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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峇厘島舉行的
「拜習會」於晚間正式畫下句

點，為期大約3個小時，美國
官員事前表示沒有設限時間；
拜登、習近平兩人會晤前6分
鐘分別致開場詞，隨後清場媒
體離席，雙方開始閉門會談。
外媒報導指出，會後美中雙方
不會有具體政府發言，更不用
預期發表聯合記者會。

美中領導人拜登與習近平
坦率地談到各自所在意的優先
事項和期盼目的。拜登總統說
，美國與中國大陸仍會繼續激
烈競爭，包括投資美國國內，
以增進實力，並與世界各地的
盟友夥伴一起合作。

「拜登總統解釋說，美國
將繼續與（中國大陸）展開激
烈競爭，包括投資國內的實力

來源，並與世界各地的盟友和
夥伴共同努力。」

他重申，本次會議不應演
變為衝突，並強調美中兩國，
必須有責任感，保持開放的溝
通管道。兩位領導人討論如何
制定推進這些目標的原則與重
要性，並由後續幕僚單位進一
步完成這些目標。

此外強調，美國和中國大
陸必須共同應對非關國界的各
種挑戰，例如全球氣候變化、
債務減免在內的全球宏觀經濟
調控、健康安全與全球糧食安
全。 「這些問題都是國際社會
所期待解決的」。兩位領袖同
意授權給重要的高級官員，由
他們繼續在重要問題上，保持
雙向溝通並提出建設性工作。

拜登在台灣問題上強調，

美國 「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
變，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
現狀，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
符合世界的利益。美國同樣反
對大陸對台灣採取的脅迫性與
侵略性的行動，並稱這已破壞
台海與周邊廣大地區的和平與
穩定，危及全球的繁榮。拜登
總統還對大陸的 「非市場經濟
」做法提出擔憂，警告損害了
美國工人家庭，以及世界各地
的工人家庭。

針對當前俄烏戰爭危機，
拜登提出俄羅斯不負責任的核
武器威脅，與陸方一致反對動
用核武器，即 「永遠不該打核
戰爭」、 「核戰永遠不會贏」
；最後，拜登對北韓近日挑釁
行動深感擔憂，強調美國對保
衛印太區域態度依舊堅定。

拜習會談台海拜習會談台海 拜登強調一中政策不變拜登強調一中政策不變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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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二十週年慶，我們的中外
國際友人共聚一堂。友人們情義相挺，鼔勵嘉勉
，實為畢生之榮幸。

美南新聞創刊迄今數十年頭，過來的歲月，
從不敢鬆懈，每當回憶童年時之颠簸日子，父母
在戰亂中扶養六個孩童長大，始終在為家庭之生
存而奮鬥，我們無時無刻鉻記心坎，只有刻苦向
前，別無選擇。

趙小蘭部長在休斯敦亞洲協會上之一席談話也
細述當年初抵美國之艱辛日子，但是她們家人顽強

之鬥志終能為華人在海外寫下光輝之歷史篇章。
今晨翻開了陳舊之日誌，往事歷歷在目，多

少往日之工作伙伴獻出了他們的青春，日夜不停
的機器響聲，電視幕上感人之畫面，油墨未乾的
報紙，美南廣場上的政治群眾大會，農曆新年游
園會上一張張可愛的孩童面孔，耆老中心長輩們
之笑聲，深烙在我們心坎中。

數十年緊湊日子，今晚在台上看到許多老友
和伙伴，心中激起甜美又複雜之情杼，只有感恩
再感恩⋯

感激不盡感激不盡 真情流露真情流露
友人相伴友人相伴

We Are So Grateful That ITC IsWe Are So Grateful That ITC Is
Becoming StrongerBecoming Stronger

More than 600 of our friends got together and
attended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our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cluding former U.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Elaine Chao.

Forty-five years ago we came to Texas and
went to Beaumont, Texas, and attended Lamer
University. After we got our masters degree, for
our first stop we came to Houston. Since 1979 we
have published the first Chinese newspaper in the
area and we really have adopted Houston as our
home.

Today as we celebrate the ITC birthday, time
really just flies. We can’t imagine how much the

community has changed into a multi-cultural city,
and we still have many people continuing to move
here.

We are so glad that so many old friends have
continued to help us serve the community.

We are so grateful that most of our friends
can now get together tonight since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our services to local businesses to
connect to the world.



印尼公布三佛齊航空客機空難調查結果

綜合報導 印尼國家運輸

安全委員會3日在該國國會聽

證會上公布了去年三佛齊航

空(Sriwijaya Air)SJ182航班客

機失事調查結果。

印尼國家運輸安全委員

會航空事故調查委員會主席

努 爾 查 尤 (Nurcahyo Utomo)

稱，該失事飛機存在機械故

障。

據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訊

社及美都新聞網3日報道，努

爾查尤介紹說，該調查委員

會按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國際

標準，調查分析失事客機飛

行數據記錄器和座艙語音記

錄器數據後查明：失事飛機

在起飛後爬升過程中，當自

動駕駛模式從計算機管理模

式轉變為控制面板模式時，

本來控制發動機功率的自動

油門會自動降低兩側發動機

功率，但該飛機右側油門桿

無法移動以致無法降低右側

發動機功率。

據努爾查尤介紹，因

飛機左側發動機功率正常

降低而右側發動機功率未

降低，造成飛機右側發動

機的推力大於左側發動機

，導致飛機搖晃並向左偏

航。彼時，飛行員未能意

識到發動機功率的變化。

當飛行員發現飛機的方向

盤向右傾斜、而機身向左

傾斜時，有可能認為飛機

在向右轉但事實上飛機正

在向左轉。根據飛行數據

記錄器數據，飛行員將飛

機向左轉了四秒鐘。

努爾查尤稱，該委員

會認為，失事飛機右側油

門桿無法移動“是因為機

械系統故障，而不是計算

機系統故障”。

努爾查尤表示，將把該

調查結果通報給遇難乘客家

屬。

雅加達時間 2021 年 1月

9 日 14 時 40 分，印尼三佛

齊航空公司壹架從雅加達

飛往該國西加裏曼丹省首

府 坤 甸 的 SJ182 航 班 波 音

737-500 飛機，起飛 4 分鐘

後與地面失去聯系，後被

證實在雅加達北面千島群

島海域墜毀。該航班上 50

名乘客和 12 名機組人員全

部遇難，乘客中包括7名兒

童和3名嬰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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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國家

