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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中學槍擊至少17
佛州中學槍擊至少
17人
人喪生 槍手遭拘留
現場多人傷亡送醫。
現場多人傷亡送醫
。(路透社
路透社))

槍手在案發現場附近遭警方逮捕。
槍手在案發現場附近遭警方逮捕
。(路透社
路透社))

（中央社）美國佛羅
里達州一所中學 14 日驚傳
槍擊，當局指出，造成至
少 17 人喪生、數百名學生
逃到街上。槍手已遭執法
人員拘留。
法新社報導，布羅瓦
郡（Broward County）警
局推文： 「槍手現已遭到
拘留。」 推文指出，眾多
「受害者」 送醫。
這起槍擊發生在派克
蘭 （Parkland） 的 道 格 拉

斯 中 學 （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
）。學區督學倫西（Robert Runcie） 告 訴 有 線 電
視新聞網（CNN），他認
為至少造成 「多人喪生」
。
倫西說： 「對我們而
言真是可怕的一天。」 他
並表示，事件似已落幕。
聯 邦 調 查 局 （FBI）
指出，正協助地方執法機
構展開調查。

路透社報導，攻擊發
生後，距邁阿密北方約 72
公里的道格拉斯中學聚集
了數十名警察，警方在昨
天下午逮捕涉嫌犯案的槍
手。槍擊嫌疑人年約 18 歲
，是以前的學校學生，目
前已遭拘留。
倫西說，學區事前並
未接獲可能有槍手攻擊的
警告，目前也沒有證據顯
示槍手不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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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傭遭殘忍殺害 杜特蒂下令出機票召萬人返國
（綜合報導）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13 日報導，在一位在科威特工作的菲律賓女傭
發現遭殺害並被藏在冰箱中後，預期將有至多一
萬名在該國工作的菲律賓外勞將接受菲律賓政府
提供的免費機票返回菲律賓
在多起菲律賓女性在科威特遭殺害，包含 29
歲的 Joanna Demafelis 之後，總統杜特蒂下令禁
止輸出外勞至科威特。她的遺體在週三在雇主家
中的冰箱中被發現，據信已貯藏一年。
免費機票的方案已擴及包含一萬名在波斯灣
國家簽證過期的菲律賓人。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在上週準備採取 「激烈步
驟」 以保護在國外工作的菲律賓人時說: 「我將把
我的靈魂賣給魔鬼，以尋求資金讓你們能回家並
舒適地在這裡居住。」
菲律賓海外勞工福利署向 CNN 表示，截至週
二已有 510 名菲律賓工人搭乘包機返國。勞動部
長 Silvestre Bello III （Labor Secretary Silvestre
Bello III ）在週一的記者會上說，自 1 月 29 日起
，上千名菲律賓人出現在科威特菲律賓大使館以
啟 動 科 威 特 政 府 同 意 的 遣 返 程 序 （repatriation
process ）。已有超過 2,200 人收到旅行文件。
菲律賓外交部長 Alan Peter Cayetano 在臉書
表示： 「他們將帶著幾乎沒有任何東西，而是他
們如何夢想更好的生活的悲傷故事，他們摯愛的
另一半被剝削和虐待所打擊。他們是數百人中首
批聽從總統召回他們的決定，讓他們得以逃離在
國外更多的虐待」 。
科威特在近年成為菲律賓海外外國工人的熱
門地點。科威特外交部稱在 1 月有 276,000 位菲
律賓人位於科威特。據菲律賓統計局資料，在
2016 年有超過 220 萬菲律賓國人在國外工作，其
中 6.4%在科威特（中東 56.9%，亞洲 28.1%，
歐 洲 6.6% ， 南 美 洲 6.6% ， 非 洲 1.4% ， 澳 洲

1.4%。亞洲部分香港，新加坡 5.6%，中華民國
5.2%，日本 3.5，馬來西亞 2.1%。中東部分沙烏
地阿拉伯 23.8%，阿聯 15.9%，科威特 6.4%，
卡達 6.2%）。
杜特蒂之前表示，計畫訪問科威特並處理此
議題。他在週五說： 「對我們的勞工，我們並不
尋求特別待遇或特權，但我們確實期望尊重他們
的尊嚴和基本人權」 。
「至科威特至及其它我國海外勞工工作的國
家，我們尋求並預期你在此方面的協助」 。
科威特領事事務副國務卿 Sami Abdul Azizi 向
CNN 表示他已與菲律賓大使 Renato Pedro Villa
會面並討論關於在科威特的菲律賓社群，但拒絕
提供更多細節。
據 CNN 菲律賓報導，在 Demafelis 抵達中東
兩年後，的家人在 2016 年與她失聯。他們說她從
未說任何關於她雇主的壞話，但懷疑她遭到監視
。Demafelis 一年僅能與家人通話三次。
在 Demafelis 最後一通電話中，她表示計畫
於 2018 年回家。她的妹妹告訴 CNN 菲律賓，在
她失蹤一年後她的家人向警方報案。
調查員試圖透過招募她的科威特機構尋找她
的下落，但發現該公司已歇業。直到調查員將焦
點轉向她的黎巴嫩裔雇主，其被指控偽造檢查。
Demafelis 的遺體在週三被發現，有關單位表示跡
象顯示她可能是被勒斃。
對家事幫傭的虐待悲哀地常見於中東和東亞
國家。去年非政府組織 「人權觀察」 （Human
Rights Watch ）指控卡達壓迫工人建造 2022 年
世界盃體育場至危及生命的情況。
一項 12 月的調查發現在都市國家新加坡的家
事幫傭遭到剝削。另一項 2016 年報告發現上千位
家事幫傭在香港遭到 「奴隸般的情況」 。

美太平洋司令： 根據 「台灣關係法」 防禦台灣

（綜合報導）美國太平洋司
令哈里斯 14 日表示，他的義務
是根據 「台灣關係法」 防禦台灣
，以及協助台灣在 21 世紀增進
防禦需求。
美國聯邦眾院軍事委員會
14 就美國在 「印度 - 亞洲 - 太
平洋地區的軍事態勢和安全挑戰
」 舉行聽證會。哈里斯在回答共
和黨眾議員蓋茨詢問他擔心美國
是否對台灣做的足夠時，做了以
上超表述。

哈里斯說， 「我對我們目前
的情況感到滿意，但我們必須維
持我們的立場。」 哈里斯指出，
他對台灣的義務與區域內其他國
家不同， 「我的義務是受到法律
約制的」 。
他表示，他根據 「台灣關係
法」 思考防禦台灣，以及台灣防
衛需求；在 「台灣關係法」 下，
他嚴正面對自己的責任和工作。
他的工作是協助台灣在 21 世紀
增進防禦的需求。

蓋茨繼而表示，他發現美中
間的公報，削弱美國對台灣的承
諾，美國需要清楚的表示與台灣
並肩，擁抱民主自由。哈里斯回
復: 「我完全同意」
在此之前，有其他眾議員在
未具名台灣的前提下表示，印太
區域內與美國 「無外交關係者」
，也可成為美國盟友，哈里斯說
： 「是的」 。

曾誓言不與女王合葬 丹麥王夫病逝終年83歲
（綜合報導）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
（Queen Margrethe） 的 夫 婿 亨 里 克 親 王
（Prince Henrik）病逝家中，終年 83 歲。亨
里克親王多年來多次表達不滿自己的頭銜和
所受到的待遇，他也在去年忿忿不平的說，
死後不會和妻子合葬。
丹麥皇室聲明表示，亨里克親王於 13 日
晚上 11 點在哥本哈根弗雷登斯堡宮，於睡夢
中安祥的去世。臨終時，他的妻子瑪格麗特
二世和 2 名兒子都陪伴在他身旁。
亨里克親王於上月底因肺部感染被送往
位於首都的哥本哈根大學醫院接受治療，也
查出了他的肺部有腫瘤。丹麥王室也在 13 日
網站上稱亨里克親王的病情十分嚴重，他也
已經被送回他和女王長期居住的弗雷登斯堡
，因親王希望可以在家中度過人生的最後時
光。
亨里克親王和瑪格麗特二世的長子弗雷
德里克王儲（Prince Frederik）也因父親病重
，在上周短暫的出席南韓平昌冬季奧運會後
，就返回丹麥陪伴父親。

亨里克親王出生於法國，於 1967 年跟瑪
格麗特二世結婚。亨里克在瑪格麗特登基後
，一直不滿自己只是 「女王背後的男人」 ，
他多次表示希望能比照傳統的王儲妻子能獲
得的王后（Queen consort）頭銜般，可以獲
封 「配國王」 （King Consort）的頭銜，而不
只是親王（Prince consort）。
但是瑪格麗特二世是丹麥自 1412 年以來
的首位女王，所以丹麥王室也幾乎沒有女王
夫婿稱號的前例可循。
這讓亨里克親王十分不滿，他曾說：
「我覺得受到了性別歧視，我氣炸了。丹麥
是一個捍衛性別平等的地方，但卻似乎認為
丈夫不如他們的妻子」 ，他也在 2016 年退休
並拋棄頭銜，自從那時起便很少出席公開活
動。
按照傳統，丹麥皇室會長眠於羅斯基勒
主教座堂內，但憤怒的亨里克親王也去年表
示，自己沒有辦法被平等對待，那麼自己死
後也將不會和妻子合葬。如今丹麥皇室還沒
宣布亨里克親王會葬於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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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一觸即發 川普搶動手！美恐用特別法 對陸貿易制裁
（綜合報導）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根據英
國《金融時報》14 日報導，川普政府可能考慮援
引 「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 (IEEPA)，讓總
統宣布全美進入與大陸貿易的緊急狀態。由於是
緊急狀態，因此總統無須國會授權批准，即可片
面對大陸實施廣泛的經濟制裁。
不過這個非比尋常的選項近來讓政府內部陷
入激烈辯論，而之所以遲遲未作結論，主要是考
量到法律問題。法律人士已警告，若美國片面對
大陸採取貿易報復措施，以此解決貿易逆差與爭
端，可能讓政府陷入與民間企業的官司戰，因為
受影響的美國企業很可能藉由司法途徑自保。而
這也是白宮律師對 「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
這個選項猶豫再三的主因。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
）私下曾透露，希望能先對大陸採取行動，再開
始和大陸進行實質討論與談判。此外，川普去年
也已暫停和北京的 「全面經濟對談」 。

