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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抵以色列展開中東之行 希望說服產油國增產
（路透社
路透社）
）

（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展開中東訪問行程，
首站抵達以色列。他此行目的在拉近與沙烏地阿拉伯的
距離，並說服華盛頓在波斯灣的盟國增加石油產量。
拜登乘坐的空軍一號專機降落特拉維夫班古里昂機
場（Ben Gurion Airport）後，他與以色列總理拉皮德
（Yair Lapid）互碰拳頭，並在演講中稱美國與以色列
的關係 「深入骨子裡」 （bone-deep）。
這是拜登 1973 年以參議員身分首次訪問以色列以
來，第 10 次造訪該國。他說： 「你不需要是個猶太人
才能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 他並重申支持
以 「兩國方案」 （two-state solution）解決以色列和
巴勒斯坦衝突，稱這是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最好的希
望」 。
拉皮德則稱拜登是 「一位偉大的猶太復國主義者，

也是以色列所認識最好的朋友之一」 。
拜登將在耶路撒冷與以色列領袖進行為期兩天的會
談，並於 15 日前往被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West
Bank），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Mahmud
Abbas）會面。
然後，他將從以色列直飛沙烏地阿拉伯紅海海濱大
城吉達（Jeddah），與沙國官員會談並出席波斯灣盟國
的一次峰會。
這是拜登就任總統以來，首次訪問中東。美國官員
稱，他可能會促使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為雙方關係正
常化邁出更多步伐。這兩個歷史宿敵，也是美國在這一
動盪地區最強大的兩個盟友。
拜登此行旨在促進區域穩定，深化以色列與此地區
的整合，對抗伊朗的影響以及俄羅斯和中國步步進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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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休斯敦經濟前景

儘管経濟學者認為美國正在
承受四十年來最壞的通貨膨脹，
高利息及商業貸款利率高漲， 假

如全國遭
到経濟衰
退， 雖然
德州難逃
同樣命運
， 但是休
斯敦地區
還是十分
強勁 ，根
據達拉斯
聯邦儲蓄
銀行表示
，在大休
斯敦地區市場仍然十分活躍 ，許
多大小商業仍然招聘員工。
一些商店表示， 他們的顧客

因為運輸問題而無法補足貨源，
基本上還是貨櫃運輸問題。
今天德州之経濟， 由於外州
人不斷之遷入， 因此刺激了全面
性之経済繁榮， 包括地產及新公
司之就業機會， 雖然近來利息不
斷上漲 ，但是新房子還是供不應
求。
我們可以預期， 即便是経濟
下滑， 還是有許多人會往德州遷
移， 主要原因是德州地大物博
， 沒有州個人所得稅， 房價位
比兩岸都低廉， 譬如許多加州居
民出售了自己之住宅， 不但有能
力買到一間寬敞住宅，而且還有
資金創業 ，其中在休斯敦國際區

百利大道上最為名顯。
從美國以往経濟衰退的情況
， 許多亞裔及移民社區所受影響
比較輕微， 主要是他們所從事的
多半是小型商業， 諸如餐廳、商
塲多半是有固定之消費群。
拜登總統即將出訪沙烏地及
以色列等中東地區 ，主要是尋求
石油增產之要求以便解決嚴重的
石油漲價問題 ，這也是造成通貨
膨脹之罪魁禍首。
我們衷心希望拜登政府能化
兇為吉， 力挽狂瀾， 不會使経
濟陷入危機 ，是人生之福也。

Texas Economy Is Not So Gloomy
With inflation at the
highest level in 40 years, it
brings higher and rising
interest rates that increase
the borrowing cost for a new
house which is holding most
people back. Predictions
are that the recession is
coming, but in Texas and
Houston, state and local
economies are carrying
considerable momentum
and should keep the growth
going throughout the year.
According to the Dallas
Federal Reserve Bank,
deman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remain strong,
despite the high gasoline
prices.
Texas still has so many
people that have moved
here simply because they

came here looking for a
better opportunity,
especially in the new
immigrant community. Most
of them have come from the
states of California and New
York.
When we look back at
recessions in history, the
local Asian community has
a different kind of economy
because they are running
small businesses like
restaurants and food
markets. Those are
businesses that local
residents depend on.
President Biden will
travel to the Middle East
soon and ask for energy
help. We all are so happy to
see the price of gasoline
coming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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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創舉 教宗任命3名女性進入主教部遴選主教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今天任命
3 名女性擔任梵蒂岡負責審查主教提名的辦公室成
員，這是女性在天主教教會治理中擁有發言權又一
項創舉。
教廷 「主教部」 （Dicastery for Bishops）負
責監督天主教教會在世界各地管理教區的 5300 位
主教中大多數人的工作。主教部成員包括樞機主教
、主教，如今還有女性，他們定期集會，評估梵蒂
岡駐各地大使提出的新主教名單。大使在與地方教
會成員協商 最後決定權仍在教宗手裡，他也可以
繞過大使提出的候選人，親自提名然後由主教部審
核。不過，將女性納入諮詢過程意義重大，這是對

各方呼籲打破羅馬教廷全男性神職人員體系、讓女
性在教會決策中有更大發言權所作的回應。
美聯社報導，梵蒂岡城國（Vatican City State
）秘書長拉法厄爾．彼得里尼修女（Sister Raffaella Petrini）是 3 位新成員之一。梵蒂岡城國負責
管理梵蒂岡博物館和梵蒂岡版圖內的其他行政部門
。
另兩位是天主教母佑會（Daughters of Mary
the Helper） 前 任 總 會 長 溫 幗 儀 修 女 （Sister
Yvonne Reungoat），以及天主教婦女組織世界聯
盟 （World Union of Female Catholic Organizations）主席莉婭（Maria Lia Zervino，非修女）。

斯里蘭卡總統流亡馬爾地夫 傳將前往新加坡
在斯里蘭卡商業首都可倫坡示威抗議持續之際
，斯國政府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總統拉賈帕克薩
（Gotabaya Rajapaksa）在今天凌晨逃到馬爾地夫
後，預計他之後將前往新加坡。
路透社報導，這位消息人士匿名指稱，拉賈帕
克薩在抵達新加坡後，可能將把他的辭職信送交斯
里蘭卡國會議長。

先前媒體報導，拉賈帕克薩今天凌晨與他的妻
子和保鑣等 4 名乘客，從可倫坡國際機場搭乘軍機
離境，前往鄰國馬爾地夫。
對於前述消息，拉賈帕克薩的幕僚及新加坡政
府未立即作出回應。印度電視台 Republic TV 報導
，新加坡將為拉賈帕克薩提供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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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首府 「奧斯汀美國政治家報」
（Austin American-Statesman） 獨 家 公 佈
了該報所獲得的烏瓦爾德市羅伯小學所發生
的槍擊命案的監視錄像, 其中有兇手開車卡
車闖入校園, 並持半自動步槍進入教室, 以及
眾多警察在短短幾分鐘之內就已經趕到現場
, 但卻擠在教室外最遠的走廊一側, 當時他們
手中備有半自動武器和防彈盾牌卻不敢進入
教室營救孩童, 證明了警察處置槍擊案嚴重
失職, 他們的懦弱令人髮指, 真是不夠格擔任
警察職務, 相關單位必須予以嚴懲以儆效尤
。
政治家報這次公佈的視頻引發了相關人
士的不滿, 認為該報不應該揭發隱私, 讓受難
學童與老師的家屬帶來 2 度的傷害, 這種說法
似是而非, 完全是想逃脫責任的一種說詞,我
認為這家報紙做的一點也沒錯, 也是媒體應
盡的責任,因為監控視頻就是最好的證據, 有
圖有真相, 政治家報所揭發的視頻並不是隱
私手, 而是警察懦弱無能的證據,當我看到其
中一位員警在教室內危機重重之際, 他竟然
還在教室外從容的使用防毒儀器的消毒液,
後來又滑手機不知在看什麼的視頻畫面時真
是難以置信, 這是什麼樣子的警察態度! 完全

