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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 LIN,CC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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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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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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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眾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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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族裔共襄盛舉，帶動商貿交流，為各個
族裔帶來共同發展的未來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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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之聲 》第 27 屆農曆新年園遊會1 月 28 日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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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within 40 hours after 11 people were shot
and killed by a man named Tran in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another 67-year-old named Zhao killed
seven of his colleagues in Half Moon Bay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We don’t really
understand why the Chinese Americans attacked
their own compatriots.

California Governor Gavin Newsom had just
arrived in Monterey Park when he heard about the
other major murders in Half Moon Bay.

The governor commented to reporters,
"Tragedy upon tragedy."

In recent times, we have had many Chinese
who have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Many of
them are engaged in agriculture, marijuana
cultivation and other special businesses. Many
people commit crimes because it is easy to get the
guns.

We would like to strongly appeal to the
Chinese Asian community to face this serious
social problem. We must discuss and communicate through the
churches and social service centers and give the people
psychological consulting as well as our full support.

This crisis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reputation of our
community. We must all participate in and solve these offensive
and tragic crimes together. 0101//2525//20232023

Our Reflections On Major Murder CasesOur Reflections On Major Murder Cases

就在蒙特利公園市舞蹈中心
被陳姓男子開槍射殺十一條人命
之後的四十小時，在舊金山灣區
半月灣地區又有一名六十七歲的
趙姓男子打死了七名同事，我們
非常不瞭解為何這兩名兇手都是
對自己華人同胞下手。

加州州長纽森剛到小台北，
又聞另个重大兇殺案，據統計開
年以己経有三十六起重大案件，
而且多半是刺殺無辜，受害者基
本上和兇手絕沒有深仇大恨，何
必出此毒手？

近年來，華人移民大增，而
且素質也參差不齊，許多都從事
農業或種植大麻，這些特殊行業

是造成關係複雜之原因。
許多人來到美國之後，由於

槍支取得非常容易，因而許多人
就犯下涛天罪行，全美各地自開
年以來已經有三十七起重大槍殺
事件，共有七十九條人命喪生。

我們在此要大力呼籲全美各
地之華人社會，必須正視目前所
遭遇之嚴重社會問題，必須透過
社團教會同鄉會來進行討論和溝
通，發現問題給予心理輔導。

這項危機已經嚴重影響華裔
在美國社會之名聲，我們必須大
家共同來參與和解決這些令人髪
指之犯罪行為。

我們對重大謀殺案之省思我們對重大謀殺案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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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當拜登總統的家裡以及早先他擔
任副總統時曾經使用過的辦公室被他的律師
發現藏有國家機密文件時, 前任副總統彭斯
立即跳出來指責他的前任副總統既違法,也不
該, 他並要求司法部應該嚴格調查此事, 但是
現在他自己也陷入”檔案門”, 他的律師也
在他家裡發現了一批國家機密文件, 對彭斯
而言,這算不算是現世報呢?

請問彭斯副總統, 現在你是不是也應該
要求司法部以同樣的規格與標準來調查你自
己家裡的機密文件呢?

因為先前彭斯副總統一再保證他一向做
事嚴謹, 家裡絕無任何機密文件, 如今他正磨
刀霍霍準備宣布參選2024總統大選之際,竟
被他的秘書在他印第安納州的住宅發現了大
約十二份標記為機密的文件, 這些文件雖已
移交給聯邦調查局, 但難道就沒有事了嗎? 為
什麼不把這些文件直接交給國家檔案管理局
NARA直接處理封存?

從國家機密文件先後在拜登與彭斯家裡
被發現, 再加上先前川普的海湖山莊被搜出
來的400多份機密文件可以證明兩件事: 其一
是,國家檔案管理局NARA功能不彰, 機密文
件流失了,連自己局裡都不知道, 竟還靠副總
統告知才明白, 我相信一定還有許多機密文
件不見了, 只是他們現在還沒有察覺罷了。
其二是, 被列入為”國家機密” 的文件太多
了, 可能許多總統和副總統認為並非重要的
文件也被歸類為”機密”, 所以才會不慎把

”機密”帶回家裡! 所以將來國家檔案管理
局是不是對於機密文件的歸類要重新檢討一
下呢?

國家機密文件照理說是攸關了國家安全
的重要文件, 所以政府高級官員必須根據適
用的法律法規妥善保護, 一旦離開現職就應
該依據規定交由國家檔案局存檔和保護, 任
何人違反了規定就應該要被嚴格懲罰判處監
禁刑期以儆效尤。

根據美國“總統記錄法”(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任何屬於國家機密的文件檔案
,總統在卸任後都必須歸還給國家檔案局, 任
何偷竊、刪除、銷毀與私藏國家機密文件者
都違反法律, 而原本違反此法只屬一般犯罪
(crime), 但川普在2016年總統大選時,對手希
拉蕊因陷”郵電門”, 所以川普在當選後促
成國會修訂此法為重罪(felony),違反者除入
獄罰款外, 也不能再擔任公職, 而去年8月川
普自己卻違反了這個法律, 他在佛州棕櫚灘
的豪宅”海湖莊園” (Mar-a-Lago) 私藏了
大量國家機密檔案在遭到聯邦調查局FBI搜
索取走後引發了軒然大波, 目前仍在偵辦中
。目前尚不清楚司法部會不會成立一個專案
調查小組去調查彭斯副總統, 共和黨大佬南
卡州參議員葛萊姆(Lindsay Graham) 則是強
硬要求司法部調查到底, 不知道葛萊姆是不
是基於2024年總統大選的考量, 希望藉由”
文件門” 以掃清共和黨黨內初選的障礙呢?
且讓我們繼續觀察其中的奧秘吧!

繼近2週前俄羅斯軍隊與
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Wag-
ner Group）宣稱攻占烏克蘭東
部鹽礦城鎮蘇勒答爾（Soledar
）之後，烏克蘭當局今天首度
證實，烏軍已撤離蘇勒答爾。

路透社報導，烏克蘭公共
廣播公司Suspilne援引東部軍
區司令部發言人奇列瓦蒂
（Serhiy Cherevatyi）說法稱
， 「為保護軍人的生命，國防
軍已撤離蘇勒答爾」 。這是烏
國當局首度證實，位於頓內茨
克（Donetsk）地區的蘇勒答
爾已經淪陷。

奇列瓦蒂說， 「（我方部隊）完成了他
們的主要任務：避免敵人在頓內茨克方向取
得系統性突破。」

他還指出，烏克蘭在蘇勒答爾的防線，
成功阻擋俄軍突破烏克蘭的後方防線。

根據奇列瓦蒂的說法，在雙方激烈交戰
中，烏軍從未在蘇勒答爾遭到包圍，俄軍也
沒有俘虜任何烏國戰俘。

戰前擁有1萬人口的蘇勒答爾於今年1
月初成為俄軍攻擊的核心，俄烏為爭奪當地
控制權展開激烈戰鬥。

烏克蘭首度證實 烏東鹽礦重鎮蘇勒答爾宣告淪陷
日本近期遭逢 「十年難得一遇」 寒流侵襲，截

至今天上午，各地創下最高積雪紀錄，鐵、公路交
通已癱瘓，超過300個航班被迫取消，當即正全面
展開陸路鏟雪工程。日媒捕捉到，高速公路部分路
段車流回堵數十公里，將近2,600輛車動彈不得，
車頭甚至凍出冰柱的驚人畫面。

綜合NHK、《京都新聞》報導，以三重縣四日
市市為起點的新名神高速公路，連接滋賀縣、京都
府、大阪府等地，當地自24日晚間開始降下間歇
性大雪，今天凌晨3點左右，出現些微壅塞情形，
直至下午2時，因為道路積雪幾乎淹沒半個輪胎，
周圍道路陸續封閉，導致三重縣與滋賀縣之間部分
路段回堵約10公里；草津系統交流道也綿延將近

