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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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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數十億人迎接新年，
並期盼藉慶祝活動揮別病毒肆
虐的 2020 年，不過許多城市
為抑制疫情祭出封城措施，並
取消跨年狂歡。

從澳洲雪梨到義大利羅馬
，全球各地施放煙火與現場表
演等迎接新年活動，如果沒有
喊停，大都只能觀賞網路直播
或打開電視看轉播。

澳洲最大城市雪梨，煙火
以令人目眩神迷景象，照亮燈

火通明海港，但很少人會親自
到場觀賞，由於爆發新一波約
150人群聚感染，當局嚴格限
制往返雪梨的交通，並取消准
許民眾聚集狂歡計畫。

無獨有偶，羅馬網路直播
在馬克西穆斯競技場（Circus
Maximus）點燃跨年營火，長
達兩小時藝人表演及點亮城市
地標為特色的活動。

而從法國到拉脫維亞以迄
巴西，正部署軍警以確保夜間

宵禁，或嚴禁大規模聚集的禁
令得以落實。

疫情控制得宜的紐西蘭，
當地民眾無須對著電視或螢幕
歡慶新年，多個城市施放煙火
，而且限制非常少。

雖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商
業大城杜拜（Dubai）爆發一
連串疫情，當地有數千民眾觀
賞煙火施放，以及世界最高摩
天大樓哈里發塔（Burj Khalifa
）的雷射燈光秀。

揮別2020 全球各地封城迎新年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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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庚子鼠年帶來全球災難，我們總算就
要送走令人失望痛心悲慟的2020年。

今年元月二十六日當我們在美南新聞
廣場前結束了第二十三屆農曆新年游園會
之後， 這場人類歷史上近百年來的新冠病
毒開始從中國大陸席捲全球，在美利堅共
和國的大地上 黑人佛羅拉在白人膝下的哀
嚎和我無法呼吸的求救聲震撼了全世界，
全球主要大城市以群集示威支援美國警察
的暴行， 全美各地之群眾大會部分也成為
歹徒們抢刧縦火的失控場面 ，川普總統準
備用軍隊镇壓， 但遭國防部長拒絕， 川
普指控這些極左派的暴徒都是民主黨縦容
他們， 並有人主張大減警察局預算， 在
西雅圖市中心， 更有人劃地為營 ，成立
自治區。

在全國治安敗壞民心動盪之時刻，美
國總統大選正式如火如荼的推進中， 民主
黨拜登和川普之政見可謂南轅北轍 ，民主
黨高呼伸張民權 ，救濟平民， 共和黨要
治安第一， 法律至上， 雙方在五十州開
始政治廝殺。

新冠疫情之魔手伸進到社區每一角落
， 情勢愈來愈險惡， 每天各大媒體及社
群新聞鋪天蓋地為候選人吹捧， 強勢的川
普總統不顧疫情之蔓延， 以空軍一號專機

為背景在全國各地開群眾大會， 也在白宮
大法官提名大會上不戴口罩 ，不幸的是，
川普夫婦及二十位白宮高官都確診了，總
統進了醫院， 戯劇性的他很快痊癒出院，
還在醫院前的大路上向支持者揮手致意，
這位意志顽強的世界上最有權力的政治人
物 ，繼續在全國各地奔波希望保住白宮寶
座， 不幸的是他在十一月三日的大選中敗
北了， 不過他至今還不願認輸 ，他始終
認為民主黨在做票 ，這埸美國有史以來的
政治大戯終會落幕。

我們送走了恐怖噁心悲傷的一年 ，不
論疫情發展如何 ，和病毒之戰爭不會休止
， 我們最終還是會勝利的。

It was the most horrible year for all of us. Fi-
nally, it will be gone. Too many sad stories
were brought to our community.

Earlier this year, on January 26, we were cele-
brating the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in front of
our building. Suddenly the COVID-19 virus ar-
rived in our community.

In the land of America, George Floyd, a Hous-
ton native, was arrested on May 25. Video
taken by a passerby showed a white police of-
ficer, Derek Chauvin, kneeling on his neck
while he was being pinned to the ground. After
the video of Floyd’s arrest was shared wide-
ly on social media, hundreds of demonstrators
took to the streets of Minneapolis and vandal-
ized police cars and a police station was set
on fire.

Protests then
spread to other cit-
ies. President
Trump blamed the
violence on a lack of
leadership in Minne-
apolis and threat-
ened to send in the
National Guard. Ten
of thousands of pro-
testers once again
took to the streets.
One of the largest
protests was in
Floyd’ s hometown
of Houston.

In the middle of the
social unrest, anoth-
er political contest
was taken on the
road.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

date Joe Biden and President Trump were
fighting in every corner of the land. Then sud-
denly the president was confirmed with COV-
ID-19 and was sent to the hospital. 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but after a few days,
President Trump got well and restarted his
campaign all over the nation. Finally, Election
Day came and Joe Biden was declared the
winner. But up until now, President Trump has
refused to admit that he was the loser.

The year of 2020 has been a year of tragedy
for most of us. A lot sad things have hap-
pened right in our own community. Now, final-
ly, the rescuer vaccine is arriving. We all hope
this is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We all
hope the year of 2021 will be a prosperous
and happy one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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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20202020

New Hope For The New YearNew Hope For The New Year

新歲新歲 新希望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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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職棒大聯盟(MLB) 歷史上，從來
沒有一位華裔能夠在領導階層擔任過總經理
層級高管的, 但是華裔女性伍佩琴（Kim Ng
）卻做到了, 在邁阿密馬林魚隊做出了棒球界
史無前例的決定,任命她出任球隊總經理職務
而改寫了歷史!

能在男性主導的大聯盟出人頭地, 伍佩琴
可謂巾幗不讓鬚眉, 在美國的職業球壇, 不但
在球場上的亞裔球員鳳毛麟角, 在球場外的領
導人更是少之又少, 第一位出類拔萃的是出任
過籃球之神喬丹的球隊夏洛特黃蜂隊總經理
趙瑞奇, 他是出生於緬甸的華裔, 現在擔任孟
菲斯灰熊隊的副總裁, 而 NBA 當今的二號人
物馬克•塔圖姆則是越南裔和非洲裔混血, 伍
佩琴與他們兩人都是沒有顯赫的背景, 完全靠
著自己的實力在競爭激烈的職業球壇佔有一
席之地！

伍佩琴的崛起相當富有傳奇色彩, 因為她
在30年前初入大聯盟時是從芝加哥白襪隊開
始,當時她才從芝加哥大學畢業, 醉心棒球的她
從不支薪的實習生開始服務，由於具有公共

政策與管理專業, 所以後來成為白襪隊助理,
並在數年後升為球隊運營副總監, 後來被紐約
洋基隊總經理卡希曼慧眼識英雌招募擔任助
理後, 伍佩琴終於有機會表現自己的專業才能
。

伍佩琴因緣際會在紐約揚基王朝時成為
拿下三枚世界大賽冠軍戒指的幕後功臣, 正那
時她有緣結識洋基隊明星遊擊手基特這位提
拔她的貴人。

事實上過去這一陣子, 伍佩琴曾先後被費
城費城人隊、紐約大都會隊、舊金山巨人隊
、西雅圖水手隊以及聖地牙哥教士隊等考慮
過出任總經理, 但都在最後被割愛，她面臨的
困境就是因為是女性,又是少數裔, 所以懷才不
遇,敗給了五位白人男性而不能出類拔萃。

現年51歲的伍佩琴在棒球界打滾了三十
餘載後，終於登上了大位，她的專業知識和
對棒球的熱愛讓所有認識她的人印象深刻，
她今日的成就不就是一個不斷學習與提升自
我的勵志故事和一本鮮活的教科書嗎！

李著華觀點︰女人出頭天-改寫歷史的伍佩琴

2020年全球在新冠肺炎的威脅下，戰戰
兢兢地過了 1 整年。儘管全球疫情嚴峻，紐
西蘭卻因抗疫有成而得以照常舉辦跨年活動
，首府奧克蘭以長達 5 分鐘的煙火秀迎接
2021年的來臨。相較之下，雖然雪梨市長摩
爾（Clover Moore）多次公開呼籲取消 2020
年雪梨煙火秀；但因所屬的新南威爾斯政府
堅持照常舉行，故雪梨民眾仍可一飽眼福欣
賞聲光效果十足的焰火大秀。

隨著紐西蘭北島大城奧克蘭分針撥到 0
時整(臺灣時間12月31日19時)的那一刻，奧
克蘭知名景點天空塔，為全球獻上第一場煙
火秀。煙火將紐西蘭奧克蘭的夜空將化為畫
布，讓色彩繽紛的煙火與極盡絢麗燈光盡情
狂舞揮灑，而長達5分鐘的煙火秀於2021年
畫上休止符。

受疫情影響，當局不僅將煙火規模縮小
，還嚴控現場人數，並要求民眾保持社交距
離，戶外群聚人數不得超過50人；且歌劇院
也自15時(臺灣時間12時)開始封閉，僅容許
小型表演的演出，也讓可容納9000人的雪梨
歌劇院，今年人潮勢必縮減許多。

事實上，由於每年跨年煙火秀都吸引破
百萬人湧入雪梨市中心，大部分人又是搭乘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因此，早在 8 月時，摩
爾就呼籲如果當局無法保證民眾無感染之虞
，就不該不負責任的舉辦煙火秀，這等於鼓
勵民眾群聚而有爆發疫情之虞。

因此，威爾斯州政府雖然照常舉辦，卻
「建議」民眾在沙發上搶個好位置，在電視

前一樣能舒適且完整的欣賞煙火直播。

揮別2020疫情年 紐西蘭與雪梨以煙火秀喜迎2021

俄羅斯科學家正仔細研究一具保存完好的長毛犀牛（披毛犀
牛）遺骸。這頭犀牛可能曾於1萬2000多年前棲息在西伯利亞內
陸地區。

路透社報導，科學家是在雅庫提亞（Yakutia）鑽石產區發現
此長毛犀牛遺骸。

在俄羅斯廣袤的西伯利亞地區，類似發現越來越頻繁。由於
全球暖化，北極氣候變暖速度比全球其他地區更快，長期凍結的
永凍土層的部分凍土也開始融化。

當地媒體雅庫提亞24（Yakutia 24）引述古生物學家普洛特
尼柯夫（Valery Plotnikov）表示，8月時在一條河流發現到這頭

長毛犀牛，擁有完整肢體、犀角以
及部分器官，甚至皮毛，這類發現
實屬罕見。

普洛特尼柯夫說，這頭長毛犀
牛可能生活在更新世晚期，更新世
於 1 萬 1700 年前結束。這位古生物
學家表示，從犀角上磨損痕跡判斷
，這頭犀牛似乎使用犀角來挖掘食
物。

普洛特尼柯夫說，這頭年幼犀牛可能是溺斃，死亡時可能僅

3或4歲。
由於全球暖化，近年來西伯利亞地區永凍土層持續融化，長

毛象、長毛犀牛、冰河時期馬駒和穴獅幼崽等都有重大發現。

西伯利亞永凍層融化 罕見冰河期長毛犀牛出土



AA55廣 告
星期六       2021年1月2日       Saturday, January 2, 2021



AA66綜合國際
星期六       2021年1月2日       Saturday, January 2, 2021

英國入境法國貨運運輸恢復
旨在保證食品供應等物流運行

綜合報導 根據法國與英國官方達成的協議，英國入境法國貨運運

輸於23日恢復，旨在保證英國與法國及歐盟國家之間的食品供應等物流

運行。

根據法英兩國協議，貨車司機可憑72小時以內進行的新冠病毒檢測

陰性證明，駕駛貨車自英國經渡輪或隧道入境法國。英國方面準備23日

起對入境法國的貨車司機展開大規模檢測。

法國和英國還在敲定對貨車司機病毒檢測的具體細節。英方希望對貨

車司機進行快速病毒檢測即可，以便貨車司機能夠盡快得知檢測結果，

貨車能夠快速入境法國。法方對實施快速檢測不持異議，但希望相關檢

測能夠檢測出變異病毒。

英國運輸大臣夏普斯對英國與法國達成的相關協議表示歡迎，但他

仍呼籲貨車司機目前不要前往英國肯特郡，表示英法兩國正在設法緩解

貨車滯留的問題。初步估計英國有多達4000輛貨車等待自英國肯特郡等

地入境法國。

英國入境法國貨運運輸恢復後，英國與法國及歐盟國家之間的物流

運行問題預計將暫時得到壹定程度的緩解。由於法國與英國之間的交通

壹度受阻，法國的奶制品運輸和海鮮產品供應以及英國的果蔬等食品供

應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困難。

為防範變異新冠病毒擴散，法國從20日午夜起暫停英國海陸空交通

入境，該項交通禁令對來自英國的所有人員和貨物有效，包括公路、鐵

路和海空運輸。大批貨車最近兩天滯留在英國肯特郡，等待法國重開入

境通道。

法國官方晚表示，自23日起法國和歐盟國家民眾可憑72小時以內

進行的新冠病毒檢測陰性證明自英國入境法國。而對於英國民眾，則需

要在法國或其他歐盟國家有居留許可，才可以持病毒檢測陰性證明自英

國入境法國。相關針對英國的入境新規定將持續實施至明年1月6日。

秘魯重癥監護病房趨近飽和
僅25%床位可投入使用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該國重癥監護病房的

