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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華盛頓3日綜合外
電報導）美國元月非農就業人口
新增51萬7000人，失業率下滑
至3.4%，創50年來新低。在聯
邦準備理事會藉升息大力減緩成
長並控制通膨的情況下，這是個
令人意外的堅挺增長。

美聯社報導，今天公布的政
府報告增添了美國勞動市場給人
的堅韌印象，即使多數經濟學家
預言衰退逼近，但失業率仍低，
裁員相對為少而且工作職缺眾多
。這固然有利於工作人口，但雇
主對人力的持續需求也會促使薪
資成長加速，從而促使通膨居高
不下。

今年元月新增非農就業人口
大幅超過去年12月的26萬9000

人，恐令外界懷疑，未來數月通
膨壓力是否能進一步紓緩。自去
年3月以來，聯準會已8次調升
主要利率，以圖控制通膨。去年
美國通膨達到40年來高點，但
至今已趨緩。

各公司仍在求才中，同時極
力保住現有人力。姑且不論微軟
、Google和亞馬遜等科技巨頭
一些引人注目的裁員行動，多數
就業人口在許多經濟學家預言衰
退將臨的情況下，仍享有不尋常
的高度就業保障。

聯準會希望將就業市場和經
濟降溫，進而使通膨降溫，因而
一再調升貸款利率，最近一次升
息在本月1日。通膨年增數據自
去年6月達到9.1%高峰後即持

續降溫，但去年12月的6.5%通
膨年增率仍遠高於聯準會的2%
目標。

聯準會力求實現經濟 「軟著
陸」 ，也就是使經濟拉回到足以
抑制高通膨但又不致於觸動衰退
的程度。美國決策當局希望，雇
主能以減少工作職缺來減緩薪資
調升速度和通膨壓力，但並不一
定須要大舉裁員。

如今就業市場的韌性並未使
政府期望中的結果比較容易實現
，勞工部1日通報，全美雇主去
年12月公告1100萬個職缺，意
外較11月的1040萬個職缺增加
，為7月以來最大數。目前平均
每一位失業的美國人都能享有大
約2個職缺。

美美11月就業新增月就業新增 通膨壓力能否續紓緩堪疑通膨壓力能否續紓緩堪疑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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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政治甭干擾體育政治甭干擾體育----
國際奧委會不該排斥俄羅斯參賽國際奧委會不該排斥俄羅斯參賽

2024年巴黎夏季奧運會將於17個月後在法國
巴黎舉行,這是法國相隔100年後再次舉辦盛典, 所
以格外受到各界的慎重，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
（Thomas Bach）日前宣布正在想方設法尋找讓俄
羅斯運動員參與賽事的途徑，其中也包括讓俄羅斯
運動員以中立身份參加，但是他的發言卻引來烏克
蘭強烈不滿, 抨擊國際奧會是”戰爭謀殺和破壞的
推手，樂見俄羅斯摧毀烏克蘭，並提供一個宣揚種
族滅絕並鼓勵俄羅斯進一步殺戮的平台”。

哇, 烏克蘭的指控真是太嚴重冒犯了, 尤其是指
控國際奧會是”戰爭謀殺和破壞的推手” 更是讓
人聽了毛骨悚然, 烏克蘭錯了,他們的指控恰恰相反
,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 國際奧會是” 和平的創見者
和推手”, 奧運會是為體育而設, 是屬於運動員，而
不屬於政客的，那是一個超乎政治之外的中立組織
, 其宗旨不僅僅是體育競賽，更是讓世界藉著競賽
機會交流互動，以達到和諧團結的目的,所以奧林
匹克的藍、黃、黑、綠、紅五種不同顏色的圓環相
連圖案代表的就是歐、亞、美、非、澳五大洲的團
結，從過往舉行的奧運會可看出,只要世界面臨政
治衝突或危機，奧運會就會挺身而出，讓世界的激
烈碰撞緩和下來，也由於奧運本身所蘊含的和平與
競爭的精神內涵，所以沒有任何力量能將五大洲分
離開來。

但是翻開奧運史,儘管美俄在冷戰期間角力, 不
幸曾經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相互抵制不參加奧運
會之舉，剝奪了運動員參賽權利,而且也曾因對恐
怖主義擔憂而讓2004年雅典奧運和2014年索契冬
奧在愁雲慘霧中舉行，但奧運精神不死, 世人對和
平祈求不斷, 所以上一屆平昌奧運會前夕儘管朝鮮
半島局勢惡劣,南北韓依然共組冰球聯隊參賽, 化危
機為轉機,有助兩韓和平。

就在去年北京冬季奧運會還剩七十餘天即將盛
大舉行之際, 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頓曾不識大
體竟呼籲拜登總統全面徹底的抵制那次京奧會, 他
所持的原因是為了保護美國運動員的安全以及懲罰
中國對美國與文明世界和自己人民所犯下的罪行，
拜登則表示，白宮在考慮是否對北京採取其他的外
交抵制, 但在輿論反對之下美國最後還是決定參加
了, 這是拜登政府主政以來所做過的少見的正確決
定, 我們應該給他按一個讚。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正確的認知, 政治歸政治,體
育歸體育,政治甭想干擾體育, 奧林匹克運動會是開
放給運動員的,而不是給政客的, 雖然我們同情烏克
蘭的遭遇, 也強力譴責俄羅斯侵略的暴行,但是國際
奧委會不該排斥俄羅斯最優秀的運動員去巴黎參賽
以讓他們爭取個人一生中最燦爛的光彩!

【綜合報道】近日，包括德國、荷蘭、英國、美國在內
的多個國家先後宣布，暫時關閉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領事館。當地
時間2月2日，土耳其外交部召見9國駐土大使，並表示，各國

幾乎同步採取的行動不夠謹慎和妥當，這種做法只會助
長恐怖主義行為。
多國宣布暫時關閉伊斯坦布爾領事館
據央視新聞消息，2月1日，德國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
館通過社交媒體宣布，由於安全原因，總領館於當天關
閉，所有簽證和護照預約取消。
此前，荷蘭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館也宣布，“由於可能
的抗議活動和對西方目標的安全威脅增加”，從1月30
日起，該館暫時關閉。
美國駐土耳其大使館也曾於近期發布安全預警，要求公
民謹慎前往伊斯坦布爾獨立大街附近區域。
英國駐土領事館也發布了類似的安全警告。
土耳其外交部召見9國駐土大使
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報導稱，當地時間2月2日，土
耳其外交部召見了美國、荷蘭、瑞士、瑞典、英國、德

國、比利時、法國及意大利的駐土大使和代表，對上述國家近日
臨時關閉駐土領事館或發布土耳其旅行警告的行為表示關切。土
耳其外交部表示，各國幾乎同步採取的行動不夠謹慎和妥當，這

種做法只會助長恐怖主義行為。
土耳其內政部長索伊盧表示，一些西方國家關閉他們在伊斯

坦布爾的領事館並發出旅行警告，是在對土耳其發動“心理戰”
，目的是破壞土耳其旅遊業的複蘇，這是西方陰謀的一部分。
美稱伊斯坦布爾有恐襲“正在策劃”

據參考消息，俄羅斯衛星社2月2日援引土耳其《曙光報》
的報導稱，土耳其安全部門消息人士稱，土耳其未從美國收到過
關於在土正有恐怖襲擊在策劃的情報。

報導稱，美國大使館1月30日警告其公民，伊斯坦布爾市
中心有恐怖襲擊的危險。此前，英國、荷蘭和德國駐伊斯坦布爾
領事館因該市中心有恐怖襲擊威脅而停止運行。俄羅斯駐伊斯坦
布爾總領事館繼續正常工作。

報導稱：“這些聲稱可能發生恐怖襲擊的國家沒有一個與土
耳其安全部門聯繫過。情報和安全部門的消息人士稱，未收到過
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任何情報或警報。”

此前土耳其內政部也回應稱，在收到其他國家提供的安全情
報後，土方已經展開了一系列行動，逮捕了嫌疑人並進行安全搜
查。土方正就一些恐怖組織可能在土發動襲擊的情報進行評估。

