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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白宮赦免感恩節火雞
川普白宮赦免感恩
據《太陽報》（THE SUN）24 日報導，年度
的白宮感恩節火雞特赦是在白宮玫瑰花園
（Rose Garden）舉行。由於川普一旦離任，將
面對連串法律挑戰，但由於他先前暗示，會利用
在任的最後時間進行一連串特赦，因此引發各界
關切。
接著川普在赦免火雞時說，感恩節對火雞而
言，是十分特殊的日子，而被赦免的火雞非常，
非常幸運。他說，獲得赦免的火雞分別名為 「玉
米」 （Corn）和 「玉米心」 （Cob），是從專為
總統飼養的 20 隻火雞中挑出。
此外，川普說，在今天的儀式後，這些火雞
會在愛荷華州立大學（Iowa State University）經
驗豐富的獸醫照護下頤養天年。他並指出，等牠
們送到當地後，男女老少都能去看看牠們，並多
了解些家禽科學，獸醫學和農業等方面的知識。
他接著祝福 「玉米」 和 「玉米心」 ，將來過
著長壽，愉快並十分值得懷念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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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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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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
我見我聞我思11
11//24
24//2020

醫生精神 犧牲奉獻
美國三大製藥公司輝瑞
、 莫德納及阿斯特捷利康
先後成功地製成了對抗禦新
冠病毒的疫苗，這項天大的
喜訊，再次証明科技界人定
勝天的偉大勝利。
根據衛生官員的陳述
，十二月十日開始，全國各
地會開始對第一缐的醫療人
員及在前缐奮戰的警消人員
首先注射，第二批將繼續對
年長及弱勢族群，一直到明
年三四月將會對全國三億國
民實施免費注射。
已經九個月了，我們都在疫情肆虐之
煎熬中度過， 全球確診者高達四千五百萬
人，超過一百萬人喪生，單在美國就佔了
百分之二十五，這次之傳染病毒，打破了
我們是全球醫療最好國家的神話。
我們欣見川普總統已經正式知難而退
， 總統當選人今天任命了新的國務卿安東
尼布林肯， 準備來重整美國在全球的外交
事務 ，我們也期待在國際架構之下， 繼
續尋求共同之繁榮及和平。
從疫苗之發現 ，再度證實美國在科技
醫療上之領導地位， 我們的女兒元瑜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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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s Spirit, A
Doctor’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Thre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Pfizer, Moderna
and AstraZeneca have produced COVID-19 drugs
to rescue the world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se inventions are a victory of mankind and will
bring much joy to our society.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lex Azar
issued a statement today, saying, “The Moderna
vaccine candidate is now the second vaccine to
show the potential for very high efficacy in the
Phase 3 trial.”
By following the regulatory timeline, December 13th
is the earliest the first round of approved vaccin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could start to be given to
select Americans that includes medical and front
line workers. Later, in March or April of 2021, all
citizens will be able to get the shot free of charge
nationwide.

After nine months of suffering, the whole world has
forty-five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with over one
million deaths. In America, we share more than
twenty-five percent of the world’s total. This is
really sad and a big joke for the rich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e are so glad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has
appointed Antony Blinken as Secretary of State to
start repairing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Our daughter Margaret is a medical doctor who has
been working at St. Luke’s Hospital for many
years. The new vaccine will give her and her
colleagues much deserved peace of mind. We are
very proud of her contribution to the medical
community and her continued service to her clients.

哥倫比亞大學及德州醫學院畢業之後 ，一
直在世界知名的聖路加醫療中心行醫， 我
們對她在疫情時期之安危十分擔憂 ，她常
說： “醫生的責任就是在最危急的時候，
我們更要上前缐救助病患。 ”
今晨醒來，看到更多疫苗的研發成功
，我們也為女兒在醫療前線上能夠得到許
多解脱，我們也為她犧牲奉獻之精神感動
和驕傲。
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发行人 李蔚华
邮件: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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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LEE LEGAL GROUP, PLLC

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專精

歡迎來電預約: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832-632-4639

E-mail: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www.leelegalgroup.com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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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她終於點頭-拜登新政權轉移起步
艾米莉•莫菲（Emily Murphy）終於點頭
允許總統當選人拜登的新政權開始從川普政府
進行轉移。擔任聯邦總務管理局(GSA)局長的
莫菲,她的角色非常重要, 她若不同意,就不會有
過渡的起步！
莫菲在寫給拜登的歷史信函上表示:”總統
選舉實際獲勝者將由憲法規定來決定,考慮到選
舉相關法律進展及選舉結果認證，我決定不再
阻止提供政府過渡資源”,莫菲也強調她的決定
沒有受到任何壓力與影響。
GSA 是一個有 1 萬 2 千職員的機構,掌控聯
邦動產與不動產資源，莫菲是政治任命,她於
2017 年獲川普提名,經國會同意才上任，她必
須對總統和國會負責,她當然知道在川普不承認
敗選情況下做出不阻止政府過渡的下場是什麼
，何況國安部網絡安全局長克雷布斯才因表明
這次大選是史上最安全選舉後,立即被川普開革
，所以莫菲若沒有得到川普授權,她豈敢向拜登
點頭呢！從川普在推特肯定莫菲作為可得到明
證，那也表明川普自知大勢已去, 雖不承認敗

選, 但再多的抗衡也徒勞無益。
政黨輪替後的過度相當重要,國會於 1963
年制定《總統過渡法案》,要求 GSA 在確定總統
選舉獲勝者後立即展開循序漸進交接，在 2000
年時因選舉爭議,直到最高法院做出裁決，戈爾
讓步,確定小布希贏得大選後,GSA 才同意進行
過渡, 由於時間倉促，小布希過渡團隊無法與
前政府充份溝通，也無法接觸相關資源,所以他
上任僅八個月就遭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 911 恐
襲事件, 後來在 911 委員會關於襲擊的報告中指
出，過渡延遲是情報失誤致命傷之一, 911 凸顯
了國家安全和機密情報平穩過渡的重要性。
拜登的過渡團隊需及時瞭解世界範圍內的
潛在威脅或川普正在進行的秘密行動，拜登新
政府必須迅速行動以填補職位合格人員,美國不
能再次推遲過渡，否則等於把國家置於危險中,
過渡悠關國家安全,與政治權謀無關,川普讓步
是明智做法, 莫菲點頭,讓拜登新政權踏出了第
一步！

中日外長東京會談王毅堅稱釣魚台主權屬中方
俄國控美驅逐艦馬侃號闖入領海 警告後驅離
俄羅斯國防部今天表示，俄國軍艦發現美國海軍飛彈驅逐艦馬侃號（USS John S. McCain）在
日本海（Sea of Japan）的俄羅斯領海非法航行，已警告並將其驅離。
路透社報導，俄羅斯表示，俄國驅逐艦維諾葛瑞多夫號（Admiral Vinogradov）警告馬侃號，
並威脅將撞擊馬侃號以迫使其離開領海。
國防部發布聲明指出，馬侃號遭到警告後已迅速返回公海。
此種事件非常罕見，但這也突顯了俄羅斯與美國的外交與軍事關係欠佳，目前兩國的關係仍陷
在冷戰後的最低點。
隸屬俄國太平洋艦隊的維諾葛瑞多夫號持續跟隨馬侃號。莫斯科當局表示，馬侃號在格林威治
標準時間（GMT）24 日 3 時 17 分侵入俄羅斯領海內 2 公里。
俄羅斯指出，此次事件發生在彼得大帝灣（Peter the Great Gulf）。
莫斯科當局表示，馬侃號離開俄羅斯領海後沒有再試圖侵入，但維諾葛瑞多夫號持續觀察它的
動態，俄國並已派遣一艘巡防艦前往該地區。

