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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辭職無聲辭職 美專家美專家：：景氣衰退時最易失業景氣衰退時最易失業
（中央社記者周世惠舊金山13日專電）不

是真的辭職，只是改變拚命三郎的心態、只做基
本限度的努力，拒絕勞碌工作的態度在疫情後的
美國乃至全球蔚為流行。但有專家提醒，不景氣
時，這類人有失業危機。

自今年夏天開始， 「無聲辭職」 （quiet
quitting）一詞在社群媒體竄紅，意指不追求把
工作做滿、而是做好分內工作，其餘則與自己無
關。

美國財經媒體CNBC國際台在本週的報導
，把這個英文字解讀為 「躺平」 或 「擺爛」 ，用
以形容中國的年輕人對生活和職場的沮喪感。

「無聲辭職」 一詞最早似乎是在7月的Tik-

Tok貼文問世。根據影片創作者@zaidleppelin
的解釋， 「還是履行職責，只是不再接受工作就
是人生的勞碌文化」 。

當人們飽受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
病）疫情的痛苦後，美國職場文化出現了 「大離
職潮」 （The Great Resignation）與不接受勞
碌文化的兩大趨勢。然而隨著經濟前景趨向衰退
，美國 「財經內幕」 （Business Insider）12日
報導，一些專家警告，只做最低限度努力的員工
將會第一個收到解雇通知。

專攻女性領導力學習的 「雅典娜聯盟」
（Athena Alliance）創辦人兼執行長布朗（Co-
co Brown）表示，在經濟繁榮時，雇主會關注

、想辦法增加員工的參與度；在不景氣時，則
會放棄那些閒散的員工。

履歷建立公司（ResumeBuilder）上月調
查1000名經理人，其中75%認為 「解僱只做最
低限度工作的員工是合理的」 。

美國經濟研究機構 「環球透視」 （Global
Insight）6月對美國一千多名員工進行調查，發
現23% 「非常擔心」 在下一個經濟衰退中失業
。同一項調查中，87%經理人表示，可能在經濟
衰退期就得裁員。

不過，一家公司如何裁員，大眾在數位時代
很容易取得消息。職場心理學家葛蘭傑（Ben
Granger）說，若有任何公司在經濟衰退期試圖

走回頭路，改變過去3年兼具工作與生活平衡的
模式，將會對該公司未來的求才引發負面影響。

並非所有人都得擔心失業，企業顧問麥唐納
（Jay McDonald）認為，現在仍是勞方驅動的
就業市場， 「一個人躺平，依舊可以做很多貢獻
，關鍵在於你所提供的價值要能與薪資匹配」 。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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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參議員蒙狄今天呼籲要美國公司立即中止和
沙烏地阿拉伯之合作關係，主要是報復沙國對石油之
減產。
這位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是在石油組織上週每天

減產了二百萬桶石油，造成美國國內石油上漲。
蒙狄參議員重申我們必須立即中斷和沙國一切経

濟和貿易往來，包括軍售在內，一直到他們瞭解美國
支持烏克蘭被俄羅斯入侵之事實。
民主黨參議員桑德生也非常憤怒，要把美軍全部

撤離，他說，如果沙烏地要和俄羅斯站在一起，那
就請俄羅斯去保護他們的皇家政权吧。
沙烏地事實上是石油輸出國組織之首腦，近年來

該國王儲公然謀殺《華盛頓郵報》記者，其人權記錄
十分惡劣。
長久以來，這個石油大國一直是美國在中東之重

要盟邦，但是兩者關係因大國在中東之博奕產生變化
。
綜觀世界情勢，由于俄烏之戰，使世界局勢有

了重大轉變，由美國為首之西方陣營正在面對俄羅斯
、中國大陸、伊朗等國之挑戰，世界和平可能是遙
遙無期。

美 沙 關 係 惡 化美 沙 關 係 惡 化

U.S. Tries To Freeze RelationshipU.S. Tries To Freeze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With Saudi Arabia

Senator Bob Menendez urged for an immediate freeze to
all U.S. cooperation with Saudi Arabia, including arms sales.
This is in response to their slowdown in production of oil
supplies due to Russia’s war in Ukraine.

The senators are accusing the Middle East country of
supporting Russia’s war when the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decided last week to cut
production by 2 million barrels of oil per day.

As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enendez said, “I will not green-light any cooperation with
Riyadh until the Kingdom reassesses its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war in Ukraine.”
Democratic Senator Bernie Sanders also voiced his

unhappiness, calling for all troops to be pulled out of Saudi
Arabia. He said, “If the country that is one of the worst
violators of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 wants to partner with
Russia to jack up U.S. gas prices, it can get Putin to defend its
monarchy.”

We are watching a world that is in chaos. After the
Ukraine war, there will be man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andscapes that will change with many relationships going very
bad. We can’t see any peaceful future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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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烏克蘭危機，終究還是鬧到了聯合國。
環球網報導顯示，聯合國大會已經就烏克蘭四地公投入俄一

事進行表決，決議主題就是“譴責公投入俄”，之前草案已經經
過辯論，俄方提出的不記名投票被拒絕，最終進入表決階段。

此次表決結果為143國投票支持“譴責公投入俄”決議，只
有五個國家反對，投反對的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朝鮮、尼加
拉瓜、敘利亞5國，另外，印度等35國則決定棄權，還有兩個國
家沒有投票。

143：5的結果，意味著聯大決議否決烏克蘭4地公投入俄的
結果，毫不意外地，美國又噁心了俄羅斯一把。

要知道，聯大通過的這類決議，並沒有強制執行力，但美國
要的也不是叫停烏克蘭4地公投入俄，而是要通過這樣的決議，
達到孤立、排擠俄羅斯的目的。

俄常駐聯合國代表涅邊賈就表示強烈不滿，他認為聯大決議
被政治化，涅邊賈強調這是挑釁、對抗的存在，不利於烏克蘭危
機的解決。涅邊賈還認為，決議與國際法等無關，只是西方搞地
緣政治行動的表現。

