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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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2020年12月3日 星期四
Thursday, December 3, 2020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就在當地時間12月1日，美國加
州北區聯邦法院法官懷特正式駁回了川
普政府關於H-1B簽證的新規。理由是
認為川普政府提出的關於修改簽證新規
的論述根本站不住腳。

川普政府早有對H1B等非移民簽
證磨刀霍霍，直到10月份才正式對外
公開。

但這項有關工作簽證將“取消抽籤
，按薪酬高低分配”規定的修改，並沒
有遵循透明化程序。

川普堅持一貫的套路，作出這項政
策修改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是基於疫情期
間美國失業問題嚴重。

經過2個月的時間，美國法院正式
作出表態，稱其改革的論述並不符合美
國現實。

對於大部分怀揣著“美國夢”的人
來說，H-1B留在美國必須要用的“准
入門檻”。

長久以來，H-1B簽證由於申請人
數過多，太過火爆，

美國移民局通常採用抽籤政策來進
行相對公平的選擇，這被稱為“H-1B
Lottery”

沒錯，H-1B工作簽證就好像一張
獎池裡的彩券，只有被挑選中的人才能
享受開獎的喜悅。

這一方式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也被
大多數申請者所認可。

然而，《福布斯》的一則報導，卻
公開了川普政府即將大刀闊斧針對
H-1B的改革措施。

H-1B簽證抽籤是指美國公民和移

民服務局(USCIS)每年收到的申請超過
所允許的數量，於是將申請進行隨機抽
籤挑選。

過去，H-1B抽籤制度每年向申請
人提交6.5萬份不超過限額的申請，以
及2萬份向擁有美國大學高等學位的個
人提交的申請。

若是新規頒布，美國移民局將在一
個財政年度開始前受理申請，如果申請
人數超過了H-1B簽證的上限，移民局
將按照最高工資到最低工資的標準受理
申請。

這一說法也在美國移民局的官方頁
面上得到了證實，

美國國土安全部(DHS)提出了立法
(NPRM)，將基於相應的工資水平優先
選擇H-1B簽證發放，

不符現實 川普H1b政策被駁回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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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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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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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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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司法部長巴爾今天在華府表示截止目
前為止，我們並未發現有任何不法之大選
活動會造成美國大選之翻盤。

這番談話震撼了全國， 更是對川普總
統之重大打擊， 也讓那些川普之盲目粉絲
打了一個大耳光。

大選過後，包括我們亞華裔在內的川
粉們呼應川普陣營的律師團隊，其中包括
前紐約市長朱利阿尼在內 ，他們直指大選
中民主黨做， 並在各大主要城市進行驗票
及法律訴訟 。到
目前為止， 是全
案被否決，可是
川普團隊却在此
時向公眾募到一
億五千萬元作為
法律訴訟基金，
這真是令人吃驚
的事。

總統當選人
拜登今天正式宣
布新政府的財经
團隊，他誓言將
竭盡所能來拯救
苦難同胞。

我們非常遺

憾地指出，美國這個偉大的國家是我們共
同奉獻耕耘的家園，也更是世界民主政治
之典範， 今年的選舉， 由於共和黨之大
舉反對， 組成龎大律師團隊 ，結合了許
多不分青紅皂白的盲目媒體及社群人士 ，
在毫無證據之情形下， 造謠生事誣指大選
舞弊。

今天就連川普的死黨巴爾都證實大選
並未發現任何不妥之處 ，希望這批盲目的
川粉醒來吧。

U.S. 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Barr says the U.S.
Justice Department hasn’t uncovered fraud that
could have tipped the election. His statement
reaffirmed Biden’s win despite President Trump’
s groundless claims that he was defrauded.

In the meantime, Georgia’s election officials urged
Trump to stop inspiring people to commit potential
acts of violence.

Trump’s lawyer, ex-mayor of New York City Rudy
Giuliani reply to Barr’s interview and said, “with
the greatest respect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his
opinion appears to be without any knowledge or
investigation of the substantial irregularities and
evidence of systemic fraud,” but sources indicated
that he has also been discussing receiving a
preemptive pardon from President Trump.

Today President-elect Biden introduced the
economic team that he will rely on to help rebuild
the American economy. He also called on Congress
to pass a substantial relief package to help keep
businesses, household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float.

We regret that many of Trump’s supporters
include many Chinese and other Asian voters who
are misleading the general public claiming the
election is a frau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the land we all love
and call home. We all need to build the model of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together.

After all, we are still very proud that our democratic
system is working and working very well.

大俠行天下日記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我見我聞我思1212//0202//20202020

Barr Says No EvidenceBarr Says No Evidence
Of FraudOf Fraud

司法部長說沒有舞弊證據司法部長說沒有舞弊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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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832)500-3228 中國城華埠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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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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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O計劃

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一直以來都與川普總統站在同一邊戰線
上的司法部長巴爾在接受美聯社的訪問時表
示:”司法部至今為止尚未發現可以改變總統
選舉結果的廣泛舞弊證據。”此語一出震驚
各界, 因為巴爾顯然是決定與川普站在對立面
, 不願再為總統辯護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司法部長是在勸退川普不要再做無理的抗爭
了！

令人訝異的是,川普並未立即對巴爾的言
論做出反擊或回應，反倒是他的御用律師朱
利安尼痛批巴爾沒有展開任何調查就擅自做
出結論。

朱利安尼真是睜眼說瞎話，因為早在選
舉結束,川普強烈指控選舉被操縱舞弊不公後,
巴爾就已違反司法獨立的原則,逕自授權聯邦
檢察官針對川普的指控進行徹底調查，而且
他還責令國土安全部和FBI進行了調查，這已
完全打破司法部的常規作法, 因為在此之前,
聯邦政府為確保行政體系選務機關的公正獨
立性,當所有選舉結果尚未核准認證之前，司

法體系的檢察官和調查局是被嚴禁從事案件
偵查的, 但是巴爾為了表示對川普的效忠,卻率
先把自己的手介入選舉, 進行了大規模調查,
而在國安部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局長克雷布
斯公佈調查結果表示選舉系統沒有被侵入後
立即被川普開除,如果有偵查出違規行為和系
統欺詐證據, 難道巴爾還會隱瞞真相嗎!

