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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 LIN,CCIM

（中央社）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即將於2月24日
屆滿週年，研究機構Rating Group公布的2月初民調顯
示，約有95%的烏克蘭人相信該國將會獲勝。

法新社報導，總部設在烏克蘭的研究機構Rating
Group，於俄烏戰爭將屆週年的前幾天公布這項民調，
顯示烏克蘭民眾現在對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
ensky）更具信心。

根據這項民調，在2022年1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
克蘭之前，烏克蘭民眾對澤倫斯基的信任度為36%，
如今成長至90%；烏克蘭民眾2019年對軍方的信任度
為65%，如今已增長至97%。

17%的烏克蘭受訪者表示，他們在這場戰爭中失去
親人，這比6個月前的9%比例幾乎多出一倍。這份民
調顯示，烏克蘭至少有1/3的工作人口失業。

這份民調也指出，烏克蘭人的親西方情緒日益高漲
，87%的受訪者支持加入歐洲聯盟（EU），有86%的
受訪者支持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俄烏戰爭將屆週年 烏克蘭人約95%相信將會勝利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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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years ago when I
was ready to leave San
Francisco and go to Texas,
many friends said to me, "Are
you crazy? Texas is a state
that is very hot like a big desert.
"

At that time, I was indeed
hesitant, but while I thought
that we came to this country to
study and learn English, San
Francisco was prosperous and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were the backbone of our
comunity. When they spoke
the old dialect, I could not even
understand. Finally I decide to
go to Texas to explore my
future. I just hide the beautiful
San Francisco in the bottom of
my heart.

Just last week I returned to
California and me and my old

friend Richard visited the
tragedy site at Monterey Park
where11 people had been
killed. Huge portraits of these
victims are still hanging at the
scene. I also bowed and
mourned. Suddenly I felt the
surroundings were full of sad
clouds and misery which was
so very sad.

Yesterday it just took me
one hour and I flew to San
Francisco and landed at the
same airport when I first
came to America. After
getting off the plane, we were
traveling to the San
Francisco Market Street
through Stockton Bush and
Pine Street. We saw many
homeless people and drunks
on the street, instead of many
dressed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I really felt sad about this

loving place and my favorite
city. When I looked into the

sky, it was still very beautiful
and sunny weather. My feeling
is that the Golden State is
already fading. 0202//2121//20232023

Is The Golden State Fading?Is The Golden State Fading?

當年我要從令人陶醉的舊金山遠走德克薩斯州時，许多友人包括
老美在內對我說，你瘋了？那是酷熱沙漠地大而人煙稀少的大農村，
當時我確實猶疑不決，但是想想我們到美國來是要努力學業學習英文
，舊金山商業鼎盛，華人老僑為社區中堅，到處聽到聽不懂的唐話，
我最後還是決定撞走德州，只有把舊金山之美景藏在心底，走蕩他鄉
，此去竟是數十年寒暑，往往一個決定影響了後半生。
上週末，我們重新回到了熟悉的加州蒙特利市，俗稱小台北，老

友潘兄駕車去了上月發生十一條命案的舞蹈中心現㘯，這些被害人之
巨幅肖像仍然掛在現場供人弔念。我也當塲躹躬黙哀，心中激起了無
限之感慨和悲傷，這批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同胞就如此喪生在暴徒槍
下，我頓時覺得週遭充斥著一片愁云慘霧，令人傷感之至。
從洛城僅飛航一個多小時，我又在舊金山機場降落，多年沒有回

來了，這是同一個地方，我到達美國的第一站。下機後我們穿走在崎
嶇上下斜坡的市區中，從主街到當年整潔走動的紳士淑女們，如今目
睹的確是衣冠不整之流浪漢和醉鬼，我不停注視著令人難予置信的一
幕。我的感覺是—黃金州已經在褪色中。

黃金州在褪色中黃金州在褪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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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出軌並不常見, 載運著有毒化學物
的火車出軌並燃燒釋放出毒氣更是相當罕見
的, 發生在俄亥俄州的小鎮東巴勒斯坦
（East Palestine）的不幸事件已經在美國
社會上喧騰多日,各界依然爭論不休，美國
運輸部長彼得•布塔朱吉今天也打破沉默,
將事故歸咎於前總統川普廢除了一些相關的
安全法規才造成不得不現在的不幸，布塔朱
吉也宜佈他將以最大的誠意和決心來解決出
軌事件發生後所產生的一切問題, 我們可以
預期這個受到無妄之災的小村莊必將後患無
窮………。

這次發生不幸事件的是一列載有氯乙烯
等危險化學品的諾福克南方鐵路貨運列車,
2月3日該列車從伊利諾州麥迪遜市駛往賓
州康威,但是駛至俄州東巴勒斯坦市農村地
區時不知是何原因脫軌，隨即爆炸, 由於列
車非常長,共有141節車廂、9節空貨廂和3
節機車，當事件發生後,引發超過兩天的火
災，為防止進一步爆炸，救援人員應政府官
員要求，進行有毒化學物質的控管燒除，釋
放了有害的氯化氫和光氣,為避免危險,政府
強迫居民疏散，很不幸的是, 現場處理事故
的人員挖出近7噸受污染土壤以及超過400
萬升污水, 更不幸的是當地不少居民感到眼
睛有燒灼感，頭痛和呼吸困難等持續出現,
許多人對他們的長期健康感到擔心, 而當地
的專家則警告，此次事故相當於用化學物質
毀了一個小鎮，在5到20年後，當地人中

可能會出現大批癌症患者。
儘管俄州和聯邦安全官員聲稱說一切都

好，但許多居民害怕返回家園,公眾已經對
官方的說詞不信任,居民們說，農場動物和
寵物在他們家裡的院子裡亂跑亂撞，造成了
大量死亡, 他們非常惶恐,為回應這些現象，
州政府已啟動針對居民的健康監測計劃,環
境辦公室將對私人水井進行測試。

儘管此前鐵路官員聲稱市政供水系統是
安全的，但質疑聲始終不斷。人們認為，政
府的回應緩慢且漫不經心，這加強了社區對
當局的不滿和不信任, 這顯然比起漏氣事件
本身的影響大得多。

多年前在北卡羅納州莫爾黑德市和無線
電島的港口也曾發生過類似的不幸事件, 當
時在海軍陸戰隊勒瓊基地的水系統被污染後
，該地區多次發現劇毒和爆炸性產品不是已
經通過港口運輸，就是正準備轉運。該港口
距離碼頭一英里的開闊海域，位置相對隱蔽
，但所造成的影響十分深遠和嚴重。

公眾對有毒化學物質排放的看法是幾乎
都是一樣的, 因為所知的資訊和知識並不多
, 所以公眾對未知產生巨大的擔憂是正確的
，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對他們所產生的虞慮
必須盡快解答，尤其是經歷了爆炸、毒藥以
及潛在的災難後更應該盡快的處理以及進行
傷害後的賠償, 這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工作
。

諾貝爾協會（Nobel Institute）今天表
示，2023年諾貝爾和平獎共有305個候選
者獲得提名，包括212名人士及93個組織
，但諾貝爾協會未揭露這份名單。