31公里，駕駛被迫滯留車內10個多小時。
一名原定從千葉縣開往兵庫縣的女駕駛表示無

奈，她已經困在停車場10個多小時還無法上路；
可以看到鈴鹿停車場滿滿都是卡車，由於車位有限
，許多駕駛被迫停在外面。NHK記者下午抵達時，
積雪已達膝蓋高，便利超商的零食、餐盒、飯糰也
都搶購一空，大家靠著所剩不多的糧食等待啟程奇
蹟，有人等了12小時才吃到第一餐，還有駕駛乾
脆不吃不喝，避免急著找廁所。

由於此次寒流堪稱日本十年難得一遇，人、車
紛紛 「凍」 未條，30多歲的駕駛拍下，塞在公路上
的大卡車車頭結出大根冰柱，形容室外能見度極差
，凌晨出現暴風雪，大家都不敢輕舉妄動。

暴雪襲日 高速公路急凍2600車堵死 大卡車頭驚見巨根冰柱

年僅4歲的天才兒童泰迪霍布斯（Teddy Hobbs）堪稱是目
前英國最聰明的小男孩，自學7國語言能從1數到100，成為高
智商組織門薩（MENSA）最年輕的成員。

根據CBS新聞報導，霍布斯2歲時就展現過人學習能力，嘴
裡時常念念有詞，看著電視還會變模仿字母的發音，因此學會閱
讀。當他在玩黏土玩具時，母親問： 「這是什麼呀？」 霍布斯回
說： 「我在切出肯亞（非洲國家）的形狀。」 小小年紀擁有這般

天賦，著實驚豔了大人們，因此趁著
疫情期間哪都不能去，父母提前送他
至幼兒園學習。某天，母親貝絲
（Beth）突然接到老師打來的電話，
激動說道： 「是的，他會閱讀！」

此外，霍布斯在3歲時就通過世界規模最大的高智商組織門
薩（MENSA）的測驗，得到 139 高分，在同齡兒童間排名

PR99.5，成為最年輕的門薩成員；如今4歲的他透過各種自學，
已經能用除母語以外，其他6國語言從1數數到100，包括法語
、德語、西語、威爾士語和普通話等等，甚至正在學習經典名著
哈利波特的小說。

4歲神童靠自學說7種語言 IQ高達139成最年輕門薩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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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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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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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22年全世界有86名記者及媒體工作者遇害

綜合報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表示，2022年全世界有86名記者及媒

體工作者遇害，相當於平均每四天就有壹名記者遇害。這壹數據凸顯了

記者在工作過程中持續面臨的高風險及脆弱處境。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阿祖萊表示，遇害記者人數在2022年急劇

攀升令人擔憂。各國政府必須加大努力，打擊犯罪行為、嚴懲罪犯，因

為漠不關心是暴力泛濫的壹大推手。

記者遇害案件在2022年激增，這意味著近年向好的趨勢遭遇逆轉。

根據教科文組織遇害記者觀察站數據，2018年有99名記者遇害，2019至

2021年降至年均58人。數據的變化是對世界的示警，全球法治體系出現

了更多缺口，各國未能履行其保護記者、預防並懲處針對記者的犯罪的

義務。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是2022年遇害記者人數最多的區域：高達44

人，占全球總數的壹半以上。此外，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有16名記者遇害

，東歐有11人。遇害記者數最多的國家依次為墨西哥(19人)、烏克蘭(10

人)和海地(9人)。

據統計，約半數的遇害記者在非工作時間罹難，場所包括旅途中、

家中或停車場和其他公共場地。這是近年的發展勢態，表明記者已沒有

安全的空間，即使在業余時間也可能遭遇不測。記者遇害原因不壹，有

因報道有組織犯罪、武裝沖突或極端主義興起而遭到報復，有因報道腐

敗、環境犯罪、濫用權力和抗議活動等敏感話題。

雖然打擊針對記者的犯罪在過去5年取得了壹些進展，但仍有86%

的罪犯逃脫了懲罰。這壹高比例令人震驚。這表明打擊有罪不罰現象仍

然是壹項緊迫任務，這方面的國際合作有待進壹步強化。

教科文組織是聯合國體系中保障表達自由和記者安全相關事務

的對應機構，負責協調《聯合國關於記者安全和有罪不罰問題的行

動計劃》。教科文組織嚴厲譴責每壹起殺害記者事件，並監測後續

司法行動。

“最嚴重罷工”令英國雪上加霜

據路透社報道，英國政府近日向議

會提交了壹項反罷工法案，要求該國關

鍵公共服務行業在工人罷工期間維持基

本功能。

火車司機罷工、公交司機罷工、郵局

投遞員罷工、醫護人員罷工、教師罷工、

公務員罷工、邊境管理局罷工……自2022

年下半年開始沸騰的英國各行業“罷工

潮”，2023年並未出現緩和態勢，反而

愈演愈烈。英媒引述英國壹名工會領導

人的話稱，由於沒有任何壹方願意讓步

，席卷英國的罷工浪潮可能將在2023年

持續很長時間。

罷工浪潮 不斷蔓延
新年伊始，此起彼伏的“罷工潮”

繼續困擾英國。

英國公共和商務服務聯盟近日宣布，

由於生活成本危機與薪酬爭議，其約10萬

名成員將在2月1日舉行罷工。英國公共和

商務服務聯盟是英國第六大工會，其大部

分成員為英國政府的工作人員。

與此同時，英國救護車工作人員、

蘇格蘭中小學教師等群體也相繼舉行罷

工。英國全國鐵路、海運和運輸工人工

會則表示，工會與雇傭方距離達成協議

還有很長距離，鐵路工人的罷工還將長

期持續。

自2022年下半年以來，在英國通脹

達到40年來最高水平、能源價格上漲進

壹步推高生活成本等背景下，護士、救

護車工作人員和鐵路工人等多個群體紛

紛罷工以要求提高薪酬和福利待遇，導

致英國的鐵路交通、機場運輸、郵政服

務等相繼陷入癱瘓狀態。

路透社指出，英國面臨的是自20世

紀70年代末撒切爾夫人執政以來最嚴重

的罷工，再加上兩位數的通脹率，英國

目前壹片頹勢，生活水平正以自20世紀

50年代有記錄以來最快的速度下降。

進入2023年，情況並未好轉。英媒報

道稱，1月4日，英國鐵路工人以為期壹周

的罷工拉開了新年的序幕，最新壹輪的罷

工活動影響數以百萬計民眾的通勤，使他

們難以重返工作崗位。護士和救護車司機

則計劃在1月稍後時間舉行罷工。英國

最大的護士工會皇家護理學院透露，將

於1月18日和19日罷工兩天。

分析人士指出，英國醫療系統的罷

工非常罕見。在此之前，英國皇家護理

學院在其106年的歷史中從未召集過罷

工。救護車罷工也是1990年以來的第壹

次此類行動。

1月9日，英國府多名部長級官員分

別與相關工會會面，試圖結束從醫療到

交通運輸等各個行業的罷工浪潮。其中

，交通大臣與鐵路工會會面，教育大臣

與教師工會會面，衛生大臣與代表救護

車工作人員和護士的工會會面，但相關

工會對談判結果並不滿意。

經濟疲軟 應對乏力
中國人民大學歐洲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閆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分析稱：“英國