負荷能力已達到極限，全國範圍內僅有25%的重癥監護床位可以繼續投

入使用。

具體來看，Piura地區所有的重癥監護病房的使用率為100%，Lam-

bayeque重癥監護病房的使用率為95%，Lima重癥監護病房的使用率為

85%。除去上述地區外，至少十個其他地區重癥監護病房的使用率也很

高。

秘魯國家流行病學中心主任路易斯· 羅德裏格斯表示，病房的需求

量的確會隨時間出現變化，但是從幾周前開始，病房的使用量壹直呈上

升趨勢，越來越多的病人需要接受重癥監護。

Piura 地區衛生中心負責人胡安· 帕斯誇爾指出，Piura 共有 74

張重癥監護床位用於抗擊新冠疫情，但是這是遠遠不夠的，他

們希望衛生部能夠提供更多重癥監護病床；Lambayeque 地區衛生

中心負責人則表示， 95%的重癥監護病床已投入使用， Lam-

bayeque 共擁有 40 張病床，壹些情況嚴重的確診患者想要入住接

受治療。

然而，由於病床缺乏前期的準備工作，再加之醫護人員人手不足

，他們遲遲無法入住。因此，Lambayeque地區衛生中心希望政府能增加

床位，指派更多的醫護人員。

南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突破100萬例
綜合報導 南非衛生部長穆凱茲通報

，當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9502例，

從而使得南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數突破

百萬大關，達到1004413例。

南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總數則達到

26735例。

進入12月，南非的新冠肺炎疫情迅

速惡化。南非衛生部部長穆凱茲9日宣布

，南非迎來第二波傳播高峰期。僅僅9天

之後，穆凱茲於18日宣布，基因序列測

試顯示，南非的新冠肺炎病毒發生變異，

且成為南非第二波病毒迅速傳播的“元兇

”。

從23日至25日三天，南非新冠肺炎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連續打破紀錄，日均

增幅14000例以上的速度，引發國際社會

廣泛擔憂。

事實上，早在本月14日，南非總統

拉馬福薩就在全國電視講話中宣布了將疫

情熱點地區增至三個、再次執行宵禁令、

縮短酒精制品銷售時間、關閉旅遊熱點地

區海灘、嚴格限制室內外活動人數等措施

，力爭減緩疫情傳播速度。不過隨後的近

半個月中，南非政府新的防疫措施實際效

果並不明顯。

特別是隨著聖誕、新

年假期的來臨，目前處於

假期內的南非民眾普遍存

在懈怠情緒，對於疫情的

防範意識也較為淡薄。盡

管南非政府三令五申強調

防疫措施的重要性，但違

反防疫規定的行為屢見不

鮮。甚至就連以“嚴防死

守”著稱的約堡唐人街，

日前也發生大規模聚集性

傳播事件。

值得註意的是，此次發現的變異病毒

較之前傳播速度更快，傳染性更強，且

“易感人群為年輕群體”。此前，南非發

生的多起聚集性傳播事件，感染者多為年

輕民眾。盡管“新”病毒的致死率尚未公

布，但進入12月以來，南非新冠肺炎死

亡病例大幅上升，亦從另壹側面印證了變

異病毒的威力，

就在發現變異病毒這壹消息公布不久

，其他國家相繼宣布，檢測到的新增確診

病例均顯示與南非這壹變異病毒有關，這

壹結果也引發了連鎖反應：包括德國、法

國、沙特阿拉伯、中國香港等多個國家或

地區宣布，禁止來自南非的航班入境。甚

至這壹消息還壹度引發了南非和英國之間

的口水戰，雙方政要及學者互相指責對方

發現的變異病毒毒性更強，且引發了本國

的此番疫情高峰。

在此情況下，南非目前基本只能將希

望寄托在正在研制的疫苗身上。此前，拉

馬福薩回應稱，南非政府將及時向民眾公

布疫苗研發進展，預計明年上半年，南非

總人口的10%(約為500萬)將率先接種疫

苗。

首批新冠疫苗運抵希臘
疫苗接種工作即將啟動

綜合報導 根據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

織(EODY)公布的數據，目前希臘累計確

診新冠肺炎病例 135114 例，累計死亡

4553 例。另壹方面，希臘接收的首批

9750劑新冠疫苗已於25日運抵，疫苗接

種工作將啟動。

當地時間26日傍晚，希臘國家公共

衛生組織(EODY)宣布，過去24小時希臘

新增262例新冠病毒肺炎確診病例。目

前累計確診135114例。當日新增死亡46

例，累計死亡4553例。

根據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的數據

，在25日新增的617例病例中，6例來自

境外輸入，其余則是本土新增病例。

另壹方面，希臘接收的首批9750劑

新冠疫苗已於當地時間12月25日運抵希

臘境內。

這批疫苗將首先被存儲在特別建

立的倉庫中，並從那裏向分布在全國

境內的疫苗接種中心進行分發。壹線

醫護人員和養老院中的居民將優先接

種疫苗。

27日，希臘將在位於雅典的Evange-

lismos、 Sotiria、Attikon、 Thriasio 和 As-

clepieion 這五家醫院開展首次疫苗接種

工作。首先接種疫苗的將是壹名護士和

壹位老人。希臘總統薩克拉羅普盧和總

理米佐塔基斯也將接種疫苗。

28日，部分疫苗將轉交給位於塞薩

洛尼基、約阿尼納、拉裏薩和帕特雷的

定點醫院。29日起醫護人員將接受疫苗

接種。到本月底，希臘將再收到83850劑

疫苗，2021年 1月底再迎來429000劑疫

苗，到2月底時再有333450劑疫苗抵達

希臘。

根據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ECDC)

本周發布的最新新冠疫情“紅綠燈”地

圖顯示，由於實施了壹系列的限制措施

，希臘的疫情狀況已逐步好轉，在疫情

地圖上被標記為綠色，即表示近14天平

均每10萬人新增確診少於25例，且檢測

陽性率低於4%。

為便於歐盟國家在疫情期間采取邊

境管控等限制人員自由流動的措施時提

供參考依據，歐盟於今年10月公布了歐

洲地區新冠疫情“紅綠燈”地圖。地圖

信息涵蓋了最近14天內歐盟成員國和英

國平均每10萬人報告新增確診病例數、

新冠檢測率和檢測陽性率。而目前歐盟

大多數國家仍標記為黃色。

希臘政府發言人佩薩斯稱，政府的

首要任務是使學校能夠盡快重新開放，

如果疫情形勢繼續朝著好的方面轉變，

各階段學校很有可能在明年1月8日開學

。但多位希臘醫學專家都表示不贊成該

計劃。

希臘發展和投資部副部長帕帕薩納

西斯在26日接受Mega電視臺采訪時說，

關於商店恢復營業的決定將在1月7日之

前兩三天作出。但餐飲行業重新開放的

時間目前仍不能確定。

俄疫苗對變異病毒是否有效？
俄副總理：不用懷疑

綜合報導 據報道，針對俄

制新冠疫苗是否對變異新冠病毒

有效這壹問題，俄羅斯副總理戈

利科娃近日給出了肯定答案，並

強調不用對此進行懷疑。

日前，英國宣布發現新冠變

異毒株，新變種病毒的傳播能力

可能比原始病毒高出70%。

報道稱，針對新出現的變異

病毒，戈利科娃表示，“我們現

在正在非常仔細地研究這個變種

，因為英方公布了基因組。”

當被問到俄羅斯開發的新

冠疫苗是否對該毒株有效時，

她給出了肯定的回答，並表示

，“目前我們沒有理由對此懷

疑。”

俄羅斯的首款新冠疫苗“衛

星-V”於8月11日獲得註冊。該

款疫苗為人類腺病毒載體疫苗，

采用兩劑次接種程序，接種時間

間隔三周。

12月 14日，“衛星-V”新

冠疫苗官方網站發布消息稱，

該款疫苗的有效性為 91.4%，

可 100%預防新冠病毒重癥感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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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B-52 「同溫層保壘」轟炸機 30 日
飛越波灣上空，為本月第2次美國戰略轟炸
機走訪該地。報導中指出，美國頻頻揮舞拳
頭的用意，在於嚇阻伊朗攻擊美國及其在中
東地區的盟友。對此，伊朗外交部長查瑞夫
(Mohammad Javad Zarif)則痛斥， 「美國在製
造戰爭藉口」。

相較於上次是由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得
空軍基地(Barksdale Air Force Base )飛往中東
；此番 B-52 則來自北達科他州空軍基地。
美國中央司令部聲明稿強調，這次飛行完全
是防禦性行動。

聲明稿指出， 「美國透過持續展現戰備
能力，嚇阻任何潛在對手，明確表示我們有
準備且有能力應付任何針對美國或我方利益
的侵略」； 「我們不尋求衝突，但任何人不
應低估我們保衛自己軍隊與對攻擊做出果斷
行動的能力」。

對此，伊朗外長查瑞夫表示 「美國只是
在為攻擊伊朗找藉口。德黑蘭雖然不會發動
戰爭，但會為了保衛人民、安全與重要利益
，而進行自衛」。

他強調， 「來自伊拉克的情報顯示，美
國浪費數十億美元派遣 B-52 與艦隊來中東
地區，就是在找發動戰爭的藉口」。

美軍官員證實，在1個月內美國空軍的
B-52轟炸機2度走訪波灣地區，目的是回應
美方所收到的情資，即伊朗可能在數日內於
伊拉克或區域內的其他地區，對美軍與美國
盟友發動攻擊。

報導還指出，美國已掌握情報，除伊朗
的先進武器裝備流入伊拉克外，伊拉克什葉
派領導人也已跟蘇雷曼尼指揮過的 「聖城部
隊」官員會面。伊朗很可能針對經濟目標發
動攻擊，就像2019年9月對沙烏地阿拉伯石
油設施發動飛彈與無人機攻擊一樣。

報導中指出，有鑒於2020 年1 月3 日，
伊朗革命衛隊的 「聖城部隊」指揮官蘇雷曼
尼遭川普下令擊殺後，伊朗隨即對伊拉克軍
事基地發動彈道飛彈攻擊，造成100名美軍
受傷；美軍相當憂心伊朗會趁川普任期尾聲
，選在2021年的1月3日對美國進行報復攻
擊。

令人憂心的是，即使總統當選人拜登即
將走馬上任，恐也不能阻止伊朗發動攻擊的
企圖。此外，日前背後有伊朗撐腰的什葉派
民兵組織，對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發動火箭
彈攻擊；僅管無人殉職，但川普隨後在推特
上嚴詞警告， 「給伊朗好友一些忠告：只要
有1名美國人被殺，我就會要伊朗負責，請
三思」。劍拔弩張的氣氛，讓《太陽報》憂
心 「第三次波灣戰爭」恐爆發。

事實上，部分美國官員日前坦承，與其
說伊朗想要報復攻擊，德黑蘭更希望搭起跟
新總統拜登搭起溝通橋樑。但 「Military.com
」分析，隨著拜登尋求新途徑與伊朗溝通，
雙方的戰略盤算恐讓情勢更為複雜。例如，
拜登曾表態重返《2015年核協議》，勢必讓
各方都開始打起小算盤，使得情勢治絲益棼
。

B-52同月內第二次飛越波灣 伊朗外長：美國製造戰爭藉口

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的政
權交接團隊12月30日表示，拜
登 將 提 名 凱 瑟 琳 ． 希 克 斯
（Kathleen Hicks）為國防部副
部長。一旦參議院通過這一人
事案，希克斯將成為擔任五角
大廈第二號人物的第一位女性
。

希克斯目前領導拜登過渡
時期的國防機構審查小組，並
且是華府智庫 「戰略暨國際研
究 中 心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資深副總裁兼國際安全計劃主
任。她曾在歐巴馬執政時期任
職於國防部，主要負責為國防
部部長和國防部政策次長擔任
顧問。

此外，拜登還將提名科林
．卡爾（Colin Kahl）為國防部
負責政策事務的次長。卡爾曾
擔任過歐巴馬總統的高級顧問，並在拜登任職副總統時擔任其國家安全顧問。卡爾還曾擔
任過負責中東事務的國防副助理部長。

據中通社報導，拜登說： 「希克斯和卡爾擁有豐富經驗和經歷過危機考驗的判斷力，
有助於應對我們今天面臨的一系列挑戰，以及我們明天可能面臨的所有挑戰。在我們努力
恢復美國在世界舞台上負責任的領導地位之際，他們將是我們值得信賴的夥伴。」

CNN在報導中提到，希克斯曾在歐巴馬政府任職，並於2012年被參議院確認為負責防
長政策事務的首席副手。在這一職位上，希克斯負責就美國國防政策和戰略，向負責政策
的防長和副防長提供諮詢。

拜登之前已提名退役將領、前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奧斯汀（Lloyd Austin）出任國防部
長。這項人事案若獲國會通過，奧斯汀將成為美國史上首位非裔國防部長。

2018 年 2 月，美國國會下屬的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就中國軍事現代化對美國在印太地區國家安全利益的影響
舉行聽證會。據美國之音報導，時任CSIS國際安全計劃主任的希克斯在聽證會上說，過去
10年，中國軍力和經濟力量增長，是影響美國和亞太地區盟友和夥伴關係的主要因素。

儘管美國盟友和夥伴在如何對待中國問題上意見並不一致，她說，這也是美國很難在
亞洲建立類似歐洲的北約組織（NATO）之原因，但是，希克斯說，這也並不影響美國的
盟友和夥伴們希望藉美國的軍力來平衡中國的力量，特別是現在可以確定的是中國軍力增長並
不十分友好。

希克斯說，雖然美國在亞洲存在會帶來一些小的摩擦，但是美國還是亞太地區最大的穩定

力量。她說，美國盟友和夥伴們對美國平衡中國軍力的各種說法表示歡迎，從歐巴馬時代的亞
洲再平衡到川普的 「大國競爭」，美國盟友和夥伴們都表示歡迎。

她還說，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和夥伴網路是美國的重心。當盟友和夥伴關係強勁的時候，就
可以限制中國成為世界大國、影響亞洲集體利益的能力。

希克斯將任美副防長 她曾稱：美是亞太穩定力量 可平衡陸軍力增長
據《美國醫學學會腫瘤期刊》(JAMA On-

cology)的研究顯示，相較於沒有每天攝取優酪乳
的人，每日食用優酪乳的人罹患肺癌的風險下降
近20%。此外，雖然沒有攝取優酪乳，但採取高
纖飲食模式的人，肺癌罹患機率也降低15%。不
過，如果兩者併行的人，肺癌風險則降逾30%。

這篇發表於《美國醫學學會腫瘤期刊》的研
究，由美國田納西州納希維爾市范德比大學醫學
中心所提出。研究團隊在回顧10份來自美國、
歐洲、亞洲等地的文獻，觀察對象逾144萬人，
得出上述結論。

先前的文獻已證實，起司與優酪乳能降低人
們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可能性；每週攝取2次以
上優酪乳的人，大腸直腸癌風險更降低26%。如
今，范德比大學醫學中心則發現，優酪乳的好處
遠不僅於此。研究團隊分析每位參與者每日攝取
膳食纖維量與優酪乳量，並追蹤有多少患者罹患
肺癌。

結果發現，每天飲用優酪乳的人得肺癌的比
率下降19%。不喝優酪乳，每天卻吃下大量水果
、蔬菜的高纖維飲食模式者，肺癌比率也降低
15%；兩者併行的人，得到肺癌的比率更降低

33%。
研究團隊分析，這是因為膳食纖維中的益菌

生與優酪乳中的益生菌之故。益菌生是一種膳食
纖維，人體雖無法消化，卻是益生菌的食物。換
言之，高纖飲食與優酪乳讓腸胃道內的兩者大增
，而促進消化道與腸胃道健康，進而讓人提升免
疫系統能力。

此外，研究也發現，部分益生菌有助於抑制
肺癌細胞生長與減緩人體發炎，從而降低肺癌機
率。不過，仍須進一步研究兩者是否因果關係。

在《2015 至 2020 飲食指南》中，建議一般
人每天攝取乳製品不要超過3份，並建議採取低
脂甚至無脂的乳製品，才能避免乳製品中的飽和
脂肪酸增加身體的膽固醇，進而提高罹患心臟病
的機率。

事實上，現有文獻已證實乳品中含有多種營
養素，包括鈣、鉀、鎂、維他命K1與K2，這些
營養素都有助於人體健康。研究團隊認為，這份
研究結果顯示，人們有必要重新審視乳製品對人
體的潛在好處，且不應輕易勸阻人民食用乳製品
。

美學界認證 降低肺癌罹患機率達33％的飲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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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造太陽”成功運行20秒，溫度高達1億度
綜合報導 近年來，“國際熱核聚變

實驗堆（ITER）計劃”備受全球各界矚

目。這項被稱為“人造太陽”的科學試驗

計劃肩負著人類“未來的命運”，是目前

全球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國際科研合

作項目之壹，被寄予厚望。

12 月 27 日，外媒“Phys.org”發布

評論性文章稱，韓國的“人造太陽”

韓國超導托卡馬克高級研究（KSTAR

）在 12月 26 日的實驗中取得令人矚目

的成功：將等離子體在高達1億度的高

溫下維持了 20 秒鐘，已經是目前全球

同類試驗中最長時間的記錄。今年4月

，中國的東方超環在1億度的高溫下維

持了近10秒。

根據外媒“Phys.org”報道，KSTAR

位於韓國聚變能研究所（KFE）的專門研

究中心，韓國的研究人員於2019年8月開

始運行KSTAR，到今年12月10日，韓國

的研究人員共進行了110次等離子體實驗

，包括高性能等離子體操作和緩解等離子

體破壞的實驗。此前，KSTAR的最長時

間記錄是8秒。

外媒“Engadget”就此事分析稱，為

了在地球上產生如此高的溫度，必須將氫

同位素放置在聚變設備內部以產生等離子

體狀態，在該狀態下離子和電子被分離。

離子必須加熱並保持在極高的溫度下。為

了在地球上產生如此高的溫度，必須將氫

同位素放置在聚變設備內部以產生等離子

體狀態，在該狀態下離子和電子被分離。

離子必須加熱並保持在極高的溫度下。這

個過程與太陽產生熱量的過程有著某種程

度的相似性，故而被稱為“人造太陽”。

“Engadget”還指出，想要進壹步提

升維持的時間，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

關鍵的改善內部傳輸壁壘（ITB）模式的

性能，提升穩定性等等。KSTAR的最終

目標是到2025年在極端溫度下不間斷運

行五分鐘。

KSTAR研究中心主任Si-Woo Yoon在

接受“Phys.org”的采訪時表示：“實現

等離子體的長期運行所需的技術是實現聚

變能的關鍵，而KSTAR在保持高溫等離

子體20秒方面的成功將成為確保長期高

效等離子操作技術安全的競賽中的重要轉

折點，這是未來商業聚變反應堆的關鍵組

成部分。”

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Young-Seok

Park博士則表示：“我們很榮幸能夠參

與到KSTAR的研究項目中，並與首爾大

學的同伴壹起取得的如此重要的成就。

通過在如此長時間內實現高效核心等離

子體加熱並獲得的1億度離子溫度，展

示了KSTAR裝置的獨特能力，將為穩態

聚變等離子體的研究打下壹個令人信服的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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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菲律賓武裝部隊(AFP)發言人