沒有危機意識, 難道不應該懲處嗎!
這一次羅伯小學不幸發生美國近十年來
死傷最慘重的學校槍擊命案,19 位幼童生與
兩位教師冤死於教室內，其中一名倖存的
11 歲小女孩 Miah Cerrillo 在國會山舉行的關
於槍支暴力的眾議院監督和改革委員會聽證
會上作證，她透過視頻講述了當天發生慘案
時的恐怖情景以及她是如何用身邊死去同學
的鮮血塗抹在自己的身上以裝成死亡而逃過
一劫的機智, 根據小女孩的描述, 他還聽到在
教室外面有許多警察的雜聲, 但是他們都沒
有進來救人………
現在這一個視頻就證明這一個小女孩並
沒有說謊, 我相信正是因為聽到這個小女孩
的說詞, 才促使聯邦司法部長加蘭德正式宣
布對這一所小學所發生的慘絕人寰槍擊案件
開始進行調查的, 但是,部長先生,這個動作是
不是晚了一些呢 ? 早在 5 月 24 日血案發生後
,一直到半個月之後司法部才主動宣示將會全
面、透明和獨立的採取行動調查, 並成立了
一個九人小組，其中包括一名 FBI 官員和前
警察局長,同時還宣誓，司法部的調查不是刑
事審查, 但現在怎麼又無聲無息了呢? 希望司
法部盡快盡速的給大家一個交代吧！

《歐亞時報》（The EurAsian Times）
13 日報導，印度自製航空母艦 「維克蘭號」
（IAC-1）近期被發現飛行甲板上停著一架
僅有線條框架、外觀如同披著 「隱形斗篷」
一般透明的 MiG-29K 艦載機模型；事實上
，許多國家都會在航艦上運用模型協助訓練
，中國大陸還以其驗證未來匿蹤艦載機的可
用性。
印度海軍公開宣布， 「維克蘭號」 近期
已完成第 4 階段海試，將於本月底交付、8
月正式服役。但外界卻在該軍種公布的照片
中，發現一架僅由線條框架構成、外觀如同
披著 「隱形斗篷」 一般透明的 MiG-29K 模
型，就隱藏在一架先進輕型直升機（ALH）

的身影之後。
印度海軍退役中將辛哈（Shekhar Sinha
）告訴《歐亞時報》，該模型應是由 「維克
蘭號」 的建造者科欽造船廠（Cochin Shipyard）製造，用於確認艦載機於機庫、升降
機與飛行甲板上的位置與動線。
新聞網站 「The Drive」 軍事專欄 「The
War Zone」 指出，雖然這架 「隱形戰機」 在
網路上引發討論，但各國航艦以戰機模型協
助訓練的情況並不罕見。
如美國海軍會在航艦上至少搭載一架已
退役的戰機機體，用於實際進行消防等訓練
； 英 國 卡 德 洛 斯 皇 家 海 軍 航 空 站 （Royal
Naval Air Station Culdrose）則擁有 4 架原尺
寸 的 F-35B 模 型 ，
讓地勤人員能接受更
擬真的初步培訓，且
不須擔心損壞造價高
昂的 F-35B 實機。
中國大陸更在陸
地上擁有完整的航艦
模型，其中包括可能
成為共軍下一代艦載
機 的 FC-31 匿 蹤 戰
機模型，顯示除了基
本訓練之外，大陸更
進一步以模型驗證陸
基設計戰機艦載機化
的可能性。

印新航艦上驚現 「隱形戰機」 外媒：大陸已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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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議會解散
內塔尼亞胡或東山再起

行了四次議會選舉。經過一番組閣「拉
鋸戰」，2021 年 6 月，議會通過「擁有
未來」黨領導人拉皮德提出的組閣方案
，終結了內塔尼亞胡連續 12 年的執政。
根據這一方案，統一右翼聯盟領導人貝
內特出任總理；拉皮德任候任總理、外
長，定於約兩年後接任總理。
貝內特領導的執政聯盟由 8 個政黨
組成，原先占據議會 120 個席位中的 61
席。但今年 4 月以來，隨著兩名議員相
意料之中
繼退出，執政聯盟失去了議會多數地位
2019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以色列舉 ，因而在立法方面舉步維艱。面對這一

綜合報導 歐盟與新西蘭完成長達四年的自貿協定談判，預計該協
定將使雙邊貿易增長 30%。
據報道，協定生效當日將免除包括新西蘭獼猴桃、海鮮、麥盧卡蜂蜜在內
91%產品的關稅，到協定生效第七年，97%的產品關稅將被免除。新西蘭總理阿
德恩表示，到2035年，該協定將提升新西蘭對歐盟出口額至每年18億美元。
另據歐盟委員會官網消息，該協定將幫助歐盟企業獲得新西蘭貨物
類、服務類、工程類政府采購合同與工程特許經營合同，新西蘭市場中
金融、電信、航運等關鍵領域也將向歐盟開放。據估計，該協定將促進
歐盟年出口額增長 45 億歐元，歐盟對新西蘭投資將上升 80%。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新西蘭是歐盟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
關鍵夥伴，此項協定將為雙方企業、農民與消費者帶來「重大機遇」。
但新西蘭前貿易部長托德· 麥克萊認為，與和英國、中國達成的自
貿協定相比，此次協定沒能使新西蘭「獲利更多」。他表示，根據協定，
新西蘭每年能夠向歐盟出口 1 萬噸牛肉，但歐盟實際要消費或進口 650
萬噸牛肉，「因此這些收益對新西蘭而言是極小的」。
與此同時，歐盟委員會稱，雙方同意就貿易與可持續發展作出承諾
，並將尊重《巴黎協定》作為該協定的重要內容。若有一方違反了《巴
黎協定》或核心勞工標準，將有可能受到製裁。
此外，據美聯社報道，新西蘭同意與歐洲刑警組織達成協議，使雙
方在執法方面進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路 透社報道稱，之後該自貿協定將被提交至歐洲議會與歐洲各國政
府批準，在 18-24 個月內生效。

巴黎戴高樂機場新一輪罷工持續

民眾出行再度受影響

綜合報導 巴黎戴高樂機場新一輪罷工持續，多趟航班被取消，民
眾出行再度受到影響。此次罷工還將持續數日。
據法媒報道，此次罷工從 6 月 30 日開始，預計將持續至 7 月 3 日，
戴高樂機場受到罷工的影響，多趟航班遭遇延誤或被取消。7 月 1 日，從
巴黎戴高樂機場起飛的所有航班約有 10%被取消，此次被波及的依然主
要是短途航線。
受到此次罷工影響最大的是法國航空公司，7 月 1 日法航取消了其在
戴高樂機場的超過 10%的中短途航班，長途航班則照常執飛。法國 BFM
電視臺的報道說，由於罷工持續，航空公司將不得不取消 7 月 2 日早上
在戴高樂機場 20%的航班。
法國《巴黎人報》報道稱，機場工作人員罷工的核心訴求依舊是要
求漲薪。機場工作人員希望漲薪幅度與通貨膨脹率保持一致，要求漲薪
6%，但巴黎機場集團的管理層只同意漲薪 3%到 4%，引發了工作人員的
不滿。巴黎機場管理部門警告，在罷工的幾天中，乘客辦理登機手續、
安檢、分揀行李等程序的進度可能會大大降低。
消息人士表示，巴黎機場集團的管理層不希望在談判階段就此事做
出回應，而 2 日將舉行新的一輪會面，就漲薪問題進行談判。法國總工
會表示，考慮到機場工作人員的「普遍不滿」，總工會將繼續發起兩次
罷工申請，分別為 7 月 9 日至 10 日，以及 7 月 14 日至 16 日。

