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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中央社）據路透社報導，距離北
京冬奧開幕剩不到2週，由於中國嚴格
的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防
疫措施，美國國務院正準備批准那些希
望盡快離開中國的美國外交官及其家屬
離境，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已向華盛頓提
出簽准請求。

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表示，部分大使
館人員對美國政府不願或無法保護美國
官員免於中國嚴格的檢疫隔離措施感到
心煩意亂，這些措施包括可能強迫他們
到發燒篩檢站檢測或與小孩隔離。

據環球網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中國疫情防控循嚴謹科學，防疫策略

行之有效，很好地保護了外國在中人士
。中國防疫措施符合 「維也納外交關係
公約」 、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等相
關規定，充分照顧了外交領事人員的舒
適度和正當權益。

趙立堅稱，中國目前無疑是世界上
最安全的國家，從最安全的地方撤出，
只會極大增加美方人員感染的風險。美
方的決策邏輯 「令人費解」 ，難以自圓
其說。

他說，中方已就此向美方表示嚴重
關切和不滿，希望美方遵守和配合中方
防疫規定，認真對待中方立場和關切，
慎重考慮所謂 「外交領事人員授權撤離
」 問題。

美擬批准駐中外交官撤離 陸外交部：令人費解
《《春之聲春之聲》》第第2626屆遊園會將於屆遊園會將於11月月2929日舉行日舉行

液晶大電視液晶大電視、、iPhoneiPhone 1313大獎等你拿大獎等你拿
（本報訊）由美南新聞集團舉辦的第26屆遊園會將

於1月29日上午10點在美國新聞電視大樓舉行。
目前考慮到疫情現況，為了避免疫情傳播保證大家

的身體健康，參加活動的人員以貴賓邀請方式入場，其
他人員可以通過手機觀看全過程。

此次美南新春遊園會是通過中國融鼎雲直播平台、
美南新聞，youtube等新媒體平台同步播出。新媒體將聯
動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們的新年遊園會進行
直播和報導。通過這些傳播平台，我們新春遊園會的盛
況將在同一時刻傳遍神州大地，傳遍五洲四海。

本屆園遊會將由
舞龍舞獅拉開序幕，
亞洲傳統特色節目陸
續登場。優雅的中國
樂曲、精彩的中國功夫、時尚的越南時裝秀、節目豐富
多姿多彩。在活動中還設有多項大獎，有55’ 液晶電視
、iPhone 13等獎品，觀眾朋友在觀看直播時可以撥打電
話參與抽獎，第一個打進演播室的觀眾將會獲得美南新
聞提供的大獎一份。

活動當天熱線電話：281-498-4310，參與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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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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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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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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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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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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Year of the
Tiger, we are holding the spring
festival celebration on new media
through our App, YouTube,
WeChat, TikTok and other
community media to reach
around the world.

We have invited many
community leaders from the
Chinese, Asian, African and
Latino communities to join us to
welcome the Year of the Tiger.
All of us together can build a
better community.

Last year we teamed up with
Amazon on their platform to
publish books for many authors.
Now we are planning to organize
a professional team to create

stories for many people so we
can keep them in the cloud for
their lifetime records.

The 5G age is here. We all
welcome this opportunity to be

working in this new media age.
Let’s write the new chapter
together.

0101//2626//20222022

We Are All In The New Media AgeWe Are All In The New Media Age

美南傳媒電視台為了歡接數位多媒
体時代之來臨， 除了在傳統電視15.3
頻道， 更結合了 Google APP、You-
Tube 、微信、頭條、抖音等社群媒體
，全面展開了對觀眾讀者之服務。
正逢農曆春節之到來，我們將在元

月廿九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在休士頓美南
新聞電視總部大攝影棚第一次舉辦缐上
春節庆祝大會，邀請來自德州國際社區
的各族裔領袖及藝文團體 ，包括華裔
、越裔、非裔、拉丁裔共同迎接虎年
的到來，我們除了慶祝農曆新年之外，
更彰顯社區族裔共存共榮之傳統，大家
共建美好的未來。
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近年來和亞馬遜

合作之出書計劃，正在大力推廣，我
們為許多知名作家和市井小民出版了自
己的作品，並且寄存在亞馬遜網路上永
遠留傳。
我們更計劃此次慶祝春節电視网上

大會之後，利用我們專業團隊及華麗之
大㕔，創建「家庭媒體制作計劃」，走
進百姓家庭，透過電視訪问，報導專
欄，專業攝影，社群媒體，詳細記錄
您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並且永久保存在
媒體雲端之中，在人生的旅程中不會留
白，美國全國5G時代已經來臨，我們
迎接新媒體帶來的新契機，譲我們大家
共同寫下新的歷史篇章。

數位時代數位時代--將您的生活不留白將您的生活不留白
線上慶祝虎年春節大會線上慶祝虎年春節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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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總統在政壇超越半世紀,一向給人溫
文儒雅的形象, 他因為失去長子而十分重視親
子關係, 總是循規蹈矩,展現出不急不徐的長
者風範, 甚少逾越禮數, 爆粗口的情況更是罕
見, 不過日前在白宮開完一場嚴肅記者會後,
他卻因福斯電視台記者彼得•杜西詢問了一
個他不樂意回答的問題而以粗話罵了這位不
識趣的記者:” 狗娘養的崽子!”

天啊, 禍從口出, 拜登闖禍了，很顯然的
, 他並不知道自己在說這句話時,麥克風並沒
有關機, 而且電視也清楚錄到他講話時的神態
, 這下子可不得了了, 經過社群媒體廣泛傳播
出去後, 拜登的失言立即成為眾矢之的, 讓原
本正經八百的記者會失焦變為總統羞辱記者
的話題, 政治警覺度相當高的拜登當然知道自
己失言, 於是放下身段,親自打電話給這位遭
到他辱罵的記者，兩人一談談了一個多小時,
真可謂”不罵不相識” 啊 !

拜登的舉動不僅顯示出他的歉意, 更展現
了一位總統的真誠與坦率, 說錯了,就道歉,這
是為人處事的態度, 但對一般官員來說卻是很

難做到的，硬拗不認錯是官員們的常態, 我們
都已經習以為常, 但是拜登不以自己身為總統
的高位而向人認錯陪不是, 是十分可貴的, 這
也是傲慢粗暴的川普總統絕對不可能做得到
的事,相信彼得•杜西必定會原諒拜登, 很快
平息這件風波。

公眾人物的言行一向被視為社會的楷模,
我們常說, 當官的是我們的公僕public ser-
vant，所以我們既然是他們的主人, 他們根本
就沒有資格來批評我們, 反而是我們可以理直
氣壯的批判他們, 如果批評官員不被允許的話
，那麼民眾對於政府政策不滿的情緒就無法
釋放，當然也會導致社會情緒的積壓,所以美
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就確保了人民具有批評政
府和官員的言論自由, 那也是民主政治的核心
價值,而且記者媒體人更是代表了社會大眾去
監督這些公僕, 所以任何官員羞辱記者或平民
都是非理與違法的, 對政府官員提起誹謗案
則是很容易成立的。

這一次拜登的失言給了他很大的教訓, 當
然也給眾多官員們做了一個正面的教育！

俄羅斯和烏克蘭代表團今天將在巴黎舉
行會談，以平息俄國在烏克蘭邊界集結兵力
所形成的緊張情勢。

法國和德國外交官也將參加這場高層會
談，使 2015 年達成明斯克協議（Minsk
Agreements）的4國重聚一堂。明斯克協議
試圖終止烏克蘭東部戰鬥。

俄羅斯的首席談判代表是副總理柯札克
（Dmitry Kozak），烏克蘭代表是總統幕僚
葉爾馬克（Andriy Yermak），而法國總統馬
克宏（Emmanuel Macron）和德國總理蕭茲
（Olaf Scholz）的外交顧問也將從格林威治