俄羅斯之前之所以提出不記名投票，就是為了反擊西方的遊
說，因為記名投票的話，很多國家會擔心被美國報復脅迫，不記
名投票就沒有這些情況，投票支持“譴責公投入俄”決議的國家
數量就會減少。

但俄羅斯的要求沒有得到支持，所以就變成了現在的結果。
不過美西方國家也遇到了問題，那就是他們遊說的一些國家

並不買賬，比如印度和南非，即使被激
烈遊說，也還是沒有改變立場。

而且，因為決議不具備執行力，所
以俄羅斯可以直接無視。

事實上，2014年克里米亞入俄的事
情，也曾在聯合國引發交鋒，但是並沒
有能夠改變俄羅斯控制克里米亞的事實
。

所以雖然美國在聯大“獲勝”，但
卻無法產生實質性作用。而且很多國家
是被美國遊說才做出決定，這些國家在
其他場合還是會保留態度。

另外，聯合國以外的一些場合，美
國遭遇了慘敗。

沙特、阿聯酋等國主導的“歐佩
克+”產油組織，拒絕按照美國要求提
高石油產量，而且還減產了石油，此舉
氣得美國破口大罵，美國國會議員甚至
提出要從中東撤軍，拜登則警告沙特會
有“後果”。

但是美國的警告被當耳邊風，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本•扎
伊德•阿勒納哈揚近日親自訪俄並與普京會晤，雙方表達了強化
關係發展的意願，阿聯酋還表示願意為俄烏衝突的和平解決提供

斡旋。
中東產油國拒絕支持美國，這對美國才是很要命的。畢竟美

國霸權的根基，有一部分就取決於中東，取決於石油。
所以，雖然美國可以噁心俄羅斯，但是俄羅斯也可以讓美國

氣得牙癢癢。

聯大否決四地入俄聯大否決四地入俄，，只有五個國家反對只有五個國家反對

（綜合報導）德國防務領導人誓言要與法國密切合作，加強海上監視和反潛作戰能
力。而此前有報導稱，德國購買美國製造的波音P-8“海神”反潛機將終結上述雙邊項
目。

報導稱，德國承諾繼續發展海上機載預警系統，目標是在2035年左右投入飛行，
這表明德國國防部尚未下定決心，在最初向波音公司訂購的5架飛機之外，是否購買更
多“海神”飛機。

幾個月前有報導稱，德國再購買7架“海神”只是時間問題，而在此之前由於俄烏
衝突，德國國會議員批准額外花費1000億歐元用於防務。不過，由於彈藥、飛機、車
輛和額外的潛艇排在需求清單前列，這筆大額資金正在迅速耗盡。通貨膨脹也削減了部
分購買力。

《防務新聞》獲得的一份國防部發給議員的信函顯示，現在，德國官員將等待法國
下月就如何在海上機載預警系統可用之前進行過渡的問題發回信息。
軍方官員說，德國海軍的P-3C“獵戶座”海上巡邏機正在老化，只能再飛幾年。

信中說，法國官員已委託開展一項研究，內容是推進空中反潛的可能途徑，研究結
果預計將於11月向德國同行通報。這封信中說：“與此同時，德國也在研究其他方案。
”

在收到法國的信息後，德國官員預計將就海上機載預警系統進展情況和德國海軍可
能額外需要多少P-8飛機作出預測。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監控歐洲水域附近敵國潛艇航行的任務變得更加緊迫。此外，
在北溪天然氣管道一號線和二號線遭爆炸破壞——北約將這一行動認定是蓄意破壞——
後，歐洲官員還擔心海底能源管道和數據線路的安全。

德國發力推進新型反潛機項目德國發力推進新型反潛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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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北約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褒”芬蘭“貶”瑞典

綜合報導 土耳其總統雷傑普· 埃爾多安對同時申請加入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的瑞典和芬蘭表現出明顯“溫差”，強調前者做得不夠，表示會

積極推動後者“入夥”。

埃爾多安當天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首屆歐洲政治共同體領導人會

議。他在記者會上說：“只要恐怖主義組織仍在瑞典街頭遊行、瑞典議

會裏仍然有恐怖分子，土耳其就不會對瑞方采取積極態度。”

談及芬蘭加入北約的前景，埃爾多安表示，土耳其與芬蘭和與瑞典

的關系“很不壹樣”，“芬蘭不是恐怖分子能隨意漫步的國家”。如果

北約“做出有利於芬蘭的決定，我們當然將盡力做我們應該做的”。

芬蘭和瑞典今年5月正式申請加入北約，需要獲得北約30個成員國壹致

接納。兩國加入北約的議定書目前只剩土耳其和匈牙利議會尚未批準。

土耳其先前壹直反對這兩個國家加入，除非兩國滿足土方所提多項

條件。三國舉行多輪談判並在6月底達成妥協。瑞典和芬蘭所作承諾包括

不支持庫爾德工人黨、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人民保護部隊”和“居倫

運動”；處理土方所提驅逐或引渡“恐怖嫌疑人”的要求。土方把庫爾

德工人黨和“人民保護部隊”定為恐怖組織，認定“居倫運動”發動2016年

未遂政變。芬蘭和瑞典還同意解除向土耳其出口國防設備的限制。

瑞典方面9月30日宣布，恢復向土耳其出售防務裝備。土耳其官方

媒體本月5日報道，瑞典代表團當天在土耳其與土方討論了驅逐“恐怖分

子”事宜。不過，就在同壹天，土耳其外交部召見瑞典駐土耳其大使，原

因是瑞典電視臺播放有辱埃爾多安的言論和形象，令土方“不可接受”。

波蘭之後
又壹國家找德國要戰爭賠款

綜合報導 這兩天，波蘭向德國索要

二戰戰爭賠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5

日，希臘外長又表示，雅典等著德國支

付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賠償。可謂壹波

未平壹波又起。

據今日俄羅斯電視臺網站報道，

希臘外長登迪亞斯在會見來訪問的波

蘭外長拉烏時表示，希臘沒有放棄德國

對二戰期間所犯罪行的賠償。對於希臘

政府和希臘社會來說，這個問題仍然沒

有定論。“它的解決首先是原則問題，

我認為這將有利於所有相關國家乃至歐

盟。”

