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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日確診破20萬 美國將進入最黑暗時刻
美國於 10 日單日新冠確診
數破 20 萬，首次住院人數也超
過 6 萬人，雙雙創疫情以來新高
，拜登的疫情顧問歐斯特荷姆示
警，接下來 3 至 4 個月，美國將
進入 「新冠地獄」 ，是至今最黑
暗的時刻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報導，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全球疫情統計，美國過去 24 小
時新增 201,961 例新冠肺炎病例
，創疫情爆發以來單日新高，截
至今（11）日下午 2 時，美國已
經有超過 1,025 萬人染疫。
法新社分析，單日確診人數
創新高部分原因在於周末確診數
字延後通報。

（路透社
路透社）
）

過 去 24 小 時 也 新 增 1,535
例死亡病例，至今將近 24 萬人
喪命。
除此之外，周二美國首次因
為新冠肺炎住院的人數也來到
61,694 人，同樣創下歷史新高
，比 4 月 15 日的前一次紀錄多
出 2,024 人。目前美國平均每日
新增住院人數為 1,661 人。
近幾周來美國新增病例及死
亡病例戲劇化飆升，美國恐在感
恩節、聖誕節來臨之前進入疫情
第三高峰，歐斯特荷姆說，美國
現階段甚至還未接近疫情高峰，
但是醫院已經過度負荷， 「接下
來 3 至 4 個月將會是至今疫情最
黑暗的時刻」 。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Top USA Investment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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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E-mail: chentoby@ymail.com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Cell: 832-235-5000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E-mail: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 713-459-2656

R01-TOP USA-TOBY 富國地產_C57_8

給您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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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旗遍地 痛心疾首

White Flags Touched
Our Heart
Dr. Richard Besser, former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cting Director said that he
was optimistic the pandemic response will soon be
under new federal leadership, noting that in the
meantime, the states need to step up.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has named a new
coronavirus advisory board to help with the
pandemic response as he transitions into the
presidency.
Besser said that the challenge will be getting
through the winter with the coronavirus response
still being l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美國前任疾管中心代主任貝西醫生今
天非常樂觀表示，在拜登新政府上任後將
會得到有效控制,但是我們目前需要各州政
府協助支援。
貝西醫生非常焦慮，當寒冬即將到來
時，新政府上任前，仍然會在川普之控制
下。
拜登總統當選人已任命十三位全國醫
療顧問，立即展開對病毒之戰鬥， 這種以
人命為先的精神，令人敬佩。
一位業餘的藝術家菲斯坦伯女士经過

Մ↛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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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月之努力，終於獲准在華府近郊公園插
二十三萬支小白旗，代表對這次新冠疫情
中喪失寶貴生命的同胞，她非常感性的說
，我希望在此悲傷時刻，以小白旗表示對
他們的告別。
今天看看在華府政壇上正在上演的政
治大戲，川普總統仍不顧人民苦痛， 繼續
在球㘯上打小白球，我們真是痛心疾首，
無語問蒼天啊！！
( 图片来源： 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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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I was watching thousands of small white
flags standing sentinel outside the D.C. Armory in
the southeast near RFK stadium.
Suzanne Brennan Fristenberg spent two months
getting the approval to install over 220,000 white
flags outside the D.C. Armory to represent the
country’s COVID-19 deaths.
She said, “I know how valuable each life is,
because I’ve had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honor to
be with people at very difficult time in their lives, as
they’re saying goodbye.”
How touching are her words. We
don’t understand the politicians
in our capital that are still fighting
for their political power while they
totally ignore the pandemic that is
still killing our sisters and brothers.
They don’t care about it.
After Biden’s Saturday victory
speech, President Trump still
wants to fight a legal battle.
As ordinary citizens we only care
that the virus is still attacking our
community. We still don’t see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taken
any measures to come and rescu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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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閉嘴 讓證據自己說話
儘管主流媒體與美國社會已認定拜登當
選美國總統, 而且拜登也獲得了絕大多數國
家領袖的恭賀, 但川普總統卻不服輸,依然不
斷指控選舉舞弊不公,並揚言訴訟到底, 所以
拜登是否能入主白宮還存有變數。
就在選舉紛擾之際,司法部長威廉巴爾竟
違反司法獨立的原則, 發表了一份備忘錄逕
自授權聯邦檢察官針對這次選舉有關違規的
指控進行調查，這完全打破了司法部的常規
作法, 引來各界震撼，因為在此之前, 為確保
行政體系選務機關的公正獨立性, 當所有選
舉結果尚未核准認證之前，司法體系的檢察
官是被嚴禁從事案件調查的, 如今巴爾部長
的作為表明他已不再中立, 而是把自己的手
介入了選舉糾紛, 他也像共和黨少數投機政
客選擇站立在川普那一邊，無疑是加大了美
國對立的態勢，而司法部負責選舉犯罪部門
的主管皮爾格在自己的長官做出錯誤決定後
立即辭退以示抗議, 那是相當不幸的。
在這次大選後,川普的律師朱利安尼一再

痛陳選舉存在嚴重舞弊, 並指控拜登竊取了
總統大位, 但他卻沒有明確證據輔佐自己的
指控, 當然他現在沒有舉證並不代表証據不
存在，等到開庭審理時，這些人證與物證就
必須要面對考驗與查核, 是非曲折自有公斷,
現在一昧放話不但無濟於事，更會造成社會
嚴重對立，只顧政治利益而罔顧社會責任,
不對也不該, 而朱利安尼有關賓州投開票所
禁止監查人近距離審視,有作票之嫌的指控顯
然無法成立, 因為那是賓州針對防止新冠病
毒感染所做權宜之計, 那是針對兩黨監察員
所做的相同禁令，絕非偏袒任何黨派。
法庭是公正的, 儘管訴訟會耗費社會資
源，但既然川普總統自感這次選舉對他不公
正，就讓法庭來做公平審判, 縱使訴訟最後
提升到最高法院的層次, 也應該由 9 位大法官
來做出最後的判決，各方都不應再有成見,
不管你贊不贊同, 無論你喜不喜歡, 你都必須
要接受法庭的判決!

不甘於後俄國表示史普尼克5新冠疫苗有效率92％
中俄遲不恭賀拜登 國際專家點出強權幕後盤算
自美國前總統、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成為本屆總
統大選當選人之後，多位美國傳統盟友紛紛向他表
達恭賀。不過，如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等強權國家領
導人，遲遲未對拜登勝選祝賀，而川普也在過去 4
年中，多次讚揚他與這些強權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
係，如今川普不再連任，他們的態度令外界玩味，
但專家認為，這些國家保持沉默，其態度早已 「不
言而喻」 。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指出，有別於川普
2016 年當選時，俄羅斯總統普丁沒過幾小時後就
向他致電恭賀，這次克林姆林宮發言人表示，對於
美國大選，俄羅斯仍在等待官方的大選公布結果，
再評論選舉。
英國王家三軍聯合國防研究所所長海佩爾
（Karin von Hippel）表示，拜登早已視俄羅斯為
「主要威脅」 ，不可能期盼拜登政府任內下的美俄

