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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11日）與中國大陸國
家主席習近平通話，而這是他上任以來的第一次，終於結束
了好幾個星期來雙方之間引人注目的沉默。

就在美中關係持續緊張之際，這兩大世界經濟體領袖展
開了對話。美國政府高層官員說，拜登強調，重要的不只是
美國價值觀，還有普世價值觀。

一名美國官員說，拜登政府計畫全面檢討川普政府的對
中立場，其中包括打擊不公平貿易，還有在亞洲的敵對軍事
活動等，但卻對追求強有力的印太戰略給予肯定。而這意味

著美國將在可能的領域和北京合作，但在如侵犯人權等議題
上加以挑戰。而有一件事不會改變的，就是川普對中方課徵
的關稅。

拜登上任至今，已和超過12位歐亞等盟國領袖，甚至俄
羅斯總統普丁通過話，但直到11日才與習交談。拜登與團隊
已表明，將對北京採取較對抗性的策略。而美國國務卿布林
肯（Antony Blinken）在任命聽證會中也直指，中方對美構成
最重大的挑戰。

拜登首度與習通話拜登首度與習通話 關注美中貿易和價值觀關注美中貿易和價值觀

圖文說明圖文說明：：美南報業集團敬祝美南報業集團敬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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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聞我思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今天是除夕，是子鼠年最後一天夜晚
，也稱為歲除， 意指舊歲至此而除， 另
換丑牛年之光臨，除夕也是除舊布新，闔
家團圓，祭祀祖先的日子，漂泊在外的遊
子也要趕著回家和家人團聚，在爆竹聲中
除舊歲，煙花滿天中迎新春，這種習俗藴
藏在千百年來我們炎黃子孫之心中。

不幸的是，新冠疫情非常慘酷的攻擊
全球人類，數百萬寶貴生命因而喪生，世
界各國因受病毒侵襲，可謂遍地哀鴻， 民
不聊生，时至今日，疫情仍然無法制止，
世界各國爭相取得疫苗，政客們也束手無
策。

回顧我們華人移民海外的歷程，可說
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淚史，尤其是近百年
來， 由於貧窮 戰亂，多少人離家背井，
遠走天下，可以說有陽光的地方就有我們
的華僑。

今天我們在海外共同迎接丑牛年之來
臨，2021辛丑年，代表著我們國人堅忍
上進做事有始有終的精神。

美南傳媒集團為了慶祝農曆新年之來
臨，今晚六時在電視及新媒體平台舉辦盛
大除夕晚會，邀請國內外國家級之演藝人
員參加演出，供全球華人同胞共賞。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zodiac, 2021 is the
Year of the Ox.

Last year 2020 was the Year of the Rat and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whole world was in cha-
os. Millions of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Many
tragic stories in our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zodiac,
the ox is very hardwork-
ing and methodical.
This year is going to be
lucky and also a perfect
time to focus on rela-
tionships with your
friends and loved ones.

In the past few hundred
years, China used to be
a nation of poverty.
Many Chinese went out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looking for oppor-
tunity. Today, Chinese
immigrants are all over
the globe. Most of them
still observe the old tra-
dition of celebrating the
Lunar New Year. This
is the time to remember
our ancestor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still
consider ourselves as
Chinese.

Because of the pan-
demic, this year we are
celebrating the Lunar
New Year virtually.

The 25th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will be held to-
night, Thursday, Feb. 11th from 6-10 pm.
(http://www.texaslunarfest.net/)You can watch
it on STV 15.3 and on YouTube, Facebook
and othe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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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0212021

Welcome Year Of TheWelcome Year Of The
Metal OxMetal Ox

我們懷着感恩之心迎接辛丑年我們懷着感恩之心迎接辛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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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上星期五，土耳其南部尚勒烏爾
法省(Sanliurfa province)出現 1 支大型的銀白色
金屬碑，很像是去年底在各界各國隨機出現的
同一類型作品。不過它可能是土耳其政府的宣
傳工具，因為在星期二的政府宣傳影片中，總
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宣布了該國的
太空計劃，而畫面中帶到了這塊寫有古突厥文
字 「看星星、看月亮」的金屬碑。

美聯社報導，金屬碑出現在著名的 「哥貝
克力石陣」(Gobekli Tepe)附近，石陣建於公元
前10世紀(距今12000年之前)，比英國巨石陣
要早了數千年。然而，這塊碑在星期二早上(2
月9日)又消失了，但當局已派員在附近蹲守，
卻能在警察戒護下消失，增加了神秘感。

後來，艾爾段總統在一次電視轉播活動中
，介紹了土耳其的太空計劃時，將這塊寫著
「看星星、看月亮」的金屬碑的投影在影片上

，艾爾段的旁白說： 「我現在向各位介紹土耳

其10年的願景-望著天空，您會看到月亮，我
們要在2023年前往月球。」

似乎暗示，這個金屬碑其實是政府所為，
或者完全知情。

要是真如此，土耳其政府所演出的懸疑戲
，還得到媒體部門的配合，因為早些時候，土
耳其國營的阿納多盧新聞社(Anadolu)還援引農
場主的話說 「對金屬碑的出現和消失感到困惑
」，新聞社還訪問當地居民哈桑·伊爾迪茲
（Hasan Yildiz）的話 「星期一晚上時還看到它
，但到了早上便消失了。」

結果一切是政府操作的一場公關宣傳活動
。

近幾個月來，世界各地其他神秘的金屬碑
可能與此事無關，應該是土耳其政府借話題玩
了一把。

出現在土耳其的神秘金屬碑
竟是政府宣傳手段

美國體壇傳出職棒大聯盟(MLB)全壘打王
漢克阿倫(Hank Aaron) 溘然長逝之惡耗，令人
震撼,也令人感傷。

自去年新冠病毒肆虐以來，職棒大聯盟已
先後有七位名人堂球星去世,包括傳奇經理
Tommy Lasorda與王牌投手Don Sutton在內, 不
過,漢克阿倫的辭世代表了早年為非洲裔黑人爭
取球場人權標誌性人物的凋零！

真的很難想像,主宰當今美國職業球類運動
的黑人在早期是被嚴重歧視的,雖然林肯總統早
於1863年宣佈解放黑奴, 但黑白隔離的思維在
社會上根深蒂固,所以在1869年美國新創立的職
棒隊是禁止黑人參加的,球場上清一色為白人球
員。到了1937年有了黑人職棒聯盟後,黑人才可
以跟自己黑人打球, 一直到1947年 Jackie Rob-
inson穿著布魯克林道奇隊42號球衣登場後, 黑
人才正式獲得參加大聯盟的權利, 那真是荒誕
不經的現象, 所以去年當黑人佛洛伊德遭到白
人警察霸凌致死而在美國社會掀起了”黑人的
命也是命”(BLM) 運動時，所有體壇的黑人巨
星都挺身而出, 全力支持響應, 因為在他們的心

中都有一股抹不去的歷史傷痕！
身為黑人的阿倫是職棒大聯盟的傳奇人物,

他除了登入大聯盟最高殊榮的名人堂, 奪得世
界大賽冠軍戒指與金手套外, 也獲選為最有價
值球員，並21次入選明星球員, 最具歷史性的
一刻就是打破由棒球之神貝比·魯斯所保持的
714支全壘打紀錄，當他於1976年退休時留下
了755支全壘打、2297個打點、1477個長打與
3.05平均打擊率的卓越成績, 實在是了不起!

我認為阿倫最可貴的就是他具有容人的雅
量, 因為當2007年三藩市巨人隊的邦玆以756支
全壘打超越了他的歷史記錄時，他還特別以錄
影帶向邦玆道賀,因為邦玆當時曾陷入使用增強
臂力之禁藥疑雲, 他的全壘打紀錄其實並不光
彩, 也不真實,以致於迄今邦玆仍未被選入名人
堂, 換言之，阿倫才是紮紮實實的”全壘打王
”，但他卻對邦玆無異議, 寧願選擇原諒。阿
倫留下來的棒球遺產不僅僅是顯赫的統計數據
與殊榮, 更是對世人的寬宏大量, 那真是彌足珍
貴啊！

【李著華觀點 : 再見全壘打!
阿倫留下棒球遺產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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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已確診150例感染變異毒株病例
將對疫情嚴重國家實施入境限制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衛生部宣布，該國境內截至目前已確診150例感

