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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準會首位非裔女性理事 參院通過庫克任命案
（路透社
路透社）
）

（中央社）美國聯邦參議院今
天確認了庫克（Lisa Cook）進入美
國 聯 邦 準 備 理 事 會 （Federal Reserve）的人事案，使她成為首位效
力聯準會的非裔女性。
法新社報導，在這場黨派涇渭
分明的表決中，庫克提名案驚險過
關。在所有民主黨議員支持、所有
共和黨議員反對下，最後是由參院
主席、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打破 50 比 50 的票數僵局。
賀錦麗向參院表示： 「副總統
投下贊成票，這項提名案獲得確認
。」

如今庫克任命案過關，也為聯
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在
這個美國最具權威金融機構的續任
案開路。
庫克的提名確認案在 4 月下旬
遭到推遲，因為民主黨多名參議員
確診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
病），使得共和黨議員阻擋這項任
命表決。
外界預期，身為專注研究歧視
如何傷害美國經濟，以及經濟衰退
對窮人所造成傷害的學者，庫克將
為聯準會帶來新的視角。
庫克的雙親分別為浸信會牧師

與護理學教授，幼時在美國南部喬
治亞州就學期間，曾因參與種族隔
離學校的融合工作而遭到攻擊，傷
痕累累。
成年後的庫克挹注大部分心力
，專門研究歧視這件事對全球最大
經濟體美國的生產能力所造成的經
濟損失，這在過去未曾被衡量過。
庫克是美國總統拜登選出的遞
補理事職缺人選之一，另外還有美
國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
的傑佛森（Philip Jefferson），他
可望成為第 4 位擔任聯準會理事的
非裔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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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即將取消
對中國制造產品關稅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5/
05
/11
11/
/2022

拜登總統表示如何抑制物價是
他目前最重要的內政問題 ，根據
最新數據， 上月通物膨脹又再度
超過百分之八 ，是四十年來的最
糟數字。
白宮目前正在評估從前總統川
普時期開始就實施對進口中國大陸
貨品之關稅 ，從嬰兜尿布、衣物
傢俱因關稅而不斷上漲。
川普當初是希望以加徵關稅之
手段來增加美國制造以代替中國制
造之產品， 但是是實得其反。
我們認為對中國大陸之貿易
戰 ，不是通物膨脹之唯一禍首 ，
其他更有俄鳥戰事及疫情還在不斷
蔓延， 因此這是 80 年代以來全國
物價高漲最嚴重的時期。

西德州石油今天漲到一百三十
元， 小麥價格是近年來最高 ，由
于戰爭因素 影響了百分之二十五
全世界之產量。
我們要再度呼籲政府必須立即
拿出妥善之方法來解決老百姓之苦
境， 根據民調 ，全國超過六成之
家庭現金存款都不超過一千美元
，換言之，大部份人都在過著寅吃
卯糧之借貸生活 ，全國汽油價格
平均到了四塊三毛， 食品疏菜上
漲三成， 嬰兒奶粉缺貨， 可謂一
片悽涼。
對於富人而言 ，這些價格只
是個數字 ，對貧苦大眾而言， 是
遭受嚴重的生活壓力。
我們相信， 拜登總統首先取

消對中國制造產品之特別關稅 是
非常明智之舉， 大家進入大賣場
， 所見到的哪一樣產品不是中國
制造， 不管我們是否喜歡，這已
經是事實。

華府執政諸公還是請你們以關
懐蒼生為重， 國際政治、 外交政
策 、權謀都離平民老百姓太遠了
，餐桌上是否有食物才是大家最關
心的事。

White House Is Reviewing Tariffs
Imposed Against China
President Biden is considering dropping
some of the tariffs imposed on Chinese
imports to help control the rising consumer
prices in the U.S. Wall Street reported
another rise in the inflation rate to 8%.

The White House is reviewing the penalties
imposed under former President Trump which
includes everything from diapers, clothing
and furniture. Many economists said that
easing or removing the tariffs entirely is a
major step available to the government to pull
every lever available to ease rising
prices. President Biden also believes
that Covid-19 and the war in Ukraine
have caused prices in the U.S. to jump
at their fastest pace since the early 1980
’s.
The West Texas crude oil price went up
to $130 per barrel and the price of wheat
has gone up 25%. Average families just
can’t afford the higher gas prices.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We would like to once again appeal to
President Biden and stress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immediately come up
with appropriate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surveys, more than 60% of
American families don’t even have a $1,000
dollar cash reserve. How can they afford to
buy food and milk when the prices are so
high?
We believe it is very wise to reduce the tariffs
on Chinese products. It is true that when you
walk into all the markets, most of the
products are made in China. No matter if you
like it or not, that is the reality.
For a lot of ordinary citizens, especially those
low income families, the most worrisome
issue today is how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Mr. President, we need to act now, otherwise,
it will be too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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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為”邦邦”（Bongbong）的費迪南德•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 以壓倒
性的選票擊敗眾多對手而贏得了菲律賓總統大選, 待菲國議會確認後即將走馬上任, 繼承
他的父親老馬可仕在三十六年前所掌控的總統權位, 由於老馬可仕當年是因為獨裁濫權與
貪污腐敗竊取了數十億美元國庫公款以及選舉舞弊而被菲律賓的”人民力量” 驅逐流亡
到夏威夷, 並死於異國島嶼, 如今小馬可仕能一掃往日家族不堪的歷史，的確稱得上是奇
蹟, 一旦掌權之後他是否會複製其父政治作為而使獨裁復生? 非常值得我們觀察。
菲律賓是一個力行民主法治的國家, 總統的職位是透過全民普選產生, 所以小馬可仕
權力的獲得是透過公平的民主選舉產生，並非由他父親私相授受, 更非靠著軍事政變所奪
取, 所以他在上台後如果做不好必然會被人民用選票推翻, 因此小馬可比任何人都清楚”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淺顯政治哲學, 如果我們硬要把他與他父親綁在一起, 那是沒道
理,也不合邏輯的, 所以”獨裁復生”的機率似乎不大, 除非他權力薰心不以蒼生為念。
不過由於出身顯赫家庭, 小馬可仕從小除了學業屢遭挫敗外, 其他事業都一帆風順，
但後來被曝料, 他在年輕時前往英美留學的費用均來自其父母在海外的銀行匿名賬戶, 這
是他永遠洗滌不去的污濁, 不過他與他的母親伊美黛在其父逝世後重返祖國投入政治選舉
，努力恢復家族名聲,竟能得到選民支持, 分別從參眾兩院選舉中勝出, 並又被選任為北伊
羅戈省省長, 每一次選舉對他而言都是一次考驗, 他如沒有才學抱負, 絕不可能走到今天這
個地步, 不過他最大的敗筆就是對於他父親過往所犯罪過一律不承認, 也不道歉, 而選民似
乎對過往歷史健忘, 所以並未把老小馬可仕拿來相提並論, 這對他而言算是相當幸運的, 而
且他的母親曾兩次參選總統未能如願, 如今他卻成功地達成了願望, 支持他的現任總統杜
特蒂行政措施非常霸道, 也極具爭議, 但願小馬可仕 不要受到杜特地的影響, 而能夠走一
條自己的路!

