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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英國智庫 「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
」 （CEBR）26日發布年度報告，宣稱因新冠肺炎
疫情，中美兩國復甦情況形成明顯反差，中國大陸
將於2028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比之前預估的提早了5年。

據路透報導，CEBR的報告指出，一段時間以
來全球經濟最重要的主題就一直是中美兩國間的經
濟和軟實力較勁。新冠病毒大流行及相應的經濟衝
擊，無疑使這場競爭形勢開始變得對中國有利。報
告稱，中國初期以嚴格封鎖措施有效管控了疫情，
但西方卻遭受感染數量的長期增長，這意味中國的
相對經濟表現已提升。中國2021-25年的年均經濟
增長率有可能達到5.7％，2026-30年預計年均增
長4.5％。

報告稱，儘管美國經濟可能在2021年出現疫
情後的強勁反彈，但2022-2024年的年均增長率
可能放緩至1.9％，而後進一步放緩至1.6％。日本

仍將是以美元計的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到2030年
代初期，日本有可能被印度取代而落居第四，德國
則將從第四被擠到第五。

英國目前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2024年將下
滑至第六位。儘管英國離開歐盟單一市場會使其在
2021年受到衝擊，但到2035年，英國以美元計的
GDP將比法國高出23％，得益於英國在日益重要
的數位經濟中處於領先地位。

報告稱，2020年全球10大經濟體的經濟產出
中，歐洲佔19％，但到2035年將降至12％；若歐
盟與英國之間水火不容，這個佔比將更低。報告還
認為，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可能表現在通貨膨脹
上升，而不是增長減速。

報告預期2020年代中期將出現升息的經濟週
期，這對為應付新冠危機而大量舉債的政府構成一
大挑戰。

（（網絡照片網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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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五千萬人等待求援，全國各地領
取食物救濟的民眾大排長龍， 川普總統不
顧民間疾苦， 今午離開白宮到佛羅里達州
去過聖誕節打高爾夫， 但他確忘記了數千
萬同胞正處於飢餓狀態。

川普總統今天不願回應為何拒絕簽署
由他的政府參加協調促成
國會參眾兩院批准的國防
法案及纾困方案， 由于他
對兩個方案另有意見，造
成了多少等待急救的國民
，让他們希望落空，更摧
毀了多少個家庭在聖誕夜
餐桌上的食物。

我們要勸告总統先生
， 他是一國之君 ，不能因
為選舉失敗而怪罪於全民
，他的任性舉止已經让美
國蒙羞，让全世界看笑話
，最让人不耻的是他已經
在給數十位因選舉活動而
叛刑的人給予政治特赦，
包括他女婿的父親在內，
毎日在白宮研究如何在大
選中翻盤。

我們要問總統先生你

能遠走佛州去打小白球，丟下十萬火急的
纾困案而不顧，如果你說六百元太少， 我
們可以先通過你的簽署，再通加到每人二
千元也可行。

說實話，我們有這樣的領導人， 只顧
一己之私 ，真是天地所不容也。

When President Trump was leaving the White
House he refused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his veto of the massive defense bill or his re-
fusal to sign the $900 billion stimulus package
congress had negotiated with his administra-
tion.

Tonight is Christmas Eve. More than fifty mil-
lion families had difficulty putting food on the
table today. The long lines are forming in
many cities and the people are waiting for
food.

Earlier today, Trump invited state Republican
lawmakers to the White House. He hoped that
someone somewhere will help him reverse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vote. Shortly
afterwards, he retweeted a call from one of his
supporters from Vice President Pence to re-
fuse to ratify the Electoral College results on
January 6.

Today President Trump announced more par-

dons for his supporters including Charles
Kushner the father of his son-in-law, Jared
Kushner.

As ordinary citizens, we really don’t under-
stand why the president is holding this life or
death bill and refusing to sign it. If you think
that six hundred dollars is not enough right
now for the people, why don’t we add on to it
in the future and sign the stimulus package
now and release the funds to all of our suffer-
ing people?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y are laughing at us. We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as the model of
a democratic nation that we would have a
leader working against his own people

Mr. President, please look how the pandemic
has put our nation into hell. We should come
to the rescue of our pain and not add more
pain upo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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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20202020

People Are SufferingPeople Are Suffering

一國之君一國之君 以心何忍以心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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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最近，據韓國《中央日報》報導，韓國前法務
部長官曹國的夫人鄭慶心，被韓國法院認定，犯有偽造子女入學
材料、運作私募基金等11項罪名，這位東洋大學的教授，被法
院判處4年有期徒刑，當庭逮捕，曹國和女兒曹敏也被認定存在
共謀。

去年8月份，韓國總統文在寅提名曹國這位愛將出任法務部
長官，但他隨即陷入多樁負面新聞之中。曹國的妻子鄭慶心，被
指控為了讓女兒入讀名牌大學，偽造獲獎證書、濫用職權幫助女
兒發表論文等，他的家人也被指控存在逃稅行為。

在曹國沒上任之前，這些醜聞就已經讓民眾反對他的呼聲愈
演愈烈，首爾更是爆發了抗議他做部長的遊行活動，儘管曹國在
國會上澄清、道歉也沒有用。

正式上台後，曹國的這些醜聞更是愈演愈烈，保守派就此事
對他大肆抨擊，首爾檢察廳更是突擊搜查曹國的住所，對電腦硬
盤等資料搜查取證。同時，曹國之子上大學的證明材料，也遭到
了韓國檢方的懷疑。

去年10月初，韓國反對曹國的呼聲越來越高，為了敦促曹
國辭職，首爾光華門廣場舉行了保守集會，保守派稱大約有300
萬人參與了這場集會。最終，曹國在出任法務部長官僅僅一個多
月後就宣布了辭職。

但對曹國及其家人的審查卻並沒有就此終止，曹國辭職當月
，首爾法院就對曹國的夫人鄭慶心下了逮捕令，對鄭慶心的指控
罪名在一個月之內增至15項，包括涉嫌虛假申報，使用未公開
信息等，曹國也因此成為韓國監察部門的直接調查對象。

作為文在寅的心腹，曹國這位前法務部長官的出事，讓文在
寅遭到了重擊，由於文在寅強行任命曹國，沒有通過正規的司法
程序，曹國爆出醜聞後，韓國保守派趁機對文在寅政府進行抨擊
，由此掀起的倒文運動，更是令文在寅的支持率大幅下滑，一度
跌破40％。

去年的“曹國風波”，還導致文在寅的司法改革政策受到阻

礙，文在寅之所以不顧反
對，極力提拔曹國當法務
部長官，就是為了推進司
法改革，但這一政策卻觸
碰到了韓國檢方的利益，
他試圖收縮檢察官權限的
計劃推行得十分艱難。

曹國辭職後，文在寅
提拔了秋美愛，這位韓國
政壇的“大佬”出任法務
部長官，試圖讓這位手段
強硬的“女心腹”推進司
法改革，但韓國檢方卻不
斷“找事”。今年 9 月份
，秋美愛因兒子在服兵役
期間，涉嫌違規休假一事
遭到調查，這和曹國的負
面新聞類似。

