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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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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 LIN,CCIM

（中央社）美國頂尖的國防工業承包商正在
爭奪數十億美元的合約，這些商機與國家安全領
域的下一個重大技術重點息息相關：極音速武器
。

由於美國擔心會落後於俄羅斯和中國，軍方
重新對極音速飛彈產生興趣，這為可以持續數十
年帶來豐厚利潤的合約打開了大門。隨著美國總
統拜登政府控制整體國防開支，這可能為尋求利
用成長領域獲利的製造商帶來一場及時雨。

彭博報導，國防工業正在為美國陸軍、海軍
和空軍開發一系列極音速武器，目的是能夠從飛
機、潛艦和卡車上進行發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Lockheed Martin Corp.）在旨在最快交付飛彈
原型的關鍵項目中處於領先地位，一款新飛彈的
飛行試驗訂於明年上半年進行。

雷 神 技 術 公 司 （Raytheon Technologies

Corp.）和諾斯洛普格拉曼公司（Northrop Grum-
man Corp.）也尋求在這種飛行速度超過音速5倍
飛彈的市場上站穩腳跟。

五角大廈官員最近估計，未來幾年內，僅陸
軍和海軍共享一種通用飛彈的計畫，就可能為這
兩個軍種共增加285億美元的預算。

但批評者質疑新型軍事裝備的價格、技術可
行性和戰場實用性。非營利機構憂思科學家聯盟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對極音速武器
性能優於現有彈道飛彈的說法表示懷疑，並警告
這將引發破壞全球穩定的軍備競賽。

戰略對手對極音速武器的追求，在某些方面
喚起了冷戰的緊張局勢，當時人們普遍擔心美蘇
之間的衝突，可能透過核飛彈導致全球毀滅。對
於國防工業承包商來說，當時也是一個有利可圖
的時代。

軍備競賽升級 美中研發極音速飛彈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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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researchers’ reports now
show that most Covid-19
vaccines around the world are
mostly resistant to the infection
of highly infectious Omicron
variants. Only Pfizer and
Moderna vaccines can provide
protection and avoid becoming
serious after their booster shot,
but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do
not have these vaccines at
present time. This will lead to a
global crisis. China now
produces more than one-half of
the world’s vaccines as of
today.

Although this wave of the virus
has not caused too many severe
illnesses and deaths, the global
outbreak will soon become a
world crisis.

President Biden took office

almost one year ago. We are still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pandemic including many other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ssues.

Today no matter what we are
facing, we still need to work hard
and face the reality. Look after
your community and your
neighbors. Do whatever you can
to help them.

I saw an article last week that
reported on how the Myanmar
military regime killed more than
30 villager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These poor people
are hopeless and not just without
vaccines. They lost their lives
and we don’t see any response
or assista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 spent my childhood in this

Buddhist land that is rich with
many natural resources. Every
time when I dream of my early
life, I feel so fortunate that our

family left this poor land where
the people are still suffering to
this very day.

1212//2929//20212021

Omicron Is Sweeping The WorldOmicron Is Sweeping The World
許多研究報告顯示，全球各地大部分接種

的新冠疫苗幾乎無法抵抗傳染性
極強的奧密克戎變異株的感染，
只有輝瑞和莫德納的疫苗在接種
加強針後能夠避免成為重症，但
是全球許多地區目前还沒有得到
這些疫苗，全球仍有數十億人未
接種的情況下，各地感染激增之
势必導致更多病毒變異株出現，
再度造成全球重大之危機。
中國生產的國藥和科興疫苗幾乎
超過全球疫苗之一半以上，它在
許多低收入國家被廣泛使用。
雖然這波病毒株雖然未造成太多
的重症和死亡，如果全球暴發感
染，是一場戰爭的開始。

拜登政府即將就任屆滿一年，新政府仍

然面對疫情之挑戰，內政外交也無法達成預期
成效，加上共和黨在國會參眾議院之大力杯葛
，實在是天災加上人禍。
不論我們面臨任何挑戰，大家仍然要努力

面對，我們更要發揮守望相助之精神，在你
身邊的隣居友人和社會弱勢族群，我們應盡所
能，為社會貢獻一份力量。
最近看到上星期緬甸的軍政府在東部村落

殺害了三十名村民，並將整個村莊燒成灰燼，
這些悲劇仍然在世界各地上演，這些受苦受難
的貧民，連性命都不保，還談什麼疫苗呢、
缅甸是我童年成長的土地，一片物產豐富之佛
教樂土，遭此厄運，我每當午夜夢迴，真是
慶幸逃出惡魔政權，世界各國也愛莫能助，只
有觀望而已。

奧密克戎正在橫掃全球奧密克戎正在橫掃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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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無天的緬甸軍政府為了維繫非法的
政權, 又再次摧殘百姓, 在緬甸東部向“人
民防衛軍”（PDF）組織發動攻擊, 結果傷
及無辜, 造成30多人慘死, 就連在當地參與
拯救兒童的非營利組織Save the Children
的兩名工作人員也在乘坐的汽車中被攻擊焚
燒而殉難, 聯合國已強烈要求軍政府調查,美
國國務卿布林肯也表示震驚無法接受此暴行
。

緬甸自從2月1日由軍人敏昂來將軍發
動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以來，即開始實施恐怖
統治, 我們所看到的殘酷事實是軍人大肆屠
殺、大規模逮捕、嚴厲酷刑、迫使不服從百
姓流離失所, 已有1300多人被打死，1萬多
人入獄,而且由軍政府操控的法院對遭罷黜
的國務資政翁山素姬做出判決, 被判處2年
徒刑, 不過因翁山素姬還有更多被羅織的罪
行--包括煽動群眾、違反防疫、涉嫌違反
機密、貪污腐敗、選舉舞弊、非法進口、持
有無線電通訊設備等12項指控,軍政府準備
千刀萬剮慢慢凌遲她。

軍政府現在惡行惡狀就是: 只有他們可

以凌駕法律, 其他人只能乖乖就範,不能挑釁
法律尊嚴。 緬甸人民真是非常單純, 他們在
翁山素姬被判決後，竟敢冒著生命危險,聚
集在仰光舉行示威抗議活動, 但被安全部隊
駕駛汽車闖入鎮壓，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
傷的慘狀, 更有多人被逮捕, 當然聯合國、
美國與人權組織都對緬甸政府不公正審判以
及不人道行徑表達了嚴正的譴責與遺憾, 並
呼籲釋放翁山素姬, 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 所有的譴責、遺憾與呼籲都改變不了既定
的現實。

緬甸到底何去何從呢? 上個月在新加坡
所召開的亞細安峰會破天荒沒有邀請緬甸代
表出席，以示抗議緬甸軍政府沒有實現先前
在雅加達舉行的亞細安特別峰會時所接受的
化解緬甸危機的五點共識與諾言 , 看來敏昂
來政府如果再不積極回應, 他的國家將會被
鄰國所孤立, 而無法走到世界的舞台, 而聯
合國近來也別具用心,認命了一位新加坡籍
華人作為緬甸在聯合國的代表, 那是明白的
表態聯合國並不承認緬甸軍政府的國際地位
, 看來軍政府已經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了!