薩拉杜特蒂篤定當選副總統 盼接掌國防部
俄烏衝突中的網路戰 推特假帳號激增
印度網紅雅米尼(ER Yamini)在 IG 與 Youtbue 有
許多訂閱者，不過她發現自己在不知情下竟然還有
推特帳號，而且表態支持俄羅斯。這不是她的本意
，她表示自己不在這場戰爭中站隊，趕緊出面澄清
。在俄烏戰爭發生後，推特上出現許多宣傳支持俄
羅斯的帳號，但許多是假帳號。
BBC 報導，3 月初，雅米尼的支持者問她為什麼
支持俄羅斯，她不明白是何意。支持者傳給她一個
使用她的照片的推特賬戶，分享著印度支持俄羅斯
的圖片，還有一個標籤“#IStandWithPutin(我支持
普丁) 「真正的友誼」 。
雅米尼澄清說她，不支持俄烏戰爭中的任何一
個國家，並擔心她的粉絲因此誤會。
推特上的假帳號在戰爭發生後明顯變多， 標籤
#IStandWithPutin(我支持普丁) 和#IStandWithRussia(我支持俄羅斯)也很多，特別在靠南部的區域，比

如印度、巴基斯坦、南非和奈及利亞等國家。
線上虛假線上訊息研究公司 CASM Technology
的創始人卡爾米勒( Carl Miller)說： 「這很可能是由
機器人系統、帳號產生器，或盜取賬號形成的，而
且有目的性，多數假帳號是形塑對普丁的支持。」
CASM 公司分析 3 月 2 日至 3 日，不同語言系統
的 9,907 個宣傳支持俄羅斯的帳號資料，發現超過 1,
000 個帳號具有類似垃圾郵件的特徵。BBC 也自己
調查了數百個不太真實的個人資料，也得到相似的
答案，這些帳號看起來真，但實際上是假的。
推特表示，網站禁止冒充 「個人、團體或組織
誤導、混淆或欺騙他人」 ，為了解解決假帳號問題
，自戰爭開始以來，推特已經刪除了超過 10 萬個違
反其規定和垃圾郵件的帳號，以 「我支持俄羅斯」
、 「我支持普丁」 的帳號也會被鎖住。

日本2022年版防衛白皮書草案 新增俄侵烏專章
日媒今天掌握日本防衛省目前彙整的 2022 年版防衛白皮書
草案，內容對俄羅斯軍事動向的描述升高為 「抱持憂慮關注」 ，
並新增有關烏克蘭遭俄羅斯入侵的專章。
日本每日新聞報導，防衛白皮書中也新增 「容許侵略可能給
與同意在其他地區片面改變現狀的錯誤含意」 等文字。防衛白皮

菲律賓總統大選告一段落，總統杜特
蒂長女薩拉篤定當選下屆副總統。薩拉的
發言人今天說，她將全力支持馬可仕新政
府，同時表示她希望接掌國防部。
根據菲律賓選舉委員會非正式即時計
票，目前開出逾 98%選票，前獨裁統治者
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獨子小馬可
仕（Bongbong Marcos）獲得逾 3109 萬票
，副手薩拉（Sara Duterte）則拿下 3154
萬多票，兩人都篤定當選。
菲國憲法規定，正副總統分別民選產
生。本次正副總統篤定當選人來自同一陣
營是少見的情況。
1987 年憲法開始實行後，直到上屆大
選，除了 2004 年總統候選人雅羅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和副手順利當選，
其他 4 次的正副總統當選人都來自不同陣
營。另外，菲律賓憲法明文規定，副總統
「可被任命為內閣成員」 。
薩 拉 的 發 言 人 佛 拉 斯 科 （Christina
Frasco）今天接受 ABS-CBN 新聞台訪問
時說： 「薩拉表示她對（接掌）國防部感
興趣。當然她會全力支持小馬可仕政府。

書最快 7 月將在內閣
會議上報告後公布。
2022 年 防 衛 白 皮
書還新加入 「關於台
灣的國際情勢」 、 「科學技術發展對安全保障帶來的影響」 、
「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 ，及 「經濟安全保障對策」 等相關描
述。
有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防衛白皮書分析， 「對俄羅斯國際

」

薩拉目前是菲律賓武裝部隊（AFP）
預備役上校。
菲律賓憲法規定，總統大選後，須由
參眾兩院檢票後，才會正式公告正副總統
當選人。參眾兩院議長已表示，預計 5 月
底前會公告大選結果。
下屆菲律賓總統將於 6 月 30 日宣誓就
職。
小馬可仕 1 月曾說，薩拉已表態，若
當選副總統，希望接掌國防部。他表示，
剛聽到薩拉這麼說時很驚訝，但後來覺得
「這是個好主意」 。
小馬可仕說，薩拉告訴他，她在納卯
市（Davao）有處理恐怖主義和安全問題
的經驗，並擁有很多有助處理這些問題的
計畫。
杜特蒂家族勢力位於菲律賓南部納卯
市，薩拉原任納卯市長。菲國南部民答那
峨 島 有 若 干 地 區 遭 親 伊 斯 蘭 國 （Islamic
State）極端分子占領，治安不佳。
薩拉選前曾說，若她當選，將推動所
有 18 歲以上菲律賓人強制服兵役。

影響力、跟周邊地區的軍事平衡，及跟中國的軍事合作有可能產
生變化」 ； 「對包括美國與中國展開的戰略競爭在內，對全球國
際情勢也可能帶來影響」 。
有關烏克蘭情勢與北韓研發彈道飛彈及核試驗，防衛省接下
來也將把 5 月以後的動向加入白皮書中。
朝日新聞報導，去年防衛白皮書對俄羅斯軍事動向的描述是
「持續關注」 ，今年的描述變成強度更強、提高威脅理解的 「抱
持憂慮關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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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大毒梟被引渡到美國
為何在哥倫比亞掀起巨大風波？

民眾、焚毀車輛、封鎖道路等 113 起暴
力事件。
“海灣家族”的報復襲擊
本周四早些時候，據稱出自“海灣
家族”的小冊子開始在哥倫比亞的社交
媒體上流傳。小冊子裏以杜克下令將烏
蘇加引渡至美國為由，呼籲哥倫比亞西
北部數省的居民在未來 4 天內留在家中
，暫停任何經濟活動。
CNN 報道稱，這是這壹強大的販毒
組織為報復引渡實施的“宵禁”。隨後
，哥倫比亞多地的暴力行動升級。
哥倫比亞監察員卡洛斯· 卡馬戈（Carlos Camargo）表示，這些暴力襲擊已致西
北部 1 人死亡。此外，“海灣家族”的報
復行動還使得學校、商業機構關閉，擾亂
當地運輸，導致天然氣供應短缺。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消息，在哥蘇克
雷省，目前已有 26 個城市宣布進入警戒

致數百人死亡
綜合報導 壹場熱浪席卷北美西部，為加拿大創造了 49.6℃的歷史最
高氣溫紀錄（比前壹次峰值高 4.6℃），並導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宣布進
入緊急狀態。據英國布裏斯托大學研究人員 4 日發表在《科學進展》雜
誌上的新研究，這場熱浪是有記錄以來全球任何地方所觀察到的最極端
的熱浪之壹，未來隨著氣候惡化，熱浪將變得更強。
熱浪是指相對於每年某時某地區的預期條件而言壹段長時間的炎熱
天氣，可能會伴隨著高濕度的氣候。它是最具破壞性的極端天氣事件之
壹。就英國而言，當壹個地點記錄了至少連續 3 天的日最高氣溫達到或
超過熱浪溫度閾值時，就達到了英國全國的熱浪閾值。
研究顯示，2021 年 6 月北美西部的熱浪是加拿大有史以來最致命的
天氣事件，致使數百人死亡。因高溫天氣產生的野火肆虐，造成了大規
模基礎設施損壞和農作物損失。
該研究還表明，極端熱浪與當地氣溫存在關聯。此前記錄的有史以
來最熱的 3 次溫度分別在 1998 年 4 月的東南亞（32.8℃）、1985 年 11 月
的巴西（36.5℃）和 1980 年 7 月的美國南部（38.4℃）。
研究人員表示，從 1950 年起開始調查至今，全球氣候壹直在持續變
暖。團隊還使用氣候模型預測了未來壹個世紀的熱浪趨勢：出現熱浪的
可能性增加，其強度將隨著全球氣溫上升而上升。
該研究的共同慘與者、布裏斯托大學氣候科學教授丹恩· 米切爾教
授說：“氣候變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全球健康問題之壹。但是我們
發現，發生在發達國家之外的許多熱浪幾乎沒有引起關註。高溫造成的
國家級負擔或造成數千人死亡，極端高溫天氣最有可能對部分這應不了
天氣變化的國家產生沖擊。”
研究人員表示，盡管最高溫度不壹定會產生最嚴重的影響，但它們
往往是相關的。提高對極端氣候及其發生地點的了解，有助於為最脆弱
的地區制定針對性措施，有效解抉高溫帶來的負面影響。