但近幾個月，秋美愛
對韓國檢方展開了回擊，
她先是調查涉及檢察總長
尹錫悅家人的案件，隨後
直接對尹錫悅本人下達了
停職的命令，這場法檢之爭十分激烈，秋美愛甚至不惜以自己的
辭職來換取尹錫悅下台，由於法檢矛盾的激化，韓國政壇也因此
再度陷入混亂之中，文在寅的民眾支持率，也毫無意外地遭遇負
面影響，一周前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文在寅的支持率已經一路
跌到了38%，再度創下了他就任以來的最低值。

如今，韓國法院認定，曹國夫人鄭慶心關於偽造子女入學材
料的罪名均成立，鄭慶心被當庭逮捕並判處4年有期徒刑，而曹

國和女兒也被法院認定存在共謀的行為，也就是說曹國本人也很
可能因此受到審判甚至入獄。
一家三口全部涉罪，曹國這位文在寅曾經的心腹又“出事”了，
這很可能掀起繼法檢矛盾之後，韓國政壇的又一場風暴，文在寅
又一次陷入危機之中。

韓國政壇又要大亂韓國政壇又要大亂？？
文在寅愛將陷入麻煩文在寅愛將陷入麻煩，，全家獲罪無一倖免全家獲罪無一倖免

防範變異新冠病毒防範變異新冠病毒 日本日本2828日起暫停批准外國人入境日起暫停批准外國人入境
（綜合報導）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台26日報導，鑑於變異新冠病毒在包括日本在內的多個國

家出現，日本政府決定從12月28日起至2021年1月底暫停批准外國人入境。日本公民、常住外國
人和部分國家與地區的商務人員入境不受這一政策影響。

日本25日宣佈在入境檢疫中首次發現5人感染近期英國報告的變異新冠病毒。 26日日本又報
告2例感染病例，其中一例是飛行員，另一例係其在日本國內的家屬。日本政府26日決定，從本
月28日起至明年1月底暫停批准外國人入境。

據共同社報導，根據這一最新規定，日本公民、擁有中長期“在留資格”（臨時居住資格）

的外國人仍然可以入境。除英國和南非最近14天內申請入境日本的人外，其他國家和地區已獲得
日本簽證的人也仍可以入境。不過，在本月28日起至明年1月底這段時間裡，他們入境後都需要
隔離14天。

另外，日本政府從10月起陸續與越南、泰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韓國和中國等國
家和地區恢復了商務人員往來，此次政策變化不會影響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商務人員往來。
截至當地時間 26 日 22 時，日本當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3881 例，連續 4 天創新高，累計確診達
21843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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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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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新冠疫情形勢趨緩
專家警告節後或將反彈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的統計數據顯示，該國當天新增新冠確診病

例588例，累計確診增至131072例；新增死亡病例70例，累計死亡病例

為4172例。

據報道，近日，希臘的新增病例出現明顯減少的跡象，但希臘政府

和醫學專家多次警告，希望民眾在聖誕節和新年期間不能放松警惕，否

則將面臨節後的第三波疫情沖擊。

報道稱，希臘政府已宣布，在阿提卡西部地區的埃萊夫西納、曼

茲拉、阿斯普羅皮戈斯以及北部地區的科紮尼，實施“加強版”封

鎖措施。

此外，希臘當局還將於當地時間12月21日晚，推出在線平臺“test-

ing.gov.gr”，民眾註冊後，可免費參與“新冠隨機檢測”。當局計劃每

天進行1.2萬次隨機檢測，希望通過此舉使衛生部更好地了解疫情蔓延

情況，提前改進預防措施來阻斷病毒傳播鏈。

據介紹，目前，希臘全國正在實施封鎖措施，民眾外出前必須發送

短信申報，外出理由僅限工作、醫療、購物、運動、助人、遛狗，而且

從晚上10點至次日淩晨5點之間實施宵禁(“硬封鎖”地區從傍晚6點至

次日淩晨5點之間實施宵禁)。

不過，首都雅典市中心在12月19日這個周末，還是人流如織。不

少雅典市民以散步、購物或者到商店取貨為理由，到憲法廣場及周邊地

區觀賞聖誕樹和彩燈。

對此，希臘衛生專家強烈呼籲，希望民眾遵守防疫守則，不要讓節

日成為新壹波新冠疫情的溫床，以免在2021年1月7日封鎖措施到期後

，還要進壹步采取嚴厲限制措施。

雅典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實驗室主任察基爾斯表示，因為天氣和節

日的原因，預計更嚴重的疫情將會在2021年1月“卷土重來”，雖然屆

時部分民眾已經接種疫苗，但新增病例仍可能出現爆炸性增長。鑒於此

，察基爾斯認為，當局到時可能實施更嚴格的限制措施。

世衛組織：南非發現變異新冠病毒
與英國變體無關

綜合報導 英國近日發現的變異病毒

影響波及多國，而南非出現的變異病毒

也正引發關註。

據報道，在當天世衛組織舉行的發

布會上，世衛組織衛生緊急項目技術主

管瑪麗亞· 範· 科霍夫(Maria Van Kerk-

hove)證實，南非發現了另壹種變異新冠

病毒，但它是是單獨的變體，與英國的

新冠病毒變體無關。

上周五(18日)，南非科學家和衛生

官員宣布，他們發現了壹種被命名為

“501.V2”的新冠病毒變體，並認為這

種變異病毒可能是引發南非第二波疫情

的主要原因。

《紐約時報》援引發現該病毒的科

學家話表示，這種病毒與英國的變種中

看到的壹種突變相同。自11月中旬以來

，南非對樣本的基因序列進行了分析，

在90%的樣本中都發現了該病毒。

範· 科霍夫在發布會上證實了南非發

現變異病毒的消息。她表示盡管這種病

毒與英國出現的變異病毒存在壹個相同

的突變，但它與英國的變異病毒並不相

同。

“它們是同時出現的，所以聽起來

似乎有關聯，但實際上它是壹個單獨的

變體。”範· 科霍夫補充道，南非的科學

家正在對這種病毒進行更多的研究。

據“商業內幕”網站實時更新的統

計，截至發稿，已有以色列、土耳其、

德國、沙特阿拉伯、瑞士及毛裏求斯六

個國家對南非的旅客關閉了邊境。

據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疫情統計數

據，截至北京時間22日上午9時22分，

南非累計新冠確診病例數為930711例，

累計死亡24907例。其中19日單日新增

10939例，創下8月以來新高。

近日，英國出現的變異病毒影響波

及多國，世衛組織在發布會上透露了關

於這種病毒的更多信息。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盡管

這種病毒更具傳染性，但還沒有證據表

明它更具致命性。他說，控制病毒的傳

播是關鍵，病毒傳播的機會越多，變異

的機會就會越多。

範· 科霍夫提到，英國研究人員在研

究時發現，英國出現的變異病毒傳播率

呈現上升的趨勢。她表示，目前還沒有

證據表明該病毒會加重病情並導致更多

的死亡，研究人員同時也在對這種變異

病毒的抗體反應進行研究。目前各國已

展開病毒測序，尋找感染了英國發現的

新冠病毒變體的病例，已有壹些國家出

現此類病例，包括澳大利亞、冰島、意

大利、荷蘭和丹麥。

她還透露，英國新冠病毒變體今年9

月已在當地傳播。英國研究人員在11月

末至12月初發現英格蘭東南部地區的病

毒傳播增多，通過調查研究人員發現了

被命名為“B117”的這壹變體，並對英

格蘭東南部地區的病例展開了回溯性分

析，發現9月的病例就已出現這種變體

。

英國、南非相繼發現新冠變異病毒

引發多方關註。

英國伯明翰大學醫學專家艾倫· 麥克

納利(Alan McNally)教授對英國廣播公司

(BBC)表示，面對變異病毒“我們不要歇

斯底裏，變異並不意味著它的傳染性更

強或更危險。這是需要關註的事情......對

毒株保持冷靜和理性是很重要的，因為

這是正常的病毒進化，我們預計新的變

種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出現。”