德國開始品嘗製裁俄苦果，德企巨頭面臨倒閉

最終將目光投向中國
綜合報導 德國化學品巨頭巴斯夫公
司，很可能因為被迫關掉他們在國內的
一處化工生產基地，因為工廠所需要的
電力以及產品原料，都需要源源不斷地
天然氣供應。依照目前公開的數據，巴
斯夫公司在歐洲地區消耗的天然氣總
量中，有 6 成被用在電力和蒸汽發生，
有 4 成被用於產品原料，因此天然氣能
否穩定供應，以及天然氣的價格波動
，都將直接影響巴斯夫公司的正常運
轉 ， 由 於 俄 羅 斯與西方陷入空前對立的
狀態，導致歐洲的天然氣供應出現了嚴
重的短缺。
雖然外界普遍認為，2022 年的冬天對
於歐洲而言非常難捱，但是在巴斯夫公司
看來，寒冬已經降臨了。值得一提的是，
巴斯夫公司不僅僅是德國的化學品巨頭，
此次關停的化工生產基地，也是全球規模
最大的化工廠之一。
因此一旦真的關掉工廠，不僅會讓數
萬名員工失去生計來源，同樣也威脅到德
國經濟，身為「歐洲經濟發動機」的德國
一旦受損，勢必會產生連帶效應，讓本就

處於通膨危機的歐洲雪上加霜。不過華爾
街日報指出，巴斯夫公司正在目光轉向中
國，該公司曾於 2018 年在湛江投資建設了
一體化生產基地，這座基地作為巴斯夫公
司成立至今最大的投資項目，將成為該公
司在全球範圍內第三大一體化生產基地，
而基地內的首座生產裝置，即將在今年正
式投入運營。
諷刺的是，當德國企業開始為了求生
存而在全球布局時，德國政府卻揚言要
「調整對華政策」，並且一再鼓吹「要減
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可現實情況是，
中歐已經早已經深度融合，所謂的「脫鉤
論」既然沒能被美國實現，也同樣不可能
在歐洲奏效。
自默克爾卸任之後，德國政府的外交
決策就立刻出現了轉變，不僅放棄了默克
爾時期的務實精神，還一股腦的投身於美
國掀起的反俄抗中浪潮。唯一值得慶幸的
，是身為德國總理的朔爾茨，依然保持著
最後的清醒，避免中德關系在短時間內大
幅倒退。
但眼下的俄烏沖突，毫無疑問是給德

新加坡用回收的沖廁水釀造啤酒
首批上市啤酒已所剩無幾

國政府敲響的警鐘，長久以來，歐盟就自
詡是世界一極，試圖與中美俄分庭抗禮。
但是冷戰結束至今，歐盟變得越來越像是
美國的附庸和隨從，身為歐洲火車頭的德
國，過去在默克爾的帶領下有驚無險的度
過了一個個難關，可是俄烏沖突的全面爆
發，正在逼迫德國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
外交戰略。其實無論是通膨危機，還是能
源短缺，對於德國而言都不是無法跨越的
障礙，真正的問題在於，德國是否擁有避
免重蹈覆轍的政治智慧。
中德兩國過去幾十年的貿易往來，已
經證明兩國完全實現互利共贏，德國長期
以來堅持的務實精神，也為自己創造了穩
定的發展空間。朔爾茨政府理應意識到，
任何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都不可能允許
別國以「絕對安全」為理由，損害自己的
核心利益，俄羅斯如此，中國也是如此。
俄烏沖突已經證明，西方奉行的對俄政策
無助於和平與穩定，若德國繼續沿著美國
畫下的道路，在經貿領域與中國站在對立
面，中國將不得不為了自己的合法利益采
取行動。

綜合報導 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宣布，
每年約有 27 億人面臨過至少一個月的用水
難題。淡水資源的緊張讓很多國家產生把
汙水「變廢為寶」的想法，這種做法也逐
漸得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不少經濟發達
卻淡水資源短缺的國家已將此技術應用於
實際。新加坡日前推出的 NEWBrew 牌啤酒
正是利用沖廁所回收的汙水製成。新加坡
水務局和當地啤酒廠家展開合作，首先利
用紫外線對汙水進行消毒，隨後使用頂尖
的過濾膜過濾掉其中的有害雜質。
該啤酒廠的首席釀酒師表示，只要通
過嚴格的處理手段，不管是什麼來路的水
，都能變成飲用水。一些消費者在品嘗過
NEWBrew 後認為該啤酒口感清爽柔和，非
常適宜在新加坡這種炎熱地區飲用，但也
有些消費者還存在抵觸心理。目前上市的
第一批 NEWBrew 啤酒已所剩無幾，要想嘗
鮮，還得趕緊購買。據悉，瑞典、加拿大
等國也相繼推出了用汙水釀造的啤酒。

真耶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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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與新西蘭
完成自貿協定談判

議員，試圖使其陣營獲得議會多數地
值得一提的是，貝內特 6 月 29 日晚
位，從而在本屆議會框架下組建替代政 發表聲明說，他不會參加新一屆議會選
府。這促使執政聯盟推動議會解散，以 舉，內政部長沙凱德將接替他成為統一
免讓內塔尼亞胡如願。
右翼聯盟領導人。
有分析人士認為，貝內特的這一表
或東山再起
態或將使內塔尼亞胡重返以色列政壇中
以色列議會實行一院製，共有 120 名 心的機會增加，因為沙凱德與內塔尼亞
議員。獲得議會半數以上議席的政黨可單 胡關系良好，且統一右翼聯盟本就與利
獨組閣。由於中小黨派林立，以色列歷史 庫德集團意識形態接近，不排除沙凱德
上從未出現單一政黨組閣的情況。
領導下的統一右翼聯盟改變當前立場，
以色列第 12 頻道電視臺 6 月 29 日發 轉而加入內塔尼亞胡陣營，這無疑將令
布的民調結果顯示，在 11 月的議會選舉 內塔尼亞胡陣營組閣機會大增。
中，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有望
不過，輿論普遍認為，無論內塔尼
獲得 34 個席位，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其 亞胡能否重新成為總理，以色列政壇持
三個右翼政黨盟友有望總共獲得 24 個席 續多年的僵局恐難在短時間內破解。以
位。
色列民主研究所研究員阿薩夫· 沙皮拉對
從民調來看，內塔尼亞胡陣營恐無 新華社記者說：「以色列的政治版圖沒
法獲得組閣所需的 61 席；不過，反內塔 有改變，社會(政治意見)兩極化的情況沒
尼亞胡陣營預計同樣無法獲得組閣所需 有改變，甚至加劇了。」
議席數。因此即使利庫德集團成為議會
此外，此間分析人士指出，內塔尼
第一大黨，內塔尼亞胡也將面臨組閣難 亞胡涉貪腐案已進入集中審理的關鍵階
題。
段，這為其政治前景增加了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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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議會宣布，議會全會最終通
過解散議會的法案。總理貝內特提前卸
任，候任總理、外長拉皮德從 7 月 1 日起
擔任看守總理，新一屆議會選舉將於 11
月 1 日舉行。
此間輿論認為，從最新民調看，前總
理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有望在11
月的議會選舉中贏得最多議席，內塔尼亞
胡或有機會重返以色列政壇中心。

