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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風暴襲美奪16命德州最嚴重
路透社報導，極地氣團南下壟罩
美國大部分地區，今天多處來到破紀
錄低溫，內布拉斯加州林肯（林肯）
今天出現攝氏零下 35 度低溫，突破
1978年的負27度紀錄。
一向溫暖的德州達拉斯-沃斯堡
（Dallas-Fort Worth）也掉到攝氏零
下17度，改寫1903年負11度紀錄。
美聯社報導，這場風暴造成南部
大平原（Southern Plains）電力不堪
負荷，人員動彈不得，進入大雪和凍
雨帶進新英格蘭（New England）及
深南部（Deep South）多州，產生令
人驚奇痛苦的低溫。風寒警報更是從
加拿大一路發佈到墨西哥。

（路透社
路透社）
）

在伊利諾州芝加哥，46 公分的積
雪等級公立學校今天取消實體課程；
就連通常氣候宜人的墨西哥灣地區，
例如德州加爾維斯敦（Galveston）海
邊，都有新下的粉雪可供越野滑雪。
全美電力中斷最嚴重的地區是德
州，有 400 多萬戶家庭和企業無電可
用；阿帕拉契山脈（阿巴拉契亞）多
處地區有超過 25 萬人斷電；美國西北
俄勒岡州另有 25 萬人在冰風暴後無電
可用。墨西哥則有400萬人摸黑。
德州官員要求美國聯邦緊急事故
管理總署（FEMA）提供 60 台發電機
，併計劃優先提供給醫院及療養院。
FEMA 表示，德州已啟用 35 個避難所

能夠使用1000多人使用。
市長特納（Sylvester Turner）表
示，其他地方都因為斷電而必須關閉
。
在供電吃緊下，為滿足各地加熱
和電力所需，北從明尼蘇達州南到德
州的美國多處水電公司實施輪流斷電
措施。
斷電情況下，德州某些郡的衛生
所發生斷電之後，人員為了不浪費
8000 多劑莫德納（Moderna）疫苗，
把疫苗允許人多且已經有醫療人員駐
守的學校和監獄。等到 3，4 月才能打
疫苗的大學生現在等了 4 小時就順利
接種，直呼是另類的因禍得福。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Top USA Investment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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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E-mail: chentoby@ymail.com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Cell: 832-235-5000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E-mail: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 713-459-2656

R01-TOP USA-TOBY 富國地產_C57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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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Winter Storm Slams The U.S.
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
我見我聞我思02
02//17
17//2021

皚皚白雪蓋滿城
金橘梅花迎新歲

清晨一陣白雪灑遍了整個德州大地，
休城也是近幾十年來难得的皑皑白雪，市
長特纳不斷呼籲大家不要外出， 部分地區
已經断電 ，市內交通及超速公路上幾乎無
人行駛， 整個德州天候惡劣，大家如臨大
敵。
對德州佬來說，是非常罕見的寒冬，
我們常年都屬夏季，唯有在歲末年初有短
暫之驟寒，下雪簡直是件新鮮事。
我們以前唸書之大學，設有座石油油
博物館，記録五十年代德州發現黑黃金—

Մ↛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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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w freezing temperatures are affecting
more than 200 million people from Texas to
the east coast.
The heaviest snow in Texas and Houston fell
early Monday. It set a record that had stood
for 150 years.
The whole city of Houston and surrounding
Harris County was almost totally abandoned.
Roads are still very dangerous to drive and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has urged all
people to stay at home.

The City of Houston is rushing to open more
warming facilities for the homeless people
amid frigid winter temperature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ever in Texas that we
have faced a winter storm with so much snow
and low temperatures.

In Port Arthur, Texas, the U.S. and world’ s
largest oil refinery was shut down as freezing
weather gripped the entire state of Texas. At
least five major airports were shut down because of the frigid weather.

Almost one hundred years ago when Texas
discovered the black gold of oil, a lot of people
from the eastern U.S. came to Texas looking
for their fortune. There is an Oil Museum on
the Lamar University campus where I attended in the early 1970’s. The museum recorded how the pioneers came to Texas to build
this great state and eventually we had three
native sons who became U.S. presidents and
served our nation.

In Houston, more than 1.5 million residents
were without power. In the city of Galveston,
90% of the residents were without power and
the city is currently under a state of disaster.

We are suffering so much in this coronavirus
pandemic already. We all hope this untimely
winter storm will be gone soon. May God
bless our nation

石油的故事，包括布什家族也因角逐石油
梦到了德州，在常年攝式一百度高溫之下
， 那時候德州除了石油就是穿山甲及毒蛇
世界，可謂不毛之地。
近百年來，來自北方的楊基客開拓了
這片富裕之大地， 前後還造就了三位美國
總統。
在冰天雪地環绕的土地上，雪白的積
雪銀光耀眼，我家庭院裡種植多年的橘樹
和紅梅，依然聳立，我們迎接牛年的來臨
，更是梅花迎霜而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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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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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變種新冠大合體2大特徵恐讓全球疫情邁入新階段

美國科學家發現，2 種主要變種新冠病毒
株已經進一步融合、重組，成為高度突變的
混合種病毒，科學家指出，混合種病毒出現
更具傳染力及抵抗力的變異，恐讓全球新冠
疫情進入新階段。
英國《新科學家雜誌》（New Scientist
）報導，美國新墨西哥州洛薩拉摩斯國家實
驗所（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的
研究人員柯柏（Bette Korber），2 日在紐約
科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的會議上首度揭露變種新冠病毒株已經進一
步合體、重組成為混合種病毒，她是在實驗
室中分析一株加州病毒樣本時發現 「基因重
組」 （recombination）的狀況，她當時在會
議上表示，在病毒基因庫中看到了 「非常明
確」 的證據。
報導指出，柯柏發現的混合種病毒涵蓋
了現在主宰英國疫情的 「B.1.1.7」 肯特變種
病毒株及發源於美國加州的 「B.1.429」 變種
病毒株基因組。
目前尚不清楚這隻混合種病毒會對疫情
造成什麼影響，不過柯柏指出，這隻病毒基
因組出現了如同 「B.1.1.7」 身上的Δ69/70
變 異 ， 以 及 加 州 變 種 病 毒 「B.1.429」 的
L452R 位點突變，前者的變異導致病毒更容
易傳播，後者則賦予病毒對抗抗體的特性，
柯柏當時表示， 「這種狀況讓病毒將更具傳

