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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1/1/2022

全球一週確診創新高全球一週確診創新高 日均日均9393萬例破疫情以來紀錄萬例破疫情以來紀錄
（綜合報導）根據法新社統計，過去7

天期間全球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確診病例數創新高，自22日至28日，平
均每天新增超過93萬5000例。

這個數字來自各國衛生單位通報的每日
新增確診病例，創下自 2019 年年底首次爆
發疫情以來的最高紀錄。

儘管多國自從爆發疫情全球大流行以來
增加篩檢，大多數的輕症或無症狀感染病例
仍然沒有被發現，此外，各國篩檢政策莫衷
一是。

自22日至28日，累計全球確診數達655
萬例，平均每天增加93萬5863例，病毒傳
播速度可說是前所未見。

這個數字遠超過之前在今年4月23日至
29日創下的紀錄，當時的7天平均值是81萬
7000例。

自 10 月中旬以來確診病例數不斷攀升
，比起前一週的增加幅度達37%。

世衛組織表示： 「染疫率驟增可能是兩
個因素結合所致，分別是免疫脫逃及變異株
Omicron既有傳染力增加，而且與Omicron
有關的總體風險仍然非常高。」

截至目前為止，確診病例驟增並未導致
全球死亡病例攀升，而且過去3週死亡病例
還持續遞減。

過去7天平均每天新增6450例死亡，創
下去年 10 月以來的最低點，疫情高峰期間

，今年元月 20 日至 26 日平均每天新增 1 萬
4800例死亡病例。

當前新增確診數大部分集中在歐洲，過
去7天通報超過350萬個確診病例，平均每
天51萬例。

這個規模也是前所未見，因前幾波疫情
期間，歐洲從未通報單日超過 30 萬個確診
病例。

在疫情爆發以來的兩年期間，全球確診
病例超過2億8200萬例，超過540萬人染疫
病故。

若是把與 COVID-19 有關的更多死亡
人數也納入統計，世衛組織說，估計累計死
亡病例數還要再高2至3倍。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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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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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r readers and viewers of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

Today, on behalf of all my
colleagues who have been
fighting for others in this difficult
year while holding down their
media positions, we would like to
send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all
of you. Because of your support,
we are still standing taller and
stronger.

When I watch through my office
window, I still see the crowds in
long lines of cars in front of our
office parking lot, there are still
bursts of hidden pains in my
heart. Is this the country we live
in?

In the past year since Biden
became president, the migration

crisis at the Mexican border has
worsened, supply chains have
faltered, inflation has jumped up
the prices of most goods,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climate change has
brought disasters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As the wheel of time keeps
moving forward, we as a
community, all of us, still need to
help each other and support the
lives of our neighbors and friends.

Even though the bad days are
not over yet, we do not have the
right to be pessimistic. The rising
sun of the new year has arrived.
We hope that everyone will have
more courage in the new year
and that all will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many wonderful days

ahead.

1212//3131//20212021

New YearNew Year’’s Greetings Greeting

今天我要代表所有在媒體
岗位上又再奮戰了一年的工作
同仁， 向大家遞上誠挚之祝福
和感恩 ，當我看見窗外在美南
新聞廣場上仍然排著長龍在等
候檢驗的人群， 我心中仍然有
陣陣的隱痛 ，這是我們居住的
美國嗎？

過去一年， 從拜登主政白
宮 ，疫情至今仍然猖獗， 元月
六日，川普支持者攻佔國會 ，
美國從阿富汗匆忙撤軍，塔力
班回朝執政， 氣侯變化在全球
帶來之災難， 美國和澳洲英國
結盟出售核潛艦， 美墨邊境之
難民潮， 全球供應鍊斷裂物價

上漲 ，中美關係繼續惡化， 當
我們細數令人悲哀和難挨的一
年， 世界真的變了。

當时光之巨輪不断向前，
我們即將揮別陰霾的一年， 在
這片我們共同生活的土地上，
让大家繼續發揮守望相助， 愛
你邻里的精神， 把溫暖送到社
區。

新歲的旭日已在升起， 雖
然艱辛日子未見好轉 ，但是我
們沒有悲觀的權利， 让我們歡
愉在洋溢希望的一年， 祝福大
家在各自的崗位上都能更加勇
猛精進 ，去開創一片精彩的天
空。

各位美南傳媒的觀眾讀者和兄弟姐妹們各位美南傳媒的觀眾讀者和兄弟姐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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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泰國首宗Omicron變異株群聚感
染，已被認定為 「超級傳播者事件」，衛生當
局今天警告民眾，準備好面對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確診激增的可能性。

路透社報導，泰國東北部膠拉信府（Ka-
lasin）在耶誕節前夕發現Omicron群聚感染，
與一對去過比利時的伴侶有關，兩人曾進出酒
吧、音樂會、市集等場所。

疾病管制署署長歐帕（Opas Karnkawin-
pong）表示，隨之而來的群聚感染已使數百人
染疫，病例並擴散至其他 11 個府。他指出，
一間跟這起群聚感染有關的酒吧擠滿了人，而
且通風不良。

歐帕在簡報會上說： 「新年期間，請您不
要造訪看起來不安全的任何地方。」

歐帕表示，截至目前，泰國已通報740起
具高度傳染力的Omicron病例，其中251人曾

接觸外國入境者。
泰國單日病例在8月突破2萬例達到高峰

，隨後數字下滑，過去這週已降至 2500 例左
右。

但衛生部的情境分析顯示，如果不加快推
動疫苗接種和篩檢，以及擴大社交距離限制，
明年3月前單日病例可能達到3萬件，病故人
數可能超過160人；如果收緊防疫限制，單日
病例則可在2月達到高峰，來到1萬4000例，
病故人數可能低於60人。

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塔維辛（Taweesin
Wisanuyothin）在另一場簡報會上說，政府已
建議公部門職員在1月頭兩週居家辦公，並呼
籲私部門跟進。

泰國上週發現首宗Omicron本土案例後，
已恢復外國入境者強制隔離措施，並暫停旅客
打過疫苗免隔離的Test & Go計畫。

泰國出現Omicron超級傳播者
COVID-19確診恐激增

(本報訊)法國 28 日通報近 18 萬例 COV-
ID-19 新增確診，刷新疫情爆發至今的紀錄。
為遏制疫情擴散，當局今天宣布夜店將延長關
閉3週。

法國衛生當局28日表示，過去24小時內共
新增17萬9807人確診COVID-19（2019冠狀病
毒疾病），這個數據遠遠超過25日通報的10萬

例。
由於高傳染力的 Omicron 變異株肆虐，當

局於12月6日下令約1600 間夜店關閉4週，以
避免耶誕及新年假期的旅行和慶祝活動引發感
染浪潮。

外 交 部 國 務 部 長 勒 莫 因 （Jean-Baptiste
Lemoyne）告訴法國公共電台（France Inter Ra-

dio），延長夜店關閉時間的決定，是政府本週
一系列新措施的一部分，目 的在阻止Omicron
傳播。

他表示， 「我可以想像這些員工和業主的
壓力，」政府也將為假期的巨額業績損失提供
財務援助。

本週稍早，內政部長達馬南（Gerald Dar-
manin）鼓勵地方官員限制民眾跨年聚會，並特
別要求民眾在戶外佩戴口罩，並加強警察巡邏
，以執行夜間公共場合飲酒禁令。

國會今天也將開始辯論一項新法律，要求
進入餐廳、電影院、博物館和其他公共場所需
提供 「疫苗通行證」，以進一步提升 COV-
ID-19疫苗接種率。

此前，政府允許未接種疫苗的民眾提供最
近的篩檢陰性證明，以取得所謂的 「健康通行
證」。

目前法國已是全球疫苗接種率最高的國家
之一，符合條件的人口中，有90%皆已接種。

法國單日染疫人數再創紀錄
夜店延長關閉 3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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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法國單日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超過9萬例。專家

