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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媒體大戰 延燒至歐盟

【綜合報道】英國 4 日撤銷大
陸官媒中央電視台旗下的英語新聞
頻道 「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
）在英的播放牌照，接著德國依據
歐洲 1989 年簽署的共享牌照協議，
禁止 CGTN 在德國繼續播出。英德
先後禁播 CGTN 後，CGTN 恐遭歐
洲更多國家禁播。不過 CGTN 只需
向歐洲任何一個國家申請新的播放
牌照，仍可解套續播。
跨境電視協議 多國恐掉線
歐洲多國 1989 年簽署 「跨境電
視協議」 ，CGTN 在英獲得播出許
可，因此自動獲准在德國播出；同
理，英國取消其牌照後，CGTN 在
德國的播放許可也同時失效。根據
《德國之聲》報導，德國北威邦媒
體管理局 12 日證實已停播 CGTN。
北 威 邦 媒 體 管 理 局 稱 ， CGTN
原本是以英國的牌照獲准在德國播
放，但因英國 4 日吊銷 CGTN 的播

放牌照，因此德國也要禁播 CGTN
。
英 國 電 信 商 伏 德 風 集 團 （Vodafone）旗下德國分公司表示，已
停止該公司在北威邦、黑森邦、巴
登符騰堡邦等 3 個邦的有線電視系
統播送 CGTN 頻道節目。
抨擊北京 限制言論自由
上述跨境電視協議是在 「歐洲
理 事 會 」 （Council of Europe） 框
架內簽署，英國脫歐後仍是理事會
成員。其他簽約國包括歐盟 27 個歐
盟成員國、大部分巴爾幹國家與烏
克 蘭 。 因 此 英 國 通 訊 管 理 局 （Ofcom） 撤 銷 CGTN 的 牌 照 ， 意 味
CGTN 可能在全歐範圍內都會失去
播放許可。不過，只要 CGTN 在其
中任何一個國家重新申請牌照，便
可恢復在歐洲播出。再者，CGTN
在歐洲境內仍可透過網路及衛星傳
送節目。

陸歐媒體禁播大戰源於英國政
府 4 日 撤 銷 CGTN 播 放 執 照 ， 稱
CGTN 作為海外頻道，但編輯權仍
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上，不符英國
法律規定。英國禁播 CGTN 引發北
京當局不滿，12 日下令禁播英國廣
播公司（BBC）世界新聞頻道。緊
接著香港電台 RTHK 也宣布自 12 日
23 時起，停播 BBC 新聞頻道。
大陸禁播 BBC 後，遭美、英、
歐盟嚴詞譴責。歐盟抨擊北京禁播
BBC 是繼去年驅逐多名外國記者之
後，限制言論及新聞自由的另一惡
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批評
，北京一邊在境內限制外國傳媒，
一邊利用海外傳媒傳播不實訊息，
令人困擾。英國也不客氣，稱中方
禁播 BBC 只會進一步損害中國在全
球的聲譽。
（網絡照片
網絡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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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Music Brings The Peace
The almost two and
one-half
hours
show included a lot
of local and world
famous musicians
and
performers
who displayed their
talents to the millions in the audience who greatly
enjoyed their performances.

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
我見我聞我思02
02//13
13//2021

我們向全球華人同胞拜年
第二十五屆國際農曆新年网上音樂會
，於昨天年三十晚除夕夜透過臉書、YouTube、美南電視台向全世界播出，由于疫
情之原因， 這是我們首次以網路新媒體平
台向全世界世界的華人同胞們共度佳節。
昨天下午接到了特納市長的來電，表
示對我們農曆新年之特別問候， 他知道因
為疫情仍然嚴峻 ，他無法似往年一様到美
南新聞廣場向大家拜年，不過他特別録製
了一段祝賀新春之視頻在昨晚播出。
此次音樂晚會之成功，首先要向藝術
舞蹈家高暁慧表達誠摯之謝意，其他更有

董革老師，穆團長，王联老師，陳連紅女
士，少林武術團隊及電視台全體員工共同
努力，為我們寫下了一段歷史紀錄。
國會議員格林好兄弟也為我們晚會帶
來祝福，僑社好友也紛紛在台上發表祝詞
。
過去一年，我們曾經面對新冠疫情之
肆虐，許多商家因而倒閉 ，所幸新政府上
任之後，大力推動防疫工作，確診人數已
大幅下降，加上拜登政府為社會帶來祥和
氛圍，我們一定能共體時艱， 為経濟復甦
抵抗病毒共同努力。

We really appreciate the contributions of our producer Gao Xiao Huey,
artist Lucy Tung,
Chen
Lan-Hung
and Wang Lian.
Their
world-class
program made our
show so successful.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lso
sent us a video
message
and
called me personally to congratulate
me on the program
and wished me a
Happy Lunar New
Year.
Congressman Al Green also
sent a message to
our communit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have sponsored the
25th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on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ere able to watch
our program through YouTube, Facebook and
many othe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Մ↛፹
LIVE

歡迎使用

2020 was a year
full of so much tragedy. Many of us
lost businesses and
family members. Even now we are still fighting
for survival. We are so glad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s working so hard to fight the coronavirus. We are seeing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now.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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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架“世界最先進加油機”
成功首飛 該機型屢次曝出故障缺陷
（綜合報導）據“空軍技術”網站報導，由
波音公司為日本航空自衛隊建造的首架 KC-46 加
油機近日完成了首飛。
報導稱，此次首飛標誌著 KC-46 加油機交付
計劃的重要里程碑，飛機現在將進入研發認證階
段。 KC-46 加油機項目經理傑米.伯吉斯表示：
“這對日本航空自衛隊和波音公司來說都是一個
令人興奮的里程碑”。 “日本距離接收世界上最
先進的空中加油機已經越來越近。”
日本總共將接受 4 架 KC-46 加油機，首架機
預計將於今年年內交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
該加油機的首個國際用戶。
KC-46 是一款多功能加油機，能夠為多有美
國盟友的軍用飛機加油。該機也能搭載乘客、運
送貨物、轉運病患等。波音日本公司總裁威爾.謝
弗說:“波音的 KC-46 加油機及其強大的防禦系
統將在我們兩國之間的安全聯盟中發揮寶貴作用

。”
但這款加油機在研製和交付過程中屢屢曝出
問題，還曾因機體內存在不明異物，在交付時遭
美國空軍“拒收”。在 2019 年 1 月波音開始向美
國空軍交付 KC-46 加油機後僅僅過了一個月，美
國空軍就發現這款加油機中有遺留的異物碎片，
包括用於製造飛機的工具和其他製造材料，這是
潛在的安全隱患。美國空軍在 2019 年 3 月和 4 月
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調查，並在數週內停止接收這
款新型加油機。
在去年 4 月初，KC-46 加油機還被曝出了新
的故障——“過度燃油洩漏”。據美國空軍稱，
這一故障是在 2019 年夏天首次發現，但最近才被
認定為是“一類事故”。 KC-46 加油機使用了
冗餘燃料保護來防止燃油洩露。然而，機組人員
在一些飛機的一級和二級燃料隔層之間發現了燃
油。

