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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第15屆總統
、副總統選舉結果揭曉，總統
蔡英文以超過800萬票的史上
最高票數大勝國民黨總統候選
人韓國瑜、親民黨總統候選人
宋楚瑜。美國在台協會（AIT
）官方臉書稍早轉發美國國務
卿蓬佩奥的祝賀，並肯定蔡總
統在面對持續不斷的壓力下，
仍致力於維持兩岸的穩定。

蓬佩奥表示，美國祝賀蔡
英文總統連任成功，我們也恭
賀台灣再次展現其堅實民主制
度的活力；台灣健全的民主制
度、自由的市場經濟和朝氣蓬
勃的公民社會，使台灣成為區
域的楷模以及世界上一股良善
的力量。

蓬佩奥指出，美國人民和台灣
人民不僅是合作夥伴，也是同
一個民主社群的一份子，並由
相同的政治、經濟和國際價值
觀緊密聯繫著。我們都珍視由
憲法保障的權利和自由、培育
由私部門帶領的成長和創業精
神，並積極成為國際社群的正
向力量。

蓬佩奥強調，美國感謝蔡
總統帶領台灣與美國建立緊密
穩固的夥伴關係，並肯定蔡總
統在面對持續不斷的壓力下，
仍致力於維持兩岸的穩定。在
蔡總統的領導之下，我們希望
台灣持續為追求民主、繁榮並
致力於提供人民一條更好的道
路的國家，樹立傑出的榜樣。

台選舉揭曉台選舉揭曉 美國務卿祝賀連任美國務卿祝賀連任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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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特朗普在推特上用波斯語和英語發了一條支持
抗議者的消息，“我要對勇敢、長期受苦的伊朗人民說：自從我
就任總統以來，我一直和你們站在一起，我的政府也將繼續和你
們站在一起。我們正密切關注你們的抗議，並被你們的勇氣所鼓
舞。”

據福克斯新聞報導，週六，伊朗全國各地的大學爆發了反政
府抗議活動。此前，伊朗聲稱，它無意中用地對空導彈擊落了一
架烏克蘭客機，這一墜機導致機上176人全部遇難。

伊斯蘭革命衛隊航空航天部門負責人阿米爾.阿里.哈吉扎德
上將告訴國家電視台，他的部門對擊落這架烏克蘭飛機承擔“全
部責任”。週三，這架飛機從德黑蘭國際機場起飛不久後墜毀。
伊朗總統魯哈尼星期五在推特上指責這是“人為錯誤”，並稱這
是“巨大的悲劇和不可原諒的錯誤”。

據《紐約郵報》報導，阿米爾.卡比爾大學的學生們要求最
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辭職，一名抗議者舉著一條橫幅
，上面寫著“去你的，是你的錯”。橫幅上還顯示了16名遇難
學生的名字和照片。

成群的學生高呼口號，要求革命衛隊“放過這個國家!”他
們還提到了已故的伊朗少將蘇萊曼尼，說他是“一個謀殺者”，
“他的領導人也是!”上週五，美國無人機在巴格達機場發動空
襲，殺死了伊朗精銳部隊的“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

週六，特朗普在推特上用波斯語和英語發了一條支持抗議者

的消息，承諾他的政府將繼續
與他們團結一致。

“我要對勇敢、長期受苦
的伊朗人民說:自從我就任總統
以來，我一直和你們站在一起
，我的政府也將繼續和你們站
在一起。我們正密切關注你們
的抗議，並被你們的勇氣所鼓
舞。”

總統隨後迅速發布了第二
條推文，呼籲伊朗允許人權倡
導者監督國內的重大抗議活動
，並警告政府不要採取任何嚴
厲行動。

特朗普寫道:“伊朗的政府
必須允許人權組織從現場監督
和報導伊朗人民正在進行的抗
議活動的事實。不能再有對和
平抗議者的屠殺，也不能再有
互聯網被關閉。全世界都在關
注。”

國務卿邁克.蓬佩奧週六在twitter上說，伊朗人民完全有權
利感到沮喪，他們應該有一個更光明的未來。 “伊朗人民的聲

音是清晰的。他們厭倦了哈梅內伊政權的謊言、腐敗、無能和殘
暴。我們與伊朗人民站在一起，他們應該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他說。

伊朗爆發抗議活動要求哈梅內伊下台
特朗普發推稱與示威者同在

（綜合報導）日本政府以“日韓互信
關係明顯受損”為由，加大對韓國三種高
科技材料的出口管制力度，此舉引發兩國
關係陷入緊張狀態。隨著日本政府之後對
相關政策進行了調整，這一緊張態勢也出
現了緩和之勢。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位於日本大阪市
的森田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宣布，此前，該
公司由於受日本政府強化對韓出口限製而
暫停的氟化氫出口業務，於時隔半年後再
次開始運作。此事在2019年12月24日得
到了日本政府的許可，並於本月8日正式
發貨。

據了解，氟化氫被用於半導體的清洗
，日本企業在製造高純度氟化氫的技術上

較為突出。此前，森田化學通過合資公司
將該材料提供給三星電子、SK高新技術等
韓國半導體製造商。

2019 年 7 月，日本經濟產業省曾以
“日韓互信關係明顯受損”為由，加大對
韓國3種高科技材料的出口管制力度。受
出口管制的產品分別為氟聚酰亞胺、抗蝕
劑和高純度氟化氫，是智能手機、芯片等
產業中的重要原材料，日本企業的產量佔
全球產量大約70%至90%。

由於半導體工業是韓國主要產業，預
期將受到日方出口限制嚴重影響。

對此，韓國把日本舉措定性為“經濟
報復”，並提出多項應對措施，包括謀求
出口市場多元化、關鍵技術國產化、國內

生產設備規模化，以及訴諸世貿組織。而
森田化學工業社長森田康夫此前接受《日
本經濟新聞》採訪時也表示，由於強化出
口管理“日本企業的份額有可能下降”，
顯示出危機感。

2019年12月，日本經濟產業省表示將
通過簡化最近受到限制的三種產品的相關
程序，部分放鬆對韓國的出口限制。當月
，日韓還就出口管制問題重啟局長級對話
。但有分析指出，雖然雙方邁出對話第一
步，加之美國從中協調等助力，問題得到
暫時性妥協的可能性增大，但鑑於雙方一
直存在的歷史問題、國內輿論壓力及缺乏
互信等因素，未來仍存在不確定性。

又要緩和？時隔半年，日企重新向韓國出口關鍵半導體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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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在1月2日出席政府聯合迎新會時，文在寅說，
任何權力機關都無法凌駕於國民之上，將不斷推進法律和製度改
革，直到權力機關重拾國民信任。在新的一年，他將創造更切實
的變化。

文在寅上任兩年多來力推的“權力改革”，在2019年12月
30日迎來“歷史性的一刻”。

當天，韓國國會召開全體會議，在第一大在野黨自由韓國黨
缺席的情況下，以159票贊成、14票反對、3票棄權的投票結果
表決通過《關於設立高層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的法案》（以下簡
稱《法案》）。

“權力改革”是文在寅約三年前在競選綱領中的重要承諾，
具體措施包括新設高級公職人員腐敗調查處，通過對搜查權和起
訴權進行分離而約束檢察院權力。

據韓聯社報導，“高層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有望於今年7
月揭牌。依照法案規定，調查對象包括總統、國會議員、大法院
院長及大法官、憲法法院長及憲法法官、國務總理及國務總理秘
書室中擔任領導職務的政務公務員、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的政務
公務員、法官及檢察官、高層警官。此外，總統和總統府不得乾
預“調查處”辦案。

投票結果公佈之後，《韓民族日報》評論稱，時隔65年後
，檢方壟斷公訴權的格局終於被打破了。
幾任總統的“鬥爭”

1954年朝鮮戰爭結束後，韓國製定刑事訴訟法時，在檢察制
度上沿用了日本殖民時期的“檢警一體化”管理辦法，警察歸屬
檢方領導，檢察官基本上獨占公訴權，並可獨立行使檢察權。個
人還可以代表國家提起公訴，甚至可以操縱案件的偵辦，左右案
件結果。

權力過大又沒有機構監督，在數十年的發展中，檢察機構逐
漸成為特權階層，並逐步成為與財閥及政治鬥爭關聯的利益共同
體。

韓國世宗研究院研究員鄭載興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
時說，韓國總統在下台後總會遭到調查和清算，就與此有關。
“不得不說，檢察機構有時候淪為政治的工具，尤其一些保守勢
力經常利用檢察機構來打壓對手，檢察院也經常濫用權力。”

據《韓國先驅報》報導，檢方擁有調查刑事案件和起訴犯罪
嫌疑人的最高權力，本質上，它壟斷了將罪犯繩之以法的過程。
這就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如果檢察官觸犯了法律，如何才能將他
們繩之以法？誰能進行獨立調查？即使有理由提出指控，他們的
同事——其他檢察官，也可以選擇不起訴他們。

在韓國，對這種特權的質疑和挑戰，數十年來幾乎沒有停止
過。

曾擔任金大中秘書、現為韓中城市友好協會會長的權起植對
《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金大中和後來的韓國總統盧武鉉都曾努
力嘗試成立這樣一個機構，但是由於反對黨的干預，再加上檢察
官想要保留“他們的權力和腐敗關係網”，上述兩位韓國總統在
任內都沒能成功。

2003年4月，為幫助時任韓國總統盧武鉉推動檢察改革，與
司法部長姜金實在青瓦台舉行會談的，正是當時還擔任總統府民
政事務局首席秘書的文在寅。
文在寅“孤注一擲”

出身貧寒的文在寅，視盧武鉉為“人生導師”。不到30歲

時，他就結識盧武鉉，並一起開辦律
所，共同從事人權律師的工作。在盧
武鉉進入政壇後，他又一路輔佐。
在競選之初，文在寅就承諾，要改革
不合理的司法制度，對檢察機關進行
大幅度改革，設立獨立的針對高層公
職人員犯罪調查的反腐部門。

文在寅在總統選舉中獲勝四個月
後，2017年9月，法務部旗下的改革委
員會已經擬定成立專門負責高級公職
人員犯罪調查機構的提案，並敲定了
相關政府提案大框架。同年11月20日
，韓國“黨政青”（執政黨、政府和
總統府青瓦台簡稱)在國會召開會議，
明確提出要成立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
查處。次日，韓國國會法制司法委員
會21日召開法案審核第一小組委員會
會議，就設立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
處法案等20項法案進行討論。

經過兩年多時間的博弈和準備，
2019 年 4 月 25 日，執政黨共同民主黨
及三個執政盟友黨派準備通過快速通
道提交《公職選舉法》修正案、《關於設置和運營高層公職人員
犯罪調查處的法案》等4件法案。

但不出意外，這一次針對檢方的改革同樣遭到了激烈反對和
質疑。

不同政治派別間的爭鬥，隨著“曹國事件”的爆出，進入白
熱化。

2019年8月9日，文在寅改組內閣，作為文在寅心腹的曹國
被提名為法務部長官。 《韓國先驅報》報導，曹國是文在寅檢
察改革構想的關鍵設計師，擔當起推動韓國司法改革的重任。

但隨後，韓國媒體便爆出了曹國女兒“入學材料造假”以及
“曹國夫人參與私募基金牟利”等醜聞。隨後，檢方對曹國及其
家人展開調查。儘管如此，文在寅還是“孤注一擲”，於9月9
日正式任命曹國為法務部長官。

