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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首都 各國多反對
巴勒斯坦人民群起抗議美國總統川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首都。
巴勒斯坦人民群起抗議美國總統川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首都
。(路透社
路透社))
（中央社）美國總統川普 6 日承認耶路撒
冷為以色列首都，除以國本身大聲叫好外，
世界各國，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大都表示反
對的態度。
美國總統川普昨天宣布，承認耶路撒冷
為以色列首都。 他表示，可能有許多人對此
有不同的意見。但延後承認並未能達成和平

，所以現在是承認的時候了。
川普並且說，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
首都是處理以、巴衝突新方式的開始。
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Eenjamin Netanyahu） 讚 揚 川 普 此 舉 是 「 歷 史 性 」 ， 以 及
「勇敢和公正的決定」 。
尼坦雅胡並且保證，不會對耶路撒冷高

度敏感、且被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視
為聖地的現狀作任何改變。
但以色列占領區內的巴勒斯坦人組織哈
瑪斯集團（Hamas）怒指川普此舉是對巴勒
斯坦人公然侵略。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則明白表示
，川普這項決定摧毀了以 「兩個國家」 方案

解決以、巴衝突的希望。
一向對美國友好的約旦也指責川普違反
對耶路撒冷的國際法。土耳其、埃及外交部
、伊朗等國都嚴厲譴責。
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
說，他不支持川普 「單方面」 的決定，但呼
籲各方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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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執政24年 普丁宣布競選連任
（綜合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丁 6 日宣布，
他將參加明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先前有傳言指
普丁 「倦勤」 ，考慮放棄競選連任。就在外界
猜測他是否打算退休之際，他表態將爭取第四
度成為總統。如連任成功，普丁將執政長達
24 年。
現年 65 歲的普丁 6 日前往下諾夫哥羅德
（Nizhny Novgorod）一所工廠參觀，事後他
向在場人士宣布： 「我將參與俄羅斯總統選舉
。」 他並補充： 「俄羅斯只會永遠向前，沒人
可以阻止。」
俄羅斯總統大舉將於明年 3 月舉行，目前
尚未公布確切日期，外界估計會在 3 月 18 日舉
行，當天正是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 4 周年。最
新民調顯示，普丁的支持度高達 80％，一般
認為他可順利連任，普丁所屬的 「統一俄羅斯
黨」 也已表明，支持他參選。
普丁於 2000 年首都當選總統，2004 年成
功連任；4 年後，他轉任俄羅斯總理。2012 年

，普丁再次投入總統總統大選並順利當選，且
總統任期已由 4 年增加至 6 年，普丁明年若再
次當選，可擔任總統一職至 2024 年。在普丁
宣布參選前，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於
6 日當天表示，普丁每天都在為競選俄羅斯下
一屆總統作準備。
另外，曾經擔任過俄羅斯總統的現任總理
梅德維捷夫已表示，他不會參加明年的總統選
舉。
過去這段時間已有包括數位女士在內的人
士表態要競選總統，包括前克里米亞檢察官、
被稱為美女檢察長的波克隆斯卡雅（Natalya
Poklonskaya），她去年以親建制身份當選國
會議員；另一位則是反對派的中堅份子索布查
克（Kseniya Sobchak），她是獨立媒體 「道
茲電視台」 主播。
俄羅斯 「亞博盧黨」 創始人之一亞夫林斯
基已宣布將參加 2018 年總統大選，並認定普
丁是其主要，也是唯一的對手。

德國開發地熱代價 十六世紀古鎮房屋全皸裂 川普正式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哈馬斯組織呼籲穆斯林 「削弱」 美國

（綜合報導）由 Youtube 影片部落客史考
特 (Tom Scott) 所 拍 攝 的 影 片 ， 揭 露 了 西 元
1546 年建，位於德國西南部黑森林附近的史
陶芬鎮(Staufen)，在許多棟房屋的外牆上都貼
滿了引人注目像 OK 的膠帶，而膠帶上寫著
「史陶芬鎮不能瓦解」 (Staufen must not fall
apart)的標語，其原因是地熱探勘工程造成該
鎮幾乎所有的房屋牆壁皸裂受損。
一位受訪的當地居民表示，在史陶芬鎮市
政廳後方，有 7 個因為探勘地熱而開挖的鑽井
。該鎮底下是一大層硬石膏，再下方一層是底
封閉地下蓄水層，為了要探勘地熱，加壓水進
入地下蓄水層並往上進入硬石膏層形成石膏，
體積增大 50%，膨脹造成在地表上幾乎每一棟
房屋牆壁皸裂。
在探勘開始 2 週後，出現了第一條裂縫，
由於鑽井作業已經持續了 10 年，市政廳已經
往上膨脹超過 50 公分，並以相同的幅度向側

向移動。如果整體是均衡的移動，可能不是問
題，但是建築物的在每個不同的部位的有不同
的偏移量，探勘公司企圖將水自地下蓄水層抽
出以降低壓力，以每秒一公升速度抽水，膨脹
速率由原先每月一公分，減緩至每月一公釐，
但仍在持續增加，而且即使僅有一公釐，現代
房屋可以承受，不過對於古董房屋也仍然太大
。理論上可以停止膨脹，但這不可能像 「浴缸
插上塞子」 一樣。這不是單一平面而是 3D 的
膨脹，當地居民說： 「你需要一個超大的塞子
，而且也不知道要塞在哪」 。
影片結尾最後史考特說，探勘公司與小鎮
居民以 1 百萬歐元達庭外和解，但小鎮受到的
損害估計超過 50 倍。德國有 8 座小鎮面遭遇樣
的問題。地熱探勘鑽井十分流行，卻並未受到
政府有效的監控和管理，雖然探勘業和德國已
經從這些錯誤中吸取教訓，但對史陶芬鎮而言
付出慘痛的代價學到的知識已為時已晚。

下屆選總統 63％共和黨人還是派川普
（綜合報導）儘管川普在外被彈
劾的呼聲不斷，民眾支持率更是有史
以來最低，不過調查指出，總統在共
和黨內的支持率仍然強勁，在 2020
年大選時，63%的共和黨人表示，樂

於見到川普參選連任，繼續擔當共和
黨領袖。
公共宗教研究所 5 日公布調查顯
示，堅定共和黨人的群體中，約四分
之三的人支持川普 2020 年連任競選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 6 日宣布正式承
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責令美國駐以色列使
館從特拉維夫遷移到耶路撒冷，命令即日起生效
。對此，巴勒斯坦回教組織哈馬斯呼籲阿拉伯人
和穆斯林群起 「 「削弱」 美國，並與以色列保持
距離。
川普表示，經過 20 多年放棄承認耶路撒冷
為以色列首都，並未能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更接
近達成持久和平協議，若重覆相同程式，不會產
生更好或不同結果，是件愚蠢的事。因此，他認
定此刻是正式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的時候
。
川普指出，他是依據美國最佳利益和追求以
巴和平，做出這項判定的。他同時責令國務院開
始準備把美國使館從特拉維夫遷移到耶路撒冷。
美國將立即展開在耶路撒冷建造新大使館事宜。
對於這項決定，川普強調，美國無意以任何
方式反應對促成永久和平協議的背離；美國也未
對任何議題的最終地位選邊站，包括以色列在耶

，但在並不堅定的共和黨人中，支持
他連任占 42%。整體來說，31%的共
和黨人希望在 2020 年大選時，黨內
出現除川普之外的另一個總統候選人
。不過 63%的共和黨人表示，希望見

路撒冷主權的具體界限，或解決有爭議的邊界。
這些問題，應取決於相關各造。
川普說，美國仍致力協助推動雙方都能接受
的和平協議。他表示，耶路撒冷毫無疑問是這些
談判中最敏感的問題之一。 美國將支持雙方同意
的解決方案。他並呼籲，所有各方維持耶路撒冷
聖地現狀，包括聖殿山。
川普說，美國副總統彭斯將在最近前往該區
域訪問，重申美國對中東區域夥伴打擊威脅下一
代希望與夢想的激進主義。
值此同時，巴勒斯坦穆斯林組織哈馬斯則呼
籲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共同 「削弱」 美國勢力，
並在區域內，與以色列保持距離。此前，哈馬斯
曾表示，若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將號
召巴勒斯坦人 「起義」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警
告，土耳其將考慮與以色列 「斷交」 。
美國國務院 6 日重申，國務院已和其他聯邦
機構共同採取強有力的安全計劃，以保護可能受
到衝擊區域內美國公民的安全。

到川普參選連任。
川普的支持率在公共宗教研究所
的調查中只有 41%，仍為史上最低，
40%的美國人認為，川普應被彈劾下
台。44%的登記選民表示，如果現在

舉行選舉，他們將支持民主黨候選人
，只有 37%的選民會選擇共和黨候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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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納粹決裂 羅馬尼亞末代國王米哈伊一世病逝
（綜合報導）據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羅馬尼亞末代國王米哈伊一
世（King Michael of Romania），王室成員於昨
日宣布，國王在瑞士寓所逝世，享壽 96 歲。這
位年幼即位、卻歷經多次風波的國王，最大的功
勞 是 在 二 戰 （World War II） 期 間 與 納 粹 德 國
（Nazi Germany）決裂，並下令逮捕國內極右派
獨裁者揚·安東內斯庫（Ion Antonescu），與蘇
聯紅軍（USSR Red Army）合作，成功解救了
羅馬尼亞境內數萬條生命。羅馬尼亞當地為這名
老國王舉辦盛大的葬禮，不少首都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居民紛紛表達對先王的哀悼之意
。
出生於羅馬尼亞錫納亞佩雷斯城堡（Foi?or
Castle, Sinaia） ， 米 哈 伊 一 世 是 卡 羅 爾 二 世
（Carol II of Romania） 與 希 臘 公 主 埃 列 娜
（Princess Elena of Greece）之子。1924 年在
父親離境、祖父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逝世
後，於 6 歲那年登基為國王，直到 3 年後父親返
國執政而首次退位。二戰爆發初期，羅馬尼亞強
人揚·安東內斯庫與國王卡羅爾二世，選擇支持
納粹與軸心國，米哈伊一世隨父親前往巴伐利亞
和希特勒（Adolf Hitler）兩度共進午餐，並在義

大利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餐敘。
父親於 1940 年退位，再度登上王位的米哈
伊一世，因有感軸心國氣數已盡，開始祕密與蘇
聯進行聯繫，於 1944 年 8 月下令王家衛隊逮捕
安東內斯庫、並在隔月透過廣播宣布，正式納粹
德國決裂，轉而加入美英蘇的同盟國陣營，不僅
解救了東線邊境的國民，也讓羅馬尼亞軍隊免與
紅軍交戰，原被俘的部隊也能以盟軍身份獲得厚
待。米哈伊一世也於戰後獲得蘇聯授予勝利勳章
，並於 1947 年宣布退位，將政權交與新成立的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並從此移居瑞士，直到民
主化後才再度返回家鄉。
米 哈 伊 一 世 與 妻 子 安 妮 王 后 （Anne of
Bourbon-Parma）鶼鰈情深，安妮出生於巴黎
，是著名的波旁家族旁支波旁-帕爾馬（House
of Bourbon-Parma）一員，與夫婿米哈伊一世
（Michael I）是在參加 1947 年底英國伊莉莎白
公主（現任女王）和菲利普親王的大婚結識，半
年後米哈伊一世宣告退位，兩人在雅典舉行婚禮
，旋長期定居於瑞士日內瓦，共育有五名女兒，
直到 1992 年她才首次踏上這片土地。只可惜，
安妮王后於去年病逝，享壽 92 歲。

華盛頓州警突擊搜查
54名中國人非法種大麻被捕
耶路撒冷 牽動以、巴最敏感神經

（綜合報導）走過 3000 年悠長
歲月的耶路撒冷，位列世界最古老城
市之一，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都視其為聖城，在各方搶奪下，耶路
撒冷曾反覆經歷衝突、戰爭、遭征服
、被摧毀、再重整旗鼓的過往，城裡
每一吋、每一層土地，都在訴說聖地
逝去的歷史片段。而耶路撒冷的最終
定位，更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長年衝
突中，扮演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敏感
角色。
耶路撒冷人口 85 萬，其中 61％
猶太人，阿拉伯人則占 37％，信奉基
督教的阿拉伯人約 1％。猶太人中，
又有約 20 萬屬於極端正統猶太教（正
統派最保守的一支），其他則分屬猶
太復國主義支持者（錫安派）以及世
俗化（不信猶太教或不可知論者）的

猶太人。
至於大多數的巴勒斯坦人，則定
居在東耶路撒冷（舊城），而舊城正
是耶城的核心，舊城周遭環繞猶如堡
壘般的石牆，仿若迷宮的窄巷與歷史
建築，則把舊城分為猶太區、基督徒
區、亞美尼亞人區（同樣信奉基督教
）和穆斯林區，世上最重要的宗教聖
址也都座落在此。
西元前 10 世紀，以色列大衛王在
此 定 都 ， 除 為 城 市 更 名 「Yerushalayim」 （耶路撒冷），並把猶太教聖
物約櫃遷至當地。其子所羅門王繼位
後，以 10 年時間建造聖殿，把耶城推
升至猶太教信仰最神聖的地位。現今
猶太區的西牆，就是聖殿舊址護牆的
遺跡，也是猶太人最接近至聖所的祈
禱處。

（綜合報導）美國華盛頓州警方近日展開
多次行動，突擊搜查涉嫌非法種植大麻的場所
，54 名中國人被逮捕。警方說，由於華盛頓州
種植大麻合法，一些涉案的中國人也許以為他
們參與的是合法活動。他們表示，調查還在繼
續，他們會認真甄別出哪些人是無辜的，是被
騙或被迫參與非法種植的。
這項打擊非法種植大麻的行動從 11 月 28
日開始，持續了近一周。警方對華盛頓州格雷
斯港（Grays Harbor）、瑟斯頓郡（Thurston
）和金（King）郡的 50 多個涉嫌非法種大麻的
房屋進行突擊搜查，目前已逮捕 54 人，涉案
人員均為中國籍。
檢方說，這是格雷斯港郡歷史上規模最大
的一次打擊非法種植大麻的行動。據警方公布

