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亞特蘭大新聞 Atlanta GA ˙ 波士頓新聞 Boston MA ˙ 芝加哥時報 Chicago IL ˙ 波特蘭新聞 Portand OR ˙ 西雅圖新聞 Seattle WA ˙ 聖路易新聞 St. Louis MO ˙ 亞美新聞 Houston/Washington/Dallas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chineseyellowpages4310@gmail.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活動中心：activity@scdaily.com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scdaily.com

AA11

12042

2019年4月21日 星期日
Sunday, April 21, 2019

陳昭菁律師 & 費保祥律師
Chen & Associates Attorneys at Law

10333 Harwin Dr., #665, Houston, TX
7623 Louetta Rd., Spring, TX

免費諮詢  832-373-7999 
              888-669-8405

 陳昭菁律師

www.chenlegalservices.com

各類移民 /商業交易
商業及公司法律諮詢

稅法/跨國投資/商標申請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最強武師陣容”
美前麻州州長挑
戰川普

電話: 713-299-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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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冠軍助您安家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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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冠軍助您安家置業

（本報訊）美日兩國19
日首次確認，對日本的網
路攻擊，屬於規定美國對
日防衛義務的美日安全保
障條約第5條適用對象。
蓬佩奧 19 日在華府主持
美日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
會議。雙方部長發表共同
聲明表示， 「特定狀況下
的網路攻擊構成 『美日安
保條約第5條』下的武裝

攻擊」。
日媒共同社19日報導，兩國政府當地時間19日上午在華盛頓，召開外長防長參加的安全保障磋

商委員會（2＋2）會議，發布了以在太空和網路空間等防衛新領域強化合作為支柱的聯合文件。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防衛相岩屋毅、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代理國防部長沙納漢參加會議，並在會

後一同出席記者會。
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載明，對日本領土的攻擊，將引發美國的行動；美國依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的條約，對被剝奪擁有軍隊權利的日本提供安全保障。
另外，由於日本官員對網路攻擊日益憂心，特別是來自大陸和北韓的網路攻擊，比任何傳統軍事

行動更構成立即性威脅。蓬佩奧也重申第5條適用於釣魚台列嶼的美國立場，這個立場可以回溯到前
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

日媒也提到，聯合文件對太空、網路和有阻礙通信之虞的電磁波這些新領域迅速的技術進步表示
關切，將三者定位為有必要採取應對的優先領域。雙方還就惡意網路活動構成 「進一步威脅」達成共
識。

會談中雙方也同意，推進力爭在亞洲太平洋至非洲實現地區穩定與繁榮的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
洋」構想，主張同盟 「為促進共通價值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日美 「2＋2」會議，是繼2017年8月以來再次舉行，去年制定提出在新領域強化應對的新《防衛
計畫大綱》後尚屬首次召開。

同時，美國和日本的貿易談判也在華盛頓舉行。《日本時報》19日報導，儘管東京方面希望將談
判範圍限定在貨物貿易上，本周在華府的與會者，似乎並未能縮小未來談判的議題範圍。

美日聲明美日聲明：：網路攻擊適用安保條約網路攻擊適用安保條約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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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內塔尼亞胡又贏得了2019年以色列選舉。自
2009年以來，內塔尼亞胡已經連選連任擔任以色列總理10餘年
。此外，他還在1996-1999年的數年間擔任該職。算起來，內塔
尼亞胡擔任以色列總理的時長已經僅次於以色列首任總理本.古
里安。

對國人而言，內塔尼亞胡並不是一個熟悉的角色，但在歐美
的輿論場，他的熱度卻非同一般。孔武有力，聲如洪鐘，時常大
放厥詞的內塔尼亞胡很容易引爆新聞熱點。另外，內塔尼亞胡旅
居美國多年，並在麻省理工學院先後完成本科和碩士學習，操一
口純正美式英語，儼然美國精英人士，這讓他在歐美輿論中的形
象又加分不少。

而在以色列國內，選民已經一次又一次用選票證明了他們對
內塔尼亞胡的愛戴。為什麼保守強勢的內塔尼亞胡能夠一次又一
次地贏得選舉呢？有人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內塔尼亞
胡只不過是在向以色列人販賣焦慮，然後從中“竊國”得利。

不過，選票不會撒謊，略微考察歷史就會發現，以色列人民
的焦慮早已洪水漫堤，根本用不著任何人去“販賣”。縱觀全球
，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會像以色列這般關切自己的國家安全問題。
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數據顯示，以色列的國防開支佔GDP比例
常年位居世界前列。以 2017 年為例，以色列的這一比例高達
5.62%，僅次於阿曼、南蘇丹等國，位居全球第6。在以色列的歷
史進程中，安全永遠是稀缺資源，國家安全一直是該國選舉政治
的核心議題。誰能稍微緩解以色列人的安全神經，誰就能登堂入
室執政該國。而內塔尼亞胡的保守和強勢，正是頭痛的以色列人
的“布諾芬”。

身後是大海，四顧是敵人
熟悉中東地理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國土面積的大小幾乎可以

在世界地圖上忽略不計。如果說世界地圖上的阿拉伯國家的面積
有巴掌那麼大，以色列則是巴掌中間的一顆芝麻（阿拉伯國家的
面積總和比以色列大出500多倍）。內塔尼亞胡曾在一次採訪中
形像地說，以色列國土面積太小了，小到以色列國防軍經常會橫
貫東西來拉練跑操；如果駕駛戰鬥機的話，橫貫以色列只需要
5-10分鐘，而南北縱貫也僅需15-30分鐘。

國土面積狹小、戰略縱深全無是以色列國家安全永遠解不開
的心結。因此，以色列國家安全戰略的首要理念就是“以色列不
能在任何一場戰爭中敗北”，這意味著以色列每戰必勝、不能有
任何差池，戰敗幾乎等同於亡國。

全民皆兵
意識到戰略縱深和人口的劣勢，以色列只好“全民皆兵”。

以色列國民人數僅僅800萬左右，要維持大規模的正規軍無疑會
影響國家的正常生活和生產。因此，在“全民皆兵”的理念下，
以色列在平時僅維持小規模正規軍，並與此同時儲備大規模預備
役。據統計，每個以色列男性整個一生大約有5-6年的時間在軍
隊服役。這些預備役即便是在平時也會參加強制性的訓練以維持
其戰爭技能。在緊急情況下，以色列總參謀部（Israel General
Staff）能在極短時間內動員這些預備役迎擊來犯的敵人。

在以色列人看來，即便是提高了安全意識把人民武裝到牙齒
依然不夠，以色列必須要獲得絕對的安全優勢。要做到這一點，
以色列覺得必須要禦敵於國門之外——具備威懾能力。

威懾的要義在於不戰而屈人之兵，其原理同法律的哲學有異
曲同工之妙。法律通過明確的條文列舉出特定的違法行為的相應
制裁，而威懾戰略的原理則在於準確告知試圖進攻的一方的危險
結局，從而達到不戰而勝的效果。

以色列意識到打贏戰爭的最好辦法就是事先制止戰爭的發生
。在情勢危急的關頭，以色列會率先做出明確的威懾態勢，在特

定情況下甚至以先發製人打擊相威懾
。如以色列明確表示任何外國軍隊進
入約旦境內都將被視作對以宣戰，而
且也明確表示任何阻斷和封鎖以色列
航道的行為都將引發戰爭。在1967年
的六日戰爭之前，埃及不顧以色列的
威懾態勢，封鎖以色列南部的蒂朗海
峽（Straits of Tiran），以色列在請求
美國無果之後先發製人出擊。

當然，對高度緊張的以色列而言
，常規威懾的效力顯然不夠，核威懾
似乎才能讓以色列人稍微鬆一口氣。
在以色列的整個國家安全戰略中，核
武器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以色列
從來沒有公開宣稱本國擁有核武器，
但是也從不否認其存在。根據大量美
國的解密文件可知，美國政府早在
1975 年就確認以色列已經擁有了核武
器。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已經成為世人皆知的“公開秘密”
。一般認為，以色列大約有80顆核彈頭，而且擁有製造超過200
顆核彈頭的燃料。

一山不容二虎。在獲得核武器以後，以色列就開始致力於維
持其在中東地區的核壟斷地位，扼殺一切潛在的核競爭對手於搖
籃已經成為以色列當仁不讓的“職責”。比如，1981年，以色列
突襲轟炸了伊拉克的奧希拉克（Osirak）核基地。 2007年，以色
列再次空襲敘利亞的核設施。而以色列之所以鍾情於炒作伊朗的
威脅也同樣是出於這個原因。

誠然，美國給予以色列的支持是無與倫比的。根據美國國際
開發署的《綠皮書》（Greenbook），以色列僅在2005年就從美
國獲得了1538.947億美元的經濟援助。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
更是無以復加。以色列不僅能夠得到美國最重要的武器——
F-15、F-16和F-35戰鬥機、黑鷹直升機等，還可以通過一系列
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協議，同美國國防情報部門連接在一起。除了
在經濟和軍事上支持以色列，美國還向以色列提供持續的外交支
持。僅在1972年到2006年間，華盛頓否決了42項聯合國安理會
批評以色列的決議。

照理說，內有民眾精誠團結、兵強馬壯，外有西方國家背書
的以色列應該高枕無憂了。但對承受了幾千年苦難史的以色列人
而言，這還不夠。大衛.本-古里安曾說：“我們不要奢望我們能
夠通過某一次決定性戰役就能完全擊敗我們的敵人並且不用再開
戰端....每次戰役之後、每次勝利之後，我們仍然需要重新面對同
樣的問題。我們將會面臨第二場、第三場、第四場、第五場戰役
。然而敵人（阿拉伯國家）卻能仗著無盡的人力和物力設想第二
場戰役就能一勞永逸。”

誠然，對以色列而言，“畢其功於一役”只是個偽命題，
“枕戈待旦”才是生存下去的唯一辦法。自1948年建國以來，
以色列國家安全的弦就從未懈怠。阿拉伯國家雖然各自立國，但
在反以問題上在一開始就是各國共同的意識形態。作為泛阿拉伯
主義的急先鋒，納賽爾、卡扎菲和薩達姆等人都認為以色列是帝
國主義的工具，必欲滅之而後快。眾多阿拉伯人也將以色列猶太
復國主義視作新的十字軍。在他們看來遲早會有“第二個薩拉丁
”，將以色列趕入大海。而對以色列來講，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
幾乎都是潛在的安全威脅。即便是已經同以色列締結和平條約的
埃及和約旦，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仍然是其主要的潛在敵人。

事到如今，以色列在中東地區仍然“舉目無親”。以以色列

為軸心環視中東，其周圍除開土耳其以外全部為阿拉伯國家。所
謂的“邪惡軸心”的伊朗也就在伊拉克之外的一箭之遙。周圍的
阿拉伯國家都無一例外和以色列爆發過慘烈的戰爭。而2005年
內賈德當選伊朗總統後，伊朗和以色列之間維持了近20年的冷
和平時期結束開始進入全面戰略對抗期。伊以關係的極度惡化，
使得以色列極為脆弱的國家安全狀況雪上加霜。疾風知勁草，板
蕩識誠臣，內塔尼亞胡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

內塔尼亞胡是出生於獨立建國後的以色列的首位總理，憂患
意識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 2000年，內塔尼亞胡便出版《持久
的和平》（A Durable Peace）一書集中闡述了他對以色列國家安
全和中東局勢的認識。在該書中，內塔尼亞胡痛陳猶太人幾千年
來的苦難，並細數了以色列當代面臨的嚴峻形勢。在他看來，各
種事實表明，和平談判的方式很難實現中東地區的“持久和平”
，只有所謂的“威懾性和平”才能實現這一點。

