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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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rsday, 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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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ie LinJosie LinJosie Lin
休斯頓資深千萬經紀

購屋 |商業 |投資 |⽣意    ⼀站式服務  

聯⽲地產
中國城中國城中國城
亞洲城亞洲城亞洲城

全新蒂凱佳苑精品公寓
24.2萬起

凱蒂亞洲城商圈旺鋪
招商中
與休斯頓⼤學 ,  休斯頓社區⼤學 ,  HMart,  鮮芋仙 ,  85C,
海底撈 ,添好運 ,  Kura等名店為鄰

(713) 630-8000(713) 630-8000(713) 630-8000

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

1,000 ~ 8,000平⽅英呎

葉倫（Janet Yellen）與聯邦參
議院民主黨人共商拜登紓困案，她
會後發布聲明說： 「去年，經濟緊
縮程度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以來的各種情況，根據國會預算處
對經濟成長的預測，美國要恢復到
正常就業水準，要花費好幾年時間
。」

國會預算處昨天更新預測，顯
示新的2021年經濟成長預測數字較
為樂觀，不過，美國一直到2024年
，都無法完全恢復到疫情之前的就
業水準。

此外，國會民主黨議員今天採
取第一步行動，必要時將在沒有共
和黨人的支持下，推動拜登的1.9兆

美元紓困案。
路透社報導，參院依循政黨路

線投票，民主黨人以50票些微勝過
共和黨人的49票，開始辯論2021
年財政年度預算決議案。使用這個
策略，將可釋出民主黨人所需的立
法工具，在遭共和黨人反對下制定
拜登的紓困案。

美國國會去年才通過4兆美元
的抗疫振興方案，拜登又提出1.9兆
美元紓困案，因此共和黨已表示反
對。聯邦眾議院隨後也跟隨參院腳
步，以216票對210票開始辯論預
算決議案，共和黨人沒有人投下贊
成票。

辯論預計將持續整週。預算決

議案通過後，民主黨人仍必須擬定
另一個更詳盡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紓困案，這代表可
能要到3月初到3月中才能對紓困案
進行最終投票，讓拜登簽署成法。

拜登昨天與10位共和黨籍參議
員見面，就他們所提較小規模的
6180億美元計畫案會商。拜登告訴
他們，這數額遠不足以解決疫情問
題，美國已有超過44萬6000人染
疫病故。

拜登紓困案可能面對共和黨籍
參議員的阻擋，目前參院100個席
次中，兩黨各占一半，而大多數的
立法案必須達到60票門檻才能通過
。

葉倫：1.9兆美元紓困案 亟需國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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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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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剛當選聯任的幾內亞總統孔戴，
最近出版「非洲大陸願景 」今天特托友人
帯回二本他親筆簽名之大作， 細讀之後
， 對孔戴總統一生對國家之奉献 深深感
動。

幾內亞位於非洲西部， 去年在推動修
憲让孔戴總統得以尋求第三任期， 幾经反
對勢力之反對， 終于通過， 他在去年十
月十八日的全民投票中以百分之五十九點
四九獲勝， 開啟他另外六年的任期。

這個西非國家人口一千七百萬人， 有
地質奇迹之稱， 鋁矾土藏量四百億噸 ，

位居世界第一，沿海大陸架已發現石油，
東南部有大片原始森林，盛產紅木黑檀木
， 由于交通不便， 許多資源尚待開發。

為了加強國家建設， 政府及私人企業
特别於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舉行大型
招商大會 ，歡迎全球企業界人士在缐上或
實地參與會議。

總統在歡迎詞中表示政府將保證在安
全互利之基礎上達到投資者獲利之目的。

添為幾內亞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我
們也特別邀請大家參加此一盛會 ，不要失
去了到非洲投資的大好機會。

Today I received two copies of the President
of Guinea’s new book, “A Vision For Africa.
”

President Alpha Condé spent his whole life in
a political battle for democracy during which
he underwent exile and imprisonment. He is
the firs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resident in
Guinea since 2010. In power, he has prom-
ised to develop the country. As a university
professor, he became a statesman and con-
tinued his long journey in service to his coun-
try.

Guinea is a country in West Africa bordered
on the west by the Atlantic Ocean. Natural re-
sources are plentiful. In addition to its hydro-
electric potential, the country possess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world’s bauxite and sig-
nificant amounts of iron, gold and diamonds.

To serve the people who want to invest in

Guinea, The First Guinea Investment Forum
will be held on Feb. 24 to 27. This is the first
transactional platform for key investment ac-
tors. The Guinea government as well as na-
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ctors will
join the event.

The priority of investments including Agricul-
ture, Energy, Infrastructure, Mining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will be discussed.

As President Condé said in his welcome mes-
sage, “I give you the reassurance of my gov-
ernment in the security and profitability of your
investment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win-win
partnership.”

As Honorary Consul of Guinea In Houston, I
am inviting you and your friends to join this fo-
rum to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in the Repub-
lic of Gui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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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0303//20212021

President CondPresident Condéé’’ss
New BookNew Book

孔戴總統之贈書孔戴總統之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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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電商巨頭亞馬遜創始人暨首席執行官
傑夫•貝佐斯宣佈，他計畫卸任首席執行官,在
今年第三季度轉手交給副手安迪•賈西接任,他
自己則轉為執行董事長，不再掌管亞馬遜的日
常工作,這是這家公司最高層領導人的變動,深
受各界矚目。

貝佐斯是一位十足令人敬畏的企業界鬼才,
27年前他從一個小車庫草創了一家線上小書店
,卻開發出 Kindle閱讀器,迅速成為數位圖書閱
讀器市場的老大，隨後又借助Echo和Alexa數
位助手開創了智慧音箱市場,轉而多元面向經營
,成為互聯網零售商之巨霸,去年初亞馬遜市值
突破了1兆美元，由於疫情更促成業績暴漲,在
12個月中股價上漲近70％,如今市值已超過1.6
兆美元,貝佐斯是亞馬遜最大股東，持有12%
的流通股,個人淨資產為1960億美元，僅次於
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為世界第二富有的
人。

貝佐斯的創業歷程充滿了傳奇與佳話,他曾
以356億美元離婚費創新紀錄, 但在去年七月
廿日因為亞馬遜股價大漲7.9%而讓他一夕之

間身價暴增了130億美元。
擁有巨大財富,難道貝佐斯就要退出亞馬遜

經營權了嗎?顯然不是,因為他在給亞馬遜員工
的信中曾提到:“我打算把精力集中在新產品上
……”。 從”新產品”一詞已透露出貝佐斯心
中懷有雄心壯志的新企圖,他極可能要讓亞馬遜
的業務發展面更加擴大，目前亞馬遜除了是全
球最大的網路電商外,涉足的企業包括網路服務
、消費電品、圖書出版、雲端計算以及聯鎖超
市實體店等,而接替貝佐斯的賈西正是網路服務
AWS的領導人, AWS去年賺進135億美元，占
亞馬遜全年總利潤的一半以上,所以賈西絕非等
閒之輩。

