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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冬季風暴挾帶豪雪與冰雪襲擊美東，數以百萬計美國人
嚴陣以待，估計23萬5000人一度無電可用，不過部分地區已恢復供電
。

國家氣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NWS）表示，風暴挾帶豪
雪、凍雨及強風影響東南部和中大西洋沿岸，之後會北移至新英格蘭與
加拿大南部。

國家氣象局指出，阿帕拉契山脈（Appalachian）部分地區到明天可
能會有每小時多達1吋的降雪量，結冰情況可能持續到18日。

美國媒體報導，超過8000萬人身處冬季氣候警戒區。
全美電力供應狀況追蹤網站poweroutage.us表示，截至今天中午東

南部約23萬5000人無電可用，卡羅來納兩州就有超過15萬人，不過部
分地區傍晚前已恢復供電。

暴風雪導致佛州出現龍捲風釀成災情，沿岸部分地區淹水，卡羅來
納兩州北至阿帕拉契山脈的結冰情況與狂風令人憂心。

風暴襲美東風暴襲美東 2323萬人一度斷電萬人一度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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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August 28, 1963, Dr. Martin
Luther King launched a March for
Freedom in front of the Lincoln
Memorial in Washington, D.C. It
opened the door to the fight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fortunately, Dr. King was
assassinated in Tennessee at
the age of 39.

Congress has designated the
third Monday of the month of
January of each year as

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 It is a
federal holi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king the birthday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Today on the streets of Houston,
Texas, just like in other major
cities in the U.S., all kinds of
bands and floats are marching
and celebrating the life of Dr.
King. Many politicians have also

joined the team and continue to
shout for civil rights and freedom.

To be honest, our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that is now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needs to really
appreciate Dr. King’s efforts of
striving for equality and freedom.
He bled and sweated for all of
us, and ultimately sacrificed his
precious life.

Fifty-eight years later we are still
fighting for social justice and still
too far from Dr. King’s vision of
“I have a Dream.”

Africans, Asians and Latinos in
this country have made many
major advancements in
American society, including the
mayors of major cities and
thousands of civil servants as
well as many members of the U.
S. Congress. But in recent years,
so many conflicts between the

police and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still persist as the
fight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ghts and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continue.

Dr. King’s dream may be

constantly fading. We really need
a political leader to lead this
nation now to revitalize our
national strength so we can truly
realize the dream of “I have a
dream.”

0101//1717//20222022

““I Have A DreamI Have A Dream””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金恩牧師在華
府林肯紀念堂前發起了爭取工作和自由大遊行
，揭開了美國全國爭取政治和經濟權利的大門
，但是在一九六八年，年僅三十九歲的諾具爾

和平得奬者確在田納西州遇刺身亡，為了紀念
這位民權鬥士，每年一月的第三個星期一定為
馬丁路德金恩記念日。
今天在休斯敦街頭，陽光普照，正如其他

各地主要大小城市一般，各型樂隊及花車正在
遊行，許多政客也擠在隊伍中，為美國的民權
自由繼續吶喊。
老實說，我們亞裔種羣，今天在美國社會

中具有之地位，是要感謝金恩博士之努力，他
們早年在爭取平等自由之艱難時刻中，曾經為
我們流血流汗，甚至犧牲了寶貴之生命。
整整五十八年過去了，非常遺憾，我們的

貧富不均，社會矛盾和種族裂痕還在不斷的受
創和加大，和當年金恩博士所說的「我們有一

個夢」還距離太遠。
終其一生，這位黑人牧師為終止種族隔離

法令之腳步從未停歇，對抗所有不公平之待遇
，為我們爭取最基本之自由和平等取得了豐碩
之成果。
今天，亞裔、非裔及拉丁裔在社會上取得

了一些成果，包括許多大城市之市長、檢察長
、部會首長及國會議員都由少數族裔出任和當
選，但是近年來警民衝突和不公不義之事件還
在不斷上演之中。
金恩博士之偉大情操和夢想，也許是在不

斷退色之中，我們實在太需要有真本領的政治
領袖才能重振國力，真正實現「我有一個夢」
的夢想。

夢夢 想想 和和 現現 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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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雕像不朽雕像不朽----馬丁路德金恩將名垂千古馬丁路德金恩將名垂千古】】

（綜合報道）阿姆斯特丹的街道擠滿了
數千名抗議者，反對荷蘭政府因感染率創紀
錄而實施的防疫限制和疫苗接種措施。

荷蘭首都的執法部門在全市多個地點獲
得實施攔截和搜查的授權，在示威者打著橫
幅和黃色雨傘遊行的街區，有數十輛防暴警
車在巡邏。

報導提到，荷蘭各地此前定期舉行反對
防疫措施的抗議活動，週日（16日）的大型
集會也有農民參加，他們驅車前往首都，並
將拖拉機停放在市中心博物館廣場。

抗議人群播放音樂，高呼反政府口號，
然後沿著大道遊行，導致交通堵塞。

半島電視台記者斯蒂芬·瓦森（Step
Vassen）說，雖然集會的氣氛“相當激烈
”，但抗議活動是平和的。她說：“很多人
反對政府的措施，對政治普遍不信任。一些
人現在不遵守防疫規則，違反了許多仍然有
效的規定。”

在遊行過程中，警方將一小群反法西斯

抗議者驅趕走，並用公交車將他們轉移到其
他地點。荷蘭激進的右翼團體經常加入反對
防疫限制的示威活動，警方希望確保他們不
會與這些反法西斯活動人士發生衝突。

在民眾反對情緒日益增長的背景下，荷
蘭首相馬克·呂特（Mark Rutte）上週五
（14日）宣布結束封鎖措施，重新開放商店
、理髮店和健身房，儘管荷蘭全國新增病例
數量創下紀錄，但政府仍然解除了部分封鎖
措施。

荷蘭衛生研究所（RIVM）公佈的數據
顯示，週日（16日）感染人數再創新高，超
過3.6萬人。自新冠大流行開始以來，荷蘭
累計記錄了超過350萬感染病例，累計2.1
萬死亡病例。

呂特政府在12月中旬下令封鎖，德爾
塔變異株迫使醫療系統取消了除最緊急醫療
服務之外的所有服務，而且不斷增長的奧密
克戎感染病例也將導致醫療系統不堪重負。

荷蘭疫情感染人數創新紀錄荷蘭疫情感染人數創新紀錄
數千人抗議疫苗接種數千人抗議疫苗接種、、防疫限制措施防疫限制措施

美國最偉大的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已逝世超過半世之
久, 但是他的精神不死, 除了聯邦政府明定每年一月的第三個星期一為國定假日以紀念他的生
日外, 在全美許多地方的公眾場所都有他的雕像讓人景仰, 而各大城市的許多街道也以他的名
字為命名, 他的確是改變黑人在美國歷史上命運的人物, 如果沒有他的領導抗爭, 黑人恐怕在美
國是極難抬頭的。