染了新冠病毒變異毒株的病例。據德媒報道，為防止在全球多地出現的

變異毒株進壹步傳入德國並在其境內傳播，德國政府將從30日起限制來

自英國、愛爾蘭和葡萄牙等國的客運交通。

德國聯邦衛生部當天在柏林舉行的記者會上公布了這壹數字。在目

前已確診的150例中有120例是感染首先發現於英國的“B.1.1.7.”變異毒

株，其中18例於去年確診，102例確診於本月。另有27例病例感染了首

先發現於南非的變異毒株。剩下的3例感染了首先發現於巴西的變異毒

株。

德國聯邦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所長威勒當天警告稱，盡管

德國當前每天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出現回落，但感染變異毒株的

病例數和聚集感染事件正在增多。他表示，目前人們對變異毒株仍所知

甚少，關於已接種疫苗人士或已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士是否再度感染變

異毒株，這壹問題目前仍未明確。

德國電視壹臺等多家德媒當天報道稱，德國聯邦內閣已通過決議

，將從30日起針對那些高傳染性變異毒株正在廣泛傳播中的國家往

來於德國之間的航班、火車、巴士和輪船等各類客運工具的乘客實施入

境限制。

其中，30日起首先限制歐盟以內的愛爾蘭、葡萄牙以及歐盟以外的

英國、南非和巴西。31日起，非洲國家萊索托和斯威士蘭亦將被加入限

制國家行列。

據悉，相關禁令預計將實施至2月17日。有德國國籍的人士以及居

住在德國的外國人仍可以從上述國家入境德國。在德國中轉前往第三國

的人士以及貨運交通亦可豁免。

據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截至當地時間29日20時18分，德

國累計確診2203587人、治愈1898177人、死亡57046人。截至當天，德

國已接種2216127劑新冠疫苗，416646人已接種第二劑疫苗。

意大利開始政府組閣磋商
德拉吉希望孔特留在內閣

綜合報導 前歐洲中央銀行行長、著名經濟學家馬裏奧· 德拉吉接受

總統馬塔雷拉的組閣任命後，4日開始與各黨派進行組閣磋商，該磋商

將持續至6日。德拉吉或將組建成壹個由技術官僚和政客共同組成的內

閣，以贏得不同黨派對新政府的信任投票。

據報道，德拉吉組閣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意大利第壹大黨五星運動

黨的反對，即使新政府通過信任投票，但後期執政仍可能因此會遇到不

少麻煩。

目前，聯盟黨領導人薩爾維尼雖然更希望早日大選，但表示將對德

拉吉政府進行有條件支持；意大利力量黨主席貝盧斯科尼表示，願意聽

取德拉吉的想法和建議；而意大利兄弟黨黨首梅洛尼則明確表態，反對

德拉吉政府，要求立即大選。

此外，即將結束總理職務的孔特也正處於政治生涯的十字路口。孔

特3日與德拉吉進行了壹個多小時的會談。有消息稱，德拉吉希望孔特

能在新內閣中擔任外交部長或副總理職務，希望借此來爭取五星運動黨

的信任票。

當地時間4日下午，孔特在總理府門外舉行記者會並發表聲明，表

達了對五星運動黨的贊同態度。孔特表示，意大利不應建立技術型內閣

，而是需要壹個有政治凝聚力的政府來面對當前挑戰。並強調，他不會

給德拉吉政府制造任何障礙，將始終為國家利益而努力，並讓新政府得

以組建。

希臘多地實施更嚴限制措施
專家憂雅典疫情或惡化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

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希

臘新增1195例新冠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達162107例；新增死

亡19例，累計死亡達5922例。

當天，希臘政府宣布，由

於疫情形勢嚴峻，當局決定從

當地時間6日6時起，對該國多

個地區實施更為嚴格的限制措

施。

其中，2月6日至2月15日

，在阿提卡、塞薩洛尼基市和

哈爾基季基實施下列措施： 上

述地區的幼兒園、小學和初中

繼續開放，但高中將關閉並進

行遠程教學；理發店、彩票銷

售店等將需要預約；零售店的

營業時間為8日至12日早7時

至20時，周末零售店將不得開

業等。

在錫拉、米克諾斯、哈爾

基斯、帕特雷、聖尼古拉斯，

將實施更為嚴格的限制措施。

這些措施包括：上述地區的零

售店、美容院、理發店和彩票

銷售店等將停止營業，商業部

門僅保留超市和藥店繼續開放

；除米克諾斯和錫拉的幼兒園

和小學將保持開放，其他地區

各級學校將關閉，學生將通過

網絡遠程學習；建議民眾避免

前往上述地區的非必要旅行。

目前，阿提卡仍是希臘疫

情最為嚴重的地區。與上周相

比，這壹地區新冠肺炎患者的

住院率上升了45%。醫學專家

警告稱，如果不采取進壹步措

施，首都雅典及其周邊地區的

新增病例可能會出現“爆炸式

”增長。

此外，希臘國家疫苗接種

委員會5日宣布，將不會對65

歲以上的人群接種由英國阿

斯利康公司與牛津大學合作

研發的新冠疫苗。該疫苗將

僅提供給 18至 64歲的人群接

種。

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

主席西奧多裏杜和衛生部負責

初級衛生保健的秘書長西米斯

特克洛斯表示，該疫苗有良好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對於這

壹疫苗在65歲以上人群接種反

應的相關數據仍不是很充足，

因此希臘將接種該疫苗的年齡

暫時設定在65歲以下。

葡萄牙外交官：
葡方對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文本表示滿意

綜合報導 由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協

會、“壹帶壹路”服務機制、德恒律師

事務所舉辦的“中歐投資合作新機遇論

壇”在北京順利召開。葡萄牙駐華大使

館投資參贊孔帕蒂作為發言嘉賓在論壇

召開前接受記者專訪，她表示葡萄牙對

中歐投資協定的文本感到非常滿意，談

判如期完成是歐盟和中國希望繼續加強

合作的有力信號。

“經過漫長而艱難的談判，我們對

這壹重要的裏程碑感到非常滿意。我們

相信，葡萄牙公司將從中國打開新大門

這壹事實中受益，”孔帕蒂說，這將尤

其改善中歐企業在雙方制造業和服務業的

市場準入。

孔帕蒂表示，協定文本中關於國有企

業、補貼透明度和技術轉讓的規定也非常

明確。“中國在可持續發展和勞工權利方

面所做出的承諾對我們的社會和工商界將

具有重要意義。”

2020 年 12 月 30 日晚，中歐領導人

共同宣布，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如期

完成。

該協議將為歐盟和中國創造壹個

更好，更穩定，更可預測和更開放

的營商環境，孔帕蒂補充道。“我相

信該協定落實後，葡萄牙企業可能會

找到更多的保護和更好的條件來中國

投資。他們或許會考慮增加在中國市

場的影響力。”

“葡萄牙和中國在許多世紀以來壹直

保持著穩定的外交關系和經貿關系。在過

去的十年中，葡萄牙對中國的幾筆重大投

資表示歡迎。我們已經看到了多個行業的

項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位葡萄牙投

資參贊說道。

據中葡論壇統計，截至2018年9月底

，中國企業對葡各類投資存量達82.57億

歐元，涵蓋能源、金融、保險、醫療、航

空、水產、等多個領域，並為當地提供了

4.2萬就業機會。

新冠疫情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危機，

當今各國企業正在調整供應鏈以適應新的

市場需求趨勢，尋求市場來源多樣化以降

低供應風險。孔帕蒂認為中歐投資協定在

這種歷史背景下能夠幫助企業尋求更多投

資合作，這必將有助於最大程度地創造機

會。

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

王輝耀在論壇上同樣表示，中歐投資協定

對中國自身、中歐、中美乃至全世界具有

裏程碑意義，它將創造更多新機會，擴大

投資範圍，促進新行業誕生。協定達成是

中歐雙方的歷史性突破，不僅展現了中國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決心和信心，還將

積極促進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為經

濟全球化註入新動力。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

歐聯通訊社報道，前歐洲中

央銀行行長、著名經濟學家

馬裏奧· 德拉吉接受總統馬塔

雷拉的組閣任命後，4日開始

與各黨派進行組閣磋商，該

磋商將持續至 6 日。德拉吉

或將組建成壹個由技術官僚

和政客共同組成的內閣，以

贏得不同黨派對新政府的信

任投票。

據報道，德拉吉組閣面

臨的主要問題包括意

大利第壹大黨五星運

動黨的反對，即使新

政府通過信任投票，

但後期執政仍可能因

此會遇到不少麻煩。

目前，聯盟黨領導

人薩爾維尼雖然更希望

早日大選，但表示將對

德拉吉政府進行有條件

支持；意大利力量黨主

席貝盧斯科尼表示，願

意聽取德拉吉的想法和

建議；而意大利兄弟黨

黨首梅洛尼則明確表態

，反對德拉吉政府，要

求立即大選。

此外，即將結束總理職務

的孔特也正處於政治生涯的十

字路口。孔特3日與德拉吉進

行了壹個多小時的會談。有消

息稱，德拉吉希望孔特能在新

內閣中擔任外交部長或副總理

職務，希望借此來爭取五星運

動黨的信任票。

當地時間4日下午，孔特

在總理府門外舉行記者會並

發表聲明，表達了對五星運

動黨的贊同態度。孔特表示

，意大利不應建立技術型內

閣，而是需要壹個有政治凝

聚力的政府來面對當前挑戰

。並強調，他不會給德拉吉

政府制造任何障礙，將始終

為國家利益而努力，並讓新

政府得以組建。

意大利開始政府組閣磋商
德拉吉希望孔特留在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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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參議院周四（11日）展開對前總統川普
彈劾案的第三天聆訊，由民主黨眾議員陳詞，重申有必要彈劾
已卸任的川普，以阻止他再次角逐公職。川普一方則會在台灣
時間周六凌晨陳詞，料會以川普個人對衝擊國會事件沒有責任
為抗辯重點，並批評彈劾違反憲法。

周四的聆訊由彈劾管理人（相當於控方律師）陳詞，羅列
他們認為川普應被彈劾的理據。彈劾管理人、民主黨眾議員尼
格斯（Joe Neguse）形容川普肯定是有罪，警告若參院不定罪
，類似國會衝擊的事件可能重演。

參與起草彈劾案的民主黨眾議員拉斯金（Jamie Raskin）則
稱，川普在長達兩小時的衝擊國會過程中，未有盡早要求支持
者停止衝擊，也沒運用三軍總司令的權力對國會議員提供協助
，呼籲參議員 「憑常識決定」是否支持彈劾案。

拉斯金批評川普自去年11月大選日後，不斷製造仇恨和極
端主義，形容事件並非憑空出現，川普也已非首次煽動暴力，

促請參院判有罪，以阻止他2024年再參選總統，形容不能以未
來的民主作賭注： 「假如他再當總統，然後這些事情再發生，
我們只能怪責自己」。

彈劾案另一起草人民主黨台裔眾議員劉雲平（Ted Lieu）
則稱，他不擔心川普2024年捲土重來，但憂慮一旦川普屆時再
輸掉大選，將發動支持者再次衝擊。

這次是參院首次對已卸任的總統展開彈劾聆訊，最高法院
首席大法官羅伯茨也沒按慣例主持聆訊。川普一方批評彈劾前
總統屬違憲，早前參院也曾表決相關議案，但在民主黨控制參
院，加上部分共和黨人倒戈下，無法阻止參院繼續辯論彈劾案
。

早前彈劾管理人團隊在參院聆訊時，播放部分從未曝光的
衝擊國會片段，可見有示威者揚言要吊死時任副總統潘斯，議
員則狼狽地逃難，現任總統拜登形容，片段可能使部分人改變
主意，形容參院 「有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完成」。不過多名共和

黨人已表明反對彈劾川普，現階段估計即使有共和黨人倒戈，
距離通過彈劾案所需的67票仍有距離。

川普一方代表將在周五出席聽證會，預計將以川普沒直接
鼓勵支持者使用武力及衝擊為由，否認對衝擊國會事件有責任
，川普在衝擊國會事件前，於國會集會的發言轉軚也只是履行
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

此前曾多次挑戰大選結果的共和黨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表示，彈劾前總統不合憲法，他承認衝擊國會事件是
罪行，但他只能對此表示譴責。另一名支持川普的參議員格雷
厄姆（Lindsey Graham）更指，彈劾管理人的表述方式令人反
感。

儘管民主黨很可能未能獲得足夠票數彈劾川普，不過參議
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周四表示，正考慮引用憲法第14修正案，授
權國會禁止參與叛亂的人士再擔任公職，意味即使川普在參院
脫罪，仍有可能被民主黨人封殺未來政途。

連續 「碰碰碰」！美公路重大車禍 133車連環撞釀6死

彈劾川普參院第彈劾川普參院第33天聆訊天聆訊
民主黨人促封殺再參選民主黨人促封殺再參選

（綜合報導）美國德州沃斯堡（Fort Worth）35W州際公
路昨（11）日上午發生重大連環車禍，因天候不佳、路面濕滑
，133輛汽車連環追撞，造成6人喪命、數十人送醫治療，根據
路人錄下的事發現場畫面，一輛輛轎車完全停不下來地往前衝
，現場不斷傳來碰、碰、碰的衝撞畫面，一台大型聯結車更直
接衝撞上前頭已經撞成一團的車陣，畫面相當怵目驚心。

綜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達拉斯晨報」
（Dallas Morning News）報導，美國德州昨日天候惡劣，降雨

