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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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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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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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lanecert.com       Email: info@lanecert.com
Phone:  323-488-0011, 832-539-3333, 972-268-7129     Cell: 682-333-3292 

洛杉磯分校：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54     
達拉斯分校：2850 W Parker Rd ,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達拉斯分校：2850 W Parker Rd ,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可提供F-1各專業
留學生CPT或OPT
實習崗位，表現優
良者提供H1-B機會。

無需任何專業背景，只需800小時的學習和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LaneCert Inc快捷培訓
是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擁有思科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兩大專家崗位的培訓，專業講師，
小班授課，幫助學生獲得CCIE認證。
學校還提供培訓，實習和就業

三位一體服務。

（（路透社路透社））

川普重啟川普重啟 享享 「「公共負擔公共負擔」」 不給綠卡
根據美國公民與移民局（USCIS）網站公告，川普政府

將開始追溯適用 「公共負擔」 （Public Charge）移民規定。
該公告指出，這項規定適用所有未來綠卡申請，以及2020年
2月24日以後，採用郵寄或電子方式申請或申訴綠卡的案件
。

移民局表示，全國禁令生效後提出的綠卡申請案件，如
果已經獲得覈准，將不受追溯適用影響。

根據川普政府2019年公佈的移民新規，在任何3年期間
，至少領取一項公共救助逾12個月的任何移民，將被視為
「公共負擔」 ，在申請綠卡時可能遭到拒絕。這些公共救助
包括Medicaid、糧食券、社會福利或公共住宅補助。

移民官員在決定是否讓移民入境，或發給合法身份時，
新規讓他們更容易拒絕可能依賴政府補助的移民。

川普政府在2019年宣佈這項規定後，立刻引發司法挑戰
。最高法院1月時以5-4解除全國禁令；當時聯邦上訴法庭
仍然在審理中。4月份，最高法院否決紐約州及其他州提出
的疫情期間封鎖規定的要求，准許公共負擔規定繼續生效。

聯邦巡回上訴法庭在8月12日裁定，除紐約州、康乃狄
克州、佛蒙特州以外，政府可在其他州對簽證或綠卡申請人
進行財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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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民主黨候選人鄭佩玲將於十一月三日
參加德州最高法院法官之競選，我們要全力支
持這位勇於站出來華人律師，且不論成敗，她
已經是我們華裔的第一人。

鄭佩玲在休士頓居住多年並於二千年畢業
於南方法律學院，已有二十年的法務经驗，並
在社區參與過許多志工工作，始終不忘記自己
對社會應有之責任。

參政競選是一種犧牲奉獻，我們覺得亞華
裔社區已経有許多專業人才，但在參加政治及
社會主流之活動還是不夠，我們必須認清權利
是靠爭取來的。

大選日期已近，十月五日前大家必須做選
民登記，並希望大家可以參加提早投票不必等
到十一月三日當天，讓我們大家有錢出錢，有
力出力，把鄭佩玲推上德州最高法院寶座。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99//2323//20202020

Kathy Cheng will represent the Democratic Party
running for election for the Place 6 Judge of the
Texas Supreme Court. She is on the ballot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on November 3, 2020. She
advanced from the Democratic primary on March
3, 2020. She defeated Larry Praeger in the
Democratic primary for Texas Supreme Court
Place 6 on March 3, 2020.

Kathy was born in Taiwan and lives in Houston,
Texas. She earned a B.S. from LSU and got her
law degree at South Texas College of Law in 2000.

She has volunteered with the League of Woman
Voters of the Houston Area.

Kathy was interviewed on STV yesterday and
talked about her vision. She wants all Asians to go
out and vote. Even if we are only 4%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this 2020 election, we can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minority voting block.

We all should give full support to Kathy Cheng.
She is the one who will bring a voice to our
community.

We are so happy that a candidate like Kathy has
become a good role model for our younger
generation.

LetLet’’s Support Kathy Chengs Support Kathy Cheng我們大家來支持鄭佩玲我們大家來支持鄭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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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美國總統大選雖是全民投票普選, 但贏得
普選不一定能拿下總統寶座, 四年前希拉蕊就
是活生生例子, 他在全美比川普多得三百多萬
票, 卻因少數關鍵搖擺州（Swing state)輸給
川普，所以一張選舉人票都沒獲得, 今年拜登
有可能會步希拉蕊之後塵嗎 ? 以目前的情況
來看, 拜登與川普在搖擺州所獲得的支持率都
在伯仲之間,這些搖擺州還在搖擺不定,除非未
來一個多月內拜登能拉大與川普的距離, 否則
他不無可能走上希拉蕊的不歸路!

4年前希拉蕊輸得真是很冤枉, 因為她原
本一路遙遙領先川普, 但因為俄羅斯介入大選
, 在關鍵時刻以駭客入侵揭露了希拉蕊私郵,加
上選前11天FBI局長柯米宣稱要調查希拉蕊
而重創了她的選情, 希拉蕊在兵荒馬亂之際,
竟然在6個搖擺州全部都輸了,而且在密西根
州、賓州和威州她只輸了0.2%至0.8%,佛州
只輸了1.2%,內布拉斯加只輸2.4%,亞利桑那
州只輸3.8%,北卡州也只輸了3.8%,她輸給川

普最多的喬治亞州也只有5.3%的差距,所以
118張選舉人票全部被川普拿走, 她自己只得
了44張選舉人票, 希拉蕊明顯是被搖擺州打敗
, 這種贏者全拿的選舉方式的確有待商榷, 因
為那並不能顯示出票票等值, 住在大州如紐約
和加州選民的票值遠不如小州如懷俄明州等選
民的票值, 如何改進更公平的選舉方式的確值
得研究。目前川普與拜登在搖擺州的支持率不
分上下, 川普在俄州、愛州、北卡州和喬州略
為領先，拜登則在佛州、亞利桑那州、賓州和
威州等地勝出，但兩人差距不大, 勝負難測,
他們的競選方式除大量廣告文宣外,川普陣營
以登門拜訪選民為主，而拜登陣營則是透過電
話網路拉票, 各有優劣。

由於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驟世以及共
和黨執意提前補上她的人選, 罔顧選民參與權
利, 有可能影響到川普選情, 但總統大選常發
生的10月驚奇未到, 所以11月3日的選舉尚
難預料！

李著華觀點︰搖擺州還在搖擺

白羅斯總統 盧卡申科(Alexander Lu-
kashenko)在星期三宣誓就任他的第6個任期
，不過宣誓典禮相當草率，由於群眾上街頭
抗爭，並且歐盟國家也不承認其地位，所以
他是在低調的在總統府裡就職。反對派人物
希望，群眾不要服從這非法總統，持續在街
頭抗議。

據官方通訊社貝爾達(Beltra )的報導說，
就職儀式稍早在首都明斯克舉行，數百名政
府高級官員出席。盧卡申科宣誓稱 「為白羅
斯共和國人民服務，尊重和保護民眾和公民
權利和自由。」 隨後，中央選舉委員會負責
人將白俄羅斯總統的證書交給了他，完成了
儀式。

這位現年66歲的白羅斯領導人表示，
「目前國家遇到全球危機，需要穩定的環境
與國家安全，我不能，也無法放棄白羅斯。
」 他指的危機包括COVID-19疫情，以及外
國勢力的介入。

地方媒體報導，眾多的抗議者，舉著紅
白色的反對派旗幟，開始在首都聚集，包括
至少3所大學的學生也加入抗爭，並透過社
交媒體串連，呼籲晚上進行大規模抗議活動
。

有些人高呼 「薩沙(Sasha)你出來，我們
是來向你表示祝賀的！」 ，薩沙是盧卡申科
名字的小寫形式，等於是小名。

反對派政治人物帕維爾‧拉圖斯科
（Pavel Latushko）說，盧卡申科的宣誓就職
，就像是一場 「小偷聚會」 。

拉圖斯科在社交媒體上說 「歡呼的群眾
在哪裡？道賀的外交使團在哪裡？很明顯，
盧卡申科只是OMON（防暴警察）的頭領，
靠著謊言上台的傢伙。」

拉圖斯科呼籲，有骨氣的白羅斯公民們
，採取 「無限期的公民抗命行動」 。

德國重申，並不承認盧卡申科是合法總
統，並呼籲歐盟盡快商定制裁措施。

立陶宛外交部長林科維修斯（Linas
Linkevicius）在推特上說： 「這真是一場鬧
劇，他的非法身份是一個事實，要是一意孤
行將帶來苦果。」

不過，老大哥俄羅斯支持盧卡申科，普
丁向盧卡申科提供了15億美元的貸款，並且
兩國正在白羅斯舉行 「斯拉夫兄弟會」 的防
禦演習。在演習期間，俄羅斯傘兵部隊跳傘
到白羅斯境內，可以視為俄軍已進入白羅斯
境內。

