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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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路透社））

（中央社）一枚致命飛彈昨天落在波蘭東部，引
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可能磋商啟動 「集體防禦」 疑慮
。北約今天迅速回應，強調飛彈非俄羅斯發動的空襲
。波蘭表示，無須啟動北約集體協商機制。

波蘭總統杜達（Andrzej Duda）今天表示，落在
波蘭邊境村莊的致命飛彈， 「非常可能」 來自烏克蘭
防空系統。總理莫拉維茨奇（Mateusz Morawiecki）
指出，目前看來無須啟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條約第4條的集體協商機制。

一枚飛彈昨天落在距烏克蘭邊界約6公里的波蘭
小鎮普熱沃多（Przewodow）。事發當下，俄國正朝
烏克蘭各地發射數十枚飛彈。波蘭外交部稍早指出，

一枚俄羅斯製飛彈落入東部，造成2人死亡，但未說
明飛彈是否因偏離目標，或被烏克蘭防空系統打偏，
而造成這起事件。

杜達稍後告訴記者： 「絕無跡象顯示這是一起針
對波蘭的蓄意攻擊，非常有可能是反飛彈防禦系統使
用的飛彈，代表是烏克蘭防禦部隊所使用…它是一枚
舊式蘇聯製S-300飛彈，沒有證據顯示是俄方發射的
，非常可能是烏克蘭防空部隊所發射。」

NATO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
今天主持完北約成員國大使會議後說： 「我們初步分
析顯示，此事可能是烏克蘭防空飛彈所引起，目的是
為了防禦烏克蘭領土免遭俄羅斯巡弋飛彈攻擊。」

波蘭彈襲非俄所為波蘭彈襲非俄所為 北約防禦無須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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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founder Jeff Bezos warned the people
to consider postponing large purchases in the
coming months as the world economy will be in a
downturn and face a possible recession. He urged
people to put off big expenditure items such as new
cars, TVs and big appliances. Meanwhile, small
businesses should also avoid making large capital
expenditures in the near future.

According to reliable sources, Amazon will lay
off more than 10,000 employees and freeze the
hiring of any additional workforce. It expects sales
for the final three months of the year to be
significantly below Wall Street’s expectation.

Even though the U.S. economy is not technically
in a recession, nearly 75% of voters said they feel as
though it is, mainly because of inflation and rising
prices.

We are glad to see that the leader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et face-to-face for the first
time in Indonesia. In fact,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c powers are in a position to reach a
number of agreements to solve many problems. 1111//1616//20222022

Amazon Is Ready To Lay Off EmployeesAmazon Is Ready To Lay Off Employees

亞馬遜公司預計將裁員一萬人，面對経濟情
勢，該公司老闆貝索斯警告消費者和商家不要購
置大型商品或擴資，以面對経濟衰退之來臨。
據報導，亞馬遜公司將大批裁員來應付可能

之衰退，該公司是除了沃馬之外第二名全美雇主
，該公司在十月份之消費量不佳，大多帰於通貨
膨脹及購買力減弱，該公司股票削減了百分之四
十。
雖然美國経濟尚未正式進入衰退，但是百分

之七十五的美國人已有此感覺，主要是在汽油食
物之價格已經不斷上漲，尤其對那些靠固定收入
之年長退休者。
我們樂見中美兩國領導人在印尼首度面對面會

晤，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経濟體事實上主宰了世界
未來之前途，唯有雙方能達成協議，解決矛盾分
歧，世界経濟問題才有辦法解決方法。

高科技公司即將大批裁員高科技公司即將大批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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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信誓旦旦的在他位於佛羅里達州棕
櫚灘的海湖莊園以重振偉大一與光榮為名宣
佈參選總統, 這是他的3度參選總統, 前兩次
的成績是一勝一敗.但他堅稱是兩戰皆勝.由於
他自始至終不承認2020年大選的結果,所以才
造成今天美國政壇的紛紛擾擾, 如今他又宣佈
要參選,彷彿是投出了一顆震撼彈,當他在支持
者簇擁下發表充滿虛假和誤導性言論時，從
政治、外交、經濟、國防到環境政策讓人聽
了不寒而慄, 由於這一次他所主導的期中選舉
不順暢, 大多數人相信他將受到共和黨內保守
派和溫和派人的挑戰，包括他的前任副手彭
斯副總統在內會在未來幾個月向他提出挑戰
。

當川普在述說他將再次競選時，他的意
思似乎並不是將在2024年向美國人民提出自
己的主張，期望大多數人選擇他,他的意思一
更不是相信美國的民主、選舉的公正、總統
繼任的法律或任何其他息息相關的制度,他也
不是打算遵守這些法律與規定,這位前總統已
經清楚地表明，他只是一心一意想要重返白
宮，他否認任何反對他的選票的有效性，對
武裝起來的憤怒的烏合之眾撒謊，向州選舉
官員、州立法機構和聯邦法院施加壓力，讓
他們撒謊、欺騙，甚至背叛美國人民及其民
主, 在2020年敗選後 川普展現出來的前所

未有的行動和聲明證實了這一點。他公然宣
稱兩年前的選票是丟失的、被盜的或作假的
，他試圖通過呼籲他的副總統以及共和黨的
州長違反法律，並召集自己的支持者到華盛
頓遊行到國會大廈，阻撓儀式計數，來阻撓
國會證實他的選舉失敗。

這位前總統可能還沒有失去影響力，但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他似乎終於不再受到
狂熱的歡迎了。幾個月來，一些共和黨高級
官員、工作人員和捐贈者對川普強行塞入共
和黨的劣質候選人感到不滿。川普企圖對共
和黨的控制，他鼓動他的追隨者瘋狂反對任
何與他作對的共和黨人,但中期選舉的結果應
該會讓共和黨人相信，反對川普的威脅在政
治上沒有擁抱他那麼危險,毫無疑問的是，共
和黨在這次選舉中不可否認的未能達到預期
，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歸因於川普自封為王者
的災難性角色。川普更看重的是忠誠和名望
，而不是智慧、能力或政治技巧,因此，他強
行招募提名的14位參選人敗在民主黨手下,
他與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格格不入, 兩
人關係動見觀瞻, 使他失去了強力的支持力量
, 很顯然的川普在共和黨內的影響力在大大衰
退中, 在內外夾擊之下, 他的參選資格遭到強
烈的質疑, 縱使是在共和黨類過關了,想要在
2024總統大選中求勝將是非常困難的!