司法部長雖然是由總統任命, 但應在不考
慮黨派或政治情況下履行職責,然而巴爾長期
的做法卻是把司法部變成保護總統及其追隨
者的盾牌, 為了替川普辯護，他經常模糊司法
部與白宮之間的界限, 總是將川普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 但是這一次他義正辭嚴發表了忤逆川
普的言論, 顯然已不再戀眷未來不到兩個月的
官位, 而川普大概也無心把它開除了。

相較於巴爾,朱利安尼則有失法律人的風
骨,他早已不是公正的律師, 而是一位趨炎附勢
的政客，政壇傳聞朱利安尼要求川普在離任
總統之前給他”預先赦免”, 那真是荒唐之極
啊！

李著華觀點︰他說沒問題當然沒問題--司法部長在勸退川普了

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
mir Putin）決定，全國下週
起開始進行 「史普尼克 5」
(Sputnik V)新冠疫苗的大規模
自願接種，原因是俄羅斯目
前疫情嚴重，平均每日新冠
病毒染疫者有589人病逝。

路透社報導，俄羅斯上

個月表示，根據中期試驗結
果，自製的 「史普尼克5」 疫
苗，可以達到92％的保護力
。普京表示，既然如此，就
應該趕快提供給民眾。俄羅
斯將在未來幾天內，可以達
到每日200萬劑疫苗的產能
。

普丁告訴副總理塔蒂亞
娜·哥利科娃（Tatiana Go-
likova）： 「我們必須達成共
識，將開始進行大規模疫苗
接種……讓我們開始工作。
」 哥利科娃說，大規模疫苗
接種能夠在12月以自願施打
開始。

拚速度 俄總統普丁決定下周施打俄製新冠疫苗

獨居的人真的需要關心！一名男子長期積欠房租，房東上門催繳卻沒人應門，直到向法院申請驅
逐令後才破門準備趕人，開門後卻被裡面景象嚇壞，就連警方也看傻。

根據《BBC》報導，事情發生在英國，28歲男子羅伊(Roy Curtis)長期積欠房租，金額高達2767
英鎊，房東屢次按門鈴卻都沒人回應，認為對方不是裝死就是早已跑路，於是向法院申請驅逐令後進
房準備趕人，開門後才發現羅伊早已死亡，且身上的血都流乾，成為一具木乃伊，嚇得他立刻報警處
理。

根據英國警方調查，羅伊死亡已經長達9個月，儘管羅伊留下了40多頁遺書，但由於血液全部流
光，無法用一般方法調查，現階段無法確定死因究竟為何，也無法得知究竟血液為何會流乾。

警方指出，羅伊患有自閉症，平日沒有工作，僅靠政府補助金過活，但最近一次的審核，遭相關
機構判定羅伊有工作能力，因此取消補助，導致無法支付房租，恐為羅伊輕生主因。

男欠2767英鎊房租後人間蒸發
房東一開門崩潰！連警方都嚇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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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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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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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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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秘魯耐用品銷量增長了17%
為歷史最高水平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通報新冠確診病例累計954459例。盡管新冠

疫情重創了秘魯經濟，但包括冰箱、電視機等的耐用品銷量增長了17%

，為歷史最高水平。

秘魯衛生部11月25日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顯示，新增新冠確診病

例2020例，其中過去24小時新增病例為660例，另外1360例為調整補

增，累計確診病例達到954459例；單日死亡病例42例，累計死亡35727

例。目前仍有4278人住院接受治療，已有884747人康復。

據報道，新冠疫情重創了經濟，但也有壹些產品的銷量在疫情期間

顯著增長。冰箱、電視機、臺式電腦、筆記本電腦、手機、洗衣機甚至

床墊等耐用品，銷量增長了17%。

報道稱，31%的銷售是通過網購進行的，69%是通過實體商店進行

的。最暢銷的產品是臺式電腦和筆記本電腦，銷量增長了61.3%，手機

和平板電腦銷量增長了38.1%。緊隨其後的是家用電器，其中，電視機

銷量增長了29%。

此外，據利馬商會(CCL)數據，盡管新冠疫情仍在持續，但購物中

心的銷售額將達到43億索爾，為2019年聖誕季銷售額的57.3%。

利馬商會零售工會主席萊斯利說：“盡管今年聖誕季銷售額僅為

2019年的57.3%，但比我們先前的預期要好，這與全國經濟生產活動復

蘇的狀態壹致。”

據利馬商會預計，由於氣候變化，聖誕季暢銷的商品主要為紡織和

鞋類。疫情期間，健身房產品或體育產品的銷量增長了近60%，預計這

壹水平將持續到2020年年底；自行車銷量也會增長。

法國三名警察毆打黑人被曝光
總統馬克龍要求嚴懲

綜合報導 法國政府消息人士27日稱，總統馬克龍對三名警察毆打

壹位黑人的視頻表示“十分震驚”，並要求嚴懲案犯。此前，這三名警

察在巴黎對壹名黑人音樂制作人拳腳相向，並伴隨涉嫌種族歧視的侮辱

言語，在法國社會引發強烈反響。

根據法新社從警方處獲得的筆錄，這三名警察在11月21日發現壹男子不戴

口罩，因此試圖檢查他的身份，但這名男子卻在樓裏“對他們暴力相向”。

然而，有視頻證據顯示，是三名警察拽著這名黑人男子進入了壹間

屋內，並對其拳打腳踢，還使用棍棒對他進行毆打，而被打的男子試圖

保護面部和身體，並未出現毆打警察的畫面記錄。

據報道，受害人名為米歇爾(Michel)，是壹位音樂制作人，事發地正

在他的音樂工作室內。米歇爾表示，當時他大聲呼救，終於在其同事的

幫助下將三名警察推出房門。

誰知警察之後打碎了壹扇窗戶，還向屋內投擲了壹枚催淚彈。此後

，米歇爾被抓捕，理由是“對公務人員構成暴力”，以及“反叛”。

然而，這幾名警察們不知道的是，音樂工作室裏的壹臺攝像機拍下了他

們行動。米歇爾被拘留了48小時，然後被無罪釋放。這三名警官目前已經被

停職，正在接受調查，他們被控“公職人員使用暴力”和“作虛假陳述”。

法媒稱，此事被曝光後在法國社會引發強烈反響。巴黎市長伊達爾

戈發文稱：“對這種不可容忍的行為深感震驚……全力支持米歇爾。”

