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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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29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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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白宮：：選前出臺新刺激選前出臺新刺激法案渺茫
白 宮 新 聞 祕 書 麥 肯 尼

(Kayleigh McEnany) 表示，要
在11月3日大選日前出臺新
刺激法案的希望渺茫，因為眾
院長裴洛西要得太多。

白宮新聞祕書麥肯尼週一
表示，民主黨的提案包括對非
法移民的刺激檢查。

麥肯尼透露： 「當有像裴
洛西這樣的眾院議長，看到他
們提出的提議，並且至今仍然
存在的時候，(選前出臺新刺
激法案的) 機會是微乎其微的
。」

麥肯尼提到： 「這並不是
嚴重的問題，如果我們是在為
美國人民提供經濟刺激，這項
措施應只是為美國人、美國公
民。所以決定權在她身上。」

共和黨長期批評民主黨推
出的法案規模過高，還將 「少
數想法」 的非法移民刺激檢查
，列入到新刺激法案內。

裴洛西發言人週一透露，
裴洛西希望在選前達成協議。
白宮表示，對州和地方政府的
援助一直是談判的主要的癥結
點。

裴洛西周一與財政部長梅
努欽會談後抨擊，川普政府拒
絕接受民主黨針對新冠測試的
紓困計劃，儘管梅努欽曾在十
多天前表態願意接收。國會與
白宮迄今未能消弭重大分歧。

白 宮 經 濟 顧 問 庫 德 洛
(Larry Kudlow) 週一表示，談
判進度已放緩，但仍繼續。（（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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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新冠疫情多么嚴重，民主和共和
兩黨候選人繼續在全國各地進行最後衝刺
之競選活動，這是近百年來美國政治史上
最熱烈的選舉。

川普总統指责媒體大幅宣染疫情新聞
，他認為只有在大選過後，病毒也會消失
，白宮最近也取消了疫情新聞簡報，川普
總統近日來走遍各大摇擺州， 爭取二百七
十張選舉人票。

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賀锦麗週五將走
訪德州，希望爭取更多選票把德州重返支

持民主党陣營， 拜登也於週二訪問喬治亚
州春城，舊地重遊羅斯福總統當年復健小
兒麻痺症之地方，當時正值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 ，全國正處於戰亂緊急時期，這也象
徵拜登將在國家危急之時來領導國家大政
。

大選就在眼前，我們仍然呼籲大家一
定要去投下神聖一票，你的參與是對國家
的責任和義務， 就如拜登在大會上所說,
让我們共同找回美國的國魂。

( 图片来源： 路透社）

Even in the fast-worsening pandemic, both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re still very busy with their
final campaigns.

President Trump openly accused the media of not
wanting to talk about anything other than, “COVID,
COVID, COVID.” He called it the worst public
health crisis of the century and said it would
disappear as soon as the election was over. The
White House also has abandoned public briefings
on the crisis. President Trump is defending territory
all over the map and must win a long list of swing
states to gain 270
electoral votes.

Democratic Vice
President candidate
Kamala Harris will be
here in Texas on
Frida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exas might
turn from a red to a
blue state.

Biden also visited
Warm Springs,
Georgia, the spa town
where President
Roosevelt sought
relief for his
polio-wracked body
as he led the nation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World
War II. His
appearance will draw
an analogy with a

Democratic President who took office in the crisis
and led the country to better times.

The election is less than one week away. Most
voters have already decided who they will vote for.
We are urging all people that you must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join this political activity and
remember that this elec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our
future and world peace.

As Joe Biden said today, “The soul of our nation is
at stake.”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2828//20202020
Soul Of Our Nation Is At StakeSoul Of Our Nation Is At Stake找回我們的國魂找回我們的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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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832)500-3228 中國城華埠大廈

達拉斯
999 E Arapaho Rd, #340. Ricardson, TX 75081
電話: (972)918-0308  達拉斯佛光山前

艾  倫 1776 W McDermott. Allen, TX 75013
電話: (972)918-3288  達拉斯日報內

 

PPO計劃

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美國職棒大聯盟洛杉磯道奇隊在德州阿靈
頓市以3比1擊敗坦帕灣光芒隊, 並以總戰績4
勝2負奪下世界冠軍， 這是道奇隊在1988年
奪冠後32年再次封王,殊為可貴,在過去四年,道
奇隊三次打入冠軍賽,都因對手十月驚奇的表
現而飲恨敗北,今年雖碰到疫情,卻愈戰愈勇,在
湖人隊奪下NBA冠軍兩星期後贏得MLB冠軍
, 洛杉磯可謂雙喜臨門！

職棒大聯盟是由美國聯盟(AL)與國家聯盟
(NL)冠軍隊進行所謂的”世界冠軍系列賽”
(World Series), 因為MLB只有1支球隊來自加
拿大,其他29支隊伍都是美國本土隊伍,所以冠
上”世界大賽”,名過其實，但因兩個聯盟球
員絕大多數來自世界各國頂尖球員, 所以百年
來這個名稱沒有被人質疑過。

這項冠軍賽每年在10月舉行, 而且幾乎每
年都有”十月驚奇”, 就拿去年來說, 原來擁有
最佳戰績的休士頓太空人隊在最後冠軍賽前六
局還領先，但第7局豬羊變色，竟被國民隊連
連轟出全壘打而落敗，不過在三年前,太空人
隊遠征洛杉磯也曾演出十月驚奇而奪冠，今年

太空隊本來有機會進入冠軍賽, 卻在對抗光芒
隊時連勝三場後敗北遭淘汰。

我們常說棒球賽是在二人出局，兩好球、
三壞球後才開始的，看看這次道奇隊與光芒隊
第四場比賽, 光芒隊在第九局下半局兩人出局
後,原本就要結束, 但第一次上陣代打的菲利普
斯竟揮出唯一安打讓隊友跑回得分, 又因道奇
隊的泰勒接球失誤，長傳回本壘時捕手史密斯
漏球, 讓卡在三壘與本壘間的亞羅薩倫納拼命
衝回本壘拿到獲勝的1分,成為最經典的十月驚
奇!

道奇隊今年陣容堅強, 尤其是三月才從紅
襪交易來的強打手貝茲和左投普萊斯如虎添雙
翼，加陣中天王主投柯蕭與畢勒, 以及老將特
納和MVP最有價值球員席格, 所以儘管陣中的
”詹姆斯”楚奧特因傷全季都沒上場, 其他隊
友照樣有傑出表現, 下個球季 當楚奧特復出後
與貝茲的組合有如詹姆斯與安東尼的組合一班
凌厲, 明年洛杉磯在MLB與NBA雙雙蟬聯冠
軍應是指日可待的!

