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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歐洲聯盟官員說，烏克蘭總統澤倫
斯基將在明天來訪，他將發表演說，並參加歐盟27
成員國領導人峰會。

澤倫斯基抵英訪問 英國將訓練烏飛官操作北約
戰機烏克蘭與歐盟舉行峰會 蒲亭藉二戰戰役爭取民
心自俄羅斯近一年前入侵烏克蘭以來，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至今只出國一
次，他在去年12月於華盛頓受到英雄般的歡迎。

歐洲聯盟（EU）官員現在希望澤倫斯基明天赴
布魯塞爾訪問，並和歐洲領導人會面。這次訪問在
很大程度上僅具象徵性，但在歐盟幾個月來展現對
於烏克蘭支持的情況下，澤倫斯基此行仍然充滿高
度期待。

基於安全考量，澤倫斯基這次可能的歐盟峰會
之行嚴格保密。

不過，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消息

人士說，他們準備為澤倫斯基舉行一次特別會議，
讓他發表演說。之後，澤倫斯基將前往布魯塞爾市
另一端出席計劃已久的歐盟27成員國領導人峰會。

去年澤倫斯基赴美時，美國總統拜登承諾提供
愛國者飛彈系統，以利烏克蘭抵禦俄羅斯的空中攻
擊。

在布魯塞爾，他不太可能得到任何這樣具體的
軍事援助聲明。

然而，澤倫斯基這趟高風險訪問將達到另一個
目的。

它可以讓澤倫斯基有機會向關鍵盟邦表達強有
力的個人感謝，促使他們繼續在俄烏戰爭上採取一
致的立場，並做出更大的貢獻。

歐盟高層官員上週剛剛在烏克蘭舉行會議，重
申歐盟對烏克蘭的承諾。

澤倫斯基將訪歐盟 參加27成員國領袖峰會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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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a U.S. fighter jet shot down a Chinese balloon, the
reaction from Beijing was very angered, and further declared
the action as, “strong discontent and protectionist,” saying
that the balloon was a civilian research airship blown way off
course by fierce winds. But the U.S. government rejected
China's response, stating that the balloon was on a spying
mission.

Secretary of State Anthony Blinken had been preparing to
visit Beijing last week to discuss many issues, but he pulled
out of the trip citing that the reason for the cancellation was
because of the balloon issue.

Chinese military sources said, “We solemnly protest the
U.S. action and retain the right to use the necessary means to
deal with similar circumstances.”

In the meantime, newly elected House Speaker Kevin
McCarthy plans to visit Taiwan soon which will make the two
countries' relationship much more stressful.

We are very worried and disappoint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re at a very low point. In the
near future, we need to reach a resolution of mutual benefit,
not just for the two countries alone, but also for the entire
world as well. 0202//0707//20232023

U.S. - China Relations Are In TroubleU.S. - China Relations Are In Trouble

美國國務卿布林
肯預定訪華因汽球事
件而取消，再次暴露
兩大強權在軍事、経
貿之衝突導致和顯示
中美關係之脆弱。
當中國大陸之氣

球徘徊在美國上空引
發各界高度關切，最
後在南卡附近水域被
飛彈擊落，美方渴望
得到殘骸進行偵察到
底內部藏有什麼機密
。但是此一氣球事件
對美國人而言，尤其
是國會諸公说明中國
之威脅已經到了登門
踏戶之象徵意义，因
而引起共和黨趁機對
拜登大加撻伐，布林

育也取消訪華行程。
北京方面矢口否

認气球和收集情資有
關，只不過是收集氣
象資訊，認為美國小
題大作。
遺憾的是中美兩

大強權已經逐漸失去
信用基礎，如此下去
如果中國領導人真的
走訪俄羅斯，勢必導
致冷戰之開始，對全
球國家將是一塲災難
。
縦觀世界未來情

勢之發展，我們亟需
有智慧之領袖來規劃
未來世界之前途，一
旦冷戰形成，乃人類
之大不幸也。

中美外交瀕臨破裂中美外交瀕臨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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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習近平主席說,我們與中國尋求
競爭而不是衝突,但我也強調,如果中國威脅
到我們的主權，我將採取行動，保護我們的
國家,我做到了。"

這就是拜登總統在向國會所發表國情咨
文演講中對於中美關係的闡述, 在演說中拜
登鏗鏘有力傳達了他的政府所持的立場, 他
呼籲兩黨要團結, 讓他完成工作以致力於美
國成為一個更強大的國家，從話語中, 他無
非就是尋求美國人民對他連任的支持。

這是拜登上任總統以來的第二次國情咨
文, 根據美國憲法規定, 總統需不時向國會提
供最新國情報告, 但直到 1947 年才正式命
名為國情咨文, 一般來說，國情咨文通常都
很空洞，只有一般性說詞而沒有具體內容,
拜登這次的國情咨文涉及面很廣，但卻沒有
實質性解決的方案，比如犯罪、邊境危機、
中國以及美國迫在眉睫的經濟困境,這或許
是因為他在所有這些問題上的表現都很糟糕
，他企圖為美國人民畫了一個大餅,就是把
富人稱為魔鬼，他要從他們身上搶奪物品以
為美國人民提供更多免費贈品。

不可否認的是，拜登自從上任以來取得
了許多成就。經濟上，他創造了美國歷史上
最快的就業增長，在過去兩年裡增加了
1210萬個就業崗位。3.4%的失業率是1969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拜登政府最近撥款12
億美元用於全國9個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其
中包括7800萬美元用於升級費城的羅斯福
大道，以及數百萬美元用於升級俄亥俄州、
肯塔基州、北卡羅來納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
橋樑，以及巴爾的摩和紐約的隧道。總計

1850億美元用於資助4000個社區的6900
個項目，覆蓋了所有50個州。

儘管美國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仍然存在
嚴重分歧，但拜登在其他兩黨措施的通過方
面值得稱讚，其中包括國會近30年來提出
的首個重大槍支改革法案。拜登還簽署了一
項3750億美元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氣候變
化和醫療保健法案，其中包括加強太陽能電
池板技術，加強空氣污染控制，並降低醫療
保險受益人的處方藥成本。他還簽署了一項
法案，為數百萬暴露在有毒燒傷坑中的退伍
軍人擴大醫療保健服務，同時努力減輕學生
貸款的負擔，並提名第一位黑人女性為美國
最高法院法官。

不過, 拜登雖然做了很多事情, 但他的聲
望卻不斷下降, 根据《華盛頓郵報》和ABC
美國廣播公司最新的一項民調，62%的美國
人認為拜登“成就不大”或“幾乎沒有作為
”, 更有超過一半的人不希望他競選連任。
自2021年上任以來，拜登幫助美國度過了
新冠疫情大流行,還為國內對民主的攻擊進
行了辯護，同時團結歐洲，抵禦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他的失誤包括從阿富汗混亂的撤軍
和對機密政府文件的不當處理。