‘罷工潮’持續不斷的深層原因在於，近

十幾年來，英國受歐債危機、‘脫歐’、

新冠疫情等影響，經濟增長乏力。同時，

英國保守黨政府長期實施財政緊縮政策，

公共服務部門支出捉襟見肘。近10年來，

英國社會平均工資增長停滯，許多行業

員工入不敷出。目前，各行業工會加薪

目標與雇主能接受的目標相距甚遠，例

如英國護士要求19%的加薪幅度，但英

國政府只同意加薪4%。”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報告顯示，

自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2年第三季度，

英國經濟下降0.4%，表現遠差於經合組

織38個成員國的累計增長3.7%。

壹邊是經濟增長停滯不前，壹邊是

通貨膨脹居高不下。《金融時報》報道

稱，2022年11月，英國的食品通脹率為

16.6%，創下45年來新高，預計英國國家

統計局隨後公布的2022年12月食品通脹

率還會繼續升高。由於生活成本飆升，

2022年12月上半月，有45%的英國人不

得不削減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采購。英

國食品行業預計，英國家庭將迎來“艱

難的又壹年”。

“近10年來，考慮到通脹因素，英

國壹些行業的工資實際是負增長的，民

眾的錢包普遍‘縮水’。具體到在此次

‘罷工潮’中的壹個主要群體——醫護

人員，新冠疫情持續近3年，病患積壓

，英國壹線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實際很

大，非常疲憊。再加上‘脫歐’之後，

英國醫護等公共部門本就面臨人手緊缺

的問題，進壹步增加了在崗人員的工作

量。在這樣的背景下，工資始終沒有明

顯增長，民眾不滿情緒日益強烈。”中

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副所

長、副研究員曲兵向本報記者分析稱。

英國壹家獨立醫療智庫近日發布的

調查報告顯示，“脫歐”加劇了英國醫

務人員短缺狀況，導致幾大主要專科領

域的醫生數量比預期少了4000余人。而

皇家護理學院在此前罷工中抗議的壹個

主要問題就是長期人手不足。

英國首相蘇納克近日表示，願意討

論為護士加薪的問題，以結束近期加劇

醫療服務系統危機的“罷工潮”。蘇納

克說，政府希望就護士的薪酬問題進行

合理、誠實、雙向的對話。

“面對‘罷工潮’，英國政府並非不

想做出妥協，而是有心無力。在經濟增長

疲軟的背景下，英國財政本身就存在巨大

‘窟窿’。從2022年11月英國財政大臣發

布的政府秋季預算案可以看出，未來壹段

時間，英國政府主要考慮的仍是如何縮減

開支。因此，目前英國政府對民眾只能采

取壹些安撫措施。”曲兵說。

沖擊社會 加劇動蕩
持續不斷的“罷工潮”給英國經濟

社會造成巨大沖擊。

據報道，1月7日，數萬名英國鐵路工

人繼續舉行罷工。持續的罷工導致英國鐵

路運輸只有約1/5的車次仍能正常運行，

約壹半的鐵路服務網絡中斷，威爾士、蘇

格蘭和英格蘭農村的大部分地區鐵路全天

停運。英國鐵路網公司呼籲民眾，如“非

必要”，應減少乘坐鐵路交通出行。

1月11日，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約2.5

萬名救護車工作人員再次舉行大規模罷工

。罷工期間，僅心臟驟停等嚴重危及生命

的情況才會立即得到緊急救護服務。

“‘罷工潮’將造成英國雇員和雇

主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社會進壹步動

蕩不安，同時也會加劇社會分化，使英

國本就艱難的經濟恢復更加困難。”閆

瑾分析稱，英國工人工資下降，家庭收

入大幅縮水，高通脹可能會比其他國家

持續更長時間，英國有可能面臨七國集

團中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近日，《金融時報》對英國101名

主要經濟學家進行年度調查，絕大多數

經濟學家認為，由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

機引起的通貨膨脹沖擊，在英國的持續

時間將比其他國家更長。他們認為這將

迫使英格蘭銀行維持高利率，並迫使政

府“實施更緊縮的財政政策”。經濟學

家預計，已經開始下降的英國GDP將在

2023年繼續下降，英國將面臨七國集團

中最嚴重的衰退和最微弱的復蘇。

經合組織也預測稱，2023年英國國內

生產總值將下降0.4%，2024年將僅增長

0.2%，這將是發達國家中最嚴重的衰退。

彭博社引述英國工業聯合會的警告

稱，除非政府在投資稅減免、不斷萎縮

的勞動力方面采取行動，否則英國經濟

將面臨“增長停滯的十年”。英格蘭銀

行更預測，英國或將陷入“百年來最漫

長的衰退”。

“英國只有推動經濟增長，才能創

造更多財富和就業，進而提高英國民眾

的工資待遇，從根本上解決‘罷工潮’

，但這在短期內很難實現。目前，英國

民眾整體士氣低落，‘罷工潮’可能進

壹步加速英國經濟衰退。”曲兵分析稱

，值得註意的是，受烏克蘭危機以及能

源危機的影響，歐洲其他國家當前普遍

日子都不好過，類似的罷工行動也時有

發生。如果歐洲各國政府不妥善解決，

某些民粹主義政黨可能借機挑動民意，

助長民粹主義的擴散。

2022年全球電動汽車市場份額首次增至10%

綜合報導 據外媒報道，最新統計數

據顯示，2022年，全球電動汽車銷量占所

有新車銷量的比例首次達到 10%，高於

2021年的8.3%。

LMC Automotive 和 EV-Volumes 提供

的數據顯示，2022年全球電動汽車銷量

總計約 780 萬輛，同比增長 68%。而

2022 年全球新車總銷量8060萬輛，同比

下降約1%。

全球電動汽車銷售的主要市場是歐洲

和中國。在這兩個市場中，制造商將重點

放在電動汽車銷售上，並在優化和改進現

有車輛的同時推出了大量新車型。數據顯

示，2022全年純電動汽車占歐洲汽車總銷

量的11%，中國為19%。如果加上插電式

混動汽車，去年歐洲銷售的電動汽車占總

銷量的比例上升至20.3%。

外媒評論稱，去年全球電動汽車銷量

激增，主要受中國和歐洲的強勁增長所推

動，為遭受經濟放緩、高通脹和生產幹擾

等因素影響的汽車市場提供了喘息之機。

在中國和歐洲，電動汽車在整體市場中的

份額變得相當大，正日益成為主流，並影

響全球汽車市場的表現。

此外，數據顯示，2022年，電動汽車

占美國所有汽車銷量的5.8%。德國汽車制

造商協會數據顯示

，2022年電動汽車

產量已經占新車產

量的 25%。去年 12

月，德國電動汽車

的銷量更是超過了

傳統燃油汽車。

2023 年電動汽

車銷量預計會再次

增長。數據統計與

預測機構S&P Glob-

al Mobility預計，今

年電動汽車銷量將

達到1000萬輛，占

全 年 新 車 銷 量 的

14%。

大眾汽車方面，其去年新車總銷量下

降了7%，至830萬輛，但電動汽車銷量增

長了26%，達到57.21萬輛。同時，福特汽

車、梅賽德斯-奔馳集團均表示，其電動汽

車銷量在2022年翻了壹番多，而汽車總銷

量則有所下降。

不過，也有汽車行業分析師警告稱，

2023年電動汽車可能難以重現去年的強勁

表現。壹方面，經濟衰退風險將打擊消費

者的購買意願；另壹方面，購車補貼政策

的退出也是不利因素。

安永汽車分析師彼得· 法斯表示，未

來壹年，經濟疲軟將可能會減弱消費者

和企業的需求，汽車打折的情況將再次

出現。

還有分析指出，從短期來看，電動汽

車銷售持續強勁的最大障礙是，電池制造

所必需的壹些關鍵礦物價格飆升和供應鏈

中斷。從長遠來看，需要加大力度推出足

夠多的充電基礎設施，以滿足電動汽車銷

售增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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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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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各 地 對 中 國 知 名 影 音 軟 體 抖 音
（TikTok）的禁令逐步增加，威斯康辛大學
系統當地時間24日宣布，將禁止在大學系統
的設備上使用 TikTok。共和黨參議員霍利
（Josh Hawley）更表示，他將提出一項法案
，目標是在全美範圍內禁止使用TikTok。