李著華觀點︰道奇沒有十月驚奇---勇奪世界職棒冠軍不出奇

新冠疫情對航空業造成嚴重衝擊。歐洲國
際機場協會（ACI Europe）27日警告，如果
旅客流量一直無法恢復，未來數個月內將有近
200個歐洲機場面臨破產風險。

該協會估計，歐洲共有193座機場被認為
面臨 「嚴重風險」 ，為社區提供服務的地區性

機場，共有27.7萬個工作崗位。這些機場一
旦關閉，意味歐洲可能面臨航空運輸系統崩潰
，除非各國政府盡快提供必要支持。

該協會的數據顯示，10月中旬機場旅客
流量下降了70%，機場本身及航空公司營運
成本都難以負擔。

受新冠疫情影響受新冠疫情影響 近近200200歐洲機場瀕臨破產歐洲機場瀕臨破產

歐洲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新冠肺
炎疫苗於何時問世備受關注。歐盟委員會官員27
日警告，在2022年之前，不會有足夠的新冠疫苗
供應給歐盟4.5億人口。歐盟計劃向藥廠增購10
億劑新冠肺炎疫苗，因應27個會員國的需求。

歐盟目前與英國阿斯特傑利康（AstraZene-
ca） 、 法 國 賽 諾 菲 （Sanofi） 、 美 國 嬌 生
（Johnson & Johnson）達成協議，已訂購超過
10億劑疫苗，正與其他藥廠協商，包括莫德納
（Moderna）、輝瑞（Pfizer）、CureVac等，希
望能再增購10億劑疫苗。

歐盟執委會26日舉行閉門會議，路透社引述
一名與會人士的話說，執委會官員透露在2022年
之前，新冠疫苗只能給歐洲部分人口施打。

根據執委會與歐盟各國政府於7月達成的協
議，稱第一階段應為最少40%的人口接種新冠疫

苗。只不過迄今尚無有效的新冠疫苗問世，因此
執委會估計要等到明年初才會開始第一階段的接
種計畫。由於新冠疫苗的供應有限，歐盟委員會
連月來一直敦促歐盟各國制定疫苗接種計劃，優
先安排高危群接種，包括醫護人員、長者或慢性
病患者等。

歐洲爆發了第二波疫情，法國27日新增33,
417例確診病例，政府預計29日起全國封城1個
月，阻止疫情擴散。西班牙也二度宣布進入緊急
狀態，除了加納利群島（Canary Islands）以外，
全國實施宵禁。

由於疫苗供不應求，歐盟藥品管理局(Euro-
pean Medicine Agency)官員有意降低疫苗核准標
準，稱即便部分新冠疫苗的有效率低於50%，只
要安全風險沒有高於其益處，歐洲藥品管理局也
願意核准疫苗。

歐盟警告 2022年之前不會有足夠疫苗讓人人都能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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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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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投資逾2億加元
推進國產新冠疫苗研制

綜合報導 加拿大聯邦政府宣布，將投資約2.14億加元，用於推進

加拿大國產新冠病毒疫苗研制。

加總理特魯多在渥太華對媒體表示，聯邦政府將通過“戰略創新基

金”，向魁北克的Medicago公司投資1.73億加元，以助該公司的疫苗進

入臨床試驗。該公司正在推進病毒樣顆粒疫苗的研制。

加政府已與該公司簽約，預購7600萬劑疫苗，這將足夠3800萬人接

種，可覆蓋加拿大全部人口。這是首個獲加拿大政府出資確保的本土開

發候選疫苗。

同時，加政府還將向溫哥華的生物技術公司精密納米系統公司(PNI)