拜登的穩健相對於川普的混亂、腐敗和
無能來說，不失為一種穩妥的選擇。即使在
問題最嚴重的時候，拜登也比川普的謊言、
愚蠢的推文、種族煽動以及其他許多濫用權
力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害有了巨大進步, 如果
2024年兩黨的總統候選人是拜登與川普的
話, 拜登最後仍然將會再勝出。

愈來愈多的影片顯示，在土敘大地震之
前約幾分鐘，天邊出現強烈的連續閃光，如
同打雷閃電。在大地震之後人們開始回顧起
這些詭異的閃光，有一說陰謀論說法正在流
傳，認為是 「美國的HAARP天氣實驗，引發
的大地震」 。官方還要出面說明，表示地震
前的閃光是 「地震光」 ，一種原因還不明確
的自然現象。而美國的HAARP是電離層與極
光研究，它與地震毫無關係。

地震光(Earthquake Light)在多次地震發
生前都被目擊，很長一段時間，只有目擊者
的口述，也就無從查證。近幾十年錄影設備
普及之後，才有愈來愈多的地震光影像紀錄
，顯示閃光與地震確實存在連繫。然而時至今日，
所有地震光的拍攝地點，離震央仍然有一段距離，
無從看到震央當地的現象，也就無法窺知地震光的
確切模樣。

至於陰謀論提到的HAARP，是 「高頻主動式極
光研究計畫」 (High Frequency Active Auroral Re-
search Program)的縮寫，由美國軍方與阿拉斯加大
學共同進行的極光活躍研究，以調查電離層的特性
。HAARP研究站主要設在阿拉斯加，於1993 年開

始運作，看起來是個非常廣闊的天線陣列，主要收
集電離層的電波資訊。但不知為何，HAARP一直是
許多陰謀論的主題，那些說法聲稱，它可以影響雲
層，從而控制氣候，甚至認為這種力量，可以利用
電離層的反射特性，控制全世界的天氣，甚至武器
化。之後的說法愈來愈離譜，包括製造人工地震和
精神控制。

與相關領域有關的科學家表示，電離層研究與
通訊和雷達效能有關，並不能改變天氣。或許是因
為該設備由美國軍方投資，才會誇大為天氣武器。

土敘大地震天邊神秘閃光 網友懷疑是美國地震實驗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今天閃電訪問英國

，下午在國會西敏廳以英語發表歷史性演說
，超過千名議員與官員齊聚、全程站立聆聽
，下議院議長霍伊爾獲澤倫斯基親贈來自烏
軍一流飛官的 「自由頭盔」 。

頭盔上以英文寫道： 「我們有自由，請
給我們翅膀保護它。」 （We have free-
dom, give us wings to protect it.）

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於
2020年10月首度以總統身分訪問英國，期
間曾與霍伊爾（Lindsay Hoyle）會晤，當
時是霍伊爾於2019年11月接任議長後首次
接見的外國領導人。澤倫斯基今天在演說最
後提到，兩年前，他感謝霍伊爾款待美味的
英式下午茶，而兩年後的今天，他期待可以
預先感謝英國慷慨提供強大的英式戰機。

今天的演說長約23分鐘，期間多次被
聽眾的熱烈掌聲與善意笑聲打斷。澤倫斯基
在呼籲英國支援先進戰機、長程飛彈之餘，
也不忘展現機智幽默。

他提到，稍晚他將晉見英王查爾斯三世

（King Charles III），感謝查爾斯仍是王儲
時，即展現對烏克蘭的支持。他將告訴英王
，在英國，國王可以是空軍飛官，而在烏克
蘭， 「飛官就是國王」 ，所有人都得窮盡一
切可能與不可能之力，向他們獻上現代戰機
，以對抗暴行。查爾斯三世曾在英國皇家空
軍與海軍服役。

澤倫斯基感謝英國在提供烏克蘭軍援方
面持續居領導地位。他回憶，2020年訪英
時，他曾獲邀坐上帶領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走向勝利的已故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專用扶手椅，當時他確實 「有一
些感受」 ，但直到今天，他才終於明白當時
感受到了什麼，那就是 「勇氣」 可引導人類
度過最難以想像的難關，最終邁向勝利；今
天，不僅是烏克蘭人，英國人也展現了勇氣
、堅韌，以及強大國格。

澤倫斯基強調，從俄羅斯去年2月對烏
克蘭發動全面侵略的那一刻起，英國始終與
烏克蘭同在；當全世界尚無法理解該如何應
對時，英國即時向烏克蘭伸出援手。

英國會全體站立聽澤倫斯基演說 議長獲贈烏飛官頭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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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驟降！
英國近半年輕人擔心收入永遠不夠養家

綜合報導 據英國天空新聞報道，英國青年慈善機構Prince’s Trust

公布最新民調顯示，英國近壹半16歲至25歲的年輕人擔心他們永遠賺

不到足夠的錢來養家。

據報道，該機構發布了2023年英國青年指數報告，其中顯示年輕人

對自己的金錢和心理健康最不滿意。

據該報告，57%的年輕人表示，生活成本危機是他們未來最

大的擔憂，而 34%的人表示，即將到來的經濟衰退是他們最大的

擔憂。

總體而言，約46%的人表示，經濟的不確定性讓他們對未來感到絕

望，而對於較貧窮的人群，這壹比例升至55%。

此外，45%的人擔心他們永遠賺不到足夠的錢來養家，而不太富裕

的人的比例高達53%。

該機構還補充稱，現在英國年輕人對金錢的幸福感和信心低於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時的水平。

“今年的青年指數報告是壹個警告信號……它表明，對於這代

年輕人，新冠及經濟的不確定性對他們的幸福感和實現未來抱負

的信心產生深遠影響，”Prince’s Trust 首席執行官喬納森· 湯森德

說道。

湯森德補充稱，“最令人擔憂的是，該報告還表明，這些挑戰對來

自最弱勢群體的年輕人打擊最為嚴重，那些接受免費學校供餐或失業的

人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幸福感壹直較差。”