關係會如川普一樣 「舒適」 ，且拜登會聯手美國夥
伴及盟友阻擋俄羅斯刺殺俄國海外公民、反對派領
袖，或者類似克里米亞等滲透行為，普丁深知拜登
會付出更大心力遏止俄國，但他先前也表示，美俄
之間的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New START）
談判，仍可見兩國有合作空間。
在中國大陸方面，即使川普在 2016 年大選一
再揚言對陸強硬，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仍在川
普當選後致電，並期盼美中關係健全穩定，川普在
上任不久後，也一再讚揚他與習之間的個人關係。
不過至今從貿易戰、科技戰、人權問題以及當前川
普一再譴責的新冠疫情問題，兩國關係早已惡化，
川普先前也表示 「已很久未與習通話了」 ；即使如
此，習仍未拜登當選恭賀，對此陸外交部表示 「大
陸將按照國際習慣」 。

在輝瑞公司(Pfizer)宣布，首支新冠疫苗
效用達到 90％以上之後，俄羅斯顯然坐不住
了，他們也表示自己的 「史普尼克 5 號」
(Sputnik V )疫苗，保護力達到 「92％」 ，顯
然誓與西方制藥公司一別苗頭。
路透社報導，俄羅斯主權財富基金
(RDIF)表示，由俄國研發的史普尼克 5 號疫
苗完成初步病毒效用測試，有 92%的保護力
，數據令人鼓舞。
研發該疫苗的是俄羅斯加瑪列亞傳染病
與微生物國家研究中心(Gamaleya)，研究所
所長亞歷山大·金特斯堡（Alexander Gintsburg）表示，中期結果表明 「史普尼克 5 號
」 很有效，未來幾週內，將會在俄羅斯進行
更大規模的疫苗接種。
據 RDIF 負責人 基里爾·德米特里耶夫
（Kirill Dmitriev） 的 說 法 ， 他 們 的 結 果 是
16,000 名試驗參與者，接受 2 劑疫苗後的資
料。然後在大規模檢查之後，施打 「史普尼
克 5 號」 的受試者，再得新冠病毒的機率，
是比只接受安慰劑的人低上 92％。
RDIF 表示，這種成績，遠高於美國食
品藥物管理局(FDA)所設定的 「50％有效性

」 的標準，而且他們願意公開這項成績，將
會把逗項研究的數據，在同行評審後發表在
著名的醫學雜誌《刺胳針》(The Lancet ) 上
。
對於在輝瑞之後，另一個疫苗團隊也發
表他們的成果，有些學者感到太倉促。德國
美茵茨大學(Mainz University)病毒學研究所
副所長博多·普拉希特(Bodo Plachter)說：
「我認為，輝瑞和 BioNTech 的新聞稿發布
後，給其他研發疫苗的團隊施加了壓力，現
在他們必須證明自己的實力，拿出有利自己
的數據表現。但是包括輝瑞，這些說法目前
缺少具有統計意義的分析。」
輝瑞也表示，他們分布疫苗成效並不是
炫耀，只是單純告訴大家好消息。他們將繼
續進行試驗。
在俄羅斯宣布疫苗成果之後，歐洲股票
和美國股票期貨的漲幅有所擴大，儘管其反
應遠不及輝瑞公佈的效果。
COVID-19 的全球流行已經接近 1 年，
導致 126 萬人喪生、企業關閉、數百萬人失
業，可以說全世界都在等待有效疫苗能夠讓
世界各地恢復正軌。

PPO計劃

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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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進入全國封鎖
官員：不排除延長封鎖可能性

挪威政府加強疫情管控措施
呼籲減少社交聯系
綜合報導 挪威廣播電視公司報道（nrk），挪威首相索爾貝格和政府
的建議是，民眾盡量保持在家，盡可能減少社交聯系。現在，政府進壹
步加強疫情措施以阻止病毒的傳播。
“如果這種狀態發展持續下去，將給衛生系統帶來重大挑戰，
正如我們在歐洲各國看到的那樣。因此，我們正在引入適應當前病
毒感染情況的新措施。”衛生部部長本特· 霍伊說，制定措施的目
標尤其重要，這樣我們才能減少與他人的往來。以下是目前適用的
主要建議。
建議在未來幾周內，每個人都盡可能呆在家裏，並減少與他人的社
交聯系。在私人住宅中，除家庭成員外，最多不能有 5 位客人。與高風
險人群保持 2 米的社交距離。避免不必要的國內旅行。
大學和職業學院要評估在未來壹段時間內是否可以減少教學和其他
活動，有助於提高機動性，例如對公共交通系統的壓力。
私人聚會最多可有 20 人參加。在沒有固定座位的室內活動中最多可
容納 50 人。在室內，觀眾都坐在固定座位上的活動最多可容納 200 人。
將在 11 月 9 日生效。
酒吧在零時關門，有酒牌的餐廳在 22 時後不能再接待新客人。將於
11 月 7 日生效。
從高風險地區到挪威的人，需提供新冠肺炎病毒檢測陰性證明，測
試時間在入境前的 72 小時內。如沒有測試證明則可能不讓入境。將於 11
月 9 日生效。
警察將會更加積極地執行感染控制措施。這意味著，如果您違反規
定或隔離，可能會面臨罰款的風險。
挪威公共衛生研究所（FHI）數據顯示，5 日新增 621 例，全國累計
確診病例 22575 例，全國累計死亡 284。全國累計進行了 1780099 次新冠
肺炎病毒檢測。

俄工貿部副部長：
俄中雙邊貿易諸多領域出現向好趨勢
綜合報導 俄羅斯工業貿易部副部長格魯茲傑夫在 6 日舉行的“俄羅
斯與中國：新時代合作”在線會議上表示，盡管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響
，但俄中貿易在諸多領域出現了向好趨勢。
格魯茲傑夫說，俄羅斯農業生產綜合體向中國出口的農產品數量在
今年前八個月裏增長了 28%，占到了對中國出口額的 8%，去年同期占比
則為 5%。植物油是農產品出口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俄農產品對中國的
出口在穩步增加。
格魯茲傑夫說，俄羅斯對中國的金屬出口量增長了 53%，化學產品
的出口量增長了 17%。總體而言，工業產品在俄中貿易中的份額增加到
62%。壹些項目的實施為飛機制造、機械工程、冶金和化學工業、制藥
和輕工業、木材加工等行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格魯茲傑夫表示，以前俄希望吸引經濟領域投資，建立現代
工業，而現在俄將重點轉移到吸引先進技術等方面，這能夠加強
俄羅斯與外國夥伴的技術合作。在這方面俄羅斯將中國視為主要
合作夥伴。
俄羅斯出口中心總裁尼基申娜當天在接受塔斯社采訪時提到，俄羅
斯遠東地區基礎設施的進壹步建設將增加俄中之間的貿易。兩國建立了
跨境經濟合作區，雙方都有意消除貿易中的技術性障礙和各種限制。我
們認為兩國領導人提出的到 2024 年將俄中貿易額提高到 2000 億美元的目
標。

根據政府的計劃，本輪的封鎖措施
將會持續至 11 月 30 日。不過，雅典西阿
提卡大學生物學教授瓦托普洛斯說：
“在全面封鎖措施開始實施後的壹至兩
天內，我們依然會看到病例持續上升的
現象。但民眾不必過分擔心。”
瓦托普洛斯稱，“從科學的角度看
，病例出現下降大約會出現在措施實施
後的壹周左右。如果壹切順利的話，兩
周內我們就會看到病例顯著減少。”不
過，瓦托普洛斯也強調，如果這些措施
的效果不理想，那麼政府應該考慮延長
封鎖措施的時間。
希臘政府發言人佩薩斯表示：“我
們希望事態的發展能朝著我們的預期順
利進行。但目前，我們並不排除延長封
鎖的可能性。”