多國宣布暫時關閉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多國宣布暫時關閉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土耳其召見土耳其召見99國駐土大使國駐土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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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月 17日，随着法槌落下

，法院对以何某为首的16人涉黑案作

出一审判决。经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聚

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非法拘禁罪

，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

人何某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

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分别判处其他被告人二十年至一年六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各并处罚金。一

审判决后，何某等4人当场提出上诉，

目前二审法院正在审理中。

抢地盘、争工程、招小弟、持枪械

……二十几岁时的何某在东营当地就已

经恶名远扬了。2003年1月，何某因犯

绑架罪、聚众斗殴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十六年。这一次，何某依然不思悔改

。入狱服刑七年后，何某因病于2010年

1月被暂予监外执行。其间，何某没有

安心养病，而是时刻关注在狱中结识的

“好友”的动态，一旦有人出狱便主动

联系，让他们跟着自己干。

“当时，何某联系我，说坐过牢的

人不好找工作，不如跟着他干。”“我

出狱后，没地方去，就来东营投靠何某

。”很快，何某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纠集

了一帮闲散人员。这些人中，既有昔日

狱友，也有“慕名”而来的社会闲散人

员。他们觉得，跟着何某不仅吃喝不愁

还有钱花，出了事也有人帮忙摆平，似

乎是一条不错的“谋生”路。至此，以

何某为首的涉黑组织初步形成。

看着发展势头正旺的建筑工程行业

，何某眼热不已。何某通过暴力、恐吓

、威胁等方式签合同、揽工程，逼迫竞

争对手退场。据耿某、刘某等多位在当

地颇有声望的建筑商介绍，只要稍有不

顺从，何某便安排手下教训他们一番。

因惧怕何某，很多建筑商只能无奈退出

竞争。

2010年 7月初，东营市某小区二期

工地发生大规模聚众斗殴，案发现场留

有尖头钢管、礼花弹等大量作案工具。

事后查明，这是何某涉黑组织实施的犯

罪事件之一。此后，何某涉黑组织的气

焰日渐嚣张，牟利手段也是五花八门。

没有施工资质，他们便借用江苏等外地

公司的资质或以小弟的名义注册新公司

，承揽东营市当地学校、住宅小区等多

处工程，大肆攫取经济利益。

然而，势力日渐壮大的何某并不满

足于只在建筑工程中分一杯羹。他先后

以帮忙平事的名义插手多起经济纠纷，

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2013年，何某与当地某工程队协商

充当施工期间的看护队，维护工地秩序

。他安排人员守在工地入口，阻止运送

材料的车辆进出，强迫施工方使用其指

定的砂石料等，从中非法牟利；组织人

手霸占厂子、驱赶员工，导致企业停产

停业直至破产，上百名工人被迫上访；

雇用老年人静坐，封堵大门，扰乱企业

正常生产秩序；在办公场所喷字要账，

影响公司经营秩序……

不仅如此，何某涉黑组织还实施多

起开设赌场、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犯

罪行为，在当地及周边地区造成恶劣影

响。2021年6月，公安机关对何某及其

犯罪团伙立案侦查。

2021年11月，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

将该案移送东营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何某涉黑组织成员16人，涉案事实30

余起，侦查卷宗329册，是近几年我们

办理的体量较大的涉黑组织案件。”据

东营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冯宗利介绍，该

案的难点在于涉黑组织成员多数不认罪

，零口供，尤其是主犯何某仅承认自己

认识这些成员，给他们找工作干工程，

其余一概不说。

为夯实犯罪证据体系，打破何某脱

罪的幻想，东营区检察院抽调精干力量

组成专案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我们细致审查卷宗后，提出13项

提前介入意见及百余条补充建议，引导

侦查机关最终形成19本补充卷宗，保证

了案件有理有据有序办理。”冯宗利说

。经过检察官释法说理，多名组织成员

主动举报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

。庭审结束前，多名被告人自愿签署认

罪认罚具结书，这些事实成为指控该涉

黑组织的有力证据。2022年4月，经东

营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于同年10月

对该案开庭审理。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东营区检察院

还坚持扫黑除恶与“打伞破网”、参与

社会治理同步推进，向纪委监委移送线

索3起。

针对何某长期盘踞建筑工程行业实

施犯罪的特点，东营区检察院深化诉源

治理，向镇街及有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

，推动行业正本清源、健康有序发展。

出狱后走涉黑老路
再落法网获刑二十五年

见有人有融资需求，尹某摇身

一变成为银行负责贷款业务的高管，

可帮助融资上亿元；见有人需要承揽

工程，他又表示自己可以“介绍工程

”……直到被害人回过神来后报警

，公安机关迅速将其抓获，此时尹某

辩称他与被害人的资金往来是正常的

民间借贷。2022年10月27日，尹某

因诈骗被害人房某、陈某钱财近一千

万元，经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坝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5万元，责

令退赔诈骗所得。目前，该案执行程

序正在进行中。

案发：前高管欺骗熟人钱财供自己

享乐

2020年底，房某在一次聚会上

经同学介绍认识了尹某，尹某自称

是某大型银行武汉分行的业务总监

。当得知房某的公司急需资金周转

时，尹某提出可以帮房某融资，但

同时以急需用钱为由向房某借款90

万元。房某一心想筹集资金为公司

周转，遂将钱款转账给尹某，并按

照要求向尹某提供了融资所需的证

明材料，但没想到这些申报资料如

石沉大海，融资无果而终。

不久后，尹某又向房某谎称其

正帮朋友运作武汉一处商业地产的

买卖，该交易若能达成，他可委托

朋友将售房款中的2亿元借给房某

使用。随后，尹某以此次交易买方

出现资金缺口为由让房某先行垫资

1500万元促成交易。想着交易完成

后自己能得到2亿元资金，房某思

索再三后先后 20余次向尹某转账

940万元。

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房某多

次向尹某索要银行贷款凭据、地产

交易信息资料，均被尹某以各种理

由推脱，此时的房某终于生出疑心

，前往银行了解情况时却发现尹某

在2021年 6月就已经离职，同时得

知业务总监岗位属于业务外勤序列

，不具备信贷业务管理权或其他管

理权。知道自己受骗的房某便报了

警。

无独有偶，也是在2020年底，

尹某通过原银行下属陈某某联系到

其弟陈某，谎称可以帮陈某承接武

汉市内一分包工程，因尹某曾经是

哥哥的领导且两人平日相处较为融

洽，陈某相信了尹某。而尹某以打

点关系为由向陈某索要120万元的

费用，陈某为得到该工程向尹某转

账60万元。在屡次索要相关资料或

钱款不得时，陈某前往尹某原任职

单位了解情况后发现自己被骗，遂

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后，尹某向陈某退款30万元。

经查，尹某承诺的地产买卖、

分包工程均系其伪造。根据尹某前

妻及相关证人证言，尹某沉迷网络

赌博，其骗取的钱财均被用于偿还

赌债或继续赌博。

狡辩：是借款不是诈骗，更没有赌博

在事实与证据面前，尹某却表

现出超出常人的镇定。面对讯问，

他声称自己确实在为房某周转资金

想办法，但因为客观原因未能实现

；至于让房某垫付的费用，则是他

们二人间的普通借款，他把940万

元中的七八百万元借给了能够帮助

房某融资的人，他把此事也告知了

房某，只是没有告诉房某具体借给

了谁，其余的100多万元确实流进

了他自己的腰包。对于其前妻说的

赌博输钱一事，他辩称是夫妻间的

调侃，他没有赌博。讯问过程中，

他不断强调自己年收入百万元，不

存在诈骗他人钱财的可能性，面对

关键性问题他以“仅想告知律师”