面對 3750 億美元的巨額貿易逆差，川普政
府去年 8 月授權美國貿易代表署正式對大陸發起
「301 調查」 。而自今年 1 月起對進口的太陽能
電池及模組、大型洗衣機等課徵高達 30%的重稅
，此舉顯然是針對大陸而來，吹響陸美貿易戰號
角。
而大陸也不甘示弱，商務部宣布對美國進口
的高粱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
從展開 301 調查、對進口鋼鐵展開 232 調查
、課重稅、反傾銷調查、到計劃宣布互惠稅乃至
升高到不排除動用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可
看出白宮並未因川普去年 11 月到大陸的 「超級
國是訪問」 獲得天價巨單而放鬆對北京施壓，反
而攻勢愈來愈凌厲。對大陸企業購併美國企業設
置更嚴厲的標準和審查機制，並且已經在小範圍
內先行對大陸產品課徵重稅，一旦兩國進入全面
貿易戰，對全球經濟將是一場浩劫。

內唐亞胡涉貪案 以色列警方建議起訴 美情報總監：北京繼續堅定對台立場
（綜合報導）以色列總理內唐亞胡涉嫌行賄案，警方 13 日建議起訴。內唐亞胡隨即於電視發表
演說，堅稱自己無辜，並揚言會繼續領導國家，甚至競逐連任。
內唐亞胡被控涉及兩宗賄賂案，包括接受以色列富商及好萊塢電影製作人亞能（Arnon Milchan
）的名貴雪茄及香檳，以及澳洲富豪帕克（James Packer）的賄款，受賄總值近 30 萬美元。另外也
傳他曾試圖利誘一名報業大亨，以換取旗下報紙對他及政府減少批評。
警方表示已搜集到足夠證據，建議控告他貪賄、詐騙、違背公眾信任等罪。內唐亞胡則回應，
將繼續以負責任和忠誠的態度領導以色列，更揚言於下一次選舉中，他將會再次在上帝的幫助下贏
得人民信任。

華府瀰漫中國陰謀論
（綜合報導）近日華府瀰漫濃厚的大陸 「陰謀論」 氛圍，從
白宮、情報機關到國會都口徑一致，指控大陸懷抱野心，企圖取
代美國，成為世界領袖。還有資深參議員主張，大陸政府的 「觸
角」 已深入民間企業，所以應推動立法，加強管控大陸對美投資
，同時避免透過商業手段竊取國安機密。
共和黨資深參議員寇寧指控， 「大陸把商業投資手段當作武
器，企圖吸收我們的先進科技，同時掏空我們的國防工業基礎
。…當大陸收購美國企業、技術、智慧財產與相關應用知識，就
會帶來風險-大陸政府的觸角所及不僅是國營企業，還深入所謂

（綜合報導）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寇茲 13 日指出，大陸在東亞地區將繼續奉行積極的外交
政策，特別在亞太地區，北京將堅定其在東海和南海主權主張，與台灣關係的立場。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當天就美國目前面臨的最嚴重威脅召開聽證會，寇茲和中央情報局
（CIA）、聯邦調查局（FBI）、國家安全局（NSA）等情報機構首長均出席。寇茲在書面證
辭中指出，大陸和俄羅斯是美國面臨的挑戰與威脅。
除對美國採取強大的網路攻擊外，寇茲表示在軍事國防上，大陸人民解放軍透過道路移
動系統和增強發射井為基礎的系統，繼續實現其核武飛彈力量現代化。
此外，大陸測試了超音速滑翔飛行器；大陸海軍繼續開發巨浪 2 型潛射彈道飛彈
（SLBM），並可能生產更多晉級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艇。晉級潛艇配備了巨浪 2 型潛射彈道
飛彈，將使大陸海軍首度具備可靠的遠程海基核武投射能力。大陸還透過發展可搭載核武的
新一代轟炸機，展現大陸打算建立陸海空核三位一體打擊能力的意圖。

的私人企業，如此（陸方）
就能（從美國）獲得關鍵能
力，並利用這些技術與知識反過來對付我們」 。
寇寧與民主黨參議員費恩斯坦共同起草《外國投資風險評估
現代化法案》（FIRRMA）。這項法案一旦通過，負責審核外國
投資案件、避免先進科技被轉化為軍事用途的美國外資投資委員
會（CFIUS）將擁有更多權限與時間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在參院情報特別委員會（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主辦的 「世界威脅評估」 聽證會中，共和黨資深參
議員魯比歐表示： 「我個人、以及其他許多人都相信，他們（大

陸）正執行 1 項精心策劃、確實執行、也很有耐心的長期策略，
目標是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有權力與影響力的國家」 ，大陸
使用的手段包羅萬象， 「從對企業、重要基礎設施與國防承包商
發動駭客攻擊，到利用我們的移民機制來攻擊我們，甚至滲透到
大學校園裡」 。
聯邦調查局局長雷伊在會中指出，大陸情報機構鎖定美國學
術機構作為情蒐目標，這種 「學術間諜」 已對整個美國社會造成
威脅。他證實，FBI 正密切監控 1 個與中美合作教育計畫-孔子學
院。魯比歐上周也發函敦促州內的數所大學中止與陸方的合作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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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億英鎊成交！
英國外交部高價出售駐泰國使館

為資助英國駐全球大使館的現代化建
設，英國外交部近日以 4.2 億英鎊的價
格出售位於泰國曼谷的英國大使館。此
次出售是英國外交部有史以來最大的壹
次出售，也是泰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土
地交易。但這壹舉動引發了外界對英國
全球影響力的擔憂。

9 英畝(約 4047 平方米)的土地。帶有大
花園的英國大使館被視為坐落在這條林
蔭大道上的壹顆明珠。
據英國外交部稱，此次出售是外交
部對其全球房地產資產持續評估的壹部
分，以此促進英國的利益，並為英國納
稅人帶來價值。由於大部分建築難以繼
續使用，同時也為創造壹個現代化工作
挖東墻補西墻
環境，曼谷大使館需要重大翻新和升
據《衛報》報道，這座大使館建於 級，但這將耗資巨大。綜合考慮所有選
1922 年，當時英國在曼谷郊區購買了約 擇並進行獨立評估後，外交部最終決定

近九成巴西女性記者稱遭性別歧視

七成曾被騷擾
綜合報導 近日，巴西記者調查協會（Abraji）對約 500 名巴西女
性記者進行了調查，86%的受訪者稱至少在工作中遭到過壹次性別
歧視。
據報道，70%的受訪者曾經在工作場合中受到過騷擾，或者是看到
女性同事遭到過騷擾。此外，還有近 60%的受訪者稱因為自身是女性而
在工作分配中受到阻礙，39%由於性別問題在晉升中遇到困難。
調查中指出：“近幾十年來，巴西新聞市場發生了巨大變化，新聞
媒體中的男女比例趨於平衡。”盡管如此，還存在許多不平等的地方，
65%的受訪者稱領導崗位中的男性多於女性。
Abraji 主管馬婭•梅內塞斯表示，最令人擔憂的問題是，性別歧視
問題會對新聞作品產生影響，“這可能導致女性記者很難找到壹份
報告，限制女性獲取信息”。
約 70%的受訪者表示，她們在工作時間因為外表被調侃而感到不舒
服，其中 46.3%稱評論其外表的為男性同事，36.9%為男性采訪對象，
27.9%為男性高層。
報道指出，然而，只有 15%的女性記者會向單位投訴被受到歧視或
者騷擾。“我認為應該開辟渠道，讓女性記者可以進行投訴，我們記者
協會就開辟了投訴渠道，如果女性記者受到歧視或者在獲取新聞信息時
受到阻礙都可以進行投訴。”梅內塞斯說。
報告中還建議引發小冊子，向員工和合作人員定義何為騷擾，並介
紹記者在遇到問題時可以遵循的程序。還建議用人單位建立壹個內部溝
通渠道，以受害者提出正式的投訴。

土耳其總統證實
壹架土軍用直升機在敘利亞被擊落
綜合報導 土耳其在敘利亞北部的軍事行動目前仍在繼續。土耳其
總統埃爾多安證實，壹架土軍用直升機在敘利亞被擊落。
據報道，埃爾多安在伊斯坦布爾對土耳其執政黨成員發表講話時表
示，壹架土耳其軍用直升機稍早前被擊落。他表示，在戰事進程中，此
類事件勢必會發生，但事件責任者會付出代價。
土耳其總參謀部發表聲明稱，壹架土耳其軍用直升機在敘利亞墜
毀，機上兩名飛行員已經喪生。土方正在對直升機墜毀原因進行進壹步
調查。
敘利亞官方媒體報道說，壹架土耳其軍用直升機當天在敘北部阿勒
頗省阿夫林地區上空被擊落。報道稱，這架土耳其軍用直升機入侵了敘
利亞領空。
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稱，該武裝在阿夫林地區上空擊落了土軍直升
機。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方面沒有透露事件的更多細節。
土耳其軍方在敘利亞阿夫林地區的軍事行動仍在繼續。土耳
其總參謀部發表的聲明稱，9 名土耳其軍人當天在阿夫林地區與武
裝分子交戰時喪生，另有 11 名土軍人受傷，同時有 39 名武裝分子
被打死。
土耳其上月底對阿夫林地區發起代號為“橄欖枝”的軍事行動，打
擊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人民保護部隊”。半島電視臺稱，土耳其軍隊與
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沖突“日趨升級”。土耳其軍方稱，土軍在敘北部
開展軍事行動以來，已消滅 1200 余名武裝人員。

將其出售給香港置地旗下壹個合資企業。
英國外交部表示，出售大使館的收
入大約相當於其年度核心預算的三分之
壹——其年度預算約為 12 億英鎊，將為
英國在全球 30 到 40 個現代化項目提供
資金，這些項目包括為駐巴黎大使館安
裝新電線、翻修駐開羅大使館以及對駐
華盛頓大使館進行重新裝飾等。
另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新的英國
大使館將是壹座現代化建築，位於曼谷
商業區的友邦沙吞大樓，計劃於 2019 年
啟用。
對於出售大使館，英國外交大臣約
翰遜表示：“英國是全球舞臺上的領軍
者，我決心確保我們的外交人員有必要
的設施和工具來有效地完成工作。”
“這包括在現代、安全、適宜的場所工
作，不僅在曼谷，在世界各地都如此。”
他補充說，這筆交易將“加強英國與泰

