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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le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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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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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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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三年疫情之後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春
之聲 》第 27 屆農曆新年園遊
會再次煥發一新，並將于2023
年 1 月 28 日上午十時至下午
5 時在美南報業電視傳媒大樓
前舉辦迎新春活动。
回首近三十年來，美南報業電

視傳媒集團農曆新年園遊會從
當初的 「剪不斷的鄉愁」到今
天的多族裔多元文化的平臺，

已經融入美國文化，成為該集團一個精心打造的品牌，其艱辛和成
功令人回首感慨。

1997年美南新聞在夏普城商場舉辦首屆 「中國新年園遊會」，
適逢天公不作美，當日遭遇大寒，從主席臺上到臺下的與會人員忍
耐凜冽寒風，揭開了美南新聞歷屆 「中國新年園遊會」的序幕。

1997年，休士頓著名的 「項目策劃家」潘婉芬女士與美南新聞
協商關於聯合創辦 「中國新年園遊會」事宜。美南新聞欣然應允。

在何明通博士，石增琨校長的加入下，一批強有力的義工團應運而
生，美南新聞員工也積極行動，上上下下發動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
。

前五年的 「中國新年園遊會」都在休士頓西南區的夏普城商場
（Sharp-stown）舉辦。活動舉辦的初期，在熙熙攘攘的人羣當中
，不少人是為了到此尋求熟悉的鄉音，品嘗久違的家鄉美味，欣賞
和重溫中華文化的魅力，歡聲笑語和中國年味十足的場面，濃濃的
鄉情四溢。當年客家會的盆景園藝，黃立源的當眾舂糯米，還有
「味全大東」的燒烤鍋貼，至今令人記憶猶新。此外，體現中國傳

統文化的精美工藝品，更是獲得老美和當地亞裔居民的喜愛。
2001年，隨著美南報業集團的快速發展，公司也遷入位於百利

大道的美南報業大樓新址，為園遊會的舉辦提供了更加寬廣便利的
場所，其規模也不斷擴大，來賓和參加活動的人當中，美國人的面
孔越來越多。同時在小巨人姚明的"明星效應"下，美南新聞邀請到
休士頓火箭隊啦啦隊，休士頓Dynamo足球隊的啦啦隊也同臺出場
，美國各大銀行、商業機構，政府團體，健康醫療機構都成為歷屆
園遊會的固定常客，由於歷年活動都是人潮鼎沸，許多在奧斯汀聖
安東尼奧的居民也慕名軀車而至，也令與會的攤位業主收入頗豐。

近年來 「中國新年園遊會」已突破早期以亞裔為主體喜慶農曆
新年的社區活動範圍，多元化族裔的加入，也吸引了主流社會的眼
光，並獲得了肯定和支持。

從國會議員，州議員、休士頓巿巿長都成為中國新年園遊會的
受邀賓客。

同時，隨著休士頓國際貿易區的批准成立，每年一屆的 「中國
新年園遊會」又成為宣傳國際貿易區的重要窗口，園遊會的宗旨和
主題也得以提升，即多元化社區及族羣共襄盛舉，帶動商貿交流，
為各個族裔帶來共同發展的未來美景。

如今的美南新年園遊會，已經打造成為美南報業集團一個耀眼
的文化品牌，也是多族裔商業的理想平臺。今年，美南新聞在
2023 年大年初一舉辦第 27 屆遊園會，當天有各種美食攤位，四個
多小時的節目演出，正場活動將會透過 15.3 臺、YouTube、iTalk-
BB 等平臺呈現給觀衆，成為向全美乃至世界展示的重要窗口。

目前有攤位供商家及個人預定。預定電話：281-498-4310，
聯繫人 Jennifer

美南報業美南報業《《 春之聲春之聲 》》第第 2727 屆農曆新年園遊會屆農曆新年園遊會11 月月 2828 日舉辦日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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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or Abbott took
the oath of office in Austin
becoming the second
person to be sworn in as
governor for a third term in
Texas history.

In his speech he
outlined the strong
economy under his
leadership with a $33 billion
budget surplus. He said it
should be used to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State and
slash taxes.

Abbott said, “Make no
mistake. That money does
not belong to the
government. It belongs to
the taxpayers. We will use
that budget surplus to
provide the largest tax cut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Texas.”

The governor also
promised to push for more
school choice options for
parents and better border
security.

We are very glad to
see that the governor
handed in such a beautiful
report card which is really
much different from other
states.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exas was the
leading state to attract
many big companies to
move into the state. As the
world is just moving out of
the pandemic, we must
appeal to our small
businesses and vulnerable
enterprises and the many
poor people who are still
suffering. 0101//1919//20222022

Governor Abbott Sworn In ForGovernor Abbott Sworn In For 33rd Termrd Term

連任三屆十二年之德州
州長艾伯特週二在首都奧斯
丁就任第三届州長職務 ，在
其演說中最令人耀眼的是德
州去年有三千三百億之稅收
盈益 ，他說這些錢是屬於大
家的 ，而不是政府所擁有。

現年六十五歲座在輪椅
上的州長表示， 他將繼續支
持父母有選擇子女學校之權
利 ，他更要加強邊境治安
， 阻止更多非法居民進入德
州， 同時要改進徳州供電系
統，是他對選民之競選承諾
。

我們非常高興看到艾伯

特州長交出之亮麗成績單，
比起其他州之财政赤字真是
不可同日而語。

德州經濟在艾伯特州長
之主持下，目前是居於全國
之首位 ，尤其是奧斯丁、休
斯敦在他的大力號召之下，
許多大型企業紛紛遷入， 尤
其是能源醫學皆執全國之牛
耳。

當世界從疫情之災難中
走出來 我們必須向當政者呼
籲， 要多照顧好弱小企業及
人民 ，他們是生活在社會最
低層而且是苦難的群體。

德州州長就職德州州長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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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報 訊) 荷 蘭 外 交 部 長 胡 克 斯 特 拉
（Wopke Hoekstra）在19日（四）的會議中談
到，如果基輔提出要求，荷蘭內閣將研究向烏
克蘭提供F-16戰鬥機的事宜。並稱荷蘭政府
內閣將以 「開放的心態」來看待這樣的請求。
在達沃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WEF），
荷蘭國防部長歐龍仁（Kajsa Ollongren）也談
到，荷蘭願意幫助分攤其他國家送往烏克蘭的
豹2坦克的費用。

據《荷蘭時報》（NL Times）20 日報導
，胡克斯特拉說表示，荷蘭在交付常規裝備方
面 「沒有禁忌」，為此荷蘭議員史卓瑪（Sjo-
erd Sjoerdsma）要求內閣向烏克蘭武裝部隊提
供F-16戰鬥機和步兵戰鬥車，因許多人擔心
，俄羅斯將在未來幾個月內再次發動大規模攻

勢。
據胡克斯特拉說法，荷蘭只會提供烏克蘭

提出要求的裝備，基輔目前主要需要重型武器
。一段時間以來，烏克蘭一直要求獲得西方現
代坦克，波蘭和芬蘭願意提供德國製造的豹2
坦克，但他們仍需要得到德國同意。

柏林正在猶豫不決。德國政府正面臨放行
這些坦克前往烏克蘭的巨大壓力。歐龍仁在達
沃斯說，荷蘭願意幫助支付讓這些坦克進入烏
克蘭，不過交付作業必須在歐洲內或北約聯盟
內進行。

「我們正在等德國表態，但我們贊成試著
找到一個解決方案，好向烏克蘭提供坦克，
「每一次，我們都表明我們有能力，一起向烏

克蘭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荷蘭外長：若烏克蘭開口
願討論提供F-16戰機

澳官員籲北京消除貿易壁壘
雙方同意部長級對話

(本報訊)澳洲貿易事務部助理部長艾瑞斯
（Tim Ayres）辦公室表示，艾瑞斯在世界經
濟論壇（WEF）期間與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
受文會面時，呼籲中國消除對澳洲出口的
「貿易壁壘」。

路透社報導，中國官媒新華社稍早報導
，澳洲和中國官員在昨天會議中同意兩國貿
易部長 「在不久的將來」舉行視訊會議。這
將是3年來澳洲貿易部長和中國商務部長之間
首次對話。

目前尚未確定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與澳
洲貿易事務部長法瑞爾（Don Farrell）的視訊
會議日期。

艾瑞斯的發言人在聲明中說： 「助理部
長艾瑞斯提到合作落實世界貿易組織（WTO
）第12屆部長級會議成果的重要性，以及消
除當前影響澳洲對中國出口的貿易障礙，以
符合兩國利益。」

澳洲總理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
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在20國集團
（G20）峰會期間會面後，兩國數年來的緊張
關 係 正 在 改 善 。 但 澳 洲 外 交 部 長 黃 英 賢
（Penny Wong）昨天說，這是一個 「循序漸
進的過程」。

在澳洲呼籲調查 COVID-19（2019 冠狀
病毒疾病）起源並禁止中國華為技術公司參
與第 5 代行動通訊技術（5G）網路建設後，
中國於2020年對煤炭、葡萄酒等澳洲產品實
施非正式禁令。

數家中國企業已於今年1月獲准恢復採購
澳洲煤炭。

澳洲已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兩項關於中
國對澳洲葡萄酒和大麥徵收關稅的申訴，同
時正觀察北京當局是否取消對澳洲其他出口
產品的非正式貿易封鎖，例如龍蝦。

美國著名喜劇演員鮑德溫(Alec Baldwin) 因
為在拍攝一部電影時不慎把攝影師槍擊致死,位
於新墨西哥州的檢察官以重罪起訴他，如罪名
成立他將入獄服刑並罰款, 為自己的人生留下
了污點, 並讓自己的人生角色從喜劇變成悲劇,
真是讓人不勝唏噓!