歷史往往是很荒謬的, 因為金恩博士一生都主張非暴力抗爭的運動以去除族裔歧視, 但是
他最後卻於1968年在田納西州孟菲斯市被黑槍暴力奪走了生命, 當時他才39歲,所以他在林肯
紀念堂的臺階上著名的演說 「我有一個夢想」 （I Have a Dream）成為絕響, 使他無法了卻自
己的心願與美夢, 他曾對美國種族平等的未來表達了謹慎的樂觀。他說:“儘管我們面臨今天和
明天的困難，但我仍然有一個夢想。這是一個深深紮根於美國夢中的夢想。我夢想有一天，這
個國家將會奮起，實現其立國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

他也曾經說過:”我們必須接受有限的失望，但絕不失去無限的希望”, 但那顆射殺他的子
彈卻卻讓大多數的人絕望了, 金恩曾說過:”黑暗不能驅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做到；仇恨不能
驅除仇恨，只有愛可以做到”, 但是他最後卻看不到光明, 他的愛心卻被仇恨所殘殺, 當我們在
紀念他的時候, 特別感到寒心與痛心。

金恩博士具有真知和灼見, 他生前曾提出過忠告:“我們不要在絕望的深淵中沉淪。只要做
對的事，任何時機都是好時機。當我們對重要的事選擇沈默時，就是人生終結的開始。” 他
的話語時刻提醒我們，我們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只是過去的一些進展受到了威脅。

金恩博士一生用來定義種族平等的大多數事情已經實現了, 包括住宿平等、種族流動擴大
、獲得選票機會以及種族隔離的結束, 去年發生佛洛伊德被霸凌致死的事件後, 黑人的命已相
當受到重視, 相比於金恩時代，大多數美國人已同意“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條了!

泰
國
將
於4

月
起
向

國
際
遊
客
收
取3 00

泰
銖

﹁入
境
費
﹂

綜合報導 泰國總理府發言人

塔納功表示，泰國將從今年4月1

日起向國際遊客收取每人300泰铢(

約合人民幣57元)的“入境費”。

這筆費用中有50泰铢將用于爲

遊客購買保險，其余的將納入國家

旅遊發展基金，用于泰國旅遊設施

的建設。塔納功說，如果遊客在泰

期間受傷或死亡，最高可獲100萬

泰铢的死亡保險賠付或50萬泰铢的

醫療費用。

他說，這筆“入境費”將通過

航空公司在遊客購買赴泰機票的環

節收取。至于通過陸路入境泰國的

遊客，屆時可通過掃碼支付等方式

付款。

塔納功表示，按照泰國旅遊部

門的預計，2022年泰國入境遊客的

數量在500萬至1500萬人次之間，國

內遊客約1.6億人次，全年旅遊收入

約爲1.3萬億泰铢至1.8萬億泰铢(約

合人民幣2453億元至3396億元)。

旅遊業是泰國的支柱産業。過

去兩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泰

國旅遊業遭到重創。泰國國家旅遊

局局長育塔薩日前表示，2021年，

泰國接待國際遊客約40萬人次，國

內遊客約9000萬人次，當年實現旅

遊總收入約 3840億泰铢，較 2020

年下降21%。

印度治汙3年
空氣不達標城市反增30個

綜合報導 印度自啓動空氣質量國家計

劃（NCAP）以來，致命的空氣汙染正變得

越來越糟糕而不是有所好轉。盡管此前印

度環境部長自信印度治汙速度會超過中國

，印度2019年啓動的空氣質量國家計劃似

乎並沒有什麽作用，遭受霧霾困擾的城市

數量正不斷增加。

根 據 能 源 和 清 潔 空 氣 研 究 中 心

（CREA） 的一份報告顯示，在

2019 年啓動該計劃時印度全國共有

102個城市的空氣質量低于國家標准

，然而目前共有132個城市空氣質量

低于國家標准。經過3年的治理反而

增加了30個空氣質量未達標城市。

CREA表示，有限的資金，金屬

冶煉廠和煉油廠等行業缺乏嚴格的

排放標准，以及增加空氣質量監測

站的工作進展緩慢，都是阻礙印度

改善空氣質量的因素。

據悉，印度90%以上的人口生

活環境空氣質量低于世界衛生組織標准，

包括首都新德裏在內的主要北方城市都籠

罩在令人窒息的霧霾中。工業廢氣排放、

燃煤發電和焚燒農作物是印度空氣汙染的

主要原因。

由于治理空氣汙染方面的工作進展緩

慢，糟糕的空氣增加了印度民衆的死亡風

險。在2019年，印度大約有167萬人死于

空氣汙染。印度的經濟發展壓力也因空氣

汙染導致的高昂醫療支出和生産率損失而

變得更大了。

據統計，2020年全球10個汙染最嚴重

的城市中，印度占了9個。

莫迪政府此前曾因延長發電廠執行

汙染標准的最後期限而受到批評，而且

還被譴責沒有爲減少煤炭消耗設定任何

日期。

一名來自CREA研究印度空氣汙染的人

員表示，印度政府“應該開展‘戰爭規

模’般的行動”，以達到控制汙染的目

標。“應該在各個部門實施嚴格的行動

，以減少排放負荷。”

新疆喀什至伊斯蘭堡貨運包機首航

綜合報導 一架裝載跨境電商

貨物的貨運航班從新疆喀什國際機

場起飛，飛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

堡。

據悉，這是喀什國際航空口岸

自2019年開通喀什至卡拉奇貨運航

線後的第二條國際貨運航線。該航

線計劃每周三趟航班。

是次航班運載出口貨物主要爲

服裝、鞋、五金等日用百貨，合計

45944件，貨物重量16.4噸，貨值

約31萬美元。

據介紹，爲確保新疆喀什至伊

斯蘭堡貨運包機順利完成首航，喀

什海關主動對接機場、邊檢站、衛

健委等部門，研究制定檢疫監管方

案，優化業務辦理流程，積極做好

通關服務工作。同時，抽調業務骨

幹提供24小時預約通關服務，安排

現場關員加班加點做好通關保障。

新疆交建物流有限公司是此次

首航貨物的經營單位，公司負責人

萬翔說：“這批首航貨物通關辦理

非常順暢，航班從落地裝貨到起飛

僅用時3小時，這得益于各相關部

門前期的協調指導。我們計劃每周

通過這條線路向伊斯蘭堡發3個航

班的貨物，將國內更多優質商品出

口到海外市場。”

據悉，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

全球暴發後，喀什航空口岸一直處于

停滯狀態。喀什海關關長王傳傑說：

“喀什至伊斯蘭堡貨運包機的開通，

爲喀什外貿發展增添了新動力。喀什

海關將進一步加大與地方政府、航空

公司、物流企業的聯系溝通，積極開

辟更多喀什通往歐洲和周邊國家的

航空貨運新航線。”