預計下個月的單日新增確診病

例可能會有數十萬例。

法國官方數據顯示，法國

23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達91608

例，爲2020年疫情暴發以來的

最 高 數 字 ； 累 計 確 診 病 例

8889636例。法國累計死亡病例

現爲122295例，新增死亡病例

179例。法國新冠住院患者人數

現爲16060人，重症患者人數

現爲3208人。

全法新冠發

病率現已升至每

10 萬居民中有

565 名感染者。

巴黎的新冠發病

率快速上升，23

日突破每 10 萬

居民有千名感染

者的關口，爲每

10萬居民中有1157名感染者。

巴黎市長伊達爾戈對疫情形勢

“非常擔憂”，表示醫療系統

處境“極其困難”。她贊成強

制接種新冠疫苗。

法國應對疫情的科學委員會

主席德爾弗拉西預計下個月單日

新增確診病例可能會有數十萬例

，主要是新冠病毒變異株奧密克

戎毒株的快速傳播所導致的。

科學委員會成員蓋林指

出，由于奧密克戎毒株的傳播

導致醫療系統人員短缺，可能

會造成患者管理的結構性困難

。他還警告奧密克戎毒株的傳

播可能會導致社會運轉發生問

題，影響社會運行的重要行業

，如食品分配、能源、運輸、

通信等。

法國衛生部繼續推動民衆

接種第三劑疫苗。記者在巴黎

大區一家疫苗接種中心看到，

盡管臨近聖誕節，仍有不少民

衆排隊接種疫苗，其中大多數

人前來接種第三劑疫苗。

根據法國衛生部數據，法

國目前已有5268萬人接種至少

一劑疫苗，約占法國人口的

78.1%；已有 5158 萬人完成兩

劑 接 種 ， 約 占 法 國 人 口 的

76.5%；已有 2174 萬人接種第

三劑疫苗。

綜合報導 據報道，最新事故發生在

希臘水域、距離愛琴海中部帕羅斯島8公

裏處，共有63人獲救。幸存者告訴希臘海

岸警衛隊，船上約有80人。

雅典通訊社報道稱，當地海岸警衛隊

在24日晚發現了12名男性、3名女性和1

名嬰兒的屍體。

當地海岸警衛隊表示，接到事故報告

後，出動了5艘巡邏艇、9艘私人船只、1

架直升機和1架軍用運輸機進行夜間救援

。截至25日下午，傾覆原因尚不清楚。

就在此前一天（23日），一艘移民船

在雅典以南約235公裏處、靠近安提基希

拉島的一個岩石小島上傾覆，造成11人死

亡。其余52名男性、11名女性和27名兒

童在待了數小時後獲救。

與此同時，對周二（21日）晚發生的

傾覆事故的搜索進行了三天，當時，一艘

滿載移民的移民船在愛琴海南部的福萊甘

德羅斯島附近沈沒。事故造成至少3人死

亡、17人失蹤，另有13人獲救。

除致命的傾覆事故外，24日稍早時候

，又一艘移民船在伯羅奔尼撒南部地區擱

淺。隨後，希臘當地警方以人口走私罪逮

捕了三人，並拘留了92名移民。

希臘一直是中東和非洲移民進入歐盟

的熱門登陸點。但是，

在希臘在土耳其邊境延

長隔離牆並開始攔截載

有移民和難民的入境船

只後，過去兩年自此入

境的人數急劇下降。

但美國《紐約時報》

稱，最近的移民船傾覆

事故表明，走私者開辟

了從土耳其到意大利的

危險路線，這條路線避

開了希臘巡邏密集的愛

琴海東部島嶼。

當地時間25日下午，

希臘移民部長米塔拉奇（Notis Mitarachi）

喊話土耳其，要求其采取防控措施。他在

推特上寫道：“希臘繼續在海上拯救生命

並打擊走私犯罪網絡，但這還不夠。愛琴

海的生命損失令人震驚。我們都必須譴責

這種犯罪行爲，同時呼籲土耳其加倍努力

防止非法離境。”

在一份聲明中，希臘航運部長普拉基

奧塔基斯（Giannis Plakiotakis）措辭激烈

，譴責土耳其正在放任走私者不受控制地

行事，並呼籲國際社會動員起來。

聯合國難民署（UNHCR）則表示，發

生在福萊甘德羅斯島的移民船傾覆事故是

今年愛琴海最嚴重的事故。難民署駐希臘

助理代表西爾維斯特裏（Adriano Silvestri）說

：“這次海難是一個痛苦的提醒，人們正

繼續踏上危險的航行以尋求安全。”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截至12月

19日，今年有超過116000名“尋求庇護

者”穿越地中海到達歐盟國家；僅在1月

至11月間，便有超過2500人在海上死亡或

失蹤。該機構表示，這些人中有55%前往

意大利，35%前往西班牙，7%前往希臘，

其余前往馬耳他和塞浦路斯。

俄外交部談移民危機根源：
西方應對波白邊境難民負責
綜合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官員格裏戈裏•盧基揚采夫在評論波蘭和

