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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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事持續
，加上其他不利因素對全球經濟造成衝
擊，世界貿易組織（WTO）今天大幅下
修2023年全球貿易預測。

法新社報導，WTO秘書長伊衛拉
（Ngozi Okonjo-Iweala）今天在日內瓦
告訴媒體： 「全球經濟目前面臨多重危
機。貨幣緊縮對世界各地的成長造成壓
力。」

WTO今天公布年度貿易預測更新報
告。WTO經濟學家表示，他們仍預期今
年全球經濟成長2.8%，和4月預估值相
同。

不過，WTO經濟學家將2023年全
球經濟成長預估，從之前的3.2%下修至
2.3%。

相較之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維持今年成長預估3%，明年
成長預估2.2%。

國際貨幣基金（IMF）則預估今年
經濟成長3.2%，明年成長2.9%。

WTO經濟學家預測，今年全球商品
貿易量將成長3.5%，略高於之前的預估
值。

他們預期2023年商品貿易量僅成長
1%，較4月預估的3.4%大幅下修。

伊衛拉說： 「2023年的前景大為黯
淡。」

WTO表示，烏克蘭戰爭引發的歐洲
能源價格飆漲，預期將壓縮歐陸家庭支
出，並提高製造業的成本。

與此同時，美國緊縮貨幣政策對房
市、車市和固定投資部門帶來打擊，而
中國仍深陷COVID-19（2019冠狀病毒
疾病）疫情和製造業的混亂。

WTO還說，燃料、糧食和肥料等進
口成本攀升，恐造成開發中國家更多的
糧食匱乏和債務壓力。

經濟衰退逼近 WTO大幅下修2023年全球貿易預測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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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DC said today that they will no longer
maintain a country-by-country list of travel advisories
related to Covid-19.

Starting from October 3rd, a notice will only be
posted for the country if there is a Covid-19 variant of
concern.

But the CDC said that regardless of their
destination,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should stay
up-to-date on their Covid-19 vaccines and follow up
on CDC guidance.

The CDC issued its first travel notice for China in
January 2020. The agency has long been updating its
advisories list each Monday.

Vaccination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safety factor
for travel and most people can be protected from
being severely ill.

The CDC still advised people to test before you
come back home. Do not travel if you are sick.

Now that the pandemic has slowed down, most
countries are opening their doors to welcome tourists
and business people back to come and visit.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pandemic has really been painful
and unforgettable. 1010//0404//20222022

CDC Suspends Country Specific Covid-CDC Suspends Country Specific Covid-1919 AdvisoriesAdvisories

國家疾病預防中心宣佈，該中心從即日起不再限制對
各國新冠疫情之警告，有許多國家疫情減緩不需要更多之
限制。
從十月三日開始，疾管中心只會公佈疾情管制之國家

和地區，但是他們建議美國旅客要有更新的種植疫苗證明
。
疾管中心自二O二O年元月以來就發佈了到中國旅遊

新冠疫情之通告，到目前為止，仍然每星期一在進行中。
醫療專家們認為，接種疫苗仍然是旅行最安全之做法

，對大多數人而言，至少不會變為重症。
從國外回美的公民和綠卡持有人在入境時已經不再要

求出示隂性反應證明，但他們仍然應該在上機前進行測試
，如果有不舒服之現象就不要上飛機。
新冠疫情正在持續消退之中，全世界許多國家已経敞

開大門，迫不急待要迎來各方訪客，這塲浩刧，真是令人
痛苦和難忘。

疫情管控漸放鬆疫情管控漸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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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前總統在喬治亞州所親自欽點的共
和黨參議員參選人足球巨星赫學華克(Her-
schel Walker)竟出了大紕漏, 被前女友揭發
, 他曾支付墮胎費讓她去流產, 顯然違背了
他與共和黨反對墮胎的政見, 更不堪的是,
他的親兒子公開舉發他生活極不檢點,在外
有4個女朋友與4個私生子, 毫無家庭倫理
觀念, 根本不配當國會議員，所以喬州選民
們不應該投票給他！

赫學華克這下子可慘了 , 現在距離 11
月中期選舉只有30幾天, 正當他的民調落後
於民主黨對手拉斐爾•沃諾克之際, 他正試
圖翻轉選情, 並且冒了最大的風險, 答應要
與對手辯論以扭轉大家對於他不懂政治與財
經的觀念, 現在卻在倫理與誠信方面出了大
問題, 不知道他與他的競選核心團隊要如何
去解答這些棘手問題。

在NFL美式足球界, 赫學華克是鼎鼎大
名的跑鋒, 也是喬治亞州Wrightsville所培育
出來最偉大的美式足球員, 堪稱為喬治亞州
大英雄,不過他卻是一位政治門外漢, 雖然有
心服務於公職, 由於缺乏政治方面的學識與
素養, 所以毫不具備參政的條件, 但他是忠
心耿耿的川普支持者，在過去兩屆總統大選

都極力擁戴川普, 討得了川普的歡心, 於是
川普獨排眾議徵召他出來代表共和黨競選在
一年多前才失去的參議員大位, 由於川普表
態, 使其他原本要參選的共和黨精英寞然退
出, 赫學華克也把戶籍從德州遷入喬州, 準
備全心投入選戰, 只是他在過去幾個月內的
表現並不佳, 他不了解公共政策，也不了解
喬州息息相關的問題, 在發表公共議題時,
他的觀點與意見相當膚淺, 甚至令人不堪,
因為他離開喬治亞州已經多年, 對該州重大
建設與議題懵懵懂懂,他各次發言雖膽量大,
聲音也大, 但卻讓人有一種黔驢技窮的感覺
, 原本喬治亞州共和黨有真正的機會通過派
出強有力的候選人來贏回參議院席位, 只是
華克並不是那個人。

赫學華克也許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大學
足球員，而且肯定是喬治亞州的足球傳奇人
物，但他真的不具備有國會議員們的條件,
他甚至不夠格當候選人, 他從未在政治競選
中接受過審查, 根據最新出爐的民調,他落後
於現任對手拉斐爾•沃諾克，而且差距逐漸
拉大, 看來川普與共和黨這一次是把進攻參
議院的球錯誤的交給了赫學華克, 他是根本
無法衝鋒達陣的!