落下地面時急凍成凍雨（freezing rain），導致路面濕滑，達拉
斯、奧斯汀（Austin）地區當日發生多起車禍，當天最重大的
車禍發生在清晨6時左右的35W州際公路，由於路面結冰濕滑
，導致133輛轎車連環追撞成一團，目前已知車禍造成6人不
幸喪命，至少36人送醫治療。

根據目擊民眾在對向車道拍攝到的畫面，事發當時天色未
亮，一輛輛汽車絲毫沒有減速地向前衝撞上去，影片傳來一聲
聲失控的 「碰、碰、碰」，至少在民眾提供的影片中就可聽到

連續9聲 「碰」，目擊男性民眾一邊錄下畫面、一邊心碎嘶喊
「我的天阿」，內心相當衝擊。

根據另一段畫面，儘管前方已經有多台轎車撞擊成一團，
一輛聯邦快遞（FedEx）大型聯結車仍無法停下速度、失控地
向前衝撞上去，把前方的小轎車撞到飛起來，現場揚起明顯塵
土、撞擊後的汽車碎片。

美首波緬甸制裁名單 軍政府領導人代理總統上榜
（綜合報導）美國今天公布首波緬甸制裁名單，瞄準10名

現任、前任軍官及3個軍方關聯實體，軍政府領導人敏昂萊、
代理總統明穗皆名列其中。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再次敦促緬甸
軍方放棄權力。

緬甸軍方1日對民選政府發動政變，逮捕國務資政、緬甸
實質領導人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與她所屬的 「全國
民主聯盟」（NLD）多名領袖。美方隨即將事件定調為 「軍事
政變」，總統拜登（Joe Biden）10日也宣布將對緬甸實施一系
列制裁行動。

美國財政部今天公布第一波制裁名單，其中6人為直接涉
入軍事政變的緬甸 「國防與安全委員會」（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Council）成員，4人為將成緬甸軍政府所成立 「國
家領導委員會」（State Administration Council）的成員。

名單包括武裝部隊總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敏
昂萊副手索溫（Soe Win）、目前擔任代理總統的退役將領明
穗（Myint Swe）、被任命擔任國防部長的上將米亞吞烏
（Mya Htun Oo），及被任命擔任交通部長的上將丁昂山
（Tin Aung San）等。

敏昂萊與索溫2019年就曾因涉及對緬甸洛興雅人的暴行，
遭美國前總統川普政府制裁。

另外，美方也制裁由緬甸軍方或安全部隊持有、控制或相
關聯的 3 個實體，包括 「緬甸紅寶石企業」（Myanmar Ruby
Enterprise）、 「緬甸帝王翡翠公司」（Myanmar Imperial Jade
Co）與 「Cancri寶石與珠寶公司」（Cancri Gems and Jewellery
Co）。

美國財政部表示，今天遭制裁人士與實體的所有資產與資

產權益，以及直接、間接或與其他遭黑名單人士共同擁有50%
以上的任何實體，凡是在美國或由美國他人持有或控制，都將
遭到凍結，且必須向財政部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OFAC）報
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今天也發聲明表示
，美國政府已經清楚表明，緬甸事件是場政變，美方不會袖手
旁觀。他也再次敦促緬甸軍方，放棄權力且恢復民選政府，並
釋放所有被以非正義方式拘禁的人士。

布林肯說，這場政變推翻緬甸人民去年11月大選所表達的
意志。自2月1日以來，緬甸人民透過和平抗爭與公民不服從
運動，展現他們對民主的承諾， 「美國與他們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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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會再生風波：
奧組委主席歧視女性言論惹眾怒

綜合報導 東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在參

加壹場會議時稱：“有很多女性參加的會議

很費時間，有壹個人舉手大家都想發言”。

法新社、路透社等多家媒體認為其言論涉嫌

歧視女性，社交媒體上也出現了要求森喜朗

辭職的呼聲。

據日本時事通信社報道，森喜朗3日在

參加日本奧委會臨時評議員會時，提及了日

本體育廳正在推進的女性理事聘用計劃。他

表示有很多女性理事參加的會議很費時間，

“女性的競爭意識太強，如果不控制發言時

間的話，會議很難開完，非常困擾”。此外

，他還評價了東京奧組委的7名女性理事，

“（她們）都能明辨是非，非常踏實，發言

能切中要害”。

森喜朗的言論遭到多家海外媒體的抨

擊，認為其涉嫌歧視女性。英國路透社還表

示，雖然日本奧委會擬定了女性理事占比超

過40%的目標，但目前的25名理事中只有5

名女性。美國《紐約時報》則評論稱，因為

追加經費等問題，已經有約80%的日本民眾

認為東京奧運會應該取消或延期，而森喜朗

的發言“無疑是火上澆油”。

日本社交媒體已經出現了要求森喜朗辭

職的呼聲，出現了“請森喜朗主席辭職”

“日本之恥”“不辨是非的女人”等熱門詞

條。同日，東京奧運會火炬手之壹的藝人田

村淳表示，由於無法接受森喜朗的發言，決

定辭退火炬手。

印度官員開會時大口喝下消毒水
同事嚇壞

綜合報導 印度孟買壹名市政官員在開

會前大口喝下消毒水，嚇壞身邊同事。這段

視頻傳開後，印度網友開始熱議此前該國醫

護人員給兒童誤服消毒水的醫療事故。

據印度亞洲新聞國際通訊社（ANI）報

道，印度孟買某市政機構的壹名高級官員在

開預算報告會議前，誤把桌上的壹瓶消毒液

當成瓶裝水飲用。他喝了壹大口之後發現異

樣，趕緊起身吐了出來。身邊其他人員紛紛

露出驚訝的表情。

該官員隨後稱：“那裏的瓶裝水和消毒劑

長得很相似，所以我拿起來喝了。我剛壹喝下

去就意識到錯了，因此沒有全部咽下去。”

這段視頻隨後引起印度網友熱議，有

網友表示：“這就是他們給兒童滴

服消毒劑的方式。”原來，印度馬

哈拉施特拉邦日前在為兒童接種脊

髓灰質炎疫苗時出現重大失誤。當

地醫務人員誤把用於手部消毒的消毒

劑，當成了疫苗為兒童進行滴服。被

“接種”消毒劑的12名兒童隨後在當

地醫院進行觀察和治療，目前情況穩

定。當地政府官員潘查爾（Shrikrish-

na Panchal）2月 1日表示，這是壹次

“重大的疏忽”。

日本將加強醫療資源
力爭早日解除新冠疫情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道，日本政府 2日決定

，將按期解除栃木縣的“緊急事態

宣言”，同時將東京和大阪等 10

個都府縣的緊急事態宣言延長至 3

月 7日。日本政府還決定，今後將

加快解決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爭

取在期限前解除上述都府縣的緊急

狀態。

關於以11個都府縣為對象發布

的緊急事態宣言，日本政府2月2日

決定，將於2月7日按期解除針對栃

木縣的宣言，但將把針對東京和大阪

等10個都府縣的緊急事態宣言延長

至3月7日。

當地時間2021年 1月 8日，日本

神奈川縣橫濱市，壹座遊樂園前行人

稀少。當地時間2021年1月8日，日

本神奈川縣橫濱市，壹座遊樂園前行

人稀少。

此後，日本首相菅義偉在記者

會上表示：“我希望全體國民能夠

在防控疫情方面再加把勁兒，必須

使感染人數下降的趨勢變得不可逆

轉。”

關於此次已經決定延長緊急事態

宣言的10個都府縣，日本政府認為

，雖然這些地區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數

量處於下降趨勢，但病床仍處於十分

緊張的狀態。

因此，政府決定將繼續要求餐飲

店把營業時間縮短至當地時間晚8時

，並敦請民眾減少不必要非緊急的外

出。通過徹底貫徹迄今為止實施的疫

情防控措施，使感染人數下降的趨勢

不可逆轉，同時將加快解決醫療資源

短缺的問題，爭取在期限前，解除上

述都府縣的緊急事態宣言。

日本政府將接種疫苗，定位為

防控疫情的關鍵壹環。對此，菅義

偉表示，將提前接種疫苗的時間，

爭取2月中旬就開始接種工作。日

本政府希望提高疫情防控措施的實

際效果，盡早遏制疫情進壹步蔓延

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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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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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政府宣布

將全國大部分地區實施的“行動管

制令”延長至2月18日。

負責協調疫情防控措施的國防

部長伊斯梅爾· 薩布裏· 雅各布當天

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衛生部門數

據顯示，馬來西亞各州每日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數仍在持續增加，因此

政府決定延長原定2月4日到期的

“行動管制令”。

為控制疫情蔓延，馬政府1月

13日首先在疫情較為嚴重的首都吉

隆坡、行政首都普特拉賈亞、雪蘭

莪州、沙巴州、柔佛州等地實施

“行動管制令”。隨著新增病例數

不斷攀升，實施“行動管制令”的

地區範圍不斷擴大，現已覆蓋全國

除沙撈越州之外的所有地區。

“行動管制令”禁止婚禮、會

議、節日慶祝等聚集活動；民眾出

行限制在10公裏半徑內，禁止跨

市縣出行；餐廳禁止堂食；制造業

、建築業、服務業、物流等“必要

經濟領域”可繼續運營，但需嚴格

遵守防疫措施並限制辦公人數。

馬來西亞衛生部2日發布的疫情數據顯示，截至

當天中午，該國過去24小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3455例

，累計確診222628例；新增死亡21例，創下疫情暴發

以來單日死亡病例數新高，累計死亡791例。

（中央社）56歲廖姓女負責
人於蘆洲區長榮路一棟大樓囤放
大量各式爆竹煙火，新北市消防
局 10 日晚間 11 時接獲民眾檢舉
前往稽查，廖女竟拉下鐵門，並
嗆聲認識議員，警方獲報到場協
助，廖女才不情願的開門，消防
隊員當場沒收92公斤爆竹煙火，
並對廖女開罰6萬到30萬元罰單
。

據了解，廖女晚間11時許，
見到有消防隊員上門稽查，竟做

賊心虛，關下鐵門拒絕消防員前
往稽查，過程中還嗆聲消防員，
說她認識在地議員，消防人員隨
後協請警方協助，經過警方、消
防人員曉以大義後，廖女才將大
開打開。

第三大隊警消表示，有民眾
檢舉蘆洲區長榮路一棟大樓私藏
爆竹，昨天深夜11時，警消人員
前往該大樓稽查，負責人廖女竟
關下鐵門拒絕警消進入，經警方
到場協助，廖姓負責人才開門，

經清點爆竹總重量達 92.02 公斤
，為管制量3倍，警消立刻開立
超量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以
及超量儲存爆竹煙火罰單。

新北市消防局呼籲，民眾若
發現可疑情事，請立即通報 119
派員取締，經檢舉成功取締案件
，還可領有最15萬元檢舉獎金；
另呼籲業者過年期間請勿心存僥
倖，消防局將全力取締爆竹煙火
違規情事，維護大眾公共安全。