時間 11 時加入所謂的 「諾曼第模式 」
（Normandy Format）會談。

會談各方可望在今天稍晚向媒體簡報會
談情況，馬克宏的助理本週稍早說，法國和
德國將設法讓俄羅斯和烏克蘭走上 「緩和局
勢的道路」 。

西方強國昨天繼續發出警告，稱俄羅斯
若進攻親西方的烏克蘭，將予以大規模經濟
制裁。

馬克宏訪問柏林時與蕭茲一同受訪時表
示： 「一旦發動攻擊，將會遭到報復，（俄
羅斯的）代價將非常高昂。」

俄烏代表巴黎會談 化解邊界緊張情勢

為了解高膽固醇血症患者攝取芝麻，是否能降
低血脂並增強抗氧化能力，由輔仁與台灣大學組成
的研究團隊，針對逾20名參與者展開為期8週的
飲食實驗。結果發現，每天攝取40克芝麻(約3匙)
的參與者，血液總膽固醇與低密度脂蛋白(LDL, 俗
稱壞的膽固醇)明顯下降。研究團隊總結，芝麻對
血脂的確有助益，還能提高高膽固醇血症患者的抗
氧化能力，進而預防動脈硬化。

這份研究已刊登在國際期刊《營養研究》。論
文指出，芝麻作為傳統的保健食品，幾千年來被亞
洲國家用於改善營養與預防各種疾病。芝麻不僅富
含油脂與蛋白質；現有研究更證實其擁有抗氧化、
降低膽固醇、顧肝等功能。

甚至，研究也發現芝麻能抑制腸道對膽固醇的
吸收，並增加膽固醇的代謝，從而對LDL的降低、
防止動脈粥狀硬化產生相當效果。

不過，過往對於芝麻種種好處的研究，都是以
芝麻提煉物進行實驗，使用全籽進行營養研究的實
驗相當有限。

因此，為評估補充芝麻對動脈粥狀硬化的影響
，了解高膽固醇血症患者攝取芝麻是否能改善血脂
與提升抗氧化能力；研究團隊遴選21名高血脂患

者，所有參與者的總膽固醇水平大於240 mg/dL，
並參加飲食控制或藥物治療超過3個月。

其中，男性6人，女性15人，平均年齡為50
歲，平均身體質量指數為22.9 kg/㎡。大多數的參
與者體重在正常範圍，只有一人為肥胖。參與者除
須接受血液檢測外，還須檢查並排除惡疾、糖尿病
、腎、肝、內分泌與腸胃道疾病的參與者。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參與者必須採取國家膽固
醇教育計劃的飲食模式。在試驗開始的前2週，受
試者須維持規律飲食，並採集血液樣本。在實驗期
的1至4週，參與者每天吃下40克的芝麻，而第5
到第8週的實驗後階段，參與者停止食用芝麻並恢
復正常飲食。在第0週、第4週與第8週，研究團
隊測量參與者的體重與採集血液樣本。

結果發現，攝取芝麻的參與者血液中的總膽固
醇與壞的膽固醇水平明顯下滑，紅血球溶血現象的
時間與LDL氧化的時間也明顯變長。同時，攝取芝
麻讓參與者LDL中硫代巴比妥酸反應物（thiobar-
bituric acid reactive substances，TBARS）的水平
稍微降低。不過，研究團隊也發現，當患者恢復一
般飲食後，芝麻帶來的好處就消失了。

打擊壞膽固醇 預防動脈硬化 每天3匙見效的護心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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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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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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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蘭啓動“紅色等級”防疫措施

總理阿德恩取消婚禮

綜合報導 由于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在新西蘭擴散，該國23日起實施

“紅色等級”防疫措施，總理阿德恩取消自己的婚禮。

阿德恩23日早上召開臨時記者會宣布，由于出現9起奧密克戎變種

毒株的社區病例，全國將在當天晚上11時59分亮“紅燈”，她也將取

消婚禮。

新西蘭亮起“紅燈”，意味著政府將強制民衆戴口罩，以及限制聚

會人數不得超過100人等。阿德恩在記者會上也宣布，她的婚禮不會如

期舉行，自己就和其他新西蘭人一樣，生活因爲這場大流行而受影響，

表示“這就是人生”。

阿德恩呼籲民衆，如果出現症狀就要進行檢測。她也敦促民衆盡快

接種冠病疫苗追加劑，以更好地抵抗病毒。

新西蘭衛生部公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2日晚間11時59分，24小

時內新增確診感染71例，21天內染疫人數爲1096例。

阿爾登與未婚夫蓋伊福特(Clarke Gayford)原定于今夏(南半球夏季爲

12月至2月)在新西蘭北島吉斯伯恩市舉行婚禮；但由于疫情擴散婚禮必

須延後。

湯加救援進行時：
如何以“無接觸”方式安全分發物資

南太平洋島國湯加火山噴發和海嘯災

害發生後，國際社會對湯加的援助工作陸

續展開，不過，相關工作因新冠防疫問題

而變得複雜。

據BBC報道，湯加在災難發生前是世

界上爲數不多的未受新冠疫情影響的國家，

這給救援行動帶來挑戰，即如何把物資運進

去的同時，避免將外部世界的病毒帶入。

而爲了避免讓病毒有機可乘，湯加當局強

調要以“無接觸”方式分發救援物資。

怎樣做到無接觸救援？
新西蘭國際發展委員會的戴維(Aaron

Davy)表示，他們正把緊急救援物資運抵湯

加，但人員不進去，而且運輸行動遵守嚴

格的新冠防疫措施。

他說，“即使在修複損壞的海底通信

電纜時，也是在沒有與當地人接觸的情況

下完成的”。

與此同時，救援機構提供遠程協助

——例如提供專業技能協調——也是由當

地政府和社區團體來具體執行。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太平洋島嶼協調員維

奇(Jonathan Veitch)表示，他們在湯加有一些

員工和合作夥伴，因此可以跟他們一起制定

計劃並支持他們，而不用親自前往該地。

維奇還說，他們曾幫助過湯加全民接

種疫苗，因此“無接觸救助”的方式是可

行的。

但他表示，最終他們仍需要派一些如

上下水、清潔衛生、重建等方面的專家進

入湯加，屆時，他們需要與湯

加政府協商安全隔離措施。

是否有先例？
答案是肯定的。在新冠

疫情期間，新西蘭就曾在該

地區開展過數次無接觸操作

，例如，他們先用軍艦爲太

平洋島國投遞疫苗，然後再

用直升機或充氣艇運上岸，

在岸上交貨時與接收團隊保

持距離。

他們嚴格按規定操作，避免任何傳播

可能。機組人員還接受了特殊培訓，在移

交疫苗箱時保證小心操作。

2020年4月，在爲受飓風影響的瓦努

阿圖島國分發救援物資時也使用過無接觸

方法。瓦努阿圖不允許國外救援人員進入

該國，即使由飛機運送的人道救援物資也

事前經過了3天的消毒和隔離。

戴維表示，新冠病毒迫使援助方式做出

改變，這種更本地化的做法證明更有效。

他說，“我們不僅避免了新冠在瓦努

阿圖的傳播，而且還通過直接把資金和資

源提供給當地專家來支持他們”。

湯加是如何做到零新冠的？
湯加實際上關閉了邊界，禁止國際旅

行。它暫停了所有飛往該國的商業航班，

離開湯加的選擇也非常有限。

只有湯加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得到衛

生部批准的一些旅行者可以乘坐偶爾的撤

僑包機進入湯加。但他們必須在抵達後進

行21天的隔離。

湯加全國約有10萬人口，其中約60%

接種了兩劑完整疫苗。自新冠疫情一開始

，湯加就實行嚴格的內部限制，包括夜間

宵禁以及限制聚會措施。

湯加為何如此擔心新冠？
湯加是一個由170多個島嶼組成的島

國，其經濟嚴重依賴外國旅遊業。其中一

些島嶼社區地處偏遠地區，因此醫療資源

有限，疫情暴發會令他們不堪一擊。

人們也擔心，缺乏與病毒接觸意味著

人口中幾乎沒有什麽免疫力。

此外，湯加人害怕病毒也包括曆史的

原因。一個世紀前西班牙流感傳到湯加時

，隨著載有病人船只的到來，病毒也在湯

加迅速蔓延。據估計，結果導致島上大約

8%的人口死亡。

伊朗宣布恢復
聯合國大會投票權
綜合報導 據報道，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馬吉德· 塔赫特-拉萬