圍繞著“曹國事件”，韓國全社會分成兩派，大規模民眾集
會活動此起彼伏，分別要求“曹國辭職”和“檢察改革”。在巨
大的壓力下，10月14日，任僅35天的曹國宣布辭職。就在正式
辭職的兩個小時前，曹國在韓國中央政府果川辦公樓發布了檢察
改革方案。

儘管韓國民眾多次集會要求曹國辭職，但對於改革檢查機構
，設立高層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民眾普遍力挺。
鄭載興表示，韓國民眾對檢查機構的特權不滿已久，而且，今天
的社會已經和過去不一樣，韓國人的認知水平已經明顯提升，對
於社會進步、司法改革的意願非常強烈。 “可以說，文在寅也
是在順應民意。”
“這一次，勝者是文在寅”

面對迫在眉睫的改革，韓國最高檢察機關大檢察廳針對《關
於設立高層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的法案》公開提出了反對意見，
稱法案中包括了許多不合理條款。尤其是對於檢方需在調查過程
中向調查處通報公職者的犯罪信息，而調查處在收到犯罪信息後

將決定是否進行調查，認為存在高級公職者犯罪調查處有可能與
青瓦台和執政黨分享信息之虞。

對此，韓國一些律師團體指出，這是檢方不願放下他們的權
力。負責高級公職者犯罪調查事務的是犯罪調查處，檢方理應將
有關信息提供給調查處，檢方不願提供信息是想繼續負責對高級
公職者進行調查。

自由韓國黨也一直堅決反對設立高層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
擔心這個機構可能成為類似“納粹秘密警察”那樣的組織。為阻
止國會通過《選舉法》和高級公職犯罪調查處設立法案，自由韓
國黨黨首黃教安多次在國會全體會議大廳前展開無限期絕食靜坐
，多次體力不支被送醫。

但最終，反對的力量並沒有妨礙《法案》在韓國國會得以通
過。同時，文在寅的五年總統任期也進入了下半程。

權起植認為，《法案》的通過將加強文在寅的總統權力。
“可以預見，這對他卸任總統後的安全更有幫助。”

但他也指出，《法案》的最終命運還要看下次大選的結果。
如果反對黨贏得選舉，該法案很可能會面臨變數。而如果執政黨
贏得選舉，司法改革進程就會是穩定的。

鄭載興說：“現在文總統已經初步達成了目標，但是這個機
構成立之後的獨立性，以及這種獨立性在今後的延續，還需要再
觀察。這也是文在寅總統之後要考慮的問題。至於文在寅卸任後
能否擺脫韓國'總統魔咒'，以韓國政治目前嚴重撕裂的情況看，
真的很難說。”

韓聯社分析稱，韓國國會去年年底通過《法案》，此外有關
調整檢警偵查權的法案也有望在近期獲通過，再加上法務部長官
正式獲得任命，檢察改革進程有望加速。

權起植說，自從上台掌權起，文在寅就立志要建立新的獨立
調查機構。這不僅僅只是檢察系統改革，還是進步力量和保守力
量間的政治爭鬥。 “如果說當年（盧武鉉）的爭鬥失敗了，那
麼這一次，勝者是文在寅。”

不斷推進法律和製度改革不斷推進法律和製度改革
文在寅有望打破文在寅有望打破““總統魔咒總統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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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罷工已經滿壹月，鐵路公交

公司損失已達7億歐元，而法國政府官

員也在聖誕節、元旦假期結束後“返

工”。他們將召開內閣會議，急尋應對

反退休改革罷工的對策。

罷工壹月
公交鐵路公司損失7億歐元
據報道，法國國家鐵路負責人弗朗

頓6日表示鐵路罷工壹個月，公司虧損6

億歐元。巴黎公交公司每天損失300萬

歐元，目前罷工進入第33天，損失總額

接近1億歐元。

罷工還造成巴黎等地的多所高校不得

不延遲考試。1月6日，由於罷工影響巴黎

大區幾所大學表示將被迫延期期末考試。

巴黎壹大將考試延遲到1月13日。

此外，波爾多幾所大學由於學校建築物

遭遇損害，也不得不延遲期末考試時間。

繼續罷工 勢頭有所減弱
1月6日，法國經濟部長勒梅爾接受

Franceinter電臺采訪表示，“妥協從來沒

有如此觸手可及過”。不過，政府發言

人恩迪亞耶(Sibeth Ndiaye)在當天內閣會

議後接受媒體提問時，表示需要仔細審

議CFDT提出的改革建議。1月7日，政

府工會新壹輪協商正式開啟。這壹周也

是極為緊張的壹周。1月9日和11日，工

會將發起兩天大遊行。

報道稱，法國國鐵SNCF正在經歷

1938年成立以來的最長罷工。目前罷工

仍在繼續，但據法新社報道，勢頭有所

減弱，10趟高鐵裏保留8條，3條區間快

車(TER)裏保留兩條。

另有消息稱，罷工的鐵路司機人

數不減反增。巴黎公交公司RATP方面

沒有很大改善，只在高峰期有車輛運

行，公交車也只有部分運行。年底假

期結束，巴黎居民返工，交通再度出

現過度擁擠。年頭歲尾節日期間曾經

“停戰”的UNSA工會鐵路分支6日呼

籲重新罷工。

政府示好 反對黨態度堅決
但政府方面態度似乎有所緩和，特

別是希望在“基準”年齡層面，同工會

達成妥協。法國第壹大工會CFDT支持

政府進行結構性改革，但在“基準”年

齡這壹條款和政府產生分歧。該工會負

責人貝爾熱(Laurent Berger)1月 5日接受

電視采訪時，提出舉辦“財務資助會議”

，助力退休改革。經濟部長勒梅爾對這

壹提議十分認可。

政府發言人恩迪亞耶表示，對這

壹提議十分感興趣，但同時強調貝爾

熱始終希望將退休改革和財政議題分

開，但這和總統馬克龍的想法不符。

她希望盡快走出當前危機，認為大家

應相互讓步。她表示政府還會繼續讓

步。

但是，工會反對方態度依舊堅定。1

月 5 日，CGT 工會總書記馬丁內茲

(Philippe Martinez)再次要求政府撤銷退

休改革，並警告馬克龍說，如果不聽壹

部分法國人的聲音，這麼玩火，勢必影

響下屆總統選舉。FO 工會的維利爾

(Yves Veyrier)則表示，即使“基準”年

齡獎懲是短期的，也不準備簽條約，並

呼籲大家1月9日上街遊行。

民意仍支持罷工 法國能否走出危機？
罷工壹個月後，法國人如何看待這

次漫長的罷工？該民調顯示，53%的受

訪者繼續支持罷工運動，比此前的調查

降低了1個百分點，不過也有38%的人反

對罷工運動。

此外43%的受訪者認為，政府要對

當前罷工負責，而只有23%的人認為工

會對此負責。62%的法國人認為當前政

府對警察或巴黎歌劇院芭蕾舞演員作出

妥協，導致改革方案失去原來的意義，

但仍有56%的受訪者覺得，特殊行業特

殊對待也合情合理。

法國媒體報道，在此背景下，法國

在走出反退休改革危機的路上，似乎看

到壹絲曙光。1月5日，法國溫和改革派

工會CFDT提出改革建議，政府決定對

此進行審議，並於1月6日表決心要盡快

走出當前危機。

巴西2019年汽車產量增長2.3%
連續第三年增長

綜合報導 巴西汽車生產商協會(Anfavea)公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巴

西汽車產量為294.49萬輛，比2018年增長2.3%。這是繼2017年恢復增長

之後，該國汽車制造業連續第三年增長。

數據顯示，2019年巴西轎車和輕型商用車產量為280.38萬輛，比

2018年增長2.1%。卡車產量為11.34萬輛，同比增長7.5%。大客車產量

為2.76萬輛，同比下降3%。

就業方面，2019年巴西汽車制造業就業人數為12.55萬，比2018年

下降3.7%。

數據顯示，2019年 12月，巴西汽車產量為17.05萬輛，環比下降

25%，同比下降3.9%。其中，轎車和輕型商用車產量為16.33萬輛，環比

下降24.6%，同比下降3.4%。卡車產量為5974輛，環比下降31.8%，同比

下降19%。大客車產量為1189輛，環比下降41.9%，同比增長7.5%。

與此同時，汽車出口業績表現較差。2019年，巴西汽車出口量為

42.81萬輛，比2018年下降31.9%，創2015年以來最差結果。而同年12月

表現也不理想，僅出口汽車2.89萬輛，環比下降8.6%，同比下跌8.5%。

業內人士表示，2019年巴西出口疲軟影響了該國汽車生產，特別是

鄰國阿根廷經濟危機對當年巴西汽車出口影響更大。不過，隨著巴西整

體經濟逐步復蘇，預計2020年巴西汽車產量將增長7.3%，但出口下降

11%。

歐盟憂心伊核協議失效
德總理默克爾將與普京商討

綜合報導 俄羅斯總統新聞局稱，德

國總理默克爾將於1月11日將前往莫斯

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晤。兩人計劃

在此期間討論美伊和中東局勢。

據俄羅斯衛星網報道，德國總理默

克爾將應俄總統普京邀請對俄羅斯進行

工作訪問，期間計劃在莫斯科與普京討

論現實的國際問題，包括敘利亞和利比

亞局勢，以及由於美國空襲巴格達機場

而導致的中東緊張局勢升級問題。

另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

，德國外長馬斯6日發出警告稱，美擊

殺伊朗高官蘇萊曼尼，或是導致伊核協

議“邁向終結的第壹步”

馬斯稱，歐洲領導人周末與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通了電話，討論了目前的局

勢。馬斯說，蓬佩奧“對(歐洲領導人)沒

有百分之百地同意美國的立場感到不太

高興”。

馬斯告訴德國廣播電臺，“我們壹

定會再與伊朗磋商”，並說德國、法國

和英國官員將於6日討論當前

形勢。

與此同時，歐盟外交事

務負責人博瑞爾(Josep Borrell)