法國政府消息人士說，法國總統馬克龍26日與內政部長達爾馬寧舉

行會談，呼籲嚴懲毆打米歇爾的人。

伊朗核物理學家遭暗殺引關註
多方呼籲保持克制

伊朗高級核物理學家穆赫

辛· 法赫裏紮德27日在德黑蘭

附近小城遭暗殺。伊朗各界對

此表示強烈譴責，該國最高領

袖哈梅內伊承諾展開報復，呼

籲對那些幕後黑手予以“明確

的懲罰”，國際社會則呼籲保

持克制。

核物理學家遭暗殺，伊朗
誓言報復

據報道，當地時間 27 日

下午，法赫裏紮德乘坐的汽

車在德黑蘭東北 60 公裏處的

阿布沙德村壹條街道上行駛

時爆炸，隨後發生槍擊，造

成多人死亡。伊朗國防部說

，法克裏紮德在襲擊中身受

重傷並被送到醫院，經搶救

無效身亡。

目前沒有組織或個人宣布

制造了襲擊。

法赫裏紮德生於1958年，

深居簡出，幾乎不出國，是伊

朗國防部核計劃負責人。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稱法赫裏紮德為該國“傑出

的核能以及國防科學家”。

他表示，暗殺事件發生後，

伊朗的首要任務是“對行兇

者和下令暗殺的人給予明確

的懲罰”。

伊朗總統魯哈尼則指責

以色列是暗殺事件的幕後主

使。伊朗外長紮裏夫在社交

媒體上發文，同樣稱以色列

與事件有壹定關聯，並表示

，“伊朗呼籲國際社會，特

別是歐盟，結束其可恥的雙

重標準，譴責這種國家恐怖

主義行為。”

當地時間28日，以色列內

閣部長哈紮比表示，他“不知

道”誰是法赫裏紮德謀殺案的

幕後主使。他說，“我不知道

是誰做的。這並不是說我緘口

不言，因為我要對此負責，我

真的不知道”。

多方呼籲伊朗保持克制
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

克在壹則聲明說：“我們敦促

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

可能導致該地區緊張局勢升級

的行動。”

壹位歐盟發言人稱，法赫

裏紮德遭謀殺壹事是“犯罪行

為”，“違反了歐盟所代表的

尊重人權的原則”，歐盟敦促

各方保持“冷靜和最大克制”

。

此外，德國也呼籲各方保

持冷靜，並表示，各方應避免

采取任何可能導致局勢升級的

措施。

土耳其議會議長稱，不管

幕後主使是誰，“暗殺這位伊

朗科學家是壹種恐怖主義行為

”。卡塔爾外交部長在與伊朗

外長通話時，對暗殺事件表示

譴責，並致以慰問，呼籲伊朗

保持克制。

英歐重啟面對面貿易談判
捕魚權問題仍是爭議焦點

距離英國脫歐過渡期結束僅剩壹個

月時間，但因捕魚權等關鍵問題存在分

歧，英歐遲遲不能就未來貿易協議達

成壹致。當地時間28日，歐盟首席談

判代表巴尼耶在倫敦和英國談判代表

佛羅斯特恢復面對面磋商，談判進入關

鍵時刻。

“我們距離確定成敗的時刻不遠”
報道稱，這是巴尼耶在團隊有壹人

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而必須自我隔離後

，首次與佛羅斯特進行面對面磋商。談

判若未能達成協議，英國和歐盟之間的

貿易將依照世貿組織規定，對往來貨物

征收關稅。

當地時間27日，英歐雙方警告稱，

此次磋商不壹定會成功，巴尼耶在推文

中表示，“重大分歧依然存在”。

壹名熟悉這場閉門磋商的歐洲消息

人士透露，巴尼耶稍後表示，“我們距

離確定成敗的時刻不遠。”

佛羅斯特則發表推文說，“大家都

問我，為什麼我們

還繼續談判，我的

回答是，盡最大努

力以確定是否可能

達成協議，是我的

職責。時間已剩不

多，但協議仍可能

達成。我會繼續談

判，直到顯然無法

有協議為止。”

歐盟擬就捕魚
權等問題讓步？

英國《每日電

訊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歐盟準備在

捕魚權問題上讓步。據稱，巴尼耶提議

將歐洲船隊在英國水域捕魚配額的15%

至18%，歸還給英國。

報道稱，英方認為這壹提議不可接

受，因為這意味歐盟仍要求獲得英國水

域捕魚配額的80%。

消息人士稱，英國不會“出賣”自

己的主權。

據此前報道，目前，英歐雙方分歧

主要圍繞兩大議題，第壹項是英國水域

捕魚權，第二項則是英國與歐盟的監管

差異。有歐盟外交官員表明，英國必須

接受歐盟對第二項議題的要求，歐盟才

會考慮在捕魚權問題讓步，否則不必再

談下去。

貓頭鷹藏身聖誕樹“潛入”紐約
不吃不喝旅行三天

綜合報導 近日，工

作人員在美國紐約洛克菲

勒中心的聖誕樹上，救下

壹只貓頭鷹。這只貓頭鷹

在三天的公路旅行中不吃

不喝，隨雲杉壹起遷移

170英裏，有人稱“簡直

像電影裏的情節”。

據報道，工人們將

這些雲杉從 170 英裏外

的奧農塔 (Oneonta) 運到

紐 約 市 ， 作 為 聖 誕 節

的 盛 大 裝 飾 ， 但 在 樹

上意外發現了這只可愛

的貓頭鷹。目前，它正

在紐約州的野生動物保

護區休養恢復，瑞文斯

比爾野生動物中心主任

卡利什負責照顧這只貓

頭鷹。

這只羽翼豐滿的“隱

藏者”現在被命名為洛克

菲勒。它被交到卡利什手

上，並帶到野生動物中心

。卡利什和她的團隊開始

給它補充營養，餵給它老

鼠。小洛克菲勒在三天的

公路旅行中不吃不喝，卡

利什說，令人驚奇的是它

竟然挺了過來。

當地時間 18 日晚上

，洛克菲勒被帶到獸醫

那裏接受包括 X 光掃描

在內的各種檢查。卡利

什說，雖然經過幾天的

冒險旅程，但它的狀態

似乎很好。“到目前為

止，它表現得沈著和謹

慎，非常警惕，眼睛閃

亮”，“而且可愛程度

簡直爆表”。

報道稱，壹旦確認洛

克菲勒的健康狀況沒有問

題，卡利什的團隊將把它

放回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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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疫情再攀高峰，數以百萬計人可望於
12月中開始接種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醫
護人員、須接受長照的人將是優先接種對象。
此外，有接觸史的人，隔離時間可能縮短為
10天。

