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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莫斯科 30 日綜合外電報導
）俄羅斯今天警告美國，雙方核武管控的
最後一根支柱 「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
2026年到期時，可能在沒有替代方案情況
下結束，因為美國試圖使俄國在烏克蘭蒙
受 「戰略挫敗」。

路透社報導，美俄 「新戰略武器裁減
條約」（ New START Treaty）2011年生
效，並於 2021 年將條約效期延長至 2026
年2月5日，雙方目前仍擁有的大批核武
，受到這項條約部分限制。

華府雖表明希望與俄方達成後續協議
，但這項條約到期後情況迄今不明。美俄
原定2022年11月舉行會談，恢復條約授
權的檢查，但在最後一刻取消。雙方迄今
未就新談判時間表達成共識。

俄國副外長雷雅布可夫（Sergei Ry-
abkov）被俄羅斯新聞社（RIA）問及莫
斯科當局是否預想到 2026 年後將沒有核
武管控協議時表示： 「這是很有可能發生
的情況。」

雷雅布可夫說，美國近年來不顧俄羅
斯的利益，並且廢除武器管控的大部分架
構。他告訴俄新社： 「新戰略武器裁減條
約可能成為這種情況的犧牲品。我們已為
此情況做好準備。」

雷雅布可夫指稱： 「安全領域的整體
情況，包括武器管控，已受美國要俄羅斯
蒙受戰略挫敗的路線宰制。」

他提及： 「我們將利用所有可使用的
方法及手段，以最強烈的方式抵拒。」

俄警告美國俄警告美國：：核武裁減條約核武裁減條約20262026年後恐無以為繼年後恐無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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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Mayor Turner,
Congressman Al Green. This is the 27th year we have all
come together to celebrate the Lunar New Year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Every year, like a family reunion, we
come here to watch wonderful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s and
meet with each other and make our new year wishe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over the past 20 years, because of your hard work we have
turned this raw land into a thriving business district and have
become one of the top business models in the City of Houston.

Today we also have good news for you. The first minority
owned bank in our District, Global One Bank, has opened for
business today.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create more business in our district.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day we are facing a very
serious challenge in our community and across the nation. We
must all unite to fight against hatred, unfairness and
discrimination for ourselves and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0101//2828//20232023

Happy Lunar New Year!Happy Lunar New Year!

27屆德州新春大會演說詞各位鄉
親父老兄弟姐妹們，大家新年好，歡
迎您回到美蘭新聞國際區的大家庭。
今天我們在這裏舉辦第27屆新年

遊園會，心中充滿了感激和激情。27
年來，我們每年在這春暖花開之季節
，大家歡聚美南新聞廣場，共同欣賞
精彩著節目表演，互相道賀新年到來
。
事實上，我們大家就是一家人，

國際區近20年來迅速發展，我們把荒
地變成了商圈，經過叁年籌備，各族
裔共同發起之環球第一銀行，已經在這裏開張起航。我們決心把媒體、貿易文化和金融叁大支柱，全面
結合，把這家在國際區的首家少數族裔之銀行，成爲我們經濟發展的最佳推手和平台。

歡迎大家回家歡迎大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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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又是黑人冤死又是黑人冤死----美國警察美國警察
暴力文化積惡難改暴力文化積惡難改

又有一位黑人冤死街頭, 29 歲黑人男子泰爾•尼科爾斯 (Tire Nichols) 因不服交通管制而遭
5位兇殘的警察連番出手暴打重傷, 在三天後死亡, 當田納西州孟菲斯市公佈現場視頻後,立即引
發全美各大城市抗議行動, 這也是三年前洛伊德命案後又一反警行動, 值得我們深思熟慮!

三年前當非裔青年佛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遭白人警察壓頸霸凌致死後, 曾激起全美對非裔
黑人生命的省思, 全美550個城市2600萬人走上街頭遊行示威, 大家挺身而出,為黑人的命也是命
奔走呼喚, 引發全國警察改革和社會正義運動,種種情景歷歷在目。

然而很不幸的是3年後竟又發生相同的警察暴力事件, 非裔的生命依然卑微不值, 他們隨時
隨地都會遭遇到來自警察的暴力！根據統計, 美國人每年平均約有1000人遭到警察槍殺, 其中
30％死者是黑人, 但黑人僅佔美國人口的14％, 所以比例實在太高, 不過這一次施暴的5位警察全
都是黑人, 警察局長戴維斯女士也是黑人,所以與族群的關係是沒有關聯的, 那也顯示警察的暴力
文化普遍存在, 只不過受害者絕大多數是黑人罷了, 明尼阿波利斯市長弗雷在談到佛洛德之死時
說過:“如果他是白人，他就不會死。”

隨著尼科爾斯之死的調查，人們質疑是否會對涉案的五名警察提出指控,這些警官後來被指
控犯有謀殺和綁架罪, 但是大家對於死者的母親羅沃恩•威爾斯的痛苦所感動，她哀傷的描述了
自己失去一個年輕男子的悲痛，而他的兒子也是一位4歲孩子的父親，在遭受攻擊時他大聲喊著
“媽媽”……正如當年佛洛伊德在死前呼喊母親的一樣悽愴。

在弗洛伊德死後，任何有思想的公民都會感到沮喪, 我們已經聽了太多政府和執法部門的領
導人多少次發誓“再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件，結果卻發現自己只能遺憾地說“又發生了一次
”。 在這些恐怖事件發生後，富有同情心的人們仍在努力尋找解決辦法。比如給警察更多的錢,
取消現金保釋,把所有的罪犯都扔進監獄,增加警察培訓以及給警察更多的控制權等等,人們寄希望
在這些努力中，期待最終會找到一些有希望取得真正成功的策略,但這一天很難到來。至少，在
目睹更多無法解釋的暴行之前，它仍然不會到來,如果沒有坦率的、不妥協的自我反省，它就不
可能到來, 所以制止暴行的責任落在每個人的肩上。

為了減少對警察的有罪不罰，還需要進一步改革，其中應包括通過聯邦立法修改“有資格
豁免”原則，該原則主要是由最高法院制定的，經常阻止違反憲法的濫用職權的訴訟。孟菲斯
和其他城市一樣，已經進行了改革。其中之一是警方使用隨身攝像機記錄與市民的接觸，但這
似乎並沒有讓毆打尼科爾斯的警察有太多的顧慮,由此可見，孟菲斯和其他許多部門需要的改變
不能僅僅來自法律和政策，或許更重要的是文化。

當然,警察作為社會上最危險職業之一，他們的工作隨時都有生命威脅,我們必須肯定和尊重
他們願意冒險擔任這項職務, 畢竟絕大多數警察是奉公守法的, 只是少數不肖員警破壞了警察形
象, 檢視過往, 美國警政並沒有系統的改革,美國社會從拆除雕像到漫畫、電影，文化再到生活，