投入1820萬加元，資助其疫苗研發和臨床測試。

另外，加政府還將通過加拿大國家研究理事會的工業研究援助計劃

提供最高2320萬加元資金，以資助6種新冠候選疫苗進入臨床試驗的不

同階段。

特魯多同時透露，加方已收到數十萬份雅培Panbio抗原快速檢測試

劑，並正分配至全國各地。雅培另壹款名為ID NOW的快檢試劑也正分

批運往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現已與阿斯利康、賽諾菲和葛蘭素史克、強生、諾瓦瓦

克斯、輝瑞、莫德納以及本土藥企Medicago簽署協議，累計預購新冠候

選疫苗達3.58億劑。

截至10月23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新冠感染病例21.17萬例，死亡

9888例，康復病例近17.79萬例，尚有活躍病例23965例。

希臘專家通過檢測城市汙水樣本
估測新冠感染者人數

綜合報導 希臘壹團隊完成了對塞薩洛尼基市汙水中新冠病毒濃度

的檢測。檢測數據將用來對該市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進行相對準確的估

測。

據報道，21日，塞薩洛尼基市的亞裏士多德大學團隊與塞薩洛尼基

供水和汙水處理公司合作完成了對城市汙水中新冠病毒濃度的檢測。這

壹項目已經開展數月。

在整個9月份，該市廢水中新冠病毒濃度壹直保持在較低水平，與

10月5日的新冠病例數據吻合，當日整個塞薩洛尼基市只發現了2例確

診病例。

而在10月12日至14日的調查中，該團隊發現汙水中新冠病毒濃度

急劇增加，從而向當地衛生部門發出了警告。截至21日，以12日數據

為參照點，水中的新冠病毒濃度已經增加至壹周前的5倍，相對應的是

每日確診人數從6例激增至181例。

據悉，該團隊由來自亞裏士多德大學醫學、化學、藥學、獸醫學、

生物學、土木工程、環境工程等專業的11個不同實驗室的教授組建，意

在通過多次取樣城市汙水，推演城市內病毒載量的增長曲線。

據統計，實際感染人數大約在當日汙水中新冠病毒含量的3倍左右

。該團隊的發言人對媒體表示，汙水所提供的流行病學數據已被證明是

可以用於監控病毒早期社區傳播的可靠指標，該團隊在核酸檢測的報告

壹周之前就預測了塞薩洛尼基此次疫情的暴發。他們希望可以借此提高

人們對疫情的認知，並促成政府的迅速反應。

亞裏士多德大學校長也表示，個人責任是整個社會應對疫情的最有

力武器。長期的限制性措施可能會使社會感到疲倦，年輕人也會對外出

玩樂躍躍欲試，但作為公民，同時也應當負起個人責任，維護所有人的

美好生活和城市的公共衛生系統。

意大利日增確診近兩萬
逾百名專家籲實施封鎖措施

綜合報導 意大利緊急民防部疫情報

告數據顯示，過去24小時，新增新冠確

診病例19143例，死亡91例。意大利100

多名專家學者聯名致函總統馬塔雷拉和

總理孔特，呼籲盡快實施全國性大規模

封鎖措施，避免疫情局勢進壹步惡化。

據報道，這是該國新冠疫情暴發以

來，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首次逼近2萬例

。截至23日18時，意大利累計確診病例

已增至484869例，死亡病例37059例，

現存病例186002例，重癥患者1049人，

治愈患者261808人。

其中疫情最嚴重的3個大區，倫巴

第大區新增確診病例4916例，坎帕尼亞大

區2280例，皮埃蒙特大區新增2032例。

意大利倫巴第、坎帕尼亞和拉齊奧

大區相繼宣布實施宵禁後，23日，卡拉

布裏亞大區、皮埃蒙特大區也決定從26

日起實施宵禁。坎帕尼亞則決定並報請

中央政府實施全面封鎖，撒丁島計劃對

疫情嚴重城市進行為期15天的封鎖，同

時關閉港口和機場並封鎖大區邊境。

近日，意大利

國家科學技術委員

會、國家衛生院

(ISS)等 100多名科

研人員、大學教授

和專家學者，聯名

致函意大利總統馬

塔雷拉和總理孔特

，呼籲盡快加強對

人口流動管制，實

施全國性封鎖措施

，避免疫情進壹步

惡化。

專家在信中表示，疫情數據表明局

勢正在急速惡化，政府應立即采取果斷

措施，並有效控制疫情蔓延。任何觀望

和拖延時間，不僅會對公共健康安全構

成更大危機，同時也會造成社會經濟出

現更多負面影響。

坎帕尼亞大區主席代盧卡23日也向

中央政府發出呼籲，羅馬當局應立即采

取措施，關閉全國所有學校，再次實施

鎖國政策。他強調，坎帕尼亞計劃未來

30至40天實施全境封鎖。

報道指出，盡管意大利總理孔特不

贊成實施全國性封鎖措施，但來勢兇猛

的疫情令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防疫政策

和法規。預計未來1周若疫情無法得到

有效控制，孔特政府將宣布，從每晚21

時起實施宵禁，或直接采取更嚴厲的封

城措施。除工作、健康等特殊情況，將

禁止民眾外出。

普京：美退出《中導條約》造成條約失效是嚴重錯誤
綜合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

發表聲明，提出了壹系列有助

於在《中導條約》失效後，緩

解歐洲地區緊張局勢的補充措

施，呼籲有關各國尋求在亞太

地區維持穩定、防止導彈危機

的方案。普京還稱，美國退出

《中導條約》造成條約失效是

壹個嚴重錯誤。

普京在聲明中強調，俄方

仍然認為《中導條約》對保障

歐洲地區導彈領域的可預測性

與克制性發揮了特別的作用。

聲明指出，美國退出《中導條

約》造成條約失效是壹個嚴重

錯誤，導致軍備競賽爆發的風

險增加。

普京還強調，必須努力減

少信任赤字、加強地區與全球

穩定、降低與導彈領域誤解和

分歧有關的風險。

普京確認，俄方承諾不會

部署俄制陸基中程和中短程導

彈，除非此類美制武器出現在

有關地區。他呼籲北約成員國

考慮同樣宣布暫停部署中程和

中短程導彈。

普京建議有關各方開展相

互核查的具體方案。比如，可

以檢查美國和北約在歐洲基地

部署的配備MK-41發射裝置的

陸基“宙斯盾”系統，以及俄

聯邦武裝力量加裏寧格勒州設

施的9M729導彈。核查的目的

是，確認協議規定設施沒有陸

基中程和中短程導彈，也沒有

雙方就裝備性能和分類存在爭

議的武器(9M729導彈)。

聲明寫道，俄方始終確認

9M729 導彈的部署完全符合

《中導條約》的相關條款，但

俄方也願意在北約各國停止在

歐洲地區部署《中導條約》所

禁止的武器裝備情況下，放棄

在歐洲部署9M729導彈。

聲明還稱：“我們也呼籲

有關各國在‘沒有《中導條

約》的世界’尋求在亞太地

區維持穩定、防止導彈危機的

方案。我們對在該方向開展聯

合工作持開放態度。”

蘇聯和美國 1987 年簽署

《中導條約》，規定兩國不

再保有、生產或試驗射程在

500公裏至 5500公裏的陸基巡

航導彈、彈道導彈及其發射

裝置。2019年 2月，美國單方

面啟動退出《中導條約》程

序。同年 8 月，美國正式退

出該條約。

綜合報導 蘇富比拍賣行宣布，

英國著名塗鴉藝術家班克西的臨摹諷

刺作品《Show Me The Monet》，在

拍賣會上以逾750萬英鎊的價格售出

，超出了預估價格。

據報道，《Show Me The Monet》

創作於2005年，作品為班克西根據法

國印象派大師莫奈的作品《日本橋與

睡蓮》進行臨摹、再創作的畫作。班

克西在臨摹莫奈畫作的基礎上，還在

畫中增加了廢棄的超市手推車和交通

錐等元素。

拍賣行表示，經過5名競拍者近9

分鐘的“較量”，畫作最終於10月21

日在英國倫敦蘇富比拍賣行拍出。原

本，畫作預估價為350萬至500萬英鎊

，但最終成交價格達755.16萬英鎊，

超出預期。

蘇富比歐洲當代藝術部主管布蘭

齊克(Alex Branczik)說：“在這幅其

最重要的畫作之壹中，班克西將印象

派大師莫奈在吉維尼著名花園中對日

本橋的標誌性描繪，改造成壹個現代

的垃圾傾倒點。”“班克西在畫中揭

示了，在過度浪費的消費主義盛行之

下，社會對於環境的漠視 。”

逾750萬英鎊落槌！
班克西諷刺畫作拍賣

臨摹莫奈名畫臨摹莫奈名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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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從沙漠吹來乾燥高溫空氣，使南加州再次
出現森林野火，周一，橘郡(Orange County)發
生2處起火點，然後快速蔓延，迫使成千上萬
的加州居民撤離。

半島電視台報導，橘郡消防局（OCFA）
表示，雖然動員了14架直升機與750多名消防
員，但是野火範圍廣大，難以控制，火災在一
夜之間從周一晚的2900公頃，增長到4500公
頃。消防局表示，有2名消防員在撲滅大火的

過程中受了重傷，身體遭到二度和三度燒傷。
官員們說，洛杉磯南部的聖安娜山區(

Santa Ana Mountains )也發生大火，危急爾灣
(Irvine)的安危，因此9萬多位居民必須疏散。

自今年年初以來，今年的野火席捲了整個
美西3州，包括加州、奧勒岡州與華盛頓州，
燒毀了超過6,400平方英里（16,500平方公里
）的林地，造成31人喪生，數千所房屋被毀
。