據共同社報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與來訪
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24 日在東京舉行會
談。在會談中，鑑於中國公務船進入尖閣諸島
（中國稱釣魚島）週邊的日本領海，茂木敏充
要求王毅做出積極應對。但在會後聯合記者會
上，王毅就日中圍繞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
的對立強調中方主權稱，中方的立場是明確的
，我們當然會守護本國主權。
另外，王毅在聯合記者會上，針對日中防
務部門間的相互通報機制 「海空聯絡機制」 透
露，就年內開設緊急時連接幹部的熱線達成了
一致。
24 日會談伊始，雙方就加強新冠疫情對策
合作達成了一致。茂木敏充並透露，雙方同意
11 月內恢復日中之間的商務相關人士往來。
這是菅義偉新內閣組建之後，中國政府高
官首次到訪日本。在會談中，日方計劃就廣泛
議題與王毅交換意見，其中包括新冠病毒應對
措施、重啟日中商務人員等的往來、美國總統
大選後的國際局勢等。

在此之上，日方還將與王毅確認為構建穩
固的日中關係，持續進行首腦互訪以及高層對
話的重要性。
共同社還報導，日本政府為了在中國湖北
省武漢市開設駐外公館，已全面進行籌備。日
中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稱，力爭在今後 2 年以內
實現開設。由於日本曾經從全球首個新冠疫情
蔓延地武漢實施了撤僑等，開設勢頭高漲。
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當地日企相關人士構
成的武漢日本商工會今年夏季向北京的日本駐
華大使館提出要求開設總領事館。武漢市有關
部門也開始就具體地點展開了討論。這將是中
國本土的第 6 個日本總領事館。
此前也討論過在武漢設置總領事館。由於
新冠疫情蔓延，北京的大使館館員為撤僑赴當
地負責應對。也考慮到這一因素，日本政府將
武漢視作了應該優先設置駐外公館的地點。
今後，日本政府將在當地設點，完善總領
事館機制。美國和韓國在武漢設有總領事館。

PPO計劃

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休斯頓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

達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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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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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

電話: (832)500-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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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命令
讓丹麥人對政府信任度急劇下降
綜合報導 丹麥首相梅特·
弗雷澤裏克森當地時間周三
面臨反對派要求其辭職的呼
聲。此前，農業大臣因政府
非法下令撲殺養殖水貂而辭
職。
報道稱，本月早些時候
，丹麥政府下令撲殺數以百
萬計的水貂以遏制新冠病毒
的傳播，但後來承認這項命
令沒有法律依據。丹麥政府
因此面臨疫情暴發以來最嚴
重的危機。
報道還稱，食品與農業大

加美邊境限令延長至 12 月下旬

加各地收緊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加拿大聯邦政府高級官員 11 月 19 日證實，加美兩國之間
的邊境通行限制令將再延長壹個月至 12 月下旬。
加拿大公共安全和應急準備部部長比爾· 布萊爾通過網絡社交平臺
表示，加美之間對“非必要旅行”的禁令將延長至 12 月 21 日。這是兩
國間“有限封關”令第八度延長。
加美之間擁有世界上最長的、近 9000 公裏的陸地邊界線。但因應新
冠疫情，兩國之間從 3 月 21 日開始禁止出於旅遊和休閑目的的“非必要
跨境旅行”，貿易往來則不受影響。
加拿大各地目前正面對來勢洶洶的第二波疫情。加總理特魯多 19 日
晚通過社交賬號表示，他和各反對黨領袖當日稍晚時共同向加首席公共
衛生官、衛生部長等了解了當前疫情數據，“情況很嚴重”。他說，各
級和各地政府須繼續攜手努力，保障民眾安全。
在累計病例數居全國第壹的魁北克省，省長勒戈 19 日對民眾提出壹
項“君子協定”，該省政府願意在聖誕節 4 天小長假取消對室內聚會的
禁令，條件是民眾在聖誕前後各壹周進行自我隔離。
加拿大西部太平洋沿岸省份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首席衛生官敦促民
眾在未來兩個半星期內避免參加各類社交聚會，並盡可能避免旅行。該
省的宗教場所已被要求在 12 月 7 日之前不得提供現場服務。
加拿大中部省份曼尼托巴省宣布，禁止實體商店銷售“非必需類”
商品，同時原則上禁止民眾串門。該省的每日人均病例數目前在加拿大
全國位居第壹。薩斯喀徹溫省的新規強制要求人們在所有室內公共場所
內佩戴口罩，同時暫停對養老院等長期護理機構的探視。
截至 11 月 19 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病例 315751 例，較前壹日新增
4642 例；康復 252293 例，死亡 11265 例，仍有活躍病例 52193 例。

稱病毒變異可能影響未來疫苗
的有效性。
丹麥當局周三稱，所有已
知感染了新冠病毒的養殖場的
水貂都已被撲殺，但還有 25 家
養殖場仍被懷疑受到了感染。
據報道，有人呼籲對政府
的行為展開獨立調查，以確定
弗雷澤裏克森的政府是否知法
犯法。
根據奧胡斯大學的壹項研
究，在政府下達撲殺水貂的命
令後，丹麥人對政府的信任度
急劇下降。

初冬“聽獅吼”：

11 月中旬，獅子座流星雨又要來了
綜合報導 20 多年前，獅子座流星雨
曾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掀起了
壹股天文熱。如今，又到了初冬“雄獅
吼”的時刻，今年的獅子座流星雨是否
會出現暴發？觀測條件又如何？如何科
學觀測才能欣賞這場流星的盛宴？
顧名思義，獅子座流星雨的輻射點
位於春夜星空的代表星座——獅子座天
區內。每年 11 月中旬它迎來極大時，輻
射點會在接近午夜時分升起，因此觀測
獅子座流星雨要等到後半夜才能開始。
在通常年份，獅子座流星雨的流量
都不算太大，即使是最理想的情況下，
每小時妳能看到的流星數也只有 10 顆左
右。但歷史上大約每隔 33 年，這個流星
雨就會出現壹定規模的暴發。據悉，
1833 年 11 月美國曾有每小時 3.5 萬顆的
觀測記錄。因此獅子座流星雨也被冠以
“流星雨之王”的稱號，“雄獅的怒吼”
也是對曾經的暴發最貼切的描述。
其實獅子座流星雨 33 年左右的暴發

