國互利
合作。中德兩國經濟都從對方發展中獲益良
多。中國已連續5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雙
邊經貿合作頂住新冠肺炎疫情壓力實現逆勢增
長。雙方應該積極開闢新能源、綠色和數字經
濟等新的合作領域，釋放服務貿易增長潛力。

歡迎德國企業發揮優勢，抓住中國開放帶來的
新機遇，也希望德方為中國企業赴德國投資興
業提供公平營商環境。德國是中歐班列重要節
點，相信中德加強在共建“一帶一路”框架內
合作將造福沿線國家，促進亞歐大陸聯通。

第三，堅持攜手應對挑戰，為全球治理作出
新貢獻。中德都是多邊主義的維護者、全球發展
的貢獻者，應該加大在國際事務中協調配合，為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促進疫苗公平分配、推動全
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疫後復甦、應對氣候變化、
實現減貧和可持續發展等涉及全人類共同命運的
問題找到切實可行方案。要堅持通過對話解決地
區熱點問題，遵循和強化國際關係中的民主原則，
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行徑和冷戰思維。各國
一起發展才是真發展。中方願同德方攜手推動落

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中歐要堅持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定位
習近平強調，中歐是全球兩大獨立自主的力

量，有着廣泛戰略共識和共同利益。雙方要堅持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這一定位，堅持相互尊重、互
利共贏原則，確保中歐關係始終健康穩定發展。
希望德方繼續為穩定中歐關係發揮積極影響，持
續為中歐關係注入穩定性和正能量。

朔爾茨：願繼承和推進德中友好合作
朔爾茨表示，感謝主席先生在我就任德國總

理後發來賀信。我對我們曾經有過的交往記憶猶
新，願意繼承和推進德中友好與合作。當前，德
中貿易投資關係發展良好，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抗
擊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戰方面合作密切，就
阿富汗、伊朗核等地區問題溝通密切。這些構成
了德中關係持續發展的三個支柱。德方願意本着
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同中方一道努力，
推動德中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進一步發展。德方
願以明年慶祝德中建交50周年為契機，舉辦好新
一輪德中政府磋商，加強清潔能源、數字經濟、
服務業等領域務實合作，以建設性態度促進歐中
關係發展。希望歐中投資協定早日生效實施。德
方願同中方在國際事務中共同維護多邊主義。

雙方領導人互致新年問候，並表示願保持
經常性溝通，共同努力推動中德、中歐關係邁
上新台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12月21日晚同德國總
理朔爾茨通電話。

習近平再次祝賀朔爾茨就任德國總理。
習近平強調，中方高度重視中德關係。近年來，中德合作一直是中歐

合作的“領頭羊”，這是兩國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作出的正確選擇。明年將
迎來中德建交50周年。回望半個世紀，中德關係展現了充足的活力、耐
力、韌力、潛力；展望未來50年，兩國應放眼全球，着眼長遠，開拓進
取，努力實現中德關係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美國務
院近日任命新的所謂“西藏事務特別協調
員”，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1日表示，美方設
立所謂“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員”干涉中國內
政，中方堅決反對，從來不予承認，敦促美方
停止利用涉藏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趙立堅是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回答提問時
作出上述表示的。

趙立堅說，西藏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
任何外國勢力干涉。美方設立所謂“西藏事務
特別協調員”干涉中國內政。“我們敦促美方
以實際行動恪守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不支

持‘西藏獨立’的承諾，停止利用涉藏問題干
涉中國內政。中方將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堅決捍衛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美應設“少數族裔人權事務特別協調員”
趙立堅說，西藏和平解放70年來，社會和

諧、經濟繁榮、宗教文化事業蓬勃發展，人民生
活幸福美好，根本用不着美方一些人“操心”，
更輪不到美方指手畫腳。美方政客若是有勁沒處
使，還是好好關注一下美國嚴重的種族主義和人
權問題吧。