南加州野火再起 上千萬居民撤離

美國總統川普對下周的大選結果做了許多
大膽的預測，他說自己會贏，而共和黨也將保
有身為參院多數的控制權。

分析指出，可是這些預測瘋狂，還有令人
難以置信的程度，都不如他說，11月3日大選
共和黨會奪回眾院的控制權。 「選後我們將提
出空前棒的刺激方案，」 川普說， 「因為我認
為，我們將會因為她（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裴
洛西〔Nancy Pelosi〕），而取回眾議院。」
一般預料，在11月大選前，國會和白宮不會
對新冠肺炎經濟刺激方案達成協議。

事實上，這不是川普第一次說，他認為共
和黨將重新成為眾院多數黨，而要達成這個目
標，共和黨需要在大選中淨增16席。 「我想
，我們會贏得眾院，」 川普上星期預言， 「我
們走著瞧，但我認為，我們會贏得眾院。」 不

過，裴洛西隨即嗆道，那不過是川普的另一個
妄想。

無黨派選舉分析機構 「庫克政治報告」
（Cook Political Report）的眾院編輯華瑟曼
（David Wasserman）10月21日寫道，整體
而言，他們預測，民主黨將斬獲5－10席的數
字將上修為5－15席。

此外，538（FiveThirtyEight）民調彙整網
的拉基奇（Nathaniel Rakich）稍早也寫道，
民主黨有92％－97％的機率能保有眾院控制
權。分析指出，奇蹟偶爾會出現，但當所有的
專家看法都一致時，結果通常也都是如此。

分析強調，或許川普還有機會贏，而共和
黨也能維持參院多數席，但奪回眾院多數席，
那就別做夢了！

最大願望不只是連任 川普還有更狂夢想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之子韓特近日如
滾雪球般被爆出 「電郵門」 、 「不雅影片」 一連
串醜聞，現在美媒曝光的最新錄音檔顯示，杭特
親口承認自己的生意夥伴、前香港民政局長何志
平是 「中國間諜頭子」 ，他還在錄音中提到父親
，狠狠打臉拜登先前宣稱自己 「不了解兒子海外
生意」 的說法。

右翼媒體《國家脈動》（National Pulse）報
導，韓特在錄音檔中抱怨， 「我爸剛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紐約時報》在找我，但我的老搭檔艾
瑞克，這傢伙害我不淺，已經不知道有多久了，
他一直在應付（紐時）的電話，因為我爸一直讓
他們去找艾瑞克。還有另一個《紐時》記者打電
話給我，打聽我的代理人何志平的事，這個他X
的中國間諜頭子」 。

韓特還說，何 「跟我的合夥人（葉簡明）創
立了這間公司，我的合夥人（葉）有3230億美
元的身家，但是現在他不見了…從我上次在他那
間5800萬美元的公寓見過他後…他當時要簽40
億美元的交易，建造全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氣港
口。然後我接到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的電話，
檢察官親自打來，告訴我最好的生意夥伴阿契爾
（Devon Archer）將我列為刑事案件證人，我爸

也被列入，但他都沒告訴我」 。
報導指出，先前主流媒體宣稱，韓特的筆電

硬碟是偽造的、拜登父子皆未涉入與陸相關的刑
事調查或商業交易，如今上述說法都遭到推翻。
拜登先前聲稱，他對韓特的海外生意並無瞭解，
他在22日的最後一場辯論會上，也強調沒有從
中國賺錢。

《國家脈動》26日還報導，韓特替墨西哥前
任總統之孫馬格納尼（Miguel Aleman Magnani
）引薦商人，讓他們與白宮官員和拜登會面，杭
特也從馬格納尼那邊收到了其他利益。

本月中，《紐約郵報》也踢爆，何志平同意
支付韓特100萬美元的法律顧問費用。美國參議
院9月發布的調查報告亦指出，葉簡明和韓特成
立的1間空殼公司，於2018年3月向韓特的律師
事務所支付100萬美元，韓特還稱他將與另名律
師行代表何志平在其貪污案出庭。2018年初，
葉簡明因涉嫌 「經濟犯罪」 被陸方調查，之後失
蹤，華信能源在今年初宣告破產。2017年11月
，葉的高級助理何志平在紐約機場入境時被捕，
遭起訴多項貪污及洗錢罪，之後遭判3年徒刑，
今年6月8日刑滿出獄後被驅逐回香港。何志平
的妻子則是知名演員胡慧中。

韓特秘密錄音曝光！ 承認與 「共諜」 合作 拜登也知情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繼續亞洲4國
訪問行程，27日晚間由印度轉往斯里
蘭卡。他28日與斯里蘭卡外長會面後

，形容陸方是 「掠奪者」 ，為當地帶
來不利的交易，還作出侵犯主權和違
法的行為，而美國則是斯里蘭卡的朋

友兼夥伴。
斯里蘭卡外長古納
瓦德納並未正面回
應蓬佩奧的主張，
只表示該國是中立
國家，願意與所有
友好國家合作，希

望與美國以及其他國家保持夥伴關係
。

陸駐斯里蘭卡大使館日前發布聲

明，批評蓬佩奧挑撥、干涉中斯關係
，又指蓬佩奧只在當地逗留24小時，
卻為當地帶來重大物流負擔，質疑這
是否有利當地疫情防控，且不符合人
民利益。

據報導，斯里蘭卡總統拉賈帕克
薩（GotabayaRajapaksa）上月要求
再向大陸貸款7億美元，北京政府本
月初宣布無償向斯里蘭卡提供9000
萬美元，協助推動農村發展。美國政

府則批評，大陸的資助計劃會導致斯
里蘭卡陷入財務困境。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8日回
應，蓬佩奧的陳腔濫調，把合作歪曲
為掠奪，把14億中國人民謀求和平發
展的民族復興污蔑為威脅。美國強迫
小國家選邊，但中國和斯里蘭卡是傳
統友好鄰邦，未來也將繼續與斯里蘭
卡深化關係。

蓬佩奧訪問斯里蘭卡批陸是 「掠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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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萬眾矚目

的螞蟻集團正

式登陸港股與A股市場，總集資額逾2,640億港元，成為全球史上最大

IPO，香港能參與其中，與有榮焉。今次螞蟻沒有到美國上市，香港立法

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認為，正是因為內地“十三五”規劃奠定了擴大

開放的大環境，香港市場也改革制度配合，允許“同股不同權”的公司上

市，兩者的結合才吸引到今日大量的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亦印證香港國

安法實施後，金融中心地位更穩固。展望“十四五”規劃，認為香港要借

力大灣區發展，才可繼續發揮所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五 中 全 會 十 四 五與聚焦

““十三五十三五””改革利金融業改革利金融業
螞蟻巨刁顯港獨特優勢螞蟻巨刁顯港獨特優勢

緊抓大灣區機遇“十四五”金融業更有作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千呼
萬喚的螞蟻集團IPO，27日終於開始首日
H股招股，一如市場預期，反應熱爆，富
途證券新股認購平台27日早更被股民塞
爆出現“死機”。統計部分券商及銀行借
出的孖展（保證金），首日已超逾1,900
億元（港元，下同），相當於其在港公開
發售部分獲56倍超購。