形勢，貝內特和拉皮德 6 月 20 日決定提
交解散議會的法案。該法案於 22 日議會
首輪投票中通過，29 日淩晨通過第一輪
復投，30 日在第二、第三輪復投中最終
通過。
分析人士指出，本屆議會解散雖距
貝內特領導的聯合政府上臺僅約一年時
間，但並不令人意外。
組成執政聯盟的 8 個政黨是為了推
動內塔尼亞胡下臺走到一起的，它們的
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主張差異較大。聯
合政府開始運行後，執政聯盟內部在一
系列內政和外交問題上的矛盾日漸凸顯
，盡管貝內特和拉皮德為維持聯盟穩定
做出不少妥協，但效果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反對
派對執政聯盟展開猛烈攻勢，多次在議
會發起不信任案表決，並利用執政聯盟
內各政黨間的分歧進行分化瓦解，使聯
合政府施政遭遇重重困難。
據媒體報道，執政聯盟失去議會多
數地位後，內塔尼亞胡四處奔走，拉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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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會大廈遇襲案第7場聽證會 8大重點
負責調查美國國會大廈遇襲案的聯邦眾議
院特別委員會今天舉行最新聽證會指出，前總
統川普發出有如 「戰鬥的號令」 推文後，極右
翼團體向國會大廈發起攻擊，試圖阻止權力移
交。
2021 年 1 月 6 日，川普支持者因不滿 2020
年總統大選結果，強行闖入國會大廈，企圖阻
止國會認證民主黨籍的拜登勝選，釀成 5 人喪命
。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今天
的聽證會聚焦川普和他的非正式政治幕僚，以
及 「守誓者」 （Oath Keepers）、 「驕傲男孩
」 （Proud Boys）等極右翼民兵組織成員間的
鬆散關係。
委員會瀏覽證人證詞、法庭文件、先前看
不到的電子郵件和其他素材，證明川普隱晦地
討好這些激進分子，把他們視為自己的部隊，
以此向國會施壓、要求推翻 2020 年選舉結果。
以下是今天聽證會的 8 大重點：
●川普發出 「戰鬥的號令」 推文
調查小組反覆強調，川普在 2020 年 12 月的
1 則推文，鼓動了支持者前來華盛頓破壞權力轉
移。
這條推文聲稱 「統計上不可能輸掉 2020 年
大選」 ， 「1 月 6 日在華盛頓特區將舉行大規模
抗議」 。川普還可惡地落下這句： 「去那裡吧
，會很瘋狂的！」
主持部分聽證會的佛羅里達州民主黨籍聯
邦 眾 議 員 墨 菲 （Stephanie Murphy） 表 示 ，
「對總統川普最忠實的支持者而言」 ，這則貼
文是 「行動的號令，某種程度來說，是戰鬥的
號令」 。墨菲指出，當天的暴民和極右派極端
人士有很多人都說，他們是受到川普這則推文
鼓舞。
委員會指出，川普這條推文發出後，支持
川普的團體把原本計劃在 1 月下旬舉行的示威活
動改至 1 月 6 日。
●川普 「無預警」 呼籲支持者前往國會大廈的
幕後計畫
委員會今天公布證據，顯示川普呼籲支持
者 1 月 6 日前往國會大廈，其實完全不是偶然，
而是早有計畫。
委員會展示 1 條呼籲前往國會大廈的推文草
稿，川普後來並未發出那條推文。
●共和黨議員角色再次凸顯
今天的聽證會又一次著重共和黨國會議員
協助川普推翻 2020 年大選結果扮演的角色。委
員會陳述指出，川普在 2020 年 12 月 21 日的會
議上與共和黨成員會面，討論了次年 1 月 6 日在
國會推翻選舉結果的行動。委員會並援引白宮
日誌，列出出席會議的 10 名議員和當選者。
●西波隆尼證詞發揮關鍵作用
前總統川普任內的白宮律師西波隆尼（Pat
Cipollone）8 日透過視訊接受特別委員會約談，
今天的聽證會是委員會第一次有機會展示約談
影片片段。

西波隆尼的證詞呼應川普前幕僚群的說法
，他們一致向委員會作證說，曾告訴川普，沒
有實質證據顯示選舉被偷走。
●證人感嘆受右翼組織與川普影響變得激進
今天聽證會上，兩名證人出席描述他們如
何受到右翼團體和川普本人影響而轉趨激進，
以及激進如何摧毀生活、繼續對美國社會構成
威脅。
「守誓者」 （Oath Keepers）前全國發言
人范塔藤霍夫（Jason Van Tatenhove）描述他
在該組織中目睹的 「激進化」 ，並表示，1 月 6
日沒有發生更多流血事件，美國還算 「幸運」
。
●6 名證人詳述 2020 年 12 月 「精神錯亂」 的白
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議
委員會也在今天的聽證會透露 2020 年 12 月
18 日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議 6 名與會者的證詞
，會上川普盟友與白宮律師就推翻總統選舉結
果的各種計畫爆發衝突，導致會議陷入混亂─
川普旁觀。特別委員會 9 名成員之一、民主黨眾
議員拉斯金（Jamie Raskin）表示，12 月 18 日
的會議 「至關重要，因為川普目睹 「白宮顧問
和其他白宮律師，摧毀了鮑爾（Sidney Powell
）、和佛林（Mike Flynn）等人提出的毫無根
據的說法，以及荒謬的法律論據」 。
委員會約談參與那場會議的 6 名證人，並在
聽證會上播放影片，西波隆尼也是其中之一。
西波隆尼告訴調查委員會，在白宮橢圓形
辦公室看到佛林、鮑爾和美國互聯網零售商
Overstock 的創辦人柏恩（Patrick Byrne）等人
，他很 「不高興」 。根據委員會今天播放的影
片，西波隆尼作證說： 「我不認為這些人會對
總統提出什麼好建議，所以我不懂他們是怎麼
進來的。」
●前競選總幹事私下坦承，川普的論調 「殺了
某人」
今天聽證會公布的一系列簡訊，可能是迄
今最重要且最鮮明的證據，證明川普最親近的
人對他在 1 月 6 日所作所為的感受。
簡訊顯示，川普前競選總幹事帕斯凱爾
（Brad Parscale）私下承認，他 「為協助川普
勝選而感到內疚」 ，並認為這位前總統的言論
在 2021 年 1 月 6 日殺死了某人。
帕斯凱爾也在寫給前川普競選團隊發言人
皮爾森（Katrina Pierson）的簡訊中說，川普是
在 「尋求內戰」 。
●委員會從司法部對極端分子的調查得到線索
前幾場聽證會提出的新發現讓人震驚，有
些似乎還讓司法部措手不及，尤其是川普白宮
助手賀勤森（Cassidy Hutchinson）最近的重磅
證詞。委員會利用聽證會披露自己的調查成果
，並公開敦促聯邦檢察官加大刑事調查力度。
但今天狀況稍有不同，這次，委員會從司
法部那裡取得了線索，並非常依賴先前司法部
針對 「守誓者」 和 「驕傲男孩」 涉及國會大廈
遇襲案的相關調查資訊。

華爾街日報：美爭取中國支持對俄油設價格上限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上週與中國國務院副總
理劉鶴舉行視訊會議，商討對俄羅斯石油訂定
價格上限的可能性，顯示美國正設法爭取中國
加入計畫，以限制俄國的石油收益。
葉倫（Janet Yellen）在東京接受 「華爾街
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訪問時說，
她和劉鶴將繼續商討這個作法。她說： 「他們
聆聽之後，願意就此和我們展開進一步討論。
」
中國和印度是葉倫為俄國石油訂定價格上
限必須爭取的兩大目標，因為中、印現仍大量
採購俄國石油，同時不願加入西方因俄軍入侵
烏克蘭而對俄國實施制裁的行列；中國今年稍
早甚至與俄國簽署了一項廣泛的合作協定。
美國試圖利用西方對石油運送的保險和融