他表示，美國歷史上對印第安人實施的政

策早已構成事實上的種族滅絕，美方何時才能
認真反省，好好保護印第安人的人權？美國少
數族裔長期遭受不公平待遇，飽受種族歧視和
暴力犯罪之苦，美方政客何時才能好好保護本
國少數族裔的人權？美國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
人數全球最高，美方政客連本國人民的生命健
康都保護不好，有何顏面大談保護西藏人權？

“美方最應該設立的不是所謂‘西藏事務
特別協調員’，他們應該設立‘印第安人種族
滅絕特別調查員’‘少數族裔人權事務特別協
調員’‘美國抗疫不力真相調查特別協調
員’。”趙立堅說。

外交部：促美停止利用涉藏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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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帥、朱燁 北京報
道）距離北京冬奧開幕
還有44天時間。12月
21日，香港文匯報記者
實地探訪河北張家口賽
區獲悉，國家跳台滑雪

中心“雪如意”、國家越野滑雪中心、國家
冬季兩項中心三個競賽場館除部分臨時設施
外已全部完工，“金牌大戶”雲頂滑雪公園
元旦完成造雪造型後也將收尾。值得一提的
是，“雪如意”與國家越野滑雪中心為減少
環境影響，將利用已收集的共約 25萬立方米
雨水和城市管道處理水等進行人工造雪，堅
持不開採地下水。

賽道設計保護運動員
因為跳台剖面與中國傳統吉祥飾物“如

意”的S 形曲線契合，國家跳台滑雪中心被
形象地稱為“雪如意”，是北京冬奧會標誌
性的場館之一。“從設施設備來講，‘雪如
意’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跳台滑雪場地，
能夠保證運動員出好成績。”國家跳台滑雪
中心設施經理王敬先當日介紹，“雪如意”
設計有很好的助滑道系統，不會因為賽道對
運動員產生任何傷害。“我們還考慮到運動
員自身出現失誤，而導致發生着陸不穩的現
象。因此在場地設計時，我們將着陸坡拋面
的曲線，做到與運動員空中飛行的拋物線軌
跡完全吻合。”他介紹，這樣運動員在空中
飛行時每一個瞬間的距地高度都會在3米以
內，可以保證即使出現失誤，運動員也可以
非常平滑和穩定地落在着陸坡的雪面上。

奧體建設開發公司總經理賈茂亭對香港
文匯報記者表示，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天
然雪的硬度滿足不了像冬奧這樣重大賽事的
比賽要求，因此場地都為硬度更高的人工造
雪。國家跳台滑雪中心、國家越野滑雪中心
兩大賽場合計大約需要25萬立方米的水量才
能滿足造雪需求。這些人工造雪用水多為水
庫引調水，以及回收的雨水、地表徑流水、
融雪水等，蓄水多元且可循環利用，為冬奧
會人工造雪工作提供堅實保障。“我們沒有
開採地下水，不會對地下水造成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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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愛好者在張家口崇禮雲頂滑雪公園練習滑雪冰雪愛好者在張家口崇禮雲頂滑雪公園練習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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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擬介紹形式到港上市
不發新股不集資 美國退市障礙未除

早前宣布將由美國退市的滴滴出行母企滴滴環球，或以介紹

形式到港上市。因介紹上市不需要融資，相關程序相對簡單。不

過，消息指由於滴滴上市之後短期內股價大跌近七成，其退市可能

面臨來自基石投資者、二級市場投資者，以及監管機構的挑戰。同

時，美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續收緊對中概股的風險披露要求，

市場料將加速中概股回流香港。

媒體21日引述消息指出，滴滴或選擇以介紹形
式到港上市，主因滴滴在美上市不足兩年，未

能透過第二上市方式到港上市，而港交所對雙重上
市方式的審查亦較為嚴謹，多項要求不能獲得豁
免。介紹上市不需要融資，相關程序相對簡單，港
交所對不需融資的介紹上市，處理亦較為寬鬆。一
般而言，以介紹形式上市的股份為公司的已發行股
份，因此公司不會發行新股，亦不會籌集新的資
金，上市成本較低。

在內地收緊對涉及國安的數據的監管下，滴滴
本月初表示計劃從紐交所退市，尋求在香港上市。
此前有報道指，滴滴聘請了高盛負責其香港上市的
事宜，亦與包括中資銀行在內的其他投行磋商。