各券商認購反應熱烈，其中耀才借出
近250億元，輝立借出225億元，有券商
已借爆孖展。有客戶經富途認購時，一度
出現“死機”情況。滙豐表示，截至27日
晚上6時已接獲逾500億元的 IPO 貸款申
請，該行稱會預留1,000億元攻螞蟻孖
展，年息可低至0.48%。綜合12家券商顯
示，螞蟻集團招股首日暫錄得逾1,400億
元孖展認購，連同滙豐的500億元孖展
額，超過1,900億元，以公開發售部分集
資33.41億元計，超額認購約56倍。

在27日的網上投資者交流會上，對
於投資者關注發行定價是否太高的提問，
螞蟻集團首席財務官韓歆毅表示，境內外
主流機構投資者普遍認可公司持續增長前
景和長期投資價值，認為目前定價水平合
理，而且公司有信心在未來保持業績良好
增長態勢。

螞蟻集團公開發售部分合共約
4,176.8萬股，以每手50股計算，合共有
逾83.5萬手。根據回撥機制，若公開發售
部分超購10至15倍，公開發售部分佔比
將提升至5%，即8,353.6萬股；若超購15
至 20倍，佔比升至7.5%，即約1.25億
股；若超購20倍或以上，佔比將增至
10%，即約1.67億股。由於目前已超購逾
20倍，因此勢將會啟動回撥機制，令公
開發售佔比由2.5%增至10%，即約1.67
億股，以每股50股計算，有334萬手。

以公開發售甲、乙兩組（甲組是認購
金額為500萬元或以下，乙組是認購額逾
500萬元）各佔一半計算，即甲組可分派
約167萬手，因此理論上即使有150萬人
認購螞蟻集團（相當於香港總人口約
20%），仍可做到一人分配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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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民踴躍
認購螞蟻，
富途證券新
股認購平台
被塞爆。

國家在“十三五”期間加大內地對港澳的開放
力度，推動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安排升級，其中與香港市場的互聯互通是金融
業開放方面的創舉，也是香港能穩守全球最大集資
中心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關鍵因素。繼2014年
推出“滬港通”後，2016年推出“深港通”、2017
年推出“債券通”、今年再推出ETF互掛等安排，
大大增強了香港的金融競爭力。同時，港交所於
2018年亦容許同股不同權公司在港上市，而恒指公
司也容許同股不同權公司、以及第二上市股份可進
入恒指選單中，一系列改革呼應了內地的開放，也
令到香港及時受惠。

印證香港仍受投資者信賴
螞蟻集團今次沒有到美國上市，而選擇在內地

及香港掛牌，固然有政治考慮，但另外也反映了其
他一些事實：就算沒有美國華爾街，香港也完全有
能力完成這個史上最大型的IPO；在經歷去年以來
的風風雨雨之後，以及美國的百般刁難打壓，香港
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依然穩固及受到國際投資者的

認同及信賴。
業界相信螞蟻的成功上市會成為其他大型企業

日後仿效模式，並相信只要香港能緊抓國家發展粵
港澳大灣區重大戰略機遇，香港作為國際集資窗
口，金融業在“十四五”依然大有作為。

香港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認為，阿里
巴巴、小米、京東、網易、美團、螞蟻集團輪番上
市，顯示香港對中概股具有相當吸引力，相信未來
十年，科技和醫藥板塊，都會是內地經濟發展的新
趨勢，交易所改革制度正配合了這大形勢。

此外，除了市場的改革，美國社會的反華情
緒，以及香港社會在訂立國安法後“由亂轉治”，
都促使中概股離開美國市場，回到更穩定的內地和
香港市場。

有能力完成史上最大IPO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上周便說，螞蟻這麼大規

模的IPO，是有史以來首次在紐約以外定價，“這
在5年前、甚至3年前，是難以想像的，但奇跡就
這麼發生了！”從中帶出的訊息，是中國科創企業

上市已毋需必定到美國，中國也有定價權，香港也
完全有能力完成這些史上最大型的IPO。

張華峰表示，可以預期，金融改革開放肯定是
內地“十四五”規劃的重點之一。香港現時仍是重
要的對外資本窗口，即使有企業在內地上市，還是
會借助港股市場去籌集國際資金。但隨着內地不斷
擴大對外開放，外資最終有可能直接跳進內地參與
IPO。因此，張華峰認為，香港應積極融入國家的
大發展方向，“以香港的優勢條件，既擁有豐富的
金融人才和經驗，又有公平有效的法制、自由流動
的市場體系、靈通的國際市場發展信息等，將有利
於大灣區發展吸引大量資金，讓香港可為大灣區金
融服務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證券業協會主席徐聯安同樣認為，去年的
修例風波打擊到投資者的心理，使市場投資氣氛一
直低迷，香港國安法順利推出了逾百天，也的確使
得大市成交回升，無論資金是來自海外、本地或內
地。此外，來上市的新股亦增多，反映國安法其實
對香港這個金融中心有利。他相信，長期的社會穩
定，是普羅大眾所渴求的。

■螞蟻A+H總集資額逾2,640億港元成為全球史上最大IPO。
美聯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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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工業企業盈利狀況

逐季向好，今年第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5.9%，

較第二季度加快11.1個百分點。但受工業品價格下降、部分行業原

材料成本及費用上升等影響，9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速放緩至

10.1%，不過仍連續四個月保持雙位數高增長。專家預計，今年全

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將實現小幅增長，但部分企業面臨周轉困

難和經營壓力。

中國上季工業企業利潤增15.9%
連四月雙位數高增長 專家料全年實現小幅增長

感染新冠的“黑臉”醫生臉色變白了

中國國家統計局 27 日發布數據顯
示，進入三季度以來，經濟社會發

展秩序日漸平穩，工業企業生產銷售快
速恢復，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5.8%，營業收入增長4.8%，均呈逐季回
升態勢，帶動企業盈利水平明顯改善，
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從一季度下降
36.7%，到二季度增長4.8%，再到三季
度加快回升至15.9%，呈現逐季回升走
勢。不過，1月至9月累計，工業企業利
潤仍為負增長，同比下降2.4%，降幅較
1月至8月收窄2個百分點。

外商及港澳台前9月投資增2.6%
景氣行業數量年內首次超過半數，

前9月，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有21個利
潤同比增加，而上半年僅有9個行業增
長。尤其是裝備製造業、原材料製造業
在三季度表現亮眼，增速均超過20%，
帶動整體製造業累計利潤如期轉正。石
油加工、鋼鐵、有色等上游行業利潤也
大幅改善，均從二季度下降二位數，一
舉躍升至三季度增長30%以上。