世衛組織審視全球貂養殖場生物安全
世界衛生組織證實，這壹組織正在
全球範圍審視貂養殖場的生物安全。
【未下結論】
鑒於丹麥貂養殖場出現多起貂將變異
丹麥國家血清
新冠病毒傳給人的病例，丹麥政府宣布 研究所說，截至 5 日
宰 殺 國 內 所 有 養 殖 貂 、 北 部 7 座 城 市 晚 間 ， 已 確 認 12 人
“封城”。
感染變異新冠病毒，
涉及 5 座貂養殖場。
【關註安全】
但丹麥《號外報》
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技術負責人瑪麗 以丹麥斯塔滕斯研究
亞· 範克爾克霍夫 6 日在記者會上說，世 所為消息源報道，6
衛組織及其地區辦事機構正在審視各地 月至10月中旬，丹麥
貂養殖場的生物安全，以避免出現“溢 214 人感染這種新冠
出”狀況。
病毒變種，其中 200
範克爾克霍夫所說“溢出”狀況， 人在北日德蘭島。
指類似於發生在丹麥的新冠疫情。
北日德蘭島是丹麥主要的貂養殖地。丹
丹麥首相梅特· 弗雷澤裏克森 4 日說 麥是全球最大的貂皮生產國之壹，現有約
，鑒於衛生部門在養殖貂身上發現的壹 1100個貂養殖場，飼養約1700萬只水貂。
個新冠病毒變種已傳給人，政府將宰殺
按照丹麥衛生部門說法，新毒株是
這 壹 北 歐 國 家 所 有 養 殖 貂 ， 數 量 至 多 纖突蛋白變異所致，不會加重人的病情
1700 萬只。丹麥政府次日宣布“封鎖” ，但能抑制新冠病毒疫苗發揮作用，存
北部 7 座城市。
在影響新冠疫苗效力的風險。
荷蘭和西班牙等國數月來也在貂養
世衛組織首席科學家蘇米婭· 斯瓦米納
殖場檢測到貂感染新冠病毒。
坦6日說，現在得出變異新冠病毒會抑制疫

苗效力的結論為時過早。“我們需要等等
看(這種病毒變種)會有什麼影響，但我認為
，不應該就這種特殊變種是否會影響疫苗
效力定論。現在還沒有任何證據。”
世衛組織歐洲地區官員凱瑟琳· 斯莫
爾伍德說，病毒隨著時間發生基因改變
“完全正常……我們十分謹慎地追蹤這
些變化”，目前各國政府和衛生機構無
需改變防疫措施。

希臘單日新增死亡病例創新高
民航局頒布入境管理新規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 11
月 8 日傍晚的統計數字顯示，
希臘當天新增 1914 例新冠確
診病例，累計確診 56698 例。
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
數在 24 小時內增加 35 人，單
日死亡人數創新高，累計死
亡人數為 784 人。當天，希臘
當局公布封鎖措施的更多細
節。

希臘生物化學專家托馬
迪斯教授表示，阿提卡大區
廢水中的新冠病毒載量在不
斷增加，最近幾天的水質樣
本測試顯示，新冠病毒載量
仍居高不下。根據汙水分析
， 目 前 阿 提 卡 大 區 420 多 萬
人 口 中 ， 可 能 有 6-8 萬 名 活
躍病例，約占地區人口的
1.5%-2%。他認為，希臘目前
正處於第
二波新冠
疫情的上
升期。
希臘微
生物學家瓦
托普洛斯指
出，在未來
幾天內，希

臘仍將看到新增病例和死
亡人數繼續上升。如果壹
切順利，在封鎖措施實施
壹周後，新增數字將會回
落 ， 之 後 兩 周 將 足以使疫情
曲線下落。
瓦托普洛斯警告，目前
希臘的活躍新冠病例可能有
2.3 萬例左右，其中 80%未能
確定傳染源。如果封鎖措施
達不到預期效果，則可能需
要繼續延長封鎖。
當地時間 8 日，希臘民
航局再次頒布最新旅客管理
規 定 ， 從 11 月 9 日 上 午 6 點
起 至 11 月 30 日 ， 希 臘 國 內
航班和機場將僅提供基礎服
務，主要包括由於健康原因
需 要 出 行 、 商 務 旅 行、家庭

團聚及返回長期居住地等，
人道主義航班、貨運航班、
軍事、消防、醫療等航班可
以豁免。
從 11 月 11 日 上 午 6 點
起 至 11 月 30 日 ， 所 有 乘 坐
航班入境希臘的旅客必須
持 有 72 小 時 內 核 酸 檢 測 陰
性證明。
從 11 月 10 日上午 6 點起
至 11 月 30 日，所有入境希臘
的旅客必須在入境前至少 24
小時填寫旅客入境登記表，
並如實申報出發地、旅行
史、在希臘居住地等相關
信息。航空公司在乘客登
機 前 ， 必 須確認乘客已經提
前壹天提交旅客入境登記表
等信息。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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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例為境外輸入，累計確診 52254 例；
當日新增死亡 14 例，累計死亡 715 例。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 5 日宣布，自
當地時間 7 日早晨 6 時起，全國進入為期
三周的封鎖狀態，以防控近期急速蔓延
的新冠疫情，避免出現醫療系統“無法
承受的”壓力。
希臘全面封鎖的消息壹出，引發了

此外，新的限制措施將禁止區域
間的旅行，不少民眾選擇趕在禁令生
效之前離開雅典，回到自己的家鄉。
這也造成了在雅典出城方向交通擁堵
的現象。僅在過去的 24 小時內，就有
超 過 6 萬 輛 汽 車 通 過 設 立 在 雅 典 ——
拉米亞國道的埃萊夫西納收費站，離
開了雅典。
報道稱，對於目前希臘醫療體系為
應對疫情而面臨的壓力，政府已經緊急
啟動了醫護工作者的招聘程序。根據衛
生部長基基利亞斯 5 日向議會提交的修
正案預計，公立醫院系統將雇傭 300 名
重癥監護室醫生、500 名專科醫生、1000
名護理人員並增加重癥監護床位，同時
可能征用私人診所的 ICU 床位，包括征
用整個診所。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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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www.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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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希臘通報新冠確診病例累
計 52254 例。自當地時間 7 日早晨 6 時起
，全國進入為期三周的封鎖狀態。希臘
政府發言人佩薩斯指出：“目前，我們
並不排除延長封鎖的可能性。”
當地時間 11 月 6 日傍晚，希臘國家
公共衛生組織（EODY）宣布，過去 24
小時，希臘新增 2448 例確診病例，其中