普京拒絕公開接種新冠疫苗，
普京拒絕公開接種新冠疫苗
，難免會引發民眾擔憂

（綜合報導）據英國媒體報導，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 (Vladimir Putin)表示，並不急於
接種俄羅斯新冠疫苗 Sputnik V。同時，拒絕了公開接種疫苗以鼓勵公眾參與的建議。
據報導，普京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不想在鏡頭前胡鬧”。並表示，他可能會在夏末或秋
初接種疫苗。報導稱，普京承諾的接種時間，是在俄羅斯衛生部批准 60 歲以上老人接種疫苗的好
幾個月之後了。當記者問道：“為什麼不急於接種 Sputnik V？”普京表示，他已經準備好了流感
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接種計劃，這些疫苗不能同時接種。
報導稱，目前，任何想見普京的人都必須提前兩週隔離。同時，克里姆林宮、普京住所等還
有一條特殊的消毒通道，任何人會見普京都必須經過這條通道。
2020 年 8 月，在臨床試驗尚未完成的情況下，普京就大肆宣布 Sputnik V 是安全有效的，從而
招來大片罵聲。普京當時表示：“我知道它非常有效，形成了強大的免疫力，我重申，它已經通
過了所有必要的檢查。”
截至目前，俄羅斯新冠確診病例總數 398 萬例，新冠死亡病例 77415 例。隨著數以萬計的人受
到感染，在結束這一毀滅性流行病的集體競賽中，每一天都顯得至關重要，接種疫苗刻不容緩。
報導稱，2 月早些時候公佈的結果顯示，這種新冠疫苗的有效性為 92%。但目前，普京不願公
開接種新冠疫苗，難免會引發民眾擔憂，或許新冠疫苗接種率會因此大幅下降。

日本福島近海地震修正震級為77.3 級，已致
日本福島近海地震修正震級為
已致50
50餘人受傷
餘人受傷
（綜合報導）日本首相菅義偉 14 日凌晨在首相官邸表示，日本福島東部海域 13 日晚間發生的
地震不會引發海嘯，相關核設施無異常，目前沒有地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報告。
日本氣象廳 14 日凌晨將此次地震發生的時間由最初公佈的當地時間 13 日 23 時 08 分修正為 23 時 07
分，震級由 7.1 級修正為 7.3 級，震源深度由 60 公里修正為 55 公里。
日本氣象廳官員鐮谷紀子 14 日凌晨在記者會上說，此次地震或為 2011 年“3•11”大地震的
餘震。近兩三天乃至今後一周可能發生強震，她提醒居民注意安全。
據日本媒體報導，地震發生時日本福島縣和宮城縣震感強烈，目前兩縣共有 50 多人受傷，兩
處發生火災。福島縣發生山體滑坡。日本東北、上越、北陸、東海道新幹線部分區間因停電暫時

停運。
此外，日本多地發生大面積停電和斷水，東北地區至少 10 個火力發電
機組暫停發電。東京電力公司說，福島第一核電站沒有報告輻射監測數
據變化。宮城縣女川核電站的設備沒有明顯異常，輻射監測數據沒有變
化。茨城縣東海第二核電站和新潟縣的柏崎刈羽核電站也沒有異常。
目前，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機管理中心設立官邸對策室，警察廳設立災害警備本部，福島
縣和宮城縣成立災害對策本部。菅義偉指示儘早掌握受災情況，希望各地密切合作，全力救災。
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已要求自衛隊做好災害應對工作。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部海域發生 9.0 級地震並引發特大海嘯，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受地
震、海嘯雙重影響，福島第一核電站大量放射性物質洩漏，導致發生自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之
後最嚴重的核事故。

綜合國際
星期日

2021年2月14日

A4

Sunday, February 14, 2021

加拿大累計新冠病例突破 80 萬 疫情出現受控跡象
綜合報導 加拿大累計報告
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 2 月 6 日
突破 80 萬例。目前的數據顯示
，加拿大的日增病例數有望出
現自去年秋季疫情反彈以來首
次持續第四周下降。
加公共衛生部門公布的數
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 6 日晚
，該國累計病例達 801057 例，
單日新增 3301 例。康復 73444
例，死亡 20702 例，尚有活躍
病例 45711 例。
加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
在每日公報中表示，數據已顯
示日增病例數持續下降的趨勢
，說明基於社區的防控措施正
在奏效。但她提醒，仍須采取
強有力措施以保持疫情穩定下
降的趨勢。

巴西累計死亡病例數破 23 萬
變異病毒感染確診 38 例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 50872 例，累計確診 9447165 例；新增死亡病例 1239 例，累計死亡
230034 例；累計治愈 8326798 例。
巴西衛生部通報稱，到目前為止，巴西全國已確認變異新冠病毒
(P.1)感染病例為 38 例，其中亞馬孫州 31 例、帕拉州 2 例、聖保羅州 5
例。專家表示，變異病毒傳染性更強，呼籲各州衛生部加強對變異
新冠病毒的研究和監測，及時采取應對措施，以防止變異病毒的傳
播和蔓延。
巴西經濟部長保羅· 蓋德斯(Paulo Guedes)5 日表示，巴西政府今
年將繼續為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發放緊急援助金，但受益人數將比
去年減半，約為 3200 萬人，因為有部分人已經領取政府發放的家庭
補助金。
去年，為應對疫情的沖擊，巴西政府為低收入群體發放了緊急援助
金。當年 4 月至 8 月，每人每月可獲得 600 雷亞爾(1 美元約合 5.4 雷亞爾)
的援助。9 月至 12 月，該數額降至 300 雷亞爾。
聖保羅州政府 5 日對該州的防疫級別進行了新的劃分，宣布包括
聖保羅大都市區在內的 6 個地區進入第三防疫級別的“黃色”階段，
從 2 月 8 日起允許這些地區的商店、購物中心、餐館和酒吧等商業場
所營業到 22 時。自去年 6 月初起，聖保羅州經濟重啟計劃按疫情程度劃
分為“紅、橙、黃、綠、藍”五個階段，依次實施不同的防疫和社會隔
離措施。