染力的病毒及更具抵抗力的病毒結合在一起
」 ，換句話說，新的混合種病毒可能同時具
備更具傳染力及抵抗力等 2 種特性。
報導指出，病毒基因重組和一般病毒突
變不同，後者每次只會有一個突變，重組則
可以一次整合多個突變，儘管多數時候重組
並不會讓病毒更具優勢，但有些時候確實可
以，可能產出新的、更危險的變種病毒株，
柯柏表示在檢視數千個基因序列後，只看到
這個單一個重組的基因體，目前還不清楚這
個重組會帶來多少威脅，她也無法確定病毒
是否已經在人際間傳播。
病毒基因重組好發於冠狀病毒身上，因
為當中複製病毒基因組的酶很容易從正在複
製的 RNA 鏈上滑落，並且再度重新接合。報
導指出，如果一個宿主細胞同時含有 2 種不
同的冠狀病毒基因組，酶將能夠反覆從一個
基因組跳至另一個基因組，結合基因組的不
同元素，創造出混合種病毒，由於近期不同
的新冠變種病毒相繼出現，一般人可能同時
感染 2 種變種病毒，也為病毒基因重組提供
機會。
先前 2 支研究團隊分別於 2020 年 12 月及
今年 1 月指出尚未發現新冠病毒基因重組的
狀況，如果柯柏的研究獲得證實，這將是全
球新冠大流行以來病毒基因重組首例。

中印同意對峙邊境撤軍印度傳將通過陸企投資案
印度與中國最近達成拉達克東部班公湖撤軍協議且展開撤軍
後，傳印度政府未來幾週將通過中資企業在印度的一些新投資案
。
印度與中國部隊去年 5 月初起在拉達克東部發生衝突與對峙
後，印度政府以國家安全理由，陸續禁止上百款中國行動裝置程
式（App），禁止中資相關企業參與印度公共採購與電力等重要
基礎設施建設，也暫緩或放慢一切中資到印度投資的申請。
不過，雙方最近突然達成從班公湖（Pangong Tso）南、北
岸撤軍協議，讓雙邊關係出現緩和跡象。
印度經濟時報（Economic Times）今天引述 3 名沒有具名
但熟知內情的印度官員說，印度準備在未來幾週審核和通過一些
來自中國的新投資案。
不過，中資在印度的投資申請仍無法輕易過關。一名印度官

高齡99歲英國菲利浦親王不適緊急 「預防性住院」

現年 99 歲的菲利普親王(Prince Philip)，被送往倫敦的愛德華七世國王醫院(King Edward VII's
Hospital Sister Agnes)。白金漢宮表示，親王身體是略感不適，而王宮先採取 「預防性住院」 。
一位宮殿人士告訴英國廣播公司，公爵是自己乘汽車去醫院看診的，然後在醫生的建議下，選擇
住院做為預防措施。預計他會留在醫院休息，並觀察幾天。
消息人士說，菲利普親王這幾天都有點感到不適，但與新冠病毒無關。
至於英國女王，並沒有陪同，仍然住在溫莎堡。

員說： 「我們開始對一些
（來自中國）的投資案開
綠燈，但只會審核和通過那些對國家安全不敏感行業的（中資）
投資案。」
私下討論此一話題的官員談及印度政府未來幾週將審核通過
來自中國的新投資案，但並未提供相關細節。
沒有具名的官員表示，政府還考慮允許中國企業透過自動途
徑，或在政府沒有審查下在某些領域進行投資。自動途徑（automatic route）可簡化投資程序，不需層層批准。
一名官員補充說，中資企業在不敏感領域的投資持股達到
20%，可能考慮恢復適用自動途徑相關規定。
莫迪政府為吸引外國投資，鬆綁多項行業領域的外國直接投
資，可適用自動途徑相關規定，讓外資不必經印度政府和相關單

位的層層審核和批准就可自動獲得核准在當地投資，免除過去繁
瑣的外國投資審議程序，加快外國投資速度。
但印度與中國部隊在拉達克東部爆發對峙與衝突後，印度政
府修改外國直接投資（FDI）規定，來自與印度領土接壤的鄰國
投資不適用透過自動途徑生效的相關規定，必須先經印度政府相
關單位審核批准；而來自中國的投資也明顯減少。
對傳出印度政府將在未來幾週審核批准中國企業的新投資案
，以及可能放寬中資企業適用自動途徑相關外國投資規定，使得
不敏感領域無須政府審議就可投資。對此，印度總理辦公室和內
政部等相關主管機構並未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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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新增確診 733 例
政府提應急預案推動旅遊業重啟

當日新增死亡 21 例，累計死亡 5972 例。
據報道，為了能在2021年6月前重啟
旅遊業，希臘政府提出了應急預案。壹方
面政府致力於更早啟動旅遊活動，另壹方
面政府重啟旅遊業所用的協定書及其他替
代方案，已經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應急預案中最重要的壹點還是疫苗
電子證書的推行。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

綜合報導 英國蘇格蘭 5 月將舉行地方議會選舉，蘇格蘭首席部長斯
特金此前表示，若她領導的蘇格蘭民族黨(SNP)勝出，將再次發動蘇格
蘭獨立公投。然而，蘇格蘭最高民事法院日前作出裁決，拒絕批準蘇格
蘭政府在未獲得英國政府同意下，自行舉行獨立公投。
蘇格蘭於 2014 年首次舉行獨立公投，最終有 55%選民投反對票，否
決獨立。近年因應英國脫歐沖擊，加上首相約翰遜應對新冠疫情不力，
蘇格蘭獨立呼聲再次高漲。不過約翰遜已表明，英國政府不會再批準蘇
格蘭舉行獨立公投。
主張蘇格蘭獨立人士早前入稟蘇格蘭最高民事法院，要求法院授權
蘇格蘭議會即使未獲英國政府批準，也可合法舉行獨立公投。
然而，審理此案的法官卡爾邁克爾指出，根據1998年通過的《蘇格蘭
法令》規定，只有英國國會能夠處理蘇格蘭主權事務，因此另壹場蘇格蘭
獨立公投“是假設性的，可能永遠無法獲批”，此案“過早提出”。
裁決指出，鑒於此案是基於“假設將根據蘇格蘭議會的法案舉行全
民公決”，因此，她對此法律問題表示意見是“不必要也不合適的”。
另壹方面，英國首相約翰遜此前稱，蘇格蘭已於 2014 年舉行過公投
，他認為，兩次全民公投應間隔 40 年，以反映代際觀念變遷。約翰遜近
日更任命其心腹、英國脫歐事務副談判代表劉易斯，取代前國會議員格
雷厄姆，擔任英國政府“聯合小組”高級顧問。
劉易斯是執政保守黨資深成員，壹直支持英國脫歐，還曾參與起草
具爭議的《內部市場法案》。《金融時報》報道，保守黨認為劉易斯擁
有出色政治手腕，相信他能為英國政府提供建議，通過政策拉攏蘇格蘭
選民，提升蘇格蘭民眾對身為英國人的身份認同。