法新社報導，根據挪威諾貝爾委員會
規定，送交委員會的候選人名單至少會保
密50年。不過，有資格提名者，包括各國
前任獲獎者、議員和內閣官員，以及部分
大學教授，皆可不受限制地透露自己提名
的人選或組織。

如同去年那樣，目前公開揭露的多數
被提名者大多與俄烏戰爭有關，或者是俄
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的反對者
。這些被提名者包括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土耳其總統艾爾
段（Recep Tayyip Erdogan）及北大西洋公
約 組 織 （NATO） 秘 書 長 史 托 騰 柏 格
（Jens Stoltenberg）等人士。

其他獲提名人士還包括正在獄中服刑
的俄國反對派政治人物納瓦尼（Alexei Na-

valny），以及同樣身陷囹圄的
俄國記者兼政治活動家卡拉姆
扎（Vladimir Kara-Murza）。
據信，今年獲提名的還有瑞

典 環 保 少 女 童 貝 里 （Greta
Thunberg），以及同樣關注氣
候議題的烏干達環保人士納卡
特（Vanessa Nakate）等人士
。此外，據信中國及香港民主
人士或團體也獲提名，包括前
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以
及專門調查中國維吾爾人困境
的 組 織 「 維 吾 爾 族 法 庭 」
（Uyghur Tribunal）等。

2023年諾貝爾和平獎 共305人或組織獲提名
俄烏戰爭明（24）日爆發一周年，中共中央外

辦主任王毅22日在莫斯科會晤俄羅斯總統普丁，雙
方就烏克蘭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王毅讚賞俄方重申
願以對話解決問題，中方將一如既往，秉持客觀公
正立場，為政治解決危機，發揮建設性作用。普丁
則說，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團結協作，對推動國際關
係民主化和國際格局的平衡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普丁昨天面帶微笑，張開雙臂，歡迎王毅到訪
。新華社報導指出，王毅說，中俄關係歷經國際風
雲考驗，成熟堅韌、穩如泰山，中俄全面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從不針對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擾，更
不接受第三方的脅迫。中方願與俄方保持戰略定力
，深化政治互信，加強戰略協作，拓展務實合作，
維護兩國的正當利益，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發揮
兩國的建設性作用。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則報導，普丁表示，俄中合
作對穩定國際局勢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期待習近平
的到訪，這將是發展俄中雙邊關係的額外動力。

對於中方呼籲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新華社與
俄媒在22日截稿前都沒有提及普丁如何回應。

王毅稍早會晤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烏克蘭問
題也是會談重點。王毅強調，形勢越複雜，越不能

放棄和平努力，希望各方克服困難，繼續為對話談
判創造條件，尋找政治解決的有效途徑。

與此同時，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習近平
的訪俄規畫仍在初期階段，4月或5月初俄羅斯紀念
衛國戰爭勝利78周年（5月9日），也許是習出訪
俄羅斯的時間點之一。據了解，習出訪的主要目標
是呼籲俄羅斯不動用核武、與烏克蘭進行談判。

報導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北京擔心，俄羅斯作
為中方在與西方日益激烈競爭中的關鍵戰略夥伴，
若在烏克蘭戰場繼續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失敗，實
力將大幅削弱。

法新社報導，日前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與王
毅會面的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表示，王毅向他轉達中
國的烏克蘭和平方案關鍵內容，相信該藍圖是 「一
個全面、簡潔和有效率的前進方向」 。然而，對於
中方可能向俄羅斯供應武器的傳聞，庫列巴直言，
領土完整原則應是和平計畫的基石，中國若重視，
就不應幫助俄羅斯破壞烏國領土完整。有消息指出
，中國企業暗中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等裝備攻擊烏
克蘭，北約祕書長史托騰柏格對此表示憂慮。美國
副財長阿德耶莫（Wally Adeyemo）警告，中方此
舉恐受到美國及其他經濟體的制裁。

普丁會晤王毅 期待習近平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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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再次呼籲國際社

會說出“我不願意”（I Don’t），以

示對全世界被迫說出“我願意”（I Do）

的女孩們的支持。

自 2015 年聯合國將消除童婚列為

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之壹以來，聯合

國人口基金會每年都會在2月14日發起

這壹倡議，呼籲國際社會加速終結童婚

這壹違反人權的現象。

童婚問題有著悠久的歷史。而今年2

月以來，這壹問題再次引發全球矚目。

本月初，印度東北部地區的阿薩姆邦

宣布向童婚“開戰”。不到兩周時間內，

阿薩姆邦警方逮捕了超過3000人，其中包

括和未成年女孩結婚的男性、幫助登記童

婚的人以及主持婚禮的牧師等。

此舉引發廣泛爭議，阿薩姆邦多地

爆發抗議活動，部分女性甚至以自殺威

脅警方釋放她們的丈夫和其他家人。壹

些女性權益活動人士也表示，阿薩姆邦

的逮捕行動只會讓印度數量龐大的“童

婚新娘”陷入更深的絕望之中。

印度是全球童婚新娘人數最多的國家，

目前全球大約三分之壹童婚新娘生活在印度

。但童婚並非印度獨有的社會現象，幾乎

世界上每個角落都有童婚新娘的身影。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數據顯示，全球範圍內，

大約有6.5億女性在18歲生日前結婚。

聯合國方面還指出，若是國際社會

不加速實現在2030年前消除童婚的目標

，未來十年內全世界將新增1.5億 “兒

童新娘”。

每分鐘新增23個
“上周五，我幫忙安排了壹樁婚姻，

男的17歲，女的9歲。”57歲的尼日爾

女性法蒂· 哈馬近日對記者說道，“這就

是現實。”