周期和母彗星 55P/Tempel-Tuttle 的回歸周
期有關。正是這顆彗星活動時拋出的物
質為我們帶來了壯觀的流星雨。在母彗
星上次回歸的 1998 年，獅子座流星雨的
極大流量曾達到了每小時 400 顆以上，
也就是所謂的“流星暴雨”級別。隨後
的 2001 年，獅子座流星雨再次活躍，而
且有很多明亮的火流星出現。
如果把母彗星的回歸周期和獅子座
流星雨的活躍程度聯系起來，近十幾年
我們可能很難再觀測到它的暴發了。但
如果恰巧地球經過此前彗星回歸留下的
塵埃團中心區域時，獅子座流星雨的流
量還是有可能出現小幅度增加。根據目
前的預報，今年的極大將出現在北京時
間 11 月 17 日 19 時，不會有明顯的暴發出
現，每小時的流量也就是10到20顆左右。
對於我國的觀測者來說，11 月 17 日和 18
日兩天的午夜至黎明時段都可以嘗試觀測
。獅子座流星雨經常有壹些小規模的極大
出現，運氣好的話也能看到不少火流星。

速度很快是獅子座流星雨群內流星
的明顯特點。流星體會以每秒70千米的速
度進入大氣層，我們看到的“視速度”也
會很快，可謂轉瞬即逝，相信會給觀賞獅
子座流星雨的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觀測流星雨時，遠離光汙染很重要。
壹方面我們要盡量避開城市的光汙染；
另外，如果沒有月光的影響那就再好不
過了。今年獅子座流星雨的壹大觀測利
好就是沒有月光的影響。11 月 17 日和 18
日兩天是農歷十月初三、初四，日落後
蛾眉月很快就會落下，不會幹擾後半夜
的觀測。但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國
大部分地區 11 月中旬後半夜的氣溫很低
，尤其是遠離城鎮的山區已經非常寒冷
，觀測流星雨壹定要註意安全和保暖。
說到這裏，大家對今年的獅子座流
星雨已經有了壹個大概的了解。觀賞流
星雨要保持壹顆平常心，即便幾分鐘都
沒有等到壹顆流星出現，漫天的繁星同
樣也會讓妳身心愉悅，忘掉很多煩惱。

以色列觀光出奇招
“聖誕老人”漂浮死海傳遞快樂
綜合報導 為推介當地的旅遊產
業，以色列旅遊部推出了壹項旅遊宣
傳活動。在聖誕節到來前，壹名身著
聖誕老人服飾的男子受邀在死海上拍
照，使全球各地因疫情無法前來的
人，感受到壹些不壹樣的快樂。
報道稱，這名聖誕老人扮演者，
劃船來到離死海海岸數百碼的鹽層，
並將壹棵裝飾好的聖誕樹立在鹽層上
，然後自己愜意的在死海上漂浮，並
擺出各種姿勢讓攝像機拍照。
不過，由於聖誕樹無法在鹹水
中存活，當“聖誕老人”回到岸邊
時，必須帶回這棵樹。
據報道，邀請“聖誕老人”在
死海上漂浮，是以色列旅遊部發起
的壹項旅遊宣傳活動的壹部分。受
疫情影響，全球很多人都無法來到
死海，以色列希望這壹活動能使人
們提前感受到節日的快樂。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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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美國聯邦航空局(FAA)18 日批準波音 737MAX 客機復航，
意味著為期近兩年的禁飛令被取消。對此，兩起 737MAX 空難的受害者
家屬稱，他們對此感到失望和悲傷，並稱此舉為時過早。
在 2018 年 10 月和 2019 年 3 月，印度尼西亞和埃塞俄比亞兩架波音
737MAX 飛機接連發生墜機事故，共導致 346 人喪生。在發生兩起空難
後，波音 737MAX 遭全球禁飛。
2020 年 11 月 18 日，美國聯邦航空局發表聲明說，在經過 20 個月
“全面而系統”評估後，FAA 批準波音 737MAX 機型恢復飛行。
對此，埃塞俄比亞航空墜機事件遇難者家屬在壹份聲明中說，對於
美國聯邦航空局的復飛決定，他們感到“非常失望和又壹次悲傷”。
報道稱，在印尼獅航空難中失去姐姐和姐夫的遇難者家屬阿裏斯·
蘇吉諾(Aris Sugiono)稱，“美國當局不應該如此迅速地解除禁飛令……
他們必須考慮受害者家屬的感受。”
“這為時過早，不僅僅是印尼獅航，還有埃塞俄比亞航空的受害者
家屬，他們還沒有 100%從事件中恢復。”空難受害者家屬安頓· 薩哈迪
(Anton Sahadi)也說。
報道指出，許多家屬表示，飛機復飛的速度要快於波音提供空難補
償的速度。在空難中失去兒子的拉蒂夫· 努爾巴納(Latief Nurban)稱，波
音社區投資基金(BCIF)的賠償金至今仍未支付。
根據波音社區投資基金網站資料，向受空難影響的社區提供的慈善
支持資金將於 2021 年 1 月 15 日前分配完成。

根斯· 延森不應為首相辦公室作
出的決定承擔全部責任。所以
，梅特· 弗雷澤裏克森必須承擔
責任。”
報道稱，兩周前，丹麥當
局動用軍隊和警察幫助 1100 個
水貂養殖戶撲殺了 1700 萬只水
貂。養殖戶說，此舉將徹底毀
了他們的生意。
在丹麥政府作出這壹重大
決定之前，衛生部門稱，由於
養殖場大規模暴發疫情，水貂
產業對公眾健康構成威脅。病
毒變異使形勢更加嚴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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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737MAX 被批準復航
空難遇難者家屬：為時尚早

臣摩根斯· 延森當地時間周三辭
職。他在推特上寫道：“我意
識到，議會各黨派沒有給予我
必要的支持。”
現在，弗雷澤裏克森也
面臨反對派要求她下臺的呼
聲。
自由黨領袖雅各布· 埃
勒曼-延森說：“我希望首
相也這樣做。我希望首相承
認，當她犯錯時，那是她的
責任。”
人民黨領袖克裏斯蒂安· 圖
勒森· 達爾在推特上寫道：“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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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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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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總務署認可拜登勝選後五角大廈宣布立即協助權力交接
美國聯邦總務署（GSA）署長莫菲（Emily Murphy）23 日發布信函正式通知拜登團隊
，他們可以正式展開權力轉移的工作。這是美
國大選過後，聯邦政府部門首次承認川普總統
落選的事實。在總務署做出宣布的幾個小時後
，五角大廈 23 日深夜發表聲明，宣布立即採取
行動，實施權力交接計劃。
五角大廈發布的聲明指出， 「我部已經收
到通知，聯邦總務署署長已經按照總統權力移
交法，向拜登和賀錦麗的競選總部提供了特定
資源和服務。」 聲明說，拜登-賀錦麗團隊及
其指定的國防部評估團隊的負責人當晚已經與
五角大廈官員們接觸，基於總務署署長當天的
決定，並依據相關法律、國防部的既定政策以
及白宮與拜登-賀錦麗團隊之間的備忘錄，國
防部將立即實施交接計劃。
聲明說，國防部權力交接行動小組將安排
和協調國防部與拜登-賀錦麗團隊的所有接觸