白俄羅斯邊境的局勢時表示，西方國家應當接收難民，承擔起對中東和

北非地區局勢不穩的責任。

盧基揚采夫稱：“不能忘記這場移民危機的根源，所有這一切的根

源，是對中東和北非地區相關進程的幹預，破壞政治局勢穩定、顛覆政

權、幹涉內政、破壞地區穩定。結果，這自然導致移民潮的出現。因此

，當有人呼籲分擔‘重負’、劃分責任時，那些造成這種情況的人，應

當首先承擔起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

盧基揚采夫補充道，一些移民決定返回家園，包括伊拉克，一些人

則打算實現自己進入歐盟領土的目標，並且他們的最終目標通常是德國

，因爲該國的條件對尋求庇護者來說更好。他指出，德國本可以接收這

批移民，因爲他們人數不多，但波蘭對此不同意。

近期，數以千計難民試圖從白俄羅斯進入波蘭、立陶宛等歐盟

國家，最終前往西歐，其中多數人來自中東。波蘭等國強化邊境管控，

嚴防非法入境，導致大量移民滯留邊境。波蘭等國指責白俄羅斯策劃這

場危機，以此報複歐盟先前對白俄羅斯施加的制裁。

白方則表示，制裁使白俄羅斯無法控制移民流入。白俄羅斯外交部

發言人格拉茲17日呼籲歐盟停止制造緊張局勢，通過對話解決地區共同

問題。

憂奧密克戎毒株擴散
希臘頒布強製口罩令

綜合報導 鑒于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在希臘持續擴散，當局開

始實施包括強制口罩令在內的一系列防疫新規。

據報道，隨著奧密克戎的快速蔓延，希臘衛生部長普列弗裏斯日前宣

布了一系列新的防疫措施。這些措施將分爲兩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從當地

時間2021年12月24日早上6時生效，直至2022年1月3日早上6時。

具體的措施包括，室內外強制佩戴口罩，違者將被處以罰款；在超

市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需佩戴雙層口罩或使用KN-95口罩；取消開

放空間舉行的所有大型活動(如節日慶典、市政活動等)；國際旅客除了

在入境希臘時需持有72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或24小時內病毒快速測試

陰性證明外，當局還強烈建議，在其抵達希臘後的第二天和第四天，進

行快速檢測或核酸檢測。

此外，希臘政府還建議民衆在參加社交聚會前，進行新冠病毒自我

檢測。

報道稱，希臘衛生專家委員會將于日後再次召開會議，商討第二階

段防疫措施。這些措施可能涉及限制餐飲和娛樂場所的營業時間、對體

育比賽和入場觀衆進行限制、增加遠程辦公的比例等。

不過，普列弗裏斯重申，不會再次實施封鎖，希臘政府的目標是保

持經濟和社會活動的開放。

另一方面，由于新冠確診病例出現激增，雅典市政府日前宣布，將

取消聖誕夜的慶祝活動。雅典市政府表示，“目的是讓所有人度過一個

安全的假期，並希望明年再次相聚”。

當地時間12月23日晚，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

，希臘新增6667例新冠確診病例，新增71例死亡病例。

法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超9萬 為2020年疫情暴發以來的最高數字

普京：歐洲天然氣價格飆升只能怪自己

綜合報導 歐洲天然氣價格近期高

企，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說，

俄羅斯向歐洲市場供應更多天然氣必將

有助平抑價格，但歐洲國家卻選擇不這

樣做，只能怪自身政策失當。

當地時間2020年9月7日，德國盧布

明，一個路標指引前往北溪2號管道的

方向。

他呼籲歐洲聯盟批准俄羅斯向德國

輸送天然氣的管道項目“北溪-2”。

普京在國務委員會和科教委員會聯

席會議上說，“（俄羅斯）向歐洲市場

額外供應天然氣毫無疑問會降低交易所

的價格”，烏克蘭等許多國家目前依賴

俄羅斯供應天然氣，盡管直接向俄方購

買會讓價格顯著下降，但他們不願這樣

做，“他們只是自作自受”。

歐洲天然氣基准價格 21日再創新

高，相比今年年初漲幅達800%。天然

氣價格後續有所回落，但 24日的價格

與今年年初相比漲幅超過400%。路透

社報道，俄羅斯向德國輸送天然氣的

亞馬爾-歐洲管道近期改變輸氣方向

，成爲推高歐洲天然氣價格的重要因

素。

德國卡德天然氣運輸公司數據顯

示，亞馬爾-歐洲管道內的天然氣量

18 日起開始減少，21日早停止輸氣後

調轉方向。

亞馬爾-歐洲管道全長超過4000公

裏，從俄羅斯西伯利亞西北部延伸至德

國東部，途經白俄羅斯和波蘭。這一管

道通常從波蘭向德國輸氣，21日以來轉

爲從德國向波蘭輸氣。

普京接受俄羅斯國際文傳電訊社

記者采訪時說，德國向波蘭和烏克蘭

轉售俄天然氣只會推高市場價格，

“這沒有增加俄羅斯向歐洲市場的天然

氣供應量”。

當地時間2020年9月8日，德國穆克

蘭港(Mukran)，俄羅斯管道鋪設船只

“Akademik Tscherski”號。

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的政界人士和

行業專家多次指責俄羅斯故意不給歐洲

輸送天然氣，目的是就烏克蘭局勢和一

些歐洲國家拖延“北溪-2”認證施壓。

俄羅斯多次否認這些說法，強調俄方履

行合約，足量供應天然氣。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普京24日

指責歐洲國家阻止“北溪-2”項目的做

法“愚蠢”。

俄羅斯副總理亞曆山大· 諾瓦克接受

“俄羅斯24”新聞頻道采訪時說，歐洲

國家因爲拖延“北溪-2”項目而失去了

俄方可額外供應的天然氣。“據我所知

，歐洲國家的消費者對‘北溪-2’項目

啓用非常感興趣，多家參建企業可能已

經提出更多要求，這將是‘北溪-2’管

道供氣長期合作的一部分。”

當地時間2020年1月6日，德國穆克

蘭港(Mukran)，用于建設“北溪-2”的天

然氣管道。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9月10

日宣布“北溪-2”項目完工。使用這一

管道可將俄羅斯天然氣經由波羅的海輸

往德國，繞過波蘭和烏克蘭等國家。上

述兩國擔心本國在經濟和地緣政治方面

受損，因而反對“北溪-2”項目。

德國新政府對“北溪-2”項目的立

場有所轉變。新任副總理羅伯特· 哈貝克

和外交部長安娜萊娜· 貝爾伯克稱，“北

溪-2”項目不符合歐盟反壟斷規定。德

國、歐盟方面暫時沒有批准啓用這一項

目。

美國聲稱“北溪-2”威脅歐洲能源

安全，出台針對參建企業的制裁措施，

但未能阻止項目完工。俄羅斯政府說，

美方實際目的是向歐洲國家兜售美國液

化天然氣。

三天三艘移民船在希臘水域傾覆
至少30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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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花都影音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影音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服務的公司，業務範圍包括：
卡拉OK、家庭影院、私人會所、背景音樂、專業隔音服務等。花都影音總部位於洛杉磯，
我司設有高端家庭影院影K系統，商用KTV試音室及產品展示廳，歡迎蒞臨體驗。花都
影音休斯頓分部提供酒吧、夜場、KTV、私人會所設計，裝修和燈光音響，佈局安裝等
一站式工程，盡心為您服務。

Ewin Xiao 346-760-8888
黄先生    229-699-6888

www.hdaudiosystem.com
24806 Scarlatti Cantata Dr  Katy  TX  77493

北美獨家總代理GOGO 
2019年最新智慧雲端點歌機
手機點歌，高速雲端下載
專業KTV隔音工程設計及施工
娛樂商用KTV網絡工程系統及影音設備配置

卡拉OK伴唱設備

GOGO 專業家庭卡拉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安防設備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智能音樂系統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 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1  7.1  聲道環繞影
院及全景KTV效果
家庭影院、隔音工程設計及安裝

專業舞台燈光音嚮
大型酒吧音響燈光設計安裝
教會及會議影音系統
大銀幕投影、LED拼屏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私人會所裝修設計，裝修服務，燈光音響
佈局, 安裝，一站式工程，管家式服務，
為您省心省力。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綜合報導）美國首席防疫專家佛奇警告美國人今年不要
參加大型跨年活動，建議選擇規模較小的聚會，與打過疫苗與
追加劑的親友相聚。他並預期全美Omicron感染病例將在1月
底前達到高峰。

佛奇（Anthony Fauci）今天在白宮COVID-19（2019冠狀
病毒疾病）應變小組簡報會上告訴記者： 「如果你在家裡跟家
人待在一塊，與父母、小孩、祖父母相聚，每個人都打過疫苗
與追加劑，風險雖不可能降至零，但染疫機率已經降低，我們
認為應可持續進行團圓計畫，與打過疫苗與追加劑的親友在家
中團聚。」

但佛奇又說： 「如果你的計畫是參加有40至50人出席的
跨年派對，有花俏的活動，每個人都會互相擁抱與接吻，互祝
新年快樂；那麼，我會強烈建議今年不要這麼做。」

另外，佛奇也說，美國感染新變異株Omicron的病例可能
會在明年1月底前達到高峰。

他告訴財經媒體CNBC： 「由於我們國家幅員廣大，加上
民眾接種疫苗與未接種疫苗的情況差異很大，可能再過2個多
星期，也許在明年1月底前，全美的Omicron確診病例將達到
高峰。」

此外，佛奇今天告訴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至少還

要等2個月」，5歲以下兒童才會獲准接種COVID-19疫苗。
Omicron 肆虐下，美國 COVID 新增確診平均值來到史上

新高。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追蹤數據
顯示，截至今天，7天的滾動平均病例數來到26萬5427例，高
於2021年1月中寫下的25萬1989例紀錄。

耶魯公共衛生學院（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教授佛
曼（Howard Forman）告訴法新社，這個數字可能只是冰山一
角，全美目前每天的感染人數 「可能超過50萬」。

烏俄局勢緊張 美下令航艦打擊群留

Omicron、Delta同時大流行美國慘了？
最新研究曝重大影響

（綜合報導）鑒於俄羅斯有侵略烏克蘭的隱憂，美國國防
部今天下令 「杜魯門號」（USS Harry S Truman）航空母艦打
擊群留守地中海，讓歐洲盟友安心。

法新社報導，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下令這
個航艦打擊群留守在這個區域，延後原定開赴中東的時間。

1名國防官員指出，這次 「行程的改變，反映出有需要繼
續駐守歐洲，也有必要再次向美國盟友和伙伴保證我們在集體
防禦的承諾」。

美國和俄羅斯已同意雙方於明年1月10日在日內瓦舉行會
談，討論烏克蘭在內的緊張局勢。儘管如此，美國仍決定讓航
艦續留地中海。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代表同樣計劃與俄羅斯會面
。

西方國家官員指出，俄羅斯已在烏克蘭邊界附近屯兵數萬
，讓外界不禁擔憂，2014年俄羅斯侵吞克里米亞半島、烏克蘭
東部爆發分離叛亂的歷史將再度重演。

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否認計劃入侵，但要求
取得安全保障，保證美國支持的北約不會進一步向東擴張。