，烏蘇加的武裝部隊至少得到了政界部
分人士的默許。
這位大毒梟在漫長的犯罪生涯中，長
期躲藏在政治和販毒暴力交織的陰影之中
，被認為在內戰中與政界有著千絲萬縷的
關系。而受害者想知道的便是政界是誰默
許並給予了他實施暴行的權利。
“作為受害者，我們早就知道奧托
涅爾（即烏蘇加）是誰——（他是誰）
我們也無所謂。我們最想要知道的是誰
支持且贊助了他，這些人裏面也包含了
政治家，”當地壹個農民組織發言人奧
爾特加（José Davi 誒 Ortega）說，“我
們擔心他不會在美國說實話，而對知情
（內幕）保持沈默。”
哥倫比亞麥德林大學政治學教授布斯
塔曼特（Pe誒ro Pie誒rahíta Bustamante）
說，引渡對了解當時武裝沖突的真相以及
武裝團體與商界、政治家之間的關系造成
了阻礙。“因此，在慶祝壹場所謂的哥倫
比亞毒品戰爭勝利的同時，沖突仍在繼續
，而受害者卻被遺忘。”
哥倫比亞內戰被視為西半球歷時最久
的武裝沖突。據新華社此前報道介紹，哥
倫比亞內戰長達50余年，造成22萬人死亡
，2.5萬人失蹤，超過570萬人無家可歸。
2016 年 8 月，在古巴、挪威、委內瑞拉和
智利等國的斡旋下，哥倫比亞政府和該國
最大的反政府武裝遊擊隊“哥倫比亞革命
武裝力量”在古巴哈瓦那握手言和，達成
了最終全面和平協議。

全球食品價格從歷史高位小幅回落
綜合報導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布
報告顯示，全球食品價格繼2月和3月連創新
高後，4月小幅回落，但依舊維持高位。
依據報告，4 月，糧農組織食品價格
指數為 158.5 點，環比下降 0.8%，但較去
年同期上漲 29.8%。其中，植物油價格指
數回調，領跌食品價格指數，谷物價格指
數略微下降，乳制品、肉類和食糖價格指
數則小幅增長。
4 月，植物油價格指數較 3 月創下的
歷史高位下降 5.7%，但仍大幅高於去年
同期水平。糧農組織指出，由於世界主
要棕櫚油出口國印度尼西亞的出口存在
不確定性，國際植物油價格的進壹步下
行受到遏制。
印尼 4 月 28 日起暫停出口棕櫚油系列
產品，以期緩解國內食用油供應壓力。
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每月發布壹次

，用來衡量全球貿易中最活
躍的食品類商品國際價格變
化。該指數由谷物、植物油
、乳制品、肉類和食糖 5 個
商品類別價格指數的加權平
均數構成。
糧農組織市場及貿易
司副司長約瑟夫· 施米德胡
貝 6 日在瑞士日內瓦說，受
制於基礎設施和港口封鎖
等 問 題 ， 大 約 2500 萬 噸 可
供出口的烏克蘭谷物無法外運。另外，
糧倉滿倉或將導致七八月份的收獲季面
臨儲糧難問題。
據國際谷物理事會數據，在上壹年度
，烏克蘭是全球第四大玉米出口國和第六
大小麥出口國。另據糧農組織數據，烏克
蘭還是全球葵花籽油出口大國。

行業信息分析機構 APK-Inform 本周發
布的數據顯示，烏克蘭 4 月出口谷物 92.3
萬噸，而去年同期為 280 萬噸。烏克蘭農
業部副部長塔拉斯· 維索茨基說，黑海港
口被封鎖後，烏克蘭 4 月通過其他路線增
加了谷物出口，5 月出口量預計將進壹步
增加。

世衛組織：兩年間新冠疫情直接或間接造成近 1500 萬人死亡
世界衛生組織最新估計顯
示，2020 年和 2021 年新冠疫情
直接或間接造成近 1500 萬人死
亡，其中大部分發生在東南亞
、歐洲和美洲等地區。
據世衛組織估算，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
間，與新冠疫情直接或間接相
關的全部死亡人數（即“超額
死亡”）約為 1491 萬人，實際
範圍在 1330 萬至 1660 萬之間。
2022 年，數千美國民眾在
華盛頓遊行，反對疫苗強制令

。
“超額死亡”是指全球實
際發生的死亡人數與基於大流
行未發生年份估算得到的正常
死亡人數之間的差額，包括疫
情直接導致的死亡和因大流行
對衛生系統和社會影響等導致
的間接相關死亡，交通事故和
工傷等導致的死亡相對減少，
也被計算在內。
世衛組織表示，全球 84%
的“超額死亡”發生在東南亞
、歐洲和美洲地區，約 68%的

“超額死亡”集中在 10 個國家
。在 1491 萬例死亡中，中等收
入國家占 81%，而高收入和低
收入國家分別占 15%和 4%。就
性別和年齡而言，全球男性死
亡人數高於女性，其中男性占
比 57%，女性 43%，老年人死
亡人數更高。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
示：“這些發人深省的數據不
僅表明了大流行的影響，還表
明所有國家都需要投資於更有
韌性的衛生系統，以便在危機

期間維持基本衛生服務，包括
更強大的衛生信息系統。”
世衛組織負責數據、分析
和交付的助理總幹事薩米拉· 阿
斯瑪表示，衡量“超額死亡”
是了解大流行影響的重要組成
部分。由於許多國家對數據系
統的投資有限，“超額死亡”
的真實程度往往是隱藏的。目
前的新估計使用了最好的可用
數據，並且是使用健全的方法
和完全透明的方式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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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全球有記錄以來最強熱浪確定

部分受害者不願引渡烏蘇加

目前，這壹系列暴力行動的“導火
索”——烏蘇加，被扣押在紐約市布魯
克林大都會拘留中心。
本周四，在紐約市的聯邦法院面臨
販毒等指控時，烏蘇加拒不認罪。其起
訴書稱，烏蘇加於 2003 年 6 月至 2021 年
10 月期間領導犯罪團夥，參與國際範圍
內的可卡因制造和分銷，知情並計劃將
毒品非法銷往美國。
據哥倫比亞總檢察長辦公室消息，去
年 10 月被捕時，烏蘇加面臨至少 122 項指
控，包括販毒、謀殺、洗錢、性虐待未成
年人等。美方法院要求將其引渡，但也有
烏蘇加犯罪活動的受害者希望其能夠在哥
倫比亞的法庭受審，但該請求被駁回，烏
蘇加的引渡獲得哥倫比亞總統令批準。
雖然請求失敗，但反對引渡的受害
者得到了哥總統競選左翼候選人古斯塔
沃 · 彼 得 羅 （Gustavo Petro） 的 支 持 。
“引渡應該優先考慮受害者所需要的證
詞……沒有什麽比暴力活動的受害者更
加重要。”
其實，反對引渡的受害者擔心的或
已經不是烏蘇加認罪與否、指控是否成
功，他們想要知道的、也就是彼得羅所
說的“證詞”，牽扯到了哥倫比亞長達
50 余年的內戰。
據英國《衛報》介紹，受害者想要
知道在哥倫比亞內戰期間，烏蘇加所監
督或了解的暴行，以及其與當地政治家
和安全部門之間的聯系。他們普遍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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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美國、哥倫比亞相關機構都
參與了對他的搜尋行動，動用了 500 余
名哥倫比亞特種部隊成員和 22 架直升機
。哥倫比亞總統杜克稱，逮捕他是該國
軍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叢林滲透行動。
他就是哥倫比亞最大販毒組織“海
灣家族”的頭目代羅· 安東尼奧· 烏蘇加
（Dairo Antonio suga），別名“奧托涅
爾”（Otoniel），是哥政府近十年來的
頭號通緝對象，被杜克形容為“世界上
最令人恐懼的毒販”。
去年 10 月，這場醞釀多年的抓捕行
動終於成功，烏蘇加落網，那時或沒人
想到半年多後，烏蘇加仍會在哥倫比亞
引發巨大風波。
今年 5 月 4 日，烏蘇加被引渡至美國
後，“海灣家族”在哥倫比亞多地連續
發動報復襲擊。截至 5 月 6 日，哥倫比亞
蘇克雷省、科爾多瓦省、瑪格達萊納省
等多個省份相繼報告“海灣家族”恐嚇