氣候變遷造成海平面升高，我國在太平
洋的友邦吐瓦魯面臨沉沒威脅。吐國外長柯
飛（Simon Kofe）16日在埃及夏姆錫克舉行
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7）表示，是
時候為吐國的生存尋求替代解決方案，擬計
畫建立數位版國家，複製國內島嶼和地標，
或將成為 「元宇宙」 中首個數位化國家。

元宇宙是運用擴增實境（AR）與虛擬實
境（VR），幫助使用者互動的數位世界。吐
瓦魯外交部在社交平台推特上發布一段影片
，柯飛站在一個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脅的數位
複製小島上說， 「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海洋
和我們的文化，是人民最寶貴的資產，為了
保護這些免於受傷害，無論實體世界發生什
麼事，我們都會將這些資產轉移到雲端上。
」

柯飛在去年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COP26）上的表現，引起全球關注。當時
他站在齊膝海水裡演說，展現吐瓦魯是如何
處於氣候變遷的最前線。他在今年會議上直
言，吐瓦魯不得不採取行動，因為各國在防
止氣候變遷方面做得不夠。

路透報導指出，韓國首爾市、加勒比海

島國巴貝多2021年均曾表示將要進入元宇宙
，分別提供行政和領事服務，吐瓦魯則是第
一個要在元宇宙中完整複製自己的國家。柯
飛表示，即使被完全淹沒，也能讓國家功能
繼續運作。

吐瓦魯位於澳洲和夏威夷之間的中途點
，由 9 個環形珊瑚島群組成，人口有 1 萬
2000人。漲潮時，吐瓦魯的首都有4成土地
會被海水淹沒，預計到了本世紀末，全國都
會沉在水底。

吐瓦魯政府著手建立數位版國家的原因
，在於即使國內島嶼都淹沒海中，吐國也能
繼續獲得國際承認，並能維護其海上邊界及
水域內的資源。柯飛說，已有7個政府同意繼
續承認吐瓦魯，但仍有挑戰，因該國一旦沉
入水底，將成為國際法新領域的問題。

今年是我國和吐瓦魯建交43周年，吐瓦
魯總理拿塔諾（Kausea Natano）日前率團訪
台，雙邊簽署《中華民國（台灣）與吐瓦魯
國重申外交關係聯合公報》，內容明定將就
各種議題繼續攜手合作，其中包括致力確保
吐瓦魯的永久國家地位與既定領海基線，不
因氣候變遷而受影響。

力抗沉沒命運 吐瓦魯擬建元宇宙數位國
一枚飛彈落入波蘭東部靠烏克蘭邊境附近村莊後爆炸，造成兩位平民喪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

國大使為此展開緊急會商，至少兩個盟國要求採行加強北約東翼防空能力的作為。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發言人稍早前表示，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將會主

持 「為這起悲劇事件」 而進行的此一緊急會議。外交官表示，會議已在北約布魯塞爾總部展開，會後
史托騰柏格將召開記者會。

這枚飛彈昨天落在波蘭一座穀物設施內，隨即引發全球擔憂烏克蘭戰爭可能外溢鄰國，美國總統
拜登後來表示，這枚飛彈大概不是從俄羅斯發射的。

波蘭於今天凌晨表示，很可能援引北約憲章第4條，在遭遇安全威脅的情況下，正式要求盟國進
行磋商。不過在傳出拜登告訴七大工業國集團（G7）和北約夥伴，事件可能肇因於烏克蘭防空飛彈的
消息後，目前不清楚情況是否有變。

但無論如何，斯洛伐克總理赫格（Eduard Heger）指出，北約大使這場緊急會議很可能都會就防
空議題進行討論， 「自然可能會有強化各國邊境領空的要求」 。

立陶宛總統瑙塞達（Gitanas Nauseda）表示，北約應該迅速在波蘭和烏克蘭邊境地區，以及在北
約東側其他盟國部署更多防空系統。

他說： 「我希望明年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舉行北約高峰會時，我們將可取得進
展。當前情勢證實這是正確決定，而且必須迅速落實。」

諸如美國雷神公司（Raytheon Co.）的愛國者防空飛彈（Patriot）等陸基防空系統在許多西方國
家都出現供給短缺。冷戰結束後，這些國家不願意投入太多經費在這類系統，進行軍事能力建構。

俄羅斯表示，這起爆炸與其毫無關連。

北約緊急會談波蘭飛彈事件 料商討加強東翼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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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最新研究：
美海岸濾食性鯨每天攝入最多1000萬件微塑料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學術期刊《自然-通訊》最新發表壹篇

生態學的模擬研究論文估計，美國加利福尼亞海岸附近的濾食性鯨每天

攝入最多1000萬件微塑料。

這項評估鯨的微塑料攝入的研究結果表明，包括藍鯨、座頭鯨和長

須鯨的須鯨可能是所有生物中攝入塑料最多的生物，而且微塑料對這些

鯨的威脅可能比之前認為的更大。

該論文介紹，須鯨攝食微塑料的風險可能尤其高，原因包括它們的

濾食行為、巨大的捕食量以及與受汙染區域重疊的生境(如加利福尼亞海

流)。不過，對它們日常塑料攝入的數據此前壹直缺乏，導致針對鯨健康

影響的暴露風險評估和緩解這種影響的計劃都難以開展。

為了評估鯨的攝食規律，並對每日微塑料攝入進行量化，論文第壹

作者和共同通訊作者、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富爾頓分校Shirel Kahane-Rap-

port與同事及同行合作，將加利福尼亞海流的微塑料數據與191頭戴標記

的藍鯨、長須鯨、座頭鯨的高分辨攝食行為測量數據相結合。他們發現

，須鯨主要在50米到250米的深度攝食，這裏也是微塑料被發現最多的

地方。

基於測量數據，論文作者估計藍鯨每日約攝入1000萬件微塑料，座

頭鯨每日攝入最多400萬件微塑料。他們認為，這些鯨可能因攝入微塑

料面臨生理和毒理累積效應的風險。

論文作者指出，他們的這項研究結果表明，對於已經從歷史上的捕

鯨活動和人為影響中恢復的動物來說，微塑料成了另外壹種應激源。只

有理解微塑料攝入率以及它們對海洋野生動物的影響，才能解決塑料垃

圾對保育工作的挑戰。

民調顯示近四分之三法國人認為
購買力水平下降

綜合報導 近四分之三法國人認為購買力水平下降。有高達85%的

受訪者表示，他們必須“勒緊褲腰帶”。

法國BFM電視臺當天發布的民調結果顯示，73%的法國人認為購買

力水平下降，購買力方面的巨大壓力導致民眾的消費發生變化。超半數

法國人表示，出於經濟原因，他們對購物和外出感到不安(壹年內增加

19個百分點)。幾乎每兩個人中就有壹個人(48%，壹年內增加13個百分

點)傾向於放棄度假等休閑活動。

民調結果的分析認為，越來越多的法國人不得不放棄基本開支，這

令人感到擔憂。超過三分之壹的受訪者表示放棄購買某些食品或適當供

暖。

對於政府最近幾個月采取的維護購買力水平的相關措施，47%的法

國人認為這些措施沒有改善購買力狀況；44%的人認為這些措施是朝著

正確方向邁出的壹步，但還不夠；8%的人認為這些措施確實有助於改善

購買力狀況。

民調結果指出，雖然政府希望逐步轉向有針對性的援助，但61%受

訪者希望這些措施能適用於所有家庭。39%的受訪者認為，這些措施和

援助應更多地針對最需要幫助的人。另外，雖然只有28%的法國人相信

政府可以控制物價上漲，但並沒有任何壹個主要反對黨獲得超過三成法

國人的信任。

英國28歲男子迎娶37歲烏克蘭難民
稱用谷歌翻譯向她求愛

綜合報導 28歲英國男子盧克· 迪金森

（Luke Dickinson）和烏克蘭37歲難民女

子維拉· 克裏莫娃 （Vira Klimova）於9月

底在布裏斯托爾喜結連理，此時距離他們

第壹次約會還不到3個月。迪金森透露，

他是在看到克裏莫娃的照片後，用谷歌翻

譯向她求愛的。

據報道，2月24日俄烏沖突爆發後，

克裏莫娃的公寓遭到破壞，於是她帶著15

歲的女兒開始逃亡。

母女倆最初開車到摩爾多瓦，然後到

匈牙利的布達佩斯，

再到荷蘭。抵達荷蘭

後，克裏莫娃可以選

擇繼續前往澳大利亞

、加拿大或英國。

在此途中，克裏

莫娃在社交媒體的壹

個群裏認識了迪金森

。迪金森解釋稱，這

個群組是為了幫助那

些烏克蘭難民而建立

的，他在難民文件中

看到克裏莫娃的信息

，包括她的照片，於

是便給她發了壹條信息。

此後兩人壹有機會便會聊天，迪金森

稱：“她不會英語，所以我們每條私聊都

是使用谷歌翻譯，但是沒關系，我真的很

喜歡她。”而且更重要的是兩人相談甚歡

，“每個人都說沒人理解英國人的幽默感

，但是她懂。”

