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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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a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www.itchouston.org 網址：www.scdaily.com

AA11

12046

Top USA Investment

富國地產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
R01-TOP USA-TOBY  富國地產_C57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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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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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導）伊朗總統魯哈尼接連向宿敵釋
出善意，表示要伊朗恢復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沒有問題，還宣稱美國若願意擱置制裁，伊朗也
準備好進行對話和談判。

魯哈尼在與阿曼外交部長賓阿拉維會晤時，
呼籲波斯灣各國進行合作，共同解決當地的問題
並確保穩定。他說，伊朗在加強與鄰國關係方面
沒有問題，伊朗恢復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也沒有
問題。魯哈尼詞鋒一轉，批評美國和歐洲不希望
葉門實現和平， 「他們只想要出售武器」 。

魯哈尼4日則在直播講話中稱， 「他們（美
國）若準備擱置制裁，我們也會準備好進行對話
和談判，即使是 『5常加1』 國家元首層面上的
（談判）。」

魯哈尼說，伊朗今天受到的制裁，是因為猶
太復國主義分子和地區內反動分子煽動所造成的
， 「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堅決對抗。」

談到美國和伊朗會談的可能性時，魯哈尼強
調， 「我們並未關閉談判的窗口」 ，美國任何時
候放棄制裁，可以立即進行會面，伊朗沒有問題
。

遞橄欖枝遞橄欖枝 伊朗願與美伊朗願與美國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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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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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研究人員周三表示，儘管全
球煤炭消費量下降，並且許多國家宣佈關心氣
候問題，但是2019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
然創下歷史新高，這與天然氣使用量猛增有關
。專家提醒各國的決策者，天然氣只是碳排較
煤碳為低，但是並非低碳能源。

物理學網(phys.org)報導，學者正在對全球
化石燃料消耗趨勢進行年度分析，今年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較去年增長0.6％，雖然增長幅度比
往年來的低，但是這與原先期望的降低碳排的
目標相去甚遠。同行評審的研究發現，今年美
國和歐洲的煤炭使用大幅下降 ，但是相對的，
天然氣和石油的消耗量都 「強勁增長」 。

2019年全球碳排報告(global carbon bud-
get report 2019)的聯名作者-東英格蘭大學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科琳·勒奎爾(Cor-
rine Le Quere)說： 「我們清楚地看到全球煤炭
使用的波動，大多數國家的煤炭使用量都在下
降，但是相比之下，天然氣的使用卻沒有減少
。天然氣現在成為碳排放量增長的最大貢獻者
。」

勒奎爾說，近十年來，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增加率呈指數增長，預計今年平均將達到
410ppm(百萬分之410)，這是至少80萬年來的

最高水準。
這項報告應該會使聚集在馬德里的聯合國

氣候談判會議上的各國代表們感到不舒服，意
思是大家交出的成績單不及格。聯合國上週表
示，到現在起到2030年，全球的碳排放量每年
必須每年下降7.6％，才能將升溫限制在1.5度C
。

作者指出，各國確實有做了一些改善，儘
管風能和太陽能等低碳技術的快速增長，燃煤
發電廠也逐步在停用，美國和歐洲的碳排放預
計將下降1.7％，但是不少國家是以天然氣來取
代燃煤，這只能減緩二氧化碳的增加速度。

國際氣候與環境研究中心(CICERO)研究主
任葛倫·彼得斯( Glen Peters)說： 「與煤炭相比
，天然氣確實是一種較清潔的化石燃料，但現
在的情況已不是減緩排碳就足夠，還必須降低
排碳，各國應該使用不排碳的清潔能源，才是
對環境友善。」

從工業革命以來，全球氣溫升高了1度C，
後果就是極端氣候，比如2019年，全球出現了
一系列致命的超級風暴、乾旱、野火和洪水。
聯合國星期三說，2010年代，幾乎可以肯定是
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十年，今年極端天氣可能造
成多達2200萬人流離失所。

全球排碳創新高 學者：天然氣過度使用

（綜合報導）英國首相強生、加
拿大總理杜魯道和法國總統馬克宏等
人昨天被拍到在白金漢宮（Bucking-
ham Palace）一場晚宴中，疑似調侃
美國總統川普在昨天稍早的記者會花
了太久時間。

加 拿 大 廣 播 公 司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取得現場
影片並配上字幕傳到網路。

這段長達25秒的影片，為英國倫
敦西北方城市瓦特福（Watford）舉
行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峰
會定下基調。

影片中可以聽到強生（Boris
Johnson） 問 馬 克 宏 （Emmanuel
Macron）： 「那就是你遲到的原因嗎
？」

杜魯道（Justin Trudeau）插話
說道： 「他遲到是因為他（疑似指川
普）額外又開了40分鐘的記者會。」

馬克宏昨天稍早與川普進行峰會
前的一對一會談，但會談因為媒體問
答時間太過冗長而拖延許久，會中兩
人對於北約策略和貿易問題抱持不同
意見。

這段影片中，馬克宏似乎與強生
、杜魯道談論這場記者會的趣事，英
國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和荷蘭
總理呂特（Mark Rutte）則在一旁聆
聽。但馬克宏背對攝影機，他的聲音
在一片喧囂聲中難以被聽見。

杜魯道描述川普團隊似乎對於總
統在記者會上的表現感到非常驚訝。
他笑著說： 「你們看見他（疑似指川

普）團隊的下巴
都掉到地上了。
」

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CNN
）報導，這些國
家領導人公開談
話，且音量大到
足以被其他人聽
見，但他們看似
都沒意識到對話
已經被拍下來。

馬克宏發言
人在法國艾里賽
宮 （Elysee Pal-
ace）告訴CNN，他們 「不對此事置
評，這段影片沒有談到任何特別的事

」 。杜魯道和呂特的發言人也都說，
他們不對此事發表評論。

（綜合報導）英國首相強生今天表示，英
國決定是否要讓中國華為技術公司參與5G無線
網路的建設時，確保國家安全和與美國的情報
關係是必須考量的重要因素。

美國聲稱華為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所提
供的設備可能用於為北京蒐集情報，一直施壓
英國等歐洲國家，禁止華為參與建設5G網路。

英國一再延後就此事作最後決定，據料在
12月12日的大選前還不會有決定。強生（Bo-
ris Johnson）的保守黨希望贏得這次大選，繼
續執政。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剛結束在倫
敦北方瓦特福市（Watford）舉行的高峰會，美
國總統川普也出席會議。強生在會後告訴記者
： 「有關華為和5G的問題，我不希望我國對海
外來的投資抱持不必要敵對態度。」

但他又說：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損害我
們的重大國家安全利益，也不能損害我們與五
眼聯盟（Five Eyes）安全夥伴國家合作的能力
。」 五眼聯盟成員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
澳洲和紐西蘭。

強生指出： 「這將是影響我們有關華為決
定的重要標準。」

他又說： 「我們將會作出決定，我們作決
定時最重要的是保護我們重要的國家基礎設施
，同時保護我們五眼聯盟夥伴的關係。」

由於中國企業在德國的一些併購案引發關
切，德國上週表示，計畫對非歐洲聯盟國家企
業併購德國高科技公司採取更嚴格規定。

北約各國領袖在這次高峰會同意，將確保
「我們通訊的安全，包括5G網路」 。

華為能否參與英國5G 強生：與美關係是重要考量英法加3國領袖晚宴閒聊 疑似調侃川普全都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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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大陸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昨
天抵達首爾，展開為期兩天的訪問。他與南韓
外長康京和會談時表示，當前世界和平穩定的
最大威脅是單邊主義和霸凌行徑，大陸願與南
韓一起維護以國際秩序、世貿組織為基石的多
邊貿易體系。雙方就雙邊關係、朝鮮半島局勢
和國際事務等問題交換意見，且達成兩國高層
交流共識。

王毅表示，陸韓是近鄰，也是朋友，更是
夥伴。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形勢，身處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鄰居之間更應該加強交往，
加強合作，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王毅強調，大陸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主張國際
關係民主化，反對以大欺小，反對恃強凌弱，
反對強加於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

南韓總統文在寅計畫今天會見王毅。王毅
可能轉達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明年可能訪問南
韓的信件。如果安排成行，這將是習近平對文
在寅2017年訪華的一次回訪。習近平最一次訪
問南韓是在2014年7月。

2016年南韓決定引進美國 「薩德」 反飛彈

系統，引發北京憤怒，兩國關係出現高度緊張
。王毅這次訪問將標誌著陸韓關係開始解凍。
南韓外交部表示，王毅的訪問將為雙邊關係的
「新發展」 提供契機，這將有利於解決雙邊和
區域問題。

雙方還就朝鮮半島局勢交換意見。王毅強
調，北韓與美國在新加坡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
應當得到有效落實，北韓在安全與發展方面的
合理關切應當得到重視和解決。

就在陸韓關係升溫之際，美朝關係急轉直
下。美朝無核化談判陷入僵局，近來北韓頻頻
射彈施壓，北韓向美國提出的年底談判期限也
逼近。另外，南韓堅決反對美方獅子大開口喊
價50億美元的駐韓美軍防衛分擔經費，使得美
國與南韓的安全同盟出現裂痕。

預定本月下旬在四川成都舉行的陸日韓領
導人會議，也是王毅此行討論的主題之一。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打算在23日至25日訪華期間，
與文在寅會談。南韓與日本因為貿易戰失和，
甚至一度影響雙方軍情保護協定（GSOMIA）
，安倍屆時如果跟文在寅會談，日韓關係能否
改善將成焦點。

討論半島局勢 為陸日韓峰會準備

（綜合報導）美國加強對北韓的情報蒐集
和偵測。在派偵察機監視北韓地面導彈基地之
後，美國軍方昨日又向半島空域出動反潛巡邏
機搜集潛射飛彈情報防範。一般認為，這是美
方在獲得北韓在政治上發出的警告和軍事上相
應的部署後，採取行動預防北韓挑釁。

韓聯社報導指出，跟蹤軍機飛行的民間網
站 「飛機守望」 （Aircraft Spots）昨日披露，
美國海軍P-3C海上巡邏機在半島6705.6公尺
上空巡航。該機通常執行雷達探測潛艇的任務
。從北韓進行超大型火箭炮發射的28日許開始

，美軍偵察機頻繁造訪半島。E-8C 「聯合星」
（J-STARS）、 RC-135W 「 鉚接 」 （Rivet
joint）、U-2S 「蛟龍夫人」 （Dragon Lady）
和EP-3E 「白羊座」 （Aries）偵察機分別於3
日、2日、上月30日和28日巡航半島。

有觀點指出，在北韓發出的年底對話期限
臨近之際，美軍偵察機不斷飛臨朝鮮被視為針
對挑釁可能性的一種警告。美國總統川普前一
日還揚言對平壤動武。另有分析人士稱，美軍
偵察機都打開位置識別設備，有意凸顯對朝監
視能力。

（綜合報導）北韓對美發出最後通牒強硬訊號！暗示如果美
朝無核化談判毫無進展，會送給美國 「耶誕禮物」 。北韓領袖金
正恩昨日再度騎著白色戰馬，登上 「革命聖山」 白頭山。同時，
北韓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為因應 「革命發展和變遷的
對內外情勢要求」 ，本月下旬將召開第7屆中央委員會第5次全
體會議。一般認為，北韓遲遲未能解除美國帶頭的國際制裁，有
可能走回試射洲際飛彈、核武，撕毀雙方在新加坡達成的建立和
平機制共識。

朝中社報導，國務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崔龍海、人民軍總參
謀長朴正天大將，以及各軍種司令等將領，陪同金正恩策馬參觀
青峰宿營地、乾倉宿營地、大紅湍革命戰跡地等革命遺址。南韓
媒體分析，在北韓自訂的對話期限將屆之際，此舉意在警告美國
，如果不加快改變的腳步，明年北韓將回歸強硬的 「並行政策」
（經濟與核武同時發展），甚至可能是 「先軍」 路線。

金正恩表示， 「世代變遷江山易改，白頭山仍不改其雄姿，
總是讓跋涉其中的人不斷湧起新的革命熱情和鬥爭意志。」 這次
他帶了夫人李雪主、勞動黨中央委員玄松月一起，上次策馬白頭
山，則是與勞動黨第一副部長、妹妹金與正同行。

值得注意的是，朝中社
也公開了金正恩夫婦與眾人
圍著火堆取暖的畫面。據北
韓官方宣傳，已故領袖金日
成抗日期間，也曾與夫人金
正淑和游擊隊員在火堆旁取
暖，心中燃起抗日復國的熊
熊烈火。分析認為，金正恩
模仿祖父，就是要表達他的
抗美決心。

由於北韓將白頭山和三
池淵視為 「抗日革命聖地」
，領導人到訪常代表近期將出現重要政治動作。如去年第1次美
朝峰會及第2次南北韓峰會前後，金正恩都曾前往三池淵；10月
16日，金正恩騎馬登上白頭山，一周後（23日）就下令拆除金
剛山的南韓方設施。

今年2月底越南河內 「川金二會」 破局後，朝美無核化談判
陷入僵局。北韓近來不斷催促美國在年底前 「拿出誠意」 來談，

負責對美事務的外務省副相李泰成3日還警告，美國今年的 「耶
誕禮物」 將取決於華府對無核化談判的態度，被認為是可能恢復
試射飛彈、核試的警告。

早在2017年7月4日，北韓成功試射洲際飛彈（ICBM）後
，金正恩對試射結果表示滿意，稱這是 「送給美國混帳的國慶禮
物」 ，他還預告， 「以後我們還會繼續送上大大小小的禮物」 。

防北韓挑釁 美反潛機飛臨半島監視金正恩再登白頭山 發最後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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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孫大火可能加速南美冰河融化
當地人或迎水危機