重申了歐盟對伊核協議“全

面執行”的呼籲，他在6日發

布的壹條推文中，對伊朗決

定放棄限制濃縮鈾表示“遺

憾”。

據此前報道，伊朗政府5

日宣布進入中止履行伊核協

議的第五階段即最後階段，

放棄伊核協議中的最後壹項關鍵限制，

即“對離心機數量的限制”。這意味著

，伊朗的核計劃將不再受到任何實際限

制。此前，作為對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

協議的反制，伊朗已先後分四個階段中

止履行伊核協議部分條款。

不過，伊朗政府在 5 日的聲明中

也表示，將繼續與國際原子能機構保

持合作。如果制裁解除並且保障伊朗

經濟利益，伊朗將準備重新履行伊核協

議承諾。

2015年 7月，伊朗與美國、英國、

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達成伊核問

題全面協議《聯合全面行動計劃》。

2018年 5月，美國宣布退出伊核協議、

恢復對伊朗制裁。此舉遭到國際社會普

遍譴責，並引起美國歐洲盟友的強烈不

滿。

法國罷工滿月：
已損失7億歐元 政府“返工”急尋對策

意大利違章罰款毫無約束力
罰款支付率僅為37%

綜合報導 意大利交通管理部門統計資料顯示，2018年，意大利交

通違章罰款總計16億歐元，截止到目前，被罰款者累計支付罰款金額為

6.05億歐元，罰款支付率僅為37%。

報道稱，意大利人拖欠國家行政罰款現象十分普遍，特別是對於交

通違章罰款，由於寬松的法律和執行力的缺失，導致大部分人對於交通

違章罰款熟視無睹，多數人選擇拖延時間，等待政府有朝壹日將罰款赦

免。

報道指出，由於意大利南北經濟發展嚴重失衡，南部經濟不發達地

區拖欠交通違章罰款現象較北部經濟發達地區更為嚴重，而北部經濟發

達地區繳納罰款情況同樣不容樂觀。

根據交管部門的統計資料顯示，2018年，意大利南部城市卡塔尼亞

交通違章罰款共計3160萬歐元，被罰款者實際支付金額為160萬歐元，

支付率為5.3%；普利亞大區布林迪西省罰款支付率為9.7%；拉齊奧大區

列蒂市罰款支付率為10.1%；塔蘭托市支付率為14.4%。

2018年，意大利那不勒斯交通違章罰款共計1.527億歐元，被罰款

者支付金額為2500萬歐元，支付率為16.4%。意大利米蘭市和博洛尼亞

市交通違章罰款支付率最高，接近了罰款總額的50%。

意大利交管部門表示，交通違章罰款從法理上屬於行政強制征收範

疇，但對於那些不主動支付罰款的市民，法律則未授予執法部門必要的

執法權。因此，意大利人是否支付交通違章罰款基本上出於自願，法律

並無任何約束力。

交管部門強調，遏制交通違章，減少交通事故率，只能寄望於加強

立法，強化交通違章罰款的法律約束力。

綜合報導 近日，英國壹家動物信托基金會正在

尋找壹只貓咪的主人。這只貓咪被困在汽車引擎裏，

在聖誕節當天，從伯明翰到達了倫敦。

報道稱，英國西莉亞· 哈蒙德動物信托基金會表

示，當司機將車停在倫敦東部的公寓外時，人們告訴

他，他們可以聽到引擎發出的“喵喵聲”。當發動機

蓋被打開時，人們在引擎裏發現了這只貓。

據該機構在“臉書”發布的貼文，“幸運的是，

公寓外的人抓住了它，趁它還沒來得及逃跑，就把她

帶進了附近壹戶人家的公寓。”之後，貓咪被送到了

該機構。

據報道，該機構懷疑，這只“可愛”“友好”的

母貓是壹只寵物貓。但由於這只貓並沒有植入芯片，

他們也不知道它來自哪裏。

該機構稱壹直在核查伯明翰的走失寵物網站，他

們在“臉書”上的帖子也已經收到了社交媒體用戶的

數千次分享，希望能幫助找到主人。

被困汽車引擎
英國壹貓咪從伯明翰搭車到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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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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沒有發生類似9•11那樣的恐怖襲擊，也沒
有被伊朗直接武力挑釁，特朗普就這樣主動下令暗殺了伊朗高
級將領。 2020年是美國的大選年，特朗普的這個舉動，到底
利弊幾何？

特朗普授權的這次行動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刺殺
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以來第一次刺殺另一主權國家軍隊將
領。伊朗舉國上下群情激憤，誓言報復美國。特朗普也揚言，
如果伊朗報復美國的話，美國將攻擊伊朗52個地點，包括文化
遺產古蹟。

1月8日晚，伊朗發起報復行動，從本土發射22枚彈道導
彈攻擊美國在伊拉克駐軍的兩個基地。伊朗外交部長事先提前
幾個小時通知了伊拉克外交部長，伊拉克政府馬上通知了美國
政府。在美軍有充足的時間轉移的情況下，導彈襲擊沒有造成
美軍或伊拉克人的任何人員傷亡。

但是，悲劇還是發生了。就在伊朗發射導彈後4個小時，
一架烏克蘭國際航空的飛機從德黑蘭機場起飛後不久在空中爆
炸墜落。加拿大、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府稱有情報和證據顯示是
伊朗軍隊用地對空導彈擊落了民航客機，原因可能是伊朗導彈

防空部隊在高度緊張的狀態下，誤以
為民航機是入侵的美軍戰機而發射了
導彈。值得一提的是在 1988 年，當
時正處於美伊高度對峙的危機時刻，
美國海軍也曾將伊朗民航機誤認為是
戰機而發射導彈將其擊落，造成機上
290人死亡。
伊朗報復行動後的第二天，特朗普

對全美國發表電視講話，雖然他在講
話中聲稱不會對伊朗再報復，表面上
好像戰爭不會馬上爆發，但中東這個
馬蜂窩被特朗普給捅翻了。伊朗在中
東扶植了眾多什葉派民兵武裝組織，
他們絕不會善罷甘休，新一輪動盪不
可避免。伊拉克議會也通過決議要求
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在伊拉克這些年
，美國花了天文數字的金錢，死了幾
千條人命，如今換來的確是可能被掃
地出門的結果。美國人一定會問：這
到底是為什麼？
“聚旗效應”這次會靈驗嗎？

特朗普和國務卿蓬佩奧指控蘇萊曼尼是當今最大的恐怖分
子，是一個大壞蛋，而且“即刻”就要威脅到美國，所以刺殺
蘇萊曼尼是為了避免更多的美國人受到傷害。

據媒體報導，以前小布什和奧巴馬也曾經多次有機會刺殺
蘇萊曼尼，但他們都沒有選擇那樣做。原因很簡單，殺掉蘇萊
曼尼一個人，不能解決伊朗問題，反而讓美國更不安全。

那麼，特朗普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刺殺伊朗將軍？
雖然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也許不知道“聚旗效應”這個

政治學詞彙，但他十分清楚打仗會幫助他連任。特朗普在美國
2012年總統選舉期間，就信誓旦旦很多次說：奧巴馬一定會打
伊朗，只有這樣奧巴馬才會連任。

政治學中有“聚旗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的說法
，意思是在涉及對外的重大國家危機面前，總統在國內的支持
度會急速上升。

歷史上，“聚旗效應”是一個對幾乎每個總統都屢試不爽
的利器。從古巴導彈危機時的肯尼迪總統，到伊朗人質事件中
的卡特總統，從發起科威特“沙漠風暴”行動的老布什總統，
到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小布什總統，每次都是隨著危機升高、炮

聲一響，總統的支持率大漲。最近一次的特朗普下令空襲敘利
亞時，他的支持率也迅速升高。

這次刺殺蘇萊曼尼後，根據《赫芬頓郵報》的一項調查顯
示，83%的共和黨人支持特朗普的刺殺決定，同時特朗普鐵桿
支持者紛紛出動刺激民主黨人，說“民主黨反對特朗普的決定
就是熱愛恐怖分子”。

根據刺殺蘇萊曼尼將軍事件發生後Hill-HarrisX的最新民
調，特朗普總統支持率在共和黨人里達到90%，達到歷史新高
。獨立黨派人士支持率是40%，民主黨人支持率是16%。整體
的支持率下降了2%。

因此，特朗普希望看到的“聚旗效應”只發生在共和黨和
他的基本盤。全體美國人好像並不買賬。就在刺殺事件發生的
第二天，全美各地發生了民眾反戰示威遊行。可以預料的是如
果特朗普發動一場戰爭，雖然一方面鞏固了他共和黨選民的鐵
票倉，但另一方面也會拉高民主黨和無黨派中間選民的投票率
，最終結果並不一定能提高他連任的勝算。

轉移被彈劾的注意力？
發起一場對外的危機毫無疑問能轉移全國輿論對於彈劾特

朗普的注意力。對此，特朗普自己也毫不掩飾。 1月6日，他
發推稱：在我們歷史上這個時刻你們搞這個（彈劾）政治惡作
劇，我正忙著呢。真悲哀！

事實上，這幾天全美國的媒體幾乎24小時滾動都在報導伊
朗危機，似乎好多人都忘了還有彈劾這件事。

但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並沒有閒著，1月9日，眾議院通過了
一項限制總統戰爭權力的決議。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
越來越多彈劾案中對特朗普不利的證據浮出水面，前國家安全
顧問博爾頓也聲稱：如果參議院傳喚他，他將出來作證。

一場政治博弈和角力即將在參議院展開。
自作自受的特朗普
特朗普上台三年以來，自稱是“穩定天才”，但走到今天

這個被彈劾的境地完全是自作自受。捅了中東馬蜂窩是從特朗
普單方面撕毀伊朗核協議開始；被彈劾則是感覺自己將被拜登
打敗，自己製造了一個“烏克蘭門”醜聞。

特朗普的目的就是一個——連任美國總統。其實憑這幾年
的經濟形式、以及特朗普確實在努力落實自己當初的“競選承
諾”，即使他每天只是打打高爾夫，連任的概率也很大。他至
今都可能還不敢相信的，估計是2016年他居然真的贏了希拉里
。口稱“穩定天才”但內心極端沒有安全感的他，把自己極不
稱職的一面一次又一次展示在全美人民面前。

特朗普就這樣毫無徵兆地暗殺了伊朗將軍特朗普就這樣毫無徵兆地暗殺了伊朗將軍，，美國人民怎麼看美國人民怎麼看？？

（綜合報導）早前，由於未能和參議
院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彈劾審判規定達成一
致，佩洛西一再推遲提交特朗普彈劾條款
的計劃。

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因美伊局勢升
級而面臨國內外壓力，除此之外，有關其
彈劾案的進程，也正在推進中。美國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 10 日表示，她將指示眾議
院下周向參議院提交彈劾特朗普總統的條
款。

據 CNBC 新聞網報導，佩洛西在寫
給眾議院議員的信中表示，“我已經要求
司法委員會主席納德勒在下週提交一項任
命管理人員的決議，並將彈劾條款提交參
議院。”

早前，由於未能和參議院就美國總統
特朗普彈劾審判規定達成一致，佩洛西一
再推遲提交特朗普彈劾條款的計劃。她說
，她需要先看看參議院將如何進行審判，
“我們想知道他們願意做什麼，以及他們
將以何種方式來做。”

但佩洛西面臨的提交彈劾條款的壓力
越來越大，這些壓力不僅來自共和黨人，

還來自於民主黨人。目前已經有多位民主
黨參議員要求佩洛西結束與共和黨人的爭
端，並儘快將彈劾條款提交至參議院。

加利福尼亞州資深民主黨參議員黛安
•費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指出：
“（彈劾條款）越拖延，其重要程度就會
越低。”特拉華州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
孔斯（Chris Coons ）在一次採訪中說道
：“我尊重佩洛西的想法，她希望彈劾審
判能夠保持公正，但我覺得現在該繼續下
一步的工作了。”

據悉，特朗普曾多次發文質疑彈劾的
正當性，稱眾議院通過的彈劾條款“沒有
事實依據”，抱怨佩洛西在彈劾案上的諸
多舉動，抨擊這位議長對他進行彈劾，堅
稱他在與烏克蘭的交往中“沒有做錯什麼
”，同時還引述批評佩洛西的保守派專家
觀點，以支持自己的論調。

去年12月18日，民主黨人掌控的美
國國會眾議院表決通過兩項針對特朗普的
彈劾條款，正式指控他濫用職權和妨礙國
會。特朗普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三位遭眾議
院彈劾的總統。

下週提交彈劾特朗普條款至參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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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記者見

面會上，就日益緊張的中東局勢表示“深

深憂慮”，不過，他同時表示，日方不會

改變派遣自衛隊赴中東的決定。

據報道，安倍就日本決定派遣自衛隊

赴中東表示，“向這壹地區派遣自衛隊是

為了強化情報收集和確保與日本有關船只

的航行安全”，表明了日方不會更改這壹

決定。

安倍還表示，將在1月中旬對沙特阿

拉伯和阿聯酋等中東國家進行訪問，屆時

除了會對相關國家詳細說明日本派遣自衛

隊的原因外，還將就緩和地區局勢呼籲相

關國家進行外交努力。

日本政府內閣會議在2019年12月27日

決定向中東地區派遣海上自衛隊。此次日

本將派出壹艘可搭載巡邏直升機的護衛艦

，自衛隊規模在260人左右，原本位於索馬

裏海域參與打擊海盜活動的P-3C巡邏機也

將隨時聽從調遣。

1月3日淩晨，美軍無人機對伊拉克巴

格達國際機場發動空襲，導致包括伊朗

“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在內的多人死

亡。美國國防部說，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

實施此次襲擊任務，伊朗方面警告，將向

美國“嚴厲報復”，地區局勢驟然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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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前，日本厚生勞動省專門