近年來亞馬遜因發展過速,也產生了一些問
題,如員工在配送中心待遇過低問題、遭到反壟
斷的調查問題以及被質疑是否盜取用戶隱私的
問題等,這些都將由賈西去應付,而不需要貝佐
斯再去煩惱了,正值壯年的他選擇以退為進的策
略是相當明智的,以後他可以放眼天下, 專心為
亞馬遜思索開創更寬闊的領域了。

李著華觀點︰以退為進-貝佐斯放眼天下

緬甸驚傳政變，國際社會紛紛表態譴責，
美國2日正式認定緬甸軍方行動屬於政變；大
陸則呼籲各方 「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處理
分歧」 。專家分析，政變雖然可能為中國在緬
甸的政治、經濟利益帶來變數，但西方國家如
果對緬實施任何制裁，反而會將緬進一步推入
中國懷抱。

德國之聲報導，各界都很關注中國在政變
中扮演何種角色。《華爾街日報》3日也分析
，時值美中爭奪區域影響力，不論美國採取任
何制裁行動，都可能傷害緬國民眾，並將緬甸
更加推向中國，拜登政府應避免這種狀況發生
，緬國局勢也可能導致美中緊張關係升高。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東南亞政治專家帕里瓦
爾（Avinash Paliwal）認為，過去數年來，翁
山蘇姬不斷深化對中關係，軍方擔憂翁山藉此
限縮軍方權力，加上大陸長年支持與緬軍內戰
的若開軍，軍方原本對北京心懷警戒，不過從
中方聲明看來， 「隨著軍方重掌權力，中方可

能調整與武裝部隊總司令敏昂萊的關係，並進
一步拓展過去透過中緬經濟走廊建立的聯繫」
。

帕氏強調，由於大陸官媒將政變稱為 「內
閣改組」 ，北京政府事後也僅呼籲各方妥善處
理分歧，緬甸軍方可能將這些訊息解讀為北京
默許他們重新執政。

德國執政聯盟在聯邦議院的外交政策發言
人哈特（Jurgen Hardt）甚至表示，中國可能
私下鼓勵緬甸軍方發動政變，呼籲歐盟展開調
查。

華府策略顧問公司亞洲集團副總裁李特菲
德（John Lichtefeld）則說，政變3周前，軍
方剛會見大陸外長王毅，可能因此降低對中警
戒。除大陸外，敏昂萊上月底也接待俄羅斯防
長紹伊古（Sergei Shoigu），印度亦於去年底
將1艘潛艇交給緬甸軍方，這些互動顯示大陸
並非唯一在緬甸擴張勢力的大國。

緬甸政變面臨國際制裁 可能轉投北京懷抱

沙烏地阿拉伯剛剛下令，
禁止20個國家的入境許可，只
有外交官、沙國公民、醫生和
家庭成員除外，這是為了遏制
冠狀病毒的傳播。

半島電視(Aljazeera)報導，
這個臨時禁令從星期三開始生
效，至於20個禁止國包括：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埃及、黎巴
嫩、土耳其；南非；葡萄牙、
法國、德國、義大利、愛爾蘭
、英國、瑞典、瑞士；印度、

巴基斯坦、印尼、日本；美國
、巴西與阿根廷。

僅有沙國公民以及來自這
些國家的外交官、衛生工作者
可以 「按照預防措施」 入境。

沙國衛生部長陶菲克·拉比
赫（Tawfiq al-Rabiah）週日警
告說，如果不遵守健康限制，
可能會施加新的禁令。

沙烏地阿拉伯有36.8萬例
冠狀病毒病例，近6400人死亡
，是海灣阿拉伯各國當中，疫

情最嚴重的。
不過，他們已收到第1批輝

瑞疫苗，並於12月17日啟動了
疫苗的接種工作。沙國衛生部
表示，接種計劃將分3階段，首
先是65歲以上的人，患有慢性
疾病或感染風險高的人；然後
是中年人，最後是年輕人。

所有海灣國家都發起了疫
苗接種，其中阿聯和巴林施打
效率相當高，分別全球排名第2
和第4。

沙烏地阿拉伯因防疫大動作 禁止20國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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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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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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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波蘭政府宣布，正式實施

墮胎法令，這意味著波蘭史上最嚴厲的

墮胎法生效了。該法幾乎完全禁止女性

墮胎行為，除非是在懷孕嚴重威脅到女

性生命健康或女性遭遇強奸、亂倫後懷

孕的情況下才被允許墮胎。此法令的實

施激怒波蘭民眾，並引發又壹次的大規

模抗議活動。

據報道，就在波蘭政府宣布通過墮

胎法令的當天晚上，數千人無視防疫規

定，再次聚集在華沙的憲法法院大樓外

抗議示威。還有其他不少城市也舉行了

抗議活動，當地警方不得不加強警力調

度，維持社會秩序。23歲的波蘭大學生

采紮雷站在憲法法院大樓前抗議道：

“這項愚蠢的裁決無法阻止墮胎行為……

對於每壹名因這項裁決而遭遇痛苦、或

被迫生下患有疾病嬰兒的婦女來說，

這些法官就是罪魁禍首。”抗議者隊

伍隨後穿過市中心，他們舉著“婦女

罷工”的標語來到波蘭政府所在地。

這是繼去年 10月波蘭憲法法院就墮胎

法作出裁決後，第二次爆發的大規模

抗議活動。

該法令的通過受到社會各界人士批

評，波蘭右翼執政黨法律與公正黨(PiS)

被批將憲法法院政治化，並利用其推動

極端保守的墮胎議程。波蘭最大的反對

黨、中間派公民綱領黨領導人鮑裏斯· 布

德卡表示：“任何遵紀守法的政府都不

應該尊重這壹裁決。”布德卡還稱：

“波蘭政府正在試圖掩蓋其在(應對疫情

方面)的無能。”