“這是真正的警報，我們必須予以

關註。”美國西雅圖弗雷德· 哈欽森癌癥

研究中心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

search Center)的進化生物學家傑西· 布魯

姆(Jesse Bloom)說，“毫無疑問，科學界

——也就是我們，需要及時監測這些突

變，並研究這些突變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

但布魯姆也表達了和麥克納利相同

的看法，他認為不必擔心病毒會出現單

壹的災難性的突變，使得所有的抗體和

免疫系統突然失效。病毒需要數年的突

變積累，才有可能達到使現有疫苗失效

的程度。

“這跟按下開關不壹樣。”布魯姆說。

以色列與摩洛哥開通
首個直航商業航班

綜合報導 壹架以色列航空的客機從該國首都特拉維夫飛往摩洛哥

首都拉巴特，標誌著兩國正式開通首個直航商業航班。

據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白宮高級顧問賈裏德· 庫什

納和以色列國家安全顧問梅爾· 本· 沙巴特當天也搭乘這架航班前往了

拉巴特。

當地時間12月1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摩洛哥與以色列已同

意建立全面外交關系。當天，摩洛哥國王辦公室發表公報說，摩洛哥將

與以色列恢復官方聯系，並盡快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系；以色列總理內

塔尼亞胡也在當天發表電視講話，稱兩國關系正常化協議將帶來“歷史

性和平”。

摩洛哥是8月以來，與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的第4個國家。在美

國斡旋下，以色列已分別與阿聯酋、巴林和蘇丹實現關系正常化。

希臘要求英國入境者隔離7天
希臘總理將接種疫苗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小時，希臘新增526例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累計確診131597例；當日新增死亡

85例，累計死亡4257例。

英國出現變異新冠病毒
希臘要求英國入境者隔離7天
據報道，由於英國近期出現了正在

傳播且威脅性更大的變異新冠病毒毒株

，全球多國隨即宣布采取措施限制英國

人員往來的措施。希臘公民保護部也在

20日宣布，自21日6時起，所有來自英國

的人員入境希臘後，均需要強制隔離7天

。而來自其他國家的人員仍需遵守原來

的規定，即在入境希臘後強制隔離3天。

希臘傳染病學專家戈戈斯21日說：

“到目前為止，尚沒有證據表明變異病

毒能夠讓疫苗失效。盡管不能排除將來

的可能性，但在作出任何評估前，我們

仍然在等待更多的數據。”

戈戈斯說，對於英國出現新冠變異

毒株的事件，人們無需過度恐慌，因為

所有病毒在人群中復制和傳播時，都會

自然產生突變

或基因變化。

通常病毒突變

後會具有更強

的傳染性，但

其致命性會減

弱。

希臘擬開
展疫苗接種工
作

專家憂“第
三波疫情”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稱，他計劃在

12月27日接受新冠疫苗接種，並在接下

來的幾個月裏推進全面接種計劃。米佐塔

基斯說，“目前，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是

說服公眾相信疫苗是安全的。我個人將在

疫苗抵達希臘後的第壹時間就接種。”

對於即將來臨的聖誕和新年假期

，米佐塔基斯表示，他擔心家庭聚會

將使得疫情出現反撲，敦促民眾在假

日期間不要放松警惕，繼續遵守各項

防疫規定。

此前，不少醫學專家均表達過對民

眾在節日期間放松警惕，可能導致節後

遭受“第三波疫情”襲擊的擔憂。亞裏

士多德大學環境工程實驗室負責人薩裏

雅尼斯說，為了將每日增長的新冠肺炎

確診人數控制在500例的“安全線”下，

有必要將全面封鎖的時間延長至2021年1

月20日。他還警告稱，若提前結束全面

封鎖，病毒很可能會“卷土重來”。

南極洲發現數十起新冠病例
地球“唯壹凈土”失守

綜合報導 據報道，數月

以來，南極洲的數百名科學家

和研究人員居住在世界上唯

壹壹塊遠離新冠病毒的大陸

上。但現在，這塊“凈土”

失守了。

智利軍方周壹宣布，智利

位於南極半島的貝爾納多· 奧

希金斯研究站發現了36例新冠

肺炎病例，其中有26例為軍方

人員，另外10例是維修工人。

這意味著新冠肺炎病例已在世

界七大洲均有記錄。

據悉，貝爾納多· 奧

希金斯研究站是智利在南

極擁有的四個永久性基地

之壹，由軍隊負責。

消息傳出前幾天，智

利海軍證實了在“薩爾根

托· 阿爾迪亞”號供應船上發

現3起確診病例。該船於11月

27日將物資和相關人員送達南

極研究站，並於12月 10日駛

回智利。三名船員返回智利塔

爾卡瓦諾海軍基地後接受了新

冠檢測，檢測結果呈陽性。

智利海軍方面稱，所有前

往南極的人員都接受了PCR新

冠測試，結果均為陰性。

國家南極局局長理事會執

行秘書米歇爾· 羅根· 芬尼莫爾

此前曾表示，計劃前往南極洲

的人通常要在本國接受標準的

新冠檢測，之後在入境國隔離

至少兩周，再飛往南極洲。到

達目的地後，通常會再次進行

標準的新冠檢測，並且要求人

們保持社交距離及戴口罩。

盡管大多數國家減少了派

往南極洲的科學家和工作人員

的數量，但最近仍有數百人抵

達。

目前在南極洲設有研究

站的其他國家尚未報告新冠

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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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不住官邸是因為“怕鬼”？
菅義偉曾笑著承認