路透社報導，由於美國的2019冠狀病毒
疾病（COVID-19）感染及住院人數再創新高
，美國官員今天說，最快將在12月中旬，讓
數以百萬計美國人接種疫苗。

美國總統川普即將於明年一月卸任，他的
防疫策略重在疫苗，政府疫苗研發計畫 「神速
行動」 （Operation Warp Speed）首席顧問
施勞威（Moncef Slaoui）今天表示，到2020
年底，將可有2000萬美國人接種疫苗；到
2021年中，大部分美國人都可取得高度有效
的疫苗。

曾在英國大藥廠葛蘭素史克（GSK）擔任
主管的施勞威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
ton Post）舉辦的活動中說： 「在（疫苗）獲
批准後的24小時內，或許最多36到48小時內
，就能施打到民眾手臂上。」

許多美國人拒絕遵從專家建議，不願戴上
口罩，並為了參加假期聚會而旅行，這讓具高
度傳染力的病毒光是在11月就造成436萬美
國人感染，是10月新增病例的兩倍之多。

美國運輸部（U.S. Transportation De-
partment）今天表示，已進行能 「立即大量運
送」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的準備工作，並

完成所有必須的監管措施。
法新社則報導，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諮詢委員會今天表示，醫護人員和住
在長期照護機構的人應該優先接種第一批疫苗
。這兩個被列為可優先接種疫苗的群體共約
2400萬人，相當於能在12月施打疫苗的人數
，前提是美國藥廠輝瑞（Pfizer）和莫德納
（Moderna）生產的疫苗獲得批准，且兩家公
司遵守出貨4000萬劑疫苗的承諾。

每個人需要注射兩劑疫苗，在首次接種後
，若用的是輝瑞疫苗，3週後須施打第2劑；
若是莫德納疫苗，則須在4週後注射第2劑。

CDC資深科學家梅森尼爾（Nancy Mes-
sonnier）表示，大多數州都認為可在 「3週內
」 讓所有醫護人員接種疫苗。

目前美國約有300萬人住在長照機構，而
染疫身故的美國人中，約40%、相當於10萬
人是來自這些機構。

至於醫護相關工作的從業人員，估計約有
2100萬人，其中包括在醫院、門診診所、居
家照護、藥房、急診等部門工作的人。

另外，美聯社報導，在疫情於全美肆虐的
情況下，CDC準備縮短接觸確診者之後的隔
離時間。

高階政府官員表示，預定今晚公布的最新
守則，將准許曾與染疫者接觸的人在10天後
、或篩檢呈陰性反應的7天後恢復正常活動，
這比疫情爆發後施行的14天隔離期來得短。

美國擬12月中開始施打疫苗 醫護、須長照者優先

民主黨總統當選人拜登曾表示對於川普政
府內多項政策將撤回，不過就川普任內對陸最
重要的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而言，拜登向
《紐約時報》表示，他上任後不會立即撤回對
陸貿易協議，亦不會取消川普所訂下的對陸高
額關稅，強調會先全面檢視美國的對陸政策、
並與盟友商議協調之後再做定奪。

報導指出，拜登對紐時專欄作家傅利曼
（Thomas Friedman）表示，上任後不會立即
取消關稅或撤回貿易協議採取行動，強調不會
取決於自己意見。

美國與大陸於今年1月達成第一階段貿易
協議，其中大陸同意在2021年前增加購買2
千億美元美國商品，不過根據10月底的貿易
統計數據指出，大陸今年僅買了協議中的每年
額度的44%，且在簽署協議後，美陸雙方仍

針對上百億美元商品互增關稅。
拜登表示，他希望處理如智慧財產權爭議

、貿易傾銷、強迫美企科技轉移給陸企，以及
非法補助國有企業等對陸貿易問題，但也強調
美國需要槓桿應對與陸貿易問題， 「但我認為
至今仍未有」 ；為此，美國兩大黨不僅需要對
政府所領導的國內研發以及國內基礎建設投資
有共識，好讓美國更能與陸競爭。

在競選期間，拜登幕僚曾向他建言要對大
陸關稅問題採取更高層次的眼光看待，建議他
優先處理國內研發投資以及美國基礎建設等國
內議題，讓好美國與北京競爭時能處於更好地
位。

報導指出，拜登最新的談話內容，顯示他
正有意降低美陸之間的緊繃，並先專注於經濟
與疫情等國內當前議題。

上任立馬砍了對陸貿易協議？拜登回應超意外
川普先前有關選舉舞弊的貼文一再被推特、

臉書多次隱藏或貼警語標籤，讓他很不爽，多次
要求廢除《傳播內容端正法》(CDA)第230條。而
今他更推文直言，若今年的《國防授權法案》
（NDAA）中他沒看到《通訊端正法》第230條
被廢除，他將會直接否決該NDAA，加碼嗆 「馬
上收回美國」 。

川普過去曾多次槓上推特和臉書，更曾表示
「如果推特持續管制言論自由，那他將會簽署行

政命令，廢止CDA第230條。
《通訊端正法》第230條規定，網路業者可

以對於網站進行管控，但不必為出現在網站上任
何言論概括承擔法律責任。不過若內容涉及犯罪
，例如張貼兒童色情、違反智慧財產權，網路業
者則無法免責。

兩黨都有議員對CDA第230條提出修法要求
，只不過出發點不同。共和黨籍議員主張，科技
公司現在已不能再躲於法律保護傘下，因為這些
業者刻意打壓保守派言論，明顯違反法律精神。
民主黨國會議員也提出修法要求，稱網路業者對
於移除爭議內容、解決網路騷擾問題，都沒有嚴
肅以對，因為業者可拿CDA 230條當做擋箭牌。

川普今天在推特上指出，CDA 第230條提供
大型科技公司規避責任的保護傘，也對美國國家
安全和選舉誠信構成嚴重威脅， 「若允許該法存
在，我們的國家永遠不會安全」 。他強調，若沒
辦法在今年NDAA看到《通訊端正法》第230條
被中止，那麼NDAA送到白宮桌上請他簽字時，
他被迫只能否決NDAA，還氣呼呼稱 「立馬收回
美國」 。

川普怒嗆必廢CDA 230條 否則今年NDAA別想過

英國 「金融時報」 今天報導，美國總統當選
人拜登考慮設立專責亞洲事務的白宮官員職位，
在拜登準備面對中國的眾多挑戰時，此舉象徵亞
洲重要性與日俱增。

「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引述交接
團隊官員的說法報導，拜登考慮在國家安全會議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設立這個職位。