民眾的強烈反應。由於零售店在本次封
鎖期間將暫停營業，6 日壹早在雅典市中
心的商業街，不少市民聚集在商店門前
，排著長隊，等候在店鋪關閉前進行最
後的搶購。在雅典的多個購物中心，也
出現了客流量激增的現象。
與此同時，不僅是商場外出現了大
量排隊的現象，多家銀行門口也出現了
不少民眾等候辦理業務的情況。
報道稱，就企業而言，由於包括零
售店、餐廳、咖啡館等企業，將在封鎖
期間暫停營業。許多經營者擔心失去收
入後，會給本就脆弱的營商環境蒙上壹
層陰影。市場專家認為，實體店鋪關閉
後，將會給希臘帶來高達 50 億歐元的損
失。並且這種損失無法通過線上銷售和
聖誕、新年節日購物高峰來彌補。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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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元鐘保險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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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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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向歐記健保開槍拜登：剝奪2000萬人權利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針對川普
政府有意在聯邦最高法院推翻《平價醫療法》
(Affordable Care Act, 俗稱歐記健保)，美國總統
當選人拜登 10 日痛斥 「這簡直殘酷而又帶來不
必要的分裂」 。他警告，美國正歷經 「一個世
紀以來最嚴重的全國性流行病」 ，取消歐記健
保讓 2000 萬美國民眾的健康慘遭剝奪。
拜登在家鄉德拉瓦州威明頓市的演說中強
調， 「很明顯的川普政府的訴求，帶來的影響
並非學術性或抽象性結果」 。 「對美國人而言
，這攸關生死。不誇張，這真實存在」 。
民主黨副總統當選人賀錦麗則痛斥，川普
所為根本是 「公然推翻民眾的意志」 。拜登在
競選期間就曾表態捍衛歐記健保，而他贏得美
國史上最多的普選票，就是美國民眾針對歐記
健保作出的選擇」 。
她表示， 「我們曉得美國在過去幾天有場
選舉，一場健康照護擁有重要地位的選舉。我
們國家在這次選戰中已明確地選擇。拜登拿到
的每張選票都說明，美國醫療照護應該是種權
利而非特權。每張投給拜登的選票都在保護並
擴張歐記健保，而非趁著全球疫情大流行淚送
歐記健保永別。

兩人還為歐記健保背書，賀錦麗更強調這
是部對婦女友善的進步立法。不僅限制保險公
司向婦女收取更多費用，還提供免費節育措施
與禁止將懷孕設為預設條件。
拜登則憂心，萬一歐記健保遭翻盤，數百
萬名從新冠疫情虎口逃生的倖存者恐被註記為
曾感染，這讓他們未來難以取得平價健保。
CNN 指出，最高法院 10 日針對川普政府訴
求歐記健保違憲舉行辯論，隨後於 13 日私下表
決，再進行法律意見書撰寫，最快 2021 年上半
年可宣布結果。
由於川普已採取法律行動，加上訴訟是由
共和黨籍的各州總檢察長所提出，就算拜登順
利於明年 1 月 20 日就任，最高法院仍會繼續進
行前述程序。
不過，拜登承諾 1 月與國會合作，盡快實施
改良版的 「拜登健保」 。目前其團隊已針對細
節進行商討。
他強調，會 「盡可能減輕家庭醫療負擔」
， 「醫療照護是所有人權利。未來會在歐記健
保基礎上，擴大健保給付範圍，並透過大膽的
措施降低醫療照護成本」 。

新科美國小姐出爐 22歲非裔正妹曾為川普造勢獻唱 輝瑞疫苗須存放零下70度接種工作面臨3大挑戰

2020 美國小姐（Miss USA）出爐，由 22
歲 來 自 密 西 西 比 州 的 非 裔 女 孩 布 蘭 奇 （Asya
Branch）奪冠，她摘下后冠後，過去為川普造
勢活動獻唱國歌、進入白宮參加圓桌會議的事
情又被拿出來熱議一番，她本人澄清，當時只
是在履行合約內容而已。
綜合美國版《太陽報》（The U.S. Sun）、
「財經內幕」 （Business Insider）、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新科美國小姐於 9 日
晚間出爐，由 22 歲來自密西西比州的布蘭奇奪
下后冠，布蘭奇是密西西比大學（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學生，曾在 2018 年成為首位摘下
密西西比小姐（Miss Mississippi）后冠的非裔
女性。
不過再次封后並不是她周一成為新聞頭條
的唯一原因，當晚網路上開始熱議她過去為川
普造勢活動獻唱國歌的往事。
美國版《太陽報》指出，布蘭奇過去曾見
過川普多次，2018 年曾以密西西比小姐的身份
為川普在密州進行的造勢大會上獻唱國歌，當
時她還在個人 Instagram 帳號上寫下 「為川普總

統集會獻唱國歌感到非常榮幸」 等心情，不過
這則貼文目前已經刪除。
同一年，她也以密西西比小姐身份進入白
宮參與圓桌會議，和川普、川普女婿庫許納
（Jared Kushner）探討刑事司法改革。
針對陳年往事再度被挖出來，布蘭奇向
「財經內幕」 澄清，當時是根據合約內容才會
到川普大會上獻唱， 「人們很多時候忽略的是
，身為密西西比小姐，我受僱於這個組織之下
、並且有合約，合約的一部分要求我公開露面
，那（指川普集會）也是其中一部分。」
不過她也補充，任何讓她獻唱國歌的機會
都是 「真正的榮幸」 ， 「不管在哪裡。」
針對自己出席白宮圓桌會議，布蘭奇也強
調是自己難得能夠創造影響力的機會。
《太陽報》指出，即便布蘭奇並沒有透露
自己的政治傾向，也沒有明確表態支持川普，
不過她的保守派觀點實際上和川普政府相近，
包括她支持擁槍權，支持教育民眾如何安全用
槍。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惡化，昨（10）日
單日確診數破 20 萬，首次住院人數也超過 6 萬
人，雙雙創疫情以來新高，拜登的疫情顧問歐
斯特荷姆示警，接下來 3 至 4 個月，美國將進入
「新冠地獄」 ，是至今最黑暗的時刻。
綜合法新社、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報導，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

kins University）全球疫情統計，美國過去 24
小時新增 201,961 例新冠肺炎病例，創疫情爆
發以來單日新高，截至今（11）日下午 2 時，
美國已經有超過 1,025 萬人染疫。
法新社分析，單日確診人數創新高部分原
因在於周末確診數字延後通報。
過去 24 小時也新增 1,535 例死亡病例，至

美單日確診破20萬創紀錄 拜登顧問：美將進入新冠地獄

美國即將率先展開史上數一數二雄心勃勃
的疫苗接種行動，目標在短短數個月內，分發
並施打 6 億劑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疫苗。
儘管大型疫苗行動並非新鮮事，數十年來
，我們不乏對抗麻疹和流感經驗，但根除冠狀
病毒卻是全新挑戰，因為第 1，得在短時間內
替大批人接種，第 2，多數疫苗需要打兩劑，
第 3，疫苗須存放極低溫之處。
美 國 輝 瑞 大 藥 廠 （Pfizer） 和 德 國 BioNTech 合作疫苗將成為美國第一款獲授權使用的
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苗，但相較於流感疫苗只
須存放在平常冰箱，輝瑞疫苗得儲存在攝氏零
下 70 度。
輝瑞將從位於密西根州卡拉馬朱（Kalamazoo）的該公司最大製藥廠出貨，透過貨櫃、
卡車和飛機等方式分發疫苗。屆時貨櫃內會放
置乾冰，每個貨櫃運送 975 瓶疫苗，每瓶 5 劑
量，也就是每個貨櫃運送 4875 劑量。輝瑞告訴
法新社，每天會有 6 輛卡車運送疫苗給聯邦快
遞（FedEx）、優比速（UPS）、DHL 等空運
業者，讓它們在 1 至 2 天內把疫苗送至全國各地
，全球目的地則在 3 天內送達。
輝瑞預期，要運送這些疫苗，每天平均得