波蘭《選舉報》刊文質問波蘭執政

黨領導人卡欽斯基“為什麼要懲罰波蘭

人”。文章指出，執政黨借助新冠疫情

期間的相關禁令，強行通過這項裁決，

是“虛弱和偽善的表現”。波蘭感染新

冠病毒的人數居高不下，成千上萬的小

企業破產，很多人都徘徊在失業的邊緣

，這樣的情況下通過墮胎法裁決，只會

加劇社會撕裂和對抗，恐將給波蘭社會

帶來新的動蕩。波蘭《共和國報》也發

表評論稱，波蘭政府強行通過如此具有

爭議的法令，是純粹出於政治和選舉的

目的，是“犬儒主義和缺乏責任感的表

現”。最新民意調查顯示，近幾個月來

，波蘭執政黨法律與公正黨的支持率有

所下降。

執政黨立法議員巴特沃梅伊· 弗羅布

萊夫斯基對此反駁稱：“國家不能僅僅

因為壹個人生病、殘疾或者健康狀況不

佳就剝奪他的生命。”波蘭政府官員還

表示，當局正在大力幫助殘疾兒童的父

母，批評人士認為他們做得還遠遠不夠

。在過去的3個月裏，這項裁決的推遲

實施令波蘭民眾十分不安，實施墮胎手

術的醫生每天都不能確定自己做的手術

是否合法。許多波蘭女性通過服用藥物

墮胎，而更多的女性則是被迫選擇到境

外墮胎。

2020年10月22日，波蘭憲法法院作

出裁決，因胎兒嚴重畸形而墮胎是違憲

行為。就在這壹裁決宣布後不久，超過

40萬波蘭女性在全國數百個城鎮發起

“女性大罷工”。迫於壓力，右翼執政

黨法律與公正黨(PiS)推遲實施該法令。

沒想到，三個多月後，波蘭政府依舊實

施了該法令，這讓很多波蘭民眾感到失

望和憤怒。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稱，針對

這項爭議性極大的墮胎法令，波蘭憲法

法院的15名法官中只有5名對此表示反

對，而這些表示反對的法官也只是對形

成裁決的理由提出異議，而不是對裁決

的內容表示否定。憲法法院認為這壹裁

決是為了保護未出生嬰兒的生命權，並

告訴立法者，他們在談論墮胎時應該使

用“孩子”和“母親”的字眼，而不是

“胎兒”和“孕婦”。

對於主要信奉天主教的波蘭來說，

即使沒有立法限制，女性能夠墮胎的情

況也不多，因為越來越多的醫生以宗教

為由拒絕手術。墮胎壹直都是極具爭議

性的話題，雖然許多人認為是否選擇墮

胎是女性自己的權利，但也有不少人出

於政治、宗教、情感和個人道德等原因

認為墮胎是錯誤的。因此，各國關於墮

胎的法律也不盡相同。

根據美國智庫《世界人口審查》網

站最新數據統計，截至目前，世界上有

26個國家認為任何情況下墮胎都是非法

的，37個國家規定，只允許孕婦生命出

現重大威脅的情況下才能墮胎。在拉丁

美洲，巴西、智利、薩爾瓦多、尼加拉

瓜和多米尼加共和國全部禁止墮胎。在

歐洲，愛爾蘭、安道爾、梵蒂岡和聖馬

力諾禁止公民墮胎，馬耳他雖然也禁止

墮胎，但規定如果出於挽救孕婦生命的

需要可以進行墮胎。美國自1973年實現

墮胎合法化以來，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受

到挑戰，不少共和黨人希望出臺法令限

制墮胎。大多數歐盟國家允許女性在懷

孕10到14周內墮胎，荷蘭則擁有最寬松

的墮胎法律，幾乎可以在懷孕的任何階

段墮胎。

希臘延長義務兵役期至12個月
2021年5月起實施

綜合報導 希臘國防部長帕納吉奧托普洛斯在外交與國防委員會會

議上宣布，將希臘陸軍義務兵役期從目前的9個月延長至12個月。今後

，希臘陸軍、海軍和空軍的義務兵役期全部為12個月。

據報道，帕納吉奧托普洛斯表示，被分配到特殊作戰和特殊地點部

隊的義務兵仍維持服役9個月，但條件是他們在整個服役期內都留在當

地。其中可能包括在土耳其邊境或愛琴海群島服役的義務兵。

新的兵役期規定將從2021年5月開始實施，在此之前已經到部隊報

到的新兵將不受新規影響。

根據希臘國防部的計劃，除了增加義務兵役期外，還將更加重視培

養新兵在服兵役後能夠派上用場的技能。另外，希臘國防部還增加專業

軍官的人數及擴招軍校各專業的學生，未來5年將增加1.5萬名軍人，以

加強希臘的武裝力量。

報道稱，在此次修訂制度之前，希臘所有年滿18周歲的男性公民，

有義務服兵役至少9個月。女性可在希臘軍隊服務，但不會被征召服兵

役。對於那些旅居海外的希臘人來說，只需要服3個月兵役即可。

除了希臘之外，目前歐洲其它國家，如丹麥、芬蘭、瑞士、挪威和

瑞典等都壹直實行義務兵役制度。

2020年波音遭遇史上最大虧損！
預計2023年好轉

綜合報導 美國波音公司因受到

737MAX停飛、新冠疫情和777X客機延

後交機等影響，2020年虧損達119億美元

，為史上最高，預計2023年才可望好轉

。

據報道，波音公司首席執行官卡爾霍

恩27日表示，2020年是“與眾不同的壹

年”，多個行業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且尚未脫困。他稱，波音737MAX、777X

和787等機型飛機，在未來幾個月會嚴重

拖累業績，並將延宕好幾年。預計要到

2023年，波音才可望恢復到新冠疫情之

前的生產水平。

報道還援引《西雅圖時報》消息稱，

在737MAX和新冠疫情的雙重危機發生

前，2018年，波音年度收入超1000億美

元，而2020年度收入為582億美元。波音

2020年度是連續第2年虧損，該公司2019

年度的虧損為6.36億美元。

在眾多不利的消息中，歐洲航空安全

局 2021 年 1 月加入核準升級後的波音

737MAX飛機復飛，成為該公司的好消息

。不過目前，737MAX的生產進度緩慢。

估計要到2022年，波音每月才能生產31

架該型號飛機，因此737MAX到2022年前

不會帶來現金流。

此前於 2018 年 10 月和 2019 年 3 月

，印尼和埃塞俄比亞兩架波音 737MAX

飛機接連發生墜機事故，共導致 346

人喪生。之後，波音 737MAX 遭停飛

20 個月的處分。2020 年 11 月，美國聯

邦航空管理局才解除禁令。不過，由

於波音公司此前涉欺騙認證 737MAX

的監管機關，相關醜聞導致全球航空

監管機關對 777X 客機的審查變得更加

嚴格。

報道稱，777X長程廣體客機原訂於

壹年前推出，但現在仍在進行測試，交機

時間延至2023年下半年，比原計劃晚了

3年。隨著全球疫情導致長程國際旅客

變少，訂購 777X 客機的大型國際航空

公司多處於困境，讓777X的短期發展不

被看好。

報道指出，波音公司未來的財務復蘇

計劃將仰賴787夢幻客機，預計這種小型

、高效能的長程飛機，是疫情消退後民航

界的飛行主力。

不過，波音787客機也面臨多項麻煩

。由於機身連接問題的缺陷，波音表示有

80架787夢幻客機暫停交機，正在檢查與

修復。波音787夢幻客機產量將減少至每

個月5架，並關閉在西雅圖艾弗雷特的生

產線，於2021年3月起，將其整並至南卡

州工廠。

上千年前沙漠出現農業繁榮
最新研究稱海鳥糞功不可沒
綜合報導 上千年前，前印加文明為何能在氣候幹旱的阿塔卡馬沙

漠擁有高產的農業系統、實現農業繁榮？壹項最新農業考古研究顯示，

被稱為“白色黃金”的海鳥糞肥料或許功不可沒。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專業學術期刊《自然-植物》最新發表的壹篇農