拜登交接團隊官員又說，新政府將設置 「適
當人選與體系」 ，與盟國一同促進美國的利益與
價值。白宮專責亞洲事務的職位是即將上任的國
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考慮的數個構想
之一。

拜登的交接團隊尚未回覆路透社的置評要求
。

抗衡中國大陸傳拜登擬設專責亞洲事務白宮職位

隸屬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矢言，將加強審
查民營投資機構對中國企業的投資，警告美國資金可能提供中國
軍事化財源，這對美國構成直接威脅，也對投資人有風險。

路透社報導，深具影響力的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U.
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
表示，美國私募股權與避險基金在有關中國投資方面做了些什麼
，未來幾年USCC將會密切審查；而在中國開放金融市場之際，
審查是合理的下一步驟。

USCC主席克里夫蘭（Robin Cleveland）表示： 「我們必須

檢視有哪些相關法規，不僅
是對避險基金，也包括投資
銀行，他們趁著中國金融市
場開放之際，將如何繼續追求投資報酬與獲利，而這些對於投資
個人、退休基金與大型機構具有何種意義也須了解。」

「我們要確保他們追求獲利機會時，不是和我們國家與經濟
安全背道而馳。」

克里夫蘭與委員會副主席白嘉玲（Carolyn Bartholomew）
在公布USCC年度報告時作上述表示。報告顯示，中國共產黨的

野心，對美國利益的威脅正不斷上升。
白嘉玲說，中國在找尋資本，來解決經濟結構上的問題。
USCC也建議美國加強與台灣關係，敦促國會考量立法，將

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修改成由美國總統提名，
並須獲參議院確認同意的職位。

私募基金投資恐助長中國軍事化 USCC：加強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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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五探測器成功落月
傳回區域影像圖 開始持續約2天採樣

中
國
教
育
普
及
率
達
中
高
收
入
國
家
水
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
頡北京報道）12月1日，香港文
匯報記者從中國教育部舉行的教
育2020“收官”系列首場發布會
上獲悉，“十三五”以來高校畢
業生累計達4,088萬，勞動年齡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10.7年，
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建檔立卡輟學
學生全部“動態清零”，中國各
級教育普及程度均達到或超過中
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十三
五”規劃確定的主要目標任務將
如期實現。

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司長劉昌
亞介紹，2019年中國學前教育毛
入園率達83.4%，九年義務教育
鞏固率達94.8%，高中階段教育
毛入學率達89.5%，高等教育毛
入學率達51.6%，勞動年齡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達10.7年，各級
教育普及程度均達到或超過中高
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建檔立卡輟學“動態清零”
劉昌亞介紹，中國義務教育

階段建檔立卡輟學學生已從台賬
建立之初的20萬到現在實現“動
態清零”，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和
貧困地區學生專項累計達到52.5
萬人。建立了覆蓋全學段的學生
資助政策體系，累計資助貧困學
生3.91億人次、資助金額達7,739
億元（人民幣，下同）。普惠性
幼兒園覆蓋率達到76%，95.3%
的縣級單位實現義務教育基本均
衡發展。

“十三五”期間，高校承擔
了全國60%以上的基礎研究和重
大科研任務，建設了60%以上的
國家重點實驗室，獲得了60%以
上的國家科技三大獎勵，獲得自
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均佔全國
80%以上。實現與25個“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學位學歷互認，推
動2,331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
項目落地。與此同時，教育部積
極引導和鼓勵畢業生到基層就
業，2019年畢業生到中西部地區
就業的比例達59%，到地市級及
以下基層就業的比例也達到了
69%。“十三五”以來，高校畢
業生累計達4,088萬人，初次就
業率連續多年保持在77%以上。

12月1日22時57分，嫦娥五號着陸器和上升器組合體從距離月面約15公里處開始實施動力
下降，7,500牛變推力发動機開機，逐步將探測器相
對月球速度從約1.7 公里/秒降為零。其間，探測器
進行快速姿態調整，逐漸接近月表。此後進行障礙
自動檢測，選定着陸點後，開始避障下降和緩速垂
直下降，平穩着陸於月球正面風暴洋的呂姆克山脈
以北地區。着陸過程中，着陸器配置的降落相機拍
攝了着陸區域影像圖。

實現“選址正確落得準確”
嫦娥五號探測器抓總研制單位中國航天科技集

團五院的專家表示，相較於嫦娥三號、四號，嫦娥
五號對於着陸點的位置精度和平整度方面的高要求
是空前的，需要一個着陸區域內無太高的凸起、無
太深的凹坑，坡度要符合任務要求。可以說，落月
的過程就是邊飛行邊找尋落點，在15分鐘內完成，
約600公里外的全程自主跳傘。

據介紹，為實現“選址正確，落得準確”，嫦娥

五號採用了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502所已在嫦娥三
號和四號上應用的“粗精接力避障”的方式，即着陸
器和上升器組合體先是大推力反向制動快速減速，然
後快速調整姿態並對預定落區地形進行拍照識別，避
開大的障礙，實現“粗避障”，然後組合體在飛到距
離月面100米時懸停，並再次對選定區域進行精確拍
照，實現“精避障”，之後再斜向下飄向選定的着陸
點，在移動到着陸點正上方之後開始垂直下降，到距
離月面較近時關閉发動機，然後利用着陸腿的緩衝實
現軟着陸。

嫦娥五號着陸上升組合體在落月時，撞擊月面
會形成較大的衝擊載荷，必須設計相應的着陸緩衝
系統。與嫦娥三號的着陸緩衝設計方案相比，由於
任務難度增加，嫦娥五號任務的着陸緩衝能力要求
提高了30%，但機構重量指標卻減少了5%。科研
人員研製的嫦娥五號着陸緩衝機構具有完全自主知
識產權的“偏置收攏、自我壓緊”式方案，保證了
收攏簡單、展開可靠，解決了着陸緩衝、着陸穩定
性等多方面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在經歷了為期一周的地月轉移、近月