銀行宣布加息25個基點，將隔

夜政策利率 (Overnight Policy

Rate)從2.50%調升至2.75%。這

是馬來西亞國家銀行今年5月

以來第四次加息，利率“四連

升”也創下該國先例。

馬來西亞上壹次利率“三

連升”還是在2010年。在“四

連升”後，馬來西亞隔夜政策

利率已經在今年內從1.75%增

加了1個百分點。

國家銀行在當日舉行今年

最後壹次利率調整會議後表示

，該國目前2.7%的平均核心通

貨膨脹率已接近此前國行預測

的上限，且在該國國內需求強

勁、成本壓力增大和國內經濟

政策變動等背景下，預計明年

的通脹水平依然將“保持在高

位”。

國家銀行認為，調升利率有助於緩解物價

上漲壓力；且調升後的利率仍屬寬松範圍內，

可繼續刺激經濟增長。

當地分析師普遍認為，此次加息在預料之

中；有分析師指出，馬來西亞林吉特近期兌美

元“跌跌不休”，屢創新低，也是國行決定加

息的重要因素。還有分析師預測，國行在明年

或將繼續“五連升”乃至“六連升”。

韓國壹載有275名乘客列車發生脫軌事故
致約30多人受傷

綜合報導 韓國首爾永登浦站附

近，壹輛列車發生脫軌事故，造成大

約30多人受傷。

據報道，韓國鐵道公社表示，載

有275名旅客的“無窮花”號列車當

晚進入永登浦站時發生意外，有六節

車廂出軌，列車嚴重傾斜。事故造成

大約30多人受傷，大部分為輕傷，可

自行撤離到車站外，但部分人員須送

往醫院救治。

事故發生後，首爾交通公司宣布

暫停首爾地鐵1號線上行與下行線，

後於當晚9點多恢復。列車脫軌原因

正在調查中。

據韓媒報道，“無窮花”號列車

於當晚8點15分從首爾龍山開出，目

的地是首爾以南約180公裏的全羅北

道益山市。

韓國近期公共意外不斷。此前在

5日，首爾西南部義王市，壹名受雇

於韓國鐵道公社的33歲鐵路工人被貨

運列車撞死，另壹人受傷。

韓政府通報梨泰院踩踏事故相關指示與匯報情況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

行政安全部(行安部)中央災難安全管

理本部長金星鎬6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在梨泰院踩踏事故發生當晚接

到消防部門關於發布第壹階段應急

響應的匯報後，於當晚10時53分指

示首爾市政府和龍山區政府徹底管

控現場情況。

由於現場情況危急，還派遣課長

級官員趕赴現場支援。據他介紹，指

示首爾市和龍山區管控現場情況的

時間是當晚10時 53分，晚11時 40

分派遣官員赴現場。

據消防廳此前發布的消息，事發

當晚10時15分接到119報警後，10時

46分向消防廳119狀況室傳達了接警

內容，消防廳狀況室於10時48分向行

安部中央災難安全狀況室進行了匯報

。行安部狀況室於10時57分向內部員

工發送了第壹階段應急響應短信。

消防廳在當天的記者會上對是否

接到119報警後通知首爾市和龍山區

的問題回答說，接警後，根據流程聯

系了所在轄區和首爾市政府。也就是

說，消防部門接警後在向行政安全部

狀況室匯報前，先向首爾市和龍山區

政府狀況室進行了通報。消防廳119

應對局局長李鎰表示，10時29分電話

聯系龍山區政府狀況室並通報相關情

況，10時28分通過電話聯系了首爾市

災難綜合狀況室。

但據悉，龍山區廳廳長樸熙英

是通過商人聯合會才掌握了相關情

況，其得知消息的時間是當晚10時

51分。首爾市直到當晚11時56分才

首次發送了“因龍山區梨泰院哈密

爾頓酒店前發生緊急事故，正對該

路段實施交通管制措施，請註意繞

行”的災難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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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輸家輸家----民主黨掌控民主黨掌控
參議院川普沒有打嬴期中選戰參議院川普沒有打嬴期中選戰

今年的美國期中選舉國會參眾兩院控制權驢象之
爭在經過最關鍵的幾個州開完郵件選票後, 參民主党先
後從上劣勢中後來居上下先後奪得最珍貴的第49席與
第50席參議院大位正式確立掌控參議院, 在眾議院方
面,票仍未開完, 不過雙方的差距很小, 縱使是共和黨贏
得勝選, 票數也不太多, 所以源先信心滿滿準備率領共
和黨奪取兩院的川普並沒有打嬴期中選戰！

今年期中選舉似乎具備了讓民主黨一敗塗地的所
有條件——40年來最高的通貨膨脹率，不斷上升的槍
支暴力和創紀錄的汽油價格激怒了選民，使總統拜登
的支持率下降到39%。但是民主黨非但沒有一敗塗地
，反而穩住了自己的陣地。共和黨失勢卻是已成定局,
拜登成為自2002年以來在任總統在中期選舉中的最佳
表現。

對於川普來說，這是一個糟糕的期中選舉，他將
在近日宣佈參選2024年總統。最新的形勢是：萬斯在
俄亥俄州贏得了參議員;但民主黨人約翰•費特曼拿下
了賓夕法尼亞州，擊敗了穆罕默德•奧茲。在密西根
州，州長格雷琴•惠特默擊敗了圖多爾•迪克森的挑
戰。其他兩場屬共和黨的勝利也會讓川普感到不滿:一
是喬治亞州州長布萊恩•坎普的連任，他不顧川普要

求他在2020年推翻該州選舉結果的壓力，二是羅恩•
德桑蒂斯在佛羅裡達州獲得壓倒性勝利，他被視為最
有可能的總統提名挑戰者。

但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表示：這絕對不是共和
黨的浪潮。因為從很多方面來看，民主黨能獲得支持
，更像是民眾對抗共和黨極端主義的表現，而不是對
拜登所在政黨的信任。對選民來說，通貨膨脹是最重
要的問題，但墮胎緊隨其後。儘管共和黨候選人在意
識到自己不受歡迎後，在最後一刻試圖模糊他們強硬
的反墮胎立場，但選民們還是站出來捍衛女性的自治
權和醫療保健權。半個世紀前，最高法院里程碑式的
羅伊訴韋德案判決在數十個國家催生了生育自由的新
時代。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將使各地的反墮胎聲音更
加強大，威脅到生育自由和掌控自己命運的權利。

總的來說，共和黨對美國選舉制度的持續攻擊激
起了數百萬躊躇滿志的選民支持民主。這一連擊敲響
了通常中期政治之外的警鐘。基本權利被剝奪，對美
國民主的攻擊觸及了這個國家的核心。一個政黨堅持
維護基本權利，捍衛民主，而另一個政黨則試圖破壞
這兩者,最終是給選民留下了最簡單的選擇題。

歐盟不再提供免費午餐歐盟不再提供免費午餐，，烏將實施烏將實施300300萬人出逃計劃萬人出逃計劃
(綜合報道）俄烏衝突已經持續八個多

月，烏克蘭軍隊在戰場上的韌勁似乎超
乎我們的想像。當然，這要得益於西方
陣營對烏克蘭的各種支援，尤其是歐盟
，給人一種砸鍋賣鐵也要幫助烏克蘭的
感覺。說到這兒，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歐
盟似乎不會思考，分不清利弊。誒？這
麼說可就有點冤枉歐盟了，人家可清醒
著呢！要我說，這俄烏衝突雖說明面上
美國已經賺的盆滿缽滿，但從長遠角度
來分析，最終的失敗者是美國。先別罵

，接下來聽我簡單分析一下，是不是這麼個道理。
先說說近段時間發生的事情，在俄羅斯對烏克蘭全境猛烈攻擊的情況下，烏克蘭全境的基礎設施
有40%左右已經遭到了破壞，而被破壞的範圍在持續增加。為了減少人員傷亡，烏克蘭首都基輔
發布一則公告，準備實施一次300萬人出逃計劃。別的先不說，在烏克蘭即將面臨停電停水停氣
的背景下，逃出基輔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麼，在這樣的背景下，歐盟出台了一項計劃，他們將會在2023年的時候，給烏克蘭提供
180億歐元的財政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財政支持並不是無償的。屆時，歐盟會用“特惠貸款
”的形式為其撥款。簡單來說，這筆錢是要還的，只不過是會在時間上寬裕一點。

