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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近10號&6號高速Warehouse出售，
18,000呎，近全新，適合場辦自用，或投
資出租，售$1,998.300。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上任
即將滿兩年，即使任期內有許多引人
爭 議 的 事 件 ， 昆 尼 皮 亞 克 大 學
(Quinnipiac University)的一項最新民
調顯示，多數美國選民川普總統的經
濟表現感到滿意。但也有超過一半的
選民對整體工作不認同。

調查發現，53%的受調查選民
支持他對經濟的管理，這是他在經濟

問題處理上獲得的最積極的評價。
42%的人表示他們不贊成他的經濟
政策。54%的選民不認同川普總統
的整體工作表現，而41%的人則認
為，他做得很好。

在外交政策上，42%的選民給
予川普高分評價，而53%的選民不
贊成他對外交問題的處理方式。

超過40%的選民贊成他處理移

民問題的方式，而56%的人則持相
反意見。

川普總統在處理種族問題方面的
表現也不盡如人意。調查發現，
35%的選民同意他對待種族關係的
方法，多達59%的人表示反對。

隨著感恩節到來，川普總統也提
前出席主持白宮傳統 「全美特赦火雞
儀式」 ，祝賀大家感恩節快樂。

民調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在經濟政策上信任川普總統

美國總統川普美國總統川普((左左))與第一夫人梅蘭妮亞與第一夫人梅蘭妮亞((右右))出席主持出席主持 「「全美特赦火全美特赦火
雞儀式雞儀式」」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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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地址//

A02_LEE李中原律師C1234567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713-487-9028

西 英

中

中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A10-JESSICA 葉慈律師B4567_8

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綜合報導）阿富汗官員說，自殺炸彈者在
週二襲擊了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一處婚禮大廳，
許多穆斯林神職人員因而遇害，逾50死80傷。

美聯社報導，爆炸當天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生
日，因此許多宗教學者都聚集在一起紀念先知，
結果一名自殺炸彈客混在慶祝的人群裡，並在人
最多的地方引爆自身的炸彈，立即造成嚴重死傷
。公共衛生部發言人瓦哈德．麥傑哈(Wahid
Majroh)說，有100多人受到直接傷害， 其中60

多人受傷，逾50直接死亡。
喀布爾警察局發言人貝瑟．穆加海德(Basir

Mujahid)說，沒人料想到宗教場合也會發生襲擊
事件，所以當天出入沒有安檢，結果出現安全漏
洞。

目前還沒有團體出面承認，但很可能是塔利
班或當地的IS分支機構，因為他們都自認為自己
更符合伊斯蘭教義，目前的宗教學者都是異端。

阿富汗發生自殺襲擊事件 逾50死80傷

（綜合報導）星期二，一名襲擊者在布魯塞
爾歷史中心的大廣場附近持尖刀刺傷了一名警察
，然後支援警察趕到達現場時，射殺了嫌犯。目
前檢察官辦公室正在調查襲擊事件是否與恐怖組
織有關。

美聯社報導，比利時內政部長尚．強波(Jan
Jambon)表示，任何人都不要挑戰警方的權威。
他補充說，這位嫌犯似乎並未出現在該國的反恐
數據庫中。

被刺傷的警察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而嫌犯
胸中槍，傷傷嚴重。

布魯塞爾檢察署女發言人蘭．馮-威馬許
(Ine Van Wymersch)說： 「據目擊者說，嫌犯在
行前似乎有喊 『阿拉花瓜』 (Allahu akbar，真主
至大)，但詳情還需要調查。」

自2016年3月，布魯塞爾機場和地鐵出現
恐怖襲擊事件，導致32人死亡以來，比利時一
直處於高度安全戒備狀態。

比利時發生尖刀襲警事件 嫌犯被警方射殺

（綜合報導）聯合國 「強迫失蹤問題委員
會」 針對日本2戰期間日軍慰安婦問題於19日
發表了審查的最終見解，委員會認為日本戰後
對慰安婦的補償並不充分，並對日本政府 「慰
安婦問題已得到最終且不可逆轉的解決」 之立
場表示遺憾。

委員會指出，慰安婦受害人可能是國家造
成的強制失蹤犧牲者，故並沒有充分做到《保
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所規定的適
當的補償，且慰安婦的正確數字等數據不充足
，有必要調查並公開資訊。

聯合國 「強迫失蹤問題委員會」 是《保護
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2006年12月

20日於聯合國大會通過後，2010年生效並設
立的監督機構，負責審查各締約國的相關狀況
。日本於11月初接受該委員會的審查。

日本政府主張，慰安婦問題在2015年日
韓達成協議後，就確認了 「慰安婦問題已獲得
最終且不可逆轉的解決」 ，且日方主張 「慰安
婦問題在公約生效前就發生了」 ，因此委員會
調查此事並不適當。

針對委員會的最終見解，日本駐日內瓦國
際組織代表團的負責人表示， 「最終見解是基
於誤解和偏見的單方面意見，日方感到非常遺
憾」 ；並已向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提出抗議，強調該報告 「沒有法律效力」 。

（綜合報導）2018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多災多難，不僅領袖宣言難產創紀錄
，會議過後主辦國巴布亞紐幾內亞持續成焦點
，今日傳出在兩天峰會上負責維安重責大任的
巴紐軍警成社會事件主角，闖進巴紐國會殿堂
砸毀公物、爆打警衛及官員。軍警如此憤怒，
原來是為了抗議尚未領到的APEC峰會執勤津貼
，諷刺的是，巴紐政府為籌辦本次盛會，大手
筆引進40輛瑪莎拉蒂及3輛賓利，只為了接送
各國貴賓，如今卻沒錢支付人民薪水。

英國衛報（Guardian）報導，太平洋小國
巴布亞紐幾內亞今天下午緊急關閉國會，原因
是一群巴紐士兵及警察聯合攻進國會大樓，砸
爛停放在大樓旁的汽車及大樓窗戶、花盆等公
物，國會警衛及部分官員也遭到毆打，據信軍
警此番暴行是為了抗議政府未發放為期兩天的
APEC峰會執勤加給。

巴紐警察協會（The Police Association）
隨後發布新聞稿支持警察的脫序行為，抨擊政

府在執勤人員臉上 「甩了一巴掌」 ，員警協助
政府款待上千貴賓及國際使節卻未獲得應有報
酬，呼籲政府即刻付錢，更警告不照做的話緊
張情勢會再升高。

新聞稿更點出矛盾之處：舉辦APEC會議的
經費都已事先編列預算撥款下來，沒道理無法
支付執勤人員薪水。

不過令人驚訝的還不只這些，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13日揭露，巴紐政府
為了此次峰會，豪撒700萬美元（相當於新台
幣約2.1億元）引進40輛瑪莎拉蒂跑車及3輛賓
利轎車，就為了接送各國使節及賓客，其中130
萬美元用於空運這些昂貴名車。

不過根據APEC秘書處執行長波拉德（Al-
an Bollard）的說法，APEC決不會建議主辦國
這樣花錢，而且過去也從未有主辦國大手筆買
瑪莎拉蒂來接送使節。

巴 紐 反 對 黨 國 會 議 員 克 雷 默 （Bryan
Kramer）也抨擊添購奢華名車太荒唐，因為巴

國路況不佳，幾乎沒有鋪設完好的公路，也沒
有全國公路網。

克雷默認為，政府藉舉辦APEC名義，進口
奢華房車，會後再轉賣給有錢人。

巴布亞紐幾內亞擁有 800 多萬人口，是
APEC 21個經濟體中最貧窮的一個，紐約時報

報導巴紐貧富差距很大，至今務農人口達85%
，全國不到20%人口有電可用；另外該國官僚
體系也相當腐敗，根據 「國際透明組織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貪腐印象指數
（CPI）排名，巴紐在180國中排名第135。

APEC貴賓坐名車維安人員領嘸薪小國軍警大爆走 聯合國 「強迫失蹤問題委員會」 指日本對慰安婦的補償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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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西班牙一輛前往巴塞隆納的
列車遇到山體滑坡落石，導致出軌事故，導致
一人死亡，44人受傷。

救災單位表示，事故發生在巴塞隆納西北
方約45公里處的巴卡里薩斯(Vacarisses)附近
，在當地時間上午6點15分滑出鐵軌，立即一
片哀號。

消防員和救難員疏散了131名乘客，44名
乘客受傷，其中11人傷勢較重，又有3人重傷
，目前1人急救無效死亡。

西班牙鐵路公司發言表示，事故是連日大
雨，造成山體滑坡，落石覆住鐵軌，當列車輾
上落石後導致列車出軌。

西班牙一輛列車撞到山崩而出軌 導致1死44傷

（綜合報導）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20日警告，大陸和美國的貿易關係短期可望得
到改善，惟智慧財產權、國家安全等問題難以解決，中長期仍將造成困擾。

據路透20日報導，貝萊德亞洲及環球新興市場股票團隊主管施安祖在20日一項記者會上稱
，陸美貿易摩擦是當前最大的地緣政治風險，相信單純的貿易問題可以得到解決，令兩國關係改
善。然而，今年以來的主要摩擦在於智慧財產權、補貼、國家安全等等，這些問題更大也較難看
到解決辦法，料中長期仍然會帶來困擾。

法廣指出，陸美經濟貿易爭議擴大，引發國際間兩國多領域冷戰憂慮。剛剛結束的亞太經合
組織（APEC）峰會不歡而散，加劇了兩國對峙的態勢。陸美兩國互相指責，口水戰愈演愈烈。
據《紐約時報》報導，陸美不只是口水戰，兩國在APEC峰會衝突背後顯示爭霸野心。

《紐約時報》指美國想在APEC峰會閉幕時強調自由貿易的精神。大陸反對。於是大陸官員
擅闖了東道主巴布亞紐幾內亞外交部長的辦公室，要求改變聯合公報內容。大陸的不請自來標誌
著外交禮儀上的重大決裂，也讓這場峰會史無前例地在沒發表聯合宣言的情況下尷尬收場。

報導認為，這場衝突也顯示著陸美關係進入了新階段。北京暫且將外交禮儀擱置在一邊，採
取更具侵略性的態度來挑戰華府在太平洋地區的領導地位。報導引述國防分析家休·懷特表示，
「中國並不在乎自己是否表現得像個粗魯的人。如果你是個硬漢，你不會在乎別人怎麼想。」

據分析認為，陸美之爭讓人想起冷戰時期的美蘇，針鋒相對是當時雷根和戈巴契夫之間的主
旋律。如今的陸美對抗也是如此。雙方都在試探彼此，尋求在更廣泛的層面獲得戰略優勢。

分析指陸美貿易戰可休兵 但智財權與國安問題要鬥到底

（綜合報導）太陽這樣的恆星是
個天然的核能反應爐，它的原理是核
融合。自人類理解核融合之後，一直
希望研究這種無限能量。如今中國大
陸的核融合發展有著重要進展，在為
期四個月的實驗中， 「大陸人造太陽
」 的核心電漿溫度超過攝氏1億度，
這比太陽內部還要熱上6倍，假如可
以長期維持，就能夠研究這個溫度區
域的核融合知識。

新阿特拉斯(new atlas)報導，太
陽是由大量的氫與少量的氦組成，核

心溫度高達1千萬度，在這樣高的溫
度，氫原子變得異常活躍，有比較高
的機率與另一個氫原子對撞而融合成
氦原子，然而在這個過程裡，會有少
量的質量消滅，也就形成能量，這個
過程就是太陽核融合。

然而，太陽的運作原理無法直接
搬到地球上發生，因為地球無法提供
那麼巨大的壓力，所以只能提升溫度
來加速反應進行，這就是為什麼要達
到1億度以上才有機會達成人工核融
合。但是根本沒有材料可以忍受1億

度的高溫。
不過，蘇聯科

學家沙卡洛夫等人在1950年提出磁
環機，他們認為高溫電漿可以包裹1
億度高溫，只要以磁場來控制即可，
這個裝置就是托克馬克反應爐(Toka-
mak)，由金屬圓環的磁場裝置所組成
，在中間的圓圈空間裡，可以注入氫
原子，然後通過許多不同的方法加熱
這些原子以產生電漿，外部再使用一
系列強大的超導磁場對電漿進行壓縮
，科學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壓縮到
可以執行人工核融合的程度，這個階

段俗稱 「點火」 。但是點火相當困難
，目前各國的托克馬克裝置，仍然是
投入的能量，大於產出的能量。

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
（CASHIPS）所設計的先進實驗超導
托卡馬克實驗裝置（Experimental
Advanced Superconducting Tokamak
，簡稱EAST）於2006年開始運作，
它是一套高溫電漿體與磁場的物理研
究裝置，所以還不是可運作的核融合
反應爐，但是它與其他各國的實驗裝
置一樣，最終目標都是生產實用的核
融合。

EAST通過結合四種不同的加熱
方法，產生極高溫和極高壓力達到10
秒，方法是較低的混合波加熱(振盪電
漿中的離子和電子)、電子迴旋加熱波
(使用靜磁場和高頻電磁場)、離子迴
旋共振加熱(加速離子在一個迴旋加速
器)，和中性束離子加熱(將一束加速
的中性粒子注入等離子體中)。

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表示，
EAST正在探索如何長期保持超過1億
度，以進一步了解電漿的性質，距離
長期運作的核融合或許已不遠了。

（綜合報導）澳洲最晚將於明年5月舉行大選，移民政策成為選戰焦點。總理莫里森19日發表
演說，指國家需要削減永久移民的限額，以解決國內大城市人口過多的問題。

莫里森表示，大城市的民眾都很關心人口膨脹問題，他們都覺得 「夠了」 。道路擁塞、公車地
鐵擠爆、雪梨及墨爾本的學校及公共交通也都已經被塞滿，莫里森說： 「我聽到了你們的聲音，聽
到了你們的呼喚。」 不過，他尚未透露計劃削減的人數、如何執行及其可能影響，僅表示政策公布
前會先諮詢省政府及地方政府。

在過去數年中，澳洲每年平均移民數量為19萬人，去年在時任內政部長達頓打擊下，移民數量
減至約16萬人。不過有專家指，即使1年減少3萬移民，也無助減少城市壓力。

雪梨墨爾本人滿為患 總理擬削減永久移民限額

大陸 「人造太陽」 達到1億核融合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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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法國六成白領想跳槽
辭職者稱“很幸福”