印度一群大象被村民驅趕跑進運河
堤岸濕滑爬不上去被困

綜合報導 印度卡納塔克

邦米蘇魯地區一群大象被發

現困在運河河溝裏，幸運的

是它們最終脫困走進了保護

區。

這群大象遭到村民的驅

趕，進入到了運河裏，但由于

堤岸濕滑爬不上來被困。“最

終，大象們在運河中找到了一

個合適的位置爬了上去。”一

名森林部門的官員說。“它們

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從運河裏脫困後，這群

大象走進了納加拉霍老虎保

護區。視頻被一名林業部門

的官員發布在社交媒體上。

許多人評論指出，必須制定

更好的計劃，以避免這種令

人不快的情況再度發生，並

減少和防止人類與野生動物

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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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第五輪疫情出現降級趨勢
防疫措施再延長一周

綜合報導 希臘塞薩洛尼基亞裏士多德大學專家表示，希臘的第五

波疫情已出現降級趨勢。同日，希臘衛生專家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將

目前的防疫措施實施期限再延長一周。

據報道，塞薩洛尼基亞裏士多德大學環境工程學教授薩裏雅尼斯12

日表示，希臘的第五波疫情已出現降級趨勢，根據數學模型預測，疫情

減退的趨勢非常明顯。如果一切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到2月20日，每

天新增的病例數量將會下降至3000例左右。

此外，希臘衛生專家委員會12日舉行會議討論，將目前的防疫措施

實施期限再延長一周，直到1月23日。措施包括所有餐飲和娛樂場所在

晚間12點前關門。搭乘公共交通、進入超市、餐飲服務人員必須佩戴高

防護的KN95口罩或使用雙層普通口罩等。

據希臘衛生部長普萊弗裏斯表示，從下周起將對60歲以上仍未接種

新冠疫苗的人員，處以每月100歐元的罰款。

希臘當地時間1月12日晚，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較前一天

0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24246例，目前累計確診1592460例。當日新增死