消息稱，登迪亞斯過去曾多次向德

國提出戰爭賠償問題。去年，在希臘迪

斯托莫大屠殺77周年之際，他說德國的

賠償將“構成對德國占領軍罪行的事實

上的道歉”。在那次大屠殺中，武裝黨

衛軍成員殺害了這座希臘村莊的228名

村民。

登迪亞斯在今年7月會見德國外長

貝爾伯克時也談到了這壹點。當時，貝

爾伯克表示，她的國家認為賠償的法律

問題已經結束，但強調德國仍然對其納

粹歷史負有責任。任何和解進程都可能

包括對受德國占領影響的城鎮和村莊的

投資以及對希臘猶太人的支持。

不過，登迪亞斯聲明稱，希望德

國“完全”承擔歷史責任。德國的戰

爭賠償問題對希臘來說依然是開放的

，這個問題的解決對兩國都有利。

“如果要實現德國和希臘的合作和友

誼，德國必須停止宣布賠償問題已經

結束。”

據今日俄羅斯報道，在納粹德國占

領期間，希臘有30萬國民被殺害。2019

年，希臘議會委員會估計，二戰期間納

粹德國在希臘造成的損失為2890億歐元

。另外，希臘還聲稱德國仍欠它數十億

歐元的壹戰賠款。

就在登迪亞斯發表上述態度之

前，他會見的波蘭外長拉烏也做了類

似的事。後者於 3 日簽署正式外交照

會，要求德國為納粹在二戰期間所造

成的破壞賠償約1.3萬億歐元。波蘭外

交部發言人還透露，拉烏還將在德國

外長貝爾伯克 10月 4日訪問華沙期間

當面提及此事。

據路透社報道，貝爾伯克4日在華

沙與拉烏舉行了會談，並在隨後的聯

合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從柏林的角度

來看，賠償問題已經結束。據美國

“政治新聞網”報道，對此，拉烏當

時回應道，“德國占領的負面後果”

抑制了“進壹步發展和深化波蘭與德

國關系的可能性”。路透社稱，拉烏在

5日表示，根據外交規則，波蘭正在等待

德國對外交照會的正式回應。

據路透社報道，約 600 萬波蘭人

——包括300萬波蘭猶太人——在二戰

期間被殺。按照德國方面的說法，波蘭

於1953年與東德簽署協議，放棄聲索二

戰賠償。1990年，東西德統壹時，兩德

同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談判簽署的

協議確認了這壹點。

不過，波蘭執政黨法律與公正黨表

示，該協議是無效的，因為波蘭沒能通

過談判獲得公平的賠償。自2015年掌權

以來，該黨多次呼籲索要二戰賠償，但

從未正式向德方提出要求。今年9月1日

，即納粹德國入侵波蘭83周年當天，波

蘭的壹個議會委員會提交了壹份報告，

估計德國占領造成的損失超過6.2萬億茲

羅提（約合1.3萬億歐元）。波蘭總理莫

拉維茨基當時表示，這份報告是“從德

國重新獲得賠償的重要壹步”，“沒有

真相和賠償，波德之間就無法實現真正

的和解”。“德國人入侵了波蘭，給我

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波蘭副總理、

法律與公正黨主席卡欽斯基表示，“我

知道我們正在走上壹條需要很長時間、

也不會很容易的道路。我們不指望很快

就能成功。”

路透社稱，波蘭反對黨曾評論法

律與公正黨9月1日發布的報告，更多

是出於國內政治考慮。有德國外交委

員會成員近日在媒體撰文稱，平心而

論，德國確實欠波蘭壹大筆歷史債務

。德國在二戰中的侵略造成了前所未

有的破壞，包括首都的徹底毀滅、無

數波蘭文物的消失以及600萬波蘭公民

的死亡。但是法律與公正黨的提議不

會得到認真對待。

德國北部鐵路運輸大規模中斷
或被蓄意破壞

綜合報導 德國鐵路公司（Deutsche Bahn）發布消息稱，由於電纜

遭到破壞，今早德國北部火車交通出現了大規模故障，停運近三個小時

。安全部門已經開始調查。

據報道，德國鐵路公司稱，德國北部火車交通的大規模故障是由

“故意幹擾（intentional interference）”造成的，“由於對火車交通必不

可少的電纜遭到破壞，今天早上，德國鐵路公司不得不讓北部的火車停

運近三個小時。”該公司稱，安全部門已開始調查，目前還沒有關於潛

在嫌疑人的信息。但調查人員表示，柏林郊外和西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

州分別有壹處地點的通信電纜被切斷。

德國內政部長南希· 費瑟（Nancy Faeser）表示，由於兩個地點的電

纜被切斷，當局“不得不假定”鐵路中斷是由故意行為造成的。德國交

通部長福爾克· 維辛（Volker Wissing）補充稱：“很明顯，這是壹次有

針對性的惡意行動。”

據報道，截至目前，列車還未全部恢復。不來梅、漢堡、下薩克森

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受到了影響。

德國鐵路公司表示，可以免費取消座位預訂，為不需要出行的旅客

退還票價。

馬克龍回應拜登“核末日風險”警告：必須謹慎發言
綜合報導 “我們必須謹慎

發言”。據福克斯新聞、路透

社等多家媒體8日消息，法國

總統馬克龍在回應美國總統拜

登早些時候的警告時這樣評論

道。拜登此前渲染稱，在俄羅

斯“入侵”烏克蘭之後，世界

存在“核末日”風險。

歐盟領導人非正式會議7日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舉行。據上述

媒體報道，馬克龍當天在歐盟峰

會結束時回應拜登早些時候的言

論說，“在評論這類問題時，我

們必須謹慎發言。”