這麼看，歐盟把貸款給烏克蘭包裝成援助，既為自己賺了名聲，又沒讓自己有什麼損失，這
算盤聲也不小。不說別的，光這點就能看出歐盟聰明著呢！

那麼，根據公開的數據我們能了解到，自打2月份的俄烏衝突爆發以來，歐盟國家已承諾購
買價值約2300億美元的新武器，其中大部分訂單都是美國的。這也難怪美國的一些軍火商會開香
檳慶祝了，賺了筆大錢，換誰能不開心？

除此之外，根據英國媒體報導稱，美國石油因為俄烏衝突漲價而意外收穫2000億美元。可以
說，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掙得盆滿缽滿。那為何要說美國是最大的失敗者？其實，這點不難理解
。

總的來說，烏克蘭這仗是在幫美國打。目的也很直接，搞垮俄羅斯和歐盟。那麼，我們現在
來看，美國在表面上是完成了製定的計劃，歐盟被拉下水，俄羅斯也受到相應制裁，但實際並非
如此。

在俄烏衝突爆發之前，為了阻止這場在家門口爆發的戰爭，歐盟做出了巨大努力比如舉行了
若干輪法德俄烏四國“諾曼底會談”，但收效甚微。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俄羅斯和烏克蘭，德國
總統朔爾茨甚至在情人節的時候，馬不停蹄地在莫斯科和基輔之間來回奔波，都是想阻止這場戰
爭。但很遺憾，事實證明缺乏安全主權的歐洲，即使有心，也無力改變局勢走向。

可儘管如此，在歐洲對俄羅斯的製裁中，起初也是避重就輕，從政治到經濟，從商業到旅遊
，習慣從體育到文化，甚至從俄羅斯的貓到俄羅斯的樹。聽起來像是卯足了勁兒制裁俄羅斯，但
這些制裁措施能動搖俄羅斯經濟的根本嗎？哪怕是真正關係到俄羅斯命脈的，歐盟還是給了俄羅
斯緩衝的時間。

除此之外，歐盟還把目光轉向中國市場，這個月初，朔爾茨訪華正是最好的例證。歐洲當然
知道，當美國從一個“領導著”變成一個“統治者”的時候，那便是歐洲的末日。所以，在美國
不斷打壓歐洲的時候，歐洲並沒有像俄羅斯那般“仇不過夜”，而是選擇溫和地反抗美國。



