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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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713-981-8868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公證
認證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微信客服:aat713
2019 王朝閃亮*獨家行程 專業領隊*

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包機票 团费 門票 小費)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899起
9月/10月雲貴煙雨江南兩大名山16天$890起

美西 、美東 、黃石折扣高达47%
德州团最高折扣15%  佛州、郵輪最高折扣12%

非洲肯尼亞10天激情之旅$999起
4/20-5/4西藏青海15天火車團$1999起

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冬季魔幻彩燈節$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中國簽證$170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3-4月12天南北越柬埔寨$2900+任選(日本 韓國 泰國 江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綜合報導）《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
週年紀念會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
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出席紀念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代表祖國大陸人民，向廣大台灣同胞致以誠
摯的問候和衷心的祝福。習近平就推動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統一提出5點主張
。第一，攜手推動民族復興，實現和平統一
目標。民族復興、國家統一是大勢所趨、大
義所在、民心所向。一水之隔、咫尺天涯，
兩岸迄今尚未完全統一是歷史遺留給中華民

族的創傷。兩岸中國人應該共同努力謀求國
家統一，撫平歷史創傷。台灣前途在於國家
統一，台灣同胞福祉係於民族復興。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是維護兩岸和平、促進兩岸共同
發展、造福兩岸同胞的正確道路。

第二，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
平統一實踐。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
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體現了海納百川、
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
情況，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 “一
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

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
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

第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
一前景。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
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就能改善
和發展，台灣同胞就能受益。背離一個中國
原則，就會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動盪，損害台
灣同胞切身利益。統一是歷史大勢，是正道
。 “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
第四，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
礎。兩岸同胞血脈相連。親望親好，中國人

要幫中國人。我們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將
繼續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為
台灣同胞台灣企業提供同等待遇，讓大家有
更多獲得感。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將永保太
平，民眾將安居樂業。

第五，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
一認同。國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鑄之。
兩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種，中華文化是
兩岸同胞心靈的根脈和歸屬。人之相交，貴
在知心。不管遭遇多少干擾阻礙，兩岸同胞
交流合作不能停、不能斷、不能少。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
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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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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軍方表示，他們在前
天得到敘利亞政府授權，可以攻擊敘利亞境內
的武裝分子，因此伊拉克的戰機在敘利亞境內
襲擊IS的據點。

軍事時報(military times)報導，伊拉克聯
合作戰司令部表示，星期一，伊拉克空軍的
F-16戰機在大馬士革外圍的蘇沙(Souseh)襲擊
了一座兩層樓的房子，這幢房屋很可能是伊斯
蘭國高層領導的聚會場所，一舉炸死30人伊斯
蘭國人物。

原本伊拉克軍多半是與美國領導的反恐聯
盟協調，和先向美國告知自己的軍事行動後，
才派出空中單位或是遠程火砲，襲擊敘利亞境
內的伊斯蘭國陣地，不過當川普在前幾日，宣
稱將要把部隊撤出敘利亞後，伊拉克就調整自
己的合作對象。

星期天，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
(Bashar al-Assad)正式邀請伊拉克成為反恐戰
爭合作對象，顯示他們為美國撤軍後的新局面
做出即時的因應。

反恐自己來 阿薩德同意伊拉克戰機在敘利亞襲擊IS

（綜合報導）今年元旦適逢美國與中國大
陸正式建交滿40周年，西方媒體都十分關注陸
美關係的未來發展。不少主流媒體認為，隨著
全球情勢變化，兩國正經歷雙方關係正常化迄
今最大的挑戰。由於大陸占據世界舞台中央位
置的雄心超越以往，未來兩國也將持續競爭、
對抗。

日本《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認
為，如今美國已不再冀望大陸成為既有國際體
系的積極貢獻者，關於如何進行國內改革與參
與國外事務方面，大陸也不願意接受美國的指
導，兩國為主導國際秩序展開全面競爭，美陸
關係也面臨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最大壓力。在建
交40周年之際，美陸雙方開始更加坦誠地接受
衝突和競爭。

《彭博社》分析，由於大陸日益強大，陸
美可能爆發 「新冷戰」 。在大陸國家主席習近
平的領導下，大陸追求世界中心地位的雄心超
越以往。目前大陸對美國最大的挑戰則是在意
識形態領域，美國資本主義模式的吸引力已減
弱，大陸的經濟表現則讓全球發展中國家都驚
嘆不已，這可能削弱二戰以後世界的民主化趨
勢。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強調，由於美國總統川普推行孤立主義，大陸
填補了其政策真空地帶。大陸的崛起已不可逆
轉，雙方緊張關係可能將會持續多年。

《紐約時報》說，建交40年後，美對華態
度日益強硬，兩國關係似乎進入更具敵意的時
代，不過這種冷淡態度也不表示雙方關係暫時
破裂，反而更像1個老牌大國正深入評估其強
大的挑戰對手。

也有外媒警告，由於陸美之間的競爭日趨
白熱化，大陸很可能無法維持近年來的經濟高
速成長。英國《金融時報》指出，目前大陸的
投資帶動型成長已無法持續，私人消費在國內
生產毛額（GDP）占比低、儲蓄率高，仰賴需
求推動經濟發展的動能也較弱。此外，大陸政
府仍傾向優先發展國有經濟，國家對大型私人
企業的影響加強，這可能導致資源配置扭曲，
減緩創新和發展速度。同時，大陸還面臨人口
老化的影響，而人工智慧的到來卻可能重新刺
激西方國家生產率。

加拿大《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也表示，大陸日益壓抑的內部機制可能
播下動亂的種子，如今幫助大陸崛起的國際因
素也在消失，大陸正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

陸美建交40年 競合重洗牌

（綜合報導）近來市場信心低迷不振，周三
出爐的大陸與歐元區最新製造業數據失色，進一
步衝擊信心，投資人紛紛湧進避險資產，帶動德
國公債在2019年頭1個交易日大漲，創下2016
年12月以來最大漲幅。

德國指標10年期公債殖利率周三陡降7.1個
基點，降至0.173％，創下2017年4月以來新低
水準。英國10年期公債亦躥揚，殖利率下降6.1
個基點至1.209％。殖利率與債券價格呈反向走
勢。

避險資金亦帶動金價上揚。紐約2月期金周
三盤中揚升0.55％，報每盎司1,288.6美元。

投資人在信心不足下積極尋求避險，德國公
債殖利率在周三開盤後便呈現下降走勢。大陸和
歐洲12月製造業數據令人失望，凸顯投資人擔
心全球經濟成長展望。

德國2年期和10年期公債利差現縮減至79.9
個基點，寫下2016年11月以來最小紀錄。

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利率分析
師古特曼（Rainer Guntermann）指出： 「德債
殖利率陡降反映股市和整體風險信心疲軟，大陸
是主要推手之一，最新數據顯示製造業陷入緊縮
。」 據市場研究機構IHS Markit最新調查顯示，
大陸12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出現
2017年5月以來首次緊縮，凸顯大陸經濟成長減
速壓力加重。

高盛首席經濟學家Maggie Wei指出，大陸
最新PMI數據代表 「12月製造業成長動能疲弱
，貿易成長可能減緩，內需成長亦可能減弱。」

此外，據IHS Markit公布，歐元區12月製
造業PMI降至2016年2月以來新低。西班牙12
月製造業PMI也創下2016年8月來最低水準，
不過目前仍維持擴張。

除了經濟數據不佳外，衝擊投資人信心的因
素還有中美貿易衝突遲遲未能落幕，以及美國部
分政府關門已經超過1周。

（綜合報導）馬來西亞去年大選，高齡93歲的馬哈地回鍋
重掌政權，上台後多次表現對陸強硬立場，不僅喊停由大陸資助
的公共基礎建設工程，還先後3次訪日，因此被外界解讀走 「親
日反中」 的路線。但馬哈地日前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訪問時
，駁斥外界這樣的說法，強調自己是大陸的好友，多次在國際舞
台上捍衛大陸。他也表示，大陸了解馬國面臨的財務問題，若大
陸同意，馬來西亞政府可能以縮小東鐵項目規模來繼續這項工程

。
馬哈地說，自己曾多次向世界各國捍?中國，包括在日本出

席論壇時曾為北京說話。 「我告訴他們，馬來西亞一直與大陸保
持聯繫，維持貿易往來，我們一直對大陸友善。」 他又指，當年
葡萄牙人來到馬來西亞，並在當地殖民，而中國人與馬來西亞人
長期共處，卻沒有殖民， 「所以，應該怕誰？中國還是歐洲？」

馬哈地稱，大陸了解馬來西亞面臨的財務問題，馬來西亞政

府重新考慮與大陸合作的東海岸鐵路計劃以及天然氣管道計劃，
主要是因為沒能力負擔。他還表示，若北京同意，馬來西亞政府
可能以縮小東鐵項目規模來繼續這項工程。他又指，目前兩國正
在進行談判並尋找良好的解決方案，雙方並未設下談判期限。
「我們嘗試在做的是，確保陸方不會虧錢，而我們也不需要花太
多的錢。」

避險資金湧入 德債創2016年12月來最大漲幅

馬總理駁斥 「親日反中」 或縮小東鐵規模繼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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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菲律賓中部因熱帶低壓造成
連日暴雨，導致山洪爆發與土石流，官員周三
表示，這場毀滅性洪澇造成的死亡人數攀升至
85人，另有20人失蹤。

路透社報導，菲律賓是在去年12月28日
接觸熱帶低壓，首當其衝的是比爾科半島與薩
馬島，強風暴雨造成成山坡坍方與土石流，有
著580萬人口的比科爾受災最嚴重，已知有68
人在暴雨和山體滑坡中喪生，當地是生產稻米
和玉米的農業重鎮，比科爾的農業損失估計為
3.42億比索。

在風雨最猛烈的時候，當地淹水達到1.5
公尺深，救災單位冒著風雨派出橡皮艇將許多

被困的社區居民接往臨時安置所，菲律賓政府
已將中部的三個省設為 「災難狀態」 ，可優先
獲得應急資金。

熱帶低壓在週日已減弱成一般低壓，逐步
遠離菲律賓，包括警察和軍方在內的救援人員
，立即撥用重型機具前往災區，主要是清理和
打通山路，以進入山地社區救援。

菲律賓每年約有20個熱帶氣旋與颱風的襲
擊，是世界上最常遇到颱風的國家，每次都造
成嚴重的基礎設施破壞，還有龐大的經濟損失
，受到全球氣候異常的影響，這幾年的情況愈
發嚴重，此次的熱帶低壓發生在12月，雖然風
速未達到颱風標準，但是雨量極大。

菲律賓山洪與土石流 死亡人數升至85人

（綜合報導）丹麥的 「大貝爾特跨海大橋」 （Great Belt Bridge）在當地時間周三上午7點
35分（台北時間周三下午2點35分）的交通尖峰時刻，發生通勤列車失事的死亡事故，造成至
少6人死亡，超過16人受傷，受困車上的百名乘客已陸續脫險。

大貝爾特跨海大橋為全球第三長的懸浮橋，橫跨大貝爾特海峽連接西蘭島和芬因島，事發時
當地正遭風暴襲擊，在強風豪雨中，一列載著131名乘客和3名組員的通勤列車，被對向貨運火
車車廂頂部的篷布擊中，因而在橋上緊急剎車，造成死傷。

大貝爾特橋有鐵道和公路，每天通行的車次高達數萬輛，運送火車旅客超過2萬人。事發之
後，往芬因島一側的大橋暫時停止汽車和火車通過，不過往西蘭島的汽車運輸已經恢復正常。

狂風豪雨中 丹麥通勤火車跨海大橋上失事釀6死

（綜合報導）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在《告台灣同胞
書》40周年紀念會上重申一個中國原則，強調 「一國兩制」 是
為了照顧台灣現況提出，台海統一是歷史大勢，台獨是走不通的
絕路，另外談話中也表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將以最大努力爭取
和平統一，不過也強調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針對習近平今日談話，目前外媒的看法相當分歧，以下為您
整理：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針對習近平演說中提及70年來大陸已在各項反台獨、反分

裂活動中取得重大勝利的談話，CNN引述自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C Irvine) 政治系博士生南樂（Lev Nachman），他認為這為
長久以來北京政府干預台灣政治的現象提供有力證據。