奧地利總理：如在歐盟獲批
願使用和生產中俄疫苗
綜合報導 奧地利總理庫爾茨向德媒表示，如果中國或俄羅斯研制
的新冠疫苗在歐盟獲批，他本人將願意接種，同時奧地利也將尋求在國
內生產中俄疫苗。庫爾茨強調，疫苗無關地緣競爭，唯壹重要的是其有
效性、安全性和快速供給。
庫爾茨當天在德國《星期日世界報》專訪中作出上述表示。
當被問到如何看待對歐盟新冠疫苗供應進程的批評時，庫爾茨表示
，在他看來，當前為歐盟民眾提供疫苗的工作不夠理想，這主要是兩方
面原因造成的，即疫苗批準速度和疫苗生產商供貨不足。
在回答是否願意接種俄羅斯“衛星—V”疫苗或中國研制的疫苗時
，庫爾茨回應稱，只要相關疫苗在歐盟獲得批準，他會接種。“在疫苗
問題上，唯壹重要的是有效性、安全性和快速的供給，不涉及地緣政治
競爭。”
庫爾茨進壹步表示，壹旦俄羅斯和中國的疫苗生產商在歐盟範圍內
獲批，且開始著手在歐盟境內生產其疫苗，屆時奧地利“無疑將尋求由
符合條件的本國企業生產俄羅斯或中國疫苗”。
他表示，這壹點對於來自其它國家的疫苗生產商也同樣適用。“重
點是盡可能迅速地大批量獲取安全的疫苗，無論疫苗是由誰研制的”。
這是庫爾茨壹周內第二次對中俄兩國疫苗表達開放的立場。本月 4
日，他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在審批疫苗時不應存在“地緣政治禁忌”，
只要中俄兩國疫苗遞交申請，歐洲藥品管理局就應該予以審核。他表示
，每多出壹款有效且獲批上市的疫苗，對抗擊疫情都很重要。“只有通
過國際合作，我們才能戰勝這場疫情。”

個開放的行業，這將加劇競爭，也是
在測試旅行社和酒店經營者的反應。
考 慮 到 2021 年 假 期 也 必 定 在 嚴 格 的 協
議約束下進行，因此旅遊市場的發展
前景依然模糊不清。壹旦給出了旅遊
業競爭開始的第壹個信號，問題便能
迎刃而解。
另壹方面，自疫情暴發以來，希臘
人的線上購物日趨頻繁，網上超市銷售
逐漸攀升，也促使商家不斷改善其電子
商店和創建必要的基礎設施。
據零售消費品研究所(IELKA)2020 年
11 月初進行最新調查，目前，25%的希
臘人在網上購買日用品，而 2019 年這壹
比例不到 2%。對比傳統消費模式，顧客
更願意從網上購買商品，他們會經常光
顧各大連鎖店的電子商店以及與食品商
店合作的在線平臺，2020 年這部分市場
的營業額超過 5 億歐元。

世衛：全球新冠疫苗接種人
數已超感染病例總數
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
塞在日內瓦舉行的例行發布會上表示，目
前，全球新冠疫苗接種數量已經超過了報
告的感染病例總數，這既是壹個令人鼓舞
的好消息，但同時也再次突顯出疫苗公平
分配的重要性。
據此前報道，來自英國牛津大學等研
究機構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隨著多國陸
續大規模開展新冠疫苗接種，全球累計新
冠疫苗接種劑數 3 日已超過累計新冠確診
病例數。
譚德塞表示，超過 75%的新冠疫苗接
種都集中在 10 個國家，這 10 個國家的國
內生產總值占到全球的 60%。但同時，仍
有近 130 個國家的 25 億人尚未獲得任何壹
劑疫苗。
譚德塞再次呼籲各國政府，在完成對
本國醫務人員和老年群體的接種工作後，
分享多余的疫苗，“這是保護本國人民的
最佳手段，因為高風險群體接種疫苗所花
的時間越長，病毒發生變異而使疫苗失效
的風險就越大。”
譚德塞同時呼籲相關企業通過世衛組織
提供的“新冠病毒技術獲取池”（ C-TAP）
，分享信息、知識產權和數據，開放生產許

可，允許其他醫藥用品制造商生產疫苗，以
便擴大全球、尤其是亞非拉地區的產能。
世衛組織非洲區域辦事處 4 日還表示
，由“新冠疫苗獲取機制”所提供的約
9000 萬劑疫苗，預計將從 2 月開始運往非
洲，將能夠在 2020 年上半年為非洲的醫

務工作者和其他最為脆弱的群體進行接種
，接種覆蓋率約為 3%。
此外，阿斯利康/牛津大學的新冠疫
苗目前正在接受世衛組織的緊急使用許可
評估，壹旦通過審核，就將開始運輸和分
發工作。

拿下 NASA 大訂單！
SpaceX 將負責 SPHEREx 發射任務

綜合報導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
局(NASA)與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
司(SpaceX)簽訂了 SPHEREx 太空望
遠鏡項目發射任務的合同。這壹任
務旨在了解宇宙的演化和星系的形
成。
據報道，作為 NASA 為期兩年
的天體物理學任務 SPHEREx 項目
的壹部分，SpaceX 的“獵鷹 9 號”
火箭將負責把太空望遠鏡發射升空
。NASA 還稱，新任務的費用將近
1 億美元。
太空望遠鏡將在可能形成新的
行星的恒星形成地和恒星周圍搜尋
水和有機分子。任務執行期間，天
文學家們將收集 3 億多個星系的數
據，並在銀河系中探索 1 億多顆恒
星。
任務發射計劃最早定於 2024 年
6 月，從位於加利福尼亞範登堡空
軍基地的 Complex-4E 發射臺發射。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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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法院：未經英政府同意
不應再度舉辦獨立公投