綜合報導 科學家表示，2019年早些時候，南美洲亞馬孫雨林發生

大規模火災，似乎加快了安地斯山脈的冰河融化速度，且可能中斷水供

應，影響數千萬人。

9月，亞馬孫森林大火失控、濃煙籠罩的畫面，占據了全球媒體重

要版面。

據報道，起火點是蓄意引燃，通常是農民為了放牧或種植農作物，

要先清出壹片土地。另外，大量砍伐林木的現象已達近10年最嚴重程度

，也讓火災更加惡化。

就火災所產生的煙塵對安地斯山脈的冰河可能產生的作用，巴西的

壹組科學家進行了研究。這些微塵粒子被南美洲盛行的風夾帶，吹到數

百公裏遠的地方，再被高山的雪和冰攔截。

根據2007年到2010年對火災的觀察和建模資料，這組科學家發現焚

林產生的懸浮物質會讓冰河表面顏色加深，可能因此加速冰河融化。

他們指出，黑色的碳粒子和灰塵等汙染物卡在冰裏，使得冰河較難

反射陽光，從而使反射率降低，冰河加速融化的速度最多可增加14%。

據報道，超過7500萬人靠安地斯山脈冰河水生活，也就是說，夏季

冰河融化而來的水，對當地食物供給非常重要。

因此，這篇刊登在《自然科學報告》的研究結果提到，冰河加速融

化，可能縮短作物生長周期，造成飲用水減少，並可能引發因資源越來

越少而起的沖突。

圖斯克“告別”歐盟領導層
老問題留給“新面孔”？

在任職5年後，歐洲理事會主席圖

斯克向繼任者米歇爾移交了象征開始會

議的金鈴。12月1日，新壹屆歐盟領導

層將正式上任，接過歐盟“方向盤”。

圖斯克上任時，歐盟面臨著經濟危

機和英國地位問題；他離任時，這些問

題仍然存在，移民問題和氣候變化的影

響也開始浮現。下壹個五年，歐盟將向

何處去？在保護主義擡頭的情況下，如

何才能維護歐洲壹體化的成果？

【從街頭混混到壹國總理】
1957年，圖斯克出生於波蘭北部的

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他是波蘭少數民族

卡舒比人，父親是木匠，母親是護士，

家庭並不富裕。

圖斯克曾自嘲，自己年輕時為了“發

泄怒火”，成了街頭打架的“小混混”。

他賣過面包、做過煙囪清潔工，也辦過報

刊、加入過多個政治團體……

2001年，圖斯克與他人共同創立了公

民綱領黨。2007年，圖斯克作為該黨領袖

當選波蘭總理，2011再度當選連任。

任內，他采取睦鄰友好的政策，努

力修補與德國和俄羅斯的關系；他幫助

波蘭擺脫了經濟危機的影響，保持穩定

增長。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時，波蘭成

為了唯壹實現經濟增長的歐盟國家。

美國政治媒體《政客》評論稱，他

是數十年來波蘭最成功的政治家。

【東歐政客踏入歐洲“心臟”】
然而，因被牽扯進2010年波蘭總統專

機空難，又遭受到國內右翼政黨的沖擊，

圖斯克在波蘭政壇的境遇並不算太好。

就在此時，歐洲“心臟”布魯塞爾

，向圖斯克伸出了橄欖枝。

圖斯克本人務實穩健的領導風格與

支持自由貿易的經濟主張，讓他得到了

德國“鐵娘子”默克爾和英國前首相卡

梅倫的支持。

因此，在各方支持下，圖斯克於

2014年正式出任歐洲理事會主席，並於

2017年連任。

上任伊始，圖斯克英語說得磕磕絆絆

，只能用波蘭語致辭，簡單描述自己當選

後的感想。而在5年後的離任前夕，他發表

致辭時，語言已經不再是問題。

【關鍵時刻展現強硬作風】
事實上，比起實權，歐洲理事會主

席壹職的政治象征意味更多。圖斯克的

主要工作就是定期主持歐盟領導人峰會，

整合28個主權國家政府首腦的決定。然

而，經過10多年的東擴，歐盟成員國之

間的文化和經濟差異愈發凸顯，整合起

來不勝麻煩。

據了解，在任期間，圖斯克壹共主

持了48次歐盟領導人峰會，歐盟也經歷

了多次危機。

2014年上任伊始，圖斯克就面臨著

歐債危機。為了不讓債務危機演變為整

個歐元區的危機，圖斯克壹改溫和作風

，以強硬作風維護了歐元區的穩定。

英國廣播電視公司(BBC)拍攝的紀錄

片顯示，2014年的壹天晚上，時任希臘

總理齊普拉斯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圖斯

克的辦公室裏徹夜談判，到淩晨仍無法

達成壹致。就在談判瀕臨破裂的時候，

圖斯克把辦公室大門壹關，對兩位領導

人說，“談不好就別想走”！

在那之後，歐盟又遭遇了難民危機

、恐怖襲擊等壹系列問題。還沒等緩過

勁兒來，英國又要脫歐了。

在代表歐盟與英國政府談判的同時，圖

斯克不吝用激烈的言辭警告“脫歐派”人

士，又對“留歐派”大打溫情牌，力求維

護歐洲壹體化的成果。不過，脫歐問題壹直

“拖”到了他任期結束，仍然沒有解決。

【下壹站！歐洲人民黨主席】
圖斯克擔任“歐盟總統”的旅程即

將結束；他將接替現任主席法國人約瑟

夫•多爾，成為歐洲議會最大黨團——

歐洲人民黨(EPP)的主席。

歐洲人民黨由歐洲多個國家的保守派

政黨組成，是歐洲政壇影響力最大的中右

翼政黨聯盟。歐盟委員會前主席容克與其

繼任者馮德萊恩，德國總理默克爾等多國

總統和政府總理，都是該黨派的成員。

近年來，隨著歐洲大陸的政治格局

變得更加復雜和多樣化，歐洲人民黨在

歐盟的權力控制力也有所下降。而圖斯

克，將負責為這個受人尊敬但卻舉步維

艱的政治“品牌”註入新活力。

《政客》網站稱，EPP成員普遍認

為，只有像圖斯克這樣非西歐、非德國

派的領導者，才能幫助該黨重振旗鼓，

挽回2019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上被搶走

的席位，並緩和東、西歐國家在法治、

移民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的緊張關系。

【問題仍存，歐盟將向何處去？】
圖斯克接任歐洲理事會主席時，他

的前任範龍佩曾稱，“擺在新團隊面前

有三個重要的挑戰，分別是：停滯不前

的歐洲經濟，烏克蘭危機以及英國在歐

盟中的位置。”

5年過去，這些問題仍然存在。英國脫

歐更是久拖不決，成為令人頭疼的僵局。

即將接任歐盟理事會主席的米歇爾表

示，歐盟已為英國脫歐的下壹階段做好準

備，但在與英國的貿易談判中，歐盟內部

可能出現更大的分歧。歐盟將不得不“再

次非常努力地工作”，以保持團結。

與此同時，移民問題和氣候變化的

陰影已然浮現，極右翼和疑歐派勢力的

擡頭，挑戰著歐盟內部共識。而在外部

，貿易保護主義持續升溫。歐盟新的領

導層必須回答的，仍然是如何維護歐洲

壹體化成果這個“老問題”。

英貨車慘案23名遇難者遺體抵越南
7具在英已火化

綜合報導 英國路透社剛剛援引當地政府官員消息稱，上月英國

倫敦“死亡貨車”中23名遇難者遺體已於11月30日淩晨抵達越南。

至此，“死亡貨車”39名遇難者遺體已全部被帶回越南，結束了這壹悲

劇事件。

報道稱，壹名當地政府官員說，23名遇難者遺體於當地時間今天淩

晨抵達越南河內內排機場。報道還援引越通社消息稱，其中7具遺體在

英國被火化。

報道還稱，上周三(27日)，有16具遇難者遺體已被送回其位於越南

中北部的家鄉。

報道還提到，越南警方已經逮捕10名涉嫌與此事件有關的犯罪嫌疑

人。上周壹(25日)，“死亡貨車”卡車司機也承認協助其非法偷渡。

路透社稱，越南糟糕的工作前景、環境災難都是促使人們離開的因

素。受害者阮丁隆(Nguyen Dinh Luong，音譯)的父親說，他的兒子“希

望有更好的生活”而離家前往英國。

當地時間10月23日淩晨，英國警方在埃塞克斯郡壹個工業園區的

集裝箱貨車裏發現39具屍體。警方以涉嫌謀殺拘留了來自北愛爾蘭的卡

車司機。隨後，這些遇難者被證實全部是越南人。

拿破侖靴子以拿破侖靴子以1111..77萬歐元拍出萬歐元拍出
系其遭流放時所穿系其遭流放時所穿

綜合報導 據法國巴黎德魯奧拍賣行消息，

11月29日，拿破侖· 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

te)的靴子在巴黎舉行的拍賣會上，以11.7萬

歐元的價格售出。

據報道，德魯奧拍賣行的代表們指出：

“拿破侖的著名靴子以11.7208萬歐元的價格

售出……”

據德魯奧拍賣行的網站介紹，拿破侖在

被流放到聖赫勒拿島(Saint Helena)時，腳上穿

的就是這雙靴子。

後來，拿破侖的朋友和麾下將軍之壹、

在島上陪伴他的亨利· 加蒂安· 貝特朗伯爵

(Henri-Gatien Bertrand)，把這雙靴子給了意大

利裔法國雕塑家卡洛· 馬洛切蒂男爵(Carlo Ma-

rochetti)，以感謝他所雕刻的皇帝騎馬雕塑。

報道稱，拿破侖的這雙靴子的起拍價，

估計在5萬到8萬歐元之間。

德國社民黨新黨魁出爐
默克爾執政聯盟岌岌可危？

綜合報導 德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蕭

茲(Olaf Scholz)在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

(SPD)黨魁選舉中落敗，使得總理默克爾

領導的基民盟和社民黨的執政聯盟岌岌

可危。

據報道，蕭茲及其競選搭檔蓋維茲

(Klara Geywitz)支持社民黨續留在執政聯

盟直到2021年。但是蕭茲及蓋維茲在社

民黨黨員決選的得票率僅45.33%，被挑

戰者沃爾特-波楊斯(Norbert Walter-Bor-

jans)和艾斯肯 (Saskia Esken)以得票率

53.06%擊敗。

分析稱，蕭茲的羞辱性敗北，是社

民黨內部對與默克爾的中間偏右基民盟

(CDU)結盟不滿的另壹征兆。社民黨預定

12月6日至8日在柏林舉行黨大會，表決

是否續留執政聯盟。

報道稱，社民黨於2017年大選遭受

重挫後，原本打算扮演反對黨角色，但

卻在不情願下被說服與默克爾領導的基

民盟重新結盟。

社民黨內許多成

員對於在默克爾陰影

下聯合執政仍憂心不

已，且執政聯盟壹路

跌跌撞撞，危機不

斷。社民黨也在壹連

串地方選舉中受到重

擊，並在歐洲議會選

舉中受挫。

社民黨在今年 5

月歐洲議會選舉失利

後，當時的黨魁那勒

斯(Andrea Nahles)6月辭職，引發新黨魁

之爭。

試圖改善形象的社民黨，訴諸新的

領導模式，自1890年創立以來首度采用

壹男壹女組合接下領導政黨重任，與綠

黨(Greens)目前采取的模式相同。

勝出的新領導組合嚴厲批評社民黨

與基民黨共組執政聯盟，左派的兩人希

望重新磋商與保守基民盟的結盟協議，

更加聚焦於社會正義、擴大投資基礎建

設和氣候保護。

基民盟秘書長隨後表示，基民盟希

望與社民黨新領導人合作，且兩黨已有

合作的共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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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情報委
員會3日進行表決，通過川普彈劾報告。報告指出
，美國總統川普持續要求國外勢力干預選情，危害
國家安全，並 「濫用職權」 干預彈劾調查。據悉，
此報告將成為正式彈劾川普的基礎。對此，川普痛
斥調查是場 「騙局」 ，更直呼民主黨人 「都瘋了」
。

據美國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美國眾院
情報委員會投票通過彈劾報告，這份長達300頁的
調查報告指出，各項證人聽證證詞均顯示川普犯下
史無前例的政治罪行，其中包括川普為尋求連任而
持續要求外國勢力干預、破壞國家安全以及要求其
現任或前白宮官員拒絕出庭作證、妨礙彈劾調查。
報告中提及，川普是 「美國史上首位尋求全面妨礙
眾院彈劾調查的總統」 。

美國眾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謝安達（Adam

Schiff）指責，由於白宮持續妨礙彈劾調查，此份
報告並無法回答所有民主黨人的疑問。針對報告內
容，白宮也予以反擊。

白宮發言人葛里向（Stephanie Grisham）駁
斥以謝安達為首的民主黨人進行 「片面假程序」 ，
未提出川普違法犯罪的證據。

川普也作出回應，痛斥彈劾調查是民主黨人所
策畫的一場 「騙局」 ，怒嗆民主黨人 「都瘋了」 。
同時，針對國會議員要求對其進行嚴厲譴責的提議
，川普表示他 「無法接受」 ，更堅稱 「我沒做錯什
麼」 。

據悉，之後報告將送交眾院司法委員會，並由
司法委員會接手、起草針對彈劾川普的法律條款，
預計民主黨有望在耶誕節前後經由眾議院投票表決
是否彈劾川普。

美眾院通過彈劾報告 川普怒嗆瘋了

（綜合報導）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2日
在華府指出，由於大陸與台灣疏離過大，認為不可
能看到兩岸有一個和平的統一，且北京有領導層開
始思考統一在 「強迫」 之下發生之後的長期性準備
，美國也必須對此一變化做相應準備。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
會（NCAFP）11月派代表團訪問北京、上海、台
北、東京和首爾等亞太城市，就地區安全議題與當
地官員學者進行交流對話，並於2日發表看法，並
由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負責發言關於兩
岸議題。

薄瑞光指出，指出，在美陸關係格局下，台灣
議題並非首選，不過一旦貿易問題獲得解決，台灣
可能再次成為美陸關係的引爆點，特別是現任總統
蔡英文獲得連任。一名上海學者甚至對他表示，若
蔡連任對兩岸關係而言 「將是壞到不能再壞」 ，連
帶影響美陸關係 「螺旋下行」 。

薄瑞光表示，大陸主要批評美國似乎在遠離先
前承諾的 「一中政策」 ，讓它變得空洞，特別是台
美官員之間更頻繁、更高級和更公開的會面，陸方

更以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
與台外交部次長會面、抱怨美國軍艦每個月經過臺
灣海峽的軍事行動，甚至還有科研船停泊到高雄等
案例，指出這些都是 「前所未有的舉措」 。

薄瑞光說，雖然台灣方面總認為北京對統一必
定有一個時間表，但代表團從大陸國台辦得到的資
訊是，兩岸之間的大門 「並沒有完全關上」 ，但北
京對蔡英文和民進黨已經沒有任何期望，也不在乎
1月的選舉贏的是誰，因為重要的是政策而不是誰
贏。