另外南樂也認為，習近平的談話顯示北京對於 「台灣將自然
走向統一之路的期望越來越深」 ，他說如果共產黨有信心阻斷民
進黨的執政之路，甚至幫助國民黨重新執政，那麼未來對岸也無
須使用武力犯台。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針對習近平重申一國兩制
原則，紐約時報引述自華府智
庫史汀生研究中心（Stimson
Center）東亞事務研究員孫雲
（Yun Sun），她明白表示兩
岸政治體制的不同是問題根本
，台灣民眾不可能擁抱一國兩
制原則。

不過文章也引述華府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大
陸專家葛來儀（Bonnie S. Glaser）的看法，她認為習近平的談
話沒有新意，只是重申現行政策。她指出，儘管習近平再次提了
統一願景，不過通篇未提統一時程表，充其量只是提出一個目標
而已。

香港南華早報
同樣針對一國兩制論述，南華早報引述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他懷疑一國兩制真能在台灣實行，他說： 「大陸承諾讓
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台灣又能多久呢？」

他又說台灣民眾相當關切對岸在香港島內日益展開的影響力
， 「看看過去20年出現哪些轉變就知道了。」

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
另外BBC中文網則認為習近平或有可能在2019年轉向柔性

訴求。文章指出，儘管習近平談話後段重申一貫論述，也就是再
拋出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 「不放棄武力統一」 、 「打擊台獨
與境外勢力」 等字眼，但他也提到用 「最大誠意」 向台灣人召喚
統一，演講最終以 「共謀和平」 、 「共護和平」 、 「共享和平」
等3個和平字眼作結，BBC對此認為，這是否意味習近平原先對
台的強硬政策，可能於2019年轉為柔性訴求？

（綜合報導）美國與歐盟在2018年進行
數次貿易協商，但關鍵分歧仍尚未解決，歐盟
貿易事務執委馬姆斯壯（Cecilia Malmstrom）
與美國貿易代表萊海澤（Robert Lighthizer）
，預計下周三（9日）再次進行貿易談判。

歐盟官員表示，本次協商的重點是讓美國
降低關稅和繁文縟節，滿足華盛頓和歐洲的利
益。官員亦希望市場機制能提升美國出口，例

如黃豆和液化天然氣，給予雙方喘息的空間。
然而貿易談判進展緩慢，加上美國總統川

普將重心放在降低貿易赤字，恐讓歐盟陷入不
利處境。美國駐歐盟大使桑德蘭（Gordon
Sondland）表示： 「只要歐盟領袖採取拖延戰
術，美國便會運用更多手段。調整美國的貿易
關係，使其達到自由和公平，是美國的首要目
標。」

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 外媒這樣看
歐美下周舉行貿易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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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總統即將上任
巴西人經濟預期樂觀度破紀錄

綜合報導 巴西民意調查機構Data-

folha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當選總統博

爾索納邏即將上任之際，巴西人對經濟

預期的樂觀程度打破了歷史紀錄。

據報道，Datafolha在本月18日至19

日對130個城市的2077名巴西人進行了

調查。數據顯示，65%的受訪者認為未

來幾個月巴西的經濟將出現好轉，是

1997 年該系列開始調查以來的最高比

例。在8月進行的上次調查中，這壹比

例僅為23%。

此外，認為巴西經濟將會惡化的

受訪者比例由31%降至 9%，認為巴西

經濟將保持穩定的比例由 41%降至

24%。

根據調查，在個人材務預期方面，

67%的受訪者認為未來幾個月個人的經

濟條件將會改善，高於8月的38%；認

為個人材務狀況將惡化的受訪者比例由

14%降至6%；認為個人經濟條件將保持

穩定的比例由44%降至25%。

在失業率預期方面，巴西人對勞動

力市場的預期也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8

月時，只有19%的受訪者認為巴西的失

業率將出現下降，如今則升至47%，同

洋是該系列開始調查以來的最高值；認

為巴西失業率將上升的受

訪 者 比 例 由 48% 降 至

29%；認為失業率保持穩

定的受訪者比例由12%升

至21%。

民眾對通脹率的預期

也有所改善。認為巴西通

脹率將增長的受訪者比例

由8月的54%降至27%；認

為通脹率將下降的比例由

11%增至35%；認為物價水

平將保持不變的受訪者比

例為33%。

除了對未來經濟發展的預期外，

Datafolha還就如今的經濟形勢對受訪者

進行了調查。在今年6月，72%的受訪者

認為過去幾個月巴西的經濟形勢變

差 ，如今降至 37%；認為巴西經濟形

勢好轉的受訪者比例由6%增至20%；認

為過去幾個月巴西經濟沒變化的比例由

20%升至42%。

在經濟緩慢復蘇之後，巴西人對經

濟危機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6月時，

只有27%的受訪者認為巴西的經濟危機

馬上就會過去、經濟正在好轉，如今這

壹比例升至50%；認為經濟危機還將持

續的受訪者比例由57%降至42%；認為

經濟危機已經過去的受訪者比例由2%升

至5%。

Datafolha指出，從歷史數據來看，

新總統上任前壹個月巴西人呈現出樂觀

態度是非常正常的，但博爾索納邏上任

前的指標比他的前任表現都要好。

此外，調查還顯示出不同群體的

評價有所不同。比如在對國家經濟條

件和個人材務狀況的預期中，擁有高

等學歷的受訪者就不如中等學歷的受

訪者樂觀；在對失業率和通脹率的預

期中，貧困群體要比富裕群體悲觀。

德國柏林鐵路疑遭蓄意破壞
現場查獲IS旗幟

綜合報導 針對德國柏林壹條鐵路線日前疑遭蓄意破壞壹事，柏

林警 方 發 言 人 表 示 ， 已 對 事 發 現 場 查 獲 的 疑 為 極 端 組 織 IS

（“伊斯蘭國”）的旗幟等物證展開調查。由於今年 10月德國巴

伐利亞州曾發生同類事件，當局目前在調查中傾向於認為這是壹起

極右分子策劃的事件。

根據柏林警方披露的信息，柏林卡爾斯霍斯特地區壹處出城

方向的鐵路線路被查出高架線路遭到損壞。德國鐵路公司向聯邦

警察報告了此事，警方在現場確認有壹處支撐纜繩被撕裂，另有

壹處電纜遭到損壞。受此事影響，柏林這壹地區的軌道交通壹度

部分中斷。

警方隨後表示，在現場搜查到的物證包括壹面疑似“伊斯蘭國”旗

幟和數張用阿拉伯文書寫的紙條。警方認為，此事中查獲的物證與今年

10月初發生在南部巴伐利亞州紐倫堡和慕尼黑之間的壹起鐵路遭破壞事

件中的極為相似。當局將兩起事件都定性為“對於鐵路交通的危險性侵

入”，而非襲擊事件。

柏林警方壹名發言人向此間媒體表示，相關物證已進入具體調查階

段。媒體從調查人員處了解到的信息顯示，當局認為10月發生的上壹次

事件可能與德國極右翼分子有關，其動機或為影響馬上要舉行的巴伐利

亞州議會選舉。

調查人員認為，上述事件中查獲的紙條所寫內容被查明是網絡論壇

上已存在的文本，因此他們並不認為此事與“伊斯蘭國”組織存在關聯，

而很可能是極右分子利用這種方式令人們信以為真。

截至目前，圍繞此案的調查仍在進行中。

英國小鎮現藝術家班克西新作
塗鴉含慣有諷刺意味

綜合報導 英國知名塗鴉藝術家班克西在社交網站上證實，出現在

英國南威爾士小鎮墻上的塗鴉是他的“佳節祝福”。

據報道，幾天前，塔巴特港（Port Talbot）壹處車庫墻上出現塗鴉

畫作，由轉角兩面墻壁共同構成。作品充滿班克西（Banksy）慣有的諷

刺意味。從壹面墻看去，頭戴毛線帽的男孩張著嘴、雙臂敞開，似乎在

迎接天上飄落的雪花，轉角另壹幅畫是燃燒的鐵桶，原本以為的雪花竟

是飄落的灰燼。

塗鴉畫風與班克西過去作品類似，英國廣播公司（BBC）報

道稱，去年班克西的紀錄片曾出現類似草圖，是班克西作品的可

能性大增。

隨後，班克西在社交網站Instagram發文證實，這確實是他的手筆。

班克西上傳塗鴉影片，還配上男孩唱的兒歌“小雪花”（Little Snow-

flake），並標註“佳節祝福”。據悉，影片除了拍攝塗鴉作品，最後帶

到小鎮上空，拍攝遠方的印度塔塔鋼鐵煉鋼廠（Tata Steel），似乎意指

當地因煉鋼產生的空氣汗染。

55歲車庫主人、在塔塔鋼鐵工作的路易斯(Ian Lewis)表示，塗鴉出

現後他幾乎無法睡覺，害怕會遭人破壞。路易斯表示，起先沒有想

太多，之後才在社交網站“臉書”發現塗鴉可能是班克西的作品。他知

道班克西，但從來沒想過竟然是他的大作。

路易斯說，事情公開後，有人連夜前來欣賞。他表示：“很高興，

這是幅很棒的作品，對小鎮很好，我希望保護它，作品應該留在這裏讓

大家欣賞。”

目前，塗鴉畫作周邊已擺上圍欄，避免民眾太過靠近破壞作品。

改革棘手民心難料
馬克龍2019年內政挑戰多

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龍就任以來

進行大幅度改革，引發部分民眾不滿，年

底的“黃背心”運動尤其激烈。在經濟疲

軟、社會不平等以致民怨累積的背景下，

馬克龍2019年在內政上有多項挑戰。

報道稱，馬克龍政府預定在2019年

進行壹系列艱難改革，包括修憲、退休

制度、失業保險制度等，尤其退休及失

業保險涉及民眾的錢包，已可預見會再

度引發爭論。

壹向強硬堅持改革立場的馬克龍在

“黃背心”運動中首度退讓，放棄原本

要於2019年新年調漲的燃油稅，這不但

未能完全讓民怨止息，還賠上他日後進

行其他改革的可信度。

根據民調機構益普索今年1月為媒

體進行的調查，馬克龍當時有40%的民

意支持率；到了12月中旬，同家機構為

另壹家媒體進行調查，馬克龍的支持率

跌至20%，是他就任以來的最低值。其

他民調機構的數據雖有些微差異，但幾

乎都呈現支持率在壹年內劇減的趨勢。

報道指出，雖然參與“黃背心”抗議

行動的人逐漸減少，但這場運動凸顯民眾

對社會階層差距和賦稅不公的憤怒，這

種經年累月的怒氣並非只靠取消調漲燃

油稅或承諾加班費不課稅等小惠措施就

能輕易平息。

“黃背心”的主要訴求、同時也是

法國政府的當務之急之壹，是提升人民

購買力。但法國國家統計及經濟研究局

估計2018年經濟成長率最多只有1.5%，

這與法蘭西銀行的估算差不多。法蘭西

銀行另外預測，2019年的經濟成長率大

致也是同樣的幅度。

到2019年5月，馬克龍執政將滿兩

年，屆時正逢歐洲議會議員選舉。對馬

克龍來說，這不僅是壹次檢視民意對他

施政滿意度的“期中考試”，也攸關他

未來在歐盟整體政策上的影響力。

2017年 5月，馬克龍以年輕改革者

形象當選總統，許多“親歐”人士期待

他成為促使歐洲更加團結、帶領歐洲走

出經濟及社會困境的新領袖，他自己也

屢屢提出歐元區改革、加強歐洲自主防

衛等構想。為此，馬克龍壹派必須在歐

洲議會取得足夠的發言權。

民調機構Odoxa於12月21日公布替

法國新聞電臺執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法

國極右派的國民聯盟卷土重來，很可能

在歐洲議員選舉中稍稍領先馬克龍所創

的“共和前進”黨派。但“黃背心”也

有意派代表參選，可能吸走壹些極右派

支持者的選票，選情尚難預測。

中國女遊客成為邏馬菲烏米奇諾機場

今年第1500萬位到港旅客

綜合報導 意大利首都羅馬菲烏米奇諾機

場今年到港旅客數突破1500萬人次，壹名中

國女遊客成為該機場第1500萬位到港旅客，

受到熱情接待。

當晚18時許，從上海飛往羅馬的中國東

方航空公司MU787次航班抵達菲烏米奇諾機

場，搭乘該航班的壹名中國女遊客成為第

1500萬位到港旅客。機場方面聯合羅馬市旅

遊部門及中國東航共同為她舉辦了見證儀

式，並向她贈送了禮物。

羅馬市經濟發展、旅遊與勞動參事卡爾

洛· 卡法羅蒂表示，近年來，到訪羅馬的中國

遊客數量增長迅速，增幅超過了其他國家和

地區，此次慶祝活動也反映出羅馬對中國旅

遊市場的重視和期待。

菲烏米奇諾機場市場及商務發展部負責人

拉法埃萊· 帕斯奎尼告訴記者，羅馬機場非常重

視中國市場，熱切希望能有更多來自中國的直

航航線，“我們的目標是把羅馬機場打造成中

國遊客走進意大利、走進歐洲的大門”。

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的數據顯示，2017

年意大利接待了近140萬人次的中國遊客，中

國遊客在意大利境內的人均消費額也在外國

遊客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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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海軍陸戰隊正演練在戰
區迅速部署火力的新方法，而這可能意味美軍
在西太平洋戰略有重大的轉變。