什麼是“威懾性和平”（Deterrent Peace）呢？這是內塔尼
亞胡借鑒西方國家“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
發明出來的概念。根據該理論，民主國家之間一般不會爆發戰爭
。一國是否發動戰爭取決於內部限制和外部限制兩種因素。內部
限制能夠阻止民主國家發動戰爭。而缺少內部限制的獨裁國家只
有通過施加外部限制（比如威懾）才能控制其戰爭意圖。因此，
針對獨裁國家，只能“以實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
）。內塔尼亞胡對該理論深信不疑，並將國家間實現和平的兩種
方式分別稱之為“民主國家間的和平”以及“威懾性和平”。

在亂象環生的中東，要怎樣實現和平呢？內塔尼亞胡旗幟鮮
明地說中東地區只有以色列是民主國家。除以色列之外的阿拉伯
國家不僅沒有哪一個稱得上是民主國家而且連民主化的表現都沒
有。論及伊朗，內塔尼亞胡認為伊朗雖然並非阿拉伯國家，但在
這一點上倒是和其周邊國家“臭味相投”！因此，在內塔尼亞胡
看來，在中東地區只適用“威懾性和平”而無福消受“民主和平
”。

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內塔尼亞胡的“威懾性和平”無疑過於
強硬保守，忽視了和平談判等溫和路線的積極面。但對內塔尼亞
胡自己和時刻神經緊繃的以色列人民而言，以色列已經被歷史無
情地擠壓到了牆角，已經無路可退。過多的歷史苦難讓他們沉迷
於自己的痛苦而不可自拔，而巴勒斯坦等其他人民的痛苦似乎不
值一提。

內塔尼亞胡的以色列國家安全觀內塔尼亞胡的以色列國家安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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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參加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春季會議的全球金融領導人
一致認為，今年全球經濟已失去
動力。但隨著各國央行官員相繼
放鬆利率，2019 年下半年的經濟
增長將會提速。

他們預計，在世界各國央行
以及世界兩大經濟體有望達成貿
易協議的幫助下，全球經濟有望
在今年晚些時候擺脫短暫的增長
衰退。

儘管如此，日本財務大臣麻
生太郎星期五（4月12日）對記者
表示：“我們必須警惕貿易緊張
局勢的可能升級。”日本是今年

20國集團峰會的輪值主席國。
20 國集團(G20)財長們週五表

示，由於貿易緊張加劇、金融市
場動盪和利率上升，去年末和今
年初世界經濟增長乏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其
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從去年的
3.6%下調至 2019 年的 3.3%，這將
是自 2009 年全球經濟衰退以來最
慢的一年，但該組織預計，到
2020 年，全球經濟增長將恢復到
3.6%。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Har-
uhiko Kuroda)當天對記者表示，20
國集團官員認為，IMF“非常有可
能”修訂其關於今年下半年的預

測。但他表示，所有國家都需要
儘自己的一份力量來提振增長。

經濟專家們擔心世界上最大
的兩個經濟體可能對價值超過
3500 億美元（約合 2.35 萬億元人
民幣）的商品徵收關稅。由於兩
國有望達成和解，金融市場今年
出現了反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及太
平洋分部(Asia And Pacific Depart-
ment)主任李昌永(Chang yong Lee)
週五在一次簡報會上表示，如果
兩國談判代表最終無法達成協議
，市場可能會因此步履蹣跚。

李昌永說，即使是兩國達成
貿易協議也可能帶來新的問題。

20國集團財長會：因各國央行放鬆利率，
下半年全球經濟重回升勢

（綜合報導）美媒稱，在埃塞俄比亞空難
之前，波音公司在一份法律文件中曾表示，大
型升級的737飛機“不能用於所謂的'高/熱'（高

海拔、高溫度——本網注）機場。 ”
據彭博社報導，亞的斯亞貝巴的博萊國際

機場海拔7657英尺（約2333米），屬於這一類

機場。高海拔需要更長的跑道和更快
的速度起飛。埃塞俄比亞機場的高度
沒有被列為導致埃航302航班墜機的
一個因素。但是，一名737飛機飛行
員說，這可能會使情況惡化，因為飛
機在高海拔地區的性能下降。

報導稱，最近公佈的數據顯示，
埃航失事飛機的飛行員在起飛後沒有
按要求降低737 MAX 8飛機的速度。
該空難的初步報告稱，由於傳感器故
障，在起飛後不到兩分鐘裡，飛機的
防失速系統將飛機機頭向下推。當飛
機以每小時575英里的速度沖向地面
時，飛行員掙扎著試圖控制飛機。

商業飛行員、《飛機雜誌》編輯
羅伯特•馬克說：“飛機飛行速度越
快，機翼和控制面上的空氣作用力越
大，飛行員需要更多力量才能拉動控
制裝置。”

波音的一位發言人表示，亞的斯
亞貝巴機場可以處理大型飛機，因為

它有很長的跑道。
據彭博社的報導，在2017年提交美國國際

貿易委員會的案件中，波音公司提到了波音

737 MAX 8型飛機的性能。
當時，波音指責龐巴迪公司的不正當競爭

威脅到其737-700和MAX 7，通過指出MAX 8
的局限性，波音試圖保留MAX 7和737-700的
市場份額。

報導稱，波音公司在訴訟中提交的一份聲
明中說：“737 MAX 7 在挑戰機場方面具有更
強的性能。尤其是，737 MAX 7可以為某些'高/
熱'機場服務，並且在受到限制的機場以外的更
大範圍內運行。”

簡報稱：“較大的 737 變型不能在所謂的'
高/熱'機場使用。”“由於跑道長度、海拔、溫
度、濕度和其他環境條件的綜合作用”，美國
某些機場不適合8型無人機。

航空顧問鮑勃•曼說，航空公司通常在較
高海拔地區使用較小的、較早版本的波音噴氣
式飛機737-700，因為這種飛機的“爬升速度”
通常比MAX 8更好。

報導稱，海拔高度和熱度很可能對“737
MAX 8”墜機事件沒有任何影響。

因獅航空難起訴波音公司的芝加哥律師托
馬斯•德梅特里奧說，除非調查人員或他的專
家說這些因素是近因，否則他不會在訴訟中加
入海拔或高溫因素。

波音曾透露波音曾透露737737 MAXMAX 88竟還有這一竟還有這一““問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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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移民與意大利女子結婚
婚禮上新郎遭警方拘捕

綜合報導 近日，意大利米蘭省特魯卡紮諾市的壹個婚禮現場上，

壹名摩洛哥籍男子因涉嫌以假結婚名義換取居留許可，被警方拘捕。新

娘也因涉嫌幫助非法移民獲得居留許可，遭到檢方起訴。

報道稱，米蘭省特魯卡紮諾市壹名34歲的摩洛哥籍男子與壹名44

歲的意大利女子舉行婚禮。而就在婚禮即將舉行時，婚禮現場出現了幾

名警察，新郎隨即被警察逮捕。

據悉，新郎被警方帶走的1個月以前，曾在當地政府與44歲的意大

利女子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隨後前往警察局申請居留許可。

警方在審查居留申請案卷過程中發現，居留申請人為非法移民，與

男子結婚的意大利女子曾具有與非法移民結婚和離婚史。

警方經調查初步懷疑，這壹婚姻關系很可能是壹種金錢交易，結婚

的目的是幫助非法移民獲得合法居留許可。

目前，警方正對此展開進壹步調查。而當地居民則紛紛指責警方婚

禮現場抓捕新郎，是壹種極不人道的做法。

報道指出，若警方懷疑得到證實，這對新人或將共同面臨刑事起訴

，而摩洛哥籍男子還將同時面臨被遣返的危險。

2051年墨爾本人口將近800萬
城市發展迎來挑戰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基礎

設施建設機構（IV）發布《維州發展潛

力》討論文件，主要探討人口增長給墨

爾本帶來的挑戰和機會，並提出未來30

年內墨爾本將面臨的城市變化，呼籲采

取相應措施促進城市發展。

報告指出，預計到2051年，墨爾本

人口將接近800萬人。但按照世界標準，

墨爾本仍是壹座低人口密度的城市。

數據顯示，大多數墨爾本人仍願意

住在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的區域。預計到

2050年，54%墨爾本人將住在人口密度

低於40%的地區，而在2016年，這些地

區有78%的墨爾本人居住。

據悉，30年後，墨爾本的人口總體

密度將類似於悉尼目前的情況，即在人

口密集的核心區域周邊聚集了壹些相對

重要的交通和就業中心。

同時，報告也提出，隨著墨爾本發

展，維多利亞州社區將面臨選擇城市形

態的問題。報告認為，人口增長並不應

當被視為未來發展的阻礙。如果規劃得

當，人口增長反而能為維多利亞州的發

展帶來更大動力。

澳大利亞邊遠地區研究院近日也指

出，壹套更加平衡的維多利亞州發展模

式將有助於減少墨爾本城市壓力。

然而，維多利亞州在實現多中心化

的道路上面臨著壹項主要挑戰，即人口規

模。到2050年，墨爾本人口將增加320萬

人。即使將壹半的市區人口轉移至邊遠地

區，墨爾本的人口仍然在640萬人左右。

因此，報告指出，多中心化將需要

不同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項目，這將和

世界城市化發展的趨勢“背道而馳”。

對此，IV首席執行官馬森(Michel

Masson)表示：“做出關於城市未來發展的

決議需要權衡利弊，相關機構之間也需要

進行誠懇對話。如果我們希望提高城市的

基礎設施建設的服務水平，就需要結合城

市人口密度進行思考。維多利亞州有機會

利用人口增長的潛力，從而在競爭日益激

烈的全球市場上繁榮發展。如果我們希望

發展我們的地區，就需要發現不同地區的

獨特優勢，以及它們所面臨的不同挑戰。”

據報道，IV將開始更新維州30年發

展策略，策略將聚焦於2050年之前所需

要的政策和項目。IV也呼籲維多利亞州

州政府重新考慮多中心發展策略。

據悉，IV是安德魯政府在第壹個任

期內建立的規劃機構，曾呼籲在不借助

大型工程項目的情況下解決交通擁堵，

去年還建議將墨爾本CBD地區的擁堵稅

推廣至郊區。

巴黎聖母院仍存坍塌隱患
法國擬推新法鼓勵捐款

法國消防局官員表示，巴黎聖母院

標誌性的彩繪玫瑰窗“狀況良好”，但

其上方的山墻存在坍塌隱患。與此同時，

法國政府將推出壹項新法案，通過更大

力度的減稅，激勵社會各界投入到捐助

工作當中。

【玫瑰窗狀況良好，但建築結構不
穩定】

巴黎聖母院遭遇火災令很多人痛心，尖

塔坍塌化為灰燼，大半個教堂屋頂被燒毀。

不過，聖母院主體結構完好，尖塔上的銅公

雞也已找到，而且，雙鐘樓和玫瑰窗都完好

無損，耶穌荊棘冠等珍寶也都在。

但是，巴黎消防局發言人普拉斯17

日在壹次簡報會上表示，大約60名消防

員和其他人員正在監視“熱點”地區，

因為其結構可能遭到破壞存在坍塌危險。

普拉斯稱：“大教堂的石頭結構得

到了保存，我們確保了所有彩色玻璃窗

得到完好保存，我們必須要做的主要工

作是……確保它不會坍塌。”