为由拒绝回答。

对于诈骗陈某的事实，尹某

更是不予认罪，辩称他确实想给

陈某介绍工程，但因在联系过程

中出现了问题才没有介绍成功，

陈某转账的 60万元不是“打点费

用”，而是他向陈某的借款，当

时他要给陈某写欠条，是陈某信

任他没让他写。他还辩称已经还

款一半，他若有诈骗行为就不会

主动还款，希望警方和检察机关

能够“还我清白”。

经向尹某原单位、商业地产的

所有权方和运营方、分包工程的承

建方等调查核实，警方查明尹某提

到的商业建筑综合体是他虚构的，

能够帮忙融资的朋友也是虚构的，

他也没有能力帮助他人承揽到工程

，而他诈骗所得的千万元钱款都流

向了各地不同的银行账户，这些账

户大多数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相

关账户。

结案：犯诈骗罪被判刑14年

收到房某的转账后，尹某就利

用不同收款人的银行卡将资金全数

转出。经查，尹某将其中的216万

元用于偿还个人欠款，将650余万

元转至涉嫌网络赌博的“跑分”或

其他账户。房某900余万元的亏空

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弥补，且网络

资金流难以捕捉，为此检察机关向

管辖地公安机关发函，要求公安机

关积极查封尹某的房产、动产等可

执行财产。在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

努力下，最终查封尹某名下房产，

经鉴定该房产价值足以赔偿被害人

的损失。

最终，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

以诈骗罪判处尹某有期徒刑十四年

，并处罚金5万元；责令被告人退

赔被害人房某940万元，退赔被害

人陈某30万元。

银行离职高管骗取钱财近千万元
到案后竟要求“还我清白”

朴槿惠朴槿惠7171歲生日之際有望重返政壇歲生日之際有望重返政壇？？
數千支持者發聲數千支持者發聲，，前總理助陣前總理助陣

【綜合報道】一直以來，韓國政壇的風起雲湧便是國際社會
關注的焦點，尤其是與歷任韓國總統有關的“青瓦台魔咒”，更
是一度引發外界熱議。

儘管，韓國現任總統尹錫悅已經將總統府從青瓦台遷到了龍
山，以及朴槿惠、李明博被特赦等情況發生，標誌著“青瓦台時
代”的終結，但這並不意味著“青瓦台魔咒”會就此結束。
眼下，種種跡象表明，文在寅政府已經開始面臨新一輪的“清算
”了。

一，文在寅卸任後的第一天，便遭到了2600多名市民聯名
舉報，稱其在任內推動“去核電化”政策過程中存在濫用職權等
情況，此事仍未平息。

二，文在寅親信，例如前防長徐旭等人因為牽扯“西海官員
被槍殺”一案而被韓國檢方逮捕。

三，曾被視作文在寅“接班人”的韓國最
大在野黨黨首李在明，日前因為涉嫌在擔
任城南市長期間，從大莊洞地產項目中謀
取私利，也遭到了韓國檢方問訊，處境並
不樂觀。
很難想像，若按照該趨勢發展，文在寅及
其身邊人很可能都遭到“清算”，再次觸
發“青瓦台魔咒”。
然而，正當外界開始猜測，文在寅究竟能

否成為近年來第一位打破“青瓦台魔咒”
的韓國總統之際，朴槿惠有望重返政壇的
消息傳來了。
30日，韓國媒體報導稱，再過幾天，也

就是2月2日，朴槿惠將迎來自己的71歲
生日，也是其入獄近5年來，第一次在外
過生日。
並且，雖然朴槿惠被特赦後，一直深居簡

出、行事低調，但其在韓國依舊有大量支
持者，目前便已有數千人準備幫朴槿惠慶生。

此外，韓國前總理黃教安也在當天表示，要為朴槿惠慶生助
陣。據悉，朴槿惠出任總統時，黃教安便擔任總理，朴槿惠被彈
劾入獄後，黃教安便出任了代總統。

並且，黃教安還是韓國保守黨的重要人物之一，朴槿惠被彈
劾後，他便與其他保守派人士組建了國民力量黨並任黨首，而後
辭職。

恰巧的是，如今的韓國總統尹錫悅便是國民力量黨人士，韓
國執政黨便是保守黨。

結合種種跡象來看，朴槿惠71歲生日動靜如此之大，不排
除是朴槿惠“重返政壇”的徵兆之一。

一方面，有數千名支持者打算為朴槿惠慶生，表明朴槿惠在
韓國的支持率依舊高漲，民眾基礎依舊紮實，這為朴槿惠重出江

湖、重返政壇埋下了基礎。
另一方面，作為保守黨高層人物的黃教安出面助陣，則表明

了保守黨依舊很“重視或器重”朴槿惠，這為朴槿惠重返政壇提
供了一定政治基礎。

此外，雖說現任韓國總統尹錫悅曾是負責偵辦“親信案”的
主要檢察官，但其加入保守黨並成功當選後，曾親自拜訪朴槿惠
並向其道歉稱，當初偵辦“親信案”是職責所在，並非故意針對
朴槿惠，事後還鄭重邀請朴槿惠出席其總統就職典禮，並且位置
就在第二排，也就是文在寅身後。

可見，如今朴槿惠要想重返政壇，基本上算是“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了，若其有意復出，得到的助力將是不容小覷的，成
功率也非常大。

在朴槿惠、李明博先後被特赦後，韓國保守黨的影響正持續
上升，等到該黨影響力超過最大在野黨，那麼韓國政局將迎來重
大改變，朴槿惠沒準就會順勢重返政壇。

朴槿惠重出江湖的希望越大，文在寅政府被“清算”的可能
性或許就會越高。
畢竟，朴槿惠要想名正言順地重返政壇並有所作為，擺脫“親信
案”的影響便是至關重要的一步，而這，就意味著文在寅政府將
被“清算”，從而推翻此前的指控。
因此，朴槿惠重返政壇的步伐加快，文在寅們的處境會愈發不妙
。

若朴槿惠成功復出，則意味著文在寅任內對於肅清韓國政壇
秩序的努力，將在一定程度上付之東流。

畢竟，在韓國前總統盧武鉉身亡後，文在寅便將肅清韓國政
壇秩序、向保守派和財閥勢力宣戰視作了自己的使命之一。但出
人意料的是，在任期最後時刻，文在寅親自赦免了朴槿惠，尹錫
悅又特赦了李明博，一切兜兜轉轉，似乎又回到了原點。

可見，韓國政壇的複雜多變，遠比想像中要復雜。至於文在
寅、朴槿惠們的命運將如何進行，且看局勢如何發展吧。

澳大利亞新鈔票將不再印英王像澳大利亞新鈔票將不再印英王像
【綜合報道】澳大利亞中央銀行澳大利亞儲備銀行當天宣布

，新版5澳元鈔票圖案將不再使用英聯邦元首頭像，改成更能反
映澳大利亞本土歷史文化的設計。

澳大利亞是英聯邦成員，英國君主為國家元首。 5澳元鈔票
是澳大利亞唯一印有英聯邦元首頭像的鈔票，最早可以追溯到澳
鎊（Australia Pound）時代，目前使用的頭像是已故英國女王伊
麗莎白二世。

澳大利亞儲備銀行稱，新國王查爾斯三世的頭像將不再出現
在澳大利亞鈔票上，而會把代表澳大利亞原住民社區的圖畫印在
鈔票上。銀行已經就中央銀行就這一變化徵求了政府的意見，預
計將在幾年內生效。

澳財政部長吉姆•查莫斯（Jim Chalmers）表示歡迎，認為
此舉讓澳大利亞在“後伊麗莎白失敗”取得了“良好的平衡”

。 “這是一個重要
的機會，在 5 澳元
的紙幣上承認我們
更多的原住民遺產

和歷史文化，歷史可以追溯到數万年前。你們知道，我希望看到
澳大利亞成為一個共和國，這不是什麼秘密。”錢莫斯如此說道
。

不過，反對黨自由黨領袖彼得•達頓稱，取代鈔票上的君主
形象，可能會激怒澳大利亞的“沉默的大多數”。他說：“我認
為這是對我們的製度、社會和機構的又一次攻擊。”

根據澳儲備銀行的聲明，新版5澳元鈔票的設計和印製預計
將耗時數年。現行版本將在新版鈔票推出前繼續發行，並在新版
發行後繼續流通。按照現行的法律，澳大利亞的硬幣必須刻印英
國君主像，但鈔票不受此規約束。帶有查爾斯三世頭像的硬幣預
計今年晚些時候在澳發行。

