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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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中央社）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今天宣布，批准
施打莫德納與輝瑞和BNT等藥廠製造的升級版COVID-19疫苗
加強針，這種新疫苗鎖定目前居主流的Omicron變異株BA.4和
BA.5為目標。

路透社報導，莫德納（Moderna）和輝瑞/BNT（Pfizer/Bi-
oNTech）的升級版疫苗都是二價疫苗，也能對抗先前所有CO-
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鎖定的原始病毒株。美國預
備在今年秋天開始接種行動。

獲FDA批准的莫德納升級版疫苗可供18歲以上者接種，輝
瑞疫疫的施打年齡則是12歲，必須在接種完基礎劑疫苗或最新
一劑追加劑疫苗至少兩個月後才能施打。

由於學校開學，以及天氣轉涼後民眾會待在室內較長時間，
疫情可能再度升高，美國政府已訂購1億500萬劑輝瑞升級版疫
苗和6600萬劑莫德納二價疫苗，以因應可能出現的最糟狀況。

美批准接種升級版雙價疫苗 對抗Omicron新變異株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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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of a brief hydrogen leak creating trouble for cooling
one of the rocket’s four engines and problems with a balky
valve, managers called off the launch countdown Monday morning.

The team will get another launch attempt on Friday, Sept. 2,
2022. The delay was a big disappointment for more than 25,000
NASA workers and guests at the Kennedy Space Center.

NASA Administrator Bill Elton said, “We don’t launch until it
’s right. I think it’s illustrative that this is a very complicated
machine, a very complicated system and all of those things have
to work. You don’t want to light the candle until it’s ready to go.
”

The $4.1 billion rocket is the most powerful rocket ever built
for the space agency.

We strongly agree with Nelson’s decision because this
projec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man can be sent to the moon and
then prepare for Mars exploration in the future.

John Hopkins Black Professors Sue Appraisal Company
A couple of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ofessors filed a lawsuit

with a property appraisal company arguing that the company’s
valuation was set too low because their race.

In the lawsuit,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ofessors Nathan
Connolly and Shani Mott are suing the appraisal company for
damages cit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stating that the decision

violated the fair housing act.
We have to point out that this is very common phenomenon

even if you are a college professor.
We hope this lawsuit will teach a lesson to those companies,

including loan companies, that try to be unfair to people of color,
especially when they want to apply for a home loan or sale their
property. 0808//3030//20222022

ArtemisArtemis 11 Moon Rocket Launch DelayedMoon Rocket Launch Delayed

執教於霍布金斯大學的黑人
教授摩克夫婦今天向一家房產評
估公司提起诉訟, 認為該公司之

估價過低是因為他們是有色人種
故意低估了房價。
在起訴書中，他們指控評估

公司有種族歧視並違反了住房公
平條例。
我們要非常遺憾地指出，這

是個非常普遍之現象，即便他們
是貴為大學教授，因為是有色人
種往往受到許多歧視。
希望這項訴訟能夠更正許多

評估公司對有色人種之歧視，以
便在購物及申請房貸有公平及合
理之待遇。
老實說，今天在我們這個以

金錢掛帥之社會，許多房價高的
社區有色人種也無法負擔，也就
自然形成富人區和窮人區。
月球火箭發射延後
太空總署週一上午宣布因機

械故障，原定上午發射的太空火
箭已經延期，包拓括在甘迺迪發
射中心之貴賓及二萬五千位員工
都非常失望。
太空中心主任尼爾森表示，

我們必須萬全準備後再發射，這
也證明這次發射之太空船是非常
複雜，此計劃共花費四十一億美
元，而且主要目的是要把人再度
送往月球做充分之準備。
我們非常贊成尼爾森主任之

決定，因為這次發射工程將是未
來是否能打人送上月球並進行對
火星探測之準備工作，決不可掉
以輕心。

霍布金斯黑人教授向房屋評估公司挑戰霍布金斯黑人教授向房屋評估公司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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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歷史的巨人--蘇聯最後一位領袖米
哈伊爾•戈巴契夫(亦名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 與世長辭了, 這位讓蘇聯極權政
體解體並結束美蘇冷戰,促成東西德統一的政
治人物對世界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將永垂青史,
被後人懷念。

戈巴契夫出身貧農之家 ,從小在農村長大
，經濟失調和政府的壓制給他的家庭帶來可
怕的後果。他長大後冒險去莫斯科深造時，
表面上仍忠於共產主義，但內心卻開始質疑
這個體制。當他聽到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
的祕密演講後, 他逐漸意識到普通的、貧困的
蘇聯公民的日常生活與黨和領導層無休止地
鼓吹共產主義對西方的勝利之間存在着巨大
的鴻溝, 因此他深感為了拯救蘇聯,除了大力
改革，別無選擇。

1985年當戈巴契夫成為總書記時，冷戰
正進入了高潮,在世界各地，西方和蘇聯都在
進行血腥的代理人戰爭，他迅速重塑政黨，
希望通過這種變革使經濟擺脫僵化，以使社
會規範擺脫中央控制, 不過當西方開始讚賞這
種新領導風格, 他聲望不斷上升之際，他在蘇
聯內部遭受到的批評越來越大,戈巴契夫還一
度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但在當時，改變如此

龐大奄奄一息的經濟體和被壓抑的社會，是
一個前所未有的社會實驗，其規模和速度也
都是前所未有的,蘇聯建立本質上是”槍桿子
出政權”，莫斯科對其他加盟共和國一直有
絕對的領導權,對許多被蘇聯吞併的國家來說
，由於戈巴契夫的改革而給他們收回國家主
權的機會，但卻導致了長期的混亂,蘇聯解體
可能不是戈巴契夫的本意，但在這一過程中
，除了南斯拉夫陷入戰爭之外，幾乎沒有發
生衝突。

西方的樂觀主義者將共產主義集團的終
結稱為歷史的終結和自由主義的勝利,遺憾的
是，在俄羅斯內部，戈巴契夫的改革並沒有
堅持下去, 他還一度因為宮廷發生政變而被軟
禁,經葉爾欽營救而 獲釋, 畢竟因為他的改革
導致蘇聯解體，東歐國家紛紛宣布脫離蘇聯
而獨立, 那當然是傷害了蘇聯的國家利益, 所
以當時普京曾感慨的說道,蘇聯解體是本世紀
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現在，當戈巴契夫去世的時候，歷史的
命運似乎正在悲劇性轉折中，由於俄烏戰爭
已經開打了半年多，冷戰捲土重來的威脅比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大, 世界
的格局也因為這一場戰爭而在改變之中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報導，最新衛星圖
像顯示，巴基斯坦面臨空前
洪災，使得當地印度河暴漲
，在巴國信德省部分地區形
成一個100公里寬的巨大內
陸湖泊。

巴基斯坦大片地區目前
正泡在水中，聯合國（UN
）官員形容一場有如 「吸了
類固醇的雨季」 ，在巴國帶
來有記憶以來的最大降雨及
洪災，從6月中旬至今已造
成1162人死亡、3554人受
傷及3300萬人受災。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
署（NASA）MODIS衛星感
應器在8月28日拍攝的最新
照片顯示，由於豪雨加上印
度河（Indus River）暴漲，
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In-
dus River）有大片地區浸在
水中。