哈馬解釋稱，她幫助安排的兩人是

遠親，男方給女方付了 30萬西非法郎

（約合人民幣3330元）的聘禮，兩人隨

後確認結婚。不過，新娘15歲之前不會

和新郎住在壹起。

“壹切都很好。人們來參加（婚禮）。

這是基於傳統安排的。”哈馬稱。

位於西非地區的尼日爾是全球童婚比

例最高的國家。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數據顯

示，尼日爾76%的女性在18歲以前就已結

婚，28%的女性結婚年齡低於15歲。

在尼日爾，雙方父母同意的情況下，

女性15歲、男性18歲就可以結婚。而實

際上，低於法定年齡的婚姻在尼日爾也

非常普遍。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給出的定義，

尼日爾絕大部分婚姻都屬於童婚。聯合國

兒童基金會指出，任何壹方年齡未滿18

歲的婚姻或非正式結合，都可以稱之為

童婚。童婚被認為是強迫婚姻的壹種形

式，因為未滿18歲的兒童青少年被認為

無法表達他們完整、自由的意願。

從全球範圍來看，關於童婚的數字

相當驚人。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官網數據顯示，全

球超過五分之壹的年輕女性在18歲前結婚

，累計而言，全球目前共有6.5億童婚新

娘。直至當前，全球每年仍有大約1200萬

未成年女孩步入婚姻，這意味著每分鐘有

23個未成年女孩成為“兒童新娘”。

從地域來看，南亞地區的童婚數量

占比最高，達到44%。這主要是因為印

度人口基數大，該國童婚數量占到全球

的三分之壹。除印度外，孟加拉國的童

婚比例也非常高，18歲以下的童婚占到

51%，該國人口基數也非常龐大，由此

導致童婚數量非常之高。

撒哈拉以南非洲則是童婚發生率最

高的地區，該地區37%的年輕女性不滿

18歲就已結婚。其中，尼日爾、中非共

和國、乍得是全球童婚發生率最高的三

個國家，其童婚率都超過65%。累計而

言，該地區的童婚數量占到全球的18%

左右。

除此之外，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童婚

數量占到全球的 1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區占9%，中東和北非地區占5%。

童年的結束
聯合國將童婚列為侵犯人權的行為

，稱其為壹種有害的做法，因為它威脅

著年輕女性的生命和未來，中斷了她們

的學業，讓她們更易遭受暴力、歧視等

傷害，也奪走了她們為自己的人生做選

擇的權利。

“童婚是壹種侵犯人權的行為，它

剝奪了女孩的身體自主權。婚姻本應該

預示著壹個新的開始，但童婚卻只是象

征著童年和選擇權的結束。”聯合國人

口基金會在網站上寫道。

事實上，童婚影響的不僅是女孩，

男孩也會受到影響。只不過，童婚對於

女孩的影響要遠大於男孩。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出，與童婚相

伴的是早孕，這對於未成年女孩的身體

是個極大的負擔。在許多發展中國家，

懷孕和生產引發的並發癥是15歲至19歲

少女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早孕生下的嬰

幼兒死亡率也更高。

除了身體上的損傷，童婚新娘更容

易遭受家庭暴力、被社會孤立，引發抑

郁、自殺等傾向。由於過早失學，她們

獲得經濟獨立的途徑也非常受限，從而

更易陷入貧困代際循環之中。“童婚可

能導致壹生的困苦。”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稱。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高級顧問南卡利·

馬克蘇德（Nankali Maksud）在接受新京

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導致童婚的因素有

很多，且各國都有不同的主導因素。但

整體而言，大部分童婚的背後都有家庭

貧困、教育缺失、社會傳統等因素的影

響。

“童婚是壹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不

能簡單地從法律角度來看待或處理。它

也是壹個社會問題，和經濟發展、女性

地位、女性權利保障等問題都息息相

關。”馬克蘇德稱。

事實上，對於聯合國將童婚稱之為

“有害的做法”（harmful practice），印

度女性發展研究中心（CWDS）退休教

授瑪麗· 喬恩（Mary Jone）並不完全認

可。

喬恩多年來壹直在研究童婚以及女性

權益等問題。她表示，通過大量的研究，

她並不認可童婚是“壹種有害的做法”這

種說法，在她看來，童婚是很多社會、經

濟、衛生、文化、傳統問題綜合導致的，

是壹種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

“童婚確實會帶來很多傷害，但大

家更應該看到，童婚的背後是貧困，是

年輕女孩的脆弱性。”喬恩強調，“童

婚是很多問題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很

多時候，它也成為女孩們唯壹的選擇，

因為她們沒有其他選擇。”

在尼日爾，貧困是導致童婚發生率

高的壹個主要原因。世界銀行數據顯示

，尼日爾的貧困率高達42.9%，而該國人

口仍在持續增長，這使得貧困人口也在

持續增長。而對於許多貧困家庭而言，

他們將童婚視為緩解家庭生活壓力的途

徑之壹。

非政府組織“拯救兒童”指出，在

尼日爾，由於缺少相應的社會保護，童

婚成為壹種“生存戰略”。與此同時，

在尼日爾的社會傳統中，女性的終極出

路就是成為壹名家庭主婦、為男性生兒

育女。基於這種認知，許多家庭會忽視

女兒的教育，早早地將其出嫁。

“拯救兒童”西非和中非地區倡導主

任瓦萊麗（Valerie Koutou）還指出，尼日

爾的壹夫多妻傳統，也是導致該

國童婚現象突出的壹個原因。

“為了展示自己強大富有，壹個

男人可能會娶3到4個妻子。這

無疑加劇了童婚問題。”

“氣候新娘”引關註
從全球範圍來看，中低收

入國家的童婚問題尤為突出。

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

數據，在那些最不發達國家，

童婚比例幾乎是全球平均水平

的兩倍，大約40%的女孩不滿

18歲就結婚，12%不滿15歲。

在那些受沖突影響嚴重、人道

主義危機深重的國家和地區，

童婚現象更為普遍。

尤為值得關註的是，新冠

疫情導致全球童婚數量再次上

升。關註兒童保護的國際慈善

組織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

）指出，新冠疫情暴發之前，許多專家

就預計，童婚問題還將持續數十年。新

冠疫情暴發後，許多地區貧困加劇、教

育受阻，童婚問題更為突出。

2021年 3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

出警告，新冠疫情或將導致未來十年內

新增1000萬童婚。加上疫情前估計的1

億，未來十年內全球可能新增1.1億兒童

新娘。僅在印度，世界宣明會此前估計

，新冠疫情可能導致400萬印度女孩陷

入童婚困境之中。

來自印度孟買的瑞緹卡· 蘇布蘭馬尼

安（Reetika Subramanian）目前在英國劍

橋大學攻讀跨學科性別研究博士學位。

她的研究重點之壹就是童婚。

蘇布蘭馬尼安采訪了許多印度童婚

新娘新郎。“在童婚發生率比較高的地

區，女孩們13、14歲離開學校，15歲結

婚，16、17歲就生下第壹個孩子，這種

現象非常普遍。”蘇布蘭馬尼安對新京

報記者表示。

疫情之下，童婚的發生率更高。蘇

布蘭馬尼安稱，童婚很大程度上和壹個

家庭的經濟狀況相關，疫情之下很多人

失去工作、生活更加艱難，孩子們也無

學可上，這個時候很多家庭可能會安排

童婚，以緩解生存壓力。“疫情之下，

很多家庭將童婚作為應對危機的壹個途

徑。”

不僅如此，蘇布蘭馬尼安還關註到

，氣候危機也逐漸成為童婚的壹個重要

推動因素。她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在她

開展調研的印度西部地區，當地經常發

生幹旱，面對自然災害，很多家庭會選

擇給孩子安排童婚，以緩解當下的危機

，因為嫁女兒可以獲得壹些彩禮。

事實上，隨著氣候變化引發的災難

性事件越來越多，“氣候新娘”（cli-

mate brides）逐漸引發關註。

15歲的艾莎來自孟加拉國賈馬爾普

爾地區的壹個小村莊，每年季風季節到

來後，當地農民都會遭遇極大的損失。

而這時候，也是童婚最為頻繁的時期。

“在我的村裏，當壹個家庭出現財

務問題，他們想到的第壹件事就是停止

女兒的教育，然後將她們嫁出去。”艾

莎對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說道。2020年，

艾莎的家庭碰上洪水和新冠疫情的雙重

打擊，她的父母險些將她嫁出去，但在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幹預下，艾莎躲過

壹劫。

蘇布蘭馬尼安指出，“‘氣候新娘’

增加反映出的是，經濟脆弱性對於童婚

的影響。類似洪水、幹旱等自然災害

會加劇貧困，影響到生計、教育、服

務等，而這無疑會讓更多女孩陷入童婚

困境之中。”