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爭議中就職 反對派呼籲繼續抗議

英國王室核心成員向來謹守分寸，堅持中立
，不介入政治，但梅根和夫婿哈利大談逐漸逼近
的美國總統大選，引發了強烈反彈。

據《每日郵報》（Daily Mail）2３日報導，
哈利告訴美國選民，要拒絕仇恨言論，錯誤信息
和網路酸言酸語。另一方面，梅根則說，這次美
國總統大選是 「我們這輩子最重要的選舉」 。他
們還力促美國民眾，要行使投票權。

哈利在加州豪宅為《時代》雜誌年度百大最
具影響力人物（TIME 100）錄製的影片中坦承，
他並不具備美國大選投票資格，在英國也從來沒
投過票。事實上，按照英國王室一貫傳統，王室
成員應該要超脫政治。

雖然英國法律並未明令禁止王室成員投票，
但一般認為，王室超脫政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而王室成員也從來不藉由投票，或是其他任何方
式參與選舉。不過，自從梅根夫婦淡出英國王室
，遷居北美走自己的路後，就默默擴大了政治參
與度。

儘管梅根和哈利並沒有為任何候選人背書，
但他們介入大選，引發了觀眾批評，說那不關他
們的事。 「為什麼英國王子和他老婆要介入美國
大選？當初我們打了一仗，不就是為了要結束大
英帝國干預嗎？」

另一位觀眾說，由於梅根嫁入英國王室前猛
批川普， 「顯然」 他們夫妻支持拜登，但對英國
王室成員來說，這介入是令人無法接受的。還有
人說， 「英國王子憑甚麼能鼓勵美國公民在美國
大選中投票？怎麼能容許這種事發生？」

梅根哈利暢談這輩子最重要的選舉 犯了英王室大忌

（中央社）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表示，18
日晚間主動致電台中市長盧秀燕，雙方達成共識
以 「智慧來解決」 台中巿政風處長詹政曇人事案
，後續由中市府舉行詹的宣誓布達就任。

台中巿政府說，下午二時由市長在公開活動
中說明政風處長人事案。

蔡清祥上午出席嘉義舊監活動，接受媒體訪
問時指出，18日晚間主動致電台中市長盧秀燕
，除關心盧的腳傷外，雙方就詹政曇人事案交換
意見，達成共識以 「智慧來解決」 ，後續由台中
市府舉行詹政曇的宣誓布達就任。

蔡清祥指出，考量不能耽擱全國政風主管調

派，所以在7月16日依原來規劃調派詹政曇接
任，他相信13職等的詹政曇適任主管，雖然當
初盧秀燕是屬意副處長許金來直升。

台中市政風處長詹政曇上任至今未布達。台
中市長盧秀燕多次表示，靜待法務部提名單一起
協商。

台中市議會26日即將開議，民進黨市議會
黨團總召陳世凱表示，若當天出席還是政風處副
處長許金來出席，黨團將要求市府尊重市議會，
要求許金來離開，讓法務部已派任政風處長詹政
曇出席。

中市政風處長人事案 蔡清祥盧秀燕達共識

（中央社）新竹縣遠東化纖公司新埔廠北廠區，今天廠區傍晚發生熱媒油洩漏情形，導致油臭
味逸散至鄰近地區，而晚間傳出起火，竹縣消防局表示，目前已控制火勢，無人傷亡。

新竹縣消防局表示，今天晚間約9時30分，接獲新埔鎮遠東紡織工廠發生火警，現場道生油槽
燃燒，目前已將火勢控制，至於起火原因，仍待後續釐清。

新竹縣環保局表示，傍晚約5時30分許，接獲遠東化纖公司新埔廠通報，在北廠區內有洩漏熱
媒油情形，已在第一時間布置水線沖淋。不過，因油氣逸散，造成新埔、湖口、新豐、竹北等地區
，都可聞到化學惡臭味。

環保局指出，因洩漏的熱媒油尚有餘熱，持續到晚間，仍有氣味飄散到周邊地區，由於味道惡
臭，引起民怨，將進行污染確認、監測，後續會針對廠區疏失進行開罰。

遠東化纖新埔廠火警 消防局：控制火勢無人傷亡

（中央社）新北市一名姚姓男子去年在PTT留言 「果凍怎麼會是垃圾？連垃圾都不如」 等語，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不滿提告公然侮辱。法院認定 「果凍」 是指郭台銘，判處罰金8000元，可
上訴。

姚男去年10月17日在 「PTT 網站」 政黑板上，看見一名網友發表的文章 「葉元之真他媽有梗
XDD」 ，便以自己的帳號推文稱 「果凍怎麼會是垃圾？連垃圾都不如」 。郭台銘認為姚男的留言貶
損他的社會評價，向刑事局提告。

新北地檢署偵辦時，姚男否認犯行，辯稱： 「誰說果凍一定是郭台銘，我沒有指名道姓，我不
是在罵郭台銘；我不喜歡果凍，果凍是垃圾食物，果凍常常噎死人。」

檢方認為， 「果凍」 一詞是郭台銘有意代表國民黨角逐2020總統大選之際，支持者幫他取的
別稱，甚至有出版品 「從郭董到果凍：相信郭台銘」 一書，網路資料也查得到。

檢方認為， 「果凍」 指 「郭董」 ，乃全國具有一般智識者均知悉事情，姚男具有社會經驗者，
亦無特殊原因，豈可能不知，其所辯顯悖於常情，應不可採。

檢方起訴後，新北地方法院審理時認同檢方理由，認為姚男犯後態度不佳，且未能與郭台銘和
解，郭台銘的代理人也表示不需調解、依法處理，因此法院依公然侮辱罪判處姚男罰金新台幣
8000元，得易服勞役8天，可上訴。

（中央社）高雄鳳山昨天凌晨發生街頭追
車械鬥，警方當晚逮捕22人，法院裁定吳姓主
嫌收押。針對警方當時迅速清理案發現場，遭
疑粉飾太平，高雄警察局長劉柏良表示會檢討
，持續擴大追查。

鳳山區五甲三路昨天凌晨有多名青少年聚
眾滋事，現場2人受傷送醫，警方初步逮捕12
人。經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昨天晚上
8時許，共逮捕22人到案，其餘共犯仍在追查
中。

不過，針對媒體質疑警方昨天凌晨到場後
，竟是先急著清理案發現場。高雄市長陳其邁
上午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現場蒐證或搜查都

必須符合相關法令，第一時間也須向民眾說明
，將就這部分檢討。

劉柏良說明，高市前鎮分局前天晚上獲報
後就已經前往盤查，並發現公園有10名青年，
但因沒有其他事證，盤查完後就讓這些人走，
但約一個小時半後就在鳳山發生此案。

他表示，警消趕到現場後除救助傷患，也
將現場跡證帶回派出所保全，過程當中並透過
現場監視器畫面發現前鎮分局盤查情事，也在
拿到車號名單後陸續逮捕22人到案。

劉柏良指出，高雄市警局絕不容許街頭暴
力，一旦發生將在最短時間內查緝到案，此案
也還會持續向上調查，擴大偵辦。

街頭械鬥案遭質疑粉飾 高雄警局長劉柏良允檢討

瘦肉精美豬進口 民團憂流入弱勢家庭餐桌瘦肉精美豬進口 民團憂流入弱勢家庭餐桌
家庭主流化聯盟家庭主流化聯盟2323日召開日召開 「「瘦肉精美豬誰會吃最多瘦肉精美豬誰會吃最多？？為弱勢家庭請命為弱勢家庭請命」」 記者會記者會，，指政府未指政府未