最後克裏莫娃有壹個摩爾多瓦的朋友

搬到了英國布裏斯托爾工作，他願意承擔

克裏莫娃的“贊助人”角色，於是她便決

定啟程前往英國。

4月6日，克裏莫娃和女兒抵達英國，

壹起住進了贊助人的家裏。克裏莫娃開始

學習英語，學習駕駛，並且試圖讓自己在

烏克蘭的會計資格得到認證，中間她和迪

金森還是如往常壹樣線上交流。

直到7月3日，迪金森邀請她參觀他

的房子，兩人開啟了第壹次約會。此後兩

人關系進展飛速，相繼又在當地以及倫敦

和威茅斯進行約會。

迪金森坦言自己被克裏莫娃徹底迷住

了，約會兩周後他就有了想娶她的想法。

8月 23 日，迪金森在倫敦的壹家餐

廳向克裏莫娃求了婚，她也毫不猶豫答

應了。9月 30日，兩人在布裏斯托登記

處結婚，隨後在圖書館雞尾酒吧舉辦了

婚宴。

目前克裏莫娃仍和她的贊助人住在壹

起，但計劃在12月搬去迪金森家。兩人希

望能有壹個自己的孩子，並期待未來能夠

在烏克蘭舉行第二場婚禮。迪金森正在學

習烏克蘭語，現在他們日常交流已經擺脫

谷歌翻譯，能用半英語半烏克蘭語交談。

克裏莫娃表示，她很幸運逃出了國，

戰爭帶來不幸，但萬幸的是她找到了迪金

森這樣壹位丈夫。

捷克民眾正在以飛快的速度覺醒
“新布拉格之春”恐怕不遠了

綜合報導 不久之前，捷克首都布拉

格的街頭，又壹次出現了“美麗風景

線”。值得壹提的是，這已經是捷克爆

發的第三次數萬人規模的抗議活動了，

不得不說這種情況相當的罕見。而這次

流行民眾們的訴求，依然是前兩次遊行

的延續，除了要求與俄羅斯恢復能源談

判、以及退出北約和歐盟之外，還有壹

些人喊出了壹個新的口號，他們高呼：

“俄羅斯不是我們的敵人，好戰的政府

才是敵人”。

要不，怎麼說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呢？這麼快就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我們

常說，革命的首要問題就在於，明確誰

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捷克

的民眾們，僅用兩個月的時間、三次遊

行，就由表及裏初步地探到了核心問題

的答案。

從9月初的第壹次遊行開始，飽受

能源短缺、以及嚴寒之苦的捷克民眾

們，就發出了“保持中立、跟俄羅斯

重新開始合作”的吶喊。只不過，當

時他們的重點更多的還是，集中在了

自己的生活層面，這才有了那句著名的

口號：“最好的都給了烏克蘭，留給我

們的只有兩件毛衣”。其他諸如，退出

歐盟和北約的聲音當然也有不少，但還

不是主流。顯然，當時大部分的民眾看

問題，還只是看到了表面，認為既然是

禁止俄羅斯能源才導致的現狀，那麼他

們只要跟俄羅斯恢復合作，就可以解決

問題了。

然而，到了9月底的第二次遊行，

參與的民眾更多了，政治團體也更多了

，或許正因如此，民眾們看問題才得以

更深壹層了。這第二次遊行，除了要求

取消對俄制裁以外，還把重點放到了

退出歐盟、退出北約上面。為什麼要

退出歐盟和北約呢？因為越來越多的

人認識到，只要捷克還留在歐盟或者

北約裏面，那就算他們再怎麼掙紮，

也不可能獨善其身。只有先離開這個

反俄的大本營，才有希望讓自己的生活

重回正軌。

最後是，10月底的第三次遊行，民

眾們喊出了“好戰的政府才是敵人”這

樣的口號。雖然直接原因是總理菲亞

拉，試圖再次挑起民眾們的反俄情緒

，壹邊說著“我們知道誰才是敵人”，

壹邊又配上了普京的照片，這才引發眾

怒，成為了眾矢之的。以至於憤怒的民

眾們，直接以菲亞拉的原話為基礎，喊

出了現在的口號。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句口號壹出

，就代表民眾們認識到了更深層次的

問題：如果當局沒有把民眾的利益放

在心上，那麼民眾們的呼聲再高，也

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所以他們才會呼

籲立刻進行大選，換掉現在這個“好

戰的政府”。

當然了，這只是捷克民眾們對問題

核心的初探，更進壹步的問題還有，比

如，現政府本來就是民選出來的，為

什麼他們會把西方利益放在第壹位？

就算開始大選，下壹任政府會不會重

蹈覆轍？以及又要如何防止他們將來

的重蹈覆轍？在這背後操縱壹切的真

正敵人，到底是誰呢……僅從這兩個

月民眾訴求的變化速度來看，捷克的

民眾們正在飛快地覺醒。只要政府當

局試圖繼續蒙蔽民眾，民眾對問題的

認識就會更加深刻，或許現在覺醒的

民眾們，還只是壹朵朵的小火苗兒，

但是要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說不

定要不了多久，“新布拉格之春”就

會在布拉格重演。

基因療法降低腦細胞的過度活躍可以治療神經系統疾病

綜合報導 許多腦部疾病，

如癲癇，都是由少數腦細胞的過

度活動引起的。這些情況通常對

藥物治療沒有很好的反應，主要

是因為藥物影響整個大腦。

雖然基因療法可能是治療這

些疾病的壹種有前途的方法，但

目前的方法無法區分過度活躍的

腦細胞和正常的腦細胞。

然而，在《科學》雜誌上

概述並在小鼠身上進行測試的

新療法，使用了壹種只改變過

度活躍的細胞，而保留那些正

常活動的細胞的技術。

通訊作者Gabriele Lignani博

士說:“我們發明了壹種基因療法，

它只在過度活躍的細胞中啟動，在

活性恢復正常時自動關閉。”

“我們利用某些DNA序列

的能力來控制基因表達，以響應

代謝信號。通過重新引導這種活

動感知機制來驅動阻止腦細胞放

電的分子的產生，我們證明癲癇

發作是可以被抑制的。”