美聯社報導，迄今美國近一半的州已經
封鎖這家中國公司的應用程式。1月稍早，民
主黨籍威斯康辛州長埃弗斯（Tony Evers）禁
止在當地的手機和其他設備上使用TikTok，
理由是對隱私、安全和安保存在潛在風險。

但州長當時的命令，並不適用於擁有4萬
名教職員工的威斯康星大學系統，因為大學
不是行政分支機構。該大學系統的旗艦學校
是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擁有多個Tik-
Tok帳戶，其中一個是女排校隊的帳戶。美國
的大學經常使用TikTok帳戶，作為招聘工具
來聯繫高中生。

最近幾週，美國其他一些大學也禁止使
用TikTok，包括奧本、奧克拉荷馬、阿肯色
、喬治亞、愛荷華和德州大學等。

路透報導，霍利在社交平台推特表示，
「TikTok是中國進入美國人生活的後門。它

威脅到我們孩子的隱私和心理健康」，他還
強調， 「現在我將立法在全國範圍內禁止它
」。但霍利沒有說明何時提出該法案。

TikTok在聲明中表示，霍利呼籲全面禁
止TikTok，對國安、數據安全、隱私和在線
危害等廣泛的問題採取了零零碎碎的做法，
「我們希望他將精力集中在整體解決這些問

題上」，而不是假裝禁止一項服務，可以解
決他關心的任何問題，或讓美國人更安全。

TikTok歸字節跳動所有，該公司於2020
年將總部遷至新加坡。批評人士稱，中國政
府可以訪問用戶數據，例如瀏覽歷史和定位
。美國武裝部隊禁止在軍事設備上使用該應
用程式。

TikTok被2／3的美國青少年使用，並已
成為世界上該領域第2大最受歡迎的軟體。但
美國兩黨長期以來，一直擔心北京會利用法
律和監管權力獲取美國用戶數據，或試圖推
動親中國的敘述、或錯誤訊息。

美國又一大學禁抖音 參議員提議全國禁止

警方表示，美國華盛頓州今天稍早隨機
攻擊槍殺3人的槍手，在致電母親後，飲彈自
盡。

法新社報導，華盛頓州這起槍案前，加
州昨天才發生兩起大規模槍擊案，共造成18
人死亡。

華盛頓州亞基馬市（Yakima）警方說，
21歲的本地男子哈多克（Jarid Haddock）晚間
在1家便利商店內外行凶後逃逸。

警方在這個位於西雅圖東南方160公里、
10萬人口的城市展開大規模搜捕行動，並警

告行凶男子攜帶武器極其危險。
亞基馬市警察局長莫瑞（Matthew Murray

）表示： 「這似乎是場隨機攻擊。」
數小時後，警方接到1名女性打來的報案

電話，稱這名遭通緝的男子跟她借手機。
莫瑞告訴記者： 「然後他打電話給他的

母親，自白犯案： 『我殺了那些人』。」
急救人員趕到1家超市附近的現場，聽到

男子自盡時的槍聲， 「他們施以急救設法挽
救他的性命，但他不久後宣告死亡」。

美國華盛頓州3死槍案 警方：槍手已自戕
加州舊金山南方2座農場23日發生槍擊案

，釀成7死1傷，警方昨（24）日定調這起槍擊
案可能是 「職場暴力事件」。美國媒體更取得
10 年前法庭紀錄，顯示 66 歲華人兇嫌趙春利
（Zhao Chunli，音譯）過去曾試圖悶死同事，
甚至威脅用菜刀砍對方的頭。

綜合美聯社、《舊金山紀事報》（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報導，66 歲華人農工
趙春利23日下午2時左右持合法購買的半自動
手槍，前往舊金山以南濱海城市半月灣（Half
Moon Bay）他受僱的蘑菇農場掃射，造成4人
死亡、1人重傷，他犯案後隨即驅車前往隔壁
他先前受僱的蘑菇農場開火，造成3人死亡，
兩起連續槍擊案一共造成7死、1傷。

趙春利後續開車前往加州聖馬提歐郡
（San Mateo County）警長辦公室位在半月灣的
分局，警方在停車場目擊趙春利在車內後將他
逮捕。目前尚不清楚趙春利為何在犯案後開車
前往警察局。

另外現階段仍無法得知趙春利的確切犯案
動機，不過聖馬提歐郡警長辦公室發言人艾倫
（Eamonn Allen）昨日表示，現有的所有證據
指向 「職場暴力事件」，7名死者中5人為男性
，2人為女性，當中有亞裔及西班牙裔，部分
罹難者為移民。

當被問道趙春利是否有犯罪紀錄時，艾倫
強調沒有確切指標顯示他有能力 「做這樣的事
」。

不過《舊金山紀事報》取得2013年的法庭
紀錄顯示，趙春利過去曾試圖悶死同事，甚至
威脅用菜刀砍對方的頭顱，支持警方 「職場暴
力」的推測。

法庭紀錄顯示，2013年趙春利的同事兼室
友王英九（Yingjiu Wang，音譯）向法院申請
對趙春利的臨時禁制令，兩人為聖荷西（San
Jose）一間餐廳的同事。根據王英九的禁制令申
請內容，他稱趙春利在當年3月10日辭職，不
過2天後卻闖進他房間要求支付薪水，王英九
當下表示手上沒有支票，趙春利隨即威脅要殺
了他，甚至抓起枕頭蓋住王英九的臉想要悶死
他，王英九用盡全力才把他推開。

王英九說他之後大喊救命，另一名室友本
來要進房幫忙，不過趙春利卻把房門反鎖，兩
人開始在床上扭打，王英九最終說服趙春利停
止動手，趙春利要求返回餐廳工作，不過王英
九表示辦不到。法庭文件並未說明為何趙春利
向王英九索取薪水。

2 天後王英九工作返家後遇到趙春利，趙
春利再度要求返回餐廳工作，王英九在禁制令
申請書中寫道， 「如果無法完成，問題就大了
，對所有人都不會是好事，對我及我工作的餐
廳可能是威脅」， 「趙先生說會拿廚房菜刀砍
我的頭。」

法官後續批准對趙春利的禁制令，他不得
靠近王英九的住家300碼（約274公尺），不過
禁制令於當年7月失效。

加州農場槍擊可能原因曝
華人嫌曾要悶死同事嗆拿刀砍頭

美國國會高層今天指出，前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的律師上週在彭斯家中發現標註機
密的文件，已將這些資料交給聯邦調查局（FBI）。

法新社報導，美國共和黨籍聯邦眾議院監督暨改革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Over-
sight and Reform）主席柯默（James Comer）在聲明中表示，彭斯 「今天主動聯絡有關在他印
第安納州家中發現機密文件的事」，還說彭斯已同意 「完全配合」任何國會調查。

根據彭斯的律師說法，彭斯2021年卸任時， 「少量」的文件被 「無意中裝箱」並運回他
在印第安納州的家中，上週發現後隨即讓律師通知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

目前還不清楚這些文件內容、敏感性或機密等級。
美國政壇近來 「密件門」引發關注，總統拜登私人辦公室和宅邸也發現有機密資料。此

外，前總統川普被控在FBI調查他宅邸發現有更大量政府機密時妨礙司法偵查。
柯默今天表示： 「前副總統彭斯的透明度與拜登的白宮幕僚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白宮

幕僚持續對國會和美國人民隱瞞資訊。」不過柯默沒有提到川普的事。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引述未具名消息來源報導，彭斯因 「出於謹慎考量」而要