埃德加德· 阿雷瓦洛證實，菲律賓總統安全

衛隊(PSG)成員已接種中國國藥集團研發的

新冠滅活疫苗。

“據了解，由於工作任務性質，PSG

成員是 AFP 第壹批接種疫苗的人。”當

天，阿雷瓦洛向媒體發放聲明表示：

“作為負責保護國家首腦的部隊，PSG

必須確保杜特爾特總統免受包括新冠病

毒在內的所有威脅。”阿雷瓦洛肯定

PSG 在準將傑西· 杜蘭特(Jesus Durante)的

領導下，“大膽接種疫苗，以確保總統

安全”的行為。

12月26日晚，杜特爾特總統在公開講

話中表示，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壹些菲律賓

人已經接種了國藥集團的疫苗。他希望軍方

人員成為首批接種疫苗的人，因為不想要

“生病的”軍隊或警察部隊。“他們必須壹

直保持健康，因為他們要對這個國家的法律

和秩序負責。”

菲內政部長愛德華多 · 阿諾早前也

證實，菲內閣壹些成員也已接種了新冠

疫苗。

AFP 總參謀長吉爾伯特· 加佩(Gilbert

Gapay)將軍早前已向杜特爾特總統承諾，壹

旦新冠疫苗抵菲，軍方將協助推廣。

據菲衛生部28日數據，菲新增確診病例

766例，累計確診470650例，累計死亡9124

例、康復438780例。

明年是否再度競選日本執政黨黨首？

菅義偉回應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菅義偉在

27日播出的電視節目中，被問及

是否會參加明年秋季舉行的自民

黨總裁選舉時，沒有明確給出回

答，僅表示：“我將每日盡全力

做好工作。”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菅義偉

在電視節目中談及明年是否競選

自民黨總裁時，並未直接給出明

確回答。談及解散眾議院、自民

黨總裁選舉時也只是回應“希望

做好分內的工作”，並未給出具

體日期。

9月14日，日本執政黨自民黨

進行總裁選舉，選出接任安倍晉三

的新任總裁。最終，菅義偉在534

票有效票中獲得377票，成為自民

黨總裁，接替安倍晉三完成剩余首

相任期，直至2021年秋季日本國會

眾議院選舉。

泰國新壹輪疫情
已蔓延至38個府

綜合報導 與龍仔厝府(沙沒沙空

府)水產市場相關的新壹輪疫情已蔓

延至半個泰國。泰國新冠肺炎疫情管

理中心發布的信息顯示，全泰包括曼

谷共77府中已有38個府出現與該市

場相關的確診病例。

本月17日，泰國龍仔厝府壹大

型水產市場內壹名攤販確診感染新冠

病毒，此後當地確診病例激增。龍仔

厝府府尹表示，截至26日，該府已

檢測了近1.3萬人，共有1455人確診

，其中外籍勞工約占95%。

疫情迅速向外地蔓延。鄰近的曼

谷市至27日已確診相關病例共74例，

全市學校暫時停課。羅勇府則因感染

者數量猛增而成為繼龍仔厝之後第2個

被列入高風險“紅色區域”的府治。

為防控疫情進壹步擴散，在目前

仍在實施的緊急狀態法基礎上，泰國

總理巴育日前宣布8項升級防疫的措

施，其中包括禁止使用或進入疫情傳

播風險區域、禁止舉行人群聚集和集

會活動、嚴格控制和篩查外籍勞工出

行及跨府移動情況等。

泰國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發言

人表示，泰國新壹輪疫情可能比年初

首波疫情更加兇猛，但政府已作好充

分應對準備，民眾不能掉以輕心，但

也無需恐慌。

當天，該中心公布全國新增確診

病例121例，絕大部分為本土病例。

至此，泰國累計確診病例為6141例

，其中治愈4161例，死亡60例，仍

在院治療192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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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合肥市經開區蓮花社區，“蘑菇大王”丁倫保研究

並推廣食用菌近40年，擁有50多項發明專利和20多項科研

成果。10年前，他遭遇車禍致殘，更從此走上了助貧助

殘的道路。“人的一生不在於你有多少錢，而在於你

做了多少有利他人的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合肥報道

近年來，丁倫保還通過安
徽省農業農村廳等平台，先後
前往津巴布韋、俄羅斯、美國
等國家，作為農業企業走出去
的代表，到國外推廣食用菌栽
培技術，並為當地培育專業技
術人才。“在國外，各種食用
菌都賣得很貴，市場需求大，
很多地區也十分具備發展食用
菌的條件。”

丁倫保有“走出去”的
想法始於2017年。當時，一
名學員從非洲回來，跟丁倫
保介紹了國際市場對這食用
菌技術的需求。隨後，他與
安徽省農業農村廳對接，通
過政府的國際項目對接平台
考察了很多國家。去年春節
前，他接待了從美國前來考
察的客商——馬里蘭州養馬
的農戶很多，用馬糞種植雙
孢菇經濟價值很高。

丁倫保透露，因受疫情
影響原計劃上半年在德國等
國落地的項目延後了，但下
半年能順利落地。

丁倫保是安徽天都靈芝製品有限責任
公司董事長，但他更願意聊自己的

鄉土情結，“我生於農村、長於農村”。
因此疫情耽擱，丁倫保的周末和節假日的
時間都安排滿了。對於貧困戶和殘疾人在
蘑菇種植技術方面的需求，他都希望能做
到有求必應。他說，自己特別理解這些人
的難處和渴望，因為自己也曾經歷過這樣
的人生階段。

義無反顧創業 歷經劫難“重生”
1981年，丁倫保辭掉了當時在合肥市

肥西縣科技局的農技推廣員的工作，從銀行
貸款400元（人民幣，下同），創業種平
菇。上世紀九十年代，又研究人工栽培靈芝
的技術，並與當地政府合作成立了靈芝製品
公司。2004年，他看到了靈芝市場即將走
下坡路的趨勢。“那年政府開始號召秸稈綜
合利用，我覺得要是能把秸稈種植食用菌的
技術研究出來，變廢為寶，肯定很有前
景。”

丁倫保很快就研究出了秸稈種食用菌
的多項技術，但困難和意外接踵而來。
“2005 年原料大棚起火，損失了 10萬
元，火災過後又遇到一次氣候污染，10個
大棚顆粒無收；2008年雪災，幾乎所有大
棚都倒掉了，還有一名工人不幸遇難；

2009年，請一位焊工改造種植設備，施工
不當受傷，賠了20多萬元……”

2010年8月，丁倫保在給農民技術培
訓去住宿的路上遭遇車禍，致左臂終身殘
疾。“留了一個殘疾，也是上天在告誡
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

發明栽培技術 幫殘疾人就業
傷好之後，利用研究出的秸稈栽培珍

稀食用菌多項技術，以及發明的立體栽培
食用菌應用方法，丁倫保通過成立培訓學
校、協會、合作社等，逐漸探索出“協
會+合作社+基地+特困戶+黨支部”的扶
貧發展模式，覆蓋食用菌種植的產業鏈。

他亦更加關注殘疾人的創業、就業。
除聘請殘疾人員工直接解決他們的就業外，
其公司每年還承擔700多名農村殘疾人就業
創業、智能培訓的任務。他表示，在幫助殘
疾人群創業就業方面，一是要做好殘疾人培
訓後的服務，比如創業的資金、創業公司的
規章財務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產品銷售等；
二是要鼓勵殘疾人與健康人的合作。

助殘學校成國家級扶貧平台
目前，由丁倫保牽頭，已在合肥市建

立了15家殘疾人就業創業合作社。“天都
園藝職業技術培訓學校”現在已經成為
“國家級產業助殘扶貧星創天地”，已給
2,865名殘疾人送去就業創業技能，使368
名建檔立卡殘疾貧困戶實現脫貧。

“我們在培訓方面做了一些創新，培
訓前我們都要充分走訪調研，就是他們需要
學習什麼技術、適合學習什麼技術，教學的
方式和學習的效果怎麼樣，這些我們必須要
做到心裏有數。”丁倫保說，學員經過技術
培訓後，如果選擇創業，學校還會上門給學
員做創業規劃並幫助解決創業難題。尤其是
創業食用菌項目，投入100元就能做，公司
還包收學員種植的蘑菇。此外，丁倫保還為
20名殘疾人和6個貧困戶在其公司安排了崗
位，幫助他們增收脫貧。

去年44歲的劉文生是肥西縣花崗鎮
居民，屬於精神類殘疾（二級），早前常
年在家無法工作。2017年，經村委會推
薦，他來到丁倫保公司工作，不只自己學
會了食用菌種植技術，還成為了丁倫保公
司的一名中層管理員。劉文生現在主要負
責帶領公司殘疾人員工種植箱式、盆式食
用菌等，每月收入有兩三千元。

多年來，丁倫保利用農作物秸稈、林
下栽培食用菌等技術扶貧助殘，已輻射全
國8個省，36個縣，8,500多戶農民受益。
2012年，在安徽省科技廳的推薦下，丁倫
保更遠赴新疆進行了為期3年的技術援疆
工作，帶動新疆200個貧困戶發展食用
菌，每戶新增收入超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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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倫保（左二）給農民指導蘑菇種植技術。 受訪者供圖

■■丁倫保公司招聘的殘疾人員工在打丁倫保公司招聘的殘疾人員工在打
包木耳包木耳。。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 攝攝

■丁倫保推出可盆栽的蘑菇和靈芝。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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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傳承除有賴業內人士不斷努
力，特區政府的持續支援亦非常重要。
民政事務局在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政府於15年前成立的粵劇發展基
金，至今已撥款逾1.1億元（港元，下

同）支持共900多項粵劇計劃，並在場地發展、
表演推廣、培育新秀、拓展觀眾等不同方面推動
及支持粵劇發展。在去年疫情下，政府已透過

“粵劇界支援計劃”，共發放約1,174萬元以協助
業界。

在提供資助的同時，政府陸續開拓不同規模
的粵劇場地，包括油麻地戲院、高山劇場新翼，
以及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在表演及推廣方面，
政府每年舉辦及支持不同粵劇表演和活動，例如
康文署每年舉辦“中國戲曲節”，亦於每年11月
舉辦“粵劇日”推廣粵劇。

在培育新秀及拓展觀眾方面，政府自2012年起
支持香港八和會館推行油麻地戲院場地夥伴計劃；
政府亦鼓勵創新，包括委約新編粵劇作品的首演及
資助新編粵劇的演出，並透過康文署推行的粵劇演
出、拓展觀眾和藝術教育活動、粵劇保存工作和展
覽等。

疫情肆虐下，政府去年2月從“防疫抗疫基
金”撥款1.5億元實施“藝術文化界資助計劃”，
並委託八和會館推行“粵劇界支援計劃”，發放資
助予受疫情影響的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包括演員、
武師、樂師、布景等，大部分為自由工作者。另
外，6月中至7月中期間舉行的專業粵劇演出，基
層從業員的部分薪酬及防疫措施亦獲資助。

粵劇神誕演出又稱“神功戲”，需有一個容納
觀眾、演員和樂師的表演場地，戲棚這種由

竹竿搭建而成的臨時劇場也應運而生，每次慶典戲
棚的足跡遍布市區、郊外、漁村及離島，是港人的
集體回憶。作為搭棚世家第四代傳人的陳煜光從事
戲棚搭建逾五十年，不但是他賴以維生的工作，也
是他快樂泉源。

陳煜光自出娘胎已存在大戲的基因，其太爺於
廣東寶安從事戲棚搭建工作，然後父傳子，子傳
孫，並把這門技藝帶到香港落地生根。他憶述兒時
跟隨父親到戲棚工地，愛在竹棚攀上爬下，偷師學
懂如何紮結竹竿，對搭棚種下興趣。至13歲中二
時，由於家中子女多，學費負擔重，他又自知不是
讀書的料子，順理成章入行。

抬重物攀高爬低 好天曬落雨淋
一晃眼五十年過去，其間雖然曾一度轉行兩次

作其他發展，但始終心繫戲棚，偶然在街上見到有
人搭棚也會技癢，加上父親晚年健康欠佳，陳煜光
毅然放棄原來的事業，扛起家族生意。陳煜光坦言
這是辛苦錢，除了擔抬重物、攀高爬低，更需好天
曬落雨淋，但當見到戲棚從無變有，並獲戲班及觀
眾的認同與讚賞，滿滿的成功感推動他堅持下去。

最難忘赴蒲台島搭天后誕戲棚
在參與過的搭棚工程中，毫無疑問香港最南端

蒲台島的每年天后誕戲棚最深刻。他解釋，該島的
天后廟未翻新前缺乏空間，戲棚需在懸崖邊搭建，
地台是凹凸不平的岩石，需使用近千支長短不一的
竹枝、杉木支撐，更需小心計算力學，少一點技術
和體能也建不成。

“最難係島上水電不足，且因路途遙遠，隔天
才有船隻來回小島與市區，同事在搭戲棚期間均需
在島上過夜。好彩只係幾日時間搭建，否則相信無
同事願意跟我去。”

他對搭棚樂此不疲，惟似他吃得苦的搭棚師傅
已不多，“可能真係太辛苦，師傅日薪有千八蚊，
但新入行只得千幾蚊，有人會覺得唔值得；建造業
訓練委員會每年介紹啲學生嚟學藝，一百個冇一個
留低，所以香港在職嘅搭戲棚師傅唔多，全行得幾
十人。”

不過，陳煜光並不悲觀，因為搭戲棚師傅的薪
酬可觀，“無疫情的話，全港各區在不同時間慶祝
洪聖誕、天后誕、太平清醮、盂蘭勝會等活動，不
愁工作。”去年卻例外，疫情令他損失一千萬元
（港元）的生意，但他深信，疫情總會過去，傳統
不會輕易消失，只要酬神祭祀的傳統延續下去，便
需要神功戲和戲棚，他會堅守崗位，盡己所能，令
搭戲棚的技藝不滅。

他的衣缽亦獲兩名兒子承接，“細仔對讀書興
趣唔大，15歲已跟我學，留喺我身邊好過喺出面四
圍走。而且佢可能有我遺傳，對搭棚好有興趣，亦
有天分，好快上手，去年29歲已經係大師傅。”至
於任職會計的長子，6年前也加盟陳煜光的搭棚公
司，主力管理和對外聯繫。陳煜光亦樂意外傳這門
技藝，“只要有人繼續發揚就是好事，相信兒子未
來也可能將（技藝）傳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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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設發展基金 助育人表演推廣

■陳煜光指他經手搭建蒲台島戲棚多年，樂此不
疲。 受訪者供圖

■■陳煜光陳煜光((左左））有兒子接有兒子接
班學藝班學藝，，冀薪火相傳冀薪火相傳。。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陳煜光師傅以往曾搭建無數戲棚。 受訪者供圖

手藝
靠

粵劇除了在傳統大戲棚上演粵劇除了在傳統大戲棚上演，，20192019年初開幕的戲年初開幕的戲
曲中心也是殿堂級表演場地曲中心也是殿堂級表演場地。。過去一年累積演出逾過去一年累積演出逾420420
場場，，吸引超過吸引超過1515萬名觀眾入場萬名觀眾入場。。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
演藝術主管演藝術主管（（戲曲戲曲））鍾珍珍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鍾珍珍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時表示，，中心除作為表演場地中心除作為表演場地，，也肩負宏揚粵劇的重也肩負宏揚粵劇的重
擔擔，，為業界培育新血為業界培育新血、、拓展觀眾拓展觀眾、、以及發展戲曲藝術以及發展戲曲藝術，，

為粵劇的傳承出一份力為粵劇的傳承出一份力。。
於於20112011年加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鍾珍珍年加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鍾珍珍，，可說可說

是伴隨戲曲中心誕生是伴隨戲曲中心誕生：“：“香港粵劇演出場地一直唔香港粵劇演出場地一直唔
夠夠，，表演團體為場地爭崩頭表演團體為場地爭崩頭，，咁樣一定會窒礙發展咁樣一定會窒礙發展。。現現
在場地增加在場地增加，，業界就有更多演出機會業界就有更多演出機會，，觀眾欣賞表演嘅觀眾欣賞表演嘅
機會亦大增機會亦大增。”。”