據《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網1日報導，2018年12月7日，美國海軍陸戰
隊和352空中加油運輸中隊(Marine Aerial Re-
fueler Transport Squadron)出動，從加州潘德
頓軍營（Camp Pendleton）運了兩具M142高
機動砲兵火箭系統（HIMARS）發射器，一路
到正進行軍演的猶他州達格威試驗場（Dug-
way Proving Grounds）。

而能發射各式面對面火箭彈的HIMARS從
運輸加油機KC-130J一下來，就迅速發射了訓
練火箭彈，接著又回到機上返航。這種利用軍
機飛快部署火箭砲發射器，打了就走，隨即轉
移陣地部署的新戰術，最初是由美國陸軍想出
來的，而他們稱之為 「高機動砲兵火箭系統快
速滲透」 法（HIMARS Rapid Infiltration），也
簡稱為HIRAIN。

為了發揮更強的戰力，美國海軍陸戰隊正
考慮，要為HIMARS發射器採購專用反艦飛彈
。陸戰隊證實，2018年秋在亞利桑那州的演示
中，F-35隱形戰機能傳遞目標資料給火箭砲
兵連，提升射擊的精準度。

一架海軍陸戰隊F-35B偵測到地面的金屬

容器，透過無線電數據傳輸鏈，將全球定位系
統（GPS）坐標傳遞給HIMARS機組員。

分析指出，HIMARS加上新飛彈，能大大
提升反艦戰力與生存力。而靠F-35通風報信
，更能大幅提高打擊的精準度。此外，發射器
由運輸機載運四處迅速轉場，不僅能保護它們
免受反擊，還能讓敵人無從捉摸。

HIRAIN加上其他新戰術和新型火箭彈，
可以讓美軍迅速讓遠程火砲就定位，阻撓敵軍
的調動。分析指出，這戰術甚至可讓美軍阻止
北京在西太平洋擴張。

五角大廈想要讓北京擴張的難度複雜化，
雖然海空軍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的主力，但
地面部隊也能發揮作用。美國前海軍部次卿戴
薇森（Janine Davidson）說，她想要讓陸軍擊
沉船艦。但海軍陸戰隊也具備許多陸軍所擁有
的能力，同樣能擊沉敵艦。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曾在2017年的報告中推演，萬一爆發軍事衝
突，解放軍艦隊航向第一島鏈上日本或菲律賓
附近的偏遠群島，美國陸戰隊的火箭砲連將靠
運輸機在其中一個島嶼迅速部署，向解放軍戰
艦發動攻擊後，立刻回到運輸機上，等上級下
令，轉往其他新地點發動新攻擊。

蓄勢打沉陸戰艦 美將以F-35加持出新招

（綜合報導）美國政府開門無解，總統川
普終於要低頭了？據外媒報導，川普已經邀請
國會兩黨領袖3日至白宮聽取美墨邊境安全簡
報，他更在推文向民主黨領袖裴洛西（Nancy
Pelosi）喊話 「來達成協議吧」 ，似乎有主動
打破僵局傾向，不過也有媒體狠批就連笨蒼蠅
都知道川普是在作秀。

美墨邊牆問題喬不攏，美國人民及川普個
人付出的代價真不小，部分政府停擺達12天
，連假期間部分景點未開，導致出遊民眾撲空
，又或者旅遊景點無人管，造成垃圾滿地、環
境髒亂，川普個人則是赴佛州的假期全泡湯，
一人在華府苦等議員回來開會。

或許感受到政府關門的負面效果，新年新
氣象，川普在元旦日竟一反強勢態度，邀請國
會兩黨議員2日到白宮聽取邊界安全簡報，受
邀人士包括民主黨領袖裴洛西等在內8名兩黨
領袖。

他隨後更在推特向裴洛西喊話： 「裴洛西
應該不想一上任就遇到邊境安全和築牆這些
『事』 還有 『政府關門』 吧！讓我們來達成協

議？」
部分外媒樂觀認為，川普與反對黨領袖的

明日會面，可能是美政府關門以來，首度有望
打破國會僵局的契機，不過也有媒體看法持平
，認為情況不會有所改變。

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川普
邀集國會領袖赴白宮，性質上是聽取國土安全
部官員簡報，而非協商；此外，川普到昨天為
止，仍不斷抨擊對手，例如一篇推文直指民主
黨根本不在乎打開邊界後，會帶來犯罪及毒品
濫用等問題，這樣反差的言論也令人懷疑，雙
方協商有任何進展的可能。

另外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更出具評論，明白表示連一隻笨蒼蠅都知道
川普又要作秀，說他把對手請到白宮，身邊圍
繞著攝影機、記者，好讓他們看起來像花瓶裡
的植物，坐在那裡被迫聽著川普述說邊境安全
有多脆弱，內文更直言整場 「白宮秀」 就是要
讓川普看起來像個愛國英雄，而不聽話的民主
黨人士不顧國土安全，要讓無辜的川普變成壞
人。

川普低頭了？新年放軟要協議 遭批笨蒼蠅也不齒 （綜合報導）美國貿易代表團將於1月7日
前往北京，與大陸進行貿易協商。據美國之音
（VOA）中文網2日報導，分析人士指出，無論
會談結果如何，與美陸面臨更大規模的科技爭霸
戰相比，貿易戰只是雙方小小的交鋒。2019年
，兩國科技冷戰將進一步加深，而全球可能由此
分裂出兩大不同的科技體系和陣營，分別由美國
和大陸主導。

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2018年下半年採取的
一系列措施顯示，科技領域是美陸兩國競爭的重
要戰場之一。2018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外
國投資風險審查更新法案》（Foreign Invest-
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簡稱FIR-
RMA0），該法案賦予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更大
權力調查有關科技領域的外國投資。美國商務部
預計很快也將對新興和基礎技術實施新的出口限
制。商務部下屬的工業和安全局11月19日列出
了美國政府擬議管制的14個 「具有代表性的新
興技術」 清單，涵蓋人工智慧（AI）、微處理器
技術、先進計算技術、機器人、3D列印、量子

資訊、先進材料和生物技術等領域。
在美陸貿易戰3月打響後不久，歐亞集團全

球科技政策事務負責人保羅·特寥洛（Paul Triolo
）5月在華府說，與其說美陸陷入貿易戰，不如
說是科技領域的冷戰，而且這將會讓談判更加複
雜。2018年初，全球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
團（Eurasia Group）在該機構的《全球風險報告
》中預言，全球科技冷戰將是2018年全球第三
大風險。冷戰主要體現在新資訊科技（IT）的競
爭上，主要發生在美國和大陸之間。

他說： 「看看我們現在的狀況，我不認為這
是一場貿易戰，而是一場美中之間的科技冷戰，
因為這背後是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憂，而且這些
計畫也加深了這樣的擔憂，因為這都是美國占主
導地位的領域。這將會讓任何貿易談判的結果變
得複雜，因為這涉及到貿易之外的很多問題。」

特寥洛談到的計畫包括大陸的 「整合電路產
業投資基金」 、 「中國製造2025」 以及 「新一
代人工智能發展規畫」 等。其中 「中國製造
2025」 一直是美陸貿易談判的焦點之一。

美國之音分析 美陸科技戰 世界恐裂成2陣營

（綜合報導）《紐約時報》指出，大陸和美國的貿易談判下
周將在北京登場。身為美方首席談判代表的萊海澤，首要任務是
確保美國總統川普維持堅定立場，勿因金融市場動盪而搖擺或軟
化，甚至輕易被大陸的 「空頭支票」 欺騙。

美國副貿易代表格瑞希7日將率團訪問北京，與大陸官員進
行貿易會談。如果取得進展，其後由大陸副總理劉鶴率團到華府
，與萊海澤及財長穆努欽繼續談判。

去年12月 「習川會」 晚宴上，
川普向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說，
萊海澤 「是我的談判代表」 ，納
瓦洛 「則是我的猛將」 。他們對
大陸立場一個比一個強硬，而在

後者輔佐下，萊海澤面臨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務：在3月2日之前
，重新定義世界兩大經濟體的貿易關係，令美國與大陸達成協議
，但美國必須在權力平衡中占上風。萊海澤的談判方式將對國內
企業、勞工與消費者，產生重大影響。

美股去年底出現2008年以來最大跌幅，令一度自詡 「關稅
人」 ，揚言可以輕鬆打贏貿易戰的川普態度開始搖擺。他愈來愈

希望和大陸談出協議，把自己視為執政表現指標的金融市場穩定
下來。而萊海澤的首要任務，就是不讓川普對大陸態度搖擺或者
軟化。

萊海澤向友人與同事透露，他有意防止川普被大陸用 「空頭
支票」 欺騙，例如暫時增加購買黃豆或牛肉。他要的是大陸做出
實質改變，例如不再強迫美國企業交出技術。但與大陸打交道
40年，萊海澤熟知其手段，因此他對北京抱持深沉的懷疑，他
對大陸的態度很簡單， 「就是要他們投降」 。

川普政府官員表示，每當萊海澤發現有人流露對大陸放軟的
跡象，他就會亮出一張清單，內容列出幾十年來華府與北京貿易
談判失敗的案例，就連對川普也照樣這麼做。

美股向下強硬派不讓川普搖擺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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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尼西亞喀拉喀托之

子火山（Anak Krakatau）持續噴發，

印度尼西亞火山和地質減災中心調高

火山警戒等級至第3級，火山方圓5公

裏內禁止民眾及遊客活動。

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口在漲潮時噴

發，邊坡滑移引發海嘯，襲擊巽他海

峽（Sunda Strait）沿岸地區，造成400

多人死亡。

據悉，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從今年

7月以來活動加劇，10月時還發生火

山熔巖差點擊中遊艇的事件。

印度尼西亞火山和地質減災中心

（PVMBG）指出，12月 22日引發海

嘯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噴發只是小規

模的噴發，火山和地質減災中心26日

觀測到火山活動加劇，現在仍有火山

灰噴向空中。

印度尼西亞當局今天改變行經喀

拉喀托之子火山周圍往返爪哇島與蘇

門答臘島的所有航班路線。

火山和地質減災中心建議旅客不

要在火山方圓5公裏內活動，也呼籲

當地民眾不要在海岸線1公裏內活動，

因為接下來可能還會有海嘯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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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尼西亞獅航JT610班機10

月底失事，機上人員全數罹難，日前，家屬

通過律師在美國芝加哥控告飛機制造商波音

公司，稱波音客機“不合理的危險”。

據報道，律師代表雅加達罹難旅客沃杜尤

（Sudibyo Onggo Wardoyo）的家屬，在波音公

司總部所在地伊利諾伊州芝加哥法院起訴，

指控才服役兩個月新機的系統錯誤啟動安全

措施，且波音未充分指示機師應如何應對這

類狀況。

律師聲明指出：“波音不僅安裝提供錯

誤數據的傳感器，也未提供駕駛員充分指示

訓練，這好比是先蒙住駕駛員雙眼，再邦住

他們雙手壹般。”

印度尼西亞獅航JT610班機10月29日從

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起飛後13分鐘，自雷達屏

幕消失，後確認墜入爪哇島北部海域，機上

189人全數罹難。

目前已有約30名罹難者家屬起訴波音公司，

指控波音新型737 MAX瑕疵導致死亡失事。

印度尼西亞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先前公

布的 初步調查報告指出，JT610在準備起飛

時已出現技術問題。飛行數據記錄器（黑匣

子）數據顯示，飛機起飛後11分鐘內機頭自

動下垂超過20多次，顯然是由於自動系統接受到錯誤的偵

測數據，導致機頭持續自動下垂。

黑匣子數據顯示，當飛機在爬升至3000多英尺後，飛

機壹直不穩定地上下升降，無法有效維持高度。駕駛員壹

直試圖將自動下降的機頭拉高，但搶救無效，“人機互

鬥”直到飛機失去控制墜毀。澳敦促日本政府重新考慮
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抉定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政府敦促