電影攝影師哈欽斯是在鮑德溫主演的一部
西部片電影Rust拍攝現場胸部中槍死亡。根據
法庭記錄顯示，鮑德溫開槍打死她之前，一名
助理遞給他那把上了膛的武器，並表示可安全
使用, 根據法院搜查令，助理表示不知道具槍
上有實彈,鮑德溫稱這起事件是悲劇性的意外,
任何言語都無法表達他對這場悲劇的震驚和悲
傷, 他也向死者家屬表達了由衷的歉意,但是一
切似乎都已經來不及了!

用於電影製作的槍支有時是真正的武器，
既可以發射子彈，也可發射空彈，空彈是一種
火藥裝藥，會產生閃光和巨響，但不會產生致
命的射彈。然而，即使是空彈也能從槍管中射
出熱氣和紙或塑料團，這在近距離內是致命的
。1984年一名演員的死亡就是如此。此次不幸
身亡的42歲的哈欽斯曾在被美國電影攝影師評
為後起之秀, 冤死片廠後讓人感到心碎。

鮑德溫因在《我為喜劇狂》和《尋找紅色
十月》中的角色以及在《週六夜現場》中模仿

川普總統而聞名。他
溫模仿川普維妙維肖
，不僅能模擬川普的
聲音、神韻和動作，
而且在表演中還會加
入一些詼諧的改編詩
、反諷語和詼諧話，
通過他傳神的表演，
往往還能夠幫助公眾
識別川普所做行為的
真實意圖，所以他演
出的川普，往往比川
普還要像川普，幾乎
達到以假亂真的地步
，可惜川普不懂幽默
！像艾力·鮑德溫那
樣的諷刺小品在勾畫
川普政府的形象時，
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只可惜貴為總統的
川普卻缺乏了應對言
論自由的能力，當然
，鮑德溫應該覺得自

己很慶幸，如果他身在北韓，他膽敢模仿金三
胖的話，不是人頭落地，恐怕也將是無地自容
的！

當然，鮑德溫模仿表演能讓川普做出如此
強烈的反應，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模仿
秀大剌剌的對川普的愚蠢直言不諱，讓人們進
一步瞭解了川普，因而引起了廣大民眾的共鳴
，尤其是對於那一些反川普的人來說，看了以
後大快人心，所以在人群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
響力。

鮑德溫的確是一名稱職的演員，不過在我
看來，喜劇畢竟只是喜劇，那並不能替代新聞
、替代記者，我們仍然需要有記者深入到白宮
，深入到川普的內部圈子裡去挖掘更深入卻又
不為人知的政治醜聞，才能震懾和警惕政治人
物，當然啦，像·鮑德溫那樣的諷刺小品在勾
畫川普政府的形象時，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只可惜曾貴為總統的川普缺乏了應對言論自
由的能力，而且他往往對於新聞和喜劇表演兩
者的差別分不清楚。

鮑德溫現在既然面臨了官司, 他必須以真
誠的態度來面對, 深刻體驗死者家屬的悲傷, 同
時他也要對死者家屬在物質方面予以補償, 那
是做人應該有的態度。

【 李 著 華 觀 點 : 喜 劇 與 悲 劇 — 明 星 鮑 德 溫 過 失 殺 人 遭 起 訴
人生角色悲喜互換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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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氣象組織：
過去8年為全球有記錄以來最暖8年

綜合報導 世界氣象組織發布公報說，受不斷上升的溫室氣體濃度

和累積熱量的推動，過去8年是全球有記錄以來最暖的8年，全球長期

變暖仍在繼續。

這是2022年8月15日用無人機拍攝的幹涸的西班牙錫哈拉水庫，

上世紀50年代因水庫落成而被淹沒的梅斯塔古橋重見天日。西班牙

2022年夏天經歷多輪熱浪，全國水庫蓄水量不足40%。

世界氣象組織整合的 6 個主要國際溫度數據集的數據顯示，

2022年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高出約1.15攝氏度，是全球年

度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至少高出 1攝氏度的連續第 8個年份。這也

意味著2015至 2022年是全球有記錄以來最暖的8年，其中2016年、

2019年和 2020年位列前三。2016年發生了異常強烈的厄爾尼諾事件，

促使全球氣溫創紀錄。

世界氣象組織表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每個10年都比前壹個

10年更暖。預計這種情況會持續下去，未來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

平升高幅度短暫突破1.5攝氏度的可能性日益增加。

按照2015年達成的《巴黎協定》，各方將加強對氣候變化威脅的全

球應對，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

，並為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而努力。

世界氣象組織指出，2022年的極端熱浪、幹旱和破壞性洪水使全球

數百萬人受災，造成數十億美元經濟損失。人們需要加強應對此類極端

事件的準備，包括提高氣象觀測水平和預警服務等。

土耳其大選前不願冒險
瑞典芬蘭加入北約或再等數月

綜合報導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壹名高級助手表示，在今年晚些

時候的土耳其大選之前，土耳其政府不大可能尋求議會批準土耳其支持

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

據報道，埃爾多安發言人、實際上的國家安全顧問 Ibrahim

Kalin 告訴記者，鑒於土耳其的公眾輿論，土耳其政府不太可能現

在尋求在議會舉行投票。在瑞典和芬蘭與庫爾德“分離主義分

子”的關系問題上，公眾廣泛支持埃爾多安對這兩個國家采取強

硬路線。

他說：“反對派會提出各種問題，在未來三、四個月即將大選期間

，我們不能拿政治資本冒險。”

埃爾多安的執政黨在議會擁有絕對多數席位，但由於土耳其經

濟陷入困境，總統和他的正義與發展黨在今年的連任競選中都不能

穩操勝券。

Kalin說，土耳其選舉很可能在5月舉行，略早於憲法規定的6月最

後期限。

瑞典和芬蘭於2022年5月申請加入北約，按照規程，北約必須在30

個成員國“壹致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吸納新成員。目前，兩國加入北約

的議定書只剩土耳其和匈牙利議會尚未批準。經過多輪談判，土耳其、

瑞典、芬蘭於2022年6月底簽署備忘錄，確認土耳其同意支持瑞典和芬

蘭加入北約，瑞典和芬蘭將不支持庫爾德工人黨、敘利亞庫爾德武裝

“人民保護部隊”以及“居倫運動”，並同意解除向土耳其出口國防設

備的限制。

北約欲援烏更多重型武器
英國送上主戰坦克德國跟不跟？

綜合報導 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接

受德國媒體訪問時指出，烏克蘭有望在近

期內收到西方國家提供的更多重型武器。

斯托爾滕貝格向德國“商務日報”表

示：“近來對於重型作戰軍備的承諾相當

重要，我預估近期內會有更多。”

他還說現在正處於俄烏局勢的“關鍵

性階段”，因此，“重要的是我們要為烏

克蘭提供獲勝所需的武器”。

近期烏克蘭壹直敦促西方盟友提供重

型武器，其中包括主戰坦克。西方國家此

前不願意這麼做，因為擔心此舉會激怒俄

羅斯。

但是，以美國為主的北約國家近來轉

變了態度，幾個主要國家向烏克蘭承諾的

裝備也急劇升級。

美國、法國和德國在月初同時宣布將

向烏克蘭軍方援助步兵戰車或裝甲車，而

英國則正式確認將派遣14輛“挑戰者2”