，接下來雙邊協定的實現就要看歐盟針
對旅行安全協議的決定。
報道稱，有關信息表明，希臘政府
將堅持采取措施以確保旅遊業正常運行
，這也就標誌著，希臘政府應特別註意
來自疫情嚴重地區的旅客。
米佐塔基斯與其他國家總理通話時
表示，如果旅遊業能按時重啟，“那麼
前往希臘的旅行者需要提供壹定的證明
：要麼提供疫苗電子證書，要麼提供核
酸陰性的證明。”對於歐盟國家如何出
具有關醫療用途的疫苗接種證明，歐盟
委員會已公布了相關準則。希臘政府也
支持按照壹定的制度開放國家。
同時，人們也在嘗試進行大規模的
促銷活動，特別是在從冬季開始，就提
前組織夏季旅行，例如斯堪的納維亞人
，同時域名註冊等活動也在進行。旅遊
業從業者估計，旅遊業可能會是最後壹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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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希臘 2 月 7 日通報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 733 例。為了能在 2021 年 6 月
前重啟旅遊業，希臘政府提出了應急預
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疫苗電子證書的
推行。
當地時間2月7日晚，希臘國家公共衛
生組織宣布，過去 24 小時，希臘新增 733
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 163946 例；

表示，該證書實際上為已接種疫苗的遊
客，創造了壹條特殊的服務通道。2020
年因疫情影響，旅遊業發展有所倒退，
而 2021 年希臘旅遊業的發展計劃則是比
2019 年旅遊季再多 40%。盡管希臘總理
看好 2021 年的發展前景，但壹切仍是未
知數。
近來，病毒變異讓抗疫難上加難，
再加上輝瑞公司疫苗延期交付，更是影
響了最初的疫苗接種計劃。這也讓希臘
總理本想在歐盟推行的“疫苗電子證
書 ”計劃暫時擱置。因此，相應的“快
速旅行通道”政策也無法實行，這壹政
策本可以讓希臘的經濟重振。
日前，米佐塔基斯與旅遊部長哈裏
斯· 塞奧哈裏斯，及其他歐洲國家的總理
來訪密切，特別是和那些能幫助希臘旅
遊業振興的國家。畢竟雙邊協定的簽署
基本已成定局，各國也考慮了相關問題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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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元鐘保險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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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聚焦美國
星期四

2021年2月18日

Thursday, February 18, 2021

A5

美在南海加強挑戰陸驅逐艦駛入南沙12海里

美國海軍驅逐艦 17 日以航行自由為名
，駛入中方宣稱擁有的南沙群島 12 海里內
，這是拜登任內第 2 次在這爭議海域刷存在
感。
據 CNN 新聞網 17 日報導， 「拉塞爾」
號（USS Russell,DDG-59）導彈驅逐艦周
三駛入南沙群島的 12 海里海域內。而美國
海軍第 7 艦隊發言人凱利（Joe Keiley）說
，這次 「自由航行行動」 （ FONOP）藉由
挑戰中國大陸，越南和台灣對無害通過所設
的非法限制，維護了國際法所認可，自由、
合法使用相關海域的權利。
而 就 在 12 天 前 ， 「 約 翰 馬 侃 」 號
（USS John S. McCain，DDG-56）驅逐艦

才在南海西沙群島執行了類似任務。此外，
不到一星期前， 「羅斯福」 號（USS Theodore Roosevelt， CVN-71） ， 還 有 「 尼 米
茲」 號（USS Nimitz，CVN-68）航母也在
南海舉行了罕見的雙航母戰鬥群聯合演習。
在美國海軍採取這一連串行動前，拜登
總統說，中國大陸是美國 「最危險的對手」
，並概述了計畫，要反制北京對人權，智慧
財產和全球統治的攻擊。不僅如此，他還說
，華府和北京正在極度競爭的狀態下。
拜登自從 1 月 20 日就職後，就重申對美
國亞太盟友和夥伴的承諾。而北京說，美國
海軍在南海的行動使雙方緊張變本加厲，也
侵害了中方的主權。

銀行方放款搞烏龍的情況時有所聞，但
多數都還有機會將款項追回來，不過美國當
地法院近日卻對花旗集團（Citigroup）一起
高達 9 億美金的錯匯事件，判定收款方不需
還款。
根據《路透社》報導，這起堪稱史上最
大的銀行業錯匯事件，發生在去年 8 月，知
名化妝品牌露華濃（Revlon）因為營運問題
，向多方債權機構借貸，根據報導，花旗代
理露華濃的貸款業務，原本是要替露華濃向
債權人償還近 780 萬美元的利息，卻意外匯
錯超過 100 倍金額，也就是高達 9 億美元的
金額。
報導稱，花旗集團起初以這是書面錯誤
要求這些債權機構還款，但對部分債權人，
包括 Brigade、HPS 與 Symphony 等代表放

款人的 10 家資產管理公司，認為這些錢無
異是 「意外之財」 ，拒絕償還，花旗集團當
然無法接受，憤而提告，追討剩餘的約 5 億
美元的款項。
不過根據美國曼哈頓地區法官弗曼
（Jesse Furman）的裁定，花旗在 2020 年
8 月 11 日的轉帳是 「最終且完整的交易」 將
不會被撤銷，也就是這 10 家資產管理公司
不必繳回 5 億美元的款項。
對於判決結果，花旗集團強調，露華濃
的債權人知道這是有問題的，且他們也明白
露華濃根本無法償還鉅額，既然如此，債權
人就不應該收下這些錢。花旗發言人也回應
， 「我們強烈反對這項裁決，並打算繼續上
訴，直到追回所有款項」 。