求律師在他的宅邸搜尋，律師上週開始檢查存放在彭斯家中的4個箱子，發現 「少量」標註機
密的文件。

密件門擴大美前副總統彭斯家中也發現機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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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去年GDP達121萬億年增3%
防疫優化後四季度增速回落但仍高於預期 紓困政策助改善房地產指標

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繼
2020年、2021年連續突破100萬億元、110萬

億元之後，2022年中國經濟總量突破120萬億元，
躍上新台階；按年均匯率計算，折合美元約18萬億
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達到12,741美
元，連續兩年保持在1.2萬美元以上。另外，中國
3%的經濟增速快於多數主要經濟體。據IMF預測，
美國、日本2022年GDP增長都不超過2%。

上季GDP增速2.9%
過去一年，受疫情等影響中國經濟修復一波

三折，一季度GDP同比增長4.8%，4月開始上海
等地疫情超預期，疊加俄烏衝突等外部衝擊，二
季度增速降至 0.4%，三季度經濟增速回升至
3.9%，而四季度後隨着防疫優化調整，疫情感染
人數短期大增，四季度GDP增速回落至2.9%，但
明顯高於市場預期。

專家：或意味中國經濟反彈比預期更早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表示，四季度

GDP增速超預期，可能意味着疫情防控優化後，

中國經濟走出底部的時間比預期更早。從2022年
12月主要經濟指標看，疫情衝擊下生產走弱，但
內需指標開始回暖，這是一個頗為積極的信號。
尤其是，基建投資繼續發揮支撐作用，製造業高
景氣延續，房地產市場在改善，消費特別是商品
零售迅速修復。

根據統計局數據，2022年12月服務業生產指
數降幅從11月的1.9%收窄至0.8%，固定資產投資
當月同比從11月的0.8%提高至3.1%，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當月同比降幅從 11月的 5.9%收窄至
1.8%，折射內需強弱的進口當月同比降幅也從
10.6%收窄至7.5%。

今年GDP增速料達5%以上
紓困政策持續落地下房地產相關指標均出現

改善。2022年房地產投資累計下降10.0%，但在
政策支持和2021年同期基數走低的提振下，12月
當月房地產投資同比降幅收窄7.7個百分點至
12.2%，為近三個月來最高。商品房新開工面積、
竣工面積、銷售面積、銷售額、房企到位資金降
幅也均收窄。

展望2023年，鍾正生預計，在外需放緩、出
口走弱後，政策更需統籌發力，擴大內需、暢通
內循環。在各項政策積極呵護下，在市場主體預
期改善中，中國經濟的常態回歸之路或將更迅
速，預計2023年中國GDP增速將達到5%以上。

鍾正生特別指出，今年房地產投資對中國經
濟的拖累有望明顯趨弱。在“保穩定”要求下，
房企融資將繼續改善。土地成交、新開工面積等
領先指標顯示2023年房地產施工將有支撐，隨着
房企融資改善，“保交樓”取得更大進展，將推
動存量項目加快施工。

“當前國際環境仍然在複雜演變，世界經
濟增長動能在趨緩，全球貿易形勢不容樂觀，
世界經濟可能面臨滯脹局面；國內經濟恢復的
基礎還不牢固，企業的生產經營困難也還比較
多，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夠強，群眾在就業方面
困難還不少，推動經濟整體好轉仍然需要我們
付出艱苦的努力。”康義表示，隨着疫情防控
轉入新階段，各項政策不斷落實落細，生產生
活秩序有望加快恢復，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將不
斷積聚增強。2023年中國經濟會整體好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

國家統計局17日公布2022年中國經濟“成績

單”，經初步核算，2022年全年中國國內生產

總值（GDP）達到 121 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按不變價格計算，比2021年增長3%，人

均GDP連續兩年保持在1.2萬美元以上。展望

2023年中國經濟走勢，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康

義表示，儘管外部環境複雜嚴峻，世界經濟陷入

滯脹風險上升，國內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但

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足、長期向好基

本面沒有改變，資源要素條件可支撐。隨着疫情

防控轉入新階段，各項政策不斷落實落細，生產

生活秩序有望加快恢復，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積聚

增強，今年中國經濟將會整體好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17日
公布數據顯示，2022年12月城鎮
調查失業率為5.5%，較11月回落
0.2個百分點。2022年全年城鎮新
增就業1,206萬人，超額完成預期
目標。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在國
新辦發布會上表示，今年內地高
校畢業生規模預計超過1,150多萬
人，就業總量的壓力仍然存在，
結構性的矛盾仍然突出，但是隨
着經濟的好轉，就業需求的擴
大，崗位會相應增加，2023年就
業形勢有望總體改善。

對於12月城鎮調查失業率有
所回落，康義解釋說，這主要是
因為勞動參與率下降。12月由於
農民工返鄉、感染人數增加等原
因，勞動參與率下降1.1個百分
點。

上月16-24歲失業率降至16.7%
康義表示，當前就業基本盤總

體穩定，受疫情散發多發的影響，
去年個別月份城鎮調查失業率出現
階段性上升，高的時候調查失業率
達到過6.1%。但從全年來看，總體
失業率保持基本穩定，尤其是隨着
穩經濟一攬子政策和接續政策落地
顯效，近期就業形勢有所改善。

同時，重點群體就業保障有
力。一系列援企穩崗的就業幫扶
政策落實落地，對高校畢業生、
農民工等重點群體的就業穩定產
生了積極的影響。去年12月，16
至24歲青年人失業率繼續下降0.4
個百分點至16.7%，全年農民工
總量達到29,562萬人，比2021年
增加了 311 萬人，超過疫情前
2019年的規模。

展望今年就業形勢，康義指
出，隨着疫情防控優化措施逐步落
實，生產生活秩序逐步回歸常態，
企業生產經營也將逐步改善，將帶
動用工需求逐步恢復擴大；交通物
流、居民出行增加，將帶動住宿、
餐飲、旅遊等服務業恢復，有利於
吸納更多就業；新動能的快速發展
將持續創造更多新的工作崗位；各
地區各部門持續強化就業優先政策
也將為就業穩定提供有力的保障。
總體看，2023年就業形勢有望總
體改善。

去
年
新
增
就
業1 2 06

萬
人
今
年
就
業
有
望
改
善

◆◆20222022年中國年中國GDPGDP達到達到121121萬億元人民萬億元人民
幣幣，，比比20212021年增長年增長33%%。。圖為江西上饒一家圖為江西上饒一家
電子企業員工在車間內作業電子企業員工在車間內作業。。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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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藥販子在內假藥販子在內
地網絡求藥群組地網絡求藥群組
發送的含有虛假發送的含有虛假
宣傳成分的宣宣傳成分的宣
傳單頁傳單頁。。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內地傳真內地傳真

至親至親食偽仿藥食偽仿藥過身過身
孝子陷自責維權孝子陷自責維權

進口新冠特效藥一藥難

求，不法商人吹噓擁多款印度

“山寨版”新冠口服藥，並把

藥經香港再走私到內地。有內

地新冠患者因誤食上述藥劑耽誤治療身亡，其家屬常先生自責不已：“是我害了媽媽。如果不是假藥

延誤了媽媽的病情，媽媽也許不會……”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內地警方高度重視相關情況，也在