在衛星照片中央有一個
深藍色區塊，顯示印度河滿
溢及淹沒的地區約達100公里寬，原本是農
田的地方如今成為了巨大內陸湖泊。

巴基斯坦氣候變遷部長芮曼（Sherry

Rehman）最近表示，巴國部分地區 「有如
一片小型海洋」 ，在這場洪災結束時，國內
可能還有4/1或3/1的地方泡在水中。

巴基斯坦世紀大洪災 農田變成100公里寬巨大內陸湖泊

今天是英國黛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逝
世25週年紀念日，悼念者聚集在她當年於巴黎發
生車禍喪生的地點獻上鮮花，並且留下記念她的
卡片等訊息。

黛妃是於1997年 8月31日在巴黎阿爾瑪橋
（Alma bridge/Pont de l'Alma）隧道中遭狗仔隊
跟蹤，隨後失速發生車禍身亡，事發25年至今，
世人依然懷念她的風采。

路透社報導，民眾今天在阿爾瑪橋隧道上方
的自由火炬（Flame of Liberty）紀念碑周圍，放

置照片及鮮花，記念已故的黛妃。
自由火炬是美國紐約自由女神像手握火炬的

複製品，在黛妃發生車禍之後，此處成為了緬懷
她的非官方紀念地點。

據報導，有許多地方民眾及旅客來到這個地
點致敬，擺放鮮花和卡片，並且拍照留念。有一
張卡片寫道： 「25年過去了。」

另有一張卡片附著黛妃的照片，上面寫著
「永遠存在我們的心中」 ，署名者是來自盧森堡

的莫妮姬（Monique）。

黛妃逝世25週年 悼念者聚集巴黎當年車禍地點致敬

世界衛生組織（WHO）今天公布的數據顯示
，全球猴痘（monkeypox ）感染病例已突破5萬
大關，但疫情熱點歐洲及美國疫情正在減緩。

法新社報導，世衛數據顯示，全球目前共通
報5萬496起猴痘感染痘例，以及16起猴痘死亡
病例。世衛今年7月已將猴痘疫情列為國際公衛緊
急事件。

世衛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
breyesus）在記者會上表示，猴痘新感染病例減

少，證明疫情可被阻止。
譚德塞提及： 「在美洲，當地通報的病例占

總數一半以上，有若干國家感染人數持續增加，
但令人振奮的是，加拿大疫情有持續減緩的趨勢
。」

他還說： 「德國及荷蘭等部分歐洲國家疫情
也明顯減緩，顯示公衛干預及社區參與感染者追
蹤和預防傳播措施的有效性。」

世衛：全球猴痘病例破5萬大關 重疫區歐美疫情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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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朔爾茨第二次接受調查委員會正式質

詢。他表示，他對該稅務程序“毫無影響”，同時他還

表示不記得與銀行高層的談話內容。

調查委員會此次調查的重點是朔爾茨及其他社

民黨黨內官員是否參與和影響了該稅務追討程序並

從中獲利。

2016年至2017年期間，朔爾茨與華寶銀行股東克裏

斯蒂安· 奧裏亞琉斯和馬科斯· 華寶舉行了三次會議。在

2021年4月的第壹次質詢中，朔爾茨承認參加了會議，

但表示不記得會議的具體內容。之後，該調查委員會表

示，稅務部門的行動“沒有受到政治幹預”。在19日的

質詢中，朔爾茨再次否認對該案的影響，“奧裏亞琉斯

和華寶先生沒有受到任何特殊優待。”此外，他還表示

希望“停止假設和影射”，漢堡市並未遭受財政損失，

因為華寶銀行之後依法繳納了稅款。

德國最大的在野黨聯盟黨則希望開啟第三次調查，

漢堡市基民盟主席希爾梅克表示：“我們希望開啟新壹

輪的調查程序，因為有新的證據出現。”調查委員會主

席彼得森也表示，預計調查委員會的工作不會馬上結束

，基民盟已申請擴大調查的規模，“目前還不清楚我們

將會調查哪些證人。”

開啟新壹輪的調查程序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此前，

科隆檢察官辦公室曾表示收到了新的證據文件，該辦公

室正在對其進行調查。

華寶銀行騙稅案在2012年首次在德國曝光並引爆歐

洲，據調查，共有11個歐洲國家卷入其中，騙稅金額達

到了550億美元。而現任德國總理朔爾茨在2011-2018年

期間擔任漢堡市長。

2021年 9月，調查委員會對前聯邦議院議員、社

民黨成員約翰內斯· 卡爾斯進行了搜查，在其家中發

現了超過20萬歐元的現金，目前還不能確定這筆錢是

否與華寶銀行騙稅案有關。聯邦議院左翼黨議員法比

奧· 德馬西表示，如果這筆錢被證明與該案相關，那

麼很可能證明朔爾茨也與本案相關；聯盟黨議會黨團委員長托爾斯

滕· 弗雷表示，稅收程序是否存在政治幹預必須得到解釋，反腐敗組

織“透明國際”德國分會主席哈特穆特· 鮑默則要求翰內斯· 卡爾斯

必須公開這筆現金的來源，並要求朔爾茨與漢堡市現任市長琛徹爾

也必須進行澄清。

以色列將從地中海“抽水填湖”

據報道，以色列將從地中海抽水，

把海水淡化處理廠的富余蓄水註入境內

最大的淡水湖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也稱加利利湖，位於以色列

東北部，源於約旦河，與南部的鹽水湖

死海壹樣均為內陸湖，是以色列最大天

然淡水水源，也是全球海拔最低的淡水

湖。但是，據新華社報道，當地降雨不

規律、氣溫升高、密集抽水等問題導致

加利利海湖面不斷萎縮。

“抽水填湖”
當以色列國家水務公司Mekorot的首席

工程師諾姆·本·肖（Noam Ben Shoa）第壹

次聽說該項目時，覺得這個想法非常奇怪。

“但很快，我就理解了其對全國市

場的價值。”諾姆· 本· 肖在管道施工現

場告訴CNN。

這個新項目聽起來或許並不震撼

——壹條綿延31公裏長、1.6米寬的地下

輸水管道，但據《以色列時報》報道，

這條管道意味著以色列將成為世界上第

壹個把淡化水引入天然湖的國家。

諾姆· 本· 肖表示，這條管道耗資

2.64億美元。據以色列國家水務公司Me-

korot消息，該管道預計於今年年底完工

，隨後將進行數周測試，並在2023年第

壹季度末前後投入使用。

菲拉斯· 塔勒哈米（Firas Talhami）是

以色列水務局中恢復以北部水資源的負責

人。他告訴《以色列時報》，建設該管道

的目標是讓加利利海維持“綠色水位”。

據報道，在項目開始的前幾年，管道

每年會往加利利海註入約幾百萬立方米水

，計劃未來每年能引入數千萬立方米水。

以色列水務局發言人表示，每年引入湖中

的淡化水量將取決於當年的湖水水位以及

海水淡化處理廠可用的剩余水量。

“這個項目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提

供了幾乎無限的靈活性。”諾姆· 本· 肖

補充道，“我們可以在有水的地方抽

水· · · · · · 轉移到有需求的地方。（如）

人口聚集地、或用於農業或工業。”