狀態。6 日，瑪格達萊納省部分商業機構
和學校因受到“海灣家族”威脅，暫時
關閉。在安蒂奧基亞省，“海灣家族”
非法封鎖道路嚴重擾亂當地物流運輸秩
序，由於油罐車無法順利抵達，已有 6
個城市出現天然氣供應短缺現象。
哥倫比亞國防部部長莫拉諾表示，
政府已加強在全國多地的安全戒備，在
主要省際公路增派巡邏軍警，以期早日
恢復公共安全秩序。
據美國國務院介紹，“海灣家族”由
恐怖組織的前成員組成，他們“使用暴力
和恐嚇，控制毒品販運路線、可卡因加工
實驗室、快艇出發點和秘密的著陸帶”。
販毒分子的引渡問題壹直影響著美
國和哥倫比亞兩國關系的發展。
1979 年，哥倫比亞和美國簽署引渡
條約，1982 年生效，該條約授權美國從
哥倫比亞引渡從事販毒和其他犯罪行為
的罪犯。但在哥倫比亞國內，該條約卻
飽受爭議。哥當地不少聲音認為，引渡
哥倫比亞國民是美國對哥倫比亞主權的
侵犯，是該國部分政界人士為了親美所
作出的妥協。
在哥國內的爭議聲音下，該條約還曾
進行修改。1991年，哥倫比亞修改並頒布
新憲法，明確禁止向美國引渡哥倫比亞出
生的國民，直到1997年，哥政府才再次修
改相關規定，恢復原先的引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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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與病毒共存 美國口罩背後的文化戰爭

「可是瑞凡，我回不去了。」 這句電視劇經
典台詞，似乎很能貼切形容現今世界。當 COVID-19 籠罩全球兩年多，我們熟悉的世界發生翻
天覆地的改變，疫情之前的日子好像回不去了。
就好的方面來說，更普遍的居家工作趨勢，
為許多美國人帶來更有彈性的生活模式，不僅省
去通勤，獲得與家人更多的相處時光，很多人就
此搬離高消費、高房租的大城市，追求更好的生
活品質。
當疫情散去，這種更人性化的生活與工作模
式，似乎是很多人想要保留的 「疫情副作用」 ，
回不去也沒關係。
可是，除了上述這還算正面的副產品，美國
兩年多來，幾度走過疫情高峰、染疫死亡人數累
計 100 萬，更多疫情限定的生活習慣令人急於甩
掉。疫情一趨緩，很多人毫不考慮，馬上與它說
再見：例如口罩，與隨之而來的政治與社會對立
。
美國這一場疫情，有如經歷過一場口罩戰爭
。兩年多來，美國人從原本幾乎不戴口罩，一點
一點重頭學習；疫情進入第 2 年之後，餐廳商場
等公共場合幾乎是大部分人配合戴上口罩。
雖然如此，戴口罩始終是多數美國人逼不得
已的選項。今年春天之後，隨著疫苗普及、Omicron 輕症化趨勢，各州陸續取消室內戴口罩的強
制規定，4 月大部分航空、鐵路和客運共乘平台
Uber 和 Lyft 等交通運輸業已把戴口罩列為乘客的
自主選擇。
回顧 2020 年 6 月，COVID-19（2019 冠狀病
毒疾病）疫情在美國爆發 3 個月，加州洛杉磯郡
的防疫指揮官費瑞（Barbara Ferrer）發表聲明，
她與衛生局團隊推動防疫，收到謾罵與死亡威脅
， 「我在線上疫情簡報時，有人留言要槍殺我」
。
2021 年 1 月疫情高峰，病毒威脅與反口罩陣
營的抗拒程度似乎一樣高。當時在市區，幾十人
無視防疫規定，拿著 「口罩納粹」 的標語闖進超
市、賣場、購物中心，裸露口鼻向路人喊叫 「脫
下口罩」 。
疫情籠罩下，口罩變成人際衝突的引爆點。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統計 2021 年到 2022
年 4 月，美國機上乘客違規事件有 7062 件，其中
4997 件跟口罩有關。最常見的是乘客堅持不戴口
罩，不服規勸毆打空服員、大鬧班機。
內 華 達 大 學 教 授 凱 默 邁 爾 （Markus Kemmelmeier）去年 7 月發表一篇研究，從社會心理
學的角度出發，探討在 COVID-19 疫情期間，美
國人對於戴口罩防疫這件事的態度分歧。
這篇研究認為，口罩這項防止空氣傳染病菌
的工具，在美國特殊的文化環境之下，呈現出了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保守派和自由派等文化面
向的分歧。