薄瑞光表示，自己已向北京的朋友表示， 「認
為不可能看到台灣與大陸有一個和平的統一」 。他
強調兩岸疏離太過重大，台灣的不同認同感太過強
烈，北京也有人意識到這一點， 「故現在問題也變
成：哪一種脅迫是必須的？你怎麼去做？假資訊和
資訊戰能夠做到什麼程度？以及如果必須走到那個
地步，你該如何進行軍事準備？」 他並強調，已有
跡象顯示北京領導層朝向 「非和平」 的情況下發生
上述的事，雖然北京必須為此做長期性準備，而美
國也必須對此有所應對。

前AIT主席：陸已朝非和平統一方向思考 美需準備

（綜合報導）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參選人加州參議員哈里斯女士，3日宣布退出競爭。
隨後她與總統川普透過推特各用一句話互酸，讓廣大網友見證一場精彩滑稽的政壇嘴砲，也
成為新聞話題。

根據 「今日美國報」 報導，川普競選團隊前總幹事李萬度斯基得知哈里斯退選的消息後
在推特發文，讚揚川普在2016年艱苦的選戰中勝出， 「（民主黨）另一個傢伙倒地，打選
戰沒大家想得簡單」 。

美國總統川普轉貼此推文並留言，假惺惺地為哈里斯打抱不平， 「太慘了，卡瑪拉（哈
里斯的名字），我們會懷念你！」

哈里斯絕非省油的燈，她也轉貼川普的推文，用一句話反擊可能遭彈劾調查的川普，
「別擔心，總統先生，我等著看你上法庭」 。

退總統初選被川普酸 哈里斯神嗆： 「坐等你受審」

（綜合報導）中國科學家賀建奎去年宣布創造出全球首見的
基因編輯雙胞胎，聲稱她們天生能抵抗愛滋病，美國科學家今天
表示，這項目標恐難達成，還會出現意外突變，批評是 「蓄意撒
謊」 。

美國科技雜誌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MIT Technology
Review）刊出的原稿摘要，指出賀建奎在創造名為露露和娜娜
的基因編輯雙胞胎時對倫理與科學規範視若無睹。當時這起事件
引發科學界譁然。

賀建奎大肆宣稱這項醫學突破 「得以控制愛滋病情」 ，然而
目前並不清楚是否有成功達成讓嬰兒對愛滋病免疫的預期目標，
因為這個團隊未曾實際製造過具抗愛滋病毒的突變基因。

少部分人因為CCR5基因突變，
對愛滋病毒天生免疫，這也是賀建奎
聲稱所選擇的目標基因，並使用強大
CRISPR 編輯技術進行基因改造。
CRISPR編輯技術2012問世以來，
為科學界帶來突破性變革。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基因編輯科學家爾諾夫（Fyodor Urnov
）告訴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 「他們聲稱製造出常見的CCR5
變異是公然扭曲真實數據，只能說他們是：蓄意撒謊。」

「研究顯示，他們未能製造這個常見的CCR5變異。」
儘管研究團隊鎖定正確的基因，但他們並沒有複製所需的

CCR5 Delta 32變異，而是創造了效果未明的新基因編輯技術。
再者，CRISPR仍是一個不完善的工具，因為它可能導致不

必要或 「脫靶」 的基因編輯，在人體上使用這項技術恐引起極大
爭議。

美科學家打臉賀建奎批基因編輯抗愛滋是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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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裏城如何重建？
日本政府擬設10人專家會議商討

綜合報導 日本沖繩首裏城火災已近壹

月，關於其重建工作受到關註。近日，有

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將設置來自6個領

域共約10人的專家小組，負責首裏城的重

建工作。

日本政府表示，因為除重建建築物外，

整個重建工作還包括重新整頓防火體制、

確保建築材料等內容，所以重建工作的專

家會議將由來自防火措施、歷史文化以及

建築等6個領域的約10名專家組成，其中

還會包含參加過上壹次重建的專家。

目前，日本琉球大學的高良倉吉名譽

教授已經成為候選人，他是琉球王國歷史

的專家，並且參加過上壹次的重建工作。

10月31日，日本沖繩首裏城發生大火，

導致包括正殿在內的多座建築物被全部燒毀

，當地警方和消防部門在調查後發現，起火

原因可能是因為正殿內的電路系統短路。目

前，重建工程面臨建材短缺及工匠不足等問

題，可謂困難重重，課題眾多。

建於500多年前的首裏城是琉球王國歷

史象征，曾經在二戰中被毀。1992年，經

過重建復原了首裏城正殿，其他建築也逐

步落成。2000年，包括首裏城在內的琉球

王國都城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

界文化遺產。

需重視！
韓國20多歲抑郁癥患者5年內增加近兩倍

綜合報導 日據韓媒報道，調查統

計顯示，韓國20多歲的抑郁癥患者數

量急增，比5年前增加了近2倍。

29日，國會政務委員會所屬的韓

國正確未來黨議員李泰奎(音譯)從健康

保險審查評價院得到的資料顯示，

2018年,韓國 20多歲的抑郁癥患者為

98434名，比2014年增加了近2倍。全體

抑郁癥患者為751930名，與2014年的

588155名相比增加了28%。以2019年9

月為基準，患者人數是682631名。

從年齡段來看，60多歲患抑郁癥

人數最多，有133712名；其次為50多

歲，129255名；70多歲的有121193名

，20 多歲的有 98434 名。30 多歲，

93389名；80歲以上有56431名，最後

10多歲有42535名等。

特別是20多歲和10多歲人群的增

加趨勢比其他年齡段更為迅猛。

20多歲患抑郁癥的人數從2014年

的49975名，增加到了2018年的98434

名，劇增了97%。10多歲的患者在全

體患者中所占的比重雖然很小，但是

從2014年的 23885名增加到了2018年

的42535名，增加了78%。

隨著抑郁癥患者的增加，診療費

也大幅增加。2018年抑郁癥治療費為

3319億萬韓元，比2014年的2235億萬

韓元增加了48%。

另外，躁郁癥的患者也從2014年

的75616名，增加到了2018年的94129

名，增加了24%，預計將很快超過10

萬名。到2019年 9月為止，今年患者

達到了93573名。躁郁癥的患者人數也

是20多歲年齡層最多。

李泰奎表示，最近，因抑郁癥等

著名藝人接連自殺成為社會問題，特

別是20多歲的抑郁癥患者劇增。學業

、就業等社會結構環境中的問題引發

患病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國家需要采

取相應對策，同時全社會的深思也是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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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隨著韓國政府決定有條件地推延韓日

《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的終止期限，韓日兩國經貿部

門將於12月初全面啟動有關出口管制問題的磋商。

日本政府7月初宣布加強審查與管控出口韓國的三

種半導體原材料，韓日貿易摩擦隨後不斷升級。

繼兩國均將對方移出出口貿易“白名單”後，韓

國政府8月22日宣布不再與日本續簽軍情協定，引發日

方抗議及美方不滿。美方近期通過多重渠道向韓方施

壓要求維持。

11月22日，韓國政府宣布有條件推延《韓日軍事

情報保護協定》(GSOMIA)終止期限，並與日方商定經

過課長級別的籌備會議後進行局長級對話，為雙邊矛

盾尋找突破口。

日本政府方面也表示，為解決當前問題，將在進

行課長級籌備會議後進行局長級對話，確認兩國出口

管理情況。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29日表示，貿易政策室課長

宋賢周(音譯)28日與日本經濟產業省安全保障貿易管理

課長豬狩克郞舉行課長級對話，雙方商定於12月第三

周(16-20日)內在東京舉行局長級的出口管理政策對話

。在此之前，雙方還將於12月4日在奧地利維也納開會

籌備此次局長級對話。

預計雙方將在下月在東京的局長級對話上，就出

口管理政策等相關情況交換意見，就雙方要求的事項

進行全面討論，並尋求解決方案。

產業部長官成允模(音譯)29日也在黨政青協議會上

表示，“將以(此次韓日間的)協議為動力，迅速推進旨在解決日本出

口限制的對話”。

但有很多分析認為，由於兩國之間圍繞出口管理等問題立場差

距懸殊，預計兩國之間的對話將很難壹帆風順。

“賞櫻會”風波持續：
日在野黨將缺席所有國會審議

綜合報導 日安倍主辦的

“賞櫻會”風波持續發酵。

當地時間29日上午，日本立

憲民主黨等四個在野黨在國

會內舉行會談，確認了缺席

眾參兩院所有審議的方針，

以表達抗議。

據報道，因日本政府未就

“賞櫻會”邀請涉傳銷的Ja-

pan Life公司前董事長做出解

釋，日本四個在野黨表示，將

缺席之後所有的國會審議。

報道稱，向Japan Life前

董事長發出的2015年邀請函

上標有“60”這壹編號，在

野黨懷疑是安倍的推薦名額

，要求加以確認。而安倍政

府則表示，受邀賓客的名簿

已全部銷毀。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在

記者會上就邀請函上的編號

解釋稱：“賞櫻會結束後已

經使用完畢。並未掌握相關

信息。”關於就該邀請函實

施聽證調查，他表示：“時

隔已久，難以實現。”

四個在野黨在會談中壹

致認為，

應該能確

認 邀 請

函上的編

號，“完

全無法理

解連事實

都不承認

的做法”

。立憲民

主黨幹事長福山哲郎

批評稱：“怎麼能與

不承認事實的政府壹

起審議法案？”

日本執政黨自民

黨參院幹事長世耕弘

成則表示：“召開全

體會議迅速表決法案

是國會的職責。將要

求在野黨做出明智的

判斷。”

據悉，日本政府

從 1952 年起在首都

東京新宿禦苑舉辦賞櫻會，

邀請社會各界代表與首相壹

起欣賞櫻花，費用由政府承

擔。

安倍執政期間，賞櫻會

預算大幅增加。內閣府數據

顯示，2014年賞櫻會支出大

約3000萬日元(約合193萬元

人民幣)，2019年增至5500萬

日元(355萬元人民幣)，參加

人數從大約 1.4 萬人增至 1.8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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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捐百萬做善事屢捐百萬做善事
浙江嘉許匿名人浙江嘉許匿名人

據浙江新聞報
道，“浙江慈善

獎”是該省公益慈善領域
政府最高獎，自2006年以來已
成功開展六屆。第六屆“浙江慈善獎”
評選表彰的對象主要是2016年6月至2019年6
月期間，在賑災、扶老、助殘、救孤、濟困、助
學、助醫以及促進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
等事業的發展，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等公益慈善領
域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機構和項目。

本屆“浙江慈善獎”獲獎者共計132個人。其中
慈善事業突出貢獻獎2個，慈善楷模獎10個，個人
捐贈獎30個，機構捐贈獎30個，慈善項目獎30個，
志願服務獎20個，扶貧攻堅獎10個。“個人捐贈
獎”名單中就有海鹽的“金粟緣人”。

捐款“是很守時的人”
據報道，“金粟緣人”第一次出現，是在2015

年11月3日。那天上午，一個陌生來電讓海鹽縣慈
善總會原常務副會長柏莉鳳十分驚喜。電話中，一
名男子仔細詢問了慈善總會的運作情況，隨後便提
出要捐出100萬元，幫助海鹽縣的困難學生和其他困
難群體。

“他從來沒露過面，是高是矮，多大年紀，我
們都不知道。”雖沒見過這位神秘人，但海鹽縣慈
善總會秘書長許虹梅卻稱讚，他是一個很“守時”
的人。因為從2015年起，每年他都會按照“約定”
準時捐贈一筆100萬元的善款。

按照當地慈善捐助規定，慈善總會收到善款
後，不僅要開收據，還要向社會公告。但神秘男子
不願公開身份，只留下了一句話，“就叫我‘金粟

緣人’吧”。
“汪敏”是

由浙江省慈善總會推選獲獎的。
浙江省慈善總會相關負責人告訴
澎湃新聞，匯款單上的留名是
“汪敏”，但其從未露過面，也
不知道究竟長什麼樣子。

這並非匿名捐贈人第一次獲
得浙江慈善最高獎。2006年舉行
的首屆“浙江慈善獎”上，一名
由慈善工作人員取名為“我想”
的匿名捐贈人首獲該獎。

留下短信婉拒採訪
“我想”於2005年向寧波市慈善總會鎮海分會一

次性捐贈108萬元，2006年“我想”再次向鎮海分會捐
贈50萬元。鎮海分會根據該匿名人士多次提到“我想
回報社會”、“我想為困難群眾做點好事”等願望後，
將其取名為“我想”。

據澎湃新聞報道，記者通過海鹽縣慈
善總會輾轉聯繫上了“金粟緣人”本人，
他用一條短信謝絕了採訪，並留下了一
句話：“我只不過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
的事情”。幾年前，他也曾通過短信
婉拒當地媒體的採訪。他說，“有
能力的時候常做好事，沒能力
的時候常存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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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因何早逝的孩童，被美麗的
織物包裹着裝入甕棺，經過5,000多
年時光的剝蝕，只剩下一堆殘骸。

研究人員近日在河南省滎陽市汪
溝遺址出土甕棺裡的頭蓋骨附着物和
甕底土樣中，檢測到桑蠶絲殘留物，
表明當時包裹亡童的織物是絲綢。

3日在河南鄭州召開的仰韶時代
絲綢發現新聞發佈會上，鄭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說，汪溝遺址
發現的絲織物殘存，與此前青台遺址
甕棺中出土的織物為同類絲織物，結
合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的骨雕家蠶，
確切證明中國先民在5,000多年前已
經開始育蠶製絲。

青台、雙槐樹、汪溝等遺址地處
鄭州仰韶文化聚落群，是中華文明起
源的重要核心地區之一。

當時中國絲綢技術已趨於成熟
出席新聞發佈會的中國絲綢博物

館館長趙豐介紹說，根據碳化痕跡孔
隙和殘留纖維的電鏡觀察，科研人員
在汪溝遺址甕棺內提取的炭化織物中
發現了絞經織物，紗線較細，是四經
絞羅織物碳化後的痕跡。借助該館自
主研發的聯免疫技術，最終確認絞
經織物是絲織物殘存。

“這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發現的時
代最早的絲製品，距今5,300年至
5,500年。此前良渚文化錢山漾遺址
出土的絲織品距今是4,200年至4,400
年。”顧萬發說，進一步研究發現，
當時中國的絲綢技術已趨於成熟，而
非初始。