非盟：非洲大陸已籌措
10 億支新冠肺炎疫苗
綜合報導 作為非盟輪值主席，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在非盟虛擬會議
上透露，非洲大陸目前已經通過世界衛生組織、非盟等渠道籌措了 10 億
支新冠肺炎疫苗。
拉馬福薩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給非洲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
在疫情面前，非洲人民展現出了機智和勇氣。
但拉馬福薩指出，疫情使得本就疲弱的非洲經濟雪上加霜，“新冠
肺炎疫情不僅是壹次嚴重的突發衛生事件，還是壹次嚴重的經濟和社
會危機。”他強調，目前非洲僅有個別國家能夠自主推動新冠肺炎
疫苗接種工作，大多數國家只能寄希望於國際組織等渠道的援助，而
當前擁有 55 個成員國的非盟則希望能在三年內完成該大陸 60%人口的疫
苗接種工作。
截 至 目 前 ， 非 洲 新 冠 肺 炎 確 診 病 例 超 過 360 萬 例 ， 死 亡 病 例
超 過 94000 例 ， 疫 情 形 勢 不 容 樂 觀 。 其 中 ， 作 為 非 洲 大 陸 疫 情 最
嚴重的國家，南非新冠肺炎確診、死亡病例雙雙位居非洲大陸
首位。
拉馬福薩表示，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此前已經針
對非洲大陸部署了大量財政資源，但這些目前尚不足以幫助非洲國
家渡過眼前的難關。為此他呼籲世界銀行和和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
能夠給予非洲國家更多優惠貸款，幫助非洲大陸經濟盡快擺脫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響。
當日，拉馬福薩正式卸任非盟輪值主席職位，他的繼任者為剛果民
主共和國總統菲利克斯· 齊塞克迪。

加拿大訂購的新冠疫苗在
近期遭遇交付延遲，導致目前
疫苗接種進度受影響。這已引
發輿論頗多質疑。加拿大總理
特魯多 2 月 5 日在渥太華對媒體
回應說，理解民眾的焦慮，但
他保證相關工作仍在“按部就
班”進行。他仍有信心加拿大
將在今年第壹季度獲得計劃中
的 600 萬劑疫苗，並在 9 月之前
讓該國所有有意願的人接種疫
苗。
截至 2 月 5 日，擁有約 3800
萬人口的加拿大僅完成約 104
萬劑疫苗接種。
特魯多表示，針對航空入
境旅客的機場強制檢測和 3 日
強制隔離措施將盡快實施，同
時加當局還在研究如何加強陸

地邊境防疫措施。
加官方近日決定，對遊船和
郵輪繼續實施為期壹年的運營禁
令，包括禁止遊船在加拿大北極
地區水域航行，並禁止郵輪在加
拿大所有水域航行。禁令將持續
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加統計局新近公布的數據
顯示，由於各地升級防疫限制
措施，加拿大在今年 1 月流失
21.3 萬個就業崗位，其中大部
分是零售業的兼職工作等。就
業率落至去年 8 月以來的最低
水平。
在較長時間實施各類限制
措施後，近來加拿大壹些省份
出現搖擺。內陸的阿爾伯塔省
已決定，將從 2 月 8 日起進行首
輪放寬措施，包括恢復餐飲業

堂食服務、部分健身和體育訓
練活動等。安大略省官員透露
，該省計劃近期公布社會經濟
重啟的措施。目前該省仍在實
施“封城令”“居家令”等限
制措施。
不過，西海岸的不列顛哥
倫比亞省 5 日宣布，鑒於疫情
形勢不穩定，現行的防疫措施
將無限期延長。
加拿大在 2020 年 1 月 25 日
報告首例確診病例，累計病例
數在 6 月 18 日達到 10 萬例，之
後 4 個月突破 20 萬例，又在不
到壹個月內達到 30 萬例，再用
了 18 天便超過 40 萬例。其後，
增至 50 萬例和 60 萬例各用了 15
天，增至 70 萬例用時 13 天，但
此次增至 80 萬例用了 21 天。

希臘加強局部防疫
專家認為學校應該開放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 小 時 ， 希 臘 新 增 1113 例 新 冠 確 診 病
例 ，累計確診超 16.3 萬例；新增死亡 29
例，累計死亡為 5951 例。
鑒於疫情形勢，希臘政府在部分地區
加強了防疫措施；此外，有專家認為，學
校應該在壹定條件下復課。
部分地區封鎖措施“加碼”
當地時間 2 月 5 日，希臘衛生部門專
家召開了壹場長達 8 小時的會議，最終決
定在雅典等 8 個城市升級防疫措施。
報道稱，在 2 月 5 日的會議上，專家
指出，壹方面，某些地區病例的激增已經
敲響了警鐘；另壹方面，不同地區也根據
各自的流行病學數據采取了地方性的措施
。需要討論的是對三類區域的劃分：紅色
區域、強硬封鎖區域以及僅針對周末采取
專門封鎖措施的區域。
會上，專家們主要分為兩派。其中壹
派認為，應當在負擔沈重且病例迅速增長
的地區采取強硬措施；另壹派則認為，在
周末采取限制性措施就已經足夠。
從最終采取的措施上來看，這兩種方
案均被采納。在病例呈指數級增長的帕特
雷、聖尼古拉斯、聖托裏尼和米克諾斯等

地，已經開始實行強硬
封鎖；而在壹些情況危
急但並未超負荷的地區
，比如雅典、塞薩洛尼
基、哈爾基迪基，僅采
取針對特定日期和時段
的限制。
此外，會議還花了
三個多小時對阿提卡大
區的防疫措施進行討論
。數據顯示，阿提卡的
狀況很接近帕特雷(強
硬封鎖)，但在考慮到市民的疲勞情緒和
首都在強硬封鎖中可能會受到的其他影響
後，專家們決定先從減少周末社交活動開
始。
同時，希臘公民保護部副部長尼科
斯· 哈爾達裏亞斯表示，所有的防疫措施
每天都將面臨審視。關於學校是否關閉、
何時關閉的問題，專家們也會在合適的時
候給出合適的解答。
西阿提卡大學教授瓦托布羅斯表示，
病例數不斷增加的重要原因，是希臘並未
在紅色區域實施任何額外的措施。瓦托布
羅斯說，“我們正在努力避免第三波疫情
的形成，也就是在形勢失控前阻止目前正

重獲新生！
男子成功完成換臉換手手術
為全球首例

在上升的趨勢。我們的賭註就是新措施。”
帕帕尼古拉醫院第二重癥監護病房主
任卡普拉維洛斯強調說，當前采取的嚴格
封鎖向正確的方向邁出了壹步。
學校是否應該開放？
瓦托布羅斯還提到了學校是否應該開
放的問題，並表示由於病毒對兒童的感染
性更弱，因此當兒童在學校裏上課時，他
們的狀況比在家裏或公園裏更受控制。
對於這壹問題，兒科醫生馬紮尼斯也
分析了未成年人群體中的病毒感染數據，
並表示，學校應當開放，但前提是“教室
裏的孩子很少”。