國的聯系”。英國外交部副部長西蒙·麥 人期望外交部門完成壯舉，但卻缺乏足
克唐納則表示，在緊縮的財政環境下， 夠的資源，兩者之間的“鴻溝”顯示英
此舉為納稅人提供了最佳價值。
國誇大自身在當今世界的地位，且無法
適應全球繁榮發展的現狀。
為影響力找資源
這名前部長說，“實際上，我們雖
澳大利亞外交事務智庫羅伊研究所 然壹直在吹噓能取得什麽成就，卻難以
的壹項調查顯示，以大使館的數量為標 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施加影響，但
準，英國在全球排名第七。然而，此 我們總是拒絕承認這壹點。”
次出售曼谷大使館卻引發新的擔憂，
長期以來，英國外交部壹直抱怨其
即 英 國 外 交 部 正在努力尋找資源，為 核 心 預 算 被 削 減 。 《 衛 報 》 披 露 ，
“後脫歐時代”繼續發揮外交影響力提 2012 年時預算還達到 21 億英鎊，如今
只有 12 億英鎊。
供支撐。
英國前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堅稱，
英國外交部試圖在“脫歐”之後繼
“如果想要成功促進英國在海外的利益， 續發揮英國的外交影響力。據報道，英
外交部需要特殊待遇。”他對上議院特 國下議院特別委員會將對“全球化英國”
別委員會表示，“當我們致力於打造 的可操作性展開調查。“脫歐”之後，
‘全球化英國’（Global Britain）的時 英國外交官將被排除在歐盟外交政策服
候，削弱我們的影響力將是壹個巨大錯 務資源之外，這壹調查決心查明英國外
誤”。壹位前保守黨外交部長說，英國 交官是否知道如何有效地運用影響力。

“歡樂春節”閃亮登場
歐洲多國喜迎新春
綜合報導 中國“歡樂春節”系列活
動近日陸續在歐洲多個國家舉行，精彩
的文藝演出讓當地民眾感受到濃濃的中
國年味，體驗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
中國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烏審
旗烏蘭牧騎藝術團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市
獻上具有中國少數民族特色的文藝演
出 。杜塞爾多夫市副市長策蓬特克表
示，演出反映了德中之間定期交流、密
切聯系、良好合作的勢頭，給當地市民
提供了更多了解中國文化的機會。
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英國學校舉行
2018“歡樂春節”新春聯歡活動。在民
俗文化體驗活動環節，學生們嘗試制作
木版水印、剪紙、羅店彩燈和中國結香
囊。據布魯塞爾中國文化中心主任譚曙
介紹，該中心 2018“歡樂春節”系列活
動還包括比利時迪爾比市的“中國文化
周”活動，以及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孔子
學院的“中國剪紙精品展 ”等。譚曙
說，中心將以“歡樂春節”系列活動為
契機，讓中國故事更有溫度、更接地
氣、也更近人心。
由中國駐意大利使館主辦的“歡樂
春節”慶祝活動在羅馬市中心的人民廣

場亮相，吸引眾多當地民眾和
華僑華人參加。這是“歡樂春
節”慶祝活動連續第八年在羅
馬舉辦。中國駐意大利大使李
瑞宇和羅馬市市長拉吉、意文
化部副部長比安基出席了當天
的活動。
同日，拉脫維亞首都裏加
大基爾德音樂廳舉行“歡樂春
節”大型文化活動，春節廟會
和新年音樂會為裏加市民帶來
了歡樂祥和的中國年味。中國
駐拉脫維亞大使黃勇致辭說，近年來，
中拉人文交流不斷加深。今年拉脫維亞
首次舉辦“歡樂春節”大型文化活動，
為更多的拉脫維亞朋友了解中國春節提
供了壹次良機，活動拉近了兩國人民心
靈的距離，進壹步加深了兩國的傳統友
誼。
由中國駐葡萄牙大使館和裏斯本市
政府聯合主辦的“歡樂春節”慶祝農歷
狗年活動，10 日在葡萄牙首都裏斯本市
中心馬丁莫尼什廣場舉行。今年是葡萄
牙第五次舉辦“歡樂春節”活動，也是
葡萄牙藝術團體連續第二年參加“歡樂

春節”活動。中國駐葡萄牙大使蔡潤
說 ，越來越多的葡萄牙朋友通過“歡樂
春節”了解中國社會、學習中華文化。
“歡樂春節”日益成為葡萄牙社會的重
要節慶活動，為增進中葡人文交流發揮
著重要作用。
據了解，經過 10 余年持續推進，
“歡樂春節”已在全世界形成了閃亮的
中國品牌。中國文化部副部長楊誌今介
紹說，較往屆相比，2018 年“歡樂春
節”將更加突出“融合”，讓海外民眾
有機會了解和分享具有民族精神和時代
風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世界最高酒店在迪拜開業：
世界最高酒店在迪拜開業：
高 356 米 75 層 528 間房

綜合報導 世界最高酒
店 The Gevora 酒店在阿聯
酋迪拜開業，將投入運
營 ，迎來首批房客。
該酒店位於中央公路
Sheikh Zayed Road， 其
高度為 356 米，有 75 層，
創下新的紀錄。
此前的世界最高酒店
也在阿聯酋，是 JW 萬豪
侯爵酒店，這座 72 層樓的
酒店由兩幢 355 米高的塔
樓組成。
報道稱，The Gevora
酒店有 528 個房間，4 個餐
廳，並設置了遊泳池、健
身中心、SPA 中心、名牌
服裝店等休閑購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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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兒才被恐嚇 歐巴馬辦公室大樓也收白粉信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長子小唐納才
接到白粉信恐嚇後，美國前總統歐巴馬華盛頓
辦公室位於的世界自然基金會總部所屬的大樓
，也收到了內有白色粉末的信件，這也是美國
2 天內第 2 起白粉信件的事件，讓人心惶惶。
美國特勤局發言人亞當斯（Jeffrey Adams）表示，這封信件是在 13 日上午 11 點寄
給世界自然基金會總部（World Wildlife Fund
）。這棟大樓也是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在華盛頓
辦公室的所在地，目前暫時未知歐巴馬事發時
人是否在辦公室內，且歐巴馬的住家也離這棟
大樓很近，這讓特勤局不敢大意，立刻出動調
查。
美國在經過 2001 年的炭疽生化攻擊釀成
5 人死亡的事件後，對內含不明物質的包裹人
心惶惶，好在美國特勤局在經檢驗後，證實白
色粉末只是爽身粉，對人體並沒有傷害。消防
人員則表示，這封信件是由香港寄出，信中並
未威脅的文件。
這也是 2 日內第二起世界自然基金會收到
的粉末信的事件，該基金會在瑞士總部 12 日
也收到了含白色粉末包裹，事後也證實粉末對

人體無害。
同時，這也是美國本周第二起白色粉末信
件 ， 美 國 總 統 川 普 的 長 子 小 唐 納 （Donald
Trump Jr.）兩天前也收到了一恐嚇 「白粉信
」 ，當時信件寄到他位於紐約曼哈頓的住家，
並且由他的妻子妮莎（Vanessa Trump）代收
，儘管凡妮莎開信後並未感覺身體不適，但為
了安全起見，包含凡妮莎及其母親都被送醫檢
查。
好在信中的白粉經檢驗後，也證實只是玉
米粉，凡妮莎的檢查後也無特殊症狀。信中除
了白粉外，還有一封威脅信，稱小唐納是 「惡
劣的人」 。小唐納對此憤怒表示，寄信的人
「令人作噁」 。
除此之外，英國國會大廈也在昨日收到內
藏白色粉末的包裹，不過這個包裹經化驗後，
證實裡面的白色粉末對人體無害，反恐部門也
正在對此事件展開調查
美國在 2001 年曾發生炭疽菌孢子攻擊事
件，當時有多家新聞媒體和 2 名民主黨參議員
收到含有炭疽菌孢子的信件，導致 5 人死亡，
17 人被感染。

無證移民獲赦 來美30年教授登遣返機再下機

聯航引擎空中崩解 乘客嚇傻以為要墜機
（綜合報導）美國聯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77 客機 13 日由舊金山飛往夏威夷檀香山時，被乘客目
睹引擎罩在空中崩解脫落，嚇得不少乘客大叫 「準備撞擊」 ，以為飛機也要跟著掉進太平洋中。該航
班也因此需緊急降落檀香山，好在最終安全降落，並未造成任何傷亡。
據《每日郵報》報導，這架編號 UA1175 的聯合航空班機，13 日上午從舊金山國際機場起飛，在
還剩 36 分鐘就可以飛抵目的地夏威夷檀香山的丹尼爾·井上國際機場時，被旅客目睹了窗外引擎罩脫
落的驚險畫面。
從目睹引擎罩飛落的乘客所拍攝的片段可見，窗外一具引擎罩脫落，螺旋槳還內部少了一把扇葉
。機艙內的乘客則驚慌大喊 「準備撞擊！」 ，不少人也作出抱頭保護的姿勢。有乘客稱，可以聽到巨
大的金屬撞擊聲。
機師也在得知情況緊急將飛機降落於檀香山國際機場，當飛機安全降落後，影片中可見乘客大聲
歡呼。當地飛機救援和消防單位也緊急趕往現場。
事後也有許多乘客將這起空中驚魂的照片 PO 上網，有乘客將裸露在空中的引擎及飛機安全指南
合照後，表示在安全指南上沒說現在這種情況該怎麼辦。也有乘客表示這是他人生中 「最恐怖的一次
搭機經驗」 。
聯合航空也對此事發出聲明稱，編號 UA1175 的客機因引擎外罩脫落而發出緊急降落要求，最終
也成功降落，所有乘客也都安全。美國聯邦航空局也表示，會對此事展開調查。