伊麗莎白二世女王於1953年首次出現在澳大利亞的1英鎊
紙幣上，她的形像在1966年被延續到了第一張澳元紙幣上。

雖然澳大利亞和英國之間關係緊密，但其實澳國內一直存在
“脫離英聯邦，成為共和國”的聲音。而現在執政的工黨，是這
一議程的推動者之一。澳大利亞1999年曾就是否廢除君主立憲
制、改為共和製舉行公民投票，結果是支持繼續以英國君主為國
家元首的人略佔多數。

工黨在2021年發布的國家綱領稱，工黨“支持並將努力建
立一個由澳大利亞國家元首領導的澳大利亞共和國”。阿爾巴內
塞本人也在2019年提到過：“現代澳大利亞共和國的時代，已
經到來。”

澳大利亞“共和國運動”的負責人克雷格•福斯特（Craig
Foster）說，在澳大利亞的貨幣上使用未經選舉的英國君主的形
象，在2023年 “不再有理由”。

他說：“澳大利亞相信任人唯賢，因此，某人因出生而出現
在我們的貨幣上的想法是不可取的，正如他們因出生而成為我們
的國家元首的想法一樣。國家標誌很重要。它們向我們和世界傳
達了我們的價值，並體現了我們民族身份的一個顯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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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連斯基要求歐盟啟動入盟程序
沒有烏克蘭就沒有統一的歐洲

【綜合報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
基輔會晤|法新社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2月2日表示，他的目標是啟動烏克蘭加入歐盟
的談判。

“我希望我們能很快宣布這一點，”澤連斯基說。
“烏克蘭和歐盟不再是在歐洲各自生活的獨立主體。我們的價值

觀是共同的。我們的命運是共同的。我們的敵人是普通的，我們的生
活是團結的”。烏克蘭總統在他的官方社交媒體賬號上說，不可想像
一個沒有烏克蘭的統一的歐洲。

當天，澤連斯基在烏克蘭首都基輔會晤了到訪的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

自俄羅斯向烏克蘭開戰以來的近一年時間裡，烏克蘭一直在向歐
盟尋求軍事、財政和人道主義援助。烏克蘭還致力於深化與歐盟的關
係，希望最終加入歐盟。

星期四，一個由歐盟高級官員組成的代表團來到基輔，舉行為期
兩天的重要會談，以加強烏克蘭與歐盟之間的關係，以及烏克蘭申請
加入歐盟這一更棘手的問題。

“我們在烏克蘭開始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歐洲一體化日。這是我們
在基輔達成聯合協議和作出決定的時候，這將意味著整個歐洲的加強
“。馮德萊恩在推特上說，她很高興來到烏克蘭首都進行會談。

澤連斯基說，基輔正在準備新的政治改革，以期爭取歐盟加快其
加入歐盟的申請。這些改革將“在許多方面改變社會、法律和政治現
實，使之更人性化、更透明、更有效”。

馮德萊恩則表示，我們期待著烏克蘭方面的消息，期待著歐盟的
合作夥伴作出的決定，這些決定將與歐盟可能達成的合作水平以及我
們的進展相一致。

烏克蘭去年申請加入這個由27個成員國組成的政治和經濟集團，在俄羅斯去年2月進攻烏克
蘭之後，烏克蘭希望其申請得到歐盟快速批准。烏克蘭總理什米哈爾本週早些時候表示，基輔希

望能在兩年內加入歐盟。
然而，歐洲其他國家，如馬其頓北部和黑山，已經等待了十多年才讓他們的入盟申請取得進

展。國際輿論預計，歐盟官員可能會在訪問期間試圖降低烏克蘭的期望。
週四當天，烏克蘭外長庫列巴感謝歐盟為基輔對抗俄羅斯提供的5億歐元最新安全援助。他

在推特上寫道：“這些重要的安全援助，讓我們離擊敗俄羅斯侵略者更近了一步。”
據報導，石油資源豐富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挪威首相斯托爾2日表示，挪威方面將從石油

貿易中獲得的利潤作為額外的援助提供資金，成為世界上向烏克蘭提供最大援助的國家之一。
這位領導挪威工黨的首相表示：“由於石油行業的超高收入，我們有採取援助行動的空間。

”他承諾，對烏克蘭的援助將對挪威經濟的活動水平幾乎沒有影響。
挪威是歐洲最大的化石燃料出口國之一，烏克蘭衝突提升了該國的天然氣收入。去年，挪威

向烏克蘭提供了超過100億克朗(10億美元)的民事和軍事援助。
澤連斯基誓言，烏克蘭人將把邪惡從他的國家“驅逐出去”。
“我們信仰上帝，我們不允許絕望。多虧了我們士兵的英勇，感謝世界上自由之友的幫助，

感謝拜登總統和你們所有人，感謝幫助我們的世界各國領導人和人民，“烏克蘭總統在全國祈禱
早餐前的錄音演講中說。

近一年來，我們一直在與邪惡作鬥爭。我們團結在一起，因為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團結在一起
了。我們很勇敢，我們英勇的戰士已經在戰場上打擊了邪惡。澤連斯基說。

據烏克蘭方面的聲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上將、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與烏克蘭總
統澤倫斯基辦公室主任耶爾馬克進行了交談。美方聽取了烏克蘭戰爭前線特別是頓涅茨克地區當
前局勢的簡報。

耶爾馬克感謝美國最近提供的安全援助計劃，並向美國官員保證，“澤倫斯基和整個政府團
隊致力於為清除當局的腐敗風險做出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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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

李小龙正是凭借他自己一身惊人武功和大师

修为，26岁就在美国武坛成就为截拳道一代宗师

，1970年代初仅仅通过四部半真功夫电影，以至

情至性的人类共通的人性化自我表达，和对中国

文化淋漓尽致地人格化展现，就掀起世界性的功

夫热潮，赢得了全世界观众的高度认同和深深地

共鸣。

1970年代，在自述文章《我与截拳道》中，

李小龙写到：“事实上，我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

中国人，我是中国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至少，

我留在美国那么多年，我是这样看自己。而在西

方人眼中，我当然是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

少不了我必须具备有中国人的基本条件。所谓的

条件，我指的是关于文化的、感情的，以及在具

体行动的表现上。

我作为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是一个意外

，或许这是先父有意的安排…但是，先父并不让

我在美国接受美式教育，在我三个月大的时候，

他送我回到了香港…这在我一生中，可以说是很

重要的，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文化，我

非常喜欢，我强烈的意识到我是其中的一份子。

在那时我当然不了解，也不知道环境对于一个人

人格和个性的完成，会有那么巨大的影响。然而

，‘我是中国人’的这一概念正是在那时候萌芽

的。”

2020年11月，李小龙美国洛杉矶时期亲传

入室弟子秦彼得师傅应笔者邀请，为《武术世界

》杂志纪念李小龙诞辰八十周年专刊题词并撰写

纪念文章，他在文中也回忆到：

“小龙的人生目标，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功

夫和中国文化。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晚上，

截拳道训练课后，我们坐下来聊天。他说：‘彼

得，尽管我们住在美国，都娶了一个美国妻子，

但在内心深处，我们永远是中国人’。”

3 国际现代搏击的教父级领袖人物

1962年，李小龙在西雅图一间地下室创立了

他的首个振藩国术馆。从那时起到1971年李小

龙回到香港以影弘武止，回望李小龙在美国十余

年的职业武术生涯，事实上经历了一个由迷信中

国传武，到解放思想，打破传统局限，中西兼容

，追求无门派、无限制自我发展，由传统经验化

训练和实践到现代科学化训练和实践，以及从武

技体系到武学境界由术至道（从振藩国术到振藩

拳道，再到截拳道）的具有革命性意义地不断自

我进化的发展过程。

1964年的长堤震撼演武，让李小龙——一个

此前默默无闻，只是在地下室武馆教学的功夫小

子，得以一跃跻身于堪称“世界武术大熔炉”的

美国武坛主流圈，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武术在美代

表人物，从而能够站在美国武坛的峰顶，有机会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为优秀的东西方武术家、搏