伊朗庫德族女子艾米尼上月因未戴好
頭巾遭道德警察羈押後死亡，引發全國反
頭巾示威。網傳影片顯示，女學生們面對
著一般民眾畏懼的強硬派民兵組織成員，
群起質問他，大聲怒吼要他 「滾開」 。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伊朗反政
府示威在全國蔓延開來，如今這股風潮也
傳至校園，一部新的網路影片顯示，一群
女學生正在質問一名伊朗強硬派民兵組織
巴斯杰（Basij）成員，這個組織在伊朗可
是令人畏懼的團體。

法 新 社 報 導 ， 這 部 影 片 由 名 為

1500tasvir的帳號在社群網站分享，地點是
伊朗南部城市希拉茲（Shiraz），當時這名
巴斯杰成員站在講台上。

據報導，這群女學生當時摘下頭巾，
在空中揮舞，對著這名民兵組成員大喊著
「滾開，巴斯杰」 。BBC及法新社目前尚

無法證實這則影片的真實性。
伊朗22歲庫德族女子艾米尼（Mahsa

Amini）據信因未能遵守嚴格女子服裝規定
，被道德警察逮捕後於9月16日死亡，掀
起伊朗自201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
。

社群媒體貼文顯示
，伊朗首都德黑蘭、
伊斯法罕（Isfahan）
、拉希特（Rasht）
和希拉茲（Shiraz）
等大城市本月有民眾
為此舉行示威。
倫敦、羅馬、馬德
里和其他西方國家城
市也有民眾手拿艾米
尼的照片舉行示威，
聲援伊朗抗議者。

伊朗艾米尼之死掀學運 成群女學生無畏怒嗆民兵組織

北韓4日發射彈道飛彈飛越日本後，南韓和駐韓美軍5日也射彈予以反制回應，其中4枚飛彈命中目
標，不料，另一枚由南韓自行發射的 「玄武-2Ｃ」 型彈道飛彈在發射後不久即墜毀在附近的南韓軍事基地
內並引發熊熊大火，儘管未造成傷亡，但卻引起民眾恐慌，讓附近居民誤以為兩韓開戰了。南韓軍方5日
為此次飛彈發射失敗擾民一事向公眾道歉。

北韓4日從慈江道舞坪里試射一枚中程彈道飛彈，飛行距離約4600公里，並飛越日本上空，這是北韓
射彈歷史上最遠的一次試射。也讓日本政府時隔約5年再透過全國瞬時警報系統（J-Alert）發布警報。不
過，警報卻發生誤傳、變來變去的情況。J-Alert一開始針對北海道及東京離島地區發布警報，之後變更
發布地區為青森縣及東京都，最後又變更為北海道及青森縣。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昨日對因警報受
到驚擾的東京都離島地區民眾表示歉意。

在北韓射彈後，韓美即展開反制行動，聯合實施地對地飛彈射擊訓練。根據計畫，先由韓軍發射一枚
「玄武-2C」 彈道飛彈（射程約1000公里）、2枚陸軍戰術彈道飛彈（ATACMS，射程300多公里）及由
駐韓美軍發射2枚陸軍戰術彈道飛彈。不過，韓美發射的4枚地對地陸軍戰術飛彈皆精準擊中模擬目標，
但韓軍於4日深夜先發射的 「玄武-2C」 飛彈，卻在發射後發生異常飛行，並落入鄰近的韓軍基地內。

飛彈落入基地後因推進劑燃燒造成火災，但彈頭並未爆炸。而飛彈誤落所產生的火花、噪音、閃光也
驚動基地附近地區的居民，消防部門和警署接到了眾多詢問電話，附近許多居民以為兩韓戰爭已爆發，一
名附近居民就在推特（Twitter）上說： 「我以為開戰了，結果是軍事訓練。」 南韓軍方5日對深夜引發江
原道江陵地區居民擔憂一事致歉。

2017年韓軍射彈時也曾發生過類似情況。2017年9月15日，韓軍發射2枚 「玄武-2A」 彈道飛彈，
以反制當時北韓發射中程彈道飛彈，其中1枚 「玄武-2A」 也發生飛行異常，在發射數秒後墜入大海。

韓美軍演嗆朝鮮 飛彈墜毀基地 韓軍方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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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人食品消費下降
對價格更加敏感

綜合報導 尼爾森研究所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2022年1月至8月，

法國人的食品消費與2021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以上。

據報道，按照尼爾森研究所公布的最新調查報告，法國人在2022年

1月至8月的食品消費同比下降5.1%，無子女人群受影響較小，50歲以

下無子女人群的食品消費降幅為2.2%，50歲以上無子女人群的食品消費

甚至增長了2.8%。

尼爾森研究所分析部主任尼古拉· 萊熱解釋說，不能簡單地認為法

國人食品消費大幅下降，2021年1月至8月，法國仍受到與新冠疫情相

關的宵禁和遠程辦公等限制措施影響，人們減少外出就餐，居家餐飲消

費不可避免地有所增加。自2022年初以來，情況逐漸恢復正常，尤其是

那些更多在外奔波、去餐館、吃工作午餐的法國人，可以減少采購食物

填滿冰箱的支出。

尼古拉· 萊熱也表示，通貨膨脹對某些類別的食品消費產生影響。他

舉例說，法國家庭的酒類消費平均同比下降了11.4%，50歲以下無子女人

群的這壹降幅為1.9%，“面對不斷增長的支出，人們不得不作出選擇，

衛生和美容用品消費也有所減少，尤其是面霜等價格更貴的產品。”

根據尼爾森研究所的調查數據，法國1200萬人口現在發現自己的購

買力受到通脹環境削弱，這壹數字比2021年12月增加了700萬。值得註

意的是，2022年1月至8月，法國超市超過21%的銷售額是通過促銷產品

實現的，這說明法國消費者對價格越來越敏感。

俄歐兩條天然氣管道現三次泄漏事故

運營商：遭前所未有破壞
綜合報導 據報道，“北溪（Nord Stream）”天然氣管道1號和2號

出現損壞的原因尚不明確。有關當局並未排除遭到破壞的可能性。

“北溪1號”運營商表示，這些天然氣管道在壹天內遭到了“前所

未有的破壞”。BBC指出，這兩條天然氣管道壹直是俄羅斯和歐盟之間

能源供應沖突的熱點。實際上，無論造成破壞的原因是什麼，都不會對

歐洲天然氣供應立即造成影響，因為兩條管道已陷入停運。

另報道，瑞典海事局已就“北溪1號”管道的兩處泄漏發出警告。

不久前，附近的“北溪2號”管道也出現泄漏，丹麥當局因此限制船只

在事故5海裏半徑內的航行。

俄方表示，俄羅斯天然氣管道出現泄漏令人擔憂，遭到破壞是潛在

可能的原因。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向媒體表示：“現在還不能

排除任何情況。”