密切關注進展。警方建議，若購買到假印度仿製藥，可向當地藥監部門舉報以獲得權威鑒定結果固定

證據。警方表示，若相關案件涉及金額和數量均達刑責條件，各地警方便會逐級上報，由公安部統

一進行研究部署。受訪律師表示，必要時內地警方可透過國際刑警組織要求印度司法協助。

◆ 文/圖 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大量的無抗病毒成分的仿製藥引發內地網
民憤怒。包括常先生在內的近60位買到“綠
盒”假藥的受害者組建“維權索賠團”，在要
求代購退款的同時，分別向所在地警方報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多地警方已接獲
民眾的報案請求，惟部分網民手中證據不足，
給各地警方案件受理帶來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致電內地警方，對方表示
多地警方已關注到這一情況，也會進一步密切
關注進展。但仿製藥品的問題，警方亦需委託
專業鑒定機構進行鑒定方可立案。因此涉及藥
品包括仿製藥品的問題，受害者宜先向國家市
場監管總局下屬的藥監部門進行舉報，並由其
進行更為專業的鑒定，“特別是涉及仿製藥
品，需要藥監部門首先確定藥品中達到‘假
藥’的標準，藥品中都含有哪些成分、如何界
定等等都需要專業部門來評判。”上述人士強

調，如果內地相關案件情況涉及金額高、數量
多、範圍廣，且超過藥監部門行政管理範圍，
內地警方將依據法律介入偵辦。若各地警情突
出，地方公安機關會逐級上報至公安部，由公
安部進行總體研究部署。

北京君樹律師事務所主任謝通祥接受香
港文匯報採訪時指出，內地警方在追查該案
時，必要情況下可以通過國際刑警組織，要
求印度警方司法協助。至於內地買到假藥的
受害人應如何索賠，他認為，藥品安全關係
到民眾的生命健康，如果經司法鑒定，該藥
品存在以非藥品冒充藥品或以其他藥品冒充
此種藥品情形的，並且在中國境內以盈利為
目的進行銷售的相關人員就可能涉嫌銷售假
藥，因此購買該假藥的受害人可以向中國司
法機關提出刑事控告，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訴
訟尋求民事賠償。

多地警方接報案
正密切關注事態

“我不能就此罷了。他們必
須受到懲罰。”近60名買到“綠
盒”假藥的受害者組建“維權索
賠團”正努力搜證，要把不法分
子繩之以法。儘管東窗事發後，

網絡藥販大部分都已刪除與購買者的聯繫方式。但
記者採訪時發現，仍有不法分子開始低價收購受騙
者手中的假藥圖再加價向他人銷售。

有受害者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的微信對話記錄顯
示，代購謊稱其所銷售的“綠盒”為正品行貨，貨源渠
道為正常清關所來，因此一盒售價高達3,588元（人民
幣，下同），發貨地點在深圳。記者了解到，上述藥品
在香港和內地均未登記在冊，因此根本不可能循正常清
關途徑引入內地。而根據內地相關法律規定，正當進口
的藥品還必須更換中文包裝和配有中文說明書。

組建索賠團的陳先生告訴記者，他是上月29
號在網絡購物平台搜索到海外代購，賣家首先提
示加微信，在微信上聊價格，然後發送鏈接直接

拍，或者在微信上發收款碼，提前支付。“微信
掃碼掃的是第三方金融收款碼，不是賣家自己的
收款碼，規避風險。賣家還說，在購物平台上不
允許聊藥品等敏感詞。”陳先生說，他注意到這
位代購的朋友圈全是各種印度藥的信息，且能看
到過去的朋友圈紀錄，並不像臨時藥販。

雖然印度綠盒Primovir遭遇假藥危機，但網
絡上的代購和藥販仍然在極力向內地民眾推廣其
它包裝的新冠仿製藥。記者潛伏的仿製藥銷售群
中，部分代購仍堅稱綠盒仿藥是真藥，甚至怒斥
檢測機構的報告造假。只是新銷售的藥品每盒成
交價格較之前腰斬一半還多。在記者採訪中，三
四線城市及偏遠地區的民眾也多次向記者發出
“仿藥好使嗎？在哪裏能買？”等詢問。顯示印
度仿藥遭遇造假事件在內地民眾的傳播仍存在一
定的信息時差。1月11日，香港文匯報記者還發
現，有人以每盒800元的價格回收綠盒仿藥，並以
3,600元/盒的價格出售。

警惕假仿藥向三四線城市滲透警惕假仿藥向三四線城市滲透

江蘇常先生的母親在深切治療部經歷
了數日搶救，仍於1月10日撒手人

寰。追悔不已的常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當初誤信印製“綠盒”新
冠藥，便想方設法購買，“我兄弟找
了好多關係輾轉買到藥，送到的當
天就給媽媽吃了。結果一連幾
天，媽媽病情不但沒有好轉，
反而每況愈下，最終進了
ICU。”幫常先生買到綠盒
仿藥的朋友黃先生說，常
母身體一直很好，“延誤
病情是肯定的。我真的
很難過……”常先

生母親所

服用的綠盒印度新冠仿藥Primovir，是黃
先生託關係代購而來。黃先生稱，去年
11月開始，他通過一家在香港註冊的公
司先後幫急於尋藥的朋友代購了49盒，
其中逾20盒已被服用。黃先生將自己留
下的5盒拿去檢測，證實全部不含抗新冠
病毒有效成分Nirmatrelvir。遂向提供藥
物的香港公司理論，最終退了18盒未服
用藥物款項。

網民斥假仿藥延誤病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多個社交平台上檢索

發現，不少網民發文稱，親人吃了綠盒仿藥
但沒有效果，最終進入ICU甚至離世。

有家屬稱“我們知道任何藥都不是神
藥，但如果是真藥，至少心裏能有點安
慰。萬一爸爸就是因為假藥耽誤治療的

呢？”網友“小甜甜”在社交
平台上發文記錄奶奶

感染新冠

之後的病情進展，“服用印度藥三次後，
奶奶血氧就一直掉，總是維持在86-88。真
的好難過！”她寫道：奶奶1月1日還跟家
人一起吃紅棗蒸雞，還給孫兒們準備了壓
歲錢，3日入院就越來越不好，白肺80%
以上，越來越嚴重。“現在只求奶奶能跟
我們回家過個年。新買的麻將桌她還沒用
過，她最愛的巧克力也還沒吃……”

尹燁：受檢仿藥逾九成涉假
常先生和“小甜甜”所說的印度仿藥

是印產綠盒新冠仿藥Primovir，上述藥品
包裝盒上明確標註含Nirmatrelvir和Rito-
navir，前者為抗新冠病毒的有效成分。

華大集團CEO尹燁1月2日在微博個
人賬號發布消息，稱連日收到多份朋友送
來的印度仿藥Primovir，經華大質譜檢測
平台基於質譜儀測定分子量及特徵結構碎
片鑒定，均證實不含Nirmatrelvir。尹燁隨
後在網絡上發起公益活動，向已購仿製
藥的網民徵集300份樣本，由尹

燁個人出資進行鑒定。1月15日，尹燁於
微信公眾號“尹哥聊基因”再次公布鑒定
結果，證實有效檢測的298份樣本中，約
九成計267份樣本未檢出Nirmatrelvir。其
中印度綠盒Primovir 未檢出率最高，達
97.8%，包括背面無中國電話包裝版本
215份、背面信息未知版本10份。尹燁
強調，上述檢測僅保證了有效成分的檢
出，並沒有做每一份絕對含量的確定。
此外，雖然實驗數據顯示印度藍盒可
信，但已發現有不良商家用綠盒藥物裝入
仿製藍盒包裝意圖魚目混珠。

尹燁在回應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表
示，目前市場上新冠仿製藥種類太多，此次
活動是其個人公益行為，旨在幫助
一部分網友檢測藥品真
偽，以防誤用耽誤
病情。

內地警方籲已買偽藥者送藥監鑒定 固定證據

▶▶香港文匯報送檢的部分藥香港文匯報送檢的部分藥
樣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華大基因早前公布檢測結
果，證實市面上印度綠盒仿藥
將近98%不含有效抗病毒成
分。圖為本報記者放蛇購買並
最終被證為假冒的新冠仿製
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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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大質
譜檢測平台
工作人員在
核對檢測樣品
信息。

圖片來源：
華大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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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文明中国