社區大樓私藏社區大樓私藏9292公斤爆竹遭罰公斤爆竹遭罰
業者不開門還嗆業者不開門還嗆：：我認識議員我認識議員

糖鐵自行車道串聯6鄉鎮
從萬金玩到東港林邊

（中央社）觀光局推動 「2021自行車旅遊年」，屏東去年底
最新完成萬金糖鐵自行車道，串聯6鄉鎮，從萬巒鄉一路到東港
鎮和林邊鄉，匯集客家、平埔族、宗教、農村及漁村文化，相當
精彩。

萬金糖鐵自行車道總長約31公里，將運糖鐵道活化成自行
車道系統後，連結沿山公路185縣道，串起萬巒鄉、潮州鎮、崁
頂鄉、南州鄉、東港鎮及林邊鄉等6鄉鎮的觀光景點。

縣府交通旅遊處表示，萬金糖鐵自行車道周邊的景點很豐富
，除了可欣賞台糖鐵路遺跡，騎士們可規劃行經萬金社區、吾拉
魯滋部落、趣訪農園、大樹祈福林地、水泉山公園等周邊景點。

除此外，也可以透過社區導覽參觀萬金聖母聖殿教堂與牧羊

小徑，參加咖啡與可可的DIY活動
、品嘗萬金社區客家與平埔族融合
的風味餐等；另可直入萬巒鄉欣賞
客家文化聚落，並品嘗萬巒豬腳。

交旅處表示，萬金糖鐵自行車道可從萬巒騎到林邊，透過自
行車的兩輪視野，除了盡覽屏東的田野風光外，還可穿梭鳳梨田
的產業道路、潮州泗林綠蔭隧道及萬金營區的白千層綠蔭隧道；
也可跟縣府已規劃的彩虹自行車道串聯，很值得向大眾推薦。

來到東港鎮和林邊鄉，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也與社區規
劃了不少自行車行程，鵬管處表示，大鵬灣環湖自行車之旅，是
必然的選項，行進東港鎮則有東隆宮等廟宇文化及東港美食。

社區規劃的魚線椅DIY、蚵殼蠟燭DIY、一夜干DIY與東隆
宮祈福卡許願等都是非常具有漁村特色的活動，最近才剛開放參
觀的東港鎮南平社區5座裝置藝術也是亮點之一，鵬管處歡迎民
眾到大鵬灣騎鐵馬、尋找秘境打卡點。

糖鐵自行車道也可從林邊和東港開始，民眾可帶著自身的鐵
馬搭乘高鐵轉台鐵至林邊火車站，暢遊東港與林邊小鎮，再一路
沿著自行車道玩到萬巒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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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真和他背后的理塘

一个多月前，丁真这个名字，在

格聂神山脚下的村庄和四川甘孜州理

塘县，还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开口喊

一声，大概10个人有5个会回头。

但11月11日之后，丁真，成为了

一个符号。是什么，赋予了“丁真”

这个名字巨大的能量？是那张干净清

澈“甜野”的脸，还是互联网信息时

代如洪水般不可阻挡的网络流量？

到底是理塘有幸收获了丁真，还

是丁真幸运地生活在了理塘？为什么

理塘说，丁真的走红是偶然，又是必

然？

有人说，丁真是“天空之城”的

一张王牌。也有网友纠正说，他不是

牌，是活生生的人……

“放牛娃的春天”

“丁真的形象，正是代表了高原的

纯洁、美好、清澈、干净。”有人说，

2020年的艰难，被丁真的笑容治愈了

提到川西，提到甘孜，过去，可能

你会想起贡嘎雪山，想起稻城亚丁，想

起国道318线的“身体在险境，眼睛在天

堂”，但现在，你一定会念出“理塘”

的名字。

这一切，是因为一个叫做“丁真”

的放牛小子。清澈的眼神，高原蓝天白

云和烈日下，一个藏族男孩，粗糙的、

颗粒感的皮肤，恰到好处的一点点野性

，和大部分的甜。

有人调侃说，丁真走红，是因为那

一双没有上过网课的眼睛，里面装着星

星。

在网络疯狂走红后第7天，当网友为

丁真该不该“出道”争论不休，为好事

者把丁真拉入直播镜头的“心机”而担

忧，为不会汉语的丁真会被滚滚网络洪

流倾覆成为“电子宠物”而焦虑的时候

，丁真成了国企员工——理塘县文旅体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手签约，以每月

3500元工资、五险一金的待遇将他收归

旗下，工作证编号：23号。

又一个7天后，丁真以“理塘旅游形

象大使”的身份，出现在理塘县在成都

举行的2021年旅游推介会上。

37秒，只说了一句话，走下台的时

候，丁真还羞涩紧张地搓着小手，习惯

性地吐了吐舌头，然后被笑嘻嘻等在旁

边的同事揽住肩膀，带离会场。

随后，丁真就以“热播剧”的节奏

，不断登上微博热搜榜，“丁真的世界

”“理塘不止丁真”，继而西藏“抢人

”，引发全国各地官微下场battle，航空

、餐饮各行业大蹭热点，连央视、华春

莹也为这个“甜野男孩”点赞。

也许走红是偶然，但丁真的命运，

确确实实被改变了。

一个月前，丁真还是草原的牧民，

春夏季节挖虫草、摘松茸。闲的时候，

咬着草根，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数天上

飘过的白云。热了，掬一把雪山上融化

的雪水洗脸，水珠从长睫毛上滴落。或

者和朋友们策马奔腾，围着篝火唱歌。

一个月后，丁真不能再无拘无束了

。面对长枪短炮的镜头，要记得笑。身

边的人讨论的是抖音、流量、网红、旅

游推广，还要被全国网民监督学习，也

被温柔地宠爱着——因为丁真，全国各

地雪花一样的包裹“淹没”了仓央书房

，那是给丁真和理塘孩子们的书、文具

和礼物。

在丁真走红这件事上，相比理塘以

外的网络世界，理塘县的人们虽然意外

，但显得更冷静一些。“（丁真走红）

是好事吧，至少现在扭转了很多人对传

统康巴汉子的刻板印象。”在理塘县长

大的张女士表示，一直以来，别人都觉

得传统康巴汉子体型彪健，粗犷英武，

眼神犀利，透着不易亲近。但丁真不同

，他清澈、亲和与善良。“那就会有更

多人愿意来了解，我们这里人是美的，

风景是美的。”

签下丁真的理塘县国有资产经营投

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玺也

认为，丁真的形象，正是代表了高原的

纯洁、美好、清澈和干净。

丁真，或许会成为社会和当地共建

样本，除了政府、商业运营，打造社会

网红良性发展之路会不会有可能？“答

案是开放的”

有知名媒体人曾提出，在移动社交

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快速更

迭。从网络舆情爆发、公众情绪被点燃

，到网友纷纷转发、评论，事件关注度

瞬间高涨，再到网民情绪被其他新闻分

散注意力，直至事件声量迅速下滑，逐

渐消失在网民视野中，一般只需要 7天

左右。

但一个月了，丁真始终在热搜榜上

，占据颜值超话榜第一。

有人说，丁真以一人之力，撑起了

理塘县旅游推广的大旗。

丁真走红最大的意义在于，让世界

知道了理塘。他一个人完成了一个时代

的事。理塘必然会火，只是需要时日，

丁真推了一把时间的车轮。

丁真走红前的理塘是什么样？

雪山、草原、冰川、白塔、花海、

星空，美则美矣，但这是高原之美，并

非理塘独有之美。从“世界高城”到

“天空之城”，变的，不仅仅是口号。

丁真走红之前，蛰伏的理塘有什么？

从成都出发，翻越折多山，一路西

行，理塘“康藏之窗”的广告牌就伫立

在国道318旁边。

理塘县城，海拔 4014 多米，以绝无

仅有的姿态雄踞“世界高城”名号多年

，但也给了太多人望而却步的心理负担

。

很长一段时间，在不少资深318驴友

的攻略里，关于理塘的关键词是海拔太

高，不建议留宿，近可到雅江，远可至

巴塘。总之，理塘留不住游客匆匆的脚

步。

实际上，理塘一到夏天，满城都飘

着歌声和故事。县城周边的坝子上，家

家户户走出屋子，草原上帐篷挨着帐篷

，人们跳起锅庄，弹着扎木聂（藏族弹

弦乐 器 ） ， 英 俊 的 马 匹 脖 子 上 铜 铃

“嘚嘚”作响，雄壮的汉子赛马、射

箭，大口喝酒，对着美丽姑娘唱情歌

。只有 7 万人口，面积却与山东一样

大的理塘，每个人骨子里都透着高原

特有的浪漫。

毛垭大草原，曾被《中国国家地理

》评选为“中国最美、最野性的草原”

之一，扎嘎神山和温泉星空，弯曲纵横

的草原河流静静流淌。

理塘还坐拥中国最大藏寨群落——

千户藏寨，始建于唐至元朝年间，4000

多栋传统藏房，清代汉藏茶马古道商路

相通，土司文化、康巴文化、农耕文化

、藏戏文化、民俗非遗，在理塘碰撞。

理塘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

长邓建军介绍，2020年理塘县完成了旅

游资源普查工作，整个理塘共有旅游文

化资源5230个，其中旅游资源3319个，

文化资源1911个。

世界知道了理塘 然后呢？

如果理塘什么都没做，丁真红了，

也没有用。

在仁康古街仓央嘉措微型博物馆外

，杜冬指着隔壁的院子说，那是理塘藏

地旅游2.0版，是未来的“古镇大脑”。

杜冬说，传统旅游景区打造的“四

根柱子”理论，前 3根分别是政府、开

发商、社区，往往“各玩各的”，体验

感不佳，第四根柱子是前瞻性思维的

NGO机构，是高校、基金会甚至独立的

个体。

“2020 空间”是藏地旅游前瞻性的

试验，是理塘古镇行政管理机构、第

三方机构、居民共享共有的办公培训

文创综合体，汇集项目、人才、资源

、传播。“把平台搭起来，一起探讨

如何开发。”杜冬说，丁真事件证明

互联网思维远比旅游走在了前面，互

联网分发、分享和思路碰撞，“什么

是好玩的旅游”，这是 2020 年藏地旅

游的新思路。

“我们一直在做开拓性的事，比如

说国企签约网红。”12月 4日深夜的仁

康古街，仓央书房外安静地飘落雪花，

铺陈一地，连续奔波 9 小时赶回理塘

“救场”的杜冬，说起理塘的未来，眼

睛里放着光。

15岁的卓玛（化名）和丁真住在同

一个乡。此前，那是认识的一位邻家哥

哥。现在，同样在理塘县城，丁真忙着

接受采访，拍理塘宣传片，而卓玛接受

着免费的旅游接待、旅游讲解和礼仪培

训，这是一个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面

向全县符合条件的青少年。

丁真、理塘，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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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他是别人指指点点的脑瘫儿。