亡77例，累計死亡21637例。

歐盟要搞網絡攻擊“抗壓測試”
以防範敵對勢力

綜合報導 歐盟國家即將在近日展開一場大規模網絡安全演習，目

的是爲了防範敵對勢力對該區域的供應鏈體系進行網絡攻擊。

彭博社報道稱，知情人士透露，這場演習將基于以往的黑客案例，

盡可能真實地還原網絡攻擊的實際危害。演習開始後，“進攻方”將對

多個成員國展開模擬網絡攻擊，主要打擊目標是貫穿全歐洲的龐大供應

鏈體系。參與演習的各成員國則需要共同商討策略，協調公共及外交層

面的應對措施，同時觀察該類襲擊對成員國造成的社會經濟影響。

美國媒體將這場大規模演習稱爲一場“抗壓測試”，稱此次演習是

爲了檢驗歐盟國家對該類攻勢的承受能力，增強各成員國間的合作、應

對效率及備戰水平。另一方面，西方國家長期炒作俄羅斯將烏克蘭作爲

網絡攻擊目標，此次演習也是出于對俄方的防範。歐盟相關文件中還提

到了美國網絡安全巨頭SolarWinds公司遭遇黑客攻擊一事，並認爲此事

也是俄羅斯方面所爲。彭博社稱，雖然歐洲一些發達國家對網絡攻擊並

不缺乏反制和制裁手段，但歐盟總體上尚不具備統一作戰能力。萬一發

生重大網絡安全危機，難免會出現歐盟國家“各自爲戰”的情況。爲此

，這些國家急需制定出一個合作框架。

報道稱，這場演習是由歐盟新任輪值主席國法國提出的，但該國目

前並未就演習本身做出任何回應。這場演習將在近幾日內展開，整個過

程持續6周左右，並將在歐盟外長會議召開前結束。據了解，這已經是

西方國家近期籌劃的第二場大規模網絡安全演習。去年12月，以色列聯

合美、英等10個國家進行了一場爲期10日的演習，對全球金融系統展

開模擬網絡攻擊，以方將這場演習稱作“戰爭遊戲”。

歐洲開始考慮把新冠當流感
世衛警告：沒到時候

綜合報導 西班牙正在呼籲將新冠作

爲一種地方病來對待，就像流感一樣，

成爲第一個明確建議人們與它共存的歐

洲大國。

這一想法已逐漸得到重視，並可能

促使政府重新評估處理該病毒的戰略。

英國教育部長納迪姆· 紮哈維（Nadhim

Zahawi）周日告訴BBC，英國“正走在

從大流行向小流行過渡的路上”。

盡管感染率創下新高，但Omicron變

體的住院率和死亡率較低，這促使西班

牙首相佩德羅· 桑切斯（Pedro Sanchez）

對歐洲超越大流行病式的正常生活限制

抱有誘人的希望。

桑切斯周一在接受電台采訪時說，

“我們必須評估新冠從大流行到地方病

的演變，”他補充說，歐洲各國政府可

能需要用不同于迄今爲止使用的參數來

評估該疾病。

在法國、德國、意大利和羅馬尼亞

等地，所有這些地方都在記錄整個大流

行病的最高日均病例水平。另外，世界

衛生組織周二表示，按照目前的速度，

歐洲有一半以上的人有望在未來兩個月

內感染Omicron。

但是，當政府努力保持學校開放和

經濟盡可能正常運作時，較低的住院率

可能會促使人們對策略進行審查。

目前，法國和德國正在繼續收緊限

制，特別是對未接種疫苗者。法國總統

馬克龍（Emmanuel Macron）表示，他正

在尋求設置疫苗通行證，以進入酒吧和

餐館，甚至乘坐火車旅行。

荷蘭一直保持著歐洲最嚴格的封鎖

措施之一，餐館和酒吧都關閉了。在意

大利，總理馬裏奧 · 德拉吉（Mario

Draghi）的政府已經強制要求爲50歲以

上的人接種疫苗。

德拉吉周一在羅馬的一個新聞發布

會上說，“我們今天的大部分問題都源

于有一些人沒有接種疫苗”。

但是，盡管接種疫苗是使大多數

Omicron患者遠離醫院的關鍵，但注射

疫苗在阻止變種的傳播方面卻不那麽

有效。這使得政治家們試圖弄清楚如何

遏制傳播，特別是當他們國家的聲討團

體越來越反對限制餐館、酒吧和其他活

動時。

旅行限制也顯示了其局限性。英國

是第一個禁止從南部非洲飛行的國家，

那裏是首次發現奧密克戎的地方。然而

，它是歐洲第一個遭受奧密克戎波及的

地方。同樣，盡管法國對來自英國的旅

行施加了限制，但它的病例率還是超過

了英國。

桑切斯說，西班牙政府在過去幾周

裏一直在研究一種新的監測方法，衛生

部長卡羅琳娜· 達裏亞斯（Carolina Dar-

ias）已經向她的歐洲同行提出了這個問

題。

根據衛生部的數據，西班牙在過去

七天裏報告了近69.2萬個新病例，13.4%

的醫院床位用于治療新冠患者。相比之

下，一年前是13.8%，當時每周記錄的病

例數剛剛超過11.5萬。

如果歐洲國家在未來幾周設法放松

限制，去年的經曆仍將是一個警示。去

年秋天，丹麥取消了對新冠的所有限制

，而荷蘭取消了所有口罩要求。這兩個

國家目前都是歐洲病例率最高的國家，

並重新實施了限制措施。

世衛警告：仍有大量不確定性
與此同時，世界衛生組織（WHO）

的一位高級官員警告說，不要像對待流

感一樣對待新冠。

據路透社報道，世衛組織歐洲高級應

急官員凱瑟琳· 斯莫伍德（Catherine Small-

wood）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仍

然有大量的不確定性，而且這種病毒演變

得相當快，帶來了新的挑戰”。

她補充說，“我們肯定沒有達到能

夠稱之爲流行病的程度”。

然而，她確實說，新冠“可能會在

適當的時候成爲流行病，但在現階段

2022年將其確定有點困難”。

這一警告是在世界正經曆另一波新冠

感染的時候發出的，這次主要是由高度傳

播的Omicron變體驅動。早期的數據表明

，與以前的變種相比，新的變種可能對接

種疫苗的人造成較不嚴重的感染。

美國報告的新感染病例達到創紀錄

的135萬，雖然病例在激增，但死亡人

數仍低于前幾波大流行。

據路透社報道，西班牙首相佩德羅·

桑切斯（Pedro Sanchez）周一建議，隨

著早期報告稱這種病毒的致死率已經下

降，可能是時候改變全球追蹤流感大流

行的方式，轉而實施用于流感的策略。

桑切斯說:“我們有條件在謹慎的情

況下，逐步在技術層面和歐洲層面展開

辯論，開始用與目前不同的參數評估這

種疾病的進化”。

“布魯塞爾效應”：歐盟標准如何走向世界？
通過監管自己的單一內部市場，歐

盟在設法讓跨國公司們接受了標准的

同時，也讓這些標准走向了世界。互

聯網、消費者保護、環境……這種“布

魯塞爾效應”不乏例證。而歐盟醞釀

已久的兩項數字巨頭監管法案也將在

近日進行投票和談判，並在法國擔任

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達成一致。如無

例外，這些新的歐盟標准將再度成爲

世界標准。

法國《十字架報》（La Croix）報

道，在蝴蝶效應或安慰劑效應之後，

這次是“布魯塞爾效應”。芬蘭裔美

國法學家阿努· 布拉德福德（Anu Brad-

ford）早在 2012 年就提出了這個理論，

十年後這種現象仍在持續。這種與歐

盟的影響問題密切相關的“布魯塞爾

效應”描述了歐盟單方面調節全球市

場的能力。

雖然歐盟管理的是自己的內部市場

，跨國公司確實有責任把這些規則變得

全球化——很簡單，因爲如果沒有這個

擁有約 4.5 億消費者的市場，這些公司

將無法進行自我組建。另一方面，相比

于開展差異化生産，跨國企業將歐盟標

准覆蓋它們的所有産品或服務，所花費

的成本也低。

“歐盟法律決定了印度尼西亞如何

砍伐木材，巴西如何生産蜂蜜，喀麥隆

可可種植者使用什麽殺蟲劑，”阿努·

布拉德福德在 2020年出版的一本書中一

一列舉道。

不想失去歐盟市場
這種影響力的另一個衆所周知的例

子就是《通用數據保護條例》（RGPD）

。該條例于2018年生效，旨在進一步保

護公司和主管部門擁有的個人信息。歐

洲談判代表已經預見到，該法規將對在

歐盟領土上設立或針對歐洲居民的任何

公共或私人組織具有約束力。但不少公

司選擇在所有地方應用歐盟標准，這已

成爲全球標准。

即將出台的數字監管法規——目前正

在談判中——應該會有相同的命運。一是

《數字服務法》——旨在通過賦予平台編

輯責任來規範在線內容；二是《數字市場

法》——旨在爲最大的平台引入新的義務

。這兩項法案是歐盟在2020年12月提出的

計劃，目的就是對數字巨頭進行監管。一

位法國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這些規則體現

了建立一個受監管的互聯網（環境）的意

願，歐洲正在參與造一種新的全球人文主

義。”

歐盟方面，前歐委會官員讓-弗朗

索瓦· 德雷維（Jean-Fran oisDrevet）解釋

說：“企業們爲了方便起見而追隨這

一趨勢。不能說它們贊同歐洲立法者

的理念，但他們認爲遵守歐洲標准是

值得的，否則他們將失去進入歐洲市

場的機會。”

促使第三國采取行動
目前正在歐洲議會就《數字市場法》

進行談判議員斯蒂芬妮· 庫爾汀（Stepha-

nie Yon-Courtin）確信:“歐洲是真正的現

代影響者！最初，由于這種“布魯塞爾

效應”，公司遵守歐洲標准。然後，爲

了填補可能的法律空白，第三國也在朝

著同樣的方向立法，美國競爭法一定會做

出改變。”

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之間關于

《數字市場法》的談判于 1 月 11 日開

始，雙方都已經確定了各自在這個問

題上的立場。歐洲議會將于 1 月 17 日

這一周就《數字服務法》進行投票。

在法國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期間，預

計將在 6 月之前就每項法案達成最終

協議。

歐盟是否意識到它們對世界其他地

區的影響力？“當阿努· 布拉德福德在

布魯塞爾展示他的工作成果時，産生

了一種意外的效果，尤其是在那些未

曾想到他們制定的法律會産生如此大

影響的歐盟官員中，”讓-弗朗索瓦·

德雷維作證說，他補充道：“現在每

個人都開始意識到這種‘布魯塞爾效

應’。”

有時它甚至是預料之中的。例如，

在最近接受采訪時，歐盟委員會執行副

主席弗蘭斯· 蒂默曼斯（Frans Timmer-

mans）在談到歐洲希望建立的碳邊界調

整機制（MACF）時表示，該機制“已經

在運作，盡管尚未正式生效”。這位荷

蘭人說:“當土耳其政府告訴我它決定簽

署和批准《巴黎協定》時；當俄羅斯政

府說它也將嘗試給碳定價，因爲不想受

到這個機制的影響時，它就已經産生了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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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1月17日，當全世界仍在為湯加火山噴發而感到震驚和擔憂之際，遠在大洋
對岸的美國，又傳來了“壞消息”。

美國冬季風暴席捲多州，約8000萬人受到災害影響。
1月17日，環球網報導稱，美國東南部部分地區，於當地時間16日，遭遇暴風雪襲擊，佐

治亞州、弗吉尼亞州、北卡羅萊納州和南卡羅來納州，目前已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這是一場影響力極大的風暴，短短一天之內，就有超過27.8萬用戶斷電，8000萬民眾受災

。
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在部分受災嚴重的地區，其每小時降雪量高達25毫米。
不得不說，氣候變化帶來的自然災害，總是讓人猝不及防。由於受到冰雪天氣影響，弗吉

尼亞州已經處理了至少142起交通事故，和162起車輛報廢警情。
而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幾乎同一天時間，美國佛羅里達州，又遭遇了強烈

龍捲風襲擊。
據環球網17日報導，美國佛州日前“迎來”兩場超強龍捲風，一場摧毀了當地的一個房

車度假村，另一場則襲擊了一個拖車公園。
最新數據顯示，美國佛州已有數十所房屋被暴風破壞，超過200位居民無家可歸。
很顯然，2022年才剛剛開頭，拜登就不得不直面氣候變化帶來的難題。
如今，變異新冠病毒“奧密克戎”正在全美蔓延，美國又接二連三地遭遇氣象危機，4個