“这次展览特别用心，四川博物院值得表
扬。”“今天真是赚大发了，多好看的东坡特
展！”“观 《高山仰止 回望东坡》 展：才情满满
写山河，大江东去撼百舸。千年过后浪淘尽，蓉
城四起东坡歌。”

用好评如潮来形容四川博物院近日推出的
《高山仰止 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
一点也不夸张。连日来，中外观众不顾凛凛冬
寒，络绎不绝地走进位于成都草堂景区的四川博
物院，兴致勃勃地观展。据悉，这场特展每日参
观人数是往常其他展览的数倍。

跌宕人生

走进一楼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苏轼斜坐
山石的巨幅水墨画像，线条流畅，表情生动，气
度不凡，令人心生景仰之情。

四川博物院总策展人谢丹介绍，此次苏轼主
题文物特展包括序厅、主干四部分、尾声，并设
有互动区和文创区，是四川博物院举办的展线最
长、展厅面积最大、沉浸式体验场景最丰富的专
题展览，共展出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
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旅顺博物馆、四川
博物院等39家文博机构的苏轼主题相关文物274
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39 件，包含难得一见的

苏轼真迹。展品类别十分丰富，有宋代各大名窑
瓷器、金银器、书画、陶俑、丝织品、石刻、古
籍等，并配以图文版面、情境设计、多媒体投影
等辅助展示手段，生动全面地阐释苏轼其人、其
事、其作。

四川眉山，古称眉州，沃土千里，物产丰
饶。宋代眉州文教昌盛，书院林立，藏书楼众
多，印刷事业发达，百姓读书风气盛行，文化名
人及家族不断涌现，苏轼正是从眉山岷江岸走出
的旷世奇才。苏轼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
书画家，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
同列“唐宋八大家”之位。位于眉山市东坡区纱
縠行的三苏祠，是三苏父子的故居及祠堂，如今
成为人们领略三苏文化的胜地。

来自三苏祠博物馆的清代邹一桂工笔画《东
坡故事册页》引人注目。邹一桂善画人物和工笔
花卉，风格隽冷。这件绘画作品取材于苏轼的故
事：苏轼8岁时在学校读书，初知范仲淹、欧阳
修、韩琦、富弼等当代俊杰，心生仰慕，并因此
与老师、士子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展厅里复原了苏家书屋的场景，并以视频形
式展现了三苏家风。父亲苏洵潜心治学，教导苏
轼文章“有为而作”；母亲程氏知书达理，常

“称引古人名节”砥砺苏轼；弟弟苏辙与苏轼共
同读书作文，交流学问。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

得益彰，由此苏轼得以熟读经史，胸怀大志。
从少年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谪居落寞的戴罪

犯官，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但他始终乐观豁达，
将百姓挂在心间。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
税、平反冤屈，每到一地，苏轼总是造福一方。
展览第二部分通过大量文物和图片、视频讲述了
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让观众跟随他的足迹宦游
四方，体会他不论顺境逆境均能从容面对的精
神。“我们抓取苏轼一生中的亮点，像珍珠项链
一样有机串联。”谢丹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贬黄州期
间是苏轼诗文创作高峰期，他在黄州短短5年佳
作迭出，写下了宋词豪放派开宗之作 《念奴娇·
赤壁怀古》、“二赋双珠可夜明”的 《赤壁赋》

《后赤壁赋》 、中国古代三大行书之一的《黄州寒
食诗帖》、轻快恬淡的游记《记承天寺夜游》等。展
览中有多件以苏轼赤壁词赋为题材的名家书画，
如明代张瑞图草书《后赤壁赋》册、仇英款《后赤壁
赋图》卷等，体现了苏轼名作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北宋元祐年间，京城中举行了一场文人雅
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李公麟等 16
位名士聚于驸马王诜的西园，作诗绘画，谈禅论
道。会后李公麟作 《西园雅集图》，米芾书 《西
园雅集图记》，使之名扬天下。西园雅集成为文
人雅士追求清旷之乐的理想情境，也成为历代书
画家笔下的经典题材。

三苏祠博物馆收藏的《西园雅集图》卷为明
末清初画家王式所绘。他的画风沿袭了宋代宫廷
画派的风格，工笔重彩，人物刻画逼真，山石点皴、
楼台亭阁工整细致。此画作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
年）秋天，画卷后有德成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所书米芾《西园雅集图记》，书画合璧，具有很
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同展出的还有川籍
画家张大千所绘《西园雅集图》四条屏。

书画珍宝

苏轼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创造了令后世景仰
的至高成就，被誉为“千年一遇的全才”。其诗
词开豪放一派，题材广阔，富有哲理；散文著述
宏富，意趣不凡；书画重在神韵意境，开“文人

画”之先河。
在展览第三部分，参观者围着一排长长的展

柜仔细观赏，久久不肯离去。这里展出了3幅极
为珍贵的苏轼书画真迹。

苏轼画作传世甚少，中国美术馆收藏的《潇
湘竹石图》卷是海内名品，据有关专家鉴定为苏
轼真迹。此作采用长卷式构图，以湖南零陵以西
的潇、湘二水合流处为中心，描绘土坡、顽石、
疏竹，烟水云山，遥接洞庭，景色苍茫，意境开
阔。画面极富层次感，让人在窄窄画幅内如阅千
里江山。卷末题有“轼为莘老作”。

竹，常被文人用以表现清高脱俗的情趣，苏
轼对竹情有独钟，曾言“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苏轼非常擅长画墨竹，认为“画竹必先得
成竹于胸中”，其笔墨简劲，颇具掀舞之势。

这件 《潇湘竹石图》 流传有序，画卷上有
26 家题跋，始于元代，止于明嘉靖年间，共计
3000多字。这些题跋有的叙事，有的鉴赏，有的
表达赞叹之情。

苏轼在书法上造诣很深，他擅长行、楷书，
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
学晋、唐、五代名家，博采众长而自创新意，用
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卷是目前所见苏
轼传世书法中字数最多的作品，现藏于吉林省博
物院。《洞庭春色赋》 作于元祐六年 （1091年），
当时苏轼在颍州任上。安定郡王赵世淮以黄柑酿
酒，取名“洞庭春色”。赵世淮之子赵德麟当时
任颍州签判，与苏轼关系友善，以洞庭春色酒赠
送苏轼，苏轼乘兴作 《洞庭春色赋》。元祐八年

（1093年），哲宗亲政，苏轼外任定州，他在定州
以松醪酿酒。定州是古中山国所在地，故苏轼将
酒取名中山松醪，并作此赋。苏轼用李氏澄心堂
纸、杭州程弈鼠须笔和张传正送他的易水供堂
墨，完成了这幅大气而精致的书法。

《阳羡帖》 卷是旅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此帖作于元丰八年 （1085年），为苏轼有关阳羡
买田信札的后半部，虽只有 50 余字，然字里行
间风流胜赏。其书体刚健婀娜，绵里藏针，足见
秀伟之气。署款“轼再拜”。此卷于乾隆年间入
清宫庋藏，钤清宫宝玺及名家鉴藏印 40 余方。
原卷首尾有乾隆御诗题及董其昌、项元汴等人题
跋，现仅存明代灵隐比丘来复行书跋文。

蜀地风华

自秦汉以来，四川素有“天府”之美誉，在
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宋代四川社会安定，人口大
幅增长，农业、纺织业、茶业、盐业、酿酒业和
其他手工业迅速发展，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辉煌
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此次展览中呈现了四川
出土的多件宋代精品文物，让观众感受三苏所处
的时代和蜀地物阜民丰的社会风貌。