击家们广泛切磋、交流和交叉学习。在这个世界

武术大熔炉里，在与东西方武术家们的不断碰撞

中，始终立足于实战致用和自我表达的人类武术

发展根本，李小龙大破大立大成的现代武道真功

夫革命之路由此开启。

1967年，借助美国著名《黑带》杂志专访，

李小龙正式宣布创立圆融中西武术精华，具有无

门派、无限制、全接触对抗、全能科学格斗和跨

领域交叉训练等鲜明的哲学化、科学化

特征的现代实战中国武道——截拳道

（JEET KUNE DO）。截拳道的创立，

在中国和美国武术史上，包括在现代世

界武术发展史上，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被一些武术史家看

成是传武主导时代逐渐落幕，现代真功

夫时代走向前台的具有划时代象征意义

的重要事件之一，李小龙因此成就为一

代截拳道宗师。

1967年-1969年，李小龙在洛杉矶自家

后院，通过截拳道现代搏击的系统训练

，将当年全美顶级的传统半接触式世界

空手道冠军乔· 刘易斯改造成为现代全接

触搏击者。在李小龙毅然决然回归香港

拍摄真功夫电影之前，乔· 刘易斯一直追

随李小龙接受截拳道的系统训练，并迅

速在擂台上仿若脱胎换骨一般，横扫所

有对手，连续夺得11次冠军，一时无敌

。1970年，乔获得美国富豪李福纳的支

持，一举颠覆传统赛制，将李小龙截拳

道踢拳对抗模式搬上擂台，在北美首次

推出全接触职业踢拳赛事，引起轰动，

被誉为“美式踢拳之父”，而乔则尊称其师李小

龙为“全接触格斗之父”。

1971年-1973年，李小龙真功夫电影亦以横

扫一切的气势，迅速掀起席卷全球的“中国武术

热”，商业嗅觉高度灵敏的美国全接触空手道/

踢拳组织好风凭借力，于1974年推出了首届世

界全接触职业踢拳大赛，开始迈出在全球大力推

广现代职业踢拳赛事的坚实脚步。龙弟子乔· 刘

易斯以其实力毫无悬念地夺得了首个世界重量级

踢拳冠军，赛事主办者则通过电视转播主持人之

口，宣称“将首届世界职业踢拳大赛献给截拳道

宗师李小龙”，俗称“自由搏击”的现代职业踢

拳赛事遂由此起步，逐渐风靡世界，美式、泰式

、日式、欧式等各类踢拳风格擂台争霸，交融发

展，繁荣至今。

1993年，美国终极格斗赛的兴起，造就了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MMA（综合格斗）赛事组织

UFC引领现代搏击大发展的新的潮流传奇。在

超越UFC初期异种格斗的蛮荒时期的混乱探索

之后，以UFC为代表的风行全球的MMA运动，

正在实质意义上践行李小龙无限制，无门派、

跨领域交叉训练，全能科学格斗（远踢近打贴

身封打擒摔）的武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进化

和成长。李小龙若水哲学（Be Water），亦已

实质性的成为全球MMA界共同尊奉的最高哲学

，被世界顶级的综合格斗冠军们奉为武学最高

境界指南。

“李小龙毫无疑问是现代综合格斗之父，”

UFC总裁达纳· 怀特指出：“李小龙上世纪60年

代和70年代所宣扬的每一件事情，随着UFC在

90年代初期至今的发展，都一一得到了验证...我

可以告诉你：李小龙是武术发展到目前和为什么

今天UFC会存在的原因。”

鉴于李小龙旷世独步的武学成就和革命性贡

献，上世纪1970年代以来，以欧美和日本武术

界为代表的国际武坛先后尊奉李小龙为“武之圣

者”、“功夫之王”、“MMA之父”。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在现代自由搏击大发展

时代，还是在现代综合格斗大发展的时代，李小

龙一直都是一个怎么也绕不开的堪称国际现代搏

击教父级领袖人物的伟大存在。

4 一个无法拷贝的神话

西洋出生，香港成长，18岁赴西洋深造，再

回香港时便震惊了世界。中西合璧交融的李小龙

，在西洋和中国香港之间为他自己划了一个完美

的人生和事业的圆。

他以中国武术作为自我成长和表达的途径，

始终秉持高度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个人自信

，与时俱进，不断创造创新，通过传统与现代的

结合，东方与西方的结合，哲学和科学的结合，

文与武的结合，武与艺的结合，尚武崇德、追求

和谐的中华文化精神的表达和真诚地自我表达的

结合，李小龙面向世界充分展现了一个中国人、

一个中国武术家的时代才华、人文风骨、文化底

蕴、功夫实力和人格魅力，他因此创造了一个世

界级的流行文化现象，他因此在国际上成为中国

人、中国功夫的文化符号象征，一位“世纪英雄

与偶像”。

1999年世纪之交，李小龙获美国好莱坞演

艺同业公会授予“终身成就奖”，同年入选美

国《时代》周刊“20世纪影响世界100人”之

一，入选美国《黑带》名人堂“十大世纪武术

家”，名列榜首。200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

”授予李小龙“世纪之星”荣誉奖项，中国政

府官方授予李小龙“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杰出贡

献奖”、“中外文化交流突出贡献奖”。2008

年秋，中央电视台制作并一套播出《李小龙传

奇》电视连续剧，创下央视八年来最高收视率

纪录，“掀起中国电视剧史上第六次收视热潮

。”，《人民日报》也为此推出“纪念改革开

放30周年”系列时评之一《向李小龙学习为中

国人争光的志向》。

2006年，《时代》杂志（亚洲版）六十周年

创刊庆将李小龙选入“近六十年亚洲英雄榜”，在

此借用该刊对李小龙的简评，作为本文的结尾：

“李小龙，

一个不能忘记的天才武术家。

一个天生的巨星,

一个传奇中的传奇。

虽盛年离世，

李小龙依然是功夫的代名词。

他已成为一个无法拷贝的神话。”

（完）

猛龙过江闯西洋：功夫之王李小龙的故事

日本將不再是“世界第三”？今年或被這國超越
綜合報導 日本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排在美

國、中國之後，位居世界第三，但由於經濟發展長

期停滯，可能最早在2023年被德國超越，從而跌至

世界第四位。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22年名義

GDP(預測值)排在第三位的日本，到2023年的名

義GDP為4.3006萬億美元，而德國為4.311萬億美

元。

根據IMF的預測，即使日本在2023至 2027年

能勉強避免被趕超，但到2023年日德兩國GPD(預

測值)差距將縮小至6.7%左右。專家警告說，如果

不采取刺激經濟政策以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和國際

競爭力，日本GDP早晚會被德國趕超。

為何用名義GDP進行比較？
用於在國際上比較經濟規模的名義 GDP，

是在國內生產的商品和服務附加值的總額。與

剔除物價變動影響的實際GDP相比，更接近經濟

的實際情況。

據報道，日本名義GDP在1968年經濟高速增

長時期超過西德，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經濟第二

大國。但在2010年被中國趕超，排名跌至第三位。

日本2022年貿易逆差創歷史新高
日本財務省19日消息，由於日元大幅下滑、

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推升進口成本，抵消了新冠

疫情影響減弱帶來的出口增長，2022年日本貿易逆

差達到19.97萬億日元，創下逾40年來最高紀錄。

《日本時報》報道稱，創紀錄的貿易逆差凸顯

資源匱乏的日本經濟的脆弱性，該國不得不依靠進

口來滿足國內需求。日元大幅貶值削減了國家財富

，加劇了日本的經濟問題。

2022年以來，美國等西方經濟體為應對通脹壓

力不斷加息，而日本央行受困於國內需求疲軟、經

濟復蘇乏力，壹直堅持超寬松貨幣政策。在此背景

下，日元匯率大幅下滑，成為去年全球表現最差的

主要貨幣之壹。

德國經濟2022年實現復蘇

德國聯邦統計局日前公布的初步統計數據顯示

：經價格調整後，2022年德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比上年實際增長1.9%。

德國聯邦統計局發表聲明說，盡管遭遇諸多挑

戰，德國經濟2022年依然實現復蘇，與新冠疫情暴

發前的2019年相比增長了0.7%。

數據顯示，2022年德國服務業和制造業實現增

長，但建築業受原材料和熟練勞動力短缺、建築成

本高昂等因素影響出現下滑。

2022年，德國個人消費支出增長4.6%，對經濟

增長起到支撐作用；政府支出增長1.1%。經價格調

整後，2022年德國商品出口額和進口額比上年分別

增長3.2%和6.7%。

復蘇趨勢確定
航空公司有望迎盈利大年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披露了2022年

業績預告。7家航司2022年合計預計虧

損超1300億元。業內人士表示，隨著出

行需求的集中釋放，民航市場將明顯回

暖。供需增速差疊加票價市場化，航司

業績有望大幅反彈。

虧損擴大
2022年，受疫情影響，旅客出行需

求處於低位。民航局數據顯示，2022年

全年民航運輸總周轉量599.3億噸公裏，

為疫情前2019年的46.3%，旅客運輸量

2.5億人次，為2019年的38.1%。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披露了2022年