长大后，他是别人眼中一无是处的废物。

但现在，他是50多名员工的老板，年入千万，

被评为自强模范，荣登“中国好人榜”。

他叫陆鸿，被称为“中国版阿甘”，从傻子、

废物逆袭为企业家老板，他的前半生，有屈辱和辛

酸，也有不甘和拼命，更有自强自立和责任担当！

陆鸿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他

的到来，原本让不富裕的小家充满了欢欣。

但突发的一场厄运，让这种幸福的欢欣戛然而

止。

10个月大的陆鸿，高烧不退，被诊断为中毒性

脑炎。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医生断言他没救了。

母亲不肯放弃，祈求医生尽力救治。

在医生的抢救下，顽强的小陆鸿，幸存了下来。

母亲喜极而泣，医生却告知，存活下来的他，

变成了脑瘫。

尼采说过，对于平凡人而言，平凡就是幸福。

成了脑瘫的陆鸿，失去了这种幸福。

在普通人的固有认知里，脑瘫=傻子。

逐渐长大的陆鸿，也和傻子的形象相符——眼

歪嘴斜，手脚不利索，同龄孩子已经会叽叽喳喳地

说话，会蹦蹦跳跳地跑闹，他却吐字不清，反应慢

半拍，走路跌跌撞撞。

于是，嘲笑、孤立、轻视伴随着陆鸿的成长。

而傻子，是他最突出、最广为人知的标签。

因为走路姿势怪异，童年时期，没有小伙伴愿

意和他一起玩儿。

那些同样稚嫩的孩子，有时候甚至聚众嘲笑他

，模仿他的动作。

周围的大人见到他，或怜悯或嗤笑，总少不了

一番指指点点。

到了上学的年纪，陆鸿因为手指功能残疾，写

字极为吃力。

考试时，就算会做的题，也因为写字慢，无法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答题。

成绩不理想，没人关心他的委屈，因为在大家

的意识里，这才是一个傻子的水平。

但陆鸿知道，自己不是这样的“傻子”。

他不甘心，不服气，他想证明自己给别人看。

于是他不再管别人怎么说，也不再羡慕同龄孩

子有玩伴儿，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去学习。

正所谓你把心放在哪里，花就开在哪里。

陆鸿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学习，

初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了一所包分配的中专。

那应该是陆鸿第一次让周围的人感到一些意外。

父母很欣慰，包分配，意味着陆鸿毕业后，就

有了生存的工作。

陆鸿开始对未来充满希望，他终于证明，自己

不是人们所以为的那种“傻子”。

但陆鸿和父母都不知道，社会对脑瘫和残疾人

的偏见，并不是一次考试就可以扭转的。

对于陆鸿而言，来自社会的真正恶意和歧视，

还未到来。

考入包分配的中专后，陆鸿依然很努力，他知

道自己不如常人那般受欢迎，只有通过成绩，才能

证明自己，才能得到认可。

所以陆鸿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然而毕业后，全班50多个人都顺利进入工作单

位，成绩拔尖的陆鸿，却被拒收。

陆鸿无法接受，自己拼命努力，结果还是逃不

过被排斥、被歧视。

母亲同样气不过，儿子的努力他们看在眼里，

对方却只是因为儿子的残障，就让所有努力毫无意

义。

于是她带着陆鸿，找用人单位理论。

对方却冷冷地指着陆鸿说道：“你看你儿子那

个样子，能做什么？我养条狗，都比养他有用！”

周星驰当年跑龙套，也被人指着骂，“你看那

个人，像条狗一样”。

周星驰被刺激了，他努力演好每一个角色，后

来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陆鸿也被刺激了，他想起小时候成绩不理想，

别人以为他是傻子，不会做题目，他用成绩证明了

他们是错的！

而现在，他被别人以为是个废人，不可能工作

，他要证明，他们又错了！

陆鸿重新去周围的工厂找工作，瘸瘸拐拐走了

很远的路，却被门卫驱赶阻拦，当他直言自己想找

工作时，门卫嗤笑：“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找得到

工作？”。

说完，施舍给他一毛钱，让他快离开。

炎炎夏日，陆鸿的内心一次次受到歧视和嗤笑

的打击，社会对残疾人的偏见，根深蒂固，他感受

到了世界的寒凉。

后来有一家月饼厂愿意让他试试，在车间包装

月饼。

流水线的工作，是讲究速度的。

陆鸿手指不灵活，而且又不熟悉操作，拉低了

车间效率。

半个月不到，他就被辞退了。

被辞退的陆鸿，开始有些心灰意冷，想起从小

就摆脱不了的嘲笑、排斥，他一直隐忍的委屈和辛

酸，终于爆发，他开始责怪父母，埋怨社会。

身体一直不好的父亲，便和母亲商量，想把看

病的钱留给陆鸿，就算没有工作，也可以勉强维持

生活。

母亲断然拒绝，说：“儿子残疾，你是这个家

里的顶梁柱。”

陆鸿这才发现，家里的顶梁柱已经满头白发，

常年病痛。20多岁的自己，居然还要苍老憔悴的他

来庇护。

他满腔心酸，内心的不甘再次熊熊燃烧起来。

他要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他要证明，他不是别

人口中的“废人”！

漫画家郑辛遥说过：“在路走完的时候，并不

意味着到了路的尽头，而是提醒我们是时候拐弯了

。”

找不到工作的陆鸿，决定自谋生路。

没钱没手艺，他就跟着亲戚，学习打白铁。

打白铁，即板金工，根据要做的东西，绘出不

同部件的平面图，再裁切镀锌板薄片，通过手工敲

打成形，然后衔接、焊锡，即可得到不同样式的桶

、盘、壶、罐等。

但打白铁，就算手指灵活的常人，一不小心也

会弄伤手指。

更何况手指功能残疾的陆鸿。

所以最初打白铁的日子，陆鸿的双手，总是鲜

血淋漓。

母亲极为心疼，劝他别做了，但陆鸿知道，如

果此刻畏惧伤痛退缩，他就承认了自己是废人！

更何况，历历在目的偏见和歧视，才是他最大

的痛苦。

于是陆鸿憋着一股劲儿，只要亲戚不嫌他动作

慢，他就不顾手上的伤，坚持做到满意为止。

在新伤旧伤的重叠中，陆鸿终于掌握了这门手

艺。

当父亲在医院病危急用钱时，陆鸿用他蹩脚的

言语，坚定地告诉母亲：“我有钱。”

说着，他用满是伤痕的手，掏出了一把皱巴巴

的毛票，放在母亲面前。

对于一个女人而言，一边是病危的老伴，一边

是努力争气的“脑瘫”儿子，心酸涌上，母亲一下

哭了出来。

父亲还是走了，去世时，他对陆鸿说：“儿啊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靠自己养活自己。”

这世界上，最信任自己的就是父母，无论是傻

，是笨，是痴，是呆，父母都觉得孩子是最好的，

陆鸿哭了，他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照顾好母亲。

人们总说笨鸟先飞，勤能补拙。

陆鸿学会打白铁以后，在家里摆了个修自行车

的地摊儿。

这种在时代洪流里快要被淘汰的手艺，收入非

常微薄，但陆鸿却尽心尽力地做到极致。

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社会，但他一定可以通

过千百倍的努力，证明自己。

收入微薄，陆鸿就想着干点副业。

他东拼西凑，开了一个茶水房，冬天时，水房

的生意最好，为了降低成本，陆鸿到处去捡煤渣。

萧瑟寒风里，他的手不仅被冻裂，还会被划伤

，黑乎乎的煤渣里，常混有刺眼的血迹。

有句话说得好，人生所有的苦都不会白吃，陆

鸿的日子，尽管艰辛，但他用吃苦耐劳，让日子慢

慢变好。

他顺利娶妻生子，还先后开起了报刊亭、电话

超市、碟片店、装配电脑店……

周围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喊陆

鸿傻子，也不再以怜悯、轻蔑的眼神看他，而是带

着佩服，喊他“小陆”、“陆师傅”。

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陆鸿接触到了AE

制作。

虽然AE制作和陆鸿的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

但这一路摸爬滚打下来，陆鸿已经养成了什么都愿

意学的习惯。

陆鸿甚至愿意花钱，买相关软件的课程来学习

研究。

家人因为不理解，偶尔也会抱怨。

但陆鸿心里却相信，每一项技能，都有它的用

处和价值。

刚好表弟结婚，陆鸿就用所学的软件技术，制

作了一套结婚照电子相册，在表弟婚宴上放映。

那时候，电子产品还未普及，陆鸿的电子相册

新奇又漂亮，引起了婚礼摄影师的注意。

但摄影师很快失望了，因为一个脑瘫残疾人，

说电子相册是他制作的。

摄影师并不相信，但是新郎却力证这是真的。

半信半疑间，摄影师试探陆鸿能否对婚礼录像

进行后期制作。

陆鸿早已习惯，在别人的怀疑里证明自己。

因此，当时的他虽然没有把握，却也自信自己

能够做到。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剪辑婚礼录像，然后回来找

之前一起学习AE的朋友请教，废寝忘食地研究。

三天后，他带着做好的婚礼录像，从婚礼摄影

师那里，拿到了200元的报酬。

这之后，摄影师主动找陆鸿合作，陆鸿就在视

频剪辑的工作里，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同时他独特的设计，让他成为了吴江区以及附

近区域的名人。

古语有云：自立者人恒立之，自助者天助之。

陆鸿通过视频制作，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他越发积极地投入其中。

他时刻关注软件技术的更新，虽然家里不富裕，

但上千块的素材，他也毫不犹豫地购买，有时还创新

性地把新旧素材相融运用，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一位摄影老教授也因此结识了陆鸿。

好学的他，又一次抓住机会，全面而深入地学

习了摄影技术。然后开了一间摄影店。

此时，互联网开始兴起，随之出现的网店，让

陆鸿觉得，终于等来了自己的天下！

因为这一路拼搏中，他虽然努力赢得了周围人

的认可，但陌生人一见到残疾的他，歧视和偏见，

依然无处不在。

他的摄影店，就曾因为自己残疾，而被人拒绝

消费。

借助互联网，陆鸿注册了一个影集相册制作的

网店，在网络交易中，他终于不再因为自己的残疾

，被人们否定价值。

佛学认为，人生，总会苦一阵子，但不会苦一

辈子。

过往的苦难，熬过之后，陆鸿的人生，在互联

网轰轰烈烈的发展中，也随之意气风发了起来。

2015年，陆鸿从原来的单打独斗，发展拥有了

一个5、6人的小团队，家里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此时，他36岁，把命运最开始给的一手烂牌，