法新社報道稱，以色列對海水淡化技

術的再利用也會引起中東地區其他遭受缺

水之困國家的興趣，有利於以色列與近來

建交的阿拉伯國家進壹步加強關系，比如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巴林、摩洛哥。

約旦和以色列去年在美國撮合下達成

原則性協議，約旦可用太陽能電力換取來

自加利利海的水資源。據CNN報道，根據

該協議，約旦每年將從以色列獲得2億立方

米淡化水，約為約旦水資源需求的20%。

此外，巴勒斯坦方面指認以色列牢

牢把控約旦河西岸水資源，限制巴勒斯

坦人獲取地下水。按照1990年達成的壹

項協議，以方須向巴方銷售壹定量的淡

水資源，但其額度並未隨著巴方人口增

長而提高。

從“北水南調”到“南水北調”
加利利海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直到

今天，該湖仍舊灌溉著當地葡萄園和農場

，為當地社區提供溫泉和遠足小徑，促進

旅遊業發展，同時也有考古價值。

曾經，以色列幾乎所有飲用水都來

自加利利海。上世紀60年代，以色列建

立國家供水系統，其從該國北部加利利

海中抽水，輸往幹旱的南部。

而據CNN報道，作為壹個“水資源不

安全”的國家，從20余年前開始，以色列

壹直從地中海中抽水，通過“反滲透水處

理”（reverse osmosis）將海水淡化為飲

用水。目前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國加州

等地）在幹旱時也采取過這種方式。

如今，海水淡化處理廠的水資源逐

步取代加利利海中的水，其沿海的5個

海水淡化廠為該國約920萬人口提供其

所需的大部分水源，以色列將開始“南

水北調”。今年，以色列水務局計劃從

加利利海抽取3億立方米水（約為湖水

總量的7.5%），主要為湖周圍的城鎮和

村莊提供水資源。

2013年至2018年間，以色列經歷災

難性幹旱，加利利海水位接近歷史最低

點，建設該管道的想法也應運而生。由

於過去兩年冬天的高降雨量，目前加利

利海水位有所恢復。今年4月，其水位

比最高容量時的水位低32厘米，為過去

30年來首次。

不過，Kinneret（加利利海的希伯來

語名稱）湖沼實驗室負責人和科學家吉

迪恩· 加爾（Gideon Gal）表示，除非他

們采取行動，不然30、40年後，要維持

湖（指加利利海）水位、保持水質將成

為壹個嚴重的問題。

新華社援引以色列氣象局專家諾亞姆·

哈爾豐的話介紹稱，過去20年內，以色列

平均氣溫升高2℃，加利利海水位在幹旱季

節顯著降低。壹些模型預測顯示，在本世

紀後半段以色列降水可能減少10%至15%。

另壹方面，以色列人口以“每30年翻壹番”

的速度迅速增長，加大用水需求，也是促成

以色列采取“淡化海水回註”的原因。

多年來不穩定的湖水水位對湖泊的水

生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破壞。加爾稱，在幹

旱的年份，當流入加利利海的水量極少時

，湖水會“老化”，對湖內的養分循環、

藻類和細菌的生存以及整個生態系統的穩

定性產生負面影響。“保持湖泊水位——

全年變化約1.5米——對穩定的生態系統

和更好的水資源至關重要。”

“想象把水在壹個盆中置放壹年，

妳不會想喝它。”加爾說。

引入淡化水的風險“值得承擔”
事實上，不只加利利海，氣候變化及

不可持續的水資源管理下，在中東地區乃

至世界範圍內不少湖泊都開始枯竭，以色

列的這個舉措或將為世界提供新的思路，

但新的方式總伴隨著新的風險。

在該管道的規劃階段，以色列水務

局就要求加爾團隊對往加利利海中引入

淡化水的可能影響進行研究。

據CNN報道，目前加爾團隊進行的

實驗表明，海水淡化處理後的水與湖水

混合後，並不會對已存在的生物產生影

響。事實上，回註淡化水甚至可能對湖

泊產生積極影響，其可能提高湖水周轉

（lake turnover, 指不同深度湖水發生季

節性混合）的頻率，這或有助於防止過

多細菌增長、降低水溫。

數百萬年前，加利利海和死海為同壹

水體。加利利海湖床及周圍有鹽度較高的

泉水，因此湖水比淡化水鹽度更高。加爾

解釋稱，隨著湖水水位降低，其鹽分含量

也有所增加。而通過引入淡化水，對湖水

進行稀釋，“鹹水”的溫度將有所下降。

盡管如此，加爾強調，盡管淡化水已

經過處理，其成分仍然會在其他方面與加

利利海的淡水不同。“當妳混合淡化水和

天然水時，在實驗中妳能觀察到其對生物

（環境）的影響。”加爾補充道，“我們

將會把不自然存在的物質引入湖中。”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動物學部門教授

梅納赫姆· 戈倫（Menachem Goren）告訴

《以色列時報》，他擔心淡化水和湖中鹹

水的混合可能會形成“死區”（Dead

Zones）。如果鹹水魚暴露在淡水中，滲透

作用可能導致它們細胞膨脹。

加爾對此回應稱，在兩種不同水源無

法快速結合時，湖中便可能出現“死區”

，他們在實驗中並沒有發現這種情況。但

是，水流中淡化水和湖水差異並不大，且

肯定比加利利海中兩種水的差異小得多。

在被問及引入淡化水的消極影響時，

加爾表示：“沒人知道答案。我們將是

世界上首個把淡化水引入天然湖泊（的

國家）。我們並沒有（在實驗過程中）

發現問題，但將來壹定會有我們沒有預

料到的事情發生。”

加爾並不希望加利利海需要人為幹

預，但如今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意味著

，“引入淡化水的風險值得承擔”。

新西蘭拍賣會出售行李箱中驚現屍骸
或有多名受害者

綜合報導 據報道，新西蘭奧克蘭壹

家人在壹個拍賣會上“淘”了壹車的貨物

，在打開其中壹個行李箱時，卻驚悚地發

現裏面藏了人體殘骸。當地警方已就此啟

動兇殺案調查，並試圖確認死者身份。警

方認為，這家人與案件無關，他們只是在

不知情的情況下把箱子帶回了家。另有消

息人士透露，警方可能在處理多具遺體的

殘骸，但暫未透露受害者人數和身份信息

。新西蘭警方稱，首要任務是確認死者的

身份，目前仍在等待屍檢結果，所以無法

發表評論。

據介紹，這家人在壹個拍賣會上，從

奧克蘭南部帕帕托伊托伊壹家倉儲公司處

買下了壹個廢棄儲物單元裏的物品。據了

解，這些物品通常來自於壹些欠交租金的

儲藏單元，公司為了“清

倉”才會拍賣。在買入之

前，人們壹般沒有機會仔

細檢查這些貨物。許多人

之所以參加拍賣會，就是

想要“淘”到壹些有“意

外驚喜”的貨物。

偵查員瓦埃盧阿介紹

稱，這家人將箱子帶回家後，才發現裏面

有人體殘骸。報道稱，這戶人家隔壁的鄰

居也表示，在警察趕到之前，就有“非常

惡心”的味道飄出來。住在其隔壁的壹位

鄰居曾在火葬場工作，他說：“這種氣味

是很容易就辨別出來的，我壹聞就知道是

什麼。”另壹位鄰居謝爾頓則表示，這真

的很嚇人。他說：“這家人報警後，隨後

就有靈車停在了門口。”據了解，法醫還

在這戶人家門口搭了壹個臨時帳篷，放置

裝有人體殘骸的行李箱。

據悉，該倉儲公司共有幾十個存儲單

元，壹般用於“個人和企業的存儲需求”