綜合報導 伊弗普民調所（IFOP）的壹項民意調查顯示，法國60%
的白領在考慮辭職，主要理由是為了改善自己的職業前景與薪酬。

調查指出，許多白領想跳槽，但實際付諸行動的人少。今年只有
8%的白領辭職跳槽，辭職後跳槽的少數白領幾乎都稱贊辭職“帶來了
幸福”。

調查指出，法國60%的白領想辭職，其中有約30%“時時刻刻”
想辭職，20%“經常”想辭職。18-34歲的白領最常想辭職，在調查者
中占74%。

報道稱，促使白領離開現職有兩個理由，壹個是個人職業前景局限
在自己企業內（38%），另壹個是對薪酬不滿意（37%），其次是與上
級和管理層的關系、工作任務的興趣以及與私生活有關的理由。另外也
有33%白領希望改行。

但42%的白領認為辭職“有風險”，因此辭職會引起焦慮，調
查者擔心辭職後在職業生活和個人生活之間失去平衡（39%），在
物質和財務上面臨困難（34%）。32%的人不敢辭職是因為沒有其
他雇主提供職位。

有過辭職經驗的白領對辭職後帶來的改變滿意。其中81%表示
“辭職這件事本身就很幸福，對自己的生活有很好的影響”。75%受訪
者認為辭職後自己的職業生活改善，同樣75%的人薪酬得到改善，
73%的人表示自己的職業升遷速度加快。

今年8月法國國會通過了“職業未來法”，其中壹項新規是主
動辭職者如果是為了轉行或者創業，在特定條件下可以獲得補助。
調查稱，60%的白領對這項措施“非常歡迎”。該法案預計在2021
年全面實施。

英國“脫歐”獲突破 前景仍存變數

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在議會下院演講
時表示，盡管與歐盟達成的“脫歐”協
議草案並非最終協議，但這讓英國離最
終協議更近了壹步。同日，因不滿草案
內容，多名英國政府官員辭職。

分析人士指出，英歐達成的協議草
案被認為是雙方談判壹年多來取得的重
大突破，但鑒於草案仍需英國議會批準
及歐盟成員國同意，“脫歐”進程依然
存在諸多變數。

英國：政壇震蕩
草案為明年3月29日英國正式“脫

歐”後設置了21個月的過渡期，英國在
過渡期內仍繼續留在歐洲共同市場與歐

盟關稅同盟內，享受貿易零關稅待遇。
雙方承諾在過渡期內保護在英歐盟公

民和在歐盟的英國公民生活、工作與學習
的權利；北愛爾蘭與愛爾蘭共和國不設置
“硬邊境”，英歐將繼續商議“脫歐”過
渡期結束後解決英愛邊界問題的方案。

特雷莎·梅在結束與內閣成員長達5
小時的會談後說，“脫歐”協議草案內
容已獲內閣成員支持。她強調，內閣在
“激烈討論”後認為，這份協議是英國
與歐盟能達成的最好協議。

然而該草案卻在英國朝野引發震動。
英國“脫歐”事務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和
就業與養老金大臣埃絲特·麥克維伊等多
名官員15日辭職。拉布批評草案中有關

解決英愛邊界問題及英國繼續留在歐盟
關稅同盟等內容。麥克維伊則指責草案
並未尊重英國全民公投的結果。

保守黨資深議員、“脫歐”運動推
動者雅各布·裏斯-莫格更在黨內公開提
出對首相的不信任投票動議，認為“脫
歐”協議草案是英國對歐盟在“各項關
鍵權利上的退讓”。

英國反對黨工黨領導人科爾賓稱協
議草案是英國的“慘敗”，批評英國政
府處於混亂之中。

此間輿論認為，英歐達成的協議草
案總體而言屬於“軟脫歐”，因此遭到
了英國“硬脫歐”派的強烈反對，這種
不滿情緒會發酵到何種程度難以預料。

歐盟：謹慎樂觀
歐盟“脫歐”談判首席代表米歇爾·

巴尼耶表示，“脫歐”協議草案獲英國
內閣支持，標誌著“脫歐”談判取得決
定性進展。他已建議歐盟成員國本月末
召開“脫歐”特別峰會。

巴尼耶說，雖然“脫歐”進程仍存
變數，但經歷長達17個月的磨礪，雙方

達成了內容翔實的協議草案，能為處理
“脫歐”在所有方面造成的後果提供法
律上的確定性。

歐盟大國法國和德國均對這壹進展表
示審慎樂觀。法國歐洲事務部長納塔莉·盧
瓦索在接受采訪時說，法國對談判的進展
表示歡迎，將會非常仔細地研究“脫歐”
協議草案文本。法國總理菲利普表示，法
國高度關註“脫歐”協議前景，並已對英
國“硬脫歐”的前景有所準備。

德國總理默克爾歡迎歐盟與英國達
成的“脫歐”協議草案，但同時也警告
無協議“硬脫歐”的風險仍然存在。

歐洲媒體普遍認為歐盟在談判中守
住了絕大多數底線，是“脫歐”協議草
案的贏家。但也有分析人士認為談判是
雙向的，為了能讓英方接受自己的底線，
歐盟方面在英愛邊境、歐洲法院管轄權
等多個方面調整了自己的立場。

前景：仍存變數
分析人士指出，“脫歐”協議草案

目前只是在文本內容方面達成壹致，協
議簽署前仍需英國與歐盟其他成員國議

會表決通過。從目前英國朝野的反應看，
要想讓協議草案在議會獲得通過，特雷
莎·梅恐怕還要付出更大努力。

壹些英國議員已經威脅將阻撓草案在
議會通過，而工黨已表示將要求其議員
在議會投票中否決這份草案。英國前外
交大臣、保守黨下院議員鮑裏斯·約翰遜
明確表示，協議草案將讓英國淪為歐盟
的“附屬國”，他將對其投反對票。

特雷莎·梅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
“脫歐”協議草案將英國的“國家利益”
置於首位，而非政黨或她個人的政治利
益。她強調，自己無意辭職，將致力於
將這份協議草案交付議會投票表決。

分析人士認為，這份協議草案使英
國內閣和保守黨內部更加分裂，不排除
有保守黨議員對特雷莎·梅的黨魁地位發
起挑戰的可能性，這也將給“脫歐”協
議草案的命運帶來變數。

在歐盟方面，除英國外的27個成員
國駐歐盟代表將在本周內召開會議討論協
議內容，不排除有代表對協議文本提出異
議。協議草案也需要這27個國家的議會
分別批準，其中同樣存在諸多變數。

民調顯示多數德國人
希望默克爾完成總理任期

綜合報導 德國民調機構迪麥頗發布最新民調顯示，半數以上德國
人希望默克爾在不擔任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主席的前提下，能夠
完成4年總理任期。

這份名為“德國趨勢”的民調顯示，56%的受訪者希望默克爾能完
成總理任期，41%的受訪者希望默克爾提前讓位。

上月末，默克爾表示將不再尋求連任基民盟主席。按照基民盟黨內
傳統，總理與黨主席通常由同壹人擔任，默克爾的上述表態，被視為她
將逐步退出政壇的信號。基民盟將在12月初的黨代會上選舉新主席，
“接班”默克爾。

據德國媒體預測，“接班”的熱門人選有現任基民盟秘書長
安內格雷特·卡倫鮑爾、衛生部長延斯·施潘與律師弗雷德裏希·
默茨，其中後兩人被視作默克爾的批評者，壹旦當選將很難以與
默克爾合作。而失去黨內支持，默克爾將有較大可能提前結束總
理任期。

默克爾於1998年至2000年擔任基民盟總書記，2000年4月至今任
基民盟主席。默克爾於2005年11月出任德國總理，後於2009年10月
、2013年12月、2018年3月連任。

攀爬倫敦高樓致封路塞車
法國“蜘蛛人”遭逮捕

綜合報導 法國城市高樓攀登玩家阿蘭·
羅伯特（Alain Robert）遭警方逮捕捕，因為
他徒手攀爬倫敦金融城最高樓赫倫大廈時引
發群眾圍觀，導致附近街道封路後出現交通
阻塞。

56歲的羅伯特有法國“蜘蛛人”之稱，
他在沒有繩索或安全設備的情況下，花了約
壹小時爬上230米高的赫倫大廈，導致下方
街道交通中斷。當時大批群眾好奇圍觀，警
方獲報後隨即趕到現場，並封閉附近道路。

倫敦金融城警方證實，羅伯特後來因為
“造成公共妨害”遭逮捕，下午仍被拘留。

據報道，這位特立獨行的攀高狂人爬過
全球超過100棟高樓，先前也數次挑戰倫敦
的高樓，創下 “徒手攀爬最多高樓”的吉尼
斯世界紀錄。

在攀爬赫倫大廈前，羅伯特說他“肯
定會”被逮捕，就像之前 6次在倫敦登高
時壹樣。

羅伯特的經紀人耶布裏表示：“他只是
想再次在倫敦攀高。”但倫敦金融城警方批
評，這場特技秀造成“日常運作大亂”。

倫敦警官白克斯特表示：“這對當時在
赫倫大廈內外的民眾安全構成巨大風險。”

運動可防癌？
研究稱部分巴西女性因缺乏運動患癌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近日公布的數
據表明，有12%的乳腺癌患者只要每天
進行鍛煉就可以防止這種疾病的發生。

巴西衛生部還指出，缺乏鍛煉只是
壹少部分巴西女性患上乳腺癌的原因，
還有壹部分女性患上乳腺癌的原因是酗
酒以及暴飲暴食。

今年55歲的巴西視覺藝術教師克裏斯
蒂•達烏德曾患乳腺癌，但如今已治愈。她
表示，運動是幫助她恢復的最好手段之壹。

“過去有壹段時間我壹直沒時間鍛
煉，但醫生在給我診斷之後說我患了癌
癥，他也告訴我運動對於加速癌癥治愈
的重要性。因此現在我經常去健身房，
並且在周末去遊泳，我的病好得也非常
快。”她說。

巴西衛生部的研究人員指出，每年
由於癌癥死亡的巴西女性人數非常高。
如果病人能夠每天至少進行30分鐘鍛

煉 並 壹 周
鍛煉5次的
話 ， 2015
年 因 乳 腺
癌 死 亡 的
巴 西 女 性
中 ， 2075
人完全有可
能治愈。

調查表
明，巴西各
主要城市的
女性缺乏鍛
煉問題更加
嚴重，大約13.9%的女性平時完全不進
行運動，51.3%的女性即使進行鍛煉，
鍛煉的量也完全不夠。

“人們運動量不夠的問題與人類進
化有關，在早期，我們由於生存問題需

要經常跑步走路，但現在我們到哪都是
坐著的，這就導致我們的運動量出現了
大幅下滑。” 巴西研究所癌癥控制
（IBCC）的部門協調員艾迪孫•曼托瓦
尼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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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防部下屬的國防安全
合作局19日公布消息稱，國防部已經批准將8
枚攔截飛彈 「SM3（標準三型） BLOCK 1B
」 及13枚改良型 「SM3 BLOCK 2A」 出售給
日本，價格共計5.61億美元。

該局在聲明中強調稱： 「這將使日本的彈
道飛彈防禦能力得到提升，有助於保護日本國
土及駐留的美軍。」

今年1月，美國國務院通過對日本輸出彈
道飛彈防禦系統用的SM3 Block 2A新型攔截
飛彈，這是美國首度許可SM3 Block 2A出口
，也是川普政府對日軍售的第一波。

SM3 Block 2A是美日自2006年度起所共
同開發，其中覆蓋彈頭的前端頭錐部分以及兩
段式的火箭引擎等，採用的是日本的技術。此
新型攔截飛彈，無論飛行速度和攔截範圍均比

目前日本採用的Block 1A提高許多，可攔截
高速飛行的洲際彈道飛彈（ICBM），以及應
對用比通常更高角度發射而難以攔截的 「高彈
道軌道」 彈道飛彈，預料將配備於日本力爭引
進的陸上部署型飛彈攔截系統 「陸基神盾系統
」 （Aegis Ashore）。

由於北韓加速研發核武、飛彈，促使川普
政府要求日本多採購美製武器軍備。美國飛彈
專家指出，SM3 Block 2A使飛彈防禦系統的
能力大幅提高。

日本原定2016年度中引進SM3 Block 2A
，但因開發延遲，2017年2月在夏威夷外海
進行首度實驗成功後，同年6月進行第2次實
驗時卻攔截失敗。但美國國防部說明，失敗原
因並非飛彈本身的問題，而是電腦設定等出現
「人為疏失」 。

美准售日本21枚攔截飛彈 含13枚新型標準3型

（綜合報導）美國空軍388與419戰鬥機聯隊19日出動了35架F-35 「閃電II」 （Light-
ning II）戰機，在猶他州希爾空軍基地（Hill Air Force Base）以大象漫步（Elephant walk ）
的方式，大秀戰鬥實力。

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網20日報導，美國空軍F-35機隊所展現的強大實
力，是中國殲-20與俄羅斯蘇-57戰機所難以匹敵的。

「我們準備好今晚就能作戰，」 第34戰機中隊發言人古特曼（Caleb Guthmann）說，
「和多支F-35飛行中隊演練，能展現無論潛在敵人出現在什麼地方，我們都可以致勝的能力
。」

分析指出，儘管中俄都試圖以5代戰機和F-35較勁，可是要擺出大象漫步的陣仗還差得
遠。雖然中俄分別宣佈，殲-20與蘇-57已形成戰力，但那不過是公關戰。

此外，分析認為，殲-20至今還沒有適當的發動機，以致性能受影響，無法達到超音速巡
航的目標。此外，目前解放軍總共只有幾十架 「威龍」 戰機。根據專家評估，在珠海航展中亮
相的殲-20是預量產（pre-production）機，還不具備戰力。

中國航天航空研究所（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研究員屈?坦（Lawrence
Trevethan）說，殲-20頂多只有4條生產線，如果有第5條，那對中國本身來說都是個新聞。

至於在蘇-57方面，分析指出，雖然它在敘利亞投彈，炸了些毫無保護的反政府叛軍後，
就宣稱已驗證戰力，但其實也沒達到具備戰力的標準。事實上，蘇-57在敘利亞執行的任務，
任何1970年代設計的蘇聯戰機都辦得到，根本無從驗證5代隱形戰機的戰力。