的資訊，突襲行動共繳獲約 3.5 萬株大麻，價
值超過 8000 萬美元。警方在突擊行動中還繳
獲了 40 多萬美元的現金和黃金，26 輛車以及
多把槍支。
華盛頓州、加州和科羅拉多州都是在獲得
許可證後可以合法種植大麻的州，但是警方表
示，非法種植大麻的情況也很多。警方說，此
次突擊行動的目標場所沒有種植大麻的合法執
照，而且有些還是在禁止種植大麻的區域，比
如學校附近。調查人員認為，這些非法種植的
大麻主要運往美國東海岸，尤其是紐約附近。
據格雷斯港郡當地媒體的報導，一些被捕
的中國人已經獲釋，20 多名中國人仍在押，一
些人在星期一出庭，大多數人將在下周一被傳
訊。法庭為他們指派了律師和翻譯。

但在第一聖殿
時期結束後，耶城
陸續遭巴比倫人和
羅馬人摧毀，猶太
人被迫在外流放超
過千年，才終於歸
返故土建國。
舊城的基督徒
區有聖墓教堂，基
督徒認為，髑髏地
正是耶穌被釘十字
架、受難和復活的
地方。他們也相信
，聖墓教堂是耶穌
聖墓所在，每年都
麥加及麥地那的伊斯蘭第三聖城。據 寺），距該寺不遠的圓頂清真寺內有
有數百萬基督徒前來這座空墓穴朝聖 《古蘭經》記載，先知穆罕默德從麥 塊基石，穆罕默德就是在這裡登上七
。
加抵達耶路撒冷的阿克沙清真寺（遠 重天後，在黎明重返麥加。
耶路撒冷也被穆斯林視為僅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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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壇“裂變”觀察
德國人樂見“大聯盟”嗎？

綜合報導 德國基民盟和基社盟組成
的聯盟黨與社會民主黨開始“試談”聯
合組閣可行性。德國人把聯盟黨和社民
黨這兩個最大政黨聯合執政稱為“大聯
盟”。對德國百姓來說，“大聯盟”不
算新鮮，卻也不常見。
第二次世界的大戰 72 年前結束至
今，德國出現過三次“大聯盟”。最早
壹次是 1966 年 至 1969 年 ， 兩 大 黨 為
了走出經濟衰退、防止財政失控而首

度 聯 手 。 其 他 大 部 分 時 間 ， 通 常 是聯
盟黨或社民黨與另壹個小黨、如自民黨
或綠黨組閣。
2005 年開始，政壇形勢出現質的變
化。小黨力量漸大，大黨優勢趨弱，“壹
大黨加壹小黨”組合不足以成為議會多
數。那壹年，基民盟的安格拉·默克爾首次
出任總理，與社民黨聯合組閣。2013年，
默克爾第三屆總理任期再現“大聯盟”。
對可能再壹次出現的“大聯盟”，

巴西今年 10 月工業產值同比增長 5.3%

創 4 年來新高
綜合報導 巴西地理統計局（IBGE）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 10
月，巴西工業產值環比增長 0.2%，同比增長 5.3%，創 2013 年 4 月以來
同期新高。
數據顯示，10 月，受調查的 24 個行業中有 15 個出現環比增長。其
中，醫藥化工和制藥業增長 20.3%，飲料增長 4.8%，制造服裝和配飾
增長 4.3%、皮革制品增長 3.8%。
在主要經濟類別中，10 月，半耐用和非耐用消費品環比增長 2%、
資本貨物環比增長 1.1%。不過，耐用消費品環比下降 2%、中間產品環
比下降 0.8%。
與去年同期相比，10 月，受調查的 26 個行業中有 22 個出現增長。
其中，汽車制造業增幅最大，達到 27.4%，對該國工業產值增長率貢獻
最大。此外，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增長 22%，機械設備增長 16.9%，
家具增長 17.8%。
數據顯示，今年前 10 個月，巴西工業產值同比增長 1.9%。其中
，耐用消費品同比增長 12.4%、資本貨物同比增長 5.6%、中間產品
同比 增 長 0.9% ， 半 耐 用 和 非 耐 用 消 費 品 同 比 增 長 0.7% 。 而 過 去
12 個 月 ，巴西工業總產值累計增長 1.5%，創 2014 年 3 月增長 2.1%
以來同期新高。
有關分析人士稱，今年以來，巴西制造業發展勢頭較好，除 2 月和
4 月產值同比負增長外，其他 8 個月產值均同比有增長。特別是 10 月，
巴西工業產值連續第六個月同比增長，並取得今年以來最好成績。目前
，巴西經濟已逐漸復蘇，預計今年巴西工業總產值將增長 2%，2018 年
增長 2.9%。

2017 年全球繁榮指數排行榜出爐

挪威重回榜首
綜合報導 英國智庫列格坦研究機構（Legatum Institute）公布了
2017 年全球繁榮指數排行榜，排名前十的國家為挪威、新西蘭、芬蘭
、瑞士、瑞典、荷蘭、丹麥、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挪威在 2016
年之前連續 7 年蟬聯冠軍，但 2016 年新西蘭取代了冠軍位置，今年挪威
又重回榜首。
據悉，該研究院在進行排名時參考了九大指標，其中還包括 104 個
分指標，包括經濟質量、商業環境、政府治理、教育、醫療衛生、安全、
個人自由、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源。
巴西在 149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第 54 位，和去年相比下降了 2 位。
在自然資源指標中，巴西由去年的 28 位升至 23 位。在醫療衛生指
標中，巴西由去年的 81 位升至 71 位。雖然排名仍然很低，但巴西在安
全方面的排名由 89 位升至 88 位。
此外，巴西的商業環境繼續惡化，由去年的 90 位降至第 106 位。經
濟質量由 44 位下降至 53 位，政府治理由 74 位下降至 77 位，教育由 81
位降至第 85 位，個人自由由 36 位降至 37 位。另外，巴西在人力資本
（衡量人與人之間關系）中的排名保持在第 52 位。
報告指出，巴西人的健康情況有所改善，人們感到更加快樂，憂慮
和悲傷情緒減少。此外人們的社會關系也越來越好，朋友之間更願意提
供經濟援助。但巴西的排名主要受到了脆弱的商業環境的影響，這主要
是因為在巴西很難獲得金融服務。

德國民眾怎麼看呢？
上海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鄭
春榮告訴記者，德國百姓對默克爾領導
下的上壹屆“大聯盟”政府執政業績總
體滿意。期間，德國經濟保持增長態
勢 ，2016 年增長率為 1.9%，財政保持
盈余，失業人數與失業率都處於西德與
東德 1990 年統壹以來最低水平。
民眾也有糾結和不滿，特別是默克
爾政府的難民政策引發民眾對國內安全
和生活水準下降的憂慮。“老百姓對默
克爾政府又愛又怨，求穩與求變的心態
都有。”出於對兩大黨的抗議，部分選
民、特別是自認為沒有從經濟發展中獲
益的 東 部 選 民 ， 把 票 投 給 了 德 國 選 擇
黨，使這壹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壹躍成為
議會第三大黨。
選民對“大聯盟”的期待隨著局勢

變化而調整。選前民意調查結果顯示，
支持延續“大聯盟”和支持另組“聯盟
黨＋自民黨”聯合政府的比例大致相
當。選舉結果產生後，現實的組閣選擇
剩下“大聯盟”和“聯盟黨＋自民黨＋
綠黨”兩種。鑒於社民黨宣布充任反對
黨，選民對後壹種選擇的認同度有所增
加。當自民黨宣布退出組閣談判後，要
組成穩定的多數派政府，“大聯盟”成
為最佳選擇，選民對這壹選項的支持度
開始回升。不過，還有相當壹部分民眾
傾向於重新選舉。
鄭春榮說，從理性角度考慮，重新
選舉勞民傷財，結果極可能與當前局勢
大致相同。但選民個體感知有差別，會
希望經由再次投票打破現有僵局。
延續“大聯盟”的阻力主要來自社
民黨。“社民黨每次參加‘大聯盟’，

幹得都很賣力，選民卻把功勞記在默克
爾名下。社民黨被淹沒在默克爾的光環
下，收獲的是每況愈下的選舉敗績。因
此，社民黨內對‘大聯盟’心有余悸，
尤其是黨內基層反對強烈，”鄭春榮
說。雖然默克爾表態反對組建少數派政
府或重新選舉，但這兩種可能性不能完
全排除。
鄭春榮推斷，“大聯盟”組建成功
幾率仍稍大於失敗幾率。壹方面，默克
爾和基民盟有強烈意願延續“大聯盟”，
會在某種程度上盡可能讓步，同時基社
盟內部內鬥不斷，黨首霍斯特·澤霍費爾
的權威受到侵蝕，削弱了“要價”的底
氣；另壹方面，社民黨高層仍有不少人
希望參與執政，只是需要動用壹些手段
說服黨內基層，同時爭取在同聯盟黨的
談判中掌握更多話語權。

澳參議員公民身份信息公開
公開
21 人放棄海外公民身份
在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下令舉行
澳大利亞歷史上首次“公民身份登記”
後，所有聯邦參議員的公民身份信息於
4 日公布，在 76 名參議員中，共有 45 人
與海外存在關聯，並有 21 人宣布已放棄
海外公民身份。
盡管所有人的身份信息已經公開，
仍有壹些參議員的資格存在疑問。而此
前陷入爭議的首領地工黨參議員加拉格
爾（Katy Gallagher）已被確認，在去年
聯邦大選前被提名為參議員時，她的英
國公民身份仍未取消。
參議員公民身份信息公開
澳大利亞數百頁的參議員公民身份
文件終於面向公眾開放。在已公布的信
息中，有 45 名參議員和海外存在或多或
少的關聯。而在這些人中，有 21 人表示
已放棄海外國籍。
然而，這次的“公民身份登記”仍
存在壹些漏洞。其中，登記表格並未要
求參議員提供文件證據來證明其沒有海
外公民身份。因此，許多議員只是簡單
地提供了自己為什麽不應被取消資格的
法律論據。
例 如 ， 參 議 員 樂 揚 姆 （David
Leyonhjelm）利用自己填寫表格的經歷
提出了這 些 漏 洞 ， 他 說 ： “ 我 曾 詢 問
我的母親，我父親是否是我的親生父親

，她感到 受 到 了 冒 犯
，我也就沒再問她
這壹問題。”
加拉格爾提名時
有英國籍
盡管存在瑕疵，
本次公民身份登記還
是查出了壹部分存在
疑問的參議員。在被發現曾擁有雙重國
籍後，工黨參議員加拉格爾拒絕將自己
的議員資格案件提交至聯邦最高法院
（High Court）審理。她表示，在宣布
自己為候選人之前，她已采取步驟放棄
了從 父 親 那 裏 獲 取 的 英 國 公 民 身 份 。
然而，直到去年 8 月 16 日，加拉格爾才
從英國內政部（UK Home Office）處
獲得公民身份已被取消的確認信，但這
時提名通道已經關閉了 2 個月。
此前，特恩布爾曾表示，正如加拉
格爾那些未能在大選前放棄海外國籍的
工黨 成 員 ， 應 當 交 由 最 高 法 院 審 理 他
們的議員資格 。然而 ，加拉格爾回應
道，為了放棄英國公民身份 ，她已采
取了所有必要步驟，她還支付了相關處
理費用。
與此同時，4 日公布的參議員信息
還 顯 示 ， 工 黨 參 議 員 卡 梅 倫 （Doug
Cameron）可能擁有立陶宛國籍。據悉

塞拉利昂公開拍賣 709 克拉鉆石

以 650 萬美元成交

，卡梅倫在蘇格蘭出生，他在被提名議
員資格前放棄了英國國籍。然而，他的
登記表格顯示 ，其外祖父母在他母親
1915 年出生前從立陶宛遷居至蘇格蘭。
去年，立陶宛更改法律，允許 1940 年前
的立陶宛後代享有雙重公民身份。然而
，卡梅倫強 調 ， 他 必 須 申 請 才 能 獲 得
立陶宛國籍，但他可以保證沒有這麼做
。
此外，自由黨參議員斯諾迪諾（Arthur Sinodinos）及“單壹國家黨”參議
員喬治烏（Peter Georgiou）也均有父
母在希臘出生的情況，他們可能通過血
緣獲得了希臘國籍。
眾議員身份情況即將公布
據悉，除參議員外，所有眾議院議
員已於當地時間 5 日上午 9 時前截止提交
公民身份文件，而他們的身份信息將於
不久後公布。據悉，盡管加拉格爾已被
確認曾擁有雙重國籍，工黨方面仍對其
眾議員通過最高法院的審查有信心。

綜合報導 西非國家塞拉利昂 4 日
在紐約拍賣會上以 650 萬美元賣出壹
顆 709 克拉鉆石。所得款項將用來資
助當地發展項目。
據悉，這顆鉆石於今年 3 月在塞
拉利昂挖掘出來，是該國近半個世紀
以來的最大發現。
專家稱，它的體積介於全球第 10
大至 15 大之間。
上世紀 90 年代，塞拉利昂因鉆石
引發了內戰，當時反政府武裝強迫平民
開采 石 頭 ， 並 以 收 益 購 買 武 器 。
2003 年，聯合國解除了對塞拉利昂鉆
石出口的禁令，但仍然受到走私的困擾
。報道稱，此次拍賣是塞拉利昂首次
公開售出鉆石，國家官員表示，他們
希望這將是結束非法鉆石貿易的壹步
。