。聲明最後說： 「美國國防部準備好以專業、
有序和高效的方式提供大選後政府交接相關的
服務和支持，以符合公眾對國防部以及對我們
致力於國家安全的期待。」
本月 9 日，川普才在推特發文開除國防部
長艾斯培，並宣布由 55 歲的國家反恐中心主任
米 勒 （Christopher Miller） 代 理 防 長 。 CNN
曾指出，川普電閃撤換防長這麼重要的職位，
令人擔心從現在開始到明年 1 月 20 日，有可能
是美國現代史上最瘋狂的 72 天。
目前拜登正加緊內閣人事布局，新國防部
長人選何時將公布備受關注。歐巴馬時代的國
防部政策次長傅洛依（Michele Flournoy）是
防長大熱門，她曾與新國務卿人選布林肯一同
創辦戰略諮詢公司 WestExec Advisors，若她
獲得提名並經參議院通過任命，將成為美國史
上首位女防長。

拜登點兵 前國務卿凱瑞出任氣候變遷特使

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任命歐巴馬政府前國
務卿凱瑞（John Kerry）出任氣候變遷特使，
凸顯對此一議題的重視程度。按照計畫，拜登
政府將在明年 2 月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屆
時美國必須提出比歐巴馬時代更積極的氣候目
標，及降低國內能源業排碳量的具體計畫。
凱瑞在歐巴馬政府時期負責巴黎氣候協定
的談判，拜登團隊希望借重他與外國領袖熟識
，在未來數月推動全球氣候磋商。拜登政府有
意主辦一場氣候峰會，並且將在七國集團、二

拜登屬意葉倫出任財長將肩負擺脫疫情影響重任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前主席葉倫，
符合總統當選人拜登尋找的財政部長人選所有要
求，像是不會驚嚇華爾街、不會疏遠進步派人士
、也不會忘記普通民眾的困境。
知情人士今天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證實，拜登（Joe Biden）將選擇葉倫（Janet
Yellen）出掌財政部，有望成為財政部成立 231
年來首位女性部長。
隨著經濟復甦力道減弱，拜登 1 月將接手的
巨大危機和脆弱經濟，放大了財政部長人選的重
要性。這位財政部長將負責帶領美國經濟擺脫疫
情影響，並縮小驚人的貧富差距。
葉倫對於成為鎂光燈的注目焦點和扮演開創
性角色並不陌生。她在 2014 到 2018 年擔任聯準
會主席期間，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性。
葉倫將吸引廣大支持，且不用經過在職訓練
，就準備好在危機中全力以赴投入工作，讓她在
十國集團與聯合國等論壇討論減排措施。
領先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由於巴黎氣候協定屬於行政協定，因此拜
額外的好處還有，葉倫可能會受到投資人歡
登明年 1 月上任後無須參議院表決就能直接向
聯合國請求重新加入，若一切順利將能在 30
天後正式生效，屆時美國將面臨新的課題。
康乃爾大學氣候科學家馬荷沃德（Natalie
Mahowald）表示： 「既然美國是全球數一數
二的大型經濟體，又是造成氣候變遷的主要國
家，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定是非常重大的決定
。」

迎，因為她已經是知名人物，在她領導聯準會期
間市場蓬勃發展。
AGF Investments 首席美國政策策略師瓦里
耶（Greg Valliere）說： 「葉倫極為出色，一貫
沉著冷靜。從金融市場到普通民眾，她似乎在各
個派別都很受歡迎。」
在擔任聯準會主席期間，葉倫忽視要求她迅
速升息的通膨鷹派人士。反之，她耐心地等待升
息，讓經濟有更多時間從大衰退中復原過來，並
促進就業。
在利率為零的情況下，聯準會如今在進一步
提振經濟和解決不平等問題上的力量有限。但在
財政部中，葉倫可以在這是唯一可行辦法時，領
導財政政策。
RSM US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布 魯 蘇 拉 斯 （Joe
Brusuelas）說： 「葉倫領導的財政部將利用美
國的財政火力恢復充分就業，葉倫將是一個很好
的人選。」

布林肯將任美國國務卿 印媒：對中國大陸不利
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提名布林肯（Antony Blinken）出任國
務卿，印度媒體今天分析，這項任命對印度有利，但對印度的潛
在敵人中國和巴基斯坦不利。
在美國總統川普政府準備展開交接之際，拜登（Joe Biden
）23 日宣布多項外交、國家安全人事任命，包含提名布林肯出
任國務卿。
印度對拜登的人事任命相當關注，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Mint、Zee News 等媒體撰文分析，指這項任命
對中國和巴基斯坦不利，對印度有利。
印度斯坦時報和 Zee News 表示，布林肯在總統大選期間一
次印度裔美國人社群競選活動中提到， 「我們面臨一個共同的挑
戰」 ，要應付日益自信的中國，包括在中印實際控制線上 「對印
度的侵略」 ，及利用自身經濟實力脅迫他國取得利益。
布林肯說，拜登就任後，大家會看到美國民主將更新，與印
度等親密夥伴合作，維護民主價值觀，以實力與中國打交道；印
度則成為此一努力的關鍵夥伴。
Mint 的文章表示，布林肯 7 月接受彭博電視（Bloomberg
Television）訪問時曾批評川普政府退出多個國際組織和多邊貿
易談判等政策，已幫助中國推進關鍵戰略目標，因此美國首先必
須從川普的戰略赤字中脫身；且與中國 「完全脫鉤」 是錯誤的，
因為這 「不切實際且會適得其反」 ，但布林肯對中國並非鴿派。

這篇文章指出，布林肯
曾公開表示，將透過暴露中
國干預台灣的舉措來保衛台
灣的民主；布林肯說，在亞
洲必須捍衛民主價值，不能
給鎮壓香港民主與侵害維吾
爾人人權的北京政府一種
「犯罪卻不受懲罰」 的感覺
。
布林肯說，美國的退出
讓中國填補（權力）空缺，
中國可為了維護在國際機構中的領導地位而犧牲美國利益；因此
，布林肯在有關外交政策的出版物上發表的幾篇文章都提到，要
推翻川普 「美國優先」 政策，讓美國恢復川普政府否決的全球協
定，與好戰的中國打交道。
對印度控訴巴基斯坦不斷對印度進行跨境恐怖主義，印度斯
坦時報和 Zee News 都表示，布林肯重申美國對致力於打擊恐怖
主義的承諾，強調對 「南亞或其他國家與地區的跨境恐怖主義沒
有寬容」 ，將共同努力強化印度國防，增加印度成為反恐夥伴的
能力。
至於美印關係，印度媒體認為，布林肯是印度的老友。

Mint 表 示 ， 布 林 肯 7 月 在 美 國 智 庫 「 哈 德 遜 研 究 所 」
（Hudson Institute）一場論壇中說，加深與印度的關係是非常
優先的事務，因為這對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未來很重要，對 「應對
全球性挑戰中的某些挑戰」 更是至關重要。
他還說，美國與印度的關係是兩黨 「成功案例」 ，可追溯到
前總統柯林頓、小布希和歐巴馬政府；且歐巴馬-拜登政府在一
系列強化美印關係的措施中取得具體進展，包括讓印度成為美國
的 「主要國防夥伴」 。如果沒有印度，美國將無法解決共同的全
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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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科企冀助港大數據防疫
832貧縣摘帽 脫貧攻堅完成
星期四