孟加拉國是全球童婚發生率最高的

國家之壹，雖然法律規定女性最低結婚

年齡為18歲、男性為21歲，但該國大約

51%的女性在18歲以前結婚。目前，孟

加拉國共有3800萬童婚新娘。

事實上，新冠疫情之前，孟加拉國

在遏制童婚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但新

冠疫情暴發之後，該國童婚數量再次上

升，引發擔憂。

終結童婚的答案
2015年，聯合國193個成員國在聯合

國大會上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

程》，旨在從2015年至2030年的15年間

徹底解決全球社會、經濟、環境三個維度

的發展問題，實現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

其中，目標5是實現性別平等，增

強婦女和女童的權能。而目標5的第三

條具體目標是，“消除所有有害行為，

如童婚、早婚、強迫婚姻以及女性生殖

器切割”。

毫無疑問，過去幾十年間，國際社

會在消除童婚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不管是在國際層面、地區層面還是國家

層面。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出，在過去

十年中，由於女孩受教育率的提高、公

眾對童婚危害的認識提高，全球已阻止

了2500 萬起童婚。其中，南亞地區的進

展最明顯。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2019年11月發布

的壹項研究顯示，消除童婚實際上“非

常便宜”。調查顯示，2020年至2030年

期間，要消除童婚數量占全球90%的68

個國家的童婚，累計耗資約為350億美

元。平均而言，阻止壹個孩子卷入童婚

的費用為600美元。

這些資金主要用於教育幹預、賦權

運動、技能培訓，以及發起活動以推動

改變和童婚相關的社會傳統。通過這些

投入，全球大約能減少5800萬起童婚。

與此同時，躲過童婚的女孩們還可以創

造更大的社會經濟價值。

但聯合國2022年強調，按照目前的

趨勢，沒有哪個地區能按照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在2030年前完全消

除童婚。其指出，要在全球範圍內終結

童婚，必須加快和保持各方面的進展。

如果不進壹步加速，到 2030 年將有超

過1.1 億女孩在 18 歲生日前結婚。

要在全球範圍內終止童婚並非易

事。

事實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簽署

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和《消除對

婦女壹切形式歧視公約》，這兩項公約

明確禁止童婚。但是，許多國家仍允許

童婚的存在，有些時候是依據宗教法或

習俗法。在壹些明確禁止童婚的國家和

地區，執行也相當困難。

解釋性新聞網“對話”報道指出，

根深蒂固的傳統和文化習俗導致許多國

家消除童婚異常困難。據統計，全世界

有146個國家，只要父母或相關權力機

構同意，18歲以下的女孩就可以結婚。

在52個國家，15歲以下的女孩在父母同

意的情況下可以結婚。

在瑪麗· 喬恩看來，雖然全球童婚數

量有減少的趨勢，但她不認為全世界能

在2030年前徹底消除童婚。“消除童婚

的道路並非筆直向前，當出現新的問題

，如經濟困境、社會混亂甚至沖突爆發

等，童婚可能又會再次盛行。”

喬恩對記者表示，法律禁止或是依

法逮捕並非終結童婚的答案，只有更好

地解決貧困、教育、衛生等問題，給女

孩們更多的機會和選擇，逐漸改變社會

傳統中關於女性只能回歸家庭的認知，

讓女性對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權，

童婚才能真正地逐漸消失。

“賦權女性，讓她們知道，她們也

可以有除了家庭之外的未來，這是最重

要的。”喬恩表示，“我們需要更多的

時間、更多的努力來改變女性的生存現

狀。逮捕不是答案，教育、賦權才是關

鍵。”

聯合國也指出，終止童婚需要做出

許多改變，包括加強和執行反對這種做

法的法律、促進性別平等和確保社區對

保護女童權利的承諾。“我們目前正處

於壹個轉折點，需要國際社會采取更加

協調壹致的做法，以實現在2030年前消

除童婚的目標。”馬克蘇德稱。

全球終結童婚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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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今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由美國
主辦，主責官員莫瑞今天表示，美國視台灣為
APEC正式成員，地位與其他會員相同，會確
保包含台灣在內所有經濟體能充分參與。

美國今年由泰國手中接下主辦APEC的棒
子，計劃分別於2月14日至28日、5月14日
至26日及7月29日至8月21日舉辦3場資深
官員會議，重頭戲經濟領袖會議將於11月12
日當週在加州舊金山登場。

美國APEC資深官員莫瑞（Matt Murray
）今天上午赴華府外籍記者俱樂部（FPC），
說明今年APEC的 3個目標，包括 「互連」
（interconnected）、 「創新」 （innovative）
及 「包容」 （inclusive）。

談到台灣在APEC扮演的角色，莫瑞表示
，台灣以 「中華台北」 名稱參與APEC，自中
華台北、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1991年以正
式平等夥伴身分加入APEC以來，都是用 「經
濟體」 （economies）稱呼成員。

莫瑞指出，美國視中華台北為APEC正式
成員，地位與其他會員平等，雙方密切合作推
動一系列議題，包括婦女經濟參與、能源安全
與韌性、數位經濟等。

莫瑞強調，美方在接下主辦棒子之前就清
楚表達，會致力遵循美國法規及APEC精神與
原則，讓各代表團能充分參與APEC活動；未
來會持續與APEC秘書處合作，確保包含中華
台北在內的所有經濟體都能充分參與。

至於美台雙方是否可能在今年APEC舉行
雙邊會議，莫瑞並未回應。

針對俄羅斯是否會受邀的問題，莫瑞表示
，領袖週邀請事宜是由白宮負責，但不論是去
年12月在夏威夷檀香山舉行的非正式資深官
員會議，抑或是目前在加州棕櫚泉舉辦的第一
次資深官員會議（SOM1），俄國代表團皆有
參與。

但他重申，俄烏戰爭對APEC促進區域有
利、永續性經濟環境的目標構成根本性的威脅
，美國會持續動用所有經濟與財政工具，向相
關人士究責，終結這場衝突與人類苦難。

根據莫瑞，SOM1期間將舉辦近100場會
議與工作坊，超過1500位APEC代表與會；
台灣參與部分，財政部次長阮清華將率團出席
25、26日的財政次長暨央行副總裁會議，外
交部國際組織司長吳尚年則預計以資深官員身
分出席26日到28日的會議。

美國主辦APEC 致力確保台灣充分參與

台美國安高層會談移師鄰近華盛頓特區的
維吉尼亞州AIT華盛頓總部舉行，和首府華盛
頓特區還有一河之隔，距離真正意義上的 「突
破」 雖僅一 「橋」 之遙，也堪稱史上最高調一
次。學者分析，美國有意釋出挺台灣訊息。不
過為避免過於刺激北京，會談內容並未公開，
也讓藍委質疑有什麼不好對外說的，國民黨立
委賴士葆認為，外交部長吳釗燮返台後應該到
立院報告清楚。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嚴震生
認為，會談地點選在位於維吉尼亞州的AIT總
部，而不是在華府，畢竟還是外圍。若以台灣
的地理來比較，有點類似在新北市舉行會談，
況且AIT本質上還算是一個非官方組織，美國
可以藉此避免來自北京的抗議。他指出，不論
台美關係再好，美方都不會希望台灣過度炒作
，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邱師儀表示，在AIT
會談，美方也同時透露出 「不跨過河道到華府
去」 的訊息，秉持 「一中政策」 的遊戲規則走