「斬首」 金正恩 日媒：川普決定最快18日執行
聚焦美國

星期四

（綜合報導）北韓在沉寂 75 天後，再次挑
動朝鮮半島緊張神經，試射了新款 「火星-15
」 洲際彈道導彈，美韓以最大的空中軍演回應
。然而在現在傳出美國總統川普更因此斷定了
無法和平解決北韓問題，已經決定在 12 月 18
日前後對北韓發起 「斬首行動」 ，根除北韓遽
增的威脅。
據《日本產經新聞》報導，秘密消息指出
美國已經斷定北韓挑釁不斷，沒有要和平解決
核武的意願。這讓川普下了軍事命令，對金正
恩發動 「斬首行動」 。而且時間可能落在 12 月
18 日前後。
美國會選在這個期間內對金正恩進行 「斬
首行動」 ，是因為近來各國對北韓的經濟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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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讓北韓嚐到苦果。北韓龐大的軍隊都處
於飢餓狀態，讓金正恩為防止軍事叛變，可能
會選在父親金正日 12 月 17 日的忌日到自己 1
月 8 日的生日在太平洋試爆氫彈，美國欲先發
制人防止這類事情發生。
這個行動的決定可能是因為北韓近日試射
的 「火星-15」 射程已可以涵蓋到美國東岸，
美國已經沒有時間和北韓周旋下去。再來，
「蘆洞」 、 「火星-12」 中程飛彈都已經可以
裝載核彈頭，北韓在 10 月中已經進行量產，讓
在射程範圍內的日、韓及關島美軍基地威脅大
增，再加上北韓在日本南韓的諜報人員近來動
作頻繁，這些都讓美國沒有信心和北韓周旋下
去。

擊敗川普習近平
反性侵＃MeToo當選《時代》風雲人物
（綜合報導）歷史悠久的美國《時代》雜
誌於當地時間 5 日公布 2017 年度的風雲人物，
由反性侵擾的#MeToo 運動當選。原先被外界
看好的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皆未能當選本年度《時代》風雲人物。
《時代》雜誌選出年度風人物已有悠久歷
史，亦極受社會各界矚目，當選者無不言為是
極大光榮。據法新社報導，這次《時代》雜誌
選出#MeToo 反性侵擾運動為年度風雲人物，
指這群揭發各行各業不為人知的性侵擾事件的
人是 「打破沉默的受害者」 ，他們勇敢站出來
譴責以權勢或威嚇進行性侵害或性騷擾的人，
引發了全球的關注，並進一步帶動風潮。網路
上亦興起以關鍵字#MeToo 或不同語言的同意
字進行串連，對性侵擾的惡行同聲譴責。

較早前，該雜誌曾公布年度風雲人物的候
選人 10 強名單，其中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居最前列，北韓領袖金正恩均亦榜
上有名。
許多人對於金正恩上榜有微言，指登上
《時代》封面成為年度風雲人物是一種榮耀，
不應由威脅世界和平的金正恩當選。但部份人
士則認為風雲人物是以其影響力為標準，不存
在褒貶之別。
《時代雜誌》2017 年風雲人物 10 強名單
除了川普與習近平之外，還包括沙烏地阿拉伯
現任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Jeffrey Preston "Jeff" Bezos)等人。

當了50年還不夠 性騷擾美議員欲推子接其位
（綜合報導）代表密西根州、任職 50 年的
聯邦眾議員約翰·柯尼爾斯（John Conyers），
因近日捲入多項性騷擾指控，於昨日在密西根廣
播電台 WJBK 專訪上宣布， 「我將於今日提出退
休！」 過去幾週以來，眾多媒體陸續踢爆，這名
元老議員多年來涉嫌性騷擾旗下 6 名女性員工。
其中更傳出，利用國會預算辦公室（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向其中一名受害人支
付約 2.7 萬美元（約 81 萬台幣）進行私下和解，
被兩黨批評濫用稅金。據美媒消息指出，柯尼爾
斯 退 休 後 ， 有 意 推 其 子 柯 尼 爾 斯 三 世 （John
Conyers III）接替該選區的席次。
現年 88 歲的約翰·柯尼爾斯，出生於美國密
西根州，父親是底特律一名勞工領袖。高中畢業
後，加入密西根國民兵部隊，後轉入陸軍服役，
曾與陸軍工兵部隊一起，被調往韓戰（Korean
War）前線一年。退役後，申請進入韋恩州立大
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取得法學學士

學位，畢業後成為美國國會史上任職最久的眾議
員約翰·丁格爾（John David DingelL, Jr.）的幕
僚，並在 1964 年首次投入政壇，以 84%的得票
大勝共和黨對手，當選密西根州第一選區的聯邦
眾議員，就此開啟他長達 50 多年聯邦眾議院生
涯。
當年曾與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一同為非裔美國人爭取權益，如
今在眾多性騷擾案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後，不只民
主黨的同僚、就連由柯尼爾斯共同創立的黑人黨
團會議（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都跳出
來要求他辭職負責。柯尼爾斯與妻子底特律市議
員莫尼卡（Monica Conyers）於 1990 年結縭，
育有兩子約翰·柯尼爾斯三世與卡爾，但兩人最
終在 2015 年協議離婚。如今未能突破連任紀錄
的柯尼爾斯欲推其子接替席次，是否能被選民接
納，也將成為美國政治未來焦點之一。

（綜合報導）金正恩近日頻射飛彈，揚言攻
擊美國本土，也惹惱川普，但為何至今還未開戰
？媒體分析，美國情報及軍方官員認為，北韓領
導人金正恩雖然粗暴不成熟，但還有理智，應該
可以討價還價談交換條件。
華爾街日報指出，美軍官員引述美國中情局
局長龐培歐及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的話說

，是因為美方相信金正恩是個明理的人，認為他
有明確目標要達成，尋求方獲得世人認可或確保
家族王朝統治、發展國家經濟。
所以美國現在才仰賴經濟和外交手段，包括
求助於中國大陸施壓。不然早就發動先制攻擊，
早在朝鮮半島開戰。

美媒解析 美國至今未攻打北韓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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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以外交部
發言人的名義發表評論，就日本
日前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提交的“明治工業
革命遺產”入選世遺名錄相關的
履行情況報告表示遺憾。
評論稱，韓國政府強烈敦促
日本踐約，認真並盡快履行旨在
紀念被強征至日本從事生產勞動
的朝鮮(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半
島)勞工相關承諾。
評論指出，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世界遺產委員會 2015 年 7 月決
定將日本工業革命遺產列入世遺
名錄時，曾建議日本向世人介紹
相關歷史事實，日本回應稱，將
向世人介紹朝鮮勞工被強征等歷
史事實，並將采取設置查詢中心
等適當措施來紀念朝鮮勞工。
據悉，“明治工業革命遺產”
共 23 處設施中有 7 處涉及日本強
征 5.8 萬余名朝鮮勞工的歷史。
日本日前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
交的履行情況報告顯示，日本計
劃把明治工業革命遺產相關查詢
中心設在東京，而非遺產所在的
長崎，由此引發爭議。

2017 年 12 月 7 日

Thursday, December 7, 2017

韓外交部就日本世遺名錄
履行情況報告表遺憾

A6

綜合報導 韓國朝野各黨就 2018 年度預算
進行的談判達成協議，文在寅政府的第壹份預
算法案，有望在超出法定時限 3 天後的上午，
通過國會全體會議。
韓國執政的共同民主黨、在野的自由韓國
黨、國民之黨的黨鞭當天在議員會館公布達成
壹致的預算草案。
朝野分歧最大的公務員擴編規模由政府初
擬的 1.2 萬減至 9475 人，草案還規定政府在審
議 2019 年預算時向國會報告明年度擴編情況
。
為減輕最低工資上調給中小企業及個體戶
帶來的漲薪負擔，政府明年將發放穩定就業補
助金 2.97 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 181 億元），
並在此範圍內編制 2019 年的財政補助，政府
還要在明年 7 月以前報告由直接補貼向基於獎
勤稅制等的間接補貼轉型的計劃。
向最高收入群體加收個人所得稅的方案維
持政府原案，但新設法人稅最高稅率（25%）
征收區間的門檻由政府提出的 2000 億韓元提
高到 3000 億韓元，扶持中小企業的預算支出
也將補充 1000 億韓元以上。自由韓國黨對上
述協議仍持保留意見。
韓國國會工作人員接受韓聯社采訪時表
示，談判達成妥協後，仍有具體事項有待梳理
落實，預決算委員會小組委也在協調其余爭議
點，因此初步商定明年 11 點召開全體會議表決
預算草案，有可能提前開會或稍有延遲。

韓朝野就新年預算達成協議

亞洲動態

蒙古相撲手稱霸日本卻被迫退役 或有損兩國關系
日本相撲第 70 代、蒙古國籍第 3 名
橫綱選手日馬富士·賓巴道爾吉因鬥毆上
周被迫宣布退役，引起蒙古國內廣泛關
註。這名 8 次奪取日本相撲冠軍杯、有
廣泛粉絲的相撲選手今年剛 33 歲，無論
年齡還是身體狀況正是出成績的好時
候。因警方尚未公布調查結果，日本相
撲協會並未對日馬富士處罰，但有蒙古
網友表示，日本相撲協會不願看到蒙古
運動員在該項目上繼續領跑，有意采取
打壓措施。蒙古相撲聯合會主席巴特巴
亞爾稱，已有兩名蒙古橫綱級相撲選手
因與他人動手選擇被迫退役，這可能會
損害蒙日兩國間的友好關系。
涉嫌鬥毆，日本趁機施壓
日馬富士上月底賽後，與蒙古相撲
選手貴之巖義司在聚餐期間因言語沖突
大打出手，抄起手邊啤酒瓶往其頭上暴
打，造成貴之巖左前額裂傷、右中頭蓋
骨底部骨折和髓液滲漏等嚴重跡象。貴
之巖義司隨後報警，日本警方已經將此
事件定為刑事案件，進行調查取證。
雖然日馬富士已公開道歉，並表示

“以退役之身，不辱相撲之榮譽”，但日
本相撲界近年來的多個“醜聞”已嚴重
損害日本國技的聲譽：今年 4 月，多名
蒙古相撲手參與賭博；2010 年，首名蒙
古橫綱朝青龍·達格瓦道爾吉酒後毆傷友
人。有日本個別媒體呼籲，要將蒙古相撲
手趕出日本，維持嚴肅傳統與紀律。

。1993 年，美國籍相撲手曙太郎成為首
名外國橫綱。琴歐洲勝紀（保加利亞）
、把瑠都凱鬥（愛沙尼亞）等歐洲相撲
手也非常強大。中國現役相撲手中，來
自內蒙古的蒼國來榮吉 2010 年進入幕內
（前 5 等級的精英相撲手），成為第壹
名獲此成就的中國人。
日本《日刊體育》稱，日本相撲界
外國選手數量雖不多，但實力普遍高於
本土。外國相撲手在總註冊數中所占不
到 10%，但在 40 多名幕內力士中，外
國人占 1/3。《日本經濟新聞》稱，日本
“國粹”在本國的群眾基礎不斷被削
弱：盡管高級別的相撲手待遇豐厚且受
人尊敬，但日本年輕人並不願意為了少
之又少的成功吃苦受累；外國選手為立
足日本，往往願意比日本人付出更多的
代價和努力。

日本國技被外籍選手稱霸
蒙古摔跤手踏足日本相撲界始於
1992 年，至今已成日本相撲界不可戰勝
的力量。據蒙古媒體報道，蒙古相撲手
從 2003 年就獲得最高級別的橫綱稱號。
從 2006 年至 2016 年 58 場日本職業相撲
比賽中，蒙古選手贏得 56 場，第 68、
69 和 70 代橫綱選手全被蒙古人壟斷。
實際上，除蒙古選手外，相撲界頂
峰也很少有日本人的身影。日本國技館
墻面上掛著至今為止優勝的大力士匾
相撲推動蒙日關系
額，最近的匾額上全是外國力士。日本
據日媒透露，相撲橫綱選手平均每
相撲協會 2016 年底數據顯示，戰後以來
在日本成為相撲力士的外國人中，最多 場比賽可獲廣告費 30 萬日元（1 萬日元
的是蒙古（57 人），其後為美國（31） 約合人民幣 600 元），日本相撲協會每
、巴西（16）、中國和韓國並列（12） 月發放工資 275 萬日元，還有每場比賽

贊助單位提供的 100 多萬日元獎金等。
據悉，橫綱選手白鵬·達瓦紮爾格勒與家
人住在東京最繁華地段的公寓，其資產
達到約人民幣 12 億元。
退役的蒙古相撲手儼然成為民族英
雄，他們回到烏蘭巴托後，利用充足資
金和商業渠道，紛紛從事商業活動或進
軍政壇，對經濟陷入危機和高失業率的
蒙古年輕人具有極大的誘惑力。壹些有
潛力的少年摔跤手紛紛到日本通過相撲
來掙錢養家。這些美好的願望卻造成國
家 傳 統 項 目
—— 蒙 古 摔 跤
產 業 後 繼 無
人 ，已引起蒙
古有識之士的
擔憂。
時任蒙古
總統恩赫巴亞
爾曾評價說，
“相撲運動對
擴大蒙日文化
交流，深化相
互了解做出重

要貢獻”。多屆蒙古總理出訪日本時，
都會應邀與日本首相向獲得冠軍的蒙古
相撲運動員頒獎。
從 2008 年始，日本相撲協會授權蒙
古在烏蘭巴托舉辦“蒙古相撲比賽”，
訓練基地與青少年業余相撲愛好者比賽
越來越多。電視轉播日本職業相撲比賽
時，若有蒙古相撲手出現，收視率更是
壹路飈升。然而，這次蒙古相撲手被迫
退役風波，對日本相撲界和兩國關系都
可能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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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閱 讀 能 力 進 展 研 究
50 個國家及地區的“全球學
（PIRLS）”最新結果出爐。
生 閱 讀 能 力 進 展 研 究
香港小四學生閱讀表現由 5 年
（PIRLS）”最新結果出爐。
前全球第一跌至第三，屈居俄
香港小四學生閱讀表現由 5 年
羅斯及新加坡之後。香港區研
前全球第一跌至第三，屈居俄
究負責人指，港生閱讀平均分
羅斯及新加坡之後。香港區研
與 5 年前相若，但對手不斷進
究負責人指，港生閱讀平均分
步，令香港不進則退。香港特
與 5 年前相若，但對手不斷進
區教育局發言人指出，香港得
步，令香港不進則退。香港特
分在統計學上與新加坡無顯著
區教育局發言人指出，香港得
差距，認為結果反映香港教育
分在統計學上與新加坡無顯著
朝着正確方向邁進。
差距，認為結果反映香港教育