希宣布，伊朗已恢復此前因未繳納聯合國會費而失去的聯合國大會

投票權。

據報道，此次伊朗繳納的聯合國會費約1800萬美元，是韓國用凍結

在該國的伊朗資金代為繳納。塔赫特-拉萬希此前表示，由於美國對伊朗

實施單邊製裁，伊朗連續第二年難以正常支付聯合國會費。美國對伊朗

施加的限製不僅阻礙了伊朗獲得藥品和醫療設備等人道主義物資，也阻

礙了聯合國的工作。

因美國製裁伊朗，韓國兩家銀行自2019年9月起凍結共計約70億美

元伊朗資金。這些資金是伊朗向韓國出口石油所得，伊方多次呼籲韓方

解除凍結。

另據報道，韓國企劃財政部23日發表聲明說，通過與美國財政部海

外資產控製辦公室、聯合國秘書處等機構的積極合作，韓方已於21日用

韓國凍結的伊朗資金繳納了伊朗的聯合國會費1800萬美元。

聲明說，本月13日，因擔心拖欠聯合國會費導致喪失聯合國大會投

票權，伊朗政府向韓國政府緊急提出使用凍結資金繳納聯合國會費的請

求。

聯合國大會主席發言人庫比亞克12日說，伊朗等8個聯合國會員國

因未繳納聯合國會費而失去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權。

根據《聯合國憲章》相關規定，如果會員國拖欠的會費額等於或超

過前兩年所應繳納的會費，它們就會失去在聯大的投票權，除非可以證

明這種拖欠會費情況是由不可控因素造成的。被取消投票權的8個國家

只要支付規定的最低金額，其投票權便可恢復。

土耳其願促俄烏元首會晤
專家認為“不現實”

土耳其總統雷傑普· 塔伊普· 埃爾多

安本周早些時候說，他有意促成俄羅斯

和烏克蘭總統在土耳其會面。俄羅斯衛

星通訊社22日援引專家觀點報道，俄烏

元首在土耳其會晤可能性不大。

土方願搭台
埃爾多安說，土耳其願意促成俄羅

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與烏克蘭總統弗

拉基米爾· 澤連斯基在土耳其面談。土耳

其內政部長蘇萊曼· 索伊盧21日與烏克

蘭內政部長傑尼斯· 莫納斯特爾斯基通電

話。

媒體記者問及普京與埃爾多安是否

討論過俄烏元首會晤以及俄羅斯是否在

爲會晤做准備，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德

米特裏· 佩斯科夫說：“關于會晤沒有可

以說的。”佩斯科夫強調，烏克蘭沒有

遵守《明斯克協議》所規定的義務，

西方國家正向烏克蘭輸送武器以示支

持。

西方國家近期聲稱，俄羅斯在同

烏克蘭接壤的邊境地區集結重兵，意

圖“入侵”烏克蘭。俄羅斯否認意圖

“入侵”，強調俄方安全空間受到不

斷擠壓。俄方說，英、美等國近期

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加劇了俄羅斯

對西方國家以俄方“入侵”烏克蘭

的謠言掩蓋他們自身“軍事挑釁行

動”的擔憂。

美國駐烏克蘭大使館在社交媒體發

布消息，美國政府向烏克蘭提供的一批

大約90.7噸援助21日晚運抵，包括彈藥

。英國國防大臣本· 華萊士17日說，英

方決定向烏克蘭提供一批“輕型防禦性

反裝甲武器系統”，一小批英方人員將

赴烏克蘭提供培訓。

美國國務院官員先前披露，美國政

府已經批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

宛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夥伴和盟國向第

三方轉讓美制軍事裝備。

俄方不信任
就土耳其有意斡旋俄烏局勢，一些

分析師認爲俄烏元首在土耳其會晤不太

可能實現。

瑞典安全與發展政策研究所土耳其

中心高級研究員加雷思· 詹金斯接受衛星

社記者采訪時說：“盡管我能想到澤連

斯基可能有意接受埃爾多安邀請的原因

，但我認爲普京不會這樣做。”

詹金斯認爲，普京與澤連斯基會面

“不現實”，化解複雜政治問題通常需

要兩國較低層級官員的長期接觸，元首

只在最後階段會晤。

他說，如果一國希望扮演調停者角

色，這個國家必須獲得衝突雙方的信任

。在詹金斯看來，土耳其並不滿足這一

條件。他解釋，土耳其決定向烏克蘭出

售武裝無人機，這些裝備可能用于烏克

蘭東部頓巴斯地區，俄羅斯極有可能認

爲土耳其並非不偏不倚。

2014年 4月，烏政府軍與民間武裝

在頓巴斯地區爆發大規模衝突。經國際

社會斡旋，衝突雙方分別于2014年9月

和次年2月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達成

停火協議。這一地區此後沒有發生大規

模武裝衝突，但時有小規模交火。

美國中東研究所專家比羅爾· 巴什坎

同樣認爲，俄烏兩國沒有理由接受埃爾

多安的提議。土耳其這一提議試圖在當

前不穩定的局勢中尋找平衡。不過，巴

什坎認爲不排除俄羅斯和土耳其找到某

種形式合作的可能性，就像兩國就敘利

亞問題那樣。

巴西巴西228歲女性自然懷孕生下五胞胎
概率約為6000萬分之一

綜合報導 巴西一名28歲的

婦女在醫院生下五胞胎，自然懷

孕生下五胞胎的情況非常罕見，

概率約爲6000萬分之一。

報道稱，婦産醫生巴雷多解

釋說：“多胎妊娠大多是早産，並

帶有相關風險，例如母親患糖尿病

或有嬰兒死亡等。所幸媽媽和寶寶

們都很好。”

據報道，生下五胞胎的女性卡

西亞(Yanike Piera de Cassia)已育

有兩個孩子，分別爲5歲和3歲。爲

支付尿布和嬰兒的其他費用，她與

家人一起在網絡上發起衆籌。

報道指出，卡西亞自 2021

年底就住院接受觀察，醫療團隊

在監測她和嬰兒們的健康狀況後

，決定擇期進行剖腹産手術。當

天超過20名醫護人員在現場協

助並見證五胞胎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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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
losi）今天表態將再度投入國會選戰，爭取第
19個眾議員任期，但未說明是否會尋求續任民
主黨領袖的角色。