報道又指，滴滴或以停止報告（Going Dark）
方式由紐交所退市，而並非是私有化。知情人士表
示，滴滴不以私有化方式退市，主要因為資金短
缺，又較難借取過渡貸款，而私有化的股份不僅是
流通股份，還有大批將於本月28日解禁的股份。

滴滴今年6月30日在紐約上市，招股價為14美
元，通過IPO籌集44億美元，截至香港21日晚上約
8時，其美股盤前報5.9美元，較上市之初的高位
18.01美元，大跌67.24%，公司現市值約284.57億
美元。

有私募基金人士表示，滴滴由美國退市，可能
面臨來自基石投資者、二級市場投資者，以及監管
機構的挑戰。

美SPAC須披露投資中國資料
另外，美國再收緊對中概股的監管，美證交會

要求中資公司需要加強對投資者的風險披露，並要
求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亦要披露公司發起
人，或多數管理層是否駐守中國，以及併購目標是
否位於中國等資料。美證交會負責審計公司申報的
部門表示，近期發生的事件，突顯投資於中國公司
或業務大部分於中國的公司帶來的風險，鑒於這些
憂慮，美證交會正向這些公司發信，要求這些公司

更具體和更突出披露公司在中國面對的法律和營運
風險。

富衛集團叫停美國上市計劃
面對華府一再無理打壓及刁難中概股，市場料只

會促使更多中概股回流香港，或者選擇避開到美國上
市。電盈主席李澤楷私人持有的富衛集團
（FWD），周一向美證交會提交公告指，已決定停
止推進在紐約上市，正考慮其他替代方案。早前有消
息稱，富衛的上市計劃有新安排，已委託投行為其安
排香港上市計劃，估計明年上半年會在港集資。SEC
據報質疑富衛集團與中國內地有密切關連，視之為從
事中國內地生意，多於視為香港公司。

富衛上周宣布，與包括加拿大養老基金投資公
司(CPP)、盈科拓展集團和李嘉誠基金會等多名投資
者簽訂認購協議，私人配售集資14.25億美元，預計
本月內完成。據悉這次融資對富衛的估值約為90億
美元，而在美國上市的估值為130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
文）儘管全球經濟繼續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最新數據顯示香
港的金融市場仍然展現出了強大
的韌性和活力。港交所21日公
布，香港現貨股票市場的日均成
交金額較去年增加32%，衍生產
品市場的日均成交量亦較去年增
加3%。港交所的成交額及前三
季度業績均創歷年新高，反映港
交所作為亞洲領先國際金融中心
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不斷提升。展
望2022年，港交所指將繼續專注
“立足中國”的戰略優勢，把握
區內外各項發展機遇。

歐冠昇：多方面取得重要進展
今年5月24日出任港交所行

政總裁的歐冠昇21日表示，自從
加入港交所以來，他一直專注於
多個核心戰略目標，包括鞏固港
交所作為國際融資中心的獨特地
位；將香港發展成亞洲首選風險
管理中心；擴大我們的中國A股
離岸產品生態圈；以及提升香港
市場的整體吸引力等。過去六個
月港交所在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
進展，特別值得高興的是順利推
出了首隻A股期貨產品以及即將
在明年1月1日實施、為香港度
身訂做的SPAC上市機制。

他還表示：“自上任以來，
我一直對港交所的發展前景充滿
信心，我深信我們和整個香港金
融服務業的未來充滿機遇。港交
所的定位擁有獨特的優勢，一定
能在全球急速演變、緊密連繫的
資本市場中擔當重要角色。我們
將會繼續推動互聯互通，促進世
界及各個市場的企業和參與者互
相了解，支持面向未來的企業籌
集資金、創造就業和促進社會共
榮。”