主戰坦克，英國也因此成為首個向烏克蘭

運送主戰坦克的西方國家。

英國的行動也給擁有“豹2”主戰坦克

的德國造成了壹定壓力。烏克蘭甚至北約不

少國家都希望德國能向烏克蘭提供先進的

“豹2”主戰坦克，但是德國壹直未松口。

德國總理朔爾茨的表態是，德國將繼

續與盟國在援助烏

克蘭問題上協調行

動，但是不會匆忙

就援助“豹2”坦克

做出決定。

早在英國之前，

波蘭就已經表示將向

烏克蘭提供壹個連的

“豹”式坦克，芬蘭

也緊跟其後稱考慮向

烏克蘭提供“豹”

式坦克的可能性。

但是，這兩國對外

援助“豹”式坦克

必須得到德國的同意。

波蘭直接表示，希望該國帶頭的舉動

能促使其他國家也向烏克蘭供應主戰坦克

。但是，德國並未跟進。

自2022年2月俄羅斯在烏克蘭開展特

別軍事行動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國防聯

絡小組”已經召開了7次會議，每次會議

之後美國及其盟國都承諾提供軍事援助。

在5月的第壹次會議之後，丹麥交付了

反艦導彈，捷克交付了直升機，意大利、希

臘、挪威和波蘭等交付了火炮系統。該組織

的最後壹次會議是在2022年11月舉行的，

當時美國宣布了壹項4億美元的壹攬子援烏

計劃，其中包括提供地對空導彈。

盡管斯托爾滕貝格堅稱他不希望北約

與俄羅斯之間“爆發全面戰爭”，但莫斯

科壹再警告西方，其持續的武器交付只會

延長烏克蘭危機，同時使西方大國成為

“事實上的參與者”。

俄羅斯總統普京將烏克蘭危機描述為

俄羅斯與“整個西方軍事機器”之間的沖

突，不過他表示，俄對烏特別軍事行動發

展進程呈積極態勢，壹切都在俄國防部和

總參謀部的計劃內進行。

英國貧富差距加速擴大

綜合報導 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英

國財富超過10億英鎊的富豪數量增加了

20%，從2020年的 147人增至2022年底

的177人，這些富豪的財產中位數約為

20億英鎊。瑞士信貸集團2022年9月發

布的全球年度財富報告稱，英國財富排

名前1%的人擁有21.1%的財富。慈善機

構“平等信托”的報告顯示，英國最富

有的10%家庭所擁有的財富占比壹直在

上升，2021年已達到57.1%，處於財富排

名後50%的英國人財富占比只有4.6%，

財富向頂層集中的趨勢愈加明顯。

由於物價高漲，英國普通民眾實際

收入明顯縮水，不少民眾面臨嚴重生活

成本危機。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預測，

在考慮通脹因素後，2023年英國家庭收

入將回落至2013年水平，降幅為7%，為

1956年有記錄以來最大降幅。英國智庫

決議基金會高級經濟學家傑克· 萊斯利指

出，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導致英國通脹

高達兩位數，這壹狀況還要延續壹段時

間，意味著英國民眾實際收入2023年還

將下降。

與此同時，隨著英國股票、房產價

格上漲，英國高收入群體財富正強勁上

漲。英國《金融時報》100種股票指數從

2021年1月初的6400點左右，上漲至目

前的7400點左右，漲幅超過15%。英國

“正確舉動”房地產網站分析指出，

2022年末英國房價較前壹年上漲5.6%。

以倫敦為例，倫敦信托組織發布的

《2022年倫敦貧困概況》顯示，疫情發

生以來，倫敦的貧困率從 16%上升至

27%，成為英國貧困率最高的地方。

威斯敏斯特市是倫敦貧富分化最嚴重

的地區，根據“我的倫敦”網站發布

的不平等指數，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街

道有73%的貧困家庭，而海德公園附近

街道的貧困家庭比例為29%，同壹區域

內不同街道的貧富分化程度高達44個百

分點。

英國媒體分析，英國政府為應對疫

情采取的經濟刺激舉措大幅推高了房產

和股市價值，同時疫情導致娛樂消費等

方面的開銷減少，富人的財富增至前所

未有的水平。英國財政研究所的最新研

究認為，在住房和金融資產價格上漲的

推動下，英國資產迅速增值，但平均工

資的漲幅趨於平穩，“這將進壹步拉大

英國貧富差距，阻礙社會流動性”。

“平等信托”聯合執行董事喬· 維塔

姆斯表示，英國富人數量激增與不平等

導致貧困加劇實際上是“同壹枚硬幣的

兩面”。《衛報》發表評論認為，英國

經濟體系缺陷是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重

要原因。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壹份調查

顯示，壹半英國受訪者認為英國的經濟

體系需要重大或徹底的改革，應該增加

公共住房等社會福利，提高富人稅收。

英國媒體認為，貧富分化加劇已

對英國公共政策、未來經濟走向等產

生不利影響。咨詢公司畢馬威分析說

，由於高通脹和不斷上升的利率在

2023 年繼續擠壓收入，英國經濟將面

臨壹場漫長的衰退，財富日趨集中問

題也將持續。

零下73℃！俄羅斯西伯利亞破北半球

歷史最低氣溫紀錄

綜合報導 作為世界上最寒冷的地區，位於

俄羅斯的西部利亞聲名遠揚，近日，該區遭遇罕

見嚴寒天氣，最冷的地方氣溫已經降至零下

73℃，打破了北半球的歷史最低氣溫紀錄。

從本月11日到12日夜間，被稱為“世界寒

極”的奧伊米亞康氣溫達到零下60℃，當地水

文氣象和環境監測部門表示，這些地區已經有大

約10年沒有出現這樣低的氣溫了。

極寒天氣下，汽車啟動前要用外接取暖設備

化凍，即便如此還是容易出現故障，有“冰城”

之稱的雅庫茨克市本周末將迎來極寒天氣，部分

地區氣溫或降至零下65攝氏度，真正意義上的

“灑水成冰”。

不過降溫的消息並沒有把雅庫茨克市本地的

居民嚇倒，不少人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已經習慣

了寒冷”：“不會做太多的準備，該怎麼過就怎

麼過。”

俄羅斯氣象部門預計嚴寒天氣將持續到本周

末，當地學校已經停課，受寒冷天氣影響，俄羅

斯首都莫斯科也出現了-20℃的低溫，此外，烏

拉爾和伏爾加河沿岸的溫度，也比往年平均值低

了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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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聯邦法官米道布魯克斯對前總統川普及
其律師處以近百萬美元（約3000萬台幣）罰款，原因是他們
「無謂」興訟指控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企圖操控2016年總

統大選。
法新社報導，聯邦地區法官米道布魯克斯（John Middle-

brooks）表示，川普展現出一種 「濫用法院的持續行為模式」
，以興訟來 「不誠實地提出一種政治說詞」。共和黨籍的川普

有意在2024年再次參加總統選舉。
這起案件去年已遭米道布魯克斯駁回，案中宣稱，在2016

年大選敗給川普的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和其他人捏造不實
說法，指川普競選團隊與俄羅斯勾結。

案中以此為由，要求希拉蕊支付7000萬美元損害賠償。
但米道布魯克斯在45頁的法院書面命令中寫道，這項訴訟

案 「根本不應該提出」。

命令中說： 「案中陳述內容不足以進行法律索賠，從一開
始就顯而易見，任何有理智的律師都不會提出此案。修正過的
訴狀所列出的訴訟理由，都是出於政治目的，無一提出在審判
權限內的法律索賠。」

命令中也對川普的律師哈巴（Alina Habba）判罰。川普和
哈巴負有共同和個別責任，必須支付罰款總額93萬7989.39美
元，以償還被告的法律費用。

美國財政部採取特別措施 避免債務違約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
長瑞伊（Christopher Wray）今天表示，他對中
國政府的人工智慧（AI）計畫 「深感憂心」，
並稱相關計畫恐怕 「不會受到法治約束」。

美聯社報導，瑞伊在瑞士達沃斯（Davos
）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
rum）小組會議上表示，北京當局的人工智慧
野心 「建立在他們多年來竊取的大量智慧財產
權和敏感數據之上」。

瑞伊指出，若任由中國發展，中國可能會
利用人工智慧的進步進一步助長其駭客行動、
竊取智慧財產權，並打壓國內外異議人士。

他說： 「這是我們深感憂心的事。我認為
在座的各位都應該深感憂心。」

美國官方長期以來都在對此表達擔憂。舉
例來說，美國反情蒐官員 2021 年 10 月對中國
在人工智慧領域的野心示警，再次向企業高層
、學術界及地方與州政府官員通報在關鍵產業
接受中國的投資或專門技術的風險。