在全球飛 20 趟貨機。
由於乾冰如果從固態昇華成氣態恐對機組
員帶來危險，聯邦快遞得取得民航當局特殊許
可，才能在機上放置這麼大量的乾冰，而這些
箱子送抵最終目的地時，一天也僅能快速地開
箱兩次。
北 卡 羅 來 納 州 立 大 學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疫 情 因 應 專 家 史 萬 （Julie
Swann）表示，大型接種問題還小，後續配送
問題才大，因為醫師辦公室或藥局空間太小，
不適合在那些地方分發，因此美國人將得前往
醫院，甚至設置在停車場的大型配送中心接種
，至少初期會是這樣。
由於這些疫苗可存放在箱內兩週，醫院不
需購買特殊的冷凍櫃來存放。
美國政府的目標是在 12 月底前讓抵抗力最
弱的族群接種，接下來是醫護工作者，在明年
1 月底前施打，美國全國民眾則會在 4 月初之前
接種。
輝 瑞 預 定 今 年 可 生 產 5000 萬 劑 疫 苗 ，
2021 年 13 億劑，美國政府已經訂購 1 億劑，其
中 2000 至 3000 萬劑會在 12 月底前運送，歐洲
聯盟（EU）已訂購 2 億劑，日本 1.2 億劑，英
國 3000 萬劑，加拿大則買了 2000 萬劑。

今將近 24 萬人喪命。
除此之外，周二美國首次因為新冠肺炎住
院的人數也來到 61,694 人，同樣創下歷史新高
，比 4 月 15 日的前一次紀錄多出 2,024 人。目
前美國平均每日新增住院人數為 1,661 人。
另外，據美媒 CNBC 報導，才剛獲聘擔任
拜登防疫顧問的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病專家歐斯
特荷姆（Michael Osterholm）9 日表示，接下
來 3 至 4 個月，美國將進入 「新冠地獄」 ，是疫
情爆發以來的最黑暗時刻， 「美國人必須了解
的是，我們將進入新冠地獄，這正在發生。」

近幾周來美國新增病例及死亡病例戲劇化
飆升，美國恐在感恩節、聖誕節來臨之前進入
疫情第三高峰，歐斯特荷姆說，美國現階段甚
至還未接近疫情高峰，但是醫院已經過度負荷
， 「接下來 3 至 4 個月將會是至今疫情最黑暗的
時刻」 。
根據華盛頓大學健康計量評估研究中心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IHME）預估，美國恐怕會再有 11 萬人病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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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雙 11”前夕，內地再出招整頓規範線上經濟。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10 日正式發

A6 1

◆以不公平的高價銷售商品或者以
不公平的低價購買商品。

深化團結協作 多邊主義必勝

：
前
1
1

布《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而在上周

◆無正當理由對交易條件相同的交
易相對人實施差別待遇，排除、
限制市場競爭。

五，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稅務總局聯合召開規範線上經濟秩序行政指導會，
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等 27 家主要互聯網平台企業代表悉數與會。三部門會議強調互聯
網平台企業不得濫用市場優勢地位排除限制競爭，並透露“雙 11”後將依法查處一批

‧基於大數據和算法，根據交易
相對人的支付能力、消費偏
好、使用習慣等，實行差異性
交易價格或者其他交易條件；

雙
網信辦晤 27 網企 整頓線上經濟
倡上合組織建緊密命運共同體
反對外力干涉成員國內政
招
出
再
互聯網平台反壟斷
違法案件，密集出台一批規章制度。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近平 10 日晚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

反壟斷指南︵意見稿︶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 撮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

‧基於大數據和算法，對新老交
易相對人實行差異性交易價格
或者其他交易條件；

‧實行差異性標準、規則、算
法；

習近平金句

‧實行差異性付款條件和交易方

◆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
式。

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次會議並發表題為《弘揚“上

中體》的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上海合作組織要弘揚
稱，競爭失序、虛假營銷、刷單炒信、擠壓

海精神”
深化團結協作 10構建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
國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官網
日發布新聞稿

實體、個人信息洩露等問題，會從根本上制約數字
“上海精神”，加強抗疫合作、維護安全穩定、深化
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平台不是反壟斷的法外之地，
務實合作、促進民心相通，攜手構建衞生健康共同
也不是孕育不正當競爭的溫床。

﹁

體、安全共同體、發展共同體、人文共同體，為推動
不得強迫商戶“二選一”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多實踐探索。中國的發展