杜魯門號航空母艦打擊群12月1日依例行部署行程，自維
吉尼亞州諾福克（Norfolk）基地啟航。

這支打擊群在向東航行前，上週與突尼西亞軍方進行聯合
軍演。

佛奇籲拒絕跨年趴佛奇籲拒絕跨年趴
預期預期OmicronOmicron病例病例11月底達高峰月底達高峰

（綜合報導）南非最新研究顯示，民眾感染Omicron後，
能提升對抗Delta的免疫力，顯示Omicron最終能夠取代Delta
，對於目前Omicron、Delta同時在境內大流行的美國、歐洲等
多國來說將有重大影響。此外，美國研究顯示，Omicron的潛
伏期較Delta及其他變異株都來得短，從4天縮短至3天。

綜合《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美媒CNBC報導
，南非非洲衛生研究所（Africa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昨
（28）日公開最新研究成果，研究人員追蹤13名受試者，其中
11人感染過Omicron，7人已完整接種新冠疫苗，當中3人接種
輝瑞/BNT疫苗，4人施打嬌生疫苗。

研究顯示，感染過Omicron的受試者，對抗Delta變異株的
抗體反應提升了4倍，對抗再感染Omicron的抗體反應提升了
14倍。

研究據此認為，Omicron將取代Delta，帶領這項研究的南

非非洲衛生研究所教授席加爾（Alex Sigal）表示， 「Omicron
有可能擠掉Delta」，因為Omicron會誘發出能中和Delta的免
疫力，使得 「更不易感染Delta」。

CNBC指出，這項研究可能對包括美國在內等目前Omi-
cron、Delta同時在境內快速傳播的國家造成 「重大影響」，這
些國家感染Omicron的人數正在快速增加，但同時導致住院人
數上升的Delta變異株仍持續流竄。

研究認為，如果Omicron取代Delta，且證實症狀比過去的
變異株都更溫和， 「新冠重症的發病率將降低，染疫對個人及
社會造成的破壞性也會降低。」這份研究顯示，長遠來看，若
Omicron成為主宰全球疫情的變異株，住院率及死亡率都會比
Delta肆虐時更少。

研究顯示，Omicron的潛伏期更短。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昨日也公布重要研究，發現

Omicron的潛伏期約只有3天，較Delta及其他變異株更短。
美國CDC追蹤內布拉斯加州一家6口的Omicron群聚感染

案例，6人中只有1人完整接種疫苗，有5人過去確診過新冠肺
炎，並且都出現症狀，另一人未確診也未打過疫苗，不過曾經
出現上呼吸道症狀。

CDC指出這6人相繼出現症狀的時間為33至75小時，潛
伏期中位數為3天，顯示患者感染Omicron到首次出現症狀的
潛伏期較其他變異株短，過去新冠肺炎的潛伏期約為 5 天，
Delta為4天。

這戶人家感染Omicron後的症狀也較前一次感染輕微，2
人有發燒，沒有任何人失去嗅味覺，也沒有人需要送醫，唯一
一名過去未確診的家人症狀較複雜，包括咳嗽、關節疼痛、充
血（congestion）、發燒及發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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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織委

員會宣布，奧運會舉辦經費總額，預計達到約

1.5 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 837 億元)。報道指出

，受新冠疫情影響，投入巨額經費的效果將受

到質疑。

據報道，由于新冠疫情導致2020年東京奧運

會延期舉辦，大多數比賽場館采用無觀衆的空場

形式，因此，經費總額比2020年 12月預算的近

1.6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900億元)，減少了1910

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07億元)。

不過，在申奧階段的2013年，日本向國際奧

委會(IOC)提交的申奧文件中，舉辦經費寫的是

734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409億元)，實際規模翻了

近一番。

報道稱，經費的實際規模膨脹至此，巨額

的公共開支能否被日本國民理解，將成爲一個

問題。

對此，東京奧組委秘書長武藤敏郎解釋稱，

最初的申奧數字，包含比賽場地和比賽設施本身

的建設成本，不包括運營成本。在使用相關設施

時，必須對周邊地區進行改善，並會産生各種額

外費用。“無法將原始數字與這次公布的數字進

行比較”。

另一方面，報道還稱，在訪日遊客缺席和經

濟效應大減的形勢下，投入巨額經費的效果和意

義將受到質疑。

此外，報道指出，日本東京都和日本政府沒

有追加的財政負擔。最終結算結果預計在2022年

6月前後出爐。

東京奧運會于2021年7月23日開幕，8月8日

閉幕，殘奧會于8月24日開幕，9月5日閉幕。

韓外交官員召見日本公使
對核汙水排海審查表憂慮
綜合報導 韓國外交部表示，

韓外交部氣候環境科學外交局長

李桐圭，日前召見日本駐韓國大

使館經濟公使浪岡大介，就日本

強行執行核汙水排海程序表示憂

慮，並傳達了表明韓方立場的外

交信函。

報道稱，韓國外交部一官員

表示，此舉旨在力促日本駐韓國

大使館向日本政府傳達韓方的立

場和外交信函。該人士表示，今

後就有關事宜將繼續同有關部門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保持溝

通和協商。

據報道，21日，日本東京電

力公司向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

提交核汙水排海計劃申請。隨後

，韓國政府召開緊急會議，對日

方此舉表示憂慮，並表示將通過

外交渠道，向日方闡明立場。

此前報道稱，韓國多地民衆

近期舉行多場示威活動，反對日

本核汙水排放入海。

入獄多年後樸槿惠將獲文在寅特赦？韓媒稱或影響大選
據韓聯社援引韓國執政陣營核心人士稱，前總

統樸槿惠已被列入文在寅政府的特赦名單，消息一

出備受關注。韓國政府年底一般會公布特赦名單，

自文在寅執政以來的特赦名單中都沒有樸槿惠的名

字，韓媒認爲今年可能是考慮到樸槿惠健康狀況惡

化。如果樸槿惠得到特赦，或將成爲引發動搖明年

韓國大選格局的巨大焦點。

或因健康狀況惡化
韓國執政陣營核心人士接受韓聯社電話采訪時還表示

，據他所知，前總統樸槿惠已被列入文在寅政府的特赦名

單。該人士還稱，前總理韓明淑此次也將獲得赦免。

據韓聯社報道，法務部曾對赦免政治家持消極

態度，但可能出于對樸槿惠健康狀況等的考慮，總

統文在寅才做出上述決定。

在文在寅政府執政後的第5次特赦中，如果最終確定

對樸槿惠的赦免，她將在4年零9個月後結束關押生活。

今年6月，韓國前總統樸槿惠親信幹政案主犯崔

瑞元被曝曾向現任總統文在寅致信，請求赦免樸槿惠

。崔某在信中呼籲樸槿惠“被拘押已超過4年”，“希

望對其特赦，讓已經身心疲憊的她能夠在家中度過”。

但是韓國總統文在寅此前的態度一直是，赦免

前總統樸槿惠一事必須考慮兩個因素，一是全民共

識，另外要有利于國民團結。

不過，近期樸槿惠的健康狀況惡化，她今年已經

三次因病獄外住院。年初，她因密切接觸新冠確診病

例住進首爾聖母醫院接受隔離觀察20天；今年7月，

她又因肩部術後複健和腰痛前往首爾聖母醫院接受治

療，11月下旬，因腎病，被送往三星首爾醫院接受住

院治療。另據報道，她除了肩膀和腰椎疾病等痼疾以

外，近期還接受了牙科和精神健康醫學科等治療。

刑期到2039年
樸槿惠因陷入“親信幹政”醜聞，于2017年3月遭彈

劾而失去司法豁免權，同月31日起在看守所接受拘押。

2021年1月14日，韓國大法院對樸槿惠“親信

幹政”案和受賄案作出終審判決，判處樸槿惠20

年有期徒刑、並處罰金180億韓元，追繳35億韓元

。根據韓國《刑法》規定，罰金須在判刑確定日開

始的30天內繳清。

此外，樸槿惠還因違反公職選舉法被判2年，

目前樸槿惠累計刑期爲22年。

樸槿惠自2017年3月31日起被拘留，如果剩余

刑期全部服滿，她將以87歲高齡在2039年出獄。

或影響大選格局
另外，隨著文在寅或將赦免樸槿惠的消息傳出

，韓國大選格局的變化也備受關注。

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本月

初就赦免前總統李明博和樸槿惠的必要性指出：

“時機尚早。這些人沒有悔悟、沒有反省、也沒有

向國民道歉。”