任何事都會讓人想起了種族歧視與奴隸制度， 社會上各種光怪陸離的變化，在在充滿了荒誕感
，當政治正確變得瘋狂偏執時，只會加劇社會的分裂而令人惴惴不安,我們希望美國社會能改變
，但在當前政經環境與政黨意見分歧下，我們要改變是很難達成的。

俄烏戰爭後，非洲天然氣出口國阿爾及利亞成為歐洲多國極欲合作對象
(綜合報導）俄烏戰爭後，非洲天然氣出口國阿爾及利亞成為歐洲

多國極欲合作對象。義大利總理梅洛尼昨日結束阿國訪問，兩國達成
能源協議，希望擺脫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

俄羅斯去年2月入侵烏克蘭後，國際能源價格飆漲，歐洲各國希望
與非洲最大天然氣出口國阿爾及利亞合作，填補能源供應缺口，擺脫
對俄能源的依賴。

「安莎國家通訊社」（ANSA）報導，義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
gia Meloni）昨日結束為期2天的阿爾及利亞國事訪問，梅洛尼與阿國
總統塔布納（Abdelmadjid Tebboune）進行長時間會談，共簽署5項雙
邊協議，涵蓋加強兩國企業關係、工業合作、航空航太、海軍及能源
等雙邊關係。

其中，最備受矚目的是能源方面的協議，阿爾及利亞承諾對義提
供更多天然氣、氫氣及再生能源。梅洛尼表示，這將有助確保義大利
未來的能源供應，義國也可藉此成為歐洲能源分配中心，此事至關重
要。

「安莎國家通訊社」（ANSA）23日報導，義大利能源巨擘埃尼集
團（Eni）執行長戴斯卡濟（Claudio Descalzi）也宣布，義大利在2024
至2025年間，將俄羅斯天然氣供應量歸零。

梅洛尼對訪問阿爾及利亞指出，與阿國的伙伴關係感到非常滿意
，雙方關係相當具體且牢固。她強調，義大利是以信賴的，雙方是相
互幫助，而非掠奪性合作。

印尼官員稱吸煙危害該國人口紅利
綜合報導 印尼婦女權益和兒童保

護部門官員拉瑪(Rahma)在雅加達稱，

吸煙對印尼的人口紅利構成嚴重危害。

印尼安塔拉通訊社援引拉瑪的話

報道，欲獲得優質人力資源，必須從

保護兒童身心健康開始，而吸煙是對

印尼人口紅利的危害。

拉瑪說，吸煙加劇了壹些印尼家

庭的貧困，因為他們把錢花在購買香

煙上；吸煙導致兒童發育遲緩，因為

父母吸煙的家庭往往會優先購買香煙

而不是為家人購買營養食品，導致兒

童營養狀況不佳；吸煙還給國家造成

巨大的醫療支出負擔。

擁有2.7億人口的印尼，青少年人

口數量龐大，被認為在2030年至2045

年間擁有巨大的人口紅利。但兒童發

育遲緩是該國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2021年印尼兒童發育遲緩率高達24%

，2022年這壹數字預計為21%。

此前壹天，印尼總統佐科在壹次

全國會議上，要求該國各級地方政府

將降低兒童發育遲緩率作為工作的優

先事項，以保證人力資源質量。印尼

政府的目標是到2024年將兒童發育遲

緩率降至14%以下。

去年11月，印尼政府決定自2023

年開始大幅上調各類香煙和電子煙消

費稅，減少印尼民眾煙草消費、減少

吸煙危害。

印尼財政部長英卓華表示，控制

煙草制品消費是為了提高印尼國民健

康水平，因為吸煙是導致該國兒童發

育遲緩和誘發死亡的重要風險。她說

，煙草制品消費已成為印尼貧困家庭

僅低於大米的第二大消費支出，超過

了民眾實際上更需要的雞蛋、雞肉、

豆腐、豆豉等蛋白質消費。

印尼政府2020年制訂的《國家中

期發展計劃》中，確定至2024年，將

10歲至18歲國民吸煙率降低至8.7%以

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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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由於物價高