據悉，這些數據來自民調機構YouGov在2022年11月22日至12月7

日期間對英國2025名16至25歲的年輕人進行的在線調查。

古埃及木乃伊制作處理所用防腐劑
國際最新研究發現新配方

綜合報導 古埃及木乃伊制作處理如

何使用防腐劑？防腐劑有何配方？這些議

題長期以來備受關註並吸引考古學界持續

聚焦研究。

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北京時

間2月2日淩晨上線發表的壹篇考古學研

究論文透露，研究人員最新鑒別出古埃

及人用於保存不同人體部位的特定化學

物質混合物的配方。這項發現基於對埃

及壹處古代防腐劑工坊的分析，將推進

人們對古埃及木乃伊制作處理相關知識

的認識與理解。

據介紹，古埃及的木乃伊制作過程

漫長而復雜，涉及使用多種不同防腐物

質，當下對防腐物質的知識主要來自古

代文獻和對埃及木乃伊有機殘留物的分

析。雖然此前的分析已成功鑒定出多種

防腐用物質，但各種成分在此過程中的

作用和總體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明

確。

為此，最新發表論文第壹作者和共同

通訊作者、德國圖賓根大學馬克西姆· 拉

格奧特(Maxime Rageot)和共同通訊作者、

德國慕尼黑大學菲利普 · 斯托克漢默

(Philipp Stockhammer)與同事及埃及等合作

者壹起，對31個從埃及塞加拉(Saqqara)壹

個防腐工坊找到

的陶瓷器皿進行

分析，該工坊可

追溯至埃及第二

十六王朝(公元前

664-525年)。

此次研究的

這些器皿上刻有

防腐的指示文本(

如“放於頭部”

或“包紮/以之防

腐”)和/或防腐

物質的名稱。同

時，這些器皿還

含有防腐物質的

殘留物。所有這些信息使研究者能夠理

解在木乃伊制作流程中使用了哪些化學

物質，以及它們如何混合、命名和應用

。例如，論文作者發現了 3種不同混合

物(其中含有的物質包括欖香脂、黃連木

樹脂、刺柏或柏的副產物及蜂蠟)專門用

於頭部的防腐，還有用於清洗身體或軟

化皮膚的其他混合物。

論文作者進壹步將殘留物分析鑒別

出來的混合物和銘刻標簽作比較，他們

發現，通常對古埃及詞“antiu”譯為

“沒藥”或“香”可能有時是錯的，因

為在工坊裏它不是指某個單壹物質，而

是壹種混合油脂的芳香油或焦油的混合

物。

《自然》同期發表同行專家的“新聞

與觀點”文章指出，許多防腐物質來自埃

及之外，包括黃連木和刺柏產物可能是從

黎凡特進口、欖香脂可能來自南亞或東南

亞雨林。這表明，古埃及的木乃伊制作在

促進與地中海和更遙遠地區的長距離貿易

中也發揮作用。

風能和太陽能2022年首次成為
歐盟國家最大的電力來源

綜合報導 最新分析報告顯示，2022年風能和太陽能為歐盟國家提

供了創紀錄的五分之壹的電力，首次超過其他任何能源的份額，成為歐

盟最大的電力來源。

據消息，英國氣候智庫 Ember 發布的壹份統計報告顯示，2022

年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占歐盟國家總發電量的 22.3%，創下歷史新

高，首次超過核能（21.9%）和天然氣（19.9%）。2022 年風能和太

陽能創紀錄的發電量幫助歐洲度過了由俄烏沖突引發的天然氣供應

短缺、幹旱導致的水力發電量下降、多國意外的核電中斷帶來的

“三重危機”。

調查結果顯示，2022年歐盟國家的太陽能發電量增長了創紀錄的

24%，相當於節約了100億歐元的天然氣成本。包括荷蘭、西班牙和德

國在內的約20個歐盟國家的太陽能發電份額創下了歷史紀錄。此外，預

計2023年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將繼續增長，而水能和核能發電有望恢復

。這會導致化石燃料發電量在2023年前所未有地下降20%，達到2020年

下降紀錄的兩倍。

Ember數據分析主管、報告主要作者戴夫· 瓊斯（Dave Jones）表

示，研究結果表明，能源危機“無疑加速了歐洲的電力轉型”。他

表示：“歐洲國家不僅仍致力於逐步淘汰煤炭，而且正在努力逐步

淘汰天然氣。歐洲正朝著壹個清潔、電氣化的經濟體飛速前進，這

壹點將在2023年得到充分體現。變化來得很快，每個人都需要做好

準備。”