疫情期間，儘管美國民眾多數已經習慣出門
上街戴口罩，但在心理層面對於口罩的接受程度
與看法各不相同，成為政治上的攻防焦點。
美國社會對防疫措施的意見分歧，主要來自
政治立場不同。政治傾向保守的人士比較不願意
戴口罩，對口罩大多抱持負面態度。在美國南方
的幾個州，戴口罩甚至被認為是對一個人公眾形
象的破壞，損害了個人的尊嚴與權益。
凱默邁爾提出心理學領域中關於美國榮譽文
化（Culture of Honor）的分析，探討反對口罩陣
營的心態。
榮譽文化源自美國南方，大多來自經濟弱勢
、法律約束力較低的地區。榮譽文化鼓勵個人展
示強悍與力量，強調個人獨立自主，雖不主動侵
犯別人，但一旦聲譽或利益受到威脅，不惜用武
力攻擊回應，以達到恫嚇效果，防止別人侵犯。
凱默邁爾認為，對某些根深蒂固信仰榮譽文
化的美國人來說，一個人戴了口罩，等於在病毒
面前承認自己不堪一擊；戴上口罩等同展示軟弱
，這時口罩不再是防疫工具，反而是一種對個人
外觀形象的威脅。
再加上政治立場的不同，看待疫情的出發點
也大不相同。自由派的美國人認為病毒是迫在眉
睫的公共危機，政府與社會全體都要上緊發條，
嚴陣以待。
但保守派美國人傾向認為，疫情沒那麼嚴重
，不必過度反應，反而批評公衛專家，認為防疫
措施大多無效，他們擔心政府管太多的程度遠大
於對病毒本身的擔憂。
隨著抗疫的戰線拉長，美國人無論情願或不
情願，出門上街進入百貨賣場，主動戴上口罩的
比例已經遠大於疫情之前。
但這個美國人戴口罩的畫面，恐怕隨著疫情
趨緩而逐漸消失。年初走過 Omicron 變異株的高
峰之後，美國將 COVID-19 視為區域型傳染病的
趨勢越來越清楚，各地陸續解除口罩規定。
今年 2 月，洛杉磯一場 7 萬人聚集的美式足球
賽，當時官方仍規定大型聚會必須戴口罩。但觀
眾席上幾乎沒人配合，民主黨加州州長紐松
（Gavin Newsom） 、 洛 杉 磯 市 長 賈 西 迪 （Eric
Garcetti）也被媒體發現公然違規，沒戴口罩與傳
奇球星魔術強森（Magic Johnson）合影。
從這個例子已經可以看到，經歷年初這波
Omicron 變異株流行的美國，無論哪個黨派，口
罩幾乎都戴不住了。州長、市長看球賽脫下口罩
前美國官員爆料，美國前總統川普上任
，甚至辯稱自己有摒住呼吸；而批評聲浪指責的
第一年曾不斷追問官員，中國大陸是否有能
角度不是說官員是 「防疫破口」 ，反而是要求全
力製造大型颶風狂轟美國？這個問題讓官員
面鬆綁，讓學校孩童也不必戴口罩。
們驚訝到說不出話來，一名前官員評論：
疫情改變生活許多面貌，對美國人而言，很
「蠢到無話可說。」
多人眼裡 「那愚蠢的口罩」 恐怕是疫情和緩之後
美國《滾石》雜誌（Rolling Stone）10
，最不想要留下來的東西。
日引述 2 名匿名前美國官員及 1 名熟知內情的
人士指出，美國前總統川普在上任第一年，
曾不斷追問國安官員、政府官員一連串讓人
驚呆的問題，包括中國大陸是否有能製造大
型颶風、並向美國發動攻擊的秘密武器？如
果有，這是否構成戰爭罪？美國能夠軍事報
復嗎？
消息人士說，川普主要是在任期第一年
狂問官員們這所謂的武器是否存在，而且他
會時不時地冒出這些問題，一直到任期第 2 年
、也就是 2018 年後，川普才逐漸放掉這些問
題，偶爾還會拿來開玩笑，川普身邊的高階
官員甚至會拿這個話題來嘲諷，有些人甚至
暱稱為 「颶風槍」 （Hurricane Gun）。

川普爆曾問北京是否有這秘密武器？前官員驚呆：蠢到無話可說

數百主力武器 「不可靠」 難抗中俄美軍承認：或從這撤出

軍事新聞網站 「Military.com」 10 日報導，美國陸軍正重組駐防於阿拉斯加的部隊，以發展
針對俄羅斯和中國大陸的極地作戰能力；而身為該軍種主力作戰載具之一、卻無法在當地酷寒氣

另一名前美國高階官員表示，川普詢問
北京是否 「製造」 颶風攻擊美國當下他就在
現場，他說川普想知道 「這種科技是否存在
」 ，一名官員回應不知道。該名前高階官員
說，他不清楚川普是從哪裡聽到這種說法，
但那陣子川普也曾問過用核武解決颶風等問
題。
《滾石》雜誌指出，這個明顯愚蠢的問
題只是川普政府時代充斥荒謬、陰謀論想法
及政策的一個例子，上周前美國防部長艾斯
培（Mark Esper）才在傳記中指出，川普希
望用飛彈轟炸墨西哥的毒窟，然後再嫁禍給
第三國。
針對前官員爆料，川普前發言人葛里向
（Stephanie Grisham）表示，她沒聽過 「颶
風槍」 的傳聞，不過她補充說這些問題從川
普嘴裡冒出來並不奇怪， 「他一天到晚脫口
一些瘋狂的事，要幕僚去了解一下或做一些
相關的事」 ，她也說川普很快就會忘記這件
事， 「就像個小朋友。」

候下可靠運作的 320 輛史崔克（Stryker）甲車，則可能被全面撤出，面臨淪為備用零件的命運
。
根 據 報 導 ， 美 國 陸 軍 部 長 沃 梅 斯 （Christine Wormuth） 10 日 在 聯 邦 參 議 院 撥 款 委 員 會
（Senat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聽證會中表示，雖然尚未做出最終決定，但該軍種正
考慮將史崔克甲車移出阿拉斯加；而若此事成真，這批甲車可能被分配至其他地區，或當作備
用零件使用。
「Military.com」 和《國防新聞》（Defense News）指出，美國陸軍第 25 步兵師（25th Infantry Division）第 1 史崔克旅級戰鬥隊（1st Stryker Brigade Combat Team）雖然部署在阿
拉斯加，擁有約 320 輛史崔克，但該型甲車並非為極地作戰所設計，無法在阿拉斯加可達華氏
零下 65 度（約攝氏零下 53.9 度）的酷寒氣候下可靠運作，過大尺寸和輪式設計也不適合當地
的狹窄道路或積雪荒野。
美國陸軍上週宣布，已決定將目前下轄第 25 步兵師第 4 空降旅級戰鬥隊（4th Brigade Combat Team (Airborne)）和第 1 史崔克旅級戰鬥隊的阿拉斯加美國陸軍（U.S. Army Alaska），
改組為第 11 空降師（11th Airborne Division），與專司叢林作戰的第 25 步兵師 「切割」 ，聚
焦 於 大 國 競 爭 環 境 下 的 極 地 作 戰 需 求 ， 包 括 採 購 寒 冷 氣 候 全 地 形 載 具 （Cold Weather
All-Terrain Vehicle，CATV）等關鍵設備、加強相關訓練等，以對抗近年來不斷對北極展現興趣
的中國大陸，以及擁有大量該區域領土的老對手俄羅斯。

◆責任編輯：何佩珊

中國經濟
神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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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疫情的持續緩解，
跨境物流明顯提速，深圳
海關也採取多種措施通過
“提前申報、抵港直裝、
非侵入式查驗”等方式，
加快港口通關陸路化進

◆ 天舟四號船箭
組合體抵達發射
塔架。
塔架
。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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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陸路港口接駁 有序安排“錯峰通關”

深港跨境貨運改善 標箱按月增 72%

天舟四號成功發射

程。據深圳市交通局統
計，按照“海陸空鐵”四

組
乘
人
3
”
四
十
將為“神 個月物資保障
提供 6

種方式統一折算為標準集
裝箱計算，4 月深港跨境貨
物 運 輸 日 均 6,962 標 箱 ，

環比 3 月份日均 4,048 標箱

均增幅不大，僅微增
1.34%。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 /
◆ 4 月深港跨境駁船運輸出現增長
月深港跨境駁船運輸出現增長。
。圖為大鏟灣駁船在裝貨
圖為大鏟灣駁船在裝貨。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

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及新華社報
累今年香港第五波疫情衝擊，自 2 月份以
用足用好通關配額。目前，深港跨境貨車通關
來，深圳市交通運輸局會同商務、工信、 道，中國空間站全面建造的大幕正式
配額已由 3 月中旬的每日 500 車次放量增長至每
海關、海事、邊檢以及轄區政府，落實廣東拉開。5
日超過
月3,500
10 日車次，其中，生鮮運輸配額不設
1 時 56 分，“太空快遞”
省、深圳市決策部署，因時因勢、不斷優化調
限。建立跨境貨車入境作業分時預約機制，根
天舟四號貨運飛船在長征七號運載火箭的托
整深港跨境貨物運輸疫情防控措施，探索實施
據口岸接駁點單位時段吞吐量和口岸開放時
“一級接駁、二級作業”、“口岸全接駁”等
間，依託“跨境安”系統合理有序安排各時段
舉下奔赴太空，採用自主快速交會對接模式，
運行模式，最大程度阻斷跨境貨車運輸疫情傳
於 8 時通關配額，實施“削峰填谷”管理，高峰期分
54 分成功對接空間站天和核心艙後向端
播風險。
時預約，其餘時段不作分時預約限制。

