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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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衛生組織（WHO）今天表示，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仍
是全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降低警戒層級仍言之過早，即便最近防疫有所進展。

法新社報導，世衛是在2020年1月30日宣布COVID-19疫情構成 「國際關注
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PHEIC），此為世衛最高警戒層級。上週，世衛緊急委員會
開會作出結論，全球COVID-19疫情仍處於最高警戒層級。

對此，世衛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今天在日內瓦告
訴記者，他同意世衛緊急委員會的建議。

譚德塞表示： 「（世衛緊急）委員會強調，有必要加強監測，並讓最危險族群
獲得更多的檢測、治療和疫苗。」

世衛正在追蹤逾300種Omicron亞型變異株。世衛COVID-19專家范科霍芙
（Maria Van Kerkhove）提及： 「所有的Omicron亞型變異株都展現出更強傳染力
，以及能避開免疫系統的特性。」

變異株逾百種 世衛：全球公衛危機未了



AA22大俠天下行

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星期四       2022年10月20日       Thursday, October 20, 2022

On last Saturday lunchtime
we gathered at the mansion of
Mr and Mrs Rocky Lai’s we
had very frank and meaningful
conversation with our
Congresswoman Lizzie
Fletcher to expressed our
opinion and feeling to her.

The constituencies of
Congresswoman Fletcher now
including Houston’s
Chinatown and International
District . She repeatedly
expressed her concern for our
comunity and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governance

In the meeting more than
80% pf us were born abroad
and later naturalized as
citizenWe have al contributed
to the gilded age of our life to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our comunity. Our next

generation also take root here
we are proud of Being Asian
American in this country.

We told congresswoman
that our main concern are the
racial hatred against Asian
American specially to Chinese
when the for,er president
Trump insulted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nese
American. Which is the biggest
reason.

Whenever the election
came many candidates and
politicians continue shuttle
through all over our comunity
they want the votes and money
donation we wanted to urged
our people must to consider
very careful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ur
demand and concern. 1010//1818//20222022

Our Dialogue with Congresswoman FletcherOur Dialogue with Congresswoman Fletcher

週六下午我們聚集在企業家賴承烈伉儷之豪宅家中和現
任國會女議員佛萊澈做了一次非常有意義的政治對話，更表
達我們華亞裔之感受和心聲。

佛萊澈議員之選區包括有休斯敦華埠及國際區，此次將
再臨重選，她在談話中一再表達對社區之關懷和未來施政之
努力方向。

我們共同堅定表示，今日在座之賓客，百分之八十以
上是出生在國外而歸化為美國人，我們大家貢獻了畢生之人
生黃金歲月，為社區繁榮發展貢獻力量，今後我們的後一代
也將在此落葉生根，我們大家都以亞裔美人為榮。

今天我們主要面對之問題是對亞華裔人群之種族仇視，
尤其是前總統川普對華人之侮辱和歧視是最大之原因。

每當競選來臨時，許多候選人和政客不斷穿梭在我們社
區各地，他們主要目的是選票和鈔票，我們奉歡各位要把
握住機會來表達自己之想法。

我們的政治對話我們的政治對話

圖為參加賴府募款活動之亞裔社區領袖合攝圖為參加賴府募款活動之亞裔社區領袖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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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唐寧街（ Downing Street）10號又要更換房客了, 這一間英國首相府堪稱全世界最
難居住的宅所, 在一個多月前, 女首相特拉斯Liz Truss才信心滿滿住進來, 但現在她將被迫搬走
, 雖然她不願離去, 但身不由己, 想多一些日子都難!

特拉斯對財經不十分熟識, 由於她與財政大臣夸西•克沃滕共同製定對富人減稅 450 億與
補助能源900 億的政策失靈, 導致英國貧富差距拉大而民怨四起, 財臣被迫下台, 而新上任的韓
特竟360度大翻轉,以“新緊縮”取代 ,南轅北轍的作法在黨內大震盪, 特拉斯更失去民意支持,
只有17%的支持度, 創下歷史新低。

英國在脫歐後, 又面臨新冠大流行肆虐, 國家財源資不抵債,政府高層人事和政策缺乏真正
民主合法性,自脫歐以來，2019年當選的首相和政府已兩度被替換——在2019年投票給政府
的選民中，幾乎沒有人可預見今天這種增稅、削減支出的生活,前首相江生的核心承諾也被放
棄。 從憲法上講，在英國的議會制度中，任何政黨或聯合政府只要在下議院佔有多數席位，
就可產生不同的首相，數量也是不限的。英國目前正在走上一條連自己的議員和黨員都沒有批
准的道路,即使他們能贏得信任投票，他們也很難讓議會通過他們的各種增稅和削減開支計劃
。這種僵局將再次需要通過大選和一個新的開始來打破。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在國家命運方面
，“市場”這個實體比投票的公衆擁有更多的發言權,選民已受夠保守黨派系和粉絲俱樂部之
間的陰謀和爭論，也受夠了3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決定英國的未來。

英國保守黨有一個1922 委員會，是由下議院後半班議員們組成，這是底層的委員會，現
在他們已發出了強烈不滿聲浪,1922 委員會有一項內規,為保證政權穩定,新首相上任12 個月不
可進行不信任投票, 換言之, 在一年之內，特拉斯是不會被強迫下台, 但他們是可以修改內規的
, 所以1922 委員會可能會破例行之, 目前已有超過100 名保守黨議員提議不支持特拉斯,所以
為了保住顏面, 特拉斯自請辭職引退應該是比較明智的決定。

特拉斯今年才47歲, 是英國歷史上繼柴契爾夫人與特雷莎•梅之後的第 3 位女首相，也
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去世之前第 15 位首相, 特拉斯自2010年踏入政壇, 他的政治傾向從
左偏到右, 在從政的歷程中曾經擔任過6個內閣閣員的大位, 她在擔任閣揆後的第一次演講中承
諾要改變英國，並且從最迫切的減輕稅負稅、能源危機與國民健保3大項入手, 但是沒有想到
她所推出的第一項減稅政策卻拖垮了政府, 也拖垮了她自己的政治生涯。

俄羅斯在9月20日發起部分動員徵兵，
按理說，受徵召人的兵員將會先接受2個星期
的訓練，然後才會派往前線。然而愈來愈多
證據表明，很多動員兵的訓練僅只是開了幾
槍而已，然後就被派往最危急的戰場，有些
動員兵才進入部隊十天就在前線的砲火下陣
亡。

