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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退休 拜登提名首位非裔女性繼任大法官退休 拜登提名首位非裔女性繼任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3位自由派大法官之一的布雷

爾將要退休。總統拜登今天表示，他計劃在2月底前提名接替布雷
爾的人選，並重申有意提名史上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

在今天公開的信函中，83 歲的布雷爾（Stephen Breyer）向拜
登正式表達辭意。他表示，假如參議院批准了接班人選，他打算在
最高法院目前庭期結束時退休，而庭期一般是在6月底結束。

拜登今天與布雷爾一同在白宮露面時說： 「我們的程序會很嚴
謹。我會提名配得上布雷爾法官傑出事蹟和正派的人。」

拜登表示： 「我還沒做任何決定，除了一項例外，那就是我會
提名有非凡資格、品格、經歷且正直的人，而且那個人會是史上首
位獲提名進入美國最高法院的非裔女性，我認為早該這麼做了。」

拜登在競選期間曾承諾，將提名非裔女性進入最高法院。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目前保守派占6席，自由派占3席。任職大
法官27年的布雷爾退休，讓拜登獲得提名遺缺的第一個機會，但
他仍無法改變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平衡。

不過，拜登可藉提名一位年紀輕很多的法官出任這份終身職，
恢復自由派的生氣。

大法官人事案需要獲得聯邦參議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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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about to welcome the
arrival of the Year of the Tiger.
This is a sacred moment of
welcoming the new and saying
goodbye to the past. The world is
still shrouded in gray, but we are
not sad. The future is in our own

hands.

Today the situ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face the biggest
challenges since WWII. At home,
inflation is causing prices to keep
rising and the epidemic is still
spreading. Internationally, people
in the Ukraine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have
stormed the parliament buildi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dispatched 8,300 troops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More than 100,
000 Russian troops are now
ready to invade Ukraine. A U.S.
aircraft carrier is now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re is an
imminent crisis that threatens
war in the region.

We hope the leaders of all the
countries will work togeth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a peaceful
way.

The new year brings the promise

of new life and we hope today we
will be so lucky to meet each
other again on the internet. Let
us hope that the new year will
br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all
of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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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Welcome To The
Year Of The TigerYear Of The Tiger

我們即將迎來戊寅虎年之來臨
， 新年的鐘聲送別了辛丑牛年，
嶄新的一年將隨著炮燭聲中來到
， 在此迎新辭舊繼往開來的神聖
時刻 ，回顧過去一年之歲月 ，時
間在蒼白中流過， 世界仍然籠罩
在灰暗之色彩中， 但是我們都沒
有悲觀的權利， 過去的已經是歷
史， 未來才是撐握在自己之手中
。

今天國內外情勢面臨著二次大
戰以來最大之挑戰， 美國國內通
貨膨脹 ，物價上漲，國會兩黨勢
不兩立， 治安敗坏， 執政者無法
推動施政 ，更加上疫情持續擴散
， 國際方面， 不滿群眾衝入烏克
蘭國會大廈， 美國正調兵遣將對

付俄羅斯十多萬，陳兵邊境，準備
入侵 ，在南海，美國航母和面對
中國之對抗 ，大國战火有一觸即
發之危機。

一年之計在於春， 我們寄望
世界領袖應以蒼生為念， 把干戈
化為玉帛， 妥善處理衝突， 在面
對新冠疫情之全球問題，更應相互
支援， 解決當前最嚴重的挑戰。

新年孕育著新的生命和希望
，让一切的憧憬向我們走近， 人
永遠要活在希望的明天之中。

今天我們透過網路能夠結識，
天涯卻有咫尺之感 ，我們真誠的
盼望攜手天涯悠悠路 ，穿越網路
慶新春。

新春感言新春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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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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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根據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寮國政府已批
准1間中國大陸企業，得以在該國東北部省份的農場與牧
場開採稀土；然而，因開採計畫而流離失所的村民，不論
是補償還是安置計畫都付之闕如。但官員否認這樣指控，
並指出相關部門正草擬法令，控制稀土開採以避免對村民
產生不利影響。

寮國計劃與發展部21日與 「東利升工業發展公司」
(Tong Lee Seu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mpany，音譯)簽
署協議。據此，該公司原本在川壙省（Xieng Khouang）
帕賽區(Phaxay)得開發範圍達3平方公里的土地，如今額外
加碼另25平方公里。

1名寮國官員表示，目前還不清楚村民的土地應如何
補償，陸方還在進行調查，故尚未正式展開工程；不過，
另有官員指稱，陸方企業代表正和失去土地的村民協商補
償事宜，仍不清楚受影響的具體家庭數。 「他們仍在與當
地村民談判，一旦完成12個月的勘測，就會簽署單獨開
發協議」。

1名受影響的村民表示，大陸企業的開發計畫已經侵
占他6公傾的牧場。 「我不知道是否能因此獲得補償，但
這個計畫未來還會對更多當地家庭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

牧牛為生的家庭」。
另1名村民也認同；雖然部分村民應開採計畫而失去

耕地，但受影響最嚴重的當屬那些失去牧場的村民。 「我
們不清楚中國人想挖甚麼礦產，也不知道該和誰討論賠償
問題」。

寮國礦產與礦業部的官員澄清，該部門很快地就會草
擬一項法令，控制寮國稀土礦產的開發，進而保護村民免
於負面影響。 「該法令將在完成草案後於今年發布(2021
年)。我們還在等待議會開議，然後進行審查」。

報導指出，舉凡手機、電腦、衛星與航太航空科技等
先進科技，生產過程都與稀土脫不了關係。目前全球大部
分的稀土國際貿易，都是由中國大陸所掌控。

寮國政府官員稱，該國2021年與19家企業簽署協議
，在全國各省開採金銀等礦產。不過，過去外資在投資不
論是農業、採礦等項目時，往往帶來環境汙染、土地徵用
卻不補償，以致於糾紛漸增；但居民卻害怕公諸於世會遭
到報復。

大陸是寮國最大的外國投資者與援助者，也是僅次於
泰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

寮國與陸企簽署協議
開採稀土 外媒披露居民慘況

(本報訊)日本境內COVID- 19疫情急速擴大，日本政府考慮
讓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的民眾在自家等地自主隔離的期間，從現
在的10天縮短為7天，以維持社會機能的運作。

日本正受到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Omicron變異
株的侵襲，全境疫情持續擴大，確診病例急速增加，導致密切接
觸者數量暴增，要維持行政機構與金融機關等各領域正常運作逐
漸趨於困難。

日本每日新聞報導，為了維持社會機能，日本厚生勞動省
（相當於衛生福利部）正研議讓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的民眾進行
自主隔離的期間，由現行的10天縮短為7天。

原本日本政府要求密切接觸者自主隔離期是14天，考慮到
社會機能的維持，本月14日縮減為10天。

厚生勞動省也正在研議，警察、消防、照護、保育等由地方
自治體（都道府縣市區町村）所判斷的職種，如果在進行自主隔
離的第6天或第7天篩檢結果呈現陰性的話，就可解除自主隔離
期。

日本因為連日來新增確診病例創新高，很多學校陸續停課、
保育園（托兒所）等也陸續休園。家中有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孩
童的父母因必須自主隔離期10天無法上班，很多民眾要求政府
調整自主隔離的天數。

日本讀賣新聞報導，今天日本47都道府縣及機場、海港檢
疫查出的新增確診病例有7萬8931例，連續3天創新高。東京都
、神奈川縣、千葉縣、福岡縣等27都道縣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創
新高。今天通報死者共47人，重症者有537人，比昨天多67人

。
東京都今天新增確診病例1萬6538例，最近一週之內平均新

增確診病例1萬1762例，是上週（5386例的2.2倍）。今天東京
都通報3名男性染疫死亡，年紀是70多至90多歲。重症者18人
，同昨天的人數。病床使用率44.4%，比昨天增1.6個百分點。

東京都今天召開防疫（疫情監測）會議後表示，若以目前疫
情擴散的情況研判，估計一週後，也就是2月3日，東京都單日
新增確診病例將多達2萬4074例，住院患者可能達6235人。以
東京都自行設定的4階段評估醫療體制的警戒層級，將是由前面
數來第2嚴重的警戒層級，有必要限制一般的醫療，並加強醫療
量能。

密切接觸者暴增 日本政府擬將隔離天數縮短為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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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美国教育委员会近日汇总了全美