《聯合早報》指出，盡管“北溪”1號和2號管道目前都沒有向歐洲

輸送天然氣，但管道裏面仍有天然氣。泄漏事故導致歐洲在冬季前通過

“北溪1號”接收天然氣的希望完全落空。

英國減稅計劃引發市場持續震蕩
恐慌情緒迅速蔓延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公布大規模減稅

計劃，引發市場對英國政府債務暴增和通

脹加劇的擔憂，市場信心遭受重創，恐慌

情緒迅速蔓延。壹周以來，英國股市債市

匯市三大金融市場連續出現全面震蕩，英

鎊兌美元匯率在9月26日更是壹度跌破

1.04的歷史低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罕見地對英國減稅政策提出警告，敦促英

國政府重新評估減稅計劃。英國央行行長

安德魯· 貝利被迫緊急表態，將密切關註

事態發展，必要時果斷采取行動。

英國本輪減稅計劃是近50年來最激

進的經濟刺激方案。根據英國財政部公

布的細節，英國政府擬取消將公司最高

稅率提高到25%的計劃，繼續保持在當

前19%的水平，並從2023年 4月起將個

人所得稅基本稅率從20%下調至19%。

英國政府還計劃大幅削減印花稅，將印

花稅免稅額從12.5萬英鎊調升至25萬英

鎊。英國新任財長誇西· 克沃滕表示，

2026至 2027財年將少收稅款450億英鎊

。據英國債務管理局預測，財政刺激政

策將大幅增加英國政府借債規模，這些

資金主要通過發行債券籌集，預計英國

2022至 2023財年凈融資需求將大增724

億英鎊，達到2341億英鎊。

英國減稅方案引發了市場對英國債

務和借貸成本飆升的廣泛擔憂。自新冠

肺炎疫情暴發以來，英國政府2020年和

2021年的財政赤字率分別為13%和7.9%

，遠高於2015年至2019年2.9%的平均赤

字率，政府債務占GDP比例也從疫情前

的84%上升到100%。英國國家統計局9

月2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8月份英

國政府債券應付利息再創新高，達82億

英鎊，英國公共部門借貸118.2億英鎊，

較此前預測的60億英鎊高出近壹倍，該

月英國政府赤字達84.5億英鎊。截至今

年8月，英國不包括國有銀行的公共部

門凈債務累計達24275億英鎊，相當於

GDP的96.6%。債臺高築使英國政府融資

多用於還債，用於公共投資的資金會嚴

重受限。

IMF為此罕見地對英國減稅方案提

出批評，認為英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

背道而馳，這些措施不具有針對性，大

規模和無目標的財政計劃將加劇國內的

不平等，還可能破壞其貨幣政策，引發

市場不安。德國財長克裏斯蒂安表示，

“英國央行在踩剎車，而政府卻猛踩油

門”。美國前財長薩默斯更是直言不諱地

表示，減稅計劃導致英國長期債券利率飆

升標示著“信譽的喪失”，這將影響倫敦

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在經歷“脫歐”陣

痛、債務和通脹高企的情況下大規模減稅

，將使英國經濟遭受重挫。

面對外界眾多批評之聲，英國新財

長拒絕改變方向，並暗示未來可能會有

更多的減稅措施。這壹言論再次加劇了

市場恐慌，造成英國“股債匯”整體殺

跌。英鎊連日持續大幅波動，上周五當

日兌美元匯率跌破1:1.09，創37年來最

低水平。進入本周，26日英鎊兌美元匯

率慘跌 4.7%，壹度跌到歷史最低位

1.0327，9月27日至28日連日在1.08以內

震蕩，徘徊在1971年以來的低值水平。

27日英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升到2008年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新高，為4.377%。5