此外，各類型所有制企業利潤增長
均有提升，其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資率
先轉正，前9月增長2.6%。

9月，工業企業利潤增速較8月回落
了9個百分點至10.1%，國家統計局分析

主要受工業品價格變動擠壓盈利空間，
電子、汽車等行業成本費用增加等影
響。

前三季營收和利潤增速未轉正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分析

指，9月海外疫情復發，對短期需求造
成擾動，導致工業品價格小幅下跌，國
內工業品出廠價格（PPI，Producer's
Price Index ）同比下降2.1%，降幅小
幅擴大，一定程度積壓了利潤空間。
“儘管前三季度工業企業利潤持續穩

定恢復，但當前累計工業企業營業收入
和利潤增速均尚未轉正，應收賬款和產
成品存貨增速仍然較高，企業利潤持續
向好基礎仍需鞏固。”

國家統計局表示，下階段，要按照
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要
求，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着力解
決企業生產經營困難，推動工業經濟持
續穩定向好發展。

諸建芳指出，總體而言，企業盈利
呈現逐季向好趨勢，預計全年規模以上
工業企業利潤將實現小幅增長；但應收
賬款仍處較高位置，庫存水平也較高，
顯示部分工業企業面臨周轉困難和經營
壓力，需要更有針對性的政策解決這些
企業的生產經營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中國農業農村
部副部長劉煥鑫27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十三五”規
劃確定的農業農村發展各項目標任務勝利完成，14億中國人
的飯碗端得更牢、農民收入提前實現翻番目標、脫貧攻堅取
得決定性成就。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9年突破1.6萬
元（人民幣，下同），提前一年比2010年翻一番，增速連續
10年高於城鎮居民。

春節豬肉價格將回落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中國糧食產量連續6年超過1.3

萬億斤，人均糧食佔有量穩定在470公斤以上，遠高於國際公
認的400公斤糧食安全線。水稻、小麥自給率保持在100%以
上，玉米自給率超過95%。全國家庭農場超100萬家，農產品
質量安全監測合格率穩定在97%以上，質量興農、綠色興農
成為現代農業主旋律。

對於近期熱度較高的玉米價格大漲及豬肉供應量等問

題，農業農村部總經濟師魏百剛回應，目前玉米收穫過九
成，豐收成定局，後期供給將初步增加，價格總體趨穩，
繼續上漲缺乏支撐。同時，明年元旦、春節期間，豬肉供
應量同比大約增加三成左右，價格將低於去年同期水平。

劉煥鑫稱，到今年底，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將全部脫貧，
832個貧困縣將全部摘帽，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將得到解決。
產業扶貧政策覆蓋了98%的貧困戶，貧困地區累計實施產業扶
貧項目超過100萬個，產業扶貧成為覆蓋面最廣、帶動人數最
多、取得成效最大的扶貧舉措。

“十三五”期間，農村一二三產業加快融合，已成農
民就業增收的重要支撐和鄉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魏
百剛介紹，2019年全國建成農產品加工園1,600個，營業收
入超22萬億元，吸納就業3,000多萬。休閒農業接待遊客
32億人次，收入超8,500億元。農林牧漁專業級輔助性活動
產值6,500億元，各類涉農電商超3萬家，農村網絡銷售額
1.7萬億元。

農業農村部：人均糧食遠高安全線 14億中國人飯碗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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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
報道）據新疆喀什地區衞健委黨組書記李
林玉在27日下午舉行的疏附縣新冠肺炎
疫情和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介紹，
10月26日24時至27日17時，喀什地區
已完成全員核檢，新增確診病例5例，均
為無症狀感染者轉確診；新增無症狀感染
者19例，均為26日陽性混管複檢出來
的。

李林玉說，經對發現的無症狀感染者
樣本病毒進行全基因組分析，排除疏附縣
疫情與7月份烏魯木齊疫情病毒的相關
性。他並指出，此次疫情報告的感染者大
都沒有臨床症狀，可能是因處於感染早
期，隨着病情進一步發展，其中一些無症
狀感染者可能出現症狀，成為確診病例，
所有無症狀感染者正在接受積極的醫療觀
察。

474.65萬人完成核檢
截至10月27日17時，喀什地區現有

確診病例5例，無症狀感染者178例。該
地區474.65萬人已全部完成核酸檢測，除
已報告的疏附縣183人呈陽性外，其餘均
為陰性。其他縣市全員核酸檢測均為陰
性。目前，由國家、自治區、喀什地區、
疏附縣4支專業疾控隊伍組成聯合流調工
作組，正高效有序開展流調工作。截至目
前，對流調出的密接人員的核酸檢測及隔
離工作已全部完成。

“王院士，您好。”10 月 26
日下午5時，在泰康同濟（武漢）
醫院的“荊楚院士行”活動上，一
位男士抱着一束鮮花，輕輕走到王
辰院士身後，禮貌地打了一聲招

呼。王辰院士轉身一看，先是一愣，很快認出了
眼前這個人——易凡，武漢市中心醫院心臟大血
管外科醫生，王辰院士曾經救治過的新冠肺炎危
重症患者。

“身體怎麼樣啊？”王辰院士關心詢問。易
凡說：“現在恢復得還不錯，每天堅持做兩小時
的康復訓練，自我感覺一天比一天好，等待盡快
重回工作崗位，繼續治病救人。”

這是易凡癒後第一次與王辰院士重逢，兩人
都十分感慨。

面容變黑牽動網友心
說到動情處，易凡醫生紅了眼眶。他說，聽

聞王院士要來武漢考察，腦海裏想到的第一件
事，就是要當面說一聲感謝。“王院士考察的其
中一站是我所在的醫院，我匆忙訂了一束鮮花，
但時間錯過了，沒能趕上。”易凡醫生不想留下
遺憾，於是打車急奔近20公里，從漢口趕到漢陽
四新，一路追趕院士的腳步，只為當面說一聲
“謝謝”。

1月22日上午，身體感覺極度不適的易凡醫

生，讓同事替自己完成了正在進行的手術，自己
去做了CT檢查，結果被診斷為新冠肺炎。一周
後，易凡出現了嚴重的呼吸窘迫。隨後，他被轉
到了武漢市肺科醫院。3月3日，易凡轉到了中
日友好醫院醫療隊所在的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
院區。當時，他處於完全昏迷狀態，新冠肺炎導
致的呼吸和臟器衰竭，加上其他併發症，情況十
分危險。其間，他因病導致面容變黑的照片曝
光，格外牽動廣大網友的心，大家留言感慨：
“與病毒鬥爭太慘烈了。”