綜合報導 日本《讀賣新聞》近日報

道，上任三個月後，日本首相菅義偉還

沒有搬進位於首相府大樓旁的首相官邸

。相反，他從國會議員住宅大樓乘車3

分鐘往返。不知什麼原因，日本最有權

勢之人的官邸已經空置了8年。有傳聞

說，首相官邸裏“有鬼魂出沒”，因為

那裏曾發生過“二二六事件”、1936年

未遂軍事政變等血腥歷史事件。

報道稱，首相府大樓是首相的工作

場所，而劃給領導人居住的地方則被稱

為官邸。菅義偉剛上任後，曾有記者提

問“是否會搬進官邸”，當時菅義偉避

而不答。菅義偉說：“無論我是否住進

官邸，我都會努力確保政府的危機管理

沒有疏忽。”雖然有很多政府官員出於

安全和危機應對等原因，都建議首相搬

進官邸，但菅義偉並沒有這個打算。

據介紹，日本首相官邸是壹棟四層

的鋼筋混凝土建築，總建築面積約7000

平方米。根據《國家公職人員住房法》

，首相們可以免費居住。除了作為住宅

的功能外，首相官邸還設有辦公室和會

客大廳，可用於與世界各國領導人進行

電話會談或舉辦正式晚宴等。

菅義偉自9月就職日本首相以來，曾

在首相官邸分別與中美領導人進行了首次

電話會談。即使首相官邸大部分時間處於

空置狀態，日本政府每年也會在財政年度

預算中撥款約1.6億日元用於運營和維護。

報道稱，將前首相府大樓作為新官

邸，是為了保護這座具有重要歷史和文

化價值的建築。前首相府大樓是1923年關

東大地震後日本重建的第壹座中央政府辦

公樓。日本首相官邸成立期間，從田中義

壹到小泉純壹郎共有42位首相在73年裏先

後入住過，見證了日本動蕩的政治風雲。

該官邸也是見證歷史時刻的場所，

1971年，這裏舉行了美日之間歸還沖繩

協定的簽字儀式，1978年，還舉行了中

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批準文書交換儀式。

但它也見證過悲劇的發生。1932年，時

任首相犬養毅在未遂的軍事政變“五壹

五事件”中被槍殺；1936年，時任首相

岡田啟介的妹夫在“二二六事件”中被

槍殺。首相府行政官員表示，正門的窗

戶上有壹個直徑約壹厘米的洞，壹般認

為是那次事件中的子彈留下的，但這壹

說法從未得到證實。

因為這樣的歷史，官邸“鬧鬼”的傳

聞壹直存在。迄今為止，已有7位首相住進

了現址官邸，但自2012年12月野田佳彥下

臺以來，就沒有壹位首相住過。日本前首

相安倍晉三在2006年第壹次執政時搬進了

官邸，但在接替野田佳彥開始第二次執政

後，他沒有住進官邸，而是選擇住在自己

位於東京富谷地區的房子裏。

2013年5月，壹名在野黨議員在壹份意

向書中問安倍：“妳不搬進官邸，是不是因

為有鬼？”安倍內閣回答稱：安倍“不知

道”有關鬼魂的傳言。但當時身為內閣官房

長官的菅義偉在記者會上也被問到 “妳感

覺到鬼魂的存在嗎？”當時他笑著回答說：

“既然妳提到了，也許是吧。”

報道提到，曾住官邸的七位首相中，

除了小泉純壹郎，其他首相都只任職了壹

年左右就被迫下臺。安倍第二次擔任首相

時，沒有搬進官邸，他的首相任期持續了7

年9個月，是日本歷史上最長的壹次。在日

本的政治神經中樞東京長田町地區，有壹

個坊間流傳的傳說：“搬進官邸，意味著

首相的任期很快就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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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新冠疫

情持續蔓延，截至當地時間

21日0時，韓國新增24例死

亡病例，刷新紀錄，為此，

政府正研討調整防疫對策

等。另壹方面，在部分國家

已開始接種新冠疫苗的背景

下，韓國國務總理丁世均表

示，韓國民眾最早可從2021

年2月起按序接種疫苗。

報道稱，韓國中央防疫

對策本部當地時間 21日通

報，截至當日0時，該國新

增926例新冠確診病例，累

計確診50591例。

據報道，韓國單日新增

病例雖時隔六天降至千例以

下，但由於周末檢測數量低

於平日，尚難斷言疫情有所

好轉。部分傳染病專家警告

稱，該國單日新增病例數恐

將增至2000例。韓國政府正

在研討上調防疫級別至最高

級別等各種對策。

另外，當地時間 20日

，韓國國務總理丁世均在壹

檔節目中表示，韓國食品醫

藥品安全處很可能在2021年

年初，批準使用阿斯利康新冠疫苗。阿斯利

康或將於2021年第壹季度向韓國供應疫苗，

預計韓國民眾最早將於2021年2月、最晚將

於3月按序接種疫苗。

報道指出，韓國即將與輝瑞、莫德納等

醫藥公司簽署新冠疫苗采購合同，但未能獲

得這些公司2021年第壹季度供應疫苗的承諾

。預計韓國國內很難於2021年第壹季度，接

種這些公司所生產的疫苗。

菲首都大馬尼拉地區聖誕新年
仍保持壹般社區隔離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發言人哈裏· 洛克駁斥了

關於菲首都大馬尼拉地區將從12月23日至明年1月3

日實施更嚴格隔離政策的傳聞。

洛克表示，根據杜特爾特總統11月30日宣布的

隔離政策，大馬尼拉地區、八打雁省、南拉瑙省，

以及伊洛伊洛市、獨魯萬市、伊利甘市和達沃市，

直到12月31日繼續執行“普通社區隔離”防疫政策

(GCQ)。該國所有其他地方將繼續實行最寬松的改良

壹般社區隔離(MGCQ)。洛克預計杜特爾特總統將於

2021年1月初宣布下壹輪隔離分類。

洛克同時也是菲“新發傳染病管理機構間特別

工作組”(IATF-EID)的發言人，他表示英國發現壹種

新冠病毒的新變種，其傳染性比此前已知的病毒高

出70%，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對英國實施旅行禁令

，IATF-EID也將討論如何防止新冠病毒變種從英國

傳入菲律賓。

自3月15日菲對所有發生新冠疫情本土傳播國

家的旅客實施旅行禁令以來，只有菲律賓公民與其

外籍配偶，以及他國外交官被允許進入該國。

目前，按照菲防疫規定，旅客抵達該國後必須

進行新冠病毒檢測。在等待檢查結果期間，旅客必

須居留在政府指定的檢疫機構或檢疫酒店。其間，

海外菲律賓勞工(OFWs)的住宿費將由政府承擔，其

他非海外菲律賓勞工的住宿費將自行支付。

檢測呈陽性的旅客將被轉移到指定的醫院治療

，而檢測呈陰性的旅客將被允許離開，並在家中或

指定的監測機構隔離居住14天。

據菲衛生部數據，12月21日該國新增確診病例

1721例，累計確診 461505例，死亡 8957例，康復

42920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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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加速了企業槓桿率的攀升，這些
危機可能連2008年次貸危機中都未曾充分體現出來。全
球企業違約率攀升至多年來的最高水平，首當其衝的仍
是那些實體零售企業，無論在2020年還是即將到來的
復甦之年，它們都在苦苦掙扎之中，更多殭屍公司瀕
臨違約。

各國央行實施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發達經
濟體也印發更多貨幣，疫苗問世後，過度的流
動性導致經濟過熱，通脹及利率高企，或令
大批殭屍公司倒閉。

亞馬遜的顧問們有意為歐洲小島國塞浦路斯“重寫”稅法，將公司
歐洲總部遷往該國以享受更低的稅率，也能夠讓負債纍纍的塞浦路斯從
中受益，還有可能推動歐盟各成員國調整互相之間的稅收條例。

亞馬遜無疑是2020年疫情中最為受益的企業之一，疫情令全球大
部分人“被迫”居家辦公，亞馬遜的網購和雲端服務恰好適應了這個趨
勢。但顯然強如facebook、谷歌的快速擴張，令各國監管機構都變得更
為警惕，科技巨擘們也不得不“絞盡腦汁”，令企業仍能享受相對較低
的稅率。