為了創造這種基因療法，

研究小組篩選了幾個已知的對

刺激做出反應的“開啟”基因

，並將它們的啟動子(決定DNA

是否被復制到RNA的 DNA序

列)與鉀通道結合，以減少神經

細胞放電的能力。啟動子-鉀通

道組合在小鼠和培養皿中生長

的微型腦樣結構中進行了測試

，培養皿是用皮膚來源的人類

幹細胞創造的。

他們發現，即時早期基因

cfos啟動子與KCNA1鉀通道基

因結合，被證明在誘發癲癇後

鎮定神經元興奮性和抑制自發

癲癇發作方面非常有效——而

對認知沒有任何負面影響。

這種新療法比之前的基因療

法或在相同模型中測試的抗癲癇

藥物更有效，癲癇小鼠的自發性

癲癇發作減少了80%左右。

研究人員說，基因療法最終在

理論上也可以用於其他腦細胞過度

活躍的疾病，比如帕金森氏癥。

聯合通訊作者Dimitri Kull-

mann教授說:“我們的研究結果

表明，腦細胞的活動可以正常

化，這種方法可以用於治療重

要的神經精神疾病，這些疾病

通常對藥物沒有反應。”

“基因療法是自我調節的，

因此可以在使用時不需要預先決

定哪些腦細胞需要被靶向。

“重要的是，原則上，它

可以擴展到許多其他疾病，如

帕金森氏癥、精神分裂癥和疼

痛障礙，這些疾病的壹些大腦

回路過度活躍。”

該研究由英國癲癇研究中

心資助，由醫學委員會和惠康

基金會提供資助。倫敦大學學

院的學者還獲得了TAS獎(TRO)

和倫敦大學學院技術基金的資

助。



AA55
星期四       2022年11月17日       Thursday, November 17, 2022

聚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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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期中選舉大勢已定，共和黨未奪下聯邦
參議院主導權，但在眾議院再添一席即可成為多
數黨。未如預期掀起的 「紅色浪潮」 ，不少人將
責難捲向前總統川普，但秉著 「贏歸功我、輸不
在我」 精神，川普15日宣布角逐共和黨黨內總
統提名，為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打響第一槍。

川普2016年風光當選，美國政壇遊戲規則
似乎全部改寫。在歷經2018年期中選舉輸掉眾
院、2020年大選落敗，2024年期中選舉將勝果
拱手讓人，共和黨似乎再難擺脫川普。

15日晚，美國電視台轉播川普演說，地點
在月前遭聯邦調查局搜索的佛州海湖莊園。他告
訴支持著， 「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與榮耀，我今
晚宣布參選美國總統。美國現在回來了。」

川普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個多小時，說他執政
時美國如何偉大、世界如何安全， 「北韓沒有發
射過一枚飛彈」 。他還提到，伊斯蘭國（IS）首
領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在他任內
遭暗殺、數百萬國人的性命在新冠疫情期間，因

他決策果斷而得以挽救、大量外資湧入使美國全
球最佳經濟體。川普說， 「這不會是我的選戰，
是我們所有人的選戰。」

儘管期中選舉結果有如摑了川普一記耳光，
受川普背書、力倡 「選舉舞弊說」 的候選人幾乎
全部落馬，但美國主流媒體分析，川普的基層動
員力與黨內影響力仍使得共和黨無人能敵，民調
依舊居冠。不過，被外界視為唯一能與川普抗衡
的佛州州長德桑提斯（Ron DeSantis）好整以暇
，可能成為川普最大黨內對手，因為他不僅以高
出對手近20個百分點的選票拿下勝利，還成為
20年來首位翻轉民主黨傳統票倉邁阿密戴德郡
（Miami-Dade County）的共和黨人。

對於川普再戰，正在印尼峇里島出席G20峰
會的總統拜登評論 「沒什麼看法」 ，但隨後透過
推特批評 「川普辜負了美國」 ，並附上影片，指
稱川普 「替富人操縱經濟」 、 「攻擊衛生保健系
統」 、 「縱容極端分子」 、 「攻擊女權」 及 「煽
動暴徒」 。

川普正式宣布 參選2024美國總統

研發時程極長，經歷多次延誤多次發射取消
的 「阿提米絲1號」 (Artemis 1)終於在美國東部
時間 11 月 16 日凌晨2 點 48 分(台北時間15點
48分)發射升空，在超級明亮的噴焰與轟鳴聲中
，這枚為登月而生的火箭終成功發射，被視為
「重振NASA」 的關鍵一步。

Artemis 1將是該機構新的太空發射系統巨
型火箭和獵戶座乘員艙的首次試飛。SLS 火箭將
發射無人駕駛的獵戶座宇宙飛船執行大約 42 天
的任務，在此期間它將繞月球飛行，然後返回地
球。

阿提米絲1號分成 「太空發射系統火箭」
(SLS rocket)與 「獵戶座太空船」 (Orion MPCV)
兩部分，其中多數技術都是過去已使用多年的成
熟產品，比如SLS火箭就是利用過去的太空梭計
畫(Space Transportation System, space shut-
tle,)所留下的資材與設備，比如棕色的主火箭，
就沿用太空梭的外掛燃料槽，而尾部加裝4具
RS-25主引擎，就是當年太空梭所使用，後來
封存在倉庫裡的那一些；兩支白色的助推火箭，
也是以當年太空梭任務的助推火箭稍做修改，差
別只在加長了1節，以因應阿提米絲1號所需的

更大推力。
然而SLS火箭開發工作既不省錢也不省時，

原本設計用於太空梭計畫的火箭引擎與總體設計
，不能直接改裝成巨型登月火箭，其間仍然需要
大量而反覆的測試，似乎比重新設計還更麻煩。
結果就是從原本研發經費180億，暴增到230億
；發射時間從2015年，拖延到2022年。

即使 SLS火箭與獵戶座太空船完成，要將
阿提米絲1號仍然不容易，原本預計在8月29日
發射，卻因感測器異常而任務中止，返回組裝大
樓；9月3日再次運往發射台，又因液態氫燃料
外洩而中止，再次返回組裝大樓；9月27日一切
萬事具備，卻因為颱風天而取消發射；終於在
11月16日再次挑戰發射。即使是今天也沒有完
全順利，仍然延後了大約一小時才順利點火發射
。無論如何，阿提米絲 1 號的成功發射，是
NASA重返月球的第1步，目前獵戶座太空船已
經與SLS 火箭脫離，接下來它將勇往直前的奔
向月球，花費大約3~4天，接下來展開繞月飛行
，其間會執行各種太空船操作的實驗，包括姿勢
調整，火箭加速、反向減速，大約在26天後返
回地球。

NASA重新振作！ 阿提米絲巨型火箭終於升空飛向月球
烏克蘭遭受俄羅斯的持續轟炸，已造成全

面斷電危機，將面臨最困難的冬天，西方各國
正在想辦法援助。美國力邀烏克蘭加入小型核
能(SMR)的合作計畫，採用分散式小型核電廠
，多餘的電力還能用於肥料與其他清潔能源的
生產。不過，這是個較長遠的計畫，不可能直
接用在這個冬天。