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8000多萬民眾受到影響。

美國8000萬人受災 4州進入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三場談判失敗之後，俄羅斯對美國發出了戰
爭信號，局勢的確不容樂觀。

1月14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表示，對於俄羅斯提出的
要求，美歐必須做出回應，莫斯科期待與美國重啟談判，但是
結果如何，將取決於美國做出什麼樣的決定。

拉夫羅夫強調，世界爆發衝突的可能正在不斷增加，之所
以會形成這種局面，離不開西方國家在背後的煽風點火，美國
妄想挑戰國際法，並用美國的規則主導世界秩序。

拉夫羅夫強調，俄羅斯做好了“事態升級”的準備，最好
的結果就是找到“美俄都滿意的解決方案”，然而，如果北約
繼續東擴，俄羅斯將作出各類回應。

美聯社稱，拉夫羅夫對美國發出了最後通牒，如果美國在
下週還沒有作出回應，俄羅斯就會採取行動。

此前，俄羅斯外交部曾警告美歐，俄羅斯很可能在歐洲部
署導彈，以及在古巴、委內瑞拉建立軍事基地，並部署“幾分
鐘就能打到美國本土”的導彈。何去何從，請美國和北約三思
而後行。

俄羅斯強調，美俄之間的談判已經停滯，是
否在美國後院部署導彈，完全取決於美國的實
際行動。如果談判失敗，俄羅斯就會採取軍事
行動。

作為回應，白宮表示，俄羅斯的有關表態是
虛張聲勢的，在與美國進行對話時，俄羅斯並
未提出“要在古巴部署導彈”，如果俄羅斯採
取類似行動，美國將果斷反制。

普京給北約畫出了2條紅線：北約停止東擴
、美國不在俄羅斯邊境部署進攻武器。普京釋
放的信號很明確，如果美國執迷不悟，俄羅斯
就會使用軍事技術。
白宮表示，美國已經對俄羅斯放棄了幻想，事
實上，美國知道俄羅斯很快就會進攻烏克蘭，
但美國想說的是，全面製裁俄羅斯，只是美國
針對俄羅斯的方案之一。

為了警告俄羅斯，美國做了3大戰略部署。
第 一，軍事威懾。美國在斯洛伐克租借了軍事基地，美國空
軍正在前往東歐。在這之前，大批美軍已經來到了烏克蘭邊境
。

為了防止俄軍鋌而走險，美國已經修建了多個軍火庫，一
旦戰鬥打響，美軍戰機就會從各大軍事基地起飛，然後獲得補
給。

《華盛頓郵報》稱，美軍B-52轟炸機已經來到了頓巴斯
。

作為回應，俄軍在烏克蘭邊境舉行了實彈軍演。此外，俄
羅斯還在烏克蘭邊境部署了數千枚導彈。

烏克蘭國防部認為，一旦開戰，地處俄羅斯邊境的烏克蘭
核電站，很可能成為攻擊目標。

第二，先發製人。白宮、五角大樓和國會一直強調，俄軍
將“入侵”烏克蘭，白宮甚至表示，一旦衝突升級，美國將立
即求助聯合國安理會，並在外交上孤立俄羅斯。

就目前來看，美國的這招所謂“借聯合國施壓俄羅斯”，

並沒有什麼用。巴以沖突也好，頓巴斯危機也罷，聯合國的警
告和調停，在美國、以色列和俄羅斯這，有時候真不管用。

此前，聯合國沒少呼籲俄烏保持克制，以及警告美軍別胡
作非為，但結果都是沒有結果。

真打起來，參戰者很少會聽聯合國的話，更別提美俄都有
一票否決權了。

第三，經濟制裁。俄羅斯制定了“軍事方案”，白宮也準
備了製裁方案。美英法德意曾發表聯合聲明，如果俄軍對烏克
蘭動武，5國將聯手癱瘓俄羅斯經濟。

白宮正準備製裁普京，以及對俄羅斯的銀行機構、企業和
俄軍官發起制裁，甚至可能將俄羅斯踢出美元主導的金融體系
。

俄羅斯並沒有選擇認慫，普京釋放的信號從未變過，那就
是俄羅斯不可能一直與美國耗下去，莫斯科不可能與美國、北
約持續談判下去。如果美國不能當機立斷，俄羅斯就會用軍事
行動回應美國。

從始至終，俄羅斯都沒有明確說出“軍事行動”是什麼，
但就目前來看，顯然包括在美國後院、歐盟家門口部署導彈。
雖然俄羅斯強調“俄軍無意對烏克蘭動武”，但誰也不知道局
勢升級後普京會怎麼出招。

就在此時，烏克蘭和德國的態度變了。
澤連斯基正在呼籲普京和談，基輔認為，美俄烏克蘭總統

應該坐下來談，用談判的方式解決頓巴斯問題。
然而，美國卻不願意讓烏克蘭加入談判。
為了調停俄烏衝突，德國外長貝爾伯克正打算走訪烏克蘭

和俄羅斯。 17日，貝爾伯克將在基輔與烏克蘭外長舉行會談
，18日，貝爾伯克就會抵達莫斯科，並與拉夫羅夫加強交流。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普京隨時都有可能動真格，澤連斯
基不想將事情鬧大，德國和歐盟擔心引火燒身、受到波及，但
美國卻是看熱鬧不嫌事大，巴不得東歐局勢陷入混亂。

俄羅斯已經對美國發出了“談不攏就打”的戰爭信號，但
是俄軍不太可能直接對美軍動手。在這種情況下，最頭疼的實
際上是烏克蘭和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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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隨著美國聯邦兒童稅收抵免計

劃（CTC）這個臨時稅收政策到期，超過3500萬
個美國家庭面臨經濟打擊，這些家庭將不得不做
出艱難的選擇。

報導稱，在生活成本急劇上升以及新冠疫情
持續蔓延的雙重打擊下，美國政府於2021年推出
了一項月度福利，最後一次實施是在去年12月。
這使得數百萬美國家庭陷入了困境。

本週末是美國家庭六個月來第一次無法在該
稅收抵免計劃下領取補貼。

報導介紹，CTC原本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父
母提供了總額最高可達3000美元的補貼，每個6
歲至17歲的孩子總額最高可達3000美元，每個6
歲以下的孩子總額最高可達3600美元。不過，這
些款項是基於收入確定的，對於收入超過7.5萬
美元的個人以及收入超過15萬美元的已婚夫婦，
補貼開始逐級減少。此計劃已從去年7月到12月
按月實施。

在美國國會未能通過拜登總統提出的社會支
出計劃（即“重建更好未來”法案）當中包含的

續期條款後，每個孩子每月最高可獲得300美元
的這項補貼政策已經到期。

根據美國國稅局（IRS）提供數據，此前每
月約有 3600 萬個家庭，即約 6000 萬兒童每月領
取這類補貼。

據《福克斯商業》援引美國預算與政策優先
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如果不實施稅收抵免，目
前約有1000萬兒童的生活面臨跌至貧困線以下的
風險。