資控制權，來有效訂定中、印等國向俄羅斯購
買石油的價格。
葉 倫 本 週 稍 後 在 峇 里 島 出 席 20 國 集 團
（G20）財政部長會議時，可望順便與印度財
政部長希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進行
會談。
葉倫在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說，她比較
希望向俄國購油的國家能制定符合前述油價上
限的國內政策；但也指出，即使這些國家不這
麼做，最終仍須接受較低的價格。
她說： 「如果他們至少設置一個價格上限
，事情會比較容易。即使他們不這麼做，制裁
措施仍將適用於他們所將往來的西方銀行和保
險公司，從而會使他們受到影響。不過這對他
們無害，而是會有助益。」

韋伯望遠鏡隨手拍木星 竟捕捉到微弱的星環

新一代的 「尋天之眼」 詹姆斯韋伯太空望
遠鏡 (JWST)在昨天發表了 5 張正式科學照片，
效果令天文愛好者如癡如狂，令人想要看到更
多；就在等待之際，韋伯望遠鏡團隊又給了一
張韋伯所拍攝的木星照片，它並不正式，但是
竟然就能看到木星暗淡的光環。
科學警報(Science Alert)報導，這些木星照
片，是韋伯望遠鏡調校設備時拍下的，是為了
瞭解它跟太陽系中快速移動物體的能力。為此
，韋伯望遠鏡拍攝了 9 個目標，儀器是近紅外相

機(NIRCam)，使用兩種不同的濾光片來突出不
同波長的光。
這項測試證實，韋伯望遠鏡不但可以看透
宇宙的邊緣，也可以觀測太陽系，這對我們觀
測彗星、尋找凱伯帶天體，或是調查理論上的
「第 9 號行星」 都可輕鬆勝任。
總而言之，這組測試照片再次證明韋伯望
遠鏡表現好的超過預期，我們期待在接下來能
再看到更多精彩照片！

太平洋島國論壇 賀錦麗：美將斥180億抗衡中國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今天在太平洋島國論壇
會議中宣布，美方將在這個地區投入 6 億美元
（約新台幣 181 億元）的資金，試圖抗衡中國
在這個地區日益增加的影響力。
賀錦麗（Kamala Harris）透過視訊方式參
與在斐濟召開的 「太平洋島國論壇」 （Pacific
Islands Forum）時透露，美國將在東加、吉里
巴斯開設新的大使館。
美、中競爭讓今年的太平洋島國論壇備受
關注，來自具重要戰略意義的太平洋地區領導
人齊聚一堂，討論中國與區域內國家簽署安全
協議引發安全疑慮、COVID-19（2019 冠狀病
毒疾病）疫情、氣候變化造成海平面不斷上升
等問題。
這也是索羅門群島今年稍早與中國簽署具
爭議的安全協議以來，太平洋地區領導人首次
會面。
對美國而言，賀錦麗在這場論壇的視訊演
說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出擊，因為中國迄今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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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邀出席峰會，取得類似公開亮相的機會。
賀錦麗感謝斐濟總統巴依尼馬拉馬
（Voreqe Bainimarama）邀請她在峰會上致詞
，並表示美國已準備好要在太平洋地區 「開啟
新篇章」 。
賀錦麗表示，她和美國總統拜登都承認，
太平洋地區過去可能沒能獲得足夠關注。她承
諾 「我們將會改變這一點」 ，並補充說，美國
希望 「顯著加深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 。
除了承諾向論壇漁業局提供 6000 萬美元的
經濟援助外，賀錦麗表示，美國也將派遣和平
工作團（Peace Corps）重返太平洋。
她表示，美國希望在 「不會導致債台高築
」 的情況下，就海上安全、救災、基礎設施計
畫等方面進行合作。
東加總理索瓦萊尼（Siaosi Sovaleni）告訴
法新社說： 「我們真的很高興，美國將在東加
開設大使館，這將是史上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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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首納互聯互通
利率互換通惠港
劉鶴與耶倫通話
涉對華關稅問題

在“ETF 通”4 日開通之際，香港
與內地的互聯互通又有新舉措，宣布啟
啟

動兩地利率互換市場互聯互通（“互換
通”），半年後先開通“北向通”。這

是兩地市場的互聯互通首次延展至場外
衍生工具市場，是互聯互通新的里程

北向通半年後開通 外資管理利率風險更便利
中方：美取消全部對華加徵關稅
有利於兩國和世界

碑。在 4 日的“債券通”五周年論壇暨
“互換通”發布儀式上，與會兩地官員

力推動了內地金融市場穩步擴大開放。他相信在
互換通推出後，兩地金融合作與互聯互通將會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劉鶴與美財政部長耶倫
5日
者更好管理利率風險，釋放境外投資者
來愈多。

及業界人士指出，互換通可讓境外投資

上午舉行視頻通話，中方表達了對美國取消對華加徵關稅和制裁、公平
參與中國債券市場的潛力，推動銀行間
港金管局：與債券通有協同效應
對待中國企業等問題的關切。雙方同意繼續保持對話溝通。有專家對香港文匯報
利率衍生品市場進一步發展，也有助鞏

5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
7月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應約與美