年期債券收益率從8月底的約3%上升至

4.6%，創14年來最高。兩年期借貸成本

從壹年前的0.4%飆升至4%。英國股市也

慘遭跳水，英國金融時報100指數上周

五大跌近2%，27日報收6984.59點，較

26日下跌36.36點。

金融市場的大幅震蕩加大了英國央行

大幅加息的預期，市場預計英國央行在11

月和12月兩月內將分別激進加息100個基

點，年底前加息200個基點。利率上漲預

期首先對抵押貸款市場造成沖擊，使英國

住房市場受到嚴重影響。越來越多的貸款

機構開始撤回新的住房貸款交易，以對抵

押貸款進行重新定價。壹旦抵押貸款利率

大幅上升，英國200萬持有可變利率貸款

的房主將面臨重大打擊。

迫於市場重壓，英國財長誇西承諾

將於11月份公布中期減債計劃，預計英

國財政部未來幾周內將開始削減政府開

支。為安撫市場情緒，英國央行也於28

日宣布，從即日起到10月14日緊急購買

政府債券，以幫助恢復市場秩序，防止

金融市場出現重大風險。英國央行還表示

，將加強與市場對話，讓市場確信央行有

能力應對通脹上升，央行將在11月3日的

政策會議上作出“重大政策回應”。

英國財政部和央行的表態暫時緩和

了市場的嚴重不安情緒，英鎊27日、28

日出現盤中小幅反彈。鑒於英國二季度

經濟出現萎縮，8月通脹率高達9.9%，

為七國集團(G7)國家中最高，經濟學家

和金融機構普遍認為，英國政府大規模

減稅政策將導致政府債務的不可持續，

繼而進壹步推高通脹，給貨幣政策造成

重壓，英國經濟可能陷入高負債、高通

脹、高利率的惡性循環，因而對市場中

長期走勢的預估總體處於悲觀狀態。匯

豐銀行表示，英國國債收益率大幅攀升

的同時，英鎊卻未走強，意味著英鎊交易

不再處於周期性動態中，英鎊匯率與國債

利率走勢間的緊密聯系已瓦解，這是實施

財政擴張政策的壹大風險，英國債務狀況

將在未來壹年內急劇惡化。據匯豐預計，

英鎊仍可能再跌5%，使英鎊兌美元匯率進

入平價區間。而摩根士丹利、野村證券等

金融機構則更加悲觀，認為英鎊兌美元匯

率明年初將跌破平價水平。

法國全國性罷工 馬克龍政府面臨考驗
綜合報導 法國多個工會組織了全國

跨行業罷工遊行，要求漲工資，抗通脹

，增加居民購買力並且明確提出反對法

國進行退休制度改革，推遲退休年齡。

按照各大工會的說法，法國各地共舉行

了 200多場遊行活動，共有超過 25萬人

參加，而按照法國內政部的統計，全法

共有 179場遊行聚集活動，共有 11.85 萬

人參與其中。

當天的罷工涉及法國多個公共部門

，其中交通部門受到影響最大。法國部

分地區高鐵、城際鐵路受到影響。在巴

黎地區，公交車僅僅保證了三分之二的

運力。

俄烏沖突以來，隨著美歐對俄羅斯的

制裁逐漸加碼，歐洲能源價格逐漸走高，

通脹趨勢愈演愈烈。8月，歐元區通脹再

創新高，達到平均9.1%，而法國相對較好

，為5.9%。盡管馬克龍政府已經采取了壹

些措施，但是法國民眾依然擔心今冬能源

價格會進壹步攀升，影響能源供給安全，

並助推通貨膨脹。能源

危機能否妥善處理成為

馬克龍政府要面對的第

壹個考驗。

從今年連任以來，馬

克龍政府不斷推動退休

制度改革，其中將退休

年齡推遲到64歲甚至65

歲的措施讓法國普通民

眾意見頗大。在這次的

罷工遊行中，主要工會

都明確提出了反對法國

退休制度改革方案，反對推遲退休年齡。

同時法國議會多個反對派也明確表示，將

反對政府提交的退休制度改革方案，甚至

不惜提交不信任案表決。在媒體看來，退

休制度改革能否順利推行是對馬克龍政府

的第二個考驗。

29日，法國總理博爾內對外表示，將和

各個方面就退休制度改革展開新壹輪的磋

商，爭取在今年冬天將退休制度改革方案

提交議會討論並通過，並在2023年夏天開

始實施。而馬克龍對此也態度強硬，他表

示如果受到不信任案表決，那麼不排除解

散議會的可能。

而在工會方面，法國各大國家級工會將

在10月3日舉行會議，就相關問題展開商

討，以統壹態度並且決定後續的措施。有

媒體預計，不排除再次出現全國性罷工遊

行的可能性。

研究發現航天飛行與癌癥和心臟病風險增加有關
綜合報導 研究人員從1998

年至2001年間為美國國家航空

航天局（NASA）執行航天飛機

任務的宇航員身上采集了血液樣

本。所有14名宇航員都被發現

在造血系統（造血幹細胞）中存

在DNA改變，或體細胞突變。

他們的研究最近發表在《通信生

物學》雜誌上，提出了這些突變

可能是由太空飛行帶來的，並強

調了對宇航員在整個職業生涯和

退休期間進行常規血液檢測以保

持其健康的重要性。

體細胞突變是受孕後發生在

精子或卵子細胞以外的細胞中的

突變，這意味著它們不能傳給孩

子。這項研究中發現的突變的特

點是由單壹克隆產生的血細胞過

多，這壹過程被稱為克隆造血

（CH）。這種突變通常是由環境

原因引起的，如暴露於紫外線輻

射或某些化學品，並可能作為癌

癥化療或放射治療的結果而發展

。CH的癥狀或體征很少；大多數

人是通過血液中其他疾病的基因

檢測來確定。雖然CH並不總是

疾病的標誌，但它與血癌和心血

管疾病的風險增加有關。

研究人員表示，宇航員在

壹個極端的環境中工作，許多

因素會導致體細胞突變，最重

要的是空間輻射，這意味著這

些突變有可能發展成克隆性造

血。研究對象是在 1998 年至

2001年間執行相對較短（中位數

12天）航天飛機任務的宇航員。

他們的中位年齡約為42歲；大

約85%是男性，14人中有6人是

第壹次執行任務。研究人員在宇

航員飛行前10天和著陸當天收

集了他們的全血樣本，並在著陸

後3天收集了白血球。這些樣本

在-80ºC儲存了大約20年。

利用DNA測序和廣泛的生

物信息學分析，研究人員確定

了17個CH驅動基因中的34個

突變。最頻繁的突變發生在

TP53，壹個產生腫瘤抑制蛋白

的基因，以及DNMT3A，急性

骨髓性白血病中最頻繁突變的

基因之壹。然而，研究人員評

估的基因體細胞突變頻率低於

2%，這是造血幹細胞的體細胞

突變被認為是不確定潛力的克

隆造血（CHIP）的技術門檻。

CHIP在老年人中更為常見，並

與罹患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病

和實體癌的風險增加有關。

研究人員表示，盡管觀察到

的克隆性造血的規模相對較小，

但考慮到這些宇航員相對年輕的

年齡和健康狀況，觀察到這些突

變的事實令人驚訝。這些突變的

存在並不壹定意味著宇航員會發

展成心血管疾病或癌癥，但隨著

時間的推移，通過持續和長期暴

露在深空的極端環境中，這種風

險可能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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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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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表示，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告訴烏克蘭
總統澤倫斯基，華府將再向基輔提供6億2500
萬美元軍事援助，包括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HIMARS，簡稱海馬士）。

路透社報導，白宮在聲明中說，美國副總
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也加入拜登與澤倫
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的通話，拜登強
調華府絕對不會承認俄羅斯兼併烏克蘭領土。

白宮在聲明中說， 「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入
侵，拜登承諾將一直持續支持烏克蘭。」

這項方案是自俄羅斯最近宣布兼併烏克蘭
領土以來，拜登政府提供的第一個軍援方案，
也是自烏克蘭9月中大舉收復失土以來，拜登
第 2 度動用總統撥款權（presidential draw-
down authority）。

俄羅斯在烏克蘭4個占領區舉行所謂的公
投後，上週宣布將這4區併入領土。西方政府
與基輔當局表示，這些公投違背國際法規定，
具強制性且無法反映民意。

美國國務院在新聞稿中說，這項方案包括
4套海馬士發射器、相關火箭、32門榴彈砲與7
萬 5000 發砲彈、 200 輛防地雷反伏擊車
（Mine-Resistant Ambush Protected）與闊