業績預告，中國國航、中國東航、南方

航空預虧規模均在300億元以上。中國

國航公告稱，預計2022年度歸屬於上市

公司股東的凈虧損約為370億元-395億元，

比上年凈虧損增加203.58億元-228.58億

元；中國東航公告顯示，預計2022年度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虧損約為360

億元 -390 億元，比上年凈虧損增加

237.86億元-267.86億元；南方航空預計

，2022年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虧

損約為303億元-332億元，比上年凈虧損

增加181.97億元-210.97億元。

另外，海航控股預計2022年度歸屬

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虧損約為 185 億

元-220億元；吉祥航空預計2022年度歸

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虧損約為35.7億

元-42.3億元；春秋航空預計2022年度歸

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虧損約為23.5億

元-26億元；華夏航空預計2022年度歸屬

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虧損約為 17 億

元-19.8億元。

中國國航表示，2022年，公司各主

基地市場遭受疫情反復沖擊，尤其是在

北京市場，運力投入及總周轉量降至疫

情以來最低。同時，由於油價高企、匯

率波動等多重不利因素，公司經營改善

的難度進壹步加大，主業相關投資企業

亦受到嚴重影響。南方航空則表示，民

航業受疫情反復、油價高企等多重因素

沖擊，行業形勢嚴峻復雜。

民航局表示，2022年疫情對行業影

響的深度和持續性遠超預期，民航因時

因勢調整優化防控政策，協調爭取並加

快實施壹攬子財稅金融紓困政策，穩住

行業發展基本盤。2023年力爭完成運輸

總周轉量976億噸公裏，旅客運輸量4.6

億人次，貨郵運輸量617萬噸，總體恢

復至疫情前75%左右水平，力爭實現盈

虧平衡。

加快復蘇
隨著疫情防控政策的優化，民航業

加快復蘇。民航局指出，2023年將鼓勵大

型骨幹航空公司打造樞紐間空中快線，鼓

勵中小航空公司專註支線市場，穩妥有

序恢復國際航空市場；擴大“幹支通，

全網聯”試點範圍，拓展空鐵聯運服務

。此外，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力爭

2023年頒證運輸機場達258個。

春節期間，回鄉過年、探親訪友、

旅遊觀光等出行需求集中釋放，客流量

漲幅明顯，民航市場加快回暖。中國民

用航空局總飛行師萬向東日前表示，

2023年春運民航客流量明顯增長。春運

期間，全民航日均安排客運航班11000

班次，為2019年春運期間的73%左右。

民航局數據顯示，春節假期7天，民航

運輸旅客900萬人次，比2022年春節期

間增長79.8%。

“返鄉航線、海島遊航線、冰雪遊

航線需求旺盛，北京—三亞、成都—三

亞、北京—哈爾濱等航線銷售火爆，平

均客座率高達90%以上。”海航控股相

關負責人表示，多條國際航線備受旅客

青睞，客座率達到80%。

中國東航表示，春節假期共執行航

班15078班次，運送旅客178.7萬人次，

航班量同比增長41.46%，旅客運輸量同

比增長91.07%。

中金公司研報顯示，補償性需求釋放

，票價有望大幅上漲。預計2024年供需關

系有望恢復至疫情前水平。同時，票價彈

性有望帶動航空公司盈利超預期。

中信證券預計，2023年國際航班量

有望恢復至疫情前的50%-60%，2024年

國際航班量或超過2019年水平，樞紐機

場基本面有望隨國際客流恢復迎來反

轉。國金證券表示，航空需求將恢復

增長，供需增速差疊加票價市場化，航

司業績有望大幅反彈；國際客流恢復後

，國際樞紐機場投資價值將凸顯。

展望 2023 年，中國國航表示，國

內市場恢復速度將快於國際市場，短

期國內航班將出現供需不平衡壓力。

國泰君安證券表示，1 月中旬航空客

流量已升至 2019年同期約六成。民航

業復蘇趨勢確定，2023 年將是航司盈

利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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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天地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到撒玛坝，不知梯田之大。”云南
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有着连片面积最大的“撒玛坝梯田景
观”，梯田总面积达1.6万多亩，有4300多级梯田，最低海拔600米，
最高海拔1880米。四周有茂密的森林4000余亩，秀美的村镇21个。
撒玛坝梯田有着1300多年历史，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文
化遗产，集中展示着“森林—村寨—梯田—水系”构成的农业生态
系统，是中国梯田文化的明珠和杰出代表，是农耕文明的典范。

这里也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文
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撒玛坝梯田作为哈尼梯田的
重要组成部分，被列为保护的缓冲区。

迤萨马帮

迤萨马帮古城就是如今的红河县县城，在前往撒玛坝景区之
前，可以先到这里游玩一圈。

从红河州府蒙自驱车前往，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到了这个
修筑在山顶的小县城。马帮，曾经是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一种重
要的交通运输组织。1928 年，迤萨的淘金者纷纷前往东南亚经
商、侨居，打通了滇南第一条通往东南亚的马帮之路，走出滇南
旅居国外的第一代华侨，用马帮商队驮出了当地经济的繁荣。

古城东门楼的古建筑群，许多都是上百年的房子，有的是中
式风格的庭院，古朴而庄严；有的是高耸的古堡，历史感厚重。
古建筑群由东门城楼、姚初居中西合璧民居和钱二官院3处共同构
建，建于民国初年，建筑总面积2万余平方米，有“江外建筑大观
园”的美誉。

县城房屋依山而建，青砖白瓦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小城的主
街是单行车道，逛完东门楼的建筑群，顺路到小城街心花园广场
小憩片刻，即便隆冬时节，在这里还如盛夏一般，微风拂过，略
有丝丝清凉之感。

这些古老街道的屋檐走廊，有些还挂着马灯，路上的青石板
时不时能看到马蹄的痕迹；粗壮的榕树仿佛诉说着这里的历史故
事，恍惚间好像看见马帮队伍出城又回来的身影。这些不畏艰
险、敢于闯荡的迤萨汉子们一批批踏上旅程，他们驮出去山货、
药材，驮回布匹、盐巴。他们的创业壮举，开辟了一条条江外到
江内的通商道路，记载着迤萨古城成长的一段段生命历程。马帮
之路，蕴藏着“敢于争先、风雨同舟，艰苦奋斗、建设家园”的
精神力量，这股力量，也持续地激励着这里的人们为生活理想奋
斗不止，为实现梦想锐意进取。

梦幻天地

我们下午 4 时从古城出发，一路盘山而上，穿过大片香蕉林
地、甘蔗地，刺眼的阳光隐没在树影间。将近一个小时车程后，
来到目的地宝华镇，这里的居民住在山头和山腰之间，撒玛坝万
亩梯田景区也在此处。

没来得及观赏日落时分的撒玛坝梯田，整座大山就沉入繁星
编织的网里，爱好摄影的朋友不愿错过这银河当空的美丽夜晚，找
一个机位，大片随手可得。晚餐是油炸黄鳝和哈尼蘸水鸡，配着这里
特产的红米饭，等三杯焖锅酒下肚，白日里27℃骄阳下的感觉又回
来了。四周没有市井的嘈杂，只有初冬的蝉鸣声，在这里彻底放松身
心，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第二天，太阳还未探出头来，天边一片粉红晕染，霞光映射
着梯田的水面，山涧里云雾翻腾，真是一派梦幻天地。待红日缓
缓地从山巅冒出头，大地苏醒，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满大地，万
物都充满了蓬勃力量。