稅，消費者和企業就能早受益。

專家：高通脹越久 對拜登支持率或越不利

財政部長耶倫舉行視頻通話。雙方就宏觀經濟形
勢、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等議題務實、坦誠交換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
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認為，互換通的推出
了意見，交流富有建設性。雙方認為，當前世界經
表示，此番通話中涉及到的“取消美國對華加徵關
記者表示，拜登團隊撤銷加徵關稅越徹底、越早，則對美方越有利。
非常及時，將與債券通產生良好的協同效應，方
固香港作為聯通內地市場和國際市場門
濟面臨嚴峻挑戰，加強中美宏觀政策溝通協調意義
稅”，一直是雙方十分關切的議題，也是美國高通
便持有內地債券的國際投資者管理利率風險；將
重大，共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有利於中
貨膨脹情況下不得不慎重考慮的問題。他認為，目
戶的獨特地位。
進一步提升內地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深度及廣美兩國和整個世界。中方表達了對美國取消對華加
前，美國的經濟形勢相當尷尬。美聯儲上月宣布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度，也會為香港金融機構創造更大機遇，提升香
徵關稅和制裁、公平對待中國企業等問題的關切。
息 75 個基點，迎來 1994 年 11 月以來最大單次加息
港作為國際風險管理中心的地位。港交所行政總雙方同意繼續保持對話溝通。
幅度，也是今年以來第三次加息。他指出，加息並
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管局、香港證監
裁歐冠昇亦認為，互換通是深化內地與國際市場
不能消除美國國內的通脹問題，而且值得注意的
“非市場貿易行為”與事實不符
會連線舉辦債券通五周年論壇暨互換通
互聯互通又一重要里程碑，互換通將改變銀行間 中方：指責華
是，隨着加息步伐的增快，美國經濟的衰退風險也
發布儀式。人行、港證監、港金管同意中國外匯
衍生產品市場的面貌，方便國際投資者管理與中
針對美方新聞稿中有指責中國“非市場貿易行
在上升，物價上漲的勢頭尚未看到拐點。
交易中心（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銀行間
國相關的投資，推動中國資本市場進一步發展。 為”的有關內容，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5日回應
白明指出，雖然對華加徵關稅不是這一輪美國
◆左起：香港證監會署理行政總裁梁鳳儀、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香港特區
市場清算所和港交所旗下香港場外結算有限公司
香港證監會署理行政總裁梁鳳儀同日表示，指出，美方的說法與事實不符。他稱，過去
40
多年
通脹最主要的原因，但縱觀目前的國際形勢，對華
行政長官李家超、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香港財庫局局長許正宇和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透過視像與
加徵關稅、俄烏衝突和疫情，形成了制約美國經濟
開展香港與內地利率互換市場互聯互通合作（互
互換通能夠提供有效管理利率風險的工具，讓機的事實表明，中國經濟的成功是改革開放政策的成
人行副行長潘功勝和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王靈桂合照。
功，也是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和發揮政府作用的有效
的三股力量。“只有將上述障礙移除，美聯儲的貨
換通），自公告發布之日起6個月後正式啟動。
構投資者更廣泛參與內地債券市場，有效減少市
幣政策才有用武之地。”白明表示，對於結束對華
互換通實施初期將先開通北向通，讓香港及
場價格劇烈波動時的大額拋售行為，鼓勵其長期結合的成功，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寶貴經驗。中國
加徵關稅，拜登團隊的成員看法也不一致，比如財
其他境外投資者經由香港與內地指定機構之間的
投資、價值投資，優化市場生態結構，對確保內的改革開放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世界。這不僅促
政部長耶倫和商務部長雷蒙多，傾向於取消加徵關
交易、清算、結算等方面的安排，參與內地銀行
地金融市場穩定、促進金融市場穩健開放，具有進了中國經濟發展，也為世界經濟繁榮作出了重要
貢獻。
稅，而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則不贊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內地及香港監
常備互換協議。
間金融衍生產品市場。南向互換通的研究將在未
非常重要的意義。
白明說，美國高通脹延續的時間越長，對拜登
管機構
4
日公布“互換通”和常備貨幣互換安排兩
來適時開展，以期讓境內投資者經由兩地指定機
美智庫：取消對華關稅 通脹將降一個百分點
外資持華債年增40%
兩幣互換擴至8000億人民幣
提高支持率越不利，戴琪的主張也就越受質疑。他
項全新金融對外開放政策，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構之間的互聯互通安排，參與香港金融衍生產品
關於關稅問題，趙立堅指出，中方的立場是一
同時表示，若取消對華加徵關稅，拜登團隊也不會
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 4 日表示，兩項新安排
另外，債券通自 2017 年正式運行以來，潘功
市場。資料顯示，內地銀行間人民幣利率互換
人行與金管局 4 日還公布優化貨幣互換協
貫的、明確的，取消全部對華加徵關稅，有利於中
痛快地全面取消，而很可能是“急用先降”，所謂
的啟動實施將進一步提升兩地金融市場的聯通效
勝指期內債券通運行平穩高效，境外投資者持有中
2021年成交21.1萬億元人民幣。
議，改為常備協議形式，無需續期。協議規模並
美兩國，有利於整個世界。據美國智庫機構測算，
“急用”，即那些能影響美國國內 CPI 的種類。但
率，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國債券總量以年均約40%的速度增長，目前持債總
由原來的 5,000 億元人民幣／5,900 億港元，擴大
取消全部對華加徵關稅，將使美國通脹率下降一個
在白明看來，拜登團隊撤銷加徵關稅越徹底、越
◆劉鶴與耶倫就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等議題交換了意見。圖為中國企業早前參加拉斯維加斯消
特首：兩地金融融合里程碑
地位，充分體現中央政府對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 規模約 3.7 萬億元人民幣，而中國債券先後被納入
至8,000億元人民幣／9,400億港元。余偉文4日表
百分點。在當前高通脹形勢下早日取消對華加徵關
早，對美方越有利，完全不必這麼“小氣”。
費電子展。
資料圖片
融中心地位的高度重視，以及支持香港長期繁榮、 彭博巴克萊、摩根大通和富時羅素等全球三大債券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論壇上表示，衷
示，優化與人行的貨幣互換協議，以及金管局的
穩定、發展的信心和決心。
指數，反映了中國債券市場不斷提升的國際影響力
心感謝中央人民政府在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之初
人民幣流動資金安排，可確保香港作為離岸市場
潘功勝 4 日出席債券通五周年論壇暨互換通 和吸引力，也反映了全球投資者對於中國經濟長期
作出公布，大大增強投資者對國家繼續支持香港
有充裕的人民幣流動性，進一步鞏固香港發展離
發布儀式致辭時提到，互換通是在債券通的基礎 穩定發展、金融市場持續擴大開放的信心。
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信心。他指出，互換通是內
岸人民幣業務的獨特優勢及領先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當地時
上，境內外投資者通過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基礎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潘功勝表示，
地與香港金融市場融合的又一個重要里程碑，第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中聯辦副主任
5 日下午，巴基斯坦信德省政府和巴基斯坦
設施的連接，參與兩地金融衍生品市場的一項機 間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擴大中國金融市場高水平對外開
一次在金融衍生工具領域引入互聯互通安排，讓
尹宗華等亦參加了4日的論壇活動。
制性安排，有利於滿足投資者的利率風險管理需 反恐部門在卡拉奇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關於
放、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繁榮發展，是中央既
兩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的交易品種更為全面。國
資料顯示，內地是世界第二大的債券市場，
卡拉奇大學孔子學院遇襲案的最新進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載人航天公號發
實現航天員在軌二氧化碳的還原再生，進一步
外服完成出艙任務。目前航天員們正在巡檢測
求。
定的大政方針，亦是人行一項重要工作任務，人行
家已進入新發展階段，要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債券託管總額超過 130 萬億元人民幣。受惠內地

4日

人行：體現中央重視港金融中心地位

布，2022 年 6 月 5 日晚 8 時 50 分，神舟十四號
的地位，就必須緊貼着國家的需要和國際投資市
航天員乘組順利進駐天和核心艙，至今已滿一
場的脈搏，用好國家政策和香港特區的自身優
個月。航天員們在一個月的時間內，有序開展
勢，擔當好內外循環交匯點的角色。
了載人環境建立、空間站平台維護與照料、空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王靈桂表示，債券通開
間科學實驗等工作。為後續機械臂操作、出艙
通五年以來，香港與內地金融合作不斷深化，不
活動、艙段轉移等工作做好了充分準備。
但令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進一步發展，而且有

將
“解鎖”
10 餘個科學實驗機櫃

據介紹，“神十四”航天員乘組進艙後的
首要任務是建立核心艙載人環境，將核心艙組
合體設置為有人狀態，對通風淨化、再生生保
和水循環處理相關設備和產品進行設置。航天
員在軌分別進行了水樣、空氣、表面微生物測
試。在太空家園裏，部分微生物可能對航天員
的健康產生影響，甚至會帶有腐蝕性，對各種
設備造成污染和破壞。因此需要定期對微生物
進行監測，保證航天員在軌生活環境的安全與
舒適。此外，本次任務，航天員們安裝並測試
了二氧化碳還原裝置，二氧化碳還原裝置可以