日本政府重新考慮其退出國際捕

鯨委員會（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的決定。

報道稱，在日本宣布將正

式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後，澳

大利亞政府對此表示“極度失

望”。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棺義偉

（Yoshihide Suga）以難以獲得

讓步為由表示，日本政府會

在年底前通知國際捕鯨委員

會 有 關 其 將 於 6 月 30 日 退 出

的計劃。

棺義偉說：“那些只重視保

護鯨魚的國家沒有做出任何讓步。

在今年9月召開的國際捕鯨委員

會大會上，我們再次清楚地看到，

支持可持續使用鯨魚種群和支持保

護鯨魚種群的人不能共存，這讓

我們得出了這壹結論。”

他表示，在退出後，日本將

從明年開始在本國沿海水域進行

商業捕鯨，包括小須鯨和其他鯨

魚在內。據悉，上述行為是國際

捕鯨委員會明令禁止的。

棺義偉還表示，對本國海域

的關註意味著，從明年夏天開

始，日本將“停止在南極/南半球

捕殺鯨魚”。

對此，澳環境部長普萊斯

（Melissa Price）對日本退出南大

洋的決定表示歡迎，但譴責其退

出國際捕鯨委員會的決定“令人

遺憾”。

在壹份聯合聲明中，普萊斯

與澳外長佩恩（Marise Payne）表

示：“日本退出的決定令人遺憾，

澳敦促日本應作為優先事項，重

返公約和國際捕鯨委員會。澳仍

然堅決反對壹切形式的商業捕鯨

和所謂的‘科學’捕鯨。我們將

繼續在委員會內努力維護全球商

業捕鯨的禁令。”

據了解，國際捕鯨委員會於

1946年成立，致力於保護世界鯨

魚的數量。作為這壹使命的壹部

分，其在1986年宣布暫停商業捕

鯨。而日本以文化傳統為由，說

明自己有必要繼續為捕魚業和消

費者捕殺鯨魚。

在擔任國際捕鯨委員會的成

員時日本利用了壹個允許捕殺鯨

魚用於“科學研究”的漏洞。日

本表示，這樣的活動使其能夠確

定鯨魚的數量足夠大，足以支持

恢復商業捕鯨。

馬來西亞反腐委員會前11月捕800余人

建議增加鞭刑

綜合報導 包括前總理納吉

布在內，今年前11個月，馬來

西亞共有821人因涉嫌貪汙腐敗

被馬來西亞反腐敗委員會逮捕，

其中超過半數的421人為公務員。

為加大反腐力度，反腐敗委員

會已向馬政府建議，對涉貪腐

罪犯實施鞭刑。

這是馬來西亞反腐敗委員

會主席蘇克裏27日接受馬來西

亞國家新聞社訪問時透露的。

他亦稱，今年前11月有280人被

起訴，196宗案件定罪，雖然被

捕人數和被起訴、定罪人數都

非歷年最多，但“這是最多大

人物被捕和被控的壹年”。

蘇克裏指，納吉布等人所

涉的“壹個馬來西亞發展公司”

案件，涉案金額上百億林吉特

（馬來西亞貨幣，1林吉特約合

0.24 美元），是反腐敗委員會

2009年成為獨立機構以來“最

大規模的調查和提控”，除納

吉布外還有原副總理紮希德等

多位前政府顯要被控。

與之相比，反腐敗委員會在

前11月所查辦的腐敗案件中，涉

案金額最小的為20林吉特（約

合4.8美元），案由是壹位騎摩

托車未帶安全帽而被交警截停

的民眾試圖向交警行賄。

蘇克裏並指，按馬來西亞

法律，涉貪腐案件定罪最高20

年有期徒刑和罰款，且很多罪

犯只坐牢“壹兩年甚至

壹天”，如果能加上

鞭刑，“可起到更有

效的防範作用”。

多位觀察人士認

為，身陷腐敗醜聞是

長期執政的國民陣線

今年 5月大選失利的

重要因素。新政府上

臺後，多位前朝高官也陸續被反

腐敗委員會提出指控。其中，前

總理納吉布就因“壹個馬來西亞

發展公司”案件身負濫用職權、

洗錢、背信、篡改審計報告等數

十項指控。不過，納吉布已否認

對自己的所有指控。

印尼海嘯災區火山活動加居
方圓方圓55公裏內被列為禁區公裏內被列為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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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達是用長方形絹布製成的禮
敬法器，其長短不一，一般為二至
四尺，也有一丈多長的。大都為白

色，象徵純潔、吉祥、繁榮，但也有藍、紅、綠、黃等
不同顏色。哈達的質料也有很多種類，大多數人不計較
質料的優劣，只要能表達對上尊者的敬意即可。

傳統上，獻哈達，是藏傳佛教寺廟以及蒙古族、藏
族的一種普遍而崇高的禮節。在現代藏族地區禮賓交往
中，哈達已經是一種表示敬意的吉祥之物了。

■綜合網上資料

哈達重意不重質

■■大多數人不計較哈達質料的優劣大多數人不計較哈達質料的優劣，，只要只要
能表達對上尊者的敬意即可能表達對上尊者的敬意即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藏曆新年就要來了，訂單數翻了4、5倍。我們的機器24小時趕工，人休息

機器不休息。”四川邛崍市冉義鎮雪域民族工藝廠總經理植學文說。現場可以看

到，廠房裡幾十台織機隆隆地運轉，工人們在忙碌，呈現出一片火熱的景象。冉義

鎮鵬飛哈達廠廠長胡鵬飛說，漢族與藏族同胞已有了100多年的貿易往來。聖潔的

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 ■新華社

2日，上海老字號餐飲杏花樓正式入駐網上訂
餐平台餓了麼開啟外賣模式，主推點心、小食、年
貨等產品，上線後部分產品當日售空。杏花樓負責
人表示，杏花樓此前已有線上銷售渠道，現在推出
外賣是為了試水在地生活服務，亦是積極吸引年輕
新用戶的一種手段。

據悉，杏花樓建於清代咸豐元年（公元1851
年），至今已有168年歷史，目前在滬共有120家
門店，此次率先開啟外賣服務的是位於豫園的門

店，未來其他119家門店也會陸續跟進外賣服務。
杏花樓上線餓了麼首日，菜單中的年貨禮包、

小籠包等很快便顯示售完無貨狀態。有消費者表
示，杏花樓作為上海知名餐飲，現場購買經常會大
排長龍，還遇到人排至店內才發現某樣商品賣完的
狀況，現在有了外賣，門店有無存貨網上一目了
然，十分方便。此前杏花樓在淘寶已有旗艦店，但
不少年輕消費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杏花樓很多
產品淘寶店內並無銷售，且在淘寶購買產品至少需

等一天配送時間，而外賣則是隨叫隨到，更符合年
輕人的“快生活”方式。

對於上線餓了麼以後的動作，杏花樓顯然更想
抓住年輕群體，表示會與網紅茶飲品牌合作推出獨
家套餐，打造白領下午茶。有業內人士表示，百年
老店只有推陳出新才能吸引年輕人，杏花樓此次推
出外賣，並擬打造網紅下午茶，都可在年輕群體印
象中加分，這也可使得老字號品牌自身煥發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滬老牌酒家 網售外賣吸年輕客

■杏花樓2日在餓了麼上線首家外賣門店。 網上圖片

位於川西平原上的冉義鎮素有“哈達鎮”之
稱。在鎮上廠區一隅，可以看到整齊碼放、

堆得小山高的哈達。植學文表示，這是薩迦派紅城
寺訂的25,000條哈達，“我們廠現在每天生產哈達
的產能達到三到五萬條，還幫助青海同德縣、西藏
日喀則市等地建設哈達廠，給他們提供設備，做人
員培訓。”

祖父古道經商 來回需一個月
胡鵬飛表示，他們家做哈達到他已經是第四

代，“以前進藏的路不能走車，我爺爺騎馬去康
定賣哈達時，走茶馬古道來回得一個月。”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現在胡鵬飛經營的工
廠已經擁有30多台現代化紡織設備，專業生產
哈達，還建立了專門的銷售團隊，在拉薩、山
南、日喀則、那曲等地開設了銷售哈達的舖
面。“2018年我們產值做到了1,200多萬，開闢
的網絡銷售渠道也將高端哈達賣到了台灣、加
拿大等地。”胡鵬飛說。

從2001年高中畢業就開始幫助父親做哈達，

到現在已有近20年的從業經歷。胡鵬飛說，他最
大的感觸是，一條哈達成為他們家與藏族人民世
代的友誼紐帶。

拍檔跨越兩代 關係親如兄弟
“父親做廠長時，有個老顧客在甘孜州爐霍

縣，做了幾十年的生意。”胡鵬飛說，“現在那
位顧客已不在人世，但他的兒子呷絨又成了我的
顧客。”

胡鵬飛表示，他們現在已經不僅僅只是生意
夥伴關係，家族的世代交往，讓他們親如兄弟，
在有困難時都會互相幫忙。

在“哈達鎮”，漢族與藏族同胞已有了100
多年的貿易往來。聖潔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的
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

“我也曾經想過不做哈達，父親總教育我，
是通過賣哈達供我吃飯供我讀書，是藏族同胞養
育我長大成人。”胡鵬飛說，現在他做哈達，已
經不僅是為了生計，也是出於一份對家族和對藏
族人民的責任。

編織漢藏友誼編織漢藏友誼
四代哈達工廠

■■胡鵬飛表示胡鵬飛表示，，聖潔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聖潔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
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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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有否對受惠人設年齡及入息水平限
制？
○沒有。所有每月公共交通開支逾400元
（港元，下同）的市民均可受惠。補貼金
額為逾400元以上的實際開支之25%，上
限為每月300元。
●計劃涵蓋哪些公共交通服務或路線？
○計劃涵蓋港鐵、專營巴士、綠色專線小
巴、渡輪、電車，以及由運輸署批准納入
計劃的指定紅色小巴、街渡及提供居民服
務（邨巴）或僱員服務（員工巴士）的非
專營巴士服務路線。
●計劃不包括哪些公共交通服務費用及車
船票？
○以現金支付的車船費；所有港鐵（包括
機場快線）的單程票、高鐵車票、港鐵城
際直通車車票、機場快線即日來回票，以
及於票務代理購買的機場快線來回票；機
場巴士單程票；所有為遊客提供的車船票
等。
●如何將以現金或其他非八達通方式支付
的指定車船票費用計算在開支內？
○市民以現金或八達通以外的任何支付方
式購買指定車船票後，可進行簡單登記，
將相關費用與八達通記錄掛鈎，作計算每
月開支總額及補貼金額之用。視乎指定車
船票種類別，市民可在購票時向營辦商職
員出示八達通，或透過“指定車船票自助
登記站”登記。
●如何領取補貼？
○在每月16日起 (由下月起)，市民可透過
在每個港鐵站、輕鐵客務中心及指定渡輪
碼頭內設置的補貼領取站；7-Eleven、Cir-
cle-K和惠康超市所有商舖；八達通手機應
用程式 (只適用於備有NFC的Android流
動裝置或已配對八達通流動讀寫器的
iOS流動裝置)；以及八達通服務站，
以八達通拍卡領取上一個月補貼。
●領取補貼設有期限嗎？
○領取每月補貼的限期為3個月。如
未在限期前領取，補貼金額日後將無
法取回。
●如何可查詢在計劃下每月公共交通費用
開支及補貼金額？
○可透過補貼計劃網頁 (補貼查詢 )、八達
通流動應用程式及補貼計劃熱線 (電話：
2969 5500) 查詢。

資料來源：香港運輸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申領前申領前77點你要知點你要知

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已於1日推出，港府在
多個地點包括港鐵站內設置“補貼領取站”

及“指定車船票自助登記站”，並派工作人員回
答市民查詢。

有工作人員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市民反應熱
烈，不少路過市民均感興趣，惟他們多對計劃不
熟悉，如有市民以為坐車後在服務站拍卡即可取
得補貼；也有市民想了解部分月票是否涵蓋在計
劃及如何登記等。