。該公司表示，其三個存儲設施有密碼、

全天候閉路電視和安全照明裝置。公司老

板表示，正在與警方合作調查案件。

生活成本危機加劇 英國被遺棄寵物急增
綜合報導 英國福利慈善機

構表示，由於生活成本危機加

劇，寵物主人越來越負擔不起

他們的寵物。

狗 狗 信 托 會 (The Dogs

Trust)表示，他們收到了創紀錄

數量的寵物“移交”電話

。該信托會稱，2022年已

經收到了 15000個寵物狗

的主人的電話，詢問放棄

寵物狗以便它們被重新收

養的過程。這壹數字是自

2014年該慈善機構聯絡中

心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

此外，皇家防止虐待動物

協會(RSPCA)也稱，2022 年接

收的兔子、貓、狗的數量均高

於去年。

狗狗信托會首席執行官歐

文•夏普表示，他們還接到了壹

位女士的電話，她“心煩意亂，

因為她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能

放棄家裏的狗，她面臨的抉擇

是養狗還是她的孩子”。

RSPCA警告說，由於新冠

疫情期間養寵物的人增加及隨

後的生活成本危機，英國正處

於“動物福利危機的邊緣”，

尤其是低收入家庭。

英國獸醫慈善機構PDSA估

計，每月養壹只狗的費用在50至

80英鎊之間。但在狗的壹生中，

這總計要花費2.5至3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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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西西比州州長今天針對首府傑克遜
（Jackson）與周邊社區發布衛生緊急狀態，
因為洪水破壞水廠處理系統，水處理廠無法正
常供水，導致傑克遜18萬居民沒有安全飲水可
用。

昨晚洪水沖進人力短缺且維護不善的O.
B. Curtis水處理廠，導致處理廠故障。緊急團
隊現在讓處理廠維持40%的處理量；官員表示
，明天安裝臨時幫浦後，處理量預料還會提升
。

官員警告，市內許多水龍頭打開已經沒水
，即便有，也是汙染或未經處理的水。州長李
維茲（Tate Reeves）昨晚在記者會上表示，
「我們沒有大量穩定的自來水」 ，他警告居民
提防危機，今天並派遣國民兵（National
Guard）到市內各地分發飲用水。

李維茲表示： 「這座城市無法製造足夠的
水來撲滅火災、確實地沖洗廁所和滿足其他重
要需求。」 他還說，緊急服務單位將進行 「非
常複雜的後勤任務」 ，向居民分發飲用水。

由於基礎設施老舊，7月下旬以來當局下
令傑克遜居民，水必須煮沸後才能飲用。

傑克遜市政府在聲明中說，最近的暴雨加
劇了危機，因為市內珍珠河（Pearl River）面

臨歷史性的洪水氾濫，昨天才終於開始緩解。
根據密西西比州 「克拉里恩紀事報 」

（Clarion-Ledger） ， 傑 克 遜 市 長 盧 默 貝
（Chokwe Antar Lumumba）在記者會上表示
： 「不意外，我們的水處理系統非常脆弱，O.
B. Curtis從水庫取得水，而由於河水進入廠內
，我們必須改變水處理方式。」

根據密西西比州衛生單位說法，傑克遜的
水處理廠維護人員或經過認證的操作員不足，
無法安全地操作處理系統，因此可能讓水遭到
大腸桿菌和梨形鞭毛蟲等危險生物汙染。

李維茲敦促居民不要使用水龍頭流出的水
， 「很多情況下，這是水庫中的原水被送進管
線。聰明點，保護自己，保護家人，儲水」 。

由於沒有水，傑克遜公立學校今天改以線
上授課，目前沒有安排返校計畫。

白 宮 女 發 言 人 尚 皮 耶 （Karine
Jean-Pierre）表示，總統拜登已聽取相關簡報
， 「在他指示下，我們持續與包括市長盧默貝
在內的州和地方官員保持定期聯繫，並讓大家
知道聯邦政府隨時準備提供援助」 。

根據密西西比州衛生單位報告，傑克遜供
水系統2016年以來一直存在 「嚴重缺陷」 ，
鉛汙染的水管已有超過1個多世紀的歷史。

美密西西比水廠遭洪災破壞 首府進入衛生緊急狀態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的臨時統
計，由於新冠肺炎的流行，美國人平均壽命連
續第二年下降1.5歲，去年也是如此，因此相
比於新冠流行前，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少了3年
。CDC說，上一次這種壽命下降的年份是在
1940年代初期，當時是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
可見疫情的殺傷力堪比二戰。

據統計，大約一半的預期壽命下降，就是
COVID-19 造成的；2021年，美國有超過46
萬人的死亡原因與新冠病毒有關。其次是心臟
病、藥物過量和自殺。

平均壽命也稱預期壽命，是對在標定年份
出生的嬰兒，可能預期壽命的平均年數的估計
。幾十年來美國人的預期壽命一直在上升。到
了2015年曾停滯了好幾年，然後在 2019年時
，平均壽命達到78年零1 個月。

然而， 2020 年降至77年零4個月；2021
年的平均壽命又再次下跌，到了76年零1個月
。這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出生預期壽命下降幅
度最大的兩年。

賓州大學人口學專家山謬•普雷斯頓
(Samuel Preston) 說： 「這是令人沮喪的情況
，以前很糟糕，現在顯然變得更惡化。」

CDC 官員表示， 2021年疫苗接種變得廣
泛可用，但是施打的效率不夠，新的冠狀變體
病毒，導致一波接著一波的住院和死亡。

去年，美國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壽命差距也
擴大到20多年來的最高情況，現在美國男人的
預期壽命剩下73.2歲，比女性少了近6年。

一些種族群體的平均壽命下降也變得明顯
，例如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的預期
壽命下降 6.5年以上，降為65歲。顯然這與當
地的醫療資源不足有關。

亞裔美國人仍然長壽，雖然預期壽命也下
降了大約兩年，但還有83.5歲。

專家表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無法獲得優質的醫療保健、疫苗接種率較
低，以及在大流行最嚴重的時候，需要繼續工
作的低薪人口比例更高，他們往往為了家計而
忽略了健康。

美國人均壽命連續下跌 比疫情爆發前短命3年 美中關係因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惡化
，外界憂11月拜習會恐生變。但美國白宮國安
會發言人柯比今天表示，雙方仍持續積極就拜習
會日期、地點進行協調，但目前尚未有定案。