打出了不输于常人的人生——

他不是傻子，更不是废人！

他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让家人过上了好日子！

但陆鸿并不满足于此。

他不止要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还要成为对社会

有贡献的人。

陆鸿切身感受过，残疾人在社会中被迫边缘化

的痛苦，但他更知道，残疾人不是废人，只要有机

会，他们也可以发光发热！

所以陆鸿的小团队里，多数是和他一样的残疾

人。他还在计划，让更多的残疾人获得工作。

2016年，陆鸿关闭了照相馆，扩展影集相册制

作的专业团队，并决定依托网店，开办专门从事相

册和周边产品制作的纸制品加工厂。

他开始大量招收残疾人员工，免费进行技能教

学培训，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获得一份工作。

随着求职的残疾人越来越多，陆鸿的经营压力

越来越大。

2017年，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陆鸿成立了自

己的纸制品公司。

此后，他的人生如网友所说，就像开挂——

网店的订单不仅来自国内各个地方，海外订单

也络绎不绝。

每天的利润，从最初的几块，逐渐上万。

曾经的小作坊，发展为数千平米的大工厂。

员工人数超过50人，半数以上是残疾人。

这个脑瘫儿陆鸿，真的熬成了千万级大老板

“我感觉，老天安排得很好，我比人家更精彩

，他不光让我赚了钱，更让我知道了，我能为社会

做贡献。”

现在41岁的陆鸿，面对自己残疾人的人生，不

再有任何自卑和隐晦，而是坦然地充满了自信。

从被歧视的脑瘫残疾人到受人尊敬的脑瘫老板

，他用无数的血和泪，在这个充满偏见的社会里证

明了自己。

幸好，他成功了。

陆鸿逆袭的背后，“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

在社会里被排斥、被边缘化的艰难生存环境，让

人不胜唏嘘。

有调查报告曾给出一组数据：

67%的人认为，和残疾人交谈时感觉不舒服；

85%的残疾人受到偏见的待遇；

21%的年轻人认为，对于有残疾的人，就放弃

与之交谈。

史铁生在《给盲童朋友》的信里说：

“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你们想看而不能看

。我呢，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人呢，他们想

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

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

对于每个人的人生而言，无论是健全还是残

疾，都会遭遇磨难，都需要超越局限，才能证明

自己。

所以，健全人有什么了不得的绝对性优势，

可以去歧视残疾人呢？

我们在“健全”里，应该感恩幸运，而不是

产生优越感；

我们面对“残疾”，应该尊重生命，而不是

狭隘地“排除异己”。

其实，只有我们尊重并接纳每个残缺的皮囊

，才能认可并拥抱自己不完美的灵魂。

感恩生命，感恩你我的不同。

这个脑瘫儿陆鸿
真的熬成了千万级大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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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談中美：有競爭但沒必要衝突
中方：致力同美方發展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當地時間7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廣

播公司（CBS）播出的一段採訪中，美

國總統拜登再次就中美關係進行了闡

述。他表示，美國與中國之間沒有必要

衝突，但會有激烈的競爭。不過，拜登

同時表示自己會用與前總統特朗普不同

的方式去處理中美關係。在北京，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8日表示，中方致力於同

美方發展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

作共贏的關係，同時將繼續堅定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美中關係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關係之
一。”據報道，在採訪中，CBS主播

問拜登，為何至今尚未與中國領導人通話？拜
登表示：“至今還沒有契機對話，而不是不對
話。”

拜登說，他曾經與習主席長時間會談，與
中國有很多需要對話的內容。他在採訪中承
認，美國與中國之間會有“激烈的競爭”。
“我們沒有必要衝突，但我們之間會有激烈的
競爭。”拜登說。不過，他表示自己的處理方
式會與特朗普不同。“我不會用和特朗普一樣
的方法。我們將會專注於國際規則。”

專家：中美若對抗會失控
在北京，2月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

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有記者提問稱，美國總
統拜登本周談及了習近平主席。他還表示，美
國並不想同中國發生衝突。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對此，汪文斌回應稱，習近平主席同拜登
總統有過多次交往。中美保持各層級的溝通，
有助於相互了解和雙邊關係的發展。他說，中
方致力於同美方發展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贏的關係，同時將繼續堅定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雙方應相向而行聚焦合
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
展，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

對於拜登表示美中之間沒有必要衝突，但
會有激烈的競爭的說法，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沈雅梅向香港文匯報指
出，對於對華延續競爭路線美國兩黨有共識，
同時中美間存在結構性矛盾，美國對華政策趨
向緊張，競爭性一面突出是趨勢。

但沈雅梅同時指出，一直以來，不論是拜
登團隊也好，還是美國國內對特朗普政府的政
策批評也好，都是反對中美對抗的，因為中美
如果對抗的話，就容易走向衝突，容易走向失
控。

當地時間4日，拜登發表了他就任以來首
次外交政策講話。據報道，拜登在講話中稱中
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美國將直面
中國在經濟、人權和知識產權侵犯等諸多問題
上對美發起的挑戰。但拜登同時表示，美願在
符合美方利益時與中國開展合作。

沈雅梅分析認為，拜登兩次對中美關係的
表述和定位，顯示中美關係可能很難回到過去
那種以合作為主導的模式，而是競爭的成分將
越來越大。美國有聲音將中美關係定義為對

抗、競爭加合作，拜登能否將其中的對抗色彩
抹去有待觀察。

崔天凱：言辭示強非有效外交
此外，當地時間2月6日，中國駐美大使

崔天凱接受CNN主持人扎卡里亞連線採訪。
談及中美關係，崔天凱表示，言辭示強或是
手段強硬都不是有效的外交政策，也不是外
交的正確方式。美方顯然需要彰顯相互尊
重，展現誠意和善意。這位大使同時指出，
每個國家都會捍衛自身價值和利益。對中國
而言，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核心價
值和核心利益，我們會盡一切努力去捍衛，
無論別人怎麼說都不能改變這一點。

崔天凱希望並相信，中美雙方在合作應對
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振興世界經濟等諸多領
域都存在合作需求和潛力，特別是在應對氣候
變化等現有和不斷出現的全球性挑戰方面。

崔天凱還指出，過去幾年來中美關係中發
生的一系列事件、美方的諸多所作所為都讓中
國人民十分反感。這是事實。“但我相信，如
果雙方都作出正確選擇，推動中美關係走上穩
定、建設性的軌道，兩國和兩國人民仍有很大
空間和機會實現互利共贏，造福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建報道）2
月8日，台灣海峽首艘5,000噸級大型海事巡航救
助船“海巡06”輪，在武昌船舶重工集團雙柳造
船基地正式下水，該輪列編後將成為駐守台灣海
峽的最大海事巡航救助船。該船於2019年5月開
工建造，預計今年年底列編福建海事局，將重點
在台灣海峽水域執行水上交通巡航監管、應急救
援等任務，並根據調派參與全國海事監管、應急
處置和國際海事交流合作。

配備綜合應急系統
據福建海事局副局長黃丹華介紹，“海巡

06”輪配備光電跟蹤、雷達遙測、岸基信息加載
等綜合監測系統和海上數據中心、多鏈路融合通
信等綜合指揮信息系統，具備海上交通安全態勢
監測預警和信息處理能力，同時還配備有救援搭
載200名落水人員及簡易醫療處理、中型直升機
着艦、對外消防和溢油處置等綜合應急系統，能
更好執行海上人命救助和應急事件處置任務。此
外，該輪配置有柴電混合動力推進、船舶動力定
位和排氣脫硝處理系統，具備優良的船舶操縱
性、適航性和節能環保性。

“海巡06”輪可以在12級風、9級海況下進
行跨海區巡航，在11級風、7級海況下可以完成
海事執法取證和指揮；在7級風、5級海況下，能
夠起降直升機或通過救生吊籃、救生攀爬網等方
式實施人命救助。“海巡06”輪配備了2門消防
水炮，向船舷橫向噴灑消防水距離達140米，噴
灑泡沫距離達80米。

在海面溢油監測方面，“海巡06”輪可全天
候監視海上溢油的分布及漂移情況，測算溢油油
膜位置和面積信息，提供事發環境數據，測算浪
高，繪製實時海況，實時監測海上小目標。“海
巡06”輪還具備對外供電150KW，對遇險船舶進
行封艙、堵漏、排水、切割船艙、潛水救生保障
以及應急拖帶萬噸級以下船舶的能力。

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據了解，為保障國家經濟社會總體安全，維護

國際物流供應鏈穩定暢通，助力交通強國、海洋強
國等重大國家戰略實施，“十四五”時期，交通運
輸部海事局將以科技創新為基礎，以信息化、智能
化為方向，加快建成具備全球航行、有深遠海作業
能力的海事船隊，打造“陸海空天”一體化水上交
通運輸安全保障設施體系，而“海巡06”輪則是其
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黃丹華表示，建造“海巡06”輪充分體現了
交通運輸部對台灣海峽水上交通安全的高度重
視，投入使用後將大幅度提升台灣海峽水上交通
動態管控和應急保障水平，在保障海上交通安
全、保護海洋環境、維護國家海洋權益以及促進
海峽兩岸交流交往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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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凱相信，如果雙方都作出正確選擇，兩國和兩國人民仍有很大空間和機會實現互利共
贏，造福世界。圖為早前紐約州參議院設“中國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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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雪馨

深圳推二手房參考價抑高樓價
以二手樓網簽價為基礎 再參考周邊新盤價格

為抑制住房炒作，深圳市8日宣布建立二手住房成交參考價格發布機

制，定期在深圳市住建局官方網站、微信公眾號和深圳市房地產信息平台

等發布二手房指導價，措施即日起實施。記者看到，8日公布的近3,600個

小區樓盤價格普遍低於目前市場價格，有的達兩三成。深圳中原地產董事

總經理鄭叔倫表示，該發布機制只是市場參考和指導，並未有相應處罰或

者貸款等約束，不過未來不排除按照參考價讓銀行發放貸款甚至過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深住建局發布的《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
關於建立二手房成交參考價格發布機

制的通知》稱，經深圳市政府同意，建立二
手住房成交參考價格發布機制，是落實房子
是用來住、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促進二手住
房市場信息透明，理性交易的重要舉措。深
圳市房地產和城市建設發展研究中心在調查
分析基礎上，形成全市住宅小區二手住房成
交參考價格，定期發布。

涵蓋3595個住宅小區
二手住房成交參考價格的形成，是深圳

市房地產和城市建設發展研究中心在調查分
析基礎上，以二手住房網簽價格為基礎，參
考周邊一手住房價格，綜合形成全市住宅小
區二手住房成交參考價格，並按照市域全覆
蓋、區域網格化原則，以住宅小區為區域網
格單元，發布全市3,595個住宅小區二手住
房成交參考價格。

對於該新政對二手住房成交參考價格有
什麼作用，局方稱，發布二手住房成交參考
價格有利於加大二手住房交易信息公開力
度，引導市場理性交易，引導房地產經紀機
構合理發布掛牌價格，引導商業銀行合理發
放二手住房貸款，防控個人住房信貸風險，
穩定市場預期。

二手樓價貴過新盤
深圳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鄭叔倫表示，

從發布背景看，一手房限價已久，而二手一
直沒有限價，時間一長，一二手倒掛現象越
來越嚴重，就會令到銷售失去平衡。“以前
是二手房為主導，現在是新房主導，影響整

個成交結構。近期人們也可以看到，新房打
新熱持續高漲，即便近期已出台多個政策抑
制打新熱，但一二手倒掛嚴重，‘買到就是
賺到’已深入人心，打新熱有難以控制的趨
勢。”