，畢竟美中有建交，而美台並沒有建交。至於
未來是否有可能突破？這都還很難講，畢竟拜
登也突襲到訪了烏克蘭，為了做給普丁看；而
台美國安高層會談的時間與地點，就是做給習
近平看。

對於會談可能涉及的議題，嚴震生指出，
在烏克蘭戰爭進行一周年之際，美方會持續加
碼的幫助烏克蘭，對台灣而言，軍售進度延宕
，我方當然會在此項議題上表示關切立場。邱
師儀則說，除了軍售案進度之外，台美之間包
括蔡英文總統要怎麼應對中國大陸、外交詞彙
不要用太尖銳的詞語去挑釁大陸，這些也都會
談及。

國民黨立委賴士葆認為，現在外交部長吳
釗燮與國安會祕書長顧立雄都赴美，為什麼不
對外說明談了什麼？國人最關心的就是台灣的
安全，以及攸關貿易的FTA、BTA，而台灣對
美國幾乎是言聽計從，要吃萊豬就吃萊豬，要
買武器就買武器，兵役說延長就延長，但至今
卻沒看到任何經濟互惠的具體成果，要求吳釗

燮應返台報告說清楚。
國民黨立委李德維認為，民進黨一直聲稱

，現在是台美關係有史以來最好的時候，那有
什麼好消息應盡量跟國人報告，說明到底去美

國談什麼，為台灣爭取到什麼，不要每次都搞
神祕、不對外公開，外交部都應向國人說明清
楚。

學者看國安會談 美國挺台灣 又不想過度刺激北京 俄烏戰爭即將屆滿1年，美中俄等強權先
後對此發表宣示，不過另一個被視為可能爆發
衝突的台灣海峽並沒有被遺忘，甚至可以說是
被美國有意端上檯面，而美方對今年台美國安
高層會談表現得特別高調，重點在提醒中國不
要輕舉妄動，也希望台灣人民相信台美關係堅
若磐石。

這次會談聚焦在軍售延宕、維持區域穩定
、台灣的國際參與、中國對台威脅等，這些都
是多年的老議題，只是會因最近情勢就議題比
例做調整。然而將過去極機密的會談公開，做
法確實是有別於以往。

2019年國安會祕書長李大維和白宮國安
顧問波頓會晤，消息是在兩人會談之後好一陣
子才傳出來。這次在顧立雄與吳釗燮啟程赴美
前，英國《金融時報》就率先披露這場會談，

顯而易見就是美方刻意釋放出的消息。至於顧
立雄與吳釗燮兩人落落大方在媒體的鎂光燈下
前揮手，那更是過往台美高層官員會晤難以想
像的畫面，不過這肯定也是有得到美方的授意
，深化台美關係穩健的信號。

反觀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中共中央外事工
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在慕尼黑的會晤，雙
方各執己見、言語交鋒，在在顯示美中高層對
話有多雞肋，以及當前的美中關係有多脆弱。

自從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與台灣
的命運便一直被拿來相提並論，拜登前一步才
去了一趟烏克蘭，台灣國安官員轉眼在大華府
地區高調亮相，這一方面讓台北感到振奮，一
方面也是要北京警惕，千萬不要以為美國一腳
踩在烏克蘭戰場上，就對台灣愛莫能助。

高調國安秀 華府要大陸勿輕舉妄動

正在波蘭訪問的美國總統拜登，21日與波蘭總統杜達會面
時，用自己的名字開玩笑。拜登稱想在自己的姓氏後面加上
「ski」 （ 「斯基」 ）或 「o」 。因為他年輕時所居住的地方，

是波蘭裔和義大利裔聚居區，名字後綴與他們不同讓他很難融
入那裡。

中通社22日引據報導，拜登說： 「後來搬到德拉瓦州一
個叫克萊蒙特的小鎮。那是一個工薪階層聚集的城鎮，」 他回
憶說： 「鎮上的人不是波蘭裔就是義大利裔。我從小就對自己
的名字沒有以 『 s-k-i 』 或 『 o 』 結尾感到難為情。」

拜登此前還有多次類似拉
攏少數裔的言論。在美國海
外屬地波多黎各對聽眾講話
時聲稱，政治上他是在本土

的波多黎各社區中長大的。但《紐約郵報》表示德拉瓦州，只
有大約2000名有波多黎各血統的人。

拜登還曾聲稱自己從政治上講是在黑人教會長大的，然而
當地教會老成員表示拜登年輕時從未參加過禮拜。

俄烏衝突將於24日屆滿一周年，拜登21日晚間在華沙發
表演說，為西方聯盟援烏抗俄做出有力辯護。這場演說具有重
大的地緣政治象徵意義。在冷戰期間。波蘭被鎖在鐵幕之後，
是華沙條約的簽約國，這是蘇聯和幾個東歐國家1955年簽署
的軍事條約，以抗衡西方的軍事聯盟北約。華約組織在1991

年7月1日解散。
拜登的演說背景是華沙的波蘭皇家城堡，該城堡始建於

1300年代，見證了波蘭歷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包括1791年
起草歐洲國家的第一部憲法。皇家城堡在二戰期間被納粹德國
摧毀，後來重建，如今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
錄。

華府智庫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 副總裁伊恩．萊瑟（Ian
Lesser）說，華沙是重申美國對歐洲安全承諾的恰當地點。
「波蘭在很大程度上是處在前線，而且不管烏克蘭戰爭走向如
何，將會保持這種狀態。波蘭在聯盟威懾和防禦中占據關鍵位
置，而且是流向烏克蘭的援助的關鍵後勤樞紐，」 他對美國之
音（VOA）說。 「對總統是在華沙條約的冷戰誕生地發表演說
這一事實，觀察者是不會意識不到的，至少俄羅斯人不會。」

與波蘭總統會談拜登戲稱要把姓氏改成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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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假資料上市 大股東須“回水”
A股全面註冊制實施 取消發審會

全面註冊制改革快速推進，制度規則從2月1
日公開徵求意見到正式實施，僅用13個工

作日。此次正式發布的制度規則共165部，其中
證監會發布的制度規則57部，證券交易所、全
國股轉公司、中國結算等發布的配套制度規則
108部。內容涵蓋發行條件、註冊程序、保薦承
銷、重大資產重組、監管執法、投資者保護等各
個方面。

堅持以信息披露為核心
中證監通報稱，此次發布的註冊制改革制度

主要內容包括，一是精簡優化發行上市條件，堅
持以信息披露為核心，將核准制下的發行條件盡
可能轉化為信息披露要求，各市場板塊設置多元
包容的上市條件。

二是完善審核註冊程序。堅持證券交易所審
核和證監會註冊各有側重、相互銜接的基本架
構，證券交易所審核過程中發現重大敏感事項、
重大無先例情況、重大輿情、重大違法線索的，
及時向證監會請示報告。證監會同步關注發行人
是否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板塊定位。同時，取消
證監會發行審核委員會和上市公司併購重組審核
委員會。