世界衛生組織今天警告，即使初步研
究顯示COVID-19變異株Omicron症狀較
輕，仍可能導致醫護體系難以承受。同時
中國和德國等國家為了遏制確診激增，已
再度實施嚴格防疫限制。

法新社報導，在美國多個州和多個歐
洲國家的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確診數創新高之際，中國再把數以十萬
計的人納入封城限制。

COVID-19疫情升溫導致全球大亂。該
如何控制病毒擴散，又不會讓防疫限制妨
害經濟，許多國家試圖找到平衡點。

美國已把無症狀病例的隔離時限砍半
，試圖降低防疫造成的干擾；法國則是下

令企業每週至少3天讓員工居家辦公。
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連續第2年在新年

前限制人們彼此接觸，同時關閉夜店，並
強迫體育競賽閉門進行。

中國正在對抗21個月來最高的單日確
診數字。相對於全球熱點，中國疫情規模
雖然小得多，但並未放寬清零戰略。延安
市多個區域限制民眾踏出家門，數以十萬
計的居民受影響；同時，人口達1300萬的
西安市實施禁足已來到第6天。

多國確診激增，是受到具高度傳染力
的 Omicron 變異株驅使。世界衛生組織
（WHO）警告，即使初步發現顯示Omi-
cron症狀較輕，仍舊大意不得。

世 衛 歐 洲
區 COVID 事
件負責人史摩
伍德（Cath-
erine Small-
wood） 警 告
： 「Omicron
（病例）快速
增長，即使症
狀較輕，仍會
導致大量的人
住院，尤其是
未接種疫苗的
族群，並導致
衛生體系和其
他關鍵服務普
遍大亂。」

世衛示警Omicron恐使醫護超負荷 各國出招壓疫情

中共為讓中國成為獨立自主的科技強國，不惜
推動阿里巴巴等自家科技業巨擘投入不熟悉且複雜
昂貴的晶片設計工作。專家指出，這樣的趨勢不利
國際貿易和科技發展，加深全球不安。

美聯社報導，阿里巴巴成立3年的晶片部門平
頭哥（T-Head）10月發表第3款處理器倚天710，
但目前僅用於阿里巴巴的雲端運算業務，暫無對外
銷售計畫。

中國企業的其他晶片研發新手包括遊戲和社交
媒體巨擘騰訊和知名手機廠牌小米，它們已承諾要
投入數以十億美元計資金。這也呼應北京計劃在電
腦運算、潔淨能源等領域打造科技，來壯大中國的
財富和全球影響力。

中共為讓中國停止對美國、日本等等潛在經濟
和戰略對手國供應技術的依賴，以馬拉松方式推動
科技自主，其中又以晶片為最優先項目。

自從中國首家全球性科技業巨擘公司華為2018
年遭到華府制裁、失去取得美國晶片和其他技術的
管道後，中國官方的急迫性又進一步增強。

電信設備大廠華為因遭美方指稱構成安全威脅
及可能協助北京刺探情報而受到制裁。這也使它成
為新一代智慧手機領導廠牌的野心被打斷。

美國和歐洲因視中國為戰略競爭者，並抱怨技

術遭到竊取，因此限制中國改善自身科技產業所需
工具的取得管道。

不過，中國若成功讓自家科技與國際脫鉤，全
球市場因互不相容的標準和產品而分裂，歐美製零
件可能無法在中國的電腦或汽車產品上使用。企業
界和政界領袖警告，這可能拖累產業創新速度、破
壞全球貿易，造成全世界更貧窮。

聯 合 國 （UN） 秘 書 長 古 特 瑞 斯 （Antonio
Guterres）9月受訪時便告訴美聯社，美中雙方有必
要 「避免全世界變得分崩離析」 。

根據產業分析師說法，華為和一些中國業者目
前有辦法設計出 「超尖端的」 智慧手機邏輯晶片，
接近與美商英特爾（Intel）、高通（Qualcomm）
、韓商三星（Samsung）和英商安謀（Arm）匹敵
。但若要生產這樣的晶片，中國半導體代工廠如上
海的國有大廠中芯，技術距離台積電等世界領導業
者還落後多達10年。中芯目前仍在改善14奈米製程
良率，供應 iPhone製造商蘋果（Apple）等全球大
廠的台積電則已推進到2奈米製程。

中國就算有像阿里巴巴這樣能設計晶片的企業
，但它們恐怕還需要仰賴台灣或其他外國廠商代工
生產。例如倚天710晶片需要的精密度，便沒有任
何一家中國代工廠能做得到。

中國謀求晶片供應自主加深全球不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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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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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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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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巴拿馬開啟可持續性海參養殖研究
擬出口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市場

綜合報導 爲保護恢複生態環境中的海參，巴拿馬科學家開啓可持續性

海參養殖研究。科學家們一方面希望恢複已經被破壞的生態，另一方面也

希望將養殖出的海參進行加工，並出口到以中國爲主的亞洲市場。

據報道，在茂密雨林的環繞下，面對藍色的加勒比海，一群巴拿馬

科學家正在致力推動拉美唯一的可持續性熱帶海參養殖研究計劃——

PanaSea計劃。這個計劃大約在10年前誕生，PanaSea的負責人丹尼爾· 格

羅斯曼(Daniel Grossman)當時曾發現，中美洲漁民捕撈海參的活動嚴重

危害了生態系統的安全，因此格羅斯曼決定自巴拿馬開始啓動PanaSea

計劃。

由于過度捕撈，巴拿馬的海參曾瀕臨滅絕，巴拿馬也與其他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國家一樣，在2003年實施了一項永久禁止捕撈、持有

和售賣海參的禁令。考慮到這一點，格羅斯曼決定與巴拿馬政府開展合

作，並成功地成爲了巴拿馬唯一擁有海參研究和養殖許可的機構。

PanaSea將巴拿馬科隆省林多港(Puerto Lindo, Colón)的一個廢棄港口

場地改造成了一個海參養殖場。在獲得了15萬美元的運營投資後，Pana-

Sea建立起了一個觀察海參的發育狀況的實驗室，這個實驗室也能夠生

産海參所需的食物。

PanaSea可持續發展部門負責人勞拉· 卡內瓦裏(Laura Canevari)表示

，PanaSea希望對巴拿馬的環境、經濟和社會産生三重影響。目前巴拿馬

仍禁止海參出口，但如果未來生態環境中海參的數量得到恢複，禁令也

能夠得到解除，PanaSea則希望能夠向以中國爲主的亞洲市場出口海參。

格羅斯曼也表示：“我們希望將幹制海參出口到中國，同時因爲海參擁

有大量的膠原蛋白，我們也想開發諸如藥品等其他産品。”

由于捕撈采集海參的難度很大，因此PanaSea還希望與林多港的居

民合作，並建立起一支專門采集海參的隊伍。卡內瓦裏表示：“我們相

信，通過改善當地的生態系統，並爲當地經濟帶來新的發展點，海參養

殖研究將可以有效地提升當地社區的凝聚力。”

世衛：新一輪疫情將橫掃歐洲
認為奧密克戎症狀較輕“不明智”