大象漫步秀戰力 美F-35完勝陸殲-20俄蘇-57

（綜合報導）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IS）
19日公布一項關鍵新興及基礎技術出口管制架構
方案，生物科技、臉部辨識、人工智慧（AI）等
核心技術均在管制清單之列，此舉也被視為衝著
中國大陸而來。一旦相關政策付諸實行，中美除
了貿易戰，還即將開打 「科技戰」 。

商務部表示，本方案是根據今年國會通過的
《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擬訂，根據該法
案，敏感商品及技術出口皆需經該部核准，該部
需考慮相關技術的潛在最終用途，且有權對該技
術出口、再出口或轉讓建立管制措施。商務部將
自架構公布日起的1個月內公開徵求民眾意見，
此後會同相關機構審查並評估關鍵新興及基礎技
術，並更新出口管制清單。

目前管制清單共涵蓋14項蓬勃發展的核心尖
端技術，包括生物科技、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
定位、導航與定時相關技術、微處理器、先進運
算、資料分析、量子資訊與感應技術、物流技術
、機器人、腦機介面、高超音速空氣動力學、先
進材料、先進監控技術等。

BIS表示，審查新興技術時，會考慮相關技術
在國外的發展現況、出口管制對美國的可能影響
，以及管制措施在國外的成效。徵求各界意見則
是為了獲得更多、更完整的資訊。

出口管制是保護敏感技術的重要環節。過去
美國軍民兩用或敏感度不高的軍用技術都是由BIS
依照商業管制清單（CCL）等出口管制條例進行
管理，不過不少新興技術未列入管制。當局認為
，現階段有必要評估這些新興技術對國家安全的
影響，比如用於常規武器、情報蒐集、大規模毀
滅性武器或恐怖主義活動等。

儘管BIS並未點名特定國家，但在目前出口
現狀與美中不斷升溫的貿易戰背景下，不難發現
美國限制輸出的技術幾乎都與大陸的 「中國製造
2025」 政策緊密相扣。美方希望藉著遏制大陸科
技發展，避免削弱美國產業創富能力、防止戰略
安全受到威脅，意圖也可謂相當明顯。

事實上，今年美國一直不斷提高與陸方的技
術交流門檻。除先前通過的ECRA外， 4月美方
也計畫限制兩國企業在人工智慧領域的非正式合
作；8月，川普總統又簽署《2019財政年度國防
授權法案》（NDAA），增加對美國新興技術的
出口管控。

一般認為，管制措施實施後，也將影響英特
爾、高通、輝達、德州儀器等美國半導體大廠的
海外業務。目前中美技術、投資、人才等交流已
嚴重受阻，這對雙方而言都不是好事。狀況是否
可望緩解，仍取決於中美磋商的下一步進展。

美擬加強新興技術出口管制 全方位防堵大陸

（綜合報導）美國農業部（USDA）的一項
新研究，源自椰子油的化合物在驅除吸血昆蟲方
面，成效極佳，甚至優於敵避(DEET)。

戶外踏青很健康，但是遇到惱人的蚊蟲就相
當掃興，要是不慎，甚至可能得病，所以適量使
用防蚊液是重要的，60多年來，敵避(DEET)一直
是特效藥，它的成效最好，維持時間也最長。然
而，近十年來，敵避似乎愈來愈不受歡迎，許多
關於敵避的公正健康問題，使得市售的防蚊液愈
來愈不添加敵避，結果就是防蚊液的效果變差。
人們需要更有效，更持久的植物性驅蚊液。

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局（ARS）科學家最近
發現了一種特殊的椰子油脂肪酸，這種脂肪酸對
多種吸血昆蟲： 蚊子、蜱蟲、叮咬蒼蠅、臭蟲都
有效果，不但驅避力很強，持續效果也更長。

昆蟲學家朱傑瑞(Jerry Zhu)的研究小組發現
，這種椰子油防蚊液這的有效成份是游離脂肪酸
混合物，包括月桂酸、癸酸和辛酸以及它們相應
的甲基酯可以有效地抵抗叮咬蒼蠅和臭蟲兩週，
對蜱蟲也具有持久的排斥性，至少一周有效。此
外，當局部使用較高濃度的椰子油化合物時，也
對蚊子具有強烈的排斥性。

而且它的效用也更廣，敵避可以對付吸血昆
蟲，但是對果蠅的有效率僅為50％，而椰子油化
合物可以驅離果蠅，效率超過95％。針對臭蟲和
蜱蟲，敵避的效果大約三天，而椰子油防蚊液持
續約兩週。

朱博士強調，這個驅蚊劑是從椰子油分子中
發現的，但請大家記得，椰子油本身不是驅蚊劑
，不要急著買椰子油回家抹。

防蚊新利器防蚊新利器！！椰子油化合物的驅蟲效果比敵避更好椰子油化合物的驅蟲效果比敵避更好

（綜合報導）德國之聲中文網20日引據
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說，美國總統川普
的女兒伊凡卡被爆出使用私人帳號發送公務
電郵，即使伊凡卡如其律師所說的那樣，只
是 「偶爾」 用私人帳號發送公務電郵，這位
總統之女仍多次違反了白宮的規定。

華郵報導說，伊凡卡的一名律師承認她
部分使用了私人電郵地址，但強調，當時她
尚不瞭解白宮的相關規定。這位律師還表示
，所發的公務電郵均不包含機密訊息
。

川普總統就職後，任命女兒伊凡
卡及其丈夫庫許納為白宮顧問。女兒
處理電郵的做法讓川普陷入難堪，因
為在2016年的總統選戰中，川普曾
以最嚴厲口吻譴責民主黨競選對手希
拉蕊·柯林頓用私人電郵帳號發送公
務信件的行為。

任國務卿期間，希拉蕊·柯林頓
常經由一個不安全的私人伺服器發送
公務電郵。聯邦調查局（FBI）曾展

開調查，但於2016年夏得出結論：這位民主
黨人未構成犯罪。不過川普抓住不放，一再
在這一問題上指責希拉蕊·柯林頓，為達到自
己的目的而極力利用了這一電郵醜聞。

去年就曾有報導說，川普的多名顧問使
用私人電郵帳號，討論白宮事務，伊凡卡和
庫許納均在其中。不過，當時的報導強調，
政府工作人員們只是偶爾使用私人電郵帳號
。

女兒伊凡卡電郵公私不分 川普陷入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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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失事客機機型軟件有漏洞？
波音：已更新相關內容

綜合報導 10月印尼載189人
獅航客機墜毀，機上人員全部遇
難。日前，飛機制造商波音與美
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稱，失事客機
機型波音 737 Max 壹個電腦軟
件，在客機處於手動飛行時，或
使駕駛員難控制飛機。波音的發
言人說，公司已向全球運營商提
供2項更新內容，這些內容都與機
動特性增強系統相關。

10月 29日，印尼廉價航空
獅航客機在雅加達機場起飛不久
後，墜毀在爪哇海，機上189人
無壹生還。事故發生後，飛機
制造商波音與美國聯邦航空管
理 局 上 周 發 出 指 令 ， 指 波 音
737 MAX 客機的壹個防止飛機

失速的電腦軟件在客機處於手
動飛行時，或迫使客機機頭呈
向下狀態，令機師難以控制客
機。

14日，美國航空集團表示，
對波音737 MAX客機該軟件的部
分操作功能，公司是直到上周才
知悉，事先並不知情。美航發言
人說，美航對這類客機安裝的機
動特性增強系統的部分功能並不
知情，並說：“我們必須確保我
們的機師對程序受過完全的訓
練，並熟悉他們所駕駛的機型飛
機的重要系統功能。”

12日，印尼調查人員表示，
波音737 MAX客機的飛行手冊並
未提供如何應對類似獅航客機事

故的場景。而美國機師工會稱，
美國機師並不曉得這類客機裝有
壹套新的防止失速的系統，不知
其中存在的潛在風險。

監管機構說，美國聯邦航空
管理局正與波音探討是否對波音
737 MAX客機的軟件或設計，以
及客機的操作程序及訓練作出調
整。美航發言人說，美航會繼續
與波音及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攜
手合作，有任何的更新都會即刻
知會公司的機師隊伍。

波音的發言人說，公司身為
制造商在現階段不能具體討論空
難的調查內容，不過它已向全球
的運營商提供2項更新內容，這
些內容都與機動特性增強系統相
關。發言人說：“我們對 737
MAX 客機的安全有信心，安全
仍然是我們的最優先關註，重視
安全也是波音每名員工的核心
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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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圍繞日本核事故發生時防止甲狀腺遭受
過量輻射的穩定性碘劑的事前發放機制，日本原子能
規制委員會正在考慮做出調整，擬把向受輻射影響較
大的兒童發放作為工作重點。

據報道，在目前的機制下，當地政府是向緊急時
發放碘劑較難的、核電站方圓5公裏內的全體居民進
行事前發放為原則，但發放到位在操作上有難度，有
的甚至連兒童都未能發放。規制委員會將成立專家會議
，最快年內啟動具體討論。

甲狀腺受到過量輻射，是因為核事故釋放的放射
性碘被吸入體內後，集中在甲狀腺而造成。因此，可
用對人體無害的碘劑事先充滿甲狀腺來應對。

在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壹核電站事故中，地方政
府等儲備的碘劑幾乎未被有效利用。為吸取教訓，
2012年規制委員會成立後，把發放機制改為以除福島
第壹核電站外的全國13個道縣的16座核電站為對象，
由方圓5公裏內的地方政府提前發放。

盡管如此，仍有很多居民沒有前往地方政府開設
的窗口等領取，且3年的有效期壹到就需要重新發放。發放時原
則上還要有醫生在場，此前就有地方政府提出希望加以改善。

據相關人士透露，調整發放機制的依據是世界衛生組織
（WHO）2017年匯總的碘劑相關指針。由於甲狀腺癌被認為年齡
越小發病風險越高，該指針建議“應優先發放給小兒及年紀較輕
的成人”。對於40歲以上人群，則指出使用碘劑的“益處減弱”。

鑒於上述指針，預計專家會議將圍繞：在規制委員會的碘劑發放手
冊中體現指針內容是否妥當、發放時醫生在場的理想方式展開討論。

關於碘劑的事前發放，10月下旬，規制委員會負責原子能
防災的委員伴信彥，在與核電站所在地的地方政府領導等交流時
表示：“現在是爭取向能發放到的所有人發放，但這樣做能否讓
本應受到保護的兒童拿到碘劑？需要有所側重。”

綜合報導 據朝鮮官媒
報道，朝鮮最高領導人金
正恩親臨國防科學院試驗
場，“指導新研發的尖端
戰術武器試驗”。

據朝鮮官方通訊社朝
中社報道，金正恩觀摩該
戰術武器的威力，表示這
壹成果是朝鮮勞動黨重視
國防科技政策的正確性和
突飛猛進的朝鮮國防力量
的又壹體現，是朝鮮軍隊
強化戰鬥力方面具有劃時
代意義的轉變。

金正恩高度評價了朝
鮮國防科學部門、科技工
作者、軍工部門對試驗成
功進行做出的貢獻。

報道未提及該戰術武
器的具體名稱。

該報道稱，崔龍海、
李炳哲、李鐘植、趙甬元、
金勇帥、金昌鮮、樸正天
陪同觀摩試驗。

金正恩指導新研發尖端戰術武器試驗

日本岐阜市發現今年第二例豬瘟
21頭家豬被撲殺

綜合報導 日本岐阜縣政
府宣布，岐阜市椿洞的“岐阜
市畜產中心公員”2頭家豬的
基因檢測結果顯示，呈現豬瘟
陽性反應。這是該市養豬場繼
9月之後第二例豬瘟，此前日
本確認感染的最後病例在1992
年。該縣已將員內飼養的共21
頭家豬撲殺。

日本畜產中心公員方圓3至
10公裏地區被劃為限制搬出區
域，涉及的縣內8個養豬場被禁
止將豬或豬肉等運至區域外。農
相吉川貴盛在透露，已要求各
都道府縣撤底防止成為傳染擴
大原因的野豬闖入養豬場。

農林水產省在第壹例豬瘟
發生時，停止了豬肉和豬皮出
口。之後，關於通過個別交涉
恢復了出口的國家，原則上不采
取停止措施。日本原計劃最快12
月辦理成為豬瘟病毒
完全消除的“凈化
國”的手續，但由於
發生第二例，要重新
成為凈化國預計最早
也要到明年2月。

縣內迄今確認
49頭野生野豬感染。
其中2頭9月下旬在
員內被發現，但該
縣稱當時並未發現

家豬有異常。
據悉，豬瘟是家豬和野豬

特有的疾病，不會感染人類，
食用感染的豬肉也不會對人體
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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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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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對點準確資助利業界
港府回應電影界訴求 注資十億支援發展

香港演藝行業陷入低谷多年，面臨大困局，今年初幾位演藝界熱心人士牽頭成立“香港演藝人內

地發展協進會”（內協會）後，會長成龍、副會長汪明荃、執行會長曾志偉、創會成員古天樂、劉偉

強、王祖藍及莫華倫等曾約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及相關政府部門，向官員反映業界的訴

求。在十月公佈的行政長官2018年施政報告中，特首有回應業界訴求，更提出注資十億

（港元，下同）給電影發展基金，以支持電影業培養人才及支援中型製作。十億能否救

助到低迷的香港電影業？“內協會”執行會長兼電影導演、監製曾志偉日前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訪問，他表示特首能聽取業界的聲音，增加了資助金額，提出針對性的

方案回應他們提出的要求，希望立法會順利通過，真正幫到電影業。

■採訪：焯羚、張美婷 攝影：彭子文

志
偉
志
偉

許多人會關心誰決定電影基金資助哪個申請個案？評審
過程公平嗎？“香港電影發展局”轄下的“基金審核委員
會”評審人員有關電影發展基金電影製作融資及電影製作資
助的人員包括專業人士。

電影製作資助計劃及融資計劃上，首先由電腦抽出電影
業界專業在職人士進行首輪項目批審，評核過而合格的項
目，就由電影發展局秘書處及基金審核委員進行討論及審
核。目前基金審核委員會成員：王英偉博士, G.B.S., J.P 、卓
伯棠教授 、錢小蕙女士、莊文強先生, M.H.、朱仲安先生
（朱鎮安）、利雅博先生、鄧小慧女士、唐慶枝先生、黃修
平先生、黃德慧女士。當個案通過基金審核委員會通過後，
再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通訊及創意產業）審核，通
過後，最後交回電影發展局專責委員會成員通過。而每一個
項目如果與相關批審的成員或委員有關，相關人等必須離席
不能參與相關批審項目工作。