古人具備馴化家蠶技術
據顧萬發介紹，出土殘片中有一塊“綾羅

綢緞”中的羅織物，且經過了染色處理，在織
法上採用了較為複雜的絞經結構。為防止掉
色，古人對這塊染色羅進行脫膠，生絲脫膠後
稱熟絲，這塊羅也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發現的時
代最早的熟絲絲綢製品。

據介紹，距離青台遺址不足百公里的雙槐
樹遺址出土的骨雕家蠶長6.4厘米、寬不足1
厘米、厚0.1厘米，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時代最
早的蠶雕藝術品。

根據蠶的整體造型以及頭昂尾翹的繃緊
“C”形姿態，專家推測古人雕刻的是一隻正
處於吐絲階段的家蠶。“這說明當時的古人已
非常熟悉蠶的生長習性，並可以馴化出成規模
的家蠶。”顧萬發說。 ■新華社

▶▶““金粟緣人金粟緣人””近近55年年
每年向嘉興海鹽縣慈善總會捐每年向嘉興海鹽縣慈善總會捐
贈贈100100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 新華社新華社

■■1111月月1919日下午日下午，，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
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

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
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現場表彰第現場表彰第

六屆六屆““浙江慈善獎浙江慈善獎””獲獎代表獲獎代表。。 新華社新華社

11月19日下午，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現場表

彰第六屆“浙江慈善獎”獲獎代表。不過，榮獲“個人捐贈獎”的“金粟緣

人”和“汪敏”，兩人的座位上空蕩蕩的。他們都被大會歸為匿名

捐贈人，“金粟緣人”近5年每年向嘉興海鹽縣慈善總會

捐贈100萬元（人民幣，下同），“汪敏”從

2010年2月起每月不間斷地向浙江省慈

善總會賬戶匯去數千至上萬元

的善款。 ■新華社

5年捐款500萬元 只為“有能力常做好事，無能力常存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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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經濟極嚴峻 再推措施紓困
特首：暴衝復現礙復甦 出招保就業具針對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黑暴令

香港經濟情況急劇惡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3日表示，特區政府將在短期內推

出第四輪紓困措施，為香港市民解困，並協

助保住員工的就業機會。她並形容，市民都

希望區議會選舉前後約十多天的寧靜能夠持

續下去，讓香港的經濟可以有復甦的機會，

不過，街頭暴力復現，有如“倒了一些冷水

落去”，所以遏止暴力仍然是特區政府的首

要任務，“我真的很希望我們每一個香港市

民都要珍惜香港多年來建立的生活和香港的

實力，不要再讓它被破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央政府針對
美方將所謂《2019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
法採取反制措施，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3日
表示，有關措施屬於外交事務，香港特區政府會依
法根據中央政府的相關要求作出配合及跟進。

林鄭月娥3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重申，
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完全沒有必要，亦完
全沒有理據，特區政府對法案的通過表示強烈反
對。

她強調，香港的人權與自由都受到香港特區基本
法的保障：“事實上，我也想問究竟香港市民在哪方
面的自由受到磨損？我們有傳媒的採訪自由、我們有
參與集會示威、遊行的自由、我們有宗教自由、我們
在很多方面都享有高度自由，所以由一個外國議會和
外國政府透過他們自身的法例來干預香港事務，我覺
得非常令人遺憾。”

就中央政府採取的兩項制裁中，包括暫不審批
美軍艦訪港，林鄭月娥表示，自香港回歸後，有關
問題屬於外交事務。這些美軍艦要來港，必須先獲
中國外交部的批准，特區政府的有關部門才會跟進
如何協助這些軍艦到港休整，“外交部批准，我們
便配合，所以暫時不審批，（特區政府）便不能跟

進和配合。”
至於制裁部分美國的非政府機構，林鄭月娥直

言，她暫時未有相關資料，包括制裁的內容等，但
無論如何，“它是一件外交事務，所以我們在香港
也是依法按着在外交事務上中央的要求，作出配合
及跟進。”

被問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香港的具體
影響，林鄭月娥認為要視乎相關美國政府部門屆時
會採取什麼態度，“因為法案的內容主要是說，在
一段時間之後，美國政府要作出一些審視，所以是
決定於美國政府的審視是怎樣。”

她補充，法案製造了一個不穩定環境，影響企
業的信心，“企業會擔心究竟美國政府他日用這條法
案作出審視而又採取行動時會是什麼行動；亦是這個
原因，我留意到各大商會都強烈反對這條法案。”

林鄭月娥直言，不穩定的環境對任何一個經濟
體都不是一件好事，亦會影響到香港包括創科的發
展，但同時亦會損害美國本身的企業的利益，“大
家都知道美國企業在香港佔有一個很重要部分，應
該超過1,300間美國企業在香港，而且大部分都不
是簡單的一間公司，都是以香港作為他們在這個區
域裡的總部或總部辦事處。”

林鄭：跟進中央對美反制
林鄭月娥3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表

示，特區政府近日公佈的經濟數據，已清
楚顯示香港經濟已進入極為嚴峻的局面，如2日
公佈的今年10月零售銷售總額，較去年同月下跌
了歷史上最嚴峻的24.3%。
至於目前仍然低企的3.1%失業率，估計隨着

香港很多行業受到影響而上升。

善用多年儲備 盼寧靜可延續
就此，特區政府一直密切監察情況，以推出

一些紓緩措施，達至撐企業、保就業和紓解民
困。過去十多年，香港累積了約 1.1 萬億元
（港元，下同）的儲備，“這個時候就是讓我們
用好我們的財政能力，為香港市民解困，也希望
協助企業保住他們員工的就業機會，這是很重要
的。”她說。

因此，繼8月、9月和10月動用約200億元
推出了三輪紓困措施後，林鄭月娥宣佈，特區政
將在“很短期”內推出第四輪紓困措施，而有關
的紓困措施是有針對性的，“我們希望看到什麼
企業、在什麼界別它特別有困難，我們就為它們
提供一些紓困措施，希望能解決它們目前面對的
困難。”

她形容，香港正面對外憂內患—外憂是中
美貿易糾紛和外圍經濟的不穩定，內患是過去差
不多半年的社會動盪。在應對內患的問題上，廣
大市民都希望在區議會選舉前後約十多天的寧靜
能夠持續下去，回復社會平靜以及沒有暴力的環
境，以免香港經濟蒙受更大重創、市民生計不會
受到更大影響。

“倒冷水落去”阻經濟復甦
不過，她指出，“於剛過去的周六日，我們

又重複看到這些大家很不願看到的暴力場面。”
林鄭月娥強調，她希望能夠有一個方法停止這些
暴力、讓香港經濟可以有復甦機會，“現在又倒
了一些冷水落去……我真的很希望我們每一個香
港市民都要珍惜香港多年來建立的生活和香港的
實力，不要再讓它被破壞，所以遏止暴力還是我
們現在首要任務。”

在應對外憂的問題上，林鄭月娥表示，特區
政府會不斷擴展香港的經濟能力，如上周與泰國
政府簽署的高層備忘錄，為香港的企業、香港的
專業團體到泰國以至東盟發展提供更多機會。
“這工作儘管我們現在面對很大的困難，我們還
是繼續會做的。”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將於短期內推
出第四輪紓困措施，為市民解困，協助保
住員工就業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形
容，近日街頭
暴力復現，有
如“倒了一些
冷水落去”，
盼速止暴讓經
濟 有 復 甦 機
會。圖為周日
（1 日）晚，
有黑衣魔於港
鐵黃埔站外縱
火。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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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魔遺
禍半年，暴力不斷升級，騷擾的地區遍及全
港，令警方要抽調大批警力應對，社區警力相
對削弱，盜賊劫匪即趁亂出動劫財，影響社會
治安。今年首10個月，爆竊案和偷車案數字
均比去年同期上升，今年7月至10月的行劫案
更較去年同期升六成，特別是今年10月，平
均每日有一宗劫案。

根據警方統計，去年首10個月的爆竊案
有1,283宗，今年同期則有1,690宗，比去年上
升三成多。而偷車案去年同期有371宗，今年
434宗，增加一成七，並逼近去年全年440宗
的紀錄。

至於行劫案，今年首10個月有119宗劫
案，雖然比去年同期130宗略少，但7月至10
月份同比則增長六成，特別是8月至11月份
內，匪徒針對珠寶金行的“快閃式”和“爆窗
式”打劫至少有11宗。踏入12月，兩匪於2
日闖入長沙灣青山道282號一間珠寶金行外，
用鐵錘擊破飾櫃掠去約300萬港元金飾逃去。
日前（1日）又有5名劫匪在土瓜灣道245號
一間金行門外，用鐵錘擊碎櫥窗掠去約200萬
港元金飾逃去。

今年7月至9月，正是黑衣魔圍攻警署的高
峰期，全港超過30個警署遭到不同程度圍堵、
掟汽油彈，部分警署報案室要暫時關閉，警車和
探員的私家車出動時也遭到攔截砸毀和放火，警
員巡邏隨時受襲擊，令正常巡邏受到嚴重阻礙，
市民的緊急求助也無法及時得到處理。

同時，由於刑事部警員被抽調防暴和處理
被捕暴徒的取證工作，平均每更要連續當值超
過30小時，還要處理平日的刑事案，工作量
已超負荷。

匪幫趁亂劫金行 警開槍拘7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魔逞暴作亂

消耗大量警力，為匪幫製造趁火打劫的機會。本周
初，有匪徒趁警方處理騷亂之際，連續兩天打劫珠
寶金行。其中，在紅磡劫走200萬元（港元，下
同）金飾的本地匪幫，在放售賊贓時被警方鎖定身
份和行蹤，7名歹徒3日下午分乘的士及白色私家
車疑再度出動打劫紅磡另一金行，在何文田被刑事
情報科“狗仔隊”探員前後夾攻截停。賊車一度突
圍，探員開一槍擊中私家車，將7匪一網成擒。警
方在車上檢獲牛肉刀及大鐵錘等，不排除他們與周
一長沙灣珠寶金行劫案有關。

被捕7名匪徒（20歲至27歲），部分人有黑
幫背景，涉嫌串謀行劫、藏有攻擊性武器、行使
偽造文件及襲警罪名，全部被通宵扣查。

案發於本周日下午3時許，5名匪徒乘的士闖
至土瓜灣一間珠寶金行，用鐵錘打爆飾櫃，劫走
約200萬元金飾乘的士逃去，西九龍總區重案組
展開調查。本周一上午10時許，再有3名匪徒乘
白色私家車至長沙灣青山道282號一間珠寶金行
打劫，掠去約300萬元金飾逃去。

警方初步調查顯示，兩宗劫案匪徒的犯案手
法近似，不排除屬同一匪幫所為。同一時間，警
方由情報渠道得悉有人在黑市放售賊贓，順藤摸
瓜鎖定一個有黑幫背景的犯罪集團，並派出刑事
情報科“狗仔隊”跟蹤監視。

疑再劫金行 警“閘停”賊車
7名疑犯3日下午分別駕駛的士和白色私家

車向紅磡方向行駛，打算行劫紅磡另一間金行。
兩賊車駛至何文田常樂街時，探員認為時機成
熟，驅車前後“閘停”賊車。探員下車拔搶喝令
歹徒下車，白色賊車突然加速撞向探員突圍。一
名探員在生命受到威脅時向私家車開一槍，子彈
擊中擋風玻璃窗框。探員隨即一擁而上，將私家
車上5人及的士上兩人全部制服拘捕。

探員封鎖現場調查，證實的士於上月20日在
小西灣區被偷，於的士車尾箱搜出5把牛肉刀、1
把大鐵錘、多個口罩及手套等證物，相信他們與
周日紅磡的200萬元金飾劫案有關，亦不排除與
本周一長沙灣的珠寶劫案有關。

行動中，3名被捕疑犯報稱受傷，由救護車
送院治理。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第二隊主管王子于
總督察表示，正全力追查行劫集團涉及的案件、
在逃同黨及贓物下落。

■■探員在行動中探員在行動中，，將將77名目標匪徒拉出車外制服地上名目標匪徒拉出車外制服地上。。

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涉案白色私家車右邊金屬框留下一個子彈孔涉案白色私家車右邊金屬框留下一個子彈孔。。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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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捐百萬做善事屢捐百萬做善事
浙江嘉許匿名人浙江嘉許匿名人

據浙江新聞報
道，“浙江慈善

獎”是該省公益慈善領域
政府最高獎，自2006年以來已
成功開展六屆。第六屆“浙江慈善獎”
評選表彰的對象主要是2016年6月至2019年6
月期間，在賑災、扶老、助殘、救孤、濟困、助
學、助醫以及促進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
等事業的發展，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等公益慈善領
域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機構和項目。

本屆“浙江慈善獎”獲獎者共計132個人。其中
慈善事業突出貢獻獎2個，慈善楷模獎10個，個人
捐贈獎30個，機構捐贈獎30個，慈善項目獎30個，
志願服務獎20個，扶貧攻堅獎10個。“個人捐贈
獎”名單中就有海鹽的“金粟緣人”。

捐款“是很守時的人”
據報道，“金粟緣人”第一次出現，是在2015

年11月3日。那天上午，一個陌生來電讓海鹽縣慈
善總會原常務副會長柏莉鳳十分驚喜。電話中，一
名男子仔細詢問了慈善總會的運作情況，隨後便提
出要捐出100萬元，幫助海鹽縣的困難學生和其他困
難群體。

“他從來沒露過面，是高是矮，多大年紀，我
們都不知道。”雖沒見過這位神秘人，但海鹽縣慈
善總會秘書長許虹梅卻稱讚，他是一個很“守時”
的人。因為從2015年起，每年他都會按照“約定”
準時捐贈一筆100萬元的善款。

按照當地慈善捐助規定，慈善總會收到善款
後，不僅要開收據，還要向社會公告。但神秘男子
不願公開身份，只留下了一句話，“就叫我‘金粟

緣人’吧”。
“汪敏”是

由浙江省慈善總會推選獲獎的。
浙江省慈善總會相關負責人告訴
澎湃新聞，匯款單上的留名是
“汪敏”，但其從未露過面，也
不知道究竟長什麼樣子。

這並非匿名捐贈人第一次獲
得浙江慈善最高獎。2006年舉行
的首屆“浙江慈善獎”上，一名
由慈善工作人員取名為“我想”
的匿名捐贈人首獲該獎。

留下短信婉拒採訪
“我想”於2005年向寧波市慈善總會鎮海分會一

次性捐贈108萬元，2006年“我想”再次向鎮海分會捐
贈50萬元。鎮海分會根據該匿名人士多次提到“我想
回報社會”、“我想為困難群眾做點好事”等願望後，
將其取名為“我想”。