經完整的風險評估就開放瘦肉精美豬進口經完整的風險評估就開放瘦肉精美豬進口，，恐讓台灣的弱勢家庭成為瘦肉精美豬的人體試驗場恐讓台灣的弱勢家庭成為瘦肉精美豬的人體試驗場。。網友留言果凍是垃圾法院認定是罵郭台銘判罰8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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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希臘現詐騙團夥新套路
老年人成作案目標

綜合報導 希臘近期出現多起針對老年人的詐騙事件。犯罪

嫌疑人通過利用老年人警惕心不強的特點，偽裝身份騙取信任

，然後實施犯罪活動。目前，多起案件已告破，警方調查活動

仍在持續。

當地時間9日下午，2名男子在希臘色雷斯地區的村莊偽裝成電信局

員工行騙，僅幾小時後，即被當地警方抓獲。

據報道，其中壹人偽裝成電信局技術員實施入室盜竊，另壹人則在

他們的車中等候。第壹起案件中，壹名老人在被偷走2000歐元後立即報

警，警方在幾個小時內即鎖定了這2名男子。

然而，就在警方調查期間，這2人又從第二名老人家中騙走了500

歐元。警方在確定2名男子特征後發出了提醒，之後的3名老人都認出

了騙子，並在他們行騙前就把他們趕出了家門。

目前，警察已將這2名男子的相關卷宗提交給了色雷斯壹審法院的

檢察官。

另外，希臘沃洛斯安全警察近日通過調查，發現了壹名冒充教區特

使的女騙子。該女子謊稱教區需要財政資助，通過售賣仿制的教堂聖像

的方式，從2名老人身上騙得了1150歐元。在她又壹次企圖行騙時，受

害者識破了騙局，並向警察提供了線索。目前，這名女子已被拘捕，將

在沃洛斯接受相應審判。

秘魯新冠確診總數居全球第五
僅次於美印巴西俄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發布的疫情報告顯示，與前壹日報告相比，

秘魯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6314例，累計確診病例達到756412例，確診

總數全球第五，僅次於美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該國單日新增死亡

137例，累計死亡31283例。

報道指出，秘魯過去 24 小時新增病例為 957 例，另外 5357 例

為調整補增。目前，該國仍有 9400 人住院接受治療，已有 600795

人康復。

秘魯國家博彩業協會(Sonaja)主席費爾南多· 卡爾德隆表示，該行業

正在等待政府啟動經濟復蘇第4階段，衛生部批準恢復其業務的衛生協

定書。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秘魯博彩業在過去六個月的收入銳減

，導致國家損失了1.5億索爾的稅收。

卡爾德隆指出，秘魯博彩業每年向國家納稅4億索爾，其中3.1億索

爾交給省和地區市政府，以及秘魯體育研究所和外貿旅遊部，其余9000

萬索爾為選擇性消費稅(ISC)。

在就業方面，卡爾德隆報告說，賭場提供8.7萬個直接工作崗位和2

萬個間接工作崗位。但自3月16日賭場關閉以來，保安人員、接待員和

操作員以及老虎機技術員和專家壹直在失業，因為沒有任何商業收入，

也沒有得到秘魯政府或旅遊部門的任何支持。

卡爾德隆表示，博彩業對經濟復蘇第四階段的正式到來感到樂觀，

因為社會“需要開放”，正在等待衛生部長馬塞蒂批準衛生安全協

定書。根據外貿旅遊部的規定，在第4階段重新開放後，每家賭場只能

接待總容量的50%，每臺機器之間的社會距離為1米，所有人和機器都

要經過消毒，賭場停留期間要戴口罩，賭場內部不得出售飲料、烈酒和

食品，也不得吸煙。

加拿大累計病例數突破 14萬
多倫多等地重新收緊人員聚集規模

綜合報導 在新冠感染者新增病例數

持續回升的壓力下，加拿大人口第壹大

省安大略省9月17日宣布在多倫多等地

重新收緊人員聚集規模，並將對違令者

課以重罰。加拿大累計報告病例數也在

這壹天突破14萬。

按照安大略省的新規，自9月18日

起，在8月中旬以來疫情反彈勢頭明顯

的多倫多、渥太華、皮爾三個地區，室

內活動或聚會的人員最大規模須從50人

降為10人，戶外活動或聚會人數上限則

從100人降至25人，且不允許將室內和

室外人員上限進行累加計算。

但新的限令不適用於酒吧、餐館、

影院、宴會廳和學校等場所。

違反限令的活動組織者將被處於最

低1萬加元罰金，活動參加者則會被罰

款至少750加元。安省省長道格· 福特說

，這壹罰款力度是全國最高的。

目前安大略累計病例數占全國的逾

32%。近日該省每日新增病例300例上下

。17日報告新增的293例中，約70%屬於

40歲以下人群。

在西海岸的不

列顛哥倫比亞省，

新增病例數近來也

明顯上揚。該省17

日宣布啟動壹項面

向 12 年級以下孩

子的新型樣本采集

項目，即通過漱口

水而非鼻咽拭子采

樣，令采樣過程更

為舒適。該省表示

，這種新型大規模采樣方式在全球範圍

內亦屬率先推行。該省首席衛生官邦妮·

亨瑞同時呼籲公眾堅守防疫要求，聚集

人數不要超過6人。該省已要求夜總會

暫停營業，且禁止商家在晚上10點之後

售酒。

在另壹個疫情重災區魁北克省，餐

館等場所被禁止在午夜12點之後出售酒

類。該省累計病例數占全國總數的約

47%。

截至 9 月 17 日晚，加拿大累計報

告病例 140867 例。其中 123109 例已康

復，占總數的 87.4%；相關死亡 9200

例，占總數的 6.5%；尚有活躍病例

8558 例。

加拿大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17日

在壹份聲明中說，新病例持續增長之勢

令人擔心，“隨著病毒持續傳播，情況

可能迅速變化，我們有可能失去將新冠

病例數保持在可控水平的能力。”

希臘總理對疫情後投資前景表信心
將支持企業渡過難關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證券交