壹名巴黎官員表示，將拆除壹部分

玫瑰窗的支撐結構，以防止坍塌危險。

法國文化部消防專家馬托斯表示，中央

玫瑰窗上方的部分三角形結構將被拆除，

以“限制石體活動”。

馬托斯說，大教堂的主要風險是玫瑰

窗上方的山墻，它為彩繪玻璃傑作提供了

至關重要的支持。法國警方透露，自火災

以來，三角形結構向前傾斜了20厘米。

據悉，巴黎聖母院北面立面上的壹

些松散的石頭必須從建築物上取下，以

防它們脫落並對扶壁造成進壹步的破壞。

【法國擬推新法鼓勵捐助】
17日，法國內閣召開會議，法國總

理菲利普對外宣布，下周內閣會議上將

提交壹項法案，為全國性的捐助工作確

立法律框架。

根據法國法律現行規定，如果個人為

文化事業捐款1000歐元以下，可以享受

66%的減稅額度。即捐款1000歐元，個人

所得稅中可以減免660歐，五年內有效。

如今為了應對聖母院修復工作的需

要，法國政府新法案準備將1000歐元以

下捐助的減稅比例放寬到75%，1000歐

元以上為66%。

法國政府還表示，將發起壹項全球競

標，確定聖母院尖塔的修復方案。據悉，

15日毀於火災的巴黎聖母院尖塔是19世紀

建築大師維奧利特的手筆。但目前尚未確

定的是，新尖塔將按照舊版本原樣修復，

還是與時俱進地加入現代科技成份。

目前法國政府還沒有正式開展評估

工作，計算包括尖塔在內的整個修復工

作究竟需要花費多少資金。

【五年重建巴黎聖母院是否可行？】
巴黎聖母院發生大火後，法國總統

馬克龍宣布將在五年內重建聖母院。不

過，對於五年內能否完成巴黎聖母院的

重建，許多人有著不同的看法。

建築師讓· 米歇爾· 威力蒙特認為，

“五年時間可以完成，但必須做出正確

的技術選擇。”在他看來，根據總統作

出的選擇，絕對要使用合成材料。

法國中小企業聯合會主席、木匠工

藝修復專家弗朗索瓦· 阿斯林稱，以今天

的人工和技術，要建造壹個完全的模樣，

是可能的。但是他認為，要使用傳統工

藝修復，修復時間絕對長於五年。

他主張把尖塔的木質屋頂結構以及

表層覆蓋的鉛粉用金屬和甲烷替代。

“這些材料永遠也不會燃燒”。

法國歷史建築修復企業集團共同主

席費德裏克· 勒道夫表示，修復聖母院，

十年到十五年是必須的時間。

他認為，五年時間修復太短，這意

味著真正的工作時間只有三至四年，因

為必須要有幾個月時間清理事故現場，

恢復安全，然後還需要六到七個月做出

判斷，同時不惜動用大量人力。

勒道夫認為，有些時間長度不可壓

縮，尤其是材質幹燥過程至少需要數月。

隨後還有安置壹個巨大的“保護傘”來

保護工地免於惡劣天氣襲擊。在他看來，

在沒有保證其堅固的結構情況下，不能

先把木梁安置上去。

報道指出，由於巴黎將於2024年舉

辦夏季奧運會，這也將因此給聖母院修

復帶來挑戰。

【法國當局重申火災系意外事故】
火災原因仍在調查中。巴黎檢察官

辦公室17日再次重申，迄今為止，針對聖

母院大火的調查沒有發現任何跡象表明火災

系犯罪行為。但該調查仍處於早期階段。

法國當局稱，調查人員現已能夠進入

建築物的某些部分，開始現場偵查工作。

與此同時，警方最近對“大約10人”進行

了詢問，使受訪的總人數達到40人左右。

綜合報導 埃及考古學家3月在首都開羅，

發現約4300年前的埃及第5王朝時期古墓，堪稱

考古重大發現。該古墓開放，讓媒體壹睹風采。

據報道，這座第五王朝時期貴族Khuwy的

墓穴，是在埃及首都開羅南方塞加拉(Saqqara)附

近於上個月出土。

據挖掘隊長梅加赫德表示，“這是壹個L型

墓穴，經過壹條小通道漸漸往下進入墓穴前室後，

再更深入內部，就會發現更寬敞的墓室，裏頭有

彩繪浮雕，描繪墓穴主人坐在祭祀桌上。”

埃及古物部發布的聲明指出，從古墓的北墻，

可以看出其設計靈感來自第5王朝王室金字塔的

建築藍圖。

據悉，在該座約4300年前的古墓內，有色彩鮮

艷的壁畫，銘文保存完整，堪稱考古重大發現。

綜合報導 近日，美國科學家們在老鼠身上開展實驗後發現，被稱

為“幸福激素”的催產素不僅能阻止酒精影響人類大腦，還能抑制“再

來壹杯”的欲望。

據報道，貝塞斯達國家藥物依賴研究所（美國）的托斯塔爾（Bren-

dan Tunstall）和他的同事解釋了催產素如何影響飲酒者的大腦，並通過

實驗證實催產素可以幫助飲酒者放下再飲的欲望。

在實驗中，科學家們培養了壹組特殊的“酒鬼小鼠”，這些小鼠

生活的籠子裏有取之不盡的酒水和特殊的酒香。幾周之後，這些小

鼠開始喝酒上癮，它們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壓下籠子裏的小桿，以獲

得更多的酒。

之後，科學家們向小鼠鼻中、腹中或直接向腦中註入小劑量或大劑

量催產素或類似合成物，試驗這些對小鼠行為模式的影響。

結果表明，以任何方式進入"酒鬼小鼠"體內的催產素，哪怕非常少

量，也足以使它們停止無休止的壓桿行為，它們喝的酒也減少了大約三

分之二，而小鼠的行為也恢復得跟非飲酒對照組的小鼠壹樣。

科學家們稱：“與我們很多同行不同，我們不僅證實催產素能抑制

酒精作用，還證實它能抑制老鼠想要再飲的想法，這說明，該激素能用

於治療中度或嚴重酗酒。”

近年來，科學家發現了催產素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作用，過去他們認

為，催產素只負責對異性的感受和在女性身體裏開啟“生產計劃”。

具體而言，科學家們發現，體內的催產素會影響人的信任，使人們

團結起來，對外更有敵意，還能開啟男性大腦裏的“生產計劃”，以及

通過數十種其他方式影響我們的大腦和身體。

科學家們的實驗結果發表在《PLoS生物學》雜誌上。

科學家：實驗證明“幸福激素”
可抑制飲酒欲望

埃及4300年前古墓開放 ：
有彩繪浮雕有彩繪浮雕，，銘文保存完整銘文保存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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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美媒：：美國銀行是美國銀行是““大大”，”，但中國銀行是但中國銀行是““強強”！”！

（綜合報導）人類個體之
間的DNA差異在0.1%以內，人
類和猩猩的 DNA 差異大約在
1.2-1.6%之間，人類和猴子的
DNA差異才有7%之多，和老鼠
則有 10%左右。也就是說，這
條新聞假如為真，那麼其衝擊
力不亞於人類上太空生活一年
以後變成了猴子。

NASA發現宇航員的基因表
達和他的雙胞胎兄弟不同了。

你會發現，它們的標題裡
，寫的不是“基因”，而是
“基因表達”。所謂基因表達
，就是一個基因合成其對應的
蛋白質的過程。基因表達量，
反應了這個基因當下的活性。

其實，NASA早在今年1月
31 日，就發布了這項太空影響
人體的研究結果，但由於文中
表述不夠清晰以及少數媒體在

轉述時添油加醋，導致不少網
絡傳播者誤以為宇航員基因發
生了改變。這套誤解開始以訛
傳訛，逐漸擴散，所以在 3 月
15 日，NASA 專門在公告前更
新了“編輯手記”解釋這個問
題：

“宇航員的基因本身並無
變化，我們研究人員揭示的是
基因表達上的變化，它展示了
人體對外界環境變化的反應，
就像你在攀登高山和潛入深海
中一樣。

實驗發現，在宇航員返回
地球六個月以後，那些在太空
中發生的基因表達變化里，只
有7%依然沒有恢復原狀。這是
一個非常小的基因表達差異。
我們才剛剛開始在分子水平上
理解太空旅行如何影響人體，
更多的研究結果會在夏天公佈

。 ”
可見，中文輿論場作為謠

言傳播鏈的末端，傳播國外謠
言的速度，在某些時候，會比
闢謠還要晚。

除此以外，NASA還有哪些
重要發現？

NASA在這次研究中發現，
宇航員的DNA端粒在太空中明
顯拉長，但返回地球兩天后就
基本恢復了原狀。這是一件匪
夷所思的事。而DNA端粒的長
短，是決定細胞壽命的重要因
素之一。

在基因表達方面，NASA也
做了一些簡要解釋，“保持長
期變化的這7%基因表達，主要
與免疫系統、DNA修復、骨形
成網絡、缺氧和高碳酸血症相
關。”

（綜合報導）“紐約或許是世界金融之都，但中國卻擁有地球最強銀行。”
標普全球市場財智(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日前公佈了全球銀行的最新年度排名，前

四名皆來自中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感慨：美國的銀行是大，中國的是強。
CNN援引標普的說法，儘管存在貿易摩擦以及匯率問題，中國“四大行”的總資產在2018

年仍增長了1%，達到13.8萬億美元。
CNN說，中國工商銀行位居首位，該行保住了全球最大銀行的頭銜，其是全球唯一一家資

產規模超過4萬億美元的銀行，相當於花旗集團與富國銀行的總和。緊隨工行之後的三家中國

銀行則都超過了3萬億美元，它們分別為：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以及中國銀行。
CNN寫道，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銀行規模只增不減，但要趕上中國同行，它們仍有一段

成長之路要走。
美國的銀行此次排名如何?CNN介紹，只有兩家美國銀行——摩根大通與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進入了標普這份全球最大銀行排行榜的前10，“擁有2.6萬億美元資產的摩根大通12日
公佈創紀錄的利潤與收入，鞏固了其作為美國銀行業之王的地位。”

因打遊戲獨孤求敗因打遊戲獨孤求敗因打遊戲獨孤求敗，，，121212歲少年網購材料在家造出核反應堆獲獎學金歲少年網購材料在家造出核反應堆獲獎學金歲少年網購材料在家造出核反應堆獲獎學金
（綜合報導）12歲孩子課餘時間在幹什麼？看電視打遊戲

？在美國，有一個少年覺得這些太無聊，於是乎他在家乾了一
票大事。

近日，現年14歲的傑克遜（Jackson Oswalt）因兩年前成功
製造出核反應堆，將獲得學校推薦信拿到一筆獎學金。報導說
，傑克遜是目前世界上成功製造核反應堆的最年輕者。

傑克遜用5萬伏電壓加熱氘氣並融合原子核以釋放能量
報導稱，2018年1月，12歲的傑克遜在業餘物理學家論壇

發帖稱，自己通過網購器材設備，在父母的車庫裡成功製造出

一座核反應堆。
一開始，很多人覺得難以置信，一個孩子竟做到了許多科

學家無法做到的事情。如今，實驗結果已通過官方組織驗證，
並在學術期刊上發表。

傑克遜在論壇上說，他覺得打遊戲非常無聊，因為自己在
任何一款遊戲中都能獲勝。 “無敵是多麼寂寞”，於是他決定
轉向科學領域培養新愛好。

據了解，為了實驗成功，傑克遜經常觀看物理學視頻，並
在論壇上尋求專家的指導。 “一開始我主要是去了解其他成功

者是怎麼做的。”
傑克遜的父母雖然對物理知識知之甚少，但十分支持兒子

的實驗，拿出1萬美元（約6.7萬人民幣）用於網購實驗材料。
傑克遜的父親克里斯（Chris Oswalt）曾在一家醫療設備公

司工作，他說：“兒子每天都在學習，每天也都在經歷失敗，
他就是在這樣的磨礪中成長。”

據了解，此前，英國神童傑米•愛德華茲（Jamie Edwards
）13歲時建造了核反應堆，成為當時世界上完成核聚變壯舉最
年輕的個人。現在這一記錄已經被傑克遜打破。