2020年11月26日

Thursday, November 26, 2020

曾為京滬等地建模精準防控 料兩天可完成港平台
國務院扶貧辦：積極探索建立解決相對貧困長效機制

■小朋友在 2020 年世界互聯網大會“互聯網之
光”博覽會的中國聯通展台體驗智慧教育的應用。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浙江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2020年
中國人工智能專利申請數量首次超越美國，
成為世界第一。11月23日，“世界互聯網
大會．互聯網發展論壇”在浙江烏鎮發布
《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 2020》和《中國互
聯網發展報告 2020》藍皮書，美國和中國
的互聯網發展領先其他國家。
《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2020》指出，
從過去一年全球互聯網發展的總體態勢來
看，美國和中國的互聯網發展領先其他國
家，歐洲各國的互聯網實力強勁且較為均
衡，拉丁美洲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互
聯網發展進步顯著，其中，美國、中國、
德國、英國、新加坡分列綜合排名前五。

中國 專利申請量首超美成世界第一

鎮報道）“世界互聯網大會．互聯網發
展論壇”23 日在浙江烏鎮開幕。在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貴州省 23 日宣布該
追蹤新冠疑似病例、控制疫情蔓延中屢
省最後 9 個深度貧困縣退出貧困縣序列，這不僅標誌着貴州省 66 個
屢發揮重要作用的數字技術受到高度關
貧困縣實現整體脫貧，也標誌着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的全國 832 個貧
注。面對香港第四波疫情來勢洶洶，曾

AI

困縣全部脫貧摘帽，全國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已經完成。關於任務完
成功為疫情“北京保衛戰”提供數字技
成後的工作，國務院扶貧辦提出，將設立過渡期，並建立防止返貧
術保障的奇安信公司技術團隊人員告訴

監測和幫扶機制。同時，要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
香港文匯報記者，如果能赴香港支援，
接，從攻堅期的超常規舉措向常態幫扶轉變，積極探索建立解決相
他們
有把握在一兩天的時間裏實現建
對貧困的長效機制。
模，幫助香港利用數字技術追蹤疑似病

例控制疫情蔓延。
尋從武漢武昌到西寧，從西寧到拉薩的
貴州省扶貧開放領導小組辦公室 2019 年底的 551 萬人，貧困發生率從
“急
次、Z265 次同車廂旅客”、“新加
據Z264
主任李建介紹，該省9個貧困縣脫
10.2%降至 0.6%。今年初，國務院扶貧

“健康碼”
助力疫情防控

從《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0》中可
以看到，中國人工智能專利申請數量首次
坡至上海航班發現確診患者，急尋同行旅客”……
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信息惠民數字
貧摘帽達到中國國家貧困縣退出標準， 開發領導小組對 2019 年底未摘帽的 52
疫情期間，打開搜索引擎輸入關鍵詞“急尋”，可
化智能化不斷提升，網絡扶貧成效顯著，
符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退出質量 個貧困縣實施掛牌督戰。截至23日，這
以看到不少尋找確診患者同行人的相關內容。事實
“健康碼”“通信大數據行程卡”等政務
經得起檢驗，退出結果社會和民眾認 52個縣全部脫貧摘帽。
■11月23日，貴州省人民政府宣布，貴州全省66個貧困縣已全部摘帽退出。圖為9月11日，貴州省紫雲自治縣易地扶貧搬
上，疫情防控的戰場，不僅僅在醫療一線，也在互
服務能力助力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貢獻。
可，呈現出“脫貧民眾收入有保障”
遷安置點松山街道城南社區，繡娘在扶貧就業作坊繡製苗產品。
中新社
脫貧標準：收入“兩不愁”
“三保障”
聯網裏，需通過大數據精準追蹤易感人群的流動信
中國不斷加快網絡基礎設施建設，
“貧困民眾‘兩不愁’‘三保障’全面
息，盡量避免二代甚至三代傳播。
5G 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實現”“脫貧摘帽得到社會普遍認可”
那麼達到什麼樣的標準才算脫貧？
發展迅速。網絡信息技術自主可控技術能
的特點。
對此，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
■奇安信的工作人員介紹
奇安信的工作人員介紹“
“疫情態勢圖
疫情態勢圖”。
”。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有助快速準確找到密切接觸者
主任劉永富曾表示，中國的脫貧標準是
力逐步增強，5G、操作系統等技術取得
貴州最後9縣脫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國民政部副
撈針”，“而大數據分析建模，就是將大海撈針
年齡、性別、戶籍、區域、小區分布，也可以隨
一個綜合性的標準，用老百姓的話說就
“大年三十我們團隊就接到了任務，希望利
突破。同時，中國網絡內容繁榮發展，網
部長唐承沛在 23 日舉行的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截至目
截至目前，上述 9 個貧困縣受訪建 是“一二三”。“一”就是一個收入，
變成按圖索驥，快速、準確找到確診病人的密切
時掌握患者去過的重點區域、傳染場所、傳染源
用數據技術分析北京的疫情擴散情況，為精準防控
絡直播等新業態爆炸式增長，滿足疫情期
前，全國共有 2,004等情況，方便指揮部採取相應的防控措施。同
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納入低保或特困人
檔 立 卡 脫 貧 戶 人 均 純 收 入 平 均 為 是基本標準，但不是唯一標準，還有
接觸者。”
提供數據支撐。”在“互聯網之光”博覽會的奇安
間網民生活需求。截至 2020 年 6 月，網絡
員救助供養範圍，其中老年人、未成年人、重病患者、重
11,487.39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 ） ， 比 “兩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以及
時，指揮部可以根據疫情傳染趨勢分析，隨時掌
信展位前，工作人員孫勇回憶起團隊為北京趕製大
直播用戶規模達5.62億。
曾五天做完京疫情監測模型
度殘疾人佔
67%。兩年來，新增困難群眾救助補助資金
2020
年脫貧標準高
7,487.39
元，比貴州
“三保障”——義務教育有保障、基本
握到易感人群、疫情傳染變化趨勢等情況，隨時
數據分析建模的故事，“接到任務短短 5 小時後，
在 2020 年中國互聯網發展指數綜合
158.2
億元（人民幣，下同），已全部安排到“三區三州”
9,925.38 元高 醫療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
孫勇在現場展示了奇安信團
隊的
建 模 成 調整防控重點。”
一支全省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
51 人的志願者團隊就成立了，奇安信副總
排名中，浙江進入全國綜合排名前五位。
等深度貧困地區。另外，全國農村低保平均標準為每人每
1,562.01元。
針對目前貧困人口的收入問題，國
果——北京新冠肺炎疫情實時態勢大屏。“我們
據了解，疫情以來，以天工作為數據建模分
裁、大數據與態勢感知公司總裁李虎博士擔任總指
綜合排名前 10 位分別是北京、廣東、上
年 5,842 元。
務院扶貧辦副主任歐青平日前表示，從
在五天時間裏，依託天工大數據智能建模平台，
析的重要支撐平台，奇安信已經為北京，上海，湖
揮，打響了‘北京保衛戰’。”
海、江蘇、浙江、山東、四川、福建、天
貧困發生率降至0.6%
據唐承沛介紹，2017
年底以來，全國所有縣（市、區）
上半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情況看，貧困
搭建起 20 多個數據分析模型，然後用可視化的技
南、甘肅、內蒙古等地的抗疫指揮部提供了關鍵的
“病人確診後，對於疫情防控而言最關鍵的
津、重慶。
農村低保標準持續達到或超過國家扶貧標準，貧困人口納入
據悉，國務院扶貧辦於 2014 年底 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幅度高
術將上億條數據繪製出來，把上億條海量數據變
疫情數據分析支撐。“我們知道目前香港第四波疫
就是要盡快找到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切斷病
自 2017 年起，大會藍皮書連續四年
低保或者是特困人員救助供養以後，能夠實現“吃不愁、穿
公布全國 832 個貧困縣名單，涉及 22 個 於全國平均水平。“目前所有貧困人口
成了一份包含了 20 多個維度的、一目了然的信息
情來勢洶洶，如果能赴香港支援，我們有把握在一
毒傳播路徑。而最難找的密切接觸者，就是與確
向全球發布，是世界互聯網大會的一項重
不愁”。兒童督導員和兒童主任實現全覆蓋，更多貧困兒童
省區市。其中，貧困縣覆蓋率最高的是 的收入水平都超過了脫貧標準。我們完
動態圖。通過這張‘疫情態勢圖’，相關部門可
兩天的時間裏實現建模，畢竟這套技術已經很成熟
診病人並不認識的那群人，這是一件看起來簡單
要理論和實踐研究成果，也是國際互聯網
■10 月 22 日，貴州從江縣一個社區為實現脫貧，進行手工
享受到了關愛。“正是因為有了兜底保障等制度，才能做到
西藏，全區74個縣都是貧困縣。當時， 全能實現‘一超過（即指家庭當年人均
以了解到本地疫情的總體情況，包括確診人員的
了，到香港只需要調整數據即可。”
但實際上極難的事情。”孫勇將其形容為“大海
研究領域的一項特色品牌。中新社
刺繡培訓。
解決絕對貧困不落一人、不留‘鍋底’。”國務院扶貧辦政
全國貧困縣的面積總和佔中國國土面積 純收入穩定超過國家扶貧標準）’‘兩
策法規司司長陳洪波說。
缺，各地共摸排 361 萬人，新納入兜底保障範圍的超過 100
一半，全國大約每三個縣中就有一個貧 不愁’‘三保障’的脫貧目標。”
另據陳洪波介紹，今年是脫貧攻堅收官之年，為了防止 萬人。通過多種舉措，努力做到不漏一戶、不落一人。
困縣，完全沒有貧困縣的省份只有 9
對於脫貧之後的問題，劉永富曾表
出現盲區和死角，在正常按季度比對之外，國務院扶貧辦又
“從目前情況看，符合條件的貧困人口都納入了低保或
個。
示，將由解決絕對貧困轉向緩解相對貧
將2019年底未脫困人口、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戶和無勞動能 特困救助的政策範圍，納入低保和特困政策體系特殊貧困群
自 2016 年起，貧困縣逐漸脫貧， 困，要降低發展差距，防止兩極分化，
力但未納入低保或特困的貧困家庭，再作一次更加精細的比 體都達到了脫貧收入標準，能夠如期實現脫貧。”陳洪波
退出數量在2019年達到峰值。貧困人口 實現共同富裕，扶貧工作還會繼續做下
對，督促指導各地加強監測、摸底和排查，進一步查漏補 說。
數量也從 2012 年底的 9,899 萬人減至 去。