莫斯科時報(The Moscow Times)報導，
27歲的伊果•普契科夫(Igor Puchkov)是2個
孩子的父親，但他已無法陪伴孩子長大，幾
天前，普契科夫陣亡於烏克蘭南部的刻松地
區戰鬥。

他的親屬完全無法接受，收集資料向媒
體報料，他的弟妹( sister-in-law)史特拉娜•
普奇科娃(Svetlana Puchkova)在電話中告訴
《莫斯科時報》： 「就他生前與我們的說法
，他的軍事訓練只是得到分到1個彈匣(30發
子彈)，然後開了一槍，確定步槍可用，僅此
而已….所以他幾乎沒有任何訓練就被派往烏
克蘭，我們感到非常憤怒。」

普契科夫來自米努辛斯克(Minusinsk)，
該城位在外蒙古以北的西伯利亞。俄羅斯的
部分動員多半就是徵召這種邊疆地區的役男
。

普契科夫的遺孀普奇科娃(Puchkova)悲痛
的說，： 「我無法接受他就這麼走了，我還
記得他的微笑，還能回憶他的聲音，但現在

他不會再進家門。」
同樣來自米努辛斯克的動員兵，35歲的

建築工人亞歷山大•帕里洛夫（Alexander
Parilov）與普契科夫在同一天陣亡，也同樣
沒有接受額外的培訓。

他的朋友伊果‧索隆達耶夫(Igor Solon-
daev)說，軍方幾乎沒有這些動員兵什麼，他
花了35,000 盧布（567美元）給自己買了一
套制服和靴子，但他沒有時間買自己的睡袋
。他們沒有得到任何東西。一星期後，他們
終於給了他軍裝和機關槍，隔天就把他們送
到刻松，然而第2天就陣亡了。

俄羅斯官方沒有出面說明情況，因此愈
來愈多的動員兵家屬開始了陳情，俄羅斯西
部布良斯克地區(Bryansk)的動員兵親屬在上
周末發布陳情影片，希望普丁能放過他們的
兒子和丈夫。

新兵特倫科夫(Ivan Terenkov)的妻子說：
「我們的先生未經訓練就被派往前線，這是
違法的。」

現役士兵茲帕諾夫(Nikita Tsepanov)的母
親說： 「我接到兒子的電話，他說：媽媽，
幫幫我，讓我離開這個地獄。」

由於俄國政府強力鎮壓反戰意見與街頭
抗爭，所以這些陣亡士兵的親友也沒準備走
上街頭抗議，但敢怒不敢言的憤怒情緒又能
壓迫多久？

俄羅斯動員兵缺少訓練 陣亡家屬憤怒 「被國家當砲灰」
深陷逼宮危機的英國首相特拉斯14日剛犧牲

了多年盟友前財相夸騰以求自保，今天又讓才任
職43天的內政大臣布瑞弗曼下台。有消息指出，
前運輸大臣夏普斯（Grant Shapps）可望接任。

夏普斯在今年夏天的執政黨保守黨黨魁選舉
支持特拉斯（Liz Truss）對手、前財相蘇納克
（Rishi Sunak）。若最後果真由他接任內政大臣
，此舉可視為特拉斯試圖平衡黨內派系利益。

特拉斯9月6日上任，當時不少媒體特別著墨
她的內閣重臣不再清一色是 「老白男」 ，而是反
映了英國的多元族群特色。

不過，或許更重要的是，特拉斯並未兌現競
選黨魁（執政黨黨魁即首相）期間承諾的 「跨陣
營舉才」 ，而是大量重用曾對她 「輸誠」 及主要
以 「正確意識形態」 取勝的人士，這不僅有違她
宣稱要打破的 「同溫層」 和集體決策迷思，也讓
她在面對重大決策挑戰時，難以凝聚支持。不勤
於溝通、樂於展現 「鐵腕」 但在政策面思考欠周
延也讓她遭人詬病。

布瑞弗曼今夏也曾競選黨魁，在第一階段的
國會議員投票遭刷下後，轉而挺特拉斯。特拉斯
是1998年以來，黨內選舉得票率最低的保守黨黨
魁。夸騰（Kwasi Kwarteng）雖因財稅、經濟政
策爭議，上任不到40天就黯然下台，但他擬落實

的，卻是與特拉斯的政策 「共識」 ，這也是特拉
斯近日屢遭質疑憑什麼留戀首相大位的原因之一
。

不過，布瑞弗曼（Suella Braverman）下台
是另一種情況。先前即陸續傳出，她與特拉斯在
移民政策常意見相左；她近日也公開反對特拉斯
取消減稅。

儘管是印度裔移民第二代，布瑞弗曼因為主
張緊縮移民政策、批判 「左傾」 與所謂的 「覺醒
」 分子，而大受基層黨員歡迎。

不過， 「強勢」 也可能踢到鐵板。布瑞弗曼
日前稱英國與印度正在協商的自由貿易協定恐讓
大量印度公民湧向英國，而印度裔是 「非法居留
英國的族群大宗」 。此言一出激怒印度政府、造
成外交風波，讓特拉斯在外交大臣任內極力推動
、引以為傲的英印自由貿易協定徒生變數。

布瑞弗曼今天公布她給特拉斯的辭職信，提
到被迫辭職的 「技術」 理由：透過個人電子郵件
信箱傳送公務文件。

不過，她提到，一發現這個失誤，她即刻循
正式管道通報；她 「以高標準要求自己」 ，因此
辭職是對的。

接下來的信件內容可謂布瑞弗曼 「劍指」 特
拉斯，要求特拉斯也下台負責。

英內政大臣下台 辭職信疑暗諷首相也該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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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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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電信運營商1000萬客戶數據外泄
兩家監管機構已介入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兩家監管機構已經針對該國第二大電信公司澳