制動、環月飛行之旅後，嫦娥五號探測器

成功着陸月球。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國國

家航天局獲悉，12月1日 23 時 11 分，

嫦娥五號探測器成功着陸在月球正面西經

51.8 度、北緯 43.1 度附近的預選着陸

區，並傳回着陸影像圖。嫦娥五號探測器

成功着陸後，着陸器在地面控制下，進行

了太陽翼和定向天線展開等狀態檢查與設

置工作，將正式開始持續約2天的月面工

作，採集月球樣品。

■嫦娥五號探測器動力下降過程降落相機拍攝的
圖像。 中國國家航天局供圖

■■嫦娥五號探測器着陸器和上升組合體太陽能帆板打開示意圖嫦娥五號探測器着陸器和上升組合體太陽能帆板打開示意圖。。 記者張文軍記者張文軍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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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圓明園馬首銅像百餘年回家之路畫上

圓滿句號。中國國家文物局12月1日正式將這件文物劃撥北京市海淀區圓明園管理

處收藏，《百年夢圓——圓明園馬首銅像回歸展》同期開展。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

表示，馬首銅像結束百年流離，成為第一件回歸圓明園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馬首回

歸之路，匯聚黨和政府、港澳同胞磅礴力量，符合人民群眾殷切期待，詮釋着“民族

弱則文物失，國運強則文化興”的深刻道理，同時也樹立了新時代流失文物回歸原屬

地的成功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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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馬首銅像為清代圓明園長春園西洋樓建
築群海晏堂外十二生肖獸首噴泉主要構件之

一。1860年英法聯軍侵入北京，圓明園慘遭劫掠焚
毀，馬首銅像與其他11尊獸首銅像一同流失海外。

何鴻燊斥資購得
2007年8月，國家文物局獲悉馬首銅像即將在

香港拍賣，第一時間表達了終止公開拍賣的堅定立
場和促成文物回歸的良好意願，與相關機構開展合
作，積極斡旋，當年9月，港澳知名企業家、愛國
人士何鴻燊得知相關情況後，以高度的家國情懷與
責任擔當，斥資購得圓明園馬首銅像，表示會將馬
首捐贈國家，希望借此帶動更多人參與保護中國文
物的工作，共同宣揚愛國愛民族意識。此後，圓明
園馬首銅像在香港、澳門進行展出，為增進港澳同
胞對祖國文化的理解、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發揮了積
極作用。

捐贈國家文物局
2019年11月，何鴻燊決定將馬首銅像正式捐

贈國家文物局。今年12月1日，國家文物局正式將
馬首銅像劃撥北京市海淀區圓明園管理處收藏、展
示，為馬首銅像百年回歸之路畫上完滿句號。

昭示追索新方向
劉玉珠表示，國家文物局會同北京市有關方

面，選定圓明園正覺寺作為馬首銅像展示場地，文
物建築文殊亭作為馬首展區。馬首歸園，昭示了文
物追索的新方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公
約框架下，中國文物追索返還工作機制日益成熟，

成果豐碩。對於在國際公約生效前，歷史上因戰爭
劫掠、文化掠奪、非法貿易等原因流失的文物，如
何開展追索返還，國際社會依然缺乏法律基礎和普
遍共識。中國政府堅定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堅定支持非法流失文物回歸原屬國，願和國際社會
一道，將促進歷史流失文物返還作為重點方向，推
動文物流失國與文物流入國相向而行，共同探討妥
善解決歷史問題的有效途徑，為構建更加公平正義
的流失文物追索返還新秩序，繼續貢獻中國實踐、
中國方案、中國力量。劉玉珠強調，馬首銅像回到
圓明園後，要加強保護、研究與展示、利用，向廣
大公眾和國際社會展現燦爛久遠、開放包容、自強
不息的中華文明，凝聚更為廣泛的文化遺產保護國
際共識，以屬地表達、國家表達、國際表達，講好
馬首回歸的“中國故事”。

何超瓊視頻致辭
信德集團主席何超瓊在視頻致辭中表示，中

國流失文物回歸之路，也是國家走向復興的巨變之
路，每一步都牽動所有愛國同胞的心。作為第一個
回到原屬地的十二獸首銅像，馬首承載着歷史的記
憶與民族情感，也投射出港澳同胞對祖國的眷戀與
熱愛。希望精心呈現的馬首專題展覽，能夠讓文物
說話，讓歷史說話，讓更多人能夠感悟中華文化之
美，深入了解這段歷史，增強文物保護意識。
據悉，《百年夢圓——圓明園馬首銅像回歸

展》以馬首回歸為主線、分為圓明重光、萬園之
園、馬首回歸三個單元，展覽面積1,172平方米，
共展出文物、照片等共約100組件，作為正覺寺基
本陳列持續展出，即日向社會公眾開放參觀。

自1860年流失海外至今，圓
明園十二生肖獸首銅像中，鼠
首、牛首、虎首、兔首、馬首、
猴首、豬首七尊已回歸祖國。2018
年，一件疑似流失龍首的拍品曾

現身拍場，而蛇首、羊首、雞首和狗首至今下落不
明。

據介紹，鼠首、兔首曾被法國皮諾家族買
下。2013年，皮諾家族將兩尊獸首捐贈給中國，
目前鼠首、兔首均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牛首、

虎首和猴首則由中國保利集團購回，目前由保利藝
術博物館收藏。豬首則於1987年被美國一家博物
館購得，2003年由港澳知名企業家、愛國人士何
鴻燊出資收購，捐贈給保利藝術博物館。

2018年底，疑似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之一的
龍首出現在法國一場拍賣會上，最終被一華人買家
購得。這是龍首流落海外後首次現身，但就龍首是
否為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銅像，專家仍有質疑。此
外，蛇首、羊首、雞首、狗首至今下落不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北京報道

十二獸首 七回歸五待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關於文物追索返還工作，中國政法大
學教授霍政欣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
時表示，中國近年來不斷推動構建更加公
平正義的文物追索返還新秩序，與文物流
失國及文物流入國共同探討妥善解決歷史
問題的有效途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
時，他提出，不鼓勵通過拍賣購回流失文
物。
“流失海外的文物當年被列強掠奪是

對中國人民的一次傷害，那麼現在再花高
價買回，是不合適的，所以中國政府現在
明確不鼓勵國有機構參與這些非法流失海
外文物的商業拍賣。”霍政欣說，“同時
流失海外文物的拍賣價格飆漲，反過來會

對文物犯罪起一個助長作用，還會對今後
我們從法律途徑收回文物，製造一些潛在
障礙。”
霍政欣表示，中國政府通過法律途

徑、外交途徑、雙邊和多邊的國際執法
途徑，不斷地增強文物追索的能力和手
段。
截至目前，中國已與23個國家制定

了保護文物和促進文物返還的雙邊條約。
“雙邊條約應該說執行性和操作性都很
強，也是中國近年來文物追索成功的一個
重要的原因。另外，中國政府也和相關國
家積極展開談判。比如，和法國、意大
利、英國進行談判，近年來都取得了非常
好的成效。”