綜合報導 變異新冠病毒奧密克戎毒

株正在歐洲快速傳播。世界衛生組織歐

洲區主任克魯格表示，在包括俄羅斯和

土耳其在內的歐洲53個國家中，至少38

個國家已經出現感染該毒株的患者，而

且在幾個國家，奧密克戎毒株正在成爲

主要流行毒株。克魯格警告說，這一趨

勢將在未來幾周進一步加強，奧密克戎

毒株將“橫掃”更多歐洲國家，一場新

的“疫情風暴”正在襲來。

據CNN報道，世衛組織周二發布的

每周流行病學報告顯示，從12月13日到

19日，全球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410

萬例，新增死亡病例4.5萬例。在新增的

感染患者中，歐洲占比最高，達到63%

。德國《焦點》周刊等媒體22日稱，歐

洲感染奧密克戎毒株的人數呈“爆發式

增長”。在包括德國在內的8個歐洲國

家，感染該毒株的患者人數在3天內至

少翻了一番。在這種新型毒株的影響下

，丹麥周二公布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

創下新高，達到13558例。該國的7天日

均發病率（每10萬人中感染新冠病毒的

人數 ）也創下紀錄，達到1100例左右。

丹麥每五個確診病例中，就有一個感染

的是奧密克戎毒株。

據報道，西班牙衛生部周二發布的

數據顯示，該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創下

疫情暴發以來的新高，達到49823 例，

而奧密克戎毒株正迅速取代德爾塔毒株，

成爲西班牙的“主流”毒株。法國衛生部

長韋朗周三表示，由于奧密克戎毒株的

迅速傳播，法國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將

很快從目前的7萬例左右上升到10萬例

。韋朗預測說，奧密克戎很可能在明年1

月初成爲法國的主要流行毒株。奧地利

目前感染該毒株的患者只有297人，但

與一周前相比，這一數字翻了兩番。

英國政府周二的數據顯示，該國單日

新增確診病例爲90629例。在截至12月21

日的7天時間裏，英國累計確診病例比此

前7天增加63%。英國衛生部高官22日表

示，該國因感染奧密克戎毒株死亡的已有

14人，目前有129名感染該毒株的患者住

院。根據上周日的最新數據，英國感染奧

密克戎毒株的人數已經超過1.2萬，僅在

倫敦，這一數字就超過1萬。

醫學專家多次強調，奧密克戎毒株

比德爾塔毒株的傳染性更強。美國政治

新聞網歐洲版報道稱，在疫情最嚴重的

國家，感染這種毒株的患者人數每幾天

就翻一番，每名感染者可能會再感染3

到5人。據“德國之聲”報道，英國倫

敦帝國理工學院的研究結果顯示，奧密

克戎毒株造成再次感染的風險比其他毒

株高5倍以上。

對于奧密克戎毒株引發的症狀是否

相較其他毒株更輕，醫學專家意見不一

。美國政治新聞網等媒體22日報道稱，

英國衛生安全局通過分析發現，相較于

德爾塔毒株，奧密克戎毒株引發重症的

可能性較小，但這並不意味著患者不需

要住院。世衛組織首席科學家斯瓦米納

坦表示，認爲奧密克戎毒株引發症狀較

輕是“不明智的”。南非國家傳染病研

究所一項研究顯示，相較于其他毒株，

南非感染奧密克戎毒株的患者，需要住

院治療的可能性要低80%。不過一旦入

院，感染者患重症的風險與感染其他毒

株的患者沒有區別。

克魯格周二警告說，奧密克戎毒株將

把歐洲原已捉襟見肘的衛生系統推向崩

潰邊緣。據CNN報道，西班牙衛生部周

二的數據顯示，該國所有重症監護床位

中，有15.77%被新冠肺炎患者占用，而

在本月初，這一數字僅略高于8%。克魯

格呼籲民衆接種疫苗加強針，表示這是

對抗新毒株最重要的方法。

面對嚴峻的疫情形勢，歐洲各國的

防控措施正在重新加碼。據BBC、彭博

社等媒體報道，從本月23日起，瑞典民

衆必須出示疫苗接種證明才能出席大型

活動，不采取限制措施活動的出席人數

將控制在20人以內。荷蘭已從本周一開

始實施疫情以來最嚴格的封鎖措施。明

年1月中旬前，酒吧等將歇業；1月9日

前，學校關閉。

德國總理朔爾茨周二與16個州州長

開會後宣布，將在聖誕節後收緊防疫措

施。新措施包括限制私人聚會人數、關

閉酒吧等設施。這些措施將從本月28日

起實施，到明年1月7日審核後再決定是

否延長或進一步收緊。此外，德國醫學

專家建議將施打疫苗加強針的間隔時間

從原來的6個月縮短至3個月。英國目前

正在實施防疫“B計劃”。英國首相約

翰遜周二表示不會在聖誕節前宣布新防

控措施，但有消息稱英國正在制訂防疫

“C計劃”，考慮在聖誕節後進一步收

緊限制措施。此外，蘇格蘭、威爾士和

北愛爾蘭都在實施限制措施。

法國周二宣布，將在2022年1月通

過一項法案，以疫苗通行證取代健康通

行證，規定進入電影院和酒吧都必須出

示疫苗通行證。葡萄牙政府要求酒吧等

娛樂場所從本月26日開始停業，要求各

企業實施居家辦公至1月9日，戶外聚會

人數控制在10人以內。此外，芬蘭政府

要求酒吧等娛樂場所在12月24日晚上10

時前關門。西班牙首相將于周三召開緊

急內閣會議，預計會後將宣布新的限制

措施。

另據日本共同社22日報道，大阪府

一家三口確認感染奧密克戎毒株，這是

日本首次報告感染奧密克戎毒株的病例

，而且感染途徑不明。此外，澳大利亞

周三公布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超過5000

例，創下新高。不過澳總理表示，不會

在聖誕節期間進行封鎖以遏制奧密克戎

毒株的傳播。

起航4天後55人感染，這艘豪華郵輪被多地拒絕靠岸
綜合報導 皇家加勒比公

司的一艘郵輪在從美國佛州

勞德代爾堡啓航幾天後，出

現了 55 名新冠陽性突破性病

例，並因此被兩個海島拒絕

入境。

據報道，由于被荷屬庫拉

索和荷屬阿魯巴拒絕入境，

“海洋奧德賽”號(Odyssey of

the Seas)郵輪最近幾天實際上

一直停留在海上。該船18日出

發後，僅在19日停靠過可可島

。郵輪計劃在12月26日返回勞

德代爾堡。

據庫拉索媒體報道，庫

拉索衛生官員拒絕讓該船停

靠，因爲船上感染者的比例

太高。

庫拉索流行病學家格斯坦

布魯斯表示，截至22日上午，

船上有51例陽性病例。

“前天有18名船員呈陽性

，昨天有36名，今天早上有51

名。此外，還有幾名船員沒有

被隔離，因此乘客也很有可能

被感染。”格斯坦布魯斯說，

“由于感染人數如此之多，這

個百分比已經超過了(限額)，

因此我們並不急于讓這些人上

島。”

“海洋奧德賽”號最多可

容納5500名遊客和1600名船員

。據報道，截至22日晚上，船

上感染者人數上升至55人，包

括52名船員和3名遊客，所有

感染者均已經完全接種。皇家

加勒比官員表示，陽性人數占

船上總人數的1.1%，這意味著

該船總共搭載了大約5000人。

在此次疫情暴發前幾天，

皇家加勒比海的另一艘郵輪

“海洋交響樂”號(Symphony

of the Seas)在結束行程返回邁

阿密時，船上至少有48人的新

冠檢測呈陽性。

“海洋交響樂”號被稱爲

世界上最大的郵輪，在爲期一

周的旅行中搭載了6000多名乘

客和船員，檢測呈陽性的人數

占船上人口的0.78%。

根據皇家加勒比的規定，

所有12歲及以上的旅客必須在

出發前完成疫苗的全面接種並

檢測爲陰性。郵輪公司表示，

它“強烈建議”遊客在航行前

接種加強劑，但目前尚未強制

執行。

所有船員除了完全接種的

要求外，還必須“每周至少檢

測一次”。

加拿大日增病例刷新紀錄
特魯多呼籲民衆“就地過節”