據澎湃新聞報道，記者通過海鹽縣慈
善總會輾轉聯繫上了“金粟緣人”本人，
他用一條短信謝絕了採訪，並留下了一
句話：“我只不過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
的事情”。幾年前，他也曾通過短信
婉拒當地媒體的採訪。他說，“有
能力的時候常做好事，沒能力
的時候常存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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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因何早逝的孩童，被美麗的
織物包裹着裝入甕棺，經過5,000多
年時光的剝蝕，只剩下一堆殘骸。

研究人員近日在河南省滎陽市汪
溝遺址出土甕棺裡的頭蓋骨附着物和
甕底土樣中，檢測到桑蠶絲殘留物，
表明當時包裹亡童的織物是絲綢。

3日在河南鄭州召開的仰韶時代
絲綢發現新聞發佈會上，鄭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說，汪溝遺址
發現的絲織物殘存，與此前青台遺址
甕棺中出土的織物為同類絲織物，結
合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的骨雕家蠶，
確切證明中國先民在5,000多年前已
經開始育蠶製絲。

青台、雙槐樹、汪溝等遺址地處
鄭州仰韶文化聚落群，是中華文明起
源的重要核心地區之一。

當時中國絲綢技術已趨於成熟
出席新聞發佈會的中國絲綢博物

館館長趙豐介紹說，根據碳化痕跡孔
隙和殘留纖維的電鏡觀察，科研人員
在汪溝遺址甕棺內提取的炭化織物中
發現了絞經織物，紗線較細，是四經
絞羅織物碳化後的痕跡。借助該館自
主研發的聯免疫技術，最終確認絞
經織物是絲織物殘存。

“這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發現的時
代最早的絲製品，距今5,300年至
5,500年。此前良渚文化錢山漾遺址
出土的絲織品距今是4,200年至4,400
年。”顧萬發說，進一步研究發現，
當時中國的絲綢技術已趨於成熟，而
非初始。

古人具備馴化家蠶技術
據顧萬發介紹，出土殘片中有一塊“綾羅

綢緞”中的羅織物，且經過了染色處理，在織
法上採用了較為複雜的絞經結構。為防止掉
色，古人對這塊染色羅進行脫膠，生絲脫膠後
稱熟絲，這塊羅也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發現的時
代最早的熟絲絲綢製品。

據介紹，距離青台遺址不足百公里的雙槐
樹遺址出土的骨雕家蠶長6.4厘米、寬不足1
厘米、厚0.1厘米，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時代最
早的蠶雕藝術品。

根據蠶的整體造型以及頭昂尾翹的繃緊
“C”形姿態，專家推測古人雕刻的是一隻正
處於吐絲階段的家蠶。“這說明當時的古人已
非常熟悉蠶的生長習性，並可以馴化出成規模
的家蠶。”顧萬發說。 ■新華社

▶▶““金粟緣人金粟緣人””近近55年年
每年向嘉興海鹽縣慈善總會捐每年向嘉興海鹽縣慈善總會捐
贈贈100100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 新華社新華社

■■1111月月1919日下午日下午，，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
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

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
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現場表彰第現場表彰第

六屆六屆““浙江慈善獎浙江慈善獎””獲獎代表獲獎代表。。 新華社新華社

11月19日下午，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現場表

彰第六屆“浙江慈善獎”獲獎代表。不過，榮獲“個人捐贈獎”的“金粟緣

人”和“汪敏”，兩人的座位上空蕩蕩的。他們都被大會歸為匿名

捐贈人，“金粟緣人”近5年每年向嘉興海鹽縣慈善總會

捐贈100萬元（人民幣，下同），“汪敏”從

2010年2月起每月不間斷地向浙江省慈

善總會賬戶匯去數千至上萬元

的善款。 ■新華社

5年捐款500萬元 只為“有能力常做好事，無能力常存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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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稱應對氣候危機“堅如磐石”
華：請恢復執行《巴黎協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
平3日在人民大會堂同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會談。

習近平歡迎布克爾首次對中國進行國事訪
問。習近平指出，中薩建立和發展外交關係，是兩
國交往史上的大事，開啟了雙方合作大門，順應歷
史發展潮流，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建交一年
來，雙方各領域交流日益密切，經貿合作持續拓
展，相互了解不斷加深。總統先生作出維護和發展
中薩關係的正確決定，展現出政治家的戰略眼光和
歷史擔當。你表示，中薩關係“大有可為、前景光
明”，我對此表示贊同。中方願同薩方一道，在相
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基礎上，增進互信，擴大交
往，加強合作，推動兩國關係不斷邁上新台階。

中方歡迎薩方參與共建“帶路”
習近平強調，雙方要加強基礎設施、農業、

質檢、能源、水利、科技等領域合作，打造民生亮
點，造福兩國人民。中方願向薩方提供力所能及的
幫助。歡迎薩方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把兩國互
補優勢轉化為合作成果。中國願積極擴大從薩方進
口食糖、咖啡等更多優質特色產品。雙方要開展政
府、立法機關、政黨、地方、工商、青年、智庫、
媒體等各界交往。很多來華訪問過的薩爾瓦多朋友
表示，來中國前，中國對他們是個謎；來中國後，
他們成了中國迷。我們歡迎更多薩爾瓦多各界朋友
來中國走走看看，加強兩國人民交流和相互了解，
為中薩關係構築更加廣泛的社會和民意基礎，推動
中薩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

布克爾表示，薩中建交時間雖然不長，但潛
力巨大，雙方完全有能力成為彼此的好夥伴、好朋
友。我相信，同中國這樣的偉大國家和真誠朋友發
展關係，將給薩國家發展帶來機遇，給薩人民帶來
實實在在的福祉。我希望學習借鑒習近平主席的治
國理政經驗，致力於發展長期對華友好關係，將努
力實現薩中關係與其他重要雙邊關係並行不悖發
展，為拉美地區其他國家樹立一個範例。薩方完全
恪守一個中國原則，支持中國實現和平統一。感謝
中方為薩經濟發展提供的幫助，薩方期待同中方加
強投資、貿易、基礎設施、農業、旅遊、文化、科
技等領域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相信我的訪問
將成為薩中關係的新起點，開闢兩國關係的光明未
來。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了多項雙邊合作
文件的簽署。

兩國共同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薩爾瓦多
共和國聯合聲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今
天是第六個“國家憲法日”，司法部部長、全國
普法辦主任傅政華3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憲
法是國家的根本法，中央將繼續支持香港開展憲
法宣傳相關活動，助力民心相通。

他強調，憲法宣傳是全民普法工作的重中之
重，“我們明確重點內容，推動憲法宣傳活動，
讓憲法宣傳真正活起來、落下去。”

傅政華表示，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與愛國
愛港團體共同在宣傳推廣憲法和基本法方面做了
很多工作。“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
他介紹，香港過去兩年都舉辦了“國家憲法

日”座談會，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相關負責人出席會議，並重點就憲法地位、憲法
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進行了
權威和系統的解讀，“中央有關部門將繼續支持
香港特別行政區開展憲法宣傳的相關活動。”

將成立“帶路”律師聯盟
他還表示，內地與香港在司法領域開展了多

項合作。推進法律服務開放，助力民心相通。自
2003年至今，內地陸續出台了26項對香港法律
服務業開放措施。推進調解、仲裁的交流和合
作，打造合作平台。開展青年法律人才的交流培
訓，很多香港學生、青年到內地進行交流，在19
家律師事務所、仲裁機構和法院實習，進一步加
強了青年法律交流。

在司法部服務和保障“一帶一路”建設的新

舉措方面，傅政華介紹，“一帶一路”建設不僅
是項目投資方面的合作，還需要有法治同行。司
法部大力推動上合組織國家在法律服務領域的交
流合作，服務區域經貿發展，為“一帶一路”建
設保駕護航。而即將召開的世界律師大會，還將
成立“一帶一路”律師聯盟，構建國際律師交流
新平台，推進中國律師服務企業“走出去”。同
時，積極開展對外法治宣傳，講好中國法治故
事。

據悉，以“弘揚憲法精神，推進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題的“憲法宣傳周”
活動自12月1日起至7日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普及
憲法知識。

對於青少年普法問題，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司
長鄧傳淮在會上表示，加強青少年的憲法法治教
育，責任重大，也至關重要。教育部會同司法部
制定發佈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以憲法教
育為核心，推動憲法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
系。下一步將繼續推進青少年憲法法治教育，着
力提升憲法教育的針對性、時效性。

習
近
平國際秩序應在維護基礎上改革完善

會見出席“2019從都國際論壇”外方嘉賓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聯合國氣
候變化大會第25屆會議正在馬德里舉行，針對
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出席本屆會議時
稱“美國國會對採取行動應對氣候危機的承諾
堅如磐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3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應詢時表示：“《巴黎協定》是
各方應對氣候變化承諾的具體體現，美國已經
宣佈退出《巴黎協定》，我不知道‘堅如磐
石’體現在什麼地方？”
“既然佩洛西女士稱美方應對氣候危機的

承諾堅如磐石，這很好，我們歡迎。”華春瑩
說，請美方履行承諾，立即恢復執行《巴黎協
定》。
“中國在氣候行動方面付出了艱苦卓絕

的努力。”華春瑩說，今年11月27日，中方
發佈《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9
年度報告》。
2018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45.8%，相當於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52.6億噸；非化石能源佔能源消費比重達
到14.3%。

司法部部長傅政華：

中央支持香港開展憲法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3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2019從都國際論壇”外方嘉賓。習近

平強調，現行國際秩序並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來，也不需另起爐灶，而是應在悉心維護的基礎上改革完善。

習近平介紹了中國治國安邦之路和對當前
國際形勢的看法。習近平指出，今年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這種歷史性年份
總會給人們帶來深層次思考。新中國成立70年
來，取得了偉大的發展成就。行穩才能致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能夠不斷發展穩
定的最根本原因，得到了全中國人民的衷心擁
護和支持。我們將堅定不移繼續沿着我們選擇
的道路走下去。中國將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如
期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我對中國的
未來充滿信心。

中國要以實踐證明國強未必稱霸
習近平指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中國

歷來主張各國人民有權選擇符合自身國情的
發展道路。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和民族能
夠通過亦步亦趨、走別人的道路來實現自己
的發展振興，也沒有一條一成不變的道路可
以引導所有國家和民族實現發展振興。中國
要以自己的實踐證明，國強未必稱霸。這首
先是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傳統決定的，中國
人沒有擴張侵略的基因，秉持的是天下大
同、天下為公的理念，不贊同你輸我贏、零

和博弈的思維。同時，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堅
持平等互利，願與各國一道，共同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中國願與各國加強全面、深
入、立體的相互了解，進而開展互利合作，
實現共同繁榮。

習近平強調，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中國同世界的關係也在發生歷史性變
化。作為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做好自
己的事，就是對人類社會最大的貢獻，同時我
們也願意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和責任。當前全
球治理面臨着複雜形勢，國際秩序處在關鍵十
字路口，實質是多邊主義和單邊主義之間何去
何從的問題。現行國際秩序並不完美，但不必
推倒重來，也不需另起爐灶，而是應在悉心維
護的基礎上改革完善。各國應承擔起各自使命
責任，開展建設性對話，堅持求同存異，堅持
多邊主義，為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宏
偉目標發揮正能量。

各國嘉賓：期待中方續發揮引領作用
拉脫維亞前總統弗賴貝加、坦桑尼亞前

總統姆卡帕、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波黑
主席團前成員伊萬尼奇、美國前總統老布什

三子尼爾．布什、斯洛文尼亞前總統圖爾克
等外方嘉賓先後發言，熱烈祝賀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70周年，表示欽佩中國發展取得的
偉大成就，讚賞中國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
可持續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中國人民現在
享有着前所未有的自由，相信中國作為有重
要影響力的大國將繼續發展繁榮，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他們表示，中國堅
持改革開放，將使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
家受益。而當前個別國家主張本國優先，奉
行單邊主義，導致衝突摩擦增多。世界需要
堅持多邊主義，完善全球治理，構建更加公
平、公正、多元化的國際秩序。習近平主席
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一帶一
路”等重要倡議，對於維護世界和平繁榮、
促進世界多極化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
積極意義，期待中方繼續為應對氣候變化等
全球性挑戰發揮重要引領作用。各方願同中
方一道，堅持多邊主義，共建“一帶一
路”，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
國際關係。

會見前，習近平同外方嘉賓集體合影。
楊潔篪、王毅等參加會見。

■教育部政策法
規司司長鄧傳淮

■司法部部長、全國
普法辦主任傅政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攝

■■33日會見前日會見前，，習近平同外方嘉賓集體合影習近平同外方嘉賓集體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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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捐百萬做善事屢捐百萬做善事
浙江嘉許匿名人浙江嘉許匿名人

據浙江新聞報
道，“浙江慈善

獎”是該省公益慈善領域
政府最高獎，自2006年以來已
成功開展六屆。第六屆“浙江慈善獎”
評選表彰的對象主要是2016年6月至2019年6
月期間，在賑災、扶老、助殘、救孤、濟困、助
學、助醫以及促進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
等事業的發展，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等公益慈善領
域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機構和項目。

本屆“浙江慈善獎”獲獎者共計132個人。其中
慈善事業突出貢獻獎2個，慈善楷模獎10個，個人
捐贈獎30個，機構捐贈獎30個，慈善項目獎30個，
志願服務獎20個，扶貧攻堅獎10個。“個人捐贈
獎”名單中就有海鹽的“金粟緣人”。

捐款“是很守時的人”
據報道，“金粟緣人”第一次出現，是在2015

年11月3日。那天上午，一個陌生來電讓海鹽縣慈
善總會原常務副會長柏莉鳳十分驚喜。電話中，一
名男子仔細詢問了慈善總會的運作情況，隨後便提
出要捐出100萬元，幫助海鹽縣的困難學生和其他困
難群體。

“他從來沒露過面，是高是矮，多大年紀，我
們都不知道。”雖沒見過這位神秘人，但海鹽縣慈
善總會秘書長許虹梅卻稱讚，他是一個很“守時”
的人。因為從2015年起，每年他都會按照“約定”
準時捐贈一筆100萬元的善款。