42个州州长的2017年施政演说，并从中归纳出

各州2017年教育施政的几大优先事项。

一是中小学经费优先。中小学教育经费

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各州政府财政的主要支

出项目。32 位州长在年初的施政演说中，

纷纷将中小学教育列为优先议题，内容包

括增加中小学经费、调整相关经费措施并

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州长更是强

调将中小学经费聚焦于促进教育公平、改

善薄弱学校等。

二是加强职业生涯发展与科技教育。24位

州长都认同职业生涯教育培训与经济发展有密

切关系，为了弥合工作岗位与职业技能的落差

，州政府将增加职业生涯与科技教育的经费、

与企业合作培训特殊专门技术人员、开设在职

进修课程等。

三是招募优秀教师，改善教师待遇。教师

是学生学习成就的关键，17位州长将招募优秀

教师列为优先议题。由于美国多地出现师资不

足的现象，部分州长强调2017年将积极改善教

师待遇，提供教师专业成长的机会。

四是推动可负担的高等教育。美国高等教

育的高昂学费，使许多学生望而却步。15位州

长提出高质量且可负担的高等教育蓝图，主要

措施包括控制学费涨幅、提高奖学金、提供免

学费的社区及技术学院等。

五是提升科技运用。科技的运用被列为学

校的重要辅助教学手段，11位州长在施政演说

中强调将改进教师与学生的科技运用，包括提

供高速网络，升级教学的科技设备等。

六是重视学生的学校选择权。美国新任教

育部长贝齐· 德沃斯是教育选择权的倡议者，

尽管目前新措施尚未出炉，但已有10位州长作

出响应，主张学生有权选择学校，相关措施包

括扩大教育储蓄账户等。

2017年美國教育聚焦六大優先事項

托福是学子们留学美国需要参加的考

试，然而，有些学子们留学美国研究生是

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的。本文中，与大家

分享五种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就可以申请

美国研究生的情况，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

帮助。

一、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本科生

我们指的是从高中毕业后就进入海外

高校攻读本科的学生，这里的海外高校包

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

国家。我们在浏览美国大学网站的时候都

会看到这样的信息：”All applicant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but have re-

ceived their entir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can be

waived the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海本学生凭借这一规定可以轻松躲开学校

严格的语言要求，这是海本学生享受到最

大的一项福利。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

传播学院，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托福114分

之上。而海外本科生则不用顾虑这一点，

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和经历在gre以及实习活

动上。

二、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转学生

有些中国学生在国内读大学期间，转

到国外继续本科学习，通常在1-3年内完成

本科学位，并不需要四年时间。他们的特

殊之处在于，一方面可以拿到美国大学学

位，另一方面他们的教育经历只有一部分

是在国外。从第一点他们是可以免掉托福

考试。但是严格来说，有的学校要求全部

大学学业必须都在海外。例如普林斯顿大

学规定只有以下情况可以免考托福“appli-

cants who have received their entire under-

graduate education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根据普林斯顿的要求，转学生就要

参加托福考试了。再看看哥伦比亚大学研

究生院规定 “Applicants who have studied

for at least two years at a U.

S. institution can exempt

from TOEFL or IELTS”根

据这个说明，只要在申请的

时候在美国读书满两年时间

，就可以不用提交托福成绩

了。但是如果只在美国读了

一年，就要参加托福考试了

。

给大家的建议：如果时

间充裕，尽量参加托福考试

，不要到美国研究生留学申

请关键时刻发现学校要求提

供托福成绩，每年都有学生

因为这样的情况而错过截止

日期，非常可惜。

三、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

国内外高校开展的合作办学项目，按照2+2

或者3+1的模式完成本科学位。跟转学生的

情况比较相似，他们也是有部分教育经历

在国外完成。合作办学的项目通常最多可

以有两年的时间在海外学习。上一条我们

提到有些学校可以给“在海外学习两年以

上的学生免考托福”的要求不同，这样学

生在申请美国研究生的时候，往往是只完

成了一年的学业，不符合大多数学校的免

考要求。建议这些项目的同学们，一定要

做托福考试的准备。

四、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硕士研究生

这一点尤为特殊。有些同学在国内完

成本科学位之后，会选择到英美国家学习

硕士课程。这种情况下，经过1-2年的学习

，他们可以获得硕士学位。跟本科学位不

同，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即使从研究生

一年开始在国外读书，也不能完全确定可

以免掉托福成绩。之前有学校明确规定只

有本科生可以免考托福。硕士必须考托福

。尤其是在英国完成硕士课程只需要一年

。很多美国大学仍会要求这部分去美国读

研究生的孩纸提供托福成绩。

五、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工作人员

在我们接触的MBA申请者中，有一部

分是在英美加等国家工作多年。这部分申

请者一般是要提供TOEFL成绩的。但是也

有个别情况，有些学校规定，只要申请人

在美国工作两年或更长时间，即可免掉托

福成绩。

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考托福成绩的

。比如Vanderbilt University范德堡大学对于

免托福的要求是“applicants have lived and

worked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for

the past two or more years.”

留學美國研究生
這些人不需要考托福

去美国留学的国内学生一般

会有或多或少的名校情结，那么

申请美国名校的话，有什么技巧

呢？今天就来为各位进行详细介

绍，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

自身硬件条件是敲门砖

美国TOP30院校对硬件条件

要求较高，托福成绩105分以上，

或雅思成绩7.0以上，SAT2100分

以上(旧分制)，GPA3.6 以上。如

果申请硕士，还要提供GRE成绩

，商科需要提供GMAT成绩。

硬件条件满足，基本可以入

招生官的法眼，当然这不是唯一

录取标准，但这是录取的主要因

素。所以想突破美国TOP30名校

，申请者在学习成绩及语言成绩

一定努力刷分，提前做好准备。

背景提升是拉开竞争者距离
的关键

美国院校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除了考评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

考评学生的毕业院校背景、领导力

、创新能力、是否有特长、获得过

奖项、是否有爱心、课外活动、社

会经历等。如果申请者学习成绩优

秀，但活动背景一片空白，背景没

有亮点，由于竞争激烈，很容易被

淹没在申请大军中。

如果学习成绩一般，可以在

背景提升方面来弥补不足，为申

请加分。建议申请者提前一年准

备，多参与课外活动。

选择背景提升项目要与申请

院校相匹配。美国名校招生官虽

然非常想看到学生成功参加的一

系列科研实习项目，但更想看到

的是学生是否具备取得成功的能

力，以及未来能够在本研究领域

内做出什么贡献。在申请过程中

，不要只告诉招生官你有多优秀

，而要告诉他们你的优秀是否与

他们的需要相匹配。

院校不同，招生官录取标准
各有不同

1、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

招生官在几个不同的方面使用

代码来给申请人评分——学业方面

的、学业以外的贡献、个人素质等

，但最后并不会将他们综合起来，

给申请人排名次、排次序。

2、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

招生官从多个不同的方面给

学生评分一学业方面的、非学业

方面的、老师推荐、面试评价。

但这种评分不会作为一种公式来

决定录取谁、不录取谁。这些评

分仅仅是一个记号。

3、杜克大学(DukeUniversity)

招生官有六种评分，包括学

业能力、班级表现、标准化成绩

、课外活动、申请短文、以及推

荐信与面试结果的综合考察。

4、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

sity)

招生官对学生的评分有两种

，一种是对学业能力的评分，主

要是根据客观的标准打分。通常

用学业指数作为这个评分，但招

生官员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对这

个分值进行加减，以进一步区分

候选人。另一个评分是关于个人

的素质，主要通过个人性格加上

课外活动、老师评语和学生作文

来综合评定。

明确自己的定位和未来职业
规划

申请美国名校，有的院校需

要通过skype或电话面试，招生官

会问及申请者的未来规划，在面

试前最好理清思路，就读该专业

的未来规划、未来发展方向，让

招生官明白你是否喜欢该专业，

明确自己的定位。

选择院校和专业切忌盲目追风，

专业选择关系到未来职业方向，

要明确自己是否对该专业感兴趣

，将来才能在该领域更好的发挥

自己的内在潜力。

美国留学名校的申请
技巧你熟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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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保守派政治評論家 26 日指出，雖然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正全力保護烏克蘭主權，但他同時也在國內策劃 「秘密
入侵」，趁夜將非法移民運往全美的不同地區安置，且當地居
民和警方對此 「完全不知情」。

澳洲保守派政治評論家與作家戴文（Miranda Devine）26
日投書《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稱拜登和美國聯邦眾
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在海外全力維護烏克蘭的主權
，希望阻止俄羅斯入侵該國，但兩人卻同時在美國國內策劃
「秘密入侵」，將大量非法移民偷偷送進美國社區。

她指出，前紐約州威徹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郡長
歐瑞祥（Rob Astorino）依《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
mation Act），自聯邦政府取得一段時長約51分鐘的影片，可
見 1 架聯邦政府包機 2021 年 8 月 12 日夜間於紐約州白原市
（White Plains）機場降落；當時已超過該機場的宵禁時間，但
當地警方卻完全未收到通知， 「違反所有安全協議」。

當地警局巡佐漢伯斯基（Michael Hamborsky）隔天清晨才
接獲通知趕往現場，並嘗試向該機周圍的聯邦政府承包商詢問
其身分和包機目的，但被承包商人員拒絕，稱其行動授權來自

美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而該部
希望相關活動 「不要吸引外界注意力」；就連機上移民下機轉
乘巴士後，司機也宣稱 「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為何處」。

戴文指出，這類行動至少從2021年8月8日便開始出現，
直到10月下旬遭《紐約郵報》爆料後才暫時停止，痛批拜登明
明知道美國人不希望自家遭非法移民入侵，還秘密將其送往各
地安置，根本是 「背叛美國人民」。

美國男子不打COVID疫苗 醫院拒為他動換心手術

拜登簽行政命令
將性騷擾列為美國軍法罪行

（綜合報導）一家波士頓醫院拒絕為未接種COVID-19疫
苗的患者進行心臟移植手術。醫學倫理專家指出，可移植器官
為數甚少，醫院傾向將其給予術後生存機率更高的已施打疫苗
者。

波士頓布里翰婦女醫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一名發言人透過聲明向法新社證實，在該院接受器官移植的人
「需要」接種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