刀（Claymore）反步兵地雷。
海馬士發射器是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Lockheed Martin Corp.）製造，其精準度與
更長距離射程讓烏克蘭得以縮小俄羅斯砲兵部
隊優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
聲明中說： 「從俄羅斯舉辦假公投、試圖兼併
俄占區，到之前由俄方掌控的烏克蘭領土又傳
出對平民施暴的消息，最近種種發展只會增強
我們的決心。」

上週，美國公布向烏克蘭提供11億美元的
武器方案，其中包括18套海馬士發射器系統、
隨附彈藥、各式反無人機系統與雷達系統。

但上週公布的援助方案是透過烏克蘭安全
援助倡議（Ukraine Security Assistance Initia-
tive, USAI）撥款，代表拜登政府必須自國防產
業採購武器，而非取用美國現有武器庫存。

美國現已透過烏克蘭安全援助倡議，承諾
將向烏克蘭提供20套海馬士發射器。

今天宣布的6.25億美元軍援方案，代表自
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提供的
安全援助金額累計已超過168億美元。

拜登與澤倫斯基通話 再供6.25億美元軍援

美國總統拜登上月表態中國若犯台將出兵
協防，但紐時引述官員指出，就算華府決定派
兵，也得讓台灣變成具備充足武器、能抵禦共
軍的 「豪豬」 ，美方正加緊努力在台儲備大量
武器。

「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今
天刊登標題為 「美國計劃將台灣變成龐大武器
庫」 的文章。內文引述現任和前任官員指出，
共軍近期對台的海空演習顯示，中國可能以封
島作為攻台前奏，台灣得自力撐到美國或其他
國家介入；美國官員在研究共軍演習後，正加
強努力在台灣打造龐大的武器庫存。

但把台灣打造成武器庫的行動面臨挑戰。
美國及其盟邦優先運送武器至烏克蘭，正在消
耗自身庫存，而且武器製造商若無穩定的長期
訂單流，不會願意開設新的產線。目前也不清
楚若美國加速運送武器給台灣，中國將作何反
應。

紐時指出，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早在
共軍8月以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
losi）訪台為由實施軍演前，美台官員已更密切
檢視中國犯台可能，且由於台灣缺乏鄰國的陸
路運輸管道，美國補給台灣無法像烏克蘭那般
容易，因此官員表示，當前目標是確保台灣在
援助抵達前，有充足的武器自衛。

華府智庫 「新美國安全中心」 （Centre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研究員史托克斯
（Jacob Stokes）說： 「在台儲備（武器）是

非常積極討論的一項重點。而且假設有了庫存
，又該如何強化和分散，好讓中國的飛彈無法
摧毀？」

史托克斯表示，美台必須拉長台灣能自行
抵禦的時間，以避免中國輕易實現 「既成事實
」 戰略，亦即在美國抵達前中國即戰勝。

美國官員日益強調，台灣需要能對中國軍
機和軍艦產生致命傷、還能躲過攻擊的較小型
機動武器，亦即所謂不對稱作戰的核心概念。
為使台灣變成充滿武器、使攻擊代價高昂的
「豪豬」 ，美國官員嘗試要台灣多訂這類武器

，少訂M1艾布蘭戰車（M1 Abrams）等常規
地面作戰系統。

今年3月起，五角大廈與國務院官員也常
跟美國軍火公司提及相關議題，國防部官員羅
耶爾（Jedidiah Royal）本週也在美台國防工業
會議上說，五角大廈將協助台灣打造 「抵禦傳
統強敵侵略的島嶼防禦」 系統。

拜登政府上月2日已批准任內第6個對台軍
售方案，價值約11億美元，內含60枚岸置魚叉
（Harpoon）反艦飛彈。

前國務院官員蒂姆比（James Timbie）與
退役海軍上將埃利斯（James O. Ellis Jr.）最近
也撰文表示，台灣需要大量小型武器來進行分
散式防禦，近期台灣向美國採購的一些武器，
如魚叉和刺針（Stinger）飛彈都符合目的。台
灣也在自行製造威懾性武器，如佈雷艇、防空
飛彈系統、反艦巡弋飛彈等。

蒂姆比與埃利斯表示，中國可能在攻擊之
初就輕易摧毀 「昂貴又高調的常規系統」 ，雖
說F-16戰機等常規系統可用於制衡中國機艦在
「灰色地帶」 的海空域活動，台灣仍須把資源

移作他用。他們也寫道，要 「有效防禦台灣」
，需要儲備彈藥、燃料與其他補給，以及能源
和糧食的戰略儲備。

台灣政府官員則表示，他們承認儲備較小
型武器的必要性，但從下訂到出貨有顯著時間
差。

一些美國議員已呼籲更快速、堅定地運送
武器給台灣。一些資深參議員還試圖推動 「台
灣政策法案」 （Taiwan Policy Act），以在未
來4年間提供台灣65億美元的安全援助。但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秘書長史托騰柏格
（Jens Stoltenberg）受訪時指出，武器製造商
希望看到訂單的可預測性，才會投入加強生產
。

另外，若中國決定對台實施海上封鎖，美

國官員可能會研究，哪條補給台灣的海空路線
能讓美中船舶、飛機、潛艦直接衝突的可能性
最小。其中一項提議是派遣美國貨機從日本和
關島基地前往台灣東岸，如此一來，中國戰機
若嘗試擊落貨機，必須冒著被台灣軍機打下來
的風險飛越台灣。

國防顧問沃海默（Eric Wertheim）則提到
： 「萬一發生戰爭，可能需要的物資總量很巨
大，要搞定可能做得到，但會很困難。問題是
：中國與白宮各自願意承擔多少風險來實施或
突破封鎖，又是否能維持下去？」

他說，中國可能研究了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的戰略失敗，美國應繼續運送能增加共軍兩棲
入侵和長程武器攻擊困難度的武器給台灣。

沃海默表示： 「往年跟我談過的中國海軍
官員說，他們害怕任何形式的失敗帶來恥辱，
如果失敗風險增加，當然會讓他們比較不可能
採取行動。實質上，烏克蘭人獲得的成功就是
對中國人的一種訊息。」