法律專家：

不宜“買回”流失文物
應增國際執法途徑

何鴻燊購捐 助馬首回歸
◆2007年，中國國家文物局獲悉馬首銅像即
將在香港拍賣，斡旋推動回歸，港澳知名企業
家、愛國人士何鴻燊慨然出資購入。

◆2019年，何鴻燊將馬首銅像捐贈國家，11
月在《回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文物
回歸成果展》序廳展出。

◆2020年，中國國家文物局正式將馬首銅像
劃撥北京市海淀區圓明園管理處收藏、展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圓明園馬首銅像正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圓明園馬首銅像側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圓明園馬首銅像後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庚申園焚馬軼，庚子馬歸故園，歷經160年
漂泊，馬首銅像終回圓明園。

圓明園園毀物散，是中國文明之痛，也是世
界文明之痛。“萬園之園”凝聚了中國人民的智
慧勤勞，其中也有中西文明交流的成果，本可以

在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上佔據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除了雕樑
畫棟被付之一炬外，大批珍貴的藝術品和典籍也在當年隨之毀於
一旦。

法國大文豪雨果就看到了這一點，他指出，圓明園“是為世
界的各族人民”建造的，並將圓明園與同樣被劫掠的希臘帕特農
神殿相提並論，視其為以想像為主的東方藝術的頂峰，是無與倫
比的驚人傑作。也正是因為站上了人類文明的高度，雨果才會痛
斥劫掠行徑。

“萬園之園”已成廢墟，承載着歷史記憶的圓明園文物就更
顯珍貴。努力讓流散海外的文物回歸故里，既是中國人民的民心
所向，也是對世界文明負責。文物離開它的原生環境，氣場就會
衰減，就無法為傳承弘揚人類文明作出應有貢獻。我們提倡文明
交流互鑒，並因此愈發珍視文物的血脈、文脈與根脈。

惟馬首是瞻。文物流散與回歸，也是國運的見證。老大帝國
衰落之際，縱使九五之尊，也無力保護自己的園林，而人民共和
國踏上復興之路，就是文化勃興之時。由是觀之，真正推動馬首
回歸的，是復興的嚮往、崛起的力量。 ■新華社

歸，馬首是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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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祖国西南边陲山高谷深、偏远
幽 僻 之 地 ，生 活 着 9 个“ 直 过 民
族 ”。 2020 年 11 月 14 日 ，云 南 省
全 省 9 个“ 直 过 民 族 ”全 部 实 现 整
族 脱 贫 ， 迎 来 了 新 的 历 史 性 跨
越。

近 日 在 爱 奇 艺 独 家 上 线 的 影
片 《春来怒江》，深情描绘了云南
独龙族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现实。

编 剧 昃 文 江 经 过 长 时 间 的 思
考，确立了扶贫干部帮助返贫户
重新脱贫的切入角度。他以细腻
的笔触，讲述了三代扶贫干部扎
根基层，挥洒汗水与青春的奋斗
故 事 。 曾 主 演 《 沂 蒙 》《 红 高
粱》 等作品的演员来喜，在 《春
来怒江》 中塑造了第一书记宋春
来的形象。因为刚出演过同是扶
贫 题 材 的 电 视 剧 《遍 地 书 香》，
接到 《春来怒江》 的邀约时，他

一度想婉拒，然而看到剧本扉页
上写的“独龙族一步跨千年”这
句话，他动心了。宋春来宁肯自
己吃泡面，也要掏腰包帮助返贫
户 龙 雪 莲 ； 担 任 第 一 书 记 期 满
后，他不顾妻女反对，打定主意
在独龙江乡再战一年，非把这里
的贫困帽子摘了不可。他的事迹
深深打动了来喜。

影片结尾的字幕写道：自 2015
年 以 来 ，有 27 名 同 志 先 后 在 怒 江
脱 贫 攻 坚 战 场 上 献 出 宝 贵 的 生
命，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是怒江州
脱贫攻坚历史上一抹最庄严的色
彩。这样饱含深情的文字和影片
讲 述 的 故 事 ，让 观 众 深 切 体 会 到
扶 贫 工 作 一 路 走 来 ，有 多 动 人 就
有多艰辛。《春来怒江》以小见大，
折射了千万名基层党员干部初心
不改的情怀。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个村落里，一
位身着蓝印花布衣的女孩在镜头前熔银、捶打、錾
刻、焊接、洗涤，技艺娴熟，神情专注。他人看来非
常普通的银块，在她的手里却能变化万千——鱼儿
在手镯上跃动，树叶化身耳坠沙沙作响，翩翩起舞
的凤凰在发簪上回望……

潘雪，一位“90后”苗族姑娘，也是一位苗族银
饰锻制的非遗传承人，从她手中锻造出的银饰，结
合了传统意象和现代元素，更蕴含着美好的情感
和温暖的故事。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潘雪还
思考着如何从现代审美的角度进行创新，并且利
用抖音等网络视频平台，将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介
绍给更多的人。

从“盛装”开始的银饰梦

贵州黔东南地区的银饰锻制工艺历史悠久，
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每个苗族女孩
一出生，家里就开始为她准备一套银饰盛装作为
嫁妆。逢年过节时，苗族女子总会盛装出街，展
示身上各处佩戴的美丽银饰。银饰成为每个苗族
女子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对潘雪来说，她与银饰

结下了更深的缘分。
和其他苗族女孩一样，潘雪也

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银饰盛装。和
其他女孩不同的是，她第一次亲眼
看到师傅制作银饰盛装时，就被充
满魅力的银饰锻制方式和过程深深
吸引。一块块银条经过熔化、锤
炼、拉丝等技艺，变成一个个小零
件，再组合成一件件精美的饰品，
每一步都凝结着银匠师傅的智慧和
心血。潘雪说，在亲眼看到师傅制
作以前，自己并不相信这些银饰都
是手工制作而成；目睹了师傅的精
妙技艺，她的内心受到了很大震
撼，她也想成为一个能做出一身银
饰盛装的手艺人。