業論文指出，通過進壹步揭示公元1000年至1450年在現今智利北部的大

量人口居住中心和社會的發展狀況，研究人員發現，“白色黃金”海鳥

糞帶動阿塔卡馬沙漠公元1000年開始的農業繁榮。

該論文稱，雖然緊靠世界上最幹旱的沙漠，但強大的農業系統推動

前印加文明延續了數百年。智利北部的前西班牙考古記錄保存了大量種

類繁多的作物，這種程度的農業成就壹直讓研究人員難以解釋。

為此，論文通訊作者、智利天主教大學的弗朗西斯卡· 桑塔納-薩格

勒多(Francisca Santana-Sagredo)和同事，對阿塔卡馬沙漠的玉米、辣椒、

葫蘆、豆類、藜麥、當地野果等完整樣本進行研究分析，這些樣本可追

溯到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800年。他們發現，氮同位素值從公元1000

年左右開始顯著增加，玉米受影響最重，氮同位素值達到了+30‰。他們

還分析了相同的地點和年代範圍的800多個已發表的人同位素值，發現

人類骨膠原也呈現出類似的趨勢。此外，分析還發現碳同位素值的顯著

增加，說明當時的玉米食用量增多。

論文作者將氮同位素值上升到極限水平(全球考古植物中發現的最高

值)歸因於把海鳥糞作為作物肥料。他們認為，使用這種肥料不僅對集約

化農業和人口增長具有很大影響，對極端環境下很少見到的這種社會復

雜性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數千民眾街頭抗議
波蘭宣布最嚴厲墮胎法引眾怒

國際最新研究：
全球海表溫度過去1.2萬年壹直上升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最新發表

壹項氣候科學的研究論文顯示，全球海表溫度在過去

1.2萬年裏壹直在上升。之前曾發現用來重建全新世歷

史氣候變化的氣候模型和數據之間存在差距，而此次

最新研究幫助彌合了這種差距。

該論文稱，之前對歷史氣候的重建都是基於保存

下來的地質資料，這些重建顯示，氣溫在約6000年前

曾出現過壹個暖峰，但之後便壹路下降到工業時代。

不過，這些重建結果與長期氣候模擬並不壹致，長期

模擬顯示該時期的氣溫壹直在變暖。

論文通訊作者、美國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薩曼

莎· 博瓦(Samantha Bova)和同事通過重新解讀兩個最新

的氣候重建發現，大部分記錄代表的是季節溫度而不

是年溫度。為此，他們設計出壹種方法來評估單個記

錄的季節性偏差，並用它們計算出年均海表溫度。進

壹步研究發現，年均海表溫度在過去1.2萬年裏壹直

在穩步上升，這也符合對該時期的氣候模擬。

論文作者認為，1.2萬年至6500年前的氣候變暖是

冰蓋後退造成，而近期的變暖則是由溫室氣體排放增加

造成。他們總結稱，當前的氣溫是過去1.2萬年中的最

高溫，與約12.5萬年前的末次間冰期的氣溫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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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正面臨彈劾案導致未來挑戰2024年出現
困難的美國前總統川普，現在連卸任總統都
擁有的聽取每日情報權力都出現問題。據
《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報導，正當
情報界質疑川普是否應該有權獲得每日情報
簡報內容之際，拜登政府表示正在重新檢視
川普是否應獲得每日情報簡報。

報導指出，被問到川普是否應該擁有獲
得每日情報的管道時，白宮發言人莎琪
（Jen Psaki）表示， 「現在正在做某種程度
的檢視中」 ，但現今仍未有定論。

報導指出，雖然過往卸任總統有權獲得
每日情報簡報，但民主黨人擔憂川普會藉此
濫用手中的機敏資訊，讓個人獲利。曾在川
普政府任內擔任國家情報副總監的戈登
（Susan Gordon）投書華盛頓郵報表示，指
出川普身上有大量的商業事務，其中還涉及
多位外國實體，而讓他持續可獲得情報簡報

「將會對國家安全造成潛在威脅」 。
前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柯米（James

Comey）也在美媒《ABC》新聞網訪問中指
出，現任的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Avril
Haines）要審慎檢視川普是否有權獲得此機
敏資訊，特別是任何對美國國家安全敏感的
資訊。

同樣的，曾在川普 「通俄門」 中大力批
評川普的民主黨籍的眾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謝
安達（Adam Schiff）也反對川普有權獲得任
何情報， 「我不認為現在的他或者未來的他
可以信任」 。

不過，報導也認為要讓川普無法獲得情
報報告也並非難事，畢竟據《紐約時報》去
年報導，時任總統的川普根本很少閱讀每日
情報，甚至在2020年1月至2月的情報簡報
時早就提出新冠病毒威脅，但仍被川普給忽
視。

情報界憂川普來亂 拜登政府恐要剝奪他一大特權

日本共同社報導，日本政府消息人士3
日透露，日美兩國政府2日深夜以視訊會議
形式，舉行有關2021年度以後駐日美軍駐留
經費負擔的工作磋商，重啟了談判。這是1
月美國拜登政府上台後，雙方首次正式談判
。

報導稱，日方就經費負擔要求按現行水
準暫定延長一年。日美一致同意加速磋商，
以早日達成協議。

作為日本支出依據的2016年至2020年
度特別協定，將在2021年3月底失效。日本
外務省相關人士強調，日本已在編制預算。
特別協定需要國會批准，因此力爭盡快談妥

。日方有意持續不斷反覆磋商，以期達成協
議。

相關工作磋商從2020年11月開始。隨
著美國大選的展開，美日兩國推遲了磋商。
暫定延長方案內容為2021年度日方負擔維持
現行的約2000億日圓，2022年度以後另行
磋商。雙方還有意討論日美同盟的強化以及
在太空、網路等新領域的合作。

據報導，在2021年1月27日的日美外長
電話會談上，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向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提議暫定延長方案。此外，日方還
通過事務級非正式磋商傳達了相同的想法，
美方表示贊同。

美軍駐留經費談判重啟 日方要求依目前水準暫定延長一年

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霍恩昨天在答覆印
度媒體有關中印邊境對峙問題時說，美國對北京
企圖恫嚇鄰國表示關切，正密切監控局勢發展，
且與盟友站在一起。

霍恩（Emily Horne）昨天在華盛頓答覆印度
新聞信託社（PTI）提出中國最近試圖 「入侵及占
領印度領土」 相關問題時指出，美國對北京不斷
企圖恫嚇鄰國的模式表示關切， 「我們（美國）
將與朋友、合作夥伴和盟友站在一起，以促進我
們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共同繁榮、安全和價值觀
。」

她又說，美國正在密切監控（中印邊境）局
勢發展，美國已注意到印度和中國政府間正在進
行會談，並將持續支持直接對話和和平解決邊界
爭端。

印度新聞信託社認為，這是美國總統拜登1月
20日就職後，拜登政府首次對印度與中國從去年5
月起在拉達克東部發生衝突與對峙做出公開回應
。

隨著中國增強軍力，不斷在台海、東海、南
海、中印邊界等有爭端地區採取軍事恫嚇行動，
印太安全問題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美國提出印
太戰略，並支持以四方安全對話（美、日、印、
澳）作為安全架構，來對抗中國日益增強的自信