按照當地慈善捐助規定，慈善總會收到善款
後，不僅要開收據，還要向社會公告。但神秘男子
不願公開身份，只留下了一句話，“就叫我‘金粟

緣人’吧”。
“汪敏”是

由浙江省慈善總會推選獲獎的。
浙江省慈善總會相關負責人告訴
澎湃新聞，匯款單上的留名是
“汪敏”，但其從未露過面，也
不知道究竟長什麼樣子。

這並非匿名捐贈人第一次獲
得浙江慈善最高獎。2006年舉行
的首屆“浙江慈善獎”上，一名
由慈善工作人員取名為“我想”
的匿名捐贈人首獲該獎。

留下短信婉拒採訪
“我想”於2005年向寧波市慈善總會鎮海分會一

次性捐贈108萬元，2006年“我想”再次向鎮海分會捐
贈50萬元。鎮海分會根據該匿名人士多次提到“我想
回報社會”、“我想為困難群眾做點好事”等願望後，
將其取名為“我想”。

據澎湃新聞報道，記者通過海鹽縣慈
善總會輾轉聯繫上了“金粟緣人”本人，
他用一條短信謝絕了採訪，並留下了一
句話：“我只不過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
的事情”。幾年前，他也曾通過短信
婉拒當地媒體的採訪。他說，“有
能力的時候常做好事，沒能力
的時候常存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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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因何早逝的孩童，被美麗的
織物包裹着裝入甕棺，經過5,000多
年時光的剝蝕，只剩下一堆殘骸。

研究人員近日在河南省滎陽市汪
溝遺址出土甕棺裡的頭蓋骨附着物和
甕底土樣中，檢測到桑蠶絲殘留物，
表明當時包裹亡童的織物是絲綢。

3日在河南鄭州召開的仰韶時代
絲綢發現新聞發佈會上，鄭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說，汪溝遺址
發現的絲織物殘存，與此前青台遺址
甕棺中出土的織物為同類絲織物，結
合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的骨雕家蠶，
確切證明中國先民在5,000多年前已
經開始育蠶製絲。

青台、雙槐樹、汪溝等遺址地處
鄭州仰韶文化聚落群，是中華文明起
源的重要核心地區之一。

當時中國絲綢技術已趨於成熟
出席新聞發佈會的中國絲綢博物

館館長趙豐介紹說，根據碳化痕跡孔
隙和殘留纖維的電鏡觀察，科研人員
在汪溝遺址甕棺內提取的炭化織物中
發現了絞經織物，紗線較細，是四經
絞羅織物碳化後的痕跡。借助該館自
主研發的聯免疫技術，最終確認絞
經織物是絲織物殘存。

“這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發現的時
代最早的絲製品，距今5,300年至
5,500年。此前良渚文化錢山漾遺址
出土的絲織品距今是4,200年至4,400
年。”顧萬發說，進一步研究發現，
當時中國的絲綢技術已趨於成熟，而
非初始。

古人具備馴化家蠶技術
據顧萬發介紹，出土殘片中有一塊“綾羅

綢緞”中的羅織物，且經過了染色處理，在織
法上採用了較為複雜的絞經結構。為防止掉
色，古人對這塊染色羅進行脫膠，生絲脫膠後
稱熟絲，這塊羅也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發現的時
代最早的熟絲絲綢製品。

據介紹，距離青台遺址不足百公里的雙槐
樹遺址出土的骨雕家蠶長6.4厘米、寬不足1
厘米、厚0.1厘米，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時代最
早的蠶雕藝術品。

根據蠶的整體造型以及頭昂尾翹的繃緊
“C”形姿態，專家推測古人雕刻的是一隻正
處於吐絲階段的家蠶。“這說明當時的古人已
非常熟悉蠶的生長習性，並可以馴化出成規模
的家蠶。”顧萬發說。 ■新華社

▶▶““金粟緣人金粟緣人””近近55年年
每年向嘉興海鹽縣慈善總會捐每年向嘉興海鹽縣慈善總會捐
贈贈100100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 新華社新華社

■■1111月月1919日下午日下午，，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
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

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
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現場表彰第現場表彰第

六屆六屆““浙江慈善獎浙江慈善獎””獲獎代表獲獎代表。。 新華社新華社

11月19日下午，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現場表

彰第六屆“浙江慈善獎”獲獎代表。不過，榮獲“個人捐贈獎”的“金粟緣

人”和“汪敏”，兩人的座位上空蕩蕩的。他們都被大會歸為匿名

捐贈人，“金粟緣人”近5年每年向嘉興海鹽縣慈善總會

捐贈100萬元（人民幣，下同），“汪敏”從

2010年2月起每月不間斷地向浙江省慈

善總會賬戶匯去數千至上萬元

的善款。 ■新華社

5年捐款500萬元 只為“有能力常做好事，無能力常存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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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捐百萬做善事屢捐百萬做善事
浙江嘉許匿名人浙江嘉許匿名人

據浙江新聞報
道，“浙江慈善

獎”是該省公益慈善領域
政府最高獎，自2006年以來已
成功開展六屆。第六屆“浙江慈善獎”
評選表彰的對象主要是2016年6月至2019年6
月期間，在賑災、扶老、助殘、救孤、濟困、助
學、助醫以及促進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
等事業的發展，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等公益慈善領
域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機構和項目。

本屆“浙江慈善獎”獲獎者共計132個人。其中
慈善事業突出貢獻獎2個，慈善楷模獎10個，個人
捐贈獎30個，機構捐贈獎30個，慈善項目獎30個，
志願服務獎20個，扶貧攻堅獎10個。“個人捐贈
獎”名單中就有海鹽的“金粟緣人”。

捐款“是很守時的人”
據報道，“金粟緣人”第一次出現，是在2015

年11月3日。那天上午，一個陌生來電讓海鹽縣慈
善總會原常務副會長柏莉鳳十分驚喜。電話中，一
名男子仔細詢問了慈善總會的運作情況，隨後便提
出要捐出100萬元，幫助海鹽縣的困難學生和其他困
難群體。

“他從來沒露過面，是高是矮，多大年紀，我
們都不知道。”雖沒見過這位神秘人，但海鹽縣慈
善總會秘書長許虹梅卻稱讚，他是一個很“守時”
的人。因為從2015年起，每年他都會按照“約定”
準時捐贈一筆100萬元的善款。

按照當地慈善捐助規定，慈善總會收到善款
後，不僅要開收據，還要向社會公告。但神秘男子
不願公開身份，只留下了一句話，“就叫我‘金粟

緣人’吧”。
“汪敏”是

由浙江省慈善總會推選獲獎的。
浙江省慈善總會相關負責人告訴
澎湃新聞，匯款單上的留名是
“汪敏”，但其從未露過面，也
不知道究竟長什麼樣子。

這並非匿名捐贈人第一次獲
得浙江慈善最高獎。2006年舉行
的首屆“浙江慈善獎”上，一名
由慈善工作人員取名為“我想”
的匿名捐贈人首獲該獎。

留下短信婉拒採訪
“我想”於2005年向寧波市慈善總會鎮海分會一

次性捐贈108萬元，2006年“我想”再次向鎮海分會捐
贈50萬元。鎮海分會根據該匿名人士多次提到“我想
回報社會”、“我想為困難群眾做點好事”等願望後，
將其取名為“我想”。

據澎湃新聞報道，記者通過海鹽縣慈
善總會輾轉聯繫上了“金粟緣人”本人，
他用一條短信謝絕了採訪，並留下了一
句話：“我只不過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
的事情”。幾年前，他也曾通過短信
婉拒當地媒體的採訪。他說，“有
能力的時候常做好事，沒能力
的時候常存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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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因何早逝的孩童，被美麗的
織物包裹着裝入甕棺，經過5,000多
年時光的剝蝕，只剩下一堆殘骸。

研究人員近日在河南省滎陽市汪
溝遺址出土甕棺裡的頭蓋骨附着物和
甕底土樣中，檢測到桑蠶絲殘留物，
表明當時包裹亡童的織物是絲綢。

3日在河南鄭州召開的仰韶時代
絲綢發現新聞發佈會上，鄭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說，汪溝遺址
發現的絲織物殘存，與此前青台遺址
甕棺中出土的織物為同類絲織物，結
合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的骨雕家蠶，
確切證明中國先民在5,000多年前已
經開始育蠶製絲。

青台、雙槐樹、汪溝等遺址地處
鄭州仰韶文化聚落群，是中華文明起
源的重要核心地區之一。

當時中國絲綢技術已趨於成熟
出席新聞發佈會的中國絲綢博物

館館長趙豐介紹說，根據碳化痕跡孔
隙和殘留纖維的電鏡觀察，科研人員
在汪溝遺址甕棺內提取的炭化織物中
發現了絞經織物，紗線較細，是四經
絞羅織物碳化後的痕跡。借助該館自
主研發的聯免疫技術，最終確認絞
經織物是絲織物殘存。

“這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發現的時
代最早的絲製品，距今5,300年至
5,500年。此前良渚文化錢山漾遺址
出土的絲織品距今是4,200年至4,400
年。”顧萬發說，進一步研究發現，
當時中國的絲綢技術已趨於成熟，而
非初始。

古人具備馴化家蠶技術
據顧萬發介紹，出土殘片中有一塊“綾羅

綢緞”中的羅織物，且經過了染色處理，在織
法上採用了較為複雜的絞經結構。為防止掉
色，古人對這塊染色羅進行脫膠，生絲脫膠後
稱熟絲，這塊羅也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發現的時
代最早的熟絲絲綢製品。

據介紹，距離青台遺址不足百公里的雙槐
樹遺址出土的骨雕家蠶長6.4厘米、寬不足1
厘米、厚0.1厘米，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時代最
早的蠶雕藝術品。

根據蠶的整體造型以及頭昂尾翹的繃緊
“C”形姿態，專家推測古人雕刻的是一隻正
處於吐絲階段的家蠶。“這說明當時的古人已
非常熟悉蠶的生長習性，並可以馴化出成規模
的家蠶。”顧萬發說。 ■新華社

▶▶““金粟緣人金粟緣人””近近55年年
每年向嘉興海鹽縣慈善總會捐每年向嘉興海鹽縣慈善總會捐
贈贈100100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 新華社新華社

■■1111月月1919日下午日下午，，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
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

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
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現場表彰第現場表彰第

六屆六屆““浙江慈善獎浙江慈善獎””獲獎代表獲獎代表。。 新華社新華社

11月19日下午，浙江省民政會議暨第六屆浙江慈善大會在杭召開，現場表

彰第六屆“浙江慈善獎”獲獎代表。不過，榮獲“個人捐贈獎”的“金粟緣

人”和“汪敏”，兩人的座位上空蕩蕩的。他們都被大會歸為匿名

捐贈人，“金粟緣人”近5年每年向嘉興海鹽縣慈善總會

捐贈100萬元（人民幣，下同），“汪敏”從

2010年2月起每月不間斷地向浙江省慈

善總會賬戶匯去數千至上萬元

的善款。 ■新華社

5年捐款500萬元 只為“有能力常做好事，無能力常存好心”

2019年12月4日（星期三）神州大地2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9年12月4日（星期三）中國經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重慶國資控股西部航空
海航再售資產 出讓旗下航企股權

海航旗下航企重組情況
2018年2月 天津保稅區投資公司向天津航

空增資4億元(人民幣，下同)

2018年3月 烏魯木齊城建投資集團向烏魯
木齊航空增資4.5億元

2018年8月 陝西空港民航產業投資向長安
航空增資3億，昆明市西山區發
展投資集團向祥鵬航空增資2億

2018年11月 烏魯木齊市政府或其指定的下
屬子公司增持烏魯木齊航空股
權至70%，海航保留經營管理
權

2018年12月 北京首都旅遊集團增資成為北
京首都航空主要股東之一

2019年6月 廣西北部灣投資集團（北投集
團）、廣西機場集團、海航控
股簽署框架協議，通過股權轉
讓、增資擴股等形式對北部灣
航空進行股權重組，實現廣西
政府對北部灣航空控股

2019年6月 海航集團與首旅集團簽補充協
議，明確將通過股權轉讓、增
資擴股等形式對首都航空重
組，重組後首旅集團將控股首
都航空

■資料來源：澎湃新聞

這並非海航控股第一次尋求地方政府的幫助。
今年6月，海航控股發佈公告稱，廣西北部

灣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廣西機場管理集團有限責任
公司、海航控股簽署了《關於廣西北部灣航空有限
責任公司股權重組合作框架協議》，三方同意通過
股權轉讓、增資擴股等形式對北部灣航空進行股權
重組。此外，2018年11月，海航控股與烏魯木齊
市政府簽訂框架協議，按照協議，烏魯木齊市政府
或其指定的下屬子公司將持有烏魯木齊航空70%股
權，海航控股的持股比例由70%降至30%；同年
12月，海航集團與北京首都旅遊集團簽署框架協
議，海航集團與首旅集團將通過股權轉讓、增資擴
股等形式對北京首都航空加大支持，擴大首旅集團
持有首都航空的股權比例，成為首都航空的主要股
東。

不過，今次海航與渝富集團的協議不再停留於
框架協議，而是正式的重組協議，顯示海航子公司
在獲得地方政府增資並變身當地國資控股上邁出更
實質一步、更快實現資金回籠，紓緩債務壓力。

西部航空成立於2007年，目前擁有A320飛機
31架、A319飛機4架，員工2,600餘人，總資產
125億元(人民幣，下同)。西部航空目前已開通海
口、廣州、上海、深圳、新加坡、普吉、大阪等
160餘條航線，通航城市54個。

渝富最終持70%西部航空
據財新傳媒報道，目前海航系成員企業持有西

部航空84%股權，渝富集團持股14%，重組協議意
味着渝富會再獲得西部航空56%的股權。

在海航內部的航空公司中，西部航空屬於經營
業績較好的，第一財經指，相關發債數據顯示，
2016年到2019年上半年西部航空的淨利潤分別為
4.38億元、4.87億元、1.75億元和1.25億元。美通
社稱，2013年，西部航空成為西部地區首家為旅
客提供差異化服務的航空公司，近年海航系下首都
航空，天津航空等不少航空公司實施的差異化運
營，其實也是借鑒西部航空已經成熟的低成本運營
模式。

渝富集團成立於2004年3月18日，是經重慶
市政府批准組建的全國首家地方國有獨資綜合性資
產經營管理公司，主要從事股權管理、產業投資、
基金運營、資產收處、土地經營等業務。