法國瀕崩潰法國瀕崩潰 向德求救向德求救

區塊鏈技術趕絕假新聞區塊鏈技術趕絕假新聞

中國數字貨幣中國數字貨幣
挑戰美元地位挑戰美元地位

核聚變技術令核聚變技術令““能源無憂能源無憂””
能源的發掘和有效使用，始終是人類發展進程中的最大難題。但2020年10月，麻

省理工學院SPARC證實了核聚變反應堆的可行性，其可以輸出10倍的能量，這是自發
明核電以來最大的能源技術轉變。

就現有的核電技術而言，全球正在使用的核電站都是基於核裂變技術而進行發電
的。但若SPARC這項技術能迅速在公共和私人層面進行投資，全球每個國家都不會再
受到缺乏水和糧食的困擾。

白銀價升勢勁過黃金白銀價升勢勁過黃金
風水輪流轉，2021年可能會進入“白銀時代”。

2020年環球經濟萎靡，美元走弱，油價屢創新低讓黃
金成了市場追捧的對象，但2021年，白銀價格上漲幅
度將可能超越黃金，因為工業需求激增，尤其是太陽光
伏電池生產對白銀的高度依賴。
到2021年，市場普遍認為，隨着美元走弱以及投資

者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貴金屬將成為風險對沖工具之一，
而白銀則是這其中的一個選擇。在2010年美元貶值和美聯
儲量化寬鬆的年代，世界白銀協會數據顯示，當年全球白銀
投資需求高達2.79億盎司，漲幅達四成。

公民技術基金公民技術基金
向被科技淘汰的人派息向被科技淘汰的人派息

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迅速發展，將令現有工作中的四分之一被取代，牛津大學的研究
人員甚至預測，到2030年美國一半的工作崗位將被淘汰。一家可以分派“顛覆性股
息”（Disruption Dividend）的基金應運而生，將一部分生產所得的資產分配給失業
者，以紓緩社會的不平等現象。

為避免政治動盪、社會動盪和系統性風險的加深，2021年公民技術基金（ Citi-
zens Technology Fund）將會誕生，出台“顛覆性股息”，將一部分資產所有權
轉讓給所有人，而另一部分則轉移給被技術革命淘汰的失業者，使所有人都可以
參與到數字時代的生產力提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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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新冠疫苗““殺死殺死””殭屍企業殭屍企業

疫情令全球經濟陷入困境，嚴重加劇了不平等現象，全
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理念在這種環境
下再次興起。UBI是指沒有條件、資格限制，不做資格
審查，每個特定範圍內的成員皆可定期領取一定金額的
金錢，以滿足人食物、水、電、居住、教育、醫療等
基本花費。

UBI會促使人們改變以往的工作和生活態度，越來
越多的年輕人或許會留在自己的“故鄉”工作，房地產
市場出現崩塌，大城市逐漸缺乏吸引力。

現代年輕人逐漸意識到努力工作和負擔所有開支，很
難形成正比，現代科技的高度運用也不再需要他們在一個小
範圍內“隨時待命”。若大城市的年輕人湧現出“返鄉
潮”，大城市的樓市便會變得搖搖欲墜。

亞馬遜亞馬遜““買下買下””塞浦路斯塞浦路斯

■■人民幣數字貨幣已在多個省市試行人民幣數字貨幣已在多個省市試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2020年，一場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所有“黑天

鵝”、“灰犀牛”都被比下去。混亂之中，一向腦洞大開的丹麥

盛寶銀行（Saxo Bank）成功預測了特朗普未能連任美國總統，那

在疫苗問世卻依舊充滿不確定性的2021年，十大瘋狂預測又是什

麼？

■■ 工業需求激增或工業需求激增或
刺激白銀價格上升刺激白銀價格上升。。

■■ 大城市樓價或面大城市樓價或面
臨下跌臨下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疫後經濟有機會因過熱令殭屍企業瀕危疫後經濟有機會因過熱令殭屍企業瀕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疫情爆發後，法國私人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已標高
至140%，遠遠超過意大利（106%）和西班牙（119%），成為歐洲面
臨最高負債的國家之一，法國財政變得不堪一擊，銀行股遭到機構投
資者的大量拋售，別無他選的法國或許只能向德國“乞討”，以獲得
歐洲央行的幫助，防止系統性崩潰。

此前，法國的公共債務佔GDP比率基本徘徊在100%，預計到
2021年，該數值將升至GDP的120%以上，私人債務可能會再增加
20%，成為歐洲債務比率漲幅最快的國家。儘管法國出台了大規模的
刺激計劃和紓困措施，仍難以避免企業破產潮，國家擔保貸款的巨額
虧損進一步削弱了法國銀行的實力。法國或許會請求歐洲央行印發足
夠的歐元，以對其銀行系統進行大規模救助。

假新聞、虛假信息的快速傳播，正在不斷入侵大家的日常生活，
甚至喧賓奪主，成為互聯網的“主流”聲音。不過為了對抗假新聞，
Verizon和IBM等公司正在研究用區塊鏈技術對信息進行驗證，對抗
假新聞的傳播，Twitter和facebook等公司也在區塊鏈技術的發展中進
行了大量投資。希望2021年，新聞媒體、社交平台、區塊鏈技術企業
可以向這些假新聞進行絕地反擊。

2020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推出的數字貨幣（DCEP），為全球
資本進入中國市場打開了新大門，數字人民幣的誕生也將直接提高人
民幣在世界範圍內的流通性和使用率，這對“世界貨幣”美元而言，
也是一個具有競爭性的挑戰。

簡而言之，DCEP就是
將數字貨幣和電子支付工具
結合起來，從而可以替代一
部分的法定貨幣。同時，人
民幣的穩定性以及區塊鏈技
術所實現的內置可追溯性和
監督功能，將大大降低甚至
消除資本外逃或非法轉移出
中國的風險性。

全民派生活費全民派生活費 打殘大城市樓價打殘大城市樓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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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強化國家戰略科

技力量”列為明年抓好重點任務之首，這是

科技創新問題近年來首次列為重點任務。中

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創新政策所副所長張赤東研究員日前就此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此次會議體現了黨中央對當前中國發展的重大研判，即

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管理工作已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綜

合職能，這凸顯出科技在中國未來經濟發展中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張赤東亦指

出，與京滬兩大傳統科創中心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國際化定位、產業鏈內循環這三大優勢。在全球化過程中，粵港澳大灣區從國

家定位上講，很重要的對接資源，就是香港和澳門這兩個平台。

灣區科創須用好港澳平台
科技戰略專家張赤東：具市場化國際化產業內循環三優勢

��(����3��(����3

不是處處發力 而是留好底牌

一頭抓基礎研究 一尾抓企業創新

■■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張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張
赤東赤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舉國體制變遷 吸納民企力量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列為明年抓好重點任務之首。專家指，粵港澳大灣區科創
具有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國際化定位、產業鏈內循環三大優勢。圖為珠澳科創大賽5G VR體驗區。