受

◆5 月 10
10日
日，長征七號運載火箭托舉着天舟四號貨運
飛船發射成功。
飛船發射成功
。這是中國空間站建造階段的首次發
射，也是空間站貨物運輸系統的第
也是空間站貨物運輸系統的第4
4 次遠征
次遠征。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道）受一些訂單轉到東南亞、美聯儲加息
歐美高通脹等因素影響，香港文匯報記
10 日從一些物流和貨代公司獲悉，目前
外需求疲弱，有的貨代業務從4月以來已
滑了近一成。

鐵路、航空運輸通道，通過積極組織拓展貨
源、實行運輸資助補貼等舉措，引導保障企業
深港跨境貨物運輸需求，有效形成了“水路運
輸為主、跨境貨車運輸為輔、鐵路和航空運輸
為補充”的跨境貨運體系。

海外需求減 業務跌一成
物流貨代：

空間站開啟全面建造

增長 72%；不過，同比日

◆ 黃鵬指
4 月以來
歐美高通
等影響，
外 需 求
弱，公司
務下滑約
成。

司機數量不足平時三成
對接示意圖

從事跨境運輸的鴻泰信物流董事長李
新華社
告訴記者，目前公司跨境貨車司機有 9
10 人在正常工作，不足平時的三成，數
只比 4 月增加了兩三個。今年以來業務
計劃發射中國
滑了六成多，員工工資照發，收入大減
首個大型空間巡天
組織水路鐵路空運通道
因此感覺壓力很大。
望遠鏡，與空間站
在港口方面，深圳港大鏟灣、招商港口、
跨境物流公司恒豐物流董事總經理
共軌飛行。
口。天舟四號裝載 200 餘件（套）貨物，上
鹽田集裝箱3個碼頭開通“海上供港快線”，持
長斌表示，公司目前有近 20 個跨境司機
貨車口岸接駁減傳疫風險
“削峰填谷”用足通關配額
&&( =
續增加深港跨境水路運力、穩定運費、提高時
工作，數量較平時少了三四成，做一單
行高達 6 噸物資，將為神舟十四號航天員 6
20
23
3月14日以來，深圳實施深港跨境貨車“口
深圳市還力推接駁能力擴容增量。4 月下
效，積極實施水路運輸財政補貼政策，全面加
發射空 十幾個小時，以前僅四五個小時。現在
個月在軌駐留、空間站組裝建造、開展
年
岸全接駁”模式，跨境司機入境後，在口岸接駁
旬，深圳灣口岸接駁點已完成改造升級並投入
強貨源組織；深圳海關通過“提前申報、抵港
國際訂單減少影響，無論是駁船海運到
間站夢天實驗艙。空
材料科學實驗等空間應用領域提供
點等候休息，將跨境貨車交由內地接駁司機完成
使用，入境接駁車位由
32 個增加至 60 個；蓮塘
直裝、非侵入式查驗”方式加快港口通關陸路 間 站 的 三 個 艙 段
將形成
港，還是陸路跨境到港的業務均出現明
“T”字基本構型，完成中國空
內地端運輸作業，待跨境貨車返回後再駕車原路
口岸接駁點已建成並投入試運行，增設入境接
化進程，持續提升通關速度。從
2
月
19
日開航
的下滑，5
月以來貨量少了很多，比 3、
物資保障。
2022年
2022
年至今，深圳港累計完成“深港跨境水路運輸”
間站的在軌建造。 月差不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返港，確保做好防疫情輸入的前提下，實現深港
駁車位 30 個。同時，充分利用深圳文錦渡口岸
10月此後，實施天舟五號貨運飛船和神
跨境貨車“好進快出”。此舉令大量跨境貨櫃運
通關能力，在充分保障生鮮運輸的前提下，每
2,888 班次，完成集裝箱運輸 32 萬標箱，總運輸
從事國際空運業務的港商、東捷運
舟十五號載人飛船發射任務。預計
5月 貨物169萬噸。
6月
輸受到了影響。不過，深圳市立即組織開通供港
日 19 時後給予非生鮮跨境貨車“錯峰通關”。
董事長黃鵬表示，感覺4月以來出口情況
7月
2022 年底，神舟十五號載人飛船
運輸“海上快線”、鐵路援港班列和深港貨運
推動提升接駁點運轉效能，努力打通跨境運輸
在鐵路方面，深圳市交委組織開通深圳平
不妙，出貨量不高，一些訂單轉到東南亞
發射神舟十四號
發射天舟四
飛行乘組將在軌和神舟十四號
包機航線，持續提升口岸接駁點周轉能力，實
堵點，暢通接駁點微循環，優化調整口岸接駁
湖南鐵路場站至香港編組站的集裝箱列車，從
3
而歐美高通脹令需求降低和購買力下降。
發射空間站
載人飛船。神舟十四
號貨運飛船。
的航天員完成輪換。
施分時預約入境，合理安排部分非生鮮跨境貨
點跨境貨車消殺工作，採取通風和消毒同時進
月
2
日開通至今，供港鐵路貨運班列共開行
43
年4月至5月上旬，公司業務較去年同期
號乘組由三名航天員組 問 天 實 驗
舟四號是 2022 年空間站建
車與生鮮跨境貨車“錯峰通關”，在確保防疫
行的方式，將消殺時間由
30 分鐘優化縮短至 15
列，已累計發送
550 標箱，貨重
1,528
滑一成左右，出貨量下降了 10%至 15%
艙。 噸。在航
成，將在軌駐留
6個
造任務的首次發射，也是全
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保障供港生活物資運輸穩 面完成空間站建設，實現載人航天工程
分鐘。
空方面，組織開通深圳至香港貨運包機航線，
他從同行了解的情況也與公司類似，因此
月。
定、企業供應鏈產業鏈穩定。
為降低深港跨境貨車運輸疫情傳播風險，2
目前每天執飛兩個班次，3 月 19 日至今，已累
有自己多激勵員工勤奮拓展業務，腿跑勤
“三步走”的宏偉戰略目標的關鍵之
“天舟四號攜帶了補加推進劑約
750 公斤，與
為了促進深港跨境物流運輸，深圳市推動 戰，將為穩步推進中國空間站工程任務，打造國家
月下旬以來，深圳陸續組織開通了深港水路、
計運輸貨物3,756噸。
一點，多少還是能夠多找一點業務。
天舟三號時相比差不多，但上行物資總重約 6,000 公
太空實驗室奠定堅實基礎。未來半年，中國空間站
斤，比天舟三號多了300公斤，貨物的運輸能力有了
是世界現役貨物運輸能力最大、在軌支持能力最全
建設將進入最繁忙的階段。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
進一步的提高。”白明生介紹，“這次沒有再帶艙
面的貨運飛船。此次任務中，天舟四號裝載了航天
院抓總研製的天舟四號貨運飛船，將為空間站運輸
外航天服，上邊已經有3套了。”
員系統、空間站系統、空間應用領域、貨運飛船系
物資、補給燃料、下行廢棄物，陪伴神舟十四號航
統共計200餘件（套）貨物，其中包括貨包貨物和直
色彩標識貨物 取用將更方便
天員乘組度過為期6個月的太空之旅。
接安裝貨物，攜帶補加推進劑約 750kg，上行物資總
與天舟三號相比，天舟四號的貨物取用將更加
重約 6,000kg，將為神舟十四號乘組 3 人 6 個月在軌
為世界現役運貨能力最大飛船
方便。
駐留、空間站組裝建造，開展材料科學、微重力、
航天科技集團五院介紹，天舟貨運飛船採用型
航天科技集團五院透露，根據航天員乘組的在
航天醫學實驗等空間應用領域提供物資保障。
譜化方案，設計了滿足不同貨物運輸需求的全密
軌使用意見，為查找貨物更加方便和直觀，天舟四
“其中一件貨物是力矩陀螺，重達 170 公斤，
封、半密封半開放、全開放3個的貨物艙模塊，與通
號通過標籤和提手的色彩設計，增加了貨包色彩標
是目前已運輸的物資裏最重的。”航天科技集團五
用推進艙模塊組合形成全密封貨運飛船、半密封半
識。為方便航天員在軌操作裝貨適配板，避免每次
院貨運飛船系統總設計白明生介紹說，除此之外，
開放貨運飛船和全開放貨運飛船3種型譜（編註：所
準確對位螺釘，天舟四號開始為適配板和對應貨架
天舟四號還搭載了3個實驗項目，均來自徵集活動。
謂“型譜化”，是以最少數目的不同規格產品為標
增設搭扣帶，實現在軌期間便捷防漂。此外，為減
“搭載實驗項目，擴展貨運飛船應用，可以有
誌、能滿足較長時期及一定範圍內全部使用要求的
小緩衝包裝材料的在軌空間佔用，便於收納存儲，
效提高貨運飛船的綜合效率。”白明生說。
產品系列）。
對貨包內的緩衝泡沫進行分塊小型化優化設計，並
而在貨物裝載方面，科研人員對天舟四號也進
其中，天舟四號貨運飛船為全密封貨運飛船，
增氣柱緩衝方案以減重。
行了持續優化和改進。