漲及當地面包生產企業人手不足，位

於日本宮崎縣日南市和串間市的35所

公立小學和初中無法在校園餐中為學

生提供面包。

據報道，宮崎縣日南市和串間市

共計35所公立小學和初中每周2天在

校園餐中為學生提供面包，面包從宮

崎縣壹家企業進行采購。不過，該企

業於去年12月20日向宮崎縣相關部

門表示，由於小麥等生產原材料價格

以及水、電、煤氣等價格高漲，再加

上企業半數員工離職，無法繼續為宮

崎縣兩市學校繼續供餐。宮崎縣相關

部門稱，目前尚未找到替代廠商，恢

復提供面包的時間無法確定。

報道稱，由於物價上漲導致成本

增加，其他生產面包的公司也陷入了

經營困境。由約1000家中小面包公司

組成的團體“全日本面包協同組合聯

合會”指出，由於物價高漲導致集體

供餐中無法提供面包的情況已經成為

全國性課題。

日本總務省2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2022年12月日本去除生鮮食品的核

心消費價格指數(CPI)經季節調整後為

104.1，同比上升4%，漲幅為1981年

12月以來最高。去除生鮮食品的食品

價格同比漲幅達7.4%。

國際原子能機構工作組再次訪日
評估福島核汙染水排海計劃

綜合報導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應

對日本福島核汙染水處置問題技術工作

專家組於1月16日起訪問日本，繼續對

核汙染水排海計劃的安全性進行全面評

估審查。

在召開的記者會上，國際原子能機

構協調官員古斯塔沃· 卡魯索介紹稱，本

次調查主要聽取了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

會關於核汙染水排海計劃的審核情況說

明，包括排海前、排海過程中以及排海

後的應對措施等。本次訪日查的報告書

將於3個月以內公布。

今年第二季度，國際原子能機構將

再次訪日進行綜合性審查，歸納最終報

告書，但目前無法確定最終報告書的完

成時間。關於日本何時排汙入海，古斯

塔沃· 卡魯索表示，國際原子能機構作為

中立機構，只負責審核排海計劃是否符

合國際標準，不會幹預排海日程，但是

在排海之後，也將繼續進行監督。

據日本經濟產業省介紹，工作組壹

行在東京與日本經濟產業省、原子能規

制委員會、東京電力公司相關人員舉行

會談，並前往福島第壹核電站審查了排

放設施建設的準備情況。

2011年日本“3· 11”大地震引發的

巨大海嘯襲擊了福島第壹核電站，造成

核電站1至3號機組堆芯熔毀、放射性物

質外泄，持續冷卻堆芯的作業以及雨水

、地下水流入反應堆設施產生了大量核

汙染水，並在不斷增加。

2021年 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決

定將福島第壹核電站的核汙染水經過濾

並稀釋處理後排放入海，並請求國際原

子能機構提供援助，以確保排放符合國

際安全標準。國際原子能機構網站顯示

，其制定的國際安全標準是保護人類和

環境的全球參照標準，有助於在全世界

實現統壹的高水平安全。國際原子能機

構的援助包括對日本提交的材料進行審

查並對日本的現場技術性工作進行訪問

監測，以幫助確認未來幾十年的排水作

業符合國際安全標準。

國際原子能機構協調官員古斯塔沃·

卡魯索此前訪日時曾表示，安全處理福

島第壹核電站的核汙染水是日本政府的

責任，國際原子能機構將進行客觀和科

學的審查評估。

東京電力公司計劃將福島第壹核電站

內上百萬噸核汙染水經過濾並稀釋後，於

2023年春夏季開始向太平洋排放。此舉在

日本國內和周邊國家引發擔憂，日本全國

漁業協會和福島縣漁業協會等組織持續反

對排放核汙染水入海，國際機構和觀察

人士也強烈呼籲日方在與周邊國家充分

協商的基礎上慎重、公開、透明地做出

決策。關於今後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

司如何獲得漁民和全國消費者以及國際

社會的理解，仍然存在很多課題。

韓國抗議日本
再推佐渡金山申遺

綜合報導 韓國外交部第二次官李度勛召見日本

駐韓國使館公使浪岡大介，抗議日方再次推進佐渡

金山申遺。

韓國外交部發言人同日也發布評論說，在日方

尚未充分履行2015年“明治工業革命遺址”列入世

界遺產名錄時承諾的相關措施情況下，日本政府再

次為具有類似背景的佐渡金山申遺令人遺憾。

韓國外交部表示，韓方再次敦促日方盡快履

行“明治工業革命遺址”申遺時承諾的後續措施

，落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決定

事項。韓國政府將繼續同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真實

反映包括二戰時日本強征勞工等悲慘歷史在內的歷

史全貌。

據韓聯社報道，日本政府再次向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提交將佐渡金山列入世界文化

遺產的推薦信。2022年2月，日本政府首次提出將佐

渡金山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以材料說明不夠充分為由未予審查。

佐渡金山位於日本新潟縣佐渡市。據韓媒披露

，二戰期間，為了確保戰爭物資供應，日本強征約

1200名朝鮮半島勞工在這座金礦從事繁重勞役。由

於工作環境惡劣且備受壓迫，不少勞工後來死於塵

肺病等。

2015年，日本將包括“軍艦島”在內的23處工

業遺址打包為“明治工業革命遺址”申報世界文化

遺產，日方曾承諾將采取後續措施向世人說明強征

勞工的史實，包括建立信息中心介紹該歷史。申遺

成功後，日本所建的信息中心展示的卻是日方否認

強征勞工事實的內容，引發國際社會強烈不滿。



土耳其：瑞典、芬蘭
未滿足土方所提“入約”條件

綜合報導 土耳其媒體援引土國防部長胡盧西· 阿卡爾的話報道，瑞

典和芬蘭沒有滿足土方所提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條件，土方希望兩

國按照先前簽署的壹份文件履行承諾。

土耳其《自由報》援引阿卡爾的話說，土方註意到，瑞典和芬蘭沒

有按照去年6月簽署的備忘錄履行承諾。土方希望兩國采取具體措施，

解除對土耳其武器出口禁令並停止支持恐怖組織。

阿卡爾還表示，土方譴責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上周發生的庫爾德工

人黨示威活動。

土耳其政府已就此事召見瑞典駐土大使提出抗議。此外，土檢方已

啟動刑事調查。

瑞典和芬蘭去年5月申請加入北約，但遭土耳其反對。經多輪談判

，土耳其、瑞典、芬蘭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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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把庫爾德工人黨和“人民保護部隊”定為恐怖組織，認定

“居倫運動”2016年在土耳其發動未遂政變。

按照規程，北約必須在30個成員國“壹致同意”前提下才能吸納新

成員。目前，土耳其和匈牙利尚未正式批準瑞典和芬蘭加入。

蓋茨基金會宣布2023年預算
系成立以來最大規模

綜合報導 比爾及梅琳達· 蓋茨基金會首席執行官馬克· 蘇斯曼

(Mark Suzman)17日在年信中宣布，蓋茨基金會2023年預算將提升至83

億美元，用於繼續在全球範圍開展抗擊貧困、疾病和不平等的工作。據

悉，這是蓋茨基金會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年度預算。

蘇斯曼在年信中表示，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全球面臨多重危機，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所取得的進展陷入停滯甚至倒退。戰爭、經濟震

蕩、氣候災害、可預防傳染病的疫苗接種大幅下降等所有這些危機給世

界上最貧困的人群造成了巨大損失。在這樣的背景下，蓋茨基金會理事

會批準了這筆基金會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年度預算，比2022年年度預計支

出增長15%。

蘇斯曼說：“眼下是壹段時間以來全球健康和發展面臨的最艱難時

期，但從另壹個角度來看，這正是基金會存在的理由。為了幫助滿足人

們的需求，我們正加倍努力踐行我們的核心使命：確保人人都有機會過

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

蘇斯曼還在年信中提到與中國的消除瘧疾合作，“我們還幫助壹些

國家分享他們的經驗——比如中國在境內消除了瘧疾，現在又將其專長

與非洲國家分享——我們還幫助其他國家加強測量系統和分析能力，讓

他們能夠利用數據因地制宜地制定瘧疾幹預措施。”