綜合報導 肯尼亞遭遇40年來最嚴重

幹旱，今年2月至10月，幹旱造成1000多

只野生動物死亡。

據報道，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表示，

此次幹旱是該地區40年來持續時間最長的

壹次。幹旱致使降水量連續幾個月低於往

年平均值，河床幹涸，草原受到嚴重破壞

，而草木枯萎和水資源短缺導致許多野生

動物因此喪命。肯尼亞旅遊、野生動物和

遺產部（以下簡稱旅遊部）4日發布的壹

份報告顯示，在過去9個月內，有14個物

種受到幹旱的影響，包括205頭大象、512

頭角馬、381頭斑馬、51頭水牛、12頭長

頸鹿等多種野生動物死亡。就連世界自然

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上被列為瀕危

物種的格利威斑馬，也難逃壹劫，已有49

頭死於幹旱，占到其種群數量的約2%。此

外，因為食肉動物還可能吞食這些食草動

物的屍體，真正死亡的食草動物數量可能

遠不止如此。

報道稱，盡管該地區最近開始出現零

星降雨，但肯尼亞氣象部門預計，未來幾

個月肯尼亞大部分地區的降水量仍將維持

在較低水平，野生動物面臨的生存危機尚

未解除。旅遊部承認受旱災影響最嚴重的

地區恰恰是肯尼亞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

，而這些地方也是吸引遊客的主要景點，

是肯尼亞旅遊業的重要收入來源。

面對持續幹旱，動物專家要求對安博

塞利國家公園的野生動物進行緊急“人口

普查”，以便更全面地掌握幹旱對當地野

生動物造成的影響。還有專家建議應在受

災地區提供飲用水和食鹽，以供野生動物

舔食。大象保護中心主任尼亞姆認為，大

象每天要喝240升的水，政府如果不采取

行動，死亡的大象只會更多。

肯尼亞旅遊部目前正在采取措施，積

極搶救野生動物的生命。旅遊部部長佩尼

娜· 馬隆紮表示，旅遊部正在鉆挖新井，

為保護區的野生動物運送飲用水，為野生

動物投餵幹草，加強對保護區外野生動物

的監視，以減少人與野生動物的沖突。

加拿大未來三年
擬引入145萬新移民

綜合報導 加拿大政府計劃在未來三年引入145萬名新移民，以助該

國應對今後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

加移民、難民和公民事務部長弗雷澤11月1日在多倫多公布該國最

新的移民引入計劃。按照已設定的目標，加拿大計劃在2023年新吸納

46.5萬名永久居民，2024年48.5萬人，2025年50萬人。

加政府須每年向議會提交引入移民規模計劃。此輪移民引入計劃將

側重於對經濟增長的長期關註。按計劃，到2025年，經濟類移民所占比

例將超過60%。加官方還將借助“快速通道”系統，吸納具有所需技能

和資質的新移民進入面臨嚴重勞動力短缺的行業，諸如醫療護理、制造

業、建築行業和科技、工程及數學等領域。

該計劃還將更為註重吸引新移民到包括小城鎮和鄉村社區在內的該國不

同地區，以滿足各地勞動力市場需求。加官方表示，還將實現讓更多家庭更

快團聚，以及確保進入魁北克之外的新移民中至少有4.4%的人可使用法語。

加總理特魯多通過網絡社交平臺表示，移民對於發展加拿大的經濟、

幫助企業找到所需員工至為重要。

加拿大2021年吸納了逾40.5萬名新移民，刷新單壹年份的峰值。

2016年至2021年，該國引入逾130萬名新移民。

加統計局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該國總人口

中移民約占23%，創下聯邦建立以來的最高比例。這壹比例也在西方七

大工業國中居首。同時，由於人口持續老齡化，生育率低於人口更替水

平，移民已成為加拿大人口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加官方預計，到2032年

，移民將占該國人口增長的100%。

英國10月生鮮食品價格
同比上漲13.3%

綜合報導 英國零售商協會表示，英國10月生鮮食品價格比去年同

期上漲13.3%，創下2005年以來最大增幅。

該協會表示，10月英國食品價格總體上漲11.6%，因不易腐爛的食

品價格上漲速度慢於生鮮食品價格上漲速度。

該協會首席執行官海倫· 迪金森表示，對於消費者來說，這是壹個

艱難的月份，他們不僅面臨著能源賬單的增加，而且還面臨著更昂貴的

購物籃。

報道稱，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受到了特別密切的關註，壹些反貧困

和反肥胖慈善機構報告說，購物者正在轉向熱量更高的加工食品以節省

開 支。

英國零售商協會表示，零售商面臨能源賬單、員工成本和商品價格上

漲的壓力，敦促政府凍結計劃中的商業資產稅上調，因為商店將把這些

稅款轉嫁給顧客。

迪金森說，雖然壹些供應鏈成本開始下降，但這被能源成本所抵消，

意味著零售商和家庭都面臨艱難的時期。

英國官方發布數據顯示，9月英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

10.1%，回到40年來高位水平，英國金融機構預計10月該指數將達到近

11%的峰值。

國際最新研究：大型河壩或威脅瀕危物種鴨嘴獸長期生存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

旗下專業學術期刊《通訊-生物

學》最新發表壹篇生態環境保

育研究論文指出，高於10米的

人造大型河壩可能會導致鴨嘴

獸種群的破碎化和隔離，並威

脅到鴨嘴獸物種的長期生存。

該論文稱，鴨嘴獸當前被

列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

種紅色名錄。鴨嘴獸大部分時

間都生活在有水或臨水的地方

，在向岸上移動時面臨著來自

狐貍、貓、狗的威脅。雖然之

前有報道稱它們會在小的水壩

周圍攀爬，但大型水壩對鴨嘴

獸個體和整個種群的影響壹直

缺乏研究。

論文通訊作者、澳大利亞

新南威爾士大學堪培拉校區的

路易斯· 米揚戈斯(Luis Mijan-

gos)和同事合作，通過比較在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

利亞州的9條河流周圍生活的

274只鴨嘴獸的DNA，研究了

大型水壩對鴨嘴獸種群的影響

。這9條河流當中，5條河流有

壹個85-180米高的大壩，4條河

流沒有大壩。

論文作者研究發現，被河

壩隔開的鴨嘴獸種群內部的遺

傳學差異是附近沒有大壩的河

流周圍種群的4倍至20倍。他

們觀察到，被大壩隔開的部分

種群內部的遺傳學差異類似於

在不同河流周圍生活的種群的

差異。通過估算各個大壩建成

後出生的鴨嘴獸世代數量(基於

每個世代平均7.9年左右)，研

究人員還發現被大壩隔開的種

群內部的遺傳學差異會隨每個

世代而增加。

論文作者表示，綜合研究

結果表明，大型河壩可能會

成為鴨嘴獸移動和種群混合

的障礙，導致野生鴨嘴獸種

群的破碎化。他們指出，鴨

嘴獸種群的持續遺傳隔離可

能會通過增加近親交配風險

，威脅鴨嘴獸的長期生存，

這會讓種群更容易受到疾病

暴發的威脅。他們建議，保

育方面應考慮促進鴨嘴獸種

群混合的策略，如使大壩結

構有助於鴨嘴獸攀爬或幫助

個體在不同種群間流動。

遭遇40年來最嚴重幹旱！
肯尼亞特大幹旱“渴”死200頭大象

法國極右翼“國民聯盟”選出新領袖：

年僅27歲，被視為勒龐接班人

綜合報導 在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

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RN）

50年的歷史上（2018年 6月前稱“國民

陣線”），首次沒有出現勒龐家族作為

黨內領袖的局面。

據報道，“國民聯盟”當天確認27

歲的喬丹· 巴爾德拉（Jordan Bardella）

已被黨員選舉為瑪麗娜· 勒龐（Marine

Le Pen）的繼任者，將擔任該黨領袖。

不過，這並不代表這個極右翼政黨

的政策或路線會發生重大變化，勒龐仍

舊掌握黨內實質權力，通過卸任黨首這

壹舉動，她將在未來更專註於在議會中

領導政黨工作，並仍有可能在2027年第

四次競選法國總統。

5日，勒龐對黨內成員表示，她不會

就此從政壇消失。“我不會離開‘國民

陣線’去度假，只要國家需要我，我就

會出現在那裏。”

前不久，包括瑞典和意大利在內，

歐洲多國右翼勢力擡頭，政壇出現“向

右轉”跡象。而在今年早些時候，法國

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領袖勒龐雖未

當選總統，但也在大選中引人關註。

此外，“國民聯盟”在法國國民議

會選舉中獲得了89席，相較此前數量增

長了10倍，創下該黨有史以來最佳表現

。由於極右翼和左翼在選舉中的成功，

也導致了法國總統馬克龍所屬政黨失去

了議會席位絕對多數的優勢。

據報道，5日當天，巴爾德拉已確定

成為“國民聯盟”的新領袖。這位年僅

27歲的政治明星出生成長於巴黎郊區的

壹個意大利裔貧困家庭，十幾歲時就加

入了極右翼政黨，並迅速升至黨內高層

，去年勒龐宣布競選總統後，他擔任了

“國民聯盟”代理黨首壹職。

在黨內集會上發表講話時，巴爾德

拉表示，他尋求團結所有希望讓法國重

回正軌的人。他說：“對我們來說，法

國人民將永遠優先考慮國內事務，我們

不打算放棄首先為我們的人民服務。我

們最終會成為國家的朋友，為國家找到

復蘇的道路，以避免這40年來所出現的

錯誤、半途而廢、投降和懦弱。”

法新社稱，巴爾德拉唯壹的對手是

法國西南城市佩皮尼昂市市長路易斯· 阿

利奧特（Louis Aliot），阿利奧特是入黨

30多年的黨內資深人士，但其公眾形象

壹直無法同巴爾德拉相提並論。黨內消

息人士告訴法新社，目前唯壹不確定的

是，巴爾德拉對其對手阿利奧特的“勝

利優勢”是多少。

法新社官方推特隨後更新稱，有消息

顯示，巴德拉贏得了來自黨員85%的選票

，擊敗了獲得15%黨員選票的阿利奧特。

報道稱，巴爾德拉在政治上被認為

是忠於勒龐的，被形容為是勒龐的“門

徒”（protege）。最近他對法新社表示

，他是壹個“有連續性（政策路線）的

候選人，目標是在勒龐移交的令人難以

置信的（政治）遺產基礎上繼續發展”。

壹般認為，巴爾德拉之所以被提拔

為黨內高層領導人，是“國民聯盟”試

圖優化自身形象、吸引年輕選民的壹部

分舉措。和勒龐壹樣，巴爾德拉喜歡將

自己描繪成壹個“新型民族主義者”，

與政黨前身“國民陣線”的種族主義和

反猶太主義區隔開來。

然而，也有人指出，這種情緒在如

今的“國民聯盟”內部依舊存在。近期

，壹名該黨議員就在另壹名黑人議員發

言時發表了種族主義言論，引發了巨大

爭議而被停職。

“國民聯盟”，2018 年 6 月前稱

“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FN），

是法國的壹個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由

瑪麗娜· 勒龐的父親——讓-馬裏· 勒龐

（Jean-Marie Le Pen）在1972年成立。

因此，此次巴爾德拉接任黨首壹職

，也是該黨 50年歷史上首次黨首不由

“勒龐”所擔任。

此前，勒龐家族的第三代政治家瑪麗

安· 瑪雷夏爾· 勒龐（Marion Maréchal-Le

Pen），長期被視為最終的家族繼任者。她

是老勒龐的孫女、瑪麗娜· 勒龐的侄女，

被稱作“小小勒龐”。然而，在今年早前

的大選投票前，她離開了“國民聯盟”，

並轉而支持另壹名極右翼候選人埃裏克·

澤穆爾（Eric Zemm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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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4日報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發
言人透露，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伯恩斯與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納雷甚金將於當地時
間週一（14日）在土耳其安卡拉會面，討論核風險與在俄拘留的美國公民問題。