全球最大雙體飛機完成首飛全球最大雙體飛機完成首飛，，未來可在空中發射火箭未來可在空中發射火箭

（綜合報導）美國私人航天企業Stratolaunch完成了全球
最大飛機Roc的首次試飛。

Roc從加利福尼亞州的莫哈韋航空航天港起飛，完成了一
次持續2.5小時的飛行測試，最高時速304千米/小時，最高飛
行高度超過5千米。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科學管理局副局長托馬斯•祖布肯
（Thomas Zurbuchen）在Twitter上表示，“這是具有里程碑意

義的飛行，我們將去到太空的邊
緣或更遠的地方。”

這架有“全球最大飛機”稱
號的雙體飛機，長72.5米，翼展
達117米，超過標準足球場的長
度。它從地面到尾翼頂點高約15
米，相當於四層樓的高度。

公開資料顯示，該飛機裝有
六台發動機，起落架由 28 個輪
子組成，機身及部分零部件改裝
自波音747飛機。

Roc的最終目標是作為發射
平台，在平流層火箭發射。它的
最大起飛重量接近590噸，有效
載荷約227噸。

按照計劃，Roc將攜帶小型
火箭飛到約10.7千米的高空，再
釋放火箭，火箭在空中完成助推
器點火，並將載荷送入軌道。借
助成本更低的噴氣燃料和可重複

使用的運載飛機，這種發射方式將有效降低火箭進入太空的成
本。

空中發射也可避免對流層天氣現像對火箭發射的影響。因
為，降水、雷電和大風都會威脅到火箭的發射安全。

私人航天企業Stratolaunch由已故微軟聯合創始人保羅•艾
倫於2011年創立。公司成立的初衷是，找到一種更可靠、更經
濟的方式進入太空。

成立之初，Stratolaunch曾計劃與另一家美國私人航天公司
SpaceX合作，開發運載火箭“獵鷹5號”，但合作僅僅維持了
一年。隨後，軌道科學公司（Orbital Sciences）成為 Strato-
Launch的新夥伴。

軌道科學公司和赫爾克里士航空航天公司（Hercules
Aerospace Co.）共同投資研製了“飛馬座”運載火箭。該火箭
是一種通過空中發射平台發射的小型商用運載火箭，主要用於
將小型衛星送入近地軌道。截至目前，“飛馬座”已完成了35
次發射。

2018年，軌道科學公司被美國軍工巨頭諾斯洛普•格魯門
公司收購。

Stratolaunch網站資料顯示，“飛馬座”最多可運送370千
克載荷至400千米高空，它與Roc的合體首飛，計劃於2020年
完成。

Stratolaunch也在研發一款可搭載3400千克載荷的中型運載
火箭，也計劃於2020年進行首飛。

Roc在2017年首次面世，此前已進行過多次地面測試。
現場觀看Roc首飛測試的攝影師Jack Beyer在接受美國媒

體Space網採訪時表示，就現場觀看人數而言，Roc首飛收到
的關注度，略高於近期剛完成試飛的維珍銀河公司的“太空船
2號”。

2月22日，“太空船2號”首次搭載乘客飛到了海拔89.9
千米的高空。

為了將太空遊夢想變為現實，英國億萬富翁理查德•布蘭
森（Richard Branson）創立維珍銀河公司。 2016年，維珍銀河
公司正式發布未來用於太空旅行的新版“太空船2號”。

美國宇航員美國宇航員11年太空生活改變了年太空生活改變了77％的基因％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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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在例會上決定，將

提高日本國內發生大規模火山噴發時降落在福井縣內關

西電力公司美濱、大阪、高濱 3座核電站的火山灰設想

厚度。

據悉，在早前原子能規制委對3座核電站的審查中，他

們認為關西電力公司算出的降灰厚度10厘米妥當。之後，壹

篇新發表的研究論文顯示，在京都市，約8萬年前的地層中

存在30厘米的火山灰層。規制委根據當地調查結果，指示重

新評估影響，這種做法實屬罕見。

報道稱，對火山灰降落的設想是通過模擬距3座核電站

約200公裏的大山（鳥取縣）大規模噴發情況等算出的，但

隨著有關火山灰的新論文發表，規制委認為需要修改降灰厚

度。關西電力公司根據規制委重新評估影響的指示，提交了

降灰厚度達到以往設想2倍多的報告。對於增加多少實際的

降灰數值將在今後討論。

若超出設想的火山灰降落在核電站，重要設備應急發電

機的吸氣過濾裝置有被堵塞等可能。但關西電力公司認為即

便降灰厚度提高“由於現有設施及設備采用可以承受的

設計，安全性上沒有問題”。

據悉，關西電力公司2019年3月份向規制委提交的報告

把設想的火山灰厚度分別設為高濱21.9厘米、大阪19.3厘

米、美濱13.5厘米。

日本原子能規制委以不存在大規模火山噴發的緊急性為

由，決定不要求已經重啟的大阪3、4號機組和高濱3、4號機

組停止運轉。

10億美元債務危機未解
印度捷特航空被迫全面停運

綜合報導 瀕臨破產的印度航

空公司捷特航空（Jet Airways）

向借貸方爭取壹筆應急資金失敗

後，於17日宣布全面停運。

捷特航空在聲明中表示，該

公司迫於無奈，決定從即日起取

消所有國際與國內航班。最後壹

趟航班將從即日起停飛。

報道稱，捷特航空此前由於

市場競爭激烈、盧比疲軟及燃料

成本上升等因素出現財務危機，

積欠債務超過10億美元，瀕臨破

產。

印度政府曾與該公司管理

層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如何防

止捷特航空因財務問題損害乘客

權益。

據悉，捷特航空創辦人戈雅

25年前逐漸把捷特航空發展為印

度最大的航空公司之壹。

全球首例他人iPS視網膜細胞移植手術
患者恢復良好

綜合報導 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和

神戶市立醫療中心中央市民醫院的研

究團隊宣布，在壹項視網膜細胞移植

的臨床研究中，5名重度眼疾患者術

後1年狀況良好。據悉，該研究是全

球首次將他人的誘導多能幹細胞

（iPS細胞）制作的視網膜細胞移植

給患者。雖有1人出現輕微排異反應

，但已通過藥物控制住。

報道稱，日本理化學研究所項目

帶頭人高橋政代表示：“我們認為(

該研究)的安全性已得到確認。對於

用在哪些病例效果好等問題，將啟動

新的臨床研究。”

臨床研究旨在驗證安全性和有效

性。據該團隊介紹，上述5人均患有

“滲出型老年性黃斑變性”，這是壹

種視網膜病變導致視力逐步下降並可

能失明的眼疾。2017年3月以來，研

究人員將含有視網膜細胞的溶液用註

射器註入5人的眼內。其中4人的視

力基本得以維持，1人有所提升。未

出現iPS細胞令人擔憂的腫瘤化。

其中首例的兵庫縣男性受排異反

應的影響，視網膜出現極微量積水，

在使用類固醇藥劑後情況得到改善。

臨床研究采用了京都大學儲備的

不易出現排異反應的iPS細胞，是由

具有特殊免疫類型的他人細胞制成。

與用患者本人細胞制作的iPS細胞相

比，具有準備時間短和費用較低的優

勢。

該團隊還就2018年1月發布的第

二例男性視網膜水腫並發癥重申：

“這是移植手術導致的並發癥，不是

對iPS細胞的排異反應或副作用。”

據悉，4月18日，高橋在東京召

開的日本眼科學會會議上發表了研究

成果。

2014年，高橋等人實施了用患者

本人iPS細胞制作的視網膜細胞的移

植。

韓國前總統樸槿惠
以健康惡化為由遞交緩刑申請韓國前總統樸槿惠遞交緩刑申請，理

由是拘押狀態致使她健康惡化。她兩年多

前進入看守所，拘押期限隨後多次延長，

所涉多樁貪腐案訴訟處於向大法院上訴階

段。

[申請緩刑]
韓聯社報道，樸槿惠的律師柳榮夏17

日向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遞交壹份緩刑申

請。根據韓國法律，樸槿惠的拘押期限多

次延長後，本月16日到期。從17日起，

她的狀態從“拘留”轉為“監禁”，而她

恰是在這壹節點申請緩刑。

樸槿惠 2016 年 10 月陷入“親信幹

政”醜聞，2017年 3月因遭彈劾而失去

司法豁免權，同月 31 日起在看守所接

受拘押。

韓國司法系統自上而下分為相當於最

高法院的大法院、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三

級，施行三審制。鑒於樸槿惠所涉多樁訴

訟仍在等待三審判決，大法院2018年 10

月裁定延長她的拘押期限兩個月，至同年

12月16日；隨後，又兩次延長拘押期限

，意味著最多可以把這名前總統拘押在看

守所內至本月16日。

柳榮夏在緩刑申請文件中說，樸槿惠

現年67歲，在看守所兩年多，頸椎和腰

椎間盤癥狀沒有好轉，身體劇烈疼痛影響

她的睡眠。“我去年8月建議她申請緩

刑，但是她予以拒絕。考慮她的健康狀況

，不可能在看守所為她安排治病”，因而

希望釋放樸槿惠、以便治病。

[仍在上訴]
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

17日說，檢方會在近期召

集審議委員會，評估樸槿

惠遞交的緩刑申請。

根據韓國法律，如果

已經定罪的服刑人員出現

身體或精神疾病，評估確

定為失去溝通能力，可以

暫緩執行監禁等刑罰。

樸槿惠因濫用職權等

多項貪腐罪名指控定罪，

去年8月由首爾高等法院

二審判處25年監禁、罰款

200億韓元（約合1.2億元人民幣），刑期

和罰款額均高於壹審判決。

另外，樸槿惠涉嫌憑借總統地位，收

受國家情報院等多個政府部門“進貢”的

秘密資金，被判處6年監禁；2016年國會

選舉中非法幹預選情，被判處2年監禁。

以上三樁訴訟均處於上訴階段，等待

大法院的三審、即終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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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手記：

“我從7歲開始走進農家書屋，11年
來，書屋已經成為我的好朋友，讓我增
長見識。村裡越來越多的人也喜歡到書
屋閱讀了。”在湖南省新寧縣水廟鎮梘
桿山村，18歲的高三學生林丹與大家分
享自己與農家書屋的故事。

日前，由中宣部印刷發行局指導，
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國地圖出版集團聯
合主辦的2019年“我的書屋．我的夢”
閱讀實踐暨國家版圖意識宣傳教育活動

走進湖南省新寧縣。
作為鄉村文化的“加油站”，農家

書屋通過閱讀，點亮夢想，傳承文明，
助推鄉村發展。據了解，截至2018年
底，全國共有農家書屋58.7萬家。農家
書屋工程實施以來，共向廣大農村配送
圖書突破11億冊，農民人均圖書擁有量
從工程實施前的0.13冊增長到現在的1.63
冊。湖南省農家書屋工程建設累計投入
資金10.71億元，建成農家書屋44,058

個。
科技類、生活類、少兒類、文化

類……在梘桿山村農家書屋書架上，書
目種類較多，分類擺放齊整，由專人負
責日常管理。

“書屋能夠為村民提供知識，通過
營造濃厚的閱讀氛圍，帶動鄉村教育發
展，助推鄉風文明。”長沙理工大學駐
梘桿山村扶貧工作隊隊長宋劉斌認為。

文：新華社

點亮夢想 傳承文明 農家書屋助推鄉村發展

人人生生下下半半場場活活出出無無限限可可能能
退退休休社社工工錦錦田田建建書書屋屋““以以書書換換菜菜””推推廣廣閱閱讀讀

■■ RingoRingo 和和
TeresaTeresa在比比在比比
書屋外合照書屋外合照。。 ■■書屋裡面都是老闆精心挑選過的書籍

書屋裡面都是老闆精心挑選過的書籍。。

■■書屋推廣安靜且慢活的生活態度
書屋推廣安靜且慢活的生活態度。。

■■紮染技藝是比比書屋不時舉辦的工作坊之一

紮染技藝是比比書屋不時舉辦的工作坊之一。。

■■當地村民在當地村民在
農家書屋內閱農家書屋內閱
讀讀。。 新華社新華社

工作慢，在香港來說幾乎是死
罪；慢活，是這個城市的奢侈
品，彷彿停下來就會失去人生所
有。雖然“慢活”在香港慢慢受
到關注，也有很多咖啡店以它做
噱頭，鼓勵人們停下步伐，給心
身充充電。當然它們也只是默默
地存在。比比書屋其實也同樣
以慢活的生活態度吸引不同的
人來到享受大自然，回到人最
基本、最簡約的生活中尋找最
真實的自己，在放鬆的狀態
下，靜觀、閱讀、學習、交
流，除去城市生活的一切複
雜。