■研究發現，17%香港家長有較高閱讀興趣，他們的子女閱讀成績亦顯著高於其他學
生。圖為一個小朋友在香港書展上閱讀。
資料圖片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結果出爐，香港小四學生閱讀表現由
5年前全球第一跌至第三，屈居俄羅斯及新加坡之後。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研究發現，17%香港家長有較高閱讀興趣，他們的子女閱讀成績亦顯著高於其他學
資料圖片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結果出爐，香港小四學生閱讀表現由
5年前全球第一跌至第三，屈居俄羅斯及新加坡之後。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朝着正確方向邁進。
生。圖為一個小朋友在香港書展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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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所

此小學、共3,533名小四學生參加評核。有關學生需閱讀資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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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長短問答題等，並同時向學生、家長、教師與校長派發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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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港生的閱讀平均分為 569 分，較 5 年前微跌兩分，
分。
排名則由去屆第一跌至第三。今屆榜首俄羅斯的閱讀平均分為 581
主導香港地區研究的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謝錫金指出，
分，較
5 年前上升 13 分，亞軍新加坡則獲 576 分，較上屆上升 9
PIRLS
分。 研究中的國際閱讀平均分為 500 分，即使本屆香港得分稍
低，但從數字上港生的閱讀能力始終是表現良好。
主導香港地區研究的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謝錫金指出，

PIRLS 研究中的國際閱讀平均分為 500 分，即使本屆香港得分稍
“尖子”佔比保持18%
低，但從數字上港生的閱讀能力始終是表現良好。
不過，謝錫金提醒，兩屆數字差異之微，也反映了香港閱讀能力
“尖子”佔比保持18%
沒有明顯提升，“相比下俄羅斯與新加坡走得好快。”同樣情況亦
見於香港閱讀“尖子”數目上，研究發現香港取得
625 分或以上的
不過，謝錫金提醒，兩屆數字差異之微，也反映了香港閱讀能力
“優秀國際基準”學生比例為18%，跟去屆比較是原封不動。
沒有明顯提升，“相比下俄羅斯與新加坡走得好快。”同樣情況亦
謝錫金強調，有關數據遠較國際平均10%為高，然而精英數目停
見於香港閱讀“尖子”數目上，研究發現香港取得
625 分或以上的
滯不前，情況值得關注。
“優秀國際基準”學生比例為18%，跟去屆比較是原封不動。
他分析，俄羅斯不少家庭至今仍能保留閱讀習慣，新加坡也有
謝錫金強調，有關數據遠較國際平均10%為高，然而精英數目停
不少措施積極推廣閱讀，“但香港家長則可能較多睇手機”，可謂
滯不前，情況值得關注。
高下立見。同時，俄羅斯與新加坡均重視“尖子”培訓，提供不少
他分析，俄羅斯不少家庭至今仍能保留閱讀習慣，新加坡也有
額外資源；相比下，香港更看重公平教育，約
65%參與學生獲 550
不少措施積極推廣閱讀，“但香港家長則可能較多睇手機”，可謂
分或以上成績，獲
400
分以下學生只得
1%，整體學生表現平均而
高下立見。同時，俄羅斯與新加坡均重視“尖子”培訓，提供不少
且優良，可見香港的“保底”工作相當完善。 65%參與學生獲 550
額外資源；相比下，香港更看重公平教育，約
研究又發現，香港小四學生在閱讀“資訊類文章”的表現較閱
分或以上成績，獲
400 分以下學生只得 1%，整體學生表現平均而
讀“文藝類文章”的表現為佳；而女生的閱讀成績較男生好，兩者
且優良，可見香港的“保底”工作相當完善。
差距較
2011 年有所收窄。研究並比較“普教中”及“粵教中”學
研究又發現，香港小四學生在閱讀“資訊類文章”的表現較閱
生閱讀平均分，發現兩組學生的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讀“文藝類文章”的表現為佳；而女生的閱讀成績較男生好，兩者
香港特區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排名時表示，港生在
PIRLS 2016
差距較
2011 年有所收窄。研究並比較“普教中”及“粵教中”學
的表現優異，雖然名次由上次的第一位略跌至第三位，但今次
569
生閱讀平均分，發現兩組學生的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分在統計學上與第二位的新加坡（576分）無顯著差距。
香港特區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排名時表示，港生在 PIRLS 2016
發言人又表示，研究顯示香港小四學生的家庭背景和社經狀
的表現優異，雖然名次由上次的第一位略跌至第三位，但今次
569
況，對學生閱讀能力的影響較低，反映香港小學教育系統能為學生
分在統計學上與第二位的新加坡（576分）無顯著差距。
提供公平的教育機會。
發言人又表示，研究顯示香港小四學生的家庭背景和社經狀
況，對學生閱讀能力的影響較低，反映香港小學教育系統能為學生
提供公平的教育機會。

愈補愈低分 貼錢買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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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 PIRLS 研究中另有多項數據值得家長關 屆的 14%升至 22%，其子女的閱讀成績平均分則為
注，包括家長閱讀興趣跟子女閱讀表現息息相關，及 562分，差距明顯。
參與課後補習學生的閱讀平均分反而比無補習的學生
14%升至 22%，其子女的閱讀成績平均分則為
此次 PIRLS 研究中另有多項數據值得家長關 屆的謝錫金強調，家長必先由家庭做起，才能為港
為低。研究負責人、港大教育學院教授謝錫金分析，
562分，差距明顯。
注，包括家長閱讀興趣跟子女閱讀表現息息相關，及 生閱讀情況帶來立竿見影功效，建議家長自己先做
補習或會令學生的閱讀時間縮短，到頭來“貼錢買難
謝錫金強調，家長必先由家庭做起，才能為港
參與課後補習學生的閱讀平均分反而比無補習的學生 好榜樣，且讓子女從小參與閱讀活動，培養閱讀能
受”，又強調改善子女閱讀表現需由家庭做起，提醒
生閱讀情況帶來立竿見影功效，建議家長自己先做
為低。研究負責人、港大教育學院教授謝錫金分析， 力。研究又發現，香港受訪學生整體參加補習人數
有上升趨勢，64%學生表示有課後補習，他們的閱
家長應以身作則並從小培養子女閱讀的興趣。
好榜樣，且讓子女從小參與閱讀活動，培養閱讀能
補習或會令學生的閱讀時間縮短，到頭來“貼錢買難
讀平均分為
563 分；餘下 36%沒有補習學生，閱讀
PIRLS
研究指出，13%受訪家長在其子女升小
受”，又強調改善子女閱讀表現需由家庭做起，提醒 力。研究又發現，香港受訪學生整體參加補習人數
平均分則有
582
分，對比有補習學生高 19 分，亦較
一前經常進行看書、說故事、唱歌、玩文字遊戲等
有上升趨勢，64%學生表示有課後補習，他們的閱
家長應以身作則並從小培養子女閱讀的興趣。
香港整體學生閱讀平均分569分為高。
早期家庭閱讀活動，子女長大後閱讀表現明顯較
PIRLS 研究指出，13%受訪家長在其子女升小 讀平均分為 563 分；餘下 36%沒有補習學生，閱讀
謝錫金認為，“補習時間太長或導致看書時間
佳。
582 分，對比有補習學生高 19 分，亦較
一前經常進行看書、說故事、唱歌、玩文字遊戲等 平均分則有
變少”，更直言補習大多只是讓學生做練習，有如
研究並發現，只有
17%香港家長有較高閱讀興
早期家庭閱讀活動，子女長大後閱讀表現明顯較 香港整體學生閱讀平均分569分為高。
“貼錢買難受”
，建議家長應仔細權衡補習班成效。
趣，他們子女的閱讀成績顯著高於其他學生，閱讀
謝錫金認為，“補習時間太長或導致看書時間
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平均分為
580
分；閱讀興趣貧乏家長的比率則由去
研究並發現，只有 17%香港家長有較高閱讀興 變少”，更直言補習大多只是讓學生做練習，有如
，建議家長應仔細權衡補習班成效。
趣，他們子女的閱讀成績顯著高於其他學生，閱讀 “貼錢買難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平均分為 580 分；閱讀興趣貧乏家長的比率則由去

港生優勢、弱項與挑戰

PIRLS 的研究人員向學生派發問卷，要求他們
自評閱讀興趣、閱讀課堂投入程度和對自己閱讀能力
的信心。結果發現僅36%學生自認閱讀興趣較高及對
PIRLS 的研究人員向學生派發問卷，要求他們
閱讀具有信心，兩項數字均低於國際平均水平。投入
自評閱讀興趣、閱讀課堂投入程度和對自己閱讀能力
程度方面更只得34%學生自評為積極投入課堂，數據
的信心。結果發現僅36%學生自認閱讀興趣較高及對
位列全球“包尾”。研究負責人形容學生閱讀興趣不
閱讀具有信心，兩項數字均低於國際平均水平。投入
足的情況是“非常危險”，奉勸家長勿過度催谷學
程度方面更只得34%學生自評為積極投入課堂，數據
生，以免到頭來“贏在起跑線，輸在終點線”。
位列全球“包尾”。研究負責人形容學生閱讀興趣不
研究發現，自評“閱讀興趣較高”的國際平均
足的情況是“非常危險”，奉勸家長勿過度催谷學
人數比例為
43%，“閱讀能力有信心”則為 45%，
生，以免到頭來“贏在起跑線，輸在終點線”。
港生在上述兩項均只錄得
36%，兩個細項分別在 50
研究發現，自評“閱讀興趣較高”的國際平均
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三十三及第四十一名。至於
人數比例為 43%，“閱讀能力有信心”則為 45%，

“閱讀課堂投入程度”，香港更是“包榜尾”地排
名第五十，僅有34%學生自評積極投入課堂。
謝錫金形容，數據反映港生雖具備良好閱讀能
“閱讀課堂投入程度”，香港更是“包榜尾”地排
力，惟在興趣及自信方面均顯不足，當中尤以缺乏
名第五十，僅有34%學生自評積極投入課堂。
閱讀興趣最是危險，“因這會影響學生能否培養出
謝錫金形容，數據反映港生雖具備良好閱讀能
持續閱讀的習慣。”
力，惟在興趣及自信方面均顯不足，當中尤以缺乏
有份參與研究的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偉業
閱讀興趣最是危險，“因這會影響學生能否培養出
指，東南亞地區學生普遍存在共通點：“即使對事
持續閱讀的習慣。”
物不感興趣，但當有人要他們做，他們都能夠做
有份參與研究的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偉業
好。”他認為這本來並非壞事，但假如可進一步培
指，東南亞地區學生普遍存在共通點：“即使對事
養學生閱讀興趣，孩子的閱讀能力將能進一步提
物不感興趣，但當有人要他們做，他們都能夠做
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好。”他認為這本來並非壞事，但假如可進一步培

優勢
■閱讀尖子比例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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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能力低的學生減少
■閱讀尖子比例不變
■成績達到優秀基準的香
■閱讀能力低的學生減少
港男生比例增加
■成績達到優秀基準的香
■學前家庭閱讀活動微升
港男生比例增加
■學校推廣多元化的閱讀
■學前家庭閱讀活動微升
教學活動，提升學生閱
■學校推廣多元化的閱讀
讀成績
教學活動，提升學生閱
■家庭背景和社經狀況，
讀成績
對學生的閱讀成績影響
■家庭背景和社經狀況，
輕微
對學生的閱讀成績影響
弱項與挑戰
輕微
■女生成績稍微下降
弱項與挑戰
■閱讀文藝內容的篇章輕
■女生成績稍微下降
微下跌
■閱讀文藝內容的篇章輕
■作答較高層次的題目
微下跌
時，綜合和評價能力
■作答較高層次的題目
的表現輕微下跌
時，綜合和評價能力
■學前家庭閱讀活動仍低
的表現輕微下跌
於國際水平
■學前家庭閱讀活動仍低
■香港家長的閱讀興趣普
於國際水平
遍不高
■香港家長的閱讀興趣普
資料來源：
遍不高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港生在上述兩項均只錄得 36%，兩個細項分別在 50
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三十三及第四十一名。至於

養學生閱讀興趣，孩子的閱讀能力將能進一步提
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無興趣 信心低 投入度
“包尾”
無興趣 信心低 投入度
“包尾”

港生優勢、弱項與挑戰

資料來源：

工展會下周開鑼 首設微信支付
工展會下周開鑼 首設微信支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一年一
度的工展會將於 16 日開始，一連 24 天、至
明年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1 月 8 日在維園舉行。今屆仍有多項
1
楊佩韻）一年一
元優惠，包括
1
元(港元，下同)洗碗機、電
度的工展會將於 16 日開始，一連 24 天、至
飯煲、鮑蔘福袋及聲波震動牙刷等。廠商
明年 1 月 8 日在維園舉行。今屆仍有多項 1
會會長李秀恒表示，工展會今年將首次與
元優惠，包括 1 元(港元，下同)洗碗機、電
兩大電子支付商合作，消費者能用手機結
飯煲、鮑蔘福袋及聲波震動牙刷等。廠商
賬，其中“微信支付”（WeChat Pay）指
會會長李秀恒表示，工展會今年將首次與
首
100 名用戶於參與活動的攤位用微信支
兩大電子支付商合作，消費者能用手機結
付單筆消費逾
50 元即減 50 元，期望帶動香
賬，其中“微信支付”（WeChat
Pay）指
港電子支付發展。
首 100 名用戶於參與活動的攤位用微信支
今 屆 工 展50
會元即減
以“千
品牌 閃耀工
付單筆消費逾
50色
元，期望帶動香
展”為主題，逾
400
家參展商共逾
880 個攤
港電子支付發展。
位。李秀恒
6
日在記者會上介紹，今年仍
今屆工展會以“千色品牌 閃耀工
有多個 1 元商品助市民抗通脹，如
1 元的洗
展”為主題，逾
400 家參展商共逾 880
個攤
碗機、納米石瓷電飯煲及鮑蔘福袋等。
位。李秀恒 6 日在記者會上介紹，今年仍
同時，今年有參展商推出“8元一吋”
有多個
1 元商品助市民抗通脹，如 1 元的洗
的高清智能電視機，50
吋的電視機只售
碗機、納米石瓷電飯煲及鮑蔘福袋等。