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總統候選人尹錫悅

在上月接受韓聯社的采訪時曾表示：“爲了國民團

結，在執政初期將推進赦免兩位前總統。”

目前，兩位主要候選人的支持率不相上下，並

未拉開太大的差距，明年大選誰將勝出還存在很多

變數。而樸槿惠特赦一事，也就成爲選民衡量兩位

候選人的一個因素。

大起大落
從韓國首位女總統到階下囚再到可能的赦免，

樸槿惠的人生真是經曆大起大落。

1952年，樸槿惠作爲韓國前總統樸正熙的長女

出生。從小，她便通過“飯桌談話”等家庭活動，

耳濡目染國家大事。1974年，樸槿惠于韓國西江大

學電子工程學系畢業，並短暫留學于法國。

但22歲時，母親遇刺改變了樸槿惠的生活，樸

槿惠擔負起代理“第一夫人”的角色。5年後，父親

再遇刺，家庭破碎，她和弟弟妹妹離開了青瓦台。

1997年，蟄伏近20年的樸槿惠在韓國經濟蕭

條時期重返政壇；用了15年時間成爲了韓國首位

女總統。但2017年3月，樸槿惠在又一個20年的末

尾，被彈劾下台，之後遭受接連“政治背叛”，被

判入獄20多年。如今，如果獲得赦免，年近70的

她將拖著病痛折磨的身軀迎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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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的亚特兰大枪击案嫌犯，和华人群体的

怯懦心理。

3月16日，亚特兰大发生枪击案，一名21岁

的白人青年，直袭三家华人按摩店，造成包括2

名华人在内的6名亚裔死亡，震惊了美国的亚裔

和华人群体。

事发的第三天，拜登对屠杀进行了最强烈的

谴责，将其定性为“反亚洲人的邪恶仇恨罪”

（Vicious hate-crimes against Asians），并指出：

“太多的亚裔人每天走在街头忧心忡忡。他们被

指责，被谩骂，被骚扰，被当替罪羊，被殴打，

甚至被杀害。”

华人群体群情激愤，和亚裔伙伴一起，以

“反亚洲人的仇恨罪”为主题，集会抗议，发

表演说，甚至带动了其他国家的华人纷纷走上

街头。

什么叫“反亚洲人的仇恨”？

其内涵很清楚，它是带有种族歧视的对亚洲

人的仇恨，尤其指向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之后，世

界各地发生的不胜枚举的对亚洲人岐视、凌辱和

袭击的事件。

当嫌犯被捕后，他告诉警察，他的杀人动机

，不是种族歧视，而是“性瘾”（Sex addiction

），他是为了“消灭诱惑”（eliminate temptation

）才向她们复仇。

调查还在进行，但两个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

前：

第一、性瘾，特别是嫌犯供认的其对亚裔女

性的性瘾，是否就是他犯罪的诱因？

第二、这种犯罪是否构成仇视亚洲人的种族

歧视罪？

嫌犯是精神上的矛盾体。

一方面，他不可遏制地迷恋黄色网站，有时

还到按摩店寻求性刺激。

另一方面，他又是虔诚的基督徒，属于福音

派，隶属一家洗礼教徒教堂。一些报道表明，福

音派对教徒的纯化教育（Purity culture ）非常极

端，他们“教妇女仇视自己的身体，把它看成性

诱惑的来源；教男人仇视自己的心，把它作为邪

念的根源”。

洗礼教还特别强调意念等同于行动，如圣经

中耶稣所说：“你要是以邪念看女人，你就是在

对她们犯罪。”