在推開比比書屋的門之
前，隱隱約約看見門上寫着
“人生若只如初見”，這一
句話讓我愣住了。我和老
闆、老闆娘的確是初次見
面，而這一句話讓我記住
了和他們相處的感覺。
活在很多“潛規則”的

社會裡面，很多人會告訴我
三十歲還可以勉強談夢想，
四十有點太晚，五十還敢開
口的算是勇敢。然而，已經
步入退休階段的老闆和老闆
娘卻以行動告訴我，夢想
沒有太晚，一切都是恰到
好處。而在他們臉上真實
的微笑中看到，他們把自
己的夢想經營得很好。

身處這一個動機單
純的空間，我試着放
慢，靜下心來，聽聽他
們的故事，我沒有半點
失去，反而感覺心靈再
一次注滿能量。不知道
什麼時候有機會再與
老闆與老闆娘再相
見，但願再走進書屋
的時候，人生若只如
初見那樣美好。

比比書屋，以Ringo和Teresa的愛犬比
比命名，坐落於錦田一片寧靜、綠油

油的田園中，從大江埔村公所開始步行進
去，拐了幾個彎、走過了十幾棵樹木、經
過了幾塊田園，幾乎忘了自己置身在香
港，然後漸漸聞到了介乎大自然和書本之
間的香氣。Ringo自小在錦田成長，踏入
人生下半場的他和太太回到了這個地方。
比比書屋的所有桌椅、書架以及其他展示
在眼前的傢俬都是他們兩夫妻親自搭建，
書本也是經過精心挑選才放到書架上。

“人生的上半場做過自己喜歡的工作
一段很長時間，我覺得下半場更應該做自
己喜歡的事。”Ringo說，當時計劃退休
的時候就有很多構思，他們想要過的退休
生活不僅僅是兩個人之間，而是希望能夠
聚集更多人，推廣分享的理念，並不走向
單一發展。

由書出發實現理想國
剛開始的時候，夫妻兩人的理念很簡

單，只是因為家裡放的書太多，需要找一
個地方放，偶爾找朋友過來分享，卻慢慢
成了一個主題書屋，吸引了不同的人慕名
而來。書屋裡面的書大多以生活哲學、生
活智慧和工具書為主。他們盼通過閱讀，
一邊推動慢活的生活態度，一邊希望大家
可以學以致用，與其他書友多交流和互相
學習。

與此同時，在機緣巧合之下他們認識
了一位農夫朋友，借給他們一塊田地，於
是他們開始學習種菜，打理自己的農田，
而旁邊則是他們建立的書屋，後來便有了
“以書換菜”這個理念。“這個是我們的
核心，客人要拿自己喜歡，而且真心想推
廣的書，再給我們寫簡介，就可以換上一
棵在這裡種的菜。”Ringo用以物易物的
方式推廣閱讀文化，也期望可以換來
彼此的思想交流。“我認
為思想很重要，書帶給人
學問，還提供了一

種思考方式。”藉着閱讀實體書的文化，
他希望來到比比書屋的人可以得到一份寧
靜，也讓書帶他們到更深的的領域當中。

放在眼前的是一本叫做《斷捨離》的
書，這個思想近幾年為人所熟悉，旨在讓
人捨棄生活上多餘的東西，斷絕對物質的
留戀。Teresa憶述過去因為工作辛苦，所
以要拚命買東西填補內心。然而在“斷捨
離”裡面，她學會了不做物質的奴隸，
“即使有些東西不完美，也無須執着，甚
至去擁抱生命裡面的不足。”她希望將在
書中領悟到一塊寶慢慢滲透在比比書屋思
想裡，讓進來的人能夠被感染。

共融共生互相補給
“人不能超越、也不能凌駕於所有東

西。大自然一草一木都是有它的功能，都
不是自己能生存下來，需要互補。”Ringo
相信人是依附共存的。

“Permaculture”，被翻譯為永續栽
培，是Ringo希望融入到比比書屋的另一
個理念。他認為香港其實有這種延伸出來
的文化，他也提倡社會、世界要共生。他
深切相信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功能在裡
面，有持續發展的可能。而在慢活的過程
中，他相信有參與就能享受其中。

就好像去年颳颱風之後的那一天，有
人會自覺過來問他們有沒有需要幫忙的，
當時書本濕了、樹枝也塌掉了，客人就無
條件來到比比書屋幫忙收拾，“他們在這
裡拿到一些快樂或者認同的價值觀。”
Teresa形容客人的參與和共同付出，
是理念的實踐，也是他們最
為珍惜的景象。

香港作為一

個以商業為主導的城市，人們的價
值觀多少會受社會的影響，迷失自
我。作為退休人士，Ringo和Teresa
都明白，在一個商業、急速的城市裡
面，可以批評的很多。但他們同時也
發現，現在退休的人大多數都有知
識，也有自己的想涉獵的領域，懂得
去選擇自己想要的人生。

不被市場牽着走下半場
Ringo認為，人們不一定要被市場牽着

走。要穩固自己的立場，擁有獨立的思想，
他除了會鼓勵客人在安靜中多閱讀，他們將
來還希望舉辦更多座談會，進行思想交流，
分享他們的價值觀和想要分享的信息。而比
比書屋盼這個空間能夠給退休人士一點點靈
感和希望，也給不同人展開生命的可能性。

客人在比比書屋裡面沉迷書海，Ringo
和Teresa則把書裡面精彩的世界呈現在現
實生活當中。他們致力於推動多模式、多
主體分享，也找來了不少當中臥虎藏龍的
客人帶領工作坊。比如有耕作的書，他們
就開耕作班；有關咖啡的書，就講解種
豆，另外還有扎染、茶道、麵包製作等工
作坊給大家參與。Ringo和Teresa希望書
友自己進行交流，並且成立不同的工作
坊，發揮所長，也鼓勵客人之間互相分享
技能。

比比書屋只有在周五和
周六開放，周五晚上Ringo和Tere-
sa會和客人一起吃飯，也鼓勵客人
帶自己親手做的食物互相分享，而
周六下午則有不同的活動進行。來
的客人一般都是二十至三十多歲的年
輕人，卻比較少退休的人來捧場。來
的人都特別喜歡“慢活”的概念，即
使有年齡上的差距，他們都有共通的
追求而拉近了距離。

比比書屋已經開了有三年多的時
間，Ringo與 Teresa發現很多人都覺得
比比書屋是香港的世外桃源，大家在這
裡都能放下戒心，暢所欲言，即使不認
識的朋友來到的第一天，都能交心。他
們覺得自己不至於改變什麼人的生命，
只是把大家的視野拉寬，因為客人可以
親眼看見他們無條件的付出，不停創新、
建設，明白到世界上的確有人願意付出，
而不求回報，讓客人有不一樣的觀感，在
功利的社會中，還是找到清泉。

香港人口老化，退休生活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對於很多人來說，離開職場意味着和社會脫離關

係，再沒有機會展現自己生命的價值，退休給人的印象還是徘徊在社會給自己的定位中。然而，過

去當過社工的退休夫婦蔡文元（Ringo）和李秀麗（Teresa），扭轉了這個社會對退休人士的固有印

象，他們在錦田建立主題書屋，用“以書換菜”的方式推廣閱讀文化，換了另一種方式將愛延伸，

肯定了自己生命的價值，也幫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價值。 採訪/拍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儀雯

■■室外的座位既能安享寧
室外的座位既能安享寧

靜靜，，也能感受大自然氣息
也能感受大自然氣息。。

■■比比書屋內有義工分享茶道心得
比比書屋內有義工分享茶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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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在台灣出生長大，新加坡籍的李德紘是粵港澳大灣區2019年首位全職引進的外籍院士，

其在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在他看來，粵港澳大

灣區未來不僅要建成世界級國際科創中心，更讓全球的人工智能（AI）研究看到了巨大的應用

市場。剛滿50歲的他正處於事業的黃金期，毅然選擇捨棄新加坡優渥

的工作條件，全職投身廣州民營企業佳都科技。在外人看來，

這無疑是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擇。但李德紘卻笑着說，這是因為

和粵港澳大灣區有着一碗粥粉麵的故事。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作為亞洲兩大發達經濟體，香港和
新加坡一直是互相比照的對象。李德紘
坦言，香港近年在城市面貌、吸引人才
及高校建設等方面，不論與新加坡或與
內地相比，都似有落伍之勢。

泛政治化阻港吸外才
城市規劃是李德紘的另外一個專

長，他發現，過去20年，香港城市面貌
變化並不顯著，走在彌敦道、廣東道
上，看到的景象甚至和10年前以至15年
前相差無幾。

高校建設方面，李德紘指出，新加
坡國立大學的國際排名多年雄踞亞洲第
一，反觀香港，雖也有4所高校在亞洲排
名中靠前，但近幾年名次有所下滑，值
得反思。

人才環境方面，近年香港社會特別
是高校出現泛政治化的傾向，不單對香
港吸引全球人才造成反作用力，對香港
年輕人的成長和成才更為不利。“缺乏
人才成長、工作和生活的穩定社會環
境，外國人才會敬而遠之，本土人才亦
會遠走高飛。”

人才雙向流動創共贏
李德紘認為，別人進步大，自己進

步小，這就等於退步了。反觀大灣區
內其他城市，近年紛紛推出吸引高端
和緊缺人才的重磅措施：深圳對經認
定的傑出人才和國家級領軍人才一次
性獎勵 600萬元（人民幣，下同）和
300萬元；廣州開發區還給出最高300
萬元年薪；此外，人才引進後的住

房、教育、醫療等配套措施也一應俱
全。

李德紘指出，新加坡和香港同樣是
高度開放的發達經濟體，同樣吸引全球
資源，但香港更可依託內地這個強大的
經濟腹地作為後盾。粵港澳大灣區是中
國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載體和戰略平
台，為香港增強發展後勁，提升全球競
爭力，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遇，香港一
定要抓住，否則不進則退。尤其是在人
才建設方面，應有所作為。

至於內地重磅吸才措施會否掏空香
港的人才？李德紘表示，現實恰恰相
反，指這只會促進大灣區人才的雙向流
動。同時，大灣區作為一個整體，各市
和特區競爭力的提升必定共同吸引全球
人才。

院士捨港別星
投穗 大天地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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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紘的大灣區故事，要從一碗粥
粉麵說起。
台灣出生長大，李德紘自幼對香港

保有一份特別的偏好。“我從小看香港
的電影和電視劇，《小李飛刀》、《楚
留香》、《上海灘》，這些經典的劇
作，我到今天還能哼出其中的一些旋
律。”李德紘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正
是帶着對香港的美好期許，當年留學選
擇了到香港參加托福考試。

“考試前後我在街邊小店吃飯，香
港餐廳的粥粉麵給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
印象。”李德紘說，那時候他曾幻想，
如果能留在香港工作，每日下班後享用
各式地道美食，應該會是一種美妙的生
活體驗。