為反制裴洛西（Nancy Pelosi）8月初率團
訪台，中國宣布取消或暫停中美8項氣候、軍事
及打擊犯罪相關合作及會議，且在台海軍事挑釁
行動頻頻。部分人士憂心，原本可望於11月舉
行的首場拜習面對面會晤，恐因此生變。

不過，柯比（John Kirby）今天在線上媒體
簡報會被問及此事時表示，雙方仍積極就 「拜習
會」 日期及地點進行協調，安排工作持續進行中
，但目前尚未有定案。

「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8月中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北京官員正在安排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訪問東南亞，與美國
總統拜登（Joe Biden）面對面會談，地點可能

是11月15日至16日由印尼主持召開的20國集
團（G20）領導人峇里島峰會。

拜登去年1月上任以來，與習近平進行過4
次通話及1次視訊峰會，最近一次為7月28日，
但兩人尚未面對面會晤。

針對被切斷的8項美中合作及會議，柯比表
示，這些雙邊機制目前仍中斷，其中氣候、類鴉
片止痛劑芬太尼（fentanyl）等議題衝擊全球，
美方對這些機制遭切斷感到非常遺憾，呼籲中方
能重啟。

但柯比強調，美中在資深官員層級仍保有溝
通管道，美國駐中大使與中方每天會就一系列議
題溝通，雙邊軍方也還是能在適當層級與對方溝
通。

他說： 「能至少維持這些溝通管道暢通很重
要，有助降低誤判機會，特別是在南海、台海等
爭端可能升高的區域。」

裴洛西訪台拜習會生變？白宮：安排工作持續進行中

美國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總裁威廉斯
（John Williams）今天說，聯邦準備理
事會（Fed）努力要把美國高漲的通貨膨
脹率壓低至2%，但這得花上 「幾年時間
」 。

法新社報導，聯準會今年積極升息，
希望藉此控制衝擊美國家家戶戶的物價飆
升現象，各聯邦準備銀行總裁們也相繼表
態短期內不太可能改變升息路線，尤其是
聯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

鮑爾日前才發表立場強硬的演說，威

廉斯今天附和說，基準利率必須維持在高
點一陣子，好讓供需恢復平衡。

美國7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
增8.5%，稍微降低，但仍在高點。威廉
斯表示，聯準會非常努力要把通膨率降到
2%的目標。

威廉斯接受 「華爾街日報」 訪問時說
： 「情況極具挑戰性。通膨率很高。經濟
上存在許多逆勢。我確實認為要花好幾年
（才能降低通膨率），但我們會成功的。
」

聯準會今年已4度升息，包括在6月
和7月分別大規模升息3碼，鮑爾本月26
日還預告，9月可能也會大幅升息。

聯準會將於9月2日再檢視一份就業
報告，並於20日、21日召開政策會議。

威廉斯說，9月的政策決定將取決於
各項數據，但 「我們顯然必須在年底前大
幅升息」 ，因為通膨 「太高了，我們真的
很關注這件事」 。

紐約聯準銀總裁：通膨太高 年底前須大幅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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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簽審計監管合作協議
中概股退市風險降 資金料追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協商逾十年的中美監管合作取得

實質進展。26日晚間，中國證監會、

中國財政部與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PCAOB）簽署審計監管合作協議，近期並

將啟動合作。市場普遍認為，這是雙方在解決

審計監管合作問題上邁出的重要一步，有利減

低中概股在美退市的風險，並可刺激資金重新

追捧相關股份。美方計劃9月中之前到香港開

展現場審計檢查。不過，中美在合作形式上仍

有待協調。中方提出，美方須通過中方監管部

門獲取審計底稿等文件，並在中方參與和協助

下對會計師事務所相關人員開展訪談和問詢；

美方則希望完全由其獨立採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就中美監管機
構簽署審計監管合作協議，允許美國官員檢查在美
上市中概股的審計底稿。市場人士分析指，這是有
助避免約200家在美上市的中資股退市的第一步，
並相信是美國憂慮大量上市資源離開當地，轉到香
港上市，對美國市場有損害，故美方立場軟化。但
中概股離開美國的步伐，長遠不會改變，因為沒有
人肯定，美國再換總統後，政策會否又再改變。

根據中美監管機構26日發布的聲明，美國公眾
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可以派員到香港，
獲取美國上市中概股的審計底稿，以及對會計師行
相關人員進行問詢。美方消息稱，美國檢查人員計
劃在9月中前到達香港。

今次協議，標誌着中美的審計僵局取得了突
破，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國科技巨頭從美國退市的
風險也有所減低。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聲興
表示，有關協議最起碼是中美兩國在金融領域上達
成共識的第一步，過去一段時間，中美角力嚴重，
協議有助緩和市場對兩大國衝突的憂慮。

他認為，今次美國的態度有軟化跡象，主要是
因為美國眼見多家中國的大型國企主動從當地退
市，與中概股有關的龐大交投將會消失，勢將影響
美國作為全球首要金融市場的地位。要知道，以阿
里巴巴為例，該股在港的成交，每日大約7億美
元，在美國的日均成交多達30億美元，若阿里完全
從美國退市，美國的損失將更大。目前內地有多家
科技巨頭在美國上市，若全數退市，肯定對美國市
場造成打擊。

另一方面，中概股在美國上市，能夠集得的資
金會較多，對中資公司的日後發展有利，這也是中美
雙方互利互惠的考量。鄧聲興表示，消息或有助中概
股短期向好，但他相信，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的步
伐，不太會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因為今次的審計事
件，其實是一件政治事件，難保下屆美國政府不會撕
毀或修改協議。此外，若有某些中資公司的業務，真
的涉及國家機密，該些公司長遠也傾向從美國撤離。

高富金融投資總監梁偉民表示，即使中美在財
務審計監管合作，能有圓滿的解決方案，但對中美
關係料不會有太大改變。在美國的除牌風險隨時都
有機會在未來再次發生，故中概股回流香港會是大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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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證監介紹，此次簽署的中美審計監管
合作協議，是在雙方2013年執法合作諒

解備忘錄及2016年試點檢查合作備忘錄的基
礎上，根據雙方國內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參
照相關國際通行做法，總結以往雙方合作經
驗，經過反覆磋商達成的。

協議涉信息使用特定數據保護
合作協議主要就雙方對相關會計師事務所

合作開展日常檢查與執法調查作出了具體安
排，約定了合作目的、合作範圍、合作形式、
信息使用、特定數據保護等重要事項。

協議體現三方面重要內容：一是確立對等
原則。協議條款對雙方具有同等約束力。中美
雙方均可依據法定職責，根據合作協議，對另
一方轄區內相關事務所開展檢查和調查，被請
求方應當在法律允許範圍內盡力提供充分協
助。二是明確合作範圍。合作協議範圍包括協
助對方開展對相關事務所的檢查和調查。其
中，中方提供協助的範圍也涉及部分為中概股

提供審計服務、且審計底稿存放在內地的香港
事務所。

三是明確協作方式。“雙方將提前就檢查
和調查活動計劃進行溝通協調，美方須通過中
方監管部門獲取審計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參與
和協助下對會計師事務所相關人員開展訪談和
問詢。”中證監在答記者問中強調，美方不能
單獨入境對相關中國會計師事務所開展調查取
證活動，這符合中國證券法相關規定。對此，
美方則希望完全由其獨立採證。