巴西擬“海葬”退役航母 環保機構表示反對
綜合報導 巴西環境與自

然和可再生資源研究所等環保

機構對巴西海軍主動沈沒退役

航母“聖保羅號”的決定發出

警告，認為這樣做會導致航母

組件中的有毒化合物多氯聯苯

被大量釋放到海水中。此舉不

僅會汙染海洋生物和食物鏈，

而且人類食用受汙染的魚類後

，將會引發癌癥和新生兒先天

性疾病等嚴重健康問題。

巴西環境與自然和可再生

資源研究所的專家表示，“聖

保羅號”航母上的化學物質多

氯聯苯對海洋環境的威脅，比

石棉要嚴重得多。據介紹，多

氯聯苯在這艘軍艦的電纜和電

路系統以及電氣組件中的應用

非常普遍，估計會達到200噸

。而隨著船體的沈沒，大量多

氯聯苯會被釋放到海水中，由

於這種物質不會在環境中降解

，所以將會在水中停留很長時

間，並被浮遊生物、小甲殼類

動物和魚類吸收。專家警告說

，食用被多氯聯苯高度汙染的

魚類，將會對人類的健康和安

全帶來嚴重威脅。

據介紹，很多國家已禁止

使用多氯聯苯。因為這種化學

合成物質汙染環境後，會誘發

癌癥和先天性疾病。巴西官方

已在2021年通過壹項法令，確

定到2025年逐步有控制地停止

使用多氯聯苯。

巴西海軍宣布，將安排在

本國近海漂浮大約 3 個月的

“聖保羅”號沈入大西洋巴西

專屬經濟區。巴西海軍在壹份

聲明中說，“聖保羅”號正在

進水，有沈沒風險，因而沒能

獲準停泊巴西港口。海軍計劃

讓這艘航母沈入所處海域，那

裏屬於巴西專屬經濟區，離岸

350公裏，水深大約5000米。

“聖保羅”號航母前身是

巴西2000年從法國購買的退役

航母“福熙”號。這艘常規動

力航母排水量約3.2萬噸，可

搭載約 40 架飛機，1963 年至

2000年服役於法國海軍。巴西

接手後，這艘高齡航母多次發

生事故，包括2005年壹次蒸汽

管道爆裂事故、2012年壹次火

災。

“聖保羅”號2018年從巴

西海軍正式退役，2021年被賣

給土耳其壹家從事船舶拆解的

造船商，但去年被拖拽至歐洲

海域，還沒通過直布羅陀海峽

時就折返，緣由是土耳其政府

去年8月底以航母船體包含約

10噸有毒的石棉材料、恐構成

環境威脅為由，拒絕入港。

孟加拉國孟加拉國壹少年在集裝箱躲貓貓

結果結果被運到馬來西亞
綜合報導 本月中旬，馬來西亞的巴生港，港口工

人們驚訝地發現，來自孟加拉國的壹個集裝箱內傳出敲

門聲。讓他們更驚訝的是，當集裝箱的門被打開後，裏面

有壹名正發燒的虛弱少年。

據報道，這名少年不會說馬來西亞當地語言，這讓港口

工作人員無法弄清楚他是誰，也不明白他是如何進入集裝箱的。

工作人員報了警。警察最初懷疑這是壹起人口販運案。馬來西亞

內政部長稱，集裝箱裏只有少年壹人，並未發現其他人。少年

當時非常虛弱，還在發燒。他被救護車送往當地壹家醫院接

受治療。後續的調查顯示，該少年今年15歲，來自大約1600

英裏（約2600公裏）外的孟加拉國吉大港。根據新聞報道

，該少年在與朋友玩捉迷藏遊戲時，選擇躲在集裝箱內，沒

想到意外將自己鎖在了裏面。集裝箱被裝載到開往馬來西亞

的船只上。該船於1月11日從吉大港啟程，於1月17日抵達馬

來西亞的巴生港，隨後少年被發現。

目前，馬來西亞警方已通過調查排除了販賣人口的說

法。上周，馬來西亞政府啟動了讓少年回國的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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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國防部表示，上週被擊落的中國偵查
氣球是北京廣泛監視行動的一部分，偵察氣球
計畫行之有年並涉及5大洲，這再次證明為何
對國防部而言，中國仍是步步進逼的挑戰。

中國偵察氣球上週被發現入侵美國領空，
隨後並遭美軍擊落。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賴德
（Pat Ryder）今天在媒體簡報上表示，確定
氣球來自中國，過去也有4次類似事件，其中
3次發生在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任內，拜登（Joe Biden）繼任美國總統初期
也曾發生一次。

儘管不願透露太多情報，但賴德表示，中
國偵察氣球計畫已經行之有年，不只在美國境
內被發現，在五大洲，包括南美、東南亞、東
亞與歐洲等地都曾運行，這再次證明為何對國
防部而言，中國仍是步步進逼的挑戰。

賴德指出，上週的事件為美國提供了解更
多中國偵察氣球計畫的機會，所有訊息都有助

於美方繼續強化追蹤這類物體的能力。美方會
持續打撈殘骸並收集碎片，以便能獲取更多資
訊。

對於中國堅持氣球是出於民用用途的說法
，賴德明白表示，保證絕非民用， 「我們
100%確定」 。就美方的了解與觀察，這是偵
察氣球，具有情報收集能力。何況若真是民用
氣球、氣象氣球，並且接近一個主權國家，即
將進入該國領空，一個負責任的國家會公開聲
明，但中國沒有這麼做，直到被知會才做出回
應。

儘管中國派出偵察氣球探測美國機密，在
事件發生後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也拒絕美國國
防部長華府曾要求讓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Lloyd Austin）安全議題通話的要求，但賴
德表示，美方仍持續維持開放的溝通渠道，以
防誤判。

批偵察氣球入侵 美國防部：證明中國是進逼挑戰

白宮新聞秘書尚皮耶今天表示，中國在全
球 「五大洲」 運作著一個間諜氣球 「艦隊」 。
此外，紐時也引述3名美國官員所言指出，中
國向全球軍事基地發送間諜氣球。

法 新 社 報 導 ， 尚 皮 耶 （Karine
Jean-Pierre）在空軍一號上告訴記者： 「這
些氣球全都是（中國）氣球艦隊的一部分，被
開發用以執行監視行動。」

此外，尚皮耶也表示： 「過去幾年來，五
大洲國家都曾發現中國氣球。我們已針對這個
議題與盟友及夥伴進行接觸。」

此外， 「紐約時報 」 （The New York
Times）也報導，根據3名美國官員，美國情
報單位評估認為，中國間諜氣球計畫是全球監
控任務的一部分，旨在收集全世界國家的軍事
能力資訊。

上週，一顆載有精密設備的中國白色巨大
氣球飛經美國本土上空，之後美國總統拜登下
令軍方，在大西洋東岸外海擊落這顆氣球。

中國當局堅稱，這顆氣球僅是作為氣象研
究之用，但五角大樓指稱，這顆氣球執行了高
科技間諜行動。

白宮：中國具有全球性間諜氣球 「艦隊」 遍布五大洲
美國總統拜登7日晚間的國情咨文演說才

強調要和共和黨人合作，不過這項願景目前看
來還是白日夢，演說中他談到美國債務等內政
議題時就被共和黨人當場噓爆，極右派眾議員
葛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更在台下大喊
「騙子！」 ，還比倒讚。

美國總統拜登7日在國情咨文演說開場中
即向共和黨人遞橄欖枝，強調尋求合作，不會
為戰而戰，不過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
）評論，他的念想將成為 「白日夢」 ，因為在
演說45分鐘後，他就被台下的共和黨人噓爆。

綜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國
會山莊報」 （The Hill）、英國《每日郵報》
（Daily Mail）報導，拜登當時在談論美國債務
問題，稱部分共和黨人希望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及社會安全倒退，這番指控激怒
共和黨人，引發台下一陣噓聲，他後方的共和

黨籍眾議院議長麥卡錫（Kevin McCarthy）也
搖頭。

拜登似乎不受到噓聲影響， 「任何懷疑的
人，來我的辦公室，我會給你一份提案副本。
」

共和黨極右派眾議員葛林則數度起身大喊
「騙子」 ，還豎起食指對拜登比手畫腳，甚至
比倒讚。

拜登強調他說的是部分共和黨人，稱自己
不介意討論。

台下共和黨人噓聲仍不間斷，他們打斷拜
登演說，要他說出名字，拜登強調出於禮貌，
他不會透露名字，但確實 「有人」 提議。

台下仍持續出現 「騙子」 呼聲，不過後續
逐漸平息，麥卡錫也輕輕搖頭，似乎示意同僚
停止。

拜登國情咨文被噓爆！她起身怒轟 「騙子」 比倒讚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空軍准將賴德（Patrick Ryder）美東
時間7日發布聲明表示，美軍在4日擊落中國高空偵察氣球後
，五角大廈當日即要求國防部長奧斯汀與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
舉行通話，但卻遭北京方面拒絕，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並未正面回應，僅表明此事需向中國國防部詢問。

而就在通話事件撲朔迷離之際，美國海軍昨日也公布首批
打撈中國偵察氣球殘骸的近距離照片。綜合外媒報導，美軍在
4 日擊落氣球後隔天，便在南卡羅來納州月桂堤（Myrtle
Beach）外海進行打撈作業。