港排外情緒趕走人才
世紀之交的1999年，在美國學成

後，李德紘決定回亞洲工作。在“四小
龍”裡的台灣、香港和新加坡之間，他
首站選擇赴港見工，看中香港頂尖的人
才成長環境和一流的科研條件。那一次
的面試很順利，香港一所知名高校給他
開的條件相當誘人。談完待遇後，憧憬
滿滿的他，隨機走進了尖沙咀的一家茶
餐廳。

因為廣東話識聽不識講，講普通話又
怕餐廳老闆聽不明，糾結片刻後，李德紘
選擇用英文點單和結賬。不料，這位店東
英語並不過關，他只好轉而講普通話。

“那個臭內地人，不識英文卻用英
文和我說話。”李德紘飽餐後還未邁出
店門，就聽見麵店老闆和夥計用廣東話
在嘲諷他。倍感錯愕的他，彷彿當頭被
澆下一盆冷水。

最終，在新加坡和香港的聘用回覆
前，他還是選擇了新加坡。“那碗粥粉
麵的店主，讓我對香港望而卻步。畢竟
社會的包容性和生活環境於我而言很重
要。”

星市場小研究難落地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20年，李德

紘圍繞人工智能先後發表的SCI/SSCI
論文多達400多篇，被收錄100多篇，
論文被引用的次數屢創新高。

新加坡的學術氛圍固然好，但是面
積小、人口少、市場有限的先天條件，
不少研究成果不落地只能束之高閣，讓
李德紘陷入了新的事業瓶頸。

正在躊躇之際，一次偶然的機會，
廣州進入了他的視野。

李德紘的一名中國學生參與廣州中
山大學與當地民企佳都科技關於智能交

通研究和產業
化合作的項目，並深入
見識到了大灣區在資源
和市場方面的巨大潛力
和優勢。透過這名學
生，李德紘對廣州這個
曾經只是中轉航班的城
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與此同時，佳都科技的
董事長劉偉也被李德紘
所做的研究深深吸引。

2017年，雙方嘗試接觸後發現，
李德紘的研究和佳都科技在軌道交通、
智慧城市戰略方向十分契合，且與劉偉
對產業、科研等方面的觀點高度一致。
為此，佳都科技大膽嘗試，全力推動李
德紘全職到廣州工作。

穗“一站式”服務攬才
與此同時，廣東的省、市、區三級

政府部門，針對李德紘的情況，分別成
立了專門的攬才工作組，為他能選擇廣
州提供了“一站式”服務。

“最近幾年，中國AI生態逐步形
成，AI應用到了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
狀態。”李德紘說，尤其是在粵港澳大
灣區，由於基礎設施完備、產學研結合
基礎好，人工智能稟賦更為明顯。以廣
州為例，地鐵已運營15條線路，日客
流量千萬人次，線網密度和客流強度世
界級。

“這給我提供了一個接近完美的
AI應用場景，可以把我過去只在電腦
和實驗室裡完成的一些想法落地，比如
智慧站點、智慧安防等。”李德紘忽然
話鋒一轉：“再說了，廣州和香港文化
同根同源，粥粉麵也是一樣的味道
啊。”

現為廣州佳都科技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研究院院
長，新加坡國家工程院院士，新加坡國立大學終
身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曾獲全球最傑出的
100名科技創新者榮譽，是國際上交通運輸
工程與管理科學交叉學科領域的著名學
者，在交通運輸與物流系統分析、建模

與優化領域有二十年從業經驗，對智能交
通系統、大數據與交通行為、公共交通
高效算法設計等交通與管理科學領域
作出了突出的學術貢獻。

2002年被美國麻省理工學
院評選為全球年度百大青年
科學家。李德紘同時擔任
交通領域6本國際權威
學術期刊的編委，
2001 年以來主持
和參與 12 項新
加坡和美國
重要科研
項目。

人
物
簡
介

運輸工程學者
智能交通專家

籲港不進則退 勿失灣區機遇
▼▼李德紘對美李德紘對美
食偏好食偏好，，圖為圖為
他在廣州茶餐他在廣州茶餐
廳就餐廳就餐。。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廣州地廣州地
鐵客流強度鐵客流強度
全國第一全國第一，，
為為 AIAI 應用應用
提供了絕佳提供了絕佳
條件條件。。

■■ 李德紘在人工智李德紘在人工智能能（（AIAI））
領領域的研究享譽國際域的研究享譽國際。。

■■數字城市將是大灣區城市發展方向數字城市將是大灣區城市發展方向，，包括包括
智能交通在內的數字技術將發揮廣泛作用智能交通在內的數字技術將發揮廣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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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綿玉做機床離不開當地的土
壤。博望古時曾是屯兵牧馬的

地方，因此這裡有製作鐵器的歷史。
到了現代，有着馬鞍山鋼鐵的原材料
優勢、產業的積澱和市場的需求，博
望逐漸從生活刃具向工業刃具發展。
博望人勤奮，開始到全國各地賣刃模
具，當地人稱這樣的銷售人員為“飛
毛腿”，“飛毛腿”們將博望的刃模
具賣到全國。後來，隨着中國經濟的
不斷發展，“飛毛腿”們在外銷售刃
模具過程中發現了機床產業的商機，
轉而銷售機床。“我在1984年開始
做‘飛毛腿’，到廣東福建幫人家銷
售折彎機等。”孫綿玉告訴記者，自
己學歷不高，當時家中有兩個孩子需
要養活，只有靠出去打工賺錢。

博望的機床產業始於90年代，
且很多機床企業的創業者都是靠做

“飛毛腿”起家。孫綿玉在福建銷售
機床的那些年，幾乎年年拿企業的銷
售冠軍，十多年來積累了人脈和一定
的經濟實力，2002年他與家中幾個兄
弟一起湊了30萬元建廠，生產銷售
折和剪機床。

不安於現狀 企業再升級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博

望不少機床企業進入增速緩慢期，而
此時的東海機床卻逆勢成長。孫綿玉
表示，當時博望的企業主要生產折彎
機、剪板機等傳統機型，技術含量不
高，同質化嚴重。“我必須找出路，
技術跟不上我就出去找技術，人才跟
不上就招聘研發人員，到行業龍頭企
業學習，把產品慢慢升級。”因為孫
綿玉的不願安於現狀，在他的帶領
下，東海機床每5年都有一個跨越式

發展，公司產值也從原來的千萬級突
破億元。2014年，公司的“裕祥”商
標獲得國家工商總局授予的“中國馳
名商標”稱號。

然而，突破億元銷售大關的東海
機床，再想實現更大的突破卻非常艱
難，此時孫綿玉決定將企業再升級。
2015年前後，他讓二女兒孫玲鳳負責
外貿出口業務，打開海外市場，同時
還在當地政府的牽線搭橋下，引進資
本對東海機床進行股權結構調整。
2016年，致力於智能裝備製造的東海
全資子公司“馬鞍山裕祥智能裝備科
技有限公司”成立。

佔地面積400畝、總投資約12億
元的東海機床裕祥智能裝備基地正在
建設中，一期廠房已投入使用，廠房
內除了折彎機等常規產品外，激光切
割機、數控轉塔衝床等創新機床一應

俱全，工人們正在忙碌地準備發往全
球的機床訂單。

“折剪衝切”功能齊全
東海機床副總經理李標介紹，通過

引進技術、同時與合肥工業大學、南京
理工自動化產線研發基地等科研院校合
作，公司實現了機床產品剪、折、切、
衝、壓、捲、開槽和自動化八大產品系
列的多機型研發，僅2017年投產的激
光切割機去年就實現了8,000萬元產
值，今年預期產值將翻倍。

李標說，2018年東海產值實現
了40%的增長，現在還有不少新機型
正在研發中，隨着產品的不斷豐富，
公司的業務類型正從提供單一機床設
備轉向提供行業解決方案，下一步的
目標是打造華東地區規模最大的鈑金
機械製造基地。

在安徽博望，很多家庭幾代人都從事與刃模具、機床相關的行業。業內人稱“老孫”的孫綿

玉，已在機床行業摸爬滾打二十多年，他於2002年創辦的安徽東海機床製造有限公司，如今是內地

排名前五位的機床製造企業，去年企業產值突破3億元（人民幣，下同）。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 安徽博望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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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博望機床外貿出口額年增均
超過10%，加大對外貿的推廣投入已
成為該區各主要機床企業的重點工作
之一。目前該區擁有自營進出口實績
的企業 170餘家。據博望區區委常
委、高新區黨工委書記劉軍介紹，
2018 年，博望全區完成進出口額
13,016萬美元，同比增長15.2%，其
中華菱西廚2018年出口額2,836萬美
元，同比增長10%。劉軍稱，博望鼓
勵企業開展外貿業務，尤其鼓勵企業
前往歐洲尋求合作機遇，這樣不僅能
開拓新的市場，同時也可見識同行業
的高端精密技術。

政府鼓勵企業外闖
劉軍坦言，製造業下行，機床行

業必然下行，而目前該區機床水平依
舊處在發展初端，高端產品仍依賴進
口。在他看來，當地機床企業從銷售
單機設備到提供智能化解決方案是轉
型的首要方向，並稱政府會通過“外
引內增”的方式，促進產業轉型。

當地政府通過政府網站、電子平
台等發佈德國漢諾威機床展等國內外
會展消息，邀請企業參加徽商走進
“一帶一路”國家投資說明會等，同
時還積極組織企業參加針對歐洲市場
的培訓工作。東海機床副總經理李標
表示，公司2018年實現了800萬美元
的銷售收入，正計劃進一步加大拓展
外貿業務，除自建外銷團隊外，還將
加大產品的互聯網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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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利用當地優勢利用當地優勢 升級傳統產業升級傳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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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鄉創業回鄉創業
突破突破33億億機床產值機床產值

飛毛腿飛毛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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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江蘇南京郵
政六合區分公司雄

州投遞部收到一封信件。
在信封上，收件人信息為
“王慰華烈士”，還有兩行

備註—“該烈士（20歲）於
1947年12月犧牲於菏澤戰役，望郵遞
員同志再辛苦一下，幫烈士找到家。”
經查詢，郵政工作人員發現，信

封上的地址已經不存在了；按照相關
規定，可按照退回原處來處理。但該
投遞部的分揀人員看到信封上的備註
後，還是決定幫這名烈士再找找。

郵局和警方 加入尋親行列
隨後，郵政局的工作人員將信件

的信封拍下來並發到了工作群中，希
望發動更多的人尋找線索。當地派出
所人員聽說此事後，也加入到尋找烈
士親友的行動中。
尋找很快便有了回應—有可靠

線索稱，該烈士應該是“王殿華”而
不是“王慰華”。據提供線索的民眾
王長春介紹，自己是王殿華的侄孫；
小時候曾聽爺爺說，三爺爺曾參加了
菏澤戰役，沒過幾個月就犧牲了，但
是當時只知道犧牲的消息，卻不知道
屍骨被葬在了何處。

悉兄骸下落 胞妹激動不已
經當地派出所等部門通過查詢烈

士家譜、查閱當地檔案等進一步詳細
核查，最終確認，信封上的“王慰
華”就是王長春的三爺爺王殿華。而
王殿華烈士的八名兄弟姐妹中，現在
僅有86歲的八妹還健在，而她在知道

了自己哥哥遺骨的下落後也激動不
已。

今年54歲的張景憲是這封信的寄
信人。他是張和莊社區的黨支部書
記，也是一名退伍老兵。

張景憲說，自己從小就生活在這
個社區。以前此地還是村子時，在村
中一角有一座烈士陵園，埋葬的都是
在解放戰爭時期犧牲的烈士。“以前
都沒有墓碑，就是一個墳頭、一個墳
頭，大家也只知道這裡安葬着的是烈
士，但是烈士具體叫什麼名字，沒有
人說得出來。”