3月，易凡醫生存在血源性感染，必須把血
液裏面的感染源去除，其中最關鍵的是更換身上

的所有導管，最危險的是人工肺導管。當時，中
國工程院院士王辰來到中法新城院區，與醫生團
隊一起，對易凡的病情進行會診，他替醫療隊作
出了決定：必須更換導管，沒有別的選擇。

正是這次冒險，使得易凡的感染指標明顯開始
下降。3月15日，易凡脫離了人工肺的生命支持。
之後，在醫院精心治療之下，易凡終於在5月6日
康復出院。

記者看到易凡時，他的膚色已經恢復，精神
狀態也不錯。易凡感謝大家對他的關心和關注，
對於重生後的生活，他感慨：“能活下來就是奇
跡，我會好好珍惜！” ■楚天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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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凡向王辰院士送上鮮花表達救命之恩易凡向王辰院士送上鮮花表達救命之恩，，王王
辰院士詢問易凡身體狀況辰院士詢問易凡身體狀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易凡因感染新冠病毒導致面容變黑的照易凡因感染新冠病毒導致面容變黑的照
片曝光片曝光，，牽動了廣大網友的心牽動了廣大網友的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工業企業盈利狀況逐季向好中國工業企業盈利狀況逐季向好，，今年第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今年第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利潤同比增長利潤同比增長1515..99%%，，較第二季度加快較第二季度加快1111..11個百分點個百分點。。圖為圖為2727日大批日大批
機械和工程車在江蘇連雲港港東方公司碼頭等待裝船外運機械和工程車在江蘇連雲港港東方公司碼頭等待裝船外運。。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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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老村医：
深山里的“QQ救护车”

“裴医生，你今天在哦！快帮我看看我这个腰疼是怎
么回事。”在百年关村，几乎没人不认识老村医裴光鑫，
他在这里当村医已经 50 年了。记者见到他时，70 岁的裴
医生身穿白大褂，正在村卫生室接诊，精神矍铄。空闲
时，裴医生打开了话匣子。

“原本我是个民办教师，看到农村缺医少药，便弃教
从医。”裴光鑫说，20 世纪 60 年代末，他经过 3 个月培训
就当上“赤脚医生”，用方言讲，完全就是个“泥腿子”。

“赤脚医生”如何看病呢？裴光鑫伸出手指比划道：
“看病有‘三土’：土房、土药和土医，吃药有‘四自’：
自采、自种、自制和自用，还加上一个针灸治疗。”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
干。”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农民怕生病、病不起的真实
写照。在裴光鑫行医的早年间，村民们生病了，都是“小
病拖、大病磨，病重了还喝不上药”。村里医疗条件有
限，村医也只能在山里寻找一些草药来为村民治病。

守护村民健康的担子不轻，为了当好村医，裴光鑫没
少付出努力。他向周边有名气的医生求教，又到宜昌市学
习了 5 年。时间一长，裴光鑫在中医治疗方面积累了不少
经验，村民们都知道裴医生看病“拿得准”“治得好”，许
多人走几个小时山路来找他，裴光鑫也经常背着药箱入户
看病。

2008 年，裴光鑫买了一辆奇瑞 QQ 小轿车。人们不
解：裴医生家距离村卫生室不过百米，走路就能上班，何
必买车？裴光鑫想的是，这样他下乡看病就方便了。

村里的贫困户严万美患高血压多年，裴光鑫隔三岔五
上门随访为她量血压，叮嘱用药常识。如今，严万美的血
压已经从180毫米汞柱稳定降到了120毫米汞柱。

去年一天，宫颈癌手术化疗后在家休养的严万美，忽
然感到腹部剧痛。紧急关头，严万美和家人第一时间想到
裴医生。接到电话后，裴光鑫立马开上私家车，带严万美
赶到县医院，又转送市医院，一刻不耽误地进了手术室。

“不是裴医生不怕累送我，我怕是都活不成命了。”多
亏及时治疗，严万美的肠穿孔已痊愈，提起这件事她仍感
激不尽。

行医 50 年，村里哪一户哪个人有什么病，谁家的媳妇什么
时候到预产期，谁家的孩子什么时候该接种何种疫苗，裴光鑫心
里都有一本账，明镜儿似的。三更半夜、冰天雪地，裴光鑫 24
小时随时驱车出诊，护送救助了 20 多名命悬一线的重急病村
民。村民们都说：“裴医生不仅医术厉害，还硬是把私家车开成
救护车。”

令裴光鑫欣慰的是，这些年政府的医疗政策好、投入大，村
民都买了医保，看病能够按比例报销。如今，村卫生室有了诊
疗室、中药房和基本检查设备，还装上了远程诊疗系统，村民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市里大专家的诊疗服务。“小病不出村、大病
需转诊、急病要护送”，裴光鑫这样总结自己的“行医经”。

不过，古稀之年的裴光鑫还有一桩“心事”：这么多年来百
年关村的村医就他一人，10 年前他就该退休了，哪天“超龄服
役”的他真看不动病了，镇卫生院路程又远，村子里没有村医可
怎么行？

“接班人”：
“留在村里有‘三好’”

老村医的担忧并不是个例。
几年前，宜昌市卫健委的调研显示，全市乡村卫生室普遍存

在队伍老化、后继无人的难题。
“五峰地处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又是深度贫困县，2019 年

脱贫摘帽前，每 3个贫困人口中就有 1个是因病致贫。”五峰卫健
局负责人介绍，作为农村群众健康的“守门人”，乡村医生服务
能力较弱，队伍青黄不接，难以满足村民的就医需求。

2014年，宜昌启动大学生村医定向委托培养计划，在户籍所
在地县市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含中职生） 中定向委托培养乡村
医生。根据计划，全日制 3 年的培养中，政府每年补助 1 万元，
免学费、补助生活费，对毕业的委培大学生村医实行“县聘乡管

村用”，回当地村卫生室工作不低于 5年，期满后可在本县（市、区）
范围内流动。百年关村的“95后”小村医杨海燕就是这样上了岗。

杨海燕本是五峰县长乐坪镇菖蒲溪村人，2015年高考后，她
通过定向委培计划在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就读，毕业
后又到五峰县人民医院进修培训，到 2019年 3月，小海燕回到五
峰县长乐坪镇，“飞”进了百年关村卫生室。

扎一个利落的马尾，戴一副黑框眼镜，23岁的杨海燕看起来
稚气未脱，接诊时却非常专业。

“您最近感觉怎么样？头晕不晕？我给您量下血压，别紧张
哦。”在村卫生室，杨海燕熟练地为 80 岁的曾庆秀婆婆测量血
压，还叮嘱老人按时吃药、注意饮食、补充营养。

“小杨态度好、服务好，就跟自己的亲人一样。”提到这名
“村医丫头”，曾庆秀婆婆竖起大拇指，“每次她上门看我，我都
嘱咐她骑摩托车小心点。”