從照片畫面可見，打撈作業是在傍晚與夜間執行，據先前
美國官員說法，該偵察氣球約有200英尺（約60公尺）高，有
效負載重量約和3輛公車差不多；氣球殘骸範圍約莫是15個足
球場乘15個足球場大小。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專家也參與
此次作業，後續打撈還在持續當中。

賴德在聲明中說，4日在
採取行動擊落中國氣球後，
美國防部立即提交要求，希
望在奧斯汀與魏鳳和之間進
行一次保密通話，美中兩軍
之間的溝通管道在這樣的時
刻尤其重要。 「不幸的是，中方拒絕了我方要求。美方繼續致
力於溝通管道的開放。」

儘管並未證實拒絕奧斯汀的通話，但對於是否繼續與美方
保持溝通聯繫，毛寧則表明，美國動用武力襲擊中國的民用無
人飛艇（偵察氣球）是不可接受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中方已
經提出了嚴正的抗議。 「我們還想強調，誇大和渲染中國威脅
無益中美互信和關係改善，也不能使美國更安全。」

此外，中國駐美國大使館8日發布消息稱，中國駐美臨時

代辦徐學淵美東時間7日 「奉命」 就美方擊落中國民用無人飛
艇，向美國國務院和白宮國安會高官提出嚴正交涉。徐學淵對
美方使用武力襲擊飛艇表達強烈抗議，也敦促美方不要採取進
一步可能導致事態升級和複雜化的行動，中方保留進一步必要
反應的權利。

而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接受法國LCI電視台《觀天下》
節目直播專訪時透露，過去美國 「氣象飛艇」 也曾飛越中國領
空，但北京都是低調處理，並未炒作。

氣球遭擊落美國防部：北京拒兩國防長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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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新中國服務業PMI重回擴張區間
隨着疫情防控措施持續優

化，中國服務業景氣度率先回

升，3日公布的2023年1月財新中

國通用服務業經營活動指數（服

務業PMI）較去年12月大幅上升

4.9個百分點至52.9，為2022年9

月以來首次處於榮枯線以上。供

給與需求兩端均結束連續四個月

的收縮態勢，業界的整體樂觀度

更升至近12年來最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此前公布的1月財新中國製造業PMI上升0.2
個百分點至49.2，高於上月0.2個百分點。

兩大行業PMI雙雙回升，帶動當月財新中國綜合
PMI提高2.8個百分點，回升至51.1，亦為五個
月來再度擴張。

經營及訂單指數齊回升
從分項指標看，服務業供需恢復擴張，生產

經營指數、新訂單指數均結束了持續四個月的收
縮，雙雙回到榮枯線以上；出行限制放寬刺激了
服務業出口，同時海外需求也有改善，新出口訂
單指數重回擴張區間，且為2021年4月以來最
高。

不過，服務業就業指數仍連續三個月處於收

縮區間，積壓工作量則創下近半年來新高。
市場樂觀情緒繼續大幅提升，1月服務業經

營預期指數環比上升近6個百分點，創2011年3
月以來新高。企業預期，最近防疫措施放寬，將
會助推顧客需求和經營活動在未來一年繼續增
長。

財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喆表示，當前服務
業景氣高漲，供求均有所擴張，製造業則形成拖
累；就業仍較為低迷，製造業就業收縮更為明
顯。價格水平保持穩定，企業家樂觀情緒大幅提
升。

他表示，總體而言，去年底防疫措施優化調
整後，服務業景氣度先於製造業回升，但就業的
恢復仍需時日。未來疫情發展仍有較強不確定

性，應作好充分準備，應對可能出現的下一波疫
情衝擊，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仍需高效統
籌。

經濟復甦態勢料持續
1月31日公布的中國1月官方製造業和非製

造業PMI則雙雙重返擴張區間，並分別創四個月
和七個月高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當日大幅
上調了中國2023年增長前景，從10月預測的
4.4%上調至5.2%，並稱中國的重新開放對全球
經濟有利。

凱投宏觀也認為，隨着消費者信心的進一步
恢復，中國經濟復甦態勢未來幾個月內料將持
續。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3日宣布，張宙已加
入集團擔任董事總經理兼結構性產品及平台業
務發展主管。張宙在此新設的職位會領導港交
所的結構性產品部門，以及推動集團發展平台
業務，支持集團持續發展證劵及衍生產品的工
作。

張宙從高盛加入港交所，並在過去五年擔
任高盛全球市場（股本證券）董事總經理。在
此之前，他曾於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擔任多
個高層職務，專注開發交易系統及技術。

張宙向港交所聯席營運總監兼股本證券主
管姚嘉仁匯報。他會與市場拓展團隊緊密合
作，推動市場擴展及市場參與，並會與市場營
運及資訊科技團隊攜手為香港交易所旗下的產
品開發及推行各個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玲）
內地向外資開放證券市場業務，渣
打香港3日公布，已獲中證監頒發
《關於核准設立渣打證券（中國）有
限公司的批覆》，設立渣打證券(中
國)有限公司。渣打證券中國是2020
年內地取消外資在證券公司中持股比
例限制後，首家獲批新設立的外資全
資控股的證券公司。

渣打證券中國擬從事的證券業務
包括證券承銷、證券自營、證券經紀
及資產管理（限於從事資產證券化業
務），註冊資本為10.5億元人民幣，
總部位於北京市，該行為境內外客戶
提供中國在岸資本市場相關的產品與
服務。

看好內地資本市場投資價值
渣打銀行亞洲區行政總裁洪丕正

表示，有信心內地金融市場持續對外
開放，看好內地經濟的發展和資本市
場的投資價值，並相信人民幣資產在
全球資本市場中的戰略地位及吸引力
將持續提升。

渣打香港擬任命渣打銀行金融市
場部亞洲區主管陳銘僑擔任渣打證券
中國董事長，並擬任命耿琳擔任中國
首席執行官。去年2月，渣打集團指
出未來3年將投資3億美元到內地相
關業務，協助渣打客戶把握內地持續
開放所帶來的發展機遇。

渣
打
獲
准
內
地
設
全
資
外
資
證
券
公
司

張宙過檔港交所
出掌結構性產品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日主
持召開國務院第八次全體會議，討論擬提請十四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決定
將《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發往各省
（區、市）和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單位徵求
意見。

據央視網引述李克強表示，過去一年，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
民迎難而上，推動我國發展取得極為不易的新成
就。面對疫情等超預期因素衝擊，我們果斷應
對，及時出台穩經濟一攬子政策和接續措施，針

對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經營困難加大幫扶，
針對有效需求不足多措並舉擴投資促消費，針對
就業壓力強化穩崗擴就業，針對輸入性通脹壓力
以糧食和能源為重點保供穩價。