1982年，張景憲參軍、復員後，
一直過着平靜的生活，並於2007年當
選為社區的黨支部書記。

“2008年，我們組織過一次掃
墓，當時就有人說這些烈士墓在這
裡這麼多年了，可是也不知道他們
的家人在哪裡。”張景憲說：“我
想着慢慢幫這些烈士找找家人，結
果沒想到，這一開始就停不下來
了。”

最初，因為烈士墓沒有墓碑，張景
憲只能走訪村子裡的老人請他們口述，
然後尋找這一批烈士生前所在的部隊，
並查閱相關史料。張景憲後來得知，這
136名無名烈士生前都屬於華東野戰軍
第八縱隊23師，他便根據這條線索找
到現在的部隊，並在該部隊的軍史館拿
到了烈士們的花名冊。

與時間賽跑 加快尋親進程
張景憲說，由於年代已經久遠，

雖然有了烈士們的花名冊，但是很多
信息都是對不上的，需要一一核實，

從繁雜的信息中尋找更有希望的線
索。
於是，他便用了一個“笨辦

法”—郵寄信件。
“我現在能找到的地址，都是當

年烈士的地址，距現在都有70多年
了，有些還不準確，郵政系統運營的
時間長，應該會掌握很多曾經的關於
地址的信息，所以我一直堅持採用給
烈士家寄信的方式。”
逾10年來，張景憲郵寄過千餘封

信，其中絕大多數都被打回，或者石
沉大海。至今在張景憲家，還有許多
被退回的郵寄給烈士所在地的信件。
“幾年前，有關部門得知了我做

的事，開始大力幫忙，媒體朋友也會
幫我發佈信息，陸陸續續，開始有烈
士家屬的信息傳來。”張景憲說：
“尤其是最近幾年，信息發達了，僅
僅是2019年這幾個月，就又得到了幾
位烈士家屬的信息。”
不過，在張景憲心中，也有一些

遺憾。“我聽村裡的老人講，當年烈
士剛剛安葬的時候，是有墓碑和信息
的，後來都給破壞掉了，現在有烈士
家屬找來，也只能知道烈士是埋在這
座陵園裡，但是具體是哪一座墳塚，
已經沒辦法查明了。”
張景憲說，自己未來還會繼續尋

找下去。
“我現在54歲了，還可以再做

幾年，但是很多烈士的家人可能都
已經很大歲數了，這其實是在搶時
間。趁着很多烈士的親人還在世，
要把烈士安葬在哪裡的信息告訴他
們。”

我
想
幫

我
想
幫
無
名
烈
士

無
名
烈
士

「「

」

找
家
人

找
家
人

老兵不老兵不忘忘131366亡亡魂魂
1100載寄逾千函載寄逾千函

在山東省菏澤市開

發區張和莊社區的一座

烈士陵園，200多名在

解放戰爭期間犧牲的烈

士已被埋葬了 72年，

但這裡有多達136個的

墓碑上寫着“無名烈

士”。所幸，從 2008

年起，通過寄了千餘封

信，該社區黨支部書記

張景憲已為這些無名烈

士中的 10餘人找到了

家人。他說，為無名烈

士尋親如同大海撈針，

但只要有一線希望，他

就會堅持下去。

■《北京青年報》

■■張景憲擦拭一張景憲擦拭一
座無名烈士的墓座無名烈士的墓
碑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逾逾1010年來年來，，張景張景

憲已寄出了逾千封憲已寄出了逾千封

信信，，找到了找到了1010餘個餘個

無名烈士的親人無名烈士的親人

們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烈士王殿華唯烈士王殿華唯
一健在的妹妹王一健在的妹妹王
殿珍殿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長眠於山東菏澤市開發區長眠於山東菏澤市開發區
張和莊社區烈士陵園的張和莊社區烈士陵園的136136
名無名烈士名無名烈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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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台灣關係法通過40週年，美國
在台協會主席莫健今天表示，早年台灣赴美留
學的人發展對美國深厚情誼、建立專業人脈以
及共享的民主價值觀，這些共享價值是奠定美
台關係的基石。

台灣關係法通過40週年，美國在台協會在
台 南 舉 辦 「立 穩 根 基 ， 共 創 未 來 ： AIT@
40-1979年後美台關係特展」，今天在台南愛國
婦人館舉辦開幕式。

席 間 美 國 在 台 協 會 （AIT） 主 席 莫 健
（James Moriarty）表示，台南的愛國婦人館曾
經是美國新聞處。當時新聞處的圖書館，是許
多赴美留學者收集資訊的第一站。這些赴美留
學的人自然而然發展了對美國深厚的情誼和理
解，並建立專業人脈以及共享的民主價值觀，
這些共享價值奠定了今日美台關係的基石。

台南市長黃偉哲在開幕式致詞時則表示，
愛國婦人館在40年前是美國大使館新聞處管轄
的台南新聞處，能夠在這麼一個值得紀念的時
刻重返此地，格外具有意義。

黃偉哲說，40年來台灣從集權走向民主，
從威權走向開放，台灣的民主是華人社會的典
範，也是穩定區域安全的重要角色。台灣關係
法通過40年，對台灣內部的民主進程、整體的
國際形勢、對外關係，甚至經濟成長都有舉足
輕重的影響，雖然是一部美國國內法，影響力
卻是跨國界的。

黃偉哲說，當年有 「愛文芒果之父」美名
的農民鄭罕池，在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
的協助下，把佛羅里達州的芒果樹嫁接到台南
玉井的芒果樹上，才生產出享譽國際的愛文芒
果。聽聞美國農業部將在4月底首次派遣貿易代
表團到台灣訪問，也歡迎代表團有機會能到台
南看一看。

這次在愛國婦人館展出文件、文物、訪談
資料、眾多照片等資料，顯示自1979年以來，
台美雙邊深刻且廣泛的各種互動與往來，回顧
過去40年來台美關係的關鍵時刻，並展望未來
的發展可能，展期至5月19日止。

AIT主席莫健:共享民主價值觀是美台關係基石

（綜合報道）高檢署今天發布毒品情勢分析指出，發現健身
者在境外網站購買蛋白粉，其中含有大麻毒品成分，檢警後續以
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偵辦，本刑為10年以上，提醒民眾 「小心毒
網與麻煩」。

台灣高檢署今天舉辦 「小心 『毒』網與 『麻』煩」毒品情勢
分析及警示記者會，檢察官王捷拓針對台灣毒情提出報告，表示
近年施用毒品人數，每年約6萬人，是否代表台灣的毒品人數天
花板就是6萬人，值得持續觀察，目前危害性最大宗的毒品仍為
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他表示，值得關注的是，近期發現不少國人在境外網站購買
食品、保養品、壯陽藥物、情趣物品等，其中均含有大麻等毒品
成分，遭海關、調查機關，以運輸毒品、偽禁藥物罪偵辦，因此
有警示必要。

王捷拓舉例說，美加地區
的 蛋 白 粉 （Hemp Protein
Powder 16oz)，宣稱為營養補
充品，健身者經境外網站下單
訂購，想要攝取高蛋白去增加
肌內，但卻不知這產品含有大
麻成分，在國外可能大麻成分含有百分比多少以下，被認定為營
養劑而可供食用，但是在台灣就是不准食用，更不允許輸入。

王捷拓說，從國外回來的人也許辯稱，他在國外可以，為什
麼回來台灣不可以，但台灣目前就是不管產品裡面含大麻百分之
多少，完全不准輸入。

他表示，初步統計民眾買到大麻類製品，不管營養品還是相
關產品，一年約移送近百件到各地檢署去，民眾被以涉及運輸第

二級毒品罪偵辦，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上徒刑，可想而知，不管
有沒有被起訴，都是很大的折磨，而且有過失犯的刑責，仍有訴
訟上的危險，提醒民眾不要去碰觸它。

「毒跟藥其實是一線之隔」，王捷拓說，在國外其實沒有毒
品這個名稱，一般都是用藥品，藥裡面 「精神類」跟 「麻醉類」
，這二種特別毒，有成癮性及危害性特別高，台灣特別把這部分
抽出來訂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以台灣法律上才會一下用
藥，一下用毒。

填錯志願讀園藝填錯志願讀園藝 高職女生力拚技能競賽高職女生力拚技能競賽
嘉義民雄農工園藝科嘉義民雄農工園藝科22年級女學生魏千琇年級女學生魏千琇，，原本因喜歡小朋友立志讀幼保科原本因喜歡小朋友立志讀幼保科，，卻填錯志願卻填錯志願

接觸園藝接觸園藝，，為了參加全國技能競賽為了參加全國技能競賽，，每天要練習每天要練習1010小時小時。。

台灣閱讀者仍在 本土電子書看好市場躍進

網購蛋白粉 小心毒網惹麻煩

（綜合報道）開曼群島 4
月公布經濟實質法草案，放寬
境內控股公司無需具備指揮與
管理職能，只需揭露最終受益
人。對此安永（EY）會計師表
示，法令放寬後，KY 股公司
可 「鬆口氣」，不必立刻逃離
租稅天堂。

受國際反避稅壓力，英屬
維京群島（BVI）、開曼等免
稅天堂今天初陸續立法，要求
設在境內的新舊公司需有經濟
實質活動，若無法提出證明，
恐遭罰鍰、甚至撤銷營業登記
，預計今年7月實施。

新法上路後，台灣企業
或個人在免稅天堂所設立的境
外公司，將須提交年度報告，
說明在該年度期間境外公司有
滿足經濟實質的要求。若無法
出具證明有經濟實質，可能被
處以數萬美元罰鍰，甚至被撤
銷營業登記，金流將被 「阻斷
」，並可能被資訊交換給其他

國家。
當經濟實質法案出爐，立

刻對許多在免稅天堂設紙上公
司的台商造成影響。會計師表
示，已有許多台商詢問，經濟
實質法上路後， 「還有哪些地
方可以去？」但會計師也坦言
，未來全世界已經沒有零稅率
的地方，除非滿足經濟實質規
定，否則企業只能 「逃離」免
稅天堂，轉赴稅率相對低的香
港與新加坡。

此外，開曼群島等免稅天
堂的經濟實質法原本要求，包
含控股公司在內，皆須具備指
揮及管理決策職權，在當地召
開董事會、處理帳戶及會計報
表，且需聘雇當地員工。然而
，許多企業老闆連開曼群島位
於加勒比海都不知道，遑論邀
集董事前往召開董事會，以及
聘用當地人。因此新法上路後
， 許 多 設 籍 在 免 稅 天 堂 的
「KY 股」上市控股公司，也

會面臨嚴重衝擊。
不過，開曼群島4月公布

的經濟實質公開諮詢草案，已
經放寬控股公司只需揭露最終
受益人，無需在境內有指揮與
管理職能，亦即不必在境內召
開董事會及設置帳冊。

對此，安永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會計師林宜賢表示，開
曼經濟實質法放寬對單純權益
控股公司的規定，其中揭露最
終受益人的規定，與台灣公司
法修正方向一致，也是世界趨
勢，這部分對 KY 股公司而言
，要遵守並沒問題， 「台灣
KY股公司可以鬆口氣。

然而，對於以個人名義在
開曼群島設紙上公司的台商，
若無法揭露最終受益人，最終
仍難逃遭免稅天堂撤銷登記的
命運。會計師認為，這些企業
將成為境外公司大逃亡的主要
族群。

（綜合報道）本土電子書業者 Readmoo讀
墨首間mooInk概念店在三創園區落腳，執行長
龐文真表示，電子書銷售額在台跳躍性發展，
顯示愛閱讀的人仍在，載具需跟著讀者眼球與
時俱進。