花旗誤轉9億！史上最大錯匯烏龍法院竟判 「免還」 原因曝光

德州暴雪大停電共和黨參議員被自己舊推文洗臉
向來氣候炎熱的美國德州，15 日罕見遭暴風
雪襲擊，瞬間結凍不但導致積雪，更慘的是，電力
系統遭嚴重摧毀，超過 400 萬戶無電可用，瑟瑟發
抖。為解決這場天災釀成的停電危機，德州當局只
好祭出輪流停電措施。在這節骨眼，評論家和記性
特好的網路鄉民，翻出德州參議員克魯茲去年 8 月
批評加州電力政策的舊推文，把他狠狠洗臉一番。
當時加州熱浪襲擊，加上森林野火肆虐，加州
政府被迫執行 2001 年以來，第一次的輪流限電措
施。州政府在推文中呼籲民眾隨手關燈，減少使用
電器，調整溫控器等。
克魯茲發推文指責加州政府 「甚至沒有能力提
供文明社會的基本功能，諸如可靠的電力供應。」
克 魯 茲 還 加 碼 批 評 「 綠 色 新 政 」 （Green
New Deal）能源政策的支持者，包括當時正在逐

鹿白宮的民主黨候選搭檔拜登和賀錦麗，以及紐約
進步派眾議員歐加修－寇蒂茲等人， 「一心想讓加
州失敗的能源政策，成為全國性的標準。」
住在加州的記者查普曼在推特寫道，他對德州
中部民眾的痛苦感同身受，但去年加州電力出狀況
時，德州州長亞伯特和克魯茲對加州冷嘲熱諷，
「如今，氣候變遷對他們做了一樣的事」 ，令他覺
得相當諷刺。
住在德州達拉斯的專欄作家佛萊德曼，則引用
克魯茲、亞伯特、以及德州州檢察長帕克斯頓去年
8 月的推文，稱三人幾個月前嘲笑加州政策， 「但
現在，我家浴缸真的結冰了」 ，並附上照片佐證。
其他德州鄉民指責克魯茲，別州的事罵得很開心，
自家德州停電卻沒吭半聲， 「我們失敗的能源政策
怎麼樣？你該不會都推給渦輪機吧？」

拜登：陸將因侵犯人權付出代價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警告，中國將為侵犯
人權付出代價。
拜登是在電視節目中被問及中國新疆維
吾爾集中營一事時，做出上述回應。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因為在新疆集中營
拘押維吾爾人等侵犯人權，飽受全球抨擊。
拜登在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播出的
市民大會（Town hall）上被問及這項議題，
他談起習近平說： 「中國會承受很多惡果，
他知道那點。」
拜登說，美國將重新主張替人權發聲的
全球角色，並和國際社會合作，讓中國維護

人權。
拜登在上任後首場官方行程中表示：
「中國很努力要成為世界領袖，要拿到那個
稱號、做到那點，就得贏得其他國家的信心
。」
「如果他們的行為違背基本人權，就很
難做到那點。」
拜登這個月和習近平通電話兩小時期間
強調美國首要任務就是維護印太自由與開放
，並對北京 「強制且不公平的」 貿易措施與
人權議題表示擔憂。

拜登：全美8月前皆可接種 料耶誕前恢復正常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表示，全國民眾在 8 月前都
能注射到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苗
，還預測一切可能會在耶誕節前恢復正常。
法新社報導，拜登先前預測可望今年春季就能
提供疫苗給所有美國人，但白宮最近淡化樂觀情緒
，表示疫苗的取得和運送都遇上困難。
拜登今天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轉播
的市民大會上，被問到何時所有美國人都能打到疫
苗時回說 「今年 7 月底」 。
他說： 「到了 7 月底，我們將有 6 億劑疫苗，

夠讓每個美國人接種。」
拜登也表示，他希望孩子們能盡快回到學校，
並支持為教師施打疫苗，還稱有關當局應該 「將他
們的優先順序提前」 。
在市民大會上被問到生活何時能恢復正常時，
拜登表示： 「到了接下來的耶誕節，我們將處於一
個非常不同的情況。」
拜登說， 「過了一年後，我認為需要保持社交
距離、必須戴口罩的人將會大幅減少」 ，但他也稱
自己並不能夠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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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日報

3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1年2月16日（星期二）
2021年2月16日（星期二）

星期四

2021年2月18日

1

文匯要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A6

Thursday, February 18, 2021

首次披露中國溯源未被公開信息
駁斥《紐約時報》斷章取義
憧憬中美關係有緩和
春節期間外圍股市造好

港股勢紅盤迎



表現專業出色

(

香港文匯報訊 據點新聞報道，上

周，世衞組織（WHO）專家組在中國展
16 日港股迎來辛丑牛年首個交易日，不少投資者都期望股市牛年牛氣沖天。過去幾日港股春
開的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工作已全部結束，
節休市，不過期間外圍氣氛不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於上周四（除夕）首次通電

專家組成員不僅盛讚了中方所展現的透明
話，就中國牛年春節相互拜年，市場憧憬中美關係有望緩和；受惠日本上季 GDP 數據表現勝市場預
度，此前一些西方媒體和政客就疫情問題
期，15 日日經突破 30,000 點關口收市，創逾 30 年新高；德國 DAX 指數亦創下逾 14,100 點的歷史新
抹黑中國的陰謀論也已被一一駁斥。
高。受惠外圍氣氛帶動，市場人士預料港股 16 日開紅盤機會非常大。
然而，《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此前
卻又開始炒作起“中國阻撓調查”、“中
國拒絕分享數據”等假消息，這些報道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周四（2 月 11 日農曆除夕）港股鼠年最
報訪問時表示，美國總統拜登就任後，上周四
來多位世衞專家的闢謠和怒斥，專家組成
上
後一個交易日，半日市先低後高收報
首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相互拜

港股近四次牛年表現
年份

恒指升跌

變幅(%)
變幅
(%)

2009年
2009
年

+7,343
343點
點

+58
58..4

1997年
1997
年

-4,408
408點
點

-32
32..3

1985年
1985
年

+298
298點
點

+20
20..8

不排除病毒源自中國以外 溯源將覆蓋全球

世衞
讚中方高度配合
專家
投資氣氛佳

香港文匯報訊
1973 年
1973年
-624
624點
點據外電報道，世界衞生
-56
56..8
組織新型冠狀病毒溯源研究聯合專家組成員
近日相繼接受西方傳媒訪問，成員之一的英
國前副首席醫療官沃特森教授日前指出，專
家組未有排除新冠病毒源自中國境外的可能
● 香港與環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發展
性。因此世衞病毒溯源工作將會覆蓋全球，
● 美國公布零售銷售與工業生產數據
而非僅僅局限在中國境內。專家組組長恩巴
雷克則表示，初步數據顯示武漢 2019 年底
● 美聯儲公布會議記錄
疫情規模，或較已知情況更嚴重，但沒有證
據顯示在 2019GDP增長修訂數字
年 12增長修訂數字
月以前，武漢便已出現
● 歐元區公布去年
歐元區公布去年GDP
疫情。
● 日本公布外貿與通脹率數據