資料圖片

“這次經濟工作會議，與以往有很大變
化，真正地把創新擺在了核心的位置

上。”張赤東表示，這是進一步落實黨的十
九大特別是五中全會精神，將創新作為破解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難題的最關鍵舉措。這顯
示出，當前中國已作出非常重要的研判，國
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一步落地落實，科技
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意味着中
國未來經濟發展，將會從此前的依靠資源、
資本投入，轉向依靠智力、科技投入，實現
一種更高級、更多附加值、更可持續的經濟
增長方式。

未來產業依靠科技創新
張赤東表示，十八大以來，在經濟新常態

過程中所遇到的發展方式轉型，產業結構升
級，增長動力轉換等三大問題，無不需要靠創
新來解決。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創新列為
首要任務，可以說中央在政策實施上是越來越
深入，戰略方向是一以貫之的。

同時，在當前中國的現實發展中也迫切需
要創新來解決問題。張赤東表示，例如當前的
疫情，如何解決疫情對經濟生產、社會活動造
成的影響，就需要有更靈活、快速反應的科研
能力，及時捕捉病毒的變化，快速研發藥物和
疫苗，保證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中國面臨非
常嚴峻的國際環境，如何保證產業關鍵核心技
術在突然斷供的情況下繼續生產，更需要依靠
科技創新。再者，全球正處於科技革命和產業
變革過程中，任何一個發達國家或者主要經濟

體都在布局未來產業，在未來產業競爭中謀取
一席之地依靠的依然是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創
新競爭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科技創新作為重要
任務提出，這充分表明，在新時期面對新情
況、新挑戰，中國已經找到的新路徑，科技創
新正是更有效、更徹底解決問題的根本性路
徑。”張赤東說。

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上通過的“十四五”規
劃建議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
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而此次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則明確指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建設國際
和區域科技創新中心。此前，張赤東認為，與
京滬兩個科創中心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市
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國際化定位、產業鏈內循
環這三大優勢。

民企是灣區科創核心力量
“粵港澳大灣區與上海、北京一個明顯不同

的地方，就是京滬基本是以國有經濟力量為主
的，而粵港澳大灣區是以市場上誕生的民營經
濟科技力量為核心的。”張赤東說，粵港澳大
灣區的顯著特點，是更依靠市場的運作機制。
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是在市場發揮決定性作
用下發展起來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張赤東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粵港澳大
灣區從國家定位上講，很重要的對接資源，就
是香港和澳門這兩個平台。“特別是香港的特
殊地位，決定了粵港澳大灣區在國際化過程中
與上海、北京的不同。”張赤東表示，雖然上
海也是典型國際化大都市，但與香港還是有區
別的。所以，粵港澳大灣區有香港、澳門這兩
個平台，在國際化過程中就可以進行更好的資
本、技術、人員等多方面的交流、互通、互
動。

粵港澳大灣區的第三個優勢，張赤東表
示，隨着民營經濟的崛起，粵港澳大灣區在以
先進製造為核心的諸多領域，特別是一些新興
技術領域，在產業鏈的布局與配套上都形成了
非常強的內部循環發展能力。他認為，粵港澳
大灣區以製造業為核心的能力，將會成為代表
中國製造核心競爭力的一種模式，與世界形成
內循環外循環的良好互動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發揮好
重要院所高校國家隊作用，推動科研力量優化配置和
資源共享。

今年應對新冠疫情當中，針對疫苗研發，新型舉
國體制就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國家第一時間布置
五條疫苗技術路線，中科院、中疾控等科研國家隊提
供關鍵技術，國藥、科興等國企、民企全力參與研
發、臨床試驗、生產等環節，疫苗研究成果迅速從實
驗室轉化到生產車間，中國不僅在疫苗研發上處於全
球第一方陣，更有望在產能上達到年產10億劑量級，
這是疫情防控的關鍵一步。

“大家討論舉國體制，第一個標誌性的就是‘兩
彈一星’工程，在那個時期只能調動全國資源才能保
障搞好這樣的一個重大科技項目。”中國科學院科技
戰略諮詢研究院創新政策所副所長張赤東研究員說，
當前，中國已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科技研發經費位

居世界第二位，新時期的新型舉國體制自然也會產生
組織形式、目標、參與方等結構性變化。

張赤東表示，新型舉國體制更聚焦在科學技術方
面的某些關鍵領域，以保證國家安全和競爭力。在新
冠疫苗研發過程中展現的新舉國體制，組織更加靈
活、快捷，參與方更加開放，目標是更符合市場要求
的，甚至說最終是一種適應市場為條件的交付。“這
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進步。”

張赤東認為，當前中國的新型舉國體制已經變成
了一種國家對重大問題、重大項目、重大目標的科研
組織方式，融合成為一種更加靈活運用的政府組織手
段。不僅民營企業進入新型舉國體制，很多資源也不
再是封閉式投入的，完全可以引入社會資本和多方力
量。可以說，新型舉國體制是中國在科研工作組織中
的新探索，是隨着社會經濟發展，在安全領域、技術
領域和民生領域中產生的國家與任務之間的協調關
係，是新需求變化所產生的一種新組織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抓緊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行動
方案，重點布局一批基礎學科研究中心，令外界更加
關注中國基礎研究的布局。“如果一個國家GDP排
在全球前列，但是基礎研究能力卻比較落後，那就是
別人常說的‘大個頭娃娃’，身體長得像成人一樣，
智商卻像個幼童。”張赤東以此來比喻基礎研究對於
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他表示，原始創新能力是自
主創新最關鍵的能力，是面向“卡脖子”問題提供解
決方案的根本創新途徑。源頭性創新技術需要原始創
新，原始創新的根基是基礎研究。

一定要進行前沿布局
張赤東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提升自主創新能

力，關鍵在於原始創新、基礎研究能力的提升。基礎
研究是一類投入周期長、資金大、不確定性高的科研
活動。市場力量，單個企業或幾個企業聯合起來，都
很難承受基礎研究的壓力，所以基礎研究一定需要國
家資助。在國家發展經驗上，各主要發達國家的政府
都是基礎研發投入的核心、主力，甚至從早期中小學
科學精神教育開始，到大學科研項目資助，再到研發
攻關，基礎研究一直離不開政府的支持，是政府公共

研發智能所在。
他認為，基礎研究十年行動的布局，與中國科技

強國發展目標是相一致的。2020年到2030年，中國
要進入世界創新型國家前列，這要求中國在若干領域
的原始創新能力必須要產生一些標誌性的成果，特別
是在某些領域中應該具有自己獨特或是領先的技術，
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腦科學、生物
育種等領域一定要進行前沿布局，也就是必須在相關
基礎研究中提前作好準備。

張赤東特別強調，基礎研究要遵循科學規律，
“基礎研究不是說投入下去就會有效果的”，首先要
長期投入，其次要給科學家研究一個積累的時間，至
成果出來之後，成果的實用性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優
化、改進。可以說，基礎研究十年行動計劃，將會成
為2030年科技強國建設的重要戰略部署。

面向未來的創新發展，張赤東總結了“頂天立
地、一頭一尾”。頂天的一頭是抓基礎研究，立地的
一尾要抓企業創新。基礎研究解決未來佔領科技高峰
問題，這決定了真正的地位問題。企業創新解決的是
社會經濟發展基本需求，保證國家經濟健康穩定發
展，具備全球競爭力。這樣的一頭一尾，將成為國家
強大的重要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在國際環境的影響下，“卡脖子”問題受到空
前關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要實施
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盡快解決一批“卡
脖子”問題。