福克斯稱，馬克龍

是在批評拜登此前的言

論。美國總統拜登告，

發生“核末日”的風險

處於“自1962年古巴

導彈危機以來的最高

水平”。“自肯尼迪

時代和古巴導彈危機

以來，我們還沒有面

臨過‘核末日’的前景。普京

在談論可能使用戰術核武器時不

是在開玩笑，因為他的軍隊表現

不佳。”拜登在壹次籌款活動上

談到烏克蘭危機時稱，使用戰術

核武器會很快導致局勢失控，令

世界陷入毀滅。

隨後，白宮緊急降溫。福克

斯報道稱，當被問及拜登有關

“世界末日”的言論時，白宮新

聞秘書卡琳•讓-皮埃爾為他的言

論進行了辯護。“我們看到的那

些不負責任的言論不是壹個擁核

國家領導人應該說的，這是(我

們)總統非常明確的。”讓-皮埃

爾說。她還表示，白宮沒有看到

任何俄羅斯準備使用核武器的跡

象，“我們沒有看到任何調整我

們自己戰略核態勢的理由，也沒

有看到俄羅斯準備立即使用核武

器的跡象。”

福克斯還援引法蘭西24電

臺消息稱，馬克龍在發表上述

言論之際還表示，解決烏克蘭

危機需要包括“降級”在內的

措施，以及“烏克蘭領導人和

人民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路透社此前曾表示，俄烏沖

突以來，馬克龍多次與普京通

話，試圖從中斡旋，但與此同

時也在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開

展軍事行動。

瑞典結束現場調查 “北溪”遭破壞嫌疑增大
連日來，對“北溪”管道泄漏事件的

調查仍在進行。6日，瑞典安全局宣布，

對“北溪”天然氣管道泄漏點的現場調查

已完畢，瑞典附近的泄漏點周圍海域已被

解封。瑞典安全局表示，管道遭人為蓄意

破壞的嫌疑增大。

俄稱可用“北溪-2”未受損管道供氣
遭德拒絕

此前，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5日表示

，“北溪-2”的壹條管道受損，但另壹條

管道仍然可以使用，俄羅斯已經準備好利

用這條管道向歐洲提供天然氣。

然而這壹提議遭到了德國的拒絕。德

國政府6日表示，德國不從俄羅斯進口天

然氣不是因為“北溪”出現故障，而是因

為俄羅斯不想提供天然氣。德國不認為俄

羅斯是可靠的天然氣供應商。

德副總理指責美國天然氣售價高出天
際

與此同時，德國副總理哈貝克 5日

指責包括美國在內的壹些國家對德國收

取過高的天然氣費用。他表示，壹些友

好國家出售天然氣的價格是天文數字。

他呼籲美國和歐洲團

結壹致降低天然氣價

格。

國際能源署數據

顯示，今年6月，歐

盟從美國進口的液化

天然氣首次超過從俄

羅斯進口的管道天然

氣。“商業內幕”網

站報道稱，美國能源

商在向歐洲運輸液化

氣過程中，每艘大型

運輸船都能賺取上億

美元的暴利。

德國能源新政遭歐盟內部反對
為緩解能源價格飛漲的現狀，德

國政府上周公布了壹項最高可達 2000

億歐元的能源救助計劃，以實現國

內能源價格下降的目標；但該計劃

自公布以來，卻遭到許多歐盟國家

的反對。多國領導人稱，作為歐洲

最大的經濟體，德國的這壹措施可

能對地區小國造成不利影響，並損

害歐盟團結。

《國會山報》：能源危機加深歐洲內
部裂痕

美國《國會山報》刊文稱，受能源行

業出現動蕩的影響，發生在歐盟內部的裂

痕越來越深：“德國、法國、西班牙等歐

盟成員國就能源問題不斷爭吵。圍繞對俄

能源制裁的裂痕也很明顯，各成員國不同

的國內經濟政策也在削弱歐盟的凝聚力

……如果歐盟不盡快采取行動，緊張局勢

只會隨著冬季的臨近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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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衛生部說，印方已著手檢

測印度梅登制藥有限公司生產並出口至西非

國家岡比亞的4種感冒和止咳糖漿樣本。此

前壹天，世界衛生組織發出警告，認為這4

種糖漿可能與岡比亞66名兒童死亡相關。

世衛組織說，實驗室分析顯示，上述糖漿內

二甘醇和乙二醇這兩種汙染物含量“不可接受”

，這些具有毒性的成分可導致急性腎損傷。

路透社援引印度衛生部消息報道，上述

出口至岡比亞的糖漿樣本已被送回印度實驗

室檢測，政府將視檢測結果采取後續措施。

另外，印方已要求世衛組織分享其認定糖漿

與死亡病例間因果關系的報告。

就何時分享報告，世衛組織發言人瑪格

麗特· 哈裏斯沒有回復記者詢問。她說，梅登

制藥公司和印度方面提供的信息表明，調查

人員已前往這家公司的工廠，世衛組織在等

待印方調查結果。

梅登制藥公司在哈裏亞納邦設有兩家工

廠。哈裏亞納邦衛生部長阿尼爾· 維傑說，如

果發現不當情況，當局將采取嚴厲措施。

據路透社報道，世衛組織上月晚些時候

告知印度監管機構有關岡比亞兒童死亡情況

，印方已同世衛組織壹起展開調查。

梅登制藥公司管理人員納雷什· 庫馬爾·

戈亞爾說，梅登制藥正試圖查明情況。這家

公司的主要業務為生產、出口和供應藥品，

包括多種膠囊、軟膏、糖漿和片劑。

印度新版“半高鐵”列車撞牛受損

綜合報導 印度媒體報道，剛投入

運營數日的印度國產新版“半高鐵”