易所舉辦的第15屆年度希臘路演上，發

表了講話。他表示，希臘有希望在新冠

疫情過後成為吸納全球資本投資的國家

之壹，同時表示政府的主要目標仍是保

護公民的健康。

米佐塔基斯對政府迄今為止的工作

進行了簡要的總結，並做出了有關疫情

工作的承諾。他的發言主要涉及了以下

幾個方面內容：

保護公民健康
米佐塔基斯表示，目前民眾的健康

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首位。當希臘和其他

歐洲國家壹樣在8月至9月初經歷第二波

疫情的時候，希臘政府及時采取了壹系

列限制措施。他肯定了迄今為止希臘政

府防疫政策的做法和成效，並對疫苗的

發布抱有樂觀的態度。

支持企業渡過難關
米佐塔基斯表示，將繼續在必要時

為企業提供商業貸款。同時更要激勵企

業在政策性保護下，不僅要維持生存，

更要謀求發展。

促進就業
米佐塔基斯在發言中兩次提到了促

進就業的措施。他提出，壹方面，對於

現有企業，要通過壹定的保障措施或類

似方案保證企業不裁員，工作崗位不流

失，員工不失業；壹方面，對於新創企

業或發展中的企業，政府將在6個月的時限

裏，全額支付新增工作崗位的保險金，以

推動工作崗位的增加，從而促進就業。

減免稅收
從2021年起，希臘企業雇主和雇員

支付的保險金將減少7.5%，同時將停止

團結稅的收繳。

吸引外國投資
2020年夏天，希臘成功完成了同歐

盟之間的7500億歐元復蘇基金的談判。

預計在六年內，希臘將獲益約320億歐

元，相當於希臘GDP的17%以上。同時

，希臘將希望進壹步通過國內經濟結構

性改革，吸引外部投資。

米佐塔基斯在講話的最後表示，新

冠疫情的流行打亂了這屆政府的既定計

劃，但信任往往是在艱難時期獲得的。

他指出，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希臘

的經濟正在強勁復蘇”。疫情暴發後，

多位分析師急於將希臘重新分類至經濟

發展水平和前景較低的國家，然而“上

半年的數據已經表明，這些預測是草率

而錯誤的”。他“相信全球資本將向流

向對這次疫情處理得當的國家，而希臘

就是其中之壹”。

腦洞大開？
日本宇都宮推出餃子形狀口罩

綜合報導 隨著新冠疫情

蔓延，佩戴口罩日益成了日

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壹件事

。近日，日本國內以“餃子

城”著稱的栃木縣宇都宮市

，推出了壹種設計成餃子形

狀的口罩。

據報道，在當地有壹個

名為“宇都宮餃子會”的組

織，這是壹個由大約80家餃

子店等加盟的行業協會，該

組織從8月底開始推出“宇都

宮餃子口罩”。

報道稱，這種口罩用棉

布制成，外側的褶子形狀讓

人 聯 想 到 餃

子 的 褶 子 ，

另 外 還 印 有

代 表 宇 都 宮

的 “ 宇 ” 字

。 口 罩 內 側

用 抗 菌 加 工

的 紗 布 縫 制

， 顏 色 也 被

設 計 成 當 地

餃 子 的 米 色

和棕色兩種。

據介紹，

這 種 口 罩 每

只售價 980 日

元 (約合人民幣 63 元)，在

實體店鋪和網店均有售。

目前，實體店鋪的銷量為

每天 20 只左右，而在網店

，每周銷量能達 300 多只，

該組織正在研究增加口罩

產量。

壹位家住宇都宮市的40

多歲女顧客在實體店鋪購買

了這種“餃子口罩”，她

說，“我今天才知道這種口

罩，覺得很有意思，我想送

給遠方的朋友。”

宇都宮餃子會理事鈴木

章弘說，“現在佩戴口罩已

經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

認為口罩也該逐漸彰顯個性

。不僅可以吃餃子，還能佩

戴餃子口罩，願餃子常伴大

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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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僅剩下不到50日，總統
川普與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將於29日舉行首場總
統大選辯論，屆時川普與拜登終於 「王見王」
；而辯論委員會宣布，此次大選辯論將聚焦在
數個主題，其中又以新冠疫情、大法官人選以
及種族爭議等議題最受關注。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首場辯論會
將於29日在俄亥俄州的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舉行，屆時將由
福斯新聞台主播華勒斯（Chris Wallace）主持
，其中辯論會將分成6個主題討論，分別是川
普與拜登的過往、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
新冠病毒、經濟、城市中的種族與暴力以及選
舉的公正性，整場辯論將分為6個15分鐘的片
段。不過，辯論主題仍可能會依未來新聞時事
走向改變。

報導指出，對於首場辯論，川普與拜登陣
營皆已摩拳擦掌，做好準備。川普曾在本月對
於辯論表示，靠著每日工作， 「我每天都在準
備辯論」 ， 「我每天要到處趕行程，而我看著
這傢伙坐在家，然後我想 『或許我做錯了』 」
。

拜登也表示，對於與川普面對面辯論早已
期待已久， 「要他當場替許多事負責」 。他先
前曾表示，自己了解如何處理川普的霸凌，雖
然這場辯論將相當艱困，但希望自己不要與川
普這傢伙打爛戰，並預測川普只會在辯論會上
大吼大叫。

另外，在最近一次多家美國民調公司針對
大選的全國民調上，川普逐漸拉小與民主黨對
手拜登的差距，不過曾讓川普入主白宮的關鍵
搖擺州，如今民調顯示全為拜登領先。

川普拜登面對面較量 首場辯論三大議題曝光了

美國因新冠病毒病歿人數於22日突破20萬
人大關，雖然總統川普稱 「原本可能死300萬
」 故自認自己防疫表現良好。不過，對此，外
媒指出占全球人口數僅4%的美國，至今占全球
新冠死亡人數已高達21%，專家表示，疫情爆
發起才剛進入9個月，至今仍未有減緩跡象，
加上研究人員對新冠併發症才剛開始了解，實
際死亡人數恐更多，20萬的里程碑 「恐怕只是
冰山一角」 。

美媒《CNBC》報導，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全球追蹤疫情地圖網站顯示，美國不論在確
診與死亡人數上皆排名全球首位，讓美國陷入
對抗疫苦戰，死亡人數更是超越一次世界大戰
與越戰，特別是過去4個月的死亡人數節節攀
升；此外，在每10萬人中，美國就有61.09人
死亡，讓美國因新冠死亡率在全球排名第11。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指出，美國
每日新增確診數也令人憂心，在過去一周內，
美國平均每日通報新增確診4.3萬人，比前兩周

高了19%，同時每日死亡人數超過750人。對
此，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全球衛生和公共衛生所
長莫瑞（Christopher Murray）對於死亡超過
20萬不感到驚訝，並表示最糟糕的還沒來，雖
然醫生逐漸找出針對疫情的新治療方式與策略
，但流行病學家擔憂如果病毒在冬季加速傳播
，死亡數恐仍會攀升。

另外，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
（IHME）預測，若美國疫情未改善，至年底死
亡人數恐來到41萬人；而在冬季影響下，若地
方政府未能落實相關防疫限制，死亡人數恐還
會倍翻到62萬人。

美國病原體預防專家和傳染病流行病學家
席拉瑪德（Syra Madad）指出，疫情爆發迄今
才9個月，而研究人員才剛始了解新冠病毒引
起相關的併發症與後遺症，當前的死亡統計無
法了解真實的新冠死亡人數， 「我們僅看到是
冰山一角」 。

美新冠死20萬 專家：只是冰山一角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柏格18日病逝，總統川普今天表示他將在26日宣布繼任人選。由於
共和黨參議員羅姆尼表示會跟著程序走，川普提名的人選幾乎確定可在參院過關。

熟悉程序的共和黨人透露，川普偏好的人選是芝加哥聯邦第7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巴瑞特
（Amy Coney Barrett）及亞特蘭大第11巡迴上訴法院法官拉哥亞（Barbara Lagoa）。

儘管有兩位共和黨參議員認為參院不應在11月3日總統大選前表決川普提名的人選，但由於
共和黨在參院掌握53席對47席的優勢，仍可在大選前表決這項人事案。

川普已表示： 「最後的表決應在大選前進行，我們有充裕的時間處理這項任命案。」
需有至少四位共和黨參議員反對，才有可能阻止表決。
一些民主黨人原寄望經常批評川普的羅姆尼（Mitt Romney）拒絕投票。溫和派共和黨參議

員賈德納（Gory Gardner）也已表示會跟著程序走。
美國最高法院共有9名成員，為終生職，因此金斯柏格（Ruth Bader Ginsburg）逝世，讓總

統川普有機會第3度任命新的大法官，擴大保守派在最高法院的多數優勢。川普提名的新人選若
獲參議院同意，9名大法官中，保守派將增為6人。

川普26日宣布新大法官人選 幾確定可在參院過關

美國《富比士》（Forbes）網站22日報導，1本踢爆白宮內幕的新書揭露，美國第一家庭和台
灣官方可能存在不為人知的利益交換。該書揭露，美國總統川普女婿兼顧問庫許納任職白宮期間，
曾向台灣官方持股的兆豐銀行借貸高達5000萬美元。

《富比士》資深編輯亞歷山大（Dan Alexander）撰寫的新書《白宮公司》（White House,
Inc.，暫譯）踢爆，庫許納與生意夥伴於2015年斥資2.75億美元，買下位於紐約布魯克林區的1間
舊倉庫，並改建為住宅，為此庫許等人還共同承擔了1.75億美元貸款。

2017年，川普入主白宮後，庫許納出任白宮高級顧問，這筆貸款亦於同年分拆。作者取得的
財務資料顯示，兆豐銀行借給庫許納5000萬美元。

作者指出，兆豐銀行的母公司兆豐金控，有26％股權是官股，且其董事會多由財政部官員組
成。

亞歷山大在書中寫道，先前從未有媒體報導庫許納與兆豐銀行的借貸關係， 「這代表與台灣政
府相關的海外銀行，對總統高級顧問和第一家庭成員握有一些影響力，但迄今外界卻對此毫無所知
」 ；庫許納此舉也 「可能讓美國與台灣和中國的外交關係更加複雜」 。

據報導，美國《資訊揭露法》規定，公務員只須申報個人名下債務，不用申報持股公司的債務
，所以依法庫許納確實不需申報這筆貸款。針對新書內容，目前庫許納和他旗下的公司都未出面澄
清或說明。