紐時：防共軍犯台 美計劃將台灣變成龐大武器庫
在全球面臨通膨危機之際，石油輸出國家組

織和結盟油國（OPEC+）今天同意大幅減產，
以提振原油價格。白宮指出，美國總統拜登對此
決定感到失望，並批評這是短視近利之舉。

法新社報導，OPEC+今天在奧地利首都維
也納召開會議，於聲明中宣布已同意11月起每
日原油產量將大減200萬桶。

這是OPEC+自 2020 年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高峰以來最大規模減產，引

起對於油價恐再度飆升的擔憂，目前全球各國正
面臨因能源價格飆漲而加劇的通膨。

對此，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
）及經濟顧問狄斯（Brian Deese）在聲明中表
示： 「總統（拜登）對於OPEC+短視的決定感
到失望。」

這份聲明也指稱，OPEC+這次減產將衝擊
早已深受高物價所苦的國家，全球經濟正持續面
臨俄羅斯攻擊烏克蘭造成的負面影響。

OPEC+同意大幅減產 拜登表失望批短視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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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新潮運動帶熱國慶消費
跑酷陸衝騎行風靡 皮划艇飛盤等訂單量增逾20%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今年

“十一”小長假，在湖南長沙工作的河

南人林皓選擇了一個新穎的遊玩計劃。他組織20

餘名騎行“發燒友”開展“建築騎觀”活動，在

騎行中感受長沙古街、古建築文化魅力。

“步行太慢，開車太快，騎上單車遊覽一座城，才不會
錯過美好風景。我們的騎行線路貫穿長沙潮宗街、

都正街、賈誼故居、天心閣這些古街、古建築。”林皓說。

國慶騎行一日遊熱度增80%
跑酷、陸衝、飛盤、騎行、皮划艇、腰旗橄欖球……這

些刺激、時尚的新興運動正在中國年輕人中快速風靡，且催
生出旅遊新業態。 同程旅行發布的《2022“十一”假期旅
行趨勢報告》顯示，飛盤、腰旗橄欖球、槳板、騎行、皮划
艇等各類輕戶外運動成為年輕遊客群體關注的熱門體驗項
目。攜程發布的《2022年國慶預測報告》也顯示，近期飛
盤、皮划艇、騎行一日遊產品的搜索熱度分別增長50%、
74%和80%。

業內推新潮玩法響應市場需求
在長三角地區，新城市運動也成為民眾假期的休閒選擇。

上海奉賢、青浦等目的地的“水上奇趣”之旅系列因含有皮划
艇競技、龍舟團體比賽在驢媽媽旅遊網熱銷。“含有時尚運動
的周邊遊產品，成高頻遊客新寵。今年國慶，和熱門的皮划
艇、飛盤等相關的旅遊產品訂單量同比去年提升20%以上。”
驢媽媽旅遊網CEO鄒慶齡表示。

許多旅遊平台也及時推出新潮玩法的產品響應年輕群體
需求。“在成都的大小湖泊上，槳板運動已‘破圈’而出。
我約了5個朋友去玩。”“90後”何琴在線上訂購了超火的
槳板運動。 她說，根據不同板型，商家開創了槳板瑜伽、
槳板釣魚、攀爬槳板、冥想等新玩法，甚至跨界在槳板上玩
起了高爾夫和飛盤。“槳板運動新鮮感、年輕化的特點，吸
引了大批年輕人樂在其中，有的還帶着寵物一起玩。”

相關消費社交玩法將不斷升溫
新城市運動正以多元、年輕、趣味的新姿態在中國解鎖

城市生活新方式，成為城市裏一種新生活潮流和新消費增長
點。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飛盤、腰旗橄欖球、槳板等成為熱
詞，還有各式玩法攻略。

多位接受記者採訪的專家表示，新城市運動興起，意味
着更多人接觸和喜愛上運動型生活方式，也與中國各地推進
宜居、宜遊、宜運動城市建設密不可分。新城市運動除帶動
場館服務業、體育培訓業和體育用品製造業發展，也正借助
互聯網開拓一條屬於體育產業的社群之路，將通過民間賽事
IP化和競技遊戲化，進一步實現“流量變現”。“城市騎
行、划槳板、飛盤等這類運動具有易上手、強社交性、適宜
拍照、場地限制不大等特點，正成為本地遊新寵。更多女性
的加入，也帶動了新城市運動風潮。”鄒慶齡說，和新城市
運動相關的新消費場景、新社交玩法將不斷升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交通
運輸部通報，10月1日是國慶假期首日，全國
公路預計發送旅客3,100萬人次，環比增長
25.71%，比2021年同期下降33.5%。水路預
計發送旅客75萬人次，環比增長76.72％，同
比2021年同期下降9.57％。

廣州市交通運輸管理局1日發布消息稱，
預計當天路網車流（進出城雙向）將超過300
萬輛。省內及省際車流明顯上升，高速路網監
控多處路段亮起嚴重擁堵“紅燈”。據電子出
行地圖實時監測顯示，當天廣州、深圳等粵港
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出城高速公路擁堵突出。

廣西、湖南、江西是廣東主要省際出行方
向。今年國慶假期，廣東省交通運輸廳預計主
要擁堵路段主要集中在樂廣高速、北二環高速
等95處。預計國慶假期首日車流維持高位；
10月4日至5日有可能出現新一波短途出行車
流，並開始疊加省際返程車流；假期後期（10
月6日至7日）中心城市進城方向、省際省內
主幹道出現返程車流。

常態化防疫保水路出行
為保障節假日民眾水上出行安全，海事部

門對節日期間擬投運客渡船進行了安全檢查，

杜絕船舶“帶病”航行。今年國慶假期期間，
長江幹線將有281艘客渡船、19艘省際旅遊客
船（7,200客位）上線營運。長江海事局對沿
江212條渡線水域開展安全巡查，要求客渡船
公司及船員嚴格落實疫情防控措施，做好渡船
每日進出港報告，密切關注天氣變化，嚴禁超
載、嚴禁惡劣天氣冒險航行。

青海省交通運輸廳組織開展交通運輸領域
安全生產和疫情防控督導檢查，並就做好國慶
期間交通運輸工作提出具體要求。海南省交通
運輸廳對廣大旅客發出過海提醒，預留充足時
間提前抵港。

“十一”水陸交通料發送旅客逾三千萬人次

◆◆早前運動達人進行陸地衝浪早前運動達人進行陸地衝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早前小朋友在家長的帶領下在北京童趣早前小朋友在家長的帶領下在北京童趣
魔法森林體驗皮划艇魔法森林體驗皮划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早前年輕人在玩飛盤運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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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安門21.8萬人同觀國慶升旗禮