美方下月赴港審查 年底再檢討
美方計劃9月中之前派人前往香港，開始

現場審計檢查。PCAOB 26日在新聞發布會表
示，之所以選擇香港，是因為中國內地Cov-
id-19的隔離規定太過嚴格，而香港相信更加
寬鬆。

PCAOB將需要派遣大量檢查人員到現
場，對特定公司的審計檢查可能需要幾個月時
間。美方又預計到12月時將檢討是否獲得了

充分的審查權限。PCAOB補充稱，按照協
議，檢查人員將可以獲得未經編輯的審計底
稿，較敏感材料可在“僅限查看”的基礎上獲
得。

隨着中美審計監管合作協議這隻靴子落
地，圍繞中概股退市風險的擔憂得到一定緩
解，在美上市的多隻中概股周五盤前應聲大
漲。路透社引述Great Hill Capital管理成員
Thomas Hayes表示，退市這個一直懸在中概
股頭上的巨大威脅可望緩解，“隨着協議達
成，迷霧散去，許多這樣的股票將大升”。他
指，許多大型的平台型科技股已經經受住了疫
情和行業整頓的影響，現在退市這個不確定性
消除，將吸引投資者重新青睞這類股票。

目前，有超過200家中國公司在美國資本
市場上市，有30餘家中國境內會計師事務所
在PCAOB註冊，能夠為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
提供審計服務。外電報道指，中國內地和香港
是全球僅有的不允許PCAOB檢查審計底稿的
兩個地區。

◆中美簽署審計監管合作協議，近期並將啟動合作，不過雙方在合作形式上仍有待協
調。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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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浙皖警方拘 萬境外電騙幫兇1.3
嫌疑人涉組織偷渡、轉賬洗錢等犯罪活動 公安部：續開展區域會戰力遏電騙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趙一存及中新社報道，隨着警方對港台同胞被

“賣豬仔”事件的深入調查，越來越多的境外詐騙集團勾結境內不法分子

的事件也被逐漸揭發。早前港台警方查獲有香港和台灣籍人員充當詐騙集團幫兇，

不惜以身試法的事件後，內地警方也重拳出擊，首批於江蘇、浙江、安徽3省15市

展開會戰，抓獲1.3萬名嫌疑人。這些犯罪嫌疑人主要從事組織偷渡、引流推廣、

技術開發、轉賬洗錢等各類涉詐新型違法犯罪活動，是電信網絡詐騙黑灰產業鏈條

上的重要環節。公安部表示，未來將繼續組織開展華南片區、京津冀片區等區域會

戰，一仗接着一仗打，堅決遏制電信網絡詐騙違法犯罪多發高發態勢。

公安部：及時清剿涉詐犯罪窩點

◆◆江蘇南京警方在抓捕現場江蘇南京警方在抓捕現場。。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安徽合肥警方在清點涉安徽合肥警方在清點涉
案贓款案贓款。。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當前，電信網絡詐
騙案件多發高發，犯罪形勢嚴峻複雜。而

由於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具有跨區域、非接觸等特
點，這些涉詐犯罪團夥關聯的詐騙案件往往涉及
多個地區，涉及黑灰產業種類繁多，具有極強的
隱秘性和社會危害性。

同時，犯罪團夥集中的地區也極易滋生非
法拘禁、聚眾鬥毆等違法犯罪活動，成為當地社
會治安的重大隱患，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和民眾安
全感。

組成“國家隊”集中打電騙
公安機關在工作中發現，詐騙分子雖大部

分藏匿在境外對中國民眾實施詐騙，但均離不開
境內涉詐新型違法犯罪團夥的支持。此類犯罪團
夥主要從事組織偷渡、引流推廣、技術開發、轉
賬洗錢等各類涉詐新型違法犯罪活動，是電信網
絡詐騙黑灰產業鏈條上的重要環節。

公安部集合全國優勢資源，組織相關警種
部門和專業力量成立“國家隊”，採取“定向研
判、統一指揮、集中打擊”的模式，在全國重點

省市開展區域會戰，全面打擊清理各類電信網絡
詐騙新型違法犯罪窩點和人員。

其他區域會戰亦將展開
公安部近日組織指揮江蘇、浙江、安徽3省

15市公安機關同步開展華東片區區域會戰集中
收網行動，成功抓獲各類涉詐違法犯罪嫌疑人
1.3萬名，搗毀犯罪窩點460餘個，繳獲手機、
電腦、“兩卡”等作案工具1.4萬個（台），扣
押涉案現金 5,000 餘萬元人民幣、虛擬貨幣
（USDT）88.5萬個。

公安部稱，上述嫌疑人主要涉嫌推廣引
流、“跑分”洗錢（通過購買或借用銀行卡幫助
轉移贓款）、技術開發、買賣“兩卡”（銀行卡
和電話卡）等涉詐不法活動的犯罪團夥，狠狠打
擊了詐騙分子的囂張氣焰。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公安機關將始終
保持嚴打高壓態勢，不斷創新打擊模式，繼續組
織開展華南片區、京津冀片區等區域會戰，一仗
接着一仗打，堅決遏制電信網絡詐騙違法犯罪多
發高發態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萍南寧報道）近期，大
量港台同胞被“賣豬仔”誘騙到東南亞國家，使電信
詐騙、反詐等話題也引發兩岸三地高度關注。為了提
高民眾的反詐意識，內地警方也使出渾身解數，利用
各種方式向民眾宣傳反詐知識。廣西南寧良慶區蟠龍
派出所的“女警花”梁慧，更是基於電詐案件受害者
數據，將宣傳重心轉向更為容易被當作詐騙目標的30
歲以下的年輕人，並通過年輕人慣常接觸的奶茶或抖
音平台，宣傳反詐知識。

“大家都覺得反詐和年輕人沒關係，但實際
上，我們發生的很多新型詐騙案的受害者恰恰就是
‘90 後’、‘95 後’這樣的年輕群體。”南寧市
良慶區蟠龍派出所反詐民警梁慧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我們轄區曾是典型詐騙案高發的區域，根據
分析轄區電信詐騙的案例，和回訪受害人，我發現
受害群體大多數是‘90 後’這個階段。”

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數據，電信詐騙受騙
用戶年齡集中在“ 90 後”，佔比 63.7%，其次是
“ 80 後”佔比19.6%；而“00”後受騙用戶佔比
亦高於“60後”人群。“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電
信詐騙的手段也在不斷變化。近幾年，電信詐騙已
全面進入‘定制化腳本’時代，他們掌握着受害者
的隱私信息，再通過定制化的詐騙劇本實施騙局，

讓人防不勝防。”梁慧表示，“新型詐騙難以偵
破，詐騙手段也層出不窮，而解決詐騙最好、就是
防患於未然。所以我們要加大宣傳，提升年輕群體
的反詐意識。”