400 元，只在開幕日發售，限量 3 部。今屆
工展會與去屆一樣，在開幕前一晚設超級
優惠排隊區，供市民預先排隊領籌以便購
400 元，只在開幕日發售，限量 3 部。今屆
買1元優惠產品。
工展會與去屆一樣，在開幕前一晚設超級
他表示，近期社會氣氛不錯，加上零
優惠排隊區，供市民預先排隊領籌以便購
售業最壞的時期已過，看到市民消費意欲
買1元優惠產品。
增強及業界正在復甦，故對今屆工展會抱
他表示，近期社會氣氛不錯，加上零
樂觀態度，期望入場人次增至
200 萬，
售業最壞的時期已過，看到市民消費意欲
“去屆工展會營業額約
9
億元，期望今屆
增強及業界正在復甦，故對今屆工展會抱
能有雙位數字，突破至10億元。”
樂觀態度，期望入場人次增至
200 萬，
李秀恒介紹，隨着時代轉變，愈來愈
“去屆工展會營業額約
9 億元，期望今屆
多人使用電子支付的消費模式，今屆工展
能有雙位數字，突破至10億元。”
會亦首設電子消費模式，與“支付寶”(Al李秀恒介紹，隨着時代轉變，愈來愈
ipay)及“微信支付”（WeChat Pay）兩大
多人使用電子支付的消費模式，今屆工展
電子支付商合作，讓消費者在場內使用電
會亦首設電子消費模式，與“支付寶”(Al子錢包結賬，享用購物折扣或回贈，亦能
ipay)及“微信支付”（WeChat Pay）兩大
體驗流動支付好處。
電子支付商合作，讓消費者在場內使用電
代表“微信支付”的千維科技有限公
子錢包結賬，享用購物折扣或回贈，亦能

司執行董事廖喆表示，香港電子支付有很
大的發展潛力，只是未有良好生態及氣氛
支持，包括市民接受及香港商戶理解，相
司執行董事廖喆表示，香港電子支付有很
信工展會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去推展電子支
大的發展潛力，只是未有良好生態及氣氛
付。
支持，包括市民接受及香港商戶理解，相
他續說，已有百餘家參展商向他們提
信工展會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去推展電子支
交開通微信支付的申請，包括李錦記、安
付。
記及雀巢等，相信今次能有助香港進一步
他續說，已有百餘家參展商向他們提
發展金融科技。他補充，已與內地有關機
交開通微信支付的申請，包括李錦記、安
構合作推廣，以吸引內地旅客到港消費。
記及雀巢等，相信今次能有助香港進一步
廖喆續指，因應微信支付首次進駐工
發展金融科技。他補充，已與內地有關機
展會，故為港人帶來消費優惠，包括在活
構合作推廣，以吸引內地旅客到港消費。
動期間，首
100 名用戶在參與活動的商戶
廖喆續指，因應微信支付首次進駐工
攤位，用微信支付單筆消費逾
50 元即減 50
展會，故為港人帶來消費優惠，包括在活
元。在整個展期內，用戶在參與活動的商
動期間，首 100 名用戶在參與活動的商戶
戶
攤 位 ， 使 用 微 信 支 付 單 筆50
消元即減
費 滿 100
攤位，用微信支付單筆消費逾
50
元，即送一張
10
元的微信支付現金券，現
元。在整個展期內，用戶在參與活動的商
金券在下次消費單次滿
50單
元即可使用。
戶
攤位，使用微信支付
筆 消 費 滿 100

同時，今年有參展商推出“8元一吋”
的高清智能電視機，50 吋的電視機只售

體驗流動支付好處。
代表“微信支付”的千維科技有限公

元，即送一張 10 元的微信支付現金券，現
金券在下次消費單次滿 50 元即可使用。

■今屆工展會以
今屆工展會以“
“千色品牌 閃耀工展
閃耀工展”
”為主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今屆工展會以
今屆工展會以“
“千色品牌 閃耀工展
閃耀工展”
”為主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網上工展”
一元一折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楊 佩 售。一折產品包括原價 1,098 元的
“網上工展”
一元一折 109.8 元出
生鐵皇鑊具，打折後以
韻）網上工展會由今日起，連續一

星期推出“工展會預購”活動，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
括一元產品及一折起的產品優惠，
韻）網上工展會由今日起，連續一
如原價 658 元(港元，下同)的蟲草產
星期推出“工展會預購”活動，包
品、348
元的即食溏心鮑魚及 499
括一元產品及一折起的產品優惠，
元的負離子冷風機等均以一元出
如原價 658 元(港元，下同)的蟲草產

售。廠商會副會長戴澤良表示，網
售。一折產品包括原價
1,098 元的
上工展會在元旦日亦會推出“1．1
生鐵皇鑊具，打折後以 109.8 元出
節慶”閃購，當日凌晨 1 時起會有
售。廠商會副會長戴澤良表示，網
一折優惠、一元閃購及大抽獎等，
上工展會在元旦日亦會推出“1．1
與市民同賀新一年的到來。
節慶”閃購，當日凌晨 1 時起會有

品、348 元的即食溏心鮑魚及 499
元的負離子冷風機等均以一元出

一折優惠、一元閃購及大抽獎等，
與市民同賀新一年的到來。

神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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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全球論壇在穗開幕 汪洋建言世界經濟新格局

中國正制定擴大開放時間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黃寶儀、盧靜怡、帥誠 廣州報
道）2017 年《財富》全球論壇 6 日在廣州舉行，外國政要、世界
500 強企業 CEO、專家學者逾 1,000 人參加。此次論壇以“開放與
創新：構建經濟新格局”為主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
總理汪洋出席開幕式並圍繞構建世界經濟新格局的主題發表主旨演
講，提出三點看法。

■ 2017 年《財富
財富》
》全球論壇 6 日在廣州開幕
日在廣州開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
常委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
。 中新社

■ 開 幕 式
前，汪洋和
前來參加論
壇的外國政
要及中外企
業家代表合
影。 中新社

汪洋表示，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
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
的方向發展，這是一條正確之路。中國
決心與各國一道，堅定不移地擴大開
放，推動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
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
制，旗幟鮮明地反對保護主義。

中國外資政策不會變
汪洋指出，一個多月前，中共十九
大在北京勝利召開，制定了中國未來發
展的行動綱領和宏偉藍圖，宣示了中方
願同各方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
誠願望。
汪洋強調，中國經濟格局正在經歷
深刻變革。中國未來的發展，是以人民
為中心的發展，是質量第一、效益優先
的發展，是創新驅動的發展，是全面開
放、互利共贏的發展。中國將促進新技
術、新業態、新模式的茁壯成長，強化
知識產權創造、保護和運用，加快建設
創新型國家。

汪洋又指出，中國過去的發展得益
於開放，今後走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
之路，更需要擴大開放。中國發展階段
和發展方式在變，但積極有效利用外資
的發展政策不會變，准入前國民待遇加
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模式已經在全國推
開，設立外資企業的時間由過去的一個
月已經縮短到三天左右。

證券銀行保險開放准入
汪洋還透露，中國正在制定重點
領域擴大開放的時間表、路線圖，包
括放開證券、銀行、保險、新能源汽
車等領域的外資准入比例。中國致力
於打造一視同仁、公平競爭的營商環
境，保護外資企業知識產權等合法權
益。
“中國好，世界好，世界好，中國
會更好。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
會越開越大，一個更加繁榮開放的中國
必將為各國企業帶來巨大的發展機
遇。”汪洋強調。

世界經濟新格局 汪洋提三點看法
■ 堅持經濟全球化大方向，是構建世界經濟新格局基
本前提
■ 堅持創新驅動新舊動能轉換，是構建世界經濟新格
局關鍵
■ 堅持包容共享性增長，是構建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重
要理念
資料來源：新華社
■馬雲出
馬雲出席
席“新前沿
新前沿”
”主題會議
主題會議，
，與《財富
財富》
》雜誌總裁
雜誌總裁、
、
時代集團首席內容官穆瑞瀾進行現場訪談。
時代集團首席內容官穆瑞瀾進行現場訪談
。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敖敏輝、黃寶儀、
帥誠 廣州報道）無現金支付、共享經濟、網上購物、
高 鐵 …… 中 國 的 “ 新 四 大 發 明 ” 成 為 世 界 關 注 的 焦
點。在專場對話中，《財富》雜誌執行主編亞當．拉
什斯基就對無現金支付在中國的流行程度感到好奇。
他不禁問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未
來五年之後，中國還存在現金嗎？”

馬化騰：可避免假鈔
■馬化騰在全體會議上以“創新和
生態系統”
生態系統
”
為主題作發言。
為主題作發言
。 中新社

汪洋深情回憶“廣州時光”
眾所周知，廣東
* & 是汪洋從政生涯中重
要的一站。他在致辭中為賓客介紹“中
*
國南大門”時，也深情地回憶起他的五
年“廣州時光”。
2007年12月，汪洋調任廣東省委書
記，第一次公開亮相時就表示將“努力
成為並當好一個‘廣東人’，做一個廣
東人民認可和信賴的公僕”。五年後離
任前夕，汪洋又一次深情表示，“如果
大家認為這五年我真的融入了廣東，請

批准我為‘廣東人’”。
如今再度來到廣州，汪洋顯得頗有
感觸說，“我有幸在這個城市生活過五
年，離開這個城市也已經五年，我高興
地看到今天的廣州生態更加優美，營商
環境更加優越，創新創業的氛圍更加濃
厚，相信富有戰略眼光和開拓精神的各
國企業一定會透過廣州看中國，把握中
國經濟的脈動，在廣州、在廣東、在中
國大顯身手大展宏圖。”
■記者黃寶儀、敖敏輝、盧靜怡、帥誠

■庫克在全體會議上以“數字新世
界”
為主題作發言。
為主題作發言
。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僅政治和外交關係墜落冰點，經貿、旅
遊和文化交流等也飽受衝擊。
隨着韓國新一屆政府的上台，今年
10 月，因“薩德”入韓引發的中韓矛盾
終於迎來“破冰”。韓國新任外長康京
和 10 月 30 日接受韓國國會質詢時公開作
出“三不承諾”（即韓美日安全合作不
會發展成軍事同盟，韓國政府不考慮追

“移動支付的現金只是電子化 ，這不代表沒有現
金。”馬化騰笑言，騰訊和阿里在移動支付領域上的競
爭，迅速普及了中國的移動支付和無現金化。
馬化騰認為，移動支付在中國的流行是因為便利，移動支
付可以避免假鈔，小商販不需要找零，也不需要POS機那麼麻
煩，每一個人的二維碼都可以成為一個先進的POS機。

庫克點讚華技術及人才

“薩德”未“封印” 中韓關係仍如履薄冰
正當朝鮮半島局勢劍拔弩張之際，
中國外交部 6 日宣佈，應國家主席習近
平邀請，韓國總統文在寅將於 12 月 13 日
至 16 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這無疑為
過去一年多來持續緊張的中韓關係，以
及目前陰雲密佈的半島局勢帶來曙光。
去年以來，由於美韓執意在韓部署
“薩德”系統，中韓關係持續降溫，不

中國無現金支付成焦點

加部署“薩德”反導系統，韓國政府不
參與美國構築的導彈防禦系統）。隨
後，中韓外交部門同時對外發佈溝通結
果，明確表示在韓國部署的“薩德”系
統不針對第三國，即不損害中方戰略安
全利益。
11 月 11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越南
峴港會見文在寅。文在寅重申，韓方重

出席《財富》論壇的國際商界領袖，也對中國迅猛發
展取得的卓越成就紛紛點讚。蘋果公司 CEO 庫克表示，對
於蘋果為何選擇中國，並非因為勞動力成本低，“實際上
中國擁有最好的最成熟的製造技術，這是一個技術、技能
非常非常高的國家。”同時中國正從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
大國邁向現代技術的應用大國。他強調，其他外國投資者
可能會很關注中國的市場，但對蘋果公司來說，中國最大
的吸引力是人才的質量。

視中方在“薩德”問題上的關切，無意
損害中國的戰略安全利益。11 月 13 日，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菲律賓馬尼拉會見
文在寅。李克強表示，希望韓方繼續作
出切實努力，為中韓關係發展掃清障
礙，確保中韓關係沿着正確軌道平穩健
康發展。11 月 22 日，康京和訪華與中國
外長王毅會談，為文在寅訪華鋪路。
目前，美韓正在朝鮮半島上空舉行
年度大規模聯合空中演習。此前，朝鮮
宣佈成功發射了“火星-15”型導彈。
朝鮮方面警告，美韓軍演將當前一觸即
發的半島局勢推向爆發邊緣。文在寅的

訪華將進一步推動中韓關係早日重回正
軌，同時也為緩解不斷緊繃的半島局勢
提供了新的希望。
目前雖然中韓關係改善趨勢明顯，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薩德”問題遠未如
韓國政府所言那樣已經“封印”，中韓關
係目前仍如履薄冰。一次國事訪問，並
不可以一勞永逸，解決中韓間所有的問
題。相信在即將舉行的中韓元首會談
中，“薩德”問題仍將是雙方繞不開的
“痛”。中國還得密切關注韓方可有實
際行動，恪守
“三不承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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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花雀瀕滅絕 僅13年由危變極危

器官捐贈課
走進中國高校
35 歲、已為人父的劉源是北京一位人體器官捐贈協調員。他負責聯
繫捐贈者家屬，協助移植科醫生完成器官捐贈與獲取，以及處理捐贈者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官網 5 日宣佈更新瀕危物
種紅色名錄，其中，黃胸鵐（俗
稱“禾花雀”）的評級從“瀕
危”升至“極危”。“極危”意
味着其野生種群面臨即將滅絕的
機率非常高。
紅色名錄上評級提升的理由
為：跡象顯示，該物種數量總體
下降速度超出此前想像，並且在
過去11年間變得非常迅速。
據紅色名錄官網公佈信息，
2004 年 之 前 ， 禾 花 雀 為 “ 無
危”。此後，禾花雀瀕危等級從
“近危”、“易危”、“瀕
危”，到目前的“極危”，短短