都斯(Optus)遭網絡攻擊，導致1000萬名客戶個人資料外泄的事件展開調

查。

澳都斯是新電信(Singtel)的澳大利亞子公司，其客戶資料外泄的消息

上月22日傳出後，澳都斯因未能防止如此大規模的網絡襲擊遭到澳政府

和民眾的抨擊。

澳大利亞信息專員辦公室稱，正在調查澳都斯是否采取合理步驟保

護客戶資料，並遵守隱私條款。該辦公室在聲明中表示，如果調查發現

有任何用戶的隱私受侵擾，當局可能強制澳都斯采取措施，確保類似事

件不會重演。此外，若發現澳都斯觸犯該國的隱私法，每違反壹項條例

就可能面對最高220萬澳元的罰款。

澳大利亞通信和媒體管理局(ACMA)則在調查澳都斯是否在保存和

處理客戶個人資料時，遵守作為電信服務供應商的義務。澳大利亞通信

和媒體管理局主席奧洛夫林在聲明中稱，電信服務供應商未能保護客戶

信息“會對所有受影響人員造成嚴重後果”。

澳大利亞政府此前已宣布要徹底改革數碼安全法，以迫使受到網絡

襲擊的公司通知銀行可能受影響的客戶；數家律師事務所也表明考慮提

出集體訴訟。

澳大利亞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早前曾在國會聽證會上說，當局每天

接獲600通對澳都斯資料外泄事件感到擔憂的客戶來電，不過因此而遭

遇詐騙的人並不多。

德國新冠感染者大幅增加
專家警告醫院將超負荷

綜合報導 據報道，由於醫院中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大幅增加，

德國醫院協會(DKG)警告，醫院面臨超負荷及工作人員短缺情況。

“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顯著增加。與上周相比，占比增加了

50%。”德國醫院協會主席加斯在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表示，目前

約有 19000 名患者新冠檢測呈陽性，這與夏季感染潮高峰期壹樣多

。他警告，全國範圍內的醫院還要經歷極其困難的幾周。

加斯表示，醫院面臨的問題是由新冠感染和其他呼吸系統疾病造

成的工作人員大幅短缺。此外，新冠感染患者增加也意味著醫院需

在感染防護方面做更多努力，“額外的工作，也再次增加了工作人

員負擔。”

加斯指出，工作人手不足，以及由通貨膨脹導致的經濟壓力，和工

作流程上的官僚主義將造成嚴重後果。“所有這些將導致醫院不得不推

遲服務，及部分科室暫停服務。”