“我們一直非常坦率地表示，我們有渠道與俄羅斯就風險管理，尤其是核風險和戰略穩定
風險進行溝通。”該發言人說，“作為這一努力的一部分，比爾•伯恩斯今天在安卡拉與他的
俄羅斯情報部門同行會面。”

據俄新社報導，俄總統的新聞秘書佩斯科夫14日表示，他既無法證實也無法否認這一消息
。美聯社稱，兩名土耳其官員表示他們不知道美俄代表團之間的會晤，也無法立即聯繫到土耳
其外交部發言人置評。

此前CNN曾報導稱，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也一直在與俄方安全官員聯繫。當地時間9

月25日，沙利文公開宣稱，美國已經“私下警告”俄羅斯，若動用核武將對其造成“災難性後
果”。
不過，前述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此次強調，伯恩斯“不會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 “他
不會討論解決俄烏衝突的問題，他將傳達有關俄羅斯使用核武器的後果以及戰略穩定升級的風
險的信息。”

該發言人補充，美方在伯恩斯出訪前向烏克蘭通報了這次會議，“我們堅持我們的基本原
則：沒有烏克蘭參與，就不談烏克蘭問題”。

據悉，美俄情報官員此次會晤還將討論在俄拘留的美國公民問題。美國總統拜登上週曾表
示，鑑於中期選舉已經結束，他期待與俄總統普京“更認真”地討論兩國交換囚犯的問題，當
時他提到了因持有和走私毒品罪被俄羅斯法院判處九年監禁的美國女籃球星格里納。

（綜合報導）無論是美國媒體還是美國學界都對此次中美元首會晤十分關注。
面向世界舞台，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踏上新征程。 1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飛赴印度尼西

亞巴厘島，出席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七次峰會。而後，他還將前往泰國曼谷出席亞
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除了與東道國兩位領導人聚首，習近平還將與多國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見。其中，中美元首
的會晤被外界視為G20峰會上的“重中之重”。正在美國訪問的複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吳心伯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中美元首能坐下來談，本身就釋放出積極信號。而這一輪元首外交
也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主張和負責任大國形象。
G20峰會上的“重頭戲”

14日，太平洋上的美麗島嶼巴厘島進入“G20時間”。印有峰會主題“共同復甦、強勁復
甦”字樣的旗幟、標識出現在各個會場和街頭巷尾。

在全球危機頻發、大國競爭加劇的形勢下，與會各國都希望在此次峰會上找到如何復甦的
答案。而中美元首會晤更被寄予厚望。

據中國外交部和美國官方發布的消息，中美兩國元首於14日即G20峰會正式開幕前一天，
在巴厘島舉行面對面會晤。

此次中美元首會晤創造了多個“首次”：它是中美元首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近三年來首次
面對面會晤，是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兩國元首的首次面對面會晤，是中美完成各自國內重大
政治議程之後的首次會晤，也是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台後中美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會晤
。

在吳心伯看來，此次會晤是在兩大背景下進行的：從雙邊關係角度來看，8月，佩洛西竄
訪台灣給中美兩國關係帶來巨大衝擊，中美兩國當前處在緊張和僵冷的狀態之下；從世界形勢
角度來看，眼下，整個世界地緣政治安全問題突出，經濟發展乏力，糧食、能源等危機重重。

“在氣候變化、禁毒等領域與中方開展合作，與中方加強宏觀經濟協調，以及就朝鮮半島
和俄烏衝突等地區熱點問題與中方交換意見是美方在此次會晤中的關切重點。”吳心伯說，
“我到美國已有幾天時間，通過觀察發現，無論是美國媒體還是美國學界都對此次中美元首會
晤十分關注。而美方對此次會晤表現積極的背後，也是基於自身的利益需要，謀求與中國在一
系列問題上展開合作。”
中國外交線下全面重啟

此次中美元首會晤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稱，在俄
烏衝突、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給世界帶來衝擊的背景下，這兩個大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
要共同合作，為世界注入穩定。

吳心伯認為，中美元首此次會晤具有兩方面意義：一是中美兩國元首能舉行面對面會晤本
身就釋放出了積極信號，會晤中，如果雙方能就可以合作的領域達成一定共識，那將有助於中

美關係的改善；二是中美如若能在一些有分歧的問題上進行管控，也會對地區穩定帶來好處。
除了與拜登會晤，與會期間，習近平還將應約同法國總統馬克龍、塞內加爾總統薩勒、阿

根廷總統費爾南德斯等多國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見。
對於中國新一輪元首外交，吳心伯指出，這一方面表明了中國外交已經在線下全面重啟；

另一方面，一系列元首外交也在中共二十大後，向世界表明了今後中國的發展方向和外交走向
，傳遞出正面積極的信號。

“隨著實力提升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開展，中國在世界舞台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影響力
越來越大。”吳心伯說，“與此同時，世界對中國的期待也越來越高。在充滿挑戰和危機的時
刻，世界需要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引領和推動作用，這也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內容。
”

GG2020峰會的峰會的““重中之重重中之重””
中美元首能坐下來談本身就是積極信號中美元首能坐下來談本身就是積極信號

（綜合報導）自從馬斯克搬著“水槽”入住推特公司後，
推特就一天也沒有消停過。先是被聯合國人權部門點評“人權
問題”，又被法國政府發言人指責“8元認證”問題，甚至還
因此引起了大量名流退出。但無論是誰，都沒能阻止馬斯克堅
持推行“8元認證”。有意思的是，現在推特自己已經扛不住
了，馬斯克緊急叫停了“8元認證”業務。

推特沒有轉手前，上面有大量的“藍色認證”用戶，這些

用戶都是擁有正式身份的記者和各國名流
，甚至還包括各國的官方賬號。然而，馬
斯克接手推特後，直接大力改革，提出了
“8 美元認證”業務，所有想要繼續擁有
“藍色認證”的用戶，都必須每年支付8
美元的“年費”。然而，這項“年費”激
怒了絕大部分人。

就像法國政府發言人就直接喊話馬斯克
，自己剛剛收到了“8 美元認證”的支付
信息提醒，但是自己不會支付這筆認證費
用，如果馬斯克認為法國發言人賬號不能
繼續認證，那麼就取消自己的賬號認證吧
。而在法國政府發言人挑頭後，大量推特
用戶和名人政要紛紛喊出“退出推特平台
”的口號，推特面臨大量用戶流失的風險
。

事實證明，大量用戶還沒有來得及流失
，推特就遭到了“致命打擊”。一部分沒有支付8美元費用的
推特“藍色認證”用戶，已經被取消了藍色標識，進而變成了
灰色標識。而這讓大部分的假冒賬戶找到了機會，因為這些假
冒用戶，只要支付8美元費用就能通過認證，取代已有的“藍
色認證”用戶，搖身一變成為“權威賬號”。