福音派甚至把性罪孽列在各种罪的首位，比

贪婪、种族歧视、仇恨你的邻居等都邪恶。

毫无疑问，嫌犯挣扎在不可抗拒的性瘾和纯

化思想之间。为了屏除恶习，他先进了一家戒瘾

所，后又转入一个性理疗（Rehap）机构；他还

有意识地隔绝了一些黄色网站，甚至请求室友把

他的电脑拿走。

一些病理专家强调性瘾只造成心理压抑和迷

乱，不会像毒瘾和酗酒瘾一样导致暴力。但我们

不应忽略嫌犯在恶习和纯化教养之间挣扎所形成

的扭曲心态。

事实上，在宗教信仰方面，他称得上是一个

热望青年。据一位市福音组织总管回忆，他在高

中时，每天都带着圣经上课，他还是基督教青年

组晨祷会的鼓手。

由此可见，对上帝的忠诚信仰加剧了他的负

罪感。

这种矛盾心理，加上枪杀几天前因迷恋黄色

网站而被父母从家里赶走，应该是促成他暴力犯

罪的直接原因。

嫌犯还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他自称的因迷

恋亚裔女性而不能自拔，由此而产生复仇心理。

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么，他杀人是否属于

种族仇视罪？

人的性取向有对人种的偏好，恐怕是不容置

疑的；嫌犯对亚裔女性的垂青，正像某个黄种人

也可能对白种女性有所独钟，由此而丧失理智，

恐怕并不构成通常意义上的种族仇视。

说它不构成“通常意义”下种族歧视，但考

察美国的文化和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西方，特

别是在美国，迷恋亚洲女性，却有其特殊含义，

它也被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视为种

族歧视的。

它有两个源头。

一支来自文学作品，最著名的是法国作家落蒂

1887年的半自传体小说《菊夫人》，写一位海军军

官到日本长崎租了一个临时夫人——菊夫人。

作者极尽对心目中女人的描写：“小巧、

润肤、黑发、猫眼，漂亮，却又不比玩偶大许

多”；而菊夫人的形象正是：纤手妙足，黄皮

细身，俯首帖耳，柔弱可人——就像“瓷瓶上

的纹饰”。

《菊夫人》一时风靡欧洲，再版不断，给当

时并不了解亚洲的欧洲人留下了一个刻板的东方

女性形象，并成为誉满全球的普契尼歌剧《蝴蝶

夫人》的蓝本。

《蝴蝶夫人》故事与《菊夫人》大体相似，

海军军官变成美国军官，蝴蝶夫人是艺伎；但她

比菊夫人更完美之处在于：她为了那段短暂爱情

，舍弃了自己的宗教、家庭、儿子，最终以死告

白。

《蝴蝶夫人》的新版是纽约百老汇1989年

上演的音乐剧《西贡小姐》，主人公被换成越南

妓女。

作为现代剧，《西贡小姐》在剧情和服饰上

更加渲染妓院成分，虽然女主人公被塑造成纯情

少女。

这些文学作品和歌剧给东方女性加上了两个

特定符号：一方面，她们小鸟依人又忠贞不渝，

另方面，她们是“妓”。

这种情痴和淫幻的复合体很容易满足欧美白

种人的心理需求——东方女性成为他们的心中尤

物。这一心理现象被一些敏锐的女权主义者和心

理学家所捕捉。

另一源头更为惨痛，起于19世纪穷苦的中

国妇女随淘金热来到美国被迫卖淫，不但没有

受到美国社会的同情，反而被认为是社会的污

染源。

1875年的《佩奇法》（Page Act of 1875）

因此禁止华人妇女移民美国，给华人妇女抹上了

永远的耻辱，而亚洲妇女的娼妓形象也长期驻存

在美国。

如今，亚裔妇女在美国的地位已有了实质性

变化，但历史的耻辱并未消逝。

此外，美国文化向来有对非西方民族夸张甚

至扭曲的倾向：如一些男作家常把亚洲女性描写

成风情万种和征服白人男子的里手，在各种书籍

和媒体也频频出现像迷亚（Asian Fetish）、黄热

（yellow fever）、迷亚妞（Asiaphile）等香艳轻

佻的字眼儿，在舞台或电影里，亚洲女性要么被

塑造成柔蜜痴情的“小蝴蝶”，要么被夸张成有

巨大征服力的“龙女”。

这样一些强扭的符号印记，当以亚洲妇女

那段伤心历史作底衬时，本身就构成一种文化

偏见和文化歧视，很容易触动一些亚裔人的敏

感神经。

无怪乎当亚特兰大嫌犯声言被亚裔女性诱惑

导致犯罪时，亚裔人立即认定这是种族仇恨暴行

，并表示强烈愤慨。

美国有2300万亚裔，华人近400万。

华人社团，是公认的高智商群体，不仅在

美国名校享有盛誉，而且大都拥有令人羡慕的

职业。

但另一方面，华人又是最不敢发声和反抗的

群体。美国历史上华人受政策歧视的年代可谓久

矣，华人受欺受辱的事件可谓多矣，但华人总是

以忍待之。

去年新冠病毒横扫全美以后，美国从总统到

政府高官到国会议员，不顾华人的感受，张口闭

口“中国病毒”，并对华人公司、中国留学生，

以及某些华人群体进行各种辖制和限制；与此同

时，华人及其商店受辱受欺、被砸被抢，甚至被

杀的事件屡屡发生。

在这种近乎恐怖的环境之下，华人表现的

仍是惊人的隐忍，只有小部分人站出来，以

“我不是病毒”为口号表示抗议，或是（如杨

安泽）号召以帮助抗疫救灾来换取“我不是病

毒”的美誉。

至于公开挑战政府种族歧视的示威游行，根

本没有。

这次亚特兰大屠杀事件，假如不是换了总统

，假如不是拜登旗帜鲜明地谴责对亚裔的仇恨，

假如不是联合其他亚裔群体，华人恐怕仍不敢站

在抗议示威的前列。

华人怯于发声，也使自己得不到主流社会的

支持，每次抗议示威，不仅自方人寡势微，带动

别族参与的能力更近无有。

相反，以BLM（黑人命也是命）为旗帜的

黑人抗议活动总是声势浩大，并能带动大量的其

他族群，特别是白种人的参与。

华人的号召力，不及黑人之千分之一。

黑人敢闹事、敢造反，所以才得到尊敬，也

没有人敢揭他们的伤疤。

美国历史上曾有白人在戏中化妆和侮辱黑人

，给他们造成心灵创伤。现在，任何白人化妆

黑人的行为，不管是出于娱乐还是别的目的，

一律被当成种族歧视。

不仅如此，就连不知道这段历史也可能倒

霉。

前年，弗吉尼亚州长Ralph Northam，因被

人发现年轻时扮黑人的照片而被迫下台；大

前年，著名NBC女主持人Megyn Kelly，因在

节目上表示善意地化妆黑人亦无不可，被免

去职务。

与此可以比照的是，华人妇女虽有在历史上

被迫沦娼，同时又被不公正地禁止移民的耻辱

，还有在重色文化之下，饱受“色迷”“黄热

”等轻佻言语侵袭的环境。

如今，当有人以被她们诱惑为名将她们杀害

时，行凶者是否属于种族歧视罪，却还只是一

个有争议的话题。

在《佩奇法》之后，美国还有更著名的《排

华法案》，即不允许华人移民美国，此法案到

1943年，即61年之后才被取消，而华人被允许

大批移民美国是在1965年颁布《入境移民与国

籍服务法案》之后。

对《排华法案》参众两院的“悔过”分别在

2011年和2012年；

2016年，纽约20名律师联名上书奥巴马政

府请求向华人公开道歉，似乎并未被接受。

那么，华人在这些受歧视的历史中学到的是

什么呢？

是危机中的自保意识，是向众人宣布“我不

是病毒”，是以拼命苦干换取“我不是病毒”的

美誉，当然也有激愤后的抗议，但要看眼前的政

治气候和谁做总统。

在美国，黑人有着比华人更惨痛的历史，但

经过上百年的努力，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马丁·

路德· 金领导的无暴力抗争运动，黑人的社会地

位得到了极大提高。

从1789年到现在，黑人已有162名众议员，

9名参议员，黑人有做州长的，有做司法部长

（男女都有）的，更别说还有做总统的。

相比之下，华人的众议员屈指可数。另两个

比较显赫的人物，一是刚卸任的交通部部长赵小

兰，另一个是去年参选总统、正在竞选纽约市市

长的杨安泽。

由此可见，华人虽然以学中骄子自傲，政治

能力却居下风。

就是在CNN、福克斯等电视台几个热播政

治论坛节目里，每天总有些黑人参加，华人面孔

几乎看不见。

所以，华人不擅长政治和不关心政治是显而

易见的。

不关心政治，没有政治敏感力，没有人愿意

从政，自然就在整体上失去了政治地位。

因此，别说不能翻云覆雨，就连受人宰割时

，抱怨抗议的能力也受到限制。

黑人受到伤害时敢去闹事，华人不敢。

黑人觉得法庭判决不公时就再去闹事，华人

呢？

这次亚特兰大嫌犯被捕时，就有警察对他给

予同情，说他大约过了倒霉的一天，这自然引起

亚裔的公愤并发动了抗议游行。

但是，如果法庭最后以他精神变态为由，不

对他判刑怎么办？

亚裔和华裔是再去游行？还是去烧汽车？后

者绝对不会干，因为我们来自礼仪之邦，我们讲

遵纪守法，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

当然，也还会有人不平，那么，再搞一次抗

议游行吗？还有这个勇气和热情再搞一次吗？我

们将拭目以待。

以上虽说的是美国，却为世界各地海外华人

的缩影。

自然，它是祖宗留下的印记：华人只是个人

奋斗的典范，而非社会团体的一员。

华人的内心深处，默藏着祖积的逆来顺受的

“集体无意识”，和新添的危机中求自保的“个

人无意识”；这个由交融着压抑精神原型和关注

自我情结的个体组成的族群，很难在讲自由竞争

的西方民主国家里争显优势。

为何如此“钟爱”亚裔女性
美国白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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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军政府的合法性问题