他說，深圳市也在想辦法來調控二手房
的價格，但以前更多的是控制新房價格，二
手房政策都是針對成交量，沒有針對價格。
所以這次發布參考價釋放的信號就是，政府
要開始管控二手房價格。以前沒有進行管
控，後果就是一二手倒掛很嚴重，扭曲整個
市場的成交情況。

“像中央股票”增透明度
鄭叔倫稱，管控一手、二手房價並不一

樣，二手有很多不同的小業主，管控起來難
度非常大。二手房的報價也不透明，它沒有
中央交易機制，也沒有中央報價系統，所以
二手房整個從報價到交易的信息都是比較封
閉。因此政府先從增加透明度開始，通過公
布參考價，令到市場在一個價格很透明的場
景去交易，引導二手房的價格往比較合理的
方向去走，“有點像中央交易股票的做法，
統一報價，在這個價格上下浮動去交易。”

但目前具體的細節沒出來。他表示，從
現在公布的參考價來看比市場實際成交價格
要低不少，所以執行起來會有一定難度。如
果指導價嚴重偏低，業主不會願意賣，客戶
也很難按照這個價格買到房，因此認為這個
參考價更多是表態為主，告訴市場政府要開
始管控二手房價，意義大過實際作用。未
來，他也不排除政府會考慮按照參考價去貸
款、甚至按照參考價去過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根據深圳
市推出的二手房成交參考價機制，有業主看到，自己小
區指導價格明顯低於市場價兩三成。“如果將來賣房的
話，我主要看市場價，政府成交參考價僅是作為參考而
已。”港人黃鵬表示。

深圳市住建局推出二手房成交參考價機制同時，也
推出全市近3,600個小區的指導價格，市民通過掃碼可
了解自己小區的價格。記者看到，包括深圳市10個區
大量大型小區均納入其中。家住布吉的李先生表示，他
查詢後看到其所在的德興花園小區價格僅每平米3.4萬
元（人民幣，下同）不到，但目前市場價已經到了4萬
出頭，兩者相差兩三成，如果日後按照3.4萬元賣房的
話，“那樣收入少了四五十萬元，自己肯定不願意。”

黃鵬在深圳有多套房產，除自己居住的一套外，其
他多套出租。他說，政府推出的二手房指導價較市場低
數成，感覺不怎麼合理，“房價應該由市場供需調節，
深圳要建國際化城市，更應由消費者來決定價格取
向。”他認為徵收房產稅來平衡房價更為合理，因為房
子除了居住外亦具有投資功能。未來如果他要賣房的話
會參考指導價，但主要還是看市場價格進行交易，因為
較指導價相差達百萬元。

二手參考價低市價兩三成

■■深圳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鄭叔倫表示深圳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鄭叔倫表示，，從現在從現在
公布的參考價來看公布的參考價來看，，比市場實際成交價格要低不比市場實際成交價格要低不
少少，，所以執行起來會有一定難度所以執行起來會有一定難度。。記者李昌鴻記者李昌鴻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公開徵求意見3個月
後，中國平台經濟反壟斷指南正式落地，
相比徵求意見稿，終稿刪改相關市場界
定、市場支配地位認定等關鍵條款，並完
善認定平台企業壟斷行為的考慮因素及救
濟措施。有業內學者認為，終稿意味着對
互聯網巨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查處難度
（相較徵求意見稿而言有所）提高，平台
反壟斷效果將被削弱。但也有學者認為，
相關條款的刪改儘管存在認識上的分歧，
但目前的基本框架和總體內容並無問題。

劉旭：舉證和論證變難了
路透社引述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

特約研究員劉旭表示，在涉及禁止濫用市
場支配地位的部分，《指南》終稿在相關
市場界定、市場支配地位認定、對限制競
爭影響的分析、合理性抗辯領域進行一系
列補充，使得適用《反壟斷法》查處騰
訊、美團、阿里巴巴、螞蟻集團等大型平
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路徑更難走，要舉
證和論證的因素變得更多，執法和訴訟的
周期亦變得更長。而反壟斷執法周期越
長，對巨頭也就越有利。
不過，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國家反壟斷

委員會專家諮詢組成員王先林則稱，《指
南》既遵循反壟斷法的基本分析框架，內容
上與現行的相關法律規範一脈相承，也在一
些地方做了適當的突破和創新。儘管在一些
問題上還會存在認識上的分歧，但基本框架
和總體內容沒有問題。鑒於平台經濟具有動
態創新等特點，反壟斷法的規制思路和監管
措施需要作出相應的變革；在堅持保護和促
進競爭的宗旨和前提下，平台經濟領域的反
壟斷應當秉持在包容審慎理念下的依法監管
原則，以保護創新為政策目標。
《指南》終稿中，對“相關市場界

定”部分做了較大調整：一是徵求意見稿規
定，平台經濟領域經營者之間達成橫向和
縱向壟斷協議，反壟斷執法機構在違法性認
定上可不明確界定相關市場，終稿刪去“壟
斷協議”等表述並修改成“濫用市場支配地
位案件，通常需要界定相關市場”的籠統說
法。二是徵求意見稿規定，“在特定個案
中，如果直接事實證據充足，只有依賴市場
支配地位才能實施的行為持續了相當長時間
且損害效果明顯，準確界定相關市場條件不
足或非常困難，可以不界定相關市場，直接
認定平台經濟領域經營者實施了壟斷行
為”，終稿中則被刪去。劉旭認為，徵求意
見稿中的這些條款是對互聯網巨頭反壟斷的
突破性內容，有利於降低認定騰訊、螞蟻集
團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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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除夕夜本該是家
族團圓吃年夜飯的大好日子，卻
有一名男子不惜騙爸媽要值班，
也不敢返鄉吃團圓飯，全因為大
伯一句話，讓網友看了超鼻酸，
直呼太扯。

男網友在《Dcard》上 PO 文
「對不起爸媽 我騙你們要上班」

，表示自己小時候最喜歡過年，
可以放長假、領紅包、吃大餐，
出社會之後卻變成每年的夢魘，
每到此刻，總是會有 10 幾天睡不
好。

原PO說，自己高中太混，所
以大學只能讀學店，混混學歷，
連帶影響到找工作難易度，目前
工作月薪僅30K出頭。而這幾年只
要一返鄉過年，大伯開口就是
「你薪水多少」，讓他痛苦萬分

。
原PO表示，或許是堂哥年薪

破百萬，堂弟念的又是頂大，所
以相當自傲，喜歡拿他來比較獲

得成就感，叔叔在一旁也會不斷
附和嘲諷。除此之外，初二回來
的姑丈由於是個工廠小開，兩個
女兒又都在美國留學，因此態度
更是囂張，連打招呼都直接被無
視。

原 PO 大嘆過去 5 年每次春節
都相當痛苦，今年春節終於忍不
住，決定打電話騙爸爸要值班，
無法返鄉，但實際上年假卻從小
年夜就開始放，雖然很不想欺騙
父母，但更無法忍受連續被羞辱6
年。

原PO也忍不住問網友 「像我
這樣低薪低就而害怕返鄉的人多
嗎」，表示以前覺得親戚問工作
感情很沒禮貌，但現在卻覺得是
因為覺得丟臉，若是自己能夠有
高薪或是有家庭，就不會自卑了
，更期許自己今年可以考上公職
。

網 友 看 到 後 紛 紛 給 建 議 ：
「當一回驚世子孫啊直接嗆回去

，與其搞到自己生病不如讓他們
直接閉嘴」、 「有些親戚真的很
討厭」、 「認真建議，應該跟爸
媽討論，由爸媽出面」、 「一年
才見面一次的那種長輩都超沒禮
貌的」、 「心態不錯，祝福你能
把別人施加的磨難當作自己的動
力，考上公職」

但也有人持反對意見批評：
「你是不是對頂大有什麼誤會？

頂大也無法讓你年薪百萬」、
「公職薪水又不高，考上一樣會

被酸，期望當公務員就能翻身自
我感覺也太良好」、 「可憐的是
你爸媽，連過個年節小孩都可以
說謊不回家」、 「這種都一笑置
之不然酸回去就好，也太玻璃心
」、 「最近年輕人很喜歡匿名講
一堆廢話，有自卑感就多花時間
充實自己的技能，不要找藉口去
搪塞別人」。

（中央社）衛福部桃園醫院清
零成功後全力投入年後恢復營運準
備工作，護理師的先生（案864）也
在隔離治療28天後，10日康復出院
，桃園市政府協助家屬把婆婆案907
骨灰暫厝殯儀館，俟護理師全家恢
復健康後再由家屬奉厝。桃園市長
鄭文燦除夕走訪桃醫、北榮桃園分
院時表示，桃園春節不開放探病，
將於年後與11家聯防醫院開會後決
定是否解禁。

鄭文燦昨走訪台北榮總桃園分
院、部立桃園醫院及六軍團33化兵
群，慰問留守醫護、國軍官兵辛勞
。

特殊情況 可彈性調整
對於桃園春節期間不開放探病

，鄭文燦說，在上次聯防會議中，
11 家醫院希望維持春節期間不探病
，主要的考量是降低醫院負擔，但
有特殊人道情況可以彈性調整。

對於桃園大型醫院是否開放探

病？鄭文燦表示，要等年後醫院聯
防會議再決定，目前設有防疫門診
，有症狀的民眾可由醫師判斷送採
檢，主要可追蹤社區有無潛在疫情
，防疫門診對了解桃園公共健康狀
況很有幫助。

鄭文燦在桃醫疫情嚴峻時親筆
寫信，向在臉書發文 「我是衛生福
利部桃園醫院急診護理師，我引以
為榮，以急診團隊為榮」的 「最美
護理師」葉佳燕打氣，昨日鄭文燦
巧遇葉佳燕，也當面向她加油。

鄭文燦說，桃醫過年期間開放
內科、外科等小規模門診，原住院
病患維持1人1室，全院醫護人員士
氣都很好，預計年後待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審查通過復原計畫，即
可分階段恢復營運；他也再次強調
，屆時要送給桃醫 「大禮物」。

桃醫醫護人員私下表示，每位
同仁至少都採檢5次，每次採檢都採
到 「流眼淚」，希望年後能以最佳

狀態，為桃園市民守護健康。
護理師先生 康復出院
另外，桃醫護理師案863全家7

人染疫，婆婆案 907 上月 29 日不幸
過世，護理師的丈夫案864也於上月
19日確診，經28天隔離治療於10日
康復出院返家，相關單位也派員消
毒環境，幫助安心回歸正常生活。

據了解，案863護理師全家7人
染疫，另有1名家屬採檢隔離，目前
已解除隔離，桃園市府也協助家屬
將婆婆骨灰暫厝殯儀館，俟全家康
復後再由家屬奉厝。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公布
國內新增1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
，為本國籍20多歲男子（案937），
上月底自法國入境，原訂年初一出
關過年，但檢疫期間出現咳嗽、流
鼻涕等症狀接受採檢，在除夕當日
確診新冠肺炎。根據指揮中心出院
標準，男子還要自發病日算起10天
才能出院。