芙蓉花金盏是四川博物院的明星展品。金盏
造型别致，好似一朵绽放的芙蓉花，檐口呈波浪
状，盏身金光闪亮，花纹线条流畅。宋代象生花
形金银杯、盏、盏托、盘等器皿造型丰富，有芙
蓉花、菊花、栀子花、梅花、葵花等样式。据介
绍，这种金盏多用作酒器。

凤凰纹压花银盒出土于德阳市孝泉镇，也是
四川博物院收藏的珍品，盒盖雕有生动秀美的花
草纹、凤凰纹等。盒子，又名“合子”，包括香
盒、茶盒和粉盒等。两宋时期流行焚香，香盒与
笔砚、熏炉成为文房必备之物。茶盒是盛茶末之
盒，宋代盛行点茶，需以团茶碾成粉末冲泡，茶
末贮于茶盒之中。

展览互动区设计了沉浸式体验场景，以宋式
家具搭配精美文物，再现了宋代文人四事——点
茶、焚香、挂画、插花，让观众感受宋代生活美学
和文人高雅情调。在“东坡文化体验”空间，观
众可以给苏轼画像、留言，与苏轼形象合影，
并参与成语、诗词游戏。展厅的最后一个区域是
东坡文创集市，按照《清明上河图》中北宋开封街
市风貌进行设计，让观众仿佛穿越回苏轼生活的
时代。

图片说明：
图①：清澄泥东坡鹅戏图砚，故宫博物院

藏。
图②：宋芙蓉花金盏，四川博物院藏。
图③：北宋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

赋》卷（局部），吉林省博物院藏。
图④：仇英款《后赤壁赋图》卷（局部），

苏州博物馆藏。
（本文图片均由四川博物院提供）

四川博物院苏轼主题展受热捧

赏东坡风采 品蜀地胜韵
刘裕国

③

① ②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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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就在一名槍手
在洛杉磯地區的一家星際舞廳（Star
Ballroom）打死 11 人才兩天，又有 7
名受害者在舊金山附近的一個農業區
被槍殺，加上舊金山灣區奧克蘭星期
一晚上又發生了一起“多人槍擊事件
”，造成 1 人死亡、7 人受傷。加利
福尼亞州近叁天連續叁次遭受了大規
模的場槍殺案，出現了幾十年來最血
腥的大規模槍支暴力事件，加州的安
全受到挑戰。

當局表示，他們還沒有確定前兩
起暴行的動機，這似乎特別令人費解
，部分原因是每起案件的嫌疑人都是
退休年齡的男性，比在美國已經成為
麻木的例行公事的致命大規模槍擊案
的典型肇事者的年齡要老得多。

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加文·紐森
(Gavin Newsom) 說，當他得知周一在
加利福尼亞北部發生的殺戮事件時，
他正在探望週六晚上在洛杉磯郊區蒙
特利公園發生的大屠殺中受傷的倖存
者。

紐森在推特上寫道：“悲劇接踵
而至。”

除此之外，背靠背的槍擊似乎沒
有什麽共同之處。

最新的槍擊大屠殺襲擊了舊金山
以南約 30 英裏的沿海城鎮半月灣，
一名槍手在相距約一英裏的兩個地點
向成群的農場工人開火，共造成七人
死亡，一人重傷，然後兇手逃走。

被指控的槍手，被確認為 67 歲
的趙春利（Chunli Zhao)，不久後被
拘留，因為他被發現坐在他的車裏，
停在警局外，當局說他們認為他是來
自首的。盡管死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
州是一種合法的刑罰，但截至2019年

3月，州長加文·紐森下
令暫停進一步的執行死
刑。在州長下令暫停執
行死刑之前，法院下令
凍結死刑的執行。因加
州沒有死刑，兇手還想
殺人後繼續活著。

聖馬特奧縣警長克
裏 斯 蒂 娜 · 科 珀 斯
（Christina Corpus） 在
晚間新聞發布會上說，
在他的車裏發現了一把
半自動手槍。

科珀斯說，嫌疑人
在 被 捕 後 與 調 查 人 員
“充分合作”，他曾在
兩個犯罪現場之一工作
過。她將這些地點描述
為農業“苗圃”，一些工人也住在那
裏。當地媒體報道稱，一處地點是一
個蘑菇農場。

據警方報道，在周一晚間發生的
另一起灣區事件中，奧克蘭發生了一
起“多人槍擊事件”，造成 1 人死亡
、7 人受傷，事件暗示這是一起幫派
暴力案件。警方沒有提供多少細節，
但表示倖存的受害者都已被送往地區
醫院。

半月灣大屠殺的消息浮出水面，
因為警方對洛杉磯市中心以東蒙特利
公園星際舞廳槍擊事件進行了第二個
整天的調查，一名槍手開槍打死了
11 人，另有九人受傷。

當 局 說 ， 72 歲 的 嫌 疑 人 特 蘭
（Huu Can Tran音譯）開車經過鄰近
的一個城鎮，闖入第二個舞廳，但遇
到了該俱樂部的經營者，後者在短暫
的扭打中奪走了武器。

特蘭本人是星際舞廳的長期贊助
人，主要迎合年長的舞蹈愛好者。

當局說，在他橫沖直撞後大約
12 小時，週日早上，他在停放的逃跑
車輛（一輛貨車）中開槍自殺，當時
警察在洛杉磯南部的托倫斯鎮包圍了
他。

加州致命槍殺記錄
星期六的暴力事件發生在蒙特利

公園舉行的中國農曆新年慶祝活動中
，蒙特利公園是南加州亞裔美國人社
區的中心，最初引起人們擔心襲擊可
能是出於種族動機，第二天的活動被
取消了。

據縣監事會成員希爾達·索利斯
(Hilda Solis) 稱，這是洛杉磯縣有史以
來最致命的大規模槍擊事件。

相比之下，1984 年在聖地亞哥麥
當勞餐廳發生的 21 人被殺事件是加
州有記錄以來單次槍擊事件造成的最

大人員傷亡。
2015 年，一對已婚夫婦

在洛杉磯縣東部的聖貝
納迪諾 (San Bernardino) 殺害了 14 人
，當局稱這對夫婦是受外國恐怖組織
鼓動的極端分子。幾小時後，他們在
與警方的槍戰中被打死。

最近的兩起槍擊案還因嫌疑人的
年齡而引人注目，一名 67 歲，另一
名 72 歲。

非營利組織 Violence Project 維護
著 1966 年至 2022 年間 185 起大規模
槍擊事件的數據庫，其中只有一例是
70 歲或 70 歲以上的人所為，一名退
休礦工於 1981 年在肯塔基州殺死了
5 人。

洛杉磯縣治安官羅伯特·盧納
(Robert Luna) 週一對記者說，調查人
員從現場收集了 42 個子彈殼和一個
大容量彈匣，證明了蒙特利公園舞廳
動用的火力。

他說，在洛杉磯以東 80 英裏的

赫米特 (Hemet) 鎮的一個封閉式老年
人居住社區中，對嫌疑人的移動房屋
進行了搜查，發現了一支步槍、電子
設備和其它物品，這讓我們相信嫌疑
人正在製造自製武器的武器消音器。
警方還從住所繳獲了數百發子彈，並
從嫌疑人的車輛中繳獲了一把手槍。

蒙特利公園警察局長斯科特·維
斯說，調查人員正在調查未經證實的
報告，即暴力事件可能是由嫉妒或男
女關系問題引發的。

亞當·胡德（Adam Hood） 在洛
杉磯地區從特蘭那裏租了一套房子，
他告訴路透社，他的房東（特蘭）喜
歡交誼舞，並且是 Star Ballroom 的常
客，盡管他抱怨那裏的其他人，並在
背後議論紛紛，估計是工作作人員和
舞伴們之間的矛盾。

胡德說：“特蘭不信任工作室裏
的人，生氣又不信任，我認為他已經
受夠了。”

加州安全受到挑戰 連續發生致命的大規模槍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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