“反詐”奶茶受年輕人歡迎
為向民眾展開反詐宣傳，梁慧制定了一系列反

詐宣傳方案。例如她與奶茶店合作推出“聯名款”
反詐奶茶。“來，嘗嘗我們這杯‘反詐奶茶’”，
梁慧遞來一杯印有反詐標語的奶茶。在奶茶的杯子
上，貼有一張宣傳單。上面不僅印有警察的卡通形
象，還有例如“全民反詐”“不聽不信不轉賬”的
標語，宣傳單的最下方，是“國家反詐中心”App
二維碼。這是公安部刑偵局開發的手機應用程式，
發布於2021年3月。程式內不僅會實時更新最新詐
騙手法，還能檢測來電是否屬於電詐嫌疑電話，並
及時給出預警。同時還提供舉報和驗證功能，即使
用者若識破了詐騙電話，可在線實時舉報，或當使
用者對來電者身份存在疑慮時，可以通過在線驗證
的方式進行甄別，降低被騙的幾率。

和警方聯名的奶茶店“霸王茶姬”在南寧當地小
有名氣，而在其鬧市區的門店內，來來往往的客人中，
立在店中央寫着“全民反詐，天下無詐”宣傳標語的

立牌格外顯眼。有的年輕消費者看到立牌後，甚至直
接掏出手機掃碼下載反詐 App。

“現在很流行跨界聯名，沒想到奶茶竟然和反
詐搞起了聯名，這杯奶茶不僅能提神，而且還很
‘醒腦’，長知識了呀！”南寧的“90 後”消費者
卜小姐自稱是“靠奶茶續命”的“奶茶迷”，而第
一次看到奶茶上的宣傳標語，她就下載了反詐
App。“之前在社交網絡上有很多關於電信詐騙的
新聞，但是都感覺離自己很遠，然後在喝奶茶的時
候看到了有關宣傳，覺得還是很有必要的。於是我
不僅自己下載了反詐App，我還回家給父母的手機
都安裝了。”和卜小姐一樣，買奶茶“被種草”的
消費者不在少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萍南寧
報道） “梁警官，有兩個賬號冒充
集團領導，讓我們剛畢業的年輕出納
走非正規流程，轉賬97萬元人民
幣。”南寧市一家公司的財務人員聯
繫上梁慧，並給她發了幾張截圖詢
問。截圖中，騙徒們偽裝成公司各級
領導，拉了公司出納專門組建一個聊
天群組，以命令的形式對涉世未深的
出納“輪番轟炸”。好在出納將視頻
截圖發給了公司的財務經理。而財務
經理又是剛剛才接受蟠龍區派出此前
組織的一場反詐培訓，發覺事有蹊
蹺，於是將事情反饋給了梁慧。也正
是因此，這家公司避免了將近百萬元
人民幣的損失。

為了向年輕群體宣傳反詐知
識，梁慧可謂是絞盡腦汁。而奶茶
反電騙取得預期宣傳效果後，梁慧
也在“跨界聯名”的路上越走越
遠。梁慧還聯合轄區內的銀行、酒
店和商舖等組成的反詐聯盟推出反
詐主題的口罩、充電寶等實用的生
活用品。這些物品本身即有極高的
使用性，依附在上的反詐宣傳，也
能藉此獲得更好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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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南寧市良慶區蟠龍派出所反詐民警梁慧在
奶茶店展示反詐奶茶。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公安
部刑偵局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偵查處副處長郭威接受
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公安部自去年以來對滯留在
境外尤其是重點地區和國家的人員開展教育勸返工
作，大量境外涉案人員被勸返回國並被限制出境。

但據公安機關掌握的情報線索顯示，這些人員
並未收手，有的甚至重操舊業繼續從事各類違法犯
罪活動，為境外詐騙團夥提供服務支撐。而這些境
內團夥為逃避打擊，甚至一天一轉移。他強調未來
公安部會繼續採取集中研判方式，指導各地快查快
打及時清剿當地的犯罪窩點。

郭威表示，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犯罪鏈條非常
長，境外的犯罪團夥和境內的黑灰產業團夥銜接緊
密，分工明確。而境內黑灰產業環節相互之間都是
隔斷的，彼此之間並無聯繫，但卻共同服務於一個
境外詐騙團夥上家。

25個單位聯手遏電騙
郭威說，過往各地公安機關從本地案件入手，

只能依託自身的數據資源開展偵查研判工作，但研
判的線索散落在全國，難以及時發現，容易使一些
黑灰產業窩點漏網。本次會戰則是一次創新。由公
安部集合全國的優勢資源，集中研判、攻堅、打
擊，實現對一地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及關聯黑灰產業
犯罪集中清理。即便有部分被打擊對象不構成犯

罪，也能進行一次教育懲戒，避免其越走越遠，淪
為犯罪分子的幫兇。

他表示，本次的打擊戰果，依託於國務院打擊
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機
制。機制的25個成員單位輸出線索、緊密配合，甚
至一些互聯網企業也主動參與進來。“如工信部、
網信辦、人民銀行。他們掌握的一部分數據和國內
頭部互聯網企業的資源數據非常關鍵和重要，加上
民眾主動投訴的涉詐線索，我們拿過來集中研判，
然後把這些線索集中交辦給地方，由地方對這些線
索進行二次甄別研判，將之分類分級。”

主動出擊捂緊百姓錢袋子
郭威說，中辦國辦早前出台了“加強打擊治理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工作意見”，全國人大也正在
加緊推動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的出台。金融、通信和
互聯網的行業主管部門，如工信部成立了自己的反
詐中心，人民銀行也在組織反詐中心，通過這種模
式集中行業資源去提前發現一些受害人的信息，發
現一些犯罪線索，及時主動地去阻斷去攔截犯罪，
以此捂緊人民群眾的錢袋子。

郭威表示，本次區域會戰模式各地要主動學
習，集中研判當地的電信網絡詐騙及黑灰產犯罪窩
點，可自行組織區域會戰，一些省要組織各地市聯
動，地市要組織縣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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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国

道院凝古色

进入八大山人梅湖景区，踏过一座长满青苔
的清代石板桥，登上小岛。

小岛形似八大山人笔下的游鱼，与梅湖浑然
一体，水陆相生，宛若太极。八大山人纪念馆坐
落在岛上，由青云谱道院旧址、真迹馆和艺术研
究中心三大建筑组成。

走进纪念馆正门，一尊八大山人的铜像映入

眼帘：面容清癯，神情冷逸，双手环抱于胸前，
斜挎斗笠。这是雕塑家唐大禧1986年为纪念八大
山人诞辰360周年创作的。

朱耷，号八大山人、个山等，1626年生于南
昌，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自
幼性情孤介，颖异绝伦。史料记载，朱耷“八岁即
能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少时能悬腕写米家小
楷”。明亡后，为避战乱，朱耷剃发为僧，后改信
道教，居于青云谱道院。朱耷年近六旬时还俗，
正式使用“八大山人”名号进行创作，艺术日臻
完美，佳作频出。约 1705 年，八大山人离开人
世。

青云谱道院旧址主要展示了八大山人生平有
关资料。此地原为道教“净明派”道场，清代翻
建为“青云圃”道院，清嘉庆年间改名“青云
谱”。现存的青云谱是一座依据道家规范建设、具