綜合報導 美國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日前宣
布，他們為壹名男子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同步換臉、
換手手術，讓該男子有望恢復正常的生活。
據報道，2018年，美國新澤西州男子迪梅奧遭遇了壹場
嚴重車禍，導致其全身燒傷面積達80%，臉部完全毀容。
2020 年 8 月，為了讓迪梅奧恢復到正常生活，紐
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醫療團隊為迪梅奧進行了全臉
及雙手的移植手術，手術過程歷時 23 小時，80 名來自
6 個手術團隊的醫護人員參與，並且動用 2 間手術室同
步進行。
手術結束後，迪梅奧在加護病房住了 45 天、又轉
進普通病房觀察 2 個月，確保沒有排斥或感染，紐約
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團隊 2021 年 2 月 3 日才正式宣布
手術成功。
據報道，先前曾有 2 例同步進行換臉、手部移植
手術的案例，但最終都宣布失敗。
在康復過程中，迪梅奧學會了睜開眼瞼、移動雙
手，甚至是微笑。醫療團隊負責人愛德華多· 羅德裏
格斯表示，“他是我見過的最積極的患者。”迪梅奧
也稱，想要向全世界分享他的故事，給予人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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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重縣自行延長“緊急事態宣言”至 3 月 7 日
綜合報導 日本中央政府日前將 10
地的“緊急事態宣言”延長實施到 3 月
7 日，三重縣未被納入這壹範疇。當地
時間 2 月 5 日，三重縣決定跟進中央，
也延長實施“緊急事態宣言”到 3 月 7
日。
據報道，2 月 5 日，三重縣召開新
冠對策本部會議，決定將原定於 2 月 7
日截止的區域級“緊急事態宣言”，
延長到 3 月 7 日。
若疫情狀況有所改善，三重縣也
會提早解除“緊急事態宣言”。
2 月 2 日晚，日本首相菅義偉在首
相官邸召開新冠病毒對策總部會議，
宣布將 10 地的新冠疫情緊急狀態延長
壹個月至 3 月 7 日。延長緊急狀態的地
區具體包括：東京都、神奈川縣、千
葉縣、埼玉縣、愛知縣、岐阜縣、大
阪府、京都府、兵庫縣、福岡縣 10 個
都府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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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韓國中央藥師審議委
員會 4 日表示，基於目前的臨床試驗結
果，可批準使用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但
建議預防接種專門委員會今後繼續就能
否為 65 歲以上高齡者接種進行討論。
韓國食品醫藥品安全處 5 日表示，
為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等進行咨詢，當地時間 4 日下午在忠
北五松食品醫藥品安全處舉行了中央藥
師審議委員會會議。
在本次會議中，中央藥師審議委員
會認定，為預防韓國國內新冠疫情，有
必要使用阿斯利康疫苗。綜合此前“新
冠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驗證咨詢團”的
咨詢結果，該委員會表示，基於目前的
臨床試驗結果，可批準使用阿斯利康新
冠疫苗，但建議預防接種專門委員會今
後繼續就能否為 65 歲以上高齡者接種
進行研討。
食品醫藥品安全處表示，將綜合此
前“新冠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驗證咨詢
團”以及此次中央藥師審議委員會咨詢
會議聽取的專家意見以及疫苗的有效性
和建議事項，在最終驗證委員會中決定
是否批準使用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韓中央藥師審議委員會：
可批準使用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星期日

日本奧委會主席回應森喜朗不當發言：違反奧運精神
綜合報導 日據日本共同社
報道，圍繞東京奧組委主席森
喜朗涉嫌歧視女性言論遭國內
外批判的問題，日本奧委會
(JOC) 主 席 山 下 泰 裕 5 日 稱 ，
“這是違反奧運會和殘奧會精
神的不當發言”。與此同時，
日本壹簽名網站上，已有逾 8
萬人簽名要求探討森喜朗繼續
任職是否合適。
據此前報道，3 日，森喜
朗在日本奧委會的評議員會上
發言稱，在有很多女性的理事
會裏，會議要花很長時間。女
性有強烈的競爭意識，假如壹
個人舉手發言，其他人可能會
想自己也必須要說些什麼。這
樣每個人都會發言。
他還說，若參會女性增加
，則需要在壹定程度上控制發
言時間，否則就很難結束。

日本奧委會(JOC)主席山下
泰裕 5 日在東京都內接受采訪
時表示，森喜朗作出問題發言
的會場上自己壹同在座，卻
“錯過了指出的機會”，這也
凸顯了對於提出男女平等的奧
運理念，體育界意識淡薄。
山下稱，森喜朗作為 JOC
名譽委員出席 3 日的評議員會
議。據稱，山下委托森喜朗就
東京奧運籌備進展以及新冠疫
情對策進行介紹。長達約 40 分
鐘的發言涉及多方面的話題，
山下稱，關於女性理事的部分
也存在感到有疑問的地方，但
沒有責難其發言的聲音，當時
所有人都是旁觀者。
評議員會議上，山下等領
導層以及 63 名評議員(女性為 1
人)中 18 人到場，33 人在線參
加。對於據稱蔑視發言引發了

會場笑聲這壹點，山下否認稱
，“詳細調查後發現，不是歧
視女性的部分”。他強調，
JOC“將進壹步強力推進力爭
實現多樣性和共生社會的方向
性”。
就森喜朗的組委會主席
職務，山下稱，“本人已道
歉並撤回。希望他盡職，直
到最後”，期望留任。日本
政府方面也未出現要求辭職
的聲音。
4 日，森喜朗在記者會上
對其發表的涉嫌歧視女性言
論道歉，並表示撤回該言論。
森喜朗說，昨天發表了違背
奧林匹克精神的不當言論，
對此進行道歉並撤回該言論
。在被媒體問及是否會辭職
時，森喜朗表示沒有考慮過
辭職。

5 日，關於森喜朗的發
言 ， 日本閣僚接連指責，奧
組委及東京都政府接到大量
抗議的電話。在野黨議員等
也發出要求辭職的呼聲。來
自誌願者的辭退申請也越來
越多。
社交網站(SNS)上，要求森
喜朗卸任的發帖，以及對沒在
會議上譴責該發言的與會者的
批評接連不斷。
簽名網站“Change.org”上
，呼籲簽名的文章指出，“對
女性持有偏見的人物繼續擔任
主席職務不合適”，還要求日
本奧委會(JOC)和東京奧組委采
取防止再次發生的對策。簽名
從 4 日下午開始。截至當地時
間 5 日晚 9 點，已有逾 8 萬人簽
名要求探討森喜朗繼續任職是
否合適。

中國新能源車 去年“疫市”銷量急升逾一成

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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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鯰魚”特斯拉 激發市場活力


一 池 沉
寂的水塘會因
鯰魚的投入翻騰
激起浪花，如果這

池水是中國車市的話，進入中國市場剛滿一年的
特斯拉絕對就是“鯰魚”。過去一年中國車市儘管
曾因疫情受挫，但在鯰魚效應下依然碰撞出活力，
新能源車整體銷量逆勢大漲超 10%。各路資本巨頭
挽起袖子紛紛入局，造車新勢力亦相繼崛起。分析
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汽車行業朝向新能
源轉換已不可逆，特斯拉在趨勢切換的關鍵節點上
帶動潮流，而其他國產新能源車也
都站穩各自的市場定位。”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2021年的第一天，沒有新品發
布會、沒有任何的廣告
預熱，只是官網上更新了一下、微博上推
送了一下，特斯拉國產 Model Y 就這樣開
賣了。即使如此低調也迎來高光時刻：該
車型銷售首日即引發官網爆單，部分特斯
拉體驗店更單日單店銷近200輛。當日火爆
到什麼程度？有準買家表示，待在店內1小
時都輪不上進車裏坐一下，想湊近車身看
看細節都得扒開三層人，要和車合影的話
一張照片裏起碼有10多個人頭入鏡。