委員會要求從法律上禁止基因編輯嬰兒，該

委員會認為，現階段除了有發生不良基因突

變的可能性以外，基因編輯嬰兒在倫理方面

也存在問題，因此“需要法律限制”。

據報道，報告認為，首先，現階段還不

能充分評估發生不良基因突變的風險；其次

，還存在基因編輯的結果會被下壹代繼承的

倫理課題。此外，報告還提及已有英國等國

家制定了相關法律，並得出結論稱，要讓限

制具有效力，法律限制是必要的。

據介紹，目前，日本政府禁止使用基

因編輯技術改變受精卵基因並誕生嬰兒的

臨床研究，但對於作為醫療實施的情況則

沒有限制。不過，因技術發展可能使情況

改變，厚勞省內部也有對法律限制表示謹

慎的意見。日本政府今後將討論限制的詳

細內容，但何時將其寫入法律條文，目前

並沒有決定。

另壹方面，在委員會的討論中，由於

疑難病癥的病人團體對於關閉醫療應用之

路表示反對，厚勞省公開的報告草案原本

並未寫入法律限制的相關內容。不過，由

於委員會內要求法律限制的意見占大多數

，厚勞省和委員會成員進壹步討論後，在報告裏加入了

法律限制的內容。

睡不好、精神崩潰：
韓國5年間逾50名消防員自殺

綜合報導 近5年，韓國消防公務員

自殺人數多達50多名，並逐年呈上升趨

勢。消防官兵壹致認為，創傷後應激障

礙(PTSD)和睡眠問題是導致這種現象發

生的主要原因。

7 日，據韓國消防廳透露，根據

2020年1月發行的《2020年主要消防政

策》，2015年到2019年間，自殺的消防

公務員有56名，是同期殉職消防公務員

人數(23名)的2倍之多。

2013年到2017年之間，韓國自殺的消

防公務員共有47人；2014年到2018年之

間，有49人。每年自殺的消防公務員數

量正在逐漸增加。

而消防員們也紛紛表示，PTSD和

睡眠問題是造成自殺事件頻發的最主要

原因。

在全羅南道工作的消防員A某表示

，最近，壹名女職員看到有人上吊自殺

後，申請了停職。另壹名職員看到死者

慘死的模樣後，精神崩潰。

接著他又補充道，“再回頭看看我

們的職業群體，睡眠本來就很不規則，

由此導致的荷爾蒙分泌不均衡，或許也

是導致(自殺)發生的原因”。

在忠清道工作7年的消防公務員B

某回憶起經常看到變故事件的急救隊時

期時表示，“我認為PTSD(導致自殺)的

原因最大”。

B某還提到，在看到殘酷的現場後

產生的PTSD，如果睡眠不好的話，精

神上會更累。

消防廳相關人士表示，“雖然這(自

殺現象)背後有著各種各樣的原因，但警

察和消防與其他職業相比，確實存在這

樣的問題(PTSD、睡眠問題等)。他們要

輪班，還要看殘酷的現場，有時候還要

面對同事的死亡。另外，他們還懷有未

能救出民眾的負罪感，因為是跨越生死

的工作，所以與其他職業相比，肯定會

有這樣的問題出現”。

消防廳與盆唐首爾大學醫院公共醫

療事業團共同實施的《2019年消防公務員

心理健康狀況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顯示，

自殺危險群體的PTSD比率為54.7%，是

全體平均(5.6%)的10倍。睡眠障礙比率為

81.1%，是全體平均(25.3%)的3倍。

為解決這壹問題，消防廳為消防員

們提供康復服務，並壹直推進建立消防

綜合治愈中心等健康增進設施。

根據《2020年主要消防政策》，消

防廳計劃，在今年2月內就相關項目通

過中央建設技術審議委員會審議後，決

定項目的執行方式，並計劃於4月建立

專門機構推進項目。

消防廳還計劃於今年內，以新消防

公務員為對象，增加PTSD預防教育時

間等。另外，還計劃強化以普通消防公

務員為對象的“上門咨詢室”等身心健

康日常管理體系。

運動不足？日本體測結果出爐
小學男生得分創新低

綜合報導 近日，日本體育廳對該

國民眾進行了2019年度的“全國體力

測試”，結果顯示，日本中小學生的測

試結果較2018年度下降，其中小學男

生更是創下了有此項調查以來的最差紀

錄。

據報道，該測試初中生和小學生部

分的調查對象為日本全國範圍內國立、

公立以及私立學校的小學5年級學生和

初中2年級學生，調查實施期間為2019

年4月至7月。

報道稱，共有約105萬名小學生和

約96萬名初中生參與了測試，

內容包括實際體側與問卷調查

等。

據介紹，實際體側共有8

項，其中，小學男生的平均得

分為53.6分，較2018年度下降

了0.6%；小學女生為55.6分，

下降2.3%；初中男生得分41.6

分，下降0.6%；初中女生為50

分，下降0.4%。結果顯示，不

論那女，日本中小學生的體力測試較

2018年度都有所下降，其中，小學男

生的數據更是創下了2008年開始有此

項調查以來的新低。

從具體科目來看，長跑與50米跑

等科目的下滑幅度較大。

此外，調查結果還顯示，日本中小

學生每天看液晶屏幕的時間有所增加，

包括看電視、玩手機以及遊戲機等。其

中，男生尤為嚴重。數據表明，如果看

液晶屏幕的時間變長的話，體側得分有

下降的趨勢。

安倍談中東局勢：
派遣自衛隊赴中東的方針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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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雖然活化舊建築在香港已被提上日

程，但成效與內地和外國相比，仍有一段距離。有香港學者認為，現時

港人對活化舊建築已不再陌生，也明白保育不是要將建築物如古董般保

存，而是要將其改造並賦予新用途，融入現今的年代及社會中，才

能彰顯保育的價值，帶來社會和經濟效益，並建議香港效法新加

坡設立社區重建法，以社區作單位，全盤活化一個社區，而

不是個別一兩幢建築，提升活化的效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已推出11
年，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
園境界議員謝偉銓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認為，計劃喚起港人的保育意
識，但仍有改進之處，包括活化後用
途可以更“大膽”，帶來更大的突破
及可能性。

謝偉銓表示，以往的活化舊建築
均由政府主導，思維往往受到局限，
很多時只是將舊建築變成博物館、圖
書館，缺乏創意。自從11年前政府推
出伙伴計劃後，交由民間機構發揮創
意，提出有別於以往的用途，令復修
後再營運時有一定吸引力，市民也逐
漸發現原來舊建築也可有新用途，是
一個不錯的計劃。

對於有人質疑在舊建築進行商業
活動過於商業化，謝偉銓指出，所謂

保育，除了要“保護”，也需要“孕
育”，兩方面都很重要，不能夠只保
而不育，需要令它具持續性，在財務
上可以維持，甚至能夠在經濟上作出
貢獻，因此實在有必要進行有收入的
商業活動。他又認為，營運機構可以
提出一些較“大膽”的用途，突破原
有框框。

已營運項目

歷史建築

第一期

美荷樓

前北九龍裁判法
院

舊大澳警署

雷生春

前荔枝角醫院

芳園書室*

第二期

舊大埔警署

九龍城石屋

灣仔藍屋建築群

第三期

必列啫士街街市

前粉嶺裁判法院

虎豹別墅

*自2017年1月1日起由古物古蹟辦事處接管及繼續開放

■資料來源：發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活化後用途

美荷樓青年旅舍

薩凡納藝術設計學
院(香港分校)

大澳文物酒店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
藥學院—雷生春堂

饒宗頤文化館

芳園書室 (前為旅
遊及教育中心暨馬
灣水陸居民博物館)

綠匯學苑

石屋家園

We嘩藍屋

香港新聞博覽館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
學院

虎豹樂圃

開始營運
日期

2013年10月

2010年9月

2012年3月

2012年4月

2014年2月

2013年3月

2015年8月

2015年10月

2017年9月

2018年12月

2018年12月

2018年12月

累計訪客人次
(截至去年10月31日)

1,343,800

418,627

1,402,439

435,449

1,383,660

23,234

237,741

652,507

155,630

47,412

84,683

34,498

活化可“大膽”創意勿“死板”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建築保育學部主任李
浩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港人以前對

活化舊建築物並不熟悉，不少人均以為，只要將舊建
築物保留，或將其改建為博物館，已經是保育。直至
政府落實文物保育政策，並推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
計劃”，大家對保育文物的觀念開始有所改變。

星洲保育 與民接軌
他解釋，公眾開始明白到保育不僅是為了保留建

築物及作考古用途，也知道不需要“原汁原味”或
“將建築物好似古董咁放喺度”，而是可以將建築物
改造，再賦予新用途，這樣才可彰顯保育的價值，帶
來經濟和社會效益。

他提到，由於新加坡與香港相似，都是將歷史建
築分為兩類，其中新加坡的國家級古蹟受到法律保
障，不可隨便清拆，就如香港的法定古蹟；另一批是
需要保護的建築，就如香港獲得評級的建築物，故香
港可考慮以新加坡作為借鏡的榜樣。

他指出，新加坡設有社區重建法，其方式是將整
個社區作保育，如有很多唐樓舊建築的地區，經保育
後，整區的歷史、氛圍及建築風格均得以保留，唐樓
上層仍可居住或改作辦公室，下層則可作商業發展，
如開設具特色或有藝術成分店舖等，同時受到居民及
遊客的歡迎，效果良好。

惟他認為，過度商業化的保育則並不理想，以香
港尖沙咀前水警總部改建而成的1881 Heritage為
例，以保育為包裝，傾向商業及旅遊發展，對港人而
言只是出售貴價商品的商場，與市民關係較疏離。

上海新天地活化成地標
另外，內地也有不少成功例子，例如上海新天

地，在開發前是一片有近一世紀歷史的傳統建築“石
庫門”，開發後保留其屋簷、磚瓦，令外表是具有歷
史意義的建築，內部則採用21世紀的現代化風格，令
遊人有如進入另一個時空。如今新天地已成為上海的
地標和讓中外旅客領略中國歷史文化和現代生活的地
點。

而位於英國倫敦泰晤士河南岸的泰特現代美術館
（Tate Modern），與北岸的聖保羅大教堂隔河相
望，前身是一座建於1947年的發電廠，於1981年被
棄置。直至1994年才由泰特美術館集團接手啟用，
改建成現今的美術館，並成為世界上參觀者最多的現
代藝術館之一。從原本每日冒出黑煙的發電廠，變身
成為藝術殿堂，也是其中一個成功活化例子。

■必列啫士街街
市變身新聞博覽
館。 資料圖片

■活化後的舊
大埔警署。

資料圖片

■九龍城“石屋家園”為發展局第二期
伙伴計劃首個完工項目。 資料圖片

■■前粉嶺裁判法院活化為香港青前粉嶺裁判法院活化為香港青
年領袖發展中心年領袖發展中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內地及海外成功活化例子內地及海外成功活化例子
地點地點

上海新天地上海新天地

蘇州河倉庫蘇州河倉庫

倫敦泰特倫敦泰特
現代美術館現代美術館

巴黎奧賽巴黎奧賽
博物館博物館

悉尼維多利亞悉尼維多利亞購購
物中心物中心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互聯網互聯網 製表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高俊威