列車6日與多頭牛相撞，發動機前部受

損，沒有人員傷亡。受損部分維修後

，列車恢復運行。

印度新版“半高鐵”列車9月30日

正式投入運營，往返於古吉拉特邦的

甘地訥格爾和西部城市孟買之間。這

壹列車最高試驗時速為180公裏，實際

最高時速為160公裏。

印度鐵路部門官員說，這壹列車6

日上午11時15分左右與多頭誤入鐵軌

的牛相撞，發動機前部受損。事發時

，列車時速為140公裏。為防止列車脫

軌危及乘客安全，駕駛員沒有立即剎

車。

“半高鐵”列車受損的照片在網

絡傳播。壹些反對黨領導人由此質疑

這壹印度國產列車的耐用性。

印度鐵路部門表示，將在甘地訥

格爾至艾哈邁達巴德之間的鐵路段增

設圍欄，以防類似事件再度發生，同

時提高列車實際運營時速至160公裏。

印度鐵路總裏程居世界前列，乘

火車出行是印度民眾長途旅行的主要

方式之壹。印度鐵路部門數據顯示，

印度全國每天運行大約1萬個班次列車

，載客量超過2500萬人次。

日本外相林芳正訪新馬拉攏東盟
大談東海和南海局勢

綜合報導 日本外相林

芳正本月7日至10日對新加

坡和馬來西亞進行訪問。8

日，他在新加坡與新加坡

總理李顯龍、外長維文舉

行會談。其間，林芳正聲稱

，日本希望與新加坡深化合

作以推進落實“自由開放的

印太”，並大談東海和南海

局勢。

日本《產經新聞》報道

稱，林芳正對新加坡和馬來

西亞的訪問，系日本外相自

2020年以來首次。據《日本

經濟新聞》8日報道稱，在

與李顯龍會談期間，雙方就

不承認俄羅斯“合並”烏克

蘭東南部四州達成共識，並

對俄予以譴責。此外，林芳

正與李顯龍還就應對不斷發

射導彈的朝鮮達成壹致。在

與維文會談期間，雙方商定

了在安保防務方面的合作，

包括早日簽署可從日本出口

防衛裝備品的《防衛裝備品

及技術轉移協定》。

日本外務省網站8日發

布的消息顯示，林芳正在

與李顯龍和維文會談期間

，均不忘提及中國，宣稱

強烈反對“在東海和南海

任何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

狀的嘗試”。

日本 NHK 網站報道稱

，林芳正在出訪前表示，

“著眼於明年的日本-東盟

友好合作 50 周年，希望通

過此次訪問，與地區重要

夥伴新加坡、馬來西亞為

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

進壹步強化合作，推進包

括經濟、安保合作、人員

往來在內的廣泛領域的雙

邊合作，並討論應對國際

社會的各種問題”。

NHK 網站的文章分析

稱，由於 2023 年是日本與

東盟開啟交流合作50周年，

在邀請東盟各國領導人前

往日本參加特別領導人會

議之前，林芳正計劃通過

對東盟各成員國的訪問，

來深化日本與東盟的關系。

《 日 本 經 濟 新 聞 》 稱 ，

“基於中國正擴大軍力，

日本正在強化對東盟的拉

攏，而林芳正訪問新馬兩

國正是其中壹環”。報道提

到，林芳正就任外相以來，

先後訪問了東盟成員國菲律

賓、印度尼西亞、柬埔寨，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則訪

問了柬埔寨、越南、泰國、

印尼和新加坡。林芳正此次

對新馬兩國的訪問，旨在敦

促東盟在對俄問題上步調壹

致。報道還稱，隨著對“臺

灣有事”的“擔憂”日益高

漲，如果東盟對中國采取(與

對俄羅斯)同樣的態度，日美

兩國將面臨困難的處境。

日媒稱，日本政府計劃

為日本東盟開啟交流合作50

周年舉行特別領導人會議，

對於緊盯中俄的日本來說，

這將成為進壹步深化與東盟

關系的契機。不過，由於東

盟成員國普遍不願在中美博

弈、俄烏沖突之間選邊站隊

，日本對東盟的拉攏很難取

得預期效果。

“現在要出個門太難了！”
緬甸東枝禁止客運車進城

民眾吐槽不斷
綜合報導 近期，緬甸撣邦南部東枝當

地經營客運車的商人及乘坐客車出行的居民

，對外反映新客車站出行難的問題。由於東

枝當局禁止長途客車進入城區，外來客車只

能在城外艾達雅鎮新車場卸客，想要前往城

區的旅客需要再搭乘班車、出租車或摩的。

壹名旅客表示，現在客車只能到東枝城

外的新車站，下車後還要從艾達雅乘坐轉往

城區的車，出行時間及成本增加了許多。像

這樣轉車對於我們來說，非常的不方便。

壹名經營客運站的商人表示，現在不

只是旅客需要在城外下車，貨物也需要在

新的客運站卸載，再使用短途的車轉進東

枝，壹天平均運輸費用額外多出6~7萬緬幣

左右。此外，再加上新車站還沒有完工，

還有許多泥濘的道路，客車司機只能看情

況，讓乘客在路邊下車，以及卸載貨物。

據悉，東枝除了仰光、曼德勒等客運線

路外，還有許多來往撣邦北部、撣邦東部的

客運線路。自東枝當局開展車站搬遷工作以

來，客運及物流運輸行業面臨了諸多問題。

8月底開始，東枝交警部門在城門進

出口加強了交通監管。由於城區大部分汽

車為無牌車，對於有關部門突然查車罰款

壹事，居民吐槽不斷。

亞洲時局 AA55
星期日       2022年10月16日       Sunday, October 1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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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主體十年淨增億戶
外企增幅超50% 新技術等“四新經濟”企業佔比46%

伴隨市場主體總量的持續增長，中國市場結構
和質量同步優化升級。市場監管總局發布的

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8月底，全國第一、二、
三次產業市場主體數量比為5︰10︰85，第一、
二、三次產業企業數量比為3︰20︰77，第三產業
佔據主導地位。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
式不斷湧現，登記在冊的上述“四新經濟”企業
達2,300多萬戶，佔全部企業的46.4%，“四新經
濟”年新設企業也由2012年的74萬戶持續增長至
2021年的384萬戶，不斷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國際競
爭力提升積蓄新的動能。

民企翻兩番 佔比升至逾九成
截至2022年8月底，中國民營企業從2012年

底的1,000多萬戶增長到4,700多萬戶，翻了兩
番，民營企業佔比由不足八成提高到逾九成。民
營企業的整體實力也大為增強，不斷有民營企業
進入世界500強。中國每千人企業數也由11.4戶提
升至36.1戶，個體工商戶從4,060萬戶增加至1.09