路透社報導，81歲、代表加州的裴洛西是
美國第一位女性眾院議長，外界原本預料她將
下台，尤其是她所屬的民主黨有可能在11月8
日期中選舉丟失多數黨優勢。

目前還未明朗的是，裴洛西是否會依2018
年允諾的，在史無前例重登議長寶座後，再擔
任兩屆議長即把民主黨領袖的重責交給少壯派
接班。

眾議院議長先投入國會選戰，再宣布不角
逐議長寶座的作法，過去並非沒有前例。

2006年時，時任眾院議長的共和黨籍哈斯
特爾特（Dennis Hastert）輕鬆連任他眾議院
席次，即便民主黨在選戰中拿下參眾兩院的控
制權。

他是到了選舉日過後才宣布不會在2007年
1月召開的國會爭取眾院議長職位。他2007年
底辭職，完全退出國會。

裴洛西在上傳社群網站推特（Twitter）的
影片中說： 「我們雖然取得進展，但在改善人
們生活上還需要更加努力，這次的選舉至關重
要，危在旦夕的是我們的民主。」

儘管民主黨今秋的期中改選可能會打得很
辛苦，但裴洛西握的眾院席次被視為是該黨可
以安全保住的一席。

美81歲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表態再參選國會

美國西維吉尼亞州決心逐步減少燃煤發電
，改以 「能源多元化」 為新的指導方針，為此
，州議會在星期二廢止了1996年頒布的核電廠
禁令，換言之，未來核電也可以做為該州的主
要能源。

美聯社報導，廢止核電禁令以24票對7票
的結果獲得通過，只有3名議員選擇棄權，正
式宣告西維州將 「以核減煤」 。

該州曾經明確反核，還在1996年通過核電
廠禁止令以表決心。但近年來，核電做為最有
效的減緩氣候變化工具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在
核能支持者的不懈奔走下，愈來愈多人瞭解，
核能的環境廢棄物排放量很少，並且從平均而
言，也是比多數發電方式都更安全。

該法案的發起人是卡納瓦郡(Kanawha )的
共和黨參議員湯姆塔庫博(Tom Takubo)，他說
： 「我們的想法不能固步自封，這項法案旨在
表態我們願意開放討論。」

「我認為對於西維州來說，展望未來、期
待多元化是重要的，更簡單的說，如果這項技
術(核能)可以應用到我們的山脈之州(西維州的
暱稱)，我們要以開放的心態與世界和其他地方
進行討論，這非常重要。」

根據美國能源部的資料數，西維州是美國
第二大煤炭生產州，僅次於懷俄明州，佔2019
年美國能源總產量的5%，在各州中也排名第
五。因此該州的主力發電以燃煤為主，達到了
88%，其次是5%的天然氣、3.3% 的風能、

3.1%的水電，和0.2% 的其他能源，沒有核能
。但是煤炭的問題顯而易見，於是過去十年中
，該州的能源公司和公用事業體也探索使用天
然氣、太陽能和風能等其他能源，努力降低煤
炭比例。

西維州普特南郡(Putnam County, West
Virginia)的共和黨議員艾利克•塔爾 (Eric Tarr)
說： 「能源轉型對我們西維州很重要，當大企
業想要我們州投資設廠，計畫進軍全球市場時
，會面臨碳足跡的門檻，要達到國際接受的標
準，需要多樣化的能源組合。」

哈里森郡(Harrison County )民主黨人邁克
‧羅馬諾(Mike Romano)表示，他支持核電，
但擔心該法案沒有提到核能監管問題。但默瑟
郡( Mercer County)共和黨人錢德勒‧史沃普
(Chandler Swope)表示，只要一家能源公司表
現出興趣，未來的立法機構可以解決核電廠規
劃、監管等後續法律問題。

也仍然有議員表態反對，門農加利亞郡
(Monongalia County)民主黨人鮑勃•比奇(Bob
Beach)表示，他擔心國家安全，認為核電廠可
能成為恐怖攻擊目標。目前密西西比河以東的
幾個州都沒有核電廠。 「我還是希望西維吉尼
亞繼續是特別安全的州之一。」

不過，核能支持者則說，核事故是嚴重，
但發生比例極低，而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能源
，在正常運作的情況下，仍然是每天都在製造
污染，並導致疾病和死亡。

美國西維州廢止核電禁令 改採 「以核減煤」
台副總統賴清德27日將出席宏都拉斯新任

總統卡蕬楚（Xiomara Castro）就職典禮，對於
賴清德會否在停留宏國期間與同樣前往參與的美
國副總統賀錦麗會面？美國之音今（26）日引
述白宮資深官員指出，賀錦麗沒有計畫在拜訪宏
都拉斯期間與賴清德會面。

台友邦宏都拉斯即將在27日舉行新任總統
卡蕬楚的就職典禮，副總統賴清德率團代表出席
，並且已經在美國當地時間25日抵達洛杉磯，
預計停留24小時後，26日動身前往宏都拉斯。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也將
代表美國出席卡蕬楚的就職典禮，外界關注賴清
德有沒有可能在停留宏國期間與賀錦麗會面，美
國之音報導，白宮資深外交官員回應，賀錦麗
「沒有計畫在訪問宏都拉斯期間與台灣副總統會

面」 。
另據路透社報導，美國官員暗示，停留宏都

拉斯期間，賀錦麗與賴清德之間將不會有正式會
面。

路透社指出，任何這類的會面都將激怒北京
。儘管美國與台灣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不過美國
仍是台灣最重要的國際支持者及武器供應者，導
致華府與北京之間的緊張升溫。

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昨（25）日表示，賴
清德27日參加完宏都拉斯新總統卡蕬楚的就職
典禮後，返程預定28日在舊金山停留一晚，全

團預計30日返回台灣。
歐江安也提到，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帝芬尼

（Tom Tiffany）及裴利（Scott Perry）日前聯
名致函賀錦麗，呼籲在宏國期間公開與賴清德會
面，對此，外交部相信屆時賴清德將與宏國新政
府及各國出席代表自然互動，同時外交部也會持
續溝通，進行適當安排，拓展台灣與友好國家的
互動與往來。

針對賴清德過境美國，美國國務院表示，賴
清 德 將 與 美 國 在 台 協 會 （AIT） 主 席 莫 健
（James Moriarty）會面。

賴清德本人則表示，此行的目的是要向全世
界展現台灣是可信賴的朋友，並且有能力協助國
際社會。

卡蕬楚去（2021）年在競選期間表示，如
果當選，將轉而承認北京，終止與台灣的邦交關
係。不過她勝選後幕僚又改口表示，將考量美國
的態度，以及考量宏都拉斯與美國的雙邊關係後
再做決定。

後續，美國副總統辦公室發布聲明，指出賀
錦麗與卡蕬楚通過電話，商討促進兩國之間的經
濟成長、對抗貪腐、解決移民等問題。

美國西半球事務局助理國務卿尼可拉斯
（Brian Nichols）指出，不論誰當選，美國都希
望宏都拉斯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

賴清德會賀錦麗破局 白宮：無會面計畫

消息人士指出，美國國務院擬准許想要離開中國的外交官員
和家屬請求，因美國政府無法阻止中國當局對他們實施嚴格的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管控措施。

2名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距離北京冬季奧運開幕剩不到2
週前，中國強化COVID-19管控措施，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昨天已
向華盛頓提出簽准請求。

因事屬敏感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表示，部分大使館人員對美
國政府不願或無法保護美國官員免於嚴格的檢疫隔離措施感到心
煩意亂，這些措施包括可能強迫至發燒篩檢站檢測或與小孩隔離
。