2019年辦逾460導賞團
戲曲中心同時負起推廣戲曲及公眾教育的重責戲曲中心同時負起推廣戲曲及公眾教育的重責，，並並

以拓展觀眾及發展戲曲藝術為己任以拓展觀眾及發展戲曲藝術為己任。。中心中心20192019年共舉年共舉
辦辦460460多場導賞團多場導賞團，，有近有近88,,000000人參加人參加。。其他活動如其他活動如
““西九西九101101””講座講座、、工作坊及中樂演奏等工作坊及中樂演奏等，，亦有近亦有近11..88
萬人參與萬人參與。。

她坦言她坦言，，很多港人不了解粵劇是什麼很多港人不了解粵劇是什麼，“，“尤其青年尤其青年
人冇乜機會接觸人冇乜機會接觸，，唔識就會覺得驚唔識就會覺得驚，，個劇會唔會好長好個劇會唔會好長好
悶悶？？睇唔明睇唔明？？有負擔就唔會去睇有負擔就唔會去睇。。戲曲中心除咗大劇院戲曲中心除咗大劇院
嘅大型演出嘅大型演出，，仲有茶館劇場仲有茶館劇場，，一星期演五晚一星期演五晚、、個半鐘個半鐘，，
內容比較初階內容比較初階，，除咗講粵劇歷史除咗講粵劇歷史，，有我哋六個年輕演員有我哋六個年輕演員
及十個樂師表演及十個樂師表演，，觀眾飲住茶食住點心聽曲觀眾飲住茶食住點心聽曲，，引起佢哋引起佢哋
興趣興趣，，以後繼續睇以後繼續睇，，再帶埋家人朋友嚟再帶埋家人朋友嚟！”！”

戲曲中心開幕前曾研究戲行最欠缺的是什麼戲曲中心開幕前曾研究戲行最欠缺的是什麼？？鍾珍鍾珍
珍表示珍表示，，演員是其一演員是其一，“，“他們需唱他們需唱、、唸唸、、做做、、打樣樣皆打樣樣皆
能能，，殊不容易殊不容易。”。”其次是編劇人才其次是編劇人才，，她指出目前常演的她指出目前常演的
劇目只有數百齣劇目只有數百齣，，新劇不多新劇不多。。因此他們參考內地經驗因此他們參考內地經驗，，
推出小劇場戲曲節推出小劇場戲曲節，，鼓勵香港年輕人創作劇目鼓勵香港年輕人創作劇目，，成績理成績理
想想。。戲曲中心第一屆製作的小劇場粵劇戲曲中心第一屆製作的小劇場粵劇《《霸王別姬霸王別姬》》甚甚
受歡迎受歡迎，，在北京獲得最優秀劇目獎項在北京獲得最優秀劇目獎項，，更在新加坡更在新加坡、、台台
灣灣、、上海上海、、福建等地巡迴演出福建等地巡迴演出。。第二屆的第二屆的《《文廣探谷文廣探谷》》
也在北京奪得最佳劇目及最佳演員獎也在北京奪得最佳劇目及最佳演員獎。。

她坦言她坦言，，在整個行業中在整個行業中，，西九團隊只佔極微細部分西九團隊只佔極微細部分，，
但希望能夠用一些較科學和貼地的方法協助業界發展但希望能夠用一些較科學和貼地的方法協助業界發展，，
““可唔可以培養出唐滌生可唔可以培養出唐滌生22..00？？我哋唔知道我哋唔知道，，但係推出呢啲但係推出呢啲
項目項目，，最重要係播下種子最重要係播下種子，，種完你就種佢種完你就種佢，，其他人見到幾其他人見到幾
好可能有興趣參與好可能有興趣參與，，將團火釋放出嚟將團火釋放出嚟，，會有更多新想法會有更多新想法，，
可能就有更好嘅作品出現可能就有更好嘅作品出現！”！”

文化區肩負重擔 獻力粵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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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合肥市經開區蓮花社區，“蘑菇大王”丁倫保研究

並推廣食用菌近40年，擁有50多項發明專利和20多項科研

成果。10年前，他遭遇車禍致殘，更從此走上了助貧助

殘的道路。“人的一生不在於你有多少錢，而在於你

做了多少有利他人的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合肥報道

近年來，丁倫保還通過安
徽省農業農村廳等平台，先後
前往津巴布韋、俄羅斯、美國
等國家，作為農業企業走出去
的代表，到國外推廣食用菌栽
培技術，並為當地培育專業技
術人才。“在國外，各種食用
菌都賣得很貴，市場需求大，
很多地區也十分具備發展食用
菌的條件。”

丁倫保有“走出去”的
想法始於2017年。當時，一
名學員從非洲回來，跟丁倫
保介紹了國際市場對這食用
菌技術的需求。隨後，他與
安徽省農業農村廳對接，通
過政府的國際項目對接平台
考察了很多國家。去年春節
前，他接待了從美國前來考
察的客商——馬里蘭州養馬
的農戶很多，用馬糞種植雙
孢菇經濟價值很高。

丁倫保透露，因受疫情
影響原計劃上半年在德國等
國落地的項目延後了，但下
半年能順利落地。

丁倫保是安徽天都靈芝製品有限責任
公司董事長，但他更願意聊自己的

鄉土情結，“我生於農村、長於農村”。
因此疫情耽擱，丁倫保的周末和節假日的
時間都安排滿了。對於貧困戶和殘疾人在
蘑菇種植技術方面的需求，他都希望能做
到有求必應。他說，自己特別理解這些人
的難處和渴望，因為自己也曾經歷過這樣
的人生階段。

義無反顧創業 歷經劫難“重生”
1981年，丁倫保辭掉了當時在合肥市

肥西縣科技局的農技推廣員的工作，從銀行
貸款400元（人民幣，下同），創業種平
菇。上世紀九十年代，又研究人工栽培靈芝
的技術，並與當地政府合作成立了靈芝製品
公司。2004年，他看到了靈芝市場即將走
下坡路的趨勢。“那年政府開始號召秸稈綜
合利用，我覺得要是能把秸稈種植食用菌的
技術研究出來，變廢為寶，肯定很有前
景。”

丁倫保很快就研究出了秸稈種食用菌
的多項技術，但困難和意外接踵而來。
“2005 年原料大棚起火，損失了 10萬
元，火災過後又遇到一次氣候污染，10個
大棚顆粒無收；2008年雪災，幾乎所有大
棚都倒掉了，還有一名工人不幸遇難；

2009年，請一位焊工改造種植設備，施工
不當受傷，賠了20多萬元……”

2010年8月，丁倫保在給農民技術培
訓去住宿的路上遭遇車禍，致左臂終身殘
疾。“留了一個殘疾，也是上天在告誡
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

發明栽培技術 幫殘疾人就業
傷好之後，利用研究出的秸稈栽培珍

稀食用菌多項技術，以及發明的立體栽培
食用菌應用方法，丁倫保通過成立培訓學
校、協會、合作社等，逐漸探索出“協
會+合作社+基地+特困戶+黨支部”的扶
貧發展模式，覆蓋食用菌種植的產業鏈。

他亦更加關注殘疾人的創業、就業。
除聘請殘疾人員工直接解決他們的就業外，
其公司每年還承擔700多名農村殘疾人就業
創業、智能培訓的任務。他表示，在幫助殘
疾人群創業就業方面，一是要做好殘疾人培
訓後的服務，比如創業的資金、創業公司的
規章財務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產品銷售等；
二是要鼓勵殘疾人與健康人的合作。

助殘學校成國家級扶貧平台
目前，由丁倫保牽頭，已在合肥市建

立了15家殘疾人就業創業合作社。“天都
園藝職業技術培訓學校”現在已經成為
“國家級產業助殘扶貧星創天地”，已給
2,865名殘疾人送去就業創業技能，使368
名建檔立卡殘疾貧困戶實現脫貧。

“我們在培訓方面做了一些創新，培
訓前我們都要充分走訪調研，就是他們需要
學習什麼技術、適合學習什麼技術，教學的
方式和學習的效果怎麼樣，這些我們必須要
做到心裏有數。”丁倫保說，學員經過技術
培訓後，如果選擇創業，學校還會上門給學
員做創業規劃並幫助解決創業難題。尤其是
創業食用菌項目，投入100元就能做，公司
還包收學員種植的蘑菇。此外，丁倫保還為
20名殘疾人和6個貧困戶在其公司安排了崗
位，幫助他們增收脫貧。

去年44歲的劉文生是肥西縣花崗鎮
居民，屬於精神類殘疾（二級），早前常
年在家無法工作。2017年，經村委會推
薦，他來到丁倫保公司工作，不只自己學
會了食用菌種植技術，還成為了丁倫保公
司的一名中層管理員。劉文生現在主要負
責帶領公司殘疾人員工種植箱式、盆式食
用菌等，每月收入有兩三千元。

多年來，丁倫保利用農作物秸稈、林
下栽培食用菌等技術扶貧助殘，已輻射全
國8個省，36個縣，8,500多戶農民受益。
2012年，在安徽省科技廳的推薦下，丁倫
保更遠赴新疆進行了為期3年的技術援疆
工作，帶動新疆200個貧困戶發展食用
菌，每戶新增收入超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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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倫保（左二）給農民指導蘑菇種植技術。 受訪者供圖

■■丁倫保公司招聘的殘疾人員工在打丁倫保公司招聘的殘疾人員工在打
包木耳包木耳。。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 攝攝

■丁倫保推出可盆栽的蘑菇和靈芝。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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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夜晚，涼風習習，在館內的天井裏，一台
方桌，一把紫砂壺，三個小茶杯，伴着紅泥

小火爐，潮府功夫茶文化博物館館長方雲帆向記
者暢談對潮州功夫茶文化的理解，以及博物館的
“前世今生”。

歷代茶器展茶文化變遷
方雲帆介紹，功夫茶所運用的瀹飲法，即沸

水直接沖泡茶葉的方法，最早、最原始的方式出

現在中唐時期。唐代陸羽在《茶經．飲》中記
載：“有觕茶、散茶、末茶、餅茶者，乃斫、乃
熬、乃煬、乃舂，貯於瓶缶之中，以湯沃焉，謂
之痷茶。”在唐代，這種泡茶法成為上層人士日
常飲茶的習慣之一，所用的茶具與其他飲茶方式
所用的茶具相差不遠。

宋代時，研碎沖飲法和全葉沖泡法並存。北
宋末年，全葉瀹飲法已經在民間流傳，經趙伯駒
進獻給宋高宗。用沸水泡茶，即飲，不加它物的
瀹飲法自此進入南宋宮廷。此時的瀹飲法所用茶
具已經有了自己的個性化發展，一式三件，由帶
茶漏的盅形茶具、套裝在茶漏下方的束口茶盞以
及用於品飲的小茶盞組成。潮府功夫茶文化博物
館內收藏了這個時期的一套典型茶器，是迄今發
現的唯一一套宋代潮州功夫茶茶器。

功夫茶在明代晚期明代文學家張岱寫的散文
《閔老子茶》中寫道：“自起當爐。茶旋煮，速
如風雨。導至一室，明窗淨兒，荊溪壺、成宣窯
磁甌十餘種，皆精絕。燈下視茶色，與磁甌無
別，而香氣逼人，余叫絕。”根據這樣的記載，
此時使用的器具已經開始有了現代潮州功夫茶具
的特徵。明代時，茶的加工製作方法發生了革命
性的變革，從而使茶的品飲形式也隨之煥然一
新。明崇禎十三年進士周亮工，官至監察御使，
著有《賴古堂集》、《因樹屋書影》等。根據他
的記載，閔汶水，當時就已經利用小酒杯盛茶湯
進行品飲。正是這種品飲方式進一步發展，最終
形成了潮州功夫茶道。因潮州陶瓷產業發達，促
進了潮州功夫茶器具的發展，潮州功夫茶茶器系
列終於在清中葉時期正式形成，其用具與今天所
用茶具基本一致，包括茶壺、蓋曬、茶杯、茶
洗、茶盤、茶墊、水瓶、水缽、龍缸、紅泥火
爐、砂銚、羽扇、茶罐、茶巾、竹署、茶桌、茶

擔。
出生於潮州的方雲帆，祖籍潮州府普寧縣，

曾祖父是個清代秀才，爺爺在書香門第中長大，
做生意之餘，對茶道有所研究，有時候碰到與茶
有關的古器物，就會收集起來。到了父親一代，
就開始有目的系統性地收藏，耳濡目染之下，方
雲帆也喜歡上了把玩和研究這些老器物。數年
前，方雲帆接待到潮州遊玩的同學時，萌生了籌
建功夫茶文化博物館的想法，“希望能夠有一座
博物館把潮州功夫茶的文化和歷史講清楚。”幾
經輾轉，他找到了宰輔巷的一座明清老宅子。
“第一眼看到它時，滿目瘡痍，破落得很。走着
走着，從它的主體架構中，依稀看到了歷史原
貌，彷彿見到了輝煌時的模樣。我一下子喜歡上
了它。”

以個人之力，修繕破落老宅，籌建博物館，
絕非易事，出於家學淵源和對功夫茶文化的熱
愛，方雲帆義無反顧投身其中。為了更好地恢復
宅子的原貌，方雲帆在細節上可謂“吹毛求
疵”，“在修復的過程中，我們每個細節上都盡
全力去做。印亭屋頂上的瓦，有七層之多，當時
專業做古建築的師傅說，其實有兩層就足夠了。
但是我仍堅持修舊如舊，恢復七層瓦。屋頂還有
一些嵌瓷殘片，在明末清初時期，潮州嵌瓷是相
當精彩的，那我們也把這份精彩修復起來吧。原
先的老木雕基本被破壞完了，我將我父親和我這
些年來收集的老木雕構件拿出來，再從各處搜集
清代的老木雕構件，補充上去。古建築皆用卯榫
結構，不用一顆釘子就能使建築屹立千年，我們
請來了當地專業的老木工，七十多歲了，一刀一
錘，仔仔細細。”

方雲帆回憶，有一天他拿着高壓水槍沖洗大
門牆面時，脫落的石灰赫然出現幾片清代的瓷

片，原來這是一副清代的瓷板畫。他喜出望外，
趕緊請師傅將它修復起來。歷時十三個月，投入
兩百多萬，潮府功夫茶文化博物館主體建築才整
理完畢。2018年，潮府功夫茶文化博物館迎來了
第一批觀眾，短短一年多便接待了上萬遊客，除
了展示茶文化的相關器物，方雲帆還致力於推動
各種茶道文化的學術交流，希望將功夫茶文化發
揚光大。

研發文創產品與時俱進
潮州功夫茶文化的傳播和影響力在上世紀九十

年代逐步提升，全國六大茶類在潛移默化中都吸收
了潮州功夫茶的核心特點。方雲帆表示，隨着時代
的發展，潮州功夫茶也應與時俱進，在保留講究功
夫茶精髓的同時，學習六大茶類的文化，在交流碰
撞中取其精華。他認為，功夫茶不斷提升影響力，
走向世界，自然也就打響了潮州功夫茶的品牌，這
也將提升鳳凰單叢茶產量，拉動茶器、陶瓷等茶葉
附加產業的產值。他還指出，雖然潮州功夫茶在市
民生活中廣泛流傳，但專業的茶藝師平均水平仍有
待提高，應當考慮規劃專業的傳承人才培養基地，
建設培訓機構。

此外，為了更好地傳播潮州功夫茶文化，他
建議，還可以依託功夫茶文化為核心，加強茶葉
文創產品的設計，以茶文化促進文創產業的發
展。例如潮府功夫茶文化博物館嘗試以潮州古城
的標誌性建築廣濟橋和廣濟門的外觀造型，通過
藝術加工和功能性設計，生產出擁有自己專利的
系列茶爐和茶壺。此外館方還從茶葉本身的使用
和調養健康的功能出發，生產出茶樹沐浴露、洗
髮水和健康茶點，希望通過一些文創產品和品牌
的建立，增加經濟效益，也推動整個茶產業的良
性發展。