有人指每月300元補貼太少
香港文匯報就補貼計劃進行街訪，了解市民

看法。綜合多位受訪市民意見，發現較多人反映
港府宣傳不足，他們均不熟悉計劃細節；有人認
為400元的門檻太高，或每月最多只得300元補貼
太少；也有市民反映計劃未涵蓋部分紅Van。有
個別市民認為部分票種需登記感麻煩、以及領取
補貼的限期僅3個月太短。

裝八達通加核數 小企難負擔
另外，目前紅Van、街渡、邨巴及員工巴士

路線，均需向港府申請才可參與計劃。香港公共
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主席張漢華表示，現時市

面有千多部紅Van，只有約10%參與，因租用八
達通機需成本，又要聘用會計師樓核數，小公司
或無法負擔。他估計，一些未有參與計劃路線，
生意或減少兩成。

紅Van司機李先生表示，計劃推出兩日，暫
未見客量減少，但港府當年推出長者2元乘車優
惠後，他們的生意確受影響，希望今次影響較輕
微。

另一紅Van司機吳先生認同計劃會令紅Van
吸引力下降，預料會有乘客改搭其他交通工具，
他們的生意將更難做。

的士也未有參與計劃。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會
長吳坤成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由於有市民可能在
上班或下班時“夾份”共乘的士，計劃推行後，
由於乘搭其他交通工具可獲補貼，或會流失這些
乘客，但他認為影響輕微，因有需要或趕時間市
民仍會乘搭。

的士司機卓先生表示，現時經濟不景，其他
交通工具又愈來愈方便，的士生意本身已難做，
擔心計劃會令生意進一步減少。

另一的士司機梁先生認為的士與其他交通工
具的客源不同，其優勢是其他交通工具無法比
較，相信原本乘坐的士市民，不會因計劃而轉用

其他交通工具。

運署：會增推廣 鼓勵營辦商
香港運輸署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表示，於本

月1日，已有共34條邨巴路線、14條員工巴士路
線、12條紅Van路線及10條街渡航線服務參與計
劃，佔同類服務中約一成至一成半。

港府歡迎並鼓勵以上4類公共交通服務的營
辦商參與計劃，會詳細解答他們的疑問及提供協
助。運輸署將繼續接納及處理他們參與計劃的申
請，讓更多乘客受惠。

至於計劃的宣傳，運輸署指，港府曾舉行記
者會介紹計劃運作細節，計劃的網頁亦於同日啟
用。為協助市民進一步了解詳情及運作細節，自
去年11月起，港府推出一連串宣傳，包括在免費
電視和電台頻道分別播放宣傳片和宣傳聲帶；製
作宣傳單張；印製海報、橫額及巴士車身廣告
等。

對於各界對計劃運作的意見，運輸署表示港
府已備悉，會密切留意計劃的實際運作情況，並
於計劃落實約一年後啟動首次檢討工作，根據實
際數據檢視其成效及對市民出行習慣，以至對整
體公共交通佈局及財政的影響。

香港特區政府為減輕市民交通費負擔而推行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已於本月1日順利

落實，市民最快於下月中可領取有關補助。香港文匯報綜合受訪市民意見，發現不少人認為港

府宣傳不足；有人認為400元（港元，下同）的門檻太高，或每月最多只得300元補貼太少；

亦有市民反映計劃未涵蓋全部公共交通服務如部分紅色小巴。有小巴業界及的士業就指，計劃

推出或會影響營業額，紅Van生意或減少兩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文森

涵蓋的紅Van線

起點—終點

西環—荃灣

灣仔—旺角

灣仔—觀塘

銅鑼灣—慈雲山

香港仔—旺角

香港仔—觀塘

資料來源：香港運輸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起點—終點

香港仔—中環

西環—旺角

紅磡（黃埔新邨）—旺角（弼街）

觀塘—油塘

觀塘—荃灣

觀塘—西貢

涵蓋的邨巴線（部分）
路線

DB01R

DB02R

NR110

NR111

NR21

NR22

NR24

NR25

NR26

NR330

資料來源：香港運輸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起點—終點

愉景灣–東涌

愉景灣–機場 (循環線)

碧湖花園 (粉嶺)–天后

奕翠園 (上水)–天后

安寧花園–火炭

慧安園–荃灣

欣明苑–荃灣

頌明苑–荃灣

景明苑–尖沙咀

馬灣(東灣巴士總站)–青衣站

路線

NR332

NR35

NR38

NR507

NR51

NR61

NR706

NR75

NR805

NR88

起點—終點

馬灣(東灣巴士總站)–葵芳(新都會廣場)

海濱花園–觀塘

海濱花園–中環/金鐘

大埔龍景別墅–中環

大埔康樂園–大埔墟

沙田第一城–藍田

安定邨–灣仔

安定邨–新蒲崗

沙田隆亨邨–中環

沙田第一城–中環

交津變相趕客？
無卡嘟不願搭
市民嫌400元門檻太高 指宣傳不足不懂登記

■■補貼領取站補貼領取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公共交
通費用補貼計劃已經推行，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交通事務委員會成員劉國勳表示，部分
市民對計劃細節仍不太熟悉，港府宜在宣傳
上多做工夫。對於有紅Van業人士預料計劃
會影響未有參與的紅Van生意，他建議八達
通公司負上更多社會責任，向有需要業界提
供資助。

對於市民就計劃提出不少意見，劉國勳
2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可以理解，
惟計劃只是剛推出，要檢討也需待一段時間

後才進行。他認為，計劃是為減輕市民交通
費用的負擔，市民負擔愈大，受惠應該愈
多，現時的門檻及金額符合政策原意。惟他
認同，部分市民對計劃的細節仍不太熟悉，
如不知道有哪些紅Van線及邨巴線已納入計
劃，認為港府宜在宣傳方面多做工夫。

就有紅Van業人士預料計劃會令未有參
與的路線生意受影響，劉國勳認為，八達通
公司在此計劃也是受惠者，建議該公司可向
有需要的業界提供資助，負上更多社會責
任。

劉國勳：八達通應資助業界
杯
水
車
薪
？

眾
盼
優
化

未能受惠
吳同學：我

有港鐵家屬乘
車證，坐港鐵
免費，其次用
得最多的交通

工具是計劃並不包括的紅
色小巴，所以我不能受惠
於計劃。擔心計劃推出後
會令紅色小巴生意大減，
最終因而減少班次，甚至
取消路線。

不夠清楚
蘇小姐：補

貼只是有好過
冇，港鐵才剛
加價，補貼可
能只是足夠支

付相關差額，對市民的實
際幫助其實不大。
另外，登記與領取補貼有

不同的機器，計劃實行初
期可能會引起混亂，市民未
必能分清楚。

應該加碼
梁先生：暫

時未太清楚計
劃的細節，我
住在愉景灣，
不知道每日出

入所乘的渡輪是否可以獲得
補貼，可能要找相關部門進
一步了解，但我認同這項計
劃，希望港府日後可進一步
改善計劃，例如增加補貼
額。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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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達是用長方形絹布製成的禮
敬法器，其長短不一，一般為二至
四尺，也有一丈多長的。大都為白

色，象徵純潔、吉祥、繁榮，但也有藍、紅、綠、黃等
不同顏色。哈達的質料也有很多種類，大多數人不計較
質料的優劣，只要能表達對上尊者的敬意即可。

傳統上，獻哈達，是藏傳佛教寺廟以及蒙古族、藏
族的一種普遍而崇高的禮節。在現代藏族地區禮賓交往
中，哈達已經是一種表示敬意的吉祥之物了。

■綜合網上資料

哈達重意不重質

■■大多數人不計較哈達質料的優劣大多數人不計較哈達質料的優劣，，只要只要
能表達對上尊者的敬意即可能表達對上尊者的敬意即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藏曆新年就要來了，訂單數翻了4、5倍。我們的機器24小時趕工，人休息

機器不休息。”四川邛崍市冉義鎮雪域民族工藝廠總經理植學文說。現場可以看

到，廠房裡幾十台織機隆隆地運轉，工人們在忙碌，呈現出一片火熱的景象。冉義

鎮鵬飛哈達廠廠長胡鵬飛說，漢族與藏族同胞已有了100多年的貿易往來。聖潔的

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 ■新華社

2日，上海老字號餐飲杏花樓正式入駐網上訂
餐平台餓了麼開啟外賣模式，主推點心、小食、年
貨等產品，上線後部分產品當日售空。杏花樓負責
人表示，杏花樓此前已有線上銷售渠道，現在推出
外賣是為了試水在地生活服務，亦是積極吸引年輕
新用戶的一種手段。

據悉，杏花樓建於清代咸豐元年（公元1851
年），至今已有168年歷史，目前在滬共有120家
門店，此次率先開啟外賣服務的是位於豫園的門

店，未來其他119家門店也會陸續跟進外賣服務。
杏花樓上線餓了麼首日，菜單中的年貨禮包、

小籠包等很快便顯示售完無貨狀態。有消費者表
示，杏花樓作為上海知名餐飲，現場購買經常會大
排長龍，還遇到人排至店內才發現某樣商品賣完的
狀況，現在有了外賣，門店有無存貨網上一目了
然，十分方便。此前杏花樓在淘寶已有旗艦店，但
不少年輕消費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杏花樓很多
產品淘寶店內並無銷售，且在淘寶購買產品至少需

等一天配送時間，而外賣則是隨叫隨到，更符合年
輕人的“快生活”方式。

對於上線餓了麼以後的動作，杏花樓顯然更想
抓住年輕群體，表示會與網紅茶飲品牌合作推出獨
家套餐，打造白領下午茶。有業內人士表示，百年
老店只有推陳出新才能吸引年輕人，杏花樓此次推
出外賣，並擬打造網紅下午茶，都可在年輕群體印
象中加分，這也可使得老字號品牌自身煥發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滬老牌酒家 網售外賣吸年輕客

■杏花樓2日在餓了麼上線首家外賣門店。 網上圖片

位於川西平原上的冉義鎮素有“哈達鎮”之
稱。在鎮上廠區一隅，可以看到整齊碼放、

堆得小山高的哈達。植學文表示，這是薩迦派紅城
寺訂的25,000條哈達，“我們廠現在每天生產哈達
的產能達到三到五萬條，還幫助青海同德縣、西藏
日喀則市等地建設哈達廠，給他們提供設備，做人
員培訓。”

祖父古道經商 來回需一個月
胡鵬飛表示，他們家做哈達到他已經是第四

代，“以前進藏的路不能走車，我爺爺騎馬去康
定賣哈達時，走茶馬古道來回得一個月。”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現在胡鵬飛經營的工
廠已經擁有30多台現代化紡織設備，專業生產
哈達，還建立了專門的銷售團隊，在拉薩、山
南、日喀則、那曲等地開設了銷售哈達的舖
面。“2018年我們產值做到了1,200多萬，開闢
的網絡銷售渠道也將高端哈達賣到了台灣、加
拿大等地。”胡鵬飛說。

從2001年高中畢業就開始幫助父親做哈達，

到現在已有近20年的從業經歷。胡鵬飛說，他最
大的感觸是，一條哈達成為他們家與藏族人民世
代的友誼紐帶。

拍檔跨越兩代 關係親如兄弟
“父親做廠長時，有個老顧客在甘孜州爐霍

縣，做了幾十年的生意。”胡鵬飛說，“現在那
位顧客已不在人世，但他的兒子呷絨又成了我的
顧客。”

胡鵬飛表示，他們現在已經不僅僅只是生意
夥伴關係，家族的世代交往，讓他們親如兄弟，
在有困難時都會互相幫忙。

在“哈達鎮”，漢族與藏族同胞已有了100
多年的貿易往來。聖潔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的
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

“我也曾經想過不做哈達，父親總教育我，
是通過賣哈達供我吃飯供我讀書，是藏族同胞養
育我長大成人。”胡鵬飛說，現在他做哈達，已
經不僅是為了生計，也是出於一份對家族和對藏
族人民的責任。

編織漢藏友誼編織漢藏友誼
四代哈達工廠

■■胡鵬飛表示胡鵬飛表示，，聖潔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聖潔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
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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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

““ 祖 國 必 須 統 一祖 國 必 須 統 一 ，，也 必 然 統 一也 必 然 統 一 ””

習近平提出祖國和平統一習近平提出祖國和平統一55點主張點主張

一一、、攜手推動民族復興攜手推動民族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實現和平統一目標

二二、、探索探索““兩制兩制””台灣方案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豐富和平統一實踐