Model 3 年銷 13.7 萬稱冠
特斯拉的火熱不僅體現在店內景象，
用數據說話更是穩坐新能源車第一把交
椅。乘聯會最新統計顯示，2020 年特斯拉
Model 3 以 13.7 萬台的銷量拿下中國新能源
車年度冠軍，按去年中國售出 136.7 萬台新
能源車推算，特斯拉僅一款車型銷量就佔
中國新能源車市場的 10%，而這成績還僅
用一年時間達成。
羅蘭貝格全球高級合夥人、汽車行業
戰略諮詢專家鄭贇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
表示，從政策面和行業結構來說，特斯拉
是被中國市場需要的“鯰魚”，中國汽車
行業從 2015 年開始就向新能源車做切換，

且明確碳排放在 2030 年前達到峰值、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正處在傳統燃油
車往新能源車切換的過程中，這是一個不
可逆的趨勢，在這樣的一個關鍵時間節點
上，需要一些明星產品吸引市場目光，而
特斯拉這樣的新品牌和玩家，可以牢牢抓
住消費者的心理。”
鄭贇強調，“特斯拉本身在產品上具
有非常明確的亮點，比如它的自動駕駛功
能，和傳統汽車截然不同的極簡風，甚至
包括其創始人馬斯克帶給品牌的使命感和
未來感，都可以將市場的聚光燈打在新能
源車賽道上。”另從眾多消費者反饋來
看，特斯拉諸多顛覆性玩法的確惹人注
目：如取消 4S 店做直銷模式、手機可直接
代替車鑰匙，就連店內銷售也不再是西裝
革履，偏工裝的衣風格更像是當下流行
的“科技宅”。

中，單一品牌不可能壟斷市場。“我們認
為到 2025 年中國市場上乘用車數量可能在
2,500 至 2,600 萬台，按 20%的新能源銷售
的話大概是差不多500多萬台，其中純電動
車佔比在70%左右，也就是350萬台的一個
體量。特斯拉目前年產能在 50 萬台，從銷
量看今年在中國市場上估計約賣出了 14-15
萬台，今年在此基礎上就算產銷再激進甚
至翻一番的話，但市場份額還是有限，所
以特斯拉是沒有辦法對中國新能源車市場
造成壟斷的。”他說。
實際上，在特斯拉的帶動下，中國新
能源車市場整體活躍。
中汽協近日公布，2020 年中國新能源
汽車產銷增速由負轉正，產銷量
分 別 為 136.6 萬 和 136.7
萬輛，同比分別增長
7.5% 和 10.9% 。 其
中純電動汽車產銷
分別為 110.5 萬和
111.5 萬輛，同比
增 長 5.4% 和
11.6%；插電式混合
動力汽車產銷 26 萬和
25.1 萬 輛 ， 同 比 增 長
■鄭贇
18.5%和8.4%。

車市體量巨大 無法壟斷
除了性能和品牌，特斯拉另一為人津
津樂道的話題就是定價的調整。今年推出
的兩款國產 Model Y 較對應的進口版足足
下降了 14 萬至 16 萬元（人民幣，下同），
市場上因此將其稱為打價格戰的“鯊魚”。
不過，鄭贇明確表示，新能源車行業

2020 年新能源車銷售前十
◀ 20 年駕齡的王
慶海先生稱今後換
車會考慮新能源汽
車。

▶ 售 價 僅
2.98 萬 元 人
民幣的純電
動五菱宏光
MINI。
網絡圖片

排名 品牌

型號

銷量

同比漲幅

1

特斯拉

Model 3

137,459

——

2

五菱宏光

MINI

112,758

——

3

長城歐拉

R1

46,774

64.1%

4

廣汽埃安

AION S

45,626

40.4%

5

比亞迪全新秦

EV

41,219

1,279%

6

奇瑞

EQ

38,249

-2.9%

7

理想

ONE

32,624

3,070.5%

8

比亞迪漢

EV

28,772

——

9

蔚來

ES6

27,945

144.4%

10

寶馬5系

PHEV

23,433

-9.5%

資料來源：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

百家齊鳴 市場趨多維度化

■ 特斯拉進入中國市場後大受歡迎，更激發新能源汽車
市場活力。圖為Tesla創辦人馬斯克。
資料圖片

特斯拉這條外來“鯰魚”在中國市場上游弋一
年後，其他眾多車企迫於壓力紛紛崛起，開啟了新
能源車“戰國時代”。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競爭最
激烈的時代，多個標杆品牌相繼豎立、各種技術接
連問世、不同造車理念百家齊鳴，連市場也在變得
多維度化，消費者也越發想成為先行者嚐鮮各種最
新款的新能源車。
在上海任何一個大型商場地下停車庫內，不難
看到各式新能源車，進口的國產的應有盡有，除了
特斯拉，還有蔚來、小鵬、比亞迪、榮威、寶馬混
動等，售價僅幾萬元（人民幣，下同），造型小巧
又卡通的長城歐拉黑貓、五菱宏光 MINI EV 也可
見。
“中國消費者對新能源車的好感在快速提
升。”鄭贇稱，隨購買者對新能源產品了解度加
深，市場產品供給豐富以及輔助的設施的方便，這
些都有助新能源車的走熱。還有年輕的消費者認
為，喜歡新能源車也是一種生活態度，比如喜歡電
能帶來的強勁動力，環保的理念，甚至是一種信仰
追求。在社交媒體上諸如“買特斯拉純粹是支持馬
斯克的火星移民計劃”、“願為推進自動駕駛收集
數據做測試”等言論到處可見。當然，成熟的消費
者更多是出於務實需求，比如上海北京等大型城市
燃油車牌一牌難求，各地政府豐厚的補貼等，也都
是越來越多消費者選擇新能源車的理由。
當下新能源車市場，進口及國產品牌可謂平分
秋色。乘聯會數據顯示，去年特斯拉 Model 3 賣了
13.7萬台，五菱宏光MINI賣出超11萬台。實際上，
這兩款車定位完全不一樣，特斯拉主打電動車中的
高端，去年最初起步售價超過30萬元，而宏光MINI
售價 2.98 萬元起，面向基層用戶。“中國市場有一
個非常大的核心優勢就是本身的空間非常大。”鄭
贇稱，因為有巨大體量在，所以很多品牌都可在細
分市場中分一杯羹，去年新能源車銷售排名前 10
的，除了有純電動的還有插電混動的寶馬 5 系
PHEV、油電混合的理想 ONE 等，價格跨度區間亦
十分巨大，高端如寶馬 5 系插電混動售價 49.99 萬元
起，蔚來 ES6 35 萬元起，中端的比亞迪漢 21.98 萬
起，低價位的歐拉黑貓6.98萬起等。