將推非港元期貨期權假日交易
為進一步鞏固港交所作為亞

洲衍生產品交易中心的地位，今
年港交所推進一系列市場微結構
優化措施，包括計劃於明年推出
非港元計價期貨及期權產品假日
交易，這一安排讓投資者在香港
公眾假期期間可以繼續在港交所
買賣一些標的證券在其他市場仍
在交易的衍生產品，以便他們進
行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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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外電報道，法
拉利家族部分持股的意大利豪華遊艇製造商Ferretti
SpA，正在考慮到港上市，集資約1億美元，預計
2022年上市；公司目前正尋求完成一輪融資。

山東重工濰柴持股逾八成
資料顯示，Ferretti 早於2019年曾試圖在米蘭上

市，惟因市場狀況不佳而放棄。該公司最初的目標是
大約12億美元市值，其後下調指導價格區間，最後徹

底放棄計劃。公司於2012年1月因財困而將75%股權
出售給山東重工濰柴集團，整體估值為3.5億歐元。隨
後2016年成功扭虧為盈，盈利逐年遞增。截至2019年
10月，山東重工濰柴集團持股量為87%。目前在意大
利經營6家造船廠，向70多個國家的客戶銷售遊艇，
品牌包括Ferretti Yachts、Itama、Wally和Riva。

聖諾醫藥暫超購2倍
其他新股方面，正在招股的聖諾醫藥 次日招股

合共錄得近1.6億（港元，下同）元孖展，若以公開
發售部分集資5,482萬元計算，目前合共錄得超額認
購近2倍。其中，華盛證券借出9,150萬元，富途借
出6,600萬元。

內地電動工具及戶外動力設備供應商泉峰控股
計劃提早於21日下午5時截止國際配售部分認購，
原定計劃於22日中午截飛。公司或以每股43.6元定
價，為招股價範圍37.6至43.6元的上限。泉峰控股
將於22日定價，預期30日掛牌上市。

法拉利遊艇擬上市籌1億美元

● 知情人
士表示，滴
滴不以私有
化方式在美
國退市，主
要因為資金
短缺。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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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2021台灣設計展」預計12月24日在嘉義盛大
開展，有文創設計旅店品牌龍頭之稱的承億文旅集團為迎接
「2021台灣設計展」，特別策劃 「竹之旅領路企劃」，從設展在

飯店內的 「2021構竹林鐵模型展」、 「台灣。竹潮」選品展及竹
主題藝術客房，進而延伸推出獨家期間限定的桃城地圖，引導旅
客從飯店邁出步伐暢覽2021台灣設計展。

承億文旅集團自創立以來，推廣在地文化、藝術美學不遺餘
力，不僅搶先於10月暖身，攜手農委會林務局與台灣竹會辦理

「2021構竹林鐵模型展」（展期即日起
至 2022/2/28），以竹構工法呈現林業
鐵路的歷史氛圍，承億文旅更為此策劃
出展覽期間限定的 「台灣。竹潮」選品
展、主題客房、及酒吧創作特調酒品，
讓台灣竹深入每個角落，給旅人難忘的
竹饗宴。

以推廣台灣各地地方文化產業為己任
的承億文旅集團，為了將台灣竹深入旅
行每個角落，特地與 「四島之眼文化工
作室」在飯店大廳合作 「台灣。竹潮」
選品展，精選出台灣在地二十項竹製選
品，包含烏奇工作室的竹中燭、破竹工
作室的茶席壺承及匠藏工坊的竹茶則等
。

此外，承億文旅也打造展期限定的獨
一無二 「滿足，滿竹」主題房，竹簾透
出絲絲暖陽、竹杯滿口竹清香，竹影、
竹香伴入眠，讓旅人彷彿置身竹林間，
怡然自得，滿竹又滿足。

「構竹林鐵新銳展」配合 2021 年的
台灣設計展在嘉義，由台灣竹會甘銘源、李綠枝策畫主導，由原
型結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陳冠帆結構技師擔任總策展人，邀請六
位業界建築師與設計師，用竹材打造出與嘉義林鐵週邊之文化紋
理相呼應的地景構造物，以利探索竹構素材的再利用與創生，以
及竹材結構手法的可能性，除了在嘉義製材所展出外，模型展也
同步在承億文旅桃城茶樣子B1藝廊展出。