綜合報導 加拿大報告新增新冠病毒

感染病例14465例，刷新疫情出現至今單

日新增病例數的峰值。

此前的連續兩天，加拿大單日新增病

例數均超萬例。而在一周前，加拿大日均

新增病例為5000多例。

由於有6名工作人員和安保人員確診感

染，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通過視頻連線方式參

加記者會時表示，他正在遵循防疫指引進行

自我隔離。去年3月初，特魯多夫人索菲從

英國返加後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她與特魯

多及有密切接觸的家人作了自我隔離。

加拿大外長若利近日也證實她的抗原

檢測結果呈陽性。

特魯多呼籲民眾在即將到來的聖誕、新

年假期「就地過節」，以減緩病毒蔓延。

加拿大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表示，

該國已有逾2300例奧密克戎變異株感染病

例，並正在助推疫情反彈。

魁北克省宣布進一步收緊防疫要求。

從聖誕節之後的12月26日起，私人聚

會僅限6人以內或兩個家庭。該省當日

報告新增病例6361例，創下該省疫情

出現以來的新高。相鄰的安大略省報

告新增4383例，為4月下旬以來的峰值

。該省醫衛專家認為，造成目前病例

增加的主力是奧密克戎變異株。

此外，大西洋沿岸新斯科舍省、愛

德華王子島等省份的新增病例數也都在

刷新紀錄。毗鄰太平洋的不列顛哥倫比

亞省則已暫時禁止包括婚禮、招待會、假期

派對等在內的各類規模的室內聚會。

加拿大官方已從12月21日起重新收緊入

境防疫措施，要求所有入境旅客原則上必須

出示抵加前72小時內在加拿大之外所做的病

毒分子檢測陰性報告。加政府亦反復呼籲民

眾在現階段避免進行「非必要」出境旅行。

加拿大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10月份

的入境人數繼續增長，但規模仍遠低於疫情

前的水平。來自除美國之外的國際旅客達16

萬人次，是去年同期的近6倍；入境的美國

人接近48.9萬人次，為去年同期的逾4倍；從

國外返回的加拿大人達85.8萬人次。

截至22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病例逾

192.2萬例，死亡30113例，尚有活躍病例

82708例。最近7天的檢測陽性率已升至

7.7%。目前加拿大全國總人口的76%已充

分接種新冠疫苗，但這個比例在近兩個月

以來上升幅度不大。加拿大各地現已開始

推動疫苗加強針(即第三劑)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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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日本與南韓的國防部長，擬在
2022年1月於美國夏威夷舉行會談，討論議題
預料將包括北韓的非核化、違反聯合國決議試
射彈道飛彈等。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相關人士透
露，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
汀（Lloyd Austin）、南韓國防部長徐旭，擬
將在明年1月中旬於美國夏威夷舉行會談。

預料會談議題包括在北韓陸續試射彈道飛

彈之下，要合作促使北韓的非核化，以及停止
違反聯合國決議的試射飛彈行為等。

不過近期因COVID-19（2019冠狀病毒
疾病）新變異株Omicron擴大，擬在明年1月
7日舉辦的美日外交與國防部長級 「2加2會談
」 ，料將改為線上形式；美日南韓3國防長會
談也將視疫情狀況，再判斷是否以面對面方式
舉行。

美日韓防長會談 擬2022年1月夏威夷談北韓議題

美國國防部官員表示，海軍一艘近岸作戰
艦今天被迫中止部署，停泊在古巴關達那摩灣
海軍基地，因為船上 20 多名官兵的 COV-
ID-19篩檢呈陽性，人數約佔全船1/4。

美國 「海軍時報」 （Navy Times）指出
，全船約100人的自由級近岸作戰艦密爾瓦基
號（USS Milwaukee），上週因為爆發COV-
ID-19群聚感染，被迫暫停部署任務。不願具
名的國防部官員透露，目前艦上染疫人數已相
對趨於穩定。

噸位較小的密爾瓦基號是今年美國海軍第
一艘被迫中斷海上部署任務的艦艇。

密爾瓦基號14日從佛羅里達州傑克森維
爾市（Jacksonville）麥港（Mayport）海軍基
地出發，原本要前往美軍南方司令部（U.S.

Southern Command）所轄地區，但目前已停
止前往預定抵達港口。

在此同時，美軍一艘驅逐艦也在本月稍早
因COVID-19群聚感染被迫延後出海。

美國第三艦隊發言人羅伯森（Sean Rob-
ertson）表示，海西號（USS Halsey）驅逐艦
原本要從夏威夷珍珠港回聖地牙哥母港，但行
程受艦上大量人員確診被迫延後，最終26日
才駛離夏威夷。

海軍官員表示，海西號上約1/3的人確診
，大部分人症狀都很輕微，甚至沒有症狀出現
。驅逐艦上通常約有300名官兵值勤。

羅伯森表示，海西號幾乎全艦官兵都打過
疫苗，因而沒人確診送醫。部分檢體送驗後測
出的全是Omicron變異株。

美海軍1近岸作戰艦25％人員確診 部署任務中止

Omicron變異株在非洲南部快速傳播後，白
宮於11月對8個非洲南部國家祭出旅遊禁令。但
隨著Omicron在美全面蔓延，美國總統拜登今天
宣布，自美東時間31日凌晨零時1分起解除這項
禁令。

11月下旬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新種變異株Omicron在非洲南部現蹤並快速蔓
延，擔憂Omicron進入美國境內，白宮於11月
29日宣布，去過南非、波札那、辛巴威、納米比
亞、賴索托、史瓦帝尼、莫三比克與馬拉威等8
國的非美國公民禁止入境。

不過，Omicron變異株已經在全美擴散，也
逐漸成為新確診民眾的主要感染病毒株，繼續實
施限制，對確診病例數不會有顯著影響。因此拜

登今天發布公告解除對非洲8國的旅遊禁令，並
於31日凌晨零時1分正式生效。

拜登表示，在過去幾週了解更多有關Omi-
cron後，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建議
取消對非洲8國的旅遊限制。在11月底白宮發布
旅遊禁令以來，美國衛生官員與最初通報Omi-
cron的南非科學家合作，在了解Omicron變異株
方面取得實質進展。

拜登並指出，雖然Omicrom已經傳播至包
括美國在內的百餘國，但其威脅程度低於原先預
期。此外，CDC要求入境美國的旅客必須完全接
種疫苗，且必須遞交出發前1天的陰性檢測證明
。這一要求強化已經十分嚴格的國際旅行規範。

Omicron全面擴散 拜登解除非洲南部國家旅行禁令

中美兩強競爭的場域，不再侷限於地球上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隨著中國太空科技高
速進步，現在兩強已鬥到外太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8日證實，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在今年發射的衛星先後2次接近中國太空站，已威脅到中國太空站裡的太空人生命安
全。中國一狀告上聯合國，希望美國收斂行為。

「聯合國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 官網近日發布消息稱，12月3日，中國常駐維也納聯合
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向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發出普通照會，通報美國SpaceX公司發射的星
鏈（Starlink）衛星今年先後2次接近中國太空站，對中國太空站上的太空人生命健康，構成威脅
。

中國的投訴被公布後，SpaceX創始人馬斯克、星鏈計畫在大陸社交平台微博上，遭到猛烈批
評，有網民稱， 「馬斯克是美國政府和軍方製造的一枚新 『武器』 。」

星鏈計畫是馬斯克於2014年提出，目的在建立覆蓋全球的衛星互聯網，首批60顆衛星在

2019年送入太空，迄今為止SpaceX已經發射了近1900顆衛星。
該照會指出， 「美國星鏈─1095衛星」 自2020年4月19日起穩定運行在平均高度約555公

里的軌道上，從2021年5月16日至6月24日該衛星持續降軌機動至平均軌道高度382公里後，保
持在該軌道高度運行。

7月1日，該衛星與中國太空站間出現近距離接近事件。出於安全考慮，中國太空站於7月1
日晚主動採取緊急避碰，規避兩目標碰撞風險。

2021年10月21日， 「美國星鏈─2305衛星」 與中國太空站又發生近距離接近事件。該照會
指出，星鏈的衛星處於連續軌道機動狀態，機動策略未知且無法評估軌道誤差，存在與太空站碰
撞風險。為確保太空人安全，中國太空站於當日再次實施緊急避碰，規避兩目標碰撞風險。

「我可以負責任地向大家證實，今年7月和10月，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發射的星鏈衛星先
後2次接近中國空間站。」 趙立堅昨日表示，在此期間，中國太空人正在太空站內執行任務。

趙立堅指出，1967年《外太空條約》被公認為外太空領域國際法基石。該條約規定，太空人
是全人類派往外層空間的使節，各國應尊重、保護太空人安全，若在外太空發現有對太空人生命
或健康構成危險的現象，應通知聯合國祕書長或其他締約國，各國應為其國內私人公司的一切外
太空活動承擔責任。

趙立堅表示，為履行條約義務，維護太空人生命安全，中國政府於12月3日通過中國常駐維
也納代表團向古特雷斯通報上述危險情況和中方採取的措施，並請古特雷斯周知各締約國。

趙立堅指責美國口口聲聲宣稱所謂 「負責任外太空行為」 概念，自己卻無視外太空國際條約
義務，對太空人生命安全造成嚴重威脅，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

趙立堅呼籲，美方應該尊重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外太空國際體系，立即採取措施防止此類事件
再次發生，採取負責任的態度維護在軌太空人的生命安全和空間設施的安全穩定運行。