▶ 商場內
賺吆喝的比
亞迪。

◀ 地下車庫
正在充電的蔚
來汽車。

人文歷史

以音樂開啟探索古蹟新角度
星期日

2021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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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February 14, 2021

滄桑歷史與人文精神的碰撞
香港昔日深水埗主教山拆卸荒廢多年的食水減壓缸，
香港昔日深水埗主教山拆卸荒廢多年的食水減壓缸
，使逾百年歷史的巨型古羅馬式地下蓄水池重見天日
使逾百年歷史的巨型古羅馬式地下蓄水池重見天日，
，引發市民爭往觀賞
引發市民爭往觀賞，
，影相留
念，呼籲保育
呼籲保育。
。港人對古蹟的熱情是否為曇花一現尚未可知
港人對古蹟的熱情是否為曇花一現尚未可知，
，但香港也並非所有經保育活化的古蹟都如大館及 PMQ 元創方般廣為人知
元創方般廣為人知，
，齊
聚展覽表演場地、
聚展覽表演場地
、餐廳酒吧及文創小店
餐廳酒吧及文創小店，
，開放多年依然熱度不減
開放多年依然熱度不減。
。無論是如保良局歷史博物館
無論是如保良局歷史博物館、
、香港茶具文物館
香港茶具文物館、
、香港醫學博物館等
香港醫學博物館等，
，承載
歷史卻相對默默無聞的博物館，
歷史卻相對默默無聞的博物館
，還是已涵蓋了多種功能的大館
還是已涵蓋了多種功能的大館，
，都在不斷尋找探索古蹟的新角度
都在不斷尋找探索古蹟的新角度，
，而古蹟音樂會正搭建了一個新舞台
而古蹟音樂會正搭建了一個新舞台，
，更邀
得本地年輕作曲家專為古跡作新曲。
得本地年輕作曲家專為古跡作新曲
。這是凝固建築與流動音樂的融合
這是凝固建築與流動音樂的融合，
，也是滄桑歷史與人文精神的碰撞
也是滄桑歷史與人文精神的碰撞。
。
採訪：
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部分相片由垂誼樂社提供

■李垂誼
歐洲的古堡、
、教堂
教堂，
，或古蹟活化的文化場地中邂逅音樂
在歐洲的古堡
會已是旅行尋常事，
會已是旅行尋常事
，垂誼樂社創辦人之一兼藝術總監李
垂誼，正是在歐洲演奏期間發覺其獨特魅力
垂誼，
正是在歐洲演奏期間發覺其獨特魅力，
，由此決定
將古蹟音樂會的理念帶回香港，“
將古蹟音樂會的理念帶回香港
，“古蹟音樂會未必
古蹟音樂會未必
在全世界適用，
在全世界適用
，但香港的古蹟建築融匯了中西風
格，所以在香港做這件事，會有特別的意
義。”“
。”“樂
樂．憶古蹟
憶古蹟”
”計劃應運而生
計劃應運而生，
，每年
以香港不同的古蹟作主題，
以香港不同的古蹟作主題
，音樂足跡走遍孫
中山紀念館、
中山紀念館
、香港茶具文物館
香港茶具文物館、
、香港醫學博
物館、
物館
、饒宗頤文化館等
饒宗頤文化館等，
，以音樂為大眾開啟
欣賞和了解古蹟的新角度。
欣賞和了解古蹟的新角度
。

為不同範疇藝術家提供平台

李垂誼稱，歐洲很多古蹟幾百年前已經與當時的知名音樂
家合作，這樣的曲目如今在古蹟演出，自然比現代化的音樂廳
更為適合。香港的古蹟自然承載着本地的歷史，他在選曲時也
盡可能考慮其與古蹟的關聯，樂社因此每年都會舉辦作品徵集
比賽，從中選擇兩位本地年輕作曲家，在資料收集與實地考察
之後，特別為古蹟作新曲，“他們的作品很有意思，可以從中
觀察到他們的性格和風格，感受到年輕人的創造力和無限能
量。希望比賽可以給他們機會，找到一條發揮自己的道路。”
他說。
“樂．憶古蹟”計劃 2013 年由位於銅鑼灣禮頓道 66 號的
保良局中座大樓拉開序幕，或因李垂誼從小於銅鑼灣長大，對
保良局有着既熟悉又陌生的特殊感情，“關帝廳雖然不是音樂
廳，但是很適合演奏，我發現很多來聽音樂會的觀眾，都對這
個古蹟很有興趣，很多人甚至之前都不知道保良局可以入內參
觀。”那年，由本地年輕作曲人梁書銘創作的《禮頓道 66
號》，於保良局這所二級歷史建築內首演，李垂誼笑稱：“這
些首演將成為歷史事件，年輕作曲人未來可期，這也是一種文
化投資。”去年 11 月，垂誼樂社將音樂會又帶回了保良局，
此亦成為去年的尾場，待疫情緩和後再計劃踏出新一步。
與保良局音樂會不同，對李垂誼而言，大館音樂會的意義
在於長期合作關係的建立，樂手的演出也不僅局限於賽馬會立
方的單一表演場地。去年秋季，他們走到昔日的中央裁判司
署、域多利監獄等不同角落，演奏由皮亞佐拉至韋華第的音
樂，再於 11 月的音樂會中演奏亞倫斯基和貝多芬的名曲，而
作品徵集比賽的優勝者作品，包括廖梓丞《浮城一瞥》與周子
騫《渡人．一牆．過客》的首演亦在此間獻上。未來，他更希
望帶領音樂新星們一起，繼續研究在大館不同角落演奏及尋找
音樂靈感的可能性。

■垂誼樂社去年再次回到保良局中座大樓關帝廳演奏
垂誼樂社去年再次回到保良局中座大樓關帝廳演奏。
。

廖梓丞創作《浮城一瞥
廖梓丞創作
浮城一瞥》
》
“音樂賦予古蹟新的意義
音樂賦予古蹟新的意義”
”