當年稍早時，由谷歌公司（Google）前執
行長施密特（Eric Schmidt）領導的人工智慧委
員會呼籲美國提升人工智慧技術來對抗中國，
包括尋求 「人工智慧驅動」武器。

中國駐華府大使館發言人並未立即回應記
者就瑞伊言論的置評請求。北京當局先前一再
指控華府散布恐慌，並抨擊美國對中國的情報
評估結果。

對陸AI計畫深感憂心 FBI：恐不受法治約束

美再軍援烏25億美元 莫斯科盟友警告俄若戰敗將掀核戰
（綜合報導）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國會議

員正因調高國家舉債上限一事走向一場高風險
的衝突；與此同時，財政部今天開始採取措施
以避免政府債務違約。

法新社報導，這些 「非常措施」有助於降
低目前已達31.4兆美元（約新台幣954兆元）
的未償債務數額；但美國財政部警告，這些措
施只在一段時間內有效，可能最多6個月。

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今天致函國
會領袖表示： 「敬請國會迅速行動，保護對美
國的充分信心和信用。」

她說，在出現債務違約風險之前，這些措
施能維持多久，存在 「很大的不確定性」。

葉倫上週指出： 「未能履行政府義務，將
對美國經濟、所有美國人民生計，以及全球金
融穩定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摩根大通集團（JPMorgan Chase）執行長
戴蒙（Jamie Dimon）接受財經媒體 CNBC訪
問時也呼應葉倫的擔憂，他說： 「我們絕對不
應質疑美國政府的信譽。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

共和黨在去年期中選舉後重新掌握聯邦眾
議院多數優勢，認為政府支出已攀升至無法維

持的高點，要求民主黨籍總統拜登同意刪減開
支。

眾 議 院 歲 計 委 員 會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新任共和黨籍主席史密斯（Jason
Smith）說： 「不受控制的支出將產生可怕的
後果。」

然而白宮表示，共和黨要求削減支出的規
模，將來自具政治敏感性的社會保障和軍費開
支計畫，或可能涉及重大新增稅收。

白宮還表示，拜登不會與共和黨保守強硬
派就他們反對提高債務上限的 「冒險且危險」
意見談判。

財政部今天提到，在展開 「非常措施」時
，將轉從兩筆退休基金取得資源。

財政部將暫時贖回 「公務員退休及身障基
金」（CSRDF）和 「郵政服務退休人員健康
福 利 基 金 」 （Postal Service Retiree Health
Benefits Fund）現有投資，並暫停再投資；另
將暫停聯邦雇員退休制度 「節儉儲蓄計畫」
（TSP）的政府證券投資基金再投資。

雖然不清楚財政部能在多長時間內利用這
些措施來避免債務違約，但葉倫說，暫停發債
期將持續到6月5日。

指川普和律師無謂提告希拉蕊指川普和律師無謂提告希拉蕊
法官處罰款法官處罰款33千萬千萬

（綜合報導）美國宣布向烏克蘭提供價
值25億美元的新軍援方案，包括數以百計的
裝甲車輛。另一方面，俄羅斯總統蒲亭的盟
友麥維德夫警告北約，若俄國在烏克蘭戰敗
，恐將觸發核戰。

●蒲亭盟友警告北約 若俄在烏戰敗將觸
發核戰

蒲 亭 （Vladimir Putin） 盟 友 麥 維 德 夫
（Dmitry Medvedev）19日警告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NATO），若俄羅斯在烏克蘭戰敗將
觸發核戰。

路透社報導，烏克蘭的盟國將召開會議
討論對基輔運送更多武器，俄羅斯在此時發
表這類預言末日的言論，是為了嚇阻以美國
為首的北約進一步涉入俄烏戰爭。

俄羅斯前總統麥德維夫在通訊軟體Tele-
gram發文說： 「一個核武強權在傳統戰爭中
戰敗，可能會觸發核戰。」麥德維夫在蒲亭
勢力強大的聯邦安全會議中擔任副主席，先
前在2008年到2012年擔任總統。

與此同時，俄羅斯東正教牧首基里爾
（Patriarch Kirill）說，如果西方試圖摧毀俄羅
斯，整個世界將宣告終結。

●美軍援烏25億美元 含59輛布萊德雷步
兵戰車

美國19日宣布向烏克蘭提供價值25億美
元的新軍援方案，包括數以百計的裝甲車輛
，並向烏克蘭空防提供支援。

路透社報導，美國國防部在聲明中說，
最新的軍援包括 59 輛布萊德雷步兵戰車
（Bradley Fighting Vehicle）與 90 輛史崔克裝
甲運兵車（Stryker 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
）。

美國國防部表示，最新的援助也包括追
加的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HIMARS，簡
稱海馬士）彈藥、8 套 「復仇者」（Avenger
）防空系統、數以萬計的砲彈與約2000枚反
裝甲火箭。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
skyy）去年 12 月訪問華府時告訴美國國會，
軍援烏克蘭是對民主的投資，這不是在做慈
善，敦促美國持續提供支援。

●烏感謝美再次大筆軍援 仍盼取得豹 2
坦克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20日感謝美國和西
方盟邦再次提供大筆武器彈藥援助，並期待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他國國防領導人在最新
會議中商討為烏提供主戰坦克，以增強抗俄
軍力。

法新社報導，澤倫斯基以英文在推持留
言對美國總統拜登說： 「感謝你提供烏克蘭
另一項價值25億美元的強有力國防支援案。
」

推文中將此次軍援涵蓋的史崔克裝甲運
兵車、布萊德雷步兵戰鬥車和復仇者防空飛
彈系統譽為 「對我們反擊侵略者的重要助力
」。

●西方將援烏空前數量重武器 主戰坦克
仍卡關

西方國家的國防首長將於20日舉行重要
會議，準備再大手筆軍援重武器給烏克蘭，
但德國仍不願為軍援德製豹2主戰坦克開綠燈
，讓波蘭等盟國感到不滿，想藉會議施壓。

「華爾街日報」報導，德國總理蕭茲
（Olaf Scholz）正受到美國與盟國更大壓力，
要他放行德製豹2（Leopard 2）坦克援烏。蕭
茲則說等華府也願意拿出自家美製M1艾布蘭
（Abrams）坦克援烏後，德國就會放行；但
美國表示還不打算給烏克蘭M1坦克。

一些最賣力援烏的歐洲盟國表示，他們
這次軍援烏規模將遠大於先前。英國、波蘭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丹麥、捷克、荷蘭
、斯洛伐克在聯合聲明稱 「這筆空前的援贈
包含主戰坦克、重火砲、防空系統、彈藥及
步兵戰車」，顯有意施壓德國跟進。

援贈內容含英國提供10萬發砲彈、數百
枚精確導引飛彈及一個中隊約14輛英製挑戰
者2（Challenger 2）戰車，將是烏軍首度拿到
西方製主戰坦克。英國還會援烏戰場後勤用
裝甲車。

德國因擔心戰事升級，始終排斥一項由
波蘭帶頭的北約援烏豹2坦克建議。根據這份
建議計畫，烏克蘭能從數個北約盟國取得多
達100輛豹2；美國官員相信豹2坦克能幫烏
軍抵擋俄軍攻勢。

●俄傭兵組織跨國招人打烏克蘭 塞爾維
亞怒批違法

俄羅斯一段新聞畫面指稱塞爾維亞 「志
願軍」和俄軍一起為在烏克蘭打仗受訓，此
事激起了塞國的怒火，也暴露出塞俄兩國的
複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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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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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濟界擔憂 GDP 被德國超越
綜合報導 隨著日本經濟長期深