军政府最大的软肋是合法性，在

民主深入人心后，军人统治就成了专

制的代名词，对于军政府来说，他一

旦夺取政权，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

将自己文职化，披上合法的外衣，如

朴正熙发动516政变后仍然尊重当时的

总统尹潽善，并在之后正式参与总统

选举，完成军人向文官的转型。二是

用政绩收买人心，通过经济发展让公

众忘记专制的事实。

如朴正熙上台后迅速开启了工业

化进程，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缔造了汉

江奇迹，迅速的经济发展为军政府的

统治赢得了合法性，朴正熙统治期间

，对他的反抗一直来源于在野党控制

的地区，始终没有全国性的暴动。而

另一位军事独裁者全斗焕上台后也大

力推动经济发展，他实行新自由主义

政策并放开娱乐产业，以淡化公众对

518光州事件的记忆。

但是这两点，缅甸军政府都没有

做到，缅甸军政府一直拒绝让自己文

职化，仍然保留军事化的政府组织，

另一方面，缅甸军政府在政绩上也乏

善可陈，这么多年，缅甸经济发展缓

慢，军方在没有经济成就的情况下仅

依靠针对罗兴亚人的强硬民族主义维

持合法性，这样的合法性无疑是脆弱

的。

在以往军方还能维持统治，但当

前将军的女儿昂山出现后，军政府受

到的威胁越来越大，昂山是一名拥有

个人魅力的领袖，受到民众疯狂的拥

护。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缅甸的年轻

一代越来越占据社会的主流，这些年

轻人生长在社交媒体时代，长期使用

推特脸书，往往对西方思想有更深的

认同，他们成为了昂山的主力军，在

这次运动中，年轻人担当了示威的先

锋，与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种民主意识潜移默化的扩张让

军队的合法性愈发脆弱，也让昂山的

进攻愈发尖锐。

二
公众与军政府的矛盾难以调和

虽然自2010年开始，缅甸名义上

实现了民主转型，但是在2008年的宪

法框架下，民选的文人政府难以和军

队并存，2008年宪法规定军队能够独

立行使权力不受民意和选票的约束，

军队牢牢掌握着国家的安全事务，并

且仍然拥有自己的产业，民选政府因

为缺乏必要的武装力量和经济汲取能

力，只能对军队委曲求全。

2008宪法的框架下，缅甸的和平

完全取决于民盟领袖和军队的私交，

一旦昂山和军队领袖敏昂莱关系破裂

，缅甸将立即陷入分裂与战乱。

2015 年，军方担忧昂山的势力

进一步扩张，便以其儿子为外国国

籍为由，禁止昂山担任总统一职，

但昂山仍然想到了办法，他借助全

民盟在国会的优势，强行通过《国

务资政法》，让昂山以国务资政的

身份管理政务，军方当即就表示全

民盟进行了民主霸凌，完全无视军

方的利益。

2019年，昂山再次提议修改宪法

，希望在15年内逐步减少军委国会议

员，削弱国防军总司令的地位，以将

军队彻底清除出行政领域，但昂山此

举遭到军队全员的否决，这次否决直

接导致昂山和军方领袖敏昂莱断绝联

系。

2020年，全民盟在大选中大获全

胜，彰显了国民对于民主的渴望和对

军方的摒弃，军队虽然在法律上仍握

有权力，但形势显然是朝着不利于军

队的一方前进，昂山正不断借助民意

以压制军方的势力。

正是出于丧失权力的危机感，军

方才在2021年发动政变，通过囚禁昂

山素季以中断改革进程，对军方来说

，昂山素季这样的魅力型领袖是最大

的威胁，但碍于昂山的民意，军方仅

仅是囚禁昂山并以较低的罪名起诉。

但对于公众来说，军方的行为是

对民主的践踏，以前没有选举时，公

众还能接受军方的统治，可如今民主

转型已经十年，公众已经习惯了全民

盟的文职政府，军队猛然将其掐断必

然后患无穷。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正因为旧制度

被更改了一部分剩下那部分才更遭人

厌恶，缅甸人显然不愿丧失来之不易

的选举权，他们希望更为民主的生活

方式和更为安全的环境，简单来说就

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无论是韩国军政府还是缅甸军政

府，对言论的钳制和对反对者大规模

的逮捕都是家常便饭，让公众重回恐

惧并不现实。

三
大规模民变可能引发蝴蝶效应

之前我判断缅甸军方倒台，至少

要有外部势力的干预或者军队内部的

分裂，现在看大规模的民变增加了这

种可能。

一般来说，光靠学生运动是不可

能推翻军队的，唯有全社会广泛的参

与，齐心合力的让社会瘫痪才能让军

队因孤立而感到恐惧。这次缅甸游行

的规模无疑已经是一场全国暴动。各

个阶层都广泛参与其中，这就为缅甸

局势增加了更多变数。

第一个变数是民变引发政变。对

军队来说，与全社会长期的作斗争并

不划算，军队也需要生活，如果一个

社会长期处于动荡，公众对军队采取

不合作态度，则军队的统治难以维持

，长期的民变会让军队分裂为激进派

和温和派，这种分歧往往是军政府失

败的开始。

如1987年六月抗争，当时韩国各

个阶层，包括保守的中产阶级都参与

了示威，这种全国性的暴动让韩国军

队内部产生了分歧，以卢泰愚，郑镐

镕为首的军方对全斗焕愈发不满，正

是在他们的促成下，全斗焕才答应直

选。大规模的民变有可能引起缅甸军

队内部的分化。

第二个变数是外部势力。如果民

变被迅速镇压下去，则不会引起国际

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如果民变规模越

来越大，长期存在，就会引发世界舆

论的关注。对于拜登来说，虽然他的

战略方针是战略忍耐，但如果缅甸示

威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引起了西

方舆论的重视，拜登就不得不予以回

应。

目前缅甸已经18人被射杀，如果

这在情况继续下去，美国舆论就会对

拜登形成相当的压力，美国一旦对缅

甸军队大规模制裁，军方显然是难以

维持的。

总之，拖得越久对缅甸军方越不

利。

缅甸军队最好的选择就是在自己

尚有优势时放昂山一马，并与全民盟

展开谈判，如果军方绝不妥协，即使

这次压住了民变，也难以赢得公众的

信任，而一旦权威破裂，则民变会无

穷无尽。

通过这次示威，缅甸军方必须认

识到，民主的意识已经深入缅甸的民

心，尤其是年轻人已经很难接受军方

的统治，军方想的应是逐渐退出政治

领域，而不是进一步握紧权力，对丧

失合法性的军方政权来说，主动的放

权，让军人远离政治回归本职才是最

佳的选择。

不管军方领袖敏昂莱如何倔强，

他都必须认识到时代变了。

缅甸数百万人游行，军方还没意识到，时代变了

对军政府来说，他最大的软肋就是合法性，19世纪

，托克维尔就预言民主的潮流好好汤汤，自法国大革命

开启了民主的潘多拉魔盒后，民主宛若风暴一般席卷世

界，法国大革命之后，已有三次民主化的浪潮，民主制

度虽然遭遇过挫折但总的趋势仍然是不可阻挡。

21世纪的威权政府，要么依靠绩效维持合法性，要

么就只能运用暴力苟延残喘，缅甸军政府虽然控制着缅

甸的经济命脉，并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力量，但在民主化

的浪潮下仍然遭遇了挫折。

2月28日，缅甸多地爆发大规模示威，人数达到上

百万，与以往的示威不同，这次不仅有大量学生参与，

就连教师、公务员、小贩、工人也大规模参与，对军政

府的抗议已经演化为全国性的暴动。

截止3月1日，缅甸军政府已经射杀了18名示威者

，射伤了30余人，因为示威和言论被逮捕的人更是不

计其数，但大规模示威仍然没有消退的迹象，长期的，

全国性的民变让缅甸的局势产生了变数，对军政府来说

，如果民变长期剧烈的持续下去，恐怕将对军政府的统

治不利，到时军政府将被迫与公众达成某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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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綜合經濟

新年快樂，子天訪談錄碩果累累

德州火熱商業用地推薦。
聯繫人：Sky Dong
電話：6269910021
郵箱：skydong1234@gmail.com
微信：tianzidongk

敬請調到美南電視15.3頻道，登陸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官方網站，下載美南電視App，收看最新一期的節目。如果你恰好來到休斯頓，
路過美南新聞集團世界總部，不要忘了矗立在休斯頓國際區最繁華的百利大道邊的有“休斯頓時代廣場”美譽的最新巨大LED電子屏
，美南電視子天訪談錄與您的日常生活緊緊的連在一起。聯繫人地產經紀sky

子天Sky擔任新聞主播的美南新聞聯播是美南國
際電視頻道推出的一檔重磅晚間新聞直播節目！涵蓋
了休斯敦本地新聞、美國新聞、大陸新聞、國際港澳
台新聞，30分鐘內讓您撥開雲霧，直擊豐富的新聞資
訊大餐！觀眾可以直接從手機下載美南國際電視頻道
的《今日美國》標識，或通過Southern news TV在世
界各地或網上收看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節目。

子天訪談錄SD Talk Show新年伊始一路走來，聯手嘉賓主持、原密蘇里市市議員阮丹尼
Danny Nguyen重磅推出大休斯頓地區市長專訪系列，梨城Pearland市長、密蘇里市Mis-
souri市長、凱蒂Katy市長、里士滿Richmond市長進行或即將進行的採訪讓海外華人華
僑走進美國的深層地帶，把與本地與日常生活工作學習息息相關的最權威資訊帶到了千
家萬戶。梨城Pearland 市長說他是人民的公僕，他傾聽與採納所有梨城市民的聲音！他
說：感謝梨城這座偉大城市的公民對我的大力支持和信任，選擇我為市長，我期待為我
們城市的所有公民服務！我想擁有一個我們可以生活、工作、娛樂和祈禱的城市！在2
月農曆新年寒災侵襲德州導致大面積停水停電遭受嚴寒的緊急時刻，子天訪談錄 SD
Talk Show通過視訊專訪了德州眾議員吳元之Gene Wu對德州雪災造成大面積停電做了