（綜合報導）川普總統去年上任後採取嚴格的無證移民查緝手段，一名來自孟加拉的大學
教授上月 24 日被聯邦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逮捕，面臨遣返，原本已登上飛往的班機，最後
關頭獲得暫緩遣返，家屬和律師全力上訴，眾議員也考慮設專法，讓他取得公民資格。
來美 30 多年的孟加拉移民賈邁爾(Syed Ahmed Jamal)於 1980 年代來美求學，現年 55 歲
，結婚生子後定居於此，在堪薩斯大學教授化學沒，有任何犯罪紀錄，除了幾張超速罰單。
他上月在住家門口被移民局人員逮捕，並被羈押在看守中心，8 日獲得暫緩遣返，但 12 日
遭法官駁回，當天原訂被遣返孟加拉，不過還好緊要關頭二度獲得暫緩遣返令，下機後被移送
檀香山聯邦拘留中心，賈邁爾的律師表示，將爭取移民上訴委員會重審，讓他留在美國。

招了！ 川普律師付13萬封口費給A片女星
（綜合報導）先前 A 片女星
「 風 暴 丹 妮 爾 絲 」 （Stormy
Daniels）被爆與川普有染，而她
更收了一筆封口費，但川普團隊
矢口否認，不過私人律師周二承
認給了此名 A 片女星 13 萬美元，
但他強調是 「自掏腰包」 。
先前美媒爆料，律師科恩
（Michael Cohen） ， 前 年 10 月
、即大選前一個月，與 A 片女星
「 風 暴 丹 妮 爾 絲 」 （Stormy
Daniels）的律師達成協定，以 13
萬美元封口費，換取女方簽署保
密協議，承諾不對外透露自己與
川普上過床的事。
消息一傳出，川普團隊極力
否認，但效力川普接近 10 年的科
恩周二向美國《紐約時報》坦承
，曾經付 13 萬美元給 「風暴丹妮
爾絲」 ，但他不願進一步說明原
因為何。更強調川普集團或川普
競選團隊未牽涉其中，也沒有直
接或間接賠償那筆錢給他。

美前官員籲務實思考對陸政策
（綜合報導）美國前朝歐巴馬政府的兩位資深官員表示，美國一直對重塑大陸道路有著過高的野
心，但當前現實顯示，美國高估自己能力，他們呼籲美國以新的謙卑態度，重新思考對大陸的政策。
美國國務院前亞太助卿坎貝爾和前副總統拜登副國家安全顧問雷特納，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
期刊撰文指出，從二戰後，美國對自己決定大陸的發展路線的力量，一直有不切實際的認知。
這篇題為 「決戰中國」 的專文表示，尼克森打開大陸大門時，他和季辛吉都相信，跟大陸和解能
離間陸俄，而隨著陸美關係愈來愈接近，大陸對國家利益的看法會改變，這也是華府對大陸投注最大
賭注和最樂觀期待的時候。當時就連對大陸意圖持懷疑態度的決策精英也相信，以美國的力量和霸權
可能很容易把大陸塑造成美國喜歡的模式。
但近半個世紀後，記錄愈來愈清楚顯示，華府高估自己對大陸的影響力。坎貝爾和雷納特指出，
不論胡蘿蔔或棍棒都沒能影響大陸。外交和商業參與都沒有帶來大陸政治和經濟的開放；美國的軍事
力量或區域平衡都未能阻止北京尋求取代美國主導體系的核心成分；自由的國際秩序也未能引誘或約
束大陸。結果反而超乎美國的預期，大陸在走自己的路。
專文指出，直到最近，美國的決策者和企業領大多還認為與北京潛在的商業利益非常大，以保護
主義或制裁來應對大陸是不明智的，最後只好在小事上計較。現在，與北京交往從短期挫折似乎變成
永久傷害。以合作和自願方式讓中國經濟開放是失敗的，包括川普政府與中國的全面經濟對話。
坎貝爾和雷特納建議，新政策的起點是華府不要高估美國改變中國的能力，與其孤立、削弱或改
造中國，不如聚焦在自己和盟邦的能力與行為，務實省思中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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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半世紀成首位日央行連任總裁
日央行連任總裁

黑田東彥受考驗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擬於 2 月內
將央行行長黑田東彥連任的人事方
案提交國會。雖然黑田以大規模貨
幣寬松政策支撐了日本經濟的復蘇，
但圍繞至今仍未實現的物價漲幅達
2%的通脹目標以及結束寬松政策的
“退出戰略”，他將受到考驗。
報道稱，若日本國會批準該人
事方案，且黑田擔任行長至 2023 年
下屆任期屆滿，那麼他的在任期間
將超過歷代最長的壹萬田尚登
（1946 年至 1954 年在任）。黑田
還 將 成 為 自 山 際 正 道 (1956 年 至
1964 年在任)以來，時隔半世紀首次
在任超過 5 年的央行行長。
據悉，黑田出任日本財務省財

務官及亞洲開發銀行（ADB）行長
後，於 2013 年 3 月就任日本央行行
長。在同年 4 月的貨幣政策會議上
，日本央行提出為實現物價上升 2%
，開始實施大規模寬松政策，計劃
用 2 年左右實現目標。
然而，消費者的通貨緊縮心理
根深蒂固，日本央行不得不多次推
遲目標的預期實現時間。2017 年 12
月的物價漲幅為 0.9%，不到目標的
壹半，實現目標依舊遙遠。
報道稱，黑田計劃鍥而不舍地
繼續推行現行的把長期利率控制在
0%左右的寬松政策以實現目標，但
低利率環境的長期化導致借貸利差
縮小，壓迫了銀行收益。尤其給以

貸款業務為主的地方銀行造成較大
影響，收益惡化有可能導致放貸態
度變得消極。
另壹方面，有關退出戰略，黑
田壹直聲稱“為時尚早”而避免提
及。市場方面許多呼聲認為在貨幣
政策正常化的過程中，利率將上
升 ，央行的財務狀況有可能惡化，
因此要求對退出戰略進行說明。
據了解，美聯儲（FRB）持續
穩步提高利率等，歐美的央行逐
步采取措施擺脫雷曼危機後應對
金融危機的狀態。認為日本央行
也將邁向縮小寬松的看法根深蒂
固，央行被要求采取與市場對話
的姿態。

冬奧花絮：
長灘島成“糞池” 杜特爾特勒令整治 否則關島
挪威代表團雞蛋成災
湯加旗手不懼嚴寒
平昌冬奧會開幕式 9日舉行， 上被多加了壹個零。”擁有 121
外媒盤點了有關此次冬奧會的兩 名成員的挪威代表團如何消耗這
個小花絮。
些雞蛋，讓他頗為犯愁。
雞蛋成災
據德國之聲電臺網站 2 月 10
日報道，因為壹個翻譯錯誤，挪
威的冬奧代表團多買了 1 萬多個
雞蛋，他們可以為爭奪獎牌多補
充壹些蛋白質嗎？
報道稱，挪威的冬奧代表團
原本想訂 1500 個雞蛋，結果他們
收到的數量比這個數字多了壹個
零，真是讓人哭笑不得。該代表
團的廚師抱怨稱，他們從平昌當
地的供應商那裏訂購了雞蛋，谷
歌翻譯在將他們的訂單翻譯成韓
文時出了錯。
挪威代表團的廚師歐夫雷波
說：“這是壹場誤會，我們訂單

赤膊出場
據報道，湯加旗手皮塔·陶法
托富阿因身上塗抹著厚厚的椰子
油走進裏約奧運會開幕式而被世
人熟知。
9 日晚上，再次擔任旗手的
陶法托富阿穿著傳統湯加盛裝
走進奧運會運動場，也就是上
身露出古銅色的赤裸胸膛，別
無他物，就像在裏約壹樣，當
時他抹的油比穿的衣服多，引
發了轟動。當時運動場氣溫為
零下 2 攝氏度。
陶法托富阿說：“我不會凍
到的，我是湯加人，我們能航行
穿過太平洋，這不算什麼。”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羅德裏戈·杜特爾
特對長灘島的汙染問題大發雷霆，批評這壹
旅遊勝地竟成了“糞池”，警告如果半年內
問題得不到解決，就“關島”。
《馬尼拉時報》報道，杜特爾特兩天
前參加這家媒體舉辦的壹場商業論壇時
說：“我會關掉長灘島。長灘島是個糞
池 。 ” “我在那兒的幾天裏，垃圾就在距
離海灘 20 米遠處”，他說，“如果妳跳進
水中，很臭。什麼味道呢？屎。”
杜特爾特認為，環境“災難”會讓長灘
島失去遊客。他說，已下令環境部長羅伊·
西馬圖 6 個月內解決汙染問題，尤其針對違
反環境規定的商業場所。
杜特爾特在內閣會議上大致同意成
立特別工作組，由環境和自然資源部牽
頭，在半年內治理好長灘島的環境汙染。
西馬圖先前說，將嚴懲在長灘島排汙的
商家。
杜特爾特的發飆令旅遊部門頗為尷尬。
旅遊部長萬達·特奧在壹份聲明中說，“長
灘島多次被知名旅遊雜誌列為全球最美島
嶼，很遺憾，它可能因水汙染持續而成為失
樂園。”

旅 遊 部 發 言 人 裏 基·阿 萊 格 雷 告 訴
法新社記者，長灘島大量商家把汙水直
接排放入海，“某些區域的壹些場所非
法地把排汙管接入下水管”。政府近期
檢 查 的 150 處 商 業 場 所 只 有 25 家 接 上 排
汙管。

阿萊格雷還說，許多旅遊設施過於靠近
沙灘，甚至擠占道路。
長灘島位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以南約
190 公裏處，面積約 1000 公頃。菲律賓旅
遊部和業內人士說，那裏每年吸引遊客
200 多萬人次，創收 11.2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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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漢意外傷殘 妻悉心照料不離不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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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衛工”
輪椅上伴妻掃街十年

科

#

傳承

中，也不乏這樣的真情故事
也不乏這樣的真情故事。
。

香港中文 蘭不離不棄成了丈夫的枴杖；為了一家人的生
大學醫學院有一計，薛桂蘭找了一份環衛工人的工作，10 年來

丈夫坐着輪椅幫助妻子掃大街，成了感人的城
位“紅娘”教授—
市故事。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教授于君。她是前中大丈夫殘疾妻子不離不棄