農村低保年均標準每人 5842 元

G20峰會取得五方面經貿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二十國集
團（G20）領導人第 15 次峰會日前舉行。中
國商務部國際司副司長陳超 23 日稱，本次峰
會在經貿領域取得五方面重要成果。
陳超當天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此次峰
會批准了《G20 應對新冠肺炎、支持全球貿
易投資集體行動》，在加強政策協調、提高
貿易便利、促進國際投資、暢通物流網絡等8
個領域採取38項具體合作舉措。
此外，峰會還達成了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的重要共識，形成《關於世貿組織未來的利
雅得倡議》，重申世貿組織目標和原則，推
進世貿組織必要改革；承諾保持市場開放，
確保公平競爭，營造自由、公平、包容、非
歧視、透明、可預期、穩定的貿易投資環
境；提高全球供應鏈可持續性和韌性；制定
政策指南，鼓勵中小微企業積極參與國際貿
易投資，促進經濟包容增長。
陳超說，中方願同 G20 所有成員一道，
深入落實本次峰會經貿成果共識，繼續堅定

■陳超說，中方願同 G20 所有成員一道，繼
續堅定支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圖為新西
蘭乳業公司在第三屆進博會直播帶貨。
資料圖片
支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和
單邊主義，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順
暢，幫助支持發展中國家，推動世界經濟實
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復甦。

央廣電：登高望遠天地闊
香港文匯報訊 一周之內，三場重大多邊外交活
動，23 項重要倡議、主張和舉措……在世紀疫情和百
年變局交織的關鍵時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準確把
握時代之變，再次貢獻“中國方案”，為全球擺脫當
前危機提供思路，為重塑後疫情時代的世界指明方
向。中央廣電總台 23 日發表國際銳評文章指出，國家
主席習近平所提主張建議既立足當下，又着眼長遠，
順應時代潮流，維護公平正義，反映國際共識，體現
出一位大國領導人對百年變局的深刻洞察、戰略抉擇
的高瞻遠矚以及對人類前途命運的責任擔當，贏得國
際社會廣泛讚賞。
文章指出，面對疫情暴露出的全球治理短板，習近
平就後疫情時代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提出一系列高
屋建瓴主張，展現出對多邊主義與自由貿易的堅定支
持。從強調金磚國家要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
系、反對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推動構建更加平等
均衡的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到全面闡述構建亞太命運共
同體的深刻內涵，再到強調二十國集團應在後疫情時代
發揮更大引領作用，習主席的一系列主張倡議，不僅為
三個重要治理平台指明了在百年變局中的歷史方位，也
為構建後疫情時代國際秩序提供了重要指引。

文章續指，疫情之下，全球經濟治理進入關鍵轉折
期。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習主席對此進行了全面論
述。從進一步強調“四個堅持”，到堅定維護多邊貿易
體制，再到更加重視數字領域治理，這一系列主張既與
習近平的全球經濟治理觀一脈相承，又根據形勢發展與
時俱進，無疑會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
方向前進。
文章進一步指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正
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國際社會都很關注：這究竟會
給中國、給世界帶來什麼？通過三場峰會，習近平主席
深入闡釋了中國為什麼要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構建什麼
樣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對世界意味着什麼等重大
問題，鮮明宣示：中國絕不會走歷史回頭路，不會謀求
“脫鈎”或是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撥開迷霧，登
高望遠。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改變，世界多極化
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也不可能逆轉。各國將更清晰
地看到，“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
文章最後指出，風高浪急之時，習近平主席在三場
重要多邊會議上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張，猶如定海神
針，給世界以信心，給民眾以希望，無疑對當前及未來
一個時期的全球治理起到重要引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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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本报记者 王锦涛