这时，撒玛坝灌满水的梯田，由暗变明，在雾气里若隐若现，细
细窄窄的田埂勾画出梯田的蜿蜒形态，将山势衬托得更加磅礴。鸟
儿在田埂边的树梢上吵吵嚷嚷，鸭子在田中戏水，山鸡飞跑着，把小
草上的露水踩破。

站上撒玛坝梯田“鲁亏巴底”观景台，万亩梯田气势磅礴，
尽收眼底，山水、田园、村寨映入眼帘。梯田风姿绰约，是天然
的诗画。

一田多收

梯田与森林珠联璧合，蓝天白云与清澈水面相映成趣。红河
人民是如何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保护好梯田的生态？

当地坚持以维护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循
环生态系统为重点，沿用传统民间水资源、森林管理方式，恢
复生态植被，治理水土流失，划定保护红线，新建加固小型坝
塘，开展农业面源、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系统地保护哈尼梯
田。

近几年，红河州还推广“稻鱼鸭”综合种养模式，使传统农
业单一的水稻收益转变为水稻 （红米）、梯田鱼及泥鳅、梯田鸭及
鸭蛋的综合收益，实现“一水三用、一田多收”，还建立起“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互联网”种植生产经营模式，开发出红米
早餐粉、红米酒等系列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村民逐年增收。

撒玛坝万亩梯田是红河县优质梯田红米主要产区，当地政府
积极组织村民直接参与乡村旅游管理和服务，将乡村振兴、传统
村落保护、文旅融合发展、农耕技艺传承四位一体同步推进。这
里已形成集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养生养老和农耕体验为主体的
经济发展模式。

若是春耕时节来到宝华镇，梯田里繁忙的景象给游客留下深
刻印象。若是夏季节庆集中的时候前来，游客还能下田捉鱼、泥鳅体
验一番。水稻景观是撒玛坝梯田不断吸引外来游客的法宝。这里人
人都意识到保住了梯田，才能吸引更多游客，旅游业发展起来了，更
多村民就可以本地就业。

撒玛坝梯田四季都有美丽风景，而现在正值梯田云海规模宏
大的季节，不少游客赶着这个梯田水满的日子前来。而撒玛坝许多
的年轻人也从外地回来，一边准备着一家子团聚过年，一边为即将
到来的旅游旺季准备着：给家里的客栈升级一下床品，为院子的小
停车场修整一下路面……他们像马帮的前辈一样，忙碌着，奔波着。

人们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撒玛坝，唱出了一首山水和谐、生活
美满的哈尼歌曲，这首歌曲唱进了每一个人的心底。

撒
玛
坝
梯
田
，心
底
的
歌

杨

振

马帮古城。 江蕊先摄村中一景。 杨 振摄

撒玛坝梯田景观。 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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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2年末全国人口

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在很多人印象里，中国人口不断增加，中国

一直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也和人们的直观

经验相符，最近的春运大家就能亲身体验中国人

多这一特点了。

但是去年，中国人口减少了。未来中国人口

会继续减少吗？

一年增长一个北京市

讨论未来中国人口增长趋势之前，需要先搞

清楚过去中国人口增长情况。

中国人口从建国后的5亿多人经过70多年发

展，增长到如今的14亿多人，并不是稳定、平

缓增长的，而是几经波折。从下图中的历年人口

增长数量就可以看出，在2011之前，中国每年

的人口增长数量出现了三个高峰和三个低谷。

第一个高峰是建国后到1958年，这段时间

国内恢复和平，经济增长较快，每年人口增长都

在1000万人以上，建国前十年增长了1.3亿人左

右。

随后就是第一个低谷，即1959-1961年，这

是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其中1960、1961连续两

年人口都出现了负增长。

第二个高峰是1962-1973年，随着经济恢复

，人口又重新回到高增速。尤其是1963年人口

可以说是报复性增长了1876万。而随着第一个

高峰出生人口进入婚育年龄，第二个高峰被推高

。1970年中国人口增长2321万，是建国以来人

口增长最高值。这一年相当于增长了一个北京市

的人口还要多。

第二个低谷是1974-1980年。由于第二个高

峰人口增长过快，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

领导小组，提出了鼓励晚婚晚育，生育间隔至少

三年以上，一对夫妻最多生育两个孩子。

随后几年，计划生育政策密集推出，1978年

10月发布69号文件，提出一对夫妻生育孩子的

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到第二年1月全

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又把“最多两个”去掉了。

到1980年9月又正式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

。

第一个低谷期或稍早出生的孩子较少，这批

人在第二个低谷期进入婚育年龄，这也促成了第

二个低谷期的出现。

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低谷期只是相对于

它之前和之后来说的，哪怕是第二个低谷期人口

增长最少的1980年，人口都增长了1163万，比

很多年份人口增长都多了。

第三个高峰大约在1981-1990年之间，是因

为第二个人口增长高峰出生的人口进入婚育年龄

而产生的。

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第二个人口增长高峰

出生的人口进入婚育年龄时，往往遵守一孩政策

或部分地区的一孩半政策，独生子女在这一阶段

大大增加，这一生育高峰与之前的生育高峰相比

不算显著。

这波高峰增长人口最多的年份是1987年，

增长了1793万人，也不及前两波生育高峰人口

增长最多的年份。

之后直到2010年，就没有高峰和低谷了，

人口增长数量几乎就是一路下滑，直到一孩政策

放开之后才有所波动。

一孩政策三十年，天翻地覆

人们熟知的计划生育政策内容“一对夫妻只

生一个孩子”，出现在1980年。此后，考虑到

农村实际情况，1984年后实行一孩半政策，即第

一个是女孩的农村家庭可以生第二个孩子，在部

分农村地区落实。

此后，伴随着大量宣传，“只生一个好”深

入人心。有点年纪的读者朋友可能还记得1990

年央视元旦晚会上宋丹丹、黄宏表演的小品《超

生游击队》，在引人爆笑之余，鼓励人们少生孩

子。

也正是在那年之后，中国人口增长数量几乎

就是一路走低。

2000年后，中国人口年增长跌破1000万人。

2010年，中国人口增长641万，跌到了阶段

性谷底。

这一年恰好是第六次人口普查年，从此次普

查中得出的人口结构，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老龄化

和少子化情况都已经比较严重了。

2011年11月，河南省放开双独家庭生二胎

政策，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要求生育的，

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自此之后，全国都

放开了双独家庭生二胎政策。

2013年11月，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

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2015年10月，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

个孩子政策，自此，“二胎”彻底放开。

“二胎”逐步放开这几年，确实迎来了一波

人口增长小高峰，但和之前的人口增长高峰已经

不能相提并论了。即使是这段时间人口增长最多

的2012年，也只增长了1006万人，甚至都比不

过第二个低谷期人口增长最少的1980年。

要知道，从1980年到2010年，“一孩政策

”存在了30年。这是天翻地覆的30年。

这30年里，中国人均GDP从468元增长到了

30808元，增长了近65倍；城镇化率从20%左右

增长到近50%。大量中国人从农村走向城市，收

入大大增加，加上“只生一个好”已经深入人心

，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而到了2015年“二胎”彻底放开的时候，

第三个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年纪最大的已经

35岁，最小的也有25岁了。可以说，指望他们

生育都有些来不及了，更何况他们的生育观念也

已经倾向于少生了。

这就是“二胎”逐步放开这几年的“生育高

峰”远不如前的原因。

到2017年，人口增长数量重回下滑趋势，

2021年只增长了48万人。

也正是在2021年，实施“三孩政策”，即

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但“三孩政策”对人口增长的刺激还不如

“二胎”放开——去年中国人口负增长。

未来人口负增长会持续吗？

中国人口负增长还会持续下去吗？所谓的负

增长，就是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导致人口的

自然增长量呈现负数。

先说出生人口，未来十年内最有可能生育的

是目前15-34岁的人口。

而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在

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间，这一年龄段减少了

6000多万人。如果将这一年龄段按5年来分层，

也可以看出，除了30-34年龄段，每一细分年龄

段2010年人数都比2020年多。而2020年比2010

年多的30-34年龄段，生育潜力怕不容乐观。

另外，以女性数量为100作基准的性别比，

是衡量性别平衡的重要指标。根据第六次和第七

次人口普查数据，15-34岁的人口性别比，2010

年为 103.4，2020 年为 110.4，可见 2010年 15-34

岁的人口性别比2020年均衡。如果将这一年龄

段按5年来分层，也可以看出每一细分年龄段

2010年性别都比2020年低。

可见2010-2020年这十年里，15-34岁的人口

性别平衡情况迅速恶化，这会让适婚男女青年更

加难以婚配，就更不用说生育了。

再说死亡人口，未来十年里比较容易死亡的

人口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

而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2020年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超过1.9亿，比