記者屢次要求美國國務院置評但未獲回應，目前也還不清楚

國務院是否已批准大使館的請
求。

一名消息人士說，美國大
使館進行內部調查，多達25%人員和家屬選擇盡快離開中國。

這名人士表示，外交官員居家隔離應會是基本要求，至於到
發燒篩檢站檢測和醫院檢測則應為自願性，還說美國政府本應對
這樣的要求施以報復措施，卻沒這麼做。

另一人指出，大使館領導階層未獲中國在疫情期間對美國外
交官員待遇的適當保證。

在疫情爆發最初幾個月，美國政府將大約1300名美國外交
官員和家屬撤離中國，兩國政府就官員檢測和隔離程序陷入數月

僵局。
一般來說，中國要求外國外交官遵守疫情管控規定，像是在

集中的政府設施隔離數週時間，個人在此沒有行動自由。
北京冬奧將於2月4日開幕，病毒仍在這座城市持續蔓延，

中國已迅速強化防疫措施，以遏止疫情進一步擴散。
美國表示，中國政府持續對新疆的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穆斯

林族群數實施種族滅絕，因而率領數個盟邦和夥伴國對北京冬奧
進行外交抵制。

冬奧前加重防疫規定傳美擬准許外交官離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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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茂傳擬賣34項目 涉資750億
香港文匯報訊 世茂集團出現信託違約之後，

正積極尋求出售資產以緩解資金緊張。據財新網報

道，世茂集團正準備出售內地34個資產項目，集團對其

中15個項目的總報價約422.35億元（人民幣，下同）；

另外19個屬於合作項目或仍處於前期投入階段，世茂方

的淨投入合約324.84億元，合共涉資約750億元。據指

有關項目遍布北京、上海、杭州、大灣區等17個地區，

包括酒店、商業、辦公、住宅等業態，部分是獨資發展

項目，部分是合作發展。

澎湃新聞則指世茂正放售36項目，合共報價超
過771億元，當中不少是世茂旗下的地標建

築，如上海佘山世茂州際酒店及杭州智慧之間
等，其中深圳世茂龍崗深港國際中心報價151.43
億元。如果剔除已經通過抵押等已經使用的融資
額度，倘有關資產全數出售，回籠資金可望達到
236億元。

國企或成為併購主要買家
據彭博匯總數據顯示，2022年世茂共有21.93

億美元的境內外債券到期，其中到期美元債的總
額為10億美元。彭博行業研究資深分析師Kristy
Hung認為，世茂的資產出售是一場艱難的戰役，
因為其在內地低線城市以及北部及西南地區的大
量布局可能不在買家的目標搜索範圍。

國有企業或成為買家中的主要力量。監管近

期也在釋放政策支持信號，房地產境內併購類債
券發行初露曙光。上周五浦發銀行完成首單房地
產併購債的定價，招商蛇口和建發房地產集團亦
開啟併購債簿記建檔。

世茂上周表示，將把物業管理子公司作價10.6
億元售予上海市屬國有企業上海久事。公司25日
在港交所公告稱，同意以18億元出清其在合營公
司廣州利合的持股；廣州利合主要資產為商住混
合式綜合體廣州亞運城，買家是擁有央企背景的
中國海外發展旗下的中海地產。另一地產商雅居
樂集團周一也宣布擬以18.4億元向中海外出售其
在廣州利合中的全部股權。

佳兆業深投控傳簽收購意向
另一方面，據財聯社從接近佳兆業知情人士

處獲悉，深圳國資委旗下的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

公司，已與佳兆業子公司佳兆業文體科技集團簽
訂投資條款清單，擬定初步的收購意向框架。在
盡職調查之前，投資機構會出具投資條款清單，
約定投資併購的主要條款。

上周中國恒大的一個海外債權人特別團體表
示，恒大集團未能與其就重組工作進行實質性溝
通，該團體將“嚴肅考慮採取強制執行措施”以
維護其合法權益。

恒大籲境外債權人寬限時間
中國恒大在一項聲明中，懇請各境外債權人

給予更多時間，“支持我方充分考慮各類不確定
性和風險，為形成一個對各方利益都有保障的債
務風險化解方案而共同努力。”恒大並表示，公
司正集各方之力共同制定一個全面、細緻、有效
的債務重組計劃，以保障各方合法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
蘭上海報道） 24日短暫企穩後，
A股大盤再度下探，25日滬綜指、
深成指、創業板指均收跌逾2%，
分別失守 3,500 點、14,000 點、
3,000點整數關口。通信服務、文
化傳媒、遊戲等板塊暴跌6%。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433
點，跌91點或2.58%；深成指報
13,683點，跌397點或2.83%；創
業板指報 2,974 點，跌 81 點或
2.67%。兩市共成交9,368億元（人
民幣，下同），北向資金淨賣出逾
35億元，終結連續7日淨買入。

貴金屬股逆市升2%
盤面上，資金避險情緒升溫，

貴金屬板塊逆市升2%，湖南黃
金、西部黃金漲停。另一個小幅飄
紅的行業板塊是航空機場，不過個
股漲跌互現，其中中國國航、白雲
機場、中國東航升3%，深圳機
場、上海機場等收跌。上海機場周
一發盈警，預計2021年虧損16.4
億至17.8億元。

行業跌幅榜中，通信服務、文
化傳媒、遊戲等板塊跌逾6%；兩
市概念板塊盡墨，雲遊戲板塊狂瀉
7%，數字貨幣、新冠藥物等概念
也急挫6%。

市場賺錢效應極差，兩市約
4,400股飄綠。

分析認為25日A股行情主要
受制於三方面：一是外部局勢不確
定性及歐洲股市大跌，對A股投資
者情緒有一定影響；二是春節臨
近，市場交投氛圍略顯清淡，有人
抱着“持幣不持股”的心態，致前
期熱點板塊全線熄火；其三，北向
資金出現較為明顯的流出跡象，加
之目前市場環境較為複雜，年前最
後幾個交易日可能將繼續離場。

投資宜聚焦“穩增長”
華西證券指，節前A股市場風

險偏好降低，投資者可按“穩增
長”主線索驥，配置上以“低估值
價值藍籌”為主。

但中信建投證券認為春節後隨
着新基金發行回暖，美聯儲加息預
期利空出盡，市場風險偏好有望改
善，當前或可珍惜把握即將來臨的
反攻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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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指世茂正放售重點項目有消息指世茂正放售重點項目，，當中不少是旗下的地標建築當中不少是旗下的地標建築，，圖為深圳世茂圖為深圳世茂
龍崗深港國際中心龍崗深港國際中心，，據傳放售報價逾據傳放售報價逾151151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首月百城住宅成交料跌四成
香港文匯報訊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25日發布

的《百城住宅成交監測報告》顯示，今年1月1至
23日，中國百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為1,757萬
平方米，環比下跌20%，同比下跌44%；預計全
月環比下跌約兩成，同比下跌約四成。報告認為，
同比下跌幅度之所以這麼大，和2021年同期的基
期值較高有關。

寬鬆政策料加碼利好後市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指出，1

月份百城住宅成交行情欠佳，說明當前各城市依然
處於降溫通道之中，交易行情回暖依然面臨阻力和
壓力。

雖然近期信貸等政策總體處於放鬆，但要傳
導到購房領域，依然存在時滯。路透社引述嚴躍進
預計，兩會前後各類寬鬆的政策會陸續出台，包括
信貸政策的調整、購房補貼的落實、改善型購房需
求的鼓勵等。

這將逐漸緩解市場下行的壓力，促進交易行
情的活躍，住宅交易指標也有由負轉正的可能，因

此，後續市場行情並不悲觀。

二線城新房成交環比跌27%
報告顯示，期內，一、二、三四線城市環比

新房成交面積分別下跌了12%、27%和13%；同比
分別下跌了28%、46%和45%。對山東、江蘇、浙
江、福建、廣東、四川等六個重點省份新建商品住
宅交易行情的統計顯示，四川省（包括成都、南
充、德陽和資陽四個城市）成交環比增速5%，同
比增速為-11%，行情明顯較好；而浙江省（包括
15個城市）的壓力較大，環比增速 -27%，同比增
速-64%。其他省份如山東、江蘇、福建和廣東，
均呈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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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構建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
在京主持中國同中亞五國建交30周年視頻峰會 提五點建議