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表示，目前，非洲承擔了全球90%以上的瘧

疾負擔，但抗瘧需求的缺口仍然巨大。中國已經在2021年正式獲得世界

衛生組織的無瘧疾認證，在實現瘧疾消除的70年歷程中，不管是藥物和

工具創新，還是疾病防控模式的探索，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此，蓋

茨基金會壹直在支持中國的多個合作夥伴開展青蒿素研究和產業化相關

工作，探索瘧疾防控新模式並因地制宜地應用到非洲。

烏軍再獲大殺器！喜提“瑞典炮王”
射速快如閃電，俄軍亞歷山大

綜合報導 在俄烏戰爭中，炮兵壹直

是烏克蘭軍隊的關鍵力量，甚至可以說

，如果沒有北約支援的炮兵，烏克蘭軍

隊或許會敗得非常慘，戰爭也不會持續

這麽久。目前，西方已向烏克蘭提供了

800門火炮和火箭炮。

由於美歐北約西方支援烏克蘭的火

炮技術普遍高於俄羅斯軍隊的現役火炮

，因此在炮兵使用效率上，數量較少的

烏軍已經與數量龐大的俄軍持平，甚至

在壹些戰場上占據優勢。

截止到2023年1月初，美歐北約西

方總共向烏克蘭支援了300多門牽引式

榴彈炮，超過400門自行榴彈炮，以及

近100套火箭炮。

牽引火炮方面，包括72門105毫米

榴彈炮（有英國L118和美國M119兩種

型號），210門M777式 155毫米超輕型

榴彈炮，15門髪國TRF-1型榴彈炮，意

大利的FH-70式榴彈炮。

自行榴彈炮的型號比較龐雜，包括

德 國 Pzh2000， 英 國 AS-90， 英 國

M109A4BE，髪國凱撒，波蘭“蠍”式，

斯洛伐克祖紮納，意大利的M109L，挪

威的M109A3GN自行自行榴彈炮。

火箭炮則有95套，包括38套“海馬

斯”火箭炮，16套M270火箭炮，東歐國

家則提供了40多套BM-21“冰雹”火箭

炮。

就在近日，瑞典也宣布向烏克蘭

提供12門FH-77BW“弓箭手”155毫米

自行榴彈炮。瑞典從去年7月份就開始

討論是否向烏克蘭提供“弓箭手”榴彈

炮等重型武器，因為怕刺激俄羅斯，壹

直沒有批準，現在終於同意交付烏克蘭

了。

FH-77BW“弓箭手”自行榴彈炮研

制於在本世紀初，是瑞典博福斯公司

研制壹種自行化的FH-77B型155毫米榴

彈炮。采用了壹種獨特的藥室容積為

25升的52倍口徑155毫米火炮，藥室容

積比北約制式52倍徑榴彈炮標準的23

升還要多2升，這可以使用更多的發射

藥。

FH-77BW“弓箭手”在發射底凹榴

彈時的最大射程可達40公裏，發射底排

火箭增程彈的最大射程超過60公裏。此

外還可以發射多種精確制導彈藥，包括

“博尼斯”II型末敏彈和M982“神劍”

衛星制導炮彈。

瑞典軍隊壹直對帶有彈匣式自動裝

填機的自行火炮情有獨鐘。早在上世紀

的70年代，瑞典就研制出壹種當時世界

射速最快的大口徑自行火炮，采用履帶

式底盤的班德卡農1A式155毫米自行加

農炮（註意這款火炮是加農炮，不是榴

彈炮）。

班德卡農1A式自行加農炮采用了壹

根50倍口徑的155毫米身管，這是當時

西方身管最長的155毫米火炮。使用壹

種獨特的14發彈匣供彈系統，其射速異

常驚人，最大射速高達18發每分鐘。只

需要45秒就可以把彈艙內的全部彈藥打

完。

FH-77BW“弓箭手”是世界上爆發

射速最快的大口徑自行火炮，戰鬥全重

有26噸，采用壹臺沃爾沃A30D型6X6越

野卡車作為底盤。3名炮手全部在裝甲駕

駛內作業，炮擊是自動化的，可以做到

“快打快撤”。FH-77BW“弓箭手”配

備了完全的炮兵作戰系統，可以在戰場

上獲取高精度的目標信息，並實施全自

主射擊。

FH-77BW“弓箭手”采用了獨特的

彈匣設計，在炮尾配備壹個20發的彈匣

式自動裝彈機，爆發射速世界第壹，能

夠在兩分半鐘內打光彈匣裏的20發炮彈

，折合最大射速為每分鐘8發。如果是

急速射，可實現3發12秒的爆發射速。

FH-77BW“弓箭手”自行榴彈炮的

研制初衷是，在瑞典遭受蘇聯裝甲機械

化大軍的大規模入侵時，因為瑞典這狹

小的國土面積，基本沒有太多的戰略縱

深，需要有壹款機動靈活而兇猛的火炮

，進行機動火力作戰，作為炮兵遊擊隊

來使用。

由於烏克蘭戰場的情況也類似，因

此FH-77BW“弓箭手”非常適合烏克蘭

軍隊使用。FH-77BW“弓箭手”可以利

用烏克蘭發達的道路體系，進行高機動

的遊蕩作戰，利用先進火炮系統實施爆

發射擊，打了就炮，而且能在最短時間

內發射最多最猛的彈藥。

瑞典爆發多場抗議活動，《古蘭經》被焚
土耳其怒了！

綜合報導 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壹連舉

行多場涉及土耳其和瑞典加入北約的抗議

活動。期間壹名極右翼政黨的領導人在土

耳其大使館附近公開焚燒了《古蘭經》，

引發土方強烈譴責。

土耳其外交部表示，“我們以最強烈

的方式譴責對我們聖書的卑鄙攻擊”，並

稱焚書是“反伊斯蘭教行為”“完全不能

接受”。路透社稱，沙特阿拉伯、約旦和

科威特等阿拉伯國家也譴責了焚燒《古蘭

經》的行為。

據報道，作為對焚燒《古蘭經》的回

應，有約200名抗議者在土耳其伊斯坦布

爾的瑞典領事館前舉行集會。集會中有人

焚燒了壹面瑞典國旗。

據悉，斯德哥爾摩當日還舉行了另外兩

場示威活動：壹場支持庫爾德人、反對瑞

典加入北約，另壹場則支持土耳其。當地

警方表示，三場示威活動均平靜結束，且

事前都得到了警方的許可。

在抗議瑞典加入北約並表示支持庫爾

德人的示威活動中，有人站在寫著“我們

都是PKK(庫爾德工人黨)”的巨大紅色橫

幅前發表講話。活動的組織者之壹向路透

社表示，“我們將繼續反對瑞典申請加入

北約。”

實際上，21日的抗

議爆發前，土耳其就召

見了瑞典大使，譴責

“挑釁性”抗議活動，

表示希望撤銷示威許可

。受此影響，土耳其取

消了瑞典國防大臣瓊森

對土耳其的訪問。而瑞

典希望推動土耳其批準

其加入北約的申請。

土耳其國防部長阿卡爾表示，“不采

取行動或不對這些(示威遊行)作出反應是

不可接受的”，他表示，“瑞典國防大臣

瓊森1月27日對土耳其的訪問變得毫無意

義。所以我們取消了這次訪問”。

近期，瑞典和土耳其摩擦不斷，關系

急劇下降。

壹段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顯示，11日在

斯德哥爾摩舉行的機會上，庫爾德工人黨

支持者做出侮辱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行

為。當時土耳其外交部也召見了瑞典駐土

耳其大使，土耳其議會議長取消了瑞典議

會議長的訪問。

瑞典首相克裏斯特松隨後譴責庫爾德人

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舉行的抗議活動，稱其行

動是對瑞典申請加入北約的“破壞”行為。

瑞典和芬蘭於2022年5月申請加入北

約，但遭北約成員國土耳其的反對。土方

指責兩國支持被土耳其認定為“恐怖組

織”的團體。經過多輪談判，土瑞芬三

國簽署了備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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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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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土耳其目前仍未批準瑞芬兩國加入北約