原来，和裴医生一样，为方便出诊，2019 年 5 月杨海燕就用
头两个月的工资购买了一辆摩托车。村里留守的老人多，杨海燕
隔三岔五就骑摩托车上门提供血糖、血压测量等公共卫生服务，
一并带去降压药等药物，嘱咐老人按时服药。杨海燕说，一开始
她还不会骑摩托车，经常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现在她已经是骑摩
托的“高手”了。

76岁的村民朱宏菊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因为两个儿子在外
务工，长期以来，家中只有她和儿媳妇及两个孙儿留守。山路不
便，田间农活又繁多，朱宏菊很少主动去村卫生室体检就医，却
也知道村里来了位大学生村医。“我们跟海燕蛮熟，她人蛮好，
经常到屋里来为我量血压。”

69 岁的村民朱宏香提起杨海燕更是激动：“那次突发脑梗，
多亏杨医生及时赶到，我才捡回一条命。”

原来，今年农历正月廿三晚上 10 点多，朱宏香出现头晕、
发抖等症状。正值疫情期间，家人都在外地，朱宏香试着拨通了
杨海燕的手机。

“好，我马上到！”杨海燕二话没说，冒雪赶了一个多小时的

山路到朱宏香家，鞋袜都被雪水湿透。评估完病情，来
不及歇口气，杨海燕又搀扶着朱宏香一步步下山，转诊
到县医院。

一年多下来，杨海燕熟悉了村里大多数村民的健康
状况，也取得了大家的信任。她感慨，“留在村里有

‘三好’”。一是村民们真诚朴素，大家待她像亲人一
样温暖；二是村医的工资待遇有保障，去年 7 月，她
考取了镇卫生院的编制，职业晋升还有提升空间；三
是有师傅一对一指导，专业技能有长进，去年，她已
顺利考取执业医师助理资格证。

守村寨：
“像师傅那样扎根大山”

杨海燕口中的师傅，就是老村医裴光鑫。
五峰采取轮训、师带徒等方式，对大学生村医进行

全方位培训，只为年轻人能尽快提升技能、独当一面。
在百年关村，老村医裴光鑫和大学生杨海燕结成了师
徒。他带杨海燕下村入户，到每家每户熟悉情况，尤其
是对一些患有慢性病的老人，裴医生都叮嘱杨海燕要多
加关注。

师傅倾囊相授，徒弟也积极奋进。尽管杨海燕家距
离百年关村卫生室只有 25 公里，她半个月才回去一次。
来村里一年多，杨海燕已经学会开中药处方，“裴医生
将中医方法一遍遍地教我，我现在针灸、拔罐都会了。”

在师傅裴光鑫口中，这个徒弟很敬业：“小杨医生工
作踏实肯干、认真负责，还帮着把全村的公共卫生资料整
理到电脑里。”令师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杨海燕经常周
末也不回家，就留在村里加班学习，“她不是一到周五就
跑了，说明很安心在这里，真心为村民服务。”

杨海燕正在做的公共卫生资料整理，是为每个家庭
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与普通临床医生不同，村医不仅要
有临床医疗知识，还要会基础护理、基本公共卫生管理、
卫生防疫及农村常见病治疗等，尤其是发挥信息化方面
的优势，前移疾病预防关口，将“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
健康为中心”，织密基层健康网。

大学生村医的到来，让裴光鑫的“心事”终于了
了。“现在好了，卫生室有人值班，另一个人还可以上山出
诊，而且我们俩是一老一少、中西结合，合作得很好，山村

卫生事业后继有人了，可以更好地为乡亲们服务。”
按照“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目标，截至目前，宜昌市已分

批定向委培大学生村医 1275人，毕业上岗 779人。宜昌市政府还
出台了 《宜昌市村卫生室人事管理办法》，明确乡村医生的身份
管理、收入待遇、养老保障、职业发展、进退机制等，委培学生
毕业后乡村医生经招聘考核后纳入乡镇卫生院编制内管理。实施
乡村医生定向委托培养前后，全市 35 岁以下村医占比由 11.5%上
升到 27.5%，大专学历占比由 5.4%上升到 31.83%，执业助理医师
资格人数占比由11.6%上升到19.8%。以大学生村医为突破口，宜
昌已为全市 30 多万农民建立了详细的电子健康档案，为全市 20
多万老年慢性病患者签订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在实施定向委托培养计划启动前三年，宜昌市平均每年仅
有 4 人进入乡村医生队伍。如今，随着定向委培村医陆续毕业
进入村卫生室工作，超龄老村医可以有序安心退出，乡村医生
队伍逐步年轻化。此外，新进的乡村医生都具备全日制医学大
专学历，一改过去低素质低水平的村医补充机制，有效解决了
村医后继无人、素质不高的难题，乡村医生队伍走上职业化、专
业化道路。

“将村医逐步由过去的半医半农人员，转变为医疗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是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大跨越，有利于补齐基层医
疗服务的短板。”宜昌市卫计委负责人说，到“十三五”末，全市1392
个行政村，每村都将有一名大学生村医，履行全科医生、健康教育
师和公共卫生人员的职责，成为村民离不开的健康“守护人”。

“现在我要发挥余热，带出一个村民满意的徒弟，继续为大
家服务，这样我就能安心退休了。”裴光鑫这样规划未来。

记者问杨海燕，5年服务期满后，有什么打算？
她毫不犹豫地说：“我还是想留下来，像师傅那样扎根大

山。只要村民需要我，我就一直为村民服务。”杨海燕的目标很
明确：“医生是一个很严肃的职业，不进步就会落后。我要坚持
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争取在两年后考到执业医师
证，胜任村卫生室的工作，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回村发展。”

地处武陵山区的湖北宜昌百年关村两代村医接力守护村民健康——

村卫生室“飞”来大学生村医小“海燕”
本报记者 叶 子

“咳嗽不要命，但烟酒还是早戒早好哦。”
“您是害了‘富贵病’，以后可不能光吃大鱼大肉啦。”
“您去山上摘点金银花，当茶喝还消炎。”
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百年关村地处武陵

山连片特困地区，村卫生室门口伫立着两棵百岁有余的榆树。平
日里，看病的、过路的、闲叙的，经常三三两两聚在树下。

榆树下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百年关村卫生室，里面不仅整洁
明亮、设施齐全，还有两位村民信赖的村医——行医50年的老中

医裴光鑫和23岁的大学生杨海燕。
正像这两株苍老粗壮的榆树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守望

着错落散居的山里人家一样，百年关村一老一少两代村医接力传
承、坚守岗位，守护着村民们的健康。

杨海燕骑行在行医路上。

裴光鑫 （右） 和杨海燕 （中） 一起为村民看病。

裴光鑫正在为村民配药。

（本版照片均为杨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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