有江西民居特色和明清制式特点的古建筑群，占
地面积约 1.1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2500 平方
米，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云谱主体建筑包括关帝殿、吕祖殿、许祖
殿，三殿前后有天井内庭，周围有回廊环绕，左
右设偏殿厢房，形成前后四合院布局。建筑均为
穿斗式和抬梁式混合木结构，门窗饰以雕花格
扇。整座古建筑群由清水墙与园林隔开，只留

“众妙之门”和“斗姥阁”大门内外交通。其中，
吕祖殿东面的黍居小院曾是八大山人休息之所。

青云谱的造景手法简练自然，修塘置亭，顺
势而为，堪称道家园林的典范之作。园内有数百
年的古樟树、苦槠树、罗汉松，春有桃花夏有
荷，秋有桂花冬有梅，一年四季呈现出不同的景
致。在满园古树中，一棵约500年历史的罗汉松
苍郁遒劲，引人注目。

“按照年代推算，八大山人应该见过这棵
树。”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周晓健说。

斯人艺独绝

八大山人纪念馆的馆藏以书画作品为主，共
有 6件国家一级文物，其中 4件为八大山人的作
品，另外2件是八大山人的好友牛石慧和黄安平
的作品。

在序厅中，可以看到黄安平为八大山人所绘
的肖像《个山小像》。这幅画像形神兼备，体现了
中国线描肖像画的较高水平，为后人认识八大山
人的形体面貌提供了直观依据。画中有 9 段题
跋，其中 6 段是八大山人自题，分别用真、草、
隶、篆四体书写，全面反映了八大山人中年时期
的书法艺术成就，十分珍贵。历史上关于八大山
人的文字记载非常少，《个山小像》中的题跋讲述
了八大山人的身世、经历和信仰，对于研究八大
山人具有重要价值。

其中一段八大山人自己写的题跋，点明了
《个山小像》的创作背景：甲寅年端午节后两天，
八大山人遇到老朋友黄安平，好友为其绘制了这
幅肖像，当时八大山人虚岁 49岁 （即 48周岁）。
结合历史推算，作画的具体时间应为1674年，根

据八大山人当时的年龄，可以推算出他的出生年
份。

真迹馆中展示了八大山人的作品。八大山人
的艺术创作践行了“意境审美”“外师造化，中得
心源”“书画同源”等中国书画的根本规律与方
法，体现了儒、释、道思想精髓，笔墨运用极为
精妙。他的画作别具一格，往往以经意之笔得不
似之趣，正如齐白石所说“画在似与不似之间”。
就算是对美术知识无甚了解的人，也很容易通过
绘画风格辨认出八大山人的作品。

他所画的动物，无论是天上的飞鸟、地上的
小鹿还是水里的游鱼，都只有寥寥数笔，它们或
拉长身子，或紧缩一团，形象别致。最为传神的
是这些动物的眼睛，椭圆形的眼眶中有小小的眼
珠，有时斜睨，有时警觉，有时又像翻着白眼瞪
人。

《双鹰图轴》是八大山人晚年画鹰的代表作。
八大山人擅长画鹰，取法于明代画家林良，而在
用笔之简洁、用墨之洒脱上，更是“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画面上两只苍鹰相互顾盼，枯木顽石间
于其中，造型简练，笔墨圆浑，在高低俯仰之
中，英武之姿跃然纸上。

纪念馆中令人印象最深的画作之一是《墨荷
图轴》。这幅图轴为纸本墨笔，纵178厘米、横92
厘米。不同于寻常画荷花的方式，八大山人采取
从荷花根部向上仰望的视角，绘出长长的茎、高
大的叶和花。荷花尤显清高超拔，与之相比，画
画的人和看画的人似乎都显得渺小。画面大量留
白，言有尽而意无穷。

佳作传后世

“八大山人长于水墨写意，在中国美术史上有
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历代大师如吴昌硕、齐白
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等，都对他推崇备
至，心追手摹。”周晓健说。

馆藏一幅《孤松图轴》，画中孤松棉里裹铁、
挺拔苍劲，充分体现了八大山人简约深邃的艺术
风格。画面左下角有近代国画大师吴昌硕的题
跋，言辞间洋溢着对八大山人的欣赏：“八大山人
画，世多赝本，不堪入目。此帧髙古超逸，无溢
笔，无剩笔，方是庐山真面。尝从迟鸿轩借读，
因题其后。乙未仲秋佳日 吴俊卿”。

齐白石有诗云：“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
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表
达了对青藤 （徐渭）、雪个 （八大山人）、老缶

（吴昌硕）的仰慕。齐白石曾赴南昌游历，追寻八
大山人足迹，临摹八大山人原作。直到晚年，齐
白石的画作还延续八大山人绘画母题，常用题材
还是荷、芭蕉、鱼、鹰等，造型、构图都可找到
八大山人的痕迹。

纪念馆中藏有3幅齐白石画作，其中两幅的
题跋提到了八大山人，《寒鸟图》上写有“予曾游
南昌见雪个画寒鸟”，《葡萄图》 上写有“予

（余）见八大山人题蒲（葡）萄句，云：老馋。亲
口教枇杷，予（余）不得解。”

近年来，八大山人纪念馆陆续推出《“翰墨
传薪 齐聚八大”四馆馆藏书画精品合作交流展》
《“浑无斧凿痕——对话齐白石”北京画院典藏
作品展》《回望传承——八大山人纪念馆建馆 60
周年故宫典藏特展》等一批精品展览，同时举办
学术研讨会，将学术研究成果整理成册、出版发
行。

2021年12月，八大山人纪念馆和中央美术学
院美术馆联合举办的《天才纵横——中央美术学
院美术馆馆藏任伯年作品专题展 （南昌站）》在
八大山人纪念馆开幕。“八大山人是促成任伯年艺
术走向成熟的关键人物，这次展览力图在历史的
语境中去解读任伯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张子康说。这次展览吸引了数十万观众参观，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精品展览，让更多人有机
会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成果，提高传统文化的影响
力。”周晓健说，“此外，我们还创新传播手段，
开设短视频账号，开发文创产品，让人们可以

‘把博物馆带回家’。”
从2018年开始，八大山人纪念馆发力文创，

现已推出文创产品300多种，以简洁精巧的设计
受到大众喜爱。

“这件T恤很有个性，正面有八大山人的画，
背面印字，孩子很喜欢。”游客张女士临走前挑选
了3件文创产品，“把这些带回家，让家里更有文
化气息。”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笔
墨
横
姿

古
建
生
辉

本
报
记
者

杨
颜
菲

江西南昌，文脉悠长，青云谱区的名字尤为特别。区内三湖三河交错环
绕，梅湖中一座小岛上，藏着“青云谱”这个名字的由来，也藏着一座独具特
色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这是众多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唯一一
座古代画家专题馆。

八大山人纪念馆成立于1959年，馆内收藏40余幅八大山人的真迹，还藏有
黄慎、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作品。

左图：八大山人绘《双鹰图轴》。右图：八大山人绘《墨荷图轴》。 八大山人纪念馆供图

青云谱道院旧址。 杨颜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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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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