三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維護和平統一前景

四四、、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夯實和平統一基礎

五五、、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增進和平統一認同

■■來源來源：：新華社新華社

一國兩制方式
探索台灣方案

習近平強調，歷史不能選擇，
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

創。新時代是中華民族大發展大作
為的時代，也是兩岸同胞大發展大
作為的時代。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
風順，但只要我們和衷共濟、共同
奮鬥，就一定能夠共創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美好未來，就一定能夠完成
祖國統一大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出席紀念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
席汪洋主持。

“一國兩制”宗旨 維護台胞福祉
習近平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出5
點主張（見表）。習近平表示，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
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體現了海納百
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既充分
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又有利於統一
後台灣長治久安。

習近平指出，探索“兩制”
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
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
不是分裂的借口。“一國兩制”
的提出，本來就是為了照顧台灣
現實情況，維護台灣同胞利益福
祉。“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
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
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
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
益和感情。在確保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
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
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
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
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

兩岸事是家裡事 家裡人商量辦
“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兩岸的

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當然也應該
由家裡人商量着辦。”習近平說，和
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兩
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
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

代一代傳下去。兩岸雙方應該本着對
民族、對後世負責的態度，凝聚智
慧，發揮創意，聚同化異，爭取早日
解決政治對立，實現台海持久和平，
達成國家統一願景，讓我們的子孫後
代在祥和、安寧、繁榮、尊嚴的共同
家園中生活成長。

習近平進一步指出，在一個
中國原則基礎上，台灣任何政
黨、團體同我們的交往都不存在
障礙。以對話取代對抗、以合作
取代爭鬥、以雙贏取代零和，兩
岸關係才能行穩致遠。我們願意
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
岸政治問題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
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
廣泛交換意見，尋求社會共識，
推進政治談判。

他說，我們鄭重倡議，在堅持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
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
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
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
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
制度性安排。

大陸發展機遇 繼續同台胞分享
習近平表示，兩岸同胞血脈相

連。親望親好，中國人要幫中國
人。我們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將
繼續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
機遇，為台灣同胞台灣企業提供同
等待遇，讓大家有更多獲得感。和
平統一之後，台灣將永保太平，民
眾將安居樂業。有強大祖國做依
靠，台灣同胞的民生福祉會更好，
發展空間會更大，在國際上腰桿會
更硬、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
有尊嚴。

他強調，支持和追求國家統一
是民族大義，應該得到全民族肯
定。偉大祖國永遠是所有愛國統一
力量的堅強後盾！我們真誠希望所
有台灣同胞，像珍視自己的眼睛一
樣珍視和平，像追求人生的幸福一
樣追求統一，積極參與到推進祖國
和平統一的正義事業中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周年紀念會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紀念會並發

表重要講話，代表祖國大陸人民，向廣大台灣同胞致以誠摯

的問候和衷心的祝福。習近平強調，回顧歷史，是為了啟迪

今天、昭示明天。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是70載

兩岸關係發展歷程的歷史定論，也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必然要求。

強調祖國統一是歷史定論 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要求

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習
近平在講話中，回顧海峽兩岸關係70
年來發展歷程。他強調，台海形勢走向
和平穩定、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時代潮
流，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國家強大、民族復興、兩岸統一的歷史
大勢，更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
的！

習近平指出，台灣問題的產生和演
變同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命運休戚相關。
1949 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
府、中國人民始終把解決台灣問題、實
現祖國完全統一作為矢志不渝的歷史任
務。我們團結台灣同胞，推動台海形勢
從緊張對峙走向緩和改善、進而走上和
平發展道路，兩岸關係不斷取得突破性
進展。
——70年來，我們順應兩岸同胞

共同願望，推動打破兩岸隔絕狀態，實
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開啟兩岸同
胞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局面，兩岸交流
合作日益廣泛，相互往來日益密切，彼
此心靈日益契合。台灣同胞為祖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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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九二共識”推進政治互動
——70年來，我們秉持求同存異精

神，推動兩岸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
上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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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格
局，越來越多國家和人民理解和支持中
國統一事業。
——70年來，我們始終着眼於中

華民族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堅定維護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團結全體中華兒
女，堅決挫敗各種製造“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台灣獨立”的圖謀，
取得一系列反“台獨”、反分裂鬥爭的
重大勝利。

習近平強調，兩岸關係發展歷程證
明：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兩岸同屬一個
中國的歷史和法理事實，是任何人任何
勢力都無法改變的！兩岸同胞都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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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70年歷程 台海走向和平穩定
習近平講話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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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事關中國核心利

益和中國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

來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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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達是用長方形絹布製成的禮
敬法器，其長短不一，一般為二至
四尺，也有一丈多長的。大都為白

色，象徵純潔、吉祥、繁榮，但也有藍、紅、綠、黃等
不同顏色。哈達的質料也有很多種類，大多數人不計較
質料的優劣，只要能表達對上尊者的敬意即可。

傳統上，獻哈達，是藏傳佛教寺廟以及蒙古族、藏
族的一種普遍而崇高的禮節。在現代藏族地區禮賓交往
中，哈達已經是一種表示敬意的吉祥之物了。

■綜合網上資料

哈達重意不重質

■■大多數人不計較哈達質料的優劣大多數人不計較哈達質料的優劣，，只要只要
能表達對上尊者的敬意即可能表達對上尊者的敬意即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藏曆新年就要來了，訂單數翻了4、5倍。我們的機器24小時趕工，人休息

機器不休息。”四川邛崍市冉義鎮雪域民族工藝廠總經理植學文說。現場可以看

到，廠房裡幾十台織機隆隆地運轉，工人們在忙碌，呈現出一片火熱的景象。冉義

鎮鵬飛哈達廠廠長胡鵬飛說，漢族與藏族同胞已有了100多年的貿易往來。聖潔的

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 ■新華社

2日，上海老字號餐飲杏花樓正式入駐網上訂
餐平台餓了麼開啟外賣模式，主推點心、小食、年
貨等產品，上線後部分產品當日售空。杏花樓負責
人表示，杏花樓此前已有線上銷售渠道，現在推出
外賣是為了試水在地生活服務，亦是積極吸引年輕
新用戶的一種手段。

據悉，杏花樓建於清代咸豐元年（公元1851
年），至今已有168年歷史，目前在滬共有120家
門店，此次率先開啟外賣服務的是位於豫園的門

店，未來其他119家門店也會陸續跟進外賣服務。
杏花樓上線餓了麼首日，菜單中的年貨禮包、

小籠包等很快便顯示售完無貨狀態。有消費者表
示，杏花樓作為上海知名餐飲，現場購買經常會大
排長龍，還遇到人排至店內才發現某樣商品賣完的
狀況，現在有了外賣，門店有無存貨網上一目了
然，十分方便。此前杏花樓在淘寶已有旗艦店，但
不少年輕消費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杏花樓很多
產品淘寶店內並無銷售，且在淘寶購買產品至少需

等一天配送時間，而外賣則是隨叫隨到，更符合年
輕人的“快生活”方式。

對於上線餓了麼以後的動作，杏花樓顯然更想
抓住年輕群體，表示會與網紅茶飲品牌合作推出獨
家套餐，打造白領下午茶。有業內人士表示，百年
老店只有推陳出新才能吸引年輕人，杏花樓此次推
出外賣，並擬打造網紅下午茶，都可在年輕群體印
象中加分，這也可使得老字號品牌自身煥發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滬老牌酒家 網售外賣吸年輕客

■杏花樓2日在餓了麼上線首家外賣門店。 網上圖片

位於川西平原上的冉義鎮素有“哈達鎮”之
稱。在鎮上廠區一隅，可以看到整齊碼放、

堆得小山高的哈達。植學文表示，這是薩迦派紅城
寺訂的25,000條哈達，“我們廠現在每天生產哈達
的產能達到三到五萬條，還幫助青海同德縣、西藏
日喀則市等地建設哈達廠，給他們提供設備，做人
員培訓。”

祖父古道經商 來回需一個月
胡鵬飛表示，他們家做哈達到他已經是第四

代，“以前進藏的路不能走車，我爺爺騎馬去康
定賣哈達時，走茶馬古道來回得一個月。”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現在胡鵬飛經營的工
廠已經擁有30多台現代化紡織設備，專業生產
哈達，還建立了專門的銷售團隊，在拉薩、山
南、日喀則、那曲等地開設了銷售哈達的舖
面。“2018年我們產值做到了1,200多萬，開闢
的網絡銷售渠道也將高端哈達賣到了台灣、加
拿大等地。”胡鵬飛說。

從2001年高中畢業就開始幫助父親做哈達，

到現在已有近20年的從業經歷。胡鵬飛說，他最
大的感觸是，一條哈達成為他們家與藏族人民世
代的友誼紐帶。

拍檔跨越兩代 關係親如兄弟
“父親做廠長時，有個老顧客在甘孜州爐霍

縣，做了幾十年的生意。”胡鵬飛說，“現在那
位顧客已不在人世，但他的兒子呷絨又成了我的
顧客。”

胡鵬飛表示，他們現在已經不僅僅只是生意
夥伴關係，家族的世代交往，讓他們親如兄弟，
在有困難時都會互相幫忙。

在“哈達鎮”，漢族與藏族同胞已有了100
多年的貿易往來。聖潔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的
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

“我也曾經想過不做哈達，父親總教育我，
是通過賣哈達供我吃飯供我讀書，是藏族同胞養
育我長大成人。”胡鵬飛說，現在他做哈達，已
經不僅是為了生計，也是出於一份對家族和對藏
族人民的責任。

編織漢藏友誼編織漢藏友誼
四代哈達工廠

■■胡鵬飛表示胡鵬飛表示，，聖潔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聖潔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
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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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不僅是為了生計，也是出於一份對家族和對藏
族人民的責任。

編織漢藏友誼編織漢藏友誼
四代哈達工廠

■■胡鵬飛表示胡鵬飛表示，，聖潔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聖潔的哈達已經將兩族人民
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聯繫起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南版3 兩 地 產 經 ■責任編輯：趙雪馨 2019年1月3日（星期四）

區內經濟添憂 港股開門
新年首日插715點 歷來最劇 本季續看淡

熊

市場重燃對經濟前景憂慮，除日股假
期外，2日主要亞太市場都面臨沽

壓，跌幅均逾1%，A股長假後復市，滬指
跌1.6%並曾見去年10月低位。港股更是
區內“最熊”，恒指低開21點後愈跌愈
多，一度跌過近800點，指數貼近25,000
點邊緣。港股全日收報25,130點，跌715
點，成交只有683億元（港元，下同）。

製造業普遍萎縮 亞股齊跌
觸發亞洲區股市大跌，是中國財新

PMI跌穿50這個“盛衰分界線”，報49.7
創出19個月低位，而中國台灣的PMI同樣
難看，創2015年9月以來最低。製造業指數
(PMI)若高於50，表示製造業擴張，低於50
代表收縮，是經濟衰退的領先指標。

數據顯示，全球貿易戰對中國的壓
力，也波及到其他亞洲經濟體，馬來西亞
製造業活動也創2012年創編以來的最慢擴
張速度，韓國PMI亦連續兩個月維持在收
縮區，新加坡第4季GDP增長也較預期
慢，製造業較對上一季萎縮。花旗認為，
在經濟數據疲弱下，港股今季會持續受
壓，但不認為全年會出現經濟衰退，料年
底股市可望有好轉。

貿戰打擊 亞洲經濟體受挫
澳盛銀行外匯策略師Irene Cheung對

外電說，該行看到全球經濟有放緩跡象，
亞洲尤其是以出口導向的國家，正受到傷

害，顯示貿易戰加上中國需求放慢，影響
了亞洲多個經濟體的生產。該行預期，多
數央行在2019年都不會改變現行貨幣政
策，就算經濟數據疲軟，前景也不會有
變。

藍籌近全線跌 三桶油重災
藍籌股幾乎全軍覆沒，油價續回吐，

加上傳內地會排查油企，三大油股成重災
區，中海油跌6.4%，是跌幅最大藍籌。中
石油也跌5.1%，反而早已承認“炒燶油”
的中石化，只跌2.7%。

國指收報9,833點，跌幅2.9%。內房
股沽壓重，去年表現最佳藍籌潤置補跌
6.1%，與碧桂園的跌幅看齊。重磅股方
面，騰訊挫2.4%，友邦亦跌3.2%，平保
創一年新低，挫2.3%報67.55元。各隻藍
籌中，只得公用股煤氣逆市升0.4%。