近期，德國新冠感染人數再度上升。根據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

赫研究所12日公布的疫情數據，用於監測疫情嚴峻程度的新冠發病率指

數(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上升至799.9，前壹天此數值為

787.5，壹周前為414.0，壹個月前為216.0。

數據顯示，當日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病例數為136748例，壹

周前為133532例；當日新增死亡病例199例，壹周前為128例。

截至當天，德國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 34257916 例、死亡

150919 例。德國目前至少有 6350 萬人已完全接種疫苗，約占該國

總人口數的 76.3%，至少有 5180 萬人已接種加強針，占總人口數的

62.2%。

聯合國人權專家敦促日本政府
“無條件”支持福島核事故流離失所民眾

綜合報導 在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11

年後，聯合國人權專家10日敦促日本政府

必須“無條件”為3萬多名流離失所的受

災民眾提供支持，不能以“自願”流離失

所或“被迫”流離失所對他們加以區分。

當日聯合國境內流離失所者人權問題

特別報告員塞西莉亞希門尼斯-達瑪麗(Ce-

ciliaJiménez-Damary)發表相關聲明。9月26

日至10月7日，希門尼斯-達瑪麗到訪日本

福島縣、東京等多地，與福島核事故流離

失所民眾、受災社區等進行了對話。

聲明表示，受福島核事故影響，日本

至今仍有3萬多名民眾流離失所，許多受

災民眾因害怕輻射，或擔心無法獲得教育

、醫療、就業等基本服務，不能或不願返

回原籍地。

聲明強調，不論是因為擔心核事故的

影響“自願”流離失所，還是因為接到強

制撤離令“被迫”流離失所，日本政府不

能對受災民眾加以區分，“所有境內流離

失所者作為日本公民都享有同等權利，按

照‘自願’流離失所或‘被迫’流離失所

來劃撥援助的做法必須結束”。

“對境內流離失所者的保護與援助必

須基於其人權和需求，而不應基於他們的

身份類別，否則不符合國際人權法的規定

。”聲明說。

聲明又指，日本政府需要向流離失

所的受災民眾提供準確信息，讓民眾在

知情的情況下決定是否返回原籍地，還

應確保受災民眾可以自由作出選擇，而

不受以返回原籍地為條件的援助政策的

阻撓。

對於仍處於疏散狀態的受災民眾，聲

明呼籲日本政府繼續向他們提供基本支持

，特別是向最脆弱的家庭提供住房支持，

以及幫助所有流離失所的受災民眾獲得可

持續生計。

此外，對於福島縣重建工作，聲明

敦促日本政府兼顧流離失所民眾和福島

縣現有居民的需求和權利，與他們對話

，充分提供信息，使民眾可以自由參與

重建決策。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縣附近海

域發生9.0級特大地震，地震引發的海嘯

襲擊福島第壹核電站，造成核電站機組堆

芯熔毀，釀成自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之後最

嚴重的核事故。

就福島核事故引發的流離失所問題

，10 日的聲明顯示，希門尼斯-達瑪麗

訪問日本後，擬於明年 6月向聯合國人

權理事會提交報告，全面闡述訪日有關

情況。

壹天近40萬美元！
歐洲爭相囤氣過冬 LNG船運費創下新高

綜合報導 由於歐洲爭相囤氣以確保

冬季供應，壹場船舶爭奪戰正在上演，

周二液化天然氣（LNG）船運費再創歷

史新高。

根據Spark Commodities收集的船舶

經紀商數據，現在在大西洋盆地（Atlan-

tic basin）租用壹艘LNG船的成本躍升至

每天39.75萬美元，超過了去年創下的歷

史新高。

大西洋盆地包括美國東部和墨西哥

灣沿岸地區(Gulf Coast)、加勒比海地區

、歐洲和西部非洲。

自俄烏沖突2月底爆發以來，LNG

船運費飆升，租船的平均日成本已從

1.43萬美元上升至略低於40萬美元。歐

洲正尋求進口更多的液化天然氣來替代

俄羅斯的管道天然氣，而北亞也在為過

冬做準備。

國際能源署表示，俄烏沖突使歐洲

迫切渴求能源，今年前8個月，歐洲對

液化天然氣的需求同比增長了65%。

歐洲LNG大部分通過海運運輸。根

據Refinitiv的數據，今年9月，來自美國

的天然氣占到歐洲大陸天然氣進口的

70%以上，高於8月的 63%。

俄羅斯已經切斷了對歐洲的大部分

天然氣供應，而德國等國家傳統上嚴重

依賴俄能源出口。自8月以來，克裏姆

林宮控制的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Gazprom）已經完全停止通過北溪1號

關鍵管道向歐洲輸送天然氣，並多次關

閉其它管道。

隨著囤氣潮持續，LNG船運費預計

將繼續飆升。對於那些沒有船的天然氣

買家而言，他們將不得不支付更高的運

費來運送燃料，而比天價運費更糟的是

，他們可能會發現根本訂不到船。

分析師和交易員表示，對LNG船的

爭奪可能會造成能源市場的下壹個嚴重

短缺——沒有足夠的船只將液化天然氣

從出口商運輸到目的地。

為了安然過冬，歐洲正馬不停蹄地

填滿儲氣庫。隨著天然氣庫存接近最大

容量，公用事業公司和貿易商越來越多

地將液化天然氣儲存在海上船只上，這

進壹步占用了通常在港口之間運送燃料

的船只。

液化天然氣貿易商表示，在往常，

能源巨頭會出租船只給LNG買家，但今

年情況不壹樣，由於擔心冬天船只緊張

，他們已不太願意出租。

本月早些時候，投行Pareto的分析

師Eirik HaavalDSen預測，第四季度LNG

船運費可能超過100萬美元/天。

受能源危機及原材料漲價影響 希臘啤酒價格大幅攀升

綜合報導 由於能源危機和

原材料價格上漲，希臘的啤酒

企業面臨著巨大的成本壓力，

最終導致啤酒價格較往年大幅

上漲，且價格仍呈現持續上升

的趨勢。

報道稱，希臘釀酒商聯盟

主席帕納吉奧圖表達了對生

產成本飆升的擔憂，並預測

將很快出現新壹輪的啤酒價

格上漲。

他稱，“去年，作為我

們主要原材

料的麥芽，

每 噸 從 450

歐元上漲到

了 目 前 的

750 歐 元 ，

這個價格還

不包括運輸

費。此外，

能源成本也

急劇上升，

因為啤酒廠

的運作是非常能源密集型的

，而天然氣的價格與我們的

成本直接相關。”

帕納吉奧圖還說，啤酒

罐的價格已經上漲了 60%，

預計在這個月還會進壹步上

漲，這主要與能源成本高漲

有關。此外，由於幾乎所有

的希臘啤酒廠都從烏克蘭的

玻璃廠采購瓶子，受烏克蘭

危機影響，目前玻璃廠大部

分已經停止運營。

還有希臘釀酒從業人士指

出，盡管烏克蘭的壹些工廠仍

在運營，但很少有卡車能離開

該國，這也導致了希臘國內啤

酒瓶的供應出現問題，因此希

臘的啤酒商正試圖從其他國家

尋求新的貨源，但要付出更高

的價格。

報道稱，由於成本的高

漲，啤酒商們不得已大幅提

升了啤酒的售價。市場數據

顯示，超市貨架上的啤酒銷

售價格躍升了近50%。

市場觀察員強調，“在未

來壹段時間內，可以肯定的是

，價格將進壹步上漲，最保守

估計漲幅約為3%-4%。”

同時，由於原材料和運營

成本的增加，希臘的啤酒公司

已經減少了促銷方面的預算。

希臘釀酒商協會主席說： “如

果我們繼續進行跟往年同樣強

度的促銷活動，我們將不得不

進壹步提高銷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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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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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階官員指出，總統拜登明天將宣布
自破紀錄的戰略石油儲備（SPR）釋出行動中，
放出最後一批1500萬桶原油至市場，若能源價
格續攀，有可能會釋出更多石油。

法新社報導，美國高階官員今天表示，新
增加的1500萬桶原油，將 「完成春季所授權釋
出的1億8000萬桶石油」 ，以抑制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導致的石油價格飆漲。

這名官員說，拜登這項命令意味著這位美
國總統將 「清楚闡明，要是俄羅斯或其他擾亂
全球市場的行為，導致美國有必要在冬天額外
大幅釋放戰略石油儲備的話，政府也已做好相
關準備」 。

戰略石油儲備通常用來因應諸如颶風來襲
導致的煉油廠停工等情況，而拜登大舉動用戰
略石油儲備庫存，一來用以平緩能源市場，二
來保護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免受烏克蘭戰
爭衝擊。

俄羅斯是世界重要能源出口國，它2月入侵
烏克蘭之後即遭美歐制裁，引發市場混亂。此

外，克里姆林宮也曾揚言會把能源供應當作經
濟武器，用以對抗支持烏克蘭抗俄的西方各國
。

對拜登而言，這有著重大的內政考量。美
國汽油平均價格一度飆破每加侖5美元，引發民
怨，儘管價格後來平緩下來，通貨膨脹居高不
下仍然是可能導致共和黨在11月期中選舉擊敗
民主黨的最大因素。

這名官員指出，宣布12月將運交1500萬桶
石油，並預告未來可能釋出更多的同時，拜登
也會強調，一旦價格回到每桶67至72美元，就
會立即回補儲備庫存。

這名官員指出，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庫存
狀況依舊良好，超過4億桶。他說， 「這是很大
的儲量」 ，容許 「在有需要情況下，釋出更多
的石油」 。

這名官員形容危機當下釋出戰略石油儲備
是 「明智」 之舉，在 「極具挑戰性時刻，發揮
了難以置信的建設性作用」 。

平緩油價 拜登將宣布戰略石油儲備再釋1500萬桶

日媒報導，美國總統拜登政府正考慮與台灣
聯合生產武器，以提升美國設計武器的產能、加
速移交。美國國務院今天低調不願證實，但強調
美方正檢視所有選項，確保軍備快速移交給台灣
。

日經亞洲（Nikkei Asia）19日引述3名知情
人士指出，拜登政府正考慮一項與台灣聯合生產
武器的計畫，以提升美國設計武器的產能、加速
移交，並強化對中國的嚇阻力。

報導表示，根據一名知悉拜登政府內部商議
狀況的消息人士，台美聯合生產武器已展開初步
討論；模式可能是由美國國防公司提供技術、在
台灣製造武器，或是在美國運用台製零組件製造
武器。

美國國務院首席副發言人巴特爾（Vedant
Patel）今天召開媒體例行簡報會，被問及此事
時低調不願證實，僅表示他有看到相關報導。

巴特爾表示，他能概括說的是，美國正在檢
視所有檯面上選項，以確保能用符合 「台灣關係
法」 的方式盡快移交軍備給台灣。他說： 「如外
界所知，美國已為台灣安全提供各式各樣服務與
軍備，美方相信迅速移交相關技術與服務，對台
灣安全不可或缺。」