有份參與專責委員會及基金審核委員會的黃德慧接受記者
查詢時表示，全部批准的項目及個案都在公開網頁上見到，非常
具透明度的。陽光下運用，絕對公平公正。

項目批審陽光下運用

讚
賞
讚
賞

■曾志偉敢於為業界
發聲。 攝影彭子文

曾志偉坦言感到十分開心，“今次是政府第一次
認真地面對我們的訴求，而在施政報告中提出

增加了十億資助，針對性的方案每一項也是考慮了我
們之前所提出的要求而回應的，有詳細的列明該金額
會用在何處，規範清晰明確，解決到問題要點，對行
業發展很有利。十億雖然仍有待立法會通過，但起碼
令到業界人士感覺到上次與政府官員溝通是有用的，
政府已經聽到業界的聲音。”

“在（上世紀）8、90年代，香港電影業的黃金
年代，我們很少和政府開會的，就算政府找我們傾，
我們都很少提出所求。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
也有諮詢我們的意見，當時我們也覺得不需要支持。
香港電影人基本上不喜歡求助政府的，但到近年香港
電影業滑落得太厲害，為了行業的傳承，我們就要求
政府接見我們，提出訴求，也看到政府誠意接納我們
的意見，表示聽我們的聲音、重視這個行業。最重要
這次的施政報告的支援政策針對性的，因應了我們的
要求，我們也很樂意見到及支持這方案。”

現在的電影製作費用動不動就幾億，只資助十億
足夠？“十億已經好好，這十億不是要用拍幾部商業
大片，是針對中型製作，培養人才方面項目也點對點
的、準確地去作出資助。他們規劃出四大方向包括人
才培訓、提升港產片製作、拓展市場和拓展觀眾
群。”

利培訓發掘編劇導演人才
志偉謂他了解到提及到的人才培訓，包括了編劇

的培訓、優化劇本計劃等。香港電影需要更多的編劇
人才，目標培養編劇240個，而他特別想重處理
‘優化劇本’計劃，他考慮組織更多有心、有經驗的
導演指導新編劇創作，幫他們優化劇本，有好劇本成
功機會才大。”

報告中提及到要優化“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提
高獲獎隊伍數目及獎金（資助金額），“很好，名額
多了，資助金額多了，門檻低了，這等於加大力度支
持新導演開戲，增加了幕前新人入行的機會，其他幕
後崗位也增加就業機會，電影業有生氣。”

“另外，基金也支持短片拍攝，這也對電影業傳
承有很大幫助，因我們每次尋找具潛質新導演，也來
自於學生的短片功課，政府撥款去支持也會鼓勵了學
生和業餘人士拍短片，也幫助到我們發掘人才。”

盼後期製作回流香港進行
“香港的電影後期製作通常交給東南亞公司做，

原因是一直欠這類人才，後期製作被迫不在香港進
行，現在政府會鼓勵業界利用香港的設施及人才進行
後期製作，我們可以請人回來訓練人才，這能幫助解
決香港後期製作人才不足的問題。還有政府要推廣香
港電影，除推廣新製作的電影，亦要推廣黃金時代的
香港電影，惟這些電影的底片已舊，需要進行復修的
工作，但香港少這方面的人才，電影資料館一年才復
修一部，怎麼辦？政府現在也肯資助培訓這方面的人
才，復修這些著名香港電影，日後更可在外國的影展
回顧放映，確實能幫助推廣‘香港電影’品牌。”

中型製作資助倍增最有用
志偉表示，在香港電影最蓬勃的時期，每年製作

達四、五百部電影，但今年只得三十三部電影。在現
今的香港電影中，大多以兩種種類的電影為主，除了
高投資額的合拍片外，就是二、三百萬政府資助的預
算較小的電影，其實我們最需要的電影是中型電影。
往往是多中型製作才可帶動到電影行業蓬勃、百花齊
放。施政報告中表明擴大“電影發展基金”資助範圍
及配額，當中明確規範了中型港產片融資每部戲會加
碼投資至最多九百萬元；而小型的二、三百萬可以提
升到五、六百萬，絕對可以幫助到行業。

鼓勵戲院播放本地製作
志偉特別欣賞，在拓展觀眾群上政府會提出方案

鼓勵更多戲院播放本地電影製作。“中型製作亦要有
配套才可有更大的作用，例如戲院增加播放香港製作
的電影。以往香港嘉禾、邵氏、新藝城電影公司有自
己院線，自己製作最少有一至兩周映期，現在電影業
面對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沒法在戲院上映長一些時間，
電影上映首數天，見票房不理想電影商即刻落畫，或
一兩場，只放在非黃金時段內放映，有心睇的人也趕
不及看，製作人沒發言權。希望政府同發展商在場地
合約上作協議，若可有規定本地製作電影上映的日數
和場次，讓本土製作的電影有更多播放的機會，會幫
助到香港電影業。”

有人指香港電影市場太小，難以令香港片重生，
志偉說：“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曾講希望透
過基金撥款做市場推廣，助港產片開拓大灣區及東南
亞粵語觀眾群市場。政府願意與大灣區當地政府部門
加強溝通，業界希望借政府的幫助和大灣區當地商
討，包括電檢制度放寬和廣東話版本放映，多了觀眾
睇，電影的票房增加了，擴展香港電影的市場，本地
電影製作費可以提升，但急不來。”

除港府支持外，業界自己幫自己也很重要，希
望資深香港電影導演別光在內地拍合拍片，間中抽空
回流香港拍攝全香港班底的製作，令香港電影業得以
薪火相傳。

■■香港尖沙咀星光香港尖沙咀星光
大道大道。。

攝影攝影：：張小蘇張小蘇

■■志偉希望同業多些關心志偉希望同業多些關心
支持香港電影業的承傳問支持香港電影業的承傳問
題題。。 攝影攝影：：彭子文彭子文

電影發展基金於1999年成立，以資助有
利香港電影業長遠發展的項目為主，例如資
助電影從業員培訓課程、香港電影海外推廣
計劃等項目。2007年，港府向基金注入3億
元（港元，下同），為預算不超過2,500萬元
的香港中小型電影製作提供部分融資，目的
是推動更多商業資金投資拍攝電影、引發更
多與電影有關的活動等。

2015年，港府再注資港幣2億元。分別
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電影製作資助
計劃”、“電影製作融資計劃”以及“資助
其他電影相關計劃”.。

截至2018 年 8 月底，共有 54 個電影製
作融資申請、11 個電影製作資助申請及 197
個其他電影相關計劃獲得批准，所涉款額約
5 億 2,400 萬元。

電影發展基金19年資助逾百計劃

香 港 專 題 ■責任編輯：李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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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傳統民居分有3種：堡子、
高房子和窯洞。被確定為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窯洞，是當地曾經
時興的民居。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
走進彭陽縣，對其進行探訪。

在彭陽窯洞中，最稀有的是
“半地穴式窯洞”，這種窯洞是在
地表上挖一個深坑，然後在垂直斷
面再挖出來的洞穴。
2003年4月，中國科學院古脊

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寧夏考古
研究所資深專家黃慰文、鍾侃一行
三人在距離彭陽縣城3公里的嶺
兒、劉河等地發現多處半地穴式窯
洞。經考證，這幾處窯洞屬於舊石
器時代遺址。這說明，在舊石器時
代，生活在彭陽的先祖就有可能在
窯洞裡繁衍生息了。此次發現將彭
陽境內的人類活動歷史提前了近3
萬年。這樣珍貴的窯洞遺址，經查
明，在彭陽縣共有66處。

逐步淘汰改建新房
據了解，由於窯洞土壁深厚，

所以“夏季曬不透，冬季凍不

透”，採暖或製冷成本低，建築壽
命也較長。深居山林，窯洞的防火
功能也很好，還能與自然美景融為
一體。
另一方面，窯洞通風不暢、光

線不佳，遇上大量降雨甚至會坍塌。
雖然窯內適合存放糧食，但囤糧需要
做十分複雜的防潮處理，並高高地架
在木架上。遇到黃土地區的雨季，窯
內潮濕通風極差，令人窒息。一旦居
民生活水平提高，用水量大增或遇大
雨澇災天氣，或有坍塌的隱憂。
然而，隨着當代農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居住條件的改善，原先那
一排排依山而建、參差錯落的窯
洞，逐漸被一排排紅磚碧瓦、漂亮
美觀的房屋所取代。原先的窯洞已
經變成了一眼眼的“黑洞”，曾經
養育了無數代人的窯洞正逐漸被淘
汰。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了彭陽縣

小岔溝村張西駿、張志宏父子、張
西駿說，大家過去曾合力“改造山
河”，但由於水土條件實在太差，
一直難見起色，“現在移民新村條

件很好，有了房子，有了水，有了
土地，有了學校……告別了難捨的
祖窯，是為了以後的路不再難
走”。

部分山民生態遷移
據當地負責人介紹說，彭陽縣

屬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彭陽
等幾個國家級貧困縣的統稱，1972
年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確定為不適宜
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嚴重缺水，
村民多是靠深井取水，或者趕驢車到
幾十里外的深溝去拉水，飲水衛生條
件很差，當地農民普遍貧困。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雖然退
耕還林、移民政策推進成效顯著，不
少山民都遷出了大山，但仍有一部分
山民不捨祖窯，堅守原地。而另一
面，一些早前已自發移民的山民，又
回過頭來在生態移民項目區佔房分
地，成為當地的管理難題。對此，當
地負責人表示，山民需要時間認識到
“自己站起來的姿勢是最美的”。
為了保護和傳承窯洞文化，當

地負責人說：“比較集中的區域，
可能會建度假村，建窯洞賓館、窯
洞別墅，供遊人們在休閒享受的同
時，充分體驗當地的窯洞文化。”

寧夏窯洞大變寧夏窯洞大變遷遷
送別山民送別山民迎遊人迎遊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黃土和窯洞，

在外地遊客看來或是一種特別的風光，但是對生活在那裡的

人來說，卻是土地貧瘠、水資源緊缺的生活之苦，位於寧夏

回族自治區東南部的彭陽縣便是如此。面對“一方水土養活

不了一方人”的窘境，大部分山民離開了祖輩生存的窯洞，

接受“生態移民”計劃的幫助，在移民新村開展了新的生

活。窯洞消亡不可阻擋，但窯洞文化值得人們一再珍賞。

6666處為石器時代遺址處為石器時代遺址 藉旅業傳承古居文化藉旅業傳承古居文化

■■開展開展““生態移民生態移民””前前，，寧夏飲用寧夏飲用
水衛生情況堪憂水衛生情況堪憂。。圖為山民在取用圖為山民在取用
地下水地下水。。 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

位於六盤山東麓的彭陽縣，
由厚厚的黃土層所積成，因此溝
壑縱橫，地形複雜。於是，當地

便出現了因應地形的崖窯、拐窯、箍窯。
崖窯，顧名思義是修建於山畔和溝邊、借崖勢

而挖掘的多孔窯洞。據彭陽縣文化館館長韓三紅介
紹，彭陽縣的崖窯大多開挖於清朝後期及民國初
期，分佈在白陽鎮的花花窯、新集鄉的姚河、紅河
鄉的小灣一帶。因為這裡的植被保持得相對要好，
又離水源近，所以是較富裕居民聚居的地方。

拐窯，則是為了方便儲藏物品，在正窯兩側或者
裡端又挖的小窯，一般用來儲存水桶、菜缸和糧食。

與崖窯和拐窯不同，箍窯一般是用土坯和麥草黃
泥漿砌成基牆拱圈窯頂而建，窯洞裡還壓短椽挑簷，
突出的部分甚至還鋪有青瓦，所以箍窯總給人一種遠
看像房，近看卻是窯的印象。

崖窯崖窯、、拐窯拐窯、、箍窯箍窯

■■部分窯洞被改造為旅遊景點部分窯洞被改造為旅遊景點，，展示古居文展示古居文
化化。。 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

■■原先一排排依山而建原先一排排依山而建、、參差錯落的參差錯落的
窯洞窯洞，，整修成一排排紅磚碧瓦整修成一排排紅磚碧瓦、、漂亮漂亮
美觀的新居美觀的新居。。 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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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傳統民居分有3種：堡子、
高房子和窯洞。被確定為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窯洞，是當地曾經
時興的民居。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
走進彭陽縣，對其進行探訪。

在彭陽窯洞中，最稀有的是
“半地穴式窯洞”，這種窯洞是在
地表上挖一個深坑，然後在垂直斷
面再挖出來的洞穴。
2003年4月，中國科學院古脊

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寧夏考古
研究所資深專家黃慰文、鍾侃一行
三人在距離彭陽縣城3公里的嶺
兒、劉河等地發現多處半地穴式窯
洞。經考證，這幾處窯洞屬於舊石
器時代遺址。這說明，在舊石器時
代，生活在彭陽的先祖就有可能在
窯洞裡繁衍生息了。此次發現將彭
陽境內的人類活動歷史提前了近3
萬年。這樣珍貴的窯洞遺址，經查
明，在彭陽縣共有66處。

逐步淘汰改建新房
據了解，由於窯洞土壁深厚，

所以“夏季曬不透，冬季凍不

透”，採暖或製冷成本低，建築壽
命也較長。深居山林，窯洞的防火
功能也很好，還能與自然美景融為
一體。
另一方面，窯洞通風不暢、光

線不佳，遇上大量降雨甚至會坍塌。
雖然窯內適合存放糧食，但囤糧需要
做十分複雜的防潮處理，並高高地架
在木架上。遇到黃土地區的雨季，窯
內潮濕通風極差，令人窒息。一旦居
民生活水平提高，用水量大增或遇大
雨澇災天氣，或有坍塌的隱憂。
然而，隨着當代農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居住條件的改善，原先那
一排排依山而建、參差錯落的窯
洞，逐漸被一排排紅磚碧瓦、漂亮
美觀的房屋所取代。原先的窯洞已
經變成了一眼眼的“黑洞”，曾經
養育了無數代人的窯洞正逐漸被淘
汰。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了彭陽縣