就像一個假冒用戶，就冒充美國製藥巨頭企業在社交媒體
上宣布“藥物免費”。引起軒然大波後，這家美國製藥巨頭公

司不得不出面道歉，將責任推到假冒用戶身上。而這樣的一幕
，正在推特上瘋狂上演。

眼看事情不對勁，大量的推特廣告商決定退出推特，避免
因為假冒用戶大量崛起，導致自己的廣告業務遭受影響。而廣
告商的投入，幾乎就是推特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在主要財源
收入大幅減少後，馬斯克不得不馬上讓推特暫停了“8美元認
證”業務。馬斯克告訴推特高層，如果無法讓這些廣告商回到
推特，推特可能會逐漸“關停”。

推特公司早就預防著這一幕上演。當時推特宣布，已經發
布新規定，任何假冒已經“藍色認證”用戶的賬號，將會被永
久封禁。然而，永久封禁的威脅，壓根無法阻止推特上的假冒
浪潮。因此，推特不得不緊急處理這次危機。

不得不說，推特在馬斯克接手後就沒有消停過。上任前幾
日，馬斯克就搞出了“大裁員”，推特公司已有員工被裁掉了
50%左右，其中也包括部分已經懷孕的女性員工。而這樣的行
動，也讓推特被聯合國人權部門注意到了。當時人權部門指出
，已經在關注推特人權問題。

除去人權問題和“8美元認證”業務問題之外，馬斯克還
曾經放出“解封特朗普”的風聲。而這樣的行動，也讓推特置
於風口浪尖上。當時就有數十個推特名流，立即呼籲自己數千
萬粉絲退出推特。

總而言之，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馬斯克這個“不著
調主義”分子，必然會讓推特的知名度再次提高，可能是正面
影響，也可能是負面影響，但都會讓推特被更多人熟知。

推特叫停推特叫停““88美元認證美元認證”：”：假特朗普假特朗普、、詹姆斯橫行詹姆斯橫行，，美製藥巨頭美製藥巨頭““被免費被免費””

俄美情報高層將在土耳其會面，美方“已提前通知基輔”

美國新聞 AA55
星期二       2022年11月15日       Tuesday, November 15, 2022



2022年11月7日（星期一）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何佩珊

堅持“動態清零”提高科學精準防控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對防控一刀切層層加碼行為整改不到位須問責

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5日舉行發布會，
這是11月以來舉行的首場全國層面疫情防

控情況發布會，距離上一場發布會已逾三周。針
對當前內地疫情情況，國家疾控局傳防司二級巡
視員胡翔表示，近日，內地每日報告新增陽性感
染者數量波動上升，疫情繼續呈現點多、面廣、
頻發特點，形勢嚴峻複雜，受奧密克戎進化分支
傳播能力強、隱匿傳播的影響，跨省跨區疫情增
多，多地新舊疫情疊加交織，烏魯木齊、呼和浩
特、廣州、鄭州、福州、蘭州等省會城市發生聚
集性疫情，局部地區出現疫情反彈。目前，全國
疫情總體可控，但發生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風險
依然存在，存在新冠肺炎疫情與流感疫情疊加的
可能。

多地過度防疫被通報
談及群眾對於疫情防控反映較多的問題，國

家疾控局監督一司二級巡視員妥佳表示，問題主
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對來自於低風險地區人員
採取強制勸返、隔離等限制措施，黑龍江省大慶

市、山西省太原市這類投訴較多；二是隨意將限
制出行範圍由中高風險地區擴大到其他地區，山
西省運城市、河南省鄭州市這類投訴較多；三是
隨意擴大採取隔離管控措施的風險人群範圍，廣
東省深圳市這類投訴較多。

中國防疫策略最經濟 效果最好
除違反“九不准”規定外，一些地方處置疫

情存在簡單化、一刀切、“層層加碼”等新的表
現形式。妥佳表示，一是隔離場所收費，如貴州
省畢節市、四川省南充市；二是隨意“靜默”、
“封城”代替管控，如河南省鄭州市。此外，輿
情監測發現個別地區以賦碼彈窗的形式限制人員
出行。“對於以上問題，我們高度重視，並同時
進行整治”，妥佳說，防控簡單化、一刀切、
“層層加碼”，嚴重違背了科學精準防控、高效
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的要求，是嚴重的形式
主義、官僚主義，對此堅決清理和制止，對於整
改不到位、不落實的，依法依規嚴肅問責。

對於中國近期會否調整疫情防控政策，胡翔

表示，實踐證明，中國關於疫情防控策略和一系
列戰略舉措是完全正確的，也是最經濟的、效果
最好的。
她表示，國際疫情迎來新的冬季疫情流行

季，國內局部地區疫情反彈趨勢明顯，疊加流感
等其他呼吸道疾病傳播風險，疫情形勢更加嚴峻
複雜。中國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動搖，在
總結各地疫情防控實踐和政策實施效果的基礎
上，組織專家根據病毒潛伏期、傳播力、致病力
的變化，不斷優化完善疫情防控措施，提高科學
精準防控水平，進一步統籌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
會發展。

專家：新冠與感冒流感有大區別
談及新冠病毒感染與感冒、流感，北京大學

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貴強表示，這三種疾
病有類似的地方，但有很大不同。新冠不單純是
需要抗病毒治療早期干預，還要隔離以避免進一
步傳播的風險，同時也要密切監測病情變化，防
止發展為重症，包括基礎病加重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5日表

示，中國當前仍面臨境外疫情輸入和本土疫

情傳播擴散的雙重風險，防控形勢依然嚴峻

複雜。他強調，要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

和“動態清零”總方針不動搖，統籌疫情防

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科學精準防控水

平，切實保障群眾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官方

再次強調，堅決清理和制止防疫工作中各種

形式的簡單化、一刀切和“層層加碼”行

為，有關部門將及時通報並督促整改，整改

不到位、不落實的，依法依規嚴肅問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5日召開的廣州市政
府新聞辦發布會上獲悉，11月4日全天廣州
新增746宗新冠病毒本土感染者，自10月28
日以來，廣州連續第8天單日新增感染者超
過100宗，此次再次刷新自2020年以來單日
新增感染者最高紀錄。廣州市衞健委負責人
表示，廣州正面臨抗疫三年以來最複雜、最
嚴峻的疫情。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發現，由
於採取精準防控措施，包括海珠區非中高風
險區在內，絕大部分廣州市民生活受影響有
限。

傳播鏈仍未完全控制
據廣州市衞健委副主任、新聞發言人張

屹介紹，10月22日以來，廣州累計報告本
土感染者3,732宗，其中海珠區佔64%。4
日全天新增的746宗本土感染者，有8宗來
自社會面。其中，海珠區新增627宗，絕大
部分分布在鳳陽街、赤崗街等中高風險區
內，說明劃定管控區域內的隱匿傳播鏈條仍
未完全控制。

“當前，廣州正面臨抗疫三年以來最複
雜、最嚴峻的疫情，希望廣大市民認清當前
形勢，配合防控大局，合理安排工作生
活。”張屹在發布會上發出呼籲。

海珠區嚴控人員流動
5日恰逢周末，這也為廣州開展疫情攻

堅戰帶來窗口期。張屹表示，經專家研判，
為有效阻斷疫情傳播擴散風險，盡快實現社
會面動態清零，海珠區決定從11月5日0時
至11月7日24時，利用三天時間全面強化
社會面防控措施，力爭穩控當前疫情。