的議定書。

阿根廷壹位農民在玉米地裏種出梅西畫像
綜合報導 阿根廷壹位農民

為了致敬梅西，在玉米地裏種

植出了壹幅124英畝的梅西雕

像。據悉，Maximiliano Spinaz-

ze通過算法算出了每壹塊畫像

需要播種的面積，在阿根廷中

部科爾多瓦省的洛斯孔多雷斯的

空中也可以看到這幅畫像。在梅

西帶領阿根廷隊在卡塔爾贏得世

界杯冠軍後，該農民就開始實施

他的計劃了。在接受有關媒體采

訪時，Spinazze表示:“對我來

說，梅西是不可戰勝的。現在他

們贏得了世界杯的冠軍，我很高

興，並且想要通過種植作物的方

式來表達這份欣喜。”

Carlos Faricelli是壹名農業

工程師，他設計出了梅西畫像

播種機器的代碼。他當時是想

設計好代碼，通過播種機在玉

米地裏種出梅西的臉，然後送

給敢於種植梅西畫像的農民。

他說:“這些玉米開始生長時，

從空中拍攝會看得更清楚，植

物之間看起來靠得更近，但在

地面上看還不是很清晰。植物

較多的地方與植物較少的地方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於是梅西

的臉部畫像就這樣形成了。”

Spinazze並不是唯壹壹個通

過與眾不同的方式對梅西表達

致敬的人。另壹名男子在自己

的額頭上紋上了梅西的紋身，

但還不到兩周他就後悔了。另

外，還有壹位來自多米尼加共

和國的不知名球迷在自己後腦

勺的頭發理成了梅西的臉。這

位理發師名叫Anton Barber，他

把自己後腦勺的照片發布到了

網上，並寫道：“我很幸運能

生在梅西的時代，他改寫了世

界足球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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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電話卡實名制下月23

日生效，香港文匯報放蛇發現，

有不法商人兩招代客鑽空子，企

圖違規避過實名登記制，如替客人找“替身”登

記，有深水埗的檔攤更公然教唆市民買供外國到港

旅客使用、俗稱“旅行卡”的漫遊數據卡。有關的

檔主聲稱：“英國出售的旅行卡唔使實名登記，喺

香港自由使用數據網絡。”有資訊科技專家及法律

界人士警告，付款購買由他人身份登記的電話卡屬

偽造或行使虛假文書罪行，一旦有關電話卡的掛名

“卡主”或真正用家，利用該卡申請使用跟賭博、

色情等有關的違法服務，雙方都隨時一身蟻。通訊

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發言人呼籲市民不要以身試法，

並表示會不時對已登記的用戶進行抽樣檢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禮願、廣濟

搵“替身”圖避實名登記 教唆用漫遊數據卡

掃碼看片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發言人表示，通訊辦會不時
對已登記的用戶進行抽樣檢查，並對有懷疑的個案進行調
查，以確保電訊商妥善登記用戶的資料，同時因應不妥當的
情況執法，例如要求電訊商取消相關用戶的登記，在有合理
懷疑下亦可將有關個案轉交警方或其他執法機關跟進。

發言人指出，引入電話卡實名登記制目的是堵塞電話儲
值卡匿名性質的漏洞，協助執法機關偵查涉及利用這些電話
儲值卡的罪案，加強保障電訊服務的健全及通訊網絡的安
全，協助維護社會治安。為免市民登記時遇到困難，政府在
25個港鐵站及18間指定郵局，提供電話卡實名登記支援服
務。

“太空卡”下月23日後不能使用
發言人強調，在登記制度下提供虛假資料及/或虛假文

件，或會構成刑事罪行。視乎有關行為的性質及所得的證據，
適用罪行包括《盜竊罪條例》（第 210 章）第 18A 條有關以欺

騙手段取得服務，或《刑事罪行
條例》（第 200 章）第73條有關
使用虛假文書等罪行。《盜竊罪條
例》第18A條的罪行最高可處監禁10
年，而《刑事罪行條例》第73條的罪行
最高可處監禁14年。視乎案件性質及所得的
證據，任何人明知而向另一方提供以其名義登記
的電話智能卡以利便干犯某宗罪行，或可能被控協助及教
唆干犯相關罪行。

另外，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助理總監趙佐達25日表
示，不少長者使用“太空卡”，而有些長者的手機款式較
舊，不熟悉上網，因此實名登記會遇到困難，通訊辦會為這
個群體提供協助。所有電訊商的門市或直接的銷售點都已經
回收“太空卡”，但不排除有些商販可能還有一些庫存，根
據規例，商販可繼續販賣，但也要提醒用戶在限期前完成實
名登記，否則下月23日後將不能繼續使用。

在電話卡實名登記制下，個人及企業用戶可向每間電訊
商分別登記不多於10張及25張俗稱“太空卡”的電話

儲值卡。有關數量已夠一般人日常使用，但用家必須用實名
及真實個人資料進行登記。有不法商人睇中有人想隱藏身份
繼續使用“太空卡”，近日在網上公然推售“代辦太空卡實
名登記”服務，聲稱客人全程無需露面，無需提交個人資
料，只需提供欲登記的“太空卡”號碼，10分鐘即完成登
記。

搵“朋友”代客登記 一千元有交易
香港文匯報記者放蛇，成功聯絡到自稱是“認證專員”

的Wilson。Wilson稱手上擁有大量“好朋友”的個人資料，
只要記者付款1,000元（港元，下同），他即可安排一位
“朋友”代記者進行電話卡登記。他說：“連卡都唔使換，
用返原來張‘太空卡’就得，係咪好方便？”隨即不停催促
記者盡快付款，更揚言：“好快會加價到1,500元，有買趁
早。”

為測試虛實，記者提供了一個“太空卡”號碼。Wilson
收到訂金後拍心口表示馬上“做嘢”，並着記者當收到電訊
公司發來的驗證碼後第一時間告知他。5分鐘後，記者的
“太空卡”收到一個驗證碼遂告知Wilson，果然收到電訊公
司發來的短訊，指已完成辦理儲值卡的登記手續。Wilson得
戚地說：“無呃你啦，真係登記到。記得介紹多些朋友幫
襯，會畀多啲優惠佢哋。 ”然而當記者追問“太空卡”用
哪些人登記時，Wilson拒絕進一步透露更多資料，只輕描淡
寫地稱：“你唔使理啦，電訊公司根本唔會問，況且你知太
多仲麻煩啦。”除了找他人代為登記成為“太空卡”的掛名
卡主，香港文匯報還發現有商人利用實名制的漏洞賺錢。日
前，記者到電話卡商舖雲集的深水埗鴨寮街，打聽能豁免實
名登記的電話卡，檔主們起初提高警覺，但當見記者一心想
“鑽空子”，對其他需實名登記的電話卡不感興趣，一名檔
主即壓低聲線，悄悄告訴記者：“其實我哋有一款外國電話
卡可以免登記，但85元一個月，10GB數據。”