陷低迷狀態，以及日本少子老齡化問

題的日趨嚴峻，日本經濟界愈發擔憂

日本經濟總量將從世界第三滑落。

日本《每日新聞》網站刊發日

本第壹生命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

家熊野英生壹篇題為《GDP被德國

超越？日本今年處於跌入第四位的

邊緣》的文章稱，作為對於2023年

的壹個大膽猜想，德國今年的國內

生產總值（GDP）有可能超越日本

，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的

經濟總量將在半個世紀以來首次跌

落至世界第四位。

1968年，日本超越當時的西德，

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

2010年日本被中國超越，跌至世界第

三位。熊野英生認為，中國的人口是

日本的10倍以上，所以經濟總量超越

日本可以理解，但德國的人口則不到

日本的七成，如果被德國超越，對於

日本的震動將十分明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2

年10月的經濟預測顯示，日本2022

年名義GDP為4.301萬億美元，德國

為4.130萬億美元。目前，兩者在經

濟總量上仍有6.7%的差距。如果單

純預測 2023-2027 年日本與德國的

GDP情況，日本的GDP在此期間將

略高於德國。然而，如果結合日本

與德國今後的通脹率、經濟實際增

長率和貨幣匯率變化趨勢，日本經

濟依然有被德國經濟超越的可能。

報道稱，截至2022年6月，德國

人口已超過8400萬，日本同期人口

為1.25億。日德經濟規模非常相近

的時候，德國人均名義GDP會高於日

本。雖然德國和日本都面臨人口減少

的壓力，但德國近年來因移民政策總

人口轉向增長。同時，如果將就業者

每小時的實際生產量進行比較，德國

在2021年是日本的1.62倍，生產率高

於日本。日本若不進壹步提升生產率

，將會被德國超越。

在人均GDP方面，日本還面臨

韓國的強勢追趕。據韓國《朝鮮日

報》報道，有日本研究機構預測，

韓國人均GDP將在2023年超過日本

。分析給出的原因是日本數字化進

展遲緩，勞動生產率低下，以及日

元走低美元走高導致的美元換算金

額減少。該研究機構起初預測出現

逆轉的時間是2027年，因日元出現

貶值劇變，預計逆轉時間將提前4年

。自2027年後，韓國將壹直領先日

本，差距還會不斷拉大。

熊野英生認為，以可能被德國超

越的危機感為契機，日本需要更加積

極致力於提升生產率。日本企業需強

烈意識到，若不在日益加劇的老齡化

背景下提高員工生產率，那麼不僅可

能被德國超越，而且很可能承受不了

社會保障負擔等。熊野英生表示，日

本需要專註於靈活使用科技，有必要

推進並積極利用汽車電動化、研發脫

碳技術、工廠自動化、無人機等契機

。日本還有必要助推中小制造企業進

壹步擴大出口力度。

韓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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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悉，兩天前中國駐

韓大使館宣布：從即日起暫停辦理

韓國公民赴華訪問、旅遊、商務等壹

切短期簽證業務，直到“視韓國對華

歧視性入境限制措施取消情況”進行

調整。這是中國自8日調整防疫政策

後，首個暫停辦理短期簽的國家；韓

國政府在本月上旬特定針對中國旅客進

行入境加碼檢測，期間屢次進行壹些難

以理解的行為，例如中國遊客入境需要

“佩戴黃牌”、“軍警護送”、“專用

通道”，以及隔離設施非常簡陋等，這

些行為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但在中方宣布停辦韓國旅客短期

簽證後，韓國政府仍沒有任何“松

口”。11日韓國防疫管理部部長林淑

英進行了壹番強硬表態，聲稱韓國方

面對華旅客進行入境設限是“基於客

觀和科學依據，經過深思熟慮的決

定”並非歧視；並揚言未來韓國是否

調整政策、對中國旅客執行多久入境

檢測都要“取決於中方的具體情況而

定”，言下之意就是不打算調整手段也

沒有這種想法。韓國媒體也在網絡上各

種造勢，不少人在新聞評論區支持韓國政府“不要動搖任

何政策”，認為任何讓步都是單方面的“低頭”。

11日當天，韓聯社曝政府又下令繼續取消中韓之間

的來往航班。韓方回應稱之所以取消航班是由於“對來

自中國旅客采取入境檢測等加碼措施導致承載力有限”

，很多地方機場要為此特意進行準備，包括人力和物力

轉運等。所以他們決定不再開放部分地區，釜山、濟州

、大邱出發及少量從仁川出發的中韓來往航班也不再運

行。目前中韓之間來往的航班仍然是“供小於求”，壹

方面是因為調整防疫措施後的現象，另壹方面則是其他

國家通過韓國中轉來華的旅客非常多。

對此有分析認為，在雙方都進行了壹定“設限”的

情況下，既然航班機票仍然壹票難求，那麽拋開主觀因

素的話韓國應當增加對華航班才是符合市場，現在卻以

“人力不足”為由反其道而行之，這很不正常。觀察人

士指出按照中韓兩國經濟的“互相依存性”關系來看，

減少經濟交流長期拖下去無法承受的必然是韓國；因為

韓國資本非常依賴中國市場來進行出口，韓國對於中國

來說卻沒有足夠的“必需品”，中方可以從其他市場找

到替代。

值得壹提的還有，該新聞發布後引起了韓國媒體的

關註，壹些網站報道中不乏提到這是對中國的“反制”

，並稱“如果對韓國施加報復，必須要付出代價”；還

有人則堅決要求韓國對華航班完全中斷，除非中方主動

恢復短期簽證辦理，否則拒絕提供任何雙邊服務。對此

有中國網友則評論認為：“時間可以檢驗韌性，原本就

是韓國先采取挑釁行動外加‘歧視規則’，中國早就表

態將會對此進行對等措施，但有人不願意聽取警告。現

在又開始耍壹些強硬的小把戲，起了多少作用只有他們

自己知道。”

尼泊爾失事客機黑匣子已找到
或因技術原因墜毀

綜合報導 尼泊爾當局已經

找到了墜毀飛機的黑匣子，其

中的數據可能對確定事故原因

具有重要意義。

據尼泊爾民航局發布的聲

明，壹架載有68名乘客和4名

機組人員的客機，於當地時間

15日上午10時30分從尼首都加

德滿都起飛前往博克拉，10時

50分與地面失去聯系。

尼泊爾《共和報》報道稱

，墜毀事故發生前，涉事客

機曾獲得降落許可。尼泊爾

民航局信息官賈南德拉· 布爾

透露，“天氣不是問題，初步

信息顯示飛機是由於技術原因

墜毀的。”

當地時間16日，尼泊爾為

該國30年來最嚴重的空難遇難

者進行哀悼。壹個由五人組成

的調查委員會將對事故原因展

開調查，並在45天內向政府提

交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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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僱憂病假爭拗撤銷確診隔離令
本月30日實施 復常邁大步“口罩令”維持

‧繼續每日快測

‧確診後不能上課，直至快測陰性為止

學
校
安
排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防疫政策記者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醫
管
局
服
務
調
整

‧醫管局雖取消遙距診症及指定診所，但
全港普通科門診均會為確診者提供服務
及處方新冠口服藥

‧普通科門診預留1,000個診症名額，供
較高風險確診者（包括長者、5歲或以
下小童、懷孕28周或以上孕婦、免疫力
受抑制者）預約

‧預留給患有偶發性疾病包括確診者的診
症名額，由現時每日7,500個增至逾1萬
個

‧逐步將轉用作新冠治療的病床轉回常規
使用病床，恢復非緊急服務

取消確診者隔離令安排
本月30日起，取消向確診者發出隔離令

快測陽性無須呈報

不再公布每日確診宗數，繼續監測嚴重
及死亡個案

新冠病毒維持緊急應變級別

口罩令維持

確診長者暫託中心維持運作至2月28日

無症狀或病情輕微
‧可自由外出或上班

‧健康指引：盡量減少與同住人士無戴口
罩接觸，保持家居空氣流通，每日清潔
及消毒，確診首5天戴好口罩，避免接
觸高危人士，避免與其他人士同桌用膳

身體不適者
‧求醫，由醫生簽發病假紙

‧仍可聯絡消防處安排入住隔離設施，最
多入住7天，無須快測陰性亦可提早離
開，隔離設施運作至2月28日

註：院舍工作者不論有無症狀，確診後也
不建議上班

確
診
打
工
仔
安
排

香港新冠疫情持續回落，19日新增4,015宗

確診個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19日宣布，

由於香港已建立牢固混合免疫屏障，且疫情已明

顯下降，決定本月30日（大年初九）後取消新冠

患者的隔離令，快測確診者無需呈報、無須強制

隔離，但“口罩令”維持。當日起患者若需請病

假，需求醫領取病假紙，全港普通科門診也會為

患者提供服務。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強調，

若僱主要求染疫僱員放病假，就要支薪，否則違

法。但勞工界仍擔心有勞資糾紛，建議政府作出

清晰指引。醫學界指出，目前部分私家診所拒絕

收治新冠確診患者，呼籲業界把新冠當一般呼吸

道感染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
區政府將取消隔離令，但仍維持“口罩
令”以保護一老一幼，故維持學校和院
舍每日快測、院舍員工每48小時核酸檢
測規定。社區隔離中心和確診長者暫託
中心繼續運作至下月28日，讓有需要人
士入住。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在記
者會上表示，會向確診者作出健康措施
建議，包括減少與同住人士在沒有戴口
罩情況下接觸，頭5天要佩戴外科口罩，
並打開窗戶保持單位空氣流通、每日清
潔和消毒家居環境。