■課上進行情景
教學。
教學
。 網上圖片

身後事宜。他也即將成為在高校講授“器官捐贈與移植”的老師。今年
11 月起，北京、上海、昆明、南寧、武漢、南昌等城市的 7 所醫學院校
陸續開設與器官捐贈有關的選修課，這是中國器官捐贈事業走向專業
化、規範化的重要一步。
年 2 月，劉源的工作日程裡多了個任
今務——在微信群“聽課”：來自西班

牙、意大利、法國的器官捐贈領域專家在
群裡提問，22 名中國學員每個人都要作
答，全程使用英語。學員大多是醫院急診
科，神經內、外科和移植科大夫，以及劉
源這樣的捐贈協調員。

22醫護人員西方“取經”
課程持續了三個月，內容包括器官捐
贈的臨床方法、管理和傳播策略。醫生們
大多是白天在病房、手術室裡忙工作，晚
上擠時間看材料，答問題。
5 月，該 22 名醫護人員赴西班牙巴塞
羅那大學培訓一周。他們希望把外國專家
豐富的實踐和教學經驗帶回中國，傳授給
更多學生。
劉源 2013 年開始擔任北京佑安醫院器
官捐贈協調員。此前並無相關培訓和學習

■新華社
經歷的他，只能“摸着石頭過河”。
作為一名拿手術刀的移植科大夫，劉
源很不情願離開臨床，畢竟器官移植被譽
為“外科手術的王冠”。他的同事半年時
間都沒促成一宗捐贈，讓他覺得自己實在
不能勝任。
剛開始，他買了很多講授溝通技巧的
書，諸如“13 天速成社交達人”等，希望
快速提高與陌生人的交流能力。
然而，他負責的第一宗器官捐贈最後
卻是在“酒桌上完成”。一個 13 歲的女孩
身患腦瘤，已無法挽救，只能靠 ICU 病房
裡的機器維持呼吸和心跳。劉源拿了兩瓶 ■22 名醫護人員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大學接
二鍋頭酒和孩子父親吃飯，兩人像兄弟一 受器官捐贈的培訓。
網上圖片
樣掏心掏肺地說了很多話。第二天，父親
同意捐贈孩子的肝、腎和眼角膜，挽救了 多。劉源說，影響器官捐贈的最大困難是
傳統觀念，“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至少3個人的生命。
4年時間，劉源完成了30多個成功捐贈 毀傷”，很多人認為遺體完整才是對逝者
的病例，而失敗的，大概比成功的 5 倍還 的尊重。

穗研發“虛擬醫生”準確診斷24種兒科病
6日，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稱，該
中心研發的人工智能“虛擬醫生”“咪姆
熊”已學習近 200 萬份真人病歷，能看 32
種疾病，其中 24 種疾病診斷的準確率達到
90%以上。
據該中心臨床數據中心主任梁會營介
紹，2016 年 11 月，“咪姆熊”智能醫生啟
動研發，主要用於輔助醫生診斷、推薦後
續治療方案。

3

例如，醫生根據孩子出現異常的身體
部位，點擊“咪姆熊”身上相應區域，並
選擇孩子的症狀描述，“咪姆熊”就會給
出初步判斷並提供就診建議。
“咪姆熊”主要通過學習理解醫學詞
彙，提取並理解病歷中的信息、專家指南
等，其後將醫生輸入的病情描述等病歷信
息轉化為能識讀的結構化文本。藉助醫院
的醫療大數據，“咪姆熊”至今已經學習

中國經濟

文 匯 財神州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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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近200萬份病歷。
“在‘咪姆熊’六月齡時，診斷準確
率達到76%。”梁會營稱。
“咪姆熊”目前分為簡單易用的大眾
版和專業的醫用版。未來，“咪姆熊”預
計將能看 73 種病，並與患者實現語音交
互；家長可以在手機和電腦上使用大眾版
咪姆熊醫生為孩子“諮詢問診”。
■中新社

13年間經歷了4次上調。
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官網公
開信息，在中國，為食用而對禾
花雀進行的非法誘捕是該物種的
主要威脅。
據此前報道，廣東省就有捕
食禾花雀等野鳥的傳統。公開資
料顯示，2000 到 2013 年，僅媒體
報道的非法誘捕禾花雀的案例就
有 28 宗，最多時，廣州和韶關查
獲的被捕殺禾花雀達10萬多隻。
2016 年 11 月 ， 國 際 鳥 盟
（BirdLife International） 亞 洲 部
主任研究員陳承彥表示，根據內
地多個監測點的數據，目前內地
禾花雀的數量可能只有 20 世紀 80
年代的百分之一。
■澎湃新聞

6 日，日落時分，北京頤和
園十七孔橋出現“金光穿洞”美
景，吸引許多遊客前來觀賞。圖為遊客在欣賞“金光穿
洞”。
文/圖：新華社

金 光 穿 洞

六旬長城守護者 寫下50萬字著作
近年，山西省忻州市偏關縣
成立了一支由官方和民間組成的
“長城護衛隊”，六旬老人高政
清為其中一員。
2014 年 9 月，高政清成為偏
關縣僅有的 6 名長城保護員之
一，工作補貼雖然微薄，但高政
清樂在其中，並寫下 50 萬字的長
城研究著作。高政清每天從早晨
8 時一直巡查到夜裡，範圍從內
蒙古自治區的頭道溝至山西偏關
的柏楊嶺，全長 30 多公里。
山西省現存較完整的城牆和遺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7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

■六旬長城
守護者高政
清。 中新社

跡有 1,500 多公里，山西偏關也被
稱作“中國長城博物館”。自2010
年，中國國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政府
共投入 7,400 餘萬元人民幣維護山
西省古長城。
■中新社

美南版

AR星巴克開張 豪客消費3000元
上海門店全球最大 客人爆滿排長龍

出於對中國市場的超高期待，國際咖啡連鎖巨頭星巴克的全球面
積最大門店 6 日在上海正式開業。新店號稱將 AR 科技融入到實體零
售中，全新消費場景極大提升消費者購物熱情，吸引不少顧客豪爽消
費，有人一次性消費 3,000 元（人民幣，下同）。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2,700
這家位於南京路、建築面積達
平方米的新店充滿中國元素，不僅

是一個巨大的實體零售場所，更隱藏諸
多 AR 場景在內。大到烘焙桶，小到一
個咖啡壺，只需用手機掃一掃，就會在
虛擬現實增強技術中，探尋到另一番乾
坤。6 日很多顧客都直衝 AR 體驗而去，
尚在排隊等候時便有多人向門外迎客的
店員打聽店內科技含量。

AR導購增加顧客消費慾
記者進店後，在星巴克員工的指引
下完成了 AR 體驗，步驟是先用手機連
接店內Wi-Fi並打開定位，然後手機鏈接
會轉向星巴克天貓店，之後彈出的頁面
內有個 AR 掃一掃，點擊後將掃描對準
有星巴克“星”標誌的物品上，手機頁
面上便會有動畫或圖片介紹。
值得一提的是，該 AR 場景並非僅
僅提升樂趣所用，它的妙用之處在於很
多售賣的產品可以通過 AR 掃描顯示在
顧客手機上，例如很多甄選咖啡都有詳
細介紹，閱讀後如有興趣品嚐，只需向
店員展示手機上的產品，便可現場下單
購買，這種主動性的 AR 導購，實際上
提高了顧客的消費慾望。

咖啡糕點售價明顯提高
新店為臻選咖啡烘焙工坊，店內主
打甄選咖啡，也就是高品質咖啡豆現磨
而成的咖啡，相較普通星巴克門店，這
裡售賣的商品更豐富，品質亦更高。相
應地，咖啡售價明顯高於普通門店，大

多集中在50元至80元不等，特別工藝的
咖啡甚至賣到118元至128元一杯，容量
相當於普通星巴克咖啡的中杯水平。
以相同容量的經典意式咖啡為例，
此處的一杯濃縮咖啡 33 元，美式咖啡 40
元，拿鐵 46 元，而普通門店內上述咖啡
售價分別是15元、24元和28元，由此可
見，價格高出幅度達60%至120%。
除甄選咖啡外，這裡還有麵包、糕
點、茶葉、葡萄酒、啤酒以及周邊產品
的售賣。其他糕點售價也相對較高，烘
焙工坊的巧克力麥芬售價 30 元，而普通
星巴克的巧克力麥芬為 20 元；麵包蛋糕
價格一般在30元至78元區間，普通星巴
克店內同類產品多在15元至30元之間。

■店內的烘焙機每天可處理3噸左右咖啡豆。

■一杯看
似普通的
黑咖啡，
實則為價
格 68 元
的甄選咖
啡。

■身穿印有“teavana”的店員，此店
還是一家售賣中國茶葉的星巴克。

■ 身 背
mini
pose 機
的店員可
為顧客點
單。

每日烘焙3噸咖啡豆
儘管售價較高，但在AR助力下，該
店消費場景氛圍頗佳，很多人一邊刷着手
機AR一邊不停下單購物。記者看到，店
內所有的售貨櫃枱和吧枱上都擠滿了消費
的人，有位男顧客更是買滿兩大袋的咖啡
豆、隨行杯和打包糕點等各類商品。他向
記者表示，在這家全球最大的星巴克門店
內他一次性消費就高達3,000多元，這是
在之前普通的門店內，要光顧 60 次以上
才能達到的數額。
星巴克店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新開業的烘焙店內共可容納 450 名顧
客，每日店內處理的烘焙咖啡豆重量高
達 3 噸左右，這些數字都顯示着星巴克
對內地市場的高期待值，目前內地是星
巴克在美國本土外的全球第二大市場。

■顧客用 AR 來進行導購，手機內可顯
示咖啡具體信息。

 & 店內滿座 顧客被限流風中苦等
到正門在何處。記者排隊約 1.5 小時才 流動式點單方法，只要是身背mini pose
星巴克新店“黑科技”的名聲在外，


吸引大批顧客光顧，需採取限流，店外等
候顧客亦大排長龍，許多人在寒風中苦等
數小時，只為進店一探究竟。
6 日新店開張前，門口已有不少排
隊等待進入的顧客，之後排隊人數越來
越多，人龍長至甚至可繞店一周。記者
上午10時半到達排隊時，已經排到看不

得入內，店裡除了上海本地消費者，還
有很多外國人特意來此嘗鮮。國外顧客
稱從來沒有排過那麼久的隊，但為了一
睹全球最大的星巴克店，同時也是一家
高端的中國風星巴克，甘願頂着寒風苦
等。
考慮到店內顧客眾多，門店採用了

機的店員都可為客人點單，各吧枱也可
以由任何一名店員為顧客提供點單服
務。直至下午 3 時記者離店，門口的隊
伍愈發見長。安保人員表示，預計傍晚
下班時段會迎來客流高峰，到時可能要
排隊2小時以上才能進店。
■記者 孔雯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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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泥未適用原基法 環團盼立院角力
（中央社）行政院會預定明天討論礦業法
修正草案，草案規定未作環評的礦場須補辦環
評，但亞泥礦權展限已通過，不適用原基法 21
條。地球公民基金會專員黃靖庭說，等著看立
法院角力。
黃靖庭回答中央社記者說，行政院提出的
版本雖納入環評和原基法，但其中有關原住民
基本法 21 條，未能涵蓋亞泥；由於礦業法目前
立法院有很多版本，也有溯及既往的條款。環
團仍希望能踐行原基法 21 條，取得部落同意的
礦場必須期限內補做，在一定時間內未補做完
成，礦務局應撤銷其礦權或廢止其礦業用地。
黃靖庭說，行政院版本對新礦權 「應諮商

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 ，但原本
的亞泥未被要求；目前所知其他立委的版本有
提，就看立法院攻防。
「沒有亞泥，部落族人很多人會失業」 。
涵蓋礦場下的富世、可樂等部落的玻士岸部落
主席田欽賢受訪說，政府在修法過程中，一定
要納入並真正落實原基法 21 條規定，與原住民
諮商獲同意後才能開採。
他說，目前富世部落仍有少數族人抗議亞
泥開採，希望大家平心靜氣溝通，尋求雙贏局
面，維護部落族人的工作權及回饋需求。
花蓮縣政府對礦業法修正案表示，尊重中
央，對於員工工作權益必須注意。

都更公聽會 花敬群：加入民間量能有必要
（中央社）都改組織秘書
長彭揚凱今天說，政府主導都
市更新，才叫真都更。內政部
次長花敬群說，目前還是要務
實面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量能
，把政府和民間量能銜接起來
是後續要努力的事。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姚文智
今天就都市更新修法舉行公聽
會，邀請內政部長葉俊榮、政
務次長花敬群等官員、業界代
表和專家參與討論。
姚文智表示，行政院剛通
過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下
週內政委員會會開始排審，政
院版推出後褒多於貶，但到底
行不行，包括都市發展、都市
計劃體系、居住正義能否實現
、房地產市場動能等都要列入
考慮。他是站在都市要進一步
升級、發展的角度，對於都市
計畫，期待政府能帶頭、引領
都市和城鄉有更好的發展。

葉俊榮表示，這次修法已
經用專章把公辦都更相當多的
部分納入，活絡都更是大方向
，大環境確實有不利推動的地
方，在法制作業上要把各面向
考慮好，希望立法院審議時能
順利往前走。
OURs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
織秘書長彭揚凱說，台灣都更
條例談到現在，想談真正有一
定範圍、涉及到整體土地或有
計畫開發，只有公辦都更比較
可能實現；他支持引進民間量
能來協助政府做公辦都更，但
應維持政府是公辦都更最後實
施者的主體，民間比較像代為
實施者或代為建築者的概念，
這是公辦都更的最核心部分。
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前
院長楊重信說，容積獎勵條件
要嚴格一點，過度的容積獎勵
就是給建商得到最大利潤，違
反公平正義，所謂的釘子戶也