這名遭醫院拒絕手術患者的父親佛格森（David Ferguson）
現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與美國廣播公司（ABC）
頻道，分享其家庭遭遇。

佛格森的31歲兒子一直在布里翰婦女醫院排隊等待心臟移
植，但他拒絕接種疫苗。佛格森表示，他的兒子已經到了 「死

亡邊緣」，被推至等待移植手術的極限。
佛格森告訴美國廣播公司： 「這（打疫苗）有點違背他的

基本原則，他不贊成。」
「這（要求接種）是他們執行的一項政策，因此，由於他

不打疫苗，他們把他從心臟移植名單上除名。」
布里翰婦女醫院在聲明表示，院方 「要求施打幾種美國疾

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推薦的疫苗，包括 COVID-19 疫
苗」。

考慮到移植候選者的免疫系統在術後會受到嚴重抑制，院
方並要求， 「他們的生活型態行為得為成功手術創造最佳機會
，並優化移植後患者的存活率」。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醫學倫理學家卡普蘭

（Arthur Caplan）告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人類經過
任何器官移植手術後，免疫系統幾乎都會被迫停止運作，CO-
VID-19病毒恐在這時候奪走患者性命。

「（可移植）器官相當稀有，當已施打疫苗者術後生存率
較高，他們（醫院）不會把器官分配給生存機率低落的人。」

佛格森的兒子仍在布里翰婦女醫院接受治療。佛格森表示
，他尊重兒子的決定，並計畫為其轉院。提起兒子的病情，佛
格森表示， 「但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美國已通報超過7000萬例確診和逾87萬人病歿，但僅62%
人口完整接種疫苗，部分原因是於疫苗議題上存在深刻政治分
歧。

美只顧烏克蘭主權美只顧烏克蘭主權
外媒曝外媒曝：：拜登在這拜登在這 「「秘密入侵秘密入侵」」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簽署行政命令，將性騷擾
列為 「統一軍法典」（UCMJ）中的罪行，試圖解決長期困擾
五角大廈的問題。

美國國會在 2022 年度國防授權法（National Defense Au-
thorization Act, NDAA）中，要求將性騷擾列為罪行，以此向
吉倫 （Vanessa Guillen）致敬。

20歲的陸軍下士吉倫遭性騷擾，並向家人透露她不信任軍
事指揮部將調查她的控訴後，於2020年遭軍中同袍殺害。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表示，這項命令讓人緬懷吉
倫下士，她的死 「引起全國對軍中性暴力的關注，為推動兩黨
軍法改革提供助力」。

拜登今天稍早在推特發文說，他 「簽署行政命令，將性騷
擾列為 「統一軍法典」（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 UC-
MJ）中的罪行。

他說，簽署命令也是為了 「加強軍方對家庭暴力、不當傳
播或散布親密影像的因應措施」。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先前指派一個獨立委
員會呈交建議措施，說明該如何最佳處置軍中的性暴力犯，以
及如何更有效地起訴他們。

獨立委員會總結，別讓軍方指揮鏈對是否起訴性攻擊案做
決定，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在昔日的案例中，犯罪者只有行政處分，但現在他們可能
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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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截至去年止，嘉義縣老年人口比
例是21.1％，高居全台之冠，身 障人口比例也有
7.7％，縣府為照顧長輩及身障族群推出創新作為
，除原有的長照照護、日照功能外，透過 「精準
運動」讓長輩有不 老的腦、不衰的腿；針對行動
不便的脊髓損傷者、身障族群也組成 「放送頭車
隊」，讓身障朋友有相較穩定的工作機會，更提
供縣內 使用代步車的縣民反光背心，提高上路安
全。

嘉義縣2020年12月開始推動 「精準功能性體
智能運動指導員培 訓與認證計畫」，至2022年1
月共二批學員54位完成培訓，這是縣府透過運動
設計成功預防衰弱和聰明老化的社區照顧策略，
「不老的腦，不衰的腿」透過運動強化身體機能

，增加上肢肌肉和下肢柔軟度，活化長輩身體機
能。

中正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學系教授魏惠娟說
，嘉縣府善用高等教育人力資源，集結跨領域師
資團隊，精心設計以高齡運動認知、肌力訓練與
運動營養學為基礎，輔以指導員分工合作的服務
模式，是可行的預防衰弱、聰明老化的社區照顧
策略。

選舉期間常見身障人士組成小蜜蜂車隊替候
選人大街小巷宣傳，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
副理事長張木藤說，這類工作常青黃不接，不穩
定的工作型態，讓許多身障朋友需要另覓其他工
作。嘉義縣看到這問題，放送頭車隊2020年正式
成軍，仿計程車叫車服務模式接案派車，讓身障
朋友增加收入。張木藤說，常設的車隊形式很少
見，但因有縣府媒合，商家對脊髓損傷者信任感
也較高。

嘉義縣脊髓損傷者協會總幹事許錦雪說，社
會局輔導成立放送頭車隊，初期購買播放器、製
作廣告架子的經費由縣府補助，並將政府的廣告
請車隊執行，陸續有民間的公司行號也來委託。
許錦雪說，曾看到有隊員原本長久不能工作在家
23年，參加車隊後第一次領到報酬，家人為他終
於再走入社會而感動落淚。

行的安全 嘉義縣首創代步車穿新衣
嘉義縣長翁章梁擔心電動代步車夜間交通安

全，特地請社會局為醫療用電動代步車 「穿新衣
」，只要設籍在嘉義縣的身心障礙者或65歲以上
長輩，都可到戶籍地公所領取反光背心，2年來
已發超過千件，為長輩外出多加一道安全防線。

精準運動顧腦壯腿
放送頭車隊增謀生

（中央社）原本在嘉南地區服務弱勢兒少
、新住民近9年的台灣愛延續協會，去年打造全
台第一台 「公益 1 號行動餐車」。2020 年與太
太回嘉義創業的理事長葉聰銘，看到縣政府正
努力增加縣內長照據點的涵蓋率，在知道有村
里社區因為還沒有廚房而未辦理供餐後，便決
定自己開辦公益行動餐車，目的要讓偏鄉地區
的長輩也能享有類似 「老人食堂」的公共服務
，用民間的力量來響應縣長翁章梁的用心。

葉聰銘表示，行動餐車是較新的社會服務
模式，站在義務支援公部門角色。除免去繁雜
、費時行政程序、經費核銷， 「說走就走」更
是公部門欠缺的立即性。

葉聰銘與愛延續會員自費支應公益行動餐
車，去年8月起已支援社區、文史志工、縣府社
福中心、新住民兒少據點共6場。當時嘉義縣第
一站到葉聰銘老家的社區，為讓長輩回味古早
味，葉聰銘與9旬阿公廚師以拿手料理香菇肉羹

回饋鄉里，翁縣長也到場為這對祖孫打氣；翁
章梁表示，看到青年願回鄉服務，尤其是開著
公益行動餐車到偏鄉服務老人家，讓外來的這
種溫暖帶入偏鄉的社區，讓充滿溫暖的味道帶
入庄頭。此模式得到旅北鄉親的支持，預定農
曆年後將把在嘉義縣開辦的公益餐車模式推展
到雲嘉南的偏鄉社區。

聽力檢測也結合企業CSR行動服務
不只法鼓山、慈濟、愛延續協會、PaGamO

，縣府也攜手華科慈善基金會守護 「老勢大的
聽力」，請聽力師、聽力車到社區檢測聽力及
宣導聽力保健，除預防長輩聽損，也讓聽損長
輩有機會儘早診斷、治療或使用輔具介入。華
科基金會執行長林龍森表示，嘉義縣2021年共
篩檢 25 場， 2022 年度預計服務 29 個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