沒上過幾年學的雷通興，17 歲開始便外出
校長、腸胃科國際權威沈

打工。經媒婆介紹，19 歲時結識了薛桂蘭，兩
人確立了戀愛關係。1972 年，雷通興入伍赴雲
腸研究專家，多次與師父“拍
南當兵，1977 年退伍後與薛桂蘭結婚。“彼
時，丈夫身強力壯，又有一手絕活，鄰居們十
住上”攻克不同消化管道癌症發
分羨慕。”薛桂蘭說，家裡先後添了一兒一
病機理。于君亦是人師，她常不遺
女，一家人的生活過得有滋有味。
餘力地為學生安排相睇，化身閨蜜幫
1988 年農曆冬月（即農曆十一月）十八
女弟子選另一半，逢年過節還為學
日，雷通興在毗鄰的黃土鎮楊姓村民家修房
最終造成 3 死
生包水餃、請唱屋，不料發生房屋垮塌的悲劇，
K，卻從不在學
1 傷。雷通興當時被預製板重壓，導致頭部受
術研究上施壓，可偏偏學生個
傷，脊椎以及右小腿骨裂。雷通興住院一個多
個爭氣，均能在一流學術期
月以來，薛桂蘭每天徒步三四個小時往返家和
刊發表論文。而她對待學
醫院，給丈夫送飯、照顧兒女、種莊稼，整個
人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雷通興以前所在部隊
生嚴肅但信任的態度，
和當地幹部群眾紛紛前來探望，醫院還減免了
正正得自沈祖堯之真
大部分醫藥費，讓他一家人渡過難關。
傳。 ■香港文匯報出事後，雷通興脾氣變得暴躁，輕生未
果，還多次提出與妻子離婚。“那時，整天躺
記者 柴婧
在床上連翻身都不行，以為一輩子就會這樣癱
瘓。”雷通興說。
薛桂蘭一邊鼓勵丈夫，一邊撐起這個家。
妻子的不離不棄，令雷通興看到希望，變得堅
強。一年後，雷通興終於能勉強下地，薛桂蘭
便成了丈夫出行的枴杖。

祖堯的高徒，香港頂尖的胃

﹁

■于君在做老
鼠模型實驗。
鼠模型實驗
。
受訪者供圖

﹁

沈

﹂

■ 雷通興說
雷通興說，
，他用的掃帚
都是自己特製的，
都是自己特製的
，比普通
的掃帚長一段，
的掃帚長一段
，坐在輪椅
上使用非常方便。
上使用非常方便
。

■ 于君
于君（
（ 右 ） 與女兒合
影。
受訪者供圖

入圍“中國網事
中國網事”
”感動無數網

重要是其上進心及潛能，“有人說我是閉着眼
間她都樂在其中。
比起實驗成果，作為導師的于君，可能更 選學生，不看分數、不看性別、不看教育背
去年 11 月 24 日，深秋的四川盆地大霧瀰漫。
緊張學生的情感，“過時過節，單身的學生心 景、不看專業”，但是“如果我看到他有上進
上午 10 時許，萬丈霞光衝破濃霧，遠處的大山、近處的房
裡容易不舒服，我會邀請他們到家裡吃飯，他 心，我就會考慮給他機會。”
屋和眼前的油菜田金光燦燦。峨眉山腳下的漹城鎮街道上
她表示，雖然自己的每個學生起點不同，
們喜歡吃我包的餃子，吃完我們會再玩遊戲，
通興老人坐着輪椅吃力地清
但是三四年後，全能在影響因子（Impact Fac很開心！”她擔心學生，尤其是女學生的終身
掃着街道，不遠處妻子薛桂蘭
tor）10 分以上的期刊發表論文（約為全球消化
大事，“我是個紅娘，我不想學生因為科學、
步履蹣跚……無論颳風下雨，
疾病研究領域期刊前五名），“這種潛力是無
學業、事業而被錯失姻緣，家庭永遠是第一
限的，啟發得好，他可能比那些成績特別好的
位。”所以她會不時為學生安排相睇，有時還
還是烈日炎炎，10 年來，這對老
人，好幾倍。”
要幫眼“相人”，專家告訴你，選對象“人品
夫妻準時出現在街頭，相互扶持，

■于君
于君（
（左六
左六）
）親自煮飯和丈夫
親自煮飯和丈夫（
（左一
左一）、
）、女兒
女兒
（左三
左三）
）一起招待學生來家裡做客
一起招待學生來家裡做客。
。 受訪者供圖

憶述結師緣 六載終成事
于君跟隨沈祖
堯走上科研路原來
徒
幾經曲折，前後花
近 6 年時間才能成
事。那要追溯到 1993 年 11 月，還在同濟醫
科大學當博士生的于君，幫當時的導師寫信
給香港的消化科主任沈祖堯，邀請他赴內地
參加學術會議，因為老舊的打字機找不到
“堯”字，幾經折騰，這個名字便給于君留
下了印象。
會上于君就幽門螺桿菌檢測和胃癌基因
突變檢測做匯報，獲沈祖堯積極提問回應。
沒想到，沈祖堯當晚便向于君的博士導師提

師

因緣

堅守崗位。
去年 9 月 29 日，雷通興、薛桂蘭
夫婦入圍“中國網．感動 2017”網絡
感動人物評選。夫妻倆不離不棄、互
敬互愛的精神，感動了無數網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樂山報道 ■雷通興駕電動車載着妻子去掃街

于君

身體逐漸康復後，雷通興應聘到當地一家
天然氣公司做安裝工人。但好景不長，工作 8
年後，雷通興感覺右腿逐漸失去知覺，上下樓

■文/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樂山報道

梯特別費力，後來甚至不能下床，最終不得不
■66 歲老人
辭工，向當地政府申請殘疾證，還領回一張輪
■于君
于君（
（右一
右一）
）抓緊香港文匯報記者影相的時間為
一場事故導
椅。
學生作輔導。
學生作輔導
。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疾，妻子薛
為了撐起這個家，妻子成了一名環衛工
家生計做環
人。看着妻子每天掃地很辛苦，雷通興十分不
10 年來
年來，
，雷
忍，便提出要陪着一起掃大街，“我虧欠她太祖堯、于君師徒二人着眼中國人癌症率佔 和 超 級 喜 歡 你 最 重 要 ！ 錢 、 長 相 都 只 是 次
輪椅幫助
多了，希望能夠幫她減輕一點負擔。”得到妻四成的胃、結腸和肝臟領域，成功破解胃 要。”
街，成了感
子的應允，雷通興便坐着輪椅扛着掃帚走上街
癌、大腸癌、非酒精性脂肪肝等發病機理，提
故事。
。
“人做不好，不要做科學” 故事
頭，成了一名“編外”環衛工人。2014 年，妻
供早期預警與防止方案，屢獲國家級及國際專
業團體科研獎項，為人類健康保駕護航。
如家人般的體恤，讓師生、同學間的情感緊
子患上了腰椎間盤突出，雷通興由“編外”變
1999
年，于君成為沈祖堯的第一位博士後
密地維繫，于君說，自沈祖堯10多年前帶領成立
成“主力”。
學生，“那天香港掛了黑雨（警告信號），我 消化疾病研究所起，中大消化科已有着和諧團結
“10 年來，不知掃壞了多少掃帚。”雷通
一個人到達香港機場，沈教授親自來接我，當
氛圍，其團隊也傳承了同樣文化。一旦有人破壞
興說，他用的掃帚都是自己特製的，比普通的
天晚上又請我去他家裡和家人吃飯，當時覺得 “家庭”和諧，于君必嚴肅處理，即使是私佔他
掃帚長一段，坐在輪椅上使用非常方便。
太隆重了。”于君說，這一關懷親切的舉動激 人實驗台的“小事”，她亦會與學生傾足半個
兩人清掃的這段路全長約 1 公里，掃一遍
勵了自己要做好研究，不要讓老師失望，後 鐘，而若有影響團隊其他成員無法做實驗的“大
至少需要兩三個小時。“現在她的腿腳行動不
來，“關懷”亦成了于君與學生的相處錦囊。
事”，她更會嚴加管教，對團體精神及責任從不
方便，第一遍掃完後，就讓她回家不用再出來
放鬆，“無論什麼原因，做科學工作者一定要有
了。”雷通興說，第一遍掃完後他搖着輪椅和 十數年慳午飯時間做研究
責任感，人做不好，不要做科學。”
妻子一起回家，之後他再單獨開着一輛小型電
在科研上，于君亦傳承了沈祖堯對待學生
于君放棄大辦公室，特意選擇面積小而近
動四輪車出來，一路巡查一路掃地。
實驗室的位置，一周 6 天坐鎮，方便與學生交 的態度：嚴謹且毫無保留地指導，對學生充滿
流。她和師父一樣“很拚”，十幾年來不放午 信任，“沈教授要求我做研究過程嚴謹，但從
自從薛桂蘭生病後，雷通興便不想再讓妻
飯時段，主要以水果乾糧充飢，省下時間集中 沒有說過要我一定完成多少篇論文，他對我有
子出來掃地，可薛桂蘭卻仍然要跟着出來，
做研究。不過若是為了學生福祉，花費多少時 信任。”而對待學生，于君也不重視成績，最
“我掃一些，他就少一些。”

點高的學生好幾倍。。
好好 ，， 他 的 成 就 可 能 比 起
他他 ，， 因 為 如 果 啟 發 得
進 心 ，， 我 都 會 考 慮 收
差差 ，， 但 若 有 非 常 強 的 上
即使學生考試分數

﹂

妻做環衛工丈夫當“編外”

與沈祖堯 拍住上 研究 于君育徒嚴肅但信任

四川省樂山市夾江縣漹城鎮，66歲老人雷
在通興因一場事故導致右腿殘疾，妻子薛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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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眼》
》 同名主題歌
同名主題歌，
， 感動了無數人
感動了無數人。
。 其實
其實，
， 在現實生活