該檔主聲稱，這款俗稱“旅行卡”的儲值卡需要每月增
值，惟只提供上網功能，由於是國外電話號碼，無法在港撥打

電話，但可利用WhatsApp或微信等通訊應用程式，使用網絡
通話。

推銷“旅行卡”可上網不可打電話
記者發現，鴨寮街至少有3個檔口出售這類儲值卡，每月

增值費介乎80元至100元不等，內含10GB至16GB流動數
據。有檔主介紹稱，這款電話卡主要是英國3UK發出的漫遊
數據卡，“我知道（香港）市場有呢個（免登記）需求，
但其實除咗香港，歐洲好多地方都係要登記嘅，你
去到國外旅行，有啲國家買電話卡仲要你登
記埋護照，而英國3UK係少數無須實名
登記的電訊商。”

據悉，除了3UK發售的兩款免
登記上網電話卡，網傳泰國電話
卡同樣提供在港漫遊流動數據，
亦無須實名登記。

代辦假名電話卡 奸商誘客墮法網

有部分市民受到網絡上的失實謠言影
響，誤以為電話卡實名登記制會洩露私
隱。有資訊科技界中人狠批這些說法屬嚴
重誤解，以他人身份登記更是不智。香港
大律師黎明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根據《人事登記條例》（第 177 章），
使用或管有偽造的香港身份證或他人的身
份證進行登記，即屬犯罪，違者最高可被
判監禁10年。為杜絕有人“售賣”個人
資料供他人登記電話卡，他認為電訊公司
有責任加強查核，要求登記者提供詳盡資
料以作核實，避免有人趁機渾水摸魚。

電話卡用作非法活動 買賣皆惹禍
香港智慧城市聯盟資訊科技管理委員

會主席龐博文指出，用錢購買他人身份並
應用在電話卡登記上，屬偽造或行使虛假
文書罪行，“買賣個人資料供登記電話
卡，有些人覺得沒什麼大不了，卻不知道
買賣雙方都無保障，一旦該電話卡用來申
請或使用跟賭博、色情等違法活動，買賣
雙方都惹禍上身。”

他慨嘆購買他人身份登記電話卡的
人，原意是不想個人資料被登記，卻用一
個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進行登記，只要對
方以“卡主”身份聯絡相關電訊公司，便
可輕易取回卡內的聯絡人資料或相片，令
真正的用家得不償失。

對坊間有人散播實名登記電話卡便等
同被侵犯私隱云云，龐博文認為存在嚴重
誤解：“難道你可以匿名去睇醫生？匿名
出境？如果想用電話卡又想匿名，除非有
其他目的，否則為什麼不敢用真身份示
人？”他認為，不法之徒之所以成功用他
人身份登記電話卡搵食，證明部分市民因
為流言四起，對實名登記制度存在疑慮，
促請政府加強公眾宣傳，就如何保存電話
卡資料加強解說，以增加制度的透明度，
消除公眾的疑慮。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黃錦輝狠批使
用他人身份登記的做法極之不當，而為瞞
過實名登記制度虛報資料也是不智行為，
“實名註冊是好正常的事，唔存在俾人追
蹤或監察問題，情況就好似你揸架車，都
會用自己個名註冊，唔通登記車牌又會洩
露個人資料嗎？”

議員倡轉讓實名登記卡負法責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政府已向電

訊商發出指引，以核實用戶個人資料。儲
值卡用戶須先向電訊商登記其個人資料，
才可以啟動其儲值卡。政府會聯同個人資
料私隱專員公署，確保電訊商會遵守擬議
登記制度下的相關法定要求，妥善處理個
人資料。“我認為政府應考慮在法例上指
明向他人轉讓實名登記儲值卡的法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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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寮街有商戶出
售10GB流動數據的英
國電話卡，月費80港元，
只可上網，不可撥打香港
本地電話。 香港文匯報

記者廣濟 攝

▲有商戶向香港
文匯報記者表示，
“旅行卡”豁免登記，
“ （ 在 香 港 ） 有 市
場。” 香港文匯報

記者廣濟 攝

◀ 深水埗鴨寮街
是銷售電話卡熱
門旺地。

香港文匯報
記者廣濟 攝

通訊辦：將抽查可疑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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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重逢 九旬媽媽：仔是不是瘦了

跨境司機擁妻兒“真爸爸”回來了
三年終圓團聚夢 四代同堂分外暖

◆盧佐朝（前排左二）與祖母（前排左三）及親人春節團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自1月8日起香

港與內地恢復陸路口岸首階段通關，這

對長期從事跨境貨運的司機而言無疑是新年

大禮包，與家人團聚的夢想終於可以實現。趕

在過年前，跨境司機盧佐朝終於回到廣東陽江

的家中，與妻子和三個孩子以及父母、祖母

和叔伯團聚，一家人心情十分激動，小兒子

飛奔入懷，祖母淚水盈眶，一家人一起

過大年，分外溫暖和幸福。

◆3年的期盼，盧佐朝（左二）終於除夕前回到深圳家中，與太太和三
個兒女團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 陳文送（右一）與太太（左一）與外
甥女一家在深圳高興地摘士多啤梨。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陳文送（右一）與太太（右二）和姐姐一
家在深圳團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從事跨境運
輸近30年的港人陳文送，大年初二回到深圳的姐姐家
中，並見到長久思念自己的90多歲媽媽。
姐姐陳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因為疫情3年沒有

見到弟弟了，這次春節能夠見到弟弟和弟媳，因此十分開
心。九旬媽媽看到兒子後尤其高興，端詳兒子“是不是瘦
了”，並不停地給他遞水果。
陳文送則表示，以前姐弟經常見面，但自從疫情爆

發後，剛開始因為閉環運輸，他不能下車，後來去年要求
司機在深圳口岸接駁站候車，因此他儘管人在深圳，卻根
本去不了深圳姐姐家中。兩人只有電話聯繫。媽媽平時住
在惠州，前兩天姐姐接媽媽來深圳家中見面。他給媽媽和
姐姐帶了進口的車厘子和朱古力等。媽媽年紀大，牙齒不
太好，吃車厘子時很高興。
談起對弟弟的掛念時，陳女士表示，“之前三年不

能見面，我經常微信視頻弟弟，讓他要照顧好自己，做好
疫情自我防控，開車不要太累了，要注意安全和身體。”
這兩天，他們一家帶着弟弟、弟媳去龍崗大運城、低碳城
和龍崗濕地公園遊玩，在大運體育館，有山有水，看到好
多遊客，他們一家還去摘士多啤梨，玩得十分開心。
陳文送感慨地說，如今兩地恢復正常通關了，他以