美新書踢爆美新書踢爆川普女婿向台灣官股兆豐銀秘密借貸川普女婿向台灣官股兆豐銀秘密借貸50005000萬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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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

加22日出席“人民幣定

息 及 貨 幣 網 上 論 壇

2020”時表示，因應新

冠病毒疫情對經濟的威

脅，美國聯儲局以前所未

見的方式向市場提供流通

量，令美元充斥市場，推

高資產價格，美元目前主

導全球市場，其地位仍無

法取代。不過投資者在未

來或會關注不能再單一依

賴美元系統，人民幣有需

要加快國際化，而香港需

要準備隨時提供幫助。並

認為，香港最有機會成為

下一個貨幣市場中心。

人幣國際化 港需隨時提供協助
李小加：香港最有機會成下一個貨幣市場中心

李小加表示，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人口
和經濟發展最高最快，中國想要在全球市場有地

位，就要令人民幣國際化，令更多投資者可以參與。
而香港必須在內地改革時準備就緒，不能坐下來等待
改變，而是在事前完善整個機制，成為固定收益貨幣
市場的其中一個國際中心，不能只單靠“債券通”。
債券通現時專注在現貨債券，與全球趨勢不一致，因
為全球正走向低息，債券等定息產品收益率甚至不足
以覆蓋交易成本。

需把握機會 建立相關基建
債券通因內地債息與全球市場的套息機會而活躍，

但可以預期息差只會收窄，香港必須如其他市場發展衍
生產品、結算以至交易後服務。他說，當中國決定人民
幣國際化，必須與外地建立合作關係，香港不應錯失機
會，要自行建立或與其他合作夥伴建立相關基建。他又

認為，中國已經擁有龐大的在岸定息及貨幣市場，但仍
然封閉，而香港是合適地方建立定息及貨幣中心。港交
所早於七年前就開始籌備，目前生態系統已有雛形，而
三年前開展的債券通亦取得非常大成效，預計今年平均
每日交易量達到200億元人民幣，為推出初期的10倍。
他說，香港需做更多以支持人民幣國際化，不斷實驗
新產品，並積極推動將中國債市加入富時指數，未來港
交所亦會繼續投資，目前正與有關當局討論，將中國債
券市場納入富時指數，未來會積極發展定息業務，促進
有關金融生態系統建設。

或伺機再引入國債期貨合約
李小加續指，目前地緣政治局勢緊張，面對中西

方關係加快脫鈎、全球化速度減慢等問題，不少人質
疑香港定息產品及貨幣市場的發展將受影響，而且定
息市場仍由西方主導，加上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貨

幣，香港作為新的固定資產及貨幣市場新參與者會面
對很大挑戰。不過他指出，雖然香港沒有自由匯價、
匯率，也非最大的美元中心，不是“天然的貨幣市場
中心”，但人民幣國際化令香港最有機會成為下一個
貨幣市場中心，雖內地有很龐大、已建成的境內定息
和貨幣市場，但當內地認為國際化市場需要不同的制
度和生態時，香港有望突圍而出。而衍生產品對定息
及貨幣市場十分重要，當完成一系列亞洲市場衍生產
品後，港交所計劃再次引入國債期貨合約，並確保香
港是中國國債期貨產品的首個境外市場。

事實上，港交所曾於2017年4月推出中國國債期貨
合約，但成交相當冷清，兩張上市合約“HTF1706”及
“HTF1709”首掛當日合計成交不足300張合約；其後
1709的日均成交亦不足100張合約，日均持倉約莫350
張合約。然而，港交所以“債券通”開通為由，於同年
年底暫停國債期貨試點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
敏) 工商銀行金融市場部代理
交易處處長朱瑾鈺22日出席港
交所人民幣定息及貨幣論壇上
表示，為進一步開放內地債券
市場，內地應加深與海外的債
券互通。隨着內地債券納入指
數，市場對中國政府債券
(CGB)需求日趨增加，內地商
業銀行將可使用CGB期貨。
如內地政府允許國際評級機構
為銀行間債券市場提供評級服
務，將改善債券市場的信用評
級。此外，澳新銀行北亞區金
融市場部總經理黃柏堅認為，
如果中國政府債券可用作抵
押，將提供更多便利予衍生品
的交易，提高價值，但認為銀
行需要小心處理相關的安排和
實施。東方匯理銀行董事總經
理及亞洲外匯及新興市場交易
主管胡文濤表示，一個中間、
客觀的精算服務於人民幣國際
化中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如果
沒有一個清晰的精算服務，就
會存在很大的風險。如果銀行
能夠進行場外清算，對交易將
有好處，而香港的場外結算公
司(OTC)是第一個可進行跨貨
幣掉期清算的服務，相關交易
量亦在不斷增加。

另外，疫情亦加快了金融
數碼化的進程，Tradeweb亞
洲總裁及常務董事蔡禮任指
出，定息和貨幣方面的自動化
其實一直都存在，不過在疫情
下數碼化更加被廣泛運用。森
浦固定收益專家團隊總監周瑤
亦指，疫情前企業的投資及營
運資金均於線下進行，疫情後
人工智能科技將其帶到線上，
並加強市場了解及運用相關科
技的必要。

香港如何為人民幣
國際化做準備

■香港應成為固定收益貨幣市場其中一個國
際中心

■不能只單靠“債券通”
■港交所有意再次引入國債期貨合約，為首

個境外市場
■港交所應發展衍生產品、結算以至交易後

服務
■積極推動將中國債市加入富時指數
■港交所繼續促進有關金融生態系統建設
■香港應自行建立或與其他合作夥伴建立相

關金融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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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國
債
需
求
日
增

■ 李小加稱，人民幣
有需要加快國際化，
而香港需要準備隨時
提供幫助，並認為，
香港最有機會成為下
一個貨幣市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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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規培育關鍵領域核心技術人才
教育部擬“十大專項行動”改革研究生教育 解決國家“卡脖子”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9月22日下
午在京主持召開教育文化衞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
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就“十四五”時期經濟
社會發展聽取意見和建議。他強調，黨和國家高
度重視教育、文化、衞生、體育事業發展，黨的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就此作出一系列戰略部署，各
級黨委和政府要抓好落實工作，努力培養擔當民
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
建設，大力發展衞生健康事業，加快體育強國建
設，推動各項社會事業增添新動力、開創新局
面，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
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
席座談會。

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
座談會上，北京師範大學黨委書記程建平，

北京大學校長郝平，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
究院院長馮驥才等10位教育、文化、衞生、體育
領域專家和代表先後發言，就教育改革和發展、
文化傳承和創新、衞生人才隊伍建設、全面建設
體育強國等提出意見和建議。習近平同每一位發
言代表深入交流，詢問有關情況，就一些工作和

問題進一步聽取意見、進行評點，現場氣氛熱烈
活躍。

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發表了重要
講話。習近平指出，“十四五”時期，我們要從
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全面貫徹黨的教
育方針，在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的新征程中培養
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要堅持社會主義
辦學方向，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發
揮教育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重
要作用，深化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創新，加
強和改進學校體育美育，培養學生愛國情懷、社
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要優化同新發
展格局相適應的教育結構、學科專業結構、人才
培養結構，完善全民終身學習推進機制。我國高
校要勇挑重擔，聚焦國家戰略需要，瞄準關鍵核
心技術，加快技術攻關。要立足服務國家區域發
展戰略，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加快形成點線
面結合、東中西呼應的教育發展空間格局，提升
教育服務區域發展戰略水平。要全面深化教育領
域綜合改革，增強教育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
協同性。

習近平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繼承革命
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鑄就中華文

化新輝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要把文化建
設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堅持以社會主義核
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建設，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社會
文明程度，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
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
化制度化，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
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
義、社會主義教育，引導人們堅定道路自信、理
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促進全體人民在
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

加大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改革力度
習近平指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

戰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加快形成有利於健康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
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和治理模式，實現健康和經
濟社會良性協調發展。要堅定不移貫徹預防為
主方針，建立穩定的公共衞生事業投入機制，
加大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改革力度。要聚焦影響
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主要問題，加快實施健
康中國行動，健全健康教育制度，從源頭上預
防和控制重大疾病，實現從以治病為中心轉向
以健康為中心。要堅持基本醫療衞生事業的公