中美鬥上外太空美國衛星2度接近中國太空站威脅太空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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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系繼2017年出售中環中心後，事隔4年後再有大動作。

長實 24日宣布夥李嘉誠基金會出售125架飛機，套現合共近332億

元（港元，下同），料將獲利1.7億美元，並退出飛機租賃行業，所

得款項淨額擬用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集團解釋，新冠肺炎疫情導

致飛機租賃行業的範式轉變，相信現時是退出有關行業時機，令集

團亦有機會重新調配資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長實24日開市前公布，擬出售兩間公司持
股，包括全資附屬CK Capital協議出售

Accipiter Finance （AF）100%股權，交易總
代價約為24.4億美元，以及長實與李嘉誠基
金會持有的 Vermillion Aviation Holdings
Limited（VAH），協議出售Manchester Avi-
ation股權，交易總代價約為18.4億美元。兩
者交易總代價近332億港元。

夥李嘉誠基金會 共125飛機
其中，AF主要從事提供商用定翼飛機經

營租賃之業務，是次交易涉及其持有74架飛
機，連同該等飛機的租約以及訂購中的其他
飛機。至於VAH協議出售Manchester Avia-
tion股權，是次交易涉及合共51架飛機，連

同該等飛機的租約以及訂購中的其他飛機。
參考以往公布，長實於2014年底拓展飛機租
賃業務，事隔至今，意味有關業務發展7年間
決定退出業務。

長實在公告中解釋，疫情導致飛機租賃
行業的範式轉變，風險與回報動態變得不穩
定且難以預測，行業內亦因就減輕波動而出
現更多整合及併購活動。

又指，集團飛機租賃業務經內部整合
後，認為是項交易乃疫情中退出飛機租賃行
業並加強戰略重點的時機，相信出售交易可
釋放飛機組合的相關價值並變現理想收益，
集團亦有機會重新調配資本以參與其他投資
項目。

翻查資料，長實上次大額賣產為2017年

11月以402億元出售中環中心75%業權，當
時亦是李嘉誠退休前最後一單大刁。及後數
年，長和系鮮有大動作出售資產，要數則有
希慎今年9月宣布以42億收購上海世紀盛薈
廣場全部權益，而長實持有項目60%權益，
料交易獲得的應佔收入為21億元人民幣，銀
碼相對以往大刁少得多。

長實24日開市前發公告，開市後股價一
度升最多4%，高見48.1元，收報47.75元，
升3.4%，成交1.9億元。另外，李嘉誠再增持
長實，資料顯示，一間他全資擁有的公司，
於12月20日以平均價每股 47.3442元購入長
江實業共156,000股，涉資738.6萬元。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李嘉誠被視作持有長實之
權益由46.39%增至46.4%。

長實332億售飛機租賃
疫情持續前景難測 調配資本轉新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深陷債務風暴的中國恒
大，主席許家印不斷出售資產自救。港交所
最新權益披露資料顯示，許家印與妻子所持3
億股恒大物業股份於12月20日被強制執行出
售（斬倉），以當日恒大物業2.66元的收市
價計算，涉及金額7.98億港元，持股比例從
60.96%降至58.18%。

港交所資料顯示，許家印及其妻子丁玉
梅旗下鑫鑫（BVI）有限公司對恒大物業的持

股減少3億股，原因是“有關方面已採取步驟
以針對你執行股份的保證權益或持有作為保
證的股份的權利”。

此前12月初，許家印抵押的超過2.778
億股恒大股份已遭斬倉，以出售當天收市價
計算，股份價值逾5億元。許家印該股持股比
例亦由61.88%進一步降至59.78%。而早在
11月底，許家印實益擁有的鑫鑫在場外完成
出售12億股恒大股份，每股現金代價為2.23

港元，減持後持股比例由 70.97%下降至
61.88%。

許家印3億股恒大物業被斬倉

●●恒大主席許家印不斷出售資產自救恒大主席許家印不斷出售資產自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平安夜港股
只有半日市，大市24日高開182點後升幅收窄，
恒指最終升30點報23,223點，成交僅518億元
（港元，下同）。總結全周，恒指只升31點，雖
曾在周一下試22,665點的年半低位，但在23,000
點大關失而復得。市場24日焦點為濠賭股，澳門
博彩法公布諮詢總結，意見普遍認為賭牌數量應
維持6個，美資賭企大鬆一口氣，永利升8.04%
最勁，美高梅及金沙亦升7.17%及4.73%。

澳門博彩法公布諮詢總結，意見普遍認為賭
牌數量應維持6個，消息令濠賭股造好，金沙升近
半成，是升幅最大藍籌，永利升8.048%最突出。

大摩：政府報告影響正面
摩根士丹利發表報告，認為有關報告釐清公

眾對關鍵討論點的意見，影響屬正面，意見普遍
認為，博彩牌數量應為6個、期限約10年至20年
之間、稅收與以前相同，以及允許派發股息。但
該行料，澳門未來對博彩運營商的監管將加強，
估計非博彩投資回報或會被稀釋。

另一方面，標普500指數在聖誕節前夕創收市
新高，市場對新變種病毒Omicron的憂慮進一步
減退。惟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市場
依然觀望外圍以及A股的表現，所以交投並不活
躍，預期科技股短期仍是港股的主要行情，由於
不明朗因素仍多，相信港股即使有所反彈，在
23,500點都會遇上較大阻力。

實物分派京東 騰訊跌0.3%
重磅股支撐大市，中移動的A股IPO，共有19

家戰略投資者參與，包括社保等戰略投資者，刺激
該股再升近2%。將京東股份向股東派發的騰訊，
股價先升後跌0.3%。至於日前捱沽的京東，最多曾
彈3%。長實以逾300億元出售兩間商用定翼機租賃
公司，料帶來約13億元利潤，加上長和系創辦人李
嘉誠旗下公司於12月20日以平均價每股47.3442元
購入長實共15.6萬股，令李嘉誠持股進一步由
46.39%增至46.4%，消息亦令長實24日升3.4%。

恒生科指報5,619點，跌0.3%。國指跌2點
報8,201點。新能源車股跟隨A股下跌，長汽跌
逾半成，吉利跌近2%。不過恒大汽車成異動
股，24日再抽升9.8%報 2.79元。維亮以折讓
19%配股籌1,680萬元，復牌後股價最多大插
87%至0.067元，最後收市仍跌近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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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聖誕節假期前港股聖誕節假期前
夕只有半日市夕只有半日市，，恒指恒指
收市升收市升00..1313%%。。

中新社中新社

●●持續增持下持續增持下，，李嘉誠被視李嘉誠被視
作持有長實之權益最新增至作持有長實之權益最新增至
4646..44%%。。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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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中國國家
話劇院正式成立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2月25日
給國家話劇院的藝術家回信，向國家話劇院全體
演職人員致以熱烈的祝賀和誠摯的問候。

習近平在回信中說，你們始終貫徹黨的文藝

方針政策，秉承延安建院初心，賡續延安紅色血
脈，積極踐行藝術為民崇高使命，為繁榮發展文
藝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藝術家們在舞台上默默
耕耘、辛勤奉獻，創作了許多有筋骨、有道德、
有溫度的精品力作，做到了德藝雙馨。

習近平強調，希望大家再接再厲，緊扣時

代脈搏、堅守人民立場、堅持守正創新，用情
用力講好中國故事，創作出更多無愧於時代、
無愧於人民的優秀作品，為新時代文藝事業繁
榮發展、為豐富人民精神世界作出更大貢獻。

國家話劇院的前身是1941年成立的延安青
年藝術劇院，後幾經更名，於2001年12月25日

正式組建成立國家話劇院。近日，國家話劇院的
16位藝術家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匯報學習習總
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
重要講話的心得體會，以及劇院創建80年來的
發展情況，表達了創作優秀作品為文化強國建設
貢獻力量的堅定決心。