據廣州市海珠區相關負責人介紹，在人
員流動方面，市民除接受核酸檢測和緊急就
醫外，每戶每天安排一人分時有序外出購買
生活物資或領取無接觸式配送物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多位海珠區市民發
現，區內每一位市民每天均需接受一次核酸
篩查，否則健康碼將被賦黃碼，社區工作者
會對漏檢人員進行督促。

在交通出行方面，海珠區內地鐵、公交
站點暫停服務。香港文匯報記者5日下午看
到，地鐵2號線各站點出入口均已封閉，部
分未拉閘的站點，則有工作人員把守。公交
車大規模停運，在海珠區工業大道北路段，
大量公交車停靠在路邊，全天停止運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海珠區昌崗街看到，
便利店、生鮮超市等保障居民生活的商業設
施正常運營，市民掃“場所碼”及持24小
時核酸陰性結果，便可入內購物。市民亦可
正常收寄快遞、點外賣。

穗
日
增7 4 6

宗
感
染
疫
情
三
年
來
最
嚴
峻

��(���

◆◆官方再次強調官方再次強調，，堅決清理和制止防疫工作中各種形式的簡單化堅決清理和制止防疫工作中各種形式的簡單化、、一刀切和一刀切和““層層加碼層層加碼””行為行為，，
有關部門將及時通報並督促整改有關部門將及時通報並督促整改，，整改不到位整改不到位、、不落實的不落實的，，依法依規嚴肅問責依法依規嚴肅問責。。圖為圖為1111月月11日日，，
福建省福州市居民有序排隊進行核酸採樣福建省福州市居民有序排隊進行核酸採樣。。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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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7日（星期一）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華為開發者大會華為開發者大會：：
鴻蒙生態全面進化鴻蒙生態全面進化

系統初具規模 搭載設備達3.2億

以“創新照見未來”為主題的華

為開發者大會 2022（Together）日前

在東莞松山湖開幕，華為在會上與全

球開發者共同分享了鴻蒙生態的新成

果、新體驗與新開放能力，展示了智

能家居、智慧辦公、影音娛樂、智慧

出行、運動健康五大場景下的創新體

驗。並發布了鴻蒙開發套件，全面加

速推進鴻蒙應用生態。華為常務董

事、終端BG CEO、智能汽車解決方

案BU CEO余承東表示，經過四年的

發展，鴻蒙生態已經日漸成熟，更包

容、更開放、更具創新力。搭載Har-

monyOS（鴻蒙系統）的華為設備已

達3.2億，較去年同期增長113%；鴻

蒙智聯產品發貨量超2.5億，較去年

同期增長212%。他表示，華為將基

於五大場景及創新技術構築鴻蒙世

界。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東莞報道

余承東表示，今年9月，搭載鴻蒙3的巔峰旗
艦華為Mate50系列上市，帶來超級中轉站、

應急模式、智感掃碼、超空間壓縮等業界領先體
驗。其中，“暢連”功能能夠支持北斗衛星消息，
“通過新通信協議、高性能硬件、高增益算法和
專用UX設計，實現了對高軌道衛星的連接。”
余笑稱這一功能“一生用一次，一次續一生”。
目前除華為Mate50外，Mate Xs 2也將升級支持
北斗衛星。

開放三大無障礙能力
余承東還表示，華為將開放三大無障礙能

力，包括賦能聽障應用的自然語言交互能力、
視障應用的計算視覺能力以及應用適老化的長
輩關懷能力，其中在今年全面應用在聾校教
學、日常交流等場景的華為手語服務（SignPal
Kit）也包含在賦能聽障應用的能力中開放給開
發者，讓無聲的世界人聲鼎沸。此外，2023年
一季度，AITO問界系列將分批升級鴻蒙3，將
原子化服務、差異化體驗、AI帶入座艙，讓車
成為數字世界的新入口。

目前OpenHarmony開源項目位居Gitee指
數第1名，已有5000+社區代碼貢獻者、76款
通過兼容性測試的開發板/模組、23個軟件發

行版、79款商用設備，是當前碼雲平台上代碼
和社區最活躍的開源項目。未來，華為將進一
步開放最核心的技術與能力，與開發者及生態
合作夥伴共建鴻蒙生態，圍繞五大場景共建萬
物互聯時代的全場景智慧生活。

在會上，華為終端BG首席運營官、Mar-
keting與銷售服務部總裁何剛還介紹了涵蓋分
布式能力、原子化服務、AI、地圖、音視頻、
隱私安全等HarmonyOS創新能力再度升級，
不僅為消費者提供新體驗，同時也開放給所有
開發者，助力高效開發。

支付寶接入鴻蒙生態
何剛透露，華為正在和支付寶探索基於

HarmonyOS原子化服務的更多可能。用戶很
快將體驗到通過智慧搜索，一步直達支付寶生
活繳費的原子化服務卡片，直接完成在線支
付；未來還將上線醫保查詢、公積金查詢等便
民服務和基於智能位置卡片的主動智能推薦服
務。

此外，用戶也將在車機上通過原子化卡片
形式享受支付寶車載服務卡片帶來的用車和生
活服務，如加油充電、停車繳費、快遞提醒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華為在開發者
大會上還發布了全新檢索技術。通過AI技術，使
視頻剪輯、閱讀、信息處理、內容編輯、搜索等更
為便捷。例如，系統可以從相冊的海量視頻片段中
智能提取精彩瞬間，快速剪輯成片，HMS Core視
頻編輯服務已面向開發者開放這項技術。

華為還推出全球首個多語種權威知識檢索生成
模型-WebBrain，可實現華為閱讀的複雜內容一鍵
檢索，如一鍵解構書裏的人物關係，點擊人物名字

即可快速生成與之相關的人物關係網。

點擊人物 即生成關係網
“新技術還能極大的提高學生寫作業的效

率。”華為終端 BG 首席運營官何剛表示，通過檢
索增強技術RAG和自然語言生成技術NLG實現端
到端的權威知識的搜索與生成，可以廣泛應用於知
識洞察助手、搜索問答、輔助閱讀等場景中，並能
在多個語種網站上檢索，直接翻譯成用戶需要的語
言答案。應用了該技術的閱讀助手功能將會在明年
上半年上線。

實景地圖構建快100倍
在地圖能力方面，華為推出全新3D實景地

圖，通過2,500張照片，僅需30分鐘即可快速構建
出5平方公里的超精細數字世界，效率提升100
倍。此外還發布了全球首個基於AI技術的音頻編
解碼標準-Audio Vivid，華為參與標準制定，並結
合端側渲染算法，實現空間音頻全鏈路高清效果，
未來還將把高清空間音頻體驗帶入座艙。

全新檢索技術 一鍵解答問題

◆視障人士適用鴻蒙視障應用所拍攝的照片。

◀華為開發
者 大 會
2022 以“創
新 照 見 未
來”為主題
在東莞松山
湖開幕。

◀華為常務董事、終端BG CEO、智能汽車解決方案BU
CEO余承東出席華為開發者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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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11 月8 號星期二的當天，乃是兩年一度的中期選舉，由美國民主黨火拼共和黨來競選
美國國會中的參衆兩會議員。現今的美國總統是民主黨的拜登先生；假如今次由共和黨改選成功
，打敗民立黨而成為國會中第一大黨的話，拜登就會成為跛腳總統，往後對於美國國內的一些施
政理念及政策的執行，就會受到共和黨的無情抵制及杯葛，從而影響美國政府的正常運作。