空間站建設關鍵階段

天

航天食品優化 節慶時有
“盲盒”
此前載人飛行任務中，航天員們
豐富的航天食品，令網友們艷羨不
 已。此次，天舟四號運送的物資中，
專供神十四乘組的航天食品也再次升
級。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天舟四號發
射任務試驗隊責任總師王春慧向央視表示，航天食品
根據此前任務進行優化，蔬菜的品種增加 4 種達到 32
種。神十四航天員還將在太空度過中秋、冬至等節
日，科研人員為他們準備了應景的節日視頻。
據了解，航天員生活物資中以食品居多。根據此
前航天員乘組的反饋，在天舟四號送去的食品中，蔬
菜種類增加至 32 種。同時，地面工作人員還為航天員

貼心準備了三類特別的食品，節日食品、獎勵食品、
“盲盒”食品。

小“驚喜”助航天員調節心理狀態
節日食品是為神舟十四號飛行乘組在太空過中
秋、冬至等節日“定製”的；獎勵食品是為航天員完
成出艙活動等重大任務後準備的；“盲盒”食品則將
在航天員生日等特殊節點打開。 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
中心天舟四號發射任務試驗隊責任總師王春慧說，獎
勵食品和“盲盒”食品都是航天員愛吃的食品，這些
小“驚喜”也有利於調節航天員長期在軌駐留的心理
狀態。
◆中新社、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四度搭“長七”火箭 發射前流程優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被譽為
“天地運輸專列”的長征七號運載火箭與天
舟貨運飛船已是一對“老友”。航天科技集
團一院長征七號運載火箭總體主任設計師邵
業濤介紹，本次是長征七號運載火箭與天舟
貨運飛船第四次攜手奔赴太空，“太空快遞
小哥”與它的乘客已十分默契，火箭總體技
術狀態也趨於穩定。
為滿足未來空間站的運營需求，由航天
科技集團一院抓總研製的長征七號遙五運載
火箭對發射前的流程進行了優化，將測試、
發射周期減少 4 天，由原來的 31 天縮減到 27

天，這也是長征七號運載火箭首次在一個月
內完成測試、發射。
本次任務中，火箭共有發射前流程優化
和可靠性提升等17項技術狀態變化。
航天科技集團一院長征七號運載火箭總
指揮孟剛介紹，將火箭測試、發射周期減少 4
天是長征七號遙五運載火箭的一項重大流程
改進任務。
這不僅挑戰着火箭的綜合性能，也考驗
着發射隊員在高強度工作環境下的應變能
力，火箭的各個分系統必須同時開展流程優
化工作才能達到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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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国
7000 小时珍贵传统音乐录音将全面上线

为世界提供丰富的中国“音响”
本报记者 郑 娜

盲人阿炳去世前演奏的二胡
曲《二泉映月》、新疆老艺人吐尔
地阿洪生前演唱的全套十二木卡
姆、从黄土高原河曲收集而来的
1500 多首民歌、1956 年健在的全
国 86 位古琴家演奏的 270 多首古
琴 曲 …… 这 ，是 一 份 时 长 超 过
7000 小时的珍贵音响文献资料，
也是一份彪炳中国音乐史的“绝
响”——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
近日，随着中国艺术研究院
建设的“世界的记忆——中国传
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正式
上 线 试 运 行 ， 发 端 于 上 世 纪 50
年代老一辈音乐工作者系统采
集、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建设和
近 20 多年数字化抢救保护的中
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得以敞开
音乐宝库的大门，以数字化音频
的形式向海内外公众开放，与世
界共享。

“世界的记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专题页。

集体记忆的文献遗产，它们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较大比例，记
录了人类思想的演进与社会的进步，是当今和未来世界共同体
传统音乐最丰富最完整的录音档案
的历史遗产。
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入选，“世界的记忆”项目国际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音乐遗产
咨询委员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是数年来在中国
通常都是口耳相传，这给音乐遗产的保护带来很大的困难。
几乎所有省份系统地进行田野录音的成果，涵盖了超过 50 个民族
19 世纪末，录音和摄像技术的发展，对保存和研究包括音乐
或文化群体的传统音乐。中国古代的音乐遗产通常是口耳相传
在内的口头传播文化起到重要作用。从世界范围看，对录音的搜
的，这些录音使得中国古代音乐历经数代传承至今。”
集始于 1900 年前后，并由于便携式磁带录音机的出现而于 20 世纪
如上所言，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和学
50 年代初兴盛。
术价值。
20 世纪中叶，中国刚刚具备依靠现代科技手段获取音乐音响
例如，1950 年，由杨荫浏、曹安和等录音整理的阿炳的 6 首
文献的基本录存条件。此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第一任
乐曲，包括二胡曲 《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 及琵琶曲
所长杨荫浏的一系列民间音乐采访，成为该所田野工作的开端， 《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尤其是 《二泉映月》 早已成为
为音响档案的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样是在这一时期，音乐研究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一张名片。上世纪 50 年代初，万桐书、刘炽
所开始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有计划地收集全国各地民间乐种的线
等在新疆为老艺人吐尔地阿洪抢录下其生前演唱的全套十二木卡
索。此后，资料采录和收集工作全面铺开。
姆音响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可供学唱、传承的唯一珍贵文本。
几十年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人员利用一切机会采
1953 年，由晓星、简其华等从河曲采集记录的 1500 多首民歌，让
录、搜集珍贵的第一手音响资料。除特殊时期被迫终止外，他们
埋藏于晋陕蒙交界黄土高原上的“河曲民歌”为世人所认识和关
的采录工作从未停止，或马不停蹄奔赴全国各地搜集考察，或在
注，蔚为大观的河曲民歌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民歌的重要资料。
北京本地采集各种表演和会演，抑或邀请各地民间艺人来北京录
1956 年，由査阜西、许健、王迪等访问全国 86 位古琴家、搜集录
音，此外，他们还接收相关机构或个人的捐赠，转录广播电台的
制 的 270 多 首 古 琴 曲 ， 留 下 了 大 量 极 其 珍 贵 、 不 可 复 得 的 琴 曲
重要音乐资料等。经过几十年漫长而耐心的积累，一份沉甸甸的
遗产。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逐渐形成。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音乐学
“同时期横向比较，世界上一些国家也有不少音乐音响资料的
家黄翔鹏把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称作“中国音乐文化之火”，随
采集整理，但基本是个体行为，覆盖面也不是很大，像中国这样
着社会变革和文化演进，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某些音乐文化形态和
举全国之力、大规模采集整理传统音乐音响资料的几乎没有。”中
音乐文化事项无形中正发生改变，或逐渐消亡殆尽。幸运的是，
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音乐学家张振涛告诉记者。
这份档案就像“火种”一样，保存下大量中国传统音乐，使得我们
毋庸置疑，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是目前收录中国传统音乐
能够窥见其原来的模样，并一代代传承下去。
最丰富、最完整的录音档案，不但包含中国各地的汉族音乐，还
包括 50 多个少数民族的音乐。不仅如此，这批录音先后使用钢丝
可收藏可分享的开放性数据平台
录音机、开盘录音机、盒式录音机及数码录音机等录音设备，涉
及钢丝录音带、开盘录音带、盒式录音带、数码录音带等音响介
质，也成为中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录音发展史的真实写照。
“如果没有这份录音档案，没有杨荫浏、曹安和等一批音乐学
家筚路蓝缕的开拓，没有一代代研究人员薪火相传的承继，不知
道有多少像阿炳、吐尔地阿洪一样的民间艺人，多少首和 《二泉
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映月》 一样的精彩乐曲，在民间产生，然后便随风消散。”中国艺
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
由于收录了大量濒危传统音乐的珍贵资料，1997 年，中国传
说。在他看来，作为这份珍贵音乐遗产的守护者，惟有心怀敬畏
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的记忆”项目，并
之心，抱以严谨审慎的态度，采取科学的保护方式，才能不负先
辈学者，手捧“中国音乐文化之火”，传递这一束中华传统文化之
被列入第一批 《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是中国首个入选该名录的
珍贵档案，也是世界上首个入选该名录的音响档案。
光。
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确保世界文献记忆得到更好的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世界的记忆”项目后，中国艺
保护，发起了“世界的记忆”，并于 1997 年宣布第一批入选 《世
术研究院组织专门团队，采用国际标准，对唱片 （粗纹和密纹）、
界记忆名录》 的档案项目。“世界的记忆”指的是记录世界人民
钢丝录音带、开盘录音带、盒式录音带等不同类型的模拟载体进