大学二年级时，潘雪开始正式
学习银器锻制。提起刚成为学徒时
的经历，潘雪坦言并不顺利。女孩
子本就力气小，制作银器却需要不
停地敲敲打打，冬天天气寒冷时，
银水还没有成形就已经变硬。但潘
雪也笑道，这些困难比起制作出一
件银饰带给她的愉悦心情，就不值
一提。大学毕业时，她没有和同学们一样在大城
市找安稳的工作，而是下决心回老家继续学习银
器锻制。虽然身边很多人都很不理解，但她牢牢
记得自己闪闪发光的银饰梦，享受着作为一个手
艺人的成就感。

给银饰增添俏皮感

虽然全国很多地区都传承着银饰锻制技
艺，但苗族锻制的银饰别有一番风韵。苗族服
饰，包括银饰和刺绣，素有“穿在身上的史
书”之称。潘雪的银饰作品，延续着苗族银饰
锻制的文化底色。蝴蝶妈妈平安锁、拉丝牛头
吊坠、竹节手镯……在潘雪的作品里，苗族文
化的传统元素随处可见。她说，自己最满意的
作品是和师傅一起制作的铜鼓手镯，铜鼓寓意
着平安和吉祥。

但潘雪不甘于只做一个传承人，总在思考
怎样使自己锻制的银饰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她
认为，这就必须在内容的创新上下功夫。她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新国潮’。‘新国潮’在我
看来就是对传统元素进行组合和拆解，做出让
年轻人喜欢的潮流单品。在保留一部分传统的
同时，也要尽量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传统的苗
族银饰通常以大为美，以多为美，以重为美，潘

雪力图让银饰变得轻盈，更具现代感。如铜鼓这
一苗族银饰的常见元素，传统银匠会将其添加在
手镯、吊坠或耳夹上，这只是元素的简单复制，而
潘雪将连缀的铜鼓元素拆解，制作成一条项链，
让传统元素呈现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带来不一
样的美感。

潘雪在一条抖音视频中说：“艺术来源于生
活，灵感来源于自然。”传统银匠的灵感来源一
般是苗族刺绣，潘雪的灵感来源则无处不在，生
活中随处可见的许多东西都能成为银饰的装饰元
素，如水纹、竹叶、蜻蜓、石子路等。潘雪认
为，复杂的银饰技艺并不是年轻人所必需的，内
容上的创新才更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她对银饰的
创新，卸下了传统银饰的厚重感，增添了几分生
活化的俏皮感，更多地为年轻人所喜爱。

与视频结合进行推广

潘雪很早就想到要在视频平台传播银饰锻
制的手艺。她说，她的视频除了呈现银饰制作
的流程，还想挖掘每件作品的深意，让每一件
作品都讲故事，赋予每件作品不同的意义。在潘
雪的一条视频里，母亲把自己的银手镯熔化，给
女儿做了一个新手镯，这一故事也是从潘雪的亲
身经历改编而来。在潘雪看来，银饰不仅是装饰

品，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寄托，她想在视频平
台把有关银饰的故事讲好，让银饰的美打动更多
的人。

疫情期间，潘雪家乡的许多银饰店铺关
门，许多老手艺人被迫外出打工，她亲眼看到
隔壁的店铺陆续换了 3 个店主。从那时起，潘
雪就更加着力于视频制作，并进行直播带货，
想用实际行动为家乡的银饰制作生意寻得转
机。在一次抖音单场直播中，潘雪的直播间获
得了 5 万元人民币的收益，给银匠师傅的店带
来了很大的销量。这让潘雪看到了与视频结合
推广银饰技艺的效果，也坚定了她在这条路上
走下去的决心。在线上获得了一定的客户群以
后，潘雪把外出打工的银匠请回家，把订单分
给他们，她说：“手工制作的效率比较低，让大
家一起做既满足了顾客的需求，也让师傅们都
有收入。”

在“互联网+”时代，非遗技艺的传承和传
播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潘雪坦言，自己虽然已
经可以制作许多类型的作品，但还处在学徒阶
段，以后会跟着师傅继续精研锻制技术。她还
想再学习一些现代的珠宝技艺，借鉴更前沿的
锻制方法。在视频创作方面，她也想用更好的
故事情节来展现作品的内涵，呈现更完美的视
觉效果，把苗族银饰锻造技艺传播得更远。

上图：苗族
银饰锻制非遗
传承人潘雪
右图：潘雪

的作品
本文图片均

由受访者提供

讲述独龙族脱贫故事
刘 畅

潘雪在煅制苗族银饰

让每一件让每一件银饰都能讲故事银饰都能讲故事
韩 一

《《春来怒江春来怒江》》剧照剧照 出品方出品方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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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感恩节
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请避免大型聚会
保持社交距离
出行戴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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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EE 11/18/2020

H C P H T X . O 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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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即日起到12/10/2020 止，報名費$35., 請連結下
列網址,填寫你的資料加入 THSH Team

進入2021年，我們繼續看到COVID-19對
各國和地方經濟的影響，以及對世界各國的影
響。美國經濟部分重新開放後，失業率居高不
下，病毒病例再次上升，選舉後的中美政策也
不確定。

儘管美國參議院多數党尚未決定，但即將
上任的拜登政府正在制定一項大流行計劃，有
關疫苗的報告令人鼓舞，華爾街對此持樂觀態
度。這些都轉化為更快的經濟增長嗎？拜登政
府對於中美貿易意味著什麼？國際旅遊和教育

在2021年會回來嗎？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將在即將

到來的虛擬網路研討會中介紹對這些問題和拜
登經濟政策的初步評估。

美國經濟前景與中美經濟關係
選舉後/大流行後世界中的脫鉤和技術競爭

12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4 點 ET/1PM PT/11AM HT，AARP 將主持他
們的重新想像亞裔美國人系列的第三集。第 3 集名為"建立團結"，我們將
深入探討我們圍繞心理健康的對話，並講述我們如何能夠忍受孤立和其

他挑戰，在這個假期及以後建立團結的故事。
與全國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心理健康協會（NAAPIMHA）的DJ

Ida博士一起參加一個免費直播社區活動，該活動的重點是亞裔美國人的
復原力，這是美國航空和呀協會重新構想亞裔
美國人系列的第三次活動。組織合作夥伴包括
NAAPIMHA、聚焦亞洲人、亞洲和太平洋島民
公共衛生核心小組、菲律賓裔美國人協會全國
聯合會、OCA-亞太裔美國人宣導者和太平洋診
所
此活動是免費的;要註冊，請造訪HTTP：//bit.
ly/TogethernessAA

AARP：重塑亞美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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