和破壞區域安全的行動。
在中印拉達克東部對峙與衝突爆發後，雖然

雙方進行9輪的軍事指揮官會議和多次的外交管道
接觸與會談，但雙方各自堅持立場，這場中印間
45年來最嚴重的衝突遲遲無法解決，印度也逐步
升高對抗中國的手段，甚至還有許多智庫及學者
主張，印度應聯合包括台灣在內的民主國家一起
對抗中國。

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近來在多個公開場合不
斷強調，印度與中國今天處於雙邊關係最困難的
時期，兩國關係正處於十字路口，所做出的抉擇
將產生深遠影響。

蘇杰生並提出中印應堅守達成的協議與精神
重要性、遵守與尊重中印實際控制線且不能單方
面改變中印實際控制線、邊界的和平與安寧是中
印其他方面關係發展的基礎、多極亞洲的重要性
、關切彼此的敏感議題、兩國具有不同抱負和追
求都不容忽視、認清雙邊的差異現實，及中印必
須始終保持長久關係等8項主張，才能恢復區域穩
定。

蘇杰生還提出中印雙方應相互尊重、尊重相
互敏感性及尊重共同利益等 「三個尊重」 ，希望
和平解決雙邊在邊境的問題。

中印對峙 美國：關切陸恫嚇鄰國且監控發展

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一組研究人員，找到了一種使木材透明化的
新方法，能夠使木材更快的具有透光性，將來可以做為不怕棒球的窗戶，只是它該叫什麼?
叫窗玻璃顯然不合適，叫窗木材嗎?不知道！是個好問題。

物理學網(phys.org)報導，透明木材(Transparent Wood)會是房屋建築商的理想材料，因
為木材比玻璃還堅固，道理很簡單，要是被棒球擊中，木材比較不會碎。聽起來像是科幻材
料，但馬里蘭大學的科學家已經研究了好幾年了，也達到不錯的透光效果，然而製造方式複
雜，使透明木材一直無法商用化。

使木材透明化的的常規方法，主要是使用化學物質去除木質素，但是該過程需要很長時
間，還會產生大量廢液，也會導致木材強度變弱，因此馬里蘭大學一直在尋求更好的方法，
現在研究人員找到了一種無需去除木質素，仍可使木材透明。

該過程是 「改變木質素」 ，首先他們利用過氧化氫(雙氧水)塗在木材表面，然後將木材
暴露在紫外線（或是自然陽光也可以）。然後將木材浸泡在乙醇(酒精)，以進一步清潔。最
後，他們用透明的環氧樹脂為木材上塗層，使木材光滑。

結果發現，經如此處理的木材，強度是先前透明木材製作法的50倍，它還可以讓90％
的光通過。研究人員還發現它比玻璃更堅固、更輕，還提供良好的絕緣性。研究人員建議，透明
木材可以當做良好的建材，包括用於窗戶，或是採光屋頂。

馬里蘭大學研究人員還指出，從理論上講，透明木材還能續續在透光度上改良，說不定都可
能做為觸控顯示器的面板。

科學家將木材變透明可能取代窗戶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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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搶手 場外暗盤飆1.2倍
股份周五掛牌 大戶在OTC市場已瘋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內地

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香港行政會
議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1日出席論
壇時表示，目前中美關係困難，特別是美
國將金融武器化的背景下，他認為人民幣
應更加國際化，並應將之推向資本市場，
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推上新台階，他建議
以大灣區作為試點，探討區內發展較方便
的港元及人民幣兌換，以及香港銀行在大
灣區吸收存款等可能性。

藉資本市場加快人幣國際化
對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任志剛

認為香港在金融方面很樂觀，但告誡香港
不能因此自滿。他亦認為香港有兩方面被
看低，包括香港多年在全球新股集資額位
居第一，同時相比倫敦及紐約，香港是全
世界最國際化的金融中心，因為投資者大
部分來自外地，而大部分集資則來自中國
企業。

而在香港金融背景下，任志剛認為，
香港可以為股票交易清算提供多一種貨幣
選擇，允許使用人民幣和港元結算，又指
當國際投資者習慣用人民幣，令資本市場
人民幣使用率增加，國際對人民幣的認可
將大幅提高，有助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推
向新台階。他又指，無須擔心採用雙幣結
算會影響港元地位，因為貨幣選擇權在使
用者本身。

任志剛提醒，若沒有內地集資者在香
港吸引外地資金，香港根本沒有角色可扮
演，而內地目前有外匯管制，他認為若擔
心金融安全，可探討是否用大灣區做試
點，為資本流通做考驗，例如探討在大灣
區發展較方便的港元及人民幣兌換、香港
及內地銀行相互在大灣區或香港進行吸存
貸款服務等可能。

料港準備好與內地金融融合
對於香港發展逐步融入國家大局，任

志剛相信香港在金融方面已準備好和內地融
合，不過由於內地仍有很多法規，他認為需
要讓內地放心“開門通”，並不是香港單方
面說希望通就通，如內地擔心金融安全，他
認為港府向內地提出融通建議時，亦應同
時提出管理風險的方法。他亦提到，中國
在經常項目的國際收支順差非常大，在經
濟理論而言，反映中國境內儲蓄要“走出
去”的壓力，而他主觀希望這些錢會經香港
“走出去”，同時希望香港可以吸引外地集
資者到來集資，以吸引內地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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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快手香港公開發售凍資1.28
萬億元認購，有望成為“新股

凍資王”，超額認購1,218倍，吸引
超過140萬人認購。市場消息指，快
手擬招股價上限115元定價，集資
420億元，預計市值逾4,700億元。

全城投資者對快手翹首以待，
雖然散戶的暗盤交易尚未開張，但
機構投資者已經開始布局。據內地
媒體報道，有機構投資者 1日在
OTC機構暗盤交易中以每股421港
元購入快手，與115港元發行價相比
溢價266%，推動賬面上的市值升到
近2,300億美元。

視頻涉侵權問題存隱憂
不過該消息尚未得到證實，且

不少分析指出，快手的業績或難以

支撐如此高的股價。此外公司還有
其他隱憂，近日接到中國音像著作
權集體管理協會通知，要求其App
下架首批1萬部涉嫌侵權視頻，停止
侵權行為，並要求快手自查歌曲版
權。該協會稱，已委託12426間版權
檢測中心進行監測，截至去年末，
快手平台有 1.55 億個視頻涉嫌侵
權。

英科醫療擬上市籌78億
其他新股方面，1日截止招股的

貝康醫療計劃以每股27.36元定價，
為招股價每股26.36至27.36元的上
限價，集資約18.24億元，該股預期
於2月8日掛牌上市。此外，內地即
棄手套生產商英科醫療已向聯交所
遞交上市申請，高盛、招銀國際為