益性，加快優質醫療資源擴容和區域均衡布
局，讓廣大人民群眾就近享有公平可及、系統
連續的預防、治療、康復、健康促進等健康服
務。要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完善我國參與國際
重特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對工作機制，履行
國際義務，發揮全球抗疫物資最大供應國作
用，推動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興奮劑問題“零出現”“零容忍”
習近平強調，“十四五”時期，要科學研判

體育發展面臨的新形勢，堅持問題導向，聚焦重
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深化改革創新，不斷開創體
育事業發展新局面。要緊緊圍繞滿足人民群眾需
求，構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要
創新競技體育人才培養、選拔、激勵保障機制和
國家隊管理體制。要堅決推進反興奮劑鬥爭，強
化拿道德的金牌、風格的金牌、乾凈的金牌意
識，堅決做到興奮劑問題“零出現”、“零容
忍”。要高質量籌辦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實
現辦賽精彩、參賽出彩的目標。丁薛祥、孫春
蘭、陳希、黃坤明、肖捷、何立峰出席座談會。

中央黨政軍群有關部門負責同志，教育、
文化、衞生、體育領域專家和代表等參加座談
會。

習近平：高校要勇挑重擔 瞄準核心技術加快攻關

在發布會上，教育部、國家發改委、財
政部聯合發布《關於加快新時代研究

生教育改革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
見》）。洪大用表示，為確保《意見》取
得實效，教育部研擬了“十大專項行
動”。其中有三項着眼於服務經濟社會發
展需求，優化學科設置和人才培養；兩項
着眼於戰略支撐和高端引領；兩項着眼於
夯實基礎，培育核心競爭力；三項着眼於
固本培元，深化研究生培養體系建設。

專家：料推特殊招生計劃
着眼於戰略支撐和高端引領的相關行

動分別是：一是一流學科培優行動。進一
步支持和促進“雙一流”建設高校，在已
經具有一定國際影響力、對服務國家重大
戰略需求發揮重要作用的國際可比學科和
方向上，盡快取得突破，進入並保持在世
界一流學科前列，發揮引領示範作用；二
是關鍵領域核心技術高層次人才培養行
動。聚焦關鍵領域核心技術，組織“雙一
流”建設高校和一流企業（院所），統籌
一流學科、一流師資、一流平台等資源，
以超常規方式加快培養一批緊缺人才，為
國家解決“卡脖子”問題和推進科技創新
作出貢獻。

對於教育部提及的超常規方式，21世
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所謂“超常規”肯定是與以
往不同，預計教育部後續將推動相關細則

落地，例如設立類似本科招生中的“強基
計劃”那樣的特殊計劃，以及相應的導師
制度。“相關部門今次推出一系列改革創
新的本質是提升質量，最終目的還是要培
養優秀的創新人才，關鍵在於政策是否真
正落地，收到好的效果。”

將建重點支持學科專業清單
那麼哪些是國家重視的關鍵領域？今年

《教育部關於在部分高校開展基礎學科招生
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指出，關鍵領
域即高端芯片與軟件、智能科技、新材料、
先進製造、國家安全以及國家人才緊缺的人
文社會科學領域等。至於未來將如何支持重
點急需領域學科發展和人才培養的問題，
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司副司長蔡長華
表示，國家發改委將針對經濟社會需求和
未來學科發展方向，建立國家重點支持的
學科專業清單，健全國家急需學科專業的
引導機制，將集成電路、人工智能、儲能
技術、醫學攻關等相關學科專業納入清
單，在招生計劃、人才引進、資金投入、
職稱評審等方面優先支持。此外，國家發
改委還將聚焦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建設一
批國家產教融合研究生培養基地和國家產
教融合創新平台，按“國家搭平台、企業
提需求、學校出成果、協同育人才”模
式，把社會需求與人才培養、科技攻關有
機銜接，推動研究生教育和經濟社會相互
促進、高質量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北京報道）中國已成為
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國。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司
長洪大用22日在發布會上介紹，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
已累計培養了1,000多萬博士、碩士，今年在學研究生將
達到300萬人。同時，他提出，堅決杜絕研究生學位“注
水”。要將學位論文作假行為作為信用記錄，納入全國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

洪大用表示，就目前來看，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研究
生學位“注水”現象。怎麼擰乾“水分”？他指出，從教
師的角度來講，對於學生的培養要嚴格學業管理，導師自
身要以身作則，秉持嚴謹、求實的學術態度，將更多的時
間用在育人上，加強對學生的學業指導。對學生來說，要
在學業上進行投入，認真落實學習的各種環節，增強使命

感、責任感，報效國家、報效社會，養成嚴謹自律的行為
習慣。

洪大用還強調，相關部門要進一步完善管理規則，加強學
位論文抽檢，加強對各個培養單位研究生培養質量的檢查和診
斷，健全處理學位“注水”、學術不端行為的機制，推動分類
評價，對於不同類型、不同學科和不同層級的學位，制定更加
科學的評價標準。此外，教育部、國家發改委等三部委發布
的《關於加快新時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的意見》也提
出，要嚴把入口關、嚴把過程關、嚴把出口關，合理制定
與學位授予相關的科研成果要求，加大分流力度，加強學
風建設，敢於讓不合格的學生畢不了業，倒逼學生潛心治
學。同時，要將學位論文作假行為作為信用記錄，納入全
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杜絕學位“注水”論文作假納失信
■在廈門大學國家傳染病診斷試劑與疫苗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內，研究生們做實驗。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國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

生教育司司長洪大用在22日舉行的發布會上表示，今年中國在學研究生將

達到300萬人。教育部將聚焦關鍵領域核心技術，以超常規方式加快培養

一批緊缺人才，為國家解決“卡脖子”問題和推進科技創新作出貢獻。至

於有哪些超常規方式？有專家表示，預計教育部會推出相應的特殊招生計

劃及導師制度，以提升學生質量，實現培養創新人才的最終目標。



AA77人民日報特約版
星期四       2020年9月24日       Thursday, September 24, 2020

焦点话题

“能用艺术改变乡村，让
我很有成就感”

顺着火山石块铺就的村道挪步向前，白墙、
青砖、黛瓦鱼贯而出，徽派建筑风格民居鳞次栉
比，汉文化符号在这个纯傣族村轻易可见，这便
是帕连最大的特点。

张占菊告诉记者，帕连现有住户119户，均
为傣族。但据邑人杨文选所撰《杨思孝老祖公定
居帕连寨时间考查》一文可知，帕连人其祖却为
汉族，大致于明朝万历年间到龙江刀土司家任书
办之职，土司赠与庄田，又娶傣族雷氏为妻，而
后定居帕连。在400多年的民族繁衍生息中，帕
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傣”文化。2013年，帕
连村还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这里距离最近的高速公路出口只有 6 公
里，距离腾冲市区也只有30公里，但之前的旅
游发展却并不尽如人意。”2019年6月，张占菊被
选派至五合乡主抓乡村旅游，经过多次实地考察，
她发现帕连的区位、民俗优势都非常明显，但缺少
一张打响旅游名号的“关键名片”。

最适宜帕连的“旅游名片”从何得来？张占
菊带领乡村两级干部四处打探，寻觅可行方案。
很快，紧邻腾冲的德宏州梁河县举办的“涂鸦艺
术节”吸引了张占菊的注意。

在画家信王军心目中，云南的村寨虽是一片
神圣的艺术净土，却唯独缺乏艺术教育，“就连
阅读、谈论文艺的人都很少”。因此，2017、
2018连续两年，他来到梁河县发起涂鸦艺术节活
动，邀请数百位涂鸦画家来此创作，并开展公益
教育。在艺术的赋能下，单调的巷道开始变得五
彩斑斓，吸引游客源源不断地参观浏览。

“既然有成功案例在先，那帕连是不是也能
‘移植’这一模式呢？”在获得乡党委同意后，张
占菊委托帕连文化站站长陈以晓与信王军取得联
系，多次向他发出来帕连考察的邀请。

终于，去年8月底，信王军一行四人来到帕
连。在村里村外转了两天后，他们发现，尽管帕
连拥有独到的傣族文化，但它也是一座缺乏亮点
的乡村。“如果能通过艺术让老旧山村焕发新活
力，这会让我很有成就感。”信王军说，离开帕
连回到家没几天，他便设计好了改造方案。