美國當局曾承諾，這項福利將會在未來幾年
繼續實施。然而，在國會陷入僵局的情況下，父
母們可能要等上好幾個月才能拿到下一筆補貼款
。

美國權益組織“首先關注兒童”（First Fo-
cus on Children）的總裁布魯斯•萊斯利（Bruce
Lesley）告訴彭博社：“這對家庭來說是毀滅性
的。政策中斷正在造成混亂局面，特別是對於低
收入家庭。”他補充說：“許多人已經依賴這筆
錢來維持生計。”

大批美軍抵達烏克蘭邊境大批美軍抵達烏克蘭邊境，，美俄或發生軍事碰撞美俄或發生軍事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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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航天員為國家付出感謝航天員為國家付出””
港生至誠祝福

培僑書院的“航天熱”氣氛一直十分濃厚，從
去年6月中國航天科學家團隊到校舉辦講

座，到9月“神十二”3名航天員聶海勝、劉伯
明、湯洪波在天宮空間站與香港青少年“天地對
話”，到12月“神十三”航天員翟志剛、王亞
平、葉光富的“天宮課堂”太空授課活動，全校
師生都積極參與其中，進行了一系列相關的學習
活動，大家對國家載人航天科技的熱情有增無
減。

適逢“神十三”的3位航天員即將駐站滿3個
月，並將在太空“送牛迎虎”度過新春佳節，培
僑書院同學在老師帶領下都盡展所長，挖空心思
以不同作品為航天員致敬及送上新春祝福。曾在
上月“天宮課堂”代表港生提問的該校中四生門
睿涵，以中國書法寫下“虎踞龍盤雄宇宙，山青
水秀壯乾坤”送給航天員。

他解釋，在“天宮課堂”時其提問正是關於
太空中飲水分配器和水資源循環使用，故靈機一
觸在聯中加入“水”的字句，並希望航天員看到
對聯，可感受到濃濃的過年氣氛，“像在家一樣
溫暖”，“也祝福你們在太空工作順利！平平安

安的在太空中度過新春佳節！完成任務後，順利
地返回地球！”

剪紙創作以航天員生肖為主題
該校中三生王妍和鄧東方就合作以剪紙藝術

進行創作，更別出心裁地想到以航天員的生肖為
主題，配上寓意吉祥的裝飾，祝福他們順利完成
任務，平安歸來。該作品中，每個生肖的剪紙都
做得活靈活現，王妍說：“作品中的鳳凰代表培
僑書院向航天員送上祝福，猴子代表航天員葉光
富的生肖。”鄧東方介紹另一幅作品時說：“其
中的羊是航天員王亞平的生肖，老虎是來年農曆
新年的生肖，至於彩雲和燈籠都是吉祥如意的象
徵，祝願航天員新一年事事如意！”

繡“吉”字平安結 祝平安完成任務
細心的中五學生謝正傑在“天宮課堂”中留

意到航天員會將自己喜歡的小掛飾掛在床邊或工
作間，啟發了他以傳統中國繩結和羊毛氈工藝製
作出名為“來自地球的記掛”的小掛件，他介紹
“掛”指掛飾，也代表在地球上的祖國人民對航

天員們的“掛念”，“我以羊毛氈做成冰糖葫
蘆，它代表了中國傳統美食，另外我繡了‘吉’
字的平安結，祝願他們大吉大利，平安完成任
務，回來與大家共聚一堂。”

盼將來有國家航天員踏上月球
小學部的同學則用一幅幅惟妙惟肖的畫作，

展示他們眼中國家載人航天工程的成就，畫作呈
現了星河燦爛又充滿着未知奧秘的宇宙，神舟火
箭載着3位航天員和歷代中華兒女的期待衝向浩
瀚太空。小六生蔡凱琳將一名航天員畫在月亮之
上，很有童趣，“相信不久將來會有中國的航天
員踏上月球。”同是小六的涂瀚文和吳萃奇亦以
畫作祝賀“神十三”順利升空。

看到3位航天員平安到達天宮空間站，並成
功執行各項太空任務和實驗，他們難掩興奮：
“世界上只有3個國家能實現載人太空任務，中
國是其中之一，我為祖國感到無比驕傲！”他們
又提到，航天員為了國家的航天事業，犧牲了很
多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全情投入地探索宇宙奧
秘，“謝謝你們！你們辛苦了！”

培僑書院的同學除了積極製作實體小禮物
外，更有學生另闢蹊徑，以音樂向航天員表達謝
意。小六生陳芷柔和小四生鄺子愉組成了“雙人
女子天團”拍攝音樂影片，以大提琴和小提琴合
奏《我的祖國》，冀助航天員紓解思鄉之情。

“以航天員為傲 以祖國為傲”
在演奏《我的祖國》時，兩人滿有默契，琴

聲雄渾激昂、充滿感情。她們說：“航天員是中
國人的驕傲，大家都想為他們做些什麼。想到他
們在茫茫無盡的宇宙中，肯定很想念祖國、思念
親人朋友，希望通過這首樂曲，助航天員紓解思
鄉之情。這曲也代表了香港新一代青年人以航天
員為傲、以祖國為傲的情感。”

合奏《我的祖國》
解航天員鄉愁

●●鄺子愉（左）
與陳芷柔（右）
合奏《我的祖
國》，希望紓解
航天員的思鄉之
情。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To：神舟十三號航天員叔叔阿姨

From：香港 培僑書院

“神舟十三號”乘組的3位航天員翟志剛、王亞平、葉光富在太空

中迎來了2022年，而16日是他們駐天宮空間站滿3個月，之後會在

太空度過農曆虎年新年。為了向國家航天員致敬及打氣，香港文匯

報、點新聞策劃了“新年祝福寄天宮”活動，並得到粵港澳大灣

區學校的熱烈響應。繼首輪來自深圳的同學們寄出信件、明

信片和圖畫後，來自香港培僑書院的同學們也正密鑼緊鼓，

花盡心思去準備小禮物，以對聯、剪紙、小掛飾、圖畫及樂

曲合奏等，實行“聲色藝”俱全地為航天員送上至誠的新年

祝福。同學們不約而同地表示，“當我們在地球和家人慶祝

春節的時候，航天員就犧牲了和家人相聚、慶祝節日的時

間，在太空執行任務，感謝你們為國家的付出，感謝你們為

航天科技發展作出貢獻！為你們感到驕傲！”

●香港文匯報記者鍾健文

新年祝福

寄天宮

●●中五生謝正傑繡出“吉“字平安結，祝航天員大吉大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掃碼看片

●●同學用一幅幅畫作同學用一幅幅畫作，，展示展示
他們眼中國家載人航天工程他們眼中國家載人航天工程
的成就的成就。。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中三生王
妍（左）和鄧
東方（右）以
航天員生肖
為主題，準
備中國傳統
剪紙藝術。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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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綜合報道）新台幣匯率驚驚漲，今天盤中再次
進逼 「楊金龍防線」，收盤價也創下近25年新高。
美國聯準會已經 「放鷹」，為何新台幣匯率還是如此
強勢？專家直指關鍵原因是 「台灣例外」，但台幣的
強勢格局可能第2季會出現轉折。