愛心行動餐車 溫暖偏鄉庄頭

自然界的植物品种很多，它们的生

长习性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喜温暖，有

的喜凉爽，有的喜光，有的喜荫蔽。今

天我们说的这几种植物，有一个共同的

特征，就是不耐冬季的严寒。每年一进

入冬季，它们就逐渐进入了生长缓慢状

态，低温期几乎停止生长。这个时间段

如果养殖稍有疏忽，就很容易出现黄叶

落叶甚至冻害发生，花友们需要提前对

它们做好越冬保护，并在冬季适当提高

养殖温度，促进它们安全过冬。

绿萝

绿萝是家喻户晓的“大众绿植”，

由于它养殖省心，不挑光照和水肥，所

以，无论家庭还是店铺，都能看到它的

身影。绿萝是热带雨林的产物，常常生

长在高大的树木下面，喜水、怕寒、怕

强光是它的特性。最适宜绿萝生长的温

度在18到30度之间，35 度也能生长，

但低于15度会进入生长缓慢状态，10度

以下停止生长，低于5度会受到冻害。

表现为：叶片发黄发黑腐烂，枝叶耷拉

，植株呈萎蔫状态。

冬季养殖要点

冬季养殖绿萝，要首先把提高养殖

温度放在首位。在温度降到10度左右时

，把绿萝挪到15度以上的房间，朝阳的

窗台边，给点冬季温暖的阳光，能促进

叶片光合作用和养分的积累。冬季绿萝

生长慢，尽量把盆土保持微干状态，并

停止施肥。暖气房间养殖绿萝，养成经

常对叶片喷洒水雾的习惯，防止过于干

燥的空气环境造成它干尖黄叶。

白掌

说起冬季怕寒的植物，白掌可以和

绿萝齐名。白掌叶片翠绿，花朵洁白挺

立，像白色的帆船游曳在碧波中。白掌

也是原产于热带雨林地区，温暖湿润的

气候条件形成了它喜暖怕寒，喜高空气

湿度的特征。低于10度的养殖温度，白

掌会出现叶边发黑现象，有的花友以为

它缺水了，会持续给它浇水，低温环境

下多浇水只会加重黑叶和萎蔫现象。

冬季养殖要点

把养殖温度提高到 15度以上，防

止冻害发生。白掌是肉质根系，喜水

但不耐盆内积水，由于它大多室内养

殖，而室内土壤的蒸发量不大，所以

，无论哪个季节，都不要给白掌浇太

多水，微湿即可，否则很容易使肉质

根系积水腐烂。如果拿捏不好浇水次

数，就等花盆明显变轻，枝叶萎蔫耷

拉了再给水。同时停止施肥多晒太阳

，冬季的光照温和不刺激，对白掌越

冬有利。

发财树

发财树的另一个名字叫瓜栗，原产

地在中美墨西哥，在我国的云南西双版

纳地区有广泛栽培，喜暖怕寒是它的生

长特性。养过发财树的花友应该都有体

会，每年进入冬季，发财树就容易各种

状况频出，黄叶落叶，还容易烂根，其

实这都跟低温环境有很大关系。

冬季养殖要点

冬季给予发财树 15度以上的养殖

温度，最低也要把温度提高到10度以

上。发财树虽然树干粗壮，但根系又

少又弱，不耐寒又怕积水。所以冬季

养殖建议“懒”一些，少浇水，让盆

土保持微干状态。它粗壮的树干储存

有大量水分，能供应植株短时缺水所

需。如果出现黄叶也不要担心，用手

刮一刮树干，只要里面是绿色的，并

且树干根部没有黏液流出，说明根系

健康。摘掉黄叶，给予温暖保护，春

季气温回升后，它还能重新长出新叶

，就像新生了一样。

金钱树

金钱树寓意财源滚滚，是许多商家

和家庭都喜欢养殖的植物，并且它叶片

挺立，生机勃勃，显示出蓬勃向上的生

命力。金钱树的原产地在热带草原气候

区，那里气温温暖干燥，也形成了它喜

暖怕寒，喜干忌湿的生长习性。冬季是

金钱树最难度过的一个季节，低于15度

的养殖温度，它就会停止生长。长期10

度以下，它就会出现冻害现象，表现为

，叶片发黄，茎秆倒伏。通常这个时候

，它地下的块茎也已经受冻，没有了挽

救的可能。

冬季养殖要点

提前给予金钱树温暖保护，把它挪

到暖气房间，浇水方面更要严格把控，

它地下的土豆根含水较多，怕积水。如

果不能把养殖温度保持在15度以上，一

个月浇一次水也没有关系，防止根系腐

烂。冬季它几乎不生长，停止施肥，让

它安全过冬。

几种家庭常见的绿植，一到冬季就

爱黄叶，提前做好防护，越冬无忧！

四种花最怕冷，做好温暖保护
叶绿根壮，安全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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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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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302 Emerald Green 7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11 $5 1/7/22 7/6/22

2255 $1,000,000 Extreme Cash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7 $20 1/13/22 7/12/22

2248 $250,000 50X Cashword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5 $10 1/29/22 7/28/22

2313 Double Doubler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83 $1 2/2/22 8/1/22

2301 Sapphire Blue 7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85 $1 2/2/22 8/1/22

2163 Texas Loteria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6 $3 2/2/22 8/1/22

2191 Level Up!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3 $2 2/23/22 8/22/22

2273 Rose Gold Riche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9 $5 2/23/22 8/22/22

2295 Texas Red White & Blue™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8 $5 2/23/22 8/22/22

2314 Crazy Cash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9 $5 2/23/22 8/22/22

2317 Double Your Money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47 $5 2/23/22 8/22/22

2303 Ruby Red 7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7 $10 2/23/22 8/22/22

2287 $1,000,000 Crossword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42 $20 2/23/22 8/22/22

2304 Diamond White 7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25 $20 2/23/22 8/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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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惠寧新春致辭

農曆新年將至，香港中聯辦主

任駱惠寧 26日在線發表 2022年新

春致辭，與全港市民一起“雲賀新

春”。駱惠寧在致辭中向香港同胞

拜早年，並分享了過去一年的“四

個忘不了”，同時通過回應“三

問”，強調香港回歸以來走過的非

凡歷程，足以讓我們對“一國兩

制”充滿歷史自信；香港未來充滿

希望，關鍵是要有堅定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的歷史自覺；香港實現良政

善治的機遇條件前所未有，但還要

有乘勢而上、穩中求進的歷史主

動。他相信，只要大家攜起手來，

齊心攻堅克難，香港這個家就一定

能持續向好、不負眾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駱惠寧26日在
線上發表了

以《讓歷史之光照
亮香港未來》為題
的新春致辭。他表
示，過去一年，是
國家“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相交
匯的一年；過去一
年，是香港開啟

“一國兩制”新局面的一年。隨着香港
國安法深入實施，選舉制度修改完善，
兩場重要選舉成功舉行，“愛國者治
港”原則得到落實，香港氣象一新。

他分享了過去一年自己的“四個忘
不了”，強調說：“一個由亂到治、開
啟新局的香港告訴我們，一切反中亂港
勢力妄想搞亂香港這個家的圖謀永遠不
會得逞。”

駱惠寧指出，當前，香港“一國兩
制”實踐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
回答好前進道路上各界長期關心、市民
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尤其需要從歷史
中獲得智慧、汲取力量。

信港走對路魅力更勝往昔
他回答了有人關於他對香港的“一

國兩制”、發展前景以及實現良政善治
看法的三個提問，並給出了回答。

“有人問，對香港的‘一國兩制’

怎麼看？我要說，香港回歸以來走過的
非凡歷程，足以讓我們對‘一國兩制’
充滿歷史自信。”駱惠寧表示，近25
年來，儘管遭受過重大疫情和經濟危機
的衝擊，經歷過“黑暴”“攬炒”的嚴
峻局面，儘管總有人企圖將民主發展引
入歧途，總有人從未放棄搞亂香港，但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在祖國內
地的堅定支持下，香港不僅頂住了，而
且站穩了，“東方之珠”塵霾洗盡、魅
力之都更勝往昔。

“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創立、發
展和捍衛的‘一國兩制’好，與國家同
發展共進步的道路對，當家作主的香港
同胞行！”

盼自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有人問，對香港的發展前景怎麼

看，“我要說，未來充滿希望，關鍵是
要有堅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自
覺。”駱惠寧表示，香港的發展面臨挑
戰，不進則退。但香港獨有的優勢仍
在，競爭的實力仍強，更重要的是，世
界的機遇在中國，香港的機遇在內地。

他說，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央更加
重視香港的特殊優勢和獨特作用，一系
列戰略規劃中都有“香港角色”，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接口”在不斷增
多。

他認為，那些感嘆香港作用弱化的

悲觀情緒，那些猶豫不決的裹足行為，
只會讓香港錯失機遇。只要把“發揮自
身所長、對接國家所需”這篇大文章做
好，香港就一定能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有更大擔當，在建設現代化強國的新
征程上有更大作為。

勉勿失奮鬥激情變革勇氣
有人問，對香港實現良政善治怎麼

看，“我要說，機遇條件前所未有，但
還要有乘勢而上、穩中求進的歷史主
動。”

駱惠寧說，去年以來，很多人感
慨，香港變了，前行的路更寬了，大家
都滿懷熱忱，期待良政善治新局面，這
符合歷史發展大邏輯。

他指出，良政善治是一個過程，實
現這個願景，還有一些制度和機制需要
建立健全，還有不少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需要推動解決。“樹欲靜而風不止”，
總有那麼一些勢力不會善罷甘休。以為
可以“躺贏”而懈怠，或是遇到難題就
繞道，只會失去奮鬥的激情和變革的勇
氣。

駱惠寧強調，良政善治，既要靠特
區管治團隊的積極作為，也要靠社會各
界的共同努力，眼下最重要的是同心抗
疫，共克時艱，相信只要大家攜起手
來，齊心攻堅克難，香港這個家就一定
能持續向好、不負眾望。

港須有歷史主動
乘勢而上穩中進

駱
惠
寧
：

新春致辭拜早年 指實現良政善治條件前所未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26日
在線發表 2022 年新春致辭時表
示，新的一年，中聯辦將恪盡職
守、忠誠履職，繼續推動落實中央
全面管治權，繼續堅定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繼續廣泛深入聽取市
民心聲，繼續當好香港與內地的橋
樑紐帶，與廣大香港同胞一道，共

同推動香港這個家走向更加美好的
未來。

駱惠寧表示，習近平主席在今年
的新年賀詞中深情談到，“祖國一直
牽掛着香港、澳門的繁榮穩定。只
有和衷共濟、共同努力，‘一國兩
制’才能行穩致遠。”

駱惠寧還表示，與廣大香港同
胞同處獅子山下，與大家和衷共

濟、共同努力是中聯辦的分內之
責。

他表示，新的一年，中聯辦將恪
盡職守、忠誠履職，繼續推動落實中
央全面管治權，繼續堅定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繼續廣泛深入聽取市民
心聲，繼續當好香港與內地的橋樑紐
帶，與廣大香港同胞一道，共同推動
香港這個家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中聯辦續廣泛深入聽市民心聲