杨荫浏录制阿炳 6 首传世乐曲的钢丝录音带。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提供
行数字化抢救与保护。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最终形成目前中国收
录传统音乐录音数量最庞大、历史最悠久、珍贵度最高的专业数
据库。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主持设计建设的“世界的
记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上线试运行后，先期
发布其中约 1 万条音频数据，此后将陆续推出这批珍贵音响档案的
全部曲目。
记者进入数字平台浏览，只见平台视觉设计美观大方，“繁花
似锦”的欢迎页面取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院训“百花齐放，推陈出
新”，散发着浓厚的文艺气息。
“资源”
“专题”
“专栏”三大板块中，核
心板块“资源”设有古代音乐、民间歌曲、曲艺音乐、戏曲音
乐、歌舞音乐、民族器乐等 12 个类别，条目清晰。与当下一般音
乐数字平台类似，每首音乐都可以“收藏”
“分享”，还可以“新建音
乐单”；不同之处是学术性更突出，如设计了多种检索方式，提供
多个检索筛选条件，提供与资源相关的学术著述等，可以满足不
同群体的资源需求。
“‘世界的记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汇集了来
自我国各民族、各区域文化群体的传统音乐资源，是多元一体、
源远流长的中华音乐文化的最好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
勇说。他表示，作为中国第一家“世界的记忆”项目保护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创性地借用数字技术将这一文化遗产向社会发
布，不仅提高了记忆遗产的可见度，而且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传统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彰显文化自信。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共同财富。我们
致力于将这一数字平台建成开放性数据平台，为世界提供更丰富的
中国传统音乐音响资源。”韩子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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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Red 連同紐約、洛杉磯與舊金山的餐廳
共慶美食與家庭
為 了 慶 祝
《Turning
Red
（青春養成記）》
現已提供數位版並
於 5 月 3 日推出 4K
、 藍 光 和 DVD 版
，迪士尼和皮克斯
連同幾家分別在紐
約、舊金山和洛杉
磯的具有歷史意義
的亞裔企業合作。
在全國商業
週 (National Business Week) （5
月 1 日至 7 日）
以及在美亞裔太平
洋 島 民 傳 統 月
(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Heritage Month)
開始之際，這些夥
伴關係旨在讓大家
認識到在美亞裔小
型企業的歷史、文
化和經濟意義。
為了紀念加拿
大華裔李氏家族
在 Turning Red 中
所突出的幾世同堂
家庭傳統和主題，
這三家小型企業將
為大家提供獨特的
菜品以及獨家的線
上活動。美食活動包括：
●位於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的熱門家族店鋪 California Donuts 將會為大家奉上精美可愛的卡通熊貓 Mei 甜甜圈！這款特
製的甜甜圈從現在至 5 月 14 日有售，售價為 $4.75 美元。除了
提 供 主 題 甜 甜 圈 外 ， 20 位 粉 絲 還 有 機 會 透 過 社 交 媒 體 贏 得
Turning Red 的數位代碼。
○關於 California Donuts：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Peter 和
Sutthy K. 因柬埔寨的紅色高棉運動而逃離柬埔寨，移民到美國
。他們打散工來賺錢養家，而擁有自己的企業一直是他們的夢想
。 1982 年，他們獲得了機會在韓國城買下了 California Donuts
。在 40 年後的今天，該店由 Peter 和 Sutthy 的兩位女兒共同經
營和擁有，並且憑藉其新穎的創新理念和口味，一直受到大家的
歡迎並持續取得成功。

●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舊金
山的一家多代家族式餐廳 R&G Lounge 策劃了一份特別的宴會
菜單，而這份菜單的靈感來自電影中出現的美味佳餚。菜單中菜
品包括椒鹽珍寶蟹、北京烤鴨搭配蓮蓉包、X.O. 醬蛋炒飯以及
其他人氣菜餚，售價 $300 美元（5-6 人份）和 $569 美元（10
人份）。該餐廳為所有外賣和自取訂單提供限量版紅色幸運餅乾
，其中包含特殊資訊，同時 20 位幸運者透過社交媒體贏得了
Turning Red 代碼。
○關於 R&G Lounge：R&G Lounge 為顧客服務超過 35 年
。它在灣區以其所提供的優質中國菜聞名，這些中國菜為其贏得
了無數獎項。老闆 Henry Hung 在 1985 年開辦了這家餐廳，他
的女兒 Chelsea Hung 在 2016 年獲得了舊金山唐人街小姐的桂
冠，她離開了自己的科技事業，接管了家族企業。
●紐約傳奇 Nom Wah 也參與了這一活動，透過一段特別的

烹飪影片向李先生的傳奇餃子致敬，宣傳家庭聚餐的重要性。
Nom Wah 於 5 月 4 日在他們的 Instagram 上發布了該影片，並
為其關注者提供了數位代碼贈品。
○關於 Nom Wah：被稱為紐約唐人街第一家點心餐廳的
Nom Wah 在曼哈頓唐人街長達一個世紀的經營中不斷發展。現
在，這家點心前鋒品牌在費城和深圳開設了全方位服務門店，並
在紐約的 Nolita 和 Lower East Side 開設了快速休閒概念店。
Nom Wah 的業務範圍最近透過其心愛的送貨合作夥伴 Goldbelly 擴大到全國。
在全家人享用了由 Turning Red 激發的精美菜餚後，各個年
齡段的迪士尼和皮克斯粉絲們可以回到從前，透過數位、4K Ultra HD™、Blu-ray™ 或 DVD， 體驗溫馨、絨絨可愛的紅熊貓
Mei-hem，以及為大家所提供的前所未見的獎金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