張赤東表示，“卡脖子”技術之所以成為當
前發展中的瓶頸，是因為在實際應用中缺少在技
術鏈條上對某些環節的主動控制。在技術鏈條
上，原來是全球一體化的，很多技術可以通過外
貿、引進等方式來獲得，但當國際環境變化後，無
法通過國際渠道獲得技術支持時，就被“卡”住
了。他認為，解決“卡脖子”最核心的問題，
是在實際應用中要完善創新鏈和技術鏈，要始
終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做好“備胎計
劃”，有了替代方案，產業鏈就非常安全，技

術鏈則具有可競爭性和彈性空間。
“要知道，在全球化格局下，任何一個

國家不可能從頭到尾把所有的技術都搞定，所
以中國現在更需要的是在全球產業鏈布局下，
形成一種可以互動合作的模式。比如你在這塊
很擅長，我在那塊特別擅長，咱們兩個結合便
是最好的。”張赤東認為，中國不需要處處都
發力，但是一定要在核心關鍵上掌握好主動
性。

張赤東表示，對於那些無論如何都買不來
的技術，只能靠中國在發展內循環的應用實踐
中，不斷優化、升級、完善技術。這可能需要
一個長期的發展計劃和考慮，特別是在政策支
撐上需要有長遠規劃，才能真正解決“卡脖
子”問題。



美南國際電視吳曉萍老師主持的美南國際電視吳曉萍老師主持的 「「琴動心聲琴動心聲」」 第一集第一集
1212月月2323日晚訪問著名作曲家日晚訪問著名作曲家、、博士生導師姜萬通先生博士生導師姜萬通先生

本月23 日由 「德州藝人福音團契」 主辦
2020聖誕節 「疫情下的盼望」 聖誕晚會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由由 「「德州藝人福音德州藝人福音

團契團契」」 主辦的主辦的20202020聖誕節聖誕節 「「疫情下的盼望疫情下的盼望」」 聖聖
誕晚會誕晚會，，於於1212月月2323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晚間七時在晚間七時在
ZoomZoom 上舉行上舉行，，同時也在同時也在YouTubeYouTube 上同綫觀看上同綫觀看
，，共有數百人在綫上觀賞共有數百人在綫上觀賞。。由於主辦人由於主辦人 「「德州德州
藝人福音團契藝人福音團契」」 的負責人李水蓮牧師的負責人李水蓮牧師，，年輕時年輕時
是香港電影界知名明星出身是香港電影界知名明星出身，，又是台灣電視界又是台灣電視界
的當紅歌星的當紅歌星，，她對節目的安排非常專業她對節目的安排非常專業，，雖然雖然
演唱的都是傳揚福音的詩歌演唱的都是傳揚福音的詩歌，，無論演唱無論演唱、、歌聲歌聲
、、鏡頭鏡頭、、畫面畫面，，均屬專業均屬專業，，令所有觀眾嘆為觀令所有觀眾嘆為觀
止止。。尤其李水蓮牧師演唱的尤其李水蓮牧師演唱的 「「愛的真諦愛的真諦」」 專程專程
至峇里島拍攝至峇里島拍攝，，無論歌聲和畫面皆美極了無論歌聲和畫面皆美極了，，令令
所有看過的人為之瘋狂所有看過的人為之瘋狂。。李牧師不愧是大明星李牧師不愧是大明星
出身出身，，舉手頭足的畫面皆是經典舉手頭足的畫面皆是經典，，那天還有陳那天還有陳
國安牧師及陳培琍牧師也出席大會國安牧師及陳培琍牧師也出席大會，，為大家帶為大家帶
來節日的祝福來節日的祝福。。

李水蓮牧師也在會上開場時禱告李水蓮牧師也在會上開場時禱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
，，我是李牧師我是李牧師，，疫情下的盼望聖疫情下的盼望聖誕誕晚會晚會，， 得到得到
世界各地世界各地1010多位藝人和團體提供精彩的節目多位藝人和團體提供精彩的節目，，
好幾個福音機構鼎力協助好幾個福音機構鼎力協助，，台北基督之家寇紹台北基督之家寇紹
恩牧師傳講信息恩牧師傳講信息，，全球各地很多主內弟兄姊妹全球各地很多主內弟兄姊妹
懇切代禱懇切代禱，，線上播出線上播出1010分順利分順利，，當場就有當場就有13001300
多小組和個人參與觀賞多小組和個人參與觀賞。。

在此代表在此代表 「「德州藝人福音團契德州藝人福音團契」」 感謝所有感謝所有
參與演出的藝術家和牧長們參與演出的藝術家和牧長們，，以及所有幕後工以及所有幕後工
作人員作人員，，特別感謝又菡姐妹美術設計特別感謝又菡姐妹美術設計，，還有文還有文
榮弟兄榮弟兄，，為了製作昨晚的節目為了製作昨晚的節目，，一個晚上沒有一個晚上沒有
休息休息，，謝謝你們的付出謝謝你們的付出！！

願上帝祝福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以及我們的願上帝祝福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以及我們的
好友們好友們。。祝你們聖誕快樂祝你們聖誕快樂！！新年蒙福新年蒙福！！

當晚的節目除了當晚的節目除了 「「德州藝人福音團契德州藝人福音團契」」 主主
辦辦，，還包括還包括：：台北基督之家台北基督之家，，台北藝人之家台北藝人之家，，
合一音樂事工合一音樂事工，，BRCBRC 伯特利中心協辦伯特利中心協辦。。贊助者贊助者
：：藝人團契之友藝人團契之友。。參與者還包括參與者還包括：：聖誕信息聖誕信息：：
寇紹恩牧師寇紹恩牧師，，見證見證：：藝人藝人--劉冠森劉冠森，，主持人主持人：：印印
尼泗水尼泗水，，陳培琍牧師陳培琍牧師。。節目包括節目包括：：主持人主持人：：開開
始主持始主持、、介紹藝人團契介紹藝人團契、、李水蓮牧師禱告後節李水蓮牧師禱告後節
目正式開始目正式開始。。包括包括：：
11，， 天韻合唱團天韻合唱團《《 兩首歌兩首歌 》，》，祝賀會長祝賀會長，，謝光謝光
哲哲。。
22，，藝人藝人--周黛蘭周黛蘭《《平安在這裡平安在這裡》》
33，，合一音樂事工合一音樂事工《《摩西之歌摩西之歌》，》，祝賀祝賀--藝人之藝人之
家家 施立民牧師施立民牧師
44，，李水蓮李水蓮牧師牧師《《愛的真諦愛的真諦》》
55，，天津京劇演員楊麗麗天津京劇演員楊麗麗《《愛的真諦愛的真諦》，》，祝賀台祝賀台
北藝人之家北藝人之家黃榮勇長老黃榮勇長老