诗意之城的历史跫音

天水市博物馆

大地湾一期宽带纹三足彩陶钵

“萧萧古塞冷，漠漠秋云低。”“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
循着杜甫的 《秦州杂诗》，漫步在甘肃天水，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
来。
天水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古称邽、上邽、成纪、秦州，有
着 8000 多年文明史、3000 多年文字记载史和 2700 多年建城史。从
大地湾彩陶的绚丽，到大秦帝国的崛起，从丝路商贸的繁荣，到
佛教文化的东渐……藏身于城中古刹伏羲庙的天水市博物馆，将
天水的历史娓娓道来。

羲皇故里 文明悠远
天水是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故里，天水伏羲庙始建于明成化年
间，是一座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祭祀伏羲氏的宗庙建筑群。庙
内四院相套，牌楼挺立，宏阔幽深，古柏苍郁。据说伏羲庙刚建
成时，依照伏羲六十四卦栽植了 64 棵柏树，如今尚存几十棵。
天水市博物馆建立于 1979 年，1986 年由天水城隍庙迁至伏羲
庙，形成“馆庙合一”的格局。博物馆基本陈列以“文化天水”
为主线，包括序厅和 7 个常设展厅。序厅名为“走进天水”，通过
文化浮雕墙、沙盘、多媒体等方式，简明展示了天水伏羲文化、
大地湾文化、早期秦文化、三国古战场文化和佛教石窟文化。
“大地湾遗址位于天水市秦安县五营镇邵店村，是一处规模较
大、保存较好、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跨度为距今约

天水伏羲庙

7800 年-4800 年。”天水市博物馆馆长李宁民说。1958 年，一个农
民在邵店村清水河东岸台地犁地时，发现了一只色彩斑斓、造型
奇异的陶罐。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大地湾遗址进入考古学者的
视野。“大地湾既有房址，又有墓葬，出土了国内年代最早的一批
彩绘陶器和炭化的粮食标本。我馆收藏的宽带纹三足彩陶钵，就
是大地湾一期陶器，距今约 7800 年。”
展厅里，一件造型特别的陶瓶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这叫红陶
葫芦口尖底瓶，是 7000 年前先民们使用的汲水器。”李宁民介绍，
这种陶瓶的瓶底尖，容易入水，入水后又因浮力和重心下移，自
动横起灌水。同时，由于口小，搬运时水不易溢出。小口尖底瓶
是仰韶文化最典型的器物之一，体现了先民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超
的制陶工艺。

秦人故园 吉金留史
天水是秦人和秦文化的发祥地。秦人曾“在西戎，保西垂”，
东进北伐，封侯建国，最终完成一统天下大业。公元前 688 年，秦
人在天水设立邽县，这是史书记载的中国第一个建制县。天水地
区先后出土了大量铸造工艺精湛的春秋战国至秦代的青铜器，其
中最重要的当属秦公簋。
秦公簋是春秋时代的器物，由簋身和盖两部分组成。盖缘及
器口下饰勾连形蟠螭纹，腹部饰瓦纹。双耳有兽首装饰，圈足饰
波带纹。器盖和器内分别铸有 50 余字铭文，记述了秦人先祖的历
史，勉励子孙后代继承前辈事业，永保四方土地。器盖还有秦汉
时期后刻的铭文，记录了此簋在秦汉时为西县官物，曾被当作容
器使用。
“秦公簋原件藏于国家博物馆，我们馆的这一件是由国家博物
馆 1986 年复制的。”李宁民说，秦公簋上的铭文为研究秦国历史和
社会状况，尤其是秦人在天水一带的创业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天水在秦文化的形成、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发生过庄公伐
戎、襄公建国等秦国早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天水市博物馆藏有春
秋时期的环带纹铜鼎、瓦纹铜匜等秦文化器物。“铜匜是先秦礼仪
活动中洗手用的器具，形制类似于瓢。这件瓦纹铜匜 1993 年出土
于天水市秦州区，器形规整，纹饰简洁，具有春秋时期秦文化典
型特征。”李宁民说。
汉武帝时期，张骞从长安出发，翻越关山，出使西域。丝绸
之路的开通，让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愈加频繁。天水作为进出长
安、连接河西走廊和西域的重要关隘，是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军
事重镇。从关中到天水的关陇古道上，至今还存有当年的古驿
站、堡寨遗迹。天水市博物馆收藏的汉代画像砖、博山炉、铜
壶、铜镜、金带扣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国时期，天水是魏蜀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有“得陇望
蜀”之说。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围绕争夺天水，发
生了多场著名的战役，形成了丰富的三国古战场文化。
天水也是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原的重要节点之一。大批僧侣经
停天水，译经传教，开窟造像，留下了麦积山石窟等佛教艺术瑰
宝。“我们馆藏的十六国时期青铜坐佛造像，是研究陇东南地区佛
教早期艺术的珍贵资料。”李宁民说。这尊造像高 10.6 厘米，头顶
半圆形高肉髻，面形丰圆，弯眉细目，鼻直唇厚，神情庄严肃穆。

丝路重镇 文化交融
丝绸之路的发展，带动了天水经济文化的繁荣。盛唐时期，
天水是西出长安的“千秋聚散地”，史书载“富庶者无如陇右”。
北宋时期，天水成为西北边贸中心，熙宁七年 （1074 年），朝廷在
秦州 （今天水） 设茶马司，专门负责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茶马交易。
“你知道粟特人吗？我们馆的‘镇馆之宝’，就是反映粟特人
文化的围屏石榻。”李宁民说。粟特人是源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

本文图片均由天水市博物馆提供

一带的古老民族，以擅长经商闻名于世，他们活跃在丝绸之路
上，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1982 年，天水市秦州区石马坪发现一
座古墓，出土了一具围屏石榻和一组随葬品。石榻后来被国家文
物鉴定委员会定为“国宝级”文物。
天水市博物馆专门安排了一个展室来陈列这件珍贵的石榻。
它由大小不等的 17 方画像石和 8 方素面石条组成床座、床板和屏
风，通高 1.23 米、宽 1.15 米、长 2.18 米，床座左右两侧有两头蹲
坐的石雕神兽。石榻雕工精湛，饰以红彩，外施贴金，十分华
丽。屏风上刻画了宴饮、出行、酿酒、狩猎等场景，反映了墓主
人生前的生活，其中酿酒图和粟特人的赛祆活动有关。床座正面
壸门内有 6 个男性乐伎形象，下层有 6 只畏兽。李宁民告诉记者，
畏兽是古人认为具有避邪作用的猛兽，它两臂生翼，双手向上托
举，带有中亚祆教艺术元素。“这件石榻是北朝至隋时期国内为数
不多的粟特人葬俗遗物，反映了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东西方经济文
化交流的繁荣。”李宁民说，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方墓志铭、5 个坐
式伎乐俑和鸡首壶、烛台、金钗、石枕、铜镜等。