往
更加強烈，和平、發
◆無正當理由對交易相對人進行限

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
定交易，排除、限制市場競爭。

流不可阻擋。
‧要求交易相對人在競爭性平台

間進行“二選一”或者其他具
◆睦鄰友好必將超越以鄰為
有相同效果的行為；

壑，互利合作必將取代零

‧限定交易相對人與其進行獨家
和博弈，多邊主義必將戰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稅務總局召
交易；
勝單邊主義。
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歡迎各方把握
開的行政指導會要求互聯網平台共同維護良好的市
‧限定交易相對人只能與其指定
場秩序，不得開展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迫使商家或客
中國發展新機遇，積極深化對華合作。
◆病毒不分國界，團結合作
的經營者進行交易；
戶在競爭性平台間進行“二選一”、商譽詆毀、裹
是
抗
擊疫情最有力的武
‧限定交易相對人不得與特定經
挾交易等違法違規競爭行為，或依託算法推薦、人
工智能和大數據薈萃分析進行的“隱形”不正當競
器，全力挽救生命是當務
營者進行交易。
爭行為。次會議由上海合作組織輪值主席國俄羅斯總統普京主持，
之急。
◆無正當理由實施搭售或者附加不
印度總理莫迪、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吉爾吉斯斯坦
會議要求互聯網平台與實體經濟融合共贏，加
合理交易條件，排除、限制市場
代總統扎帕羅夫、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塔吉克斯坦總統拉
大對傳統行業數字化發展扶持和紅利釋放，合理降
◆傳統醫學在抗擊疫情中顯
■習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赫蒙、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等成員國領導人，上海
競爭
低促銷期間向商會收取的各項服務費（包含固定和
示出獨特價值和重要作
合作組織秘書長諾羅夫、上合組織地區反恐機構執委會主任吉
活動費用），不能讓商家為消費者的實惠“全部買
‧利用格式條款、彈窗、操作必
約索夫等常設機構負責人以及阿富汗總統加尼、伊朗總統魯哈
用。
單”。
經步驟等交易相對人無法選
■ 中國再出重招整頓規範線上經濟。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稅務總局聯合召開規範線上
尼、蒙古國總統巴特圖勒嘎、白俄羅斯總理戈洛夫琴科等觀察員
據悉，內地主要互聯網平台企業均參與會議，
擇、更改、拒絕的方式，將不
經濟秩序行政指導會，阿里巴巴等27家主要互聯網平台皆有參加。
市場監管總局網站圖片
◆堅定支持有關國家依法平
國領導人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與會。
包括京東、美團、58 同城、百度、奇虎 360、搜
習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國際格局調整，世界進入
穩 推同商品進行捆綁銷售；
進重大國內政治議
共利益，促進平台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示，在線平台和消費者沒有平等的議價能力，平台
狗、字節跳動、快手、滴滴、微店、新浪微博、多
動盪變革期。國際社會正在經歷多邊和單邊、開放和封閉、合作
‧以搜索降權、流量限制、技術
程，堅定支持各國維護政
該徵求意見稿提出，“禁止經營者達成、實施 往往會濫用其在市場上的主導地位；在過去的幾年
點、貝殼找房、拼多多、國美在線、餓了麼、小紅
和對抗的重大考驗。“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成為時代之
障礙等懲罰性措施，強制交易
壟斷協議；壟斷協議分為橫向壟斷協議、縱向壟斷 中，中國鼓勵互聯網行業的創新和發展，經歷了監
書、攜程、蘇寧、同程、阿里巴巴、貝貝網、雲集
治安全和社會穩定，堅決
問，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更加強烈，和平、發展、合作、
協議、軸輻協議”等；還關注到互聯網反壟斷領域
管機構更加寬容的階段。未來將會有更嚴格的審
網、蘑菇街、興盛優選、唯品會、騰訊等27家在內
相對人接受其他商品；
共贏的時代潮流不可阻擋。歷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睦鄰友好必
反對外部勢力以任何藉口
的諸多焦點問題。比如，徵求意見稿提到，涉及協
查。
地具領導地位的互聯網平台企業。
將超越以鄰為壑，互利合作必將取代零和博弈，多邊主義必將戰
‧對交易條件和方式、服務提供
干涉成員國內政。
議控制（VIE）架構的經營者集中，屬於經營者集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副研
勝單邊主義。
方式、付款方式和手段、售後
VIE架構網企納入監管
中反壟斷審查範圍，這意味着 VIE 架構的互聯網公 究員熊鴻儒則指出，對監管而言，過早地介入存在
習近平強調，當前形勢下，上海合作組織要弘揚“上海精
◆ 大 家保障等附加不合理限制；
一起發展才是真發
損害創新的風險，但過晚的介入也會使監管面臨過
與此同時，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10日出台面 司不再是監管盲區。
神”，深化團結協作，為地區國家穩定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為
展，可持續發展才是好發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多實踐探索，並提出了四點建議
大的損失，反壟斷調查時機和調查範圍仍需考量。
向平台經濟反壟斷的專項指南《關於平台經濟領域
‧在交易價格之外額外收取不合
定罪後可處罰強制分離
（見表）。
今年 1 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就《<反壟斷法
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旨在預防和制止
展。 理費用；
按照徵求意見稿，如果企業被認定涉嫌壟斷， >修訂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明確將互聯網經營者
互聯網平台經濟領域壟斷行為，降低行政執法和經
華考慮成員國疫苗需求
‧強制收集用戶信息或附加與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與會外方
域合作，改善民生，消除貧困。深化人文交
◆文明沒有優劣之分，只有
納入監管範圍。這是中國《反壟斷法》2008
年實
營者合規成本，加強和改進平台經濟領域反壟斷監 將會直接面臨罰款、賠償、強制分離等處罰。安傑
易標的無關的交易條件。
領導人積極評價上合組織各領域合作進展，表
流。支持“一帶一路”倡議同歐亞經濟聯盟建
第一，加強抗疫合作，構建衞生健康共同體。要加強各國聯
律師事務所駐北京合夥人詹昊接受媒體訪問時表
施以來，首次全面修改。
管，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
特色之別。
示當前國際形勢中各種挑戰和威脅增多，新冠
設對接。協作打擊“三股勢力”，維護數據安
防聯控，維護地區和全球公共衞生安全。支持世界衞生組織發揮
肺炎疫情對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產生嚴重負 全、生物安全，致力於通過對話協商和平解決
關鍵領導作用，反對將疫情政治化、病毒標籤化，共同抵制“政
◆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面影響。各國應合力應對，共同抗擊疫情，反 爭端，維護本地區安全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治病毒”。中方倡議成員國疾控中心設立熱線聯繫，願積極考慮
則，倡導全球事務由各國
對借疫情對別國污名化。堅持多邊主義，維護
會議決定，由塔吉克斯坦接任上海合作組
本組織國家疫苗需求。
一起商量着辦，治理體系
以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維 織輪值主席國。
第二，維護安全和穩定，構建安全共同體。要遵循共同、綜
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以規則為基礎的多
會議通過並發表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有效應對各類威脅和挑戰。堅定支
由大家攜手建設，發展成
邊貿易體制，促進開放型世界經濟。秉持互 國元首理事會莫斯科宣言》以及關於共同應
持有關國家依法平穩推進重大國內政治議程，堅定支持各國維護
果由各國人民共同分享。
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 對新冠肺炎疫情，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 75 周
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堅決反對外部勢力以任何藉口干涉成員國
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 年，保障國際信息安全，數字經濟領域合
內政。堅持通過對話和協商化解矛盾和分歧。嚴防“三股勢力”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共同體。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道路，反對 作，打擊利用互聯網等渠道傳播恐怖主義、
借疫生亂，提升成員國執法安全合作水平。歡迎各方參與中方發
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
外部勢力干涉成員國內部事務。加強貿易、投 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思想，應對毒品威脅等
起的“全球數據安全倡議”。
資、產能、交通、能源、創新、數字經濟等領 一系列聲明。
第三，深化務實合作，構建發展共同體。要繼續推動共建
資料來源：新華社
“一帶一路”倡議同各國發展戰略及歐亞經濟聯盟等區域合作倡
議深入對接，暢通區域經濟循環，加快實現復工復產。擴大相互
投資規模，加強數字經濟、電子商務、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領
域合作。中方將於明年在重慶舉行中國－上海合作組織數字經濟
產業論壇。共同實施更多民生工程。中方支持設立本組織減貧聯
合工作組。
第四，促進民心相通，構建人文共同體。要促進文明互學互
鑒，支持教育、文化、旅遊、體育、媒體、婦女等領域交流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 作，有序加強互聯互通，加快推進復工復 合作。
作。中方將於明年舉辦上海合作組織民間友好論壇，在未來 3 年
部發言人汪文斌 10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 產，穩步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今年以來，
二是推動疫後復甦，加強互聯互通合
為各方提供600名青年交流名額。
應東盟輪值主席國越南總理阮春福邀請，中 中國—東盟貿易投資均實現逆勢增長，東盟 作，推進數字經濟、智慧城市等領域合作。
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於11月12日至15日出 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前三季度中國對
三是堅持多邊主義，維護以世界貿易
歡迎各方深化對華合作
席 以 視 頻 形 式 舉 行 的 第 23 次 中 國 — 東 盟 東盟投資增長76.6%。
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如期簽署區
習近平強調，我們要以實際行動踐行多邊主義，秉持共商共
（10+1）領導人會議、第 23 次東盟與中日韓
汪文斌說，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當前疫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推進區域經濟
建共享原則，完善全球治理、維護國際秩序。上海合作組織要拓
（10 + 3） 領 導 人 會 議 、 第 15 屆 東 亞 峰 會 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經濟面臨的不確定因 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構建開放型世界經
展夥伴關係網絡，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加積極作用。
（EAS）、第四次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素增多，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東亞合 濟。今年是中國—東盟自貿區全面建成 10
習近平強調，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
定(RCEP)領導人會議和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 作也面臨一些挑戰。在此背景下，中方期待 周年，中方願同東盟國家共同落實好自貿
國。中國正在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
(ABIS)。
此次領導人系列會議聚焦團結抗疫和共謀發 區升級《議定書》，進一步深化和拓展經
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國將
展兩大主題，共同維護東亞繁榮穩定大局。 貿投資合作。
聚焦團結抗疫共謀發展
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從世界汲取發展動力，也讓
四是加強東盟中心地位，維護好以東盟
推進RCEP如期簽署
中國發展更好惠及世界。歡迎各方把握中國發展新機遇，積極深
汪文斌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
為中心的區域合作架構，堅持聚焦東亞，聚
化對華合作。
包括中國和東盟在內的地區各國和衷共濟、
一是加強團結合作，進一步鞏固地區抗 焦亞太，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處理地區熱點敏
丁薛祥、楊潔篪、王毅、何立峰等參加。
守望相助，積極開展聯防聯控和公共衞生合 疫成果，深化疫苗、診療技術和經驗等方面 感問題。