億戶，邁上歷史新台階。

市場環境和質量明顯提升
市場監管總局登記註冊局有關負責人表示，

十年來，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依然是吸
引國際投資的熱土，外商投資企業從44.1萬戶增
長到66.8萬戶，增幅超過50%，為構建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
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市場環境和質量取得明
顯提升，營商環境大幅優化，全球排名從2013年
的第96位躍升至最新的第31位。開辦企業便利度
排名從150位之後大幅躍升至第27位。中國成為
全球營商環境改善最大的經濟體之一。

疫情下經濟展現更大韌性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登記註冊局有關負責人指

出，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產
生巨大衝擊，中國市場主體面臨前所未有的壓

力。面對複雜嚴峻的國內外環境，中共中央、國
務院把“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
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六保”（保居民就
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
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作為宏
觀經濟的政策取向，緊密聯繫微觀主體，在稅

收、金融、就業、社保等方面出台一攬子幫扶措
施，為市場主體紓困解難，保市場主體取得明顯
成效。
數據顯示，2020年以來，中國市場主體繼續保

持增長，淨增3,700多萬戶，佔到過去十年淨增總
量的35%，經濟展現更大韌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登記註冊

局有關負責人介紹，過去十年，中國市場主體總量實現歷史性突破，截至

2022年8月底，登記在冊市場主體達1.63億戶，相比2012年底的5,500萬戶，淨增

超1億戶，年平均增幅12%，其中，企業從1,300多萬戶增加至5,100多萬戶，接近

美國和歐盟企業數量之和。中國營商環境大幅優化，外商投資企業從44.1萬戶增長

到66.8萬戶，增幅超過50%，持續成為吸引國際投資的熱土。

◆◆過去十年過去十年，，中國市場主體總量達中國市場主體總量達11..6363億戶億戶，，相比相比20122012年底的年底的55,,500500萬戶萬戶，，淨增超淨增超11億戶億戶。。圖為廣圖為廣
東順德一些家電企業預估到歐洲供暖市場的新需求東順德一些家電企業預估到歐洲供暖市場的新需求，，調整產品結構調整產品結構，，靈活研發新產品適應市場的取暖靈活研發新產品適應市場的取暖
需求需求。。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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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重要民生項目“珠三角水
資源配置工程”建設加速。香港文匯報記者
10日從承建方獲悉，目前整個工程盾構隧
洞掘進進度超過99%，即將實現盾構隧洞全
線貫通，擬明年底建成通水。

力爭2023年建成通水
作為國家重大水利工程，珠三角水資源

配置工程總投資超過350億元人民幣，西起
佛山順德鯉魚洲，東至深圳公明水庫，輸水
線路全長超113公里，以深層管道輸水方式
穿越珠三角核心城市群，是目前廣東史上投
資規模最大、輸水線路最長、受水區域最廣
的水利工程。承建方粵水電介紹，隨着“粵
海5號”盾構機近日在工程A2標項目順利
貫通，標誌着珠三角水資源配置工程順德段
盾構區間全部貫通，該工程全線盾構施工已
進入最後衝刺階段。據悉，截至目前，整個
工程盾構隧洞掘進的進度超過99%，預計即
將實現盾構隧洞全線貫通，隨後全面轉入內
襯結構施工，工程進展正在加速。

按照目前計劃，該工程將力爭實現
2023年底建成通水目標，屆時將從西江向
珠三角東部地區供水，有效改變以往東江單
一供水格局，解決廣州、深圳、東莞等灣區
城市生活生產缺水問題，並為香港等地提供
應急備用水源，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提供水
資源保障和戰略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台辦發言
人馬曉光10日就蔡英文發表所謂“講話”答記
者問。

有記者問：蔡英文10月10日發表所謂“講
話”，請問對其中涉及兩岸關係內容有何評
論？

馬曉光指出，這篇“講話”繼續堅持“兩
國論”立場，歪曲兩岸關係性質，渲染大陸
“威脅”，推卸破壞兩岸關係、危害台海和平
穩定的責任，極力貼靠外部勢力壯膽，強化
“以武謀獨”，企圖繼續誤導島內民意，欺騙
世人。

他說，眾所周知，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
“台獨”分裂立場，勾連外部勢力謀“獨”挑
釁，是當前台海局勢緊張動盪的根源。我們堅
決開展反分裂反干涉鬥爭，是維護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維護兩岸同胞根本利益、維護台海
和平穩定的正當正義之舉。

尊重同胞社會制度生活方式
台灣問題的本質是中國內政，兩岸關係的

本質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民進黨當局
顛倒黑白、混淆視聽，編造所謂“民主自由”
的虛假敘事，對內欺騙民眾，對外貼靠外部勢
力，掩蓋不了其破壞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分裂

國家的行徑和本質。
馬曉光表示，我們尊重台灣同胞的社會制

度和生活方式，兩岸和平統一後，在確保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台灣同胞的
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
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
充分保障。制度不同不是分裂的藉口，更不是
統一的障礙。我們打擊遏制“台獨”，不是針
對廣大台灣同胞。民進黨當局依靠外部勢力延
續自己的政治生命，極力鼓噪“以武謀獨”為
自己壯膽，並企圖裹挾台灣同胞充當“炮
灰”、走向謀“獨”挑釁的深淵，完全是為了
一黨之私。

馬曉光說，我們一貫主張通過平等協商改
善與發展兩岸關係。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
二共識”就是兩岸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維護
台海和平的政治基礎。民進黨當局否定“九二
共識”，一手關閉了兩岸平等協商的大門，又
企圖將“兩國論”立場強加於兩岸協商，說明
他們根本就沒有緩和當前台海緊張局勢，以對
話化解分歧的誠意。

“台獨”是絕路 外人靠不住
馬曉光表示，我們正告民進黨當局，“台

獨”是絕路，外人靠不住。只有回到“九二共

識”的基礎上來，兩岸雙方才能對話溝通，兩
岸關係才能和平穩定發展，才是真正造福於廣
大台灣同胞。希望廣大台灣同胞認清利和害、
明辨是與非，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決反對
“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積極投身兩岸
各領域交流合作，共創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美
好未來。