■垂誼樂社去年於大館賽馬會立方舉辦古蹟音樂會
垂誼樂社去年於大館賽馬會立方舉辦古蹟音樂會。
。

■計劃亦為觀眾提供導賞團
計劃亦為觀眾提供導賞團，
，豐富其音樂會體驗及對古
蹟的認識。
蹟的認識
。

網上音樂會 只是權宜之計﹖
據李垂誼介紹，樂社過往也會將音樂會影片發布於網
上，去年由於疫情關係，與大館合作拍攝了 4 輯“賽馬會樂
．憶古蹟”網上音樂會短片，涵蓋演奏之餘，亦聆聽樂手講
述自己與大館的故事。截稿當日，此網上音樂會短片前兩輯
在 YouTube 的觀看次數約 1.5 萬次。李垂誼坦言，自己其實
並不想做更多網上音樂會的事情，“古典音樂的聲音質地很
重要，我們不想讓觀眾因為手機播放的音質未盡理想而誤會
古典音樂。我們在網上做的事更多是為吸引年輕人關注事
件，疫情過後會來聽現場音樂會，真正欣賞到古蹟和音樂的
價值，這會是一個特別的體驗。”
與之相對的，是他此間廣邀音樂界的朋友，如音樂學院
教授、知名音樂家等，以座談的方式為計劃出國深造音樂、
卻因疫情未能實地諮詢及考察的學生指點迷津，“學音樂不
能僅在家閉門苦練，名師指點和訊息獲取也相當重要。”他
說。

生於香港的廖梓丞正修讀香港大
學建築學碩士，他在作曲時考慮最多
的也是如何連結音樂與建築，嘗試在
大館尋找一些有趣的空間，將其轉化
為音樂去表達。他明白，古蹟的價值
不只在於建築物本身，更重要的是這
些建築與人和社區的關係。現時的大
館由不同的新舊建築組成，音樂廳所
在的賽馬會立方亦是新建築的代表，
這種新舊的交雜與空間的轉換，賦予
他豐富的創作靈感。最終，他選擇了
一條由演奏廳通向藍閘的路，途經洗
衣場及監獄操場，“藍閘有很特別的
意義，是從前域多利監獄的主要出入
口，所以我會嘗試用音樂營造一種空
間轉換的感覺。”在原本的構想中，
作品希望配合實體空間中演奏者及觀
眾的移動，從演奏廳內帶領觀眾如儀
式般前進至藍閘，但因疫情暫未能實
現，故改以預錄音軌嘗試捕捉原先路
徑以及大館各處不同的聲景與聲學空
間，於演奏廳內重現。
《浮城一瞥》中的“浮城”既指
大館，亦指港島，引申大館和香港的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歷史息息相關，而“一瞥”則指通過
這條路走出藍閘的短暫旅程。為了尋
找創作靈感，他曾多次前往大館，對
建築分布及至細節都了然於心，再通
過導賞團深入了解更多歷史故事，也
意識到古蹟承載故事的意義。他認
為，大館是香港比較成功的保育案
例，保留了大型建築群的古蹟氣氛，
參觀中，他亦對狹長通道兩側狹小囚
倉的印象格外深刻。
當他在大館聽到自己的作品，視
線穿過舞台背後似真如幻的光影，隱
約見到那條通往藍閘的路，也是一種
特別的體驗。他稱，香港的古蹟通常
並非為音樂會而建，這種聯繫需要人
去建立，而音樂是了解建築的一個很
好的媒介，音樂帶動歷史氛圍的瀰
漫，也將改變觀眾對於所處空間的體
會，“這件事值得多點去做，這賦予
古蹟新的意義。”當昔日監獄化身藝
文之地，音樂的元素幫助人們了解認
識更多關於大館和時代的故事，也是
給音樂家和觀眾一個富有歷史感的新
選擇。

■廖梓丞由這條演奏廳通向藍閘的路獲取靈感
廖梓丞由這條演奏廳通向藍閘的路獲取靈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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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保良局到大館的音樂輪迴

■錢佑
大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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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於 2019 年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捐助，與大館等古蹟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注入
駐場藝術家、導賞及教育項目等多種新元素，望為
觀眾呈現別具意義和更深入的音樂體驗。對此，大館
表演藝術部主管錢佑表示，大館作為香港最主要的古蹟之
一，當然樂於與垂誼樂社長期合作，發掘大館古蹟群各個角落
的故事，“‘賽馬會樂．憶古蹟’的活動包括免費社區音樂
會、導賞團及新作首演，涵蓋了古今中外的音樂作品，由音樂
家親自向大眾闡述選曲及作曲意念，切合了大館推廣藝術的宗
旨。另一方面，大館為藝術家及音樂會觀眾提供導賞團，深化
對古蹟及保育的認識，令他們無論在演奏或欣賞中都更加投
入。”他更指出，垂誼樂社以公開招募的方式甄選新晉作曲
家，每每帶來驚喜，例如去年其中一位獲選的作曲家廖梓丞是
建築系學生，無論對大館的建築和歷史都有獨特的體會，在作
品上亦呈現了豐富的音樂感，“大館非常樂意為不同範疇的藝
術家提供平台，讓他們得以創作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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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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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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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氣象局發佈針對休士頓的冬季風暴監視數據
呼籲休市人保護人，寵物，管道和植物需注意事項
（ 休士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自本周五德州州長 Greg Abbott
宣布德州全州進入災難狀態 ， 以因應德州面臨的歷史性嚴寒
宣布德州全州進入災難狀態，
和暴風雪天氣。
和暴風雪天氣
。這種災難狀態適用於全州 254 個縣
個縣。
。包括休士
頓 、 奧斯汀
奧斯汀、
、 哈里斯
哈里斯、
、 福遍和 Waller 等縣市
等縣市。
。 而宣布這種災
難狀態將使政府能及早調動所有必要資源抗災救災。
難狀態將使政府能及早調動所有必要資源抗災救災
。
預計未來幾日的天氣預報包括：
預計未來幾日的天氣預報包括
：
周六（
周六
（2 月 13 日）：
）：預計溫度將高於冰點
預計溫度將高於冰點。
。休士頓早上低
溫在 35 度左右
度左右，
，下午氣溫回升至 40 度以上
度以上。
。傍晚和北部地區
可能會有零星雨夾雪，
可能會有零星雨夾雪
， 但是不會積雪
但是不會積雪。
。 但大家應在周六為即
將到來的冬季嚴寒和風暴作準備。
將到來的冬季嚴寒和風暴作準備
。
周日（
周日
（2 月 14 日 ）：
）：預計將有更猛烈的風暴和冷空氣進
預計將有更猛烈的風暴和冷空氣進
入德州。
入德州
。 休士頓地區的冬季風暴預警將升級為警報
休士頓地區的冬季風暴預警將升級為警報。
。 繼風雪
到達德州的 Panhandle
Panhandle、
、 及德州西部
及德州西部、
、 北部地區
北部地區，
， 寒冷的雨雪
將向休士頓地區南移，
將向休士頓地區南移
， 並在周日下午或晚間抵達德州東南部
和休士頓地區，
和休士頓地區
， 為休士頓帶來雪
為休士頓帶來雪、
、 雨夾雪和凍雨的天氣
雨夾雪和凍雨的天氣。
。而
周日白天氣溫，
周日白天氣溫
，將在 32 至 42 度之間
度之間。
。
國家氣象局也預測休士頓最嚴重的考驗將是周一（
國家氣象局也預測休士頓最嚴重的考驗將是周一
（2 月 15
日）當天氣溫將從 20 幾度持續下降
幾度持續下降，
，有些地區可能會積冰
有些地區可能會積冰。
。
預測周一會降十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英吋的冰雨雪。
預測周一會降十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英吋的冰雨雪
。 整個休士
頓地區路面會變得極其危險，
頓地區路面會變得極其危險
， 當局建議大家周一盡可能待在
家裏，
家裏
， 並作好長時間停電的準備
並作好長時間停電的準備。（
。（冰雪有可能會壓斷電線
冰雪有可能會壓斷電線
造成停電 ）
國家氣象局也預測風雪之後，
國家氣象局也預測風雪之後
， 休士頓在下周四氣溫回升
，預計在下周日氣溫重回 70 度。
國家氣象局表示：
國家氣象局表示
： 降雨將從周日下午開始
降雨將從周日下午開始，
， 並在夜間轉
變為雨夾雪和凍雨，
變為雨夾雪和凍雨
， 並在周一早晨變成雪
並在周一早晨變成雪、
、 雨夾雪和凍雨的
混合體。
混合體
。 星期一晚上降雨水將減少
星期一晚上降雨水將減少。
。 寒冷的天氣可能對休士