千言萬語匯成一句：我愛你中國
�� �


七十三載櫛風沐雨，七

十三年春華秋實。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73

歲生日。當日上午6時許，

天安門廣場舉行國慶升國旗儀式，在嚴格落實疫情防控政策要求

和個人防護措施下，21.8萬名市民遊客齊聚天安門廣場，迎着清

晨第一縷陽光，共同見證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的莊嚴時刻，慶祝新

中國73周年華誕。日出東方，叩啟啟蒼穹。當國歌鏗鏘奏響，國旗

徐徐升起，民眾千言萬語匯成一句：我愛你中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10月1日，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73周年之際，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從太空送
來國慶祝福。這是中國人首次在太空為新中國慶生。

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在慶祝視頻中表示，“這個月
我們即將迎來夢天實驗艙，我們也將在太空見證中國空間

站的建成，把祖國的榮耀寫滿太空”。10月1日清晨，北京
天安門廣場裝扮一新，舉行2022年國慶升國旗儀式。迎着清
晨的第一縷陽光，在雄壯的國歌聲中，五星紅旗冉冉升起。9
月30日，問天實驗艙完成轉位後，中國空間站組合體由兩艙
“一”字構型轉變為兩艙“L”構型。

中國航天員首次在太空為祖國慶生

◆◆1010月月11日清晨日清晨，，隆重的升國旗儀式在北京天安門廣隆重的升國旗儀式在北京天安門廣
場舉行場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73周年周年。。 新華社新華社

升旗儀式結束後，萬羽和平鴿，飛
過天安門城樓。遠道而來的群眾

在天安門廣場上留影紀念，新布置亮
相的“祝福祖國”巨型花果籃，成為
最佳拍照背景。今年，“祝福祖國”
巨型花果籃頂高18米，籃體南側有
“祝福祖國”“1949-2022”字樣，北
側則書寫“喜迎二十大”字樣，花壇
底部是由鮮花構成的10顆紅心圖案，
到處可以感受國慶節和迎接二十大的
喜慶氛圍。

難忘的觀看升國旗經歷
每年國慶節當日，天安門廣場都

會吸引上萬人同看升旗。今年，有
21.8萬人同看升旗儀式，市民遊客等
待入場的隊伍一直延伸到長安街數公
里，5,700餘名安保力量提前部署。天
安門地區管理委員會提前發布要求，
參觀天安門廣場須提前至少一天預

約。
在新中國廣袤的大地上，日新月

異的發展，呈現出生機勃勃的升騰氣
象。

五星紅旗迎着旭日飄揚在天安門
廣場上空，也飄揚在14億同胞的心
裏。她激揚起中華兒女禮讚新中國、
奮鬥新時代的壯志豪情，“今天是你
的生日，我的祖國！”

第一次冒雨觀看天安門升國旗的
小學生；凌晨便起床化妝，又特地將
“我愛中國”寫在臉頰上的大學生；
每一次看升國旗都覺得內心無比激動
澎湃的港青……

每一位可親可敬的中國人，都有
關於“我和我的祖國”說不完的摯愛
故事。那一刻不論大家來自任何行
業，也不論年齡和家鄉地域的差別，
共仰國旗、同唱國歌已經成為了每一
個中國人共同的基因紐帶。

◆◆1010月月11日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北京天安門廣場
舉行國慶升國旗儀式舉行國慶升國旗儀式，，來自四來自四
面八方的市民遊客齊聚廣場面八方的市民遊客齊聚廣場，，
共同見證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的共同見證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的
莊嚴時刻莊嚴時刻，，慶祝新中國慶祝新中國7373周周
年華誕年華誕。。 中新社中新社

任思熠
（北京小學五年級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

今天是我第二次來到天安門廣場看升旗。但
這一次是選擇在共和國生日這天，從凌晨排隊
開始。以後想起來會更加難忘。我一年級就加

入了少先隊，我要像少先隊隊歌唱的那樣，“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
傳統，愛祖國，愛人民”，不怕困難，好好學習，做祖國合格的接
班人。

于茗雅
（北京科技大學數學系新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

今天第一次和舍友一起到天安門廣場看
升旗，一個舍友早早起來，給我們每個人臉

上都精心畫上“我愛中國”的字樣，帶着這樣對祖國的“表白”，
很開心。我最早的有關升旗的記憶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
那時雖然小，但現在仍然記得當時激動的心情。

吳紫羽
（港青，京港聯菁英匯執行主席）

受訪者供圖

我在天安門廣場共計參加過八次升旗儀式。作為一
名在內地生活求學的港青，一直積極參與愛國交流考察
團以及文化尋訪活動，因此每次在天安門參加升旗儀式
都覺得無比激動。記得2020年國慶節，與在場的萬千國
人共同唱響國歌，注視着冉冉升起的國旗，那一刻無以
言表的自豪與驕傲油然而生。凌晨兩點起床的疲憊及等
待了數小時的急躁，頓時煙消雲散。

國旗對每個中華兒女都意義非凡。今年，我有幸參與
北京冬奧速滑觀賽，也特別準備了一面國旗，在首都體育
館內向中國代表團及中國香港代表團的運動健兒們揮舞和
吶喊，希望我的助威聲能與運動健兒們一同衝過終點。

陳貴和
（港青，香港某金融公司負責內地
事務的顧問） 受訪者供圖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的時候，我只有15歲。印
象最深的是，我的伯公參加了香港回歸交接儀式。7月
1日零點整，他在現場見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香港升起的歷史時刻，這讓只能在
家裏通過電視看政權交接儀式的包括我在內的家人們都
十分羨慕。2006年和2013年，我兩次來北京讀書。在
北京，我見證了內地城市的迅速發展，這裏為青年人提
供很多就業和創業機會，給港生提供的機會與空間也
越來越多和越來越廣闊。香港的發展和祖國興盛密切
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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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旅游天地

到山西旅行，会首选平遥古城和“大院”系列。如果古城的
“古”和大院的“豪”以穿山西而过的黄河为背景呢？想想那画面：
开门见大河，穿街即百年；夜宿黄河边，行在黄土塬……这样的体
验是有的，在吕梁市临县碛口镇。