2010年多了7000多万人。如果将这一年龄段按5

年来分层，也可以看出每一细分年龄段2020年

人数都比2010年多。

这就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老年人故去，每年

减少的人口数量将持续高位。

2020年时，65岁及以上人口多是第一个人

口增长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再过几年，第二个人

口增长高峰时出生的人口也将迈入老年，到时候

每年故去的老人家还会更多。

所以2010年之后，中国人口出生率在“二

胎”逐步放开这几年有所回暖，但在2016年后

逐步下跌。而从2017年开始，中国人口死亡率

则稳步上涨，直到与出生率相交，2022年中国人

口负增长。

未来趋势看，中国人口减少的情况恐怕难以

逆转了。

2022年作为“三孩政策”放开后的第一年，

人口都减少了，可见单纯放开三胎并不能扭转人

口减少的趋势。

为鼓励生孩子，山西、陕西、云南等多地均

已出台鼓励生育“二孩”“三孩”的补贴政策。

最近提出要“生娃给钱”的城市是深圳。

今年1月11日，深圳市卫健委发布了公开征

求《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意见。该意见

给出的补贴标准计算，如生育三个孩子累计可领

取补贴37500元。深圳的确是富裕城市，给的补

贴比很多地方都多了。

但显然，即使像深圳这样出手大方，给出的

补贴比起育儿成本来，也是只是杯水车薪。更何

况还有很多地方给出的补贴比37500元都少。

靠一点补贴扭转生育意愿不足、人口减少的

大趋势，显然是做不到的。

中国人口拐点，肉眼可见

伴随着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将成为常态。随

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降低，人口老龄化

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同时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也

是相互强化的过程。《世界人口展望2019》数据

显示，2018年全世界65岁及以上老人数量已经超

过5岁及以下儿童数量，到2050年，前者将达到后

者的两倍，同时也超过了15至24岁青年的数量。

区域人口变动主要推动力变为迁移流动。随着

人口自然增长率越来越低甚至转为负值，人口规模

正向增长的唯一动力变为迁移流动，不论是国家或

地区层面还是国内区域层面均是如此。由于流动人

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区域间人口规模、人口年龄

结构的差异将随迁移流动进一步拉大。

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仍然是

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劳动年

人口的负增长将使未来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生

产率增速减缓、国内需求下降、市场萎缩、储蓄

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也会使得经济的创新活力减

弱、财政负担加重，这些都不利于经济发展，经

济潜在增长率显著下降。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

为较大的人口规模在经济发展中的回旋空间可以

促进和保障经济增长且高质量发展，而人口老龄

化可能带来新的养老市场，推动养老产业发展，

并且老年人积累的社会资本也是潜在的资本供应

。因此，人口负增长也可能成为推动科技进步、

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的诱因。

人口负增长对资源环境可能是把双刃剑。从总

量视角来看，基于最适人口规模、资源环境承载力

的角度，人口总量的减少有利于释放资源环境的压

力，缓和区域竞争关系。但从个体视角出发，在个

体消费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却并不必然

能够带来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负增长也将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

挑战。人口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因

素。人口负增长及其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中长期

的人口发展趋势变得更难把握，而人口的长期不

稳定和不确定可能给国家和国防安全带来威胁。

另外，人口减少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可能造成

社会不稳定，例如区域间人口迁移流动可能进一

步加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以及迁移流动人口的

社会文化差异、融合困难等都可能衍生出不利于

稳定的社会问题。

人口负增长如何应对？

制定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

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当务之急是制定中长期综

合人口发展战略，在尊重人口发展的基础上，以

更长远的视角来完善人口政策，并对各相关政策

进行统筹协调，对未来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可能

引发的社会经济后果进行超前预案。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共生并互相强化，面对

人口负增长时代更需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一

方面，要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看待老年问题，将

老龄化视为终身过程，开展全民健康教育，加强

疾病预防，在生命早期就对老年阶段可能遇到的

健康问题进行预防。另一方面，在制度上，完善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三大社会保

障制度支柱，加快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除此以外，还需要构建老年友好宜居环境，不仅

要从建筑、社区等居住环境方面改造，更要拓展

到老年宜居社会环境的改造。

完善家庭支持政策，促进生育动能释放

低生育水平是人口负增长的最直接原因，低生

育水平的国家应当提供全方位的、系统完善的家庭

支持政策体系，全面激发和释放人们的生育意愿。

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人口负增长必然带来劳动力规模的减小，在

经济增长方式完全转型升级之前，可以通过延迟

退休或弹性退休制度增加老年人就业渠道，同时

提高女性就业保障政策减少女性就业歧视促进女

性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促进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

。同时，强调创新驱动技术研发进步，逐步实现

人工智能代替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劳动力，

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劳

动力需求的匹配程度，充分挖掘 “教育红利”、

“性别红利” 和 “老龄红利”。

最后借用全球最大的调研公司之一益普索公

共事务CEO达雷尔布里克的一句话：“人口下降

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但它是一件大事。”

相比于其他国家，在应对人口负增长上，我国有

更大的人口规模回旋空间。如何变害为利，也在

一定程度上考验国家的制度设计能力。当然，更

重要的是国家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适应人口发

展新形势的治理体系。

历史性时刻到来
应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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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
本週本週22月月66日日----22月月1111日每晚日每晚77點節目安排點節目安排!!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視15.3是美國南部八州唯一的華
語電視台，7天24小時播出華語節目，每天下午6:30播出《美南
新聞聯播》，每晚7點播出30分鐘的自辦專題節目。

本週一2月6日晚7點是黃梅子主持的《生活故事會》。給您
講靈魂轉世的前世今生。

本週二2月7日晚7點是陳鐵梅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本週三2月8日晚7點是王潔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本週四2月9日晚7點是Sky主持的《子天訪談錄》。
本週五2月10日晚7點是美南新聞總編輯蓋軍主持的《美南

時事通》，兩位常任嘉賓是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和僑領陳珂博士
、

本週六2月11日晚7:30重播本週一的《生活故事會》節目。
歡迎大家收看STV15.3每晚7點的自辦節目《美南時事通》、
《生活》和《J&J論壇》、《子天訪談錄》，您也可以在美南網
Scdaily.com收看直播，youtube 頻道Stv15.3 Houston同步收看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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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GMCC萬通貸款
info@gmccloan.com

Jessie Wang
832-235-8283

 NMLS# 2274741

Iris Qian Wang
817-773-8604

NMLS# 2165956

Felicia Lau
316-737-8800

NMLS# 1789011

Raymond
832-6610095

NMLS# 1864886

Helen Liu
512-228-8859

NMLS# 1861199

Furong Wang
512-545-8886
NMLS# 396229

Tanya Graves
336-327-8339
NMLS# 107295

Linda Li 
512-228-8859
NMLS# 474381

Kathy Li
336-327-8339

NMLS# 1190819

Patrick Chen
972-268-9666

NMLS# 1679719

短期特殊 3-2-1

全國46州直接放貸，從十萬到四百萬，直接審核，直接放款。
百餘種貸款計劃，滿足大家所有貸款需求。詳情請聯繫當地精英貸款顧問。

www.gmccloan.com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01/25/2023

20% 首付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buy without sell 不賣舊屋也能買新房     
2. Rental special 超值出租屋現金流計劃    
3. 首次购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购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辅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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