投資市場短期要留意事項

專家組獲武漢患者大量資訊
製表：
製表
：記者 岑健樂

沃 特 森 14 日 接 受 英 國 廣 播 公 司
（BBC）訪問。被問及是否能夠肯定新冠病
毒源自中國時，沃特森明確予以否認。他強
調，雖然現有資料顯示中國可能是新冠病毒
來源地，但並不能據此排除病毒在中國境
外，通過動物作為中間宿主引入人群的可能
性，世衞也會在中國之外的全球各地逐步展
帶好了節奏，京東物流、B站、滴滴出行、百度、
開溯源工作。
等均披露或將在香港啟動首發或二次上市。
沃特森還指出，溯源工作並非一蹴而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認為，牛年的“打新
就，今次在武漢的研究只是未來長時間溯源
圍將非常熾熱，2月17日即將上市的牛年第一隻新
工作的開始。被問及專家組是否獲得武漢最
輝健康也將受到市場的熱烈擁護，科技板塊的新股
早確診的 174 名患者數據時，沃特森強調專
看好。對於新一年，他認為極有機會創舊歲新高，
家組已獲得一定的原始數據，並獲得與這些
機會挑戰33,000點水平。
患者相關的“大量資訊”，與中方專家進行
了詳細的討論和研究。
港股估值吸引 北水湧入勢猛
恩巴雷克 14 日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第三，北水流入。庚子鼠年，全球經濟籠罩
（CNN）訪問時則表示，武漢最早確診的
情的陰霾之下，中國是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
174 名患者中，100 人屬實驗室檢測確診，
另有74人則是醫生根據患者病徵作出臨床診
體，香港背靠祖國，港股的“牛”轉乾坤更得益
斷。恩巴雷克提到，在新冠染疫群體中，約
地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強大的資金流。互聯互通統
15%患者可能轉為重症，需要就醫，據此大
據顯示，港股通近一個月淨買入
3,148.43 億元（
致推算，武漢在 2019 年 12 月約有近
1,000 名
幣，下同），近一年淨買入
1.01 萬億元，歷史淨
新冠患者。
則為2.11
萬億元。