「國防新聞」 （Defense News）8月底報
導指出，仍有10批美國政府核准的對台軍售案
尚未交付，部分交付期程甚至要等到2020年代
末期。

傳台美討論聯合生產武器 美國務院：檢視所有選項
距離美國期中選舉投票日僅剩下3周，美

國總統拜登今天試圖再次將選舉焦點轉到墮胎
權議題，承諾若所屬的民主黨能在國會取得足
夠席次，將推動婦女墮胎權保障法制化。

美國期中選舉即將在11月8日舉行。不少
民調顯示，民主黨可能將失掉聯邦眾議院多數
黨優勢；參議院目前的民主、共和陣營均半態
勢也可能遭到共和黨突破。

拜登（Joe Biden）今天利用華府民主黨全
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活動，試圖將選戰焦點再次轉移到婦女墮胎權
。他警告，若共和黨在參眾兩院贏得多數席次
，將帶來嚴重後果。

他向選民喊話表示，最終決定權不在法院
，不在國會中的極端共和黨人，而是 「取決於
你」 。

美國最高法院於1973年1月22日對 「羅訴

韋德案」 （Roe v. Wade）作出歷史性裁決，
保障婦女墮胎權。但這項近50年的裁決案被最
高法院在6月24日以以5票贊成、4票反對推翻
，將墮胎合法性的問題交還各州決定。

拜登承諾若民主黨得以確保參眾兩院的控
制權， 「我提交給國會的第一個法案將是編纂
『羅訴韋德案』 ，並在該案第一次裁決50週年

之際，讓法案正式立法生效」 。
雖然民主黨試圖將墮胎議題再次推上期中

選舉焦點，但民調顯示，大多數民眾更關心經
濟問題，尤其是持續飆漲的物價。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與謝納
學院（Siena College）昨天公布的最新民調就
顯示，26%受訪者認為經濟是美國面臨的最緊
迫議題，18%民眾認為通貨膨脹最為重要，而
認為墮胎權是首要問題的僅5%。

美國期中選舉倒數拜登再打墮胎權牌

俄烏戰爭以來，俄國減少能源供給，使歐洲面臨嚴峻的能源危機。中國能源不但未受波及，
反而因川普時期被迫購買的天然氣，以及俄羅斯增加對中出口石油，中國意外成為 「能源富翁」
，有餘裕向他國轉賣能源、賺取價差，是歐洲能源危機下的另類獲益者。

美國總統川普時期，中美達成的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中，要求中國自美國採購能源產品；至今
，美國已成為中國第4大液化天然氣來源國。與美國簽訂長期天然氣合約的中國業者，包括中國
國營的中石化、中化集團、中海油、中國燃氣，以及民營的新奧能源。

然而，由於經濟下滑，中國對天然氣的需求下降。市場數據公司ICIS指出，中國今年能通過
長期合約獲得7200萬噸液化天然氣，但預計實際需求量只有6600萬噸。這中間的落差，就為能
源轉賣提供了空間。

中國海關數據顯示，今年前8個月大陸已向歐洲和亞洲出口約25萬噸液化天然氣，價值約
4.5億美元，高於去年同期的730萬美元。

外媒指出，中國新奧能源的天然氣運輸船，10月中已把一船美國產的天然氣直接送往歐洲，
這批天然氣利潤可達1.1億至1.3億美元。

另一方面，中國持續增加外部的能源進口，並積極新建通往中國的輸氣管。據統計，今年以
來，中國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較去年增加3成。土庫曼是透過管道向中國輸氣的最大出口國，
但仍持續提高對中國的天然氣供應。

土庫曼日前稱，對於建設輸送至中國的第4條天然氣管道路線的可行性，已準備好展開實質
性討論。

美逼北京大買天然氣大陸轉賣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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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2020年全面消除絕對貧困，今

天的中國溫和繁榮，購買力最高、幸福指數

最高、基礎設施最現代化。”著名漢學家、

巴基斯坦國立科技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主

任、巴基斯坦駐華大使館原科技參贊澤米爾

．阿萬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

中國對全球經濟貢獻遠超其他國家，善治和

反腐是中國成功的關鍵。中國奉行適合中國社會的有特色的社會主

義制度，已被證明是成功的治理模式，希望它保持和繼續下去，巴

基斯坦應借鑒中國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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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米爾．阿萬學寫毛筆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攝

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迎迎接接

善治和反腐是中國成功關鍵
香港文匯報專訪巴基斯坦著名漢學家澤米爾．阿萬 暢談中國經驗成

功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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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動讓世
界看到了中國的制度優勢。”澤米爾．阿
萬指出，中國的制度優勢在於以人為本，
注重民眾的全面福利，中國成功抗擊疫情
不僅展現了中共的卓越領導力，也讓全世
界見證並認可了中國的成就。

澤米爾．阿萬表示，新冠病毒的爆發
突然且無預警，是一種全世界都一無所知
的全新病毒，中國領導層果斷應對，不僅
識別出了病毒，還確定了病毒的基因和行
為方式，“他們關閉工廠、商業和城市交
通，將民眾生命置於經濟之上，得到民眾
的認可、尊重和擁護。”

澤米爾．阿萬說，中國用盡一切現代
技術和先進手段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國
人民團結一致抗擊疫情。中國還幫助許多
發展中國家抗擊疫情，分享抗疫經驗，向
世界展示了中共卓越的領導能力和擔當，
巴基斯坦是中國援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澤米爾．阿萬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中國人民團結一致抗擊疫情的努力和
決心令人感動，時至今日，仍記得救援一
線醫護人員因長時間佩戴口罩留下的深深
勒痕。“面對疫情，全世界看到了中國人
民的擔當，看到了中共對人民的責任心。
正是中國以人為本的制度優勢將民眾緊緊
團結在一起，並在疫情期間充分體現出
來，中國抗疫成功是必然的。”

如今，中國已成全球抗擊新冠疫情最
大援助國，中國疫苗也是最成功的疫苗之
一。他說：“中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經
驗和模式為世界各國借鑒後，成功實現了
預期目標。”

◆澤米爾．阿萬和中國項目合作人考察中
國河西走廊。 受訪者供圖

今年60歲的澤米爾．阿萬18歲時留學中
國，在上海大學獲學士與碩士學位，2010

年至2016年任駐華外交官，負責教育和科技領
域。他先後在中國生活了13年，一直致力於推
動中巴關係的發展，是地道的“中國通”。他
稱，有幸見證中國從改革開放初期到現在的滄
桑巨變，“在比較發達的現代中國和上世紀八
十年代的中國方面，我有發言權。”