本

習近平提四點建議

2. 維 護 安 全 和 穩 定 ， 構 建 安 全 共 同 體
3. 深 化 務 實 合 作 ， 構 建 發 展 共 同 體
4. 促 進 民 心 相 通 ， 構 建 人 文 共 同 體

資料來源：新華社

1. 加 強 抗 疫 合 作 ， 構 建 衞 生 健 康 共 同 體

﹂

成員國通過《宣言》 護地區穩定及發展

李克強明出席東盟東亞系列視頻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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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左图：故宫秋景
右图：故宫太和殿

故宫博物院供图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

交流互鉴铸就文化丰碑
本报记者 邹雅婷

10 月 20 日晚，由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联合主办的清华
大学文化艺术大讲堂拉开帷幕。作为首期主讲人，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以“敦煌与故宫——不同力量
铸就的文化丰碑”为主题，为现场的师生讲述了敦煌与故宫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分享了自己在这两大
文化殿堂工作的感悟。本报记者特邀请王旭东院长，就读者感兴趣的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民间力量与国家意志
记者：您的讲座主题是“敦煌与故宫——不
同力量铸就的文化丰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
目？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大背景下来看敦煌和故
宫，它们具有什么独特的意义？
王旭东：我在敦煌工作了 28 年，去年 4 月来
到故宫博物院。作为一名文物保护工作者，我很
幸运先后服务于这两大文化殿堂的保护。敦煌莫
高窟和故宫同在 1961 年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又在 1987 年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
化遗产。它们是中国文化中最璀璨的明珠，具有
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丰厚的文化内涵。
人们来到敦煌，总会惊叹莫高窟的伟大，在
1700 米的崖壁上开凿有 735 个洞窟，其中 492 个
洞窟有精美的壁画和彩塑。而更让人惊奇的是，
这样一个文化艺术宝库，为什么会诞生在荒凉寂
静的大漠戈壁之中？莫高窟的产生，与丝绸之路
有着紧密的联系。公元前 2 世纪，张骞两次出使
西域之后，汉王朝在西北大漠设敦煌郡，修筑长
城，建阳关、玉门关。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
镇，是汉文化与西方世界沟通的咽喉要道。经过
几百年中原文化的积淀，敦煌做好了迎接来自印
度的佛教文化的准备。公元 366 年，莫高窟诞生
了。持续 1000 多年的开窟、造像、绘画，创造
了恢弘灿烂的佛教艺术瑰宝。在莫高窟可以看到
多种形制的洞窟、不同风格的彩塑和内容丰富的
壁画，它们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历程
和佛教艺术的演变，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先驱。
4.5 万平方米的壁画，不仅表现了不同时代佛教
的主题，更生动呈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莫高窟是“墙壁上的博物馆”，为我们提供
了关于古代生活的无比珍贵的资料。在一些壁画
中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供养人的形象，他们来自不
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身份，却因为共同的信仰
在这里开窟造像。由于丝路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
的力量，才有了这个沙漠中的文化奇观。
故宫作为明清皇家宫殿，它的营建是国家意

志的体现。紫禁城的整体建筑格局沿袭了 2000
多年前 《周礼·考工记》 记述的建筑思想和历代
皇城的建筑规范，各个建筑的规模、形制代表着
不同的等级，彰显礼仪与制度。紫禁城是中国古
代建筑的集大成者，每一个细节都包含着不同意
蕴的文化元素，让人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
深。比如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大殿的
名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交泰殿里的
匾额“无为而治”，表达了道家的治国智慧。紫
禁城建成于 600 年前，但它的历史积淀绝不只是
600 年，而是要悠久深厚得多。除了拥有壮美的
古建筑群，故宫还收藏了海量的珍贵文物。故宫
186 万多件藏品中，既有历代皇家的收藏承袭，
也有清宫从民间征集的珍品，还有宫廷制作的礼
仪和生活用品、大量的君臣作品以及明清编撰书
籍和明清档案。这些藏品包罗万象，汇集了我们
传统文化的精粹。故宫这座文化宝库的形成，主
要来自国家力量的推动，但它不只是体现皇家的
意志，更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今天
的故宫堪称厚重而又博大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承
载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

同民族的文化。我们发现不同宗教的文献在一个
洞窟里共存，这说明历史上曾有多种宗教传播到
敦煌，在这里和谐共生，但最后只有佛教一直传
承下来。
在故宫同样能看到多元文化融合的景象，其
建筑、藏品深刻记录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大一统的
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融，大量的宗教
建筑场所又体现了不同宗教在皇室的共存。咸若
馆和雨花阁是佛教建筑，钦安殿是道教风格，坤
宁宫是萨满教祭祀的场所。延禧宫内的灵沼轩，
是德国设计师设计的西洋式建筑。倦勤斋的通景
画，是由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和他的学生们借鉴欧
洲教堂的全景画形式移植到清宫。故宫收藏的外
国文物也反映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比如各式各样
的西洋钟表，代表西方科技的望远镜、日晷仪，
来自日本、朝鲜、俄国的工艺品和书画作品……
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绵延不绝，在长期演进
过程中，不断吸收借鉴域内外优秀文明成果。正
是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怀，让我们中华
文化不断壮大，生生不息。莫高窟和故宫，都是
中华文化博采众长的结晶。

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

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

记者：敦煌和故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推
动力和文化创造的路径，那它们之间有没有相同
或相似之处？
王旭东：在敦煌和故宫，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互鉴。我想这是它们能够开出
如此灿烂的文明之花并且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
原因。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绿洲，东来西往的僧
侣、商人和军队在这里歇息、补给，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留
下印迹。在敦煌保留了早期印度风格的佛教洞
窟、带有古希腊爱奥尼柱的建筑绘画，从壁画中
可以看到西域传来的各种乐器，还有鲜卑、粟
特、回鹘、党项、蒙古等各民族的形象。尤其是
藏经洞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书和经卷，记载了不

记者：今年是紫禁城建成 600 年及故宫博物
院成立 95 周年，也是莫高窟藏经洞发现 120 年。
回顾这两大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能够得到哪些
启发和感悟？
王旭东：敦煌和故宫的有效保护，都离不开
国家的强大和重视。从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可以看
出，文物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1900 年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莫高窟藏经洞，他
报告给当地的官员，但官员没有认识到它的价
值。那个时候，清王朝已经奄奄一息，根本无暇
顾及文化的保护。一些国外探险家得到消息，来
到这里，骗走了一批又一批珍贵文物。这样令人
心痛的浩劫，就是发生在国运衰微、民族危亡的
时代。1944 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才结
束了敦煌石窟长期无人管理、屡遭破坏偷盗的局面。