“对传统傣寨进行改造，这需要有情怀的艺
术家参与主导，信王军先生的方案就很好地融合
了现代风格与傣家传统。”对于信王军的设计方
案，张占菊等人很是满意。在乡党委、政府的协
调下，200多万元改造资金迅速到位，3个月过
后，信王军便带领团队入驻帕连。

自村口向西没走几步，只见黄土砖墙内，却
嵌有一台废旧黑白电视机，屏幕上清晰显示着

“你们的美术馆”几个大字，这里便是帕连村艺
术改造的起点。

原来，在前期考察中，信王军了解到，帕连
村民其实并不缺少接触艺术的机遇，每年都会有
大批艺术爱好者来村写生。为了让帕连真正成为
艺术乡村，让艺术爱好者与其作品能在村中找到
一个“落脚处”，信王军决定拉上村民一起修建
一座美术馆，即“你们的美术馆”。

“美术馆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他们的，而是
你们的，这样更显得亲切。”正如信王军希望的

那样，在与艺术家们的朝夕相处中，村民渐渐对
艺术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知从何时开始，
每天傍晚，在未完工的美术馆内，砌墙工人、耕
田农夫、年幼孩童都纷纷拿起了画笔，开始学习
作画。

可别小瞧了这些“菜鸟”画家，正是他们最
先在“你们的美术馆”办起了个人画展。这不，
在8月末的帕连，一场名为“一个体育老师的绘
画展”正在这里上演。这名体育老师不是啥知名
画家，就是帕连村村民杨正斌。

因为家中空房较多，信王军团队进驻帕连
后，便一直住在杨正斌家。耳濡目染下，这名五
合民族中学的体育老师也慢慢迷上了画笔。从鹅
卵石画到青瓦片，从田园山水画到傣族民俗，短
短3个月，杨正斌就创造了29幅作品。

“大家告诉我要想啥画啥，还教给我具体构
图方法，知道我喜欢吃鱼，艺术家们甚至还用捕
鱼工具捞篼给我起了艺名。”对于这个新身份，
杨正斌很是满意。

如今，帕连村这个传统傣寨的名气是越来越
大。“今年五一期间，帕连村的单日游客量成功
突破了3000人次，直到晚上10点还有游客来赏灯
作画。”张占菊告诉记者。

为了更好利用艺术拉动帕连发展，信王军最
近又开始将村中壁画制作成书包和服装，摆在网
上销售。“这些纪念品的销售所得，最终还是要
返还给帕连的，毕竟精彩地活着，比拼命赚钱更
重要。”信王军笑着说。

“看着这些宝贝还有点用
处，我高兴着咧”

对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村寨进行艺术改造，
村民们是什么反应？

“听说村里要发展旅游，大家都高兴着咧！就
拿建美术馆说起，开工第一天，全村上下老小都主
动带上工具来到现场，一起帮着清扫整理，干劲儿
可足啦！”张占菊说，“你瞧，这里是文举奇石馆，这
便是我们村民自发捐建的。”

帕连村背靠云盘坡而建，村中地势因而起伏
较大，巷道设计错综复杂。紧跟张占菊的脚步，
在迷宫般的帕连走过几处巷角，抬首一看，文举
奇石馆便到了，而这也是捐建者杨文举老人的
家。

走入馆内，四面墙上尽是展柜，上千种奇石
陈列其上，好不壮观。“你面前这块叫‘爱情
石’，那边是‘东渡’，再旁边那个是‘美人
鱼’……”杨文举热情地介绍着馆中藏品，声音
浑厚有力，一点儿也听不出老人已有89岁高龄。

先后担任云南民族学院副院长、腾冲文教局
文化科科长的工作经历，令杨文举对傣族文化的
传承发展颇为在意。因此，1992年退休后，他没
有选择留在城市安度晚年，而是举家搬回了帕
连。

自费建阅览室、开办汉语培训班、请专家教
授种植技术……回到家的这 28 年里，杨文举基
本上一天也没闲着，脑子里琢磨的尽是村里的大
事小情。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文举发现，帕连的石头
资源很丰富，有特点、有灵性的奇石数不胜数。

“遇到好看的石头，我就是背也要把它背回家，

这都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宝贝哟！”
这么多年下来，收集奇石成了老人唯
一的爱好，一有时间，他便会欣赏起
自己的收藏。

去年底，帕连村启动“艺术改变
乡村”计划后，杨文举又动起了捐建
奇石馆的心思。

“放心，知道项目资金不多，我
不收你们钱，就把奇石馆建在我家就
行，省得你们来回折腾。”至今，张
占菊还记得初次拜访杨文举时，老人
所讲的这句话。

事实上，当时杨文举的身体状况
并不太好，大家都很担心嘈杂的施工
会影响老人家休息。“你们尽管弄就
好，不用管我，看到这些宝贝还能有
点儿用处，我高兴着咧！” 杨文举的
表态，令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动不已。

今年年初，在共同努力下，文举
奇石馆正式开业迎客，半年时间就接
待了上万人次。

由于帕连旅游业是刚刚起步，景区创建工作
面临着诸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村民活动空间压
缩等多重困难。为此，五合乡党委在帕连组建了
村民小组，形成“支部到组、自管到户、商量到
人”的治理新格局。

得知帕连村民小组成立了，杨文举很是支
持，他主动报名，并担起了村规民约义务宣传
员、邻里纠纷调解员等多种职务。不仅如此，他
还说服两个儿女加入了村民小组，一起为帕连服
务。“不管用啥方式，只要能为家乡建设贡献份
力量，我都愿意！”杨文举说道。

“在家门口开店，比生活在
城市还快乐”

换上“艺术装”，吃上“旅游饭”，帕连村傣
家人的日子真的富起来了吗？

带着疑问，记者走进“你们的美术馆”，来到
“阿改小吃摊”前。只见摊前的塘火旁，正围坐着
一群歇脚游客，身穿傣服的阿改一边切着水果，一
边热情地招呼着客人。

阿改，名叫杨秀改，是土生土长的帕连人。
由于家庭贫困，初中毕业后，阿改便去县城打
工，结婚后为了照顾两个孩子，阿改不再外出，
而是留在家中务农。但一年到头算下来，也没多
少收入，日子过得很拮据，“那时候就连买一件
60块钱的衣服都要想好几个月。”

眼见游客是越来越多，为了带动村民增收，
帕连村民小组在村中各处设置了多个公共摊位，
只象征性缴纳一点费用，村民就可在此经营餐饮
生意，“阿改小吃摊”便是其中之一。

靠着自学手艺，阿改将自家种的菠萝、芒果
调制成特色饮品，并制作软米、猪皮、撒撇等傣
味美食，供游客挑选。就靠经营小吃摊，阿改一
个月就能有2000多块钱的收入。“在家门口开店，
既能照顾老人、小孩，还能接受艺术教育，这比生
活在城市里还快乐！”阿改笑着说道。

阿改告诉记者，因为艺术改造，村里1/3的
年轻人都回来了。目前，只住有419人的帕连村
光农家乐就开了4家，小吃店也有20多个，不用出

家门，村民就能做起生意。
曾经，在 64 岁的帕连村民白兴秀心中，老

年人要想补贴家用，就只能带着自家种的洋石榴
到公路旁售卖，“路途远不说，路边蹲一天，最
多也就挣几十块。”

“帕连作为傣族村寨，民族特色这块招牌
必须得发扬光大。”张占菊明白，若想真正发
展好乡村旅游，势必还要发掘傣家传统民俗的
价值。

织锦技艺，是傣族的传统手工艺之一。近年
来，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一梭一线制成的织锦
逐渐被机器化纺织产品替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
产面临严峻的失传危险。“如果帕连能恢复做织
锦，一来可以继承傣家传统，二来还能增加旅游
卖点。”张占菊不禁想到。

“但整个帕连，已经有 50 多年没做过织锦
了。”对于重振织锦技艺，起初，白兴秀并不看
好，“说实话，像我们几个做过织锦的老姊妹，
因为年龄大了，具体细节真是忘掉咯。”

既然在当地找不到‘师父’，那就去更远的
地方看看。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11月，帕连
村与龙陵县的一处傣寨取得联系。村民们分批来
到龙陵，实地参观学习，最终成功将织锦技艺传
归帕连。