鞏固拓展經濟回升態勢
經過努力，穩住了經濟大盤，城鎮新增就業

1,200多萬人，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只有2%，進出
口增長7.7%，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經濟運行保持
在合理區間。

李克強說，過去五年極不尋常、極不平凡。

我們有效應對風險挑戰，圍繞企業、商戶等需求
實施宏觀調控，實行規模性減稅退稅降費等政
策，以穩市場主體來穩就業保民生。這個過程
中，沒有持續大幅增加赤字，沒有超發貨幣，為
穩物價創造了宏觀條件。我們清醒看到，經濟社
會發展仍面臨諸多困難挑戰。

隨着穩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持續發揮效應和
優化調整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實，當前經濟運行正
在回升。各部門要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部署，繼
續抓好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鞏固和拓展經濟
運行回升態勢。

◀ 內地防疫措施優化調
整後，服務業景氣度率先
回升。 新華社

李克強：當前經濟運行正在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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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2日通報胡某宇事件調查結果。經
心理專家訪談、分析，結合胡某宇失蹤前
行為，認為胡某宇性格內向溫和、孤僻，
在意他人看法，少與人做深入的思想情感
溝通，情感支持缺失，缺少情緒宣洩渠
道，常有避世想法。2022年9月到致遠中學
就讀後，因學習成績不佳造成心理落差，
加上人際關係、青春期衝動帶來的壓力，
造成了胡某宇失蹤前心理狀態失衡，有明
確的厭世表現和輕生傾向。

官方的調查發布透露，江西致遠中學
高一學生胡某宇在考入致遠中學後逐漸出
現適應困難，多次在書本、筆記本上寫下
了負面情緒的文字內容，如“吐了，新環

境真的難適應”，在社交軟件中發布“我
試着銷聲匿跡，原來我真的無人問津”，
多次與同學說“人活着有什麼意義”等。

根據官方發布的信息，胡某宇在失蹤
前，曾經數次對家屬傾訴：

2022年9月27日，胡某宇曾與母親三
次通話，共43分54秒，其母反映胡哭訴不
想讀書、想回家。

10月1日凌晨，其母親、哥哥專程從撫
州趕回予以安撫。

10月5日，胡某宇又與母親通話三次，
共39分47秒，其母親未透露通話內容。

10月10日至13日，胡某宇曾7次獨自
到宿舍樓3樓陽台，觀望睢園及校外樹林山

崗方向。
10月14日，胡某宇在食堂晚餐後，攜

帶錄音筆兩次登上5樓陽台，有明顯輕生意
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負面情緒寫進筆記 死前曾發內心信號新 聞 回 顧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趙一存趙一存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在富在富
士康員工跳樓事件發生士康員工跳樓事件發生
後後，，發生了很多學生跳樓發生了很多學生跳樓
事件事件，，我們在調研中發我們在調研中發
現現，，有的學生專門到跳樓有的學生專門到跳樓
成功率高的地方去跳成功率高的地方去跳，，這這
是負性心理暗示帶來的後是負性心理暗示帶來的後
果果。”。”張曉麗指出張曉麗指出，，社會社會
和媒體不應該過度關注和和媒體不應該過度關注和
報道青少年自殺等事件報道青少年自殺等事件，，
特別是自媒體為了流量不特別是自媒體為了流量不
斷發布視頻和圖片斷發布視頻和圖片，，這對這對
青少年是極大的摧殘青少年是極大的摧殘，，會會
引起負性心理暗示效應引起負性心理暗示效應，，
甚至會引發一連串的負面甚至會引發一連串的負面
效應效應。。

張曉麗指出張曉麗指出，，社會在社會在
某一個時間段特別關注一某一個時間段特別關注一
個惡性事件個惡性事件，，隨着事件的隨着事件的
發酵發酵、、關注度的增加關注度的增加，，會會
給青少年帶來極其嚴重的給青少年帶來極其嚴重的
影響影響。。比如在臨床中比如在臨床中，，很很
多患者都存在嚴重且持續多患者都存在嚴重且持續
性的負性暗示性的負性暗示，，即使有醫即使有醫
護人員的關懷護人員的關懷，，以及對疾以及對疾
病知識的認知病知識的認知，，但處於對但處於對
疾病的恐懼疾病的恐懼、、治療的痛苦治療的痛苦
以及對未來的迷茫等等以及對未來的迷茫等等，，
也會導致患者存在難以想也會導致患者存在難以想
像的心理負擔像的心理負擔，，這會導致這會導致
他們消極看待問題甚至生他們消極看待問題甚至生
命命，，放大不良信息放大不良信息，，長此長此
以往以往，，最終導致不好的結最終導致不好的結
果果，，這就是負性心理暗這就是負性心理暗
示示，，這是一種導向性問這是一種導向性問
題題。。

江西中學生胡某宇事江西中學生胡某宇事
件中件中，，網上充斥各種傳網上充斥各種傳
言言，“，“他們把孩子帶到誤他們把孩子帶到誤
區區，，導致孩子的自殺率升導致孩子的自殺率升
高高，，卻不自知卻不自知。”。”張曉麗張曉麗
坦言坦言，，目前甚至比較擔目前甚至比較擔
心心，，這個事件會否引發上這個事件會否引發上
吊式自殺率升高吊式自殺率升高。。

“療心”供需“喊渴”亟待納入醫保
 &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於2021年8月發布的《中
國青年發展報告》顯示，中國17歲以下的青

少年兒童中，有3千萬人受到各種情緒、心理行為
問題的困擾。實際上，學界一直呼籲加強關注青
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但現實中這一類問題並未
得到有效解決，很多青少年依然在負面情緒中備
受煎熬無法宣洩。

家校多對孩子心理認識少
從事心理健康教育30餘年，張曉麗對青少年

的心理健康問題頗為了解，她還專門成立心能原
教育研究院，自己擔任院長，組織權威的心理專
家團隊在全國範圍內深入學校、社區、家庭進行
心理健康調研。
她指出，中國從事心理健康工作的志願者很

多，“但目前大多數學校和家長仍對孩子們的心
理健康問題認識不足，甚至不知道可能是由心理
障礙導致。”
張曉麗正帶領團隊在福建進行調研工作，並

準備給當地的高中生開展“生命安全 陽光伴行”
的心理健康課程，“疫情剛剛過去，新的學期馬
上開始，要開展線下教學，要每天上學，和老
師、同學相處，對於3年來大部分時間在家裏上網
課的孩子們來說，可以說是重新融入社會。還有
很多孩子升入初中、升入高中，很多內向的孩子
會因此感到恐懼，不能一下子適應新環境，又找
不到排解宣洩的出口，久而久之就容易出現問
題。”