承億文旅集團董事長戴俊郎表示，茶及竹子都是上帝賦予台

灣珍貴的禮物，此次能與林務局、台灣竹會合作辦理 「構竹林鐵
新銳展-模型展」，適逢2021年台灣設計展在嘉義，期盼將台灣
竹的無限可能展現給世界，加上承億文旅將高山茶的五感體驗融
入旅宿，讓旅人能夠體驗台灣之美，進而感受深度旅行台灣的感
動。

而為了將精彩的策展及城市探訪體驗傳達給旅客，承億文旅
自製竹之旅領路企劃手繪地圖，免費供民眾索取，除了有各項展
覽時間、地點外，更貼心附上各展覽點往來的交通方式及預估車
程，讓旅客可輕鬆自飯店出發穿梭在桃城巷弄中。

近年來已成為嘉義市知名地標的承億文旅桃城茶樣子，自
2014年開幕以來好評不斷，其特色飯店外觀捕捉自台灣早期出口
茶葉時茶箱堆疊的意象，更以 「台灣首座高山茶」為主題的體驗
式住宿，吸引各界旅客前來朝聖，並在2019年＆2020年連續二
年榮登 「網友票選台灣最美飯店冠軍」。

走進 「承億文旅桃城茶樣子」，其茶香味四溢的茶罐大廳彷
若走進台灣早期茶行，櫃台人員身兼茶藝師為遠道而來的客人，
奉上親自沖泡來自有機茶園的暖茶，房間內擺有每日熬煮的茶湯
讓客人加入浴池，不僅品茗也能享受泡茶澡的樂趣。

除了茶竹味十足的住宿體驗， 「承億文旅桃城茶樣子」頂樓
的無邊際泳池，白天能遠眺諸山羅列的山稜線美景，晚上則搖身
一變成俯瞰嘉義市夜景的 「N23.5 Lounge」，吸引無數旅客朝聖
拍照打，並當選 「台灣十大泳池酒店」。

繼全台7間文創設計旅店之後，承億文旅集團下一個新館為
五星級品牌 「承億酒店」，將在2022年第二季試營運。承億酒
店位於高雄亞洲新灣區總圖書館旁，尚未開幕已引發各界討論及
期盼。有趣的是， 「2021台灣設計展」於嘉義盛大閉幕後，2022
年將移師到高雄開展，屆時，承億文旅集團將繼續以美學設計力
結合港都文化，打造另一場文創旅宿體驗！

（中央社）隨著農曆春節的腳步接近，台中各大飯店除夕圍
爐宴預約滿檔，業者紛紛改推年菜外賣搶市！其中，長榮桂冠酒
店推出除夕團圓年菜外帶，提供 「中式」及 「西式」二種不同料
理風格的外帶服務；此外，連續七年與慢飛家族中彰投8家機構
合作年菜活動，透過 「愛的加菜金及全年加菜金募集計畫」，募
集百萬經費幫助242戶弱勢家庭，也能享用優質年菜。

台中長榮桂冠除夕團圓年菜外帶，提供 「中式」及 「西式」
二種不同料理風格的外帶服務，單點年菜820元起，外帶桌菜每
套8888元（6人份），1月16日前預付桌菜全額再贈主廚特製X.
O醬乙瓶；預付桌菜10人份全額，可享9折優惠及加贈主廚特製

X.O醬乙瓶。
長榮年菜最大的特色是 「當天領取」、 「新鮮現做」，帶回

家馬上就可輕鬆端上桌立即享用，今年首度推出冷凍年菜桌菜，
主廚精選六道人氣料理，5人份5888元，除夕圍爐夜在家也能品
嚐五星級佳餚！

今年台中長榮連續第七年與慢飛家族中彰投8家機構合作年
菜活動，推動 「愛的加菜金及全年加菜金募集計畫」，募集100
萬的經費來幫助共242戶身心障礙且弱勢家庭，享用由社會大眾
、企業為他們所準備的優質年菜，一套5道年菜2000元。唯活動
至今募集已一個多月，卻只募集到十多萬元，八家機構的主任們