大部分是從這邊來的。
花敬群表示，內政部也期
待有強大政府、充分人力、資
源和機制，來推動大範圍都市
再生，問題是長期以來建立了
多少基礎和經驗，社會上的需
求和壓力有多大，有足夠空間
讓政府把量能和機制建構後再
做嗎？把政府和民間量能銜接
起來絕對是後續要努力做的事
。
花敬群說，內政部要求地
方政府要做都市更新計畫和都
市更新地區的劃設，現階段已
經在規劃，要如何補助地方來
執行這件事，經費已經在籌備
了，不能等到都更條例修法三
讀後才開始啟動這件事，內政
部希望從上而下，把系統逐步
建構起來。至於容積獎勵，現
在的容積獎勵內涵是經過社會
非常充分的討論，是個均衡點
。

藍委批桃園陂塘種電
國民黨團副書記長吳志揚（
國民黨團副書記長吳志揚
（右起
右起）、
）、立委陳學聖
立委陳學聖，
，6 日在黨團召開記者會
日在黨團召開記者會，
，指桃園市長鄭文
燦為配合非核家園，將桃園 4 座陂塘抽水種電
燦為配合非核家園，
座陂塘抽水種電，
，嚴重傷害生態
嚴重傷害生態。
。

無照貨車國道肇事 監理所坦承疏失
（中央社）國道 3 號日前發生一起車禍，一
輛小轎車遭牌照已吊銷的大貨車撞上，造成 3 人
死亡，高雄監理所課長洪美芳今天坦承，肇事貨
車公司未繳回牌照，監理所也沒馬上要求拔牌。
國道三號北上 189 公里龍井路段在 10 月 24
日下午發生重大車禍，一輛載滿鋼材的拖板車疑
似爆胎失控，先從南下方向車道穿越分隔島，再
撞上一輛行駛在北上車道的小轎車。駕駛小轎車
的 41 歲林姓男子以及妻子、7 個月大的女兒都傷
重不治。
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呂玉玲今天陪同死者
家屬召開記者會，家屬在會中聲淚俱下，要在場
的政府官員看著死者的照片，回答大家的質疑。
呂玉玲說，肇事的大貨車牌照早已在 4 月 5
日遭到吊銷，卻因為公路總局及高雄監理所的放
縱，被吊銷的大貨車可以在路上橫行無阻；不僅
如此，調查顯示，目前仍有 2 萬多輛被吊銷車輛
在交通部的放縱下逍遙法外。
呂玉玲表示，經調查公路總局轄下的高雄監
理所後發現，肇事公司旗聯交通下面有 18 輛大
貨車，有 10 輛牌照早就被吊銷，其中最早可追

溯到 105 年 12 月，表示高雄監理所這一年來完
全沒有去追回這些牌照，也沒有稽查這間公司。
諷刺的是，事發之後，高雄監理所前往該公司稽
查，也順利拿回 10 張牌照，顯示高雄監理所早
就可以避免這場悲劇。
與會的高雄監理所運輸業管理課長洪美芳說
，針對這台肇事車輛，牌照註銷後已連續發了 2
次公文，要肇事公司繳回牌照，但這家公司未把
牌照繳回，監理所也沒有馬上要求拔牌，針對這
件事，他們非常抱歉。
此外，呂玉玲也表示，這起悲劇，肇事主因
為 「超重導致爆胎」 ，也因為當天國道高速公路
局大甲地磅站 「未開」 ，錯失了阻止悲劇的機會
；調查後發現，國道高速公路局地磅站未開的理
由居然是 「成本不足」 。
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管理組副組長張崇智
則在會中解釋，主要是依照大貨車通過量較多的
重點路段與時段做開磅；至於家屬質疑為何不用
eTag 追蹤未繳回的貨車牌照，他則說，eTag 目
前沒有和監理資料連結，未來會積極處理。

彰化自助洗衣店爆炸 兩人受傷無大礙
（中央社）彰化縣二林鎮一間自助洗衣店今天晚上傳出爆炸意外，當時在店內的一男一女被炸
傷，自行前往二林基督教醫院就醫，所幸兩人意識清醒，沒有生命危險，警消正在調查爆炸原因。
彰化縣消防局勤務中心指出，今天晚上接獲報案指稱，二林鎮建國路一間自助洗衣店傳出爆炸
意外，8 輛消防車和 13 名消防員趕抵現場時，現場已無火勢，有兩名民眾受波及受傷，自行就醫。
二林基督教醫院指出，受傷兩人有 2 度灼傷，不過沒有生命危險。
消防局表示，自助洗衣店內的玻璃因爆炸而碎裂，店內的洗衣機也被炸開，他們除通知洗衣店
負責人之外，也已經封鎖現場進行鑑識，以釐清意外發生經過以及原因。

張小月：
張小月
：陸委會維持原名較恰當
陸委會主委張小月（
陸委會主委張小月
（中）6 日表示
日表示，
，政府依據憲法與兩條例處理兩岸事務
政府依據憲法與兩條例處理兩岸事務，
，因此陸委會
才叫 「陸委會
陸委會」
」 。尊重個別委員提案
尊重個別委員提案，
，但維持原名較恰當
但維持原名較恰當。
。

空污法修法 經部：特殊情況盼保有彈性
（中央社）空污議題延燒，行政院長賴清
德 5 日召開跨部會會議討論空污法修法相關議
題，經濟部官員表示，一定會配合環保機關訂
定的管制規定，但希望在特殊情況下，能保有
一定彈性。
秋冬季節空污狀況嚴重，中南部情況更甚
，賴清德盼加速推動空污法修法，5 日召開跨
部會會議，除主責單位環境保護署外，邀集經
濟部、交通部、農業委員會、經濟建設委員會
及主計總處等相關部會參與討論。
經濟部官員表示，目前，任何經濟建設都
不可能不考慮空氣污染與環境問題，經濟部一
定會配合中央及地方所有環保機關訂定的管制
規定，唯一擔心的是，在特別情況下，如果供
電特別有困難時，希望可以容許有替代方案的
空間。
官員舉例，假設南部一處電廠損壞停機，

且可能影響供電穩定，甚至面臨需要分區限電
情況時，其他電廠卻因為許可量不足而無法馳
援，是值得考慮的狀況；官員說，環保署對此
也表示理解，但實際如何以文字法條呈現，以
及相應的因應措施，都要進一步研議。
官員表示，目前因能源轉型，部分電廠不
供發電使用，或是受到空污管制、許可量限縮
，經濟部都會配合相關措施，但在如前述特殊
狀況發生時，希望還是能留有一些彈性。
除雲林縣政府限縮麥寮電廠生煤許可量外
，台中火力發電廠及高雄興達電廠也被要求降
載發電，經濟部長沈榮津日前表示 「電是大家
要用的」 ，希望中央地方一起面對。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今天表示，空污法下
週一（11 日）會先在行政立法協調會報中討論
，下週四（14 日）送出行政院會，並送到立法
院。

新版都更條例公聽會

民進黨立委姚文智（
民進黨立委姚文智
（左 3）6 日在立法院
日在立法院，
，主辦 「新版都更條例行不行
新版都更條例行不行」
」 公聽會
公聽會，
，邀內政部長
葉俊榮（左 2）、
葉俊榮（
）、次長花敬群
次長花敬群（
（左）等職司官員及學者專家
等職司官員及學者專家、
、社團代表與談
社團代表與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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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智慧政务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我以前的工作场景是早上到了办公室，门口排
长队，很多人拿请示报告，让我审批签字，但我很难
在短时间内作出决策。”在今年 9 月举办的第三届全球
（银川） TMF 智慧城市峰会上，宁夏银川市副市长郭
柏春讲述自己打造智慧城市的“初心”：提高政府行
政效率。
如何高效率治好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枯竭
等多发“城市病”，是每一个市长都头疼的问题，郭
柏春表示，在没有数据支撑的情况下，决策其实很
难。
为此，银川市与中兴通讯携手，共同打造智慧银
川，未雨绸缪解决城市问题。依托“技术架构、商业
模式、管理模式、专业监管、立法保障、体制改革”
六大创新支撑体系，银川市政府建成智慧政务、智慧
社区、智慧交通等 10 大系统 13 个子模块，形成了可
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城市“银川模式”
。
智慧政务是打造智慧城市的核心，而今中国的智
慧政务方案正在被世界共享。作为赞比亚财政部经常
与数据打交道的高管，斯科特经常碰到数据滞后、不
同部门的数据“打架”
、老旧数据调取困难等情况。
2015 年，斯科特的生活迎来改变。赞比亚总统伦古
首次访华，与中国签订智慧赞比亚一期项目。作为项目
承建方，华为提供的云化两地三中心的国家数据中心
方案，为赞比亚政府电子政务集约化建设提供了物理
基础设施支持，不仅大幅度提高了政府办公效率，也提
升了关键部门数据的安全性。现在，斯科特的“烦恼”已
经迎刃而解。
2017 年巴塞罗那全球智慧城市博览会，由华为主
导的“深圳智慧交通”
“沙特延布智慧城市”荣获创新大
奖。
中国智慧城市治理方案已在全球竞争中崭露头角。

智慧产业
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以前是骑摩托车赶羊放牧，现在足不出户就能
了解草原防盗、森林防火情况，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
远程遥控喷灌设备，咱牧民生活越来越便捷了。”大
数据给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昂素嘎查牧民孟克巴
雅尔的生活带来了大变化。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牧民们的生活
有了新希望。孟克巴雅尔生活的改变是内蒙古大数
据产业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自 2011 年全面启动云
计算产业发展战略以来，内蒙古依托自身优势，推动
产业迅猛发展，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服务器装机能力
已达 90 万台，全区光缆总长度 42 万公里，互联网宽带
接入端口 890 万个，建设北方大数据中心的宏伟蓝图
已初显规模。
面对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国务院最
近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
网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传统产
业优化升级。
日前，中国机床行业领军企业沈阳机床集团，发
布全球首个面向工业领域的运动控制智能平台系统
i5OS，提供分享式研发应用服务，塑造“工业互联+
云服务+智能终端”智造新生态。

智慧民生
巧解民生各种难题
今年 11 月 23 日起，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
网站微信支付功能上线试运行。这是在引入互联网
订 餐 、取 消 异 地 售 票 手 续 费、推 出 高 铁“接 续 换 乘 ”
“自主选座”功 能 后 ，铁 路 部 门 实 施的又一便民服
务新举措。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微信支付看似小事，其
实是关系万千旅客切身利益的大事。随着铁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入，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铁路网和互
联网不断“双网融合”，打造的“智慧铁路”也在不
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日渐成熟
的人脸识别技术正在让出行更有“科技范儿”。在一
些高铁站，旅客只要在指定位置扫描身份证和车

10 月 26 日，老人们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数据应用产业基地体验 VR 眼镜带
来的互动感觉。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中国迈向
智慧社会
智慧
社会
本报记者

贾平凡

韩维正

在中共十九大上，“智慧社会”被正式写进报告当中，与科技强国、质
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并列。
“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民生”……正如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曾
预言：“但凡有人能想到的事，必会有人将其变为现实。”智慧社会正将许多
科幻电影中描述的“未来场景”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中国智慧社会建设正处在进行时。关于目前中国智慧社会的建设情况，
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信息
化和产业发展部的多位专家学者。

①

②

③

④

票，并在机器前“露个脸”，闸门就会自动开
启。刷脸进站通道的开通，极大加快了旅客进
站速度。此次，铁路部门推出的微信支付功能
再次让旅客感受到指尖上跳动的便捷，助力铁
路在新时代智慧前行。
“‘智慧社会’是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实
践基础上的理念深化、内容延伸和范畴拓展，体
现了智慧城市和智慧乡村的有机结合，反映了
新时代我国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要求。”国
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中国智慧
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单志广对本报记者表
示，智慧社会也应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
在精准扶贫领域，贵州省与浪潮软件集团
有限公司合作，通过打造全省“扶贫云”平台，用
大数据甄别贫困人口，管理扶贫项目和资金，开展
贫困监测和评估，有效实现了把贫困人口找出来、
把致贫原因摸清楚、把帮扶措施落到位、把党的政
策送到家、把社会爱心送到位，彻底解决了“扶持
谁”
“谁来扶”
“怎么扶”
的问题。
“我们建立的指标体系，
包括18项84个小指标，
可以通过大数据对贫困人口识别进行量化，看见贫
困深度到底有多深。”贵州省扶贫办总农艺师周兴
表示，
“以往贫困户退出只是简单考察其收入、
住房
和有无辍学子女，以定性分析为主，现在则通过系
统将各项指标具象化，
更加科学合理。
”