後只要有空便會來姐姐家做客，這樣方便多了，親情也更
濃了。

盧佐朝服務於一家香港物流公司，該公司約
有20輛跨境貨車，司機經常要前往東莞運

電池、電子產品等出口貨物。盧佐朝在該公司
已經工作了近20年。

一度歇業在港打散工
自2020年初，由於受到新冠疫情管控的影

響，北上運輸供港菜和出口貨物的香港跨境司
機一直要進行閉環管理。他們不能下車，需要
長時間待在車上，餓了就啃麵包。自香港爆發
第五波疫情後，深圳在深圳灣、文錦渡和蓮塘
等口岸推出接駁站，並且各區設置集中拉貨的
場地，香港跨境司機只能在口岸接駁站長時間
等待內地接駁司機，有時需要六七個小時甚至
更長，大幅增長了拉貨時間，也令企業成本大
量上漲。最難的時候，盧佐朝一度歇業，只得
在香港打一些散工。
3年來，最讓盧佐朝期盼的就是能夠早日與

家人團聚。因為要養家、加上閉環管理和接駁
站制度，他沒有辦法回家。多達21天的隔離要
求對於一個工薪族來說，也是難以承受的。

視頻連線細仔不理睬
因此，他與家人只能通過微信視頻來解相

思之苦。因為3年沒見，四五歲的小兒子在視頻
中不願意與“假爸爸”講話，一直講要現場看
到的“真爸爸”，讓他十分慚愧和無奈。而女
兒也從一個13歲的女孩變成亭亭玉立的高中生
了。最疼他的祖母一直盼着他早日回家，父母

總說賺錢不重要，平安健康最重要，太太則叮
囑他注意身體。
這次，盧佐朝先回到深圳的家中，小兒子

看到“真爸爸”終於回來了，異常的高興，三
步並作兩步撲向爸爸的懷中，說“爸爸回來
了！爸爸回來了！”女兒和大兒子親切地喊着
爸爸。太太也是說不出的欣喜。
年廿九上午，盧佐朝一家興高采烈地開車

回陽江老家，帶着從香港買回來的朱古力、餅
乾等禮品，儘管一路車程要3個多小時，但一家
人路上有說有笑，不經意間很快到家了。

祖母哭了父母老了
看到前來迎接自己一家的祖母、爸爸媽媽

和叔叔嬸嬸等，盧佐朝心情特別激動，“家人
非常想念我，特別是我80多歲的祖母。小時候
祖母特別疼愛我，看到我回來，便激動地說，
終於盼到了朝兒回家了，我都怕見不到你
啦！”說罷淚水溢出了眼眶。
“我爸爸媽媽都說，回來就好。當我3年來

首次看見爸爸媽媽時，感覺他們都老了很多，
自己頓時很心酸，他們老得太快啦，以前總感
覺爸媽還年輕。”
除夕晚上，一家20多人坐成兩桌吃團年

飯，各種各樣菜品十分豐盛，慶祝一家團圓。
近幾日，盧佐朝與太太、兒女一起去看望

舅舅、岳父母等親戚，大家都好開心。盧佐朝
表示，大年初八就要回港了，“新年開工
啦！”期待通關越來越方便，日後經常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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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26日（星期四）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周文超 1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月24日，
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第七屆峰會在阿根廷首
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應拉共體輪值主席國阿
根廷總統費爾南德斯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向峰會作視頻致辭。

習近平指出，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是發展中國
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全球治理的積極參與者
和貢獻者，拉共體已經成為全球南南合作不可或
缺的推動力量，為維護地區和平、促進共同發
展、推進區域一體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習近平強調，中方一貫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地
區一體化進程，高度重視發展同拉共體關係，將
拉共體視為鞏固發展中國家團結、推動南南合作

的重要夥伴。正是本着這樣的初心，中方同拉方
一道，不斷加強中拉論壇建設，推動中拉關係進
入平等、互利、創新、開放、惠民的新時代。越
來越多的地區國家同中國合作推進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支持並參與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
安全倡議，同中方攜手構建中拉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強調，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
期，只有加強團結合作才能共迎挑戰、共克時
艱。中方願同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繼續守望相助、
攜手共進，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
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促進世界和平與發
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開創更加美
好的未來。

◆1月 24 日，
拉美和加勒比
國家共同體第
七屆峰會在阿
根廷首都布宜
諾斯艾利斯舉
行。應拉共體
輪值主席國阿
根廷總統費爾
南德斯邀請，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向峰會
作視頻致辭。

新華社

習近平峰會視頻致辭：拉共體是推動南南合作重要夥伴

食肆影院排長龍
店員忙到無停手

春節期間多地消費市場加速回暖

在北京合生匯商場，逛吃逛玩的消費人
流絡繹不絕，其中也包括李先生。他

表示，十點半到達合生匯，發現地下兩層的
車位基本停得滿滿當當，轉了半個小時才停
好車。一位現場負責人則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評估，合生匯客流已經和疫情前差別不大，
服飾、黃金珠寶銷售火爆，特別是餐飲，節
前就開始爆滿，春節期間訂包間需要提前兩
天，堂食等位需半個小時以上。

北京60商圈客流量逾1,412萬人次
北京市商務局數據顯示，春節假期前四

日，市區重點監測的百貨、超市、專業專賣
店、餐飲和電商等企業實現銷售額28.4億元
人民幣，恢復至去年同期（農曆日，下同）
的89.8%，較2019年同期增長13.7%；北京
全市60個重點商圈客流量超1,412.7萬人
次，恢復至去年同期的89.2%；重點監測的
全聚德、東來順、便宜坊、旺順閣等19家
餐飲企業堂食49,075桌，同比增長1.1倍；
外賣52,383單，同比增長85%。

京城的電影院也迎來洶湧的觀影人潮。
接近中午時分，在北京芳園里萬達影城，儘
管並不是觀影的黃金時段，但進出影廳的觀
眾絡繹不絕，買票、檢票都需排隊。一位剛
看完《流浪地球2》的觀眾表示：“沒買到
昨天的晚場票，今天白天只買到第三排。沒
想到這麼火爆，幾個月前電影院都沒人，我
都是包場看的。”

“臭豆腐，冰糖葫蘆，缽仔糕……”中
午時分，廣州的惠福美食花街人流如過江之
鯽，幾乎每個人手裏都捧着食物，與家人朋
友你一口我一口的互相投餵。尋常小吃搭配
融融親情，帶來的享受勝過山珍海味，每個
人的臉上都洋溢着幸福滿足的笑容。

北京路惠福美食花街地處廣州傳統中
軸線，是一條以粵菜為主、東南亞菜為輔
的美食街，街道及周邊區域共擁有逾百間
獨立餐飲門店，是市民遊客打卡廣州美食
的熱門地點之一。香港文匯報記者上午11
時許抵達此地時，很多門店都已經大排長
龍。