三大因素推動股市牛年更牛

30,173點，升134點或0.45%，站穩3萬點；大
員彼得·達薩克（Peter Daszak）更是在 2 年；15日亞洲股市表現良好，日經平均指數升
市總成交920.87億元（港元，下同）。總結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港股結束了波動的
月 13 日發推稱：“斷章取義，《紐約時 近 2%，並突破 30,000 點關口收市，為逾 30 年
年港股走勢，在新冠疫情籠罩下，港股曾一度
來新高，因此她預料16日恒指也可以延續假期
鼠年，踏入辛丑牛年，由於自去年約第四季起，北水
報》真無恥！”
●世界衞生組織團隊在中國武漢進行實地考察的第三天，中方向他們介紹了華南海鮮市場之外
急挫，之後反覆回升，最高升至
1 月 25 日的
前的強勢，做到“紅盤高開，紅盤高收”。
不斷湧港，令股民對新春後的市況普遍滿懷憧憬。但
的情況。
資料圖片
30,191點，最終鼠年全年升7.96%或2,223點。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亦預期
值得留意的是，春節前港股多數造好，反而過年後的
恒生科技指數除夕日收報10,411.20點，升
16日恒指可以“紅盤高開，紅盤高收”，本周
幾天，指數回調的機會甚高。不過，從整年的情況，
隔一天後，被怒懟的《紐約時報》14 日
的養兔農場可能是傳播鏈的重要環節之一，而
人通知他必須隔離，也沒有人來敲門告訴他
1.92%；自去年 7 月推出以來，恒生科指升達
期間更有機會上試30,500點。不過，他同時指
綜合業內人士認為，今年有三大原因，即包括：傳統
又發表了一篇對達薩克的專訪報道。這
鼬和黃鼠狼也可能是攜帶病毒的動物。另外，
“必須待在家裏”。
58.5%。美團當日領漲3.39%報445元，創上市
出，由於部分藍籌股已累升不少，騰訊與美團
周期性股份估值修復；新股熱潮持續；以及北水持續
次他們老老實實以問答形式刊出了採訪全文，
市場內售賣野生動物的攤販，其供應商來自華
《紐約時報》抹黑惹怒專家組
新高。美團也是過去一年間升幅最大藍籌，升
甚至在近日創下歷史新高，至於部分傳統藍籌
流入，股市“牛年迎牛市”的機會頗高。
達薩克本人也在推特轉發表示認可。達薩克在
南地區，可能也有其他攜帶病毒的動物流入了
約採訪中向西方媒體透露了一些此前從未被公開
332%；其次是藥明生物年升 225.4%；小米 市場，例如雲南的蝙蝠所攜帶的病毒和新冠病
股，如本地的地產股，則因疫情拖累業務表現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紐約時報》刊發這
經濟復甦 周期性股份將受惠
則年升117.1%，居全年升幅榜第三。
而難以大升，因此恒指於升至30,500點後會有 篇對達薩克專訪的前一天，這家媒體剛剛被這
過的信息，例如中方在疫情初期行動迅速而專
毒很類似。
一定阻力，或需要在高位整固。
首先，傳統周期性股份估值修復。邦德資產管理
業，早已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採集了
他介紹，此外，在此次溯源研究中，中方
位世衞專家嚴厲斥責。
北水初七開閘將添動力
首席投資主管梁江指出，踏入牛年，港股出現指數牛
大量樣本。
團隊還檢測了部分疫情初期儲存在武漢華南海
2 月 9 日，世衞專家組完成在中國的病毒
展望辛丑牛年港股，過去幾日港股春節
市，即恒生指數上升的機會非常高。他分析，金融類
他表示，WHO 專家與中方梳理了各種假
鮮市場的冷凍動物樣本，結果均為陰性。雖然
溯源研究工作後，當天下午同中國專家一道
休市，但期間外圍氣氛甚佳，分析員預期，港
設，目前認為病毒起源於動物的可能性較大。
這些只是冰箱內冷凍動物中的一小部分，世衞
召開面向全球的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雙
成份股佔恒生指數約四成的比重，再加上其他周期性
股他同時再次強調所謂“病毒實驗室洩漏病毒”
16 日開紅盤機會很大，恒指於本周有機會 專家組並不清楚那裏還售賣了什麼，但以上兩
方一致認為，無證據表明
2019 年 12 月前病毒
股份如石油能源及地產股，共佔去恒生指數逾一半的
的說法極不可能存在。達薩克還直言，未來的
就在武漢傳播，且病毒實驗室洩露導致病毒
上試
30,500 點。南向港股通將於 2 月 18 日 條線索非常重要。
比重，隨着牛年環球經濟復甦及恢復通脹，這些周期
病毒溯源研究工作應走在科學的道路上，而不
對於疫情初期的一批確診患者，達薩克特
傳播的假說極不可能。世衞專家還多次肯定
（年初七）恢復交易，“北水”有望再度流入
性股份將明顯受惠。
梁江指出，由於港股估值相對較A股為低，加
病毒極不可能從實驗室洩漏
應該陷入政治的泥沼之中。
別強調，他們與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沒有關聯，
中方在調查期間給予他們的幫助和開放透明
香港。美國時間星期一為美國的總統日假期，
分恒指成份股基本因素良好，預計內地資金南下的
恩巴雷克還表示，專家組已獲得中國在
的態度。 新股排隊上 資本市場動力強
美國股市休市。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數全線上 但也發現了一些早期患者與其他市場具有關聯
將持續至牛年，進一步推動“指數牛”上漲。內地
中方溯源工作令人大開眼界
疫情初期採集的新冠病毒樣本，其中包含13
性，這些還需要在中國科學家配合之下做進一
這樣的調查結果顯然沒能讓美國一些媒體
升，道指升 27 點，收報 31,458 點，標普與納
其次，新股熱潮。今年大批排隊上市的新股，亦被
基金西藏闔木資產管理公司總經理曲星海透露，基
個不同的病毒基因序列，不過這並不能證明
專訪中，《紐約時報》直接詢問達薩克，
步的研究工作。
● 港交所主席史美倫、代理集團行政總裁戴 和政客得償所願，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
指分別升18點及69點。
看做拉動牛年資本市場的強勁動力。去年有網易、京東
元配置的需求，旗下基金港股配置比例數日間由一
武漢在 2019 年 12 月以前便已出現疫情。專
他在此次病毒溯源研究工作中是否得到了一些
他稱，從研究人類的角度而言，尋找早期
萊斯（Ned
Price）在當地時間
2
月
9
日的記者
志堅及交易所仝人向各位拜年，恭祝大家牛年
春節前恒指表現良好，連升 5 日。駿達資
等知名中概股的回歸，後有兩周前超額認購逾千倍、市
幅增至逾五成。他還說，除了部分股份未在 A 股
家組還徵詢 92 名在 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期
此前並不知道的信息。
患者並收集血清樣本十分重要，這有助於尋找
會上難掩“酸氣”，拐彎抹角地攻擊抹黑中國
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港交所供圖
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15日接受香港文匯
場凍資逾萬億元的快手上市，鼠年的IPO已提前為牛年
外，A股優質股票較貴，港股估值相對低亦是吸引力
間，曾出現新冠類似病徵的疑似重症患者，
達薩克則表示，從世衞專家組到達並開始
病毒的傳播鏈。而從動物這一角度而言，下一
和世衞專家組。
其中67人同意接受新冠抗體檢測，結果均呈
步的工作應該是追蹤動物來源的農場以及那裏
而在 2 月 12 日，《紐約時報》甚至還援引
工作的第一天起，他們所看到的新數據和新信
陰性。
息都是在中國以外無法見到的。例如武漢華南
的農民，如果在中國南部地區發現蹤跡，還應
多名世衞組織專家的“說法”，宣稱中國“拒
早在專家組於武漢召開的新聞發布會
海鮮市場的攤販是哪些人、他們的供應鏈從哪
該重點追查與越南、老撾和緬甸等鄰國接壤的
絕分享可能讓世界更了解新冠起源的原始數
上，恩巴雷克便表明專家組經過詳細討論，
裏來、首批確診患者有什麼聯繫等等。
地帶，特別是野生蝙蝠活動頻繁的區域，可能
據”。報道發出後，文章中援引的多位專家陸
認為病毒極不可能從武漢病毒所實驗室洩
他還稱讚中方人員在工作中給予了高度
病毒曾在那裏傳播流動。
續發文闢謠，稱自己的觀點被扭曲，紛紛指責
漏。他也表示，世衞專家組在武漢進行溯源工作期間，
配合，表現非常出色。“當你要求要更多信
達薩克透露，世衞專家組和中方團隊在最
《紐約時報》的行為。
一直與中方專家積極討論、交換意見，相信專家組未來
息時，中國科學家就會離開去找，幾天後他
後一天工作中曾坐下來一起探討各種假設，所
達薩克和丹麥北西蘭醫院臨床研究中心主
還將繼續推進溯源工作。
們會作出分析，我們因此可以得到新的信
得到的較為一致的觀點是——野生動物，即新
任西婭．費舍爾（Thea Fisher）便是文章中出
另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思文報道，《紐約時報》日
冠病毒是通過野生動物這一傳播鏈進入到了武
現的世衞專家。費舍爾在推特上表示，他們說
息，這些都非常有價值。工作期間，我們無
前刊文，引述多名赴武漢調查的世衞組織專家稱，“中
法透露太多，試圖不破壞整個溯源研究工
漢。
的話被故意歪曲，這為重要的科學工作蒙上了
國繼續拒絕公布有關新冠疫情爆發初期的信息”。該報
作。”
陰影。
中美防疫差距大
道中提及的多名世界衞生組織專家及相關研究人員陸續
達薩克指出，事實上武漢華南海鮮市場
隨後達薩克則回覆費舍爾稱：“聽聽、聽
發推文駁斥《紐時》“故意歪曲”、“斷章取義”，直
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1 月 1 日關閉之
據《紐約時報》介紹，出生於英國的動物
聽！我們花時間和記者解釋了我們在中國長達
言所謂報道與他們在中國的經歷不符，他們的確獲得了
學家達薩克，長期在美國工作生活，他同時也
時，中國疾控中心已派出了一個科學家小
一個月疲憊工作中的關鍵發現，而我們同事所
關鍵的新數據。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亦在 facebook 轉
組，試圖去那裏尋找線索。他將中方那時的
是美國生態健康聯盟的總裁，長期關注病毒和
說的話卻在工作還沒開始前就被（媒體）斷章
發有關推文，引述指《紐約時報》應感到羞愧。
動物之間的關聯，曾與武漢病毒研究所開展過
行動形容是“非常廣泛的研究”。當時，中
取義地用來編自己的報道，這真的令人失望。
方几乎採集了市場內各個地方的表面樣本，
多次合作。
《紐約時報》，你真無恥！”此後，達薩克的
結束了在中國的病毒溯源研究工作後，達
最初階段就採集了 500 份，其中許多樣本病毒
憤怒也得到了其他專家的響應。
檢測呈陽性。採樣樣本還包括一些動物的肉
薩克如今已回到紐約，他在專訪中也回憶了自
對於美方的不斷抹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己的這次“武漢之行”。
和屍體。
汪文斌在 2 月 10 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
而在整個疫情初期，中國科學家最終完成
達薩克稱，原本中國很看重“飯桌文
政府為這次世衞專家來華進行全球溯源科研合
化”，如果不一起吃飯會被認為“很粗魯無
了 900 多份市場內的拭子採樣，工作量極大。
作提供了大力支持協助，世衞方面及國際專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由中國政府援助的
此外，他們還採集了污水管道中的樣本，試圖
禮”，但這一次來華，他們花了兩周時間隔
對此給予積極評價。中方將繼續堅持開放、透
新冠疫苗
15 日清晨由津巴布韋航空專機運抵首都哈拉
離，此後的工作中，也都是在房間裏單獨吃
在通風井尋找蝙蝠的蹤跡；還在市場內捕捉了
明的態度，同世衞組織就全球病毒溯源保持密
雷的羅伯特．穆加貝機場，這是這個南部非洲國家獲
一些動物，包括流浪貓、老鼠，甚至還有一隻
飯，並沒有和中方人員聚餐。
切溝通合作。
得的首批新冠疫苗。
他形容，這回前往武漢是一次“非常艱
鼬（weasel）。同時對市場內售賣的活蛇、龜
汪文斌指出，有不少線索、報道和研究表
在機場舉行的交接儀式上，津巴布韋副總統兼衞
和青蛙也採了樣。
難、緊張且激動人心的”旅程。
明，疫情早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在世界多地多
生部長奇溫加代表津方接收這批疫苗。奇溫加在致辭
達薩克還在採訪中對比了當下中美兩國的
“對我來說，這些（研究信息）真的是讓
點出現，其中就有關於新冠病毒在美國出現的
中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津巴布韋抗疫事業的支持。
我大開眼界。”達薩克如此說道。
防疫工作。他稱自己到達中國之後，從穿戴防
時間可能早於美國官方報告首例新冠肺炎確診
他表示，這批中國援助的疫苗給津巴布韋控制疫情帶
護裝備，到接受病毒檢測，再到接受隔離，所
病例時間的報道。希望美方也像中方一樣秉持
野生動物仍是重要傳播鏈
來了希望。在津出現新冠疫情近一年後，民眾有望通
有流程都十分嚴格完備；而當他回到紐約之
開放、透明態度，能夠邀請世衞組織專家去美
過接種疫苗重新回歸正常生活。
達薩克透露，市場內售賣的兔肉及追蹤到
後，卻是一種完全不同於在中國的經歷，沒有
國開展溯源研究。