●●駱惠寧說駱惠寧說，，忘不了籠屋居民對更好生活的期盼忘不了籠屋居民對更好生活的期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聯辦主任駱惠
寧發表2022年新春
致辭。

中聯辦網頁圖片

●●駱惠寧說駱惠寧說，，忘不了中小學生每天面向忘不了中小學生每天面向
五星紅旗注目行禮五星紅旗注目行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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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利非中企獨有
自強方可贏主動

企
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朱燁、曾萍、賀鵬

飛 北京、廣西、江蘇連線報

道）26 日，中國商務部舉行

《商務部等6部門關於高質量實

施RCEP的指導意見》專題新聞

發布會。中國工信部運行局局長

羅俊傑表示，RCEP（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生效實施將

為製造業發展帶來重大機遇，成

為中國製造業向中高端邁進的重

要契機。但在享受紅利的同時，

相關產業和企業也面臨來自

RCEP的更高標準、更嚴規則

和更強競爭。中國海關總署

關稅司副司長邸傑則透

露，截至 1月 25日，

267 票 RCEP 項下進

口貨物順利通關，貨

值4.6億元人民幣。

內 地 企 業 表 示 ，

RCEP的紅利是面向

所有成員國企業的，

非中企獨有；企業要

提升能力，才能在競爭

中獲得主動。

羅俊傑說：“我們支持企業與RCEP成員國企
業開展國際先進產業水平對標，加大技術改

造升級投入，應用先進適用技術更新設備，提升產
業基礎能力。鼓勵企業強化與RCEP成員國企業生
產分工合作，優化生產體系，構建相互促進、互利
共贏的產業鏈供應鏈，共同發展壯大。”

談及挑戰，羅俊傑舉例稱，中國將面臨
RCEP成員國產業更加激烈的競爭以及將面臨
RCEP成員國對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更大
壓力。“中國部分中高端產業也將受到來自日
韓產品的衝擊，產業轉型升級難度加大。” 此
外，RCEP 協定將進一步降低區域內投資壁
壘，加快資源整合，吸引中國相關產業加速向
東盟國家轉移，造成中國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
轉移困難。

製造業將受到日韓產品衝擊
搭載着柳工多台裝載機的船舶本月中旬從深

圳港緩緩駛向泰國—這是廣西柳工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在RCEP協定下出口的首批工程機械裝備。該
公司國際營銷服務總監向冬生表示，接下來，公司
還將發運一批裝載機和壓路機出口澳洲。“利用投
資便利化條款、原產地原則和累積原則、RCEP原
產地證書自主聲明制度等優惠政策，給工程機械產
業帶來便利的同時，也面臨着挑戰。”

向冬生坦言，東盟、日本、韓國等成員國也
直接享受RCEP協定中關稅減讓和原產地累積規則
帶來的好處，製造業必將受到來自日韓產品的衝
擊。“具有技術優勢的成員國將會持續整合勞動
力、稅負和其他資源，將其成本進一步拉低，是加
劇競爭的主要因素。”

企業：須熟悉海關監管新要求
在向冬生看來，隨着競爭加劇、貿易摩擦的

增多，也將讓主要市場逐步樹立更高的標準和更嚴
的競爭規則，迫使企業面臨更嚴峻的市場競爭環
境。

而在廣西憑祥友誼關口岸，廣西祥祥國際物
流有限公司代理申報的一批“廣西製造”工程車在
等待報關，它們將出口到越南、泰國、柬埔寨和老
撾等RCEP區域國家。
該公司相關負責人王寧說，RCEP協議的簽署

利好跨境電商多個環節，包括降低甚至消除了郵政
小包徵收關稅的風險、降低了原材料成本、降低海
外物流倉儲建設成本等，但是也給海關監管帶來了
新的變化。
作為一家面對東盟合作，涵蓋跨境貿易、

跨境物流、報關、倉儲、產業園區運營等的綜
合型跨境供應鏈企業，王寧表示，RCEP生效
後將對企業的進出口合規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企業不僅需要盡快培養熟悉相關國家海關法規
和出入境檢驗檢疫規定的管理人員，而且需要
對自身進出口貨物的相關信息進行更加全面和
精確的把握，提升關務管理水平，以更加全面
精確地把握進出口貨物信息，確保申報準確性
和效率，才能更好地享受政策紅利並參與亞太
市場競爭。

有望打破美國對高端晶片封鎖
在江蘇，蘇州一家電子企業總經理李生（化

名）坦言，RCEP實施後，中國從日本、韓國、澳
洲等發達國家進口高端產品將更為便利，成本將會
大大降低。
例如，這家企業是一家芯片（港稱晶片）元器

件生產企業，而日本、韓國的芯片原料和裝備產業
非常發達，今後從兩國進口相關產品無疑會減少成
本。同時，中國向RCEP成員國出口芯片等產品的
關稅也會降低，從而提升相關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李生也指出，由於近幾年美國大打貿易戰，

特別是對中國芯片產業實施封鎖，中國芯片上下游
企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而RCEP的實施後，
一些原本被美國封鎖影響的高端設備和產品，將有
機會通過RCEP成員國轉運到中國，從而有助於打
破美國封鎖。

6部門出台RCEP實施指導意見 迎來重大機遇也帶來更強競爭

◆267票RCEP項下進口貨物順利通關，貨值4.6億元，主
要享惠商品為賤金屬、化工品、潤滑油等。

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RCEP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相關數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據
（截至1月25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中國出口企業申領原產地證書和開具原產地聲明
共24,695份，貨值92.5億元（人民幣，下同），主要
商品為賤金屬、化工品、黃酒、鞋靴等。

◆認定經核准出口商107家，自主出具原產地聲明306
份，貨值1.3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有報道稱美
國國務院擬以“中國疫情狀況”為由批准其駐華
使領館“授權撤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2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對此表示，美方決策邏輯
難以自圓其說。中方已就此向美方表示嚴重關切
和不滿。

“中國目前無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
趙立堅在應詢時首先指出，中國疫情防控嚴

謹科學，防疫策略行之有效，也很好保護了在華
外國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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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充分
照顧了外交領事人員的舒適度和正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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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立堅說，美方的決策邏輯令人費
解，難以自圓其說。

向美方表示嚴重關切和不滿
趙立堅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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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記者提到，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日前

表示，俄羅斯提出的限制北約進一步東擴的建議
是“不可能實現的”，美國“不會允許任何國家
關閉其他任何國家成為北約成員國的大門”，中
方對此有何評論。
趙立堅對此指出，北約是冷戰時期的產物，

北約擴員是集團政治的集中體現。作為全球最大
的軍事聯盟，北約早應摒棄過時的冷戰思維和意
識形態偏見，多做有利於維護安全與穩定的事。
“中方堅決反對各種‘小圈子’，反對以鄰

為壑、挑起地緣政治衝突，倡導共同、綜合、合
作、可持續的新型安全觀，主張各國和各國人民
應共同享受安全保障，攜手應對各種問題和挑
戰。”趙立堅說。
他說，中方希望有關各方充分考慮彼此的合

理安全關切，避免對立和對抗，在相互尊重基礎
上通過平等協商妥善解決分歧。

中方：美方決策邏輯難以自圓其說
美擬以疫情為由批准駐華使領館“授權撤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國台
辦發言人朱鳳蓮26日在例行發布會上應詢指出，
“台獨”分裂勢力和台灣民眾是不同的。她強調，
如果“台獨”挑釁不停、不減，解放軍的演訓活動
是只會多、不會少。她還指出，加強兩岸交流合作
是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也符合兩岸同胞利益福
祉。

發布會上有記者表示，對於解放軍軍機連續
兩天繞島飛行，台灣老百姓感覺“不是很友善”。
此外，台北市還有民代提出，要凍結今年上海－台
北城市論壇的預算，甚至要求停辦。

加強交流符兩岸同胞福祉
對此，朱鳳蓮指出，首先要強調的是，“台

獨”分裂勢力和台灣民眾是不同的。“台獨”分裂
勢力及其活動，目的是要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危害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她指出，解放軍採取
演訓活動就是為了反對“台獨”，為了捍衛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她強調，如果“台獨”挑釁不停、
不減，解放軍的演訓活動是只會多、不會少。

“台灣民眾和 ‘台獨’勢力不同，那我們要
為台灣民眾做的是什麼？”她稱，包括提問記者提
到的上海－台北城市論壇等交流活動在內，實際
上，加強兩岸交流合作是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也

符合兩岸同胞利益福祉。“這麼多年來，上海和台
北兩個城市通過城市論壇深入探討和交流城市發展
經驗，鞏固和拓展各領域合作，已簽訂39個合作
備忘錄，給兩個城市的居民帶來很多實實在在的好
處。”她表示，對於這樣的好事情，我們要珍惜、
要維護，而不是設置障礙。

十年間兩岸貿易額翻番
發布會上，朱鳳蓮引用海關總署統計指出，

2011年兩岸貿易額為1,600.3億美元，2021年增長至
3,283.4億美元，十年間翻了一番。另據台灣方面統
計，兩岸貿易額佔台灣外貿比重從2011年的28.6%
增長至2021年的33%。大陸穩居台灣地區最大出口
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
朱鳳蓮表示，十年來，新批准台資項目數、