都很憂心，很怕無法給這些弱勢家庭的爸媽有一個好年。
台中長榮桂冠酒店公關經理陳怡如表示，今年因五倍券刺激

買氣，中式年菜人氣料理如 「蒜香波士頓龍蝦」、 「佛跳牆」系
列銷售強滾滾；西式年菜，今年提帶率明顯增高， 「美國頂級肋
眼牛排」（16oz）為銷售人氣料理。

今年嚴選八道中式年菜桌菜，開運菜色有五福臨門、蒜茸蒸
波士頓活龍蝦、鮑魚炆虎掌、巧味冬筍松阪肉、豆醬福菜海石斑
、墨魚香腸蒸米糕、靈芝淮山燉烏雞以及碧綠龍球襯帶子等年節
菜餚，每道也可選擇單點！即日起至2022年1月26日接受預訂
。

台中長榮桂冠推年菜外帶
連七年與慢飛家族年菜合作傳愛

（中央社）中華民國百貨零售企業協會22日舉辦第8屆第2
次會員大會，百貨協會理事長徐雪芳致詞時表示，今年上半年疫
情嚴峻，大家堅守崗位辛苦度過艱辛的日子，政府振興五倍券發
放讓各大百貨業績漸漸提升，百貨協會站在和政府溝通對話的橋
梁，持續進行各項防疫振興的方案，以爭取會員權益。

在會員大會中，除表揚109年度零售創新卓越獎，及109年
度優良從業人員，徐雪芳表示，為鼓勵優秀的從業人員，年度優

良從業人員跟百貨協會出國參訪，名額從1位增加到2位；另，
也邀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所長朱浩針對 「因應
淨零排放百貨低碳轉型新思維」進行專題演講。

109年度零售創新卓越獎由遠東百貨 「管理創新 生產力提升
計畫」勝出，徐雪芳理事長將獎座頒給遠百管理部協理劉儀婷，
肯定遠百透過管理創新提升員工生產力，帶動零售業不斷追求創
新卓越。劉儀婷在得獎感言時提到，2015年開始推動優化工作，

推出65套管理系統，在前後勤同仁的幫助下業績逆風高飛。
109年度優良從業人員楷模由遠東百貨張哲瑋拿下，他在台

中大遠百顧客服務處服務近8年，善於動腦解決問題，像是減少
前台同仁加班時數，以提升服務專注度，簡化贈品處、閉店後盤
點作業流程，建立LINE群組閉店樓面顧客回報機制，設計 「友
善電梯」服務、便利老弱婦孺使用，利用月會宣達OKR及願景
、使命的重要性。

百貨協會助防疫 為會員爭取權益

2021台灣設計展嘉義登場
承億文旅暖邀賞竹品茶遊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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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这几天，心头都有一股酸涩，想写