愛滿實驗室
人師亦 紅娘

研

“你是我的眼
你是我的眼，
，帶我領略四季的變換
帶我領略四季的變換；
；你是我的

出，邀請她赴港幫助籌建消化系統檢測體
系，導師馬上答應，但卻因為難以安排醫院
實習，令于君赴港之事受阻，之後來自香港
的邀請信接連發出了三封，可直到于君博士
畢業，都沒能成行。
博士畢業後于君到北京當臨床醫生，曾
有一次參加了沈祖堯亦有出席的全國消化內
鏡會議，惟種種原因仍緣慳一面。直到上世
紀90年代末，他們於美國消化年會第二次見
上面，當時于君已轉赴德國做研究，她再次
獲沈祖堯邀請赴港，于君返德後即刻給沈祖
堯發了簡歷，1999 年，她終於成為了沈祖堯
首個博士後學生。

■于君不把學習成績作為選學生的唯
一標準，
一標準
，她更看重學生的上進心
她更看重學生的上進心。
。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老師像慈母 對我們特好

■ 于君多年來與沈祖堯研究消
化道癌症與相關疾病，
化道癌症與相關疾病
， 包括發
現幽門螺旋菌（
現幽門螺旋菌
（ 圖 ） 導致胃癌
的機理。
的機理
。
設計圖片

“于老師對研究很嚴謹要求高，生活
方面又對我們特別好。”于君團隊目前逾
30位成員中，跟隨她時間最長的博士後張
翔如此評價她。
張翔指，于君能敏銳捕捉到每個人學
業研究的問題，然後立即邀到辦公室詳
談，“但是生活中，她的狀態很放鬆，大
家像朋友一樣，她會帶我們去挑衣服、買
衣服，會教我們管理家庭。”她又坦言，
覺得于君“像媽媽”，“她怎樣教育女
兒，就怎樣教育我們，我手機裡于老師的
照片比我媽媽都多，因為跟她在一起的時
間特別久，她還是我的證婚人呢。”

博士生李偉林則說，于君的指導很細
緻，學生的論文、PPT 匯報她會逐字逐標
點地改，“我取臨床樣本前，她還會畫圖
給我演示，告訴我腫瘤怎麼取、取多大，
指出取樣位置時，非常精確。”他指，于
君對每個學生都很關心。
另一博士生趙瀏陽為跟隨于君研
究，離開於重慶居住的妻子和僅 3 歲的
孩子，認為于君的支持令他特別溫暖，
“于老師總說要我把老婆、孩子帶過來
見見，說要請他們吃飯，我什麼時候需
要回家，她亦很支持，這樣我會更用心
做科研。”

神州大地

神州民間
中 國中新國
聞新 聞 神州大地

川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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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樂山市夾江縣漹城鎮，66歲老人雷 梯特別費力，後來甚至不能下床，最終不得不
在
辭工，向當地政府申請殘疾證，還領回一張輪
通興因一場事故導致右腿殘疾，妻子薛桂
梯特別費力，後來甚至不能下床，最終不得不
四川省樂山市夾江縣漹城鎮，66歲老人雷

在通興因一場事故導致右腿殘疾，妻子薛桂

蘭不離不棄成了丈夫的枴杖；為了一家人的生 椅。
辭工，向當地政府申請殘疾證，還領回一張輪
為了撐起這個家，妻子成了一名環衛工
計，薛桂蘭找了一份環衛工人的工作，10 年來
蘭不離不棄成了丈夫的枴杖；為了一家人的生 椅。
丈夫坐着輪椅幫助妻子掃大街，成了感人的城 人。看着妻子每天掃地很辛苦，雷通興十分不
為了撐起這個家，妻子成了一名環衛工
計，薛桂蘭找了一份環衛工人的工作，10 年來
忍，便提出要陪着一起掃大街，“我虧欠她太
市故事。
丈夫坐着輪椅幫助妻子掃大街，成了感人的城 人。看着妻子每天掃地很辛苦，雷通興十分不
多了，希望能夠幫她減輕一點負擔。”得到妻
忍，便提出要陪着一起掃大街，“我虧欠她太
市故事。 丈夫殘疾妻子不離不棄
子的應允，雷通興便坐着輪椅扛着掃帚走上街
多了，希望能夠幫她減輕一點負擔。”得到妻
頭，成了一名“編外”環衛工人。2014 年，妻
沒上過幾年學的雷通興，17 歲開始便外出
丈夫殘疾妻子不離不棄
子的應允，雷通興便坐着輪椅扛着掃帚走上街
子患上了腰椎間盤突出，雷通興由“編外”變
打工。經媒婆介紹，19 歲時結識了薛桂蘭，兩
頭，成了一名“編外”環衛工人。2014
年，妻
沒上過幾年學的雷通興，17
歲開始便外出
人確立了戀愛關係。1972 年，雷通興入伍赴雲 成“主力”。
打工。經媒婆介紹，19
歲時結識了薛桂蘭，兩 子患上了腰椎間盤突出，雷通興由“編外”變
“10 年來，不知掃壞了多少掃帚。”雷通
南當兵，1977 年退伍後與薛桂蘭結婚。“彼
興說，他用的掃帚都是自己特製的，比普通的
時，丈夫身強力壯，又有一手絕活，鄰居們十
人確立了戀愛關係。1972
年，雷通興入伍赴雲 成“主力”。
掃帚長一段，坐在輪椅上使用非常方便。
分羨慕。”薛桂蘭說，家裡先後添了一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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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當兵，1977
年退伍後與薛桂蘭結婚。“彼
兩人清掃的這段路全長約 1 公里，掃一遍
女，一家人的生活過得有滋有味。
時，丈夫身強力壯，又有一手絕活，鄰居們十 興說，他用的掃帚都是自己特製的，比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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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清掃的這段路全長約 1 公里，掃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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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薛桂蘭生病後，雷通興便不想再讓妻
月以來，薛桂蘭每天徒步三四個小時往返家和
妻子一起回家，之後他再單獨開着一輛小型電
1 傷。雷通興當時被預製板重壓，導致頭部受
子出來掃地，可薛桂蘭卻仍然要跟着出來，
醫院，給丈夫送飯、照顧兒女、種莊稼，整個
動四輪車出來，一路巡查一路掃地。
傷，脊椎以及右小腿骨裂。雷通興住院一個多
“我掃一些，他就少一些。”
人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雷通興以前所在部隊
月以來，薛桂蘭每天徒步三四個小時往返家和
和當地幹部群眾紛紛前來探望，醫院還減免了 自從薛桂蘭生病後，雷通興便不想再讓妻
子出來掃地，可薛桂蘭卻仍然要跟着出來，
醫院，給丈夫送飯、照顧兒女、種莊稼，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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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雷通興以前所在部隊
出事後，雷通興脾氣變得暴躁，輕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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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當地幹部群眾紛紛前來探望，醫院還減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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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醫藥費，讓他一家人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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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後，雷通興脾氣變得暴躁，輕生未
薛桂蘭一邊鼓勵丈夫，一邊撐起這個家。
果，還多次提出與妻子離婚。“那時，整天躺
妻子的不離不棄，令雷通興看到希望，變得堅
在床上連翻身都不行，以為一輩子就會這樣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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瘓。”雷通興說。
便成了丈夫出行的枴杖。

薛桂蘭一邊鼓勵丈夫，一邊撐起這個家。
妻子的不離不棄，令雷通興看到希望，變得堅
妻做環衛工丈夫當“編外”
強。一年後，雷通興終於能勉強下地，薛桂蘭
身體逐漸康復後，雷通興應聘到當地一家
便成了丈夫出行的枴杖。
天然氣公司做安裝工人。但好景不長，工作 8
年後，雷通興感覺右腿逐漸失去知覺，上下樓

妻做環衛工丈夫當“編外”

身體逐漸康復後，雷通興應聘到當地一家
天然氣公司做安裝工人。但好景不長，工作 8
年後，雷通興感覺右腿逐漸失去知覺，上下樓

■ 雷通興說
雷通興說，
，他用的掃帚
都是自己特製的，
都是自己特製的
，比普通
的掃帚長一段，
的掃帚長一段
，坐在輪椅
上使用非常方便。
上使用非常方便
。

■ 雷通興說
雷通興說，
，他用的掃帚
都是自己特製的，
都是自己特製的
，比普通
的掃帚長一段，
的掃帚長一段
，坐在輪椅
上使用非常方便。
上使用非常方便
。

■文/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樂山報道

■文/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樂山報道

■66 歲老人雷
一場事故導致
■66
66歲老人雷通興因
歲老人雷通興因
疾，妻子薛桂
一場事故導致右腿殘
家生計做環衛
疾，妻子薛桂蘭為一
10 年來
年來，
，雷通
家生計做環衛工人。
家生計做環衛工人
。
輪椅幫助妻子
10年來
10
年來，
，雷通興坐
街，成了感人
輪椅幫助妻子
掃。
大
故事。
故事

街，成了感人的城市
故事。
故事
。

入圍“中國網事
中國網事”
”感動無數網友

入圍“中國網事
中國網事”
”感動無數網友

去年 11 月 24 日，深秋的四川盆地大霧瀰漫。
上午 10 時許，萬丈霞光衝破濃霧，遠處的大山、近處的房
屋和眼前的油菜田金光燦燦。峨眉山腳下的漹城鎮街道上，雷
通興老人坐着輪椅吃力地清
去年 11 月 24 日，深秋的四川盆地大霧瀰漫。
掃着街道，不遠處妻子薛桂蘭
上午10時許，萬丈霞光衝破濃霧，遠處的大山、近處的房
步履蹣跚……無論颳風下雨，
屋和眼前的油菜田金光燦燦。峨眉山腳下的漹城鎮街道上，雷
還是烈日炎炎，10
年來，這對老
通興老人坐着輪椅吃力地清
夫妻準時出現在街頭，相互扶持，
掃着街道，不遠處妻子薛桂蘭
堅守崗位。
步履蹣跚……無論颳風下雨，
去年 9 月 29 日，雷通興、薛桂蘭
還是烈日炎炎，10 年來，這對老
夫婦入圍“中國網．感動 2017”網絡
夫妻準時出現在街頭，相互扶持，
感動人物評選。夫妻倆不離不棄、互
堅守崗位。
敬互愛的精神，感動了無數網友。
去年9月29日，雷通興、薛桂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樂山報道 ■雷通興駕電動車載着妻子去掃街。

夫婦入圍“中國網．感動 2017”網絡
感動人物評選。夫妻倆不離不棄、互
敬互愛的精神，感動了無數網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樂山報道 ■雷通興駕電動車載着妻子去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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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關說撤銷處分 彰化前環保局長判無罪