千年古宅變千年古宅變茶博物館茶博物館
悠悠潮州古城，裊裊功夫茶香。潮州功夫茶

文化是中國茶文化的活化石，雖歷經變遷，但保

留着對茶葉、茶器乃至沖泡技藝的講究，在潮

汕大地的民間廣泛流傳，仍具有鮮活的生命

力。在潮州城區的牌坊街，至今仍保留着一大

片古色古香的潮州傳統民居，潮府功夫茶文化

博物館掩映其中。這座典型潮州獨特風格的清

代建築，簡約而儒雅，館內200多件珍貴的

中國茶道器物，以夏、商、周到近代的一系

列茶器發展軌跡作為整個陳列的情節線索，

演繹近五千年傳承的中國茶文化底蘊。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國
古代銅鏡不僅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且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直觀體現了所處時代的
銅鑄造工藝、審美意趣、民俗信仰和中外文化互
鑒。中國銅鏡傳世、出土數量極多，構成了一個規
模龐大、分布廣泛的收藏門類。近日，“鏡裏千
秋——中國古代銅鏡文化”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
幕，今次展覽是國家博物館第一次以館藏文物舉辦
銅鏡文化展，以260餘件（套）展品串聯起中國古
代銅鏡的完整發展脈絡。

展廳內，260餘件展品按“鑒於止水”、“清
質昭明”、“湅治銅華”、“清光宜遠”、“玉台
影見”、“刻鏤文章”、“瑩質良工”七個單元，
講述鏡中故事。其中最為矚目的西漢“中國大寧”
瑞獸博局紋鎏金銅鏡，於1951年至1952年在湖南
長沙伍家嶺出土，周邊有52字銘文，其中有“中國

大寧，子孫益昌”等吉祥語，因此常被稱作“中國
大寧”銅鏡，是中國最知名的銅鏡文物之一。銅鏡
鏡背鎏金，圓鈕，柿蒂紋鈕座，間飾獸首紋。間飾
羽人、玄武、朱雀、青龍、獨角獸等瑞獸。這一銅
鏡集中呈現了中國銅鏡的特點：除了是生活用具，
還被賦予吉祥寓意，同時也是中國鑄銅工藝和審美
文化的物質載體。

此外，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弦紋銅鏡、
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戰國武士鬥獸紋銅鏡、河南
洛陽唐墓出土的唐代高士宴樂紋嵌螺鈿銅鏡、河南
南陽百里奚村漢墓出土的“田氏作竟”七乳四神羽
人瑞獸紋銅鏡等著名文物均在展覽中亮相。

從製作工藝看歷史變遷
“鏡裏千秋”展覽助理趙玉亮表示，銅鏡製作

包括合金熔煉、鏡範鑄造、鏡面處理等流程。從新

石器時代齊家文化到西周晚期，銅
鏡的銅、錫、鉛含量多不穩定，且
含錫量呈升高趨勢；從戰國至唐五
代，銅鏡基本上是含鉛的高錫青銅；
宋至明清時期，銅鏡含錫量明顯降低，
含鉛、鋅和銅的比例明顯升高。銅鏡使用
背範和面範扣合進行澆鑄。為追求形制的新
奇，工匠們在不同時期創造出使用特殊技術和材料
的透雕鏡、彩繪鏡、螺鈿鏡、平脫鏡等特種工藝
鏡，提高了銅鏡的觀賞價值和受歡迎程度。

參觀之餘，觀眾還可在清代紅木嵌螺鈿大鏡等
玻璃鏡展品前實現照鏡子的願望。趙玉亮說，約在
明末清初，玻璃鏡傳入中國。與銅鏡相比，玻璃鏡
具有製作方便、鑒物清晰、體量輕便等優勢。玻璃
鏡的裝飾多借鑒銅鏡，而體量較大的玻璃鏡的使用
則豐富了當時的室內陳設，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

活。此外，展覽形式力圖打破單純的文物、文字展
示，運用動畫、多媒體互動等多種手段，豐富展陳
形式。在展廳內，觀眾可以看到以國博館藏《千秋
絕艷圖》為藍本製作的“古典人物主題牆”動畫，
亦可在利用館藏西漢“中國大寧”瑞獸博局紋鎏金
銅鏡、東漢“吳郡張元公”環狀乳神人禽獸紋銅鏡
等資源製作的交互程序觸摸一體機上互動遊戲。

古人以何照面？
“鏡裏千秋”260餘件文物講述古代銅鏡文化

■■清代嬰戲紋銅鏡清代嬰戲紋銅鏡。。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展覽中千姿百態的茶器珍品展覽中千姿百態的茶器珍品。。

■■西漢西漢““中國中國
大寧大寧””瑞獸博瑞獸博
局 紋 鎏 金 銅局 紋 鎏 金 銅
鏡鏡。。 國博供圖國博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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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雲帆展示收藏的數百件茶文化器物

方雲帆展示收藏的數百件茶文化器物。。

■■館藏各年代茶道器物展示了中國茶文化底蘊館藏各年代茶道器物展示了中國茶文化底蘊。。

■■潮府功夫茶文化博物館展出的功夫茶茶具潮府功夫茶文化博物館展出的功夫茶茶具。。

品茗觀器品茗觀器 感受潮州功夫茶文化底蘊感受潮州功夫茶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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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天地

这个世界所有的战火背后都能看到

美国的影子，美国的全球军事力量是维

持美国世界警察形象的核心。而在美国

强大的军事实力背后，有一家公司撑起

了美国的军事霸权。

众所周知，美国军事作战能力中，

最为强大的就是空中打击力量，而确保

美国军事制空权优势的就是这家世界最

大军工厂——洛克希德马丁。如今，美

军中赫赫有名的F-35、F-22等最新型战

机都是出自于这家公司。

洛克希德马丁最初由阿伦· 洛克西

德和马尔科姆· 洛克西德兄弟于1912年

创建，初始名字叫Alco水上飞机公司，

后改名为洛克希德飞行器制造公司。该

公司是美军最早的供应商之一，为美军

提供战机。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整个美

国的工业陷入通缩，洛克希德飞行器制

造公司也受到影响面临倒闭。在此之前

，洛克希德已经破产过一次，之后又重

建。大萧条期间，当时，罗伯特· 格罗

斯和科特兰· 格罗斯兄弟以四万美元的

价格收购了洛克希德部分股份。

1934年，罗伯特· 格罗斯成为新公

司主席，这也算是洛克希德正式易主。

二战期间，洛克希德迎来了历史性

发展机遇，由洛克希德研发的战机在二

战期间大放光彩。比如，击落山本五十

六座机的就是洛克希德研发的P-38闪电

型战斗机。

P-38也是美国战机史上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一款战机。比如，P-38是第一种

双发动机战斗机、P-38是第一款采用前

三点起落架设计的战斗机、P-38是美军

第一种飞行速度超过640公里/时（400

英哩/时）的双引擎战斗机、P-38是击落

日本飞机最多的美国陆航军战斗机

（1800多架）……

整个二战期间，洛克希德共生产了

19278架飞机，占二战期间美国飞机制

造总量的60%。包括2600架PV-1文图拉

，2700架B-17飞行堡垒（波音授权制造

），2900架哈德逊和9000架闪电。

二战结束后，美国进入了美苏冷战

阶段。在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开展了

军备竞争，那时候，洛克希德为美国的

军事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3年，洛克希德研发出了C-130

大力神运输机，时至今日，这种飞机仍

是美军空中力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战结束后的1951年，美军不满足

C-119运输机的性能，想要新一代运输

机，于是提出了公开招标，要求是：

1.中型运输机尺寸

2.可在不整地的野战环境下起降

3.主用途为货物运输

4.可搭载重量为3万磅（13.6公吨）

5.续航距离1500英里（2,414公里）

同时，美军希望货舱尺寸有12米长

、3米宽、2.7米高，可运输92位乘客、

或72位士兵、或64位全副武装的伞兵，

为了战术运输需求，需要有海狸尾式的

卸货后门。

最终，洛克希德从四家公司中杀出

重围中标，并于 1955 年实现量产机

C-130A首飞。在1956年，C-130系列正

式交付美国空军服役。

除了C-130系列外，在那个年代洛

克希德还开发出了很多其他沿用至今的

美国空军战斗机，如C-5银河重型运输

机、F-104星式战斗机等。

1995年，洛克希德公司与另一家著

名的军工企业马丁· 玛丽埃塔合并后正

式成立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洛克希德马丁的主要产品有以下几

种：

运输机——星座家族、大力神家族

、Model 10 电星家族、L-188电星家族

、其他。

星 座 家 族 有 ， L-1049、 L-1249、

EC-121、R6V等；

大力神家族有，C-130、AC-130、

DC-130、L-100等；

Model 10 电星家族有，Lodestar、

Hudson、Super Electra、Ventura等；

L-188 电星家族有，L-188、P-3、

EP-3、P-7等等；

其他还有，C-5银河、C-141、Excal-

ibur、Vega等等。

战斗机/轰炸机——闪电式家族、流

星式家族、星式家族、猛禽式家族、其

他。

闪 电 式 家 族 有 ， P-38、 XP-49、

XP-58；

流星式家族有，F-80、F-94、T-33、

T2V；

星 式 家 族 有 ， XF-104、 F-104、

NF-104A、CL-288、CL-1200；

猛 禽 式 家 族 有 ， YF-22、 F-22、

FB-22、X-44 MANTA；

其他还有， F-16、 F-35、 F-117、

YP-24等等。

侦察机——黑鸟式家族、海上巡逻

机、载人飞机、无人机。

黑 鸟 式 家 族 有 ， A-12、 SR-71、

YF-12、M-21、D-21

；

海上巡逻机有

，P-2、S-3；

载人飞机有，

U-2、 YO-3、 TR-X

；

无人机有，Ae-

quare、 AQM-60、

MQM-105、 RQ-170

等等。

除此之外，洛

克希德马丁还有各

种直升机、试验机、轻型飞机、导弹等

产品。

今年，洛克希德马丁向日本和台湾

出售了大量最新型的F-35隐形战斗机。

根据现在公开的信息数据显示，F-35的

隐形性能比我国的歼-20还要优秀。

F-35是美国现代的主力战机，每架

售价约8000万美元左右。有报道称，未

来美国军队中将装备超过2000多架F-35

，主要用以取代F-16等旧型号战机，而

根据现在的海外市场预计，F-35的市场

需求将超过3000架。

而F-35共有三个子型号，分别是：

F-35A、F-35B、F-35C。

F-35A是传统起降型战斗机，主要

为F-22的辅助战斗机。F-35A装备一具

普惠F-135-100涡轮风扇引击、在背部设

有硬管加油受油口(OIL OUTLET)、在机

身左侧进气道上方装有一门25mm固定

机炮。

F-35B是垂直/短场起降型战斗机，

与F-35A最大的不同是起降方式，售价

上相较F-35A略微便宜。F-35B装备一台

普惠F-135-600涡轮风扇引击和一个劳斯

莱斯升力系统，F-35B如需要机炮则要

加装航炮吊舱。

F-35C是舰载型战斗机，为确保低

速时的安全性，主翼及垂直尾翼的面积

加大，两翼可折叠，是三种型号中售价

最贵的。

至于有一款叫做F-35I的机型，其实

是以F-35A为原型，由以色列改装后的

机型，本质上还是F-35A。

除了这些著名的战斗机外，洛克希

德马丁还有一样非常著名的产品——宙

斯盾战斗系统。

宙斯盾战斗系统是第一种具备决策

辅助功能的系统，是当代美国海军现役

最重要的整合式水面舰艇作战系统，正

式编号Weapon System Mk7，是全世界

第一种全数字化的舰载战斗系统。

2019年，美国国防预算超过7000亿

美元，洛克希德马丁从中就分到了很大

一块蛋糕。根据今年披露的2019年洛克

希德马丁财报显示，2019年，洛克希德

马丁营业收入598.12亿美元，同比增加

11.25%；净利润62.30亿美元，同比增加

23.46%。

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最大的对手

是波音公司。2016年，特朗普曾希望用

波音的F-18作为筹码施压洛克希德马丁

，要求其降低F-35售价。但洛克希德马

丁很有底气的回怼道，“已经很便宜了

。”

其实，不仅仅是美国政府，世界各

国都对洛克希德马丁的定价不满。只不

过，在当今世界，技术是核心竞争力，

拥有最先进技术就能卖得贵，有技术就

是能任性。

从洛克希德马丁的股价中可以看出

，从2013年美国发动叙利亚战争开始，

洛克希德马丁就大发战争财，直到今天

依旧如此。对于渴望世界和平的人而言

，洛克希德马丁的股价这样涨肯定是一

件不幸的事。

世界最大军工厂——洛克希德马丁

F35

C-130

在安徽合肥市經開區蓮花社區，“蘑菇大王”丁倫保研究

並推廣食用菌近40年，擁有50多項發明專利和20多項科研

成果。10年前，他遭遇車禍致殘，更從此走上了助貧助

殘的道路。“人的一生不在於你有多少錢，而在於你

做了多少有利他人的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合肥報道

近年來，丁倫保還通過安
徽省農業農村廳等平台，先後
前往津巴布韋、俄羅斯、美國
等國家，作為農業企業走出去
的代表，到國外推廣食用菌栽
培技術，並為當地培育專業技
術人才。“在國外，各種食用
菌都賣得很貴，市場需求大，
很多地區也十分具備發展食用
菌的條件。”

丁倫保有“走出去”的
想法始於2017年。當時，一
名學員從非洲回來，跟丁倫
保介紹了國際市場對這食用
菌技術的需求。隨後，他與
安徽省農業農村廳對接，通
過政府的國際項目對接平台
考察了很多國家。去年春節
前，他接待了從美國前來考
察的客商——馬里蘭州養馬
的農戶很多，用馬糞種植雙
孢菇經濟價值很高。

丁倫保透露，因受疫情
影響原計劃上半年在德國等
國落地的項目延後了，但下
半年能順利落地。

丁倫保是安徽天都靈芝製品有限責任
公司董事長，但他更願意聊自己的

鄉土情結，“我生於農村、長於農村”。
因此疫情耽擱，丁倫保的周末和節假日的
時間都安排滿了。對於貧困戶和殘疾人在
蘑菇種植技術方面的需求，他都希望能做
到有求必應。他說，自己特別理解這些人
的難處和渴望，因為自己也曾經歷過這樣
的人生階段。

義無反顧創業 歷經劫難“重生”
1981年，丁倫保辭掉了當時在合肥市

肥西縣科技局的農技推廣員的工作，從銀行
貸款400元（人民幣，下同），創業種平
菇。上世紀九十年代，又研究人工栽培靈芝
的技術，並與當地政府合作成立了靈芝製品
公司。2004年，他看到了靈芝市場即將走
下坡路的趨勢。“那年政府開始號召秸稈綜
合利用，我覺得要是能把秸稈種植食用菌的
技術研究出來，變廢為寶，肯定很有前
景。”

丁倫保很快就研究出了秸稈種食用菌
的多項技術，但困難和意外接踵而來。
“2005 年原料大棚起火，損失了 10萬
元，火災過後又遇到一次氣候污染，10個
大棚顆粒無收；2008年雪災，幾乎所有大
棚都倒掉了，還有一名工人不幸遇難；

2009年，請一位焊工改造種植設備，施工
不當受傷，賠了20多萬元……”

2010年8月，丁倫保在給農民技術培
訓去住宿的路上遭遇車禍，致左臂終身殘
疾。“留了一個殘疾，也是上天在告誡
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

發明栽培技術 幫殘疾人就業
傷好之後，利用研究出的秸稈栽培珍

稀食用菌多項技術，以及發明的立體栽培
食用菌應用方法，丁倫保通過成立培訓學
校、協會、合作社等，逐漸探索出“協
會+合作社+基地+特困戶+黨支部”的扶
貧發展模式，覆蓋食用菌種植的產業鏈。

他亦更加關注殘疾人的創業、就業。
除聘請殘疾人員工直接解決他們的就業外，
其公司每年還承擔700多名農村殘疾人就業
創業、智能培訓的任務。他表示，在幫助殘
疾人群創業就業方面，一是要做好殘疾人培
訓後的服務，比如創業的資金、創業公司的
規章財務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產品銷售等；
二是要鼓勵殘疾人與健康人的合作。

助殘學校成國家級扶貧平台
目前，由丁倫保牽頭，已在合肥市建

立了15家殘疾人就業創業合作社。“天都
園藝職業技術培訓學校”現在已經成為
“國家級產業助殘扶貧星創天地”，已給
2,865名殘疾人送去就業創業技能，使368
名建檔立卡殘疾貧困戶實現脫貧。