吸引台資金額不斷增加，充分表明台商持續看好大
陸巨大內需市場、完備產業體系、強大生產製造能
力和廣闊發展前景。
相較之下，由於民進黨當局對大陸企業赴台

投資不斷設置新障礙，截至2021年底，陸資赴台
投資額小幅增長，總額僅為37.1億美元。朱鳳蓮
指，民進黨當局應盡快撤除干擾阻撓兩岸經貿合作
的不合理限制，為兩岸經貿交流營造良好的環境，
為台灣民眾利益福祉創造更好的未來。

國台辦：若“台獨”挑釁不停不減 解放軍演訓將只多不少

●●廣西柳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在廣西柳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在RCEPRCEP協定下出口的首批工程機械裝備協定下出口的首批工程機械裝備。。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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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寧運動店，“國潮風”新衣被擺在櫥窗
最顯眼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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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蓋不了年味

就地過年“短線遊”成首選
隨着虎年的腳步越來越近，，各地的

年味越來越濃。。臨近春節，，香港文匯報

記者走訪多地所見，，買年貨的傳統不變

之餘，，網購辦年貨越發盛行；；而且春節

消費市場也悄然發生轉變，，記者所見，

年貨市場、、餐飲、、商超，，發現眾多國貨品牌紛紛推出“國潮”系列商

品，，從春節服飾到零食堅果、、從老字號品牌到文創新秀，，無不披上了

中國風、虎年生肖等“國潮”元素的外衣。。疫情陰霾未散，，相比往年

長假期的出境遊、、省外遊，，大家更多選擇的是近程的短線遊。。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重慶報道

黃金消費市場自元旦起迎來銷售旺季，記者在多
家黃金櫃枱發現，不少品牌都上新了老虎造型的手
鏈、吊墜和戒指，還有虎年金箔片等，這些應節的金
飾受到眾多消費者的青睞。黃金櫃枱中的“虎元素”
飾品往往設計新穎，在風格和款式選擇上也更為多
樣：既有卡通造型、適合兒童的虎頭轉運珠，也有金
鑲玉材質的大氣虎年吊墜，鏤空的老虎造型黃金戒
指；部分虎年飾品還融合了黃金和珠寶、琺瑯彩的設
計，一些單個的虎年串珠產品還可由顧客自選搭配。

“最近虎年生肖系列的產品賣得很火，有的款式都
售罄了，得先預訂調貨。”店員介紹，每年春節前都是
黃金銷售的高峰期，虎年生肖系列產品更是火爆。年輕
人也逐漸成為節前黃金市場的一大消費群體，他們大多
對單價在2,000元左右（人民幣，下同）的小件黃金飾
品比較感興趣。目前，內地各首飾品牌的黃金飾品，每
克價格在450元至480元之間，較去年金價最高位時有
所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黃金市場的升溫。

生肖年加持
“萌虎”進軍各行各業

喜
迎年虎

疫情當下，“就地過年”氛圍濃厚，近程
周邊遊領跑春節旅遊市場。攜程近日發

布《2022年春節旅遊預測報告》，顯示今年
春節預訂本省旅遊度假產品的訂單量佔比達
65%；周邊遊、本地遊“時間短”的特點也
體現在了用戶的連住選擇上，2021年春節用
戶選擇只住一天的比例相較2019年同期提高
了7%，預計2022年春節期間預訂房間在1天
的訂單量佔比將與2021年春節基本持平。

民宿：一日遊住客佔大多數
“縉雲小住”是重慶當地一家頗有名氣的

民宿，因坐落在城郊的縉雲山，風景優美、
交通便利，十餘間房已經被周邊遊客提前訂
滿，據前台的周小姐稱，大多數遊客只訂了1
天，故商家猜測多為本地遊客。價格方面，
春節期間酒店商家比週末平均漲價200元(人
民幣，下同)/晚，標準間價格為698元，家庭
房1,299元。記者粗略估算，以一家三口為
例，春節在此一日出遊，酒店+餐飲每日需花
費至少1,500元，這樣的花費在當地並不算便
宜，但依舊為市場受落。

在春節本地遊、周邊遊佔據主流的背景
下，冰雪旅遊持續強勁增長，重慶豐都南天
湖景區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天氣預報景區
新年有雪，帶動酒店房間銷售比平日高六
成。

家住重慶南岸區的夏女士是山東人，和

丈夫在重慶工作生活。響應“就地過年”的
號召，夏女士今年依舊沒有回鄉打算，不過
她想念下雪的冬天，決定和去年過年一樣，
大年初二出發到豐都南天湖看雪。

夏女士：不回鄉短途遊體驗好
“我們工作單位要求盡量不出重慶，所

以和老公商量了一下，訂了大年初二上午的
動車票和重慶豐都南天湖酒店的住宿，年初
三晚上回主城的家，往返車票兩人不到200
元，住宿598元，景區門票網上預定55元一
張，吃飯就吃當地的農家菜、特色菜，預計
兩天的短途旅遊消費不超過1,500元。”她
說，其實去年過年他們就去了一趟南天湖，
體驗非常好，所以今年還是決定去那。此
外，重慶周邊可以看雪的金佛山景區、仙女
山景區內五星級酒店大部分房型都已訂滿；
港資在渝打造的融匯溫泉景區周邊的融匯麗
笙酒店親子房、湯屋、小別院等房型已於1月
中旬全部訂完。

根據近期中國旅遊研究院發布的《2021
年旅遊經濟運行分析與2022年發展預測》，
受流動性管控政策影響，高品質的微旅行、
宅度假和文化消費需求將得到進一步釋放，
近程、散客、休閒、體驗成為主體，研學、
自駕、旅遊專列、宿營等產品需求旺盛。春
節旅遊消費依然呈現顯著的本地化、小半徑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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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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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年味不僅來源於假期、
春聯燈籠、走親訪友，同時也在
被這些充滿“國潮風”的年貨包
圍——從回力登上時裝周的小白
鞋，到安踏為虎年定製的衛衣，
再到良品鋪子中國風包裝的食品
潮盒，消費者對於年貨的選擇，
越來越傾向於“國潮風”的商
品。

運動品牌紛推國潮產品
唯品會數據顯示，從1月8日

年貨節開啟以來，安踏、回力等
中國運動品牌推出國潮服飾，帶
動其銷量猛漲。安踏總體訂單同
比漲幅在50%以上，回力、特步
等知名國潮運動品牌訂單漲幅也
高達80%以上。

記者來到重慶新光天地，運
動潮牌李寧店的店員介紹，該品
牌的虎年春節系列服裝以中國紅
為底色，融入老虎國畫、生肖等
中國傳統元素，一經推出就頗受
歡迎。“我們339元（人民幣）的
‘虎虎生威’小童鞋與‘日進斗
金’虎年紅色運動服是近來的爆
品。”

良品鋪子聯乘敦煌研究院
在休閒零食品牌良品鋪子線下

店，記者獲悉該品牌今年再次與國
潮ip“敦煌研究院”聯名，推出了
多款“國潮年禮”系列新年堅果禮
盒，在包裝上提取敦煌壁畫中
“鹿”“天馬”“鳳”與“凰”等
經典形象，配合“國潮風格”的字
體與喜慶鮮艷的四色印刷，再現敦
煌文化盛景的同時為禮盒添加美好
寓意。在國潮的加持下，良品鋪子
線下店今年禮盒的銷量比去年同期
增長了30%。

●“國潮風”景點不單受年輕人青睞，一些退休老人也會
組團打卡。圖為重慶陶然居大觀園·新國潮坊某街頭。

●三峽博
物館文創
店的萌萌
老虎玩偶
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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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爆發第五波疫情，不少受

影響行業舉步維艱，香港金管局26

日放口風稱將研究押後支援政策的退場，以

應對疫情。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26日表示，

香港面對新一輪疫情，或影響本地經濟，加

上外圍波動較大，持續影響經濟活動，國際

供應鏈面對壓力，本地銀行信貸質素仍面對

較大挑戰，料上季特定分類貸款比率或按季

輕微上升，但他強調目前港銀體系風險可

控。而受累疫情及息差收窄，香港銀行去年

稅前經營溢利下跌18.6%。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香港金管局香港金管局2626日放口風稱日放口風稱，，將研究押後支援政策的退場將研究押後支援政策的退場，，阮國恒阮國恒（（中中））表示表示，，香港面對新一輪疫香港面對新一輪疫
情情，，銀行信貸質素仍面對較大挑戰銀行信貸質素仍面對較大挑戰。。左二為金管局助理總裁左二為金管局助理總裁（（銀行監理銀行監理））陳景宏陳景宏。。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港金管局研押後支援政策退場
受累疫情及息差收窄 港銀去年稅前少賺18.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有外商會再就香
港的防疫措施發表不同看
法，認為嚴格的隔離措施
會窒礙海外人才到港工作
意慾，香港金管局副總裁阮
國恒26日指出，疫情下各地旅遊
受限制，銀行本身營運亦面對檢疫等挑戰，理
解他們在運作上面對人才挑戰，部分員工要與
家人分隔兩地，惟他相信銀行界亦明白，要平
衡疫情控制與外遊自由度兩者之間十分困難。