“在路邊享受美食的感覺真好”
在美食街等候叫號，當然不能空着手，

於是，品嘗周邊各種地方小吃就成了排隊市
民消磨時間的最佳選擇。

“我們是從西湖路花市牌樓那邊走過來
的，一路上吃了串串，喝了奶茶，剛剛又買
了牛雜。”李小姐和同伴一邊走一邊買，一
邊逛一邊吃。“本來想吃椰子雞的，現在好
像已經吃不下了。”李小姐說，很久沒有試
過在路上吃東西了。“脫掉口罩，在路邊肆
意享受美食的感覺真好！”

“牛雜，麵筋，蘿蔔……”顧客點單的
聲音此起彼伏，賣牛雜的阿姨也是手隨聲

動，話音剛落，一碗牛雜就配好了，那邊收
銀台也響起了“支付寶到賬……”的聲音。
阿姨說，春節期間生意比平日好了不止
50%，大家都忙壞了。“聲音啞了，手腕酸
了，但心裏樂開花了！”

回眸看看這長長的隊伍，市民們等待的
是美食小吃，是煙火氣的回歸，更是疫情防
控優化調整後“食在廣州”魅力的快速復
甦。

◆◆在廣州青宮電影城在廣州青宮電影城，，市民排隊購票市民排隊購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攝

今年是新冠疫情爆發後的第四年，防控政策優化
後，內地過新年的氛圍、方式，在恢復過往常態的同
時，也有不少新變化。在我的家鄉江西高安，過年風
氣也發生了很多可喜的變化。

春節前夕回到家鄉後，家鄉並未對家庭團聚
類的聚會有限制措施。我和幾個堂兄弟商量，過
去三個春節過得太“潦草”，太匆忙，今年或許
可以換個方式過年。

除了外嫁的姑姑，我父親5兄弟，加上一個堂
弟，6個家庭有40多口人。兄弟們陸續組建小家庭
後，每年春節都是各自在家吃年夜飯，各自忙碌。
後來，隨着各家添丁添口，家族更為龐大。當我們
幾個後輩提出6家人一起吃年夜飯時，獲得了我父
母和叔叔嬸嬸們的一致同意。除夕夜，大家一起忙
碌、分工合作，一起享用了豐盛的年夜飯。

父親說，這樣的年夜飯，節約了時間和金錢
成本，且在籌辦酒席過程中，也進一步增進了感
情，以後要一直延續下去。有其他村民看到後，
也開始商議明年參照我們的做法。有的甚至是兩
兄弟之間罅隙多年的，據說也達成了一致意見，
實屬難得。

變化不止於此。大額賭博之風一直是農村備
受詬病的陋習，這兩年，我留意到在我們村裏有
了一些積極的變化。過年期間，家庭聚會打牌依
然普遍，但人們已經逐漸接受“小賭怡情”的改
變。與之相對應的是，大家聚在新落成的祠堂內
烤火、聊天的人多了，新祠堂的人氣明顯高過此
前的老祠堂。

拜年之風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從我記事起，一
包白砂糖是唯一的拜年禮物。後來，生活條件改善
了，白酒、牛奶、香煙、滋補品乃至很多不常見的
高檔禮品，陸續成為拜年禮物。各個家庭，特別是
長者家中，春節過後往往堆積着大量拜年禮品，吃
不完也不好轉送，造成極大浪費。我父親同輩親
戚，包括我們堂兄弟、表兄弟等小一輩後來達成共
識，往來拜年，大家都不帶禮品，嘗試“空手拜
年”。如今，除了極少數長者，我們拜年都已不再
另外攜帶禮品。大家更注重增進感情，不再把物質
和金錢往來看得太重，
類似這樣的過年方式，
正越來越多。

2023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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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北京合生匯商場的海底位於北京合生匯商場的海底
撈餐廳撈餐廳，，等位需一個小時等位需一個小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黃寶

儀 北京、廣州連線報道）“等待時間

一小時起，一小時起，拿到號的顧客可

以先去附近轉一圈，回來再吃來得

及……”正月初四的中午，在北京朝陽

區合生匯商場，海底撈餐廳內外坐滿

了食客，服務員忙得腳不沾地，仍用

最熱情最高亢的聲音招待八方來客。

疫情防控政策持續優化後的第一個春

節，內地消費市場加速回暖。香港文

匯報記者走訪北京、廣州的餐飲店、

商場和院線，久違了的濃濃的節慶氛

圍撲面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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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收益率(APY)。本優惠有效期為2023年1月17日至2023年2月10日。有其他條件限制。需開立全新定存帳戶或續存現有的定存帳戶，帳戶期限為180天，最低開戶金額為50,000美元，其中20,000美元必須為目前未存入華美
銀行的新資金。帳戶到期後將自動更新為標準180天定存帳戶，並依帳戶續存時的本金決定當期利率及年收益率。提前解約定存帳戶可能需繳罰金。詳細帳戶規範、費用與條件請參閱開戶細則或洽各華美銀行分行。本優惠活
動不適用於IRA定存帳戶。廣告所示禮品非實際尺寸。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每人僅限一份禮品，將在開立合格帳戶且滿足存款要求時贈送。開立定存帳戶前，請先與分行員工確認帳戶是否符合獲得禮品的資格，並預約領取
禮品的時間。客戶須親自前往華美銀行分行領取禮品。優惠可能隨時變更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

定存期限180天 | 最低開戶金額 50,000美元，
其中20,000美元需為新資金 
優惠截止日: 2023年2月10日

定存帳戶新春優惠

琉璃工房限量水晶「瑞兔」，
獨家提供華美銀行客戶。

兔年迎春納福，闔家安康。我們期待與您共同成就更多輝煌！
現在開立合格定存帳戶，即可獲得琉璃工房限量版新年開運水晶。 1

詳情請掃描二維碼或致電888.819.8880。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將於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將於22月月33日至日至55日日
在休士頓召開在休士頓召開 「「台聯會全美理監事會議台聯會全美理監事會議 」」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將於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將於22月月33日日
至至55日在休士頓召開日在休士頓召開 「「台聯會全美台聯會全美
理監事會議理監事會議」」 ，，並舉行論壇並舉行論壇。。圖為圖為
（（下圖下圖））論壇的主辦者翁履中教授論壇的主辦者翁履中教授
（（中中））與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前與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前
會長李迎霞及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會長李迎霞及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
互祝鴻兔大展互祝鴻兔大展、、兩岸和平論壇成功兩岸和平論壇成功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連三年會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連三年會
長馮啟豐等人長馮啟豐等人，，預祝全美台灣同鄉預祝全美台灣同鄉
聯誼會第聯誼會第4343屆年會圓滿成功屆年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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