在白兴秀家中，就有一间专门展示织锦的屋
子。“像这种织锦，一般能卖到300块一米，另
外一种质量稍差些，但也能卖到200块钱。”她
告诉记者，听说村里又开始做织锦了，许多游客
慕名而来，生意也好做得很，“现在，我再也不
用去路边摆摊卖水果了，来旅游的客人直接把钱

‘送到’了我家门口，真的谢谢政府对我们傣家
的支持帮助！”

包括“你们的美术馆”、文举奇石馆在内，
如今的帕连已经形成了“五馆联动”的特色景
点。“下一步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把乡村旅游与壮
大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帮助村民持续增收。”张
占菊说道。

傣语中，帕连意味着“红岩下的寨子”。如
今，艺术乡村散发出的“幸福光芒”已点亮了整
片“红岩”，为傣家人带来希望！

云南“诗意傣寨”帕连：

向艺术乡村的华丽转身
本报记者 刘乐艺

高黎贡山下，龙川江畔。从云南腾冲
市区出发，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绕过
几道山弯，几杆高达10米的“竹制毛笔”
出现在视野之内——五合乡帕连村到了。

“我不知道其他省份的情况，但这些
‘毛笔’绝对是全云南最大的啦！”驻足村
口，同行的五合乡党委副书记（挂职）张
占菊热情地讲解道，“这其实都是电线

杆，通过绘画加工才变成了‘大毛笔’。”
记者发现，类似的艺术装置正四散于

这个游客口中的“诗意傣寨”：创意字体
写成的诗句彩灯、仿村中孩童绘就的巨幅
壁画、废弃砖瓦制作的墙面装饰……殊
不知，在去年以前，帕连还一直是一座
默默无闻的边陲村寨。

五合乡党委立足资源禀赋，以美丽村

庄建设为抓手，加快发展生态服务业，让
绿色、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展现五
合美丽形象的发力点。2019年，五合乡选
择在“云南省农村综合改革试点村”帕
连，以嫁接艺术的方式，带动乡村旅游，
激活经济发展。在艺术的洗礼下，帕连村
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
地”，引得无数游客沉醉其间。

图①图①：：
图②图②：：帕连村中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墙帕连村中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乐艺刘乐艺摄摄
图③图③：：壁画壁画 《《当你站在这里时这个作品当你站在这里时这个作品

就完成了就完成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乐艺刘乐艺摄摄

游客与创意壁画游客与创意壁画《《骑单车的二猛骑单车的二猛》》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五合乡文化站五合乡文化站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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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達福地區達拉斯急
難救助協會，將在9月26日
下午舉辦線上專題演講“一
位新冠患者的心聲 - 分享新
冠肺炎經驗與感恩的人生”
講座。這是由曾經感染新冠
病毒患者 - 陳森先生現身說
法，以自身從得知感染時的
心態，治療的過程到如何面
對剋服此病毒的親身經歷，
讓僑胞們得知患者所會面臨
的醫護治療、注意事項及心
理建設。

疫情期間，很多人都在
告訴我們如何避免冠狀病毒
，但是沒有人教我們，如果
不幸患上冠狀病毒，那應該
怎麼辦？感謝陳昇先生，他

用他的勇氣面對治療，用他
的樂觀戰勝恐懼，用他的熱
情提供給我們明智的建議。

這是一場在不預警情況
下，人人有機會的獨自考驗
，我們要如何保持警覺，如
何正面接受，如何萬全準備
，此次講座中將會與您暢所
欲言，為了您自身與家人的
健康，歡迎您踴躍參加，同
時也請您不要僅將此信息保
留給自己，也請將其傳遞給
您的所有家人和朋友，讓我
們大家一起面對病毒，保有
健康。

時間：2020年9月26日(
週六), 3:00pm – 4:30pm

方式：線上同步講座 (網

址, 密碼將於報名後，上課前
發送 )

主講人: 陳森 先生 (Eric
Chen)

講題: 一位新冠患者的心
聲 - 分享新冠肺炎經驗與感
恩的人生

報 名 網 址 ： https://ti-
nyurl.com/y3nov2xl

費用：免費
達福地區達拉斯急難救

助協會會長
孟敏寬 敬邀
若您有任何疑問，請聯

繫孟敏寬會長 E-mail: df-
wajwvc@gmail.com 或
469-789-6858

今年的國慶小花博訂於九
月二十七日週日下午三時到五
時,在華僑文教中心舉行, 由師
大校友會和三民主義大同盟聯
合主辦,黃以法教授主講.講題為
(I)祌奇薑黃素面面觀(II) 甩手功
. 提供保養健身的最新資訊.

** 薑黃素學名 curcuma
longa, 含一種脂多醣的物質, 最
早起源於印度, 已使用數千年,
它具有多種功能和療效, 是熱門
的健康食物, 保養的新寵兒. 功
效如下: 增強免疫力, 抗發炎, 抗
氧化, 預防癌症, 抗肝纖維化, 降
瞻固醇, 促新陳代謝, 增骨密度,
防艾茲海默症, 降血脂, 防心血管疾病, 治憂鬱症,
改善消化系統,減肥等.

特別在抗癌方面, 具高效, 它可以誘導癌細胞
良性分化, 促進癌細胞凋亡, 阻斷癌血管增生, 抑
制癌細胞通路傳遞.

薑黃的結構為非水溶性, 導致吸收率低, 所以
如何吃很重要. 黃博士教您正確的吃法, 可增加多
倍吸收率, 如用耐米包裝技術, 加黑胡椒, 添油脂,

加熱. 當然還將提醒一些食用薑黃素其他注意事
宜.

黃老師還會教導解說如何培育種植, 並當埸
贈送薑塊, 薑黃苗及其他種子, 如火籠果, 辣木子,
辣木苗等等. 現場將錄視頻, 可在you tube 同步
觀看學習( link 如下). 但若欲索種子, 小苗及提問,
則宜到現場聆聽, 場地有完善的防疫措施.
** 甩手功

甩手功是道家引以強身治病, 安樂延年的功

法. 其特點是上虛下實, 動作柔合, 精神集中, 兩手
搖動, 輔以屈膝. 它是深度呼吸的有氧運動, 有助
於氣血循環, 氣脈暢通, 鬆筋動骨, 坐立兩行. 黃教
授在台灣曾師承李鳳山大師十餘年, 十分樂意分
享給僑社大眾, 將有詳細解說和示範. 如不克到現
場,可由you tube 同步觀賞. 若能如法泡製, 依樣
葫蘆, 持之以恆, 袪疾養身, 獲益無窮.

https://youtu.be/_TPRbDJxB5U 此連結包括
預告及未來直播. 請電詢 2819233660.

由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主辦之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9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國慶寶石能
量講座」 將于2020年9月27日(星期日)下午1點~3點 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現場同步直播與觀眾
視頻連結！這次由經營半寶石批發生意已經超過二十年的會長－馮啟豐來為僑胞主講介紹具有特殊療
效功能、提升正面能量的寶石！主要介紹內容有
：(一) 光輝十月生日石－碧璽（Tourmaline)及月
光石（Moonstone)、 (二) 能量涵蓋七個脈輪
(Chakra)的三種強大能量水晶(Quartz)－髮晶
(Rutilated Quartz)、超七水晶(Super 7) 、極光23
(Auralite 23)、(三) 在冠狀疫情下，可提升自我能
量的三種寶石－石榴石（Garnet): 感應之石
（The Coping Stone) 、紫鋰輝石（Lepidolite):寧
靜之石（The Serenity Stone)、鳳凰石（Chryso-
colla):支撐之石（The Support Stone)，之後也開
放給大家在視頻提出問題！歡迎有興趣的僑胞朋
友們點擊連結在家同步觀賞聆聽，一起來吸取天
然寶石正能量、共同抵抗疫情負能量效應！活動
預告連結如下: https://youtu.be/PkQEYx0tAp0
線上同步視頻點擊連結如下，歡迎大家到時一起
線上交流！ https://youtu.be/4l3s6cP-T04

國慶小花博 - 師大校友會暨三民主義大同盟主辦
祌奇薑黃素面面觀和介紹簡而易學”甩手功”

國慶寶石能量講座 美南達福地區急難救助協會: 線上專題演講與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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