習近平回信國家話劇院藝術家：用情用力講好中國故事

西安疫下考研 各方全力保障
酒店隔離考生單人單間應試 染疫生獲送考上門服務

根據陝西省衞健委最新通報，12月24日0-24
時，陝西新增報告本土確診病例78例。其

中，西安市75例。而自12月9日以來，陝西全
省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342例，其中西安市
330例。目前，西安全市共有高風險地區1個、
中風險地區115個。

為了保障封控區考生準時赴考，西安市組
織5,000餘輛出租車和網約車，免費為全市229
個封控區的考生提供“一對一”服務，接送考
生往返居住地和考場。考生出發的同時，西安
交通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等考點也早已嚴陣以待。看似平靜而又普通的
研考現場背後，是多部門協同合作，很多師生
通宵達旦的努力與付出。

志願者：為同學們幫忙是我的榮幸
“再看一下那邊的通道，還有標示。”24

日晚，西安突然下起了雨雪，溫度驟降。夜已
深，但在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和西安
電子科技大學的校園內，還有一大批人依然忙
碌着。

檢查路線指引標示、打印材料、對接考生
就餐提供引導服務，雖然連日的奔波讓西安電
子科技大學大四學生、“疫情防控青年先鋒
隊”隊長韓政隆疲憊不堪，但一想到他們的貼

心服務和暖心鼓勵，會給疫情影響下的考生帶
去溫暖和安心，他就感到特別欣慰。“當此非
常時期，同學們備考面臨不少困難，能為他們
多做點事、多幫些忙，是我的榮幸，也是一名
共產黨員的責任！”

研考首日，西安交通大學800餘名學生志願
者不到六時便全部到崗，負責路線引導、核酸
檢測引導、考生諮詢等工作。考生們則在經過
查驗准考證、身份證，以及48小時內核酸檢測
陰性報告和測溫之後，順利進入考場區域。

而與此同時，西北工業大學負責隔離酒店
隔離考生考試的老師亦領取試卷並拿上記錄
儀，在全程錄像的情況下到達酒店， 穿上防護
服後搭電梯到考生的隔離房間。而在隔離酒
店，考生單人單間，並有兩名監考老師進行監
考。

考生：各方關愛給我很大力量
此外，一名報考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的考生，

因感染新冠肺炎正在西安市胸科醫院隔離治療，
屬於A類考生，無法正常參加研究生入學考試。
考點根據“應考盡考”的工作目標，為其提供送
考上門的便利，並全程按照考試要求“兩對一”
監考，確保該考生考試一切順利。

25日上午第一場考試結束後，西北工業大學

及時為考生送上可口飯菜，考生在考點原座位用
餐。除提供午餐之外，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在考試
當天特別開放遠望谷體育館供校外考生使用。
走進考場前，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2018

級漢語言文學專業丁睿同學表示：“突如其來的
疫情讓很多同學措手不及，幸運的是，一系列考
研學生的利好政策、學校各個部門的全力保障助
考、身邊師長同學在細微點滴處的關心關愛都給
我很大的力量。這次考試看起來是我一個人走進
考場，實則我的身後有萬馬千軍，所以我很珍惜
這次來之不易的考試機會，希望所有考生都能沉
着應考，積極應考！”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25日，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正

式開考。在西北工業大學考點前，還未下車，

考生簡婷便感到特別激動和興奮。當日，在

由於疫情而封閉管理的陝西西安，約13.5萬名考生在最嚴格的防疫措施下，順着連

日來全城各方攜手搭建的“綠色通道”走進考場。就連在隔離酒店和隔離病房的考

生，一個也沒落下。“一生一策，應考必考。”西北工業大學考點老師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學校上下多部門緊密聯動，盡全力保障考生迎戰“人生大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
道）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25
日開考。據統計，今年研究生報考人數達
457萬人，較去年增加80萬人，再創歷史
新高。

有調查顯示，近五年來，內地碩士
研究生報考人數保持高增長趨勢，近六
成考生因為想增強就業競爭力而考研。
多位考生表示，當前很多企業招聘時明
確要研究生學歷，選擇考研主要是迫於
就業壓力。

另外，國外疫情尚未得到完全遏制，
更多的同學選擇在國內深造。針對當前內
地散發的疫情形勢，多地升級考場防疫為
考生護航。

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將
持續三天。從近年數據來看，越來越多的
人加入考研大軍，報名人數屢創新高。
2020年，考研人數則首次突破了300萬大
關，達341萬人；到2022年，這一數字首
次突破400萬。

近六成考生為增就業競爭力考研
關於“考研熱”的原因，中國教育在

線發布的《2022年全國研究生招生調查報
告》分析，近六成考生因為就業競爭大，
想增強就業競爭力而選擇考研。據悉，今
次考試全國共安排3,600餘個考點、17萬
個考場（包括1.3萬個備用隔離考場），
監考人員37.8萬。

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多地升級了
考場防疫為考生護航。其中，在全力抗
疫的陝西省西安市，陝西省教育考試院
提出，按照“分類處置”原則，針對不
同類型的受疫情影響考生，將以代設考
點、借考、送考上門等方式，實現“應
考盡考”。

同樣受疫情影響，浙江的考點在原
先90個的基礎上翻倍，新增了96個考
點、400多個特殊考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張仕珍西安報
道）據陝西省25日下午通報，自12月9日以來，
全省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342例，目前全部收治
在西安市胸科醫院，其中最小年齡1歲，最大年齡
90歲。

已累計採樣201.91萬人
12月24日，西安市新增本土確診病例75例，

累計報告病例已達330例。25日，西安市再次調整
中風險地區，目前全市共有1個高風險地區，115個
中風險地區。

“目前，西安已開展多輪核酸篩查工作，
但截至目前，還有從核酸篩查中發現的陽性人
員。”西安市衞健委副主任呂永鵬表示，12月
25日12時起，西安啟動第四輪核酸篩查工作，
截至當日14時，已累計採樣201.91萬人。

據介紹，西安市本輪核酸篩查共設置採樣
點4,485個、採樣台11,808個，組織採樣人員
30,895人，利用第三方實驗室、城市核酸檢測基
地，調用方艙、氣膜、檢測車，全力保障核酸
篩查工作。

對於公眾關心的為何要開展多輪核酸篩

查，西安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衛曉麗表示，一是
因為新冠病毒具有一定的潛伏期，小部分感染
者存在間隙性排毒現象，而採樣只是一個時間
點，如果採樣時不排毒或者當時病毒濃度不
夠，低於檢測限，就可能檢測不到，尤其是無
症狀感染者，早期排毒水平並不高，體內病毒
濃度很低。

二是採樣時咽拭子採集的深度、部位和咽
拭子與黏膜接觸的時間等因素也會影響結果的
準確性。如果採樣的手法不規範，未能採集到
合適的部位，可能造成漏檢。

西安增75本土確診 啟第四輪核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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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通過人臉識別系統進入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考場。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工程院
院士張伯禮24日晚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西安
本輪疫情還沒有到達拐點，還需要嚴防死守。

對於此次西安疫情出現的“隱匿性傳
播”，張伯禮表示，“還是基層疫情防控大意
了，本輪西安疫情、12月15日的主要傳播者病

例2號，因一直沒有症狀，所以發現較晚，但是
其活動範圍較大導致多人感染。”據不完全統
計，12月15日病例2號確診者關聯病例超過50
例。那麼，“拐點”何時會出現？張伯禮表
示，一般來說，疫情需要一個周期或一個半周
期才能判斷何時能出現拐點，大約20天才能

“看出分曉”。
提到本輪西安疫情何時結束，張伯禮說：

“西安疫情肯定能够阻斷的，目前還需要堅持
防護。”截至23日，西安本輪疫情累計報告本
土確診病例255例。目前，西安市共有高風險地
區1個、中風險地區115個。

張伯禮：西安疫情未到拐點 還需嚴防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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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天地