原先用途原先用途

傳統建築傳統建築““石庫石庫
門門”，”，上海特有的上海特有的
住宅建築住宅建築

糧倉糧倉

發電廠發電廠

火車站火車站

市場市場

現時用途現時用途

休閒步行街休閒步行街

不少藝術家的不少藝術家的
個人工作室及個人工作室及
藝廊藝廊

美術館美術館

博物館博物館

購物中心購物中心

取勝之道取勝之道//特色特色

開發後保留其屋簷開發後保留其屋簷、、磚瓦磚瓦，，外表是具歷史意義的建築外表是具歷史意義的建築，，
內部採用內部採用2121世紀的現代化風格世紀的現代化風格，，整個項目集餐飲整個項目集餐飲、、商商
業業、、娛樂及文化於一身娛樂及文化於一身，，刺激人流刺激人流
因上海市產業轉移因上海市產業轉移，，兩岸倉庫失去作用兩岸倉庫失去作用，，一度成為民工居一度成為民工居
所所。。有藝術家成立工作室後有藝術家成立工作室後，，不少藝術家效法不少藝術家效法，，其後政府其後政府
取消發展住宅區計劃取消發展住宅區計劃，，打造成文化休閒區打造成文化休閒區，，活化規模大活化規模大，，
協同效應高協同效應高
被棄置多年後由泰特集團接手改建被棄置多年後由泰特集團接手改建，，其工業建築特色見其工業建築特色見
於鋼筋製成的龐大支架及褐色磚頭塔建的外牆於鋼筋製成的龐大支架及褐色磚頭塔建的外牆，，再加入再加入
古典柱列裝飾古典柱列裝飾，，融合古典風格與工業建築的結構融合古典風格與工業建築的結構
原是巴黎到奧爾良鐵路的終點原是巴黎到奧爾良鐵路的終點，，車站關閉後被列為受保車站關閉後被列為受保
護歷史建築護歷史建築，，再改建成為博物館再改建成為博物館，，大廳仍保留原來的車大廳仍保留原來的車
站大鐘站大鐘，，全球各地旅客慕名而來一睹風采全球各地旅客慕名而來一睹風采
曾被廢棄曾被廢棄，，幾乎被拆幾乎被拆，，其後被商人購置後整修其後被商人購置後整修，，恢復原恢復原
貌貌。。其特徵是中央的圓頂其特徵是中央的圓頂，，並大量採用花玻璃窗採光並大量採用花玻璃窗採光，，
柱廊柱廊、、圓拱圓拱、、欄杆等具備細膩的維多利亞式特徵欄杆等具備細膩的維多利亞式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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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先生在廣州長大，1968年移居香港，1974年再移民至美國，
在紐約頂手經營同鄉的中餐館“Eng's”。薛先生此後幾近全

年無休，每天工作達12小時，直至兩年前因年事已高，才在妻子
建議下每周休息一天。薛先生有3名女兒，她們都取得大專學位，
並已覓得高收入工作，故無意繼承父業。

中菜逆市萎縮 市佔率跌
薛先生正考慮在退休後結束經營“Eng's”，對於是否頂讓餐

館，他坦言希望新東主真心對待餐館，而非以“只賺一兩年錢”的
心態經營，又直言對女兒成為專業人士感高興，“我想她們過得
好”。

類似個案在美國屢見不鮮，美國食評網站數字顯示，美國20
個主要城市的中餐館數量在過去5年減少1,200間，市場佔有率由
7.3%跌至6.5%。然而中餐館的整體評分和專頁瀏覽量其實沒有減
少，同屬亞洲菜的韓國、越南和印度餐廳數量更持續上升，反映中
菜館正逆市萎縮。

兒女擺脫鑊鏟 恢復社會地位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珍妮弗．李(譯音)形容，移民後

代正恢復移民第一代失去的社會地位，他們大多傾向在科技或顧問
等行業工作，而非從事飲食業，目標從來都不是繼承父業。《紐約
時報》前記者李競亦稱，不少廚師起初只為謀生，故中餐館倒閉其
實是成功現象，“人們來到美國後從事飲食業，但他們的子女不需
要如此。”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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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民族大熔爐，不少華人移民美國後，都會

開設中餐館謀生，但隨着華人移民第一代逐漸年邁，

移民第二代卻因接受高等教育，可覓得收入更高、更

多閒暇的工作，不願接手餐館，使美國主要城市多間

老字號中餐館近年相繼結業，但不少華人東主反而對

結業感到高興，“我也想下一代活得比我好”。

美國不少華裔移民第二代均放棄繼承父母經營的餐館，41歲的
紐約居民鄧煒卻反其道而行，甘願放棄在金融界的工作，接手叔叔
經營的點心店“南華茶室”，更開設多間分店，成為華人第二代在
餐飲業的成功個案。

鄧煒2011年從叔叔手上接手餐館，他憶述當時父母頗反對其
決定，“假如你是新移民，你只能開餐館或洗衣店，我走回頭路再
經營餐館，對他們而言難以接受。”不過鄧煒表示他在華爾街工作
數年後，發現始終對飲食業更感興趣，因此決定辭去金融業的高薪
厚職。

互聯網推廣 保存“老紐約”
鄧煒接手南華茶室後，不止限於原有唐人街的菜館，而是積極

擴張業務，此後在紐約曼哈頓區和費城開設分店，更回到中國深圳
開店。南華茶室在紐約唐
人街的總店每晚門庭若
市，食客需輪候近一小時
才能入座。鄧煒直言南華
茶室給他機會保存“老紐
約”，他會繼續努力，使
用互聯網等新方式推廣。

■綜合報道

近年美國不少老牌中餐館相繼結業，例如
在費城開業46年的粵式茶樓瓊華酒家便在今年
初因為新一代無意繼承，決定結業。當地中餐
業界人士認為，除了子孫一代無意繼承外，中
餐廚師人才難求，也是不少老店面臨的難題。

相對於西餐廚師有系統性培訓制度，也有
各種烹飪真人騷提高知名度，中餐廚師就只能
靠餐館培訓和食客口碑，因此一方面難找到新
人入行，另一方面即使有了好廚師，要留住人
才也不容易。

今年5月美國中餐業聯盟與來自中國各地
餐飲業的代表團舉辦研討會，會長黃民當時便
提出，大規模中央廚房式和提高科學化管理是
中餐業突破的不二法門，認為家族式的外賣店

在經營成本不斷上升的環境下，將難以為繼。
黃民指出，中餐業與其他行業均有相同的問
題，勞工短缺是其中之一，加上廚師的流動性
大，為填補人手，業內出現高價挖角的惡性循
環情況。與此同時，也有新一代華人希望拯救
一些後繼無人的中餐館，紐約知名中餐館“君
子食堂”創辦人趙勇便透過創業融資，打算收
購曼哈頓幾家因為業主計劃退休而面臨結業的
老牌中餐館，將這些餐廳經營品牌化並納入
“君子食堂”旗下，同時維持這些餐廳原本的
菜單與特色。趙勇表示：“對很多想退休的辛
苦移民和家庭來說，這就像一個退出計劃。我
們來這裡收購並照顧他們留下來的產業，並透
過現代化大幅改善。” ■綜合報道

美國曾經歷多次華人移民潮，至今
仍有12.3%華人從事飲食業，是華人
工作人數最多的職業，華人第二代則
有66%持有大學學位或以上學歷，從
事程式開發、教育或醫療等行業的比
例亦較高。
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現時美

國華裔人口約為495萬，在2,100萬亞
裔中佔最大比例，預料華人人口在
2100年時更會升至1,000萬。目前美
國華人仍有逾7成屬在美國以外出生
的移民第一代，主要居於紐約、洛杉
磯和三藩市等大城市。
不少華人移民第一代在中餐館工

作，生活非常艱苦，一般每天要工作
12小時、每周工作6天，卻幾乎只領
取最低工資。紐約布魯克林區中餐館

“好旺”東主陳先生便是一例，他從
事中餐逾30年，在最忙碌時每周工作
100小時，他坦言感到疲倦，計劃在3
名兒女大學畢業後退休。
部分華裔新移民更因不諳美國勞工

法例，遭無良僱主剝削，來自中國福
建的曹錦明2001年移民美國，起初在
紐約一間高級中餐館當侍應，月薪只
有300美元，遠低於最低工資。
曹錦明直至在中文報章，發現有餐

廳剝削勞工，才知道自己也是受害
者，因此聯同20多名員工一同控告餐
館東主，獲判賠償14萬美元。曹錦明
其後繼續為華人勞工爭取權益，正要
求成立《保護工資法案》，凍結欠薪
僱主的資產。

■綜合報道

美移民志向 兩代大不同
移民第一代

1
2
3
4
5

移民第二代

1
2
3
4
5

綜合報道

華裔

餐飲
建築
電腦
修甲

顧問服務

華裔

電腦
牙醫
藝術

顧問服務
教育

印度裔

電腦
司機
雜貨店
顧問服務
油站

印度裔

顧問服務
電腦
保險
地產
園境

韓裔

餐飲
護理
教育
乾洗店
保險

韓裔

顧問服務
醫生
法律

行政支援
旅遊

越南裔

修甲
美容
建築
餐飲
補鞋匠

越南裔

建築
飲品生產
法律
餐飲
地產

反其道而行 金融才俊擴張父業

無停手遭剝削 華裔發跡血肉史

培訓廚師欠系統 中餐業臨人才荒

六七十年代最風光“幸運曲奇”不能少
現時美國不少老字號中餐館均擁有數十年

甚至百多年歷史，儘管廚師來自中國不同地
區，但大多遷就美國人口味，最常烹調春卷、
炒牛河和蛋花湯等菜餚，內附幸運字條的“幸
運曲奇”更是中餐館文化的一部分，免費贈送
給客人。

美國餐廳東主舍恩菲爾德曾任職中餐館，
他形容美國中菜在1960至1970年代處於黃金
時期，來自中國大江南北的廚師帶來不同地區
的菜系，部分人更在高級餐館烹調粵菜和湘
菜。

不過高級中餐在美國只屬少數，當地大部
分中餐館均是經營快餐，並提供外賣服務，甚
至研發出方形的紙製外賣盒，盒上大多印有寶
塔圖案，成為美國中餐館一大特色。

美國中餐館亦推出不少新產品，例如創立
“東方沙律”，蔬菜和肉類均經過烹調，且由
於中式蔬菜供應較少，當地亦會較多使用西方
蔬菜，創作出“西蘭花炒牛肉”等在中國較少
見的菜式。研究美式中菜的《紐約時報》前記
者李競直言，這些菜式都不算高檔，“他們來
美國不是為了當廚師，這只是謀生方式而
已。” ■綜合報道

■“幸運曲奇”更成為美國中餐館文化。
網上圖片

■■薛先生曾經幾薛先生曾經幾
乎年終無休工乎年終無休工
作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中
餐館埋藏
無數華人
奮鬥史。
網上圖片

■鄧煒接手叔叔的“南華
茶室”。 網上圖片

■不少移民
一代開餐館
謀生。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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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田梓小島變開放式博物館
客家天主教共融 17組藝術品帶來多元旅遊體驗

《鹽光之所》是
由本地藝術家何文聰
以鋼、塑膠、木、
銅、玻璃、樹脂、油
漆、海水、電子及機
械零件、電腦製成，
是一所研究以鹽為創
作媒介的實驗室。內
裡展出鹽結晶的形態
和記錄，以及一系列關
於人和鹽以至自然關係
的作品。其中包括一組
三件以鹽田梓的海水為
物料的傢具，以及一部
以海水作原料去製作鹽
雕塑的3D立體打印機。