66，，福音福音--歌手歌手陳艾美陳艾美
77，，何孟修何孟修牧師牧師《《奇妙平安奇妙平安》》
88，，新樹詩班指導新樹詩班指導莎崙莎崙《《慈愛的父神慈愛的父神》》
99，，蒙福幼稚園蒙福幼稚園《《讓平安降臨在人間讓平安降臨在人間》》
，，祝賀祝賀--藝人之家藝人之家郭成威長老郭成威長老
1010，，原創音樂人原創音樂人--劉香劉香《《蛻變蛻變》》
1111，，藝人藝人--百里香香百里香香《《學習永無止盡學習永無止盡》》
1212，，伯克利音樂學院唱作人伯克利音樂學院唱作人 EricEric 《《尋尋
》》
聖誕信息聖誕信息
寇紹恩牧師寇紹恩牧師
1313，，林義忠林義忠 牧師牧師《《給自己機會給自己機會》》
1414，，國家一級演員國家一級演員 耿麗萍耿麗萍 祝賀祝賀《《星星
》》
1515，，原創音樂人原創音樂人，，湘海湘海 祝賀祝賀《《感謝有感謝有
你你》》

見證見證：：
藝人藝人--劉冠霖劉冠霖
1616，，金大班金大班 姚煒姚煒《《這一生最美的祝福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
1717，，藝人藝人--王芷蕾王芷蕾《《風和愛風和愛》《》《給我換一顆心給我換一顆心》》
1818，，藝人藝人--薛家燕薛家燕《《我歡笑又歌唱我歡笑又歌唱》《》《愛在聖誕愛在聖誕
節節》》

1919，，喜樂婆婆喜樂婆婆（（喬媽媽喬媽媽、、小金子小金子））唱說唱說《《不要不要
搞錯搞錯》》 祝福祝福陳國安牧師陳國安牧師
2020，，德州德州TMCTMC交響樂團交響樂團，，鋼琴家鋼琴家：：劉寧嘉劉寧嘉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美南傳媒集團音樂美南傳媒集團音樂
總監總監、《、《萍聚萍聚》》欄目製片人欄目製片人、、中國大連劉寧鋼中國大連劉寧鋼
琴學校校長吳曉萍主持的琴學校校長吳曉萍主持的 「「琴動心聲琴動心聲」」 第一集第一集
在聖誕節前在聖誕節前（（1212月月2323日日））晚間八時正式開播晚間八時正式開播。。
首集訪問音樂界兩位響噹噹的人物—首集訪問音樂界兩位響噹噹的人物— 全球有影全球有影

響力的響力的 「「世界音樂文化博物館世界音樂文化博物館」 「」 「大連音樂博大連音樂博
物館物館」」 館長張敬軒館長張敬軒、、該館也堪稱中國遼寧省大該館也堪稱中國遼寧省大
連市貫穿中西音樂文化發展史的重鎮連市貫穿中西音樂文化發展史的重鎮。。以及中以及中
國著名作曲家國著名作曲家、、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博博
士研究生導師姜萬通士研究生導師姜萬通。。在與他們的對談中介紹在與他們的對談中介紹

姜萬通老師的作品姜萬通老師的作品《《戲韵戲韵》》
及及《《東北風東北風》》第二鋼琴協奏第二鋼琴協奏
曲曲......等多首名曲等多首名曲，，由姜萬通由姜萬通
老師逐一介紹老師逐一介紹，，尤其是尤其是《《東東
北風北風》》鋼琴協奏曲鋼琴協奏曲，，是姜萬是姜萬
通老師採用中國東北地區民通老師採用中國東北地區民
間音樂為素材而作間音樂為素材而作。。由張放由張放
「「鋼琴獨奏鋼琴獨奏」」 ，，深圳交響樂深圳交響樂
團協奏團協奏，，林大葉指揮林大葉指揮，，演奏演奏
現場氣勢滂礡現場氣勢滂礡、、樂聲動人的樂聲動人的
份量之作份量之作。。

作曲家姜萬通博士作曲家姜萬通博士，，中中
國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國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博博

士研究生導師士研究生導師。。深圳樂團駐團作曲家深圳樂團駐團作曲家。。
近年來姜萬通教授的音樂創作包括管弦樂近年來姜萬通教授的音樂創作包括管弦樂

、、室內樂室內樂、、戲曲音樂以及合唱戲曲音樂以及合唱、、獨唱獨唱、、獨奏在獨奏在
內的多種體裁的音樂作品內的多種體裁的音樂作品，，自自19891989年作品首次年作品首次
在美國獲獎後有多部作品在國內外作曲比賽獲在美國獲獎後有多部作品在國內外作曲比賽獲

得獎項和出版得獎項和出版、、演出演出。。作品在北京作品在北京、、國家大劇國家大劇
院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上海音樂上海音樂
學院學院、、上海東方藝術中心上海東方藝術中心、、廣州星海音樂學院廣州星海音樂學院
、、深圳音樂廳以及美國深圳音樂廳以及美國、、德國德國、、韓國韓國、、台灣台灣、、
比利時比利時、、荷蘭等國家地區上演荷蘭等國家地區上演。。其中其中““和和””為為
小提琴小提琴、、單簧管單簧管、、鋼琴而作鋼琴而作，，鋼琴獨奏鋼琴獨奏““wenwen--
hahawuhahahahawuhaha””和和““空山賦空山賦””鋼琴三重奏鋼琴三重奏““戲韻戲韻
””分別於分別於20092009年年、、20172017年年20192019年美國卡內基年美國卡內基
音樂廳首演音樂廳首演。。 20182018年在中日友好邦交年在中日友好邦交4040週年週年
之際作品之際作品《《鴻雁鴻雁》》—為大提琴與管弦樂隊而作—為大提琴與管弦樂隊而作
，，由日本東京交響樂團在上海由日本東京交響樂團在上海、、杭州成功上演杭州成功上演
。。近年來成功舉辦多場近年來成功舉辦多場《《音樂萬通音樂萬通..律動風雅頌律動風雅頌
》》室內樂個人作品專場音樂會室內樂個人作品專場音樂會。。其中多部創作其中多部創作
的作品獲得國家藝術基金的支持的作品獲得國家藝術基金的支持。。

作為教授先後教授課程包括作曲作為教授先後教授課程包括作曲、、和聲和聲、、
配器配器、、現代作曲技法現代作曲技法、、混沌混沌··分形與音出版專著分形與音出版專著
《《混沌混沌··分形與音樂分形與音樂———音樂作品中的混沌本質—音樂作品中的混沌本質
與分形研究與分形研究》。》。

圖為圖為 「「德州藝人褔音團契德州藝人褔音團契」」 李水蓮牧師在聖誕節李水蓮牧師在聖誕節 「「疫情疫情
下的盼望下的盼望」」 聖誕晚會上致辭聖誕晚會上致辭。。

圖為美南國際電視本周三晚間八時圖為美南國際電視本周三晚間八時，，播出播出 「「琴動心聲琴動心聲」」 第一第一
集集，，由主持人吳曉萍老師由主持人吳曉萍老師（（右右））在節目中訪問在節目中訪問 「「大連音樂博大連音樂博
物館物館」」 館長張敬軒館長張敬軒（（中中））及著名作曲家姜萬通及著名作曲家姜萬通（（左左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深圳交響樂團深圳交響樂團」」 演奏姜萬通作曲的演奏姜萬通作曲的《《東北風東北風》》鋼鋼
琴協奏曲的氣勢滂礡的情景琴協奏曲的氣勢滂礡的情景。（。（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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