2020 年初 COVID-19 疫情爆發後，全球實體經
濟受到重創，台灣也一度信心潰堤，股匯市歷經史上
最慘紅盤日。

但台灣迅速重整旗鼓，不只台股絕地大反攻，
新台幣匯率更是一枝獨秀，2020年連闖30元、29元
兩道整數大關，2021年更升破28元。

新台幣匯率去年下半年持續在27.8元至28元的
區間盤整，近期則因台股強勢上攻，吸引熱錢湧入追
捧，再次帶動股匯雙漲。

今天台股在權值股台積電領漲之下，衝破18500
點，新台幣盤中最高也升抵 27.55 元，步步進逼有
「楊金龍防線」之稱的27.5元價位，收盤價27.607元

則創下近25年新高。
元大寶華董事長梁國源分析，新台幣強勢不是

一天兩天，而是這一兩年來的事，會有這樣的狀況，
原因就是 「台灣例外」；疫情期間，台灣經濟基本面
的表現遠遠超乎全球主要經濟體，只要台灣基本面續
強，就持續為台幣提供支撐力道。

但新台幣強勢格局還能延續多久，梁國源認為
，今年第2季可能就會出現轉折。

「台幣雖然強，但是台幣的強法，不會像先前
那麼強」，梁國源表示，新台幣從29元邁向28元的
時間不長、力道也很猛，但站上27元後，在27.6元
至28元的區間盤整超過半年，顯見隨著其他經濟體
慢慢復甦，台灣已經 「沒那麼例外」。

最近台幣重啟升勢，但美國聯準會的貨幣政
策將是今年牽動股匯市走勢的最大黑天鵝。梁國源指
出，最近國際美元回檔，一方面是市場已提前反映聯
準會升息的訊息，另一方面，Omicron變異株使得美
國確診病例數再次攀升，帶來不確定性。

梁國源分析，近期新台幣延續強勢格局，除了
台灣經濟基本面還是很好，也有美國聯準會貨幣政策
動向還不明確的因素；如果美國聯準會3月結束購債
後升息，且會後聲明更加鷹派，不排除美元更強，加
速資金撤離新興亞洲市場。

梁國源表示，從年增率來看，台灣經濟數據還
是很不錯，但從季增率、月增率觀察，台灣經濟已經
走向高原期，大幅成長的空間有限；後續台灣經濟走
勢與美國聯準會動向，分別形成牽動新台幣升貶的力
道，兩者互相拉鋸，就看哪股力道較強，將決定新台
幣後續走勢。

新台幣衝上近25年新高 專家揭關鍵轉折時點

6年後人均GDP超越日本？
學者：台灣應強化優勢

(綜合報道）日本經濟研究中心（JCER）預測，日本人均
GDP將在2027年被南韓超車、2028年被台灣超越。學者認為，
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料，上述預測結果可能性不高
，但台灣仍應盤點自身優勢、持續強化競爭力。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JCER）認為，日本人均GDP將先後被
南韓、台灣超越，原因是日本的數位化步調緩慢，拖累生產力更
為低迷，不利人均GDP成長。

台經院國際事務處研究員邱達生表示，根據IMF去年10月
預測結果，台灣人均GDP可望於2025年超越南韓；但若和日本
相比，2025年日本人均GDP就已突破5萬美元，2026年升至5萬

1797美元，台灣直
到 2026 年 ， 人 均
GDP 尚未達到 4.5
萬美元的水準。

邱達生表示
， 預 測 人 均 GDP

的兩項重要參數分別是經濟成長率以及人口，日本人口老化嚴重
，台灣、南韓也有同樣問題；日本智庫會有這樣較悲觀的預測，
一方面是對中長期日本經濟成長看法較保守，另一方面應是想激
勵政府應強化數位領域，並對於少子化、高齡化有更積極的政策
作為。

「（日本預測）參考參考就好，但有點出重點，數位化很
重要」，邱達生表示，日本智庫的態度值得警醒，他們認為台灣
數位化做得很好，台灣也應該盤點 「有沒有做得那麼好」，確認
自身優勢在哪裡，以及有哪些地方需要補強。

中經院副院長王健全則說，日本企業層級分明，要動起來

比較困難，台灣組織相對扁平化，加上中小企業較多，優點是比
較靈活，可以快速因應網路時代的趨勢，缺點是資源有限。

王健全解釋，數位轉型分為三階段，數位化、數位優化、
數位轉型，數位化要先做到電子化，電子化後拓展到行銷、研發
稱為數位優化，轉型則是整個商業模式、任務編制都要有所改變
。

「台灣企業做數位轉型，大企業比較積極，中型企業想做、
但比較沒有方向」，王健全指出，政府應建立數位轉型服務團或
是觀摩中心，讓中型企業體驗數位轉型的好處，進而有明確前進
的目標。

相較中大型企業多有推展數位轉型的企圖，王健全坦言，
台灣存在許多小型企業，但他們目標是求生存，比較沒有能力推
動數位轉型。

不過王健全強調，數位轉型、淨零碳排是未來十年產業發
展的關鍵，尤其疫情更加速數位轉型的趨勢，企業要維繫競爭力
，數位轉型仍是必須走的道路。

稅收創高地方政府收紅包 統籌分配款估多發360億
(綜合報道）受惠2021年營業稅、營所稅創新高帶動，財政部表示，全年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實際收入遠比預算數增加，超出金額本週內將加發給地方政府，初估新台幣360億元，為史上最高。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為財政部從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及土增稅中，取一定比例發給地方政府的稅款，為地方政府重要財源，採按月發放，一年共12次；當年若稅狀況佳，實收入有超過預算數時
，多出金額會在隔年1月中旬年度決算後，加發給地方政府。

財政部國庫署今天舉行例行記者會，副署長顏春蘭表示，去年中央統籌稅款今天下午5時才會關帳決算，不過，初步看來，因去年營所稅、營業稅均成長不少，遠超過預算數，估計地方政府能
因此再多領到360億元統籌稅款，將努力於本週內決算完發給各縣市。

對比過往數據，360億元的年前統籌稅款大紅包，金額已超越2018年的157億元紀錄，創史上新高，也反轉了2020年中央統籌稅款受疫情衝擊、實收入低於預算數情形。

化學兵挺進台北車站等處消毒化學兵挺進台北車站等處消毒
疫情升溫疫情升溫，，陸軍陸軍3333化學兵群化學兵群1717日上午挺進台北車站日上午挺進台北車站、、轉運站等處消毒轉運站等處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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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 with GMCC, the direct lender for 
all your mortgage needs

• Buy without sell first, for luxury upgrade
• Medical doctor program 0% down $1M, 5% down 1.5M , no MI
• Rental DSCR, cash flow (can be negative cash flow), cash-out, purchase even 

first-time home buyer /investors subject to UW approval. No limit on financed 
rental properties (over 10+)