智慧社会
迎接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是建设
智慧社会的基础技术支撑，也是世界主要国家产
业博弈的阵地所在。“我国目前的智慧化发展进
展阶段虽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距离系统
化的智慧还具有一定的距离。”国家发改委城市
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
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但是从我国的发展
潜力看，通过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跨越式发展，
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
2017 世界物联网无锡峰会上，工信部副部长
罗文表示，拥有巨大物联网场景和市场的中国，
有望抓住技术革命机遇在一些前沿领域实现领
跑。随着物联网大门打开，智能驾驶、无人支
付、智慧医疗等新技术新应用加速落地，新产业
新业态蓬勃发展，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正在到
来。
11 月 15 日，科技部公布了首批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百度、阿里云、腾讯
和科大讯飞 4 家企业，将分别聚焦自动驾驶、城
市大脑、医疗影像和智能语音等领域，开展建
设 创 新 。“ 这 4 个 领 域 ， 中 国 已 走 在 世 界 的 前
列。”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说。《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提出，将用 13 年的时
间，将中国打造成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在 《“ 十 三 五 ” 国 家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中 ， 中 国 提 出 ， 实 施 网 络 强 国 战
略 ， 加 快 建 设 “ 数 字 中 国 ”， 推 动 物 联 网 、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向各行业全面融合
渗透，构建万物互联、融合创新、智能协
同、安全可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
到 2020 年 ， 力 争 在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产 业 薄 弱
环 节 实 现 系 统 性 突 破 ， 总 产 值 规 模 超 过 12 万
亿元。
世界上最伟大的改变永远在未来。“‘智慧
社会’是未来‘智慧中国’的代名词，是我国现
在‘数字中国’建设的将来时，也是‘中国梦’
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彰显了中国推进经济社
会智慧化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
信。
”单志广说。
图①：10 月 26 日，参观者在浙江省杭州市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口碑展台的智能咖啡机
上体验扫码选咖啡。
龙 巍摄 （人民视觉）
图②：11 月 24 日，一名乘客在山东省青岛
北 站 无 人 自 助 超 市 选 购 商 品 。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图③：10 月 11 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高
尔夫社区网格长林琳 （右） 展示智慧天网的 APP
客户端，通过该客户端，网格员可以实时传送各
类社情信息。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图④：10 月 27 日，河南省郑州市黄河路三
小 的 学 生 在 课 堂 上 体 验 AR 技 术 。
张 涛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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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 广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第三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暨 2017
中国侨都（江门）华人嘉年华（下称“世
广会”）11 月 17 日在江门开幕。来自全
球 7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2300 多名广府
人代表和社会贤达汇聚一堂，共叙乡谊，
共谋发展。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全国政协副主席
罗富和，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全国人大财
经委副主任委员朱小丹，国务院侨办副
主任谭天星，中国侨联副主席康晓萍，
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参赞钟瑞明，广府人
联谊总会会长、广州市原市长黎子流等
领导和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马兴瑞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一直
以来大力支持参与广东改革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的海内外广府乡亲表示感谢和问候。
他指出，长期以来，世界广府人秉承“慎
终追远、开拓奋斗、包容共济、敢为人先”
精神，积极主动推动海内外友好交流合
作，为国家对外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作出
了突出贡献。希望世界各地的广府乡亲
把握新时代发展机遇，继续关心支持参
与广东的建设发展，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谭天星代表国务院侨办对大会的召开
表示祝贺。他指出，广府人凭借“敢为天
下先”的精神，奋斗足迹遍布世界，为中
国的开放发展和家乡的繁荣进步作出了重
要贡献。国务院侨办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侨

全球广府人共享华侨文化盛宴

▲晚会围绕“梦·中国”主题，展示
世界广府人共圆中国梦的美妙希望。

承办 : 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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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人联谊总会会长黎子流和国
家一级演员余阳丽演唱粤剧选段。
本版图片 苏嘉轩 摄

世广会举办期间，江门结合 2017 中国侨

包括民歌对唱、碉楼约会、歌舞诗剧《守望》

主题，以组歌的形式表现华侨告别亲人、闯荡

都（江门）华人嘉年华，推出了系列具有华侨

专场演出等，是 2017 中国侨都（江门）华人

旧金山、抗战报国、荣归故里的过程，展示了百

文化特色的活动，把世广会打造成为世界广府

嘉年华的一大亮点。利用开平碉楼与村落世

年华侨历史风云和广府特色文化——华侨文化。

人的文化盛会。在世广会与侨乡特色活动相结

遗平台，江门引入世界非遗侗族大歌的表演

在世广会期间展演的还有本土原创精品

合的过程中，广府文化和中国侨都独特的华侨

形式，展现了两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与文

《大江之门传奇》。作品的创作素材是五邑

文化相辅相成，相互碰撞，擦出了精彩火花。

化交融。

侨乡最具代表性的 13 个传奇，涵括历史传奇、

■共享

此外，江门还设置了多项文体交流活动，

人物传奇、自然传奇、文化传奇，以艺术的

如“中国侨都·球舞江门”侨乡足球嘉年华

形式展现五邑大地的侨乡文化之魂、精神之

就邀请了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球队前来

魄、载物之德、理想之梦。

近百万群众参与嘉年华活动
全民参与是本届世广会和嘉年华活动的

参与体育交流。

■共建

一大特色。在 11 月 16 日晚举行的华人嘉年华

“世广会的活动安排很丰富，我们不仅能

大型广场歌会上，来自江门市老干部合唱团

看到很多精品表演，还能沿着主办方安排的

等单位的 600 多名演唱者组成演出方阵在台下

考察线路去体验江门独特的文化魅力。”参

此次现场会还举行“保护侨乡文化，增强

拉歌。来自风采艺术团等单位的 200 多名演

会嘉宾林永义告诉记者。“我们在澳大利亚

文化自信”——侨乡的理论与实践专题交流活

员在台上献唱。台上台下紧密互动，不少群

设立了一个文化中心，开设粤曲班、书法班等，

动，嘉宾前往台山海口埠银信博物馆、梅家大

众还现场哼歌参与演唱，气氛欢乐祥和。“很

就是为了向海外的朋友推广交流广府文化和

院考察，了解江门侨乡文化保护模式和研究成

有趣，我们可以近距离地看演员演唱。”市

华侨文化。参加世广会后，我要把江门优秀

果。围绕“侨乡文化的保护研究”“侨务视野

民陈伯观看完一个节目后，开心地鼓掌。

的文化带到海外去，让更多的人感受侨乡文

下的侨乡文化”“广东侨乡文化的保护实践”

化的魅力。”

等主题，江门还召开了侨乡侨文化保护理论与

参加第三届世广会和嘉年华活动的嘉宾
超 2300 人，活动期间参与的市民群众更达到
近百万人。

实践专家论坛，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交流。

■共创
华侨历史题材原创精品集中展演

■共融

“离乡井，为三餐，家在四邑锦江旁……”

华侨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

探索侨文化保护实践之路

江门还将通过世广会，利用海内外各方
力量共同推动侨乡侨文化传播和传承，呼吁
广大侨胞自觉成为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宣传

华侨漂洋过海闯荡旧金山的故事赢得观众热

者、支持者，成为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纽带，

胞事业更好发展，支持广东的开放发展。

世广会期间，24 名来自贵州黔东南的姑

烈的掌声。世广会期间，由江门原创、以华

成为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言人，践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长春、全国

娘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为游

侨历史为题材的大型情景音乐舞蹈史诗《闯

者，擦亮侨乡侨文化“文化名片”，及时真

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全国政协副主席何

人演唱侗族大歌。这是“世遗侨都·天籁大

金山》在江门演艺中心上演。

切听得到乡音、品味到乡情、感受到乡愁，

厚铧为大会召开发来贺信。

歌”两个世界级文化遗产的“约会”，活动

《闯金山》以江门五邑百年华侨历史为

增强中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综合）

休城社區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建校二十週年慶典大型舞展 “美麗中國”完美落幕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建校二十週年慶典大型
12 月 2 日晚,秋高氣爽的休斯敦，迎來了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成立二十週年隆重慶典活動!一千多觀眾相聚在星光燦爛的史丹
福劇院，一台題為“美麗中國-Beauty of China"的慶典通過舞蹈
展示了中華之美, 表達了我們海外遊子和華裔孩子對祖國的眷戀
和深情。此次慶典稱得上是休斯敦高質量的中華文化展示，也是
華裔孩子們對美麗中國文化之魂的體驗和追尋.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僑務領事張鐵紅, 周潔曉
慧舞蹈學校的總顧問及校董,中美低碳能源基金董事局主席章力
允先生,美南新聞報業集團董事長李蔚華攜夫人從百忙中抽出時
間親自到場祝賀!李強民總領事在致詞中指出：周潔曉慧舞蹈學
校二十年如一日，在休斯頓致力於中華文化傳播、為培育華裔青
少年熱愛中國文化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和貢獻，是休斯頓中華文化
的一張靚麗的名片，很了不起，總領館將一如既往，繼續支持學
校做大做強; 休斯敦市長及國會議員 Al Green 發來賀信並向創辦
人周潔和高曉慧頒發“傑出貢獻獎”；國務院僑辦和上海市僑辦
分別發來賀信，高度肯定學校二十年的辦學成就;專程從北京趕
來的學校總顧問和校董、中美低碳能源基金會董事局主席章立允
先生向 J&H 贈送了名畫以示祝賀！章立允先生表示：感動於周
潔曉慧舞蹈學校為培養藝術人才和中美交流所做的貢獻，由他創
立的基金會將設立專項資金用於每年獎勵 J&H 的優秀學生，並
將全力支持把學校辦的更好!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創始人董事長,著
名舞蹈表演藝術家, 教育家,著名影星周潔女士感慨地說:”二十
年風風雨雨、二十年星光燦爛、二十年舞在天涯、二十年初心不
變：在這裡我要感謝每一位支持和幫助過我們的朋友，感謝中國
駐休斯敦總領館、感謝國務院僑辦、上海市僑辦；感謝休斯頓各
社團、媒體和每一位義工和幫助我們的家長!我要特別感謝從北
京專程趕來的中國著名藝術家我們的好朋友山翀、陳俊華、季節

；你們的精彩展演一定會定格在休斯頓觀眾的心
裡!最後，感謝高曉慧校長率領下的年輕美麗的
老師團隊、她們以校為家以舞為夢，默默地奉獻
著自己的青春和熱情,J&H 是我們的，也是你們
的，她屬於休斯頓、更屬於我們的-美麗中國！
生日快樂 J&H ……”
整場晚會體現了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一貫的高
藝術水準,節目的編排精美,感人,震撼!具有強而
有力的藝術觀賞力和衝擊力,再加上三位特地從
北京趕來祝賀參演的三位國家級藝術家舞劇皇后
山翀,女高音歌唱家陳俊華,胡琴演奏家季節的助陣,整場晚會精彩
紛呈,掌聲如潮!作為休斯敦唯一的橫跨中美兩地的舞蹈學校，全
美最具影響力和家喻戶曉的華人舞蹈學校，更是北美最高質量中
國文化傳播的代名詞!自 1997 年創辦以來已經在休斯敦舉辦了 20
屆大型舞展，中美兩地共 37 屆，數万名學生從這裡走上舞台。
300 多位學生在中美兩地舞蹈大賽中獲獎。僅 2017 年，學校學
生獲得全美各舞蹈大賽 171 個獎項。學校還是休斯敦唯一的北京
舞蹈學院考級基地， 每年在中美兩地舉行中國舞考級，至今已
有幾萬名學員通過考級。學校被國務院僑辦授予“海外華文教育
基地”、 “尋根之旅-華裔青少年夏令營”和“華夢計劃”基地
。至今學校已在中美兩地成功舉辦 20 多屆“尋根之旅”、“相
約上海”、 “中華文化大樂園”夏令營、舞蹈大賽、大師班等
，向華裔青少年傳授中國文化，搭建和全世界華裔青少年交流的
平台。近幾年來連續舉辦了 4 屆中美國際舞蹈大賽。其中 2015
年在休斯敦首創“全球青少年藝術大賽”，世界各地 3 百多位選
手和中美藝術家歡聚休市、共襄盛舉。這樣的教學交流平台可以
說是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得天獨厚的教學特色，家長們都感嘆地說

;這可是在專業學校都得不到的教學待遇，我們的孩子盡然可以
在家門口全天候接受高質量的舞蹈培訓，真是幸福至極，幸運至
極啊！在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學到的不只是舞蹈作品，更多的是藝
術涵養，文化精髓！可以想像一下：天天起舞的日子該有多麼美
好！舞蹈使人年輕，使人永保青春；舞蹈使人樂觀，使人積極向
上，堅韌不拔！ 20 年來無數孩子受益於舞蹈的熏陶和歷練，周
潔曉慧舞蹈學校的許多學生以舞蹈特長考入哈佛大學、 茱莉亞
音樂學院、萊斯大學等世界名校。學生 Connie Chen、Joy Le、
Angela Wang、Steffi Hu、Rose Li、Rachel Lee、Janet Chen
， Phoebe Pan、Kelley Wang、Christy Zhang、Serena Yang 等
十多位學生榮獲全美和休斯敦“ 華埠小姐”及最佳才藝稱號，
真可謂是培育“華埠小姐”的搖籃！
20 年辛勤耕耘，20 年桃李滿園；走遍天涯用心傳播文化，
初心不改用舞敘說中華！ 20 年風雨兼程，20 年星光燦爛；風華
退盡縱然青春不再，攜手同心再創明天輝煌！今天，聞名海內外
的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已經成為橫跨中美兩地的中美舞蹈教育品牌
，更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讓我們祝福她，祝福所
有的老師們，祝福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繼往開來，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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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 12
月 9 日 至 12
月 10 日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
5902 Sovereign Dr.Houston,
TX.77036
TX.
77036

2017 華 夏
Cap 杯 乒 乓

2017 年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
年會
1212
-09
09-2017
2017（
（Sat)
Sat)上午
上午 10 時
至下午 3 時 30 分
永生神基督教會
5855 Sovereign Dr.#D,HousDr.#D,Hous-

球單打比賽
華夏學人協會主辦
Capital Plastics 冠名贊助
1212
-09
09-2017
2017（
（Sat)
Sat)上午
上午 8 時

ton,TX.77036
ton,TX.
77036

休士頓客家會年會
1212
-10
10-2017
2017（
（Sun)
Sun)上午
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
China Star
6223 Bellaire Blvd.Houston,
TX.77081
TX.
77081
休斯敦華文作家協會首屆年會

12-10
1210-2017 （Sun) 下 午 1 時
至下午 3 時 30 分
國際貿易中心
11110 Bellaire Blvd.Houston,
TX.77072
TX.
77072
GFCBW 美南分會年度會員大
會暨年終會員聯誼
1212
-10
10-2017 （Sun) 下 午 5 時
至下午 9 時

Kim Son 餐廳
12750 Southwest Fwy,StafFwy,Stafford,TX.77477
ford,TX.
77477

「 希望之音
希望之音」」 2017 聖誕音
樂饗宴
1212
- 9- 2017 （Sat. ) 上午 10
：30 點 下午 1：30
6780 S.W. Fwy (Hilton HousHouston Galeria Area )




「 汝楨藝苑 」 言雪芬老師慶
生會
1212
-9 -2017 （ Sat. ) 下 午 1
：00 點 6：00
中國人活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