小岔溝村張西駿、張志宏父子、張
西駿說，大家過去曾合力“改造山
河”，但由於水土條件實在太差，
一直難見起色，“現在移民新村條

件很好，有了房子，有了水，有了
土地，有了學校……告別了難捨的
祖窯，是為了以後的路不再難
走”。

部分山民生態遷移
據當地負責人介紹說，彭陽縣

屬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彭陽
等幾個國家級貧困縣的統稱，1972
年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確定為不適宜
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嚴重缺水，
村民多是靠深井取水，或者趕驢車到
幾十里外的深溝去拉水，飲水衛生條
件很差，當地農民普遍貧困。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雖然退
耕還林、移民政策推進成效顯著，不
少山民都遷出了大山，但仍有一部分
山民不捨祖窯，堅守原地。而另一
面，一些早前已自發移民的山民，又
回過頭來在生態移民項目區佔房分
地，成為當地的管理難題。對此，當
地負責人表示，山民需要時間認識到
“自己站起來的姿勢是最美的”。
為了保護和傳承窯洞文化，當

地負責人說：“比較集中的區域，
可能會建度假村，建窯洞賓館、窯
洞別墅，供遊人們在休閒享受的同
時，充分體驗當地的窯洞文化。”

寧夏窯洞大變寧夏窯洞大變遷遷
送別山民送別山民迎遊人迎遊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黃土和窯洞，

在外地遊客看來或是一種特別的風光，但是對生活在那裡的

人來說，卻是土地貧瘠、水資源緊缺的生活之苦，位於寧夏

回族自治區東南部的彭陽縣便是如此。面對“一方水土養活

不了一方人”的窘境，大部分山民離開了祖輩生存的窯洞，

接受“生態移民”計劃的幫助，在移民新村開展了新的生

活。窯洞消亡不可阻擋，但窯洞文化值得人們一再珍賞。

6666處為石器時代遺址處為石器時代遺址 藉旅業傳承古居文化藉旅業傳承古居文化

■■開展開展““生態移民生態移民””前前，，寧夏飲用寧夏飲用
水衛生情況堪憂水衛生情況堪憂。。圖為山民在取用圖為山民在取用
地下水地下水。。 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

位於六盤山東麓的彭陽縣，
由厚厚的黃土層所積成，因此溝
壑縱橫，地形複雜。於是，當地

便出現了因應地形的崖窯、拐窯、箍窯。
崖窯，顧名思義是修建於山畔和溝邊、借崖勢

而挖掘的多孔窯洞。據彭陽縣文化館館長韓三紅介
紹，彭陽縣的崖窯大多開挖於清朝後期及民國初
期，分佈在白陽鎮的花花窯、新集鄉的姚河、紅河
鄉的小灣一帶。因為這裡的植被保持得相對要好，
又離水源近，所以是較富裕居民聚居的地方。

拐窯，則是為了方便儲藏物品，在正窯兩側或者
裡端又挖的小窯，一般用來儲存水桶、菜缸和糧食。

與崖窯和拐窯不同，箍窯一般是用土坯和麥草黃
泥漿砌成基牆拱圈窯頂而建，窯洞裡還壓短椽挑簷，
突出的部分甚至還鋪有青瓦，所以箍窯總給人一種遠
看像房，近看卻是窯的印象。

崖窯崖窯、、拐窯拐窯、、箍窯箍窯

■■部分窯洞被改造為旅遊景點部分窯洞被改造為旅遊景點，，展示古居文展示古居文
化化。。 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

■■原先一排排依山而建原先一排排依山而建、、參差錯落的參差錯落的
窯洞窯洞，，整修成一排排紅磚碧瓦整修成一排排紅磚碧瓦、、漂亮漂亮
美觀的新居美觀的新居。。 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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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廣東前三季度廣東
實體經濟實體經濟““大數據大數據””

工業增加值增長率

電子信息業 9.4%

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 6.8%

汽車製造業 8.5%

產量增長率

智能電視 16.1%

新能源汽車 116.6%

集成電路 10.2%

工業機械人 35.7%

1-8月規模以上工業

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8.2%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整理

製造業掌門人製造業掌門人：：
堅守中國經濟脊樑堅守中國經濟脊樑

習近平論脫虛向實
“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

本、財富之源。”習近平總書記近日赴

廣東考察，在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再

次強調實體經濟的重要作用。擲地有聲

的話語，對於中國經濟脫實向虛的議論

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今年9月，廣東

省率先出手為製造業企業降低成本，支

持實體經濟發展。如今，總書記關心實

體經濟和自主創新，不少廣東企業紛紛

表示，這正正反映他對所有製造企業的

殷殷囑託，是對廣東振興實體經濟的一

次肯定，也是對廣東製造業在自主創新

道路上堅持走下去的一份期許。作為製

造業大省，未來廣東應當堅持高質量發

展，推動轉型升級，用創新搶佔未來話

語權，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區域協同

發展貢獻更多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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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培育創新動能
要發揮企業創新主體作用和市場導向作

用，加快建立技術創新體系，激發創新活
力。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破除無效供給，
培育創新動能，降低運營成本，推動製造業
加速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

2. 有關發展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財富之源。先進製造

業是實體經濟的一個關鍵，經濟發展任何時候都不能脫實向
虛。中華民族奮鬥的基點是自力更生，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
必由之路是自主創新，所有企業都要朝這個方向努力奮鬥。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在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廣東並提出脫虛向實的口號後，

廣東各製造業龍頭企業紛紛就企業在核心技術研發和未來

發展規劃方面各抒己見，並承諾為中國實體經濟振興貢獻

一份力量。

廣汽
掌控核心零件
發展自主品牌

格蘭仕
發展全產業鏈
發揮聚集效應

TCL集團董事長兼CEO李東生表示：
“實業是中國經濟的脊樑，實體經濟是中國
經濟競爭力的基礎，雖然艱難，但必須堅
守。更應看到的是，新時期的實體經濟必須
建立在自主創新的基礎上，走高質量發展的
路線，才能持續在國民經濟中發揮更大的價
值，也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保有中國經
濟的競爭力。”

據他介紹，過去幾年，製造業面臨的壓
力較大，因為製造業的投資回報率相對較
低，外部資本進入的意願並不強烈。但
TCL始終堅守實業，並以此提升競爭力，
把TCL業務逐步擴展到全球，成長為全球
化企業。

“作為大型國有汽車企業，更要緊
跟國家戰略規劃和政策部署，堅持以質
量和效益為中心，大力推進經濟高質量
發展，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築牢基
礎。”廣汽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曾慶
洪表示，高質量發展的重點是促進製造
業轉型升級，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
展，順應未來產業發展趨勢和需求的變

化，廣汽集團需要重點發展新能源、智能網聯等產業，着力於自
主創新突破並掌握三電等核心技術，為高質量發展培育新動能。

接下來，廣汽集團將以整車事業為中心，掌控核心零部
件，延伸汽車服務產業鏈，強化產融創新，推進製造服務化轉
型，實現“電動化、國際化、智能網聯化”的重大突破。廣汽
集團也將秉承十年前開展自主研發、發展自主品牌的決心和毅
力，舉全集團之力繼續大力發展自主品牌。

綜合性白色家電品牌企業格蘭仕，也是廣東製造業的一張名
片。今年是格蘭仕創業40周年，格蘭仕是改革開放的“同齡企
業”，是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參與者、受益者。格蘭仕集團董事
長兼總裁梁昭賢表示：“創業40年，格蘭仕只幹了‘製造’這一
件事，一直堅持專注在製造業發展，過程中遇到過很多的困難、
風險和挑戰，感謝黨和政府在每個時期對實體經濟、製造業發展
的大力支持。”梁昭賢認為：“今天看來，創業40年，在把握時
代機遇的同時，格蘭仕對於全產業鏈自主研發、自我配套的苦苦
追求是值得的。現在，在白色家電的配套產業和核心技術上，無
論是微動開關、電機，還是核心的變壓器、變頻器和磁控管、壓
縮機，都在發揮格蘭仕綜合領先的產業聚集效應，我們把產業命
運牢牢把握在了自己手裡。”

TCL
業務擴展全球
續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近日赴廣東考察習近平總書記近日赴廣東考察，，強強
調實體經濟的重要作用調實體經濟的重要作用。。圖為廣汽集圖為廣汽集
團自動化生產線團自動化生產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今年9月，在全國製造業呈現平穩擴張態勢
的情況下，廣東省率先出手為製造業企業

降低成本。9月10日，廣東省印發《廣東省降
低製造業企業成本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修訂版”）》的通知。這一份被業
界稱為“實體經濟新十條”的文件，從降低稅
負、用地成本、社保成本、用電成本、運輸成
本、融資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支持工
業企業盤活土地資源提高利用率、製造業高質
量發展、加大重大產業項目支持力度等十個方
面，全方位降低製造業企業成本，從而支持實
體經濟發展，力度可謂罕見。

10月中旬，廣東銀監局發佈《廣東銀監局
關於廣東銀行業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
見》，針對廣東製造業大省、外貿大省實際，
《實施意見》強調穩定製造業貸款規模，穩定
外貿企業發展，加大對企業技術改造貸款支持
力度，對遇到暫時困難但仍有發展前景的重點
優質外貿企業，在資金安排上予以適當傾斜，
擴大出口信用保險保單和出口退稅賬戶質押融
資，提升外貿綜合金融服務質效。

這兩份文件，與廣東省長期以來高度重視
實體經濟的政策思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政
策走向，為企業培育了成長的沃土。

格力創新技術引領行業升級
“前三季度淨利潤211.18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增長36.59%。”這一令人矚目的
成績，是珠海格力集團幾天前最新公佈的營收
數據，而幾乎在同一時期，格力電器發佈了自
主研發的太陽式空調，在全國掀起一場“暖冬
革命”。作為廣東製造業的領軍企業，格力此
舉無疑在向世人說明，振興實體經濟，企業靠
的不僅僅是體量和銷量，自主創新能力同樣佔
據着不可忽視的地位。

一直以來，空調製熱技術的限制導致產品
使用價值偏低，而此次格力採用自主研發的壓
縮機，使空調在不同地區的不同環境下穩定製
冷熱，在製暖技術上攻破了行業發展瓶頸，在
突破行業困境同時，也引領了行業升級發展，
以技術創新擺脫落後產業的羈絆。

目前，空調業仍是較高增長態勢的行業，
但國內外空調市場需求也處於波動之中。事實
證明，只有自主創新能力強、擁有核心技術的
企業，才能抵禦市場變化與衝擊。

堅持自研芯片投重金控核心
格力在企業高端研發體系建設上破局的決心

不僅僅體現在空調上，通過借力高端裝備，對整
個健康家居系統的建設都已落地，日前更是投重
金邁向風險極高的自研芯片領域。

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表示，“格力要長
期持續發展，但必須掌握核心技術。”其中核心
技術所指就是芯片。格力投資芯片研發雖受到外
界質疑，但董明珠堅定回應：“哪怕投資500億
元，格力也要把芯片研究成功。當我們把高端芯
片拿下來那一天，我們就可服務全球了。”

廣東探路系列之探路系列之
實體經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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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傳統民居分有3種：堡子、
高房子和窯洞。被確定為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窯洞，是當地曾經
時興的民居。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
走進彭陽縣，對其進行探訪。

在彭陽窯洞中，最稀有的是
“半地穴式窯洞”，這種窯洞是在
地表上挖一個深坑，然後在垂直斷
面再挖出來的洞穴。
2003年4月，中國科學院古脊

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寧夏考古
研究所資深專家黃慰文、鍾侃一行
三人在距離彭陽縣城3公里的嶺
兒、劉河等地發現多處半地穴式窯
洞。經考證，這幾處窯洞屬於舊石
器時代遺址。這說明，在舊石器時
代，生活在彭陽的先祖就有可能在
窯洞裡繁衍生息了。此次發現將彭
陽境內的人類活動歷史提前了近3
萬年。這樣珍貴的窯洞遺址，經查
明，在彭陽縣共有66處。

逐步淘汰改建新房
據了解，由於窯洞土壁深厚，

所以“夏季曬不透，冬季凍不

透”，採暖或製冷成本低，建築壽
命也較長。深居山林，窯洞的防火
功能也很好，還能與自然美景融為
一體。
另一方面，窯洞通風不暢、光

線不佳，遇上大量降雨甚至會坍塌。
雖然窯內適合存放糧食，但囤糧需要
做十分複雜的防潮處理，並高高地架
在木架上。遇到黃土地區的雨季，窯
內潮濕通風極差，令人窒息。一旦居
民生活水平提高，用水量大增或遇大
雨澇災天氣，或有坍塌的隱憂。
然而，隨着當代農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居住條件的改善，原先那
一排排依山而建、參差錯落的窯
洞，逐漸被一排排紅磚碧瓦、漂亮
美觀的房屋所取代。原先的窯洞已
經變成了一眼眼的“黑洞”，曾經
養育了無數代人的窯洞正逐漸被淘
汰。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了彭陽縣

小岔溝村張西駿、張志宏父子、張
西駿說，大家過去曾合力“改造山
河”，但由於水土條件實在太差，
一直難見起色，“現在移民新村條

件很好，有了房子，有了水，有了
土地，有了學校……告別了難捨的
祖窯，是為了以後的路不再難
走”。

部分山民生態遷移
據當地負責人介紹說，彭陽縣

屬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彭陽
等幾個國家級貧困縣的統稱，1972
年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確定為不適宜
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嚴重缺水，
村民多是靠深井取水，或者趕驢車到
幾十里外的深溝去拉水，飲水衛生條
件很差，當地農民普遍貧困。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雖然退
耕還林、移民政策推進成效顯著，不
少山民都遷出了大山，但仍有一部分
山民不捨祖窯，堅守原地。而另一
面，一些早前已自發移民的山民，又
回過頭來在生態移民項目區佔房分
地，成為當地的管理難題。對此，當
地負責人表示，山民需要時間認識到
“自己站起來的姿勢是最美的”。
為了保護和傳承窯洞文化，當

地負責人說：“比較集中的區域，
可能會建度假村，建窯洞賓館、窯
洞別墅，供遊人們在休閒享受的同
時，充分體驗當地的窯洞文化。”

寧夏窯洞大變寧夏窯洞大變遷遷
送別山民送別山民迎遊人迎遊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黃土和窯洞，