原因講解和分析！讓整
個德州的雪災應急處理
決策過程給民眾提供了
專業的資訊渠道；對美
國總統拜登和吉爾博士
夫婦的全程跟踪報導則
讓民眾了解了美國聯邦
對德州寒災的各種支援
；對亞商會聯手特納市
長和 Metro、亞裔餐飲
業超市一起給殘障人士
送 熱 食 、 新 鮮 蔬 果 、
PPE 及水的報導則凸顯
人人受災，人人相助的
鄰里溫情。使得居住在
大休斯頓地區的華人華
僑不再孤單。

穩健貨幣政策靈活精準有效
支持實體力度增強

作爲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今年以

來，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精准、合理適

度，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

支持實體力度增強
11 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

8.5%，11月人民幣貸款增加1.27萬億元

，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爲2.61萬億元，比

上年同期多4786億元。“當前金融運行

總體平穩，金融總量平穩增長，貨幣供

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的增速同名義經濟

增速基本匹配。”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

計司司長阮健弘表示。

今年以來，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呈現

量增價減的特征。9月，貸款加權平均

利率爲5%。其中，一般貸款加權平均利

率爲5.30%，同比下降0.01個百分點。企

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爲4.59%，同比下

降0.04個百分點。

近期，1年期LPR下調5個基點。興

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LPR

降低可直接帶動新發生貸款利率降低，

明年需重新定價的存量貸款利率也將同

步下行，可爲金融系統向實體經濟讓利

提供有利環境。

金融機構還進一加大減費讓利，年內

出台了12條降低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支付手續費等措施，再加上降低自動取

款機跨行取現手續費等措施，預計每年

爲市場主體、社會公衆減少手續費支出

240億元。

直達小微更精准
今年以來，央行繼續加大對小微企

業、制造業等實體經濟薄弱環節支持力

度。

爲引導資金活水精准滴灌小微、民

營企業、“三農”、扶貧等國民經濟的

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兩個直達實體經

濟的貨幣政策工具發揮了良好支持效果

。自2020年6月政策出台以來至2021年

9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共對13.5萬億

元貸款本息實施延期，累計發放普惠小

微信用貸款8.6萬億元。

“穩健貨幣政策的靈活適度和結構

性特征更加凸顯。”交通銀行金融研究

中心首席研究員唐建偉表示，一方面，

貨幣政策的穩健取向沒有改變，同時強

調“靈活適度”，近期央行全面降准、

下調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等措施就是靈

活適度的體現；另一方面，貨幣政策結

構性特征也未改變，依然強調加大對小

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的支持。

近期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

將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支持

工具轉換爲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將

普惠小微信用貸款納入支農支小再貸款

支持計劃管理等。

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董希淼表示，

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主要突出對增量

貸款的支持，將普惠小微信用貸款納入

支農支小再貸款支持計劃管理主要是降

低投放信用貸款的資金成本，兩種方式

“量價並舉”，契合小微企業實際需求

，引導銀行持續增加小微企業貸款並提

高信用貸款比例，助力小微企業走出困

境。

繼續保持“穩”的基調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宏觀政策

要穩健有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

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12月 16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

綱表示，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要加大跨周

期調節力度，統籌考慮今明兩年銜接

，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保持貨幣供

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

增速基本匹配，增強信貸總量增長的

穩定性，穩步優化信貸結構，保持企

業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態勢，增強

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對于未來貨幣政策走向，中國民生

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認爲，預計通脹水

平整體可控，對貨幣政策掣肘有限，但

政策在實施過程中需要協調和平衡的因

素將會增多。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穩增長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提升。貨幣政

策將保持“穩”的基調，但考慮到我國

經濟面臨新的下行壓力以及美聯儲貨幣

政策轉向，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貨

幣政策將提升前瞻性和自主性。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周

茂華表示，從今年國內經濟表現看，內

需複蘇偏緩，不平衡問題依然存在，海

外防疫與經濟複蘇路徑仍不夠清晰。在

這種情況下，國內政策需要適度加大內

需支持力度，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貨幣政策將延續穩健基調，但更強調

靈活適度與結構優化，並根據宏觀經濟

環境變化預調微調。

“數智普陀”激活數字產業 “科創賦能”開辟商業新賽道
綜合報導 普陀，被稱爲上海的“西大堂”，

擁有21公裏“半馬蘇河”岸線。在上海建設“數

字之都”的當下，普陀區通過“數智普陀”全面激

活數字産業，數字化轉型中的普陀正打造區域“蝶

變樣本”。

1951年普陀區曹楊新村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個工

人新村，70年後的2021年這裏打造了全國首批城

市一刻鍾便民生活圈試點。

曹楊新村街道獨居老人不久前都收到了社區贈

送的智能音箱，遇到生病、摔倒等緊急情況，可以

一鍵呼叫社區工作人員。平時社工還可以送餐、送

藥到家。“如果幾天不用，居委會還會打電話來了

解一下。社區通過智慧化的手段來關愛我們老人。”

街道獨居老人葉阿姨說。

曹楊新村街道的數字化生活只是普陀區數字化

轉型的縮影，普陀區正以商務部城市一刻鍾便民生

活圈試點爲契機，以曹楊新村街道爲藍本，依托

“海納小鎮”産業賦能，布局“智聯普陀”，率先

打造社區商業數字化轉型示範區。

“科創賦能”普陀區開辟商業“新賽道”。上

海市普陀區商務委副主任薛海波告訴記者，普陀區

將以一刻鍾便民生活圈國家級試點爲契機，重點打

造老百姓家門口的智能化食堂、鄰聚裏的菜場和屋

裏廂的服務。

“普陀本身也是商貿大區，有很多大賣場，也

有很多優秀的商貿企業代表，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

，他們也要借助數字化的工具來更好地促進自身的

商貿轉型。”上海市普陀區科學技術委員會黨組書

記、主任李文波表示。

目前，普陀已完成環球港、中環百聯、梅川路

步行街、蘭溪路商業街等商場數字貨幣試點項目部

署，實現累計申報用戶超30萬人次，近3000家商

鋪開立數字人民幣收款結算功能，覆蓋交通出行、

消費、醫療、電商、公證、政務等多個場景。

除了商業數字化之外，普陀區數字産業通過

“海納小鎮”全面激活。在真如城市副中心，將崛

起一座3.12平方公裏的“海納小鎮”，作爲上海市

首批數字化轉型示範區之一，“海納小鎮”是建設

“數智普陀”特色品牌的關鍵布局，也是普陀區在

數字化轉型工作中的“一區一特”重大項目。海納

小鎮將爲上海數字化轉型創新實踐增添“普陀實驗

室”。

據了解，海納小鎮與杭州雲棲小鎮、無錫雪浪

小鎮共同構建創新驅動、數字引領、三鎮鏈接、協

同發展的新格局。海納小鎮將以上海海納工程院爲

創新核心，激活普陀數字創新基因，激發融城市智

能研發、産業賽道集群、數字産品首發、場景沈浸

體驗、全球創新生態爲一體的數字化轉型示範區。

數字化轉型企業扮演重要角色，近年來，京東

、360、阿裏數字等一批頭部企業紛紛聚集普陀；

區級“城市大腦”——“智聯普陀”投入運營；中

以(上海)創新園、上海清華國際創新中心等關鍵項

目加快建設。

上海360大安全總部近日也在普陀區數字創新

大會上正式啓航。360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周鴻祎

表示，普陀區政府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工作，具備

了政策、産業、基礎設施等多方面優勢，對360這

樣的科技企業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形成了全國範圍

內的集聚效應。

上海市普陀區委書記姜冬冬表示，普陀將持續圍

繞經濟數字化轉型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新動能，向數

字要增長、要效益，讓數字賦能百業。“蝶變中的普

陀插上了數字的翅膀，一定能爲上海打造具有世界影

響力的國際數字之都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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