他表示，局方一直與業界溝通，並有收集
意見及向政府反映，他相信疫情只是過渡性情
況，料疫情改善後輸入外來人才方面將恢復正
常。他指，其實亦有海外人才流入香港，事實
上全球都面對綠色金融、數碼及數據專才人才
不足的情況，認為企業的長遠人才供應，更需
着力推動香港本地人才培訓。

隔離措施被指礙人才赴港
阮國恒：內部培訓更重要

去年香港銀行稅前經營溢利按年跌18.6%，前年跌
29.9%，期內貸款總額增長3.8%，增速按年升

2.6個百分點，存款總額增速則按年放緩至4.6%。阮
國恒26日表示，去年港銀盈利能力受壓，主要受累利
息收入減少，今年銀行盈利能力將視乎利率走勢，而
去年香港零售銀行淨息差0.98%，按年收窄0.2個百分
點，由於港息一向低企，再跌空間不大，因此相信淨
息差再下調空間有限。

阮國恒：港銀資產質素仍穩健
截至去年9月底，特定分類貸款比率由前年的

0.9%改善至0.81%。阮國恒坦言香港銀行資產質素仍
將面臨挑戰，料去年第四季特定分類貸款比率數字或
按季輕微上升，但由於基數較低，未見需要特別監管
關注，且與海外銀行體系比較，香港銀行資產質素仍
十分健康。至於內房債務危機方面，他強調香港銀行
對高風險內房貸款的風險敞口不大，亦沒有集中性風
險，目前未見內地相關不良貸款出現系統性問題，未來
會繼續密切監察，相信有關風險可控。

備受大眾關注的“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措施將
延長至今年4月底，根據金管局數據，去年銀行批出的
“還息不還本”和其他企業支援措施有8.3萬宗，涉及
金額9,200億元（港元，下同）；個人客戶相關支援措

施則批出5.2萬宗，涉資530億元。阮國恒表示，去年
提出延期安排時曾提及“差不多是時候研究退場安
排”，相關討論仍在進行中，而因應近日疫情表現反
覆，局方將會考慮最新情況，跟業界作出一個決定。

至於樓市方面，阮國恒指局方一向不會預測樓市
走勢，但會繼續密切監察香港樓市動態，採取宏觀審慎
措施，確保有關措施合適。至於虛擬銀行方面，金管
局助理總裁（銀行監理）陳景宏透露，截至去年底，
虛銀共吸納80萬位客戶，開立120萬個戶口，存貸總
額分別達250億元及60億元。

重點確保信貸風險管理到位
金管局2022年工作重點是確保信貸風險管理到

位。阮國恒指，今年利率環境變化較大，尤其是美聯
儲利率口徑變得進取，相信銀行對信貸風險監管，要
考慮利率環境變化，疫情也有很多不確定性，供應鏈
挑戰依然巨大，銀行特定客戶面臨營運壓力亦較大，
金管局會持續監管，確保銀行監管措施到位。

阮國恒稱，今年銀行盈利能力要視乎利率走勢，
銀行息差再受壓程度相信有限，希望利率環境有變，
令銀行利息收入情況好轉。他預期，不良貸款率有上
升趨勢，但數字受很多因素影響，暫時銀行處理不良
貸款屬個別事件，無系統性因素出現。

●●阮國恒阮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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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
健樂）IFR 26日引述消息人
士指，內地電動車製造商蔚
來汽車正考慮在新加坡作二
次上市。報道指，由於中美
關係緊張，中概股面臨可能
從美國退市的風險，故此蔚
來渴望盡早在亞洲的證交所
上市。蔚來回應表示，對於
市場傳言，公司不予置評。

事實上，蔚來二次上市
消息一直只聞樓梯響，去年
更有傳公司計劃赴港上市，
並原定計劃在今年初之前完
成在香港上市，惟其後因涉
及用戶信託持股問題，遲遲
未能獲得港交所的審批，故
推遲來香港的上市計劃。

IFR 26日的報道中，消
息人士補充，蔚來汽車不會
完全放棄在香港上市的計
劃，將繼續與香港監管機構
進行磋商。根據該公司本周
二378億美元的市值計算，
假設發售涉及最多5%的股
本，蔚來汽車可能通過第二
上市籌資約19億美元。

其他新股方面，內地企業
AI解決方案提供商創新奇智將
於27日早掛牌上市。該股26
日公布招股結果，公開發售部
分共錄得超額認購約12.89
倍，一手中籤率只有15%，抽
15手（1,500股）方可穩獲一
手。創新奇智以每股26.3元
（港元，下同）定價，為招股
價範圍26.3至27.3元的下限，
集資淨額約10.7億元。

●● 有傳蔚來汽車正考慮在新加坡作二有傳蔚來汽車正考慮在新加坡作二
次上市次上市，，蔚來不予置評蔚來不予置評。。 官網圖片官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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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灣本土疫情持
續蔓延，不少民眾趕著在年前打
第三劑，但仍有不少人觀望要選
哪牌好，對此，精神科醫師沈政
男分享最新發布在《新英格蘭期
刊》的研究說，第三劑選擇半劑
莫德納可將 Omicron 中和抗體，
從兩劑低點提升到20倍以上；若
能打全劑莫德納，效果甚至是半
劑的2.5倍。不過，他也提醒，對
抗 Omicron 打疫苗只是追加分，
最重要的還是疫調與隔離，並做
好個人防護措施。

沈政男昨在臉書上發文表示
，27日新增了21例本土，但最重
要的是 「沒有新增感染源不明的
案例與群聚」，就只有現有的群
聚接觸者驗出陽性。而桃園幼兒
園群聚的感染源也找到了，是來

自桃園火鍋店的群聚。
沈政男指出，Omicron 容易

造成滲漏，遇到風險較高的環境
（餐廳和幼兒園）就會傳出確診
，但若不是複雜群聚，基本上是
可控的，目前看來北部與高雄的
傳播鏈多是有限傳播，只傳了 2
至 3 輪，只有西堤群聚傳得比較
廣。而他自己推算出目前的R值
約在1至2，基本上現在Omicron
疫情就是不至於失控，但，想清
零須把R值壓到1以下。

沈政男也分享發布在《新英
格蘭期刊》上的研究說，莫德納
第三劑可將 Omicron 中和抗體，
從兩劑低點提升到20倍以上，而
且，全劑莫德納第三劑則是半劑
的2.5倍。不過，台灣目前並沒有
開放打全劑莫德納作第三針的趨

勢，因此大家就半劑加減打吧！
沈政男也說，莫德納現在正

在實驗 Omicron 專用疫苗，其實
先前也做了其他變種的疫苗，但
還沒派上用場疫情就過了。Omi-
cron 專用疫苗也會如此。所以說
對抗 Omicron，不是像歐美一樣
投降，就是像台灣和香港一樣用
疫調與隔離，疫苗只是追加保險
分。

男表示，也有人詢問面對現
在的疫情，搭乘高鐵到底安不安
全，他認為基本上只要是能把口
罩戴好的地方，感染風險都不高
，但不高不等於零；另國外有人
建議應該戴N95防護，對此，他
則回應 「如果真的很害怕，這也
是一個方法」。

（中央社）東海大學27日在路思義教堂舉行新、舊任校長
交接典禮，由前台灣師範大學校長張國恩接任第10任校長，他
在致詞時表示，將打造東海邁向 「未來大學」的目標前進，要翻
轉教育，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適性發展、自主學習並具有高度
競爭力。

交接典禮貴賓雲集，由東海大學董事長吳清邁擔任監交人，
卸任王茂駿校長將印信交給新任校長張國恩，台中市副市長令狐
榮達、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前教育部長吳清基、前交通部長葉匡
時及前中央研究院院長王汎森及22所高中校長等人與會觀禮。

吳清邁致詞時感謝王茂駿在6年來的付出，讓學校穩健前行，並
期盼張國恩能提升國際化，共同面對少子化衝擊，創造東海榮耀
。

王茂駿感性地致詞表示，他人生中的學術生涯是從東海開始
，重回母校服務又走過2200多個日子，感謝行政團隊、教職員
生、校友以及董事會、婦女會等攜手同行，開創許多傲人成果，
並期許母校東海大學，在新任校長的帶領下持續進步、永續發展
。

張國恩則指出，他接任後，將打造東海邁向 「未來大學」的

目標前進，要翻轉教育、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適性發展、自主
學習並具有高度競爭力。他並表示，將整合引進各界資源，讓學
生除在校學習，也能向外學習、行遍世界。

張國恩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也是國內頂尖的網路教
學專家，至今已發表上百篇的國際社會科學期刊論文，三度獲得
科技部的傑出研究獎，2021年獲聘為科技部 「傑出特約研究員」
、獲總統頒發 「師鐸獎」。

東海大學新舊任校長交接
張國恩接任將力拚 「未來大學」

（中央社）新冠肺炎昨本土新增22例，面對疫情已蔓延多
個縣市，且不少傳播鏈均與餐廳有關，春節連假南北人潮流動，
防疫備受考驗。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目前維持2級防疫警戒，
餐飲場所因涉及廣大從業人員生計，不通令一律禁止內用，不過
，北市已規畫 「2.5」級警戒，有狀況的話在春節期間將有新作
法，指揮官陳時中則表示，若地方認為有加強必要，除非有扞格
，會授權地方辦理；相對中央遲遲不升級，不少餐館及小吃店均
紛紛設置隔板及實施梅花座，自行防疫升級。