世界核能新聞(WNN)報導，全球氣候峰會
COP27期間，美國前副總統，同時也是美國特
使團團長凱瑞(John Kerry)表示，正與烏克蘭建
立小型核能的合作工程，在烏克蘭使用小型模
組化反應器 (SMR)，並利用創新的電解技術，
生產下一代清潔能源所需的氫氣，和肥料製作
所需的氨氣。凱瑞表示，這個合作案歡迎其他
工業國家參與，包括日本和韓國公司。

目前各個核能研究單位都在推進小型模組
化核反應器的研究，目前已具體到包括法令、
燃料規格、安全系數、施工流程的階段，大約
2~3年內就會開始建造。

美國的合作夥伴包括阿岡國家實驗室(Ar-
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克 拉 克 種 子
(Clark Seed)、燃料電池能源(FuelCell Energy)
、小核規模動力(NuScale Power)和 星火能源
(Starfire Energy)。在烏克蘭方面，參與計畫的
包括烏克蘭國營電力(Energoatom)、國家安全
與國防委員會，以及烏克蘭核能與輻射安全科
技局。

此外，韓國的斗山能源(Doosan Energy)、

三星物產(Samsung C&T)、以及日本的石川島
播磨重工業(IHI Corporation)和日揮公司(JGC
Corporation)也都將參與。

美國國務院表示，目前，要先為烏克蘭建
造一座SMR示範技術電廠，以及與之配套的生
產和氫氣和氨氣的工業設備。聲明說： 「該項
目的目的是支持烏克蘭的能源安全，以及清潔
能源為目標，除了電力供應以外，還將通過清
潔製氫技術，將原本難以減排的其他耗能部門
達成脫碳工作，並以清潔的氨生產肥料，改善
長期的糧食安全。烏克蘭在未來，就會成為具
新清潔能源的領導者地位。」

烏克蘭能源部長赫爾曼•加盧申科(Her-
man Galushchenko)在一份聲明中說： 「即使
在戰爭期間，我們也不會停止烏克蘭的新能源
的未來願想，因為我們深知無碳能源是世界科
技發展的主要焦點之一。在我們獲勝後，建設
烏克蘭的新能源系統，並將加快我們的綠色轉
型，在此非常感謝國際盟友的協助。」

烏克蘭國營電力與 小核規模在今年 9 月簽
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以出售該公司的SMR技
術。

凱瑞也在COP27上發表一項名為 「鳳凰計
劃」 的歐洲能源轉型方案，以加速歐洲的燃煤
電廠，過渡為SMR電廠，這對於目前正處在能
源短缺的歐洲也相當重要；凱瑞說，SMR核電
廠可以供應更長期的工作機會，也能推動新產
業的開發。

解決缺電 美國將邀請烏克蘭加入小型核電廠計畫

全球首富馬斯克（Elon Musk）已對旗下推特員工發出最後
通牒，要求他們在美國當地星期四下午5時前作出決定，是否選
擇留在公司從事 「長時間的高強度工作」 ，否則就領完資遣費走
人。

法新社報導，美國多家媒體揭露了推特公司內部備忘錄，馬
斯克在備忘錄中告訴員工： 「要展望未來，打造具突破性的推特
2.0，並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我們需要極度忠誠
。」

此外，馬斯克也在備忘錄中
寫道： 「這意味將要長時間從事
高強度工作。只有卓越的表現才
會被視為分數及格。」

馬斯克還要求推特員工點擊一個網頁連結，要他們在紐約當
地時間星期四下午5時前確認自己對 「新推特」 的承諾，否則將
會失去他們的工作，拿到3個月的資遣費走人。

馬斯克是在上月以440億美元收購推特，之後將公司7500

名員工中的一半給裁掉，取消了在家工作政策，並且實施長工時
措施。

不過，馬斯克嘗試對推特進行改革，也引發公司內部的混亂
，公司高層主管爆發離職潮。

馬斯克對推特員工下最後通牒：努力工作否則滾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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殲殲--2020離我最近一次離我最近一次！！
感受中國自信強盛

“中國航展”珠海開幕 國產隱形戰機首次近距離展示降落

“這是距離殲-20最近的一次！”第十四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8日在廣東珠

海開幕（珠海航展）。，殲-20四機編隊“鑽石”隊形亮相珠海航展，轟鳴聲中大炫

特技，“雙機”首次展示盤旋等高難動作。更令軍事迷大飽眼福的，

是今次殲-20改變“只在空中過，不在地面留”的慣例，“不僅空中

過，還在地面留”，在飛行表演後穩穩地降落航展現場，首度近距離

展示降落，近距離展示細節，彰顯解放軍信心與中國的自信強盛。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帥誠、方俊明、黃寶儀 珠海報道

軍
迷：

空中力量“倍增器”運油-20

極大拓展空中機群活動範圍
運油-20首

次亮相中國航
展並進行飛行
展示。運油-20
是中國新一代
空 中 加 油 裝
備，可有效增
強航空兵遠程
機動能力，並可擔負與運-20相同的空中投
送任務，是名副其實的空中力量“倍增
器”，整體提升了空軍遠程機動、遠域攻
防和遠程投送能力。此前，運油-20曾與
殲-20、殲-16、殲-10C等多型戰機，多
次開展海上方向空中加油訓練。在礪兵台
海中，殲-20和運油-20振翅高飛，提升了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能力。在8日的
飛行展示中，運油-20呈現了蛇形機動、拖
曳通場、軟管回收等空中機動動作，全面
展現新一代國產大型加油機優秀的實戰性
能。運油-20的成功研製與列裝部隊，標誌
着中國在空中加油領域實現了新的突破，
空中機群活動範圍得到極大拓展。

攻擊-2首飛行展示

無人作戰力量崛起
在地面展區，空軍增加了“無人與

反無人作戰”板塊，攻擊-2無人機、
無偵-7無人機、無偵-8無人機等裝備
一起亮相，攻擊-2無人機首次進行飛
行展示……無人作戰力量崛起是戰爭向
着智能化方向發展的重要特徵。此次中
國航展又一次展示了空軍面向無人化、
智能化發展的步伐。在新時代練兵備戰
中，空軍無人機部隊深度融入實戰化訓
練體系，充分表明空軍在運用先進作戰
手段、加快提升體系作戰能力方面取得
明顯進展。不過，無人作戰力量建設只
是戰略空軍建設的一個領域，中國空軍
秉持“建設一支強大人民空軍”信念，
緊盯世界一流空軍目標，全面提升戰略
威懾、空天防禦、遠程打擊、戰略投送
等能力，加速推進“空天一體、攻防兼
備”戰略轉型。

來源：新華社

飛
行
表
演
內
涵
是
﹁戰
﹂

軍
事
專
家
逐
個
解
析

飛行技術超常規

全源於空戰需要
本屆航展殲-20、殲-16等多型戰機飛行

表演展現實戰化軍事訓練成績，飛行表演表面
是“看”，內涵卻是“戰”，只有一流的戰鬥
隊才能稱得上一流的表演隊。特技飛行表演精
彩絕倫，其技術難度之大、風險系數之高，遠
超常規戰術動作，兼具極高的觀賞性和視覺衝
擊力，因此被比作“刀尖上的舞蹈”，成為世
界各大航展最引人注目的“重頭戲”。當前，
世界上只有中國、美國和俄羅斯使用自主研發
的三代機進行飛行表演，表演隊員全部是從作
戰部隊層層選拔出的優秀飛行員。例如，在進
行最大角速度盤旋、大
速度通場等動作時，需
要飛行員持續承受6個
G左右的過載，非常考
驗飛行員的抗載荷能
力。看起來炫酷刺激的
表演動作全部源於空戰
需要，這充分體現中國
空軍戰鬥力水平，更彰
顯了中國強大的綜合國
力。