發行價及規模不設限制
三是優化發行承銷制度。證監會稱，註冊制

改革後，對新股發行價格、規模等不設任何行政
性限制，完善以機構投資者為參與主體的詢價、
定價、配售等機制。

四是完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制度，各市

場板塊上市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統一實行註冊
制，完善重組認定標準和定價機制，強化對重組
活動的事中事後監管。

細化責令回購制度安排
此外，中證監強調，強化監管執法和投資者

保護，依法從嚴打擊證券發行、保薦承銷等過程中
的違法行為，細化責令回購制度安排。

據中證監介紹，註冊制改革文件公開徵求意
見期間，共收到意見447條，其中四分之一的意見
提給了《欺詐發行上市股票責令回購實施辦法(試
行)》。

此次證監會對外發布該正式文件提出，股票
的發行人在招股說明書等證券發行文件中隱瞞重要
事實或者編造重大虛假內容，已經發行並上市的，
證監會可以依法責令發行人回購欺詐發行的股票，
或者責令負有責任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買回股
票。

滬深交易所也正式發布註冊制配套業務相關

規則。深交所就未盈利企業申請在創業板上市發
布專項通知，一方面，細化未盈利企業行業範
圍，包括先進製造、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
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
興產業的創新創業企業；另一方面，明確未盈利
企業上市條件，啟用“預計市值不低於50億元
人民幣，且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低於3億元人民
幣”上市標準。
與此同時，取消關於紅籌企業、特殊股權結

構企業申請在創業板上市需滿足“最近一年淨利
潤為正”的要求。
上交所則提出，將主板網上投資者新股申購

單位由1,000股調整為500股，與科創板保持一
致。
優化完善部分監控指標，提升監管精準度，

減少對交易的不必要干預。將嚴重異常波動股票、
風險警示股票、退市整理股票等納入重點監控範
圍，可從嚴認定異常交易、從重採取監管措施，
力防範交易風險。

中國證監會17日對外發布全面實行股票發行註冊制相關制度規

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65部相關文件正式發布，內容涵蓋發行

條件、註冊程序、保薦承銷、重大資產重組、監管執法、投資者保

護等各個方面。文件顯示，股票發行人在招股說明書等證券發行文

件中隱瞞重要事實或者編造重大虛假內容，已經發行並上市的，中

證監可以依法責令發行人回購欺詐發行的股票，或者責令負有責任

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買回股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證監會與香港證監會
17日聯合公告，就3月31日生效實施的《境
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
法》，雙方簽訂監管合作備忘錄，以進一步
加強有關境內企業香港上市相關事宜的監管
合作。

備忘錄明確在發行上市、跨境執法合
作、中介機構監管、信息交換等領域相關的
監管合作安排和程序。將會便利中證監和香
港證監會履行各自監管職責，共同打擊跨境
違法違規行為，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確保
兩地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中證監與香港證監簽監管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深圳
寶安區17日於香港舉行“新機遇 新發
展”寶安區 2023年（香港）招商推介
會。寶安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孟錦錦在
會上介紹指出，目前寶安區集聚廣東省各
區縣中最多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深圳市
最多的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國家級
科技孵化器。她續稱，未來深圳市重點開
發建設區域，吸引外資的國際總部聚集
區，同時引入全球化戰略的龍頭企業，跨
國公司的區域性總部及功能性總部。

擁“海路空鐵”交通網絡
孟錦錦表示，深圳寶安區地處粵港澳

大灣區核心，擁有深圳市唯一的“海路
空鐵”立體交通網絡以及雄厚的產業基
礎，也是深圳的產業大區、製造業強區。
當前寶安正處在粵港澳大灣區與深圳先行
示範區“雙區”驅動、深圳經濟特區與深
圳先行示範區“雙區”疊加、深圳綜合改
革試點與全面深化前海合作區改革開放
“雙改”示範的最佳戰略機遇期，深港兩
地持續保持深度合作，力結合寶安國際
一流臨空經濟帶，打造會展、“前海—寶
中”兩大世界級商圈、國際會展之都。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出
席推介會致辭時表示，他早前陪同行政長
官李家超到中東訪問，中東國家朋友對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非常關注和重視，因為
大灣區經濟體的本地生產總值，其實差不
多等同加拿大一個國家的本地生產總值；
而香港聯同深圳和廣州所組成的科技群更

達至全球創新指數第二位。香港會積極和主動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全力發揮好“一國兩制”下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積極深化深
港更緊密合作，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共同
打造世界級灣區。

張國鈞又指，寶安區一直響應深圳全市上下
“拚經濟”的步伐，一直努力向外招商，對深圳的
發展可說一直發揮關鍵作用。而在2021年9月，國
務院公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
革開放方案》，擴展前海合作區範圍，包含寶安區
內多個重點發展區，讓香港專業服務為各商業活動
提供服務。

深圳市寶安區委書記王守睿，深圳市寶安區人
大常委會主任于寶明，深圳市寶安區政協主席姚
剛，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新
界工作部處長廖銘華，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深圳市招商會展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長聶黎明，中手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聯合創始
人、全國人大代表冼漢迪等多位嘉賓出席了17日的
活動。

深
圳
寶
安
在
港
招
商
推
介

◆◆中證監介紹中證監介紹，，註冊制改革文件公開徵求註冊制改革文件公開徵求
意見期間意見期間，，共收到意見共收到意見447447條條。。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樓軒閣 2023年2月18日（星期六）

強震發生84小時
9日下午4時許

經中國救援隊
和當地救援隊全力
營救，一名被困倒
塌居民樓的女性被
救出

中國救援隊與
土耳其當地救援
隊合作在哈塔伊
省安塔基亞市附
近一處廢墟救出
一名被困孕婦

強震發生69小時
9日凌晨1時30分

強震發生90小時
9日晚上10點

中國救援隊與
當 地 救 援 隊 一
起，從一棟倒塌
的7層樓房裏營救
出一名20多歲的
女性被困人員

強震發生108小時
10日下午3時40分許

中國救援隊與
當地救援力量一
起，在安塔基亞
市中心一處倒塌
房屋的廢墟下救
出一名女子

強震發生134小時
11日下午5時50分

特區救援隊在
哈塔伊地震災區
現場陸續搜救出
倖存者3名

強震發生超過160小時
13日中午

特區救援隊
在安塔基亞市災
區瓦礫中救出一
名被困超過7天
的女性生還者

強震發生超過150小時
12日

12日上午，中國救援
隊在一棟5層居民樓廢墟
中，營救出一名倖存者

12日下午，中國救援
隊與當地救援力量經過4
個多小時努力，在一片倒
塌樓房的廢墟中救出一名
50多歲男性倖存者

與時間賽跑與時間賽跑
為生命接力為生命接力

註註：：時間均為土耳其當地時間時間均為土耳其當地時間
來源來源：：綜合香港文匯報資料室綜合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 中國公羊救援隊攜搜救犬
在廢墟中奔跑。 資料圖片

▶ 2月13日，中國藍天救援
隊在土耳其馬拉蒂亞向當地受
災民眾分發食物。 資料圖片

◆◆ 22月月1212日日，，中土兩國救援隊隊員中土兩國救援隊隊員
轉移一名救出的倖存者轉移一名救出的倖存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歡迎回歡迎回國國，，援土勇援土勇士士！！
港澳辦讚特區隊員港澳辦讚特區隊員：：你們是香港的驕傲你們是香港的驕傲，，國家的驕傲國家的驕傲