跌浪料快且急 暫不宜沾手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港股

踏入新一年形勢不妙，弱勢進一步凸顯，
料25,500點水平便會再遇阻力，直言今輪
跌浪會比想像中更快且急。他建議投資者
可做短線淡倉，若未來兩日，恒指失守
25,000點，投資者不妨部署港交所及騰訊
淡倉。

他又預期，恒指將於首季完成“熊
一”底部，屆時將跌穿去年10月的低位，
長線投資者現階段不宜入手。

+"/6"3:

各地製造業各地製造業PMIPMI普遍下跌普遍下跌

中國內地

越南

韓國

中國台灣

新加坡

澳洲

印度

資料來源：彭博

財新中國製造業PMI

日經越南製造業PMI

日經/Markit韓國製造業PMI

Markit台灣製造業PMI

SIPMM製造業PMI

AIG製造業指數

日經/Markit印度製造業PMI

12月份

49.7

53.8

49.8

47.7

51.5

51.3

53.2

11月份

50.2

56.5

48.6

48.4

51.9

58.3

54.0

���������=���������=���������=

����	����
������"
����	����
������"

��
�����"
��
�����"

�
�����"
������

�
�����"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中美貿易戰打擊亞洲供應鏈，除最

新的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下跌外，亞洲多個地區去年12

月製造業PMI也下滑或工廠活動放慢，消息令2019年港股、A股，甚

至亞洲區主要股市首日均開黑盤。港股2日大挫715點，不單是區內表

現最差股市，以點數計，更是歷來首個交易日出現的最大跌幅，令一眾

希望迎接“開門紅”的股民，卻迎上了“開門熊”。由於擔心區內經濟

陷入收縮，市場普遍看淡首季的股市表現。

■■港股港股22日表現區內日表現區內
最差最差。。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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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桃園機場5名旅客因違規攜帶
肉製品入境被查獲，分別被處以20萬到3萬
元罰鍰。其中一名愛爾蘭籍旅客自稱肉品從
韓國購入，後來轉從香港入境，被從嚴認定
，處以20萬元罰鍰。

財政部關務署台北關表示，今天截至下
午6時共有5起違規攜帶肉品入境的案件，包
括台灣籍黃姓旅客攜帶0.8公斤雞仔餅，中國
大陸籍黃姓旅客攜帶0.9355公斤豬肉脆腸、
上官姓旅客攜帶1.2465公斤含雞肉及豬肉的
火腿腸，愛爾蘭籍旅客攜帶0.713公斤豬肉火
腿腸，菲律賓籍旅客攜帶豬皮、豬肉，分別
被依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移送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開立裁處
書，裁罰新台幣20萬元到3萬元。

海關表示，違規旅客因未據書面或口頭
申報，直接從綠線（免申報）櫃台通關，經
海關執勤關員攔查後，發現行李內夾帶肉製
產品，已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

為遏止旅客違規攜帶肉製產品入境，農
委會祭出重罰，自2018年12月18日調高旅
客違規攜帶肉品入境的罰鍰，旅客若從近3年
發生非洲豬瘟國家地區攜帶豬肉產品未主動
申報遭查獲者，第一次查獲就罰20萬元，第
二次再違規開罰100萬元，罰鍰大幅加重，但
幾乎每天都有傳出旅客違規攜帶肉製品遭罰
鍰的案件，並未有減少趨勢。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指出，一名愛爾蘭籍
旅客自稱從韓國購買0.713公斤豬肉火腿腸，
後來前往香港找親戚，再由香港搭機入境桃
園機場，但基於疫區從嚴認定標準，這名旅
客仍被裁罰20萬元。

台北關指出，為防範疫情擴散，避免旅
客受罰，已加強在機場各區域宣導，同時在
旅客申報櫃檯前，利用廣播方式提醒旅客。
旅客若不清楚所攜帶的物品是否屬於違規項
目，可經由7號 「應申報櫃檯」 詢問海關人員
是否可以攜帶入境，避免受罰。

豬瘟防疫重罰 桃機2日5起違規攜肉品入境

（中央社）苗栗縣長徐耀昌競選連任期
間，遭對手徐定禎陣營指控在南庄農會農事
小組會議拉票、會後發放紀念品，涉嫌賄選
；徐定禎選舉失利後，向苗栗地院對徐耀昌
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苗栗縣長徐耀昌表示，南庄鄉農會在農
事小組會議中發放紀念品給農會成員，是每
年例行性事務，18鄉鎮市皆然，與選舉無關
，選戰已經落幕，徐定禎卻無端提告，根本
是假議題，不但嚴重傷害全體農民、更毀損
農會名譽，他奉勸對方若有餘力，應放在為
民服務公共事務上，若只是浪費社會資源，
對自己和縣民都沒有助益。

獲民進黨禮讓參選第18屆苗栗縣長失利
的前頭份市長徐定禎，選戰期間根據支持者
提供的錄音檔及照片，指控南庄鄉農會總幹
事陳乾安在107年11月5日南庄農會農事小
組長會議中，身穿徐耀昌競選團隊背心替徐
耀昌拉票，徐耀昌妻子蔡麗卿當天也出席會
議，且會後發送與會農民每人2包白米、2瓶
洗潔精，價值超過新台幣500元，涉嫌賄選。

徐定禎競選團隊在事發後2天，以陳乾安
擔任徐耀昌南庄競選總部總幹事一職，認為

徐耀昌責無旁貸，因此向苗栗地檢署檢舉徐
耀昌賄選；徐耀昌陣營也反告徐定禎誹謗。

徐定禎今天表示，舉發徐耀昌涉嫌賄選
案尚未開庭，在律師建議下，決定向法院對
徐耀昌提出民事當選無效之訴。

徐定禎指出，頭份市斗煥里王姓里長在
選舉期間發放普渡白米，遭檢方偵查終結涉
嫌賄選起訴，但該案與南庄農會一案類似，
「如果徐耀昌無罪，里長亦應無罪」 ，為此

，他也請競選辦公室主任寫陳情函給法務部
長，希望司法對賄選認定應標準一致。

苗栗地方法院指出，法院收案後，因原
告尚未完成繳費，暫列 「補」 字號案，待補
繳費用後會進行分案，依法須於6個月內審結
；此外，這次苗栗五合一選舉後，除地檢署
提出14件當選無效之訴，另受理27件由落選
的候選人提告當選無效。

苗栗縣長徐耀昌則回應表示，民主的可
貴在於，尊重少數、服從多數，依法行政，
苗栗縣目前最重要的目標，是朝向既定的
「觀光科技大縣」 邁進，為全體縣民 「拚經

濟、顧民生」 。

徐定禎提告當選無效 徐耀昌：浪費社會資源

（中央社）台北市衛生局系統去年遭駭，調
查局台北市調查處今天表示，駭客疑來自中國上
海，已通知FBI等單位共同追查；衛生局說，已
增加資安經費與人力，部分系統移到資訊局。

台北市衛生局共有70幾個資訊系統，包括台
北市健康雲、傳染病防治管理系統、失智症個案
管理系統、精神病患管理系統、老人健檢系統等
，去年8月底獲報恐遭駭，內部啟動調查。

衛生局下午透過新聞稿表示，經調查局調查
，不當存取來源IP為境外，不當存取資料為台北

市民國97年戶政資料298萬餘筆，包括姓名、生
日、身分證字號、地址等。

衛生局資訊室主任賴敏玲下午告訴中央社記
者，已增加資安經費1000萬至2000萬元，增加
資安人力2名，專門協助資通訊安全，系統也將
在1月底前全數移至資訊局平台，並加強資料庫
和系統管理的資安監控。

賴敏玲說，系統遭駭客入侵，目前仍在釐清
責任歸屬，若確定歸責為廠商，未來將不再合作
。

系統遭駭洩個資 北市衛生局增資安經費與人力

（中央社）八仙樂園塵爆意外造成15人死亡
、471人輕重傷。活動主辦人呂忠吉遭判刑5年定
讞，他今天到新北地檢署報到後發監服刑。他說
，台灣司法要加油，希望法官應該好好看一下所
有證據。

瑞博國際整合行銷公司於民國104年6月27
日在八仙樂園舉辦 「彩色派對」 ，發生粉塵爆炸
，造成15人死亡、471人輕重傷。全案二審依業
務過失致死罪判處呂忠吉有期徒刑5年，併科罰
金新台幣9萬元，最高法院12日駁回上訴，全案
定讞。

起訴的士林地檢署在案件定讞後展開防逃機
制，清查發現呂忠吉的現居地與戶籍地都不在士
檢轄區，請戶籍地所屬台北地檢署、現居地新北
地檢署代為執行。

呂忠吉今天到新北地檢署報到，面對媒體詢
問，他表示，台灣司法要加油；被問到是否覺得
審判上不公時，他說，不會覺得不公，全案3度

聲請再議，拖了1年半，有很多事情要等他入獄
後才會結這個案子。

呂忠吉指出，受害者家屬一定很不甘心，憑
什麼要一個離開事發現場一個多小時的人出來負
責，然後其他人都沒事，希望法官應該好好看一
下；家屬要求的真相未被法院看到，第3次再議
到現在仍未公布。

媒體詢問賠償問題時，呂忠吉表示，不要說
只是他的問題，所有人都是一樣的，所以應該不
是只針對他一個，因為現在都卡在民事，他說：
「民事要走多久我也不知道，好像連實質審查都

還沒有審，我覺得拖得有點久」 。
呂忠吉隨後走進地檢署報到並接受檢察官訊

問。媒體追問有沒有要向家屬道歉時，他表示
「該說的都說了」 。

新北檢表示，呂忠吉報到並接受檢察官訊問
確定身分後就發監台北監獄，未來會視刑期長短
，再轉至宜蘭監獄服刑。

八仙塵爆15死471人傷 呂忠吉發監服刑

（中央社）2018年九合一選舉落幕後，台南市37個行政區中有13名里長當選人因涉及賄
選或幽靈人口案，遭台南地檢署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南檢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南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的13名里長當選人，分別是鹽水區文
昌里王武龍、白河區白河里許秀雲、將軍區平沙里吳國樑、玉井區中正里鄭錦堂、永康區光復
里左文屏、新化區礁坑里羅萬來、新市區潭頂里林進章、學甲區宅港里莊天明、麻豆區大埕里
陳焜儔、仁德區文賢里林江溪、東區裕聖里蕭志廷、東區東光里許文能、鹽水區?頭港里張碩
晉。

涉及幽靈人口案的有蕭志廷、林江溪、許文能、張碩晉、左文屏。涉及賄選案的有羅萬來
、林進章．莊天明、陳焜儔、王武龍、許秀雲、吳國樑、鄭錦堂。

涉賄或幽靈人口 南檢提13名里長當選無效

游盈隆游盈隆：：民進黨若不聽基層聲音民進黨若不聽基層聲音 20202020會挫敗會挫敗
民進黨主席補選候選人游盈隆民進黨主席補選候選人游盈隆（（中中））22日接受台灣人俱樂部電台專訪日接受台灣人俱樂部電台專訪，，他事前接受媒體訪問時他事前接受媒體訪問時

表示表示，，若民進黨聽不進去基層聲音若民進黨聽不進去基層聲音，，20202020年還會遭遇更大的挫敗年還會遭遇更大的挫敗。。

陳思宇蘭州市場掃街拜票陳思宇蘭州市場掃街拜票
台北市立委補選參選人陳思宇台北市立委補選參選人陳思宇（（前前））22日上午前往蘭州市場掃街拜票日上午前往蘭州市場掃街拜票，，熱情向攤商揮熱情向攤商揮

手手，，爭取支持爭取支持。。

陳炳甫福華市場拜票陳炳甫福華市場拜票 連勝文陪同連勝文陪同
國民黨台北市立委補選參選人陳炳甫國民黨台北市立委補選參選人陳炳甫（（前右前右22））22日上午至士林區福華市場掃街拜票日上午至士林區福華市場掃街拜票，，國民黨國民黨

中常委連勝文中常委連勝文（（前中前中））與同黨市議員出席陪同與同黨市議員出席陪同，，為陳炳甫拉票為陳炳甫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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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近日，被誉为国际美食“榜中榜”的法国 LA LISTE
2019年全球杰出1000 家餐厅揭晓，中国共有143家餐厅
上榜，位列全球第二。