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25日下午在北京主持中國同中亞五國

建交30周年視頻峰會。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吉

爾吉斯斯坦總統扎帕羅夫、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土

庫曼斯坦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

爾濟約耶夫出席峰會。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強化守衛和

平的防護盾的建議，並提出未來3年中國將向中亞國家

提供5億美元無償援助，用於各國民生項目建設。

習近平和五國元首一起觀看了中國同中亞國家關係發展中歷史
性瞬間的視頻，在熱烈、隆重、友好的氣氛中共同總結經

驗，展望未來。習近平發表題為《攜手共命運 一起向未來》的
重要講話。

“一帶一路”中亞地區開花結果
習近平指出，30年前，中國率先同中亞國家建交，開啟了雙方

交往和合作的大門。30年來，雙方順應潮流、講信修睦，在互諒互
讓基礎上徹底解決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走出了一條睦鄰友好、合
作共贏的新路，成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典範。雙方攜手同行、共
謀發展，共建“一帶一路”在中亞地區開花結果。雙方休戚與共、
安危共擔，有力維護了共同安全利益和地區和平穩定。雙方相知相
親、互融互通，譜寫了中國同中亞國家人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的
動人交響曲。雙方相濡以沫、堅守正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
上堅定相互支持，維護了雙方正當權益和戰略利益。

16字“成功密碼”見證繼往開來
習近平強調，中國同中亞五國30年合作的成功密碼，在於雙

方始終相互尊重、睦鄰友好、同舟共濟、互利共贏。這四項原則是
在合作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和共同財富，是中國同中亞國家關係行穩
致遠的政治保障，也是中國同中亞國家友好交往繼往開來的力量源
泉。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無論未來中國發展到什麼程度，中國
都始終是中亞國家值得信任和倚重的好鄰居、好夥伴、好朋友、好
兄弟。中方堅定支持中亞國家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堅定支
持各國維護本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堅定支持各國追求民族振
興和團結自強，堅定支持各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作用。中方願
同中亞國家攜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

反對以人權為藉口干涉別國內政
習近平提出5點建議。
第一，深耕睦鄰友好的示範田。中方將秉持親誠惠容理念，

同中亞國家加強高層往來和戰略溝通，辦好“中國+中亞五國”
外長會晤等一系列對話合作機制，不斷增進團結互信，深化互利
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堅決反對以人權為藉口干涉別
國內政。

第二，建設高質量發展的合作帶。中國願向中亞國家開放超
大規模市場，將進口更多中亞國家優質商品和農產品，繼續辦好
中國－中亞經貿合作論壇。中方倡議建立中國－中亞五國電子商
務合作對話機制，適時舉辦中國－中亞國家產業與投資合作論
壇。建立人暢其行的“快捷通道”，完善物暢其流的“綠色通
道”，加快推進中吉烏鐵路項目，推進中國－中亞交通走廊建
設。確保中國－中亞油氣管道穩定運營，擴大能源全產業鏈合
作。加強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高技術領域合作。

第三，強化守衛和平的防護盾。要繼續打擊“三股勢力”，深
化邊境管控等合作，築牢地區安全防護網。中方願繼續向中亞國家
提供疫苗和抗疫物資，加大疫苗和特效藥聯合生產和技術轉讓。
2022年中國再向中亞國家提供5,000萬劑疫苗援助，並在有需要的
國家設立傳統醫學中心。中方呼籲建立中國－中亞健康產業聯盟。

第四，構建多元互動的大家庭。要建立人文交流大格局，加
快互設文化中心，積極開展文化遺產對話，繼續推進婦女、智
庫、媒體等領域交流。中方將為中亞國家推介旅遊資源搭建平
台，願把五國全部列為中國公民出境旅遊目的地國。中方倡議舉
辦中國－中亞民間友好論壇，未來5至10年努力將中國同中亞五
國友好城市增加至100對。今後5年中方計劃向中亞五國提供
1,200個中國政府獎學金名額，舉辦中國－中亞青年藝術節、
“未來之橋”中國－中亞青年領導人研修交流營等活動。

第五，維護和平發展的地球村。不久前我提出全球發展倡
議，號召合力應對風險挑戰，推進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
程。我願宣布，未來3年中國將向中亞國家提供5億美元無償援
助，用於各國民生項目建設；提供5,000個研修研討名額，幫助各
國培養衞生健康、減貧惠農、互聯互通、信息技術等各領域專業
人才，增強發展的內生動力。

峰會通過並發表《中國同中亞五國領導人關於建交30周年的
聯合聲明》。

中 國 國 家
主席習近平 25
日下午在北京
主持中國同中
亞五國建交 30

周年視頻峰會，在講話最後，習
近平強調，中國古人云：“道雖
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
成。”讓我們從六國人民共同福
祉出發，賡續友誼，推進合作，
共同譜寫中國同中亞國家關係更
加美好的明天，共同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

小，不為不成”出自《荀子．修
身》，意思是說，即使路程再
近，不走也不會到達；即使事情
再小，不做也不會成功，強調了
踏實篤行的意義。2018 年 5 月 2
日，習近平同北京大學師生座談
時也引用了這句古語。他指出，
每一項事業，不論大小，都是靠
腳踏實地、一點一滴幹出來的。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
不為不成。”這是永恒的道理。
做人做事，最怕的就是只說不
做，眼高手低。

●來源：新華社、央廣網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

中亞五國元首期待出席冬奧開幕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

主席習近平25日下午在北京主持中國同
中亞五國建交30周年視頻峰會。中亞五
國元首感謝中方倡議並主持召開此次具
有歷史意義的視頻峰會，高度評價中國
發展成就，讚賞中國為地區和世界和平
與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積極評價中亞
國家同中國關係30年來發展取得的豐碩
成果，認為中亞國家同中國關係發展不
僅促進了各自發展繁榮，也有效維護了
地區和平穩定，樹立了相互尊重、公平
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典範。
各國漫長邊界線不再是“楚河漢界”，
而是成為彼此人民睦鄰友好的橋樑和紐
帶。中國為五國長期以來提供的寶貴支
持以及為五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的
疫苗和抗疫物資等支持，都是中亞國家
同中國堅不可摧友誼的見證。

五國元首表示，完全贊同習近平主席就
未來中國同中亞國家關係提出的建議，願以
雙方建交30周年為新起點，合力構建內涵
豐富、成果豐碩、友誼持久的戰略夥伴關
係，打造中亞－中國命運共同體，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各國將堅定支持彼此選擇

的發展道路，堅定支持彼此維護獨立、主權
和領土完整，反對以任何藉口干涉他國內
政，共同維護六國核心安全利益和戰略利
益。共建“一帶一路”對於促進本地區經濟
發展、人民福祉、睦鄰互信具有重大戰略意
義。各方將認真落實會晤重要共識和成果，
加強定期高層交往，全面推進“一帶一路”
建設，深化地區互聯互通以及經貿、能源、
高技術、安全等各領域務實合作，積極落實

全球發展倡議，密切在地區國際事務中溝通
協作，推動中亞國家同中國關係實現新發
展，更好應對共同挑戰，為維護地區和平安
全作出新的貢獻。

五國元首均表示，熱切期待下周赴華出
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相信中方克服疫情困
難如期順利成功舉辦北京冬奧會，必將給世
界帶來更多信心和希望！預祝北京冬奧會成
功，預祝中國人民春節快樂！