（中央社）目前擔任台中市環保局副局長的
陳宏益在擔任彰化縣環保局長時，被指接受關說
否決下屬對電鍍業者的裁處，遭檢方依貪污罪起
訴，不過法官認為，環保局稽查流程有問題因而
判無罪。
根據彰化地方法院日前公布的判決書，陳宏
益在民國 96 年 1 月到 97 年 7 月擔任彰化縣環保
局長，當時彰化縣環保局人員前往彰化市針對一
間電鍍業者進行水體採樣稽查，結果檢驗結果違
規，環保局除了寄陳述意見書給業者外，再進行
第二次採樣，檢驗結果一樣不合格。
黃姓業者因第一次採樣違規被罰，擔心再被
罰，於是拜託有親戚關係的彰化縣議員王敏光前
往環保局向局長關說以免被罰，彰化地方法院檢
察官認為，陳宏益明知處分事實明確，當王敏光
帶著黃姓業者前往環保局拜訪時，當場 「曉諭」
業者設備壞了要改善，環保局會輔導，不會就第
二次稽查進行裁罰，被依貪污罪起訴。

法院審理此案時，陳宏益辯稱，他看到二次
稽查紀錄，有太多不一致的地方，尤其是第二次
的稽查，很多地方都沒有依標準作業程序進行，
屬下的稽查紀錄單有很多缺失，他處分不下去；
而且這家工廠是他上下班時常看到冒黑煙，指示
屬下去查清楚的。
法官認為，根據標準作業流程，執行稽查時
需有 2 名以上的正式公務員，不過環保局謝姓技
佐稽查時是和替代役男同行進行稽查，替代役男
可以協助公務員進行公務，但卻不能代行公務，
而稽查紀錄中未說明檢體保存的狀況，也沒有照
片證明稽查人員依程序進行採樣，被告所為無不
合理之處。
地院判決書指出，該案件是被告要求交辦，
如果被告有圖利的犯意，何需交辦主動進行稽查
，且業者與被告不相識，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有
關說、施壓的情形，因此判決被告無罪，全案仍
可上訴。

檢調破獲最大宗搖頭丸案 避免全台受害
（中央社）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等單位，破獲一宗可供 2300 萬人次施用、市值至少新
台幣 30 億元、總重 600 公斤的 MDMA 毒品（俗稱搖頭丸）走私案，這也是史上最大宗的搖頭丸毒
品走私案。
調查局繼去年 10 月下旬在南港破獲 「超級毒品 MMA」 大型製造工廠案、11 月中旬在台中破獲
海洛因 14 公斤走私案、12 月底在台中霧峰破獲大型製 K 工廠，現場查扣愷他命共 426 公斤後，今天
宣布偵破國內緝毒史上最大搖頭丸 600 公斤走私案。
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人員去年 12 月中旬接獲情資，國內最大夜店販毒集團瞄準國內農曆過年期
間的 「大市」 ，計劃從中國走私 MDMA 來台，旋即報請基隆地檢署立案偵辦，並與財政部關務署
等成立專案小組，過濾上萬筆報關資料及艙單後，發現可疑貨櫃。
辦案人員在 1 月 15 日帶上多隻緝毒犬，在台北等多處的貨櫃場開櫃查驗，發現有 3 只免經查驗
的貨櫃內進口成衣紙箱，藏有 977 包毒品，總重量為 600 公斤；經送驗確定為第二級毒品 MDMA。
調查局人員為溯根斷源，查扣毒品後即展開長期跟監，要把所有毒販一網打盡；不過販毒集團
警覺性高，3 度與貨運行業者取消取貨事宜，專案人員直到 2 月 12 日深夜，才在台中逮捕陳姓犯嫌
（領貨人），並向法院聲押禁見獲准，本案將持續擴大偵辦。

馬英九採買年菜 向攤商拜早年
前總統馬英九（
前總統馬英九
（中右
中右）
）14 日隨大姊馬以南
日隨大姊馬以南（
（中左
中左）
）到家附近的興隆市場採買年菜
到家附近的興隆市場採買年菜，
，並向
攤商拜早年。
攤商拜早年。

年節近嫌犯欲脫逃 法警壓制解除危機
（中央社）吳姓嫌犯今天在台中地院審理
時，趁法警解開手銬腳鐐，在法庭內企圖脫逃
，被一旁的法警壓制逮捕。台中地院表示，靠
近年節人犯的情緒會較不穩定，會加強戒備避
免類似案件。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長莊深淵今天受
訪表示，吳姓嫌犯因涉嫌毒品案，今天從台中
看守所押解到台中地院審理，吳男在 9 時 30 分
由 2 名法警帶到 13 號法庭準備應訊。
法警依規定解開吳男的手銬與腳鐐，未拘
束人身自由，讓他坐在被告席，法警坐在他兩

旁，但吳男趁法官低頭檢視資料時，突然轉身
要跳過欄杆試圖脫逃，其中 1 名法警從後方將
吳男抱住，另 1 人上前將他壓制。
在法庭外的值庭法警也立即封鎖出入口，
吳男未成功脫逃，法官認為被告情緒激動，不
適合再繼續審理，決定將他解送回台中看守所
，將另訂刑期再通知他出庭。
莊深淵說，靠近年節人犯的情緒會較不穩
定，會加強戒備押解人犯，及法庭人員進出狀
況，避免類似案件再發生。

花蓮舊遠百震成危樓 過年後立即拆除
（中央社）花蓮強震導致當地遠東百貨舊
大樓嚴重損毀，花蓮縣政府昨天要求限期 1 個
月內拆除，遠百今天發出聲明稿表示，農曆年
後將在縣府指導下，立即拆除因地震受損的花
蓮遠百舊大樓。
花蓮 6 日深夜發生規模 6.0 地震，花蓮市震
度 7 級，花蓮市中心的舊遠百大樓受強震影響
，外牆剝落，1 樓柱子龜裂，水泥粉碎露出鋼
筋，鐵捲門也扭曲變形，市公所要求遠百拉起
封鎖線，架起圍欄以策安全。附近居民憂心忡
忡，在周邊張貼 「我不要被壓死」 等標語，盼
大樓能儘速拆除。
花蓮縣長傅萁昨天表示，花蓮遠東百貨舊
大樓在這次地震，縣政府有正式會同台灣省土

木技師公會將此大樓鑑定為危樓，目前雖沒有
傾倒，但已限期 1 個月內要予以拆除。
遠百今天在聲明稿中指出，春節將屆之際
，為消除民眾安全疑慮，並秉持敦親睦鄰的初
衷，遠東百貨已決定排除萬難，年後在縣府指
導下，立即拆除因地震受損的花蓮遠百舊大樓
。
同時，遠百強調，遠東集團向來配合地方
發展，遵守國家法令，早自民國 62 年起即響應
政府開發東部政策，長期深耕花蓮，積極投資
建設。此次與花蓮鄉親同遭震災，願共體時艱
，攜手合作，重建家園，帶動民生經濟繁榮發
展，企盼早日恢復花東觀光盛況。

2018 台灣燈會 周邊景點值得造訪
2018 台灣燈會在嘉義縣
台灣燈會在嘉義縣，
，遊客參觀燈會之餘
遊客參觀燈會之餘，
，也可前往位於布袋海景公園的高跟鞋教堂
也可前往位於布袋海景公園的高跟鞋教堂，
，高
約 17 公尺
公尺、
、寬 11 公尺
公尺，
，經金氏世界紀錄認證
經金氏世界紀錄認證，
，外觀呈現閃亮亮的水藍色
外觀呈現閃亮亮的水藍色，
，可進入內部參觀
可進入內部參觀，
，周
圍也有數座特色裝置藝術。
圍也有數座特色裝置藝術
。

選擇權逆市場走勢 交易人應有風險意識
（中央社）2 月 6 日全球股災致選擇權價格
出現逆市場走勢，引發市場熱烈討論，期貨公會
表示，市場價格形成要素多樣且隨機，交易人應
有風險管理意識。
期貨公會指出，國際上期貨交易都是採逐日
結算制度，即期貨交易所每日發布結算價格，就
交易人未沖銷的部位計算當日浮動損益，並就損
失金額自交易人帳戶直接撥轉。
若投資人持續損失，致 「風險指標」 低於開
戶時的約定比率，期貨商將以整戶清算的方式執

行砍倉。
期貨公會表示，期貨商採行整戶清算的方式
進行全數砍倉，是因為期貨商在執行砍倉時，無
法預期未來行情走勢如何，不存在 「對交易人最
有利的方式」 的觀念。
期貨公會指出，期貨交易為零和遊戲，且具
逐日洗價的特性，交易結算機制與現貨不同，市
場價格形成的要素多樣且隨機，只有期貨商與交
易人攜手合作，瞭解風險、管理風險，才能創造
雙贏。

春節北海岸 金山萬里泡湯趣
民眾在春節假期可以安排北海岸一日遊，
民眾在春節假期可以安排北海岸一日遊
，到金山
到金山、
、萬里泡溫泉
萬里泡溫泉，
，順便欣賞海景
順便欣賞海景，
，享受一
趟溫暖的身心靈饗宴。
趟溫暖的身心靈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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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当中国春节与学汉语相遇
作为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载体，每
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
基因。对汉语学习者来说，学习汉语也
是在学习中华文化。如何有效地将中国
传统节日文化观念融合于对外汉语教学
中，引导学生理解和体认这些节日深层
次的文化观念，用以解释其所遇到的表
层文化现象，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汉语、
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是对外汉语教师
思考并正在实践的。