唐代瑞兽葡萄纹铜镜
“唐代瑞兽葡萄纹铜镜也是我们馆藏的珍品。”李宁民说，葡
萄是从西域传入的物种之一，唐代时普及于中原，成为铜镜上常
见的纹饰。这面铜镜采用高浮雕工艺，极具立体美感，是唐代铜
镜的杰出作品。瑞兽纹和葡萄纹都传递着美好的寓意，体现了中
西方文化的交融。
“这匹马就像是活的！”随着观众的惊叹声望去，只见一匹骏
马长鬃披颈，昂首张嘴，头微微侧向一边，三足立于平板之上，
前左蹄弯曲提起，仿佛在随着音乐起舞。“这件陶舞马出土于天水
市秦州区北山顶，是国家一级文物。”李宁民介绍，舞马最早起源
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代时最盛，宫廷中专门驯养舞马供皇帝
玩赏。每逢唐玄宗生日，几百匹舞马表演助兴，场面极为壮观。
栩栩如生的陶舞马，仿佛将人带回盛唐长安。可惜安史之乱后，
唐帝国由盛转衰，舞马这种表演形式也逐渐消失。
宋代瓷器发展繁荣，形成了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钧窑、
汝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等七大窑系，多姿多彩的瓷器成为丝绸
之路上的重要商品。天水历来是西北地区商贸重镇，瓷器在天水
流通量非常大。天水市博物馆“范金琢玉——耀州窑瓷器专题陈
列”展示了耀州窑青瓷高超的烧制水平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也从
一个侧面折射出古代天水的商贸发展状况。
“为文明传承守望，为城市留存记忆。”李宁民说，“我馆经过
41 年的发展，已形成了集天水市博物馆、伏羲庙、天水民俗博物
馆 （南北宅子） 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遗产单位，向海内外观众展
示着天水源远流长、丰厚璀璨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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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僑青線上盡覽臺灣文化 收穫滿滿
為期 4 週的 「2020 年海外青年導覽臺灣
線上文化研習營」 於 11 月 21 日圓滿結束；
這項由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辦、休士
頓臺灣同鄉會協辦的線上課程，吸引 50 名美
南地區 8 至 12 年級在學青少年報名參加。駐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及文
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分別於始業式中，鼓勵學
員體驗傳承臺灣文化的融合與多元，進而發
揮力量在海外發揚光大。
此次活動規劃美食、廟宇民俗、原住民
、太極晨運及本土語言等 5 個最具代表台灣
特色的單元，讓學員們在短短 4 週 12 小時的
課程中認識臺灣文化的精髓。老師們以自製
的投影片、短片、線上遊戲等不同教學方式
與學員互動，增添線上課程的活潑及趣味。
僑務顧問陳逸玲特別在美食單元中示範肉燥

飯烹煮過程，獲得熱烈迴響；廟宇文化單元
360 度盡覽高雄三鳳宮，向學員們娓娓道出
廟宇建築設計；臺灣原住民 16 族的分布區域
、各族圖騰意涵等內容都激發大家對台灣原
民文化的好奇心；學習臺語更是課程中一大
亮點，學員們跟著老師練習繞口令、諺語及
歌謠，在哼唱中加深對臺灣文化的印象。
在結業式中，老師分享同學們繳交的自
製臺灣美食短片、三太子圖繪面具、原住民
圖騰創意設計、繞口令與歌謠短片及太極宣
傳摺頁設計等成果，並頒發全勤證書及參賽
優勝獎勵。陳奕芳對學員們的表現讚不絕口
，並感謝志工的付出與辛勞。家長們也表示
課程安排緊湊，子女參加課程後，對臺灣文
化產生濃厚興趣，期待明年繼續報名參加。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12月六日醫學講座
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與困擾
隨著年齡，關節、肌肉及骨骼多年的使用損耗，關節筋肉的疾病成為許多人面臨的困擾。關節
僵硬很常見，雖然大多是發生在年長者身上，不過任何年齡層的人都可能發作。您想要知道關節筋
肉疾病有那些嗎? 如何診斷，有那些治療方式及減緩疼痛跟預防的伸展運動?
呂汶鍚專業醫師將為您講解如何免除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歡迎僑社朋友踴躍參加!

Isabel Longoria宣誓就職
擔任Harris縣歷史上首位縣選務官
( 休 士 頓, Texas 州 ） – 今 天 ， 縣 長 Lina Hidalgo 主 持 哈 里 斯 縣 首 任 縣 選 務 官 Isabel
Longoria 宣誓就職典禮。同時，選民登記和選舉行政將由 Longoria 全權負責。在任命她之
前，Longoria 曾擔任哈里斯縣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 的投票權特別顧問，並在 7 月決選和
11 月大選中為哈里斯縣選民的選民投票權方面發揮了歷史性的作用。
“我的熱情是為哈里斯縣服務，倡導投票權並製定政策，並重新定義成為公職人員的
含義。如果說擔任 Harris 縣歷史上首位縣選務官是一個夢想的工作，那只是輕描淡寫。這是
一個千載難逢的位置，“縣選務官 Isabel Longoria 說。 “我對哈里斯縣選民和未來選民的
承諾是，以本辦公室應有的誠信和創新為每位居民服務。創建一個辦公室，將選舉和選民
登記無縫地合併在一起，並把人們放在第一位。不僅要為總統選舉，而且要為每次選舉提
供 24 小時全日投票服務。無論年齡或背景，都要鼓勵更多新選民註冊。我們不僅為國家，
而且為自己設定了新標準。我們將共同努力，繼續以領導創新，誠信為中心的政府。作為
哈里斯縣的首任縣選務官來領導這一使命，我感到無比興奮。”
Longoria 將執行 12 月 12 日的決選，這是她的第一次選舉。以下是此次選舉競選項目：
•
Houston 市 B 區
•
Baytown 市，市議員第 5 和 6 區
•
Humble 市，市議員第 4 席位
•
La Porte 市 , 市議員第 5 和 6 區
•
Nassau Bay 市, 市長
提前投票從 11 月 25 日（星期三）開始，並將在 11 月 30 日（星期一）至 12 月 8 日（星
期二）的感恩節假期之後恢復。選舉日是 12 月 12 日（星期六）。
有關縣選務官 Isabel Longoria 的專訪請求，請連絡 Elizabeth Lewis，郵箱：elizabeth.
lewis@cco.hctx.net。
請 至 HarrisVotes.com 查 詢 更 多 信 息 ， 並 在 Twitter，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 關 注
@HarrisVotes。

每年 12 月我們都會參加 Santa Dash, 為癌症
病童募款. 今年因疫情的關係, 採取 Virtual run 不會
有現場健走, 但仍歡迎大家捐款幫助癌症病童,加入
方 法 請 連 結 下 列 網 址 填 寫 你 的 資 料 加 入 THSH

Team, 報名費$35.
https://secure.qgiv.com/event/biglovesantadash2020/team/870918/
截止日：12/11/2020

这个感恩节
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请避免大型聚会
保持社交距离
出行戴上口罩

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更多关于新冠的信息和指南 请登录哈里斯郡卫生署网站

www.hcpht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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