在外地遊客看來或是一種特別的風光，但是對生活在那裡的

人來說，卻是土地貧瘠、水資源緊缺的生活之苦，位於寧夏

回族自治區東南部的彭陽縣便是如此。面對“一方水土養活

不了一方人”的窘境，大部分山民離開了祖輩生存的窯洞，

接受“生態移民”計劃的幫助，在移民新村開展了新的生

活。窯洞消亡不可阻擋，但窯洞文化值得人們一再珍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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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開展““生態移民生態移民””前前，，寧夏飲用寧夏飲用
水衛生情況堪憂水衛生情況堪憂。。圖為山民在取用圖為山民在取用
地下水地下水。。 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

位於六盤山東麓的彭陽縣，
由厚厚的黃土層所積成，因此溝
壑縱橫，地形複雜。於是，當地

便出現了因應地形的崖窯、拐窯、箍窯。
崖窯，顧名思義是修建於山畔和溝邊、借崖勢

而挖掘的多孔窯洞。據彭陽縣文化館館長韓三紅介
紹，彭陽縣的崖窯大多開挖於清朝後期及民國初
期，分佈在白陽鎮的花花窯、新集鄉的姚河、紅河
鄉的小灣一帶。因為這裡的植被保持得相對要好，
又離水源近，所以是較富裕居民聚居的地方。

拐窯，則是為了方便儲藏物品，在正窯兩側或者
裡端又挖的小窯，一般用來儲存水桶、菜缸和糧食。

與崖窯和拐窯不同，箍窯一般是用土坯和麥草黃
泥漿砌成基牆拱圈窯頂而建，窯洞裡還壓短椽挑簷，
突出的部分甚至還鋪有青瓦，所以箍窯總給人一種遠
看像房，近看卻是窯的印象。

崖窯崖窯、、拐窯拐窯、、箍窯箍窯

■■部分窯洞被改造為旅遊景點部分窯洞被改造為旅遊景點，，展示古居文展示古居文
化化。。 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

■■原先一排排依山而建原先一排排依山而建、、參差錯落的參差錯落的
窯洞窯洞，，整修成一排排紅磚碧瓦整修成一排排紅磚碧瓦、、漂亮漂亮
美觀的新居美觀的新居。。 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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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傳統民居分有3種：堡子、
高房子和窯洞。被確定為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窯洞，是當地曾經
時興的民居。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
走進彭陽縣，對其進行探訪。

在彭陽窯洞中，最稀有的是
“半地穴式窯洞”，這種窯洞是在
地表上挖一個深坑，然後在垂直斷
面再挖出來的洞穴。

2003年4月，中國科學院古脊
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寧夏考古
研究所資深專家黃慰文、鍾侃一行
三人在距離彭陽縣城3公里的嶺
兒、劉河等地發現多處半地穴式窯
洞。經考證，這幾處窯洞屬於舊石
器時代遺址。這說明，在舊石器時
代，生活在彭陽的先祖就有可能在
窯洞裡繁衍生息了。此次發現將彭
陽境內的人類活動歷史提前了近3
萬年。這樣珍貴的窯洞遺址，經查
明，在彭陽縣共有66處。

逐步淘汰改建新房
據了解，由於窯洞土壁深厚，

所以“夏季曬不透，冬季凍不

透”，採暖或製冷成本低，建築壽
命也較長。深居山林，窯洞的防火
功能也很好，還能與自然美景融為
一體。

另一方面，窯洞通風不暢、光
線不佳，遇上大量降雨甚至會坍塌。
雖然窯內適合存放糧食，但囤糧需要
做十分複雜的防潮處理，並高高地架
在木架上。遇到黃土地區的雨季，窯
內潮濕通風極差，令人窒息。一旦居
民生活水平提高，用水量大增或遇大
雨澇災天氣，或有坍塌的隱憂。

然而，隨着當代農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居住條件的改善，原先那
一排排依山而建、參差錯落的窯
洞，逐漸被一排排紅磚碧瓦、漂亮
美觀的房屋所取代。原先的窯洞已
經變成了一眼眼的“黑洞”，曾經
養育了無數代人的窯洞正逐漸被淘
汰。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了彭陽縣
小岔溝村張西駿、張志宏父子、張
西駿說，大家過去曾合力“改造山
河”，但由於水土條件實在太差，
一直難見起色，“現在移民新村條

件很好，有了房子，有了水，有了
土地，有了學校……告別了難捨的
祖窯，是為了以後的路不再難
走”。

部分山民生態遷移
據當地負責人介紹說，彭陽縣

屬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彭陽
等幾個國家級貧困縣的統稱，1972
年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確定為不適宜
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嚴重缺水，
村民多是靠深井取水，或者趕驢車到
幾十里外的深溝去拉水，飲水衛生條
件很差，當地農民普遍貧困。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雖然退
耕還林、移民政策推進成效顯著，不
少山民都遷出了大山，但仍有一部分
山民不捨祖窯，堅守原地。而另一
面，一些早前已自發移民的山民，又
回過頭來在生態移民項目區佔房分
地，成為當地的管理難題。對此，當
地負責人表示，山民需要時間認識到
“自己站起來的姿勢是最美的”。

為了保護和傳承窯洞文化，當
地負責人說：“比較集中的區域，
可能會建度假村，建窯洞賓館、窯
洞別墅，供遊人們在休閒享受的同
時，充分體驗當地的窯洞文化。”

寧夏窯洞大變寧夏窯洞大變遷遷
送別山民送別山民迎遊人迎遊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黃土和窯洞，

在外地遊客看來或是一種特別的風光，但是對生活在那裡的

人來說，卻是土地貧瘠、水資源緊缺的生活之苦，位於寧夏

回族自治區東南部的彭陽縣便是如此。面對“一方水土養活

不了一方人”的窘境，大部分山民離開了祖輩生存的窯洞，

接受“生態移民”計劃的幫助，在移民新村開展了新的生

活。窯洞消亡不可阻擋，但窯洞文化值得人們一再珍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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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六盤山東麓的彭陽縣，
由厚厚的黃土層所積成，因此溝
壑縱橫，地形複雜。於是，當地

便出現了因應地形的崖窯、拐窯、箍窯。
崖窯，顧名思義是修建於山畔和溝邊、借崖勢

而挖掘的多孔窯洞。據彭陽縣文化館館長韓三紅介
紹，彭陽縣的崖窯大多開挖於清朝後期及民國初
期，分佈在白陽鎮的花花窯、新集鄉的姚河、紅河
鄉的小灣一帶。因為這裡的植被保持得相對要好，
又離水源近，所以是較富裕居民聚居的地方。

拐窯，則是為了方便儲藏物品，在正窯兩側或者
裡端又挖的小窯，一般用來儲存水桶、菜缸和糧食。

與崖窯和拐窯不同，箍窯一般是用土坯和麥草黃
泥漿砌成基牆拱圈窯頂而建，窯洞裡還壓短椽挑簷，
突出的部分甚至還鋪有青瓦，所以箍窯總給人一種遠
看像房，近看卻是窯的印象。

崖窯崖窯、、拐窯拐窯、、箍窯箍窯

■■部分窯洞被改造為旅遊景點部分窯洞被改造為旅遊景點，，展示古居文展示古居文
化化。。 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

■■原先一排排依山而建原先一排排依山而建、、參差錯落的參差錯落的
窯洞窯洞，，整修成一排排紅磚碧瓦整修成一排排紅磚碧瓦、、漂亮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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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寒潮正在席捲下游中介代理行業。

幾乎在萬科高喊“活下去”的同時，上海中

原也對內宣佈自10月1日起所有崗位的福利

減半，多部門佣金打八折；10月初，成立僅

三年的電商家園網被曝欠薪、董事長失聯，

成為今年首個倒下的電商代理。記者走訪杭州多家房產代理公

司發現，目前行業日子並不好過，減薪、裁員甚至關店等現象

逐漸顯現。為保生計，有代理轉作分銷兼作貸款中介，甚至出

售客戶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
����

之代理篇

中介售客戶資料抵收入
中國樓市轉勢 一二手交易大減 高峰一過

“姐，我們這裡有套精裝修的二手
房，房東誠心掛牌的，比之前

降價足足30萬元（人民幣，下同），您
要不要考慮一下？”僅一個上午，曾經
在我愛我家杭州鳳起路門市部諮詢過房
價的李姐，就接到了十幾個中介員工的
推銷電話，讓她覺得不堪受擾的同時，
也感慨到“風向”的變化來得那麼快。

不足半年市況逆轉
“今年4月的時候，為了方便做生

意想在鳳起路絲綢市場附近買套二手
房。”李姐告訴記者，當時附近的二手
房均價在每平方米4.2萬至4.5萬元，但
是她的心理價位是4萬元。因為不急
買，她留下電話號碼，叫中介有價格合
適的再和她聯繫。“記得當時我報價的
時候，中介說這個價格太沒誠意了，肯
定拿不下來的。”果然，差不多三個月
的時間裡，李姐沒有接到一個報價電
話。
到8月，李姐的電話開始多起來。

最初只是我愛我家的中介找她，到後來
鏈家、中原及21世紀不動產等多家中介
都開始找她，向她推銷絲綢市場附近3
公里的二手房。“也不知道是誰洩露了
我的電話號碼，反正每天都接到兩三個
推銷電話，房子的單價都在4萬元左

右，甚至有3.8萬的。”
雖然李姐至今不知道她的電話號碼

是怎麼被其他中介員工知曉的，但我愛
我家一家門市部的小陳坦言，這在他們
內部已是“公開的秘密”。

代理減薪削福利
“現在二手房中介真的很難做，因

為我們底薪很低。”低到什麼程度？小
陳說，公司為規避杭州最低工資標準，
就把他們的工資定在這條標準上，但附
帶業績要求，如果沒法完成就要扣錢。
“像上個月，我沒有開單，所以到手扣
除五險一金，只有800塊錢。”

在這樣的情況下，將自己的客戶資
源“賣”給競爭對手，是不得已的選
擇。“一條包含真實客戶姓名、需求和
電話號碼的信息可以賣到30元到 50
元，賣20條就能抵上工資了。”小陳
說，反正信息賣出去以後，自己有好的
房源還是可以推銷給客戶的，能不能做
成交易就各憑本事。
上海中原內部文件顯示，自10月1

日起，上海中原針對原有公司福利待遇政
策及薪酬進行調整，所有崗位的全勤獎、
通訊津貼、工齡工資及車貼均減至五折發
放；聯動中心、拓展中心及研究院佣金打
八折發放；運營管理中心、品控部、交易

監管部及網絡發展部取消所有福利、激勵
制度。

中原：危機超2008年
中原地產華東區總裁兼上海中原總

經理陸成在一封內部公開信中稱：“我
預計這次行業生存危機不會像2008年
金融海嘯一樣那麼快就過去。對中原和
行家來講，現在就是‘排隊去死，看誰
有實力排在最後’的淘汰賽。”陸成還
表示，由於公司的經營策略失誤，內部
管理不善，架構臃腫，公司過去的兩年
一直處於結構性虧損狀態。
截至記者發稿前，電商中介家園網

官方網站因服務器異常，無法正常訪
問。該公司北京總部被欠薪的員工通過
公開渠道發聲稱，去年和今年的績效工
資仍未發放，約定9月30日的賠償也未
能實現。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

進表示，中原作為房地產中介行業的風
向標企業，其動作是有信號意義的。

“很明顯，這是樓市降溫所帶來的衝
擊。現在房地產交易明顯下降，對中介
以及開發商都有影響。”

“我們大區經理每次開會回來都說，
這個月又陪了三十萬元（人民幣，下
同），再不把成交量提上去，就打算把手
上的幾個門市部縮編了，還跟我們說要搞
末位淘汰制，弄得大家都人心惶惶。”某
全國性地產中介代理行濱河路門市部的小
林現在是門市店長，這是他扎根十年換來
的結果。

開荒牛臨末位淘汰制
“十年前我來的時候附近還很荒涼，幾

個新樓盤正在建……”小林算是這家中介公
司濱河路門市部第一號員工，因為其他人都
嫌這裡偏僻，覺得沒發展，不願意來。“當
市區二手房均價已經超2萬元/平方米的時
候，這裡還不到1萬元，但其實從這裡過錢
塘江大橋到市區也就20分鐘車程。”隨
道路的鋪設和整修，學校、醫院及大型超市
和商場漸漸入駐，如今濱河路沿線的房價早
已突破3萬元/平方米大關。
“老百姓買房子永遠是買漲不買

跌。”小林印象中生意最好的時候，正是
房價一天一個價上漲時候。“G20前後大
家都看好房價會上漲，那時候我們哪裡需
要給客戶打電話，都忙去搶房源了，只
要能拿到代理，一周內肯定能賣掉。”

小林自己也是在那時買了房。“早上房
東掛牌出來，我看價格合適中午就去簽約
了，生怕房東反悔第二天又起價。”讓小林
有這個決心，是因當時的收入。“那一年前
後我賣掉了60幾套房，年終獎就拿了30多
萬元，比一般白領一年的工資還多。”
不過目前二手市場行情完全不同。“進

入下半年整個二手房市場行情冷了很多，7
月時有人來看房，但房東不願意降價。到了
8月，房東主動降價了，但買家又觀望
了。”現在他這家門市每周上門看房的客戶
只有兩三組，甚至有時候一天都不進來一個
人。
小林坦言現在附近二手房價格出現比

較明顯下浮，以東方郡為例，89平米的房
源，7月普遍掛牌價在500萬元以上，而8
月已經出現450萬元成交。“即便是這
樣，成交還是很困難。”二手慘淡直接導
致代理收入大縮水，小林如今收入只有約頂
峰時期二十分之一。“沒辦法，代理就是看
天吃飯。除非會出台新的利好政策，不然我
認為這波低潮至少會持續到明年下半年。”

■中原集團旗下上海公司打響降薪第一
槍。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代理在路邊擺攤冀能吸引客源代理在路邊擺攤冀能吸引客源。。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收入跌九成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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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選舉倒數，澎湖地檢署接獲情
資，馬公市選區某縣議員候選人疑似以每票新
台幣1000元透過某樁腳買票，警調今天搜索
樁腳住處並傳喚收賄的選民，樁腳訊後遭檢方
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

澎湖縣五合一選舉，檢舉賄選專用信封再
度奏效，澎湖地檢署今晚發布新聞指出，11月
間，接獲檢舉賄選專用信封，指出馬公市某議
員候選人疑似透過某樁腳，以每票以1000元
行賄選民的情資。