正是 「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別多」。在今次美國中期選舉期間，有些本來己經逝世多天的州
議員，竟然可以在今年十月還當選連任，而且不是孤獨身一位，而是打孖兩位，像這樣的奇事不
止發生過一次，早有先例可行。

據《紐約郵報》十一月九日消息，民主黨人德盧卡於十月九日死於淋巴瘤，終年八十五歲，
而選舉官員來不及更改選票，最終，曾在該州議會工作三十九年的德盧卡十一月八日在其選區中
，獲得了超過百分之八十五的選票，高票連任，成績斐然。及至競選活動將要結束前，工作人員
才發現張冠李戴，只好再挑選新的日期，舉行一次特別的選舉

無獨有偶，美國原來還有一名女州議員，情況也是跟上文的德慮卡議員同樣的情況，據美國
田納西州孟菲斯市當地新聞網站“localmemphis.com”、俄媒等消息，已故的州議員芭芭拉庫珀在
八日選舉中也獲得連任。庫珀早已於今年十月二十五日去世，終年九十三歲。謝爾比縣選舉委員
會表示，去世後她的名字仍保留在八日的選票上，這是“州法律規定的”。同樣，當地政府會另
外舉行一次特別選舉來填補她的席位。

當地時間八日晚，美國二○二二年中期選舉終於落下帷幕。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競爭相當激烈
，無論參眾兩院還是州長選舉，選情都是高度膠着。許多分析師認為，這種狀況將使已經兩極分
化的美國更加分裂。

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日前以“美利堅分眾國”為
題報道美國中期選舉。文章說，如果你逐漸開始“享受”
過去幾年極度讓人焦慮的美國政治，那麼二○二二年的中
期選舉將給你帶來“好消息”。美國國會和各州議會最終
的力量對比情況在數天甚至數周內可能都不會明朗。

文章說，美國政治變得僵化最重要的是，相對不大的
選情變化表明，美國政治已經變得多麼僵化，即使在這個
以“動盪和怨恨”為標誌t的時代也無法催生重大的變化
。兩黨選民現在不僅將中期選舉視為塑造政府政策方向的
機會，而且將其視為關乎存亡的戰鬥。

這是一個兩極分化的國家內部激烈鬥爭的結果。可以
預見，華盛頓將出現一種分裂的局面。今年的中期選舉似
乎並不預示著美國政治的轉變。相反，瘋狂的黨派鬥爭和
頻繁的權力更迭似乎很可能繼續。

我把這則花邊新聞跟永福殯儀館中的一位相熟多年的
老細鄧樹良先生談起，大家都覺得 「匪議所思」。我多口
講一句： 「如果死去也可以翻生，那麼翻生之後當然也會
死亡；此新聞若然發生在休斯頓，而永福若是先為他倆辦理喪事，那麼他倆第二次死亡後，又是
由永福代辦後事的話，就會成為喪事成雙矣，認真搞笑！

台灣東海大學訪問團於台灣東海大學訪問團於1111月月99、、1010日訪問休士頓日訪問休士頓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為母校捐款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為母校捐款2020萬萬、、楊朝諄十萬傳為美談楊朝諄十萬傳為美談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過世議員也連任過世議員也連任？？ 楊楚楓楊楚楓

（本報訊 ）台灣東海大學訪問團一行
人包括：董事長吳清邁、校長張國恩、學
術發展研究基金會執行長李世堯、公關室
主任黃兆璽一行人於十一月展開一段美國
訪問校友的行程，於十一月九日、十日到
訪休士頓。東海校友、恆豐銀行董事長吳
文龍在他們到訪首日，即在 「Pappas
Bros Steakhouse 」 以盛宴歡迎訪問團一
行及全體校友們，並於第二天中午，在恆
豐銀行會議室舉行的 「東海大學校長與校
友座談會」 上，慨然捐出美金廿萬元，另
一位校友亞洲化學董事長楊朝諄捐款美金
十萬元，以及校友皮珍珍捐款五千美金，
一時傳為美談。

吳清邁董事長和張國恩校長一行人在
與休士頓校友的座談會中就未來四年的校
務發展計劃向當地校友作出了報告。由於

台灣受到少子化的影響，東海大學招生每年遞減，然而卻受到法令的約束不易改革。吳清邁董事
長請張國恩校長出任，希望能借助他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任職期間領導台灣師大教學的經驗，讓
東海大學改革和提昇。
吳清邁董事長和張國恩校長在校務發展計畫書中根據學校未來發展的使命和願景，提出了 「行政

革新」 、 「跨域典範」 、 「永續發展」 、 「國際接軌」 四個構面並講述相應的策略。會議中張校
長利用東海勞作教育獨特的育人價值，提出金字塔型教育策略和沃土保存的勞作教育4.0，讓學生
主動關心環境做出服務行動，培養勞作菁英成為社會愛用人才，也提出培養學生積極自主學習，
主動欣賞他人的博雅教育4.0。校園建設上張校長提到包括租用校內國有地、就捷運經過校園和台
中市政府交換意見、校園周邊交通的改善、整修牧場、架設太陽能光電、修復路思義教堂以及翻

修宿舍。此外張校長也提到改
革東海大學人事任用的管考系
統、組織重整並建立公平客觀
之績效導向的考核辦法。財務
上張校長則是提出改善就學穩
定度績效考核和成立永續基金
。最後還提到加強學校和國際
間的交流和境外生輔導。
兩天行程的安排由東海大學

休士頓校友會主辦，由多位休
士頓校友包括恆豐銀行吳文龍
董事長、亞洲化學楊朝諄董事
長、世大建築事務所李兆瓊董
事長、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和
校友會長蔡宗霖組織。第一天
的晚宴以及第二天的午宴分別
由吳文龍董事長及楊朝諄董事
長設宴，兩天活動計數十位校
友熱烈歡迎遠道而來的吳董事
長和張校長一行人。聚會上校
友們一一自我介紹，分享當年
在東海大學的校園生活點滴，也分享彼此在美國生活的近況、心得和經歷。吳董事長和張校長一
行人也和校友們描述東海大學校園的現況與發展，並且一一在餐會上和校友們相互問候。其中一
個亮點是晚宴尾聲校友張廖莉娜帶領在場校友們一起唱東海校歌，讓大家回憶起當年學生時代的
情景是當晚的另一個高潮。校友們在餐會後紛紛與吳董事長和張校長一行人合影，相聚甚歡，場
面十分溫馨。

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中中 ））向母校捐款廿萬向母校捐款廿萬
美金美金，，由東海大學董事長吳清邁由東海大學董事長吳清邁（（左左）、）、校長張國校長張國
恩恩（（右右））代表接受代表接受。（。（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東海大學代表團接受校友東海大學代表團接受校友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中中））贈贈
送的紀念品送的紀念品。。包括包括：：董事長吳清邁董事長吳清邁((左二左二）、）、校長張國恩校長張國恩（（右右
二二）、）、學術發展研究基金會執行長李世堯學術發展研究基金會執行長李世堯（（右一右一））及公關室主及公關室主
任黃兆璽任黃兆璽（（左一左一））等人等人。（。（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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