隔離暫託中心維持至下月28日
考慮到部分確診者家居環境不適

合，不想傳染家人，故隔離設施短期繼
續運作，但只給香港市民使用，需入住
人士先快測呈陽性才安排入住，最長逗

留7天，但隨時可自願離開，離開後則不
能再返回隔離設施。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
示，院舍員工維持檢測安排，以保護免
疫力較弱的長者和殘疾人士。另陽性院
友若接種少於三劑疫苗，可安排送往暫
託中心，較重病徵並有需要會送院治
療，有關社區隔離設施和暫託中心過渡
性安排維持至下月28日。他並建議院舍
員工若染疫，無論有否病徵或是否嚴重
也不要上班，院舍若要請額外人手頂
替，可通過政府提供的人手特別津貼以
“實報實銷”方式申請。

香港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陞表示
會加強普通科門診服務，早前因疫情暫停
的診所會重新運作，本月30日取消7間新
冠指定診所，改為所有70多間普通科門診
也提供新冠診症服務，有新冠口服藥的儲
備，可向合適病人處方新冠口服藥。

本月30日後，巿民
自行快測呈陽性無須再
申報，特區政府也將取
消每日公布確診數字，
改由衞生防護中心透過

新冠病毒網頁每日發布核酸檢測陽性及
死亡個案數字。有專家指出，無須呈報
快測結果當然會影響巿民掌握疫情發展
資訊，但政府仍可透過大學的監測、污
水檢測及學校師生快測陽性比率等數
據，掌握疫情走勢。另外，確診者若無
病徵可如常上班，但專家指出無病徵但
仍有傳染性，政府應向學校及食肆等高
危場所發出指引，以處理染疫員工的工
作安排，以免令病毒擴散影響長者及兒
童等較高危人士。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19日對香
港文匯報表示，快測呈陽性人士雖無須
再呈報，但政府仍可透過大學的監測、
各區污水檢測結果，以至全港70多萬學
校師生每日快測等數據，掌握疫情趨
勢。不過，他認為不再公布整體確診數
字，會減低巿民的警覺性，政府應盡量
向公眾強調新冠病毒傳染性遠高於流
感，對一老一幼及高風險人士危害大，
宣傳做好防疫措施。

另外，他指無病徵確診者上班安排
應完善，“學生快測陽性建議不上學，
但無講教職員染疫如何安排，另外食肆
等有不少年長人士光顧，員工染疫又如
何？無病徵但仍有傳染性，食肆員工會
否傳染給食客，能否安排其他工作崗位
給他們？政府應該給予指引，避免病毒
擴散，亦避免出現勞資爭拗。”

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名譽臨床
副教授關日華19日在電台節目指出，由
於香港的群體免疫屏障牢固，有無隔離
令對控制疫情幫助不大，但短期內不能
取消“口罩令”，因為目前6個月至3歲
幼兒打第一針新冠疫苗比率仍不足
25%，並不理想，要提高兒童疫苗接種比
率及維持重症比例在低水平，才可逐步
取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無病徵染疫者返工 高危場所應有指引

院舍學校仍維持快測院舍學校仍維持快測

		
��

◆香港特區政府19日舉行記者會，宣布最新防疫
政策。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右二）、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左二）、衞生防護中心總監
徐樂堅（右一）和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左
一）出席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 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1919日宣布日宣布，，11月月3030日起撤銷對新日起撤銷對新
冠病毒感染者發出強制冠病毒感染者發出強制““隔離令隔離令”，”，隔離設施運作隔離設施運作
至至22月月2828日日。。圖為新田社區隔離設施圖為新田社區隔離設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特區政府特區政府1919日宣布放寬多項防疫措日宣布放寬多項防疫措
施施，，惟口罩令仍須維持惟口罩令仍須維持。。圖為中環街頭的圖為中環街頭的
口罩大軍口罩大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攝

李家超19日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時宣布，“撤銷向感染人士
按《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第599A章發出隔離令的措

施，這個措施將會於1月30日正式撤銷。”他說，作這決定
是考慮了多項因素，包括社會對新冠病毒的混合免疫屏障牢
固，本地醫療系統防治能力提升，疫情從最高位回落九成，
社會和市民對新冠病毒病的認知及處理能力已經大大提升
等。

李家超：香港復常必經階段
他強調，走這重要一步是以科學為本、風險為本而作

出，是外國復常的必經階段，亦是香港復常的必經階段，
“香港亦已走到了這個階段。”

當天下午，醫務衞生局舉行記者招待會，詳細講述取消
“隔離令”措施安排。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去年初
“海嘯式”疫情，最高峰時日增逾7萬宗確診個案，但去年7
月延續至今、最高峰錄得近3萬宗確診。前者死亡率高達
0.77%，後者降至0.19%，加上目前第二劑及第三劑的疫苗接
種率分別高達93%及84%，整個社會對新冠病毒的混合免疫
屏障已經比較牢固。但他強調緊急應變級別維持，仍要繼續
監察疫情發展，“口罩令”也有需要維持。

衞生防護中心建議確診者若無病徵或病徵輕微，可以照
常外出及上班。但過去隔離令被視為病假紙，日後染疫僱員
要申領病假，必須求醫，由醫生判斷發出病假紙。孫玉菡
說：“（有）這張醫生紙而他需要的病假，僱主就要按僱傭條
例支付病假（薪酬）。若沒有看醫生、沒有病徵，覺得自己不
是特別不舒服可以上班，老闆當然要讓他上班，但有些情況老
闆與員工有協定，請他（確診員工）不要上班，雙方可以協
定，情況若是老闆要求他不要上班，就要支付薪金。”至於
院舍員工若確診，政府強烈勸喻他們不要上班，以保護院
友，院舍人手安排的額外開支由政府的津貼去補償。

勞工界籲勞僱商定疫假安排
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昇19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香港進一步復常對各界都是好消息，有助經濟復甦，但簡單
將確診新冠的病假問題交由醫生決定，等於“踢個波畀醫
生”。畢竟新冠病毒有很高傳染力，取不到病假紙的員工為
免扣薪如常上班，可能令不少同事、顧客感染影響經營，招
致僱主不滿。他呼籲醫生為感染新冠的打工仔，開出5天感染
期的病假，呼籲政府向醫生提供清晰指引，又呼籲僱主評估
企業風險，預先訂立、公布員工感染後的病假安排，避免新
政策出台初期可能引致的混亂。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也希望僱主彈性處理確診員工病
假安排，“醫生可能會手緊很多，通常只開1天到3天病假，
僱主需考慮是否多給員工一兩天假，以避過患者傳染期，降低
員工或顧客感染風險，尤其需要接觸老人家的行業。”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表示，歡迎政
府向復常又踏出一步，商界會因應自身情況酌情安排、彈性處
理：“如果是輕症，影響好微。如果症狀較嚴重，或者做餐飲業
等，密閉環境且接觸很多客人，就算無醫生紙，老闆亦會安排員
工多休兩天，不會有什麼問題。”

目前不少私家診所拒絕收治新冠患者，立法會醫療衞生
界議員林哲玄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只有向醫衞局申請引入新
冠藥物的私家醫生，都會接診新冠病人，確診者可以在衞生
署網頁查名單。他呼籲業界：“新冠重症已跌至和流感相
若，無須過度擔心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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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水果甜了中國年 豐富民眾年貨購物車
東盟特色產品受青睞 商家享節前銷售紅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國
家衞生健康委醫療應急司司長郭燕紅19日表示，中國
內地各省已經度過發熱門診、急診和重症患者三個高

峰，日常診療服務正在逐步恢復。目前，內地發熱門
診就診人數在2022年12月23日達到峰值，之後持續
下降，到1月17日較峰值下降了94%，已回落到去年
12月7日前的水平。

郭燕紅表示，內地急診就診人數在2023年1月2
日達到峰值，之後持續下降，1月17日較峰值下降了
44%。內地在院的陽性重症患者人數是在1月5日達
到峰值，之後持續下降，1月17日較峰值數量下降
44.3%。此外，普通門診在逐步恢復，在普通門診中
新冠患者比例在逐步降低，到1月17日非新冠的患者
在普通門診就診率達到99.5%，提示門診正常診療在
逐步恢復。