澎湖地檢署檢察長莊榮松指揮查賄專案小

組，由主任檢察官詹益昌率檢調等人，今天持
搜索票執行搜索樁腳住處，也傳喚相關涉案的
選民。

檢察官黃政德在訊問樁腳後，因涉違反選
罷法等，認為犯嫌重大且有串證之虞，向法院
聲請羈禁見獲准，至於受賄的選民因坦承受賄
，並繳回賄款5000元，經檢方訊問後飭回，
全案檢方持續追查有無其他涉案人員。

澎湖地檢署表示，警調等單位今年在選舉
期間，製作有4萬份檢舉賄選專用信封，已先
後檢舉多起疑似賄選案。

澎湖馬公疑縣議員涉賄選 樁腳聲押禁見

（中央社）蔡適應涉參選立法委員時，收
受不符捐贈資格的7家公司政治獻金50萬元，
卻未返還或繳交給監察院，遭開罰30萬元並
沒入50萬元。蔡不服提告，法院認定開罰有
理，判他敗訴。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天公布判決指出，蔡
適應參加民國105年立法委員選舉，開立政治
獻金專戶，收受7家公司捐贈政治獻金共計新
台幣50萬元，未對7家公司進行查證，而進行
後續返還或對監察院繳庫，遭監察院以違反政
治獻金法開罰30萬元及沒入50萬元。蔡適應
不服挨罰處分，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興訟抗罰
。

法院調查，這7家公司，其中一家保全公
司捐贈時，與新北巿政府及國防部分別有勞務
類巨額採購契約，且在履約期間，依法不得捐

贈政治獻金，其他6家公司在捐贈時的前一年
度，公司的資產負債表顯示為負數虧損狀態，
也是依法不得捐贈政治獻金。

法院指出，依政治獻金法規定，收受不得
捐贈對象的捐贈，於收受1個月內返還捐贈者
，不能返還時，於收受2個月內繳交監察院繳
庫，蔡適應確實違反規定，且蔡適應多次從事
競選活動，例如參選基隆巿議員，並設立政治
獻金專戶，對政治獻金法應有所了解。

法院指出，蔡適應取得收受政治獻金的權
利，就負有查證、返還或繳庫的義務，蔡只用
口頭電話詢問捐贈者，並未利用經濟部或內政
部等機關提供的網站或另以書面請求方式查詢
，已有過失；監察院開罰並無違誤，也無違反
比例原則，蔡適應請求撤銷處分無理由，判他
敗訴，還可上訴。

違反政治獻金法 蔡適應興訟抗罰敗訴

（中央社）雲林縣西螺鎮長鍾姓候選人被控
於今年9月舉辦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時，以辦理摸
彩方式贈送禮品給選民，雲林地檢署依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起訴候選人及許姓、羅姓樁腳3
人。

雲林地檢署今天發布新聞指出，雲林縣西螺
鎮長鍾姓候選人，9月22日上午舉辦競選總部成
立大會，現場聚集選民100多人，鍾姓候選人上
台懇求選民支持，許姓樁腳負責舉辦摸彩活動，
羅姓樁腳負責交通指揮及招待選民。

摸彩獎品包括高級腳踏車1台、洗衣片3盒
、牙周洗奈米琺瑯質牙膏30條、雞角刺3條、咖

啡禮盒4盒、面膜20組、草本防蚊液15瓶、洗
髮乳補充包10包及芒果乾10包等獎品堆置在舞
台上方及前方。

雲林地檢署表示，候選人以摸彩獎品方式對
在場選民為賄賂行求，且於摸彩過程中，當場交
付洗髮乳補充包、面膜、咖啡禮盒給在場多位選
民。

檢察官施家榮指揮警調偵辦西螺鎮長鍾姓候
選人賄選案件，已於15日偵查終結，均依違反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行賄罪起訴鍾姓候選人及許姓
、羅姓樁腳。

造勢辦摸彩送獎品 雲檢起訴鎮長候選人

（中央社）前中華佛教青年會秘書長開泓
法師，遭爆吸毒並引誘同志開性愛趴，自拍影
片流出後，從苗栗公館同善寺搬至頭份崇佛寺
；警方今天持拘票帶回開泓調查，並在崇佛寺
內搜出毒品。

根據鏡週刊報導，本名謝仁豪、現年29
歲的開泓法師遭控有吸毒惡習，還自拍與同志
出家人的性愛吸毒影片，同善寺難忍開泓法師
荒誕行徑，要求搬離，期間也聯繫他跟隨多年
的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耀法師，希望能清理門
戶，但淨耀法師態度消極，後來自拍影片流出
，開泓法師才在9月搬遷至頭份市崇佛寺。

週刊報導的影片中，除有開泓法師與男同
志性愛畫面，還拿出疑似毒品吸食器吞雲吐霧
，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今天會同苗栗支援
警力，持拘票、搜索票前往崇佛寺搜索，在開
泓房間內搜出總重約19公克毒品安非他命及
吸食器、情趣用品等證物。

開泓當場坦承持有及吸食毒品，但對毒品
來源交代不清，警方隨即將他帶回台中進一步
調查，另外，也前往同善寺約談佛寺管理人謝

姓女子等人說明相關案情。
同善寺在苗栗縣公館鄉設立數十年，創寺

住持是已故的智海法師。一名不願具名的志工
告訴中央社記者，開泓因有佛緣，聰穎又辯才
無礙，自幼由智海法師帶同修行栽培，但他生
性叛逆，出家後染上吸毒惡習，甚至帶回男弟
子進佛寺同居，因屢犯戒律，嚴重連累損及佛
寺形象。

這名志工指出，智海法師於10多年前往
生後，佛寺住持本欲交由謝姓養女，因謝女未
出家，改以暫時代管，但開泓對外常以住持自
居；今年6月，同善寺接獲一名男子投訴與開
泓法師感情糾紛，並流出多段荒淫自拍影片，
謝女顧及與開泓形同姊弟情誼，僅要求開泓自
行搬離，莫再拖累佛門形象。

志工感慨表示，智海法師一生省吃儉用成
立佛寺，原是處清淨修道場，因為開泓的荒唐
行徑，無辜受到污名牽連，希望他為個人行為
負責，目前佛寺尚有5名法師修行，將慎選出
「有緣人」 擔任住持，管理佛寺，還給修道人
佛法淨地。

佛門淨地吸毒開淫趴法師藏毒遭警帶回調查

（中央社）嘉義縣18日發生333張五合一公
職人員選票差點外流事件，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今
天到印刷廠勘驗，並傳喚3名相關人員，初步認
定行政疏失，不符選罷法109條要件，3人訊後
請回。

嘉義縣水上鄉侯姓女村幹事18日晚上在嘉
義市印刷廠清點選票後，在通過印刷廠內部管制
點時，被員警發現她所持的箱子公文匣內挾帶選
票，警方立即會同現場選監委員處理。

選監委員當場清點公文匣內選票，發現有縣
長選票19張、第一選區縣議員選票13張，以及
三和、柳林、義興村長選票各100張、靖和村長
選票1張，合計333張。

嘉義縣選委會查證後表示，當時有一名水上
鄉公所人員將多餘選票放入公文匣，準備進行裁
切、封存，然而並未告知侯女，而侯女外出購買
便當返回後，也未清點箱內文件，一連串的疏忽

，才會差點造成選票外流。
嘉義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兼發言人蔡英俊表示

，選務工作人員將剛印刷好的選票攜出，有意圖
妨害或擾亂投票之嫌，今天由主任檢察官郭志明
、檢察官侯德人帶隊前往印刷廠勘驗，了解是否
牴觸選罷法第109條，並傳喚相關人員說明案情
。

蔡英俊指出，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9條，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
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
、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
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過，檢察官今天傳喚侯姓女村幹事、拿選
票到管制區的王姓選務人員、縣選委會陳姓承辦
人員等3人後，初步認為行政疏失，與選罷法第
109條要件不符，3人訊後請回。

選票差點被攜出 檢察官初步認定行政疏失

立院三讀立院三讀設專責機構辦理原民語言研究設專責機構辦理原民語言研究
立法院長蘇嘉全立法院長蘇嘉全（（右右））2020日在立法院會中敲槌宣布三讀通過日在立法院會中敲槌宣布三讀通過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

研究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研究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 ，，將專責辦理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事項將專責辦理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事項，，促進永續發展促進永續發展，，工工
作人員應具備原住民族語言認證中級以上資格作人員應具備原住民族語言認證中級以上資格。。

選戰倒數選戰倒數 丁守中衝刺選情丁守中衝刺選情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丁守中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丁守中（（前右前右））2020日在黨主席吳敦義日在黨主席吳敦義（（前右前右22）、）、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前右前右33））等人陪同下等人陪同下，，到北市和平東路及復興南路口拜票到北市和平東路及復興南路口拜票。。

姚文智車隊在士林北投掃街拜票姚文智車隊在士林北投掃街拜票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姚文智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姚文智（（中中））2020日以北投關渡宮為起點日以北投關渡宮為起點，，在北投在北投、、士林一帶車隊掃街士林一帶車隊掃街

拜票拜票，，姚文智比出號次手勢姚文智比出號次手勢，，爭取支持爭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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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居民献宝，共建文化空间

走进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枝头雀
鸣阵阵，自行车擦身而过，街坊四邻在自
家门前唠着家常。来到一座青砖黛瓦、
金柱大门的传统四合院，门上悬挂着舒
乙题写的“史家胡同博物馆”牌匾。推开
院门，庭院里长着两棵高大的梧桐树，屋
檐下挂着鸟笼，三三两两的游人在展厅
中细细端详，仿佛沉浸在旧时光中。

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吸引了人们的目
光。他的捐赠者叫陈子钰，是一名“90
后”，倾心于老北京的历史文化掌故。他
曾利用课余时间走遍京城，拍下了数不
清的胡同铭牌。2016年，他向史家胡同
博物馆捐赠了这辆飞鸽牌22型自行车。

“我不是史家胡同的居民，但我很喜
欢这座博物馆。我看到馆里收藏了很多
居民捐赠的老式电视机、录音机、缝纫机
等物件，衣、食、住、行里面唯独交通工具
方面的藏品比较少，于是我想到了捐赠
自己家里的自行车。”陈子钰说。

据陈子钰介绍，这辆飞鸽牌自行车
于1966年生产，用锰钢制成，又结实又轻
便。它使用涨闸技术，磨损较小，制作工
艺细腻，代表了当时国产自行车的最高
水平。“那时候在北京售价193元，对普通
家庭可谓是‘天价’，而且需要凭票购买，
一票难求。”这件藏品一经展出后便引起
了观众的注意，很多人驻足拍照，并好奇
地向馆员打听还能不能骑。

“酸甜豆汁儿！酸甜豆汁儿！”“哎
——没有虫的海棠哎，多给嘞！”在史家
胡同博物馆有一间小工作间，收集了80

多条不同年代春夏秋冬的胡同声音，如
蝉鸣鸟叫、吆喝叫卖等，其中还有“震惊
闺”“虎撑子”等富有京味特色的声响。
这是凌叔华后人、艺术家秦思源先生策
划的“胡同声音计划”成果。在博物馆中
重温这些市井声音，不仅给年轻一代了
解北京文化提供了机会，也在时代变迁
中给老北京人留下念想。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
王虹光说：“从建馆之初，胡同博物馆的
定位就是服务居民。我们希望充分发挥
居民的积极性，使博物馆成为馆员、居
民、游客共建的公共文化空间。”

新近开馆的东四胡同博物馆内，水
缸、瓦当、蛐蛐罐等不少展品也都来自居
民捐赠。刘秋琴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看
到东四胡同的宣传片里出现了一个端着
鱼盆喂鱼的镜头，她灵机一动，想到自己
家也有一个民国时期的大鱼盆，便捐给
了博物馆。她说：“鱼盆是四合院中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捐到博物馆能让大家通
过实物了解老北京人的生活。”

博物馆里有一件独特的藏品——老
米，在过去被认为能治胃病。这老米不
是一般的米，它来自明清两朝储藏皇粮
的皇家官仓南新仓，历经岁月，炭化变色
却不霉烂，看上去乌黑发亮，有一种独特
的气味。

除了老北京日常生活用品外，展厅
里还有一块匾额引人注目。清朝末年北
京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头戴马聚源，身

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
马聚源、瑞蚨祥、内联升分别是售卖帽
子、服装、鞋靴的老字号，“四大恒”却并
非指腰带，而是指“四大恒”钱庄的银
票。“四大恒”是董氏家族经营的恒利、恒
和、恒兴、恒源四大钱庄，由于其发行的
银票解决了银两携带不便的问题，声誉
大振。董氏后人董笑岩向东四胡同博物
馆捐赠了其父董文申的篆书字匾。匾上

“人和、情融、意顺、神畅”八个大字，是董
氏家族留下的众多家训之一，浓缩了以
和为贵的老北京商业文化与豁达随和的
处事原则。

以馆为桥，推动社区营造

开馆5年多的史家胡同博物馆与居
民建立了融洽的关系。每当传统节日来
临之际，博物馆都会为居民举办形式多
样的活动。今年七夕节，博物馆布置了
很多花篮摇椅，给上了岁数的夫妻们拍
照。居民李绍宾感叹道：“咱们胡同办的
活动都非常贴民心。”照片上他和老伴儿
笑容灿烂。每年腊八，博物馆的工作人
员会请居民来馆里坐坐，泡腊八蒜，喝腊
八粥。

已经工作的莫先生感叹道：“史家胡
同博物馆的活动很有意思，令人印象深
刻。我上大学时曾和女朋友一起参加过
博物馆的制作毛猴活动，用蝉蜕（知了
壳）做毛猴的头和四肢，用辛夷（玉兰花
骨朵）做身子，栩栩如生。如今我们已经
结婚了，毛猴摆在家里成为我们爱情的
见证。”

王虹光说，社区营造就是从社区生
活出发，集合各种社会力量与资源，让居
民们一起来建设和改造公共空间。在这
一过程中要照顾到居民们的不同需求。
博物馆的很多活动目的在于增进居民间
的了解与互信，搭建桥梁，为推动人居环
境改善与胡同文化保护打下基础。

2014年，北规院规划师协助朝阳门
街道办事处成立了植根社区的社会组织
——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建立起居
民、产权单位、专家、志愿者共同参与街
区保护更新的平台。协会以“公共环境
改善+社区人文教育”为宗旨，推动规划