鹽

光

之

所

坐落在舊聖若瑟小堂遺址旁的藝術品《成聖之牆》由香港及丹麥建
築師龔翊豪以不銹鋼及混凝土完成，靈感來源源自舊聖約瑟小堂的遺址
幽靜的環境及紀念昔日在西貢及鹽田梓服務之傳教士。參觀者能夠駐足
感受、安坐冥想，座椅後的不銹鋼牆庇護休憩空間。

1864年起，有兩名來自意大利的神父來到鹽田梓
傳教。11年後，鹽田梓全島村民領洗信教，並捐出村
中一大塊土地予天主教會建築聖堂及學校，奉聖若瑟
為鹽田梓主保。現在的聖若瑟小堂在1890年取代原先
的舊聖堂落成祝聖。但在上世紀90年代末，由於村民
盡數遷離，令聖若瑟小堂日久失修，至2004年重修
後，便恢復往日的宗教功能。此舉更獲得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頒發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項。

鹽田梓藝術節開幕禮日前舉行，旅遊事務專員黃智祖致辭時表
示，西貢有“香港後花園”之稱，並比喻鹽田梓為珍珠，不但

蘊含融合西方天主教和中國客家文化，亦擁有大片紅樹林及豐富的
自然生態，希望藝術節推廣令更多香港人及旅客到西貢區一遊，並
感受鹽田梓的獨特歷史文化和自然風光。

未來將以“地”“人”為主題
他指出，港府於2018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宣佈，已以先導計劃形

式於鹽田梓舉辦多元化的旅遊活動，並得到天主教香港教區和鹽田
梓村民的支持。鹽田梓村村長陳忠賢表示，鹽田梓一直以來都是客
家與天主教文化共融的村莊，未來兩年的藝術節主題將會分別是
“地”和“人”，正正反映了鹽田梓村民“天地有正氣，人間有情
義”的宗旨。前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致辭時表示，鹽田梓
是一個結合文化、歷史、宗教、古蹟和自然生態的地方，理應將傳
統文化傳承予下一代，所謂的傳承，就是以生命影響生命，以生命
豐富生命。

鹽田梓藝術節為期3年，以“天、地、人”三個主題貫穿。2019
年的藝術節以“天”為主題，由11月30日起至12月29日期間舉
行，在鹽田梓及西貢海濱公園展出共17組由共7名本地藝術家及逾
70名來自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學生創作的
藝術作品，並舉行多項互動體驗活動，包括文化生態導賞團、曬鹽
技藝和客家茶粿製作工作坊等，令訪客感受鹽田梓小島的藝術氣息
及了解其獨特歷史文化。藝術節後，有部分藝術品將會轉為常設藝
術品繼續供遊客觀賞。藝術節更加入智慧旅遊的元素，展出的藝術
品及標示牌均附設二維碼，透過掃描二維碼可連接至藝術節網頁，
讓參觀者更了解鹽田梓的故事和藝術家的創作意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曉瑩）西貢有“香港後花

園”之稱，是港人假日消遣的好去處，也是不少旅客來

港旅遊的必到之地。當中區內的鹽田梓保留了客家及天

主教文化、歷史古蹟及自然生態，對市民及遊客都極具

吸引力。早前村民更致力復修小島，包括聖約瑟小堂及

鹽田，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

獎項。為推廣鹽田梓，香港旅遊事務署主辦為期3年的

鹽田梓藝術節，17組藝術品由多名香港藝術家及年輕人

與鹽田梓村民創作，並放置在鹽田梓和西貢海濱公園，

希望將鹽田梓塑造成一所“開放式博物館”，為旅客帶

來多元化的旅遊體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曉瑩／圖：網上圖片

部分古蹟及藝術品

流 波 ‧ 行 雲

聖 若 瑟 小 堂

成

聖

之

牆

《 流 波 ． 行
雲》：建築藝術家黃
卓健用兩棵受颱風

“山竹”吹襲而塌下來的島上老樹完成的藝術作品，
放置於碼頭。作品扭曲的線條演繹出海浪翻滾與行雲
若霧的形態，傳述以前居民與大自然共存，與風浪搏
鬥的歷史。此外，作品亦代表了縱使大樹塌下，初心
卻不滅的人文精神。

2020年1月11日（星期六）財經專題3 ■責任編輯：李岐山

“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丹

麥投資銀行盛寶銀行（Saxo

Bank）又給出了年度驚人十大

“黑天鵝”預言，這些預測都

是一些可能發生、但可能性微

乎其微的事件。一旦如它所

言，任何一隻“黑天鵝”都會

對環球市場產生翻天覆地的影

響。雖然回顧往年盛寶銀行的成功預測率都極

低，但腦洞大開的觀點，大大啟發大家的逆向

思維，令這份報告依舊是財經界的年度期待之

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20202020
十大十大
黑天鵝黑天鵝

2. 滯脹致美元貶值
反映全球價值股的 iShares MSCI

World Value Factor ETF，於2020年的投
資回報，能夠將科技四巨擘FANG（Face-
book、蘋果、Netflix、Google）等科技股甩在
身後，前者全年的投資回報可高出後者整整四
分之一。為防止經濟衰退和確保共和黨中期選
舉勝利，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會加大擴張資
產負債表規模，通脹率和收益率上升的同時
令資本成本飆升，殭屍公司陸續倒

閉，美元有機會在全球範圍
內遭嚴重貶值。

1. AI“寒冬”來臨
繼 1960、1980 年兩個科技“寒

冬”後，下一個“寒冬”將有機會在2020
年實現。前兩年人工智能、深度學習、大
數據等領域的爆炸式增長，令世界範圍內
的半導體股票錄得最佳表現，費城半導體
指數（SOX）的年回報率高達24%。但高
速增長後進入緩慢上升階段，AI投資凍
結導致收益增長惡化，SOX指數
有望在2020年下跌50%。

9. 匈牙利“脫歐”
自2018年歐盟對匈牙利啟動

《里斯本條約》第7條的動議以來，
雙方互表不滿，關係僵持不下，兩者
“化干戈為玉帛”的大和解也不太可
能在2020年見到。反而歐盟會繼續不
滿匈牙利，匈牙利總統奧爾班領導的
政府也堅決不會向歐盟低頭。加
上英國極大機會能在2020年
順利“脫歐”，匈牙利
很有機會步英國後塵。

8. 特朗普連任失敗
民主黨將拿下美國總統，和國會

多數議席的“雙贏”局面。即便特朗普
擁有廣泛的白人選民支持，但卻得不到第
一大選民群——千禧一代（20至40歲）
的民心，全因特朗普反抗氣候變化，他們
卻是最擔憂和在意氣候變化的一代。此
外，相當數量的郊區婦女也不會成為特朗
普的擁躉。民主黨贏得了超過2,000萬
的民眾選票，增強了對眾議院的
控制權，甚至險勝拿下參議院。

7. 瑞典大衰退
瑞典近年遵循“政治正確”開

放國門接納難民，但民眾逐漸表示不
滿，超過25%的選民不再贊成這一政
策。北歐其他國家現在也將“瑞典狀
況”認作一種威脅，而不再是歷史上的
學習典範。由於開放經濟規模小，對全
球經濟放緩極為敏感，即便擁有大量財
政盈餘的瑞典也仍處於衰退之中。在
社會和經濟的雙重危機下，瑞典
不得不進行改革。

5.南非外債急飆
因南非國家電力公司Eskom持

續的債務危機，全球各大行紛紛下調
南非信用評級，美元兌南非蘭特由15
升至20。但為保證全國供電，政府必須維
持其運作，故2020年的財政支出大幅升至
全年GDP的6.5%。這會令南非公共赤字大
增，公共債務或達10年峰值。世界銀
行更料，南非外債已佔到GDP的一
半。其他信譽欠佳的新興市場也將
陷入困境，這將是新興市場經濟
體多年來，差異最大的一年。

4.油價報復式回升
風水輪流轉，石油重迎春天。

在全球變暖等氣候變化的壓力之
下，綠色能源獲得追捧，但該行認
為，其持續高估值將出現嚴重縮水。
與此同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
減產以及亞洲對石油和天然氣需求
急劇增加，將導致原油價格上
漲，這一年石油股可打一場

翻身仗。

3. 歐央行啟動加息
歐央行將在2020年多次加息，

EuroStoxx銀行指數大升30%。歐洲央
行主席拉加德會在1月初發表聲明稱，長期
維持負利率，已經嚴重損害歐洲銀行業的穩
健性，且不能達到刺激經濟的作用。央行
隨即於1月23日調轉貨幣政策並宣佈加
息。短期內再加息使利率回到零，
至年底時，利率可能會略微上升。

10.
亞洲新貨幣挑戰美元
由亞投行牽頭創立的新數字貨幣，會

正面挑戰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地位，
有機會令美元指數下降20%，美元兌黃金
匯率直跌三成。該貨幣稱為ADR（Asian
Drawing Right，亞洲提款權），1 ADR相
當於2美元，區域內會要求必須使用ADR
進行貿易。基於區內石油需求巨大，相信
屆時俄羅斯、OPEC等會很願意滿足
這一要求，從而使該貨幣得到
更廣泛使用。

6. 美國推“優先稅”
為抵制全球化，解決美國貿易逆

差的問題，特朗普政府會在貿易徵稅上
繼續大刀闊斧。政府會宣佈對進口的所
有商品和服務徵稅，即“美國優先稅”
（America First Tax），變相鼓勵外國
品牌將生產基地遷至美國國內。
不過年初之際，美國還是會與中
國繼續斡旋，爭取到更多的農
產品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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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急拉貨 被動元件景氣回升來真的？

（綜合報道）美食外送平台 foodpanda
日前公布了調整薪資方案，據臉書靠北熊貓
指出，資深外送員爆料，這根本是在大砍薪
，原本一單 70 元，現在變成 60 元，大砍
20%真的血尿，且中彰等地區，單件更只剩
57 元， 「1/16 全台熊貓罷工響應，我們要
生存、我們要保障！」

對此，熊貓外送員紛
紛 在 底 下 留 言 響 應 ，
「宜蘭熊貓只有 55」、
「雲 林 也 55….」 、
「200件給獎金500真的

當司機是乞丐」、 「當
初的月入10萬騙了多少
人買裝備，現在公司想
怎改就怎改，不抗爭公
司對的起熊貓弟兄們嗎
？」

更有外送員指出，
「熊貓們真的要好好搞

他一次，光是無止盡的
片面修改合約內容就已

經是一個大訴求了！承攬制的合約要雙方合
意，我進來是 70，我的合約就是 70，不能
用你自己的理由變更，沒有公司這樣玩的，
熊貓公司真的爛到一個很徹底」，但也有人
留言， 「爽 你們都別跑 我來就好！」、
「這樣子受害的是店家跟消費者……」。

（綜合報道）被動元件景氣好轉？導電漿廠勤凱春江水暖鴨
先知，不僅十二月營收創下歷史新高，第一季營運也可望再創高
，被動元件廠全面拉貨，接下來業績行情不會淡。

被動元件股近期暴漲暴跌，讓投資人捉摸不清，一下子傳出
重啟漲價消息，一下子又因十二月份營收表現差強人意、加上國
巨董事會通過將辦理現增恐稀釋ＥＰＳ，拖累被動元件股價自高
檔拉回修正，撲朔迷離的產業氛圍，讓人無所適從。