中國樹立了善治和發展典範
“中國奉行適合中國社會的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制度，已被證明是成功的治理模式，
希望它保持和繼續下去。”官方發布的統計數
據顯示，1978年末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高達
97.5%，以鄉村戶籍人口作為總體推算，農村貧
困人口規模7.7億人。澤米爾．阿萬指出，是中
國人民的辛勤工作與歷屆政府的正確政策和改
革，使得國民經濟持續改善，並於2020年消除
絕對貧困，成功建設小康社會。在人類近現代
史上，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
就，值得世界其他國家讚賞。中國樹立了善治
和發展的典範，許多國家都在效仿中國模式，

以改善本國經濟和人民生活。
過去十年中國一直快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

年均增長6.6%，高於同期世界2.6%和發展中經
濟體3.7%的平均增長水平。在澤米爾．阿萬看
來，“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溫和繁榮的社會，購買
力最高、幸福指數最高、基礎設施最現代化，醫
療保健設施和食品質量都很優秀。”他認為，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善治以及團結正義發展的
保障，“執政黨的正確政策和及時改革是中國成
功的前提和基礎，把貧窮落後的中國轉向現代、
繁榮、富裕，是中國共產黨的貢獻。”

“每個人都欣賞中國和平崛起”
“習近平主席是一位強有力的領導者，他

帶領中國成為全球大國。”澤米爾．阿萬指
出，中國對全球經濟的貢獻率接近三分之一，
遠超其他國家，同時積極推動全球化，堅定踐
行多邊主義。

“每個人都在欣賞中國的和平崛起，稱之
為史上前所未有的範例，善治和打擊腐敗是中
國成功的關鍵。”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許
多國家的學者、研究人員、智庫和政治家們都

在分析中國為何取得如此驚人的成果，打擊腐
敗是各國應從中國學到的重要經驗之一。腐敗
是國家發展的主要障礙，十八大以來，中共用
最嚴明的紀律、最嚴厲的措施開展反腐敗鬥
爭，最終戰勝腐敗禍根，從而取得驚人發展。

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周永康和薄熙
來等“大老虎”垮台，到對低級官員的懲罰和
對逃犯的國際追捕，中國的反腐敗鬥爭不斷深
化。“從十九大到今年4月底，中國查處近50
萬起案件，處罰45.6萬人，人們感受到了反腐
敗鬥爭的切實成果。中國國家統計局2020年底
的一項調查就顯示，95.8%的中國人對從嚴治黨
和遏制腐敗充滿信心。”

“作為全球反腐敗鬥爭的積極參與者和貢
獻者，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
G20等多邊機制下的反腐敗磋商，並提出《廉
潔絲綢之路北京倡議》和《金磚國家拒絕成為
腐敗避風港》等倡議。”他說，巴基斯坦可能
複製中國模式來打擊腐敗，人們強烈敦促巴基
斯坦作為中國密友，應借鑒中國經驗，採取類
似方法遏制腐敗。腐敗一旦徹底消除，國家就
有了快速發展的希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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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

共二十大新聞中心有關負責人14日介紹，

共有約2,500名境內外記者報名參加大會採訪報道工作，其中港

澳台記者約150名，外國記者約750名。新聞中心將組織多場採訪活動，包括現場採訪大會開幕會、閉幕會等重要活動、

大會新聞發布會和5場記者招待會、5場集體採訪，以及舉辦2場“黨代表通道”活動。

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迎迎接接

2500境內外記者雲集
報道中共二十大

新聞中心將舉辦多場採訪活動新聞中心將舉辦多場採訪活動 組織參觀組織參觀““奮進新時代奮進新時代””主題成就展主題成就展

中共二十大新聞中心已於12日正式啟用並
開始對外接待服務。新聞中心負責人表

示，新聞中心將組織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活
動，為媒體記者採訪報道提供便利。組織境內
外記者現場採訪大會開幕會、閉幕會等重要活
動。組織召開大會新聞發布會和5場記者招待
會、5場集體採訪，媒體記者可通過視頻方式參
加。舉辦2場“黨代表通道”，邀請黨代表現
場接受採訪。組織參觀“奮進新時代”主題成
就展覽，圍繞經濟高質量發展、金融創新、科
技創新、生態文明等主題，安排多條外出參觀
採訪路線。還將及時受理境外媒體記者採訪申
請，積極協調各代表團安排代表接受採訪。

該負責人說，媒體記者可通過現場採訪、
網絡視頻採訪、書面採訪等多種方式進行採
訪，還可以通過新聞中心開設的官方網站和微

信公眾號、新浪微博號、今日頭條號，獲取關
於新聞中心的活動安排和有關信息資料。

記者工作區可容納200工位
該負責人還表示，新聞中心在新世紀日航

飯店設立記者工作區，可容納200個左右工
位，配備網絡端口和部分公用電腦，實現5G無
線網絡覆蓋。設立6個媒體工作區，為媒體提
供工作便利。設立記者接待區，為境內外媒體
記者提供諮詢、接待服務。設立融媒體體驗
區，展示十年來媒體融合發展成就。設立廣播
電視信號傳輸室、圖片室，提供二十大有關廣
播電視信號和視頻資料、圖片，媒體記者可下
載使用。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文創產品展示
區，提供8種語言圖書9,160餘冊，展示非物質
文化遺產和文創產品30餘件。設立餐飲區、茶

歇區、醫務室，為媒體記者提供餐飲、醫療服
務。新聞中心還為記者提供集中住宿和通勤便
利。

新聞中心設核酸檢測點
在疫情防控方面，該負責人說，新聞中心

認真落實疫情防控要求，努力做到精準防控。
所有新聞中心工作人員和媒體記者入住前需完
成全程新冠疫苗接種，體溫無異常，報到入住
和出入新聞中心時查驗北京健康寶、核酸檢測
結果。媒體記者外出參加採訪活動集體乘車，
盡量減少社會面接觸。在新聞中心公共區域配
備防疫用品，定期對公共設施進行消殺。在新
聞中心設置核酸檢測點，每日為媒體記者、新
聞中心工作人員和服務保障人員提供核酸檢測
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郵
政定於10月16日發行《中國共產黨第二十
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郵票一套2枚，小型
張1枚。郵票計劃發行數量為1,390萬套，小
型張計劃發行數量790萬枚。