一

碛口镇在黄河边上，与陕西榆林吴堡县一河之隔，但历史
上可比对岸的邻居豪气——过点事就唱大戏，“山西唱戏陕西
听”就出自碛口镇制高点的黑龙庙戏台。现在虽然曲终人散，
但记者在戏台上下周围流连一个小时也没看够。站在台上，湫
水河入黄河尽收眼底，两河并流形成大片石滩，这就是“碛”，
碛口镇由此得名。天下戏台比这里金碧辉煌的有很多，但哪个
以孕育了一个文明的大河为布景呢？就这一点，这戏台可以一
直骄傲下去。

但戏台并不以势压人，它有自身的魅力。戏台建于黑龙庙
三个拱门洞之上，面对的也都是拱门拱窗的窑洞建筑，背面又
是下到镇子的斜坡路，像个喇叭口，听说戏台下还埋有大瓮，
声音产生共振、反射，起到现代音响的作用，一些晋剧名角登
台唱后称赞“省劲儿”。戏台建于明代，在清代重修，看起来是融
入黄土高原的一派朴素，细看才能感受到“低调的奢华”。台上
背景墙上一块匾，四个大字方正遒劲：鱼龙出听。这是清朝永
宁州知州王继贤所书。戏台前的廊柱对联是：众观戏情传情传
意戏传情；章成事理顺理顺心事顺理。倒着念，意思也通。中
国文字除了载道，也有趣味。有难度的是戏台前檐的草书横
额，第三个字至今没有定论，有学者说是“衣冠从制”，有人认
为是“衣冠优制”，论点不同，论据都出自传统戏剧的规矩，我
理解就是俗话说的“宁穿破不穿错”，戏剧行头要严守分际，这
里面的门道很深。

二

走下戏台踏着石板路到达镇上，沿黄河排列的头道街二道
街已恢复了旧时样貌，过去的票号、店铺、仓库、镖局都标注
出来。当地人仍生活其间，门口摆着自产出售的红枣、粉皮、
馍馍。一家二楼平台上传出笑语，我顺着外墙台阶攀上，探头
看去，一桌饺子蘸醋。一位黑裤白衫的老汉喊着问：美不美？
一桌人喊着答：美！老汉说：吃完了扫微信。正觉有趣，一位
老妇从里边的屋子走出冲我嚷嚷，我没听懂，但知道她不高
兴，我不知怎么脱口而出：“打过招呼了。”老妇闻言点点头笑
了，也没追究我和谁打的什么招呼。我起先生气老妇没有来者
是客的服务意识，又一想，我不打尖不住店，“窥视”她的家的
确可气，这也是碛口没有完全商业化的可爱之处吧。相较之
下，是我“油腻”了。

碛口镇的石巷窄门都有故事，深藏着几百年的财富梦，承
载着大时代的印迹。河运时代，从上游河套地区来的粮食皮毛
商船遇碛口卸货，再从此处运黄河中下游的物产返回，这里成
了黄河船运的第一大水旱码头，有“九曲黄河第一镇”的地
位，很多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的人都从此地发家。笔者在镇上
穿街过巷溜达，看到孔祥熙开的“义记美孚煤油公司”铺面，
此镇的商业分量可见一斑。在面对黄河的“碛口客栈”吃饭，
这个二层窑洞四面合围的大院在清朝是“四合堂”粮油商号，
曾“ 窗 泊 百 舟 ，门 走 千 驼 ”。1940 年 八 路 军 在 此 开 办“ 新 华 商
行”，繁荣边区经济。1949 年后这里是“碛口粮站”，上世纪 80
年代粮站迁新址，现在成了“客栈”。坐在这儿，从大门洞望去
就是黄河，水流缓到不见流速，但当地人说无人敢在此下水，
水下落差很大，漩涡不定，正如百年历史，虽曾惊涛骇浪，当
下无声流转。

碛口镇过去是真正的商业区，不住家，因为沿河有赤身纤
夫，满街是过路客商，所以家眷们都住在流过湫水河的李家
山。李家山现在是个行政村，窑洞还是当年的窑洞，就山势而
上，有 10 多层，你家屋顶，他家院落。李家山村本为“避世”，
后来住家又搬到山下和镇上，所以外人少知。直到上世纪 80 年
代末，吴冠中在这里画了一幅价值千万的画，画家、摄影家、
游客才络绎而来。财富创造了李家山，艺术激活了李家山。在
李家山信步而游，可以看到黄土高坡上奢俭不同、样式各异的
窑洞，看“财主院”的县长题匾，看大户的“门当”——门槛两侧
的抱鼓石，以及“户对”——门楣上的雕花。大多数院子落锁
了，但站在高处仍然可见院子的影壁、砖雕、二层绣楼，令人
遐想这里男女老少曾演绎出的爱恨情仇。

三

如果李家山是住宅区，离碛口镇一公里的西湾村就是别墅
区。

面河背山五条纵向石径，以金木水火土为名，路旁院落沿
山而上，院院相通，走进一个院可以到达任何一家。村是一座
院，院是一个村，这缘于此村过去叫陈家村，住户都属一个家
族，这里的房子虽然也是窑洞式，但整体上比李家山气派讲

究，窑洞带明柱、厦檐、高屹台，有的配有厢房，有的有六层
之高，有的砖雕繁复，有的影壁精美。最令人感到亲切的是，
村民仍生活在其间，葫芦成架，枣树掩墙。村子不收门票，遇
到门上写有“参观 1 人 2 元”的标记，可理直气壮地进门，看看这
家的生活，和主人聊聊天。在一个结着葫芦、开着花朵、房子
带宽大厦檐的院内，各种口音的游客和主人谈笑，一人羡慕地

问：您这个院子得多少钱？主人很干脆：不卖！宾主都笑，主
人说：“全中国都有人看上我这个院子呢。”

碛口镇还有很多故事，比如，1948 年毛泽东离开延安时，
就是东渡黄河夜宿碛口，从碛口抵达西柏坡。

在碛口，亲近黄河之水，体验黄土高原，欣赏窑洞建筑，探究
晋商之道，凭吊数百年历史，这趟旅程充实饱满。

开门见黄河 穿街即百年
本报记者 陈晓星

依山傍河而建的碛口古镇。 新华社记者 曹 阳摄

开门见黄河的碛口人家。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李家山村。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位于制高点的黑龙庙戏台。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碛口镇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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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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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