很多人知道，在云南、四川和福建，都有
茶马古道存在。然而鲜有人知，在湖南中部的
雪峰山腹地，也有完整且保存较为完好的茶马
古道。

小雪时节，笔者探访了位于黑茶之乡湖南
安化县的多处茶马古道遗存，感受到了流传至
今的茶韵茶香以及古老茶文化生生不息的生
命力。

风雨古桥

在安化江南镇锡潭村，资江一级支流麻溪
河穿村而过。已是初冬，这里仍是绿树婆娑，
水流潺潺，鱼翔浅底。

麻溪河之上，横亘着一座宏伟的风雨廊
桥，80 多米长，12 米高。桥下三个巨大的水泥
墩，桥主体全部是木头卯榫搭建而成，没有一
颗钉子。墨桥青瓦，稳重宁静，这座名为永锡
的桥，建成在清光绪年间，现为国家级文物。

宋代以来，穿梭在这条古驿道上的马帮，
风餐露宿，艰难困苦，千年间，在清悠的铃声
和奔波的马蹄声中，开辟了一条通往西北边陲的
经贸之路——茶马古道。这条茶道，主要运载的
是黑茶。安化自明万历年间定为“官茶”后，茶商
云集，茶马互市，百余家茶号云集在山谷的资
江畔。

江南多雨，有马帮着急赶路，在暴风雨中
仍命船家渡河，不乏船倾人亡。清光绪四年，
当地茶商、乡绅发动九乡百姓，捐资建设永
锡桥。

桥头一处连着的木宅，住着 56 岁的守桥人
陶用广。当年的茶亭，如今是陶用广营生的小
卖部。石碑满布庭院，记载着建桥的原因经
过、主修协修和捐助名单。陶用广介绍，从爷
爷辈起，就在这儿当守桥人。除了守桥，主要
是给过路的行人烧茶。

栉风沐雨百年过，永锡桥早已不再是茶叶
贸易的要道，但仍是村里百姓每天必经之路。
如今，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珍贵
文化遗产，被络绎不绝的游客瞻仰摩挲。

古道悠悠

处于梅山腹地的鹞子尖，险峻异常。鹞子
尖古道的故事，从缘奇桥说起。

缘奇桥，鹞子尖古道的起点。这座默默无
闻的石拱桥，连通新安二邑，北送万千茶商至
长沙、武汉，南接马帮前往四川、陕西。

踏过缘奇桥，重走鹞子尖古道的山路，古
道遍布碑刻遗存，多为茶商乡绅的捐碑。其
中，两江总督陶澍之子陶占江所立方形石碑，

历经两百年风雨，仍守于古道茶亭旁。
古道山路陡峭，杂草丛生，宽度大约一米

有余，仅容一人一马通行。当年正是在高耸狭
窄的山路上，一人一马队，唱着深幽的歌，将
黑茶从梅山蛮地带向遥远的西部远方。

下山后，鹞子尖古道别有一番景象。
小河流水，古树相掩，一排木头民居映入

眼帘。这原是“歇伙铺”，房外有歇凉板供茶商
马帮的仆人休憩，木房作客栈，供有钱的商旅
过夜歇息。如今的“歇伙铺”，上下两层，小青
瓦顶，廊道相连，住着 8 户人家。其中一户的
原住民罗建新悠闲地坐在屋外长廊上，和客人
聊着从小听说的茶马古道上的轶事趣闻。

鹞子尖古道现在已成为许多户外运动者的
天堂，徒步登山，翻过险石、跨过急溪，在一
路茶香相伴中重温茶马往事，感受筚路蓝缕的
艰辛。

顺鹞子尖古道而北，在满是野菊花清香的
三岔道口，安化县江南镇洞市村村支书介绍：
“‘三道归一’，这里是坐子坳，地理位置绝
佳，正是安化到新化、邵阳、云贵的必经要
道。这个地方就属于洞市老街，是那时候的茶
马古道上很兴盛的一个地点。”

如今的洞市老街，仍存响着百余年前茶贸
繁华的回音。老街口的贺氏宗祠，徽派风格，
诉说着商贸往来互通所形成的文化影响；街道
旁的古木制建筑，紧密相邻，上下两层，上层
置物，下层供贸易往来与歇脚休息；老街残缺
的青石板上，留下众多茶商行旅、驮茶马匹的
脚印……

走近街道两旁原住民所居木房，其中 26 户
已属于省文物保护范畴。这里人家夜里从不闭
户，白天，则将所晒腊肉、萝卜干等农家小物
分享给过路游客，若遇游客口渴，亦会烧碗
黑茶。

“金花”绽放

春夏季节，总能在安化茶山漫天匝地的绿
色间见到采茶者的身影。清晨，采茶者口中唱
着山歌，手间掐采肥硕茶芽，不一会儿，背上
的茶篓中遍是带着露水的新鲜茶叶。

待新鲜茶叶自然萎调，经杀青破坏酶活性、
初揉成条揉出茶汁，便堆放发酵。发酵的茶叶待
阳光暴晒后，燃烧松柴烘干茶坯，油黑色、松香味
的黑毛茶便初制成功。

粗老的黑毛茶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入口醇
厚的高品质黑茶？百年老厂——中茶湖南安化
第一茶厂给予答案。

黑毛茶用布袋堆叠，阳光透过小青瓦屋面
上的玻璃，直射进屋内，茶香扑鼻。阳光与茶
香在空气中充分相融，这是在百年老厂——中
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锯齿形车间内才能看见的
景象。

单层砖木小青瓦结构，屋面呈锯齿形排
列，这样的车间在中国茶叶加工企业中比较
罕见。

1950 年，由中国茶叶公司湖南省公司提供
的苏联专家贝可夫设计的图样一出，茶厂便加
快修建车间，以保证茶叶储存的采光与通风。

提到中国茶叶公司湖南省公司，提到湖南黑

茶，不得不提杨开智。1950年，时任中国茶叶公司
安化支公司副经理的杨开智，为保证茶叶储存，
将“百年木仓”原双屋脊背靠式结构改造成如今
有防火山墙的单屋脊整体结构，充分扩大木仓仓
储面积。

黑毛茶经筛分、蒸压、烘焙等工序后，被
送往这座南北向的仓房。在这座与锯齿形车间
相对、面积为 1636.67 平方米的木仓中，黑茶
的醇化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松木制茶仓离地 30 厘米搭建，在保证透气
性的同时，防潮防湿；仓内良好的微生物环
境，使得冠突散囊菌 （俗称“金花”） 在茯砖
茶中惬意生长，茶汤中菌香浓郁，保健效果
绝佳。

“金花”在湖南茯砖茶里的绽放，要从资江
南岸的湖南白沙溪茶厂开始说起来——1953
年，湖南第一片茯砖茶于白沙溪诞生。

1939年，“中国黑茶理论之父”彭先泽辞去
浙江大学教授后，立志发展家乡茶叶，于安化
创办湖南砖茶厂。白沙溪茶厂的故事，就伴随
着黑茶科研与产业经营，从此开始。

湖南原仅为黑茶的原产地，并不能制出茯
砖茶，是西北茶商到安化采买黑毛茶后，运往
陕西泾阳才筑制成发“金花”的茯砖。而肯钻
研、不服输的安化人克服水质、人工、气候等
因素，生生打破了只有西北茶商才能筑制茯砖
的神话，成功研制出湖南第一片茯砖茶，开启
湖南紧压茶的新纪元。

“三尖三砖一花卷”，黑茶中形状较异的千两
茶，形似花卷，茶身高大。若芒种至霜降时节来到
白沙溪茶厂，能看到工人师傅手工制作千两茶的
宏大场面。待安化大叶原料 45 天发酵后，制茶师
傅备茶备篓、汽蒸、灌篓、捆压、加固成型、刹篾，
经十余道工序，千两茶才露出庐山真面目：高 150
厘米，直径 20 厘米，用篾篓包装成花格状的千两
茶，形似花卷，茶叶与蓼叶香气融为一体，汤色橙
红，茶味扑鼻。

聪明勤劳的安化人，创办黑茶生产作坊、企
业，兴办黑茶学校，利用资江两岸的茶马古道开
拓旅游业，实现脱贫致富的同时，也满足了安化
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

小 小 一 盏 黑 茶 ，将 安 化 带 出 了 大 山 。
（本文照片由安化县委宣传部提供）

雪峰山里探茶马古道雪峰山里探茶马古道
何何 勇勇 胡卫宾胡卫宾 杨倩瑜杨倩瑜

安化茶马古道—永锡桥。

安化天下黑茶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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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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週一，2021年12月20日，拜登總統宣佈
了總統亞裔美國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島
民諮詢委員會的 23名新委員。.