昨天本土新增個案全集中在桃園和高雄，其中桃園最嚴重新
增13例，高雄的8例全是高雄港相關，為職場接觸者跟家人，另
外還有一名新北市亞東醫院陪病者PCR陰轉陽確診，與先前個
案緊鄰隔壁病房，Ct值20.4。

陳時中表示，目前本土疫情有 「2大2小」以及一些零星個
案要特別注意，2大就是桃園、以及高雄港群聚相關，2小則是
宜蘭礁溪酒店相關以及雙北圓山飯店燒到房仲這條。

春節將屆，桃園市餐廳內用加嚴，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昨日
表示，北市餐廳有確診者足跡，市府對2、3級防疫警戒有SOP
，也已規畫好2.5級，有狀況的話在春節期間會有新作法。對於
2.5級是否會強制餐廳用隔板或恢復梅花座？台北市長柯文哲表
示，凡事要有科學基礎，先看看國外數據，今天開會後再對外宣
布。

至於中央是否跟進台北市調升2.5級防疫警戒？陳時中說，
這是介於2級和3級之間的管制，中央就是維持2級，地方覺得
有必要 「要強一點」，除非有扞格之處，否則就會授權地方辦理
。

蘇貞昌昨天在行政院會表示，指揮中心日前宣布2級警戒維
持到2月7日，防疫雖不升級，但與國人生計無直接關聯防疫措
施都要加嚴，像是搶頭香等宗教活動暫停舉辦，並實施人員管制
，雙鐵禁飲食。

至於餐飲場所是否禁止內用，蘇貞昌說，餐飲場所涉及40

萬從業人員的生計，也是150萬農漁民產品重要的銷售通路，不
通令一律禁止內用，但要求要嚴格落實實聯制，做不到就禁止內
用，其他如規定從業人員及顧客都要完整接種始得進入的休閒娛
樂場所，也都要落實查核。

高雄港病毒傳播鏈累計己69人確診，高雄市長陳其邁宣布
旗津區造船廠、船隻維修廠及小港區、前鎮區漁港碼頭，今天起
至2月7日暫停船舶維修工作，希望藉11天年節冷卻期，阻斷病
毒擴散。

春節連假將至，蘇貞昌強調，不論在檢疫場所、到藥品已有
充足準備，請國人放心，另在防疫旅館方面，因春節返鄉的高峰
期已過，會有許多防疫旅館與集中檢疫所空出，政府已啟動 「輕
症分流」的措施，將無症狀或輕症確診者，送至加強版集中檢疫
所，以減輕醫療負擔。

備戰春節 盯緊餐廳 北市規畫2.5級警戒

本土病例狂炸 醫曝最新研究：
第三劑打這款抗體飆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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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蜂巢弩炮、蝎子炸弹、虫洞牢笼

……几千年来，军事战略家们一直把昆

虫作为战争武器，不仅给敌人造成令人

衰弱的痛苦，而且还传播致命的病原体

，摧毁农业，意图造成大规模的痛苦、

疾病和饥饿。

通过昆虫媒介传播疾病的效果非常

显著。二战期间，日本生物战部队在中

国城市投放了感染鼠疫的跳蚤和涂有霍

乱的苍蝇，造成约44万人死亡。1945年

，日本军方还制定了在圣地亚哥传播鼠

疫菌跳蚤的计划，但一直没有成功。

1989年，美国的生物恐怖分子告诉

当局，他们正在加利福尼亚繁殖和释放

苍蝇，而且这些生态激进分子将一直这

样做，直到政府停止喷洒杀虫剂。一旦

这种毁灭性的害虫在当地立足，对加州

水果的隔离、检疫将摧毁美国重要农业

区之一的农作物，造成数万个工作岗位

和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1346年，金帐汗国将受瘟疫感染的

尸体投进卡法城，尸体上充满了携带病

菌的跳蚤，这是昆虫学战争的早期战例

其实几千年来，六条腿的士兵一直

被部署在前线折磨和驱散敌人。从《旧

约全书》的记载（“我打发大黄蜂在你

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两个王从你们面

前撵出……”——约书亚记24:12）到越

战和其他战争，昆虫已经被有效的武器

化了。下面是一些最可怕的例子：

蝎子闪电战

2世纪末，罗马皇帝塞普蒂米乌斯·

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正在从地方

君主手中夺取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

据古代历史学家赫罗提安（Herodian）的

描述，塞维鲁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场“蝎

子雨”将会成为他计划的一大障碍。

当罗马军团向沙漠要塞哈特拉（位

于今伊拉克境内）——控制丝绸之路商

队路线的要塞——挺进时，国王Bars-

amia 和他的公民们正

隐蔽在40英尺高的城

墙后面。这些防御者

们精心制作了装有蝎

子的陶器“炸弹”，

这些蝎子在该地区非

常普遍，而且非常危

险，以至于波斯国王

经常下令猎捕蝎子，

并提供赏金，以确保

商队的安全通行。当

地人深知，被这些蝎

子蜇伤会造成刺骨的

剧痛，它们的毒液会

导致呼吸不规则、脉

搏减慢、抽搐，偶尔

还会导致死亡。

当塞维鲁的人马

到达哈特拉城下时，

蝎子炸弹如雨点般落

下，罗马铠甲之外裸露的地方，最糟糕

的是他们的脸和眼睛，都受到蝎子的惩

罚。由于这些六条腿的勇士的坚强防守

，塞维鲁陷入了长达20天的困境，直到

他的部队最终放弃战斗而撤退。

蜂刺炮弹

伴随着能够抛射昆虫的重型有效载

荷机械的发展，军事医疗的止痛方面也

取得了重大突破。弹弓可以以碎石作为

弹丸，而弩炮则可以抛射蜂巢，这改变

了昆虫学力量在战争中的应用平衡。

欧洲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蜜蜂巢和黄

蜂巢被用作弹头的记载，包括在公海，

蜂巢是清除敌舰甲板的敌人的一种非常

有效的方式。投掷蜂巢的机械的技术制

高点出现在14世纪，它是随着一种类

似加特林机枪的昆虫学前身的发展而出

现的，这是一种类似风车的装置，它从

快速旋转的“枪管”末端将稻草蜂箱射

出。

作为“进攻部队”并不是这些带刺

的昆虫在战争中唯一的应用方式。欧洲

贵族会确保他们的蜜蜂能随时用于生产

蜂蜜或造成破坏。中世纪城堡的内墙通

常都有凹槽，称为“蜂洞”（Bee bole

），作为“六腿军团”的家。

恐怖虫洞

19世纪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城

市）的埃米尔（Emir）Nasrullah Baha-

dur-Khan以其虐待狂的性格而闻名，也

许历史上对他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人称之

为“黑井”（Black Well）的地方。根

据西方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个洞有21英

尺深，上面覆盖着一个铁栅栏，只有通

过一根绳子才能深入洞内。这位暴君在

“虫牢”（Bug Pit）里养着大量的昆虫

，以确保受害者不断遭受折磨。

在这位施虐狂君主的六条腿奴仆中

，最恐怖的要属猎蝽（assassin bug），

尽管他们的八条腿表亲篦子硬蜱能造成

受害者更大的痛苦。猎蝽是一种英寸长

的食肉昆虫，长有结实的弯曲的喙，用

来刺穿猎物，通常是其他昆虫。但饿极

了的猎蝽也是能吃人的，尤其是数量众

多时。人们把这些昆虫的叮咬比作用热

针戳刺，猎蝽会注射消化酶使猎物组织

液化，从而在人肉中造成溃烂的疮。

Nasrullah Bahadur-Khan 的狱卒描述

了两名英国囚犯是如何被活活吃掉的，

因为“他们的肉被啃掉，露出了白骨。

”用这两名狱卒的话说，Nasrullah“仁

慈”地以斩首结束了他们的痛苦。

诱杀陷阱

利用昆虫来制造痛苦一直持续到现

代。越战期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挖掘了一个地下暗道网络，使他们能够

决定何时何地作战，有时他们会把黄蜂

和大黄蜂的巢穴扔到美军阵地上，以便

在发动攻击前打乱美军的防御阵线。

那些被派到地下暗道与敌人交战的

美国突击队，经常会落入陷阱。被称为

“沟渠鼠”（tunnel rat）的排爆手在潮

湿的暗道中摸索前行时，很可能就会忽

略绊线而触发陷阱，使得地道顶部的暗

穴被打开，里面的蝎子如雨般倾下。

越军还征召了被热带昆虫学家称为

“地球上最凶猛的蛰虫”的亚洲巨蜂

（Asian giant hornet）。士兵们小心翼

翼地将蜂巢转移到美国人使用的小道上

，然后附加一个小型爆炸装置，当敌人

经过时就会引爆。愤怒的蜜蜂会使士兵

们陷入危险的混乱。

美国军方则资助了一项研究计划，

设计出一种装置，可以向敌人喷射蜜蜂

的报警信息素，从而将当地的昆虫转化

为凶猛的盟友。这种化学信号的作用就

像一个骑兵号角，煽动蜜蜂攻击。但这

些“武器”从未被部署。这提醒我们，

虽然这些昆虫只是在展示它们进化出来

的攻击本能，但人类才是决定是否利用

这种力量来施害的最终裁决者，而自有

时间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利用那些六条

腿的战士去完成我们的残酷命令。

六腿兵团六腿兵团：：昆虫在战争昆虫在战争
中是如何被武器化的中是如何被武器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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