外交部：絕不為“台獨”留下任何空間
另據中新社報道，蔡英文當天並提到“建

構完整的不對稱戰力，確保台灣足以應對外在
的軍事威脅”等言論，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0月
1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涉台提問時表示，台
灣問題是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台
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願意
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台獨’
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

毛寧表示，當前台海出現緊張局勢根源在
於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勾
結外部勢力不斷進行謀“獨”挑釁，嚴重破壞
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根基。

毛寧表示，一個中國原則是維護台海和平
穩定的定海神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
係就能改善和發展。背離一個中國原則，就會
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動盪。

國台辦：蔡英文“講話”續用“兩國論”欺騙世人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日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攝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
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官網消息，《中國共產
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郵票、郵品將
於2022年10月16日起發行。其中，紀念郵票自
10月9日起，首日封、紀念封等7款郵品自10月
10日起開始預售，集郵愛好者可以從中國郵政
官方渠道預訂。

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與中共十九大紀念
封以中南海新華門為主要元素不同，今年黨代
會的紀念封以光芒萬丈的金色黨徽、十面紅旗

和人民大會堂為主要元素。資料顯示，人民大
會堂是為慶祝建國十周年而建造，是中國人民
政治生活的神聖殿堂。

此外，中共二十大首日封的設計也頗具氣
勢、意境和歷史沉澱感，主要元素自上而下分
別為人民大會堂萬人禮堂穹頂的紅色五角星燈
和滿天星燈、朝霞雲海和人民大會堂。據了
解，紅色五角星燈和滿天星燈象徵全國人民萬
眾一心、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在中國共
產黨領導下走向光明。

二十大紀念郵票郵品預售
AA66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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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歲的盧女士10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回想起兩年
多前新冠疫情爆發，徬徨、空
虛、孤獨來襲，她一度因無法
探望居住在安老院舍的母親而
憂心忡忡，但意外收穫是疫情

促使她掌握新科技，目前已學會網上購物、娛
樂消遣，並透過視像通訊與住在院舍的母親和
親友通話，之前的負面情緒煙消雲散。她說：
“現在開心好多啦！”

盧女士本身性格活躍，疫情前經常參與社
區中心的講座及運動班，以及相約親友外出相
聚，並定期探訪居於安老院的93歲母親，生活
多姿多彩。不過，疫情爆發後，所有社交活動
被叫停，盧女士終日困在家中避疫，十分苦
悶、空虛及失落，最擔心的是母親狀況。

她表示，院舍在疫情下暫停探訪，她朝夕
掛念母親的健康，自己又無法參與社交活動抒

發負面情緒。幸好幾波疫情過去，她在家人及
院舍職員耐心教導下，慢慢接觸新科技解決生
活所需，如今她已熟習以社交軟件與母親及親
友進行視像通話，社交活動搬到網上進行，還
能透過網上平台購物、搜尋新聞資訊、參加安
老院舍舉辦的網上家屬活動及體適能運動班

等，足不出戶也能樂趣無窮。
不少長者與盧女士一樣，精神健康一度因

為疫情轉差，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轄下耆年
日間護理中心及耆年院舍組，早前訪問1,144名
60歲或以上長者，發現三成受訪長者有少許或
以上程度的抑鬱，兩成半受訪長者不會使用資
訊科技與外界溝通。

學者倡助長者學電腦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客席教授及臨床心理學家黃沛霖表示，掌握資
訊科技能提升長者精神健康，提升生活滿足
感。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耆年日間護理中心及耆
年院舍組服務總監劉思凡建議，社會提供更多
為長者專設的資訊科技培訓課程，建立為長者
專設的網上資訊平台，鼓勵在社區設立長者友
善資訊科技設施，讓長者使用資訊科技更普
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

◆調查發現，三成受訪長者有少許或以上程度的抑
鬱。圖左二為盧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學識與母“雲對話”六旬婦意外收穫

開心指數5年新高 港人再現歡顏
旅遊及飲食業逐步復常 導遊做回本行感重生

隨着旅遊及飲食業逐步復常，香

港市民臉上漸漸再現歡顏。10日公布

的一項調查顯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

由去年的 6.44 分升至今年的 6.59 分

（10分滿分），是2018年以來的最高

水平。香港文匯報追訪兩名熬過最艱

難時期的市民，其中有從事旅遊業逾

30年的領隊兼導遊，疫情下曾轉行從

事零售、保安及餐飲業，同時又報讀

再培訓課程自我增值，如今終於等到

重操故業的機會，由6月底至今已帶過

4個赴日本的旅遊團。他坦言，有一種

旅遊業重生的感覺，不論從業員及外

遊港人均再露喜悅，目前雖然不能說

一片大好，但只要懷抱希望，香港一

定能谷底反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調查機構表示，現時疫情開始受
控，旅遊及飲食業見曙光，社會漸
漸復常，數據結果寫實和合理地反
映社會現象。 受訪者供圖

“香港開心指數調查”是由和富社會企業
“香港開心D”自2015年起開展，今年

委託東華學院護理學院於8月5日至18日透過互
聯網成功訪問1,147人。10日公布的結果顯示，
今年的“整體開心指數”為6.59分，較去年上
升0.15分，比起2019年（6.15分）及2020年
（6.16分）的低位更顯著回升。若按年齡層劃
分，55歲或以上組別的開心程度最高（7.16
分），12歲至18歲組別最低（5.93分）。

分析數據發現，港人對外在環境的整體滿
意程度（共13項因素）亦由去年的5.11分升至
今年的5.26分，當中升幅最高的為“政治及社
會狀況”（由4.31分升至4.69分）、“信任政
府處事的程度”（由4.1分升至4.48分）及“政
府的施政”（由4.21分升至4.55分），但該3項
因素的個別得分仍屬外在環境因素中最低。

“香港開心D”顧問及東華學院護理學院副
院長、中西醫護及復康中心總監及教授林清認
為，現時疫情開始受控，旅遊及飲食業見曙
光，社會漸漸回復常態，數據結果寫實和合理
地反映社會現象。