任命的委員是 ：Amy Agbayani 博士，
Teresita Batayola 博士，Ajay Bhutoria，Luisa
Blue， Kimberly Chang 博士， Emily Chen，

Kerry Doi， Grace Huang， Victoria Huynh，
Mia Ives-Rublee，Kamal Kalsi博士，Michelle
Kauhane， Daniel Dae Kim， Kevin D. Kim，
Sarah Min， Simon Pang，Ai-jen Poo，Na-
heed Qureshi， Raynald Samoa 博士，Sonal
Shah， Smita Shah， 尊 敬 的 Robert Under-

wood， 和楊凱英。
HHS秘書Becerra和USTR大使Tai也發表

了以下 聯合聲明"作為[委員會]的聯合主席，我
們向今天新任命的23名委員表示最誠摯的祝賀
。他們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傑出領導人和專家，
代表全國的社區以及私營和公共部門，代表AA

和NHPI人口的多樣性。我們期待共同努力，向
總統和聯邦政府提供獨立建議，說明公共，私
營和非營利部門如何合作，以促進AA和NHPI
社區的公平，正義和機會。

周浩恩在休斯頓西南部出生及長大，父母
為移民自台灣，以尋求更好的教育和廣闊的經
濟前景。

哥哥和周浩恩都很驕傲是密蘇里市公立學
校的榮譽畢業生。父親在傑克遜湖化工廠擔任
化學工程師，必須每天花兩個小時的通勤時間
。母親是 Alief 一家小型家具店的會計。周浩恩
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唐人街的一家餐廳擔任服務
員和洗碗工，在那裡我暸解到努力工作的價值
和小企業的重要性。像許多移民父母一樣，周
浩恩對職業成功的定義相當狹隘：醫生、律師
或工程師。但周浩恩一直對公共服務感興趣。
很小的時候，周浩恩就開始在教會青年團體中
做義工，為美國新移民教授英語並幫忙翻修的
房屋。與周浩恩所服務的人相比，周浩恩可以
獲得的教育和經濟機會的鮮明對比強調了經濟
正義的必要性。

隨著年齡的增長，周浩恩開始親身到體驗
種族歧視。在參與的第一次政治競選活動中，
一位正在競選市長的華裔美國人，也是一位與

我們家庭非常熟悉的朋友。然而在競選過程中
，人們稱他為共產黨員，只因為他來自中國。
他們說他不是美國人，因為他有口音。但更讓
我震驚的是，一大早醒來看到一條短信說我們
的競選辦公室已經被燒毀。

從萊斯(RICE)大學畢業後，周浩恩搬到華盛
頓為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工作，努力
解決因不公正的移民法而四分五裂的家庭和背
負學生貸款的個人所遭受的壓力。接下來，我
為馬裡蘭州州長 Martin O'Malley 工作。

從西北大學法學院和商學院畢業並見證特
朗普當選後,決心回到休斯頓，回到家鄉以保護
民主免受特朗普的怪異行為及舉動。

在 2020 年總統大選期間，擔任哈里斯縣行
政書記官辦公室的創新主任。在這個職位上，
周浩恩領導了一個歷史創新團隊，該團隊創建
並擴大了免下車投票，這是一項大膽的改變，
讓 130,000 人更容易參與投票。

周浩恩親身驗擴且見證，以擴大更多、更
方便服務民眾的途徑，和利用創新將政府帶給

服務人民的方式，可以影響
那些傳統上被忽視的人和服
務缺失。
華裔美國人的首要任務：

·通過與警方合作來保護
我們的社區和企業安全

·維復我們社區的道路、
人行道和基礎設施

·使我們的政府合同多樣
化，以使亞裔擁有的企業能
獲得更多的政府合同簽約
（目前，本縣每花費 100 美
元，亞裔擁有的企業僅獲得
0.60 美元）

·支持並擴大 COVID 企
業救濟基金，以支持在嚴峻疫情中遭受重創的
中小企業

·為華裔老年人提供更多服務，例如乘坐公
交車參加社區中心的活動和節目

·為華裔提供更多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在縣所有部門增加聘用華裔員工和翻譯人
員

·支持在公園推廣更多中國藝術的活動
·在休斯頓西南部建造一座亞裔美國人博物

館

Ben Chou (周浩恩) 將參與哈里斯縣行政委員會第四區縣區長的競選

拜登總統任命23名社區領袖進入總統亞裔美國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島民諮詢委員會成員

新的變異株 Omicron 己入侵美國。美國疾
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 警告必須隨時注意防
疫措施。如果您還沒有接種第三劑疫苗、請盡
快接種三劑疫苗。為了保護自己和他人、請大
家保持注意;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今後本會所舉辦的室內活動將憑有效會員証和
「疫苗施打紀錄卡」 才可以參加。

新舊會員換証: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 1 月
8 日、和 2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
須要換証的新舊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8 室辦理
。注意凡持有 2021 年及之前的會員證將不能參
加本會所舉辦的任何活動並停寄活動通告。還
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

舊會員可以郵寄換証。支票台頭請寫 CSA

。寄 Chinese Seniors Association 地址: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TX 77042。會費六
十歲以上個人$25兩年,夫婦$45。未滿六十歲個
人$35 兩年。

以下班級一月份開始回復在教室上課。每
班以人數有限。有興趣參加的會員請於每週一
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到僑教中心後停車場報名。

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每週四下午 1:00 到 3:
00 在 109 室上課

太極班下午每週日 1:00 到 3:00 在 205 室
上課

乒乓球運動班每週三下午 1:00 到 3:00 在
104 室上課

英文班每週一和周四在 Zoom 線上上課

I.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
己經接種三劑疫苗的會員參加。
報名請於指定日期上午十點到十
二點、憑有效會員証和 「疫苗施
打紀錄卡」 到僑教中心後停車場

排隊報名繳費。或在指定報名日期之後、如果
還有名額、可電(713)784-9049 預約報名繳費
。凡己報名、而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0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
費。

請隨身帶備 ID、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
、或運動鞋、陽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2022 年 1 月 22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1
月 10 日, 星期一上午十點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25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
如下：

上午 9:2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9:
30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下午 4:00 回到僑教
中心。

旅遊景點:暢遊＂幸運樂園＂和去逛德州最
大的露天跳蚤市場之一 Sunny Land Flea Mar-
ket。

II. iPad、 iPhone 班 ： 本 會 的 iPad、
iPhone 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程。每班級一期共
五週、每週兩次、每次兩小時。上課方式:“在
網上用 Zoom 上課”或“到教室上課”。

iPhone & iPad Class I (基礎班): 將於 1/5/
2022 開班到 2/4/2021 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10:
00 至 12:00 上課。你可知道 iPad 和 iPhone 設
定的所有功能嗎? 這課程將幫助你了解數碼技術
並逐步引導你認識裝置的各方面的功能、如何
操控設置、協助你迅速掌握訣竅。讓設置隨時
處於最新狀態、並純熟地使用 iPad 和 iPhone
iOS 15 的新功能。

以上班級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有興
趣的會員請於開班前每週一上午十點至十一點
到僑教中心後停車場報名。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22 年 1 月份會員通告


	1230THU_A1_Print.pdf (p.1)
	1230THU_A2_Print_FINAL.pdf (p.2)
	1230THU_A3_Print.pdf (p.3)
	1230THU_A4_Print.pdf (p.4)
	1230THU_A5_Print.pdf (p.5)
	1230THU_A6_Print.pdf (p.6)
	1230THU_A7_Print.pdf (p.7)
	1230THU_A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