其保薦人，擬計劃今年上半年在港
上市，籌資最少10億美元(約78億港
元)。

港股2月開局勁升609點
新股熱爆也令港股繼續被投資

者看好，邁入 2月恒指迎來開門
紅。恒指1日早間高開174點後持
續向好，午後南下資金助升幅擴
大，大市一度升近 700 點，高見
28,982點，最終收報28,892點，飆
升609點或2.15%，重上20天線，
大市全日成交2,012.19億元。其中
美團股價飆升9.9%，騰訊亦重上
700元水平，兩新經濟股為大市貢
獻約 300 點，且多隻醫藥股受追
捧。國企指數升245點或2.2%，報
11,454點。

快手本周五掛牌，資金已

經提前開始爆炒，據內媒報道，快

手1日場外交易（OTC）市場，以250元

（港元，下同）成交5萬股，較市場預期招

股價上限價115元升1.17倍。若快手周五掛牌

當日股價可達到翻一番的水平，在港股10億美

元規模以上的IPO中，快手可位列第三。快手

將於周四進行暗盤交易，周五上市當日推出

相關期貨及期權，以及衍生權證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港股港股22月開門紅月開門紅，，成交成交
逾逾22,,012012億港元億港元。。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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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美推動兩國關係重回正軌：
與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視頻對話楊

潔
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

室主任楊潔篪2日在北京同美國美中關係全國委

員會舉行視頻對話。楊潔篪指出，中美合作是

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中美利益高度關聯融

合，一些人出於一己政治私利和狹隘偏見竭力

破壞中美關係，是站在歷史錯誤一邊，站到了

兩國人民的對立面，注定是要失敗的。他希望

美國新一屆政府正確認識看待中國，恢復中美

正常交往，妥善處理兩國間矛盾分歧，開展互

利合作。他強調，中美關係的未來是光明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農曆新春
佳節到來之際，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月2日下午
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在華工作的外國專家代
表並同他們座談交流。李克強首先向在華外國
專家和所有支持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國際友
人致以節日問候和良好祝願。他表示，中國改
革開放以來，一批批外國專家來華工作，為中
國現代化建設貢獻智慧和力量，中國人民感懷
於心。邀請外國專家對中國政府工作提出意見
和建議，有利於促進科學民主決策，也是更好
順應國內國際發展大勢。

來自美國、意大利、新加坡、尼泊爾、英

國、法國的專家就中國經濟與金融、基礎科學
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教育、科技創新、
環境保護等談了意見和建議。

在聽取專家發言後，李克強表示，剛剛過
去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世
界各國帶來嚴重衝擊。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經過全國人民共同努
力，中國經濟取得了來之不易的成績，全年實
現了正增長，外國專家為此也作出了積極貢
獻。我們根據疫情衝擊特點，主要圍繞市場主
體的發展和基本民生的需求，精準有效制定和
實施宏觀政策，既及時果斷又不搞“大水漫

灌”，使經濟得以較快恢復和發展，主要靠的
是市場力量和市場主體活力，這也使得中國以
合理政策代價取得較好的實際成效。

李克強指出，面對依然複雜嚴峻的內外形
勢和諸多困難挑戰，我們將繼續統籌疫情防控
和經濟社會發展，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
定性、可持續性，推動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
間，使中國經濟的基本盤更加穩固，保持中國
經濟長期向好的局面。

加強對外開放 學習先進理念
李克強強調，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

市場潛力巨大，實現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我們將依靠改革開放為動力，處理好市場
與政府的關係，努力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國政
府將更大力度推進對外開放，學習一切值得學
習的先進科學理念和研究方法。歡迎更多外國
專家踴躍來華工作，中國政府將不斷完善吸引
外國人才的制度體系，為外國專家在華工作生
活提供更多便利。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
王毅，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全國政
協副主席、國家發展和改革委主任何立峰等出
席上述活動。

李克強：歡迎外國專家來華 續完善攬才制度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針對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稱美國會效仿英國向所謂
“逃離鎮壓”的香港人敞開大門一事，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汪文斌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在涉港問
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香港是中國的香
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

他說，任何違法行為都必然要受到法律制裁。
這在任何堅持法治的國家和地區都是一樣的。

“如果美方不反對這些基本原則同樣適用於美
國國會山發生的事情的話，就應該認真反思並糾正
公開為香港違法者撐腰打氣、借涉港問題干涉中國
內政的錯誤言行，避免對中美互信與合作造成損
害。”汪文斌說。

在回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有關世衞專家組訪華
安排的言論時，汪文斌強調，疫情發生以來，中方
始終本着開放、透明態度，與世衞組織就全球病毒
溯源保持密切溝通協作。

汪文斌指，今次世衞專家來華，是全球溯源科
研合作的一部分，中國政府提供大力支持協助，世
衞方面及國際專家給予積極評價。汪文斌又指，病
毒溯源是一個複雜的科學問題，涉及多國多地，不
少線索、報道和研究表明，疫情早在2019年下半年
已在世界多地多點爆發，希望美方像中方一樣在溯
源問題上採取積極、科學和合作的態度，保持透明
度，邀請世衞組織專家去美國開展溯源研究，為國
際抗疫合作作出積極貢獻。

美國務卿稱仿英收港移民 中方斥外國無權干港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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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楊潔篪在講話中表
示，中美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和聯合國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雙方能否有效開展合作，直
接關係到各國人民福祉和世界和平、發展與繁
榮。過去幾年，中美關係遭遇了兩國建交以來前
所未有的嚴重困難。美方一些人固守冷戰思維，
把中國視作威脅，採取了一系列干涉中國內政、
損害中方利益的錯誤言行，阻撓破壞中美正常交
往和互利合作，嚴重破壞中美關係，嚴重損害兩
國人民根本利益，違背當今時代潮流。中國

提4方法鋪合作共贏路
一個多星期前，拜登正式就任總統。楊潔

篪指出，中美利益高度關聯融合，合作是人心所
向、大勢所趨。當前，中美關係正處於關鍵時
刻。推動兩國關係重新回到可預期、建設性的軌
道，構建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大國相處模式，
是中美面臨的共同任務，也是各國的普遍期待。
中方願同美方共同努力，推動兩國關係沿着不衝
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軌道向前發
展。

楊潔篪表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正確認識看待中國。中國堅持走和平
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14億中
國人民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緊緊團結在中
國共產黨周圍，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
路。中國的發展壯大進程是任何勢力都不可能阻
擋的。希望美方同中方一道，牢牢把握兩國關係
的正確方向，加強合作協調，實現共同發展。

二是恢復正常交往。中美關係發展史蘊含
着幾十年來兩國各界人士相互接觸、交流、溝通
和合作的執着和辛勞。要搬掉阻礙兩國各界交往
合作的“絆腳石”，更多主動對外釋放中美合作
的積極信息，增進兩國人民對彼此的正面認知，
夯實支持中美關係發展的社會和民意基礎。

切實尊重中方在台灣問題立場
三是妥善處理矛盾分歧。中美是兩個大

國，歷史、文化、制度不同，在一些問題上存在
分歧，關鍵是要妥善加以管控，不能任由其干擾
兩國關係發展大局。雙方應尊重彼此歷史文化傳
統，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尊重各自選
擇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美方應切實履行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承諾，嚴格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切
實尊重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和關切。