1989年加入旅遊業的Polo，疫情前於東瀛
遊旅行社當日本團領隊兼導遊，無奈疫情令業
界停擺，曾在公司內調往處理銷售紀念品及客
戶中心的工作。其後東瀛遊基於行業前景持續
不明朗被迫遣散所有導遊，Polo亦頓時失業。
Polo 10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非
典’也只是停擺了3個月，沒想過新冠疫情影響
這麼大。”他表示，尚幸不愁住屋問題，失業
期間靠“吃老本”，同時報讀了一些再培訓課
程自我增值，其後終要轉行維生，“當過售貨
員、保安員、餐廳侍應，甚至疫苗中心及檢疫
酒店的職員。”

帶團赴日遇友 忍不住擁抱
隨着今年環球疫情趨於穩定，各國陸續放

寬入境政策，Polo亦於今年中獲東瀛遊重聘，並
於6月下旬以領隊兼導遊身份帶疫下首個赴北海
道及東京團出發，“當我知道會帶那個團時，
感覺好開心，終於等到了！除了背負公司委託
的責任外，亦有一種旅遊業重生的感覺。”

他更指，闊別舊地兩年半，一事一物都令
他充滿感觸，“我到日本重遇一些夥伴與供應
商朋友，忍不住即時雙雙擁抱；甚至看到一部
自動售賣機，也脫口對它說‘好久沒見’。”
他表示，即使是戴着口罩，但從團友的眼神中
也看出那一份喜悅。

Polo直言，對香港的入境檢疫政策放寬至
“0+3”是喜出望外，又指即使目前的薪酬只及
疫情前的一半，導遊同事也由疫情前百多人減
至如今僅十多人，但亦感激旅行社遵守承諾，
優先重聘當日被遣散的員工。

他亦深信，只要懷抱着希望，旅遊業未來
只會愈來愈好，“我期望不論外遊抑或本地團
均可逐步復常，令香港百花齊放，早日回復原
有的動力與‘活力之都’的美譽。”

學
者
：
經
濟
未
復
甦
須
審
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
曉輝）雖然港人的整體開心程
度有所提高，但調查亦指出背
後的憂慮，當中以“香港整體
經濟狀況”尤其明顯，該項指
數在經歷黑暴及新冠疫情後，
由2018年的5.25分跌至去年的
5.06 分，今年更進一步跌至
4.69分。另外，根據自我評估
後得出，55%受訪者出現輕度
至嚴重抑鬱症狀，比例較去年
增加7.9個百分點。“香港開
心D”顧問司徒永富建議港人
重點培養關愛、尊重和自我控
制，“多關愛自己和他人、堅
守誠信及尊重別人，都間接對
開心指數有正面影響。”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
學院院長鄺志良10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則指，過去幾
年香港經歷社會事件及新冠疫
情，開心程度自然下跌，如今
疫情平穩，加上特區政府放寬
防疫措施令指數回升亦屬預期
之內，“看得出今屆政府的即
時反應明顯較快，但目前漸進
式地調整防疫政策與部分期望
加快復常的商界和市民存在落
差，因而令經濟狀況指數不升
反跌。”

房屋供應量仍是重要問題
他說，房屋供應量仍是香

港的重要問題，“對上一份
《長遠房屋策略》公布未來10
年可建約33萬個公營房屋單
位，若稍後公布的新一份長策
可增至40萬個單位，市民感覺
上樓機會增加，開心程度自然
會提高。”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
學系助理教授袁偉基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亦指，疫情至
今接近3年，即使特區政府強
調不希望防疫政策“走回頭
路”，但市民依舊看不到清晰
的經濟復常路線圖，“在加息
又加息的國際大環境下，香港
樓價及股市均呈下跌，市民財
產減少，政府亦陷入財赤，經
濟狀況自然不會好。”

不過，他指不少預測均指
加息周期或於今年底到頂，建
議市民可抱正面思想，“有危
自然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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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oPolo於今年於今年66月下旬帶疫下月下旬帶疫下
首個出發日本的旅行團首個出發日本的旅行團。。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一項調查發現，港人的開心指數由去年的6.44分升至今年的6.59分，是201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圖為
長者展歡顏。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對於“開心指數”創
2018年以來新高，香港立法會民建聯議員梁熙10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現屆特區政府上任百日以來，市
民感受到一種久違的新氣象，例如防疫措施果斷回應民
意、主要官員頻頻落區了解民間疾苦等。因此，特首的民
望也創2018年以來的新高，反映市民對特區政府也有很大
的期望。

不過，梁熙表示，同時留意到市民對特區政府施政仍
然有不甚滿意之處，希望特區政府未來有針對地加強有關
年輕人、長者、兒童等群體的措施，包括加強不同專科的
公私營合作，從而減低長者輪候公營醫療的時間；向青年
預售遠期的居屋，讓他們看到置業希望等。他表示，相信
在解決這些與民生切身所需的訴求後，會大大增強市民對
特區政府的施政信心。

議員：反映市民對政府期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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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11111年雙十國慶國運昌隆年雙十國慶國運昌隆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 「「懷念金曲演唱會懷念金曲演唱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頒發僑務有功人員羅復文處長頒發僑務有功人員。。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頒發僑務有功人員羅復文處長頒發僑務有功人員。。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頒發僑務有功人員羅復文處長頒發僑務有功人員。。

卡拉卡拉OKOK 班全體同學合唱班全體同學合唱 「「美麗的寶島美麗的寶島 」」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在演唱會開羅復文處長在演唱會開
始時致詞始時致詞。。 小組演唱小組演唱 「「秋蟬秋蟬 」」 閻方雲獨唱閻方雲獨唱 「「昨夜星辰昨夜星辰 」」

卡拉卡拉OkOk 班全體合唱班全體合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代表我的心」」

圖為僑教中心大禮堂圖為僑教中心大禮堂 「「懷念金曲演唱會懷念金曲演唱會」」 現場盛況現場盛況。。

（（前排右前排右））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副主委孫玉玟副主委孫玉玟、、 「「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 主席主席
李迎霞李迎霞（（前排左前排左））在在 「「懷念金曲演唱會懷念金曲演唱會」」 現場現場。。 孫永鳳獨唱孫永鳳獨唱 「「Stand by your MemStand by your M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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