桃園11家聯防醫院春節禁探病
何時解禁待討論！桃醫力拚年後全面恢復營運

（中央社）台北福華飯店37年來除夕當天現做年菜銷售在
業界居冠，不少大台北地區民眾都成為老客戶，今年因為疫情銷
業績加高兩成，銷售排行榜包括紹興醉雞1,000多份、花開富貴
辣味禮盒 573份、臘味蘿蔔糕803份、台式佛跳牆排翅 607份、
紅蟳米糕451份。

福華公關室副理陳正平指出，今年年菜外賣銷售狀況相當好

，中餐廳部分年菜商品半個月前就已售罄，像是江南春今年首度
推出賜福套餐4人份很受民眾歡迎，原本限量88套，今年提早進
入追加套餐數量，以滿足更多消費者需求。

今年預估年菜外賣銷售金額約1,600萬元，與去年同期年菜外賣
銷售比較成長約近兩成。銷售冠軍醉雞今年除夕到年初五預計用

掉2.8噸雞腿，約2,800份，是福華的鎮店名菜。
往年很多民眾選擇在飯店吃團圓飯，今年因疫情，外帶年菜

變得更熱門，估計將成為新常態。台北福華飯店秉持37年來的
堅持，除夕當天提供 「現做年菜」 (非冷凍食品) 的外帶服務，
提供饕客們於疫情期間不一樣的選擇。

不畏疫情影響 除夕當天福華
提供現做年菜外帶服務

騙父母要值班 月薪30K男不敢返鄉原因曝

網看傻：大伯太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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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文旅融合成地方兩會“熱詞”
數字IP跨界新探索在京將啟

近期，各省份陸續進入地方兩會時

間。在敲定“十四五”發展目標和重點

任務的同時，明確了2021年重點工作部

署。其中，北京提出“高水平運營好環

球主題公園壹期”，“上海旅遊”高峰

建設工程將實施，海南將打造熱帶雨林

旅遊產業集群……“文旅融合”壹詞，

在各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不約而同，

高頻出現。

業內人士分析稱，各地把文旅融合

作為推動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能

，其“壹業興、百業旺”的乘數效應將

持續彰顯；在構築符合後疫情時代特征

的高質量旅遊產品體系進程中，“數字

IP+文旅”的跨界探索，將極大助推文化

和旅遊業態融合、產品融合、市場融合

、交流融合，並以獨特的內容呈現與場

景體驗，打造出傳播文化價值、體現時

代精神的風景線。

“新地標”解碼：項目積銖累寸 打
開想象邊界

以北京為例，承載著未來文化旅遊

新地標的厚望，北京環球度假區項目自

2014年國家發改委正式批準立項，精心

打造至今近7年，由建設期進入開園籌

備期。

作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遊功能

的重要支撐，這裏從壹片荒蕪的土地到

設施拔地而起、主題場景陸續完工，成

為備受業界與遊客期待的樂園。功夫熊

貓、變形金剛、小黃人、哈利· 波特等經

典IP，將在各主題景區帶給遊客“壹站

式體驗”。近日，騰訊互娛與北京環球

度假區宣布達成長線合作計劃。雙方將

壹同探索主題公園與遊戲IP融合的全新

體驗，尋找中國文化面向新生代更流行

、更生動的呈現方式，並為文旅行業帶

來多樣性的實踐。

北京國際度假區有限公司主題公園

和度假區管理分公司總經理苗樂文

（Tom Mehrmann）接受新華網采訪時指

出，季節性活動是全球環球主題公園以

及度假區中廣受歡迎的娛樂項目。北京

環球度假區的季節性活動，將在園區的

已有景點設施之外，精選中國本土最受

歡迎的IP元素，通過引入豐富的科技互

動元素、舞臺表演，周邊衍生餐飲及零

售產品等多種形式，呈現耳目壹新的

“限時限定”體驗。

騰訊遊戲副總裁、騰訊電競業務負

責人侯渺也深信，雙方基於“數字IP+文

旅”的深度融合合作，將給北京環球度

假區註入高品質的內容和體驗。

他表示：“騰訊從泛娛樂布局到新

文創戰略，歷經數十個新文創項目的啟

動和落地，系統性、大規模推動著IP長

線培育與塑造，並加大各業務與外界夥

伴的跨界合作。而此次與北京環球度假

區的合作，意在把旗下遊戲IP中所具有

的中國文化內涵，以更生動、流行的方

式呈現出更創新、豐富的體驗，打造壹

個更具影響力的版本。”

“新融點”探尋：數字IP加持 再
現文化價值

“要推出更多國際化程度高、中國

特色明顯、符合境外遊客需求的優質旅

遊產品。”在近期召開的2021年全國文

化和旅遊廳局長會議上，文化和旅遊部

部長胡和平提出，要以科技創新和數字

化變革催生新的發展動能，加快推進文

化和旅遊發展理念創新、業態創新、服

務創新、模式創新、管理方式創新。

事實上，如果說以歷史文化、古跡

資源為依托的旅遊開發，是文旅產業的

“1.0版本”，那麼“2.0版本”則已進

入以文創、科技、資本、人才等全要素

驅動，構建供需更高水平動態平衡的文

旅融合新階段。

“站在不同參與者的角度，會有不

壹樣的答案。”在侯渺看來，IP、數字

化是更能有機推動文旅融合的關鍵點。

“近年來，我們在實踐中看到，通

過強互動體驗的IP線下場景，不僅可以

演繹中國特色文化符號，讓新鮮、立體

、多元的文化融入城市空間與大眾生活

，為當地旅遊註入更豐富的文化內涵，

而且幫助鏈接地方城市、文旅產業機構

、文化創作者等，共創壹個更成熟的文

化產業生態，進而反哺傳統文化的數字

化傳承、傳統行業轉型及產業升級。”

他說。

侯渺表示：“數字化的優勢眾多，

比如可記錄，可編譯，可持續優化。對

我們來說，比單純IP升級的是含有創意

、人文精神的二次創造，以科技方式通

過數字化內容呈現出文化底蘊。與環球

的合作，會是又壹次重要嘗試，既將廣

受歡迎的數字文化帶到線下場景，給人

創造前所未有的娛樂體驗，也為IP在文

旅融合場景中的運用，探索新的可能，

發揮更大價值。這個組合還會帶動更多

與其他區域的合作思路。”

在文旅產業升級帶動下，主題公園

行業近年大步向前。TEA及AECOM聯

合發布的《2019全球主題公園及景點報

告》顯示，全球十大主題公園集團2019

年的遊客量再上新臺階，增至5.21億人

次。

苗樂文認為，備受中國新生代消費

者喜愛的騰訊超人氣IP將在北京環球度

假區2022年的限定季節性活動中首度亮

相，為步入園區的賓客打造全方位的沈

浸式娛樂體驗。這將是中國本土優質IP

與世界著名主題公園的首度碰撞。

“通過與騰訊互動娛樂的合作，在

季節性活動中，我們將在現有的遊樂設

施外加入壹些季節性的新元素，或者專

門為某個季節性活動打造獨壹無二的新

活動，我們相信騰訊互娛的IP也是非常

完美的選擇。”他進壹步說，“在這樣

的活動中，我們會考慮本土市場消費者

的興趣和喜好，給消費者帶來日常體驗

不到的、全新的創新體驗。同時，也可

以重新吸引那些已經來我們園區內遊玩

過的消費者，給他們壹個再次來到園區

的理由。”

“大手筆”幕後：商洽銜枚疾走 合
作水到渠成

進入“十四五”開局之年，越來越

多的省區市，明確部署將文化旅遊作為

產業轉型升級、重塑產業優勢的主攻方

向之壹，文旅品牌項目是不可或缺的抓

手。《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制定北京市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清晰地指

出，要實施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推動

文化與科技、旅遊、金融等融合發展，

培育發展新型文化企業、文化業態、文

化消費模式。

北京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院副院

長陳少峰認為，能形成規模更大或價值

鏈條更長的全產業鏈結構，是文旅遊融

合的壹大特點。文化和旅遊產業之間進

行融合，包括從內容到衍生品的開發，

從價值實現上形成要素更齊全、消費時

間更長和帶動性更強的產業鏈。

“我們壹直致力於更多聆聽消費者

或者賓客的需求，不斷地在和本土的優

秀的創新型人才和品牌進行聯手，共同

打造全新度假體驗，提升賓客的遊玩體

驗，從而推動文化消費升級，為經濟增

長提供新的活力和註入新的動能，我相

信這些都會進壹步推動整個文旅行業的

發展。”苗樂文表示。

談及此次項目合作交流心得，侯渺

的歸納是：“水到渠成”。他強調，壹

直以來，環球的優勢在於依托超人氣電

影IP，運用其領先的創意設計能力，打

造令人身臨其境的線下主題娛樂體驗，

而基於互聯網的數字科技賦予其更新的

意義。雙方探討考慮整體組合的更優效

果，又在此過程中相互學習借鑒，以利

於在長周期去釋放各自特長。

“後疫情”觀瞻：激發產業潛能 發
展前景廣闊

對於以線下場景為主的傳統文旅行

業，疫情產生的影響不可小視。世界旅

遊組織（UNWTO）最新數據顯示，2020

年全球旅遊業收入損失1.3萬億美元。不

過，UNWTO專家小組認為，目前有跡

象顯示2021年初全球旅遊業已顯露復蘇

態勢。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近日發布

的《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21）》

分析稱，疫情影響促使了行業加速數字

化轉型，引導了線上文化消費，並不斷

催生出新場景、新模式、新業態，激發

產業發展新動能。

該報告預計，在2021年產業發展趨

勢中，數字化進程加速位居首位。陳少

峰表示，體感技術、增強現實和虛擬現

實等數字化技術對文旅產業業態、商業

模式創新和產品創新帶來重大影響。借

助數字化技術的應用，文旅企業可打造

體驗式的文化園，建設“內容體驗和衍

生品開發”為主要特色的文旅綜合體，

形成壹系列由技術創新帶來的重要產業

業態變動。

“我們始終對中國旅遊行業的長期

發展充滿信心，目前北京環球度假區的

所有成員都在全心全意為盛大開業籌

備，我們對於未來非常樂觀、信心滿

滿。”苗樂文如此展望，“雖然疫情

給全世界都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挑戰

，但相信在後疫情時代，依托於中國政

府優秀的疫情防控工作，文旅產業發展

前景將非常廣闊。”

未來已來，將至已至。邁入 2021

年，中國文旅產業將在更廣範圍、更

深層次、更高水平上實現融合發展，

滿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而伴隨北

京環球度假區的公園大門開啟，其與

騰訊互動娛樂“數字 IP+文旅”的合

作探索，有望為新時代文化和旅遊融

合式、內涵式、開放式發展蹚出壹條

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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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馬上行動，為學業和生涯重新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2021年1月19日春季開學
報名從速，登記方式：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百餘項優質科目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快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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