郵票第一圖“奮進新征程”，描繪了
欣欣向榮、安居樂業的新時代畫面；第二
圖“建功新時代”，展示了人們在莊嚴的
黨旗下鄭重宣誓的場景。小型張“慶祝中
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
開”，以黨徽、紅旗、人民大會堂、歡慶
的各族人民群眾為畫面主體，表達了全國
各族人民團結奮鬥，共同慶祝黨的二十大
勝利召開的喜悅心情。

該套郵票由中央美術學院集體設計，
北京郵票廠有限公司採用影寫版工藝印
製。郵票在全國指定郵政網點、集郵網
廳、中國郵政手機客戶端、中國郵政微郵
局集郵微信商城和中國郵政商城微信小程
序出售，出售期限6個月。為更加豐富地展
現郵票內容，中國郵政將通過“中國集郵
郵票百科”微信小程序發布數字化內容，
可使用AR功能觀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全
國政協“奮進新時代，百名委員說”系列活動的
第四場宣講活動10月14日在京舉行，全國政協
副主席萬鋼主持。全國政協委員霍啟剛在宣講中
表示，2021年香港人均GDP 387,110港元，較10
年前上升近四成，香港應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可利用全球第二大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優勢促
成更多知識產權交易。

趙大程、戚建國、王春法、楊佳、劉偉、
霍啟剛等6位全國政協委員分別以新時代普法工
作、雙擁工作、文博事業、政協履職、城市交

通數字化、香港“一國兩制”新實踐新成就等
為主題作了宣講。

霍啟剛說：“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香港的利益與國家是連在一起的，國家
好，則香港好；香港好，國家會更好。這是香
港各界最大的共識。”

霍啟剛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香港
各界籌集資金及物資，為內地控制疫情貢獻了
香港力量，當香港遭遇前所未有的疫情挑戰
時，中央政府始終將香港居民的生命安全和身
體健康放在心上，“為香港抗擊疫情提供一切

必要支持”成為最為溫暖人心的承諾。而在病
毒感染人數激增的第五波疫情中，中央政府更
是派出專家來港支援，並用29天將援建的6所
方艙全部交付，使香港醫療系統不至崩潰。

國家作後盾 港營商環境穩步上揚
霍啟剛表示，在祖國的全力支持下，香港

經濟蓬勃發展，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
位鞏固，營商環境世界一流，並連續二十多次
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第一位，“國家作為
香港最強大的後盾，大力推動大灣區發展，當

中的優惠政策，令香港營商環境穩步上揚”。
2012 年，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為 20,401 億港
元，到2021年本地生產總值仍較10年前上升四
成，達到28,700億港元，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
地生產總值也較10年前上升近三成六，高達
387,110港元。

“香港是全球第二大的知識產權貿易中
心，未來通過香港舉辦國際級展覽和盛事，可
以促成更多知識產權交易，增加中國的知識產
權授權和銷售，讓文化出海得以實現。”霍啟
剛指出，香港一直維持着金融上的優勢，至今
仍然跟紐約和倫敦並稱，往後可以加強文化藝
術金融產品的研發，發揮香港的獨特作用，為
國家經濟帶來新的增長點。

中共二十大紀念郵票發行

霍啟剛：港應發揮優勢促成更多知識產權交易

◆◆共有約共有約22,,500500名境內外記者報名參加大名境內外記者報名參加大
會採訪報道工作會採訪報道工作，，其中港澳台記者約其中港澳台記者約150150
名名，，外國記者約外國記者約750750名名。。圖為在北京新世圖為在北京新世
紀日航飯店紀日航飯店，，工作人員在忙碌工作工作人員在忙碌工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郵票第
一圖“奮
進 新 征
程”。
網上圖片

◆郵票第
二圖“建
功 新 時
代”。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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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文明中国

从远古时代的石器、骨器、玉器、陶器到绚
丽多彩的外销瓷、精雕细刻的漆器，从唐人绘制
的绢画《伏羲女娲图》到元代书法家以精致小楷
写就的《道德经》……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和
合共生——故宫·国博藏文物联展”现场，丰富
的文物展示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讲述着中华民族“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
念。

本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两
大文博机构首度联袂推出的重磅特展，从故宫和
国博的丰厚馆藏中精选 400 余件文物进行展示。
展览分为4个单元，从宇宙、天下、社会、道德
4个层面，阐述中国“和合”文化的历史渊源和
丰富内涵。第一单元“天地同和”，阐释中华民
族自古以来崇尚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第二单元

“万邦协和”，阐释中华民族处理外交关系时秉持
的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第三单元“宜民安和”，
阐释中华文明对社会各阶层文化多样性、各民族

文化多元性的尊重与包容；第四单元“乐在人
和”，阐释中华民族“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天人合一的智慧

步入展厅，红山文化玉龙、良渚文化玉琮、
齐家文化玉璧等形制多样的玉礼器引得观众驻足
欣赏。华夏先民采天然之美玉，精心琢磨成沟通
天地、祭祀祖先的礼器。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
看到这些玉器，依然会为先民们高超的雕刻技艺
和丰富的想象力而惊叹。

从凿石、磨骨、缫丝到制陶、冶铜、髹漆，
古人对自然材料的开发利用和自然规律的理解认
识越来越深入、全面，由自然现象引发的情感共鸣
与审美观念逐渐融入劳动实践和物质创造之中，
从而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礼乐文明和社会制度。

远古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根据气

候、四时交替总结出自然变化规律，用以指导日
常生活、实现生产力进步。月令，即以四时为总
纲、十二月为细目，以时记述天文历法、自然物
候，并以此来安排生产生活的政令。展厅里的清
乾隆“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彩色墨即是“顺天
应时”文化传统的体现。此墨一套两匣，每匣6
屉，每屉 6锭，共计 72锭，一锭墨对应一物候，
大小不同、形状各异，有圆形、椭圆形、方形、
六角形及叶式、碑式、琴式、钟式等。墨色分
绿、红、白、蓝、黄5种，与中国传统五行相对
应：春 （正月、二月） 为木，对应绿色；夏 （四
月、五月） 为火，对应红色；秋 （七月、八月）
为金，对应白色；冬 （十月、十一月） 为水，对
应蓝色；两季之交 （三月、六月、九月、十二
月） 为土，意为激活、生发，对应黄色。