央視
快評

提高在軌氧氣的物質循環閉合度。
試艙外航天服，隨着“問天”實驗艙對接空間
至於人民幣與港幣之間的常備互換安排，潘功
市場規模，債券通的北向交易在交易量、債券持
“神十四”航天員乘組在本次任務中，正2022站組合體，航天員們將會從“問天”實驗艙氣
勝指人行與香港金管局將雙方已建立的貨幣互換機
有量等方面的數字都穩步上升。截至
年5
式啟用了物資管理系統。利用物資管理系統，
閘艙完成出艙活動。
制升級為常備互換安排，升級後協議無需再續簽，
月，境外機構透過債券通等渠道持有債券的數量
從整體上對整站的物資進行了歸類和梳理，提
在軌工作繁忙，但定期對航天員進行身體
也即將長期有效，互換規模從 5,000 億元（人民
約 3.7 萬億元人民幣，比債券通開通時的數量上升
高了空間站的管理水平，幫助航天員們騰出更
檢查的工作必不可少，特別是航天員已經在太
幣，下同）擴大至 8,000 億元，互換流程進一步優
超過 3 倍；總交易額也由 2017 年 7 月的 310 億元人
多精力專注於在軌科學實驗等工作。
空中生活了一個月，為了保持航天員健康狀態
化，資金使用更加便利，而是次為人行第一次簽署
民幣增加至2022年5月的6,750億元人民幣。
目前，航天員正陸續展開高微櫃櫃內磁懸
的監測，及時採取相應干預措施，“體檢”就
浮實驗、無容器櫃材料科學實驗、航天醫學實
成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除了基礎的“體檢項
驗等。未來，隨着“問天”與“夢天”實驗艙
目”，醫療救護在軌訓練也必不可少，載人航
發射入軌並完成天宮空間站建造，航天員們將
天活動的一切設計和操作規程都是以保證航天
完成 10 餘個科學實驗機櫃“解鎖”、安裝，
員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為中心，除了地面訓練
支持開展單學科或多學科交叉的空間科學實
以外，航天員們在軌期間也需要保持訓練，以
驗，整體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應對各種各樣的突發情況。
載人航天公號也介紹，“神十四”航天員
每周工作六天 運動維持健康
乘組，目前每周工作六天。在各種工作、任務
截至目前，中國空間站組合體中的第二代
多線並行的情況下，通過運動，以保證航天員
“飛天”艙外服已經經受了神舟十二號、十三
的在軌健康。隨着“問天”實驗艙即將“就
號兩批航天員乘組共 4 次出艙任務的考驗。神
位”，航天員們正做好準備，以飽滿的精神狀
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未來也將身着“飛天”艙
態，迎接中國空間站首個實驗艙的到來。

推動實現更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願同世界各國一
道，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普惠包容、
創新驅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將發
展置於國際優先議程，加快落實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推動實現更加強
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7 月 4 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全球發展：共同使命
與行動價值”智庫媒體高端論壇致賀信，
得到與會嘉賓的熱烈共鳴。
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習近平主席
的賀信深刻闡明目前促進全球發展所面臨的
嚴峻形勢和挑戰，鮮明宣示了中國全球發展
倡議、推動全球發展事業的一系列理念和主
張，為推動實現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
球發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文章指出，當前，百年變局、世紀疫情與

巴國孔子學院恐襲案主謀被捕

“神十四”乘組在軌滿月 為出艙做充分準備

地緣衝突交織疊加，世界經濟復甦受挫，發展
合作動能減弱，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落實進
度出現“偏軌”和“倒退”。當此重大變革動
盪之際，促進全球發展已成為人類面臨的重大
課題。
2021 年 9 月，習近平主席圍繞“實現什麼
樣的全球發展、怎樣實現全球發展”這一重大
課題，提出全球發展倡議。這一倡議順應世界
發展大勢，契合各國人民期盼，成為聯合國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加速器、全球發展合
作的助推器，是中國對全球發展合作理念和實
踐的重要貢獻，得到國際社會的熱烈響應。本
次論壇的主題——“全球發展：共同使命與行
動價值”不僅是對現實的全面回應，也是對全
球發展倡議的具體呼應。
文章強調，直面使命，起而行之。推動實

現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要強化
創新驅動的戰略，抓住科技革命機遇，着力推
進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推動現代產業發展，
同時，完善全球科技治理，加快技術轉移和知
識分享，彌合數字鴻溝，讓科技成果為更多人
所及所享，培育全球發展的新動能、拓展合
作新潛力；要踐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
理念，以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為願景，
加強全球環境治理，加快綠色低碳轉型，實
現綠色復甦發展，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要
堅持普惠包容的發展路徑，努力以各國共同
利益為重，堅持對話而不對抗、包容而不排
他，拆除阻礙發展的各種藩籬，加快共同開
放，強化合作承擔，推動共同發展，不斷擴
大利益匯合點，畫出最大同心圓，攜起手來
共同應對困難、挑戰。

下一步將認真貫徹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
善於製造簡易爆炸裝置
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
信德省新聞部長沙吉．梅蒙在新聞發布
府就職典禮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按照中央的決策部
會上說，巴基斯坦反恐部門逮捕了卡拉奇大
署，繼續深化與香港的務實合作，支持香港國際金
學孔子學院襲擊案的主要嫌疑犯，他是分離
融中心的建設與發展，推動中國金融市場高水平對
組織“俾路支解放軍”和“俾路支解放聯盟
外開放。
卡拉奇”（BLF）的指揮官，是卡拉奇大學孔
子學院襲擊案的主謀，善於製造簡易爆炸裝
置。從去年開始，他試圖對一些女性和女學
生進行洗腦，說服她們參加自殺式爆炸襲
擊。
信德省首席部長規章制度顧問穆爾塔扎．
瓦哈布表示，這名嫌疑人還涉嫌於2021年參與
襲擊了兩名中國工程師。
沙吉．梅蒙說，恐怖分子發動恐怖襲擊
是為了破壞中巴經濟走廊項目，阻止外國人
在巴基斯坦的投資。而巴基斯坦的安全機構
將竭盡全力保障巴基斯坦所有人的安全。
他還表示，目前對該嫌犯的調查還在進
行當中，有外國勢力疑似在幕後操縱這起襲
擊案，他們將繼續對該案件進行調查。
當地時間 4 月 26 日下午，巴基斯坦卡拉
奇大學校園內發生一起爆炸襲擊事件。一輛
孔子學院的班車在校園內遭遇炸彈襲擊，造
成孔子學院 3 名中方員工和 1 名巴方員工遇
難，另有3人受傷。

◆巴基斯坦孔子學院恐襲案主謀被捕。圖為安全人員早
前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查看恐怖襲擊現場。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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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件 （套） 文物汇聚一堂

讲述南京与长江的故事
本报记者 尹晓宇

左图：南京直立人 1 号头骨化石。 右图：明代沐启元墓出土的嵌宝石金盒。

从南京长江大桥附近的幕府山滨江带远眺，宽阔的江面上，
南来北往的货船川流不息。长江，从雪域高原奔腾而下，孕育出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江文化在南京留下了丰富的遗存。
近日，南京市博物馆 （朝天宫）“从秦淮河到扬子江——古代
南京段长江文物特展”通过 300 件（套）文物讲述了南京与长江的故
事。展览分为“大江来从万山中 山势尽与江流东”
“ 钟山如龙独西
上 欲破巨浪承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 形胜争夸天下壮”“从今
四海永为家 不用长江限南北”4 个单元，描绘了南京依托于长
江，由江南聚落发展为大一统王朝首都的历程。