◆◆運油運油--2020在飛行中釋放在飛行中釋放33
根加油管根加油管，，在轉彎過程中在轉彎過程中
也具備輸油能力也具備輸油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帥誠、方俊
明、黃寶儀 珠海報道）開幕首日的飛行表演亮點
多多。當天中國大飛機“三劍客”運-20、
C919 、AG600M首次同日同地空中亮相。8日開
幕式上，全新塗裝的“鯤龍”AG600M在進行適
應性飛行，並進行投水演示。換上醒目新款紅白
色塗裝的AG600M，將12噸水傾瀉而下，巨量的

水浪猶如一團厚重的巨型雲層從天上墜下，視覺
效果十分驚艷。

國產大飛機C919首次實體參展並進行飛行表
演。據中新社報道，作為中國首款按照國際通行
適航標準自行研製、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噴氣式
幹線客機，C919大型客機座級158-192座，最大
航程5,555公里。其2007年立項，2017年首飛，
2022年9月完成全部適航取證工作後獲得中國民
用航空局頒發的型號合格證。

參與推進C919認證者：看到起飛很開心
從上海趕來珠海觀展的專業觀眾戴先生，看

到C919的身影出現在空中時，特別自豪。他表
示，C919在獲得民航局頒發的合格證過程中，他
作為航運業的一員出了一分力。“整個過程是很

難忘的，這架國產大飛機馬上投入使用了，在航
展看到它起飛的身影讓我特別開心。”戴先生
說，這是他第三次參加珠海航展，最久遠的一次
要追溯到十年前。“這一次再來航展，印象最深
的還是我們國家的軍機強大了很多。”由於工作
原因，戴先生看完開幕式後第二天便要返回上
海，但這天的飛行表演以及在各個展館所看到的
大國軍武力量已經讓他感到非常滿足。

被網友們親切地稱呼為“胖妞”的運-20，在
本屆珠海航展上首次公開進行表演。作為空軍的
明星運輸機，運-20是中國研究製造的新一代軍用
大型運輸機，它航程遠、載重大、速度快。香港
文匯報記者現場看到，其身材圓滾、造型曲線獨
特，短距離起飛後高速拉升，爬升到半空中，突
然快速俯衝，威武中不失可愛。

中國產大飛機“三劍客”同日同地亮相

◆中國空軍4架殲-20進行飛行展示。 中新社
◆◆第十四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第十四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88日在廣東珠海開幕日在廣東珠海開幕。。圖為殲圖為殲--2020首次近距離展示降落首次近距離展示降落，“，“不僅空不僅空
中過中過，，還在地面留還在地面留”。”。 新華社新華社

8日上午，中國空軍“八一”飛行表演隊率先
起飛，拉開第十四屆珠海航展飛行表演之

序幕，6架殲-10在天空畫出超大彩虹圈，以各類
“勁舞”動作展翼雲霄，為觀眾帶來震撼的視覺盛
宴。首度亮相珠海航展的殲-16戰機進行飛行展
示，也引發觀眾歡呼，特別是上演艙蓋朝下、機腹
朝上的“倒飛通場”等高難動作，尤為考驗裝備能
力和飛行員的操作水平。而同樣首次在珠海航展露
臉的運油-20，空中釋放三根加油管，這是該機首
次在公眾面前展示收放加油管，也表明該機具備同
時可為三架戰機進行空中加油。

4架低空通場 引擎聲直擊人心
作為開幕式上的重頭戲，中國現役最先進的

隱身戰機殲-20編隊空中大炫特技。首先，4架
殲-20以鑽石隊形低空通場，轟鳴的引擎聲直擊人
心，引來地面觀眾激動的歡呼，不少觀眾舉着相機
的手就沒放下過，不停按下快門。在飛行表演快結
束時，4架殲-20空中大轉彎向觀眾致敬，場面震
撼。熙熙攘攘的人群裏又爆發出歡呼聲：“太感動
了！”接着，殲-20還進行“雙機”、“單機”等
高難動作展示，持續引爆全場。

值得關注的是，殲-20在進行精彩的飛行表演
後，穩穩降落在航展現場。珠海航展飛行表演廣播
解說員表示，這是殲-20在珠海航展首次降落，觀
眾可以近距離感受殲-20在跑道滑行、降落的全過
程。此時，觀眾原本沸騰的情緒又一次被燃點。香
港文匯報記者聽到有觀眾喊出：“這是離殲-20最
近的一次！” 還有女士表示，第一次親眼看到
殲-20似乎在自己頭頂降落，心裏緊張。殲-20從高
處逐漸迫近地面降落，引擎轟鳴聲越來越大，隨着
殲-20靠近地面，銀色塗裝在視野裏也越來越清
晰。隨後兩朵橘紅色的傘花從尾部拉出，殲-20進
入低速滑行狀態，然後離開跑道進入滑行道。人群
都在往殲-20降落的方向擠了擠，希望近距離看着
殲-20落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特別留意到，在降落接觸跑
道之後，殲-20尾部還打開一個降落傘減速，然後
滑行至飛行表演區停機坪。這是殲-20首度近距離
展示降落，也是首次如此近距離地接近公眾，給現
場的觀眾帶來意外的驚喜。

常丁求：中國空軍已入戰略空軍門檻
業內專家表示，殲-20並非第一次空中展示，

但首次公開落地、近距離面向公眾展示，這在之
前是從來沒有過的，說明中國空軍的實力和自信
心大大增強了。在國際航展上，第五代先進戰機
與觀眾的近距離接觸是很少見的，很多時候都是
“只在空中過，不在地面留”，此次殲-20“不僅
空中過，還在地面留”，也成為軍迷們的一大福
音。

中國空軍司令員常丁求上將在航展開幕式上
致辭時表示，珠海見證了空軍轉型奮飛，十年前，
空軍參展的是殲-10、殲轟-7A等幾型飛機，今天來
的是殲-20、運-20、運油-20等50型全新裝備，制
空、對地、無人、投送、空降、防空成體系亮相。
“十年的奮發，我們出遠海、上高原、到海外、深
聯合，已經歷史性跨入戰略空軍門檻。”

據了解，來自43個國家和地區的740多家企
業將線上線下參與此次航展，參展飛機超110架。

掃碼看航展

▲▲攻擊攻擊--22無人機首次振翅中國航展無人機首次振翅中國航展。。
航空工業供圖航空工業供圖

“空軍50型武器裝備在航展上集中亮相，參展裝備與往屆航展相比，更注重體現信息對
抗、態勢感知、無人作戰、綜合保障的特色和開放自信的姿態，展示新時代十年的歷史性成
就，展示現代化戰略空軍建設的階段性成果。”在第十四屆中國航展上，軍事專家王明志詳細
解析空軍參展裝備。

◆◆66架殲架殲--1010畫出超畫出超
大彩虹圈大彩虹圈。。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盧靜怡記者盧靜怡 攝攝