在月令彩色墨旁边，陈列着一套清康熙五彩
十二月花卉图题诗句杯。这套五彩杯由 12 件组
成，光洁白釉上饰以青花五彩，一面绘有每月代
表性花卉，另一面题写与花卉相对应的诗句，诗
句大多取自 《全唐诗》。此套瓷杯属于御用酒
杯，胎薄体轻，纹饰秀美，款识工整，代表了康
熙朝景德镇御窑厂制作青花五彩薄胎瓷的最高水
平。

一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编钟、编磬、编
镈，一面是金光熠熠的清代“中和韶乐”乐器，
两组展品映照出中华礼乐文化数千年的传承和发
展。雅乐是中国古代祭祀天地、祖先和朝会、宴
飨时使用的正统音乐，其体系在西周初年制定。
古代雅乐的主要乐器是编钟和编磬，乐首以铜钟
发声，乐末以玉磬收韵，集众音之大成，象征

“金声玉振”。“中和韶乐”在明清乐制中规格最
高，主要用于中祀以上的坛庙祭祀和国家朝会典
礼。清乾隆年间制作的铜镀金双龙钮云龙纹编
钟，分两层悬挂于雕龙漆金的架座上，尽显庄重
典雅。与之配套使用的青玉描金云龙纹编磬，选
用珍贵的新疆和田碧玉制成，磬体两面饰以描金
云龙纹，描金纹饰的金黄色与玉质的碧绿色相映
生辉，华丽夺目。

开放包容的气度

独立展柜里，一方小小的封泥，勾起了人们
对大漠风烟、驼铃阵阵的遐想。这件封泥出土于
陕西省城固县张骞墓，正面刻有阳文“博望□
造”。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奉命出使西域，开
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受封为博望侯。

装饰团花纹、骑士纹、猪首纹的唐代织锦，
诉说着丝绸之路开辟千年之后愈发繁荣的故事。
充满异域风情的图案与中原传统吉祥纹样融合，
呈现出开放包容、锦绣缤纷的盛世图景。

唐代长沙窑彩绘瓷、元代龙泉窑青瓷、明代
景德镇窑青花瓷、清代广彩瓷……历代外销瓷名
品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一件造型雅致、
纹饰精美的龙泉窑青釉凤尾尊吸引了记者的目
光。此尊撇口，长颈，丰肩，腹部以下渐收敛，
近足处微撇，圈足。瓷器内外均施有肥厚的青
釉，釉面开片。颈部刻划密集的弦纹，上腹部刻
划缠枝牡丹纹，下腹部刻菊瓣纹。据介绍，在韩
国新安海域一艘满载陶瓷器的元代沉船中，发现
了与此器造型、纹饰相似的龙泉窑青釉缠枝牡丹
纹凤尾尊，由此证实龙泉窑青瓷在元代海上丝绸
之路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与这些外销瓷相对应的，是海外各国学习借
鉴中国制瓷工艺所生产的瓷器。如 12 世纪的高
丽青瓷、18世纪的欧洲麦森窑仿景德镇五彩瓷、
19世纪的日本仿德化窑白瓷等。这些外国瓷器精
品又流入中国、走进宫廷，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
鉴的佳话。

穿过一处仿故宫倦勤斋通景画的门廊，映入
眼帘的一系列展品体现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后创
新发展的成果。清乾隆金胎珐琅人物图执壶结合
镶嵌、錾刻、掐丝珐琅和画珐琅等多种工艺，精
美绝伦，令人赞叹。此壶以黄金制胎，造型为葫
芦式，通体施蓝色珐琅地，饰掐丝缠枝莲纹，多
处镶嵌珍珠和珊瑚。壶盖、颈、小腹、大腹等处
对称布置大小、形状各异的画珐琅开光，开光内
彩绘人物、花卉、庭院山水等。下配錾刻莲花纹
鎏金铜座。掐丝珐琅、画珐琅都是从西方引进的
工艺。乾隆时期画珐琅制品人物装饰较少，本器
堪称佳作。器身开光内所绘仕女与庭院人物为中
国传统绘画题材，却用欧洲技法表现，反映了中
西合璧的艺术风格。

和谐向善的品德

展览第三单元呈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
各得其所、多个民族和谐共处的图景。“汉保塞
乌桓率众长”驼钮铜印是东汉朝廷授予乌桓族首
领的官印。乌桓是中国古代东胡族的一支。“率
众长”为乌桓族部之长，“率众”的封号与其率
众归附、守备边塞、助战平叛等事迹相关。汉代
西南民族青铜乐器、金代“春水”“秋山”玉
雕、明清时期 《职贡图》 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
物，反映了多彩的民族文化。

《乾隆南巡图》 是清代画家徐扬以“御制诗
意为图”，描绘1751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江浙的
巨幅历史画卷。全图共计 12 卷，将诗、书、画三
者结合，以写实手法描绘了乾隆初下江南，省方问
俗、察吏安民、视察河工、检阅师旅、祭祀禹陵和游
览湖山名胜的情景，真实反映了锦绣河山和社会
风貌。此次展览展出了 《乾隆南巡图》 第六卷，
此卷以御制《驻跸姑苏》诗为题，重点展现苏州
阊门到胥门一带的景观。整幅画以大运河为主
轴，河岸屋宇纵布、商铺林立，一派盛世繁华气
象。

和谐社会的根基，是“人心和善”“以和为
贵”的价值观。明宪宗朱见深绘 《一团和气图》
轴，描绘了 3 位老者抱作一团，左侧老者戴道
冠，中间老者做僧人装扮，右侧为一戴方巾儒
士。整幅作品构图巧妙，远看似一位盘腿而坐的
笑脸弥勒，喜气和睦，表现了儒、释、道三教合
一、和谐交融的思想。

在展览的结尾，一件霁青金彩海晏河清尊引
人注目。此器外壁施霁青色釉，以金彩绘缠枝牡
丹、蕉叶纹、如意云纹等，近足部饰粉彩仰莲纹及
联珠纹，肩颈之间雕贴一对白色展翅剪尾燕子作
为耳。这件瓷尊是清代景德镇御窑为圆明园海晏
堂烧制的陈设品，需多次入窑和施彩，工艺高超，
集雕、贴、凸压之大成。此尊霁青色象征“河清”，
燕与“晏”谐音，蕴含海晏河清、天下承平之意。

故宫国博首次联袂办展

读懂中国“和合”文化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清乾隆“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彩色墨（九月、十月）。 杜建坡摄

左图：观众欣赏清代“中和韶乐”乐器。右图：清乾隆金胎珐琅人物图执壶。 杜建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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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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