四是開展互利合作。兩國在抗擊疫情、經
濟復甦、氣候變化等領域合作空間廣闊。要推進
兩軍、執法、禁毒、網絡安全等領域的交流合
作，加強在發展減貧、反恐、防擴散等重大全球
性挑戰和地區熱點問題上的溝通協調，為世界提
供更多公共產品。

強調中美關係未來光明
楊潔篪強調，中美關係的未來是光明的。

只要雙方從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發，
堅持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堅持有效管控分歧，
擴大共同利益，中美關係就一定能夠走上改善和
發展之道，造福於兩國和世界各國人民。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成員雅各布．盧、基
辛格、歐倫斯、蘭普頓、布萊爾、麥艾文、董雲
裳、格林伯格等參加對話。與會美方代表表示，
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中加強
合作對兩國和世界具有重要意義。美中關係全國
委員會支持美中加強對話，期待兩國政府相向而
行，推動雙邊關係重建互信、重回正軌，朝着正
確方向發展。我們願為此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日前接受澳媒採
訪時批評澳現政府的對華政策，稱
澳洲對華政策走錯了方向。澳洲總
理莫里森1月25日曾公開表示，他
已就澳中關係多次諮詢前總理陸克
文和約翰．霍華德，同時可能會就
特定問題尋求與中國進行對話。

就莫里森的表態，澳洲當地媒
體《星期六報》1月30日對陸克文
進行了專訪。訪談中，陸克文首先
提及了他對莫里森上任後採取的一
系列對華政策的驚訝。

陸克文稱，早在2019年5月，
他作為澳前總理在莫里森當選後與
之有過一次私人談話。這次談話由
陸克文發起，目的是向這位澳洲新
總理提供“如何解決澳中關係問題
的方法”。

未獲現政府諮詢澳中關係
“但談話之後，我發現澳洲對

華政策完全走錯了方向。”陸克文
說，而且莫里森聲稱向他諮詢澳中
關係的事情他也“聞所未聞”。
“自前年5月的私人談話後，我只
與莫里森有過兩次文字交流。”陸
克文解釋道，“第一次是在新冠疫
情早期，當時我提出要幫助政府從
海外購買個人防護物品。第二次是
在我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面之
前。”陸克文還發出一份“免責聲
明”：“如果莫里森聲稱任何澳洲
未來對華戰略的決策是基於與我的
實質性磋商，或者得到了我的支
持，那就是完全的假話。”

批政府對華態度助長極右
訪談中，陸克文還批評了莫里

森政府的對華敏感態度：“一旦決
策事關中國，莫里森政府就拿出擴
音器開始大聲叫嚷，不停地為國內
極右翼勢力輸送彈藥。這種事也只
有在澳洲才會發生。”

去年11月，澳洲前總理約翰．
霍華德在接受墨爾本大學的一次採
訪時說，他已經建議莫里森盡快到
北京去訪問，就如同1996年他任職
總理時訪問中國進行“破冰”一
樣。

霍華德在去年接受美國CNBC
新聞網採訪時亦表示，澳洲和中國
之間的經濟關係很重要，對於雙方
存在的分歧，需要找到共同點和平
衡點。維護澳中互惠互利的經濟關
係，不僅僅是常識，更是一個長期
而明智的政策。■■汪文斌汪文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楊潔篪在北京同美國美中關係全國委楊潔篪在北京同美國美中關係全國委
員會舉行視頻對話員會舉行視頻對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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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熊亮所绘的 《小年兽》
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016年10月19日，德国法兰克福

书展，“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儿童绘

本专题展在儿童馆亮相。

“以前在书展上虽然看到很多中国

图书，但少儿图书淹没在众多图书中

非常不易搜集。这个专题书展让我感

到，这是盼望了10年的一个展览，对

了解中国少儿出版太有意义了！” 德

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专家欧雅

碧说。

数据显示，自 2016 年亮相以来，

截至 2020 年初，“中国孩子的书香世

界”绘本展已在德国、意大利、斯洛

伐克、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美

国等13个国家51所国际中文教学机构

所在的城市，与当地国际书展、图书

馆、图书节、文化节等重要儿童文学

和儿童阅读平台合作承办展览、讲

座、插画工作坊、绘本课程等主题活
动 200 余场，累计受众超过了 6 万人
次。

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孩子的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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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晓霞

2016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亮相的中国
原创绘本共有197种，从45家出版机构和
个人选送的600多种绘本中脱颖而出，涉
及国内外获奖精品、水墨剪纸“中国气
派”作品、中国早期绘本连环画/小人书
以及近期涌现出的新绘本等。送展这些图
书，旨在通过中国作家、插画师的文字和
绘画，将中国绘本的独特之美呈现在国际
出版的舞台上。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绘本展评委朱永
新认为，中国的原创绘本有独特的表达方
式，比如水墨画、剪纸等元素的运用。这
种独特性正是文化交流的魅力所在。

《一辆自行车》 通过讲述作者童年时
在胡同里骑自行车的故事，展现原汁原味
的北京胡同生活；《二十四节气》 运用中
国艺术形式，展示 “二十四节气”，在
画面的张合之中，传达“天人合一”的
自然哲学观；《三十六个字》以36个象形

文字为核心，亦图亦文，将热爱汉字的
种子埋在小读者的心中；《理想国·一起
建前朝，一起看后宫》 以轻松活泼的彩
图绘画，带领读者进入紫禁城的世界，
使读者对故宫的建筑方法、空间布局及
用途、内部藏品、历史状况有一个全景
式的了解……

《一辆自行车》 的作者于大武有好几
部作品同时入选绘本展，他强调 “绘本
应该是有温度的，是能感动孩子的”，这
种温度的表达和传递，是不分国界的，是
可以跨越距离的。

“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绘本展这个
项目的策划初衷是希望向国外介绍当代中
国优质的、有深度的文化内容。

在相关专家看来，该绘本展在法兰克
福书展上的首次亮相，不仅是中国原创绘
本走向世界的一次有益尝试，还为讲好中
国故事提供了新的载体和新的方式。

“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绘本展已走
过4年多，运行模式也已经过了多种实践，
既可以依托当地国际中文教学机构连接当
地书展、教育机构、学校、图书馆、儿童文学
节等合作伙伴，也可以同当地相关机构直
接合作。在项目主办方——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的规划中，“提供的是一粒种子，
如何实现本土化的生长，还需要相关机构
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操作”。

2018年9月7日至15日，“中国孩子的
书香世界”绘本展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市举
行，展览精选近150种优秀绘本，内容既
包括中国民间童话，也包括中国当代名家
创作的儿童故事等。

《奶奶的青团》 引起了观展的小朋友
的关注。他们不仅被江南水乡的春季美景
吸引，对画面中呈现的放风筝、踢毽子等
户外活动也饶有兴趣。为了满足小朋友的
好奇，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们干脆在书展
现场，跟小朋友玩起了踢毽子比赛。