●五國元首均表示，熱切期待下周赴華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 新華社

●1月25日下午，習近平在北京主持中國同中亞五國建交30周年視頻峰會，發表題為《攜手共命運 一起向未來》的重要講話。 新華社

●25日，習近平主持中國同中亞五國建交30周年視頻峰
會。 新華社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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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家埠年画《山林猛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 山东高密剪纸生肖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 老虎菊花缎童帽
中国美术馆藏

▲ 五毒虎鞋 张友兰 中国美术馆藏

虎的形象在民间美术中十分常见，与人民生活
密切相关。民间与虎相关的民俗、生活用品比比皆
是。陕西关中嫁女需配送面老虎；孩子小时候要戴
虎头帽，穿虎头鞋；土家族则自称为白虎之后，家
家户户常年供奉白虎。这些民间美术中的虎，既是
对古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是民间表达吉祥意蕴
的象征与寄托。

“虎”在民间美术中的表现形式丰富，有刺
绣、版画、剪纸、泥塑等，应用于玩具、服饰、家
具等日常用品，出现在日常起居、岁时风俗、人生
礼仪等生活场景。为何“虎”在民间如此受欢迎？
大概源于远古留下来的图腾崇拜以及世世代代扎根
于民众内心的吉祥观念：辟邪、镇宅、佑福。远古
时期的虎图腾，是把“虎”形象放在神圣的位置，
追求“虎神佑我”，而民间美术中的“虎”形象则
是为我所用，是物化了的“为我服务”的审美心
态，体现着人民群众对生命的颂扬，对幸福的追求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顺应不同场景和特殊含义，“虎”形象在不同
领域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它时而威严，时而可爱，
时而夸张，时而顽皮，如民间剪纸中的虎大都调皮
活泼、灵活生动，表现吉祥、与人亲近；在木版画
中，虎的形象则偏向于凶猛、威武，表示其震慑四
方的威严与不可侵犯；而在服饰等更为实用的日用
品中，比如以虎为形象的虎头帽、虎头鞋、虎肚
兜、虎枕头等儿童用品，则是集功能性、审美性和
文化性于一体，直接服务于生活。例如山东兰陵县
南桥镇石埠村的虎头帽，在设计上就非常有趣，在
头顶上开个大小适中的圆孔，当地老百姓称之为

“开窍”，寓意孩子思维敏捷、聪明伶俐，并且由于
小孩子爱跑爱跳容易出汗，出汗后立即脱帽怕着
凉，所以“开窍”的虎头帽在功能上还能起到散热
的作用。

尽管这些“虎”形象都被以不同的形式与载体
呈现出来，但它们的造型都洋溢着积极昂扬的主旋
律。这离不开民间艺人富有创意的生活智慧和哲学
思 辨 ， 以 及 被 民 间 艺 人 外 化 成 物 质 形 态 的 精 神
寄托。

虎年谈虎，恰好“到民间去——潘鲁生民艺
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出的 500 余件

（套） 作品中，不仅包括潘鲁生捐赠给国博的以虎
为题材的民间美术藏品，也展出了潘鲁生以虎为元
素创作的当代艺术作品，直观地展示了民间美术如
何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丰厚滋养，如何为社会主义
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

《山林猛虎》 是山东杨家埠辟邪纳福类年画的
典型题材。该作品为母子花斑虎写实造型。母虎为
下山虎，白眉长须，身姿矫健，气势如虹。左下角
为一小虎，匍匐卧地，昂首顾盼，望向母虎。为了
突出虎的威猛气势，山林背景被简化为数丛草木。
中国人的观念中，老虎不仅能够驱鬼镇宅，还能保
护财富。俗谚“镇宅神虎多清净，当朝一品封兽
王，不立深山合松林，持守金银聚宝盆。”

山西吉祥虎枕 （也可作为玩具），为意象化的
猛虎造型。其造型元素与民间虎头鞋、虎头帽样式
如出一辙。虎呈站立姿态，鼻子造型中融入了艾草
叶造型。民间观念中，老虎是百兽之王，人们常用
艾草制成老虎的形状来驱除疾病，而艾草本身也可
治百病，相当于百草之王。虎眼、虎牙、虎耳、虎
尾皆用拼装化构件组合而成，身躯上亦分布有花型
毛旋，形成吉祥喜庆的装饰风格，与年画之虎相比
多了一份稚拙与可爱。布虎多是母亲为孩子所做，
体现了中国妇女的心灵手巧和聪明才智。一针针、
一线线的缝制，都融入了满腔的爱意。

高密剪纸生肖虎，为民间艺人随心所剪，造型
简约率真，有虎猫同型之感。虎的面部造型为剪纸
艺人着意刻画的细节。面部多为圆形，额头正中那
清晰的“王”字，衬托出无比勇猛威严的气势。身
上的旋纹幻化为牡丹等花卉造型，增添了更多吉祥
喜气。

民间美术的造型形式是精神主导下的产物。
任 何 载 体 的 外 在 形 式 不 外 乎 形 、 色 、 质 的 组 合
重 构 ， 这 些 物 化 因 素 之 外 的 精 神 追 求 ， 才 是

“虎”形象的最高表现形式。民间美术中的虎，并
不是指具体的哪一种属科的生物，而是超越虎形
象 的 超 然 物 外 的 意 识 再 造 形 象 。 还 以 虎 头 帽 为
例 ， 对 老 虎 的 造 型 进 行 创 造 性 的 添 加 ， 比 如 ：
把 鲤 鱼 、 石 榴 、 莲 花 、 寿 桃 、 瓜 果 、 蜻 蜓 、 喜
鹊 、 公 鸡 等 添 加 到 老 虎 身 上 ， 并 不 受 客 观 物 象
的 拘 束 ， 可 见 老 百 姓 对 虎 形 象 的 运 用 非 常 灵
活 。 虎 的 形 象 也 因 此 成 为 具 有 视 觉 冲 击 力 的

“吉祥符号聚宝盆”。
民间美术是普通老百姓、民间艺人世世代代创

造出来的，带有强烈的原生态和泥土性。学者张道
一说：“民间艺术是一种母性艺术，是民族文化的
根”。这句话非常深刻，它指向一种不断孕育出新

艺术的可能性，这正是民间美术的魅力。可以说，
这种来自民间美术的“孕育”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当代艺术家立足本土文化语境，融合现代艺术表现
手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正是来自“民间美术”这位母亲的遗传。或许可以
说，所谓的“当代艺术”仍然可以理解为“民间
美术”，只不过是一种“笔墨当随时代”的民间
美术。

在中国文化中，虎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虎年
将至，我们以民间美术中的“虎”，祝每一位读者
如虎添翼、虎虎生威！让我们一起到民间去，激发
起干事创业的激情。

现代民间画《虎娃真威武》 董芬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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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納西州，曼非斯（2022 年 1 月 25 日訊
）— Gold House 與多家亞裔及太平洋島民的品
牌聯合開展其針對 St. Jude Children’s Re-
search Hospital® 的第二次農曆新年活動，從
而為 St. Jude 的患者家庭帶來好運，增強醫院
對其救死扶傷使命的意識並提供支援: 尋找治療
方法。挽救兒童生命。(Finding cures. Saving
children.®)
2 月 1 日到 4 月 30 日期間，購物者可在選購參
與活動之品牌的商品時選擇在結賬流程向
St. Jude 捐贈。此外，每筆銷售收益中的一部
分都將用於 St. Jude 對兒童期癌症及其他危及
生命之疾病的研究和治療。