“我們在培訓方面做了一些創新，培
訓前我們都要充分走訪調研，就是他們需要
學習什麼技術、適合學習什麼技術，教學的
方式和學習的效果怎麼樣，這些我們必須要
做到心裏有數。”丁倫保說，學員經過技術
培訓後，如果選擇創業，學校還會上門給學
員做創業規劃並幫助解決創業難題。尤其是
創業食用菌項目，投入100元就能做，公司
還包收學員種植的蘑菇。此外，丁倫保還為
20名殘疾人和6個貧困戶在其公司安排了崗
位，幫助他們增收脫貧。

去年44歲的劉文生是肥西縣花崗鎮
居民，屬於精神類殘疾（二級），早前常
年在家無法工作。2017年，經村委會推
薦，他來到丁倫保公司工作，不只自己學
會了食用菌種植技術，還成為了丁倫保公
司的一名中層管理員。劉文生現在主要負
責帶領公司殘疾人員工種植箱式、盆式食
用菌等，每月收入有兩三千元。

多年來，丁倫保利用農作物秸稈、林
下栽培食用菌等技術扶貧助殘，已輻射全
國8個省，36個縣，8,500多戶農民受益。
2012年，在安徽省科技廳的推薦下，丁倫
保更遠赴新疆進行了為期3年的技術援疆
工作，帶動新疆200個貧困戶發展食用
菌，每戶新增收入超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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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倫保（左二）給農民指導蘑菇種植技術。 受訪者供圖

■■丁倫保公司招聘的殘疾人員工在打丁倫保公司招聘的殘疾人員工在打
包木耳包木耳。。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 攝攝

■丁倫保推出可盆栽的蘑菇和靈芝。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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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合肥市經開區蓮花社區，“蘑菇大王”丁倫保研究

並推廣食用菌近40年，擁有50多項發明專利和20多項科研

成果。10年前，他遭遇車禍致殘，更從此走上了助貧助

殘的道路。“人的一生不在於你有多少錢，而在於你

做了多少有利他人的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合肥報道

近年來，丁倫保還通過安
徽省農業農村廳等平台，先後
前往津巴布韋、俄羅斯、美國
等國家，作為農業企業走出去
的代表，到國外推廣食用菌栽
培技術，並為當地培育專業技
術人才。“在國外，各種食用
菌都賣得很貴，市場需求大，
很多地區也十分具備發展食用
菌的條件。”

丁倫保有“走出去”的
想法始於2017年。當時，一
名學員從非洲回來，跟丁倫
保介紹了國際市場對這食用
菌技術的需求。隨後，他與
安徽省農業農村廳對接，通
過政府的國際項目對接平台
考察了很多國家。去年春節
前，他接待了從美國前來考
察的客商——馬里蘭州養馬
的農戶很多，用馬糞種植雙
孢菇經濟價值很高。

丁倫保透露，因受疫情
影響原計劃上半年在德國等
國落地的項目延後了，但下
半年能順利落地。

丁倫保是安徽天都靈芝製品有限責任
公司董事長，但他更願意聊自己的

鄉土情結，“我生於農村、長於農村”。
因此疫情耽擱，丁倫保的周末和節假日的
時間都安排滿了。對於貧困戶和殘疾人在
蘑菇種植技術方面的需求，他都希望能做
到有求必應。他說，自己特別理解這些人
的難處和渴望，因為自己也曾經歷過這樣
的人生階段。

義無反顧創業 歷經劫難“重生”
1981年，丁倫保辭掉了當時在合肥市

肥西縣科技局的農技推廣員的工作，從銀行
貸款400元（人民幣，下同），創業種平
菇。上世紀九十年代，又研究人工栽培靈芝
的技術，並與當地政府合作成立了靈芝製品
公司。2004年，他看到了靈芝市場即將走
下坡路的趨勢。“那年政府開始號召秸稈綜
合利用，我覺得要是能把秸稈種植食用菌的
技術研究出來，變廢為寶，肯定很有前
景。”

丁倫保很快就研究出了秸稈種食用菌
的多項技術，但困難和意外接踵而來。
“2005 年原料大棚起火，損失了 10萬
元，火災過後又遇到一次氣候污染，10個
大棚顆粒無收；2008年雪災，幾乎所有大
棚都倒掉了，還有一名工人不幸遇難；

2009年，請一位焊工改造種植設備，施工
不當受傷，賠了20多萬元……”

2010年8月，丁倫保在給農民技術培
訓去住宿的路上遭遇車禍，致左臂終身殘
疾。“留了一個殘疾，也是上天在告誡
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

發明栽培技術 幫殘疾人就業
傷好之後，利用研究出的秸稈栽培珍

稀食用菌多項技術，以及發明的立體栽培
食用菌應用方法，丁倫保通過成立培訓學
校、協會、合作社等，逐漸探索出“協
會+合作社+基地+特困戶+黨支部”的扶
貧發展模式，覆蓋食用菌種植的產業鏈。

他亦更加關注殘疾人的創業、就業。
除聘請殘疾人員工直接解決他們的就業外，
其公司每年還承擔700多名農村殘疾人就業
創業、智能培訓的任務。他表示，在幫助殘
疾人群創業就業方面，一是要做好殘疾人培
訓後的服務，比如創業的資金、創業公司的
規章財務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產品銷售等；
二是要鼓勵殘疾人與健康人的合作。

助殘學校成國家級扶貧平台
目前，由丁倫保牽頭，已在合肥市建

立了15家殘疾人就業創業合作社。“天都
園藝職業技術培訓學校”現在已經成為
“國家級產業助殘扶貧星創天地”，已給
2,865名殘疾人送去就業創業技能，使368
名建檔立卡殘疾貧困戶實現脫貧。

“我們在培訓方面做了一些創新，培
訓前我們都要充分走訪調研，就是他們需要
學習什麼技術、適合學習什麼技術，教學的
方式和學習的效果怎麼樣，這些我們必須要
做到心裏有數。”丁倫保說，學員經過技術
培訓後，如果選擇創業，學校還會上門給學
員做創業規劃並幫助解決創業難題。尤其是
創業食用菌項目，投入100元就能做，公司
還包收學員種植的蘑菇。此外，丁倫保還為
20名殘疾人和6個貧困戶在其公司安排了崗
位，幫助他們增收脫貧。

去年44歲的劉文生是肥西縣花崗鎮
居民，屬於精神類殘疾（二級），早前常
年在家無法工作。2017年，經村委會推
薦，他來到丁倫保公司工作，不只自己學
會了食用菌種植技術，還成為了丁倫保公
司的一名中層管理員。劉文生現在主要負
責帶領公司殘疾人員工種植箱式、盆式食
用菌等，每月收入有兩三千元。

多年來，丁倫保利用農作物秸稈、林
下栽培食用菌等技術扶貧助殘，已輻射全
國8個省，36個縣，8,500多戶農民受益。
2012年，在安徽省科技廳的推薦下，丁倫
保更遠赴新疆進行了為期3年的技術援疆
工作，帶動新疆200個貧困戶發展食用
菌，每戶新增收入超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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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倫保（左二）給農民指導蘑菇種植技術。 受訪者供圖

■■丁倫保公司招聘的殘疾人員工在打丁倫保公司招聘的殘疾人員工在打
包木耳包木耳。。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 攝攝

■丁倫保推出可盆栽的蘑菇和靈芝。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 攝

2021年1月1日（星期五）2 故事百
姓

■責任編輯：何佩珊



AA1212中國經濟
星期六       2021年1月2日       Saturday, January 2, 2021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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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在安徽合肥市經開區蓮花社區，“蘑菇大王”丁倫保研究

並推廣食用菌近40年，擁有50多項發明專利和20多項科研

成果。10年前，他遭遇車禍致殘，更從此走上了助貧助

殘的道路。“人的一生不在於你有多少錢，而在於你

做了多少有利他人的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合肥報道

近年來，丁倫保還通過安
徽省農業農村廳等平台，先後
前往津巴布韋、俄羅斯、美國
等國家，作為農業企業走出去
的代表，到國外推廣食用菌栽
培技術，並為當地培育專業技
術人才。“在國外，各種食用
菌都賣得很貴，市場需求大，
很多地區也十分具備發展食用
菌的條件。”

丁倫保有“走出去”的
想法始於2017年。當時，一
名學員從非洲回來，跟丁倫
保介紹了國際市場對這食用
菌技術的需求。隨後，他與
安徽省農業農村廳對接，通
過政府的國際項目對接平台
考察了很多國家。去年春節
前，他接待了從美國前來考
察的客商——馬里蘭州養馬
的農戶很多，用馬糞種植雙
孢菇經濟價值很高。

丁倫保透露，因受疫情
影響原計劃上半年在德國等
國落地的項目延後了，但下
半年能順利落地。

丁倫保是安徽天都靈芝製品有限責任
公司董事長，但他更願意聊自己的

鄉土情結，“我生於農村、長於農村”。
因此疫情耽擱，丁倫保的周末和節假日的
時間都安排滿了。對於貧困戶和殘疾人在
蘑菇種植技術方面的需求，他都希望能做
到有求必應。他說，自己特別理解這些人
的難處和渴望，因為自己也曾經歷過這樣
的人生階段。

義無反顧創業 歷經劫難“重生”
1981年，丁倫保辭掉了當時在合肥市

肥西縣科技局的農技推廣員的工作，從銀行
貸款400元（人民幣，下同），創業種平
菇。上世紀九十年代，又研究人工栽培靈芝
的技術，並與當地政府合作成立了靈芝製品
公司。2004年，他看到了靈芝市場即將走
下坡路的趨勢。“那年政府開始號召秸稈綜
合利用，我覺得要是能把秸稈種植食用菌的
技術研究出來，變廢為寶，肯定很有前
景。”

丁倫保很快就研究出了秸稈種食用菌
的多項技術，但困難和意外接踵而來。
“2005 年原料大棚起火，損失了 10萬
元，火災過後又遇到一次氣候污染，10個
大棚顆粒無收；2008年雪災，幾乎所有大
棚都倒掉了，還有一名工人不幸遇難；

2009年，請一位焊工改造種植設備，施工
不當受傷，賠了20多萬元……”

2010年8月，丁倫保在給農民技術培
訓去住宿的路上遭遇車禍，致左臂終身殘
疾。“留了一個殘疾，也是上天在告誡
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

發明栽培技術 幫殘疾人就業
傷好之後，利用研究出的秸稈栽培珍

稀食用菌多項技術，以及發明的立體栽培
食用菌應用方法，丁倫保通過成立培訓學
校、協會、合作社等，逐漸探索出“協
會+合作社+基地+特困戶+黨支部”的扶
貧發展模式，覆蓋食用菌種植的產業鏈。

他亦更加關注殘疾人的創業、就業。
除聘請殘疾人員工直接解決他們的就業外，
其公司每年還承擔700多名農村殘疾人就業
創業、智能培訓的任務。他表示，在幫助殘
疾人群創業就業方面，一是要做好殘疾人培
訓後的服務，比如創業的資金、創業公司的
規章財務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產品銷售等；
二是要鼓勵殘疾人與健康人的合作。

助殘學校成國家級扶貧平台
目前，由丁倫保牽頭，已在合肥市建

立了15家殘疾人就業創業合作社。“天都
園藝職業技術培訓學校”現在已經成為
“國家級產業助殘扶貧星創天地”，已給
2,865名殘疾人送去就業創業技能，使368
名建檔立卡殘疾貧困戶實現脫貧。

“我們在培訓方面做了一些創新，培
訓前我們都要充分走訪調研，就是他們需要
學習什麼技術、適合學習什麼技術，教學的
方式和學習的效果怎麼樣，這些我們必須要
做到心裏有數。”丁倫保說，學員經過技術
培訓後，如果選擇創業，學校還會上門給學
員做創業規劃並幫助解決創業難題。尤其是
創業食用菌項目，投入100元就能做，公司
還包收學員種植的蘑菇。此外，丁倫保還為
20名殘疾人和6個貧困戶在其公司安排了崗
位，幫助他們增收脫貧。

去年44歲的劉文生是肥西縣花崗鎮
居民，屬於精神類殘疾（二級），早前常
年在家無法工作。2017年，經村委會推
薦，他來到丁倫保公司工作，不只自己學
會了食用菌種植技術，還成為了丁倫保公
司的一名中層管理員。劉文生現在主要負
責帶領公司殘疾人員工種植箱式、盆式食
用菌等，每月收入有兩三千元。

多年來，丁倫保利用農作物秸稈、林
下栽培食用菌等技術扶貧助殘，已輻射全
國8個省，36個縣，8,500多戶農民受益。
2012年，在安徽省科技廳的推薦下，丁倫
保更遠赴新疆進行了為期3年的技術援疆
工作，帶動新疆200個貧困戶發展食用
菌，每戶新增收入超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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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倫保（左二）給農民指導蘑菇種植技術。 受訪者供圖

■■丁倫保公司招聘的殘疾人員工在打丁倫保公司招聘的殘疾人員工在打
包木耳包木耳。。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 攝攝

■丁倫保推出可盆栽的蘑菇和靈芝。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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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行業是一個產品為王的行業，藥企競爭其實
是研發能力的競爭。據國際權威機構統計，將

單一創新藥上市的成本超過10億美元。“2020年9
月，公司在科創板上市，給企業帶來新機遇。”成都
苑東生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王武平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公司通過“創新+資本”
雙輪驅動模式，正在縮小與國際醫藥企業的差距。

苑東生物製藥是一家以研發藥品起家，集化學原
料藥、高端化學製劑、生物藥於一體的創新型醫藥企
業，2017至2019年，公司營收分別為4.76億元（人民
幣，下同）、7.69億元和9.47億元。但是，隨着仿製
藥一致性評價、國家藥品集中採購、新版醫保目錄等
新政出台，苑東生物核心產品烏苯美司膠囊被調出國
家醫保目錄，前 4月銷售收入較 2019年同期下降
45.86%；富馬酸比索洛爾片雖然中標第二批藥品集中
採購，但較集中採購前單價平均降幅達69%；除此之
外，該公司產品枸櫞酸咖啡因注射液等還面臨同質化
競爭，給營收帶來不小壓力。

王武平介紹，針對行業變革出現的新形勢，公司
及時進行了戰略和結構調整。一方面公司以高端仿製
藥為基礎，突出搶仿優勢，推動布洛芬注射液、鹽酸
美金剛緩釋膠囊等一批首仿藥上市，依託原料製劑一
體化成本優勢，積極參與國家帶量採購，積累資本；
另一方面以創新藥為重點、以生物藥謀發展，不斷加

大創新藥、生物藥研發投入，在研新藥項目10餘個，
逐步成為“由仿到創”的變革者。通過一系列舉措，
公司2020年前三季實現營收6.73億元、同比微減
0.8%，淨利潤1.25億元、同比增長31.53%。

上市提升品牌影響力
2020年 9月2日，苑東生物登陸科創板，募資

13.35億元，主要用於重大疾病領域創新藥物系列產品
產業化基地建設、新藥臨床研究等項目。“企業上市推
進了經營管理規範化、科學化，並使品牌影響力得到
大大提升。”苑東生物證券部負責人李淑雲說，雄厚的
資本有助新品研發和引進專業研發人才。

聘外國專才加強研發
為縮短人才方面的差距，苑東生物聘請了美國、

印度等地的一流人才，建起了博士後工作站；同時加
大研發，2017年至2019年累計投入研發費用3.58億
元，佔累計營收比16.34%，承擔了國家重大新藥創製
等省部級項目40餘項。

王武平認為，創新是貫穿於醫藥產業發展的核
心，藥企只有從“以量求生存”向“以質求發展”轉
變，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站穩腳跟。通過核心產品積
累資本，再投入新藥研發，循序漸進、滾動發展，是
內地藥企縮短與國際一流藥企差距的方式之一。

走進成都天府三街某小區樓下，快遞
員老楊停好車，拿出手機將10多名客戶
的手機號輸入“雲喇叭”App。“以前要
挨個打電話通知客戶取快遞，現在則實現
了一鍵呼叫。”老楊說，自從使用“雲喇
叭”後，不僅通知客戶更加快捷，每月還
可節省話費120元（人民幣，下同）左
右。

2020年“雙11”，僅天貓平台成交
額便高達4,982億元，一天的快遞業務量
6.75億件，由320萬名快遞員完成這份海
量投遞業務。他們中有80萬快遞員安裝
了“雲喇叭”App，月活躍用戶達10萬
人。