勤凱客戶急拉貨
不過，從上游被動元件導電漿廠勤凱的營運及接單狀況來看

，被動元件產業的景氣復甦，應才剛要啟動而已。
「客戶拉貨拉得很急，已經被客戶訂單追著跑，上半年景氣

應該都沒問題。」被動元件導電漿廠勤凱董事長曾聰乙說，被動

元件客戶各產品線的訂單全面復
甦，目前客戶給的訂單已到第一
季底，包括電容、電阻、電感都
有不小的拉貨力道，為此，公司
不僅農曆年已經加班生產，若無
意外，第一季營收就可回到二○
一八年第三季二．一三億元的高
峰水準，今年營運可望逐季走高

。
顧名思義，導電漿的功能就是導電，在電子元件中是關鍵上

游材料，加上被動元件的製程多達十幾道，一旦導電漿出現問題
，就是幾億顆的被動元件要報廢，導電漿料的可靠性至關重要，
也因此，一直以來，導電漿幾乎是 「零與壹」的產業，不成功便
成仁，而全球能生產導電漿的廠商也是幾根手指頭數得出來。

產業既是寡占，被動元件產業景氣好壞，導電漿廠的營運自
是先行指標。在被動元件導電漿領域，美廠杜邦、日廠Namics、
昭榮化學（Shoei Chemicals）幾乎囊括了全球主要市占份額，十
年前勤凱崛起，如今漸取得一席之地，並已為美、日導電漿大廠
視為可敬的對手。

目前勤凱逾九成的營收比重來自被動元件廠，客戶涵蓋國巨

、華新科、奇力新、大毅等國內一、二線被動元件廠，而國內被
動元件廠所需要的導電漿中，逾三成來自勤凱，勤凱在國內電容
導電漿料的市占超過三成、電感則超過五成，被動產業景氣好轉
，勤凱 「春江水暖鴨先知」。

勤凱甫公布的十二月營收衝高至七三二五萬元，不僅創下歷
史新高，並較一八年同期大幅成長九一．六五％，第四季合計營
收達一．八九億元，創下單季歷史次高紀錄，並是一八年第三季
以來的單季營收新高，勤凱營收率先回溫，確立被動元件產業景
氣已觸底回升。

被動元件廠營運後發先至
曾聰乙說，５Ｇ、車用電子等新需求的帶動下，上一波被動

元 件 景 氣 調 整 比 預 期 要 快 ， 原 先 因 為 缺 貨 過 度 下 單
（over-booking）爆滿的庫存，在去年第四季都已經消化完成，
現在客戶給的訂單都已到第一季底。

曾聰乙樂觀地說，一月雖碰上農曆新年，但勤凱業績仍可望
不淡，單月營收有機會衝破八千萬元再創歷史新高，且整個第一
季都可維持在歷史高檔水準，第一季營收將有刷新歷史新高的機
會。

（中央社）2020大選，國民黨陷入大挫敗
！角逐台北市第二選區立委的孫大千敗選後向
大家表示抱歉，並說這次選舉的努力不夠，辜
負大家的期望。孫今早也發文提及，這次選舉
的結果不如期望，但在這一場史上最黑暗的總
統大選之中，庶民力量已經寫下了台灣政治史
上的奇蹟。

蔡英文昨以817萬張選票、57.13％的得票
率，大贏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近265萬票
，成為台灣民選總統史上最高得票數的總統。
至於立委選舉，總共113席立委，民進黨拿下
過半的61席，國民黨取得38席，民眾黨也拿

下5席。
對此，孫大千在臉書指出，感謝所有庶民

夥伴的情義相挺，雖然這次選舉的結果不如期
望，但是在這一場史上最黑暗的總統大選之中
，庶民力量已經寫下了台灣政治史上的奇蹟。

孫說正義與邪惡的對抗不會停止，光明與
黑暗的競爭也不會結束。唯有在困境之中，才
能夠考驗鋼鐵意志，唯有在逆風之中，才能夠
磨練堅強信念。

他也呼籲庶民夥伴們繼續攜手同行，共同
努力改革國民黨，再次推動 「翻轉台灣」。

庶民力量已經寫下台灣政治史上奇蹟

選舉結果兩岸勢必更敏感
在陸台師憂自身權益受損

（中央社）面對民進黨政府強行三讀通過
〈反滲透法〉，而總統蔡英文確定在本次大選獲
選連任，在陸台師與台生普遍認為，接下來兩岸
關係勢必更敏感，他們長期在大陸工作與生活，
不只憂心該法將針對在陸台人而來，更憂慮自身
權益將受到嚴重損害。

一名天津台師表示，他身邊不少台師好友，
早早就買好機票，主動請假回台灣投票，就是想
要用選票表達自己的想法，特別是民進黨政府通
過〈反滲透法〉，無視司法，透過網軍操控選舉
， 「這是針對我們這些人，我們覺得無奈」，而
蔡政府贏得總統大選，未來兩岸勢必更敏感，但
對於在陸台人來說也只能接受，因為這是台灣人
民的選擇。

該名台師也說，這次大選，主要還是 「友中
派」與 「仇中派」的對立，對於相關議題，也就
是〈反滲透法〉在內，越罵就越造成反效果，而
台師、台生長期在大陸生活， 「身為台師，最擔
心也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兩岸無止境的對抗下去

」，如果兩岸敵對狀態持續，維繫兩岸關係的九
二共識也被破壞掉， 「第一批犧牲的就是我們！
」

廈門大學博士研究生游智彬則說，他9日便從
杭州返台，該班飛機上幾乎都是台灣人。而他身
邊不少台商、台師與台師好友，這次選舉都返台
投票，最關鍵的原因，就是認為〈反滲透法〉已
三讀通過， 「這玩得有點過火」，他們長期都在
大陸生活， 「赴陸發展也是想壯大台灣」，該法
過關，勢必影響到廣大在陸台人的切身權益，膽
子小的人，可能就放棄到大陸發展，任人宰割。

游智彬認為，已在大陸深根並長期發展的台
灣人來說，民進黨政府持續執政，生活不會有改
變，不過兩岸關係仰賴政治紅利，台生與台青在
陸發展，接下來是否還可以持續享有差異化待遇
，可能會有變化，以及在蔡政府連任後，才想要
到大陸發展的台灣青年，是否因為政治發展而生
涯規畫而受影響，也都值得關注。

遭減薪20％！
熊貓外送員暴怒號召1／16全台罷工

圖為韓國瑜高雄選前之夜圖為韓國瑜高雄選前之夜1010日登場日登場，，大批支持民眾將會場擠爆大批支持民眾將會場擠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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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这几天，心头都有一股酸涩，想写

点东西，关于我的父亲。

2019年的元旦假期，在临放假的头

一天，我最终打消了出去玩的念头，买

了一号回家的车票。其实回家本是有点

不情愿的，因为最近的状态，不论是工

作还是生活，有一点理不清的烦心，很

想借假期出去走走散散心。我妈常常在

念叨起我时说我最是不恋家的孩子。

当我下了火车，行在家乡不是那么

平坦宽阔的水泥路上，望着出租车窗外

那些被积雪掩盖的的麦田，远处像小房

子一样一排排盖着草席的温室大棚，微

风里仍抖动干枯枝叶的一垛垛玉米秸秆

，早已没了鱼虾却仍在静静流淌的村外

小河，笔直而又枝桠分明的白杨树，村

头已经被扩建重修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明

远小学那股不能言喻的温暖和踏实感像

往常一样再次涌来。

我一直知道我深深爱着这片灰色的

土地。因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

是最亲切的根。

我下车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家门口

等我了。这让我很意外。往常站在门口

踮起脚尖眺望的人都是老妈。后来，听

妈妈说，你爸今早听我说你要回来，就

翻着日历嘟嚷这是一个多月没回来了，

然后就骑车出去买鱼去了

父亲见到我，先是咧开嘴冲我笑，

之后又探身冲司机师傅喊：师傅，家里

来坐坐喝口热水吧！

司机师傅很意外，连忙道谢说不用

了。父亲憨厚的笑容挂在脸上，就不知

道要继续该说什么了。

我谢过司机师傅，然后边进家门边

笑着跟父亲解释，司机师傅忙着赚钱呢

。

父亲又嘿嘿笑了几声，复述了一遍

我的话：喔，忙着赚钱呢。然后跟着我

进了家门。

父亲习惯了每次请司机师傅进屋喝

水，他认为那是礼数，或者是出于感谢

，麻烦到了人家把我送回家。但他似乎

从来没有记起过司机师傅们每次都是匆

匆来匆匆去。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父亲坐在沙

发上，用布擦一个黑色的手电筒那么大

的东西。我在看电视，并没留意他到底

在擦什么东西，直到好一会儿他才用商

量的口吻突然对我说：##（我的小名）

，你帮我推下头，行不？

原来他擦的东西是一个剃头发的电

推子。

是的，父亲不好打扮，不留发型，

尤其上了年纪之后，头发长了就直接剃

光头。

我对父亲年轻时候是一个帅哥这件

事从来都深信不疑，不仅是因为那张他

和母亲唯一的黑白结婚照片，还因为直

到现在脸上长满皱纹仍然掩饰不了他俊

朗的五官。连剃光头都很好看。

他也很少去理发店。据说，他会找

他一起下象棋的棋友帮忙剃头，如果姐

姐或者姐夫在家，也会派上用常以前也

去过理发店，几次体验之后，他发现理

出来的跟自己理的没什么区别嘛，就干

脆买了电推子，不再去理发店。

给父亲剃头发

我这是第一次被邀请为他服务，不

免既兴奋又紧张。生平第一次给自己亲

爹理发剃光头呐。

可是，当我一手拿着电推子，一边

帮他拿下他的帽子，我却愣住了。

爸，你什么时候长了这么多白头发

父亲讪讪地笑，一边自己找个凳子

坐下，一边说：老了啊！，好像做了错

事的孩子在不好意思的承认一个事实。

老了啊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父亲说自己老。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只觉得心底被咯