陳峰：落實聚焦航空主業行動
據悉，進行戰略重組後，將助力西部航空擴大

經營規模，借助重慶本地資源以及海航運營管理經
驗。目標是在重組完成後五年內，將西部航空打造
為國際、國內航線達到200條的基地航空公司。

簽約儀式現場，海航集團董事長陳峰表示，目
前海航集團圍繞聚焦航空運輸主業和相關產業定
位，全面開展戰略轉型工作，在做精、做好、做強
航空主業的基礎上實現企業健康持續發展。此次合
作是海航集團落實 “聚焦航空主業、健康發展”
戰略要求的堅定行動，充分表明了重慶市委、市政
府對海航及西部航空發展成績的充分認可。未來西
部航空將在重慶市委、市政府和渝富集團的大力支
持下，打造世界級低成本航空公司，推動重慶國際
航空樞紐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

道）繼首都航空、烏魯木齊航空和北部灣航空

後，海航旗下又一家航空公司獲得國資支持。

12月2日晚間，海航集團與重慶渝富資產經營

管理集團有限公司(渝富集團)在重慶簽署《關

於西部航空戰略重組協議書》，對西部航空有

限責任公司進行股權重組。本次重組完成後，

渝富集團或其指定企業合計持股比例不低於

70%，成為西部航空第一大股東，生產經營由

海航專業航空運營團隊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深圳
中原地產最新發佈的11月深圳房地產市場報告顯
示，因臨近年底，開發商衝全年銷售數據加速推
盤，當月新房供應大增，預售獲批面積為83萬平
米，環比暴漲213.1%。深圳新房成交3,196套，
環比升20.33%。2019年1-11月深圳新房住宅累計
成交33,023套，同比增長26.91%。而豪宅稅的調
整催火了深圳二手房，11月二手房成交突破8,000
套，同比飆升91.9%，創三年半以來新高。

深圳中原地產認為，從國土局備案數據看，
11月一二手成交量均出現較大幅度的上升，二手
成交量刷新年內新高。在豪宅標準調整刺激下，
二手房交易稅費降低，市場繼續升溫，成交明顯
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 北大方正集團周一
首爆債券違約後，公司如何自救成為市場
關注焦點。路透社3日消息指，公司3日召
開了投資人電話會議，集團高層在會上表
示，正尋求與一家業務互補的大型央企進
行混改，目前談判還在進行中；公司同時
希望金融機構能繼續給予支持，幫助方正
渡過危機。

據透露，對於剛剛違約的20億元(人
民 幣 ， 下 同) 的 超 短 融 “19 方 正
SCP002”，公司還在努力爭取在15天
的寬限期內籌集到兌付資金；此外，對
於美元債的處理方案也是本着公正公平
原則，境內外都是如果有資金能夠保證
及時兌付。

北大方正周一晚稱，超短融“19方
正SCP002”未能按期足額償付本息，為
其首次債券違約。根據已有的財務報
告，公司資產規模3,600億元，已超過另
一大型債券違約主體中國民生投資，成
為內地公募債市資產規模最大的違約發
行人。

境內債券兌付逾期後，評級機構聯
合資信已將北大方正主體長期信用等級
由AAA下調至A，評級展望為負面；同
時下調“18方正MTN001”、“18方正
MTN002”、“19 方正 MTN001”、
“19方正MTN002”的信用等級為A，
下調“19方正CP001”的信用等級為
A-2。

彭博匯總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方正
集團本部境內還有未到期債券23隻，餘
額總計約400億元。方正集團透過境外
子公司還有多隻離岸美元債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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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房商衝年關
上月深圳新盤成交增兩成

■■西部航空更換第一大股東西部航空更換第一大股東，，重慶國企渝富集重慶國企渝富集
團持股逾團持股逾7070%%。。 記者張蕊記者張蕊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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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中央社）嘉義地檢署偵辦地下匯兌案件
時，發現客戶陳姓男子等人涉嫌經營博弈網站
，3個月異常匯入10億元，進一步追查出陳男
等人涉經營博弈網站，其他客戶也不排除涉選
舉賭盤。

嘉義地檢署表示，嘉義市吳男、陳女夫妻
等多人涉及地下匯兌，自民國106年間，分別在
台北市及嘉義市等處從事人民幣兌換新台幣、
新台幣兌換人民幣匯兌業務，檢調清查集團收
取、支付金額高達120多億元。

嘉義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兼發言人蔡英俊說
，以吳姓夫婦為首的非法匯兌集團8月被檢調查
獲，當時查扣現金新台幣2億4000多萬元，截
至目前為止，全案已羈押6人、1人在逃，吳姓
夫婦8月22日遭聲押獲准，聲請延押2個月獲准
。

檢方後續聲押共犯包括吳姓夫婦友人孫女
、黃女、劉男及彭男也獲准，其中黃女為非法
匯兌集團主嫌之一的黃男妹妹。但因黃男躲避

查緝不見面，檢方已發布通緝。
蔡英俊說，由於被告羈押1次以2個月為限

，可聲請延押1次2個月，若羈押期滿未偵查終
結，被告將會被釋放，或由檢方向法院聲請具
保停押，因此承辦檢察官將盡可能在吳姓夫婦
12月下旬羈押期滿偵結。

蔡英俊表示，檢調偵辦吳姓夫婦非法匯兌
集團，並持續傳喚帳冊內客戶到案說明，發現
客戶陳姓男子等4人擁有16家公司，且常有大
筆資金進出，在非法匯兌集團被查獲前3個月，
就有10億1878萬元匯入陳男等4人公司。

經檢調抽絲剝繭，發現陳男等人涉嫌經營
博弈網站，2年來從中國匯回39億元賭金，檢
警調昨天搜索帶回72人，檢方今天依有串證之
虞聲押陳男等4人，另12人交保。

蔡英俊說，吳姓夫婦非法匯兌集團支付金
額高達120多億元，不排除有涉及選舉賭盤，將
還原及比對扣得的事證釐清，杜絕境外資金介
入，以確保選舉公平性。

嘉義查獲博弈網站 部分客戶不排除涉選舉賭盤

律師界挺英德配律師界挺英德配
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賴清德（（22排右排右55））44日出席日出席20202020蔡英文總統連任全國律師後援會蔡英文總統連任全國律師後援會，，現現

場出現許多國旗場出現許多國旗。。賴清德說賴清德說，，拿國旗本來就是正常的事拿國旗本來就是正常的事，，不特別意外不特別意外。。
（中央社）任職於桃園市警局大溪分局的廖姓偵查佐，日前酒駕與另一輛自小客車發生碰撞，

由於酒測值超標，今天遭桃園地方法院依公共危險罪判處4個月有期徒刑、併科罰金新台幣3萬元
。

檢警調查發現，53歲廖姓偵查佐在6月16日晚間，與友人聚餐小酌後駕車返回大溪，不慎與
另一輛自小客車發生碰撞，員警到場處理時聞到廖姓偵查佐身上帶有濃濃酒味，酒測值果然高達每
公升1.15毫克，立即依公共危險罪嫌送辦。

廖姓偵查佐接受調查時坦承酒駕，檢察官認為，廖姓偵查佐明知酒後駕車是警政署近年來強力
掃蕩目標，身為警務人員竟然知法犯法，後續除了依公共危險罪嫌起訴，更建請法官從重量刑。

法官表示，廖姓偵查佐飲酒後，在不能安全駕駛的情形下，仍駕駛自小客車上路，不但危及道
路交通安全，更不尊重其他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審酌廖男的犯罪情節、智識程度、犯罪所生危害
及犯後坦承犯行等情形，處4個月有期徒刑，併科3萬元罰金，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

得知宣判結果，大溪分局表示，廖姓偵查佐在酒駕肇事後，已經記一大過並調離原單位。

桃園偵查佐酒駕記過調職 判4個月徒刑併科罰金

（中央社）中國紅色統一黨主席黃榮章涉
嫌現金收購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連署書案。金
門地檢署今天全案偵結，對李金澤等7人提起
公訴；黃榮章目前畏罪潛逃，已發布通緝。

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上午召開記者會，主
任檢察官吳文城表示，福建省調查處提報情資
，黃榮章從今年年中起，以每張連署書新台幣
80到200元為對價，透過中國紅色統一黨法律
顧問兼副主席李金澤，以及李璇、林嘉謙、陳
建文、黃盟強等人，向全台有正副總統候選人
連署資格者行賄收購連署書。

檢察官自9月23日起陸續搜索並傳喚相關
人員到案，查出黃榮章等人以每張連署書80到
200元不等的價格，尋求全台具有連署資格者
，提供國民身分證製作正副總統連署書事實。

此外，吳文城表示，9月間新聞報導指社
群軟體DCARD中，有人明目張膽以每張80元
向有投票權的年輕學子收購連署書。檢方擴大
偵辦，指揮金門縣警察局，結合台中地檢署向
上溯源，又查出黃榮章又與林芯瑜、王淑惠收
購連署書犯行，指揮警調陸續搜索查扣連署書
3365張。李金澤等人到案後，以涉嫌重大諭知
30萬元不等金額具保。

吳文城表示，雖然黃榮章畏罪潛逃遭通緝
在案，但全案事證明確，因此今天就李金澤等
7人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87條第1項第2
款 「對連署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使其為特定被連署人連署或不為連署」
的行賄罪提起公訴。

（中央社）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今天宣布在嘉義破獲毒品咖啡包製造工廠，逮捕8人。
警方調查，這個集團多租用中南部民宅當掩護及製毒牟利，1週至2週內就轉移陣地，以逃避查緝
。

台南市警局第一分局接獲檢舉，得知有一製毒集團在中南部民宅間流竄，製作毒品咖啡包牟利
，專案小組全力追查，今天凌晨在嘉義市東區彌陀路一座透天民宅破獲，逮捕8人。

警方當場起出製毒原料咖啡因2罐、代糖4罐、氫氧化鈉、活性碳各1罐、澱粉8罐、鹽酸1瓶
等製毒原料及量杯、漏斗、鍋子、勺子、卡式爐等製毒工具，且查扣毒品液態咖啡包約13公升、K他命18包55公克、毒品咖啡包164包983.61公克、混合毒品14包117.32公克。

警方調查，這個製毒集團多租用民宅作為掩護，1週至2週內就轉移陣地，毒品多銷往中南部。警方訊後依毒品罪嫌送辦。

中國紅色統一黨收購總統連署書 金檢起訴

台南警方破獲嘉義製毒工廠逮捕8人送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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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支付宝、微信近期开通支持海外银行卡绑定，为移动支付的中国体验打开“方便之门”——

外国游客也能“扫码”逛中国
本报记者 李 婕

冬日北京，寒意随着黑夜渐浓，游客“必访”的北京南锣鼓巷

正一点点升起灯火与人气。人群中，不同肤色的脸庞不少，而购物

付款这个小小的动作，比如是“扫码”支付还是现金、刷卡支付，

则“暴露”着他们来到中国时间的长短。

过去，短期访问的外国游客因为没有国内银行卡或手机号码

等，往往无法注册使用中国移动支付。而近期，支付宝、微信纷纷

开通支持海外银行卡绑定，为移动支付的中国体验打开“方便之

门”。即便是短期来华游客，也将可以“一码”行遍中国。

第二届进博会上，来自新西兰的参展商代表率先体验支付宝扫码买单。 魏志阳摄

国外不少商家面向中国游客推出便利措施，图为北欧一家博物馆开通了中国移动支付服务。
新华社记者 付一鸣摄

想要尝试的“中国体验”
——不能扫码支付，是

一些外国朋友来华旅游的一
大烦恼

见到阿蕾莎时，她正要从酒店办理退宿，使
用的是国际信用卡。“我注意到了，在中国的大
街小巷，几乎所有商铺都有移动支付的二维码，
扫一扫付款，非常高效。”阿蕾莎说，这是她第
二次来华，去年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想“接轨”
中国生活，用上移动支付，但因为需要中国银行
卡和手机号才能成功注册，不得不放弃了。

阿蕾莎来自意大利，她说，现金和信用卡
基本可以在中国畅行无忧，但是跟同行的中国
朋友比起来，要现金找零或是刷单签字，自己
动作常常“慢半拍”，因此，像本地人一样“扫
码”通行，也是她一直想尝试的“中国体验”。

许多短期来华人士，有着跟阿蕾莎相似的体
会。近期，国外社交媒体上有一项有趣的调查，
结果竟然显示，在近20%的外国网友心中，不能
像中国人一样用手机支付，是他们来华旅游时最
大的烦恼。

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多家国际青年旅社，不
少工作人员反映经常有外国客人咨询如何开通扫
码支付，也时不时有请求工作人员帮助处理二维
码支付的相关情况。“遇到外国客人十分想用移
动支付，却又无能为力。情况终于要得到改变
啦。”一位国际青旅工作人员说。

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入境旅
游人数14120万人次，其中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
人次，同比增长4.7%。这一庞大群体对移动支付
的需求不容小视。同时，业内多位人士指出，进
一步提升入境游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也需不断

改善包括支付在内的各类体验。
另一方面，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中国移

动支付的确受到越来越多在华外国人的欢迎。
“在我两位中国室友的推荐下，我一来中国就开
通移动支付了。用手机可以‘扫一切’，速度超
级快，非常好用。”来自美国的弗朗西斯卡说。

科技部方面数据显示，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
各国人才创新创业的理想栖息地，2018年中国累
计发放外国人才工作许可证33.6万份，在中国境
内工作的外国人已经超过95万人。许多来华学
习、工作、生活的外国人跟弗朗西斯卡一样，也
获益于移动支付带来的便利。

移动支付突破障碍
——支持绑定海外银行

卡，“下次来中国，一定试
试”

短期来华外国游客如何也能自如用上移动支
付？

10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
《关于促进金融科技发展 支持上海建设金融科技
中心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运用金融科技优
化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基础设施，探索突破外籍
用户应用第三方支付工具的障碍，在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继续鼓励开展非接触式支付、生物识别技
术支付、智能穿戴设备支付等支付方式创新。

政策一出，市场立马有所响应。
近日“支付宝海外版”已经推出。外国用户

可以下载支付宝海外版，通过“TourPass”小程
序，申请到一张上海银行的电子“消费卡”。用
户在认证身份后，绑定自己的海外银行卡给这

张中国“消费卡”充值，即可在全国范围内实
现线下扫码支付。从衣、食、住、行、游到方
方面面的消费场景支付，都能获得和中国用户
近乎一致的体验。

据了解，这种专用电子“消费卡”，单次充
值有效期为90天，且可多次充值。90天后，卡
内剩余资金将原路退回用户的海外银行卡。为了
让外国友人更好体验“中国移动支付”，至2019
年12月31日，“消费卡”充值将不收取任何手续
费。