“‘雲喇叭’其實就是一款自動通知
機器人，它綜合了電話、短信、閃信等功
能，快遞員提交號碼後由‘雲喇叭’進行
自動呼叫。”據成都身邊科技有限公司創
始人兼CEO李黎明介紹，“雲喇叭”與
同類產品相比最大的特點：一是“快”，
快遞員每分鐘可同時撥打500個電話；二
是“省”，每個電話最低價格只需人民幣
2.5分；三是“便”，快遞員只需在手機
上安裝“雲喇叭”App，充值一定費用後
便可使用。

畢業於電子科大的李黎明，曾參與中
國電信127自動傳呼機項目，有着10多年
金融IT工作的經歷，還擔任過三泰控股
社區智能快遞櫃速遞易項目研發總監。
“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快遞小哥蹲在一堆
快遞面前，一個一個發短信、打電話，整
整一小時都無法起身。”李黎明說，這個
快遞小哥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裏，
讓他萌發了研發一款軟件提升快遞哥工作
效率的想法。

2015年7月，李黎明辭職在成都高新
區註冊成立“成都身邊科技有限公司”，
9月14日推出“雲喇叭”App1.0版。“我
們到快遞員聚集地推銷，免費讓他們使
用。”李黎明介紹，當年“雙 11”、
“雙12”，雲喇叭的快遞通知數量每天
分別超過16萬件和28萬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上市企業的數量和質量，

是區域經濟活力的重要參考，

直接反映了一座城市的經濟實

力和活躍度。2019年7月，為

科技創新而生的“科創板”正

式開市，成為點燃科創熱情、

集聚科創力量的新舞台，地處

西南內陸的成都高新區，目前

已有成都先導、苑東生物2家

企業正式登錄“科創板”，還

有縱橫股份、極米科技、川網

傳媒等企業已過會待發行上

市。高新區內不僅聚集了眾多

新科技企業，還吸引了滬深交

易所、新三板三大證券機構在

此建區域基地，為當地企業提

供債券市場融資、上市公司優

化等“一攬子”上門服務。吸

引到交易所駐點的成都高新

區，科創企業的科技含量有多

少？從80萬快遞小哥正在使

用的呼叫“神器”雲喇叭、由

仿製到研發新藥的生物藥廠，

以及全國投影市場的老大，這

些企業都是有力的說明。

■ 苑東生物外籍專家正在進行科學
實驗。 記者李兵攝

■ 位於成都高新區的深交所西部基
地。 記者李兵攝

■ 成都身邊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兼
CEO李黎明介紹“雲喇叭”功能。

藥企縮小與國際差距
創新+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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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黃姓台商涉為求經商順利，
安排退役少將、退休調查官與中國國安官員
餐敘，另企圖吸收國安局李姓官員。一審今
天依國安法罪名，判黃男3月徒刑，得易科
罰金。可上訴。

黃男未到庭聆判；一審台北地方法院認
定黃男行為構成國家安全法第2-1條罪名，
判處3月徒刑，得易科罰金，不法所得人民
幣3萬多元追繳沒收。可上訴。

台北地方檢察署調查指出，黃姓台商於
民國89年赴中國寧波經商，為求發展順遂，
結識當地官員，被要求牽線台灣軍警調人員
至中國會面，另被要求蒐集民進黨、法輪功
等資訊。

100、101年間，黃姓台商利用退休李姓

調查官、退役閻姓少將赴寧波旅遊機會，分
別安排2人與寧波國安局人員黃偉華、紀處
、胡哲、北崙區台辦余姓官員餐敘；席間中
國官員不斷暗示雙方可繼續交流、合作，李
、閻察覺有異，拒絕與中國官員聯繫，黃男
發展組織因而未遂。

此外，黃姓台商101年返台期間，在一
場餐會上認識現職李姓國安局官員，表明受
中國之託蒐集法輪功情資，企圖拉攏李男，
遭李男拒絕。

黃姓台商坦承不諱，北檢查出，黃男實
際上並未交付任何資料，3名被接觸的軍調
國安人員也未遭中國官員吸收。北檢8月初
依國家安全法的發展組織未遂罪嫌起訴黃男
。

台商帶退役少將見中國國安官員 一審判刑3月

（中央社）在八仙塵爆案中燒傷面積
80%的林姓女子起訴求償，士林地院今天判
主辦的玩色、瑞博公司應賠償林女及父母共
1346萬餘元，主辦人呂忠吉就其中914萬餘
元負連帶責任。

全案起於，瑞博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玩色創意國際有限公司於民國 104 年 6 月
27日在八仙樂園 「快樂大堡礁」舉辦 「彩色
派對」，發生粉塵爆炸，造成 15 人死亡、
400多人受傷。

在塵爆案中受有燒傷面積80%的林姓女
子及其父母起訴求償，士院判決玩色、瑞博
公司應賠償林女新台幣1146萬餘元，另賠償
林女父母各100萬元，仍可上訴。

八仙塵爆民事求償部分，消費者文教基
金會受超過400名傷者與死者家屬委託，向
呂忠吉、八仙樂園等公司求償，由士院審理
中；另有多名被害人自行求償，法院已陸續
作出判決。目前僅有一案認定八仙樂園要負
賠償責任，其餘案件均免賠。

八仙塵爆 燒傷80%傷者獲判賠1146萬元

（中央社）大法官今天針對性侵犯強制治療未
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的程序保障部分違憲，婦團今
天說，政府應精進再犯風險評估並建構符合加害人
治療需求安置制度，讓社會免於被害恐懼。

大法官會議今天做出釋字第799號解釋，刑法
第91條之1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有關強
制治療規定大致合憲，但未讓當事人陳述意見的程
序保障部分違憲，相關機關應檢討修正，且現行強
制治療制度長年運作結果有趨近於刑罰的可能，有
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3年內做有效的調整改
善。

民間團體包含台灣防暴聯盟、現代婦女基金會
、勵馨基金會以及婦女救援基金會等今天在大法官
釋憲後召開聯合記者會，會中肯定大法官的解釋，
也提出五大訴求，呼籲政府應藉此釋憲機會，借鏡
其他國家制度，儘速建立性侵害犯的強制治療制度
與相關措施。

台灣防暴聯盟理事長王珮玲指出，政府應儘速
建構符合加害人治療需求的安置制度，包含精進現
在非常過時的再犯風險評估、提升處遇治療品質能
建構多元制度、並強化社區預警監控以及建構符合
人權跟安全的制度跟法規等。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指出，預防性侵害犯
罪不是做好被害人保護就好，也應針對加害人治療
這部分加強，很高興大法官的解釋看到現行制度設
計沒有錯，而是執行層面有問題。

王玥好表示，性侵害犯罪者治療的專業性及困
難度高，國內在這方面的專業資源跟人才培育一直
都不足，且沒有良好風險評估，在資源配置不足情
況下，讓整體評估結果跟品質大打折扣，而政府應
配置足夠資源才能做好治療工作，且資源不足時，
必須思考適當分流，將資源集中在有治療改善可能
的人等。

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杜瑛秋則說，她過去接
過受害者來電表示擔憂加害人出獄，大法官今天釋
憲對很多被害人來說是一種保護跟維護，台灣非常
重視被告人權，因此在協助被害人時，常發現有被
害人權被忽視的情況，加上性侵又常常是密室犯罪
，要定罪入監非常不容易，而刑後治療可以預防再
犯可能性。

杜瑛秋也建議，性侵犯的再犯評估應該更精準
，否則恐讓被害人好不容易建構起的生活平衡被破
壞掉，而加害人回到社區後應該有外控機制，若有
些加害人沒辦法治療，且再犯可能性高，也許可思
考仿效美國有終身監禁方式，適當跟人群隔離等。

王珮玲強調，大法官今天明確指出，現行性侵
犯治療建構確實不夠且定位不明、專業不足、相關
配套措施不足，籲政府應該認清這個議題並掌握時
間在3年內一定要儘速處理這種種問題，包含投入
資源、再犯危險評估、拉高治療品質等，希望相關
部會都由行政院統籌來因應人民關切的議題。

婦團：政府應制定符性侵犯治療需求安置制度

（中央社）因竊盜案被通緝的44歲李姓男子昨晚開車拒檢，高雄警網連開11槍仍被李
男逃跑，但車上後座吳姓男子中彈身亡。警方今晚逮捕包括李男在內的當時在車上其餘3人
，正漏夜偵訊。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指出，刑事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偵一隊、高市刑事警察大隊
及鳳山警分局聯手今天下午5時30分在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逮捕44歲李姓竊盜通緝犯，
隨後循線逮捕當時在車上的另兩名共犯51歲楊姓男子、39歲蘇姓男子。

鳳山警分局指出，李男涉及妨害公務罪及傷害罪，車上3人則全部涉遺棄屍體罪嫌，訊
後將移送高雄地檢署法辦。

鳳山警分局副分局長李明達晚間表示，李男落網後供稱，當時在開車逃逸途中發現車子
不會動，才驚覺輪胎已遭員警開槍射破，因此決定棄車逃逸。

全案緣於吳建銘與員警昨天晚間7時40分執行巡邏勤務時，在高市南光、錦田路口發現
一輛黑色自小客車紅燈右轉，經查詢車牌號碼發現車主是李姓竊盜通緝犯，吳建銘等人隨即
上前攔查，黑色車輛卻加速逃逸。

吳建銘等人一路追捕到鳳南、林森路口，這輛黑車因紅燈被前方車輛阻擋，竟直接倒車
衝撞騎機車的員警，並再向前衝撞吳建銘，造成吳建銘右手大拇指受傷，警用機車右側也毀
損。警方見狀立即掏槍對空後再對黑色車輛連開11槍，但仍被李嫌逃逸成功。

鳳山警分局隨後發布攔截圍捕，並在當天晚間8時多接獲民眾通報，在攔查圍捕點附近
700多公尺南富街發現黑色車輛，但車內後座37歲吳姓男子被發現頭部中彈身亡，包括李男
在內的車上另外3人均已棄車逃逸，警方已報請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開車拒檢高雄警開11槍被脫逃通緝犯等3人落網

陳時中夜訪街友贈口罩暖暖包陳時中夜訪街友贈口罩暖暖包
寒流來襲寒流來襲，，全台急凍全台急凍。。衛福部衛福部3030日公布全國街友避寒地圖日公布全國街友避寒地圖，，衛福部長陳時中衛福部長陳時中（（中中）、）、台北市副市台北市副市

長黃珊珊長黃珊珊（（左左））也夜訪台北車站街友也夜訪台北車站街友，，送上暖暖包送上暖暖包、、口罩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資酒精等防疫物資。。

侯友宜侯友宜：：辦活動安全為主要考量辦活動安全為主要考量 不樂見防疫漏洞不樂見防疫漏洞
台北市跨年晚會照常舉辦台北市跨年晚會照常舉辦，，新北市長侯友宜新北市長侯友宜（（前右前右））3131 日受訪表示日受訪表示，，尊重每個單位的尊重每個單位的

防疫措施防疫措施，，但舉辦任何活動防疫絕對優先但舉辦任何活動防疫絕對優先，，安全絕對優於一切安全絕對優於一切，，大家都不樂見出現漏洞大家都不樂見出現漏洞。。

台中跨年晚會線上直播台中跨年晚會線上直播 盧秀燕籲民眾留在家裡盧秀燕籲民眾留在家裡
因應國內出現英國變種病毒個案因應國內出現英國變種病毒個案，，台中市雙主場跨年晚會台中市雙主場跨年晚會，，一場不開放民眾入場一場不開放民眾入場，，採線上直播採線上直播，，

另一場取消另一場取消。。台中市長盧秀燕台中市長盧秀燕（（中中））3131日受訪表示日受訪表示，，請市民儘量配合留在家裡看線上直播請市民儘量配合留在家裡看線上直播，，由於有管由於有管
制制，，也請民眾不要跑到現場也請民眾不要跑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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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大法官會議今天做出釋字第
799號解釋，性侵犯刑後強制治療大致合憲，
但未規定讓當事人陳述意見程序違憲。大法
官並指出，強制治療已趨近刑罰，要求有關
機關3年內調整改善。

大法官指出，目前強制治療處所設於監
獄附設醫院，並共用同一建築設施，受治療
者也受到有如受刑人般的處遇，違反憲法明
顯區隔要求。強制治療處所應於管理上、空
間上與監獄及其附屬設施有足以辨識其不同
的明顯區隔，不應設於監獄或監獄附屬醫療
院所。

另外，現行強制治療的實際運作，明顯
仍較突顯採一致化管理模式，欠缺治療方法
與程序的個別性指標規定。執行機關應針對

受治療者具體情狀進行鑑定、評估，並擬定
個別治療計畫，施以適當的治療外，應致力
於協助與促成受治療者達成再犯危險顯著降
低，因而得以重獲自由、復歸社會的治療目
標。

與此同時，治療機構對受治療者於治療
期間的人身自由與諸如個人隱私、自由通訊
與會客等相關自由權的限制，也應該與刑罰
的執行明顯不同。

大法官認為，現行強制治療制度長年運
作結果有趨近於刑罰的可能，而悖離與刑罰
的執行應明顯區隔的憲法要求，有關機關應
自解釋公布之日起3年內為有效的調整改善
，以確保強制治療制度運作結果，符合憲法
明顯區隔要求意旨。

大法官：強制治療趨近刑罰 3年內調整改善

（中央社）台中市吳姓男子上月在台中捷
運綠線試乘期間，在網路造謠 「中捷翻車」，
他雖辯稱是 「善意提醒」，仍被警方依違反社
維法送辦，台中地院認定足以影響公共安寧，
處罰鍰3000元。

裁定書指出，45歲吳姓男子於今年11月16
日晚間7時多，在台中市一家網咖，以電腦登入
臉書，並以本名帳號，在 「北屯大小聲」社團
中貼文 「中捷試運-請注意-以下-北屯-文心-
捷運路線-翻車」等言論。

警方獲報後，向台中捷運公司查證，確認
吳男張貼的是假訊息，前往網咖帶回涉案的吳

男偵辦。
吳男到案後辯稱，他在發文前一天看

到新聞報導指出，台中捷運過彎時有異音
過大情況，覺得異音過大問題很嚴重，他
曾於三菱重工上班，且曾參與高鐵建造工
程，根據過往工作經驗，若異音過大問題
不改善，將可能會造成捷運翻車意外，才
善意發表言論提醒大家注意。

法官認為，一般民眾對現今社會環境
觀感，多仰賴網路取得各項資訊，但網路
資訊虛實參半，吳男散佈謠言，足以影響
公共安寧。

法官審酌吳男思慮欠周，致散佈後而引起
公眾恐慌，但犯後坦承顯已知悔悟，因此裁定

裁罰新台幣3000元。

造謠台中捷運翻車 貼文男子遭法院裁罰3000元

（中央社）最高行政法院院長今天由吳明
鴻接任，他表示將加強與社會對話，司法院長
許宗力則期許吳明鴻帶領法院更上層樓，以專
業裁判履行維護人民權益的憲政使命。

司法院25日發布人事，最高行政法院院長
藍獻林退職，由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兼庭長吳明
鴻接任，今天生效。因吳明鴻的妻子是總統蔡
英文表姐林美珠，吳明鴻為蔡總統表姐夫引發
外界關注，司法院強調任命毫無政治考量，歷
來司法院決定的人選，總統皆予以尊重。

吳明鴻致詞時表示，接任院長職務深感責

任重大，卸任院長藍獻林推動大法庭制度等都
交出亮麗的成績單，在藍獻林領導下法院已有
深厚基礎，未來在好的基礎上繼續發揚光大。

吳明鴻說，本院是行政訴訟的終審法院，
兼負統一法律見解任務，經實施大法庭制度已
提升裁判品質，未來會繼續大法庭運作，進行
滾動式的檢討，並透過言詞辯論功能加強與學
術交流，拓展法官多元視野。

吳明鴻說，他從事行政訴訟超過20年，深
深知道本院裁判都是法官秉持專業獨立審判做
成，在保障人民權益及國家行政權合法行使之

間追求平衡，
可是仍會遭受
誤解質疑，他
之後會加強與
社會對話，使

人民閱讀裁判書後，不做過多的懷疑。
許宗力致詞說，司法院多次借重吳明鴻的

長才，包括 「法官辦理行政訴訟事件參考手冊
」、 「法官辦理土地徵收事件辦案參考手冊」
、 「公用徵收裁判之研究彙編」的研修編撰，
都委請他擔任委員或審查人，藉此大幅提升行
政訴訟的專業性、穩定性，落實司法定紛止爭
的功能。