噔触了一下。伸手摸摸了他那头花白的头

发，鼻子酸酸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已经记不起最早一次听他说他发现

几根白头发是什么时候了，而似乎只是

转眼的时间，如今，他的头发里就只能

看到一小部分是黑发。

我才想起，父亲，他已经六十岁了

。今年将是他的本命年啊

在我出神的当口，他已经自己围上

了围裙，我帮他系好带子。

父亲说：你就大胆推吧，贴着肉皮

，刮不伤的。

我仍是小心翼翼，在他的指点下还

算完美的完成了任务。还帮他洗了头。

父亲照着镜子，一边开心的跟我说：

这要是去理发店也得花5块钱，还不如让

我闺女剃呢。然后，他重新戴上了他那已

经泛旧的鸭舌帽，开始刮腮边的胡子。

我跟父亲的交流一向不多，像天下

大多数父亲一样，他对女儿的爱是沉默

安静的。有很多细微的日常小事，如果

不是刻意回忆，都很难让人留意，然而

，当你一一回顾那些细节的时候，就发

现那些小事串联起来是多么的隽永流长

的爱。

父亲一辈子节俭，在自己身上从不

乱花钱，对吃穿住从不挑拣，用我妈的

话说是很好养活，他对我们姐妹的吃穿

住行要求就是不要浪费，从不委屈。父

亲手很巧，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的时候

，很多玩具都是他做给我们，后来有了

新玩具玩了一段时间坏掉，他还会找来

工具箱把它修好；长大后，有了心事常

常会和母亲讲，父亲一般都静静的坐在

不远处，有时候还闭着眼睛靠在沙发上

，像是在听也像是在沉思，很少参与意

见；听母亲讲，每个礼拜我们给家里打

电话，父亲都会急急忙忙掩饰不住兴奋

的招呼我妈闺女来电话了快去接，他自

己从来不接电话，只是坐在一边听我们

讲，我妈笑他也跟着笑。父亲知道我爱

吃鱼，每次回家总是不用我妈吩咐就提

早买好；工作之后，尽管自己有了赚钱

能力，每次离家，他还是会问还有没有

钱花，还有没有车费

有几件事在我脑海里是尤其深刻的。

记事起的第一件印记是大概五六岁

时候，父亲带我去看病，我记不得自己

是生了什么病，只记得医生拿一根很扁

平的扇形针要扎我的手指，疼的我一下

子哇哇大哭，父亲用他特别大的手掌迅

速捂住了我的双眼。那感觉大概是我记

事起关于父亲的第一次懵懂的印象。幼

小的我能感受到那只手上粗糙的纹路，

除了手指传来的疼，就剩下那只大手捂

住眼睛的心安。后来想想，父亲大概是

不想让小小的我被手指扎出来的很多血

再吓到，只摸着黑儿疼就好了。

还有一次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时一

次寒假，成绩单公布的第二天，父亲带

我去赶集，在集市附近有一个书店，我

看到后就拉着他说进去看看。后来我看

上一本厚厚的作文书，父亲毫不犹豫的

就给我买下了。回去的时候碰见了同村

的一位叔叔，叔叔问我：买的什么好东

西。我很高兴的拿给叔叔看，而父亲在

一边解释：考试考了第一名，买了一本

作文书。我记得父亲当时是一脸自豪的

语气，那时候的我心里笃定：其实父亲

未说完整的话是买了一本作文书给她当

礼物。因为在此之前他对我得第一名这

件事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现，而那一刻我

真切感受到了我给他带来的喜悦。

我考上大学之后，第一天入学报到

，我跟父亲说，我可以自己去报到。父

亲同意了，而母亲不同意，她认为那是

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还是陌生的城

市，还要拿行李，不安全，坚决要父亲

送我去。我跟母亲僵持不下，我很认真

的向他们保证：我已经长大了，我真的

可以自己去。父亲一直沉默。后来，母

亲生气了，父亲只好同意送我，可是只

是送到了车站。因为我还是让他把他那

份车票退了，自己拉着行李上了车。那

一次，父亲一直很沉默，一直立在原地

看着我的车开走。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我隐隐觉得父亲老了，他相信我自己可

以飞了，他不舍得，他一直沉默。

后来我恋爱了，父亲可能是从母亲

那里听说了这件事。那次，他骑电动车

载我送我去车站，正当我体会这种久违

的坐在父亲后座的感觉时，他突然对我

说：找对象不要找长的好看的，没用。

我当时一愣，随即了然。父亲接着说：

现在长的好看的年轻人都有种优越感。

我点了点头，从后面轻轻靠在了父亲的

背上。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父亲跟

我谈论恋爱这件事。

都说父爱如山，那每一件事都是一

颗颗倾注爱的石头，它们堆积成一种厚

重的情感。而我们一直在向前跑，当想

努力重拾回忆起那些石头的时候却发现

能想起的寥寥无几，我们拼命发芽，直

到如今，猛然发现，他已经白了头发。

为我遮风挡雨一辈子的大树，他，

老了。

这一刻才意识到，以往那些自以为是

的情怀，工作生活的忙碌，是多么无耻的

借口。有时间都比不上多陪爸爸妈妈。

筷子兄弟那首《父亲》唱哭了很多人

，父亲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们，

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像歌词那样，用自己

的一切，换来岁月长留，时间停驻。

我们只能做的是不要留有子欲养而

亲不待的遗憾，不管如今我们是不是他

们的骄傲，行孝要趁早。

父
亲
，
他
老
了

(綜合報道）吃飯玩手機、睡覺前看手機、搭車時 也滑手機
……，低頭族可說是現代人的寫照。但頸椎的結構原本就很脆弱
，再加上不良的生活習慣，使的頸椎病越來越年輕化、越來越普
遍，甚至30歲不到，頸椎就開始退化了！

振興醫院復健醫學部主治醫師李林鍵指出，大部分人都會習
慣低頭看手機，仰起頭來才發現肩頸的肌肉酸痛，尤其是常坐辦
公室的上班族，幾乎每天8小時都坐在電腦前面，催生一批因3C
產品引起的頸椎病患者。

頸椎是頭部與身體神經、血管、經絡連接的通道，一旦頸椎
出問題時，影響範圍波及全身。從臨床上來看，最常見的頸椎病
是出現手臂與手指的麻木，如果再嚴重一點，還可能伴隨著暈眩
，甚至還會影響到下肢。

我們經常不知不覺養成一些壞習慣，雖然這些壞習慣並不是

立即性的影響身體健康，但長期下來，卻會誘
發頸椎病；快來看看，讓你頸椎提早老化的不
良習慣，你中了幾項？
不良習慣1：低頭滑手機
低頭會讓頸椎多承重3倍的壓力，很多人都不

曉得低頭、頸椎前傾對頸椎的傷害很大。李林
鍵解釋，正常姿勢下，人體的頸椎是呈 「C」
字形的弧度，頸椎承受的重量約為5公斤（頭
部的重量）；不過，當我們為了看手機、用電
腦等，頭往前傾、低頭的姿勢時，結構細長的
頸椎，得額外承受3至5倍的重量，長期下來，
當然容易引起頸椎的老化。
改善方法：建議使用手機時，應維持良好的坐

立姿勢，減少長期低頭的姿勢，尤其看手機、
平板電腦或是看書時的高度，應與視線平行才
適合；同時每30分鐘，應該要中斷，放鬆5分
鐘，做個伸展操，舒緩肩頸壓力，這些都是預
防頸椎病的必要手段。
不良習慣2：坐軟沙發
很都人習慣攤在沙發上看電視、看書，這個姿

勢不僅會引起頸椎的傷害，更會徒增腰椎的壓
力。因為軟沙發富有彈性，當人坐上去之後，臀部會陷下去，背
肌因而無法挺直，若此時又低頭看書或是滑手機的話，頸部得承
受的重量又更大，就會增加罹患椎間盤突出的機率。

改善方法：流傳幾千年的 「坐如鐘」是有道理的，因為直立
挺直的姿勢，可以讓脊椎維持在適當的位置。因此，平常應盡可
能少坐軟沙發，即使坐在沙發上時，也應該將頸椎及腰椎挺直，
如果實在太累，寧可躺著也別窩在沙發上。

不良習慣3：不睡枕頭或枕頭過高
頸椎本來就有一定的弧度，假使長期不睡枕頭或是睡的枕頭

過高，都會使頸部肌肉及韌帶勞損，加劇頸椎盤內的壓力，就容
易誘發頸椎週圍韌帶、肌肉的疲勞。

改善方法：調整枕頭高度。最佳的枕頭應該是能夠支撐頸椎
的生理曲線，仰臥時，枕頭的高度約為一拳頭高左右（受壓以後

的高度）；側臥時，高度應比仰臥時略高，大概一個半拳頭；仰
臥位時，枕頭的下緣最好墊在肩胛骨的上緣，千萬不能使頸部脫
空。

不良習慣4：單肩揹包包
單肩揹重的包包，會使得的肩膀變得一高一低，長期下來，

還會使肩膀的肌肉處於收縮狀態，緊張的肌肉除了引起腰酸背痛
之外，還容易使頸椎的壓力不平均，長期會引起頸部肌肉痙攣，
甚至改變頸椎的弧度，尤其經常感到腰酸背痛的話，更應該避免
單肩揹包包。

改善方法：建議背後背的包包，如此能使背包壓力平均分配
於兩側肩膀，減輕一側肩膀及頸椎的壓力。

不良習慣5：趴在桌上睡覺
很多人習慣午睡時趴在桌上，這種睡姿非常容易引起頸椎的

老化。人類頭部的重量占身體的十分之一，正常情況下，頸椎的
生理弧度可以減輕和緩衝重力對大腦的衝擊。

不過，若是趴著睡，卻會讓頸椎的生理弧度消失，除了容易
造成頸椎關節的錯位變形之外，還會使頭部的血液供應不良。臨
床上就發現很多人因為趴睡習慣了，常常引起脖子酸、肩頸酸痛
，頭痛、頭暈而來就診，檢查後才發現頸椎及腰椎勞損、長骨刺
了。

改善方法：睡午覺時，盡量能夠躺下來睡，如果真的難以躺
下，建議趴睡時，不要把頭直枕在胳膊上，應該把桌子墊高，趴
在中間有洞的午睡枕，盡量維持脊椎的直立，避免頸椎、腰椎的
彎曲，而引起額外的壓力。

不良習慣6：長期穿高跟鞋
穿高跟鞋會增加脊椎，特別是頸椎與腰椎的壓力。脊椎是由

多個椎骨連接而成的構造，當我們姿勢挺拔時，椎骨與椎骨的接
觸面幾乎為平面，椎骨間的受力會得到分散，不容易造成損傷。

不過，如果穿高跟鞋，這時重心就會往前移，造成椎骨間的
接觸面變小，特別是腰椎與頸椎，受力點會集中在某區塊，就容
易造成頸椎與腰椎的壓力不均，長期下來就會老化。

改善方法：為了脊椎著想，建議女性朋友能避免穿高跟鞋就
避免，如果真的非得要穿，建議鞋跟盡量不要超過5公分，每天
不要穿超過4小時。注意頸部保暖，就能避免損傷。

（中央社）2020 台灣燈會主展區將於 2
月8日在后里花博園區開展，台中市政府農業
局以里山倡議與農村生活為主題，打造 「里
山禾樂燈區」，邀請在地藝術家王銘顯建築
師團隊與日本藝術家新山拓 Taku Shinyama跨
國合作，以台灣中部竹材製作 「觀山入林」
藝術燈組，闡述里山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精神
。

藝術家王銘顯說，觀山之後入林是位於
大肚山下，與中央山脈間的台中，自原民時
代即有的地景互動。高樓林立的今天，居民
仍能在筆直的街道底端遠望青翠山脈，觀山

入林，即是將人與景的互動作為作品隱喻。
王銘顯指出，為讓作品真實自然的呈現

，使用南投山區孟宗竹作為作品結構骨材，
結構上，作品盡量讓兩片山脈之間僅由斜撐
支撐，讓山脈與山脈之間留下空隙，創造出
林道體驗，讓行者仰望一線天光，展示出台
中積極維護自然生態及農業發展的成果。

農業局長蔡精強表示， 「里山禾樂燈區
」位於后里森林區臨近三豐路與大山路口，
以地景藝術視角呼應里山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的精神，展示時間自2月8日至2月23日，屆
時歡迎民眾揪團來台中逛燈會。

台日藝術家跨國合作 2020台灣燈會刻畫里山之美

還沒30歲脖子卻先老！
這6個動作根本自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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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熱招租中!
Now Leasing!
休 斯 顿 高 端 生 活 護 理 和
失 智 照 護 養 老 社 區  
HOUSTON'S PREMIER ASSISTED LIVING
AND MEMORY CARE COMMUNITY

Exclusively Managed By:
Tarantino Properties, Inc. www.pinesatbellaire.com 12420 Bellaire Boulevard • Houston, Texas 77072

火熱招租中
CALL TODAY TO SCHEDULE A TOUR!

346.220.5452
我們是亞洲文化風格社區，為老年人提供
量身定制的家庭生活方式。
We are an Asian Inspired Community That Offers a
Family Focused Lifestyle Tailored to Seniors.

每日社交活動
Daily Social Events

7天24小時照護
24/7 Care

傳統亞洲美食
Traditional Asian Cuisine

度假式生活
Resort Style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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