点东西，关于我的父亲。

2019年的元旦假期，在临放假的头

一天，我最终打消了出去玩的念头，买

了一号回家的车票。其实回家本是有点

不情愿的，因为最近的状态，不论是工

作还是生活，有一点理不清的烦心，很

想借假期出去走走散散心。我妈常常在

念叨起我时说我最是不恋家的孩子。

当我下了火车，行在家乡不是那么

平坦宽阔的水泥路上，望着出租车窗外

那些被积雪掩盖的的麦田，远处像小房

子一样一排排盖着草席的温室大棚，微

风里仍抖动干枯枝叶的一垛垛玉米秸秆

，早已没了鱼虾却仍在静静流淌的村外

小河，笔直而又枝桠分明的白杨树，村

头已经被扩建重修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明

远小学那股不能言喻的温暖和踏实感像

往常一样再次涌来。

我一直知道我深深爱着这片灰色的

土地。因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

是最亲切的根。

我下车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家门口

等我了。这让我很意外。往常站在门口

踮起脚尖眺望的人都是老妈。后来，听

妈妈说，你爸今早听我说你要回来，就

翻着日历嘟嚷这是一个多月没回来了，

然后就骑车出去买鱼去了

父亲见到我，先是咧开嘴冲我笑，

之后又探身冲司机师傅喊：师傅，家里

来坐坐喝口热水吧！

司机师傅很意外，连忙道谢说不用

了。父亲憨厚的笑容挂在脸上，就不知

道要继续该说什么了。

我谢过司机师傅，然后边进家门边

笑着跟父亲解释，司机师傅忙着赚钱呢

。

父亲又嘿嘿笑了几声，复述了一遍

我的话：喔，忙着赚钱呢。然后跟着我

进了家门。

父亲习惯了每次请司机师傅进屋喝

水，他认为那是礼数，或者是出于感谢

，麻烦到了人家把我送回家。但他似乎

从来没有记起过司机师傅们每次都是匆

匆来匆匆去。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父亲坐在沙

发上，用布擦一个黑色的手电筒那么大

的东西。我在看电视，并没留意他到底

在擦什么东西，直到好一会儿他才用商

量的口吻突然对我说：##（我的小名）

，你帮我推下头，行不？

原来他擦的东西是一个剃头发的电

推子。

是的，父亲不好打扮，不留发型，

尤其上了年纪之后，头发长了就直接剃

光头。

我对父亲年轻时候是一个帅哥这件

事从来都深信不疑，不仅是因为那张他

和母亲唯一的黑白结婚照片，还因为直

到现在脸上长满皱纹仍然掩饰不了他俊

朗的五官。连剃光头都很好看。

他也很少去理发店。据说，他会找

他一起下象棋的棋友帮忙剃头，如果姐

姐或者姐夫在家，也会派上用常以前也

去过理发店，几次体验之后，他发现理

出来的跟自己理的没什么区别嘛，就干

脆买了电推子，不再去理发店。

给父亲剃头发

我这是第一次被邀请为他服务，不

免既兴奋又紧张。生平第一次给自己亲

爹理发剃光头呐。

可是，当我一手拿着电推子，一边

帮他拿下他的帽子，我却愣住了。

爸，你什么时候长了这么多白头发

父亲讪讪地笑，一边自己找个凳子

坐下，一边说：老了啊！，好像做了错

事的孩子在不好意思的承认一个事实。

老了啊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父亲说自己老。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只觉得心底被咯