此外，吳明鴻曾參與行政訴訟法、都市計
畫審查程序的研修，並借鑒國外審判經驗，提

出紐西蘭、德國行政訴訟制度的考察報告，對
於國內行政訴訟制度的完善，大有裨益。

吳明鴻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院長任內，建
立裁判導讀機制，讓媒體及社會大眾能充分了
解裁判內容，另首創電子期日通知書，提升司
法行政效能，達到節能減碳目的，曾開辦
「SKYPE／LINE網路視訊訴訟程序諮詢」，提

升人民接近使用法院的便利性。
許宗力說，最高行政法院肩負統一裁判見

解，安定法律秩序的崇高憲政任務，未來，以
吳明鴻豐富的閱歷，以及卓越的領導力、執行
力，勢必能帶領最高行政法院更上層樓，以優
質、專業的行政訴訟裁判，履行維護人民權益
的憲政使命。

任最高行政法院院長 吳明鴻：加強與社會對話

公平會中選會人事同意權公平會中選會人事同意權國民黨團國民黨團：：拒絕背書拒絕背書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國民黨立法院黨團3131日召開日召開 「「公平會公平會、、中選會人事同意權所中選會人事同意權所 『『提提』』 非人拒絕背書非人拒絕背書」」 記者會記者會，，黨團黨團

總召林為洲總召林為洲（（右右）、）、書記長林奕華書記長林奕華（（左左））共同出席共同出席，，說明黨團對被提名人選感到失望說明黨團對被提名人選感到失望，，拒絕背書拒絕背書，，黨黨
籍立委都不進場投票籍立委都不進場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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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年一度備受國人期
待，深受全球矚目的台北101 跨年煙
火，今年將以 「讓愛擁抱世界，讓希
望點亮未來」為主題設計，透過燈光
、音樂、點燈與煙火的整合串聯、
360 度全景視角整體規畫，今年更特
別以四面立體方式呈現，不管民眾從
哪個角度看台北 101，都能看到一樣
精彩的煙火。今年台北101以時長300
秒、共16,000發的煙火點亮夜空，交
織成一場驚豔世界的台北101 跨年煙
火。用璀璨煙火與全世界一起告別
2020年，與國人一起用愛與希望迎向
嶄新的2021年。
「讓愛擁抱世界，讓希望點亮未來」
精采台灣 無限可能 關懷世界 攜手向
前行

台北 101 於今日(12/16)公布 2021
年跨年主秀煙火模擬動畫，台北 101
董事長張學舜特地邀請交通部長林佳
龍、交通部觀光局副局長林信任和台
北市觀傳局主秘蕭君杰一同出席共襄
盛舉。2021年跨年主秀以 「讓愛擁抱
世界，讓希望點亮未來」為主題，期
望在2020年全球受疫情影響下，能藉
由璀璨的跨年煙火激勵民心，關懷世

界，並攜手迎向希望。台北101 董事
長張學舜提到： 「台北101 透過光明
璀璨煙火讓全世界看到台灣豐盛繁榮
與多元文化的台灣文明，我們非常感
謝所有防疫人員的努力與奉獻；我們
即將告別2020，希望一起迎接充滿希
望的2021。」

2021年跨年煙火將以 「愛」為主
題，整合燈光、音樂、點燈和煙火，
做全方位的串聯與展演。燈光部分除
了以 「愛」為主題，自 12/24 耶誕夜
起至12/31跨年當晚，台北101大樓塔
身燈光將轉變為代表 「愛」的浪漫粉
紅色，並且自晚間6點起，每小時推
出跨年期間限定版的整點燈光秀，帶
給全台民眾一場幸福浪漫的光影藝術
饗宴。此外，今年跨年主秀音樂，也
首度呈現由國際級配樂大師 「林強」
所授權的經典名曲 「向前走」，並請
來 「小男孩樂團」以華麗搖滾創作為
基調重編重錄、重奏重唱，結合壯觀
精彩的煙火大秀，帶給民眾動感更感
動的視覺與聽覺雙重饗宴，更加激勵
民心，鼓舞社會，勇敢自信 「向前走
」，一起邁向充滿希望的新年。台北
101 透過煙火、音樂與燈光的相互串

聯，再加上透過59樓&60樓的顯示屏
所展演的文字訊息，交織而成一場溫
暖人心、鼓舞士氣、精彩萬分的跨年
主秀，成為全世界的鎂光燈焦點。
煙火以 「讓愛擁抱世界，讓希望點亮
未來」為主題，分五個章節演繹如下
：
【序章：告別2020 迎接2021！】
以充滿節慶喜氣的金、紅煙火拉開序
幕，燦爛開場
以同心圓之姿，圍繞盤旋大樓而上
揮別 2020 揭開璀燦希望 2021 年的序
幕！
【第一章：向防疫英雄致敬 全民齊心
向前行！】
以雙色花束煙火劃出的大面積愛心弧
線
向台灣與全世界的防疫英雄致敬
感謝防疫英雄的無私奉獻，熱心與熱
情
四面齊發，曲線收闔的煙火
展現各界攜手齊心，一起守護台灣，
迎向世界
【第二章：攜手世界向前行：Taiwan
Can Help】
以360 度立體特效輪狀煙火，環環相

扣，接續擊發
象徵台灣 攜手世界、串聯全球、
圓滿合作、全球一家
傳達我們對世界人類的關懷
也祝福2021全世界人類幸福安好
【第三章：祈福關懷 幸福未來向
前行！】
以花瓣心型煙火，錦冠花束煙火
溫暖地為人類祈願，為世界祈福
章末煙火以天女散花，花團錦簇之姿

營造浪漫氛圍，歡慶新年，療癒人
心
【終章：精彩台灣無限可能 愛與希望
向前行！】
各色煙火，百花齊放，璀璨齊發
大面積，大維度，大視角
七彩浪漫煙火繽紛絢爛收尾
2021台灣與世界，用愛與希望， 一起
迎向歡樂璀璨的新年
全球首創 高樓四面架設360度特效輪
狀煙火

台北 101 每年施放的煙火絢麗動
人，並盡力求新求變，今年全新推出
「360 度立體特效輪狀煙火」，是全

世界第一個在高樓架設的煙火設施，
屆時會在台北101的50樓及82樓架設

共16組輪狀煙火，創造四面立體煙火
噴射的震撼效果，增加煙火的變化性
，絕對能讓全世界的觀眾在觀賞煙火
施放的當下嘆為觀止、驚喜連連。
呼應國人心聲 串聯民眾願望 民眾點
燈12/24上線

台北 101 日前推出 「讓愛點亮夜
空．LOVE @ 101」線上點燈徵集活
動，於社群邀請全台人民一起參與許
願，徵集國人心聲。活動將於12/24&
25兩日，在59F&60F的顯示屏展演民
眾對2020年的溫暖回顧，與2021年的
新年期許，幸運獲選民眾的許願文字
將能登上台北 101，搭配浪漫的粉紅
色系的整點報時燈光秀，讓全世界一
同見證您的願望！

愛與希望迎向嶄新一年
2021台北101跨年煙火 激勵人心 關懷世界 迎接希望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在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退出與可能關閉聯邦政府的國會議員的鬥爭後，週一，美國國會
民主黨人將試圖為美國民眾提供2,000美元的大流行性救濟。 在
周日晚些時候川普簽署了一項2.3萬億美元的大流行性援助和支
出計劃，將其恢復為數百萬美國人的失業救濟金，並提供了資金
來維持政府機構的運轉，從而將其批准為法律。 白宮證實，美
國總統川普簽署了規模9,000億美元的新冠疫情紓困法案和1.4萬
億美元支出法案，避免政府停擺。美股期貨向上，道指期貨現升
0.4%。川普簽署法案希望向國會提出強烈信息，需要刪除不必要
的項目，原有版本會送回國會，同時附有自己對法案的正式請求
。他希望美國人民獲得更多資金，國會將就提高至每人派款2,
000美元進行投票。該法案上週獲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為
歷來規模第二大，將為企業提供一系列的租稅減免、並發給民眾
現金。不過，川普一度拒絕簽署有關法案，他此前在Twitter帖

文形容法案可恥，要求國會將向美國民眾發放的個人補助金，由
每人600美元提高至2,000美元。

共和黨總統週日打高爾夫球，他上周稱該法案為“恥辱”，
並要求國會對其進行修改，以將陷入困境的美國人的刺激性支票
的規模從600美元提高至2,000美元。同時削減其他一些支出。
目前尚不清楚為什麼拒絕承認拜登失敗的川普對刺激計劃改變了
主意。他的出乎意料的是，在最後一刻的抵制威脅要在總統任期
的最後階段注入更多混亂。 在眾議院佔多數的民主黨議員長期
以來一直希望獲得2,000美元的救濟支票，希望通過與川普的罕
見協議來推進該提案-或至少使共和黨人反對該提案-進行投票
在星期一。 共和黨反對更高的付款，而川普可能沒有影響力讓
步。許多經濟學家認為，該法案中的財政援助應該更大，以使經
濟再次運轉，但他們表示，仍然迫切需要為受到冠狀病毒封鎖而
打擊的美國人提供即時支持。 川普在佛羅里達州的海濱俱樂部

內秘密簽署了法案後，表示他正在簽署此法案，向國會明確表明
，必須清除浪費的物品。任期不到一個月，川普不太可能讓共和
黨為個人提供額外的資金，也不可能說服民主黨人接受在支出法
案中其他地方削減開支的計劃，特別是在外國援助方面。

通過大流行計劃向大約1400萬人發放了失業救濟，該失業
救濟於週六失效，但由於川普已簽署該法案，因此將重新啟動
。 該計劃包括為政府機構提供資金的1.4萬億美元支出。如果川
普沒有簽署立法，那麼政府將在周二開始部分關閉，這將使數百
萬政府工作者的收入處於危險之中。美國人度過了一個痛苦的假
期，整個大流行已經使美國近33萬人喪生，如今每天的死亡人
數已超過3,000人，這是大流行開始以來的最高水平。 救濟計劃
還延長了原定於12月31日到期的驅逐令，暫停了對小企業薪資
的支持，提供了資金來幫助學校重新開放，並為運輸業和疫苗分
發提供援助。 由於川普簽署了刺激計劃並擺脫了政府支出危機
的消息，全球股價上漲。 美國標普期貨和日本日經指數上漲約
0.4％，現貨黃金價格上漲近1％。 同樣在周一，議員們將尋求
推翻川普最近對國防部7400億美元的法案設定政策的否決權。
川普表示，他否決了自1961年以來每年通過的立法，因為他反
對對與國家安全無關的社交媒體公司的賠償責任保護。

川普簽署9,000億元紓困和1.4萬億元支出法案政府不停擺
救濟計劃提供資金幫助學校重開和疫苗分發全球股價上漲

歲末添暖歲末添暖

根據美國國家癌癥總署(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和疾病管制中心 (CDC)，
大約百分之90到95的癌癥是由與環境
和生活型態相關的因素所造成，不是遺
傳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抽煙、飲食不當
、酗酒、體重過重和體能活動不足。這
些因素也提高罹患慢性疾病如糖尿病、
中風、高血壓和心臟病的風險。均衡與
正確的飲食習慣有助於保持身心的健康
，這包括攝取種類多元化的食物，以提
供適量的熱量和各種營養素。美國農業
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
ture) 根據健康飲食食物盤的原則，建議
適量攝取包括五種基本食物種類（即榖
物類；水果類；蔬菜類；肉類和魚、蛋
及豆類；奶和奶製品），並積極減少油
、鹽、糖的攝取。飲食不均衡或營養不
良可導致肥胖或缺乏某種營養，繼而增
加患上多種疾病如心臟病、腦血管病、
糖尿病、高血壓和壹些癌癥的風險。

光鹽社本著 「預防勝於治療」 和倡
導 「健康生活」 的信念，特別設計8個
如何維持健康飲食和生活方式的壹系列
課程, 提供正確和最新的資訊給大家。
此課程由具有豐富營養和專業知識的張
文慧博士主持。張博士具有細胞與分子
生物學博士(病毒復制突變機制)，細胞

生物學碩士(腫瘤細胞免疫方向)，人類
營養科學碩士，和腫瘤分子治療博士後
及癌癥與營養研究經歷。為方便大家的
上課時間，提供Zoom線上直播課和網
路自學班。

• 上課時間和方式：Zoom線上
直播課：2021年 2月20日至4月 10日,

每周六，上午10-12點。自學班：每周
在自己方便的時間, 完成網上學習即可
。

• 課程內容：消化健康、預防癌
癥、維持建康體重、認識食品營養標籤
、遠離甜食、脂肪與健康、食品安全和
衞生習慣、及體能鍛練。

• 完成課程後，將會獲贈$15禮
品卡。

歡迎社區人士踴躍參與 ， 共同學
習如何透過飲食習慣去建立健康的身體
。

報名截止日期：2021年2月15日，
欲報從速。

報 名 方 式: https://forms.gle/zK-
SQQT9tWXui2LTv6 或掃瞄二維碼

請致電 713-988-4724 詢問詳情及
報名

光鹽社免費健康生活學習課程光鹽社免費健康生活學習課程

過去這壹年，人們會拿什麼來形容
？災難、淚水、死亡、恐懼，但慈濟人
多了幾個詞彙來總結，那就是愛、勇氣
、堅持、希望——2020年感謝有您壹路
護持，萌生許多珍貴的 「心」 動力。

截至目前為止，慈濟已捐助：
• 227萬只外科口罩給前線醫護、

警消、弱勢家庭和耆老。
• 超過20萬只的N95口罩和壹萬

五千件防護衣給防疫醫療單位。
• 2萬7千多只的手工布口罩守護

社區居民健康。
• 2萬4千多份蔬果袋給低收弱勢

家庭和獨居耆老。
• 壹千四百多條環保毛毯給街友和

因災難撤離家園的人。
• 更多詳情

災疫未靡，行動不停！這股 「心」

動力將轉換成災疫受創者的新動力！邀
您壹起動員，加入【有愛無懼 . 慈悲相
繫：心動力】歲末募心募愛，用美善劃
句點，

揮別2020，迎向2021！

捐款護持
用手機行善

下載慈濟美國的 「壹指積善」 Tzu
Chi Connect 手機應用程式。這是慈濟竹
筒歲月的電子版，利用天天隨身攜帶的
手機小額捐款，也能積聚成塔，讓生活
因善行而更有意義。立刻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載安裝。

用臉書勸募來讓生日與眾不同！

您可以利用臉書勸募平臺，建立您
個人專屬的臉書 「生日勸募專頁」 ，邀

請您臉書上的朋友，支持您所關心的慈
善公益項目，壹起捐款給 「慈濟美國」
！該怎麼做？看這裡有清楚的步驟說明
～

透過Amazon Smile購物同時行善

電商巨頭亞馬遜為慈善設立Ama-
zon Smile，您在這個網站上購物，亞馬

遜就會把您消費金額的固定百分比捐給
您選擇的慈善機構。現在就立刻上網設
定～

用智慧探討人生真義。用毅力安排
人生時間。」

——恭錄自證嚴法師靜思語



AA1616廣告
星期六       2021年1月2日       Saturday, January 2, 2021


	0102SAT_A1_Print.pdf (p.1)
	0102SAT_A2_Print.pdf (p.2)
	0102SAT_A3_Print.pdf (p.3)
	0102SAT_A4_Print.pdf (p.4)
	0102SAT_A5_Print.pdf (p.5)
	0102SAT_A6_Print.pdf (p.6)
	0102SAT_A7_Print.pdf (p.7)
	0102SAT_A8_Print.pdf (p.8)
	0102SAT_A9_Print.pdf (p.9)
	0102SAT_A10_Print.pdf (p.10)
	0102SAT_A11_Print.pdf (p.11)
	0102SAT_A12_Print.pdf (p.12)
	0102SAT_A13_Print.pdf (p.13)
	0102SAT_A14_Print.pdf (p.14)
	0102SAT_A15_Print.pdf (p.15)
	0102SAT_A16_Print.pdf (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