1925 年 10 月 10 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昔日
的皇家禁宫变成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这是一
个意义重大的转变。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战火
纷飞中，故宫博物院开展了历时十余年、行程数
万里的文物南迁。1.9 万余箱文物有专人保管、
清点，一路都有军队护送，最终没有一件丢失，
守住了我们国家的文化瑰宝。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物保
护工作。故宫和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传承利
用都迈上了新的台阶，取得了许多历史性成就。
在新时代，这两大世界文化遗产都肩负着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使
命。要把故宫和敦煌的文物资源、数字资源、学
术研究成果变成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创意产品、
文艺作品，要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蕴含的多元
文化价值活起来，走进当代人的生活，焕发出新
的光彩。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物价值的挖掘、传播，
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故宫博物院和敦
煌研究院一直都开展着广泛的社会合作，在整合
社会资源、运用先进技术、推动国际交流合作等
方面都走在前列。不久前，我们举办了“紫禁城
建成 600 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这是
故宫博物院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学术盛会，汇
聚了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的思想智慧和研究成
果。在构建“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
活力故宫”的事业发展体系中，平安故宫是基
础，学术故宫是核心，数字故宫是支撑，活力故
宫是根本。“四个故宫”的建设不仅要靠故宫人
来完成，也要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参与。
今天，去博物馆“打卡”已经成为一种时
尚。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
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要创造
良好的环境，让大家从“打卡”逐渐转变为亲近
这些文化遗产，用心感悟文化遗产中的美，了解
文物背后的故事，体会创造这些文物的智慧。希
望更多人能从古代遗产中汲取文化的力量，获得
精神的慰藉，激发创造的灵感。也希望通过我们
的挖掘、研究、再创造，为社会提供文化滋养，为
子孙留下更多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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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石油協會將於11月14日美中上午10點至12點舉行線上能源前景座談會
2020 CAPA 能源展望小組討論公告註冊現
已 開 啟!(http://capaus.org/event-4033627)
2020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至下午 12
時, 尊敬的 CAPA 會員和朋友,CAPA 誠摯地邀請
您參加將於 2020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12 時舉行的在線能源展望小組討論會。今年的
大流行和石油市場的崩潰造成了不確定性,並給
石油和天然氣工業的未來帶來了懷疑。在本次
小組討論中,四位具有全面行業經驗和知識的小
組成員將分享他們對行業挑戰和前景的看法。
他們還將與出席者討論這些問題。小組成 Mr.
Linhua Guan, CEO, Surge Energy America, Dr.
Bruce Z. Shang, Manager of Reservoi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Geosciences, Noble
Energy ,Dr. JC Wan, VP, Sierra Resources,
Mr. Zach Z. Liu, PE, CFA, Kinder Morgan:
上午 9:45 開始登記入住;會議從上午 10 時
至下午 12 時,星期六,2020 年 11 月 14 日(中央標
準時間)地點: 線上會議費用:免費 註冊:請 RSVP
在 www.capaus.org 並在" 能源展望小組討論"活

動下註冊。請在 11 月 13 日(星期五)結束前註冊
。論壇形式:每位小組成員將發表 10 分鐘的演講
,然後進行討論和問答環節。這次小組討論是聽
取和學習新想法的一個很好的機會。請隨時邀
請您的朋友加入我們。我們期待您的參與!真誠,
寶泰,CAPA 總裁楊美,活動協調員
Mr. Linhua Guan, CEO, Surge Energy
America 能源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該公司剛剛成
為 10 月 份 被 《 休 斯 頓 商 業 雜 誌 》 (HBJ) 授 予
2020 年最佳工作和中市 50 獎的唯一一家石油公
司。2019 年,公司還榮獲 HBJ 首屆創新獎,該創
新獎旨在突破頁岩油開發技術,打破了 3 英里水
準井是頁岩油行業工程和技術極限這一認識。
關先生擁有 20 多年的石油行業經驗,分別曾在星
能源國際公司、挪威國家石油公司、雪佛龍公
司和中石油工作。他是德克薩斯州註冊石油工
程師,並獲得中國石油大學石油物理學學士學位
和地質學碩士學位。他還擁有德克薩斯 A&M 大
學石油工程碩士學位和賴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學位。

Bruce Z. Shang 目前是 Manager of Reservoi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Geosciences, Noble Energy 能源公司的儲層技術和開
發地球科學部經理,該公司正在兼併雪佛龍。尚
在陸上和海上的油氣技術、勘探和油田開發方
面擁有 30 年的上游油氣行業經驗。在加入 Nono Energy 之前,他之前是中石化技術休斯頓的
儲層地球物理總監,以及馬拉松石油的地下團隊
主管和儲層表徵經理。Bruce Z. Shang 當選為
SEG 第二副總裁(2020-2021),並擔任 SEG 全球
BOD 主席(2018-2020 年)、CAPA 總裁(2013 年)
和 BOD 主席(2015 年)。他獲得休斯頓大學地球
物理學博士學位和中國石油大學地質學學士學
位。
JC Wan 博士是 Sierra Resources 勘探副總
裁。萬博士於 1984 年在中國南京大學獲得物理
學學士學位,1991 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物理學博
士學位。他曾為殼牌石油公司、阿梅拉達·海斯
公司、C&C 儲油罐公司、Hess 公司和埃爾帕索
公司(後來稱為 EP Energy)工作。萬博士熱衷於

石油和天然氣勘探,並在世界各地許多盆地從事
過各種專案,從陸上到海上,從常規到非常規資源
。近十年來,他一直在沃爾夫坎普和鷹福特油田
開發工作。最近,他正在開發混合緊砂岩發揮在
墨西哥灣沿岸地區。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地球
物理學家,擁有地震處理、地震解釋、岩石物理
、孔隙壓力預測、石油物理學、地質解釋、地
質力學和地球建模等專業。
紮克·劉在休斯頓的金德摩根擔任石油物理
學家/水庫工程師。他曾擔任 2018-19 SPWLA
國際總裁。他是持牌專業石油工程師(P.E.)和
CFA 特許持有人。他在石油和天然氣電子交易
部擁有 18 年的廣泛經驗,專注於美國陸上常規、
非常規和 EOR 資產。他獲得了德克薩斯大學奧
斯丁分校的石油工程碩士學位,以及休斯頓大學
石油地質學第二碩士學位。他發表了 10 多篇技
術論文,獲得了 3 項美國專利。他喜歡打高爾夫
球和跑步。而且他會騎獨輪車。

世界著名的佛教僧侶、作家和攝影師馬蒂厄·里 卡德說過:
"沒有智慧,慈悲是盲目的。沒有行動,同情是無菌的"
電影《卡魯納》展示了佛陀的教導繼
續激發的現代影響。由佛教 慈濟基金會
製作 ,最新加入 在佛陀的路徑上 短片系列
,我們突出了馬蒂厄的工作和非營利組織,
他共同創立的卡魯納-謝琴,通過他們在印
度和尼泊爾的工作。他們的使命是與慈濟
的一樣——通過醫療、教育、人道主義服
務,將同情付諸行動,並特別注重賦予婦女
權力
在電影中,你會遇到強大的女人,她們
的生活開始轉變,這要歸功於卡魯納-謝琴
的一隻手。你也會看到這種同情的連鎖反
應向外蔓延,因為它們成為他們社區變革
的推動者。這確實是一項將具有啟發性的

工作。見 「卡魯納」 的預告片在這裡.
11 月 20 日,星期五
請參加下周由慈濟中心特別節目 Tzu
美國東部時間晚上 7 點至 9 點 |下午 6
Chi Center’ s special program, C.A.F. 時至 8 時 CST |下午 5 - 7 點 Pst
E.229 主 辦 的 虛
擬世界首映式。
影片將附有馬蒂
厄·里卡德的特別
評論,以及與卡魯
納-謝琴印度國
2020 年度 HSK 考試將於 12/06/2020 在華夏中文學校總校
家總監沙姆蘇爾· 進行。現在開始報名註冊。 11/16/2020 報名截止。考試詳情請
阿赫塔爾的問答 閱讀註冊表。
環節。門票免費;
報名註冊表下載: www.houstonhuaxia.org
今天預訂您的位
諮詢電話：832-878-1410 Susan
置

2020年度HSK考試開始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