“我们欣喜地看到，得益于中国开放的金融
科技市场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合作伙伴，我们能够
帮助更多外国朋友享受到安全、便捷的移动支
付。”蚂蚁金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井贤栋说。

腾讯公司近日也宣布，已与 Visa、Master-
card、American Express、Discover Global Net-
work （含Diners Club）、JCB五大国际卡组织开
展一系列合作，支持境外开立的国际信用卡绑定
微信支付。目前已支持用户在12306购票、滴滴
出行、京东、携程等覆盖衣食住行的数十个商户
消费。腾讯方面表示，后续还将在监管指导下、
在严格落实反洗钱相关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有序
放开更多使用场景。

这些消息一出，立马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引
起了热议，也受到不少在华外国人的密切关注。
弗朗西斯卡看到了这条新闻，她在一个“老乡”
微信群里分享，发现有朋友已经跃跃欲试。正要
结束中国之旅的阿蕾莎刚刚惊喜地获知这个变
化，“下次来中国，我一定试试。”

开放脚步从未停下
——致力于实现“一部

手机”游世界，为商旅往来
增加便利，让奔波的人们倍
感亲切

实际上，从让中国人“一部手机”游世界，

到让外国人“扫码”畅行中国，中国移动支付
一直在开放中探索前行，不断用金融科技带来
更好的生活体验。

最近，一些境外游客或许已经发现，移动
支付在机场退税也能用了。

10 月 1 日，腾讯金融科技团队为境外旅客
推出的“We TaxFree Pass”微信小程序正式上
线，并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完成了第一笔交
易。

外国游客在离境退税柜台交还退税申请单
后，打开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实时退税到微
信钱包。

据机场退税柜台的工作人员介绍，之前办
理业务的支付渠道只有现金和银行卡两种，而
微信小程序为旅客提供了新的选择。尤其是万
元以上的大额退税款，到账时间由原来的平均
5个工作日缩短为实时到账。

离境退税越便利，入境游客消费积极性
越高。

北京华联百货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采
用移动支付方式退税很好地提升了入境游客的
购物体验。未来，更多移动支付的便利举措有
望持续推出。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出国出差、旅行，中
国移动支付带来的美好体验有目共睹——在许
多国家和地区，他们可以像在家门口的超市一
样，拿出手机，“扫一扫”那熟悉的二维码。

截至今年 9 月，支付宝及其 9 个境外本地
钱包合作伙伴一起，在全球服务超过 12 亿用
户。其中，服务中国人出境游的海外商家遍布
56个国家和地区。

微信支付已支持英镑、港币、美元、日
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欧元、新西兰
元、韩元和泰铢等16个币种的交易，其跨境支
付业务在过去4个季度迎来了近200%的增长。

以日本为例，到 2019 年 6 月，微信支付在
日本接入门店数量同比增长 665%，覆盖了日
本市场主流药妆店、便利店和众多餐饮连锁。

今天，“地球村”的人员往来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繁忙。而中国的移动支付正在为之
增加便利，让往来的人们感到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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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中国字画打算出售吗 我们买? !
中国  璟原艺术  中国字画收购会 
全球范围高价收购中国古 / 近代字画 2019 年 12 月 9 日  休斯顿

海外遗珍，完璧故土，是我们的宏愿！
翰墨千秋，手泽流芳，是我们的梦想！

* 张大千 / 于右任 

* 乾隆帝书法

* 董其昌 / 陈继儒 

中国浙江璟原艺术是一家专业从事中国字画投资与收藏的

艺术品公司，总部位于人文底蕴深厚、艺术氛围浓郁的浙江省

杭州市。分公司设于香港。璟原艺术一直坚守“诚信为本”的

职业态度，以强大的资本作为经济后盾，并拥有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省博物馆的资深专家组成的鉴定团队。

风云百年，世事沧桑。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许多当年的风

云人物移居海外，他们的翰墨手泽及其收藏亦遗珠异域，湮没

不彰。为了找寻历代先贤们的墨宝佳构予以完璧故土。2008 年

以来，我公司积极开拓海外业务，长期在美国、加拿大、巴西、

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中国字

画鉴定收购会”活动。在各个国家与地区均设有办事机构和联

络人。迄今为止我公司已在全世界各地成功举办此类征购活动

百余次，收购古、近代书画 8000 余件。璟原艺术诚信为本的

作风更是赢得了世界各地华人藏家的认可与好评！

2019 年 12 月 4 日至 14 日，璟原艺术将第二十六次赴加

拿大与美国，共五站：多伦多、纽约、休斯顿、旧金山、洛杉

矶。12月9日在休斯顿，开展中国字画的免费鉴定和收购活动。

依旧由公司副总经理周佳先生以及书画部门主管陈立界先生带

队。为确保藏家放心，我公司一律实行当场交易。敬请各位侨

胞和藏家带上藏品莅临现场 ! 我们即可以给您提供关于您的藏

品方面最专业的意见，又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满意、公道的价钱！

恭候您的到来！

近现代名家字画（晚清至民国）  
任伯年，吴昌硕，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

李可染，黄宾虹，傅抱石，于右任，溥儒，

黄君璧，陆俨少，潘天寿，吴湖帆，于非厂，

冯超然，丰子恺，谢稚柳，陈佩秋，程十髪，

高剑父，高奇峰，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

林风眠，关良，赖少其，杨善深，孙文，黄兴，

徐世昌，袁克文，黄炎培，柳亚子，沈曾植，

弘一，章太炎，严复，胡适，郁达夫，康有为，

梁启超，蔡元培，郑孝胥，沈从文，张伯驹，

马一浮，启功，赵朴初，沈尹默，郭沫若，

林散之，李苦禅，王雪涛，陈其宽、王己千，

黄胄，钱松岩，吴冠中等……

 收购范围 

古代名家字画（唐宋元明清）  
赵孟頫，钱选，吴镇，倪瓒，沈周，周臣，

唐寅，文徵明，文嘉，文伯仁，仇英，徐渭，

祝允明，王宠，陆治，陈淳，钱穀，董其

昌，陈继儒，丁云鹏，吴彬，陈洪绶，蓝瑛，

黄道周，王铎，傅山，张瑞图，倪元璐，

八大山人，王时敏，王鑒，王翬，王原祁，

吴历，恽寿平，杨晋，金农，郑板桥，康

熙帝，雍正帝，乾隆帝，董 诰，董邦达，

蒋廷锡，邹一桂，钱维城，张宗蒼，石涛，

邓石如，王文治，伊秉绶，刘墉，何绍基，

赵之谦，陈鸿寿，李鸿章，曾国藩，左宗

棠，林则徐，翁同龢，陆润庠等……

作品形式：立轴，手卷，册页，镜框，镜片，画心，成扇，扇片等等皆可。

（包括但不限于）

诚 信 为 本   当 场 交 易  
敬请各位带上您的藏品莅临活动现场

地點：JW Marriott Houston by the Galleria
5150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

Meeting Room:Dallas

時間：2019年12月9 日 (周一） 

          9:30AM~3:30PM 

聯絡人：王玥小姐    

郵箱：us6267736336@gmail.com
電話：1-626-773-6336

www.jingyuanzj.com      中国·璟原艺术     JINGYUAN ARTWORK

如您或您的亲友在香港与台湾有大量藏品不便处理，请与我公司联络，我公司可安排专家前往

香港与台湾提供上门收购业务。

美國每年有4,000 萬家庭照護者為患有慢性、殘
疾或其他嚴重健康問題的成年人提供關鍵支援。
AARP 樂齡會和美國亞裔記者協會 (AAJA) 合作，公開
了AAJA會員或其他亞太裔受照顧親人影響的經歷。

角力的鬥爭：當長者固執地忽視安全問題
作者：Sarah Eden Wallace
我去探望媽媽，正在跟她喝杯茶、聊聊天（當然

也是想看看她的情況，因為她現年93歲，依然堅持獨
居生活），然後她突然跟我說： 「你知道June走了嗎
？」

我頓時有點瞠目結舌，不是因為媽媽的好友去世
了，而是因為我在兩星期前早已打電話親口告訴她
June去世的消息。這感覺是…

首先，我覺得有點奇怪。這可能是我心目中媽媽
有點冷漠的其中一個例子。其實我知道的，第一代的
日裔美國家長處理情感的方式就是迴避他們的感受。
很有可能只是她並未真正接受June的去世。

然後老實說，有點傷人。她不記得我告訴她的話，感覺就像
她以另一種方式來無視我說的話。女兒無論說什麼都沒有任何權
威。當然，如果是兒子或孫子的說話，那就另當別論了。

以及，絕對會感到不安。我打電話給曾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學
院就讀的弟弟，他現在是一名分子生物學家。我們一致認為媽媽
的健忘令人很擔憂。忘卻朋友去世這麼重要的消息是否意味著她
患上了失智症？然而，大部份時間，她都比我們更活躍：參加大
學講座、製作藝術品、為孫子們剪報。所以就連科學家弟弟也感
到躊躇。我們需要搜集更多的證據。
屋頂上的雪

當我被媽媽的反應弄得不知所措時，跟表妹聊聊天對我有點
幫助。她的爸爸現時也89歲了，是我媽最小的弟弟。媽媽和舅
父在一個擁有六個孩子的家庭中長大，他們是在華盛頓州東部一
個被山環繞著的小礦鎮上唯一的日本人家庭。我外公說這裡令他
想到日本。

我表妹經常說，亞洲人都是這樣的。
他們從不承認自己有困難。
他們不想麻煩別人，或絕對不願求助他人。
他們極度固執己見。
他們被教育要忍讓。我的祖父母於1900年代初期來到美國

，那時日裔美國人經歷了很多事情：1924年的《排亞法案》、
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拘留營、還有就是對居住在長崎
及廣島(我家人的出生地)的平民使用核武裝置。他們的忍耐力在
拘留營中被稱為 「gaman」 ，意思是擁有 「承受無法忍受的東西
的度量」 。

以堅忍作為秘密武器雖然很不錯，但是這並不能減輕我對另
一樣威脅的憂慮：地毯。幾乎每一篇有關長者生活的文章都說小
地毯是絕對不可以放在家中的，他們就像在長者的活動空間放置
陷阱一樣，然而我媽的家中卻到處都是小地毯。每當我對她指出
它們的危險性時，她堅持說： 「我喜歡」 ，並隨即改變話題。

事實上，這種過度的堅持可能一直都存在於她的DNA中。
我們一家人有時說起外公時也不禁失笑，想起他初來美國時

以修建鐵路為工作，活到102歲的他，直到90多歲，仍
然堅持要到屋頂上把雪鏟下來。當一個人穿越過隨時可
能炸燬的山脈隧道而僥倖活下來後，在暴風雪中攀爬梯
子鏟雪算不了什麼大事。

Jean Kubota Cassill在愛荷華大學獲得其藝術碩士
學位。她要在中西部上大學是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日裔美國人被禁止在西岸(她所住的州份)上大學。
讚許她的堅持不懈

我該怎麼辦？要把小地毯扔掉嗎？還是把它們牢牢
地黏在地板上？抑或由她去承受任何可能發生的後果呢
？老年學專家Allison Heid在近期一篇紐約時報的文章中
提到，社會學家使用 「目標不協調」 來形容兩代之間對
於安全與自理的矛盾。

這個專業名詞稍微安撫了我一點點，但令我最擔憂
的事是：媽媽的駕駛技術。

事今年年初，她闖了一個紅燈、撞了兩輛車，就連
她的車也報銷了，猶幸沒有人受傷。第二天早上，她出
去買了一輛新的Prius回來。

專家提醒我們說，放棄駕駛可能是長者最艱難的轉
變。我試著懇求她放棄駕駛執照，換來一片寂寥的沉默。

我給弟弟打電話。他用洞察世事的教授口氣跟我說： 「Sar-
ah，她會去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 而我其實也知道他說得對。
即使媽媽生於美國，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還是因種族原因而
被禁止就讀華盛頓大學。但是這並阻止不了她去獲取兩個碩士學
位，並在世界著名的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的亞洲藝術部門工作。
也許，當你的一生都在不斷擊退偏見，交出車匙則變得太像是承
認潰敗。Gaman.
想帶上甚麼

地毯、駕駛、善忘，這些都令人非常困擾，而且正如我跟弟
弟坦白的，這一切令我感到恐懼。但是或許我可以將這次的小失
誤視為新的一課，繼續嘗試去支持這位頑強、獨立、聰明的93
歲日裔美國女性，協助她在取得璀璨的人生成就後能夠安度晚年
。

我表妹跟我說，如果我媽媽不記得我告訴過她朋友去世了，

也許只是因為她忙著去博物館和電影院、看疑案小說、一個月去
做兩次按摩、為她的孫子們做晚餐而一時忘記了。而並不代表她
不在乎或聽不到我的說話。相反地，她可能需要空間來適應這種
失去，也許她的心不想去接受另一個朋友的離開。

也許，我應該去讚許媽媽的堅持，而不是指責她的選擇。我
可以把它當作是媽媽最後想傳遞給我們的一個叫做內在堅毅的禮
物，那是一樣值得去嘉許的東西，不應去打擊它。她的力量就是
我的力量，我的細胞遺傳自她的細胞。

當十二萬日裔美國人被送到二戰拘留營時，每個人只能攜帶
一個手提箱的東西同行。我媽媽想必是知道她不能把一生的所有
統統帶到年邁的歲月，而現在她暫時想帶上駕駛及所有的小地毯
。她正在面對不可避免的年邁，以自己的方式繼續前進。而我，
可以盡最大的努力去傾聽她的想法，去幫助和愛護她，而非對她
說教。

Sarah Eden Wallace是一位美籍日裔多媒體記者，現居華盛
頓州貝靈漢。她沒有小地毯，寧願每天騎自行車也不想開車。

恭喜2019年照護比賽獲獎者

Jean Kubota CassillJean Kubota Cassill 一生都在使用這台歷史悠久的法國印刷機來製作她一生都在使用這台歷史悠久的法國印刷機來製作她
的藝術品的藝術品。。攝影攝影：：Sarah Eden WallaceSarah Eden Wal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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