• Self employed / biz owner: business cash flow programs
• Retiree or anyone with large asset to qualify , without employment info
• Competitive rates for primary/rental jumbo loan purchase/refinance/cash-out, 

including jumbo rental cash out with asset depl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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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題目中的 「澳」 字，是澳門的
名字。澳門又名蓮城馬交，中葡串寫為
Macau, 是葡文音譯， 乃中國廣東省中
山縣鄰近的 一個小漁港。四百多年前，
被來自歐洲的葡萄牙人航經到此，目視
風光如畫、天朗氣清，是漁業發展及通
往中國大陸的一塊寶地，於是通過對腐
敗無能的滿清政府的威迫利誘，割讓澳
門給其為殖民地。尤幸到了20 世紀的
晚期的1999 年，中國已是巨人一樣，
屹立於世，通過跟葡國多次協商，南海
明珠的馬交，終於物歸原主，回到祖國
懷抱。

由那一刻起，澳門便以 「東方蒙地
卡羅」 賭城的大名，每時每刻，深深地
吸引着海外及中國大陸萬千遊客，到澳
門賭場耍樂。不過單一的經濟體系，終
非一個城市的謀生途徑。為此，澳門政

府力推兩項旅遊項目，來吸引各地各界
旅客訪澳。首先是每年10 月的車聲隆
的澳門賽車比賽。另一項就是十二月的
美味飄香的美食節。此兩頂民間活動，
近年均能為澳門的旅遊事業，添加色彩
。

本人楊楚楓，乃休市 「為食書生」
，出生自澳門，儘管移民來美45 年，
但由於青年追隨家父於休市從事飲食行
業，因此向來對於澳門的美食節，予以
重視。每年的飲食節期間，我都會把美
國華人經營出色的食店的名號及經歷，
撰成文字，發表在澳門的報刊上，讓遠
方的澳門居民，也對美國的唐餐廳，有
所認識。

記得前年的一次，我把休斯頓市唐
人街上赫赫有名的燒烤食肆新榮記，予
以介紹。我之所以挑選新榮記，全因為

我跟該店老闆陳定泉師父，有段港客情
緣。48 年前我還在香港可口可樂汔水
公司廣告部任職時，午餐這頓飯，不時
會跟同事一起，去到九龍新浦崗一間名
叫國華的大型酒樓，點食他的馳名午市
飯： 义燒火鴨雙拼飯。它是國華酒家的
招牌菜，十個食客來到，至少有7 位會
叫上這份餐，它不單味道濃厚，還有例
湯奉送，所以我對它愛不擇手，而通過
樓面伙記的介紹，認識了國華酒樓燒烤
部的新紥師兄，他就是今時今日的新榮
記飯店老闆陳定泉師父。30 年後在休
市，我賣去自己經營30 多年後的李家
莊、岳陽樓酒家後，到唐人街上的中國
餐廳當上經理，巧遇陳定泉師父，在店
中當燒烤大廚，目睹他每天提前在早上
九時，便回到中國餐廳，備戰燒肉、燒
鴨、义燒、乳豬等工序。那個時候，中

國餐廳的燒味出品，可以說是譽滿全城
，這跟陳定泉師父的一流技藝，有着絕
對關係。我倆在事隔隔三十年後，也可
以在異邦再度相逢，亦是一份緣份。

稍後，中國餐廳的老細陳氏夫婦，
有意到別處發展，遂以把酒家高價賣出
，而陳師傳也跟著離開，到黃金商塲內
的HMart 超級市場內的食品部擔任燒烤
師父，我也隨影隨形，不時到哪裡進食
。三年後，得知陳師父跟其胞妹嫦姐，
合力經營新榮記飯店。我當然是聞香而
至，轉眼之間，己有三年多時間，享受
陳師父的出色燒烤傑作，也不斷向親朋
戚友宣介，務必造到美味共享。即使際
此疫情干擾休市各大飲食店號，然而新
榮記的出品，也一樣能抓着食客之心，
其門若市呀！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榮記燒烤榮記燒烤 美澳揚名美澳揚名 楊楚楓楊楚楓

「擁抱春天」 十周年大慶，1月23日晚隆重登場
整場節目以創新、精彩為重心，餘座不多，購票請早
（本報訊） 「擁抱春天2022」將於

1 月 23 日（周日）晚間六時半在 Stan-
ford Center隆重登場！

晚會主席陸峻在周日（1 月 9 日）
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本次休斯頓各大
藝術團體和個人報名熱情高漲。今年是
擁抱春天 10 週年，也是休斯頓華人第
一次舉行大型現場文藝晚會。本屆春晚
的主題是”明天會更好”，休斯頓的藝
術家們將寄意晚會為一道疫情籠罩中的
艷陽，期許休斯頓，全人類都走出陰霾
，迎接更美好的明天，目前樓下座位接
近客滿，樓上還有座位，購票請早。

晚會的節目挑選已經結束。本次休
斯頓各大藝術團體和個人報名熱情高漲
，主委會從中挑出了總體近兩小時的高
水平節目，獻給休斯頓的觀眾們。由於
很多節目水平非常高，而晚會時常有限，造成導演
組對很多優秀的節目最終只能忍痛割愛。

這次春晚導演組以創新為重心，很多節目都會
呈現出很大程度的新意。整台將有很多精彩看點。

在歌曲方面，今年加強了流行歌曲的力度。大
家將會欣賞到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歌曲，比如”惱人
的秋風”和”野狼disco”。著名歌唱家，李文一老
師將為晚會獻上顛覆式演出。而華人著名實力派歌
手蔡毅將第一次正式演出原唱歌曲Bellaire B LVD

原創小品”探親”也將在擁抱春天讓現場觀眾

捧腹大笑。小品講述了從國內來探親的兩位老大爺
在美國碰到的趣事。

著名的嗩吶大師，電視劇”水滸”的演奏者郭
雅志也會傾情演出。

舞蹈方面，今年晚會的目標是百花齊放。屆時
觀眾們將欣賞到休斯頓各大舞蹈學校的精品節目，
包括在各大舞蹈比賽中的優秀獲獎節目。在舞蹈風
格上也多元化，包括民族舞，現代舞和街舞。

觀眾們也將欣賞到少林武功，京劇選段，以及
精彩的器樂表演。

整體晚會將會給觀眾目不暇接，驚喜不斷的感
受。

為了體現社團和中心的緊密合作精神，今年的
晚會將邀請各大社團代表一起上台合唱主題歌”明
天會更好”，共同期許美好的明天，祝福大家虎年
吉祥！

晚會售票已經火熱開始。今年購票主要採用微
信接龍方式。晚會票價$10-$100 不等，目前通過接
龍購票的觀眾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

請有意購票的觀眾們掃二維碼入群。

圖為出席圖為出席 「「20222022擁抱春天晚會擁抱春天晚會」」 新聞發佈會的各部門負責人於會上合影新聞發佈會的各部門負責人於會上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晚會主席陸峻介紹今年近二小時高水平節目的細節晚會主席陸峻介紹今年近二小時高水平節目的細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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