噔触了一下。伸手摸摸了他那头花白的头

发，鼻子酸酸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已经记不起最早一次听他说他发现

几根白头发是什么时候了，而似乎只是

转眼的时间，如今，他的头发里就只能

看到一小部分是黑发。

我才想起，父亲，他已经六十岁了

。今年将是他的本命年啊

在我出神的当口，他已经自己围上

了围裙，我帮他系好带子。

父亲说：你就大胆推吧，贴着肉皮

，刮不伤的。

我仍是小心翼翼，在他的指点下还

算完美的完成了任务。还帮他洗了头。

父亲照着镜子，一边开心的跟我说：

这要是去理发店也得花5块钱，还不如让

我闺女剃呢。然后，他重新戴上了他那已

经泛旧的鸭舌帽，开始刮腮边的胡子。

我跟父亲的交流一向不多，像天下

大多数父亲一样，他对女儿的爱是沉默

安静的。有很多细微的日常小事，如果

不是刻意回忆，都很难让人留意，然而

，当你一一回顾那些细节的时候，就发

现那些小事串联起来是多么的隽永流长

的爱。

父亲一辈子节俭，在自己身上从不

乱花钱，对吃穿住从不挑拣，用我妈的

话说是很好养活，他对我们姐妹的吃穿

住行要求就是不要浪费，从不委屈。父

亲手很巧，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的时候

，很多玩具都是他做给我们，后来有了

新玩具玩了一段时间坏掉，他还会找来

工具箱把它修好；长大后，有了心事常

常会和母亲讲，父亲一般都静静的坐在

不远处，有时候还闭着眼睛靠在沙发上

，像是在听也像是在沉思，很少参与意

见；听母亲讲，每个礼拜我们给家里打

电话，父亲都会急急忙忙掩饰不住兴奋

的招呼我妈闺女来电话了快去接，他自

己从来不接电话，只是坐在一边听我们

讲，我妈笑他也跟着笑。父亲知道我爱

吃鱼，每次回家总是不用我妈吩咐就提

早买好；工作之后，尽管自己有了赚钱

能力，每次离家，他还是会问还有没有

钱花，还有没有车费

有几件事在我脑海里是尤其深刻的。

记事起的第一件印记是大概五六岁

时候，父亲带我去看病，我记不得自己

是生了什么病，只记得医生拿一根很扁

平的扇形针要扎我的手指，疼的我一下

子哇哇大哭，父亲用他特别大的手掌迅

速捂住了我的双眼。那感觉大概是我记

事起关于父亲的第一次懵懂的印象。幼

小的我能感受到那只手上粗糙的纹路，

除了手指传来的疼，就剩下那只大手捂

住眼睛的心安。后来想想，父亲大概是

不想让小小的我被手指扎出来的很多血

再吓到，只摸着黑儿疼就好了。

还有一次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时一

次寒假，成绩单公布的第二天，父亲带

我去赶集，在集市附近有一个书店，我

看到后就拉着他说进去看看。后来我看

上一本厚厚的作文书，父亲毫不犹豫的

就给我买下了。回去的时候碰见了同村

的一位叔叔，叔叔问我：买的什么好东

西。我很高兴的拿给叔叔看，而父亲在

一边解释：考试考了第一名，买了一本

作文书。我记得父亲当时是一脸自豪的

语气，那时候的我心里笃定：其实父亲

未说完整的话是买了一本作文书给她当

礼物。因为在此之前他对我得第一名这

件事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现，而那一刻我

真切感受到了我给他带来的喜悦。

我考上大学之后，第一天入学报到

，我跟父亲说，我可以自己去报到。父

亲同意了，而母亲不同意，她认为那是

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还是陌生的城

市，还要拿行李，不安全，坚决要父亲

送我去。我跟母亲僵持不下，我很认真

的向他们保证：我已经长大了，我真的

可以自己去。父亲一直沉默。后来，母

亲生气了，父亲只好同意送我，可是只

是送到了车站。因为我还是让他把他那

份车票退了，自己拉着行李上了车。那

一次，父亲一直很沉默，一直立在原地

看着我的车开走。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我隐隐觉得父亲老了，他相信我自己可

以飞了，他不舍得，他一直沉默。

后来我恋爱了，父亲可能是从母亲

那里听说了这件事。那次，他骑电动车

载我送我去车站，正当我体会这种久违

的坐在父亲后座的感觉时，他突然对我

说：找对象不要找长的好看的，没用。

我当时一愣，随即了然。父亲接着说：

现在长的好看的年轻人都有种优越感。

我点了点头，从后面轻轻靠在了父亲的

背上。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父亲跟

我谈论恋爱这件事。

都说父爱如山，那每一件事都是一

颗颗倾注爱的石头，它们堆积成一种厚

重的情感。而我们一直在向前跑，当想

努力重拾回忆起那些石头的时候却发现

能想起的寥寥无几，我们拼命发芽，直

到如今，猛然发现，他已经白了头发。

为我遮风挡雨一辈子的大树，他，

老了。

这一刻才意识到，以往那些自以为是

的情怀，工作生活的忙碌，是多么无耻的

借口。有时间都比不上多陪爸爸妈妈。

筷子兄弟那首《父亲》唱哭了很多人

，父亲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们，

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像歌词那样，用自己

的一切，换来岁月长留，时间停驻。

我们只能做的是不要留有子欲养而

亲不待的遗憾，不管如今我们是不是他

们的骄傲，行孝要趁早。

父
亲
，
他
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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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GMCC萬通貸款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6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兩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

★ 奧斯丁即將開業！

GMCC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www.gmccloan.com

IS EXPANDING

Arkansas
California
Colorado
Connecticut
Washington 
DC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Maine
Maryland
Missouri
Montana
New 
Hampshire
New York

Ohio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xas
Virginia
Washington
Wisconsin
Wyoming

• N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eded
• No tax return information
• Only rental cash flow (can be negative). 1-4 units, 

5+ possible by exception
• Purchase, Cash-out, Refinance

Rental Cash Flow Mortgage 
Programs (DSCR)  covered in 26 
State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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