2月17日下午，赴土耳其開展地震救援的中國救援隊和中國香港特區救援隊完成

國際救援任務，乘坐國航包機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十天九夜並肩協作，兩支隊伍

營救出被困者10人，搜尋出遇難者16人，多次創造生命救援奇跡。在首都國際機場

舉行的歸國歡迎儀式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王靈桂稱讚特區救援隊“你們

是香港的驕傲，國家的驕傲”。

應急管理部副部長徐加愛在講話中指出，兩支救援隊伍攜手合作，真誠相待，互

幫互助，也是對“一國兩制”實踐的生動詮釋。徐加愛希望兩支隊伍加強交流，互學

互建，共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國際人道主義救援事業貢獻中國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2月6日土耳其遭遇兩次強震後，世界各國紛
紛伸出援手，先後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向土耳其派遣救援隊。

中國力量合共救出逾30生還者
中國政府派出中國救援隊82人，中國香港特

區政府派出香港特區救援隊59人，此外還有17支
中國國內社會應急力量441人前往土耳其地震災區
開展救援。據央視網報道，十天九夜，中國救援
力量與國際救援力量合作，成功營救超過30名被
困者。

絕不放棄每一個生命跡象，絕不放鬆每一次
救援行動，這是中國救援力量對生命最大的尊
重，也是對使命最真的理解。

徐加愛表示，土耳其強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員
傷亡和財產損失，牽動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
心。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中國救援隊日夜
兼程萬里馳援，中國香港特區政府也迅速派出救
援隊，與中國救援隊並肩作戰。兩支隊伍克服重
重困難，不拋棄、不放棄，爭分奪秒同“死神”
賽跑、為生命接力，多次創造生命救援奇跡，出
色完成國際救援任務。

他說，兩支隊伍展現出的精神風貌、專業技
能和職業素養，得到了土耳其政府和人民、聯合
國機構的高度讚揚，為祖國贏得了榮譽，以實際
行動踐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國際人道主義

精神，體現了中土兩國人民守望相助、患難與共
的友好情誼。

互助合作是對“一國兩制”生動詮釋
徐加愛指出，兩支救援隊伍攜手合作，真誠

相待，互幫互助，也是對“一國兩制”實踐的生
動詮釋。自然災害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敵人，災害
多發頻發對應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救援
隊要積極適應新形勢、新情況、新任務的要求，
認真總結此次救援行動經驗，特別是在不同環境
條件下開展救援工作的經驗，建立健全工作機
制，完善各種預案，不斷提高應急處置能力和科
學施救水平。

王靈桂表示，香港救援隊與國家救援隊一道
圓滿完成任務，平安凱旋。這是香港特區首次參
與國家赴海外執行應急救援任務，是新時代新征
程上特區服務國家對外事務的嶄新嘗試和生動實
踐。

王靈桂指出，在10天的時間裏，香港救援隊
和國家救援隊不畏艱辛，並肩作戰，與時間賽
跑，生動詮釋了人命關天、生命至上的大愛精
神。這10天裏，香港澳門各界踴躍為土耳其災區
捐資捐物，生動詮釋了患難與共，守望相助的人
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向國際社會充分顯示了“一
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

王靈桂說，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報告

和去年視察香港時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深化香
港澳門同各國各地區更加開放更加密切的交往合
作，支持香港拓展順通便捷的國際聯繫。

王靈桂指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
奮鬥目標進軍的新階段，希望特區總結這一次參
與國家對外援助成功的經驗，繼續發揮自身的獨
特的優勢，不斷開創香港對外交往的新天地，積
極參與和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國家好，香港好，
香港好，國家更好，祖國始終是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在國際舞台大放異彩的最大底氣。
土耳其駐華大使埃明．約南向兩支救援隊人

員表示感謝。他說，土耳其地震發生後，你們第
一時間來到土耳其提供援助，和我們當地的工作
人員一起通力合作，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謝謝
你們每一位。相信你們每一個人都見證了一生中
不會忘記的時刻，你們親眼看到地震的嚴重結
果，你們在地震災害中給予我們的幫助和支持，
將會永遠被銘記。感謝中國政府、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

◀◀ 22月月1717日下午日下午，，赴土赴土
耳其開展地震救援的中耳其開展地震救援的中
國救援隊和中國香港特國救援隊和中國香港特
區救援隊完成國際救援區救援隊完成國際救援
任務任務，，乘坐國航包機回乘坐國航包機回
國國。。圖為兩隊隊員擁圖為兩隊隊員擁
抱抱。。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救援隊及中國香中國救援隊及中國香
港特區救援隊與迎接人港特區救援隊與迎接人
員合影員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攝

國家隊香港隊同機抵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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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旅游天地

上图：钓源村村景。
左下图：花径。
右下图：香樟书院启蒙礼。

李柳生摄

一

位于江西吉安的钓源村，据说曾经是个彻夜
灯火通明的地方。清朝咸丰年间，这个人口过万的
村庄忽然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南京”。人们骑着马，
从吉安府、赣州府、周边县城赶来，出入村里的酒
肆、茶馆、烟馆、戏院、客栈，展开着商贸信息交流
及江湖博弈。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商人、富家公子，
乃至衙门幕僚、帮会代表等。宫灯、马灯、汽灯、烛
火等各种灯具挂在巷子里、门口和各种场所的桌
子上、台面上。那些马匹被拴在村里人家的门前
（现在村里很多古民居门前还保留了顶上雕了狮
子造型的拴马石桩），要么踢踏着腿，摇着尾巴，打
着响鼻，要么陷入沉思。夜色已深，它们的瞳孔，是
另一个意义的灯盏。天空寂寥，弯月如钩，星星如
钻，它们是挂在天上的灯，不动声色地打量着这乡
野间热腾腾的人世。

可钓源并不仅仅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欢场，更
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明之地。吉安自古
为人文重镇，科举考试进士三千全国第一，而吉
安文化历史的开创者，就是北宋时期的吉安永丰
人欧阳修。而钓源的欧阳，与同属吉安的永丰欧
阳修家族同宗，据说欧阳修的先祖在此开基，之
后根脉由此蔓延至欧阳修的家乡永丰沙溪。南宋
年间，欧阳修的七世孙欧阳腾又从永丰沙溪逆流
到此，民间把这种行为称为“继嗣”。村庄奉欧
阳修为血脉圭臬，为高高举起的精神之灯，以崇
礼重学为根本，历史上出过六十多个举人、进
士，祠堂门口矗立的许多旗杆石，就是这一荣光
的证明。清朝乾隆年间，有欧阳衡出任宁国知
府。村庄后来由崇礼重学转入经商，成了远近闻
名的商业村，在许多省份都有产业，又以村庄为
依托做起了服务业，最终演绎成鲜衣怒马的喧腾
欢场。

我于本世纪初到钓源，那些古民居、祠堂、
书院、牌坊、庙观、别墅等墙体斑驳的建筑按照
一种奇特的逻辑摆布在村子之中，村中又有暗喻
了某种风水原理的七口水塘，夕光如瀑，暗影重
重，整个村庄给了我无比显豁而老派的印象。