实施、激活社区发展，调动本地居民参与
街区保护更新。“胡同微花园”项目便是
其中的代表。

中央美院师生们带来的“胡同微花
园”项目，利用废弃材料，种植瓜果蔬菜
等各类植物，帮助居民美化庭院。茶壶
种上了花，易拉罐垒成了花架子，小辣
椒、茄子、黄瓜、西红柿相映成趣，兼具美
感和实用性。史家胡同54号院居民宗秀
英老人说：“今年种的辣椒，我给它起名
叫‘风风火火’。从屋里往小院看，特别
漂亮。”

北规院规划师、史家胡同博物馆馆
长马玉明介绍说，博物馆有一个议事厅，
街道共治共建的座谈都可在此举办，居
民们一起讨论胡同里的停车、公厕设计
等问题。“我们还与东四南的居民们一同
进行院落改造，从设计方案到编制公约，
每一步都由规划师搭台，邀请设计师、社
工与居民共同参与。从前年开始到现
在，一共改造了7个院子，包括清理杂物、
疏通下水、平整地面，还增加了便民置物
架、花架和太阳能灯。”马玉明说。

2017年，北规院推动申报的“北京市
东城区东四南历史街区保护更新公众参
与项目”获得了住建部颁发的“中国人居
环境范例奖”。同时也得到英国景观学
会会长凯瑟琳·穆尔教授的高度评价：

“我没想到中国的社区博物馆如此活跃，
你们在这里做了很多精彩的事情。”

留住记忆，传承城市文化

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
保留城市传统文化，记录社会生活变
迁？近几年，全国多个城市涌现出类似
北京胡同博物馆这样扎根社区、旨在留
住城市文化记忆的博物馆。

今年 1 月，上海首家弄堂博物馆
——西王花园弄堂博物馆正式开放。蝴
蝶牌缝纫机、老大房八仙盒、“三五”牌台
钟、搪瓷杯、旗袍等各式各样的老物件，

诉说着海派弄堂文化和关于“老上海”生
活的集体记忆。

今年7月，成都市龙泉驿区五星社区
的乡愁博物馆开馆。秧盆、鸡公车、竹编
火炉……600多件来自居民家中的藏品，
展示了从上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成都
人衣食住行的变迁。乡愁博物馆深受周
围居民喜爱。老人们在此回忆往昔，年
轻人也得以了解过去的老街文化、农耕
文化。博物馆还开设了客家方言课堂、
乡愁食品制作课堂等，增强社区的文化
底蕴，推进社区治理共建共享。

史家胡同博物馆通过成立老照片工
作坊和口述史整理项目，留下了珍贵的
胡同居民生活档案。在《回家·旧影》老
照片展览上，居民常继红动情地讲述了
她所捐赠的照片背后的故事，一张老照
片勾起了她与老伴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回
忆。博物馆的口述史团队深入居民家
中，搜集往日胡同生活的精彩片段，用一
个个真实的故事还原了老北京胡同的历
史剪影。

“文化的发展是有脉络的，没有文化
自知就没有文化自信。胡同博物馆是承
载着老北京居民记忆与乡愁的精神家
园，也是反映城市历史文化的闪亮名
片。”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志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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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史家胡同博物馆门匾 北京东四胡同博物馆内院

“豆汁油条钟鼓楼，蓝天白云鸽子
哨。”北京城阡陌纵横的胡同里，藏着
最地道的老北京风情，让许多北京人怀
念，也让无数游人向往。然而，一般的
胡同民居“谢绝参观”，王府宅院似乎
又离百姓生活太远，能不能开辟出一个
专门的公共空间，来展示老北京的民居

形式和生活方式呢？日渐兴起的胡同博
物馆满足了这种需要。

2013年，位于史家胡同 24号院的
史家胡同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北
京首家胡同博物馆。这里曾是民国才女
凌叔华的故居，占地面积 1000多平方
米，开设了8个展厅。北京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的规划师们在此驻地运营。
今年 10月，北京城内第二家胡同

博物馆——位于东四四条 77号的东四
胡同博物馆开门迎客。该馆占地 1023
平方米，主体建筑于 1940 年左右建
成，为典型的三进四合院，设有东四印
象、印象瓦舍、文化探访等5个展区。

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推动的“胡同微花园”项目

东四胡同博物馆“印象瓦舍”

史家胡同博物馆“怀旧生活”展厅一角

东四胡同博物馆东四胡同博物馆，，游客参观猪市大街模型游客参观猪市大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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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日，寒潮初襲，卻擋不住音樂愛好者們的熱情。休
斯頓浸信大學柏林音樂廳熙熙攘攘，燈火輝煌， 王維國音樂室
一年一度的學生演唱會拉開了帷幕。

王維國音樂室成立於2003年。十幾年來，休斯頓許多聲樂
愛好者師從王老師接受專業的聲樂訓練提高歌唱水平。音樂室現
有四十幾位學生，三十名同學在這次演唱會上獻唱中外名曲，
其中五位學生是初次登台。

開場伊始，王老師首先向現場觀眾暢談了他十五年來教授成
年學生學習唱歌的一些經驗和體會。王老師說他最初是不相信成
年人是可以學好唱歌的，但事實證明，成年人不但可以學唱歌，
而且還可以學得很好。音樂室已經連續舉辦了十三屆學生演唱會
，有七位學生已經舉辦了個人的獨唱音樂會，其中優秀女高音侯
菲還進入了2017年北京舉辦的“水立方”聲樂大賽的半決賽。
王老師娓娓道來的開場白一下子拉近了舞台與觀眾的距離。演唱
會首先登場的是音樂室優秀的男高音陳景科，一曲《我的太陽》
率先精彩亮相，引爆全場觀眾的熱情。 《耳邊響起他的聲音>>
是一部膾炙人口的女高音歌劇詠嘆調, 被國際上許多著名女高音
歌唱家作為自己音樂會中的保留曲目來展現專業水準。師從王老
師多年的女高音汪怡完美地演繹了這首高難度的詠嘆調，贏得觀
眾長時間的掌聲和滿堂喝彩。代表休斯頓赴北京參賽“水立方”
獲得優秀歌手獎的侯菲這次帶給觀眾的是一首藝術歌曲《黃河怨
》。她把這首難度較大的女高音曲目所描述抗日戰爭時期一個絕
望婦女的內心獨白呈現給了觀眾，台上餘音繞樑，台下掌聲不息
。女高音遲晶達在成功舉辦了2016年的《感謝音樂》獨唱音樂
會後，近幾年更是活躍於休斯頓各個節日舞台上。她呈現給觀眾
的是普契尼的一首著名詠嘆調《漫步街頭》，舞台上的她風情萬

種，對歌曲處理的是游刃有餘。崔
婕也是王維國音樂室的一名實力唱
將，一首《大愛如歌》唱得蕩氣迴
腸；蔡淑娟演唱的是莫扎特的《讚
美主》神聖而優美；孫國榮的
《You are my heart's delight 》深
情款款；李若若的《為藝術，為愛
情》如泣如訴；張秀慧的《Mem-
ory》把大家帶入了夢境; 孫虹緯的
《我愛你中國》高亢激昂。在演唱
會出乎意料地，首登休斯頓舞台的
新學生東方曉，他的《共和國之戀
》剛一開口就博得觀眾驚豔的掌聲
，他是在網上聽到王老師的演唱歌
曲後，從奧斯汀慕名追隨，不介意
路途遙遠，一心跟從提高歌藝。音
樂室最小的兩位學生一位是十歲的
Isabelle錢和十七歲的Avery孫博得
觀眾們的熱烈掌聲，初次登場的錢
昌、張旺、陳虹和陳東海都表現的
很好。王川峰、張維佳、車申、張
志青、楊永珍、胡海麗、傅紅艷、
幸玉、呂少明、周懷瑾、印潔、胡利枝和饒東琳等都唱的是聲情
並茂，展現了自己的水平。

這次的演唱會王老師專門把不同風格的歌曲穿插安排，於是
每位學生的特點都能得到最好的展示，使得這次演唱會編排的精

彩紛呈，驚喜連連。觀眾始終情緒高昂，回味無窮， 直呼好時
光飛逝，這麼快結束了。本屆演唱會， 更有凱蒂華聲合唱團演
唱《天路》和《梨花頌》作為壓軸，把演唱會推到另一個高潮。

讓我們祝愿王維國音樂室在新的一年裡不斷成長進步， 明
年能有更多的精彩呈獻休斯頓僑界。

王維國音樂室第十三屆學生演唱會圓滿落幕

由台灣傳奇組隊參加的休士頓感恩節遊行，週日在僑
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彩排，今年隊伍內容豐富，有兩隻耀眼
金龍，山地舞，小朋友的幼獅隊，因為各組早已分別練習
，所以排練十分成功。

彩排由FASCA召集人許建斌主持，今年總共有七十
九人組成多元化遊行隊伍，除了有台灣傳奇創會長金俊家
表示，除了有本身的會員擔任一條龍遊行，另外還有
FASCA海外青少年文化志工大使協會以及由陳逸玲負責
的台灣文化導遊覽志工團幼獅隊，和山地舞。

FASCA成員組成另一條龍，他們許多是同學，或是
熱心活動青少年，對他們來說遊行是一個和同學在一起的
活動，樂趣無窮。幼獅團的小朋友自己製造作了一面小獅
子掛在胸前可以當裝飾，同時又是遊行時的標誌，他們的
父母有多位則尾隨其後，參與了台灣山地舞表演。

隊伍以青少年佔多數，加上幼獅隊的小朋友，整個團
隊展現出年輕和活力，代表出海外台灣子民的傳承精神。

在當天的遊行中，大會提供了一條巨龍汔球，十分壯
觀，要求由十六位成年人負責擔綱。

今年休士頓感恩節遊行將在十一月廿二日，週四上午
九時起在城中心舉行，歡迎僑胞到場為台灣傳奇遊行隊伍
加油，或是守候電視前，觀看現場轉播。

感恩節大遊行先看感恩節大遊行先看 雙龍壓軸可愛幼獅吸睛雙龍壓軸可愛幼獅吸睛

FASCAFASCA召集人許建斌主持彩排召集人許建斌主持彩排 遊行隊伍由台灣傳奇的旗幟帶隊遊行隊伍由台灣傳奇的旗幟帶隊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 （路透社/馬
尼拉11月20日訊）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本周二訪
問了菲律賓，菲總統羅德裏戈•杜特爾特（Ro-
drigo Duterte）取得進一步的戰略成果,他稱讚
“新的動力”關系,使他得以依賴展示大規模建設
基礎設施的雄心。

習主席此訪是特立獨行的杜特爾特宣布他調
整外交政策，從美國的長期盟友而轉向中國的兩
年之後,盡管存在幾十年的不信任和苦於與北京的
南海爭端。

杜特爾特面臨反對者的批評，因為他向中國
作出了太多的政治讓步，以換取數十億美元的中
國貸款和投資，這些貸款和投資尚未實現或尚未
得到正式承諾。

兩國領導人周二見證了29項協議的簽署,其中
許多是內容廣泛的或含糊不清的,從教育、文化的
合作以及工業園區的發展,共同促進基礎設施建設
，農業合作社, 建立航運椰子的衛生協議。

杜特爾特表示，他們之間存在著“加深的信
任和信心”，他和習近平討論了增加貿易和投資
，以及中國參與他簽署的1800億美元“建設，建
設，建設”基礎設施計劃。

杜特爾特說：“在相互尊重，誠意和堅持主
權平等的情況下，我將繼續與習主席密切合作。
”

然而，在兩年前專門為中國參與的38個菲律
賓項目中，只有四個是周二作出的承諾。

一個是批準中國貸款2.325億美元建設的大壩
，另一個是一個鐵路計劃咨詢公司的招聘計劃。
另外兩個是針對在島嶼間的橋梁和杜特爾特家鄉
的高速公路進行可行性研究。

習近平表示，他和杜特爾特將把兩國關系提
升為“全面戰略合作”，並表示他們在中國南海
有許多共同利益，並將繼續“管理有爭議的議題
”。

杜特爾特的許多做法使民族主義者感到沮喪
，他們一直拒絕順從中國的軍事集結，或者要求
其遵守2016年的仲裁裁決，該裁決使中國對幾乎
整個航道的主張無效。

雖然公眾輿論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杜特爾特的
總統，但仍然對他的中國政策和他個人對美國的
不滿而表示保留。

社會氣象站對1200菲律賓人所做的習主席來
訪的民調訪顯示,84%認為不反對中國在中國南海
的軍事化人造島嶼是錯誤的。

民調還顯示信任美國仍然“非常好”,但中國
被認為是“窮人”。

在被問及這項民調時，總統發言人帕內羅
（Salvador Panelo）表示，杜特爾特的策略是避
免沖突，同時獲得商業上的回報。

“他們不了解該地區真正的地緣政治。 總統
是一位非常謹慎的外交官，“帕內羅告訴新聞頻
道ANC說。“需要的不是挑釁，需要的是交流並
獲得一些有利於這個國家的貿易關系。”

在兩位領導人會晤之前，帕內洛接受了中國
履行其投資承諾步伐緩慢的說法，但表示我們希
望有足夠的“對習近平施加壓力”。

杜特爾特對習近平的經濟支持表示讚賞，但
一些分析人士稱他正在被剝削。

其他菲律賓專家表示，考慮到潛在的債務負
擔，延遲獲得中國信貸可能是一種福氣，這與美
國副總統邁克•彭斯發出的警告相呼應。

習近平訪問菲律賓習近平訪問菲律賓 杜特爾特敦促采取強硬的路線杜特爾特敦促采取強硬的路線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機場與菲律賓官員交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機場與菲律賓官員交談。。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機場準備乘車離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機場準備乘車離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菲律賓總統羅德裏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菲律賓總統羅德裏戈••杜特爾特正在檢閱菲律賓儀仗隊杜特爾特正在檢閱菲律賓儀仗隊。。

20182018年年1111月月2020日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菲律賓總統羅德裏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菲律賓總統羅德裏戈••杜特爾特在菲律賓馬尼杜特爾特在菲律賓馬尼
拉馬拉坎甘總統府拉馬拉坎甘總統府（（Malacanang presidential palaceMalacanang presidential palace））簽署文件後握手簽署文件後握手。。 馬克馬克••克裏斯克裏斯
蒂諾蒂諾//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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