Readmoo 讀墨執行長龐文真指出，電子紙
是電子閱讀器的材料，擁有輕薄、省電、不傷
眼等優勢，而這些特點都很需要讀者親自體驗
，才能有深刻感受。

她解釋，讀墨持續拓展實體書店的銷售版
圖，這次在三創生活園區與元太科技的三方合
作下，促成這間位於三創7樓書店mooInk體驗
概念店。

龐文真說： 「希望這間概念店能成為台灣
讀者理解和體驗電子紙、電子書閱讀器的第一
站。」

她也宣布，預計2019年第4季推出10.3吋
大 mooInk Pro，增加手寫筆及相關電子筆記功
能，而Readmoo同步釋出使用者問卷，蒐集需
求回饋，了解讀者的需求。

據讀墨資料，2018 年讀墨電子書全站閱讀
時間已突破3100萬分鐘，不但是2017年全年的
150%，較2013年的首次統計，年增成長約32倍
。而截至 2018 年 11 月為止，電子書銷售額較

2016年同期比較成長200%，也是歷史新高。
龐文真受訪時表示，讀墨有大概區分兩組

人馬，一組硬、軟體開發，一組就是開發出版
說服電子書，努力開發將市場拓展成當今規模
。

她解釋，讀墨服務的是有閱讀需求的人，
跟著讀者習慣走，因應閱讀習慣改變，載具也
跟著變化，現代還是很多人有閱讀習慣，只是
不再讀實體的書本，手機、行動裝置、閱讀器
都是跟著讀者而變化。

隨著亞馬遜 Kindle 與樂天 Kobo 飄洋過海
來台，本土的讀墨Readmoo發展出專為繁體中
文閱讀而生的電子書閱讀器mooInk，電子書市
場變成一個熱絡的市場。

龐文真表示，她不覺得國外業者進場來是
瓜分市場，她反而認為是擴大市場，每個業者
都開始努力宣傳自身服務，讓越來越多人理解
電子書服務的性質，也促使更多讀者加入，讀
者也會根據需求選擇適合的產品。

據讀墨資料，Readmoo目前與逾2100家華
文出版社及作者合作，以 HTML 5 網頁技術搭
配 「Readmoo 看 書」App， 並 推 出 繁 體 中 文
mooInk系列閱讀器，是目前台灣最大繁體中文
EPUB電子書服務商。

蘇貞昌南下彰化視察交通建設蘇貞昌南下彰化視察交通建設
行政院長蘇貞昌南下彰化芳苑鄉行政院長蘇貞昌南下彰化芳苑鄉，，視察台視察台7676線快速道路延伸到彰化二林段計畫推動進線快速道路延伸到彰化二林段計畫推動進

度度，，蘇貞昌指示蘇貞昌指示，，工作可分頭進行工作可分頭進行，，加快工作進度加快工作進度。。

免稅天堂放寬撤銷登記條件 KY公司暫鬆口氣

違規開車門肇事多違規開車門肇事多 時力立委擬提修法時力立委擬提修法
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近近55年因開啟車門不當的肇事件數達年因開啟車門不當的肇事件數達11萬萬50005000件件，，造成造成2323人人

死亡死亡；；他將提出修法他將提出修法，，若未依規定開關車門最高處新台幣若未依規定開關車門最高處新台幣36003600元元、、肇事更可處肇事更可處72007200元以下元以下
罰鍰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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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台中市肉品市
場原定自北區遷建至烏日現在
喊停，藍綠議員要求市府提出
具體遷建計畫，台中市經發局
表示，明年 6 月完成選址，台
中市長盧秀燕今天表示， 「一
定遷建」。

位於北區的台中市肉品市
場，前台中市長林佳龍時期，
預計自北區遷建至烏日區，因
地區居民抗議變更計畫，台中
市議會今天召開定期會，台中
市議員賴佳微、陳文政、蔡耀
頡質詢肉品市場遷建進度。

賴佳微指出，台中市肉品
市場已經變動完成，現已非市
場用地，沖洗運輸車的臭味四
處溢出，居民飽受臭味之苦，

要求台中肉品市場即刻關場。
陳文政指出，北區離交通

幹道遠、人口稠密，肉品市場
真的不適合繼續待在北區，希
望市府積極處理，訂出遷建的
明確日期，儘快完成遷建。

蔡耀頡表示，肉品市場的
運輸車路線行經屯區，運輸時
排泄物沿路傾瀉，居民飽受臭
味之苦，市府的專案報告中卻
未提出具體方案，要求提出具
體遷建的時間、地點。

盧秀燕表示，現有台中市
肉品市場太過老舊，周圍人口
密度過高，她自競選以來即提
出肉品市場遷建政見，肉品市
場一定要遷址改建，落實她對
市民的承諾。

台中市經發局表示，市府
原規劃在烏日打造現代化的肉
品市場，但考量烏日具有高鐵
、台鐵及捷運共構的交通優勢
，加上市府在烏日地區推動多
項重大公共建設及投資案，因
此停止遷建至烏日相關作業。

因地方未能形成共識，相
關環境影響說明書公開說明會
並未舉行，去年 7 月已暫停環
評作業，目前肉品公司已就適
宜遷場地點並進行可行性分析
評估，市府將審視鄰地土地使
用現況、交通可行性以及與現
有肉品市場區域的關聯性等，
預計 109 年 6 月完成選址作業
。

台中肉品市場遷建計畫 中市府109年6月完成選址

搶攻黑金商機業者結合咖啡文化推烘焙課程
(綜合報道）咖啡業者為搶攻700億黑金商機，紛紛出招，星

巴克今天宣布將在全台門市推出講座活動，由店內 「黑圍裙咖啡
大師」，帶消費者進一步領略咖啡文化。

要成為星巴克黑圍裙大師過程嚴謹，必須先完成Barista培
訓，歷經至少20次咖啡品評、8次茶瓦納系列品評後，才能獲得
參與考試的基本門檻。美國星巴克的黑圍裙咖啡師制度在2001
年帶入台灣市場，至今已有18年歷史。

咖啡已經與現代生活結合，發展特有的咖啡文化，上班族早
晨上班前來一杯醒醒腦，午餐飯後也喝一杯提神，繼續努力工作
。咖啡人口不斷往上竄升，商機湧現。

據統計，台灣每人每年平均喝掉140杯至150杯咖啡，粗估
台灣一年黑金商機高達新台幣700億元，而且還有很大成長空間
。

帶動台灣咖啡文化的重要轉折，就是美國連鎖咖啡品牌星
巴克於1998年正式進入台灣市場，今年星巴克在台灣已邁入第
21年，除了提供各式咖啡飲品，推廣精品咖啡文化是近年重要目

標。
結合文化與行銷策略，

星巴克今天宣布，將在全台門
市推出咖啡講座，以 「咖啡烘
焙工藝」為題，由門市夥伴帶領消費者認識咖啡文化。民眾在課
程中會透過圖像及品評練習，進而了解咖啡烘焙概論、沖煮咖啡
技巧，並親自體驗如何沖煮咖啡。

同時，星巴克也說，為了確保講座品質，將由培訓並經過
認證、穿著黑圍裙的 「咖啡大師」擔任講師；目前台灣有1200
位左右的黑色圍裙咖啡師，相關培訓認證制度是由全球星巴克制
定。

咖啡師在台灣有4個圍裙顏色，星巴克指出，一般員工是穿著
綠色圍裙（Barista），經過培訓和專業知識的考核後穿著黑色圍
裙（Coffee Master），若經過精品咖啡大師選拔獲勝，就可成為
棕色圍裙咖啡師（Coffee Ambassador），而且僅能在特殊場合或
需求才能穿著，另有一個紅色圍裙（Red Apron），是在聖誕節

時才會換上。
星巴克說，講座將提供不同烘焙程度的咖啡飲品，而黑圍裙

咖啡大師會教導民眾如何分析咖啡風味，體驗咖啡帶有充滿大地
的質樸氣息、異國辛香、或是堅果香氣的不同。

除了星巴克外，本土咖啡品牌路易莎則透過不同店型，提
升民眾消費體驗，除了親子友善、圖書館及烘豆坊等門市，更首
度跨界與遠傳電信合作，開設中壢實踐複合體驗門市。

路易莎表示，除了提供插座和小型聚會區塊外，更設置3大
數位體驗專區，消費者可以透過網路分享體驗遠傳提供的智慧居
家區、休閒旅遊區、影音娛樂區等全方位數位服務。民眾在啜飲
手沖單品咖啡時，也能融入數位與人文空間中，貼近更有溫度的
生活。

OLED手機面板若陷殺價 恐壓縮液晶面板市場
(綜合報道）經濟預測機構IHS Markit研究總監謝忠利今天表示，中國大路面板廠若刻意壓低

手機用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面板價格，將迫使以液晶面板為主的台廠面臨壓力。
謝忠利在台灣顯示產業研討會後受訪時指出，除南韓面板廠領先推出手機用OLED面板，中

國大陸面板廠也已量產OLED面板，並供應中國大陸手機品牌。因此，如果中國大陸面板廠刻意
壓低OLED面板價格，將原本給中高階手機採用的OLED面板提供給中低階手機採用，將壓縮液
晶面板在手機產品的價格。

他分析，台灣面板廠以液晶面板為主，OLED面板僅以實驗線水準生產，即便台灣生產手機
用液晶面板也已採內嵌式觸控技術，不需外掛觸控面板，又有低溫多晶矽製程技術，這些原本屬

高階手機的規格，萬一遇到陸廠拿目前屬於高階手機用的OLED面板殺價競爭，台廠原本高階手
機用的液晶面板恐怕就會被迫用在中低階手機。

他說，高清（HD）面板用傳統非晶矽液晶面板即可製作，但現在卻已有手機採用低溫多晶矽
面板，代表原本高階手機用面板已逐步降低身價，讓中階手機採用。

他認為，中國大陸面板廠生產OLED面板，有華為等多家手機品牌可以採用，中國大陸手
機市場龐大，足夠支持面板廠營運；台灣面板廠面臨強勢競爭，所生產液晶面板只能強化機構件
，甚至推出省電液晶面板這些有利基產品，才能在現實環境維持競爭力。

婚姻限一男一女修法婚姻限一男一女修法 民團籲立委勿偷走公投結果民團籲立委勿偷走公投結果
下一代幸福聯盟理事長曾獻瑩在立法院表示下一代幸福聯盟理事長曾獻瑩在立法院表示，，由國民黨立委黃昭順提案由國民黨立委黃昭順提案，，在民法中增訂婚在民法中增訂婚

姻應限定在一男一女之結合草案姻應限定在一男一女之結合草案，，獲跨黨派立委連署獲跨黨派立委連署，，也呼籲立委應依人民的意志立法也呼籲立委應依人民的意志立法，，切莫切莫
偷走人民的公投結果偷走人民的公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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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追本溯源至一百年前的上海，長久以來致力於為全球及美國華裔客群服務。我們擁有優秀的中文理財菁英
團隊，為您提供壽險和退休產品，以保護您的家人，和您的財務未來。同時，在無需另付額外費用的情況下，
我們還為您提供在生前就可以用到的福利和保障。

百年堅守，AIG為您的生活未雨綢繆。
現在，我們能隨時為您的悠長人生做好滿分的規劃！
希望改變職業方向？我們也能助力激發您的百分百潛能！

百年堅守，革新生活，承諾如一

AIG Financial Network 10111 Richmond Ave, Suite 200  |  Houston, TX 7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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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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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您為家人著想。您傳承舊傳統，同時也為家人建立新價值。您是

否想過，您最希望留給後代子孫什麼呢？

Dignity Memorial®是業界規模最大且最 值得信賴的殯葬與墓園服務公司。
不論您的 信仰與傳統為何，我們遍及全美的專業顧問 都將盡力協助您做
好生前規劃。Dignity Memorial為您留下希望一輩子的珍貴回 憶與價值。

DignityHoustonChinese.com
www.prepaidfunerals.texas.gov

傳統   傳承   對家人無止盡的付出

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 & Cemetery 

HOUSTON

281-497-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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