二

后来我调入省城一文化部门。因为工作性质
和吉安籍贯，我经常陪着省城及外地爱好古村的
朋友去钓源。接下来我看到的是村庄的急剧败落。
村庄的核心是人，可随着城镇化加快，依然待在村
庄的人数呈直线式下降。离开吉安后再去钓源，经
常只看到一些蹒跚的佝着背的老人们，在青石板
铺就的巷子阴影里移动。有时候转几条巷子都难
得看到人。越到后来，我们看到的钓源，墙体更加
斑驳，古建筑不断颓圮，七口水塘水如墨色，深不
可测。

今年，吉安的朋友告诉我，拜乡村振兴所
赐，现在钓源变化不小。

夏日的一个下午，我又一次抵达钓源村。眼
前的钓源村的确让我陌生——如果以往的钓源村
是封闭的，陈旧的，暗淡的，荒凉的，那现在的
钓源，就是开放的，现代的，明亮的，欢腾的。
我看到的是村庄的古建筑都得到了大幅改造。除
了将有所损毁的建筑按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
复，不少古建筑的功能得到拓展，如原本封闭、
压抑和阴森的祠堂，变成了村史、农耕用具等不
同主题的文化展示空间。

村庄的基础设施也大为改善。过去的钓源没
有污水处理系统，没有公共卫生设施，而现在的
钓源，公共卫生间规划有序，重新铺设了排污管
道，并建污水处理系统，引进外面的流水，让水
在村中哗哗流动起来……村中到处可见建设者的
匠心：绿色草地和无所不在的花卉。据说村落中
种植的花，都是取自欧阳修诗词中所赞美过的植
物（植物旁边相应有着欧阳修的草木诗句）。另
外，羊鞭草随处可见，成为村落中花草的主题之
一。绿地，花丛，蓝色的羊鞭草，让古老的村庄
有一种童话和诗歌的美感。

我看到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份，

我凭猜测应该是官员、文化工作者、旅行者和青
年学生。他们兴致勃勃，出入于宗祠、古民居，
喝着茶或咖啡。也有一些人在劳作，给花浇水或
服务来访的旅客。他们一看就是当地人，他们的
脸上，都有着美好的光，那是身处幸福的人的
样子。

三

夜幕降临，我们在当地朋友的引导下走在了
围住村庄的樟树林之中的小路上。我们走在夜
里，其实也是走在了光里——我们的脚下，是镶
嵌得密密麻麻的绿豆般大小同时光亮微弱的
灯盏。

这毫无疑问是经典的乡村之夜。我们很放心
地看到了钓源村依然精心地、小心翼翼地保留了
乡村夜晚的原色。它首先当然是黑的。大面积的
黑如同黑漆，几乎所有古建筑的屋檐、道路、花
草都在这黑中隐形，只是在一点天光中隐约现出
若干个屋顶勾勒的模糊轮廓。它当然是极静的，
走在小路上，我们听到了蟋蟀的歌唱、蛙的鸣
叫、狗的吠声与蚱蜢振翅的声响，闻到了草木之

香，闻到了水的腥气，和大地令我们的灵魂无比
安妥的土腥味。自古以来，它们就是村庄夜晚的
主角，今夜，它们也当仁不让地是村庄的主角。

它当然也是亮的。树林之上微微闪烁的星
星，云层中穿行的瘦月，乡村巷子中按照减光计
划精心安置的昏黄的地灯，以及此刻树林小路上
的灯光矩阵，构成了钓源村夜晚的光谱。作为一
名纯种的乡村后裔，我从这灯光中读出了丰富的
外延：它们是光，是热。每个生命都可能是一盏
灯。那曾经在村庄拴马桩旁呼吸过的马匹，那曾
经村庄田地上劳作过的牛群，那田埂上叫过的
青蛙、游过的虫豸，那祠堂里供奉的先人，族
谱上的子嗣，都可能是一盏灯——他们有着不
同的光亮，共同簇拥着乡村在悠长的岁月里
沉浮。

这灯光也可能是中国当下的村庄本身。是
的，无数个村庄，有可能就是无数个大地上的灯
盏。它们有着自己的根脉、自己的苦难与荣光。
在城市化进程日益迅猛的今天，它们可能逐渐暗
淡，随时被自己体内经久的黑暗吞没，但只要一
息尚存，就会努力地在大地上亮着，亮着……

钓
源
的
灯

江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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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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總統唐納德·特朗
普關係密切的前阿拉斯加州州長莎拉·佩林
(Sarah Palin) 認為，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
桑蒂斯（Ron DeSantis) 不應該參加2024年的
總統競選，她說但如果他未來參選白宮，她將
支持他。

佩林告訴 Newsmax 主持人埃里克·博林
（Eric Bolling)：“德桑蒂斯本次不需要競選
，我設想有一天他會成為我們的總統，但不是
現在。”“他應該再擔任州長一段時間。他很
年輕，你知道的，他還有幾十年的時間可以成
為我們的總統。”

佩林說，她相信支持她的中期競選活動的
特朗普最有可能贏得共和黨提名。

她告訴媒體：“當你談論特定的人時，那
些正在考慮戴上帽子的人......他們有很多膽量
認為他們會反對特朗普。”

唐納德·特朗普在 2022 年的中期競選中
支持莎拉·佩林。

佩林還暗示特朗普應該選擇誰作為下一輪
的競選夥伴。

她說：“特朗普需要選擇一個像他一樣沒
有什麼可失去的人。他們還能對那個人做些什
麼，對那個人進行人身攻擊、口頭攻擊或對家
庭的其它任何事情的攻擊？” “那個人經歷
過苦難，所以他們知道自己將要面對的是什麼
，然後那個人就可以專注於為民眾做正確的事
。”

佩林作為前約翰·麥凱恩的競選搭檔參加
了 2008 年總統大選，最終兩人被前總統巴拉
克·奧巴馬擊敗。在副總統落選後，佩林在任
期屆滿前辭去了阿拉斯加州長一職。

當博林問她是否將自己描述為副總統的潛

在候選人時，佩林笑著說“不一定”。
她補充道：“但是，我會告訴你，我有機

會與一個不像我這樣的有憲
法保守派常識的人一起競選
，而且我認為大多數共和黨
人都是，但仍然有機會在競
選中組建一個像這樣的團隊
，在為美國服務時獻身——
哦，天哪，沒有比這更大的
榮譽，也沒有比這更大的機
會。”她在暗示她渴望成為
副總統候選人。

佩林在 2022 年兩次遭
遇失敗，在代表阿拉斯加一
般國會選區的特別選舉中輸
給了民主黨眾議員瑪麗·佩爾
托拉（Mary Peltola），然
後在 2022 年中期選舉中再
次失敗，因為她正在競選該
席位的完整任期。

德 桑 蒂 斯 被 認 為 是
2024 年共和黨總統初選中的
潛在領跑者之一，儘管他還
沒有參加競選。

在前聯合國大使妮基·黑
莉（Nikki Haley）發起競選
活動後，當被問及他是否會
參加競選時，佛羅里達州州
長最近暗示要參加競選，他
告訴記者：“你不想知道嗎
？”

佩林讓德桑蒂斯退出 2024 年總統競選 給特朗普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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