美国韦伯斯特孔子学院学员在展示“福”字。

如何引入节日文化教学
高文燕

罗墨懿

随着中国农历新年的临近，当地的华人组织、韦伯斯特大学孔
子学院及孔院下设的两个孔子课堂和多个教学点陆续组织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学生和当地民众欢聚一堂，体验中国传统新年习俗。韦伯
斯特大学孔院在大学体育馆举办了农历狗年春节庆祝活动，来自当
地十几所中小学的校长、教师和学生及韦伯斯特大学的师生、社区居
民约 500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每逢中国农历新年等中国传统节日，韦伯斯特大学孔院都会联
合大学及当地社区在博物馆、艺术厅、大学礼堂组织活动。同时，
孔院也会定期组织关于中国节日的专题讲座和专题体验。专题讲座
主要由孔院邀请相关专家在大学校园或当地公立机构介绍中国节日
文化，包括传统乐器、文学作品、道德礼仪等。专题体验是在教师
的指导下，学生参与体验中国传统手工艺，如剪纸、绘画、编中国
结、打太极拳等。
当中国传统节日临近时，教师要善于抓住时机，采用多种形式，
巧妙地在课堂中引入节日文化教学。第一，教师要抓住节日的故事性
特征，利用图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视频短片等，为外国学生讲好中
国传统节日的故事，使他们对节日的起源有感知上的认识。第二，教
师要将节日中具有代表性的食品、物件以具象、实践的方式呈现给学
生，并讲解其中的文化寓意。如春节时，教师可利用春联、中国结、灯

笼、剪纸等具有鲜明春节特色的物件装点教室，并播放喜庆的新年歌
曲作为背景音乐，组织学生学包饺子，让学生在汉语课堂营造出来的
浓浓新年氛围中，一边聆听教师对春节文化各方面的介绍，一边体会
动手实践的乐趣。第三，教师要善于利用国外相似的节日文化，引导
学生与中国的传统节日进行对比，如此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从
节日的重要性和涉及面而言，西方的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有相似性，
但又因植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而有较大的相异性。由此，教
师可以在课堂上给学生布置研究任务，从几个方面入手，让学生将两
个节日进行对比，之后将研究成果在班里汇报，并与其他同学进行讨
论。这样可使学生对中国的节日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并生发出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独立思考与理解。第四，对于汉语水平较高的外国学生，
教师可以中国传统节日的故事为素材，为学生排演小话剧等文艺节
目，在中国新年庆祝活动中进行表演，这样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汉
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
教师为外国学生介绍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时，要兼顾时代性。在内
容方面，虽然会以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生活的介绍为主，但同时教师也
务必要尽量多地展示、讲解这些传统节日与中国人的现代生活发生
的关联，要让外国学生体会到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文化在如今仍具
有鲜活的生命力，同时又有属于现代中国的时代特色。
教师在向国外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时，都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迫
切地想把中国文化的智慧与精髓在最短的时间内悉数“灌输”给学
生，有时难免会喧宾夺主。因此，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时，教师要使用
外国学生最易接受的方式方法，引导其自我发现、独立思考，同时切
忌因教师的个人喜恶与偏好而影响学生。在进行文化对比时，教师
要始终树立“文化平等”的观念。
语言与文化血肉相连，汉语以深厚的文化作积淀，而中国传
统节日又是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德的一大载体，因此在汉语国际推
广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向外国学生介绍中国的节日文
化，对于汉语言文化的推广，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均起到了桥梁
作用。
（作者系美国韦伯斯特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乌兰牧骑炫舞草原列

2 月 8 日，来自中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乌兰牧骑的 5 名演员和包头客运段的职工，登上从呼和
浩特站开往北京西站的 Z316 次列车，与旅客们互动，表演文艺节目等，温暖旅客回家之路。
图为演员在表演顶碗舞。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沙漠小镇的“春晚”
王秀卿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而在大洋彼岸美国加州的班宁小
镇，从 2012 年起，每逢中国春节，都会有一场著名的“中国春
晚”，来庆祝中国的农历新年。这个春晚就在小镇中心小学的孔
子课堂，组织人是我，演员是学校所有的孩子们、教职工和家长
们，观众是小镇所有居民。连续 4 年来，当地居民对这场中国春
晚的期盼，不亚于国内民众对央视春晚的期待。
2012 年是我到班宁中心小学工作的第一年。那时的中文项
目刚刚起步，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这个项目，并扩大生源，是我
面临的最大难题。当 2013 年中国春节悄悄临近时，一个想法在
我心中悄悄萌发：在社区举办春节庆祝活动，利用这种文艺形
式来介绍中文项目。但是现实却直接而又冰冷：没有经费，没
有道具，更没有人愿意参加。最后经过多方沟通，在所属孔院
和当地华人社团的大力协助下，服装、灯饰、彩绸等道具问题
得以解决。同时，在校长的支持下，学校里最终有几个班级愿
意参加合唱，并且有 6 名老师报名参加旗袍秀表演。训练准备
阶段大家异常认真，我也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把这第一炮打
响！晚会开始前，我们邀请了所有家长和社区其他人员。晚会
最终取得成功，特别是学生们的太极扇表演、舞蹈“最炫中国
民族风”以及老师们的旗袍秀，把到场的观众都惊呆了。更重
要的是校长亲自参与时装走秀，给了我和在场所有观众一个惊
喜！我知道校长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表示对我的工作以及中文项
目的支持。晚会成功举办后，不少学生和家长开始来咨询中文
课以及课后汉语班的相关课程，有些家长甚至迫不急待地要求
预报名。
从那时开始，更多人开始咨询汉语项目，更多人知道中心小
学的中文教室，更多人知道了来自中国的王老师。在这个几乎没
有中国人的小镇上，中国风悄悄刮了起来。
之后几年，在春节庆祝活动开始前，老师、家长早早地便前来
咨询，希望能参加节目表演，甚至有家长自己开车到两小时之外的
洛杉矶中国城给孩子们买来旗袍、小扇子等演出用品。
在我任职的第四年，全校 30 个班级都参加了我们的春晚，学
校教工、家长和学区人员也提前预约参加。为此，我与老师们合作，
准备了众多舞台剧以及班级合唱。同时，经典的太极扇表演，十二
生肖庆新年等节目增加了中国文化特色。晚会连演 4 场，学校甚至
整个社区都沉浸在中国新年的欢乐气氛中，由此也让更多人了解
了中国，喜欢上了中国，同时使中文项目为更多人所知，为更多
人所爱。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外派汉语教师）

“高铁联欢
高铁联欢”
”温暖回家路

2 月 8 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由沈阳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客运段担当的 G1226 次列车上张
灯结彩，欢声笑语，“高铁联欢”正在举行。本次联欢会的 7 个节目全部由乘务员们自编自演，包括
舞蹈、独唱、乐器演奏等，高铁乘务人员还给旅客送上了春联和福字，让旅客们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的小年。图为表演人员和旅客一起过小年。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僑鄉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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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 广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广东两会】李希马兴瑞王荣会见在粤台商和海外华侨华人代表

广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华侨华人来粤投资兴业
1 月 24 日，广东省委书记李希、省长马兴瑞、

来给予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与帮助表示感谢。

华侨华人是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希

作和互学互鉴，实现共赢发展，为把广东建设成为

十一届省政协主席王荣在广州会见列席广东省政协

他强调，广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望大家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向世界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十二届一次会议的在粤台商和海外华侨华人代表。

义思想为指导，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等重大机遇，发挥优势、牵线搭桥，推动广东与世

重要“窗口”和“示范区”贡献力量。广东将一如

在会见海外华侨华人代表时，李希对大家长期以

努力在新时代干出新气象、实现新作为。粤籍海外

界各地加强在投资贸易、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

既往地支持广大华侨华人来粤投资兴业。（徐林）

专门的创业投资基金，为巴西当地华侨华人经营

加强对新生代华侨的中华文化教育。

华侨列席广东省人大会议
为广东发展献出“金点子”
邀请华侨列席是省人大会议的特色议程，今
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继续邀请 10 名华侨列席省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1 月 26 日上午，大会召开
列席华侨专题座谈会，10 名华侨主动发声、积极
献策，在加快人才引进、推动科技创新、加强海
外华文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现场气
氛热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娟主持会议，省政府
党组成员陈云贤介绍有关情况，并听取华侨的意
见建议。
引才留才 要多到海外去寻找人才
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研究推出更加
有效的创新人才政策，加大力度培养和引进一批
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优越的政策应该惠及最好、最有价值的团队，

方面为“走出去”的广东企业牵线搭桥。

广东要多到海外去寻找人才。”美国硅谷科技咨询
委员会理事长、美国星图资本董事长林铭表示，
今后广东可尝试在海外设立人才工作站，紧盯海
外创新基地，把他们直接引进到广东来。
加拿大潮商会执行会长、广东建星建造集团

的中小企业适度提供低息贷款。
科技研发 建立良性创新创业生态链
针对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提升基

南非顺德联谊会会长、南部非洲顺德商会会

捷克华商联合会副会长、布拉格时报副社长

长卢伟亮说，希望广东在海外常设中文教育基地

关绍基表示，广东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并健全

或学校，“以此推动华裔青少年加强对中华文化

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不少华侨献计献策，

法律法规体系，为“海归”或海外人士在粤开展

的了解”。

分享海外的好经验好做法。

科研工作增添安全感。

广东省驻柬埔寨经贸代表处首席代表、柬埔

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光同样建议设立海外人才工作

澳大利亚澳亚信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立

阿联酋广东商会名誉会长郑名武长期关注华

寨广东商会会长蔡坚毅认为，不只是文化交流，

联络站。他透露，当地华侨非常愿以民间合作的

建议，要对基础科研加大持续性投入，包容更多

侨回乡投资的权益保护问题，他建议尽快畅通有

海外华侨也需要“国情教育”，建议广东在当地

形式，积极配合“引进来”“走出去”战略。

“试错”。在应用科研方面，政府可考虑以天使

关投诉保护机制，使回粤发展的侨胞乡贤安心扎

设立“华侨子女学校”。

投资人的角色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以此建立良

根广东。

Ecovis 会计师事务所（新加坡）总裁陈熊昭
表示，广东可与新加坡探索建立由民间主导、政

性创新创业生态链。

府扶持的新合作机制，一方面吸引新加坡专业人

巴西江门五邑青年联合会会长、巴西广东同

才来粤就业，招引当地企业前来投资发展，另一

乡总会荣誉会长陈文添建议，希望广东率先成立

哥斯达黎加洪门致公党主席、旅哥广东华侨
联合总会会长吴裕群建议，广东要注重贴近侨胞

对外传播 加强新生代华侨华文教育
座谈会上，许多华侨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

需求传递乡讯乡情，讲好广东故事、中国故事。
（南
方日报记者 朱晓枫 骆骁骅）

新春吉祥 萬事如意
福祿壽禧 幸福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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