现场的观展观众不只是儿童，还有青
年学生。他们中有的即将到中国留学，有的
刚从中国回来，对绘本中所描述的故事和
场景，有种莫名的亲切感。更有一位退休女
教师，每天都会到书展，看看不同的绘本。

“这也可以看出，绘本阅读跨越了年龄界
限。”参展的一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说。

“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绘本展这粒
种子播撒的地方虽然不同，但观展者有所
收获是相同的。

泰国阿努巴瓦比杜拉提拉朗萨立学校
的学生宁宁通过绘本展，认识了绘本《孔
子》中介绍的 “孔子”，了解了《三十六
个字》中汉字的由来和演变，看到了《团
圆》里为庆祝春节，一家人围着圆桌、吃
着团圆饭的热闹场景，还看到了以前没听
过的中国神话故事……“正是这些图书让
我更加热爱中文和中国文化，希望以后还
能看到更多的绘本，认识更多的汉字，了
解更多的中国文化。” 宁宁说。

在相关专家看来，“中国孩子的书香
世界”绘本展不只是一个运行成功的文化
项目，更是用文化元素为国际中文教育赋
能的一次有益尝试。从国际中文教学层
面来讲，中国原创绘本承载着独特的温
馨，具有打通人心的天然优势，正符合
海外中文学习者中小学阶段中文学习和
拓展阅读的需要。

有数据为证。“中国孩子的书香世
界”绘本展美国巡展，自2017年至今，已
有 15 所国际中文教学机构参加了巡展项
目，合计展览期超过200天，不仅吸引了
观展者对中文原创绘本的兴趣，更为美国
师生和家长提供了新颖的阅读素材。

正如2019年9月参加过“中国孩子的
书香世界”绘本展全球巡展——新西伯利
亚国立技术大学站的索尼娅所言：“这是

我第一次参加中文绘本展，以前没看过课
本以外的中文书，第一次看见这么多中文
绘本和故事，真是太棒了！”

一位观展的俄罗斯家长表示，这些绘
本能激发孩子们对中文阅读以及学习中
文的兴趣，使孩子们能够接触到中文课
本以外的中国图书，是非常好的中文学
习素材。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对
外汉语系主任孟德宏表示，对低龄中文学
习者来说，往往通过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
背景，从而对中华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和
理解。所以，面向低龄学习者的中文教学
中，语言文字本身所传递出来的文化性内
容，应该是中文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

“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为文化教学提供
了一个新的维度。

一
种
素
材

2020年11月4日，“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在泰国曼
凯拉差威尼小学巡展。图为展览现场。

2019年“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绘本巡展在俄罗斯新
西伯利亚市举行。图为小读者索尼娅在展示中国绘本。

一
粒
种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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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儿童绘本专题
展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首次亮相。图为展览现场。

在中文加快走向世界的进程
中，如何让中文变得越来越有吸引
力，激发更多青年人的学习兴趣，
始终是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的挑战和
难题。除了要提高教学质量、扩大
教学规模之外，国际中文教育急需
有创新力的举措，让其在全球范围
内持续产生影响力。

语言是文明的产物，也是文化
的主要载体，中文也不例外。文化
元素既是语言教学的内容，又是语
言推广的助力。因此，如何用文化
元素为国际中文教学创新提供新鲜
内容和形式，从而满足越来越个性
化、差异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以及如何通过有品牌影响力的文化
推广举措为中文的国际推广赋能助
力，成为国际中文教育在新时代升
级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课题。

在中文教育的国际推广实践
中，相关机构、国际中文教育从业
者不断探索文化助力新模式，并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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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台灣人基金會決議決議台灣人活動中心自2021年2月1日起至2
月28日止，比照元月份開放時間，有衝突地開放給乒乓球，卡啦OK
的會員們繼續使用。凡是來活動中心活動的同鄉請嚴格繼續遵守規定
量體溫，勤洗手，戴口罩，維持6尺以上的社交距離。嚴防病毒的傳染
，聽從櫃檯經理人員的勸導，以保護對方安全為基準，大家相互尊重
，將疫情傳播風險減至最低，謝謝大家的合作和愛護。

B.乒乓球球員廖文豪同鄉，已經在1/6/2021捐出六套乒乓球桌塑
膠隔離板塊，主要是為了確定實踐維持6尺以上的社交距離，讓大家都
能夠全考慮的運動。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和活動中心一起衷心感謝廖文
豪先生的慷慨解囊。全力支持基金會的職能活動，應予表揚鼓勵並附
上照片幾張以供參考。

C.乒乓球球員李春生先生（Spencer Lee）捐獻身體溫檢測器一組
，以供同鄉來活動中心能及時測量體溫，避免免疫情趣擴散，台灣人
傳統基金會和活動中心特別感謝他的慷慨解囊及熱心支持。在此附上
贈送的溫度計照片乙張，謝謝

以下是提醒二月份2021年活動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一：10:00 am-5:00 pm
星期二：10:00 am-5.00pm
星期三：10:00 am-5:00 pm
星期四：休息
星期五：1:00 pm-9:00 pm
星期六：10:00 am-5:00 pm
星期日：2:00 pm-6:00 pm
D.今年2/12/2021（星期五）是農曆新年正月初一，在這
個疫情仍然持續蔓延的情況下，希望同鄉們多加保重，
注意自身的安全健康，期盼疫情早日平息，而鄉親們能
夠恢復正常平安的生活，基金會和台灣人活動中心並恭
祝大家新年平安，健康幸福。活動中心前台經理新聞，
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和活動中心在此感激她。也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健康愉快，歡迎光臨喔!!

台灣人活動中心公告台灣人活動中心公告TCC OPERATIONSTCC OPERATIONS

題目: COVID-19 疫苗
講員: 林承興醫師
時間: 2021年2月6日, 星期六 下午2-4

點
ZOOM 網 上 會 議 室 鏈 接: https://

us02web.zoom.us/j/87299627556 或撥打: +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72 9962 7556
主辦單位: 光鹽社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躍參加

! (開放現場問答) 。
我們了解到，有些人可能會對現在接種美

國境內現有的COVID-19疫苗有所擔心。雖然
越來越多的COVID-19疫苗已在迅速開發中，

但仍必須遵守常規的流程和程序， 以確保任
何授權或批准使用的疫苗的安全性。根據當前
所知，COVID-19免疫接種將保護您避免感染
COVID-19及幫助建立保護的更安全方法，亦
是幫助阻止這一全球流行病的重要工具。除了
在公眾場所佩戴口罩, 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離
以外, 疫苗也有利於降低您感染病毒或將其傳
播給他人的機率。林承興醫師是休士頓
Methodist醫院過敏和免疫學的主治醫師。他
獲得美國過敏和免疫學委員會以及美國內科醫
學委員會的認證。目前正在德州農工大學醫學
院攻讀臨床和轉化科學醫學碩士學位。林醫師
經常研究和發布有關各種過敏和免疫疾病。他
專注於多種過敏和免疫學學會的公共教育。

光鹽社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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