目前，內地住院患者呈現波動上升趨勢。郭燕紅
表示，住院患者中非新冠患者的住院比例大幅度提
升，1月17日已經達到了85%，提示住院正常診療也
在恢復。住院患者手術量在12月9日到31日呈現下降
趨勢，1月1日以後就呈現穩步提升的態勢。1月17日

比12月7日住院的手術量，已經上升超過20%，這些
指標都反映出醫療機構的正常醫療服務正得到恢復。

中國未監測到XAY.2變異株
針對國外檢出德爾塔克戎（Deltacron）變異株的

報道，中國疾控中心傳防處研究員常昭瑞表示，近期
國外檢出Deltacron毒株，該毒株是奧密克戎（Omi-
cron）變異株BA.4、BA.5和德爾塔（Delta）變異株
AY.45的重組體，國際分類命名為XAY.2。該毒株於
2022年8月31日首次在南非發現，目前在全球9個國
家和地區監測到。

2022年12月以來，以丹麥為主的極少數國家呈
升高趨勢，目前還沒有關於該病毒傳播力、致病力和
免疫逃逸能力等方面的足夠數據。目前，內地尚沒有
監測到XAY.2的變異株。中國將繼續跟蹤國際動態，
進一步加強輸入病例和本土病例新冠病毒變異株的監
測，及時開展分析研判。

中國本輪疫情已過門診急診重症高峰

◆1月15日，河北省唐山市豐南區中醫院醫師在為患
者號脈。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曾萍及中新社報道，臨近春節，廣西南寧海

吉星水果批發市場內人頭攢動，年前來採購水果的民眾往車子的後備箱

裏塞榴蓮、龍眼、蜜瓜等來自東盟國家的鮮甜水果。臨近春節，正是越南榴蓮等

東盟熱帶水果進口的旺季。在中國和東盟水果進出口貿易最大口岸——憑祥，是

另外一番熱鬧景象：隨着通關政策的調整，口岸取消閉環管理、跨境代駕等措

施，極大地提高了通關速率，泰國榴蓮、山竹，越南火龍果、菠蘿蜜等源源不斷

從友誼關口岸入境，讓中國民眾在春節時能享受“熱帶水果自由”。

西部鐵海聯運組成“東盟年貨班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1月6日，

滿載來自越南的即食麵、香蕉亁、食用植物油、泰
國的椰汁等年貨的鐵海聯運班列X9574次列車，從
廣西欽州鐵路集裝箱中心站駛出，運行兩天後到達
重慶團結村站和小南埡站，再通過集卡車轉運到當
地各大超市。隨着兔年春節腳步臨近，連接中國西
部地區和東盟國家的西部陸海新通道鐵海聯運班列
扮演起了“年貨班列”的角色，來自東南亞國家和
地區的年貨物品，通過西部陸海新通道鐵海聯運班
列被運往各地，讓中國民眾春節購物車裏的年貨種
類愈加豐富。

進口貨運量同比增加
“通關政策調整之後，通關速率提高，鐵路貨

物運輸量也有所上漲。”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

司南寧局沿海鐵路公司欽州車務段欽州港東站站長
黃江南表示，截至1月17日，今年西部陸海新通道
鐵海聯運班列累計運輸貨物3.8萬標箱，同比增幅
15.6%。據介紹，目前西部陸海新通道鐵海聯運班列
線路已通達中國17省（自治區、直轄市）、60市、
113站，相比2021年增加4省、13市、21站。
近年來，鐵路跨境貨運成為許多中國民眾購買進

口商品的重要來源之一。國鐵憑祥口岸物流中心是
目前內地唯一可辦理進境水果直通運輸業務的鐵路
口岸，年前大量來自東盟國家的龍眼、榴蓮、菠蘿
蜜等水果搭乘跨境列車運往國內市場。據中國國鐵
南寧局集團公司有關負責人介紹，當前從越南進口
的貨物不再需要進行核酸抽樣檢測，貨物到達國鐵
憑祥口岸後直接按正常手續辦理。年貨貨品通關速
率提高，進口貨運量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我們公司每天都有二十多櫃進口水果銷
往中國境內，其中包括有榴蓮、火龍

果、菠蘿蜜和龍眼。”廣西憑祥沃利報關行的
有關負責人馬文虎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水果
對運輸、倉儲和通關時效要求較高，隨着通關
環節的優化、速度提升，保障了企業在春節前
的水果銷售旺季有充足貨源。“水果當天能
到，當天就能驗放，讓顧客享受到新鮮水
果。”統計數據顯示，1月8日至15日，友誼
關口岸（含浦寨、弄堯通道）進出境車輛
13,217 輛，日均進出境 1,652 輛，同比增長
118%。

反季緬甸西瓜熱銷 交易回暖
位於中緬邊境的雲南瑞麗畹町口岸芒滿通

道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一輛輛滿載緬甸西瓜、
甜瓜的貨車自此入關，被運往全國各地，並將
很快出現在中國人的年飯餐桌上。在畹町最大
的水果交易市場——長合水果交易市場內，中
緬“西瓜代辦”正忙得不亦樂乎。他們告訴記
者，冬季，中國市場特別是北方市場尤為喜歡
來自緬甸的西瓜。

市場內，黑、吉、遼、豫、冀、渝、川等
各地牌照的貨車往返穿梭，佐證了“西瓜代
辦”們的話。數據顯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西
瓜生產國和消費國。每年進入冬季後，因本土
西瓜“空缺”，產自鄰國的緬甸反季西瓜便成
為中國西瓜市場的“主力軍”，佔整個市場的
80%左右。目前，中國進口的緬甸西瓜約有
90%是經畹町口岸芒滿通道入關，然後被運到
長合水果交易市場進行交易。

種類漸豐富 加速邊境貿易復甦
“緬甸光照條件好，所產西瓜個頭大、味

道甘甜，是每年春節水果市場的‘寵兒’。”
瑞麗市畹町長合商貿有限公司副經理徐紅元介
紹，受疫情影響，前兩年的緬甸西瓜交易量有
所減少。但今年，隨着口岸恢復正常通關，緬
甸西瓜交易回暖。近期，長合水果交易市場緬
甸西瓜日均交易量已達100多車，恢復至疫情
前的一半；價格也出現上漲，均價達3,000至

4,000元（人民幣，下同）/噸。
在距離廣西東興口岸不足百米的店舖內，

范愛萍正忙着整理、碼放剛送來的越南椰蓉
酥、椰子糖等商品。“通關之後，貨物才陸續
有送過來。”范愛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隨
着東興口岸通關有序恢復，越南特產的品類也
逐漸豐富，前來採購和諮詢的顧客也比之前多
了不少。“通關之後產品更多，年前不少越南
特色零食都很好賣。腰果、榴蓮餅、菠蘿蜜乾
等銷量都不錯，還有顧客來專門定製年貨禮
盒。”

據統計數據顯示，1月11日至15日，東興
互市區交易量持續5天達到萬票以上，為歷史
上首次。1月15日，東興互市區交易量和交易
額創歷史新高，分別達13,888票、1.1億元。

“等了3年了，終於通關了！去年因為
疫情店舖都沒有營業，現在通關之後開始有
遊客了，臨近年關，越南的堅果、糖餅開始
熱銷，工作日裏有2,000至3,000元銷售額，
周末能達到5,000至6,000元。”陳金大學畢
業後選擇到東興創業，在緊鄰口岸的東興萬
眾商場經營了12年的越南特產批發店舖。此
前因為疫情，店舖一度暫停營業，如今隨着
東興口岸逐步恢復通關，東興萬眾商場在年
前再度熱鬧起來。“現在通關之後，貨物過
來更方便了，種類也豐富起來。沒通關之前
沒什麼人來，現在年前大家夥都會來備年
貨，最高峰時每天快遞加上現場售賣的銷售
額有1萬多元。”

◆春節臨近，位於中緬邊境的雲南瑞麗畹町口岸芒滿通道一派繁忙景象。圖為1月13日，工人在畹町長合水
果交易市場包裝西瓜。 中新社

◆滿載貨物的重型卡車在廣西憑祥綜合保稅
區。 香港文匯報特約通訊員龐立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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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第九篇：眾裡尋她

因為你
這裡的一花一草
每一條長椅
每一處亭台
都有了特別的意義
我愛這時光裡斑駁的白橋
還有橋畔升騰起來的月亮
愛那片搖曳的婆娑樹影
暗香浮動的紫薇
還有樹影下
更美好的你