頓居民的健康和安全構成威脅 ， 應採取適當的措施以減少接
頓居民的健康和安全構成威脅，
觸這些疾病的機會：
觸這些疾病的機會
：
當天氣寒冷時，
當天氣寒冷時
， 休士頓人應該記住要保護四個
休士頓人應該記住要保護四個”
”P“:
人 、 寵物
寵物、
、 管道和植物
管道和植物。”
。”人
人 ” 在戶外時
在戶外時，
， 要穿上足夠保暖
的多層衣服，
的多層衣服
， 包括手套
包括手套、
、 大衣和帽子
大衣和帽子。
。 在寒冷的天氣中
在寒冷的天氣中，
，切
勿將兒童或老人留在車輛中，
勿將兒童或老人留在車輛中
， 因為它會如同冰箱
因為它會如同冰箱，
， 使室內的
任何人暴露在低於冰點的溫度下。
任何人暴露在低於冰點的溫度下
。 另外
另外，
， 切勿使用發電機
切勿使用發電機、
、
燒烤架，
燒烤架
， 野營爐或任何汽油
野營爐或任何汽油、
、 丙烷
丙烷、
、 天然氣
天然氣、
、 或木炭燃燒的
設備為住宅（
設備為住宅
（ 或任何封閉區域
或任何封閉區域）
） 供暖
供暖。
。 因為這些設備會產生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看不見或聞不到
看不見或聞不到，
，但會致命
但會致命。”
。” 寵物
寵物”
”: 確保寵物
在溫暖，
在溫暖
， 安全的地方睡覺
安全的地方睡覺，
， 以保護寵物
以保護寵物。
。 寵物睡覺的最佳場
所是在高溫環境中。
所是在高溫環境中
。 請勿在冬天將狗毛剃至皮膚
請勿在冬天將狗毛剃至皮膚。
。 牠外套越
長 ， 保暖性越好
保暖性越好。
。 同時
同時，
， 在寒冷天氣中
在寒冷天氣中，
， 切勿將動物放在車
內 。 在冬天
在冬天，
， 汽車可充當冰箱
汽車可充當冰箱，
， 在寒冷的天氣中保存
在寒冷的天氣中保存，
， 並導
致動物凍死。
致動物凍死
。有關寵物的更多寒冷天氣提示
有關寵物的更多寒冷天氣提示，
，請訪問 ASPA 的
”寒冷天氣安全提示
寒冷天氣安全提示”
” 網頁
網頁：
： http://www.aspca.org/pet-care/
general-pet-care/cold-weather-safety-tips 天 氣 寒 冷 時 ， 管 道
可能結冰並破裂，
可能結冰並破裂
， 導致漏水並損壞您的房屋
導致漏水並損壞您的房屋。
。 打開廚房和浴
室水槽下面的櫉櫃，
室水槽下面的櫉櫃
， 以保護家中的空氣
以保護家中的空氣，
， 使來自家用加熱器
的空氣能加熱水槽下面的管道。
的空氣能加熱水槽下面的管道
。 用絕緣材料或報紙對室外水
龍頭和管道進行絕緣,,並確保從室外水龍頭上斷開和排水軟管
龍頭和管道進行絕緣
。
另外從周日至星期一休士頓發布的冬季風暴監視表：
另外從周日至星期一休士頓發布的冬季風暴監視表
：
「植物
植物」
」 需注意部分
需注意部分：
： 用植物覆蓋物覆蓋植物
用植物覆蓋物覆蓋植物，
， 或在植物上
覆蓋一層輕薄的塑料布，
覆蓋一層輕薄的塑料布
， 以保護植物免受凍寒
以保護植物免受凍寒。
。 在建築物邊
緣附近帶入盆栽植物或將它們分組在一起。
緣附近帶入盆栽植物或將它們分組在一起
。 請記住
請記住，
， 容器中
的土壤會變得和氣溫一樣冷，
的土壤會變得和氣溫一樣冷
，並導致根部凍結
並導致根部凍結。
。

休士頓經文處牽線 美南僑領視訊賀歲迎春牛

陳奕芳偕僑教中心同仁祝賀僑胞牛年行大運

宋明麗以應景臺灣俚語賀歲

（本報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美南僑社無法舉行實體春節活動。為營造年節歡樂氣氛，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特別邀集美南各地僑領、學者及企業家和同仁一起錄製
賀歲短片，並於 2 月 10 日晚間發佈在經文處臉書及推特，向美南僑社拜年。
共襄盛舉的人士來自四面八方，其中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以台灣俚語 「摸牛耳，給
你呷百二」祝福大家新春吉祥，別出心裁，但也考倒了剪接影片的小編，扎實的上了一堂俚語課
。另艾爾帕索台灣工商會由會長廖啓宏帶領成員向大家拜年，一起入鏡的寶島造景既吸睛又能彰
顯對故鄉的懷念。精彩的賀歲實況不勝枚舉，羅復文邀請大家一起上網觀賞、細細品味。

羅復文偕駐處同仁向僑界賀年

據了解，德州其他參與賀歲人士在大休士頓地區有僑務委員黎淑瑛及吳光宜、中華公所共同
主席黃泰生、江麗君及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達福地區有僑務諮詢委員牟呈華及谷祖光伉儷、
達福地區中華社團聯誼會會長鍾開瑞；聖安東尼由台灣同鄉會會長羅唯嘉代表。紐奧良台灣同鄉
會會長何思賢、阿肯色州台灣同鄉會會長陳啟天、密西西比州僑務促進委員範鸝婉及奧克拉荷馬
大學教授俞天佑也入鏡，向大家獻上牛年的祝福。
賀歲短片臉書連結 https://fb.watch/3AaLQjOj9D/推特連結 https://twitter.com/teco_htx/status/
1359650749899173889?s=21 歡迎大家點閱，同慶農曆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