◆◆ AGAG600600MM進行低空投水滅火展示進行低空投水滅火展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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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發達國家土特產 分享進博商機
東帝汶貓屎咖啡 阿富汗手工地毯 盧旺達牛油果油受青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東帝汶

的貓屎咖啡、阿富汗的手

工地毯、尼泊爾的唐卡、

盧旺達的辣椒……越來越

多沒有華麗包裝，卻帶着

當地人最誠摯熱情的“土特產”亮相進博會。根據大會此前的

發布，本屆進博會共有145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參展，其

中，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也包括一些最不發達國

家。為最不發達國家企業提供展示免費的舞台，平等共享中國

發展機遇，是進博會的傳統。有連續多年參展的展商說，從一

個極簡的展架開始，我們在中國找到了發光的舞台。

“今年我們在籌備產品時，並沒有特意去尋找
新展品，是當地農民在咖啡農口中得知了

貓屎咖啡因為進博會大開銷路，便迫不及待請我們
把他們引以為傲的香辛料也帶來了。”東帝汶國家
館執行館長助理鮑書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由
於貓屎咖啡價格較高，而東帝汶當地的整體家庭收
入又相對偏低，通常每賣掉1公斤的貓屎咖啡，對
當地人家就是整個家庭幾個月的收入。貓屎咖啡在
東帝汶的年產量大概只有600至800公斤，去年我
們一次性拿了550公斤的配額。”得益於中國的採
購量，東帝汶的咖啡農在疫情期間得到了實實在在
的收入上的幫助。鮑書麟感慨道，從2019年第二屆
進博會上的一個極簡的展架，到第三屆的一個9平
米標攤，到第四屆18平米的展位，再到今年的36
平米，免費的展位扶持讓東帝汶的產品能夠盡情在
進博會上展示。

“中國朋友喜歡這種紅地毯”
“其實，在中國並沒有鋪地毯的傳統，但通過

進博會，我們卻發現手工地毯意外受歡迎。”阿富
汗小伙SHAMS ULLAH早年來中國留學後就愛上
了這裏，先是在浙江做出口貿易，這兩年又因為進
博會做起了進口生意，希望通過進博會，把越來越
多家鄉的好物帶來中國市場。“這是我們第三次參
加進博會了，第一屆只帶了地毯來。” SHAMS
ULLAH指着地毯說，“中國朋友喜歡這種紅色地
毯。”首次參展收穫不俗後，去年他又帶來了阿富

汗的松子，今年更是將阿富汗的青金石工藝品帶來
展示。記者也注意到，相比往屆，展館內阿富汗手
工地毯的展位明顯增多了，上前詢問的觀眾也從最
初的溝通了解，變得開始貨比三家。

“卡瓦粉沖劑顏色像咖啡，喝下去像酒”
“我們來自瓦努阿圖，位於南太平洋西部，在

地圖上是這個位置……”來自瓦努阿圖的姑娘
ROXANE是第二次來進博會了，會一點點中文的
她，很樂於向人們介紹自己的國家和特色產品，有
些時候說不清楚了，就掏出手機搜索一番，圖文並
茂地來個生動展示。今年是瓦努阿圖的產品第五次
來到進博會了，今年展品分散在兩個展館。“瓦努
阿圖的礦泉水，這種卡瓦粉，還有Noni果汁都是我
們的明星產品。”說起家鄉的特產，從原料到製作
工藝，ROXANE都瞭如指掌，向中國消費者形容
起卡瓦粉的食用方式和味道更是簡單直白，“用水

沖飲就行，它的顏色有點像咖啡，但喝下去感覺像
喝酒……”作為展館內少有地將標準展位也布置一
番的展台，ROXANE分享道，“你看我們掛在這
裏的裝飾，其實是我們傳統的草裙。”她一邊說一
邊搖擺起來。她這一個表演，讓南太平洋特色產品
大受歡迎。

“咖啡、牛油果油，很多人來諮詢”
另一邊，來自盧旺達的姑娘AIMEE如黑珍珠

般美麗，為了參加進博會，她特意遠道而來，牛油
果油、辣椒、咖啡在這幾天裏頗受青睞，“特別是
我們的咖啡、我們的牛油果油，很多人來諮詢。”
得知上海在近年來興起咖啡熱，AIMEE眼前一
亮。而首次來到進博會現場的她也感嘆道，工作之
餘看到了進博會這個巨大的平台，除了各國的特色
產品，“還有很多世界上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都在這
裏展示”。

3��(�

來自也門的阿拉丁和
他的“神燈”已經是第三
次來進博會了。香港文匯
報記者連續數天路過也門
的展位，都能看到這位小
伙子在熱情地向一批批客

商推薦着展台中各式精美產品——銅質的駱
駝、晶瑩剔透的飾品，以及風靡全球的童話
《一千零一夜》中的“神燈”。或許是前來
諮詢的中國客人太多了，阿拉丁說話間總會
不自覺地中英文穿插，偶爾蹦出來的一句中
文會讓人有些錯愕，卻也增加了親切感。進
博會讓阿拉丁的願望成真，“每一年都有
40%的增長，我明年肯定還要來啊。”

兩年多前，阿拉丁通過中國大使館了解
到上海正在舉辦進博會，他早早報了名。在
2020年，他首次帶着自己的“神燈”參展，
簽訂的銷售合同總額達到100萬元人民幣。
像阿拉丁一樣，最初因為大使館的介紹而了
解到進博會的展商不在少數。懷着激動而忐
忑的心情，他們前來參展，意外收到令人驚
喜的反饋——引以為傲的家鄉產品備受喜
愛，銷量暴增，家鄉的名字被人們熟知，家
鄉的文化和故事也能講給更多人聽……

“會一點點中文”、“我打字給你”、
“你是我的朋友了”……為了更好地和喜愛
產品、欣賞家鄉文化的客商交流，阿拉丁們
也在暗自努力。幾年來，小小的展位被他們
運用到了極致，從最初簡樸的陳列展示或紙
張介紹，到如今按系列、類別掛滿擺滿琳琅
滿目的商品，幾平方米的空間為他們帶來了
大大的商機，越來越多的阿拉丁，在這裏夢
想成真。

阿拉丁的願望
��
��

◆也門展商阿拉丁和他的“神燈”。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阿富汗手工地毯備受中國消費者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瓦努阿圖姑娘介紹當
地特色的卡瓦粉和Noni
果汁。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盧旺達姑娘專程來上
海參展進博會，盧旺達
牛油果油、辣椒、咖啡
等頗受青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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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文化万象

3000年前，殷商王室为占卜
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甲
骨文，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根脉。

河南安阳，作为世界文化遗
产殷墟所在地、世界记忆遗产甲
骨文出土地，被誉为“文字之
都”，正以全新的形式传承发展
甲骨文文化，书写古老文字在中
华大地焕发新机的鲜活故事。

传承甲骨文文化，守护文明根脉

乘坐高铁驶入安阳站那一刻，就进入了一座甲骨文之城。气
势恢宏的殷商建筑风格、甲骨文和简化字双标展示、随处可见的
甲骨文公益广告标识，让人迅速感受到文字之都的魅力。