兒科癌症是耗資萬億美元的多年難題，需
要數以百萬的支援者共同努力來解決。類似這
樣的合作關係及公眾同心同力，使得 St. Jude
挽救兒童生命的目標成為可能。

「Gold House 對於再一次與 Jude Chil-
dren’s Research Hospital 展開合作感到非常
自豪，從而在 Gold House 社區於支援和推進癌
症及其他災難性兒童疾病之關鍵研究和治療方
面指導 API 創立企業的聯合力量。 」 Gold
House Futures 主管 Mikkoh Chen 表示。
St. Jude 於去年推出了價值 $115 億美元、有史
以來最大型的六年戰略計劃，透過履行其將全
球投資增加三倍及每年多幫助全球 400,000 名
患癌兒童的承諾，為身患癌症及其他重症疾病
的兒童打造更美好的未來。

感謝各位慷慨解囊的志願者，使得 St.
Jude 能夠推進與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的重要合作，提升全球獲取兒童
癌症藥物的情況，從而令 St. Jude 的影響力在
2027 年之前遍及 50 個國家/地區的 120,000 名
年輕癌症患者。

參與本次農曆新年活動的品牌包括 Covry
、Dagne Dover、Duck Duck Books、 Fly By
Jing、 Glow Recipe、 Health-Ade、 Neuro
Gum、 Nona Lim、 The Qi、 Sanzo 和 Tochi
Snacks。這些活動可提供各種各樣的產品，包
括食品、調味品、飲料、書籍、眼鏡用品、美
容產品和手袋。部分品牌是 Gold House 創始人
網路的成員，該網路是饒有前途的亞裔及太平
洋島民創業者和企業領導的跨產業社區。

St. Jude 患者家庭體現了 「老虎」 般的力
量和勇氣。接受 St. Jude 的治療後恢復健康的
兒童包括曾患有被稱為 「顱咽管瘤」 (Cranio-
pharyngioma) 的侵襲性非癌腦腫瘤的 Calvin、
曾患有眼部癌症視網膜母細胞瘤的 Max，以及
曾被診斷為患有罕見血液病 — 范科尼貧血症
(Fanconi Anemia) 的 Maelin-Kate。 以 St.
Jude 患者 Maelin-Kate 名字命名的限量版虎年
毛絨玩具可透過 St. Jude 禮品店購買。

如欲了解更多活動詳情，請造訪 stjude.
org/lunarnewyear。
關於農曆新年

全球有數十億人慶祝農曆新年。該節日從

農曆的第一個新月開始。親人們團聚在
一起，舉辦慶祝盛宴並保持著交換紅包
的傳統——紅包中裝有現金送給孩子，
從而辭舊迎新。虎年從 2 月 1 日開始。
關 於 St. Jude Children’ s Research
Hospital ®

St. Jude Children’ s Research
Hospital 引領全球了解、治療和戰勝兒
童期癌症及其他危及生命疾病的道路。
它的目的明確：尋找治療方法。挽救兒
童生命。(Finding cures. Saving chil-
dren. ®) 它是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國家癌症研究所）唯一指定的專用於
兒童的綜合癌症中心。自 St. Jude 於
50 年前成立以來，其研究的治療方法已
幫助兒童期癌症的整體存活率從 20% 提
升到超過 80%。St. Jude 不會停止前進
的步伐，直至所有兒童都不會因癌症而
死。St. Jude 分享其所有重大進展，在
St. Jude 每有一名兒童獲救就意味著全球的醫
生和科學家都可以使用這些知識來挽救成千上
萬的其他兒童。感謝捐贈者的慷慨，患者家庭
從不會收到 St. Jude 的治療、旅行、住宿或食
物賬單，以便其專注於幫助孩子們存活。請造
訪 St. Jude Inspire，探索 St Jude 充滿希望、
力量、關愛與愛心的極具感染力的故事。請造
訪 stjude.org、在 Facebook 上為 St. Jude 按讚
、在 Twitter、Instagram 和 TikTok 上關注 St.

Jude，並訂閱其 YouTube 頻道，從而加入 St.
Jude 使命。
關於 Gold House

Gold House 引領 API 變革者社區，共同為
爭取社會經濟平等而奮鬥。我們透過主張真實
API 來表達和加速 API 成功的創意項目來轉變
公眾印象。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造訪 www.
goldhouse.org 或 是 在 Instagram、 Twitter、
Facebook 和 LinkedIn 上關注 @GoldHouseCo
。

Gold House 聯合其他 API 品牌透過為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舉辦的活動喜迎虎年

2022年農曆新年將至，金城銀行祝賀所有客戶和朋友身體
健康、心想事成！在虎年開春之際，金城銀行特別推出18個月
定期存款優惠，年利率0.88%apy，和客戶分享新春喜悅。

吳董事長光宜感謝銀行客戶和社區朋友的長期鼎力支持，以
及所有員工在過去多年的努力耕耘及貢獻，尤其是冠狀病毒傳播
期間，同仁競競業業的工作，才能讓銀行成長茁壯。吳董事長與
所有客戶分享2021年銀行重要記事。他表示： 「金城銀行在過
去一年總資產額穩健成長近13億美元，貸款和存款業務表現亮
麗，稅前淨利成長較2020年超過60%。而為了業務持續成長，
銀行2022年持續有展行計劃，以為更多的企業與社區服務。」
吳董事長勉勵全體行員秉持金城銀行的創行宗旨，以專業為本，
待客如己，繼續為服務社區和客戶盡力，銀行董事會和管理團隊
也會全力支持所有同仁為銀行穩健發展所做的努力。

金城銀行林懿明執行長感謝吳董事長、董事會和同仁的全力
支持。林執行長表示： 「 金城銀行在2020年和2021年的表現

持續傑出，各頊財務報告均達到創行以來的歷史新高
點。這一切的成功要歸功於我們擁有穩健的股東支持
以及堅強的董事會決策及製度。我們在南加州阿罕布拉市(Al-
hambra) 、塔斯汀(Tustin) 、羅蘭崗(Rowland Heights) 等分行和
在北加州灣區密爾布瑞(Millbrae) 分行等營運順利，成功將服務
據點延伸至南北加州。金城銀行在二次薪資保障計劃（Pay-
check Protection Program）中，更完成超過1億4仟萬美元貸
款，協助許多客戶和社區朋友獲得免償還薪資補助，為客戶爭取
最大財務上的支援。」 林懿明執行長表示，金城銀行全體行員將
攜手同心，以〝用心、誠懇、專業、周密〞的服務態度，在金融
專業領域中為客戶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以協助客戶創造企業
和個人的最大利益。

金城銀行為感謝同仁於疫情間，不但要保持個人及家庭身心
健康，持續努力工作，提供不間斷的優質金融服務以配合客戶的
業務成長；吳董事長光宜和銀行董事會在聖誕節期間特別提供每

位同仁一個現金大紅包$200，另外有40個大獎贈送給中獎同仁
；包括迪斯耐樂園度假套裝行程、高級按摩椅、Apple Iphone
13, IPad 和Apple watch等等；由David Choi, Ivan Zhu 和Hong
Le等三名同仁獲得最大獎迪斯耐樂園度假套裝行程。所有同仁
希望明年疫情可以結束，大家能開心參加慶祝活動！

在歡渡快樂春節之際，金城銀行除了加發豐盛的年終獎金給
同仁，特別推出12個月和18個月定期存款，優惠年利率0.68%
apy和0.88%apy，期許所有客戶和社區朋友新春財運滾滾來！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林懿明執行長暨銀行董事和全體同仁敬
祝大家虎年行大運、富貴喜年來！金城銀行為您的財務把關，與
您共創利益、共享金色未來。有關本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goldenbank-na.com。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電話:888-320-3838。

金城銀行恭賀大家虎添鷹翼 瑞虎豐年
推出十八個月定期存款 年利率0.88%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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