青春期處理不好易走極端
“青春期是個非常特殊和敏感的階段，會經

歷心理和生理變化和轉折，處理不好就容易走極
端。”張曉麗表示，青春期的心理變化包括對外
界認知的變化、對情緒的調整控制的變化等等，
自我意識增強，情緒衝動不穩定，“表現在自以
為是，忽略或排斥別人的建議和方法、又在意別
人對他的看法，渴望得到認同和支持，人際關係
適應不良、處理不好，學習的競爭壓力導致厭學

等反常行為。”不過，她指出，這是人的成長必經
階段，這一階段的青少年需要老師和家長陪伴式的
輔導和關愛，幫助他們找到宣洩情緒的通道。
海南醫學院心理學教授楊娟亦表示，青少年

心理問題與人體發育相關，包括大腦發展不平
衡、體內激素水平變化等等，都會導致青春期孩
子的情緒不穩定的情況。
張曉麗和團隊的調研中發現，心理問題已經

出現低齡化趨勢。幼兒園的孩子出現自閉症、不
合群、暴躁等等，其實並不一定是情緒的問題，但
是老師和家長不重視，就會讓小孩子養成怪異的性
格，甚至會影響一生。在她看來，這主要與家庭
教育和社會的發展有關，特別是近幾年受疫情影
響，很多家庭關係不穩定，以及多胎家庭增多，
家庭環境的變化是導致心理問題的重要原因。
2021年，中國首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調

報告發布，結果顯示，6歲至16歲在校學生有
17.5%存在精神障礙。世界衞生組織的統計亦顯
示，全球約10億人正在遭受精神障礙困擾。

備受關注的江西中學生胡某宇事件，引發人們對學生

心理健康問題的關注討論。多年來致力於解決青少年心理

健康問題的中國首批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中國紅十字心

理救援專家張曉麗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中國很多學校配

備專業的心理諮詢室和心理諮詢師，有些還配有催眠椅、

放鬆椅、沙盤等等，但總體來講，仍顯不夠重視，“比起

教學來，心理健康的位置很輕。專業的設置幾乎形同虛

設，很多老師都是用這些設置來教學；有的老師是兼職，

沒時間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還有的是排不上隊，心理老

師只有一兩個，但是學生有好幾千，學生求助不及時，根

本排不上號。”她提到，疫情給青少年帶來的心理影響不

容忽視，在後疫情時代，要加強家校社共建，各自從自己

的角度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建立完備的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北京報道

◆◆學界呼籲加強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學界呼籲加強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圖為安徽一所中學的心理輔導老師圖為安徽一所中學的心理輔導老師
（（左左））帶領學生在校園心理健康輔導站宣洩室減壓帶領學生在校園心理健康輔導站宣洩室減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3年來，疫情的衝擊和持
久反覆令部分群眾心理健康問
題凸顯。經此一“疫”，國人

的心理健康服務需求明顯提升，給尚處於成長
期的行業帶來了挑戰和機遇。2020年9月，國家
衞健委辦公廳印發了《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
務工作方案》。2020年3月至2021年9月，國家
衞健委、國家醫保局等機構密集出台政策，推
動精神心理互聯網醫療發展。當前，各級各類
學校、部分企事業單位、一些社區等已開設或
正在建設心理健康服務平台。

據了解，中國目前僅北京、廣東、江蘇等

極少數地區將精神科治療類別下的“心理治
療”納入醫保支付範圍，為精神障礙患者尋求
治療減輕經濟壓力。對於未患精神障礙疾病但
心理健康受損人員的心理諮詢服務，則鮮有地
區將其納入醫保範疇。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心理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牟文婷分析，中國
心理健康供給側不發達，需求側付費意願低，
導致目前中國心理健康行業滲透率只有10%左
右。疫情的到來，放大了這種不平衡。

諮詢師資格門檻低曾交錢就有
福建的何女士在一家線下心理諮詢機構購

買服務。她說：“我約了10次課程，剛開始我
跟諮詢師哭訴，後來他不停質疑我到底有沒有
受到傷害，還佔用450元（人民幣，下同）一課
時的諮詢時間推銷後續套餐。”

半月談記者在一網絡平台搜索“心理諮詢
培訓”後，出現多個相關群組。隨機加入一個
群並與工作人員取得聯繫，被告知支付1,000元
便可購買132課時的“心理諮詢師系統教學錄播
課程”，學員自主觀看學習即可。工作人員在
收款後10日內還將為學員製作並郵寄“高級心
理諮詢師證書”，而學員僅需提供身份證號、
一吋證件照。 ◆來源：《半月談內部版》

◆胡某宇就讀的中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

心理問題低齡化心理問題低齡化 支援系統迫眉睫支援系統迫眉睫
30003000萬中國兒童青少年受情緒困擾萬中國兒童青少年受情緒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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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旅游天地

生态旅游胜地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近日，四川省
泸州市的几位朋友应邀来到叙永县，于是，我作
为东道主兼导游，陪同他们到水尾镇境内的“桫
椤世界”画稿溪寻幽探奇。

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画稿溪，位于泸州市
叙永县城东北 40 公里处，最高海拔 1787.3 米，最
低海拔 332 米，地处长江上游南岸重要支流赤水
河上游，位于云贵高原黔山地北缘与四川盆地中
部低山丘陵的过渡地带，属于华南古陆和古地中
海的边缘部分，有山地、丘陵、河谷三个阶梯。区内
广泛露出白垩系地层，属丹霞地貌，土岩皆赤，
1998年被列为四川省级自然保护区，2003年被列
为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

许多专家学者、中外游人前来画稿溪考察参
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金
鉴明率领专家组一行数人考察后，有了许多意外
发现：一是植物“活化石”桫椤树在画稿溪成片
成林，多达 12 万多株，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种
群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单株植株最高、生长
密度最大、保护最好的一片原始群落，是世界上
幸存的桫椤林生长纬度最靠北的地方。层峦叠嶂
的深山峡谷之中，原始桫椤种群在画稿溪集中成
片，这在地球上十分罕见，因而专家们赞誉画稿
溪是“桫椤世界”和“桫椤王国”。二是过去只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过的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
物金花茶，却在画稿溪被大面积发现。专家学者
考察后认为，区内自然景观资源独具特色，地貌
景观、生物景观、植被景观、水景和气象景观丰
富多样，是构成保护区生态环境多样性的重要内
容，对研究亚热带物种起源和演化，具有重要的
科学价值。

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画稿溪以“桫椤
沟”、“瀑布沟”两条旅游主线为主，突出科普旅
游和生态旅游。游客可观赏婀娜多姿的桫椤树，
游览险峻秀美的瀑布群，欣赏有“川南云海”
之美誉的云雾景观，参观有“动植物珍藏馆”之
美誉的各种动植物，领略有“山峦展览厅”之美
誉的雄奇伟岸。