“甲骨文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血液里，我们能在安阳文化体育
中心装饰墙上触摸到甲骨文，在街头巷尾的公交站台看见甲骨
文，这就是我们的城市名片。”10月 31日，在中国文字博物馆的

“甲骨学堂”上，跟随着老师的讲解，来自安阳各小学的学生牢牢
记住了安阳独有的城市符号。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每个周末都有学生自发报名参与这里开
设的公益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讲解员”，身着亲手制作的手绘
甲骨文T恤，置身于甲骨文的海洋，一次次领略汉字之美。

“我们总说，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就到了甲骨文、汉字的家。不
仅如此，我们也把甲骨文文化带到学校、社区、偏远山区和革命老
区。”中国文字博物馆副馆长魏文萃说，“多年来，‘甲骨学堂’先后举
办文字文化教育活动1500余场，4.5万余个家庭参与其中。80多位
国家级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来到‘文博大讲坛’传
道授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群众传播最新的文字研究成
果。中国文字博物馆已成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让
更多的青少年树立文化自信。”

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阳一直在路
上。

走进安阳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一条依甲骨片造型打造
的甲骨大道分外醒目，学生们不仅可以在学校阅读 《有趣的甲骨
文》 读本，还可以找寻属于自己的甲骨文生肖，玩甲骨文点位游
戏，书写甲骨文字，讲甲骨文故事等。“我们就是要营造浓厚的文
化氛围、有趣的课堂学习和生动的娱乐活动，让孩子们了解、认

识、热爱并传承甲骨文文化。”校长侯华丽说。
甲骨文走进校园并非个例。如今，安阳市已建成17所省级甲

骨文教育特色学校、37所市级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让孩子们从
小接受甲骨文教育的熏陶，领略文字之美、树立文化自信。

如果说甲骨学堂、甲骨文特色学校等让甲骨文文化传播得
更广，那么，遍布安阳城市街头的甲骨文书屋，则是浸润古都
安阳的另一张文化名片。

家住文峰区东方名苑小区的北方工业大学研究生沈梦宇，整
个暑假都泡在家门口的甲骨文书屋里备考，她每天第一个报到，
一学就是一整天：“这里环境好，读书氛围浓，我在这里享受的是
沉浸式阅读，学习效率很高。”

短短两年多，甲骨文书屋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走进了社区、
公园、工厂、学校、村庄，成为安阳百姓身边的诗和远方。

“我们的书屋建设还在继续，预计年底前总数将达到 105 座，

成为书香安阳最亮丽的城市会客厅。”安阳市文广体旅局三级调研
员姜红旭介绍。甲骨文正通过多种形式融入安阳人的生活，更多
普通民众了解甲骨文、认识甲骨文、爱上甲骨文。

活化文化遗产，融入城市发展

“殷墟、甲骨文是中华文明探索的出发点和基点，世界公认。
我们持续推进殷墟考古就是要让3000多年前的国家、城市、人鲜
活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
说。

2020年11月，安阳市文物部门开启公众考古模式，面向全国
公开招募考古志愿者，让公众走近考古、了解中华文明。

西南大学古文字学专业研究生韩曈曈第一时间报名，回忆起
当时的情形，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作为一名安阳人，当听到家乡
招募考古志愿者的消息时，我专门请假回来参加，能够近距离感
受殷商文明，觉得非常自豪。”

让考古走进百姓，把产业融入生活。这是安阳在探索保护、
利用文化遗产这笔宝贵财富时摸索出的特色之路。

近年，安阳市大力推动文旅融合，文旅产业厚积薄发。安阳
市文旅集团全面运营殷墟景区，正逐步将文化资源转换为发展优
势，投资建设的广益佰年文旅考古小镇，作为殷墟大遗址公园配
套服务项目，正向建设世界级考古文化体验目的地不断迈进。

“我们联合相关单位开发的‘亚长牛尊’‘亚址方尊’和‘司
母辛鼎’3 款 3D 数字藏品，每份藏品一万份，5 秒内全部售罄。”
安阳殷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威威说。

借助数字时代的东风，安阳市积极推进中国文字博物馆“玩
转汉字”项目、殷墟景区数字化展示提升项目等，通过“科技+体
验”，打造数字化驱动下的甲骨文活化应用新场景。推动甲骨文与
区块链、元宇宙等现代科技融合应用，不断拓展甲骨文活化利用
的新形式、新空间。

搭乘文旅融合的快车，安阳市组建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研究
院，连续举办文化创意大赛、十佳“安阳礼物”评选等活动，甲
骨文文创开发方兴未艾，甲骨文表情包、甲骨文盲盒、甲骨文雪
糕等系列文创产品成为爆款。即将启动的2022年中国安阳“甲骨
文之礼”国际文创设计大赛，将推动安阳文创产业与国际接轨。

随着大型歌舞剧《甲骨文》、网络电影《天命玄女》等艺术精
品的涌现，“遇见最美安阳”短视频大赛吉祥物“牛娃娃”、中国
文字博物馆 IP 新形象“小仓颉”的诞生，殷墟与甲骨文的 IP 重
塑，一个新的安阳城市形象不断鲜活起来。

“我们要通过推动文旅文创融合发展，让博物馆里的甲骨文、
青铜器活起来，把文旅资源用起来。努力将安阳打造成为一座

‘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魅力之都。”安阳市文广体旅局局
长薛文明说。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文脉绵延，生生不息。
在古城安阳的城市中轴线上，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和汉

字公园项目即将建成开放。
届时，中国文字博物馆将增加“字里乾坤”“字书琼林”“汉

字民俗”“书苑英华”4 个专题展陈，汉字公园将建成“汉字之
源”“汉字之变”“汉字之趣”“汉字之美”“汉字之韵”“汉字
力量”6 个汉字文化展示园地。甲骨文、中国文字的家将全面
建成。

而在城市的另一边，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洹河相望，殷墟
遗址博物馆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中，主体工程已封顶，初显大气
磅礴的身姿。2023年建成后，这里将成为研究展示甲骨文和殷商
文明的国际交流传播平台。

据安阳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晓阳介绍，除殷墟遗址博
物馆之外，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正在加快推进，规划范围涵
盖整个殷墟保护区，未来将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成为中国的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

“我们正全力推进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服务好殷墟遗
址博物馆、考古文旅小镇以及正在谋划的后冈遗址博物馆建设，
力争把殷墟打造成具有全球视野、世界水准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和中华文明标识工程，守好文化根脉，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不断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殷都区委书记、殷墟管理委员会主
任雷鸣表示。

文字归巢闪耀3000年文明之光，文化传承展现新时代文明硕
果。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安阳正奋力契刻浓墨重
彩的工笔画。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国文字博物馆、
被誉为“一片甲骨惊天下”的小屯南地甲骨、
甲骨文书屋。

安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文字之都”安阳

讲好甲骨文的当代故事
郑 娜 张俊军 李靖瑜

文创产品甲骨文魔方

安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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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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THU_A1_Print.pdf (p.1)
	1117THU_A2_Print.pdf (p.2)
	1117THU_A3_Print.pdf (p.3)
	1117THU_A4_Print.pdf (p.4)
	1117THU_A5_Print.pdf (p.5)
	1117THU_A6_Print.pdf (p.6)
	1117THU_A7_Print.pdf (p.7)
	1117THU_A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