我們仰望同一片星空
穿行過同一條小溪
我們站在落紅滿地的小徑
祭拜同一片天地

我要記住這裡的每一寸陽光
還有月亮與雲朵的私語
記住這裡的每一個湧動的黎明
還有飛鳥帶走的秘密

我是路過你的那片風
是你一路追隨的目光
是穿過塵埃的萬丈陽光
在時光的縫隙里為你而亮

我是你的六月天
是你的人間芳菲
是你的陌上花開
是一朵待放的花蕾
在你的目光裡

迎來春天

我要用樹葉做書籤
用天空做畫布
我要在在每一片花草的葉脈上
鏤刻上你的名字
在每一顆露珠上
埋下我晶瑩的淚珠
在天際的每一片雲彩上
塗抹上厚厚的思念
我要和你並肩
做湖邊的參天大樹
用永恆的姿態
在陽光裡招搖
在風雨里相依
在春天裡
吐露新芽
在秋風裡
卸下繁華
……

第十篇： 一笑而過

餐廳一隅，我們相對而坐，我把
弄著面前的一杯清水，慢慢地和你講
述我的故事，我神情淡然，不動聲色
，而對面的你，臉卻漸漸漲地通紅，
似乎極力忍隱著洶湧的情緒， 而大顆
的眼淚，卻慢慢盈滿了你的眼眶，從
臉頰滑落而下。

我明白，你在“感同身受”， 而
我卻在“ 置身事外”。越過山丘，
千帆過盡，原來當風雨過後，我可以
如此波瀾不驚地，訴說自己跌宕起伏

的過往，像是在講一個毫不相干的、
無關痛癢的、旁人的故事。

其實，又有什麼不能釋懷？又有
什麼不能放下？時間的洪流，終會把
一切都變為過往， 變為昨天， 變為
塵封的舊事， 變為結痂的傷疤，變為
厚重的盔甲， 變為今天的堅不可摧。

跌跌撞撞的走， 曾經的執念也終
於日漸趨於平靜和淡然，就如那秋風
後噤聲的寒蟬，終於不再言語， 不再
嘶鳴，在時光無涯荒野裡， 沉默成一
具空殼，被時光灌滿風聲， 被歲月風
乾寂寞， 漠視一切沉浮變幻。

當她在人情冷暖的夾縫裡行走，
在刀口浪尖如履薄冰的笨拙應對， 她
是那樣的疲憊不堪卻又無路可退。她
曾滿足於天上一朵閒雲的飄逸，貪念
路邊一朵野花的艷麗，而浮世裡的塵
埃， 卻遮蔽了她的眼睛，而那麼多輾
轉難眠的夜晚以後，她終於不再有眼
淚。

她被撕裂過， 卻又被癒合過，
她從未被這樣被緊緊擁抱過， 也從未
感覺自己如此堅韌過。他說， “ 生
命要有裂縫， 陽光才能照進來。”
她透過這“ 東非大裂谷”， 終於見
到了那束光，那束人性溫暖的陽光，
足以抵擋人生所有的冰窖和徹骨嚴寒
。

只有流過血的手指， 才能彈出世
間的絕響，所有的疼痛， 其實都是生
命的成長。生命的美，美在它的未知
， 美在它沒有寫好的答案，美在我們
對它永懷的敬畏和期待。

無論我們曾經有過怎樣大大小小
的失意和絕望，我始終相信，這個世
界， 永遠還是美好多過於陰暗，歡樂
多過於苦難。

世界以痛吻我， 我卻報之以歌
， 我向著陽光奔跑， 懷抱著所有的
答案。

第十一篇：一蓑煙雨任平生

漸入秋季，夜也被越拉越長，恍
惚中似乎一切都慢了下來， 白天的陽
光還是一樣的熾熱，而黎明和傍晚迎
面而來的微風， 裹挾著夏天遺留的厚
重和秋日的絲絲涼意，卻讓你不由感
受到了這個季節的柔情和美好。

和朋友約了六點半騎車， 掐著點
睡眼惺忪探身出門，才猛然發現屋外
還籠罩在一片重重的夜色裡。公園像
一隻安靜的正蜷身酣睡的巨獸，秋蟲
高低錯落的聒噪是它的呼吸。昨日的
熱鬧， 此刻的冷寂，彷彿隔著一個世
紀那麼遙遠。而我，像是一個慌不擇
路的夜行者，闖入了這一片沉寂之地
，幾盞路燈藏在婆娑樹影裡，閃著迷
濛的光芒，像是黑暗裡窺探的眼睛，
天邊稀稀疏疏綴著幾顆寒星，月亮細
細長長懸在幽藍的天邊， 如仕女的眉
黛，濃妝淡抹，無限溫柔。
天色漸曉，只見河堤邊一片氤氳繚繞
的白色霧氣，低低的伏著草地，天邊
被塗抹了一片奪目的橘黃，碩大而圓
潤的太陽不緊不慢，血氣騰騰地衝破
了一片迷霧從河溝盡頭噴薄而出， 像

是一場濃墨重彩的清晨的昭告， 那樣
不動聲色， 卻讓人心裡經受了一次滌
蕩靈魂的洗禮。

又遇到了那幾隻小花鹿， 它們警
惕的立在河堤對岸，在晨曦的迷霧裡
放肆奔跑著，我努力捕捉它們的身影
， 它們卻像幽靈一樣， 在這一片迷
幻的霧氣裡若隱若現， 它是在和我遊
戲嗎？還是在和我對峙？這一片河谷
，這一片流水， 這一方天地，就是它
們全部的世界嗎？

我回家的時候， 路過白橋，路過
河心亭，兩隻野鵝， 正各自盤踞在護
欄兩端， 如門神一樣， 聳拉著脖子
， 正襟危坐著；遇到一隻正捧著一顆
大核桃專心啃的小松鼠，旁若無人的
端坐在路中間，突然看到我，整個突
然傻掉，爪子端著半顆核桃， 鼓著腮
幫子，那一臉的錯愕，像極了躲在角
落偷吃糖果的孩子，被媽媽突然發現
時一臉無辜的模樣； 我還遇到了陸陸
續續出來遛狗的鄰居們，他們趿拉著
拖鞋， 無比閒適， 狗子們甩著毛茸
茸的華麗的大尾巴， 在草地上肆意撒
歡， 沒心沒肺的嬉鬧，似乎從不明白
是什麼塵世的煩惱。

又是一天， 美好的一天， 待黎
明驅趕黑暗， 待迷霧散去，待一切迷
惘退卻，陽光終會佔領心田，撒滿每
一寸草間， 每一個樹梢， 每一片雲
端，每一個浪尖，每一個輾轉無眠的
暗夜。
一切終會過去。

【作者簡介】：陳慧慧（ Alita)， 湖南人, 來美12 年，先後居住於德州的奧斯汀和
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 現居休斯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目前在銀行任職。

SD talk show ,子天訪談錄祝大家新年快樂
20232023年迎來了兔年的到來年迎來了兔年的到來，，子天訪子天訪
談錄也迎來了開播兩週年之際談錄也迎來了開播兩週年之際！！主主
播子天感謝大家的支持播子天感謝大家的支持，，會呈現更會呈現更
多好看好玩的優秀節目多好看好玩的優秀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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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美味食譜, 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For more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食譜提供自Recipes is provided by                   <Laura’s Kitchen 蘿拉廚房>  

食材
◆ 21盎司 牛肋條/牛腩，切大塊
◆ 1包 牛頭牌麻辣鍋火鍋湯底
   (內附麻辣鍋底包和濃縮高湯包各1包)
◆ 1/2顆 洋蔥，切大塊
◆ 5根 青蔥，蔥白切段，蔥綠切成蔥花 
◆ 5片 薑 
◆ 1大條 紅蘿蔔，切大塊
◆ 1條 白蘿蔔，切大塊或厚片
◆ 喜歡的麵條
◆ 油菜/青江菜

做法
(1)熱鍋，把牛肋條下鍋煎到面面焦香，起鍋備用。
(2)用鍋內餘油爆香洋蔥、蔥白、薑。
(3)放回表面煎香的牛肉塊、半包麻辣鍋底包，以
    小火炒出醬香。
(4)加入半包濃縮高湯包，再加水淹過食材。以大火
    煮滾後，轉小火加蓋燉煮30分鐘。
(5)加入紅白蘿蔔繼續燉煮30分鐘。
(6)煮麵條、燙青菜，放置碗中。放入牛肉湯內的料、
    淋上熱湯、撒上蔥花即可。趁熱享用！

各大華人超市熱銷中

Spicy Beef Noodle Soup
牛肉麵(簡單不失味)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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