画稿溪的自然景观主要有方山、赤壁、奇
峰、岩洞、巨石和峡谷等地貌景观，有瀑布和溪
流等水体景观，有以云雾景观为代表的气象景
观，有以常绿阔叶林、桫椤林、金花茶、金钱
松、竹林和繁多的野生观赏植物为主构成的植被
和植物景观，以及珍稀野生动物景观等类型。

桫椤成片成林

画稿溪美，美在桫椤成片成林，婀娜多姿，
堪称一绝，被誉为“桫椤世界”。保护区内，以
众多的植物“活化石”桫椤树闻名于世，现存桫
椤树12万多株，有的高达5米以上，被植物学家

称为地球上的“桫椤金三角”。桫椤树是国家一
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属蕨类乔木，主要生长在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目前已濒临灭绝。现有的桫
椤是受过第四纪冰川破坏的残存古老物种，桫椤
与恐龙同时代生长，是恐龙的主要食物之一，也
是与恐龙同时代唯一幸存的植物，素有植物王国

“活化石”之称。
桫椤树婀娜多姿，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学术

研究价值。专家学者认为，画稿溪桫椤树的发
现，对研究川南一带古代生物进化和地质变化有
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画稿溪的森林原始古朴，郁郁葱葱，风光旖
旎，是独特的“植物王国”，品种繁多的植物争
奇斗艳。

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画稿溪，是地球上同
纬度地区罕见的常绿阔叶林分布区。保护区内共
有植物种类近 2000 种，这里保存着大面积亚热
带原始常绿阔叶林，是北半球重要的生物物种基
因库，对研究亚热带物种起源和演化具有重要的
科学价值。

四季景色迷人

画稿溪青山碧水，飞瀑流泉，空气清新，令人
恍入人间仙境。

画稿溪美，美在水，美在飞瀑流泉，美在溪
流如练。这里山清水秀，飞瀑流泉，流水淙淙，

清澈透明，鱼翔浅底。它不施雕琢，山水天然成
趣。既有高峻的奇峰，又有苍翠的山岭；既有磅
礴的飞瀑，又有淙淙的溪流。山与树、树与水和
谐地构成一幅幅立体画卷。百鸟在林中鸣啼，鱼
在水中畅游，珍禽在林中跳跃。一幅幅绝妙的图
画，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保护区内河流密
布纵横，有大小溪流480条，瀑布50多处，享有

“瀑布的世界”之美誉。
画稿溪美，美在独特的天然“动物世界”，是珍

稀动物的繁衍生息之地。这里有动物种类 150 多
种，其中有猕猴、黑熊、穿山甲、豺、野鹿、水獭、金
猫、林麝、大鲵、岩羊、獐子、红腹角雉等国家级保
护动物。

画稿溪四季景色迷人。春天，流水潺潺，瀑
布飞泻，桫椤婀娜，枝芽鹅黄，浅草嫩绿，万物
复苏，百花绽放，给人朝气蓬勃、超凡脱俗的感
受；夏天，山青青，水碧碧，莺飞燕舞，绿荫围
湖，满目翠绿，使游人沉醉在绿色的世界里；秋
天，五彩缤纷，红叶铺山，彩林满目，炽热浪
漫，神奇迷人，那缤纷奇幻的色彩，把游人看得
眼花缭乱；冬天，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冰清玉
洁，分外妖娆。

到了不染浊气、不惹尘埃的仙境画稿溪，远
离了城市的喧嚣，忘却了人世间的悲欢，忘记了
红尘间的烦恼，心灵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你会由
衷地感叹：人世间是多么的美好！

这里是一处钟
灵毓秀、风光旖旎
的旅游胜地，这里
是一处神奇美丽的
丹霞地貌景观，这
里是一片桫椤原生
群落的王国，这里
就是——

﹃
桫
椤
世
界
﹄
画
稿
溪

颜

林
文
／
图

上图：画稿溪属丹霞地貌，土岩皆赤。
左下图：画稿溪动植物资源丰富，有“动植物珍藏馆”之美誉。
右下图：画稿溪的飞瀑流泉。



AA88
星期四       2023年2月9日       Thursday, February 9, 2023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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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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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短期特殊3-2-1降息方案， 降低每月付款
2. Rental special 超值出租屋現金流計劃    
3. 首次購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購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輔助計劃”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美南新聞泉深】美食美酒、唱歌交友
、以歌傳情、以歌會友！每年一度的情人節
快到了，戀愛中的朋友們和正想戀愛的朋友
們正在琢磨情人節當天去哪玩？怎麼和相愛
的人和想相愛的人一起度過這個具有特別意
義的情人節？尤其是單身朋友百感交加，根
本就不知道這一天該怎麼過！您不用擔心，
您再不孤獨！美南國際電視將為您提供展示
才華、吸引異性的機會，並用YouTube 現
場直播您在情人節的活動，擴展您的魅力，
增強您的吸引力，讓更多的人了解您！

“情人節唱情歌“演唱會將於2月14
日情人節晚上6:00pm-10:00pm在美南國
際 電 視 台 的 環 球 劇 場 （11122 Bellaire
Blvd) 隆重舉行。

演唱會由美南新聞藝術團和休斯頓華美
室內樂團聯合主辦，美南國際電視台著名美
女主持人王潔擔綱主持。劇場影像音響設施
和電腦軟件操作系統剛剛更新，並提供大屏
幕高清LED顯示器和重低音炮，讓現場氣
氛更濃烈、更加震撼！

“情人節唱情歌”卡拉OK演唱會，不
僅歡迎戀愛中的男女朋友一起來參加，更歡
迎單身朋友踴躍報名參加，讓單身狗們在情
人節當天能夠相互陪伴。如果有緣，還可以
藉情人節脫單。

演唱會主要由到場的嘉賓們點歌演唱，
期間穿插休斯頓的歌唱名家為大家演唱情歌
助興。

主辦方還為憑票入場的各位嘉賓提供美

食美酒服務，也歡迎各位自帶喜歡的酒類。
活動期間還將有非常有趣的遊戲，在參

加晚會的男女嘉賓之間隨機配對演唱，激情
浪漫，歌美聲醉，妙趣橫生！祝您渡過一個
難忘的情人節，或許在這裡姻緣一線牽！

參加者不限年齡、不限婚姻狀態、不限
男女，會不會唱歌都受歡迎。但座位有限，
只限70名購票者參加。

票價：$30包餐飲酒水。
購 票 請 聯 繫 美 南 新 聞 Nicole ：

281-498-4310
或者直接到美南新聞前台購票。
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72

美南國際電視將舉辦“情人節唱情歌”卡拉OK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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