远古遗迹
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自东向西汇入长江。秦淮河的源头
一个在句容宝华山，一个在溧水东庐山。1993 年，在距宝华山源
头 5 公里的汤山葫芦洞中，发现了直立人头骨化石。南京与长江的
故事，就从这头骨化石开始讲起。
展厅里一个特制玻璃罩内，陈列着南京直立人 1 号头骨化石和
2 号头骨化石。其中 1 号为女性头骨，2 号为男性。虽然同在葫芦
洞被发现，但两人生活年代相距甚远，最起码相差 30 万年左右。
生活在 60 万年前的女直立人，身高 1.3 米左右，从头骨和牙齿
来看，她的年龄大概在 21-30 岁之间，从头骨上的病灶推测，她
去世前遭遇过病痛。那时候，南京直立人过着群居生活，成年男
性直立人身高普遍在 1.4-1.5 米之间，女性较矮，1.3 米左右。
秦淮河的另一个源头是溧水东庐山。神仙洞遗址离东庐山源
头约 10 公里，距今约 1.1 万年，洞内堆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
红褐色砂质土，发掘出棕熊、豪猪、中国鬣狗等动物化石和人类
颞骨化石 1 块、细泥红陶片 1 件。这件陶片放置在一个小玻璃瓶
中，只有花生米大小。南京市博物馆副馆长岳涌告诉记者，神仙
洞陶片烧成温度不超过 900℃，是迄今为止长江流域发现的最早有
完整地层层位记录的陶片，标志着长江流域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它也是秦淮河畔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城市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南京因临江控淮的地理优势，一直是吴、
越、楚争夺之地。公元前 472 年，越灭吴。越王将军事据点向北推
进到秦淮河南岸，命范蠡于今天的南京中华门外长干里驻城，这
是南京市区内最早建造的一座城池。南京城 2500 多年的历史，便
是从越城算起。展览中的一组陶器来自越城遗址，有陶尊、陶
罐、陶壶、陶釜等多种器型，再现了江南聚落的生产生活方式。
南京为什么被称为金陵？从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郢爰”上
可以找到答案。公元前 333 年，楚威王灭越，在今南京清凉山设立
金陵邑。传说楚王在此埋金，以镇金陵王气。当时，清凉山西麓为
长江东岸，位置十分险要，金陵邑是南京城区行政建制之始。
郢爰是楚国的一种称量货币，也是中国最早的原始黄金铸
币。郢是楚国的都城名，爰为货币重量单位，郢爰是将金版或金
饼切割成零星小块，然后通过特定的等臂天平称量使用。
不管是越城还是金陵邑，规模都很小，专家推测只是控制秦
淮河入江口的一种据点。秦汉时期，南京离中原地区政治、经

本文图片均为苏阳摄

济、文化中心较远，虽然随着经济发展建县渐多，但分布范围主
要为方山以南的秦淮河流域，南京主城区尚人烟稀少。究其原因
是这一带位于秦淮河入江口，潮汐危害相对严重，即使到了东晋
南朝时期，位于秦淮河的石头城还经常遭遇水灾。

古”作品，如刘禹锡的 《乌衣巷》、杜牧的 《泊秦淮》、李白的
《金陵三首》。南唐定都南京，扩建城邑重建金陵，南京城形成滨
江格局。
展厅中有一组秦淮河西水关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器型多样，
主要为碗、盘、罐等生活用器，大部分为青黄色釉，装饰题材丰
富，其中以褐绿彩绘花鸟图案最为精彩。这批瓷器的出土说明秦
淮河是唐代南京重要的航道，贸易运输频繁。
宋元时期，南京为江南重镇，特别是宋代政治中心南移后，南
六朝 300 余年，孙吴、东晋、宋、齐、梁、陈相继以建业 （建
京作为临安（今杭州）的陪都，城市经济得以复苏，为后来明王朝定
康） 为都城，中原文化与长江文化逐步融合。
都南京奠定了基础。
建安十七年 （212 年），孙权利用楚国金陵邑旧址兴建石头
1368 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南京第一次成为统
城，开启了六朝时代，推动了长江流域以及整个南方地区的发展。 一王朝的都城。明代沐家算是顶级豪门。沐英作为朱元璋的养
229 年，孙权开始修建建业城，秦淮河以北是宫殿、官署和苑
子，受命平定云南后便世代镇守云南，家族世袭黔国公爵位，历
囿区，秦淮河两岸及以南是居民区和市场。这种规划突破了 《周
经十二代、十四任，贯穿明王朝始终。
礼》 规定的前朝后市的基本格局，对东晋南朝建康城的规划、营
沐氏家族墓地位于南京将军山，墓中出土的嵌宝石金镯、葫
造产生了重大影响。
芦形金盒等极尽奢华。嵌宝石镶玉金带板和嵌宝石金盒的主人都
孙吴建业城的选址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定都之后，经济方
是沐启元，他是最后一位归葬金陵的黔国公。金带板共 20 块，以
面的困难便迎面而来。为解决军粮问题，孙吴先是开始屯田，后
累丝工艺制成，中间镶玉，周围镶嵌一圈红、蓝宝石和珍珠，珍
又开挖了沟通建业与太湖流域、杭州湾地区的人工运河破冈渎。 珠已风化，仅余空托。金盒为多面体，每个面镶嵌着红、蓝宝
245 年，孙权命校尉陈勋带领 3 万屯田兵开凿句容中道，打通了建
石，有个卡口推测可以打开，内部可能装有香料或丹丸等。
业通往吴郡、会稽郡的运道。展览中有一件褐釉鸡首壶出土于破
明代奉行“以德睦邻”外交政策，明成祖、明宣宗先后派遣
冈渎，据此推断，破冈渎的开凿，使原本相对落后的茅山北麓句
郑和下西洋，航迹遍及南亚、西亚、东非。据记载，郑和船队中
容至延陵一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的大型海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有九桅十二帆，可乘坐
甘露元年 （265 年），孙权之孙孙皓将都城迁至武昌，此举损
一千人。郑和下西洋的船只多为南京宝船厂制造，这是明代最重要
害了江东豪门大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抵制。时任荆州牧陆
的官办造船机构。展览中的木棰、木桨等船用构件，令人管窥南京
凯上书朝廷，引用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
船厂的制造技艺。郑和船队自南京龙江关七下西洋，留下了彪炳史
死，不止武昌居。”在江东大族的强烈反对下，孙皓迁都武昌仅维
册的壮举，长江文化与海洋文化交融，形成了绚美夺目的画卷。
持了一年零三个月，便于次年十二月还都建业。展览中有一件青
南京，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从秦淮河源头的江南聚
瓷双系罐，底部刻着“当值还都”四字，见证了孙吴都城沿长江
落发展为中国统一王朝的首都，并沿着长江走向海洋，汇入滚滚
迁移的历史。
浪潮中。
西晋末年中原动乱，晋王室和世家大族纷纷南渡来到南京，
中华文明的中心转向南方。东晋时期，建康城内人口激增，工商
业区和住宅区规模都比孙吴时期有所扩大，秦淮河两岸的大长
干、小长干因地形平坦、风景优美、交通便利，成为世家大族安
宅首选。在世家大族的引领下，长干里地区商肆林立，热闹繁
华。王兴之夫妇墓出土的铜盖碗、颜镇之墓出土的铜鐎斗、温峤墓
出土的青瓷盘口壶……这些世家大族墓中的文物反映了当时的生
活面貌。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展览中王康之和谢球
的墓志，便是出自这两大家族。王康之为王羲之的叔叔王彬之
孙，其墓志正面竖刻 44 字：“永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晋故男子琅
琊临沂王康之，字承叔，年廿二卒，其年十一月十日藏于白石，
故刻砖为识。”谢球墓志记载他官职为辅国参军，祖籍豫州陈郡阳
夏县。谢球妻是王羲之的孙女，合葬于谢球墓，墓志中有“球妻
琅邪王德光，祖羲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的记载。

六朝烟云

奔流入海
隋唐至宋元，经历短暂的低潮后，南京长江文化又有了新的
发展。隋唐时期，南京繁华与衰落的对比孕育出许多“金陵怀

秦淮河西水关出土的唐代长沙窑青釉褐绿彩瓷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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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 Mason Rd, Katy, TX 77450

盛大開幕 Grand Opening

July 15 (週五)

新張期間，全場所有物品
5% OFF (7/15 ~ 7/21)
供應亞洲人慣用的各種生猛海鮮、新鮮蔬果、
肉類、南北雜貨、零食等，種類繁多，
讓您一次就能買齊日常生活各種必需品。

意想不到的好價格，優惠多多!

營業時間:
9:00 AM~9:00 PM
電話:

346-588-9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