美食无国界。舌尖上的共鸣让人欲罢不能，中国饮
食文化蕴含的养生之道、礼仪哲学和城市气质更是圈粉
无数。美食、美味、美器、美境的和谐统一，让食物化
作一把文明之扇，中华盛景在异域中餐馆里徐徐展开。

“源味中国”

2018 年的春节，位于尼罗河东岸的开罗地标性建筑康莱德酒
店，一场盛宴吸引了不少目光。连串的红灯笼和喜庆的中国结高高
悬挂，北京烤鸭、地三鲜和鲍汁豆腐一溜排开，“行走的年夜饭”首次
来到非洲，尼罗河上的中国年热气腾腾。

5 月的一个夜晚，卢浮宫旁的莫里斯酒店达利餐厅内座无虚
席。在“源味中国”活动上，嘉宾们满怀期待地开启了邂逅美食
的“奇妙旅程”：香脆咸鲜的甜皮鸭，麻辣诱人的钟水饺，醇厚肥

嫩的东坡牛肉……当晚菜单一经推出便预售一空，收获赞叹无数。
10月的莫斯科秋意渐浓，一顿杭帮菜大餐漂洋过海而来，勾起无

限期待。“韵味杭州·魅力美食”品鉴会上，人们纷纷驻足。胡萝卜、青萝
卜、西瓜皮，在中国厨师的精心雕琢下，转瞬变成“翠鸟”“荷花”“荷
叶”，一幅“荷塘风光”栩栩如生。

民间外交，美食先行。近年来，中华美食“走出去”形式丰
富，硕果累累。

由中国烹饪协会组织的“中餐走进联合国”、“中国美食国际
文化节”等餐饮国际交流活动，每一次都能在海外掀起中国餐饮
文化的高潮。2015年，文化部与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共同推出“欢
乐春节——行走的年夜饭”活动，到今年已走进美国、西班牙、
法国、泰国等十余个国家。

放眼世界，海外中餐馆数量已接近70万家。
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俄罗斯远东中餐业联合会主席孙

雷告诉本报，海参崴城市人口仅 80 多万，就有 300 多家中餐店。
“我们的饭店在二楼。排队等位的长龙，从二楼一直排到一楼，楼
梯上都站满了人。冬天的俄罗斯冰天雪地，客人们坐在车里，一
边听音乐一边等。”

“我出国 28年了，从事中餐业 50年，见证了中餐的繁荣。”挪威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福莱徳公司董事长马列说：“去年，我把
杭州G20的顶级厨师请到挪威和华人厨师配合，现场表演操作中国
菜，挪威 40多位高官等 100多位朋友给于高度评价，说这哪里是一
道道菜，简直是艺术品！”

中国菜中的文化密码

“川菜的辣带着一丝丝的甜味，就像悠闲而迷人的四川人，总是
带着甜甜的体贴；湘菜直接又毫无妥协余地，就跟那里培养出来的
军队领袖一样；扬州菜则是太平盛世的食物，温暖而抚慰人心。”英
国作家扶霞·邓洛普在新书《鱼翅与花椒》里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中
国食物背后的城市风情。

“人天和谐的传统态度，孔子对饮食的素养，墨子的环保态度
都值得我们学习。”扶霞研究中国饮食数年，在她眼中，食物是中
国文化的一个仓库，真正的中国大厨不是做菜的机器，而是文
人，是艺术家。

中国菜包含着中国的文化密码：“不时不食”的养生理念，
“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阴阳五行”的平衡之道……中餐在
征服外国友人胃口的同时，也在传递着中国的价值观。

很多外国人因为吃了中餐，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结缘。世界中
餐业联合会会长杨柳表示，有着5000多年发展历史的中餐，在外
国人眼里已经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第一要素，成为文化“走出
去”的主力军。

莫斯科雍和轩饭店是孙雷在俄罗斯开的第十家分店。质朴典

雅的琉璃瓦，华贵庄重的宫灯，琳琅满目的古代服饰，清代宫廷
风格的建筑让人有穿越时空之感。孙雷解释道：“‘雍’取大清皇
帝雍正之名；‘和’意为祥和，和气。‘轩’为古代帝王宫室。来
我们这儿就餐的客人能够感受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魅力，了解中
国古代服饰风格。”

2016年，浙江省发起“海外万家中餐馆·同讲中国好故事”活
动，得到海外 10000 多家中餐馆的热烈响应，2017 年下半年，台
州、绍兴、嘉兴等多地将文化宣传片投放到中餐馆平台。每天有
300多万当地居民通过高清大屏了解浙江的“美食、美景、美文”。

挪威人说，要了解中国，先去中餐馆。生长于西子湖畔的马
列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挪威有熊猫饭店等30多家中餐馆播放浙
江宣传片，客人进店吃饭既能品赏中国菜又能通过电视看到中餐
的制作、名菜背后的历史以及浙江的改革开放故事。不少没去过
中国的老外都惊讶不已。”

文化交流 餐桌开始

中餐走出去的历史，是美食的出海史，也是海内外华人的奋
斗史。目前，海外中餐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也面临着很多新
挑战。

杨柳认为主要障碍有以下几点，海外中餐馆普遍规模小，很
多餐馆的装修、菜单多年没有改变过；管理人才和烹饪技术人才
短缺；海外中餐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

对此，华侨华人、侨务部门和行业协会纷纷给出对策。
孙雷指出，如果能和侨联及行业协会合作，在国外建立系统的

中餐烹饪培训班，将大大节约厨师回国培训的成本。
交流和切磋必不可少。马列表示，期待相关部门组织八大菜

系烹饪大师来海外，举办中华美食表演并和当地中餐馆交流。
杨柳指出，世界中餐业协会将发挥各种资源优势，推动中餐

实现提质增效，搭建国际交流和合作平台，不断开拓行业的国际
视野。

近日，作为中餐繁荣计划的重要举措之一，“中餐繁荣基地联
盟”在江苏扬州成立，5 家中餐繁荣基地一致通过 《扬州共识》，
将重点围绕健全海外中餐业组织和网络的机制与模式，通过开展
学历教育、技术培训、对外交流等举措支持海外侨胞的中餐事业
发展。

文化交流，从餐桌开始。杨柳认为，广大中餐业同仁要有坚定的
文化自信和责任担当，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讲述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展示中国形象。

孙雷最自豪的一件事莫过于：“我的东方茶楼是俄罗斯远东第
一个挑起大红灯笼的餐厅。”他说，别看就是吃饭这么个小事，也
能起到“外交大使”的作用。传播中华文化是我的使命，让我备
感骄傲。

海外拥有近70万家中餐馆

中国味道征服世界中国味道征服世界
孙少锋 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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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吉祥物走俏市场

农历猪年到来，许多卡通形象毛绒玩具、饰品等猪年主题商品销售逐渐走俏。图为节日来，河北省
秦皇岛市海港区临港物流园区义乌小商品城内的商户整理猪年吉祥物。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近日，浙江省建德市大慈岩中心小学昆剧少年班的10多名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排练剧目，
为学校迎接新年节目表演做好准备。图为昆剧少年班的学生在排练剧目。 宁文武摄（新华社发）

昆剧传承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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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電視廣播合為一體」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4.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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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11月月55
日至日至11月月66日日
慶祝中美建交慶祝中美建交
4040周年系列活周年系列活
動開幕儀式動開幕儀式
紀念張大千誕紀念張大千誕

辰辰120120周年畫展周年畫展
中美現代名人書畫展暨王維力雕中美現代名人書畫展暨王維力雕
塑展塑展
11--0505--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時
1020010200 Bellaire Blvd., Houston,Bellaire Blvd., Houston,
TX.TX.7707277072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心臟病發作心臟病發作？？
施惠德醫師主講施惠德醫師主講
11--0505--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 22 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44時時
光鹽社辦公室光鹽社辦公室
98009800 Town Park Dr.,#Town Park Dr.,#255255,Hous,Hous--
ton,TX.ton,TX.7703677036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一月份月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一月份月會
11--0505--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22時時3030分分
至下午至下午44時時3030分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5885 Point West, Houston,Point West, Houston,
TX.TX.7703677036

女中音邵荃和男高音夏祖樂獨唱女中音邵荃和男高音夏祖樂獨唱
重唱音樂會重唱音樂會
11--0505--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77時時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Belin RecitalBelin Recital
75027502 Fondren Rd., Houston,Fondren Rd., Houston,
TX.TX.7707477074

休士頓地區關懷救助協會陪訓休士頓地區關懷救助協會陪訓
11--0606--20192019（（Sun)Sun)上午上午1010時至中時至中
午午1212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文教基金會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文教基金會
聯合年會聯合年會
11--0606--20192019（（Sun)Sun)上午上午1111時時
華美中醫學院大禮堂華美中醫學院大禮堂
91009100 Park West Dr., Houston,Park West Dr., Houston,
TX.TX.

休士頓地區關懷救助協會休士頓地區關懷救助協會
舉行專業講座舉行專業講座
朱洪恩資深檢查官主講朱洪恩資深檢查官主講
青少年的輕重罪青少年的輕重罪，，初中及高中生初中及高中生
常觸犯的案件常觸犯的案件

及對將來求職的影響及對將來求職的影響
11--0606--20192019（（Sun)Sun)下午下午11時時3030分分
至下午至下午44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唐一怒教授喪禮唐一怒教授喪禮、、瞻仰遺容瞻仰遺容
11月月44日日（（Fri. )Fri. )下午下午55::0000至至88::0000
永福殯儀館東廳永福殯儀館東廳（（85148514 TyborTybor
Dr. Houston TXDr. Houston TX 7707477074 ))

唐一怒教授安息禮拜唐一怒教授安息禮拜
11月月55日日（（ Sat. )Sat. )上午上午1010::0000

曉士頓華人浸信會曉士頓華人浸信會（（900900 BrodBrod--
gen Dr. Houston TXgen Dr. Houston TX 7702477024 ))

蕭雲祥投資座談會蕭雲祥投資座談會
11月月 55月月（（ Sat. )Sat. ) 上午上午1010::3030
69016901 Corpoate Dr. Suite ,SuiteCorpoate Dr. Suite ,Suite
128128,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休士頓中華民樂團第十屆新年音樂會---琴韻天聲

風雨彩虹百年
見證歷史圖片
展，即將在福

遍中國教會登場。
由珍貴的歷史圖片所組成的120

幅掛圖展，見證國父孫中山先生與革
命先烈在一百多年前，推翻封建統治
，開創中國新紀元的歷史過程。展出
內容著眼於國父孫中山先生作為基督

徒的經歷和見證，以及辛亥以來，一
些基督徒革命志士及建國英豪們的生
命故事。

展覽的資料，源於許多海峽兩岸
三地的學者專家，由宇宙光林治平主
編而成，其中許多圖片為當時在華的
外籍人或傳教士拍攝。
內容包括:

1.辛亥革命建國時期：孫中山，

陸 皓 東 ，
鄭 士 良 ，
黃 興 ， 劉
靜 庵 ， 等
人。

2.民初抗日時期：蔣中正，宋美
齡，馮玉祥，張之江，張學良，佟麟
閣，何應欽，張靜愚，等人。

3.締造台灣財經奇蹟：孫運璿，
李國鼎，吳嵩慶，沈宗翰，等人。

4.詳考中國近代歷史，各行各業
中許多重要關鍵人物，其養成培育歷
程，幾乎均與基督教有關，謹列舉若

干獻身教育，醫療工作，社會救濟工
作，文學、音樂，藝術工作等各方面
的基督徒為例証。

這次圖展將在 「福遍中國教會」
連續三星期展出，另外，我們也有
「馬丁路德九十五條論綱發布500週
年歴史圖片」 同時展出，歡迎大家邀
請好友家人一起來觀展，回顧 神的奇
妙大能，浩大恩典，享受祂無比的大
愛。

展覽地點：福遍中國教會 Fort
Bend Community Church

地 址 ： 7707 Highway 6 Mis-

souri City TX 77459
電話： 281-499-2131
展覽日期： 01/04/3019 - 01/20/

2019
星期五：01/04， 01/11， 01/18

7pm - 10pm ( 01/04. 7pm 開幕式 ）
星期六： 01/05，01/12，01/19

10am - 4pm
星期日： 01/06，01/13，01/20

1pm - 4pm
電 話 聯 絡: 董 世 民 長 老

281-484-1203, 李 國 宏 姊 妹
973-495-9904

「風雨彩虹百年歷史」 圖片展
李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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