時

中國援助疫苗昨抵津巴布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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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既脚踏实地又胸怀祖国
在贵州遵义播州区团结村，青年扶贫干部走村串户摸底调研。新华社发

这一代青年
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王晶玥

中国青年观察

青年需要什么样的家国情怀？
相同的历史背景、相异的生活经历，每一名青年都
有独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记者采访多位“90 后”，倾听
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传承家风——
“帮助青年扣好第一颗扣子”
2020 年初春，四川省宜宾市中心血站迎来一
对母子，母亲陈宗华在当地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
科工作，儿子小林则是一位“95 后”大学生。
谈起献血原因，陈宗华介绍：“我和先生都
在医院工作，因此孩子对医生救死扶伤、救命于
水火的场景十分熟悉。18 岁那年，他本想以献血
作一份成年礼送给自己，谁知当时体重没有达到
献血标准。”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小林目睹母亲和同事
奔赴抗疫一线，自己却只能看着手机里人们忙
碌 的 场 景 。 他 深 刻 反 思 ：“ 身 为 一 名 大学生，
我能做什么？”
曾经的愿望慢慢在小林脑海中浮现出来——
去献血！“我想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有需要
的病人。”
于是，赶在开学前，他和母亲来到位于宜宾市
翠屏区的爱心献血屋，捐献出300毫升血，实现了
一桩心愿，也实实在在地做了件有益于社会的好事。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张智认为，“家庭是一个人安
身立命的主要港湾，家风则是其精神成长的重要
源头。人能否树立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是否具
备健全人格和优良品德，与家庭教育息息相关，
与家风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讲，得益于优秀家
风，青年能够扣好第一颗扣子，完成从学生到成
年人、承担起社会责任的蜕变。
“更宏观看，家风还关乎社会风气。家庭文
明 是 社 会文明高塔的‘累土’，通过青年弘扬出
来的优秀家风，
将成为值得他人效仿的精神文明。
”
这一点，“90 后”的哥王海超有同样感受。
工作中，他一直将父亲的教诲——“善待他人，
才能走得更远”这句话牢记心间。
2019 年 7 月的一个凌晨，王海超在广东省广州
市沿江中路天字广场上停车候客，不远处的江边突
然传来一阵呼救声。
王海超顾不上熄火和拔车匙，连忙下车跑过
去。只见水面上，两名年轻女子正伸出手臂、挣
扎哭喊。
此时，岸边有几名热心群众试图营救，但由
于状况不明，不敢贸然下水。就这一会儿工夫，
两名落水女子已离岸几米远，眼看就要漂到深水
区。情况十分紧急，王海超随手把手机塞给身旁
路人，让他帮忙报警，转身跳进江里。就在这
时，另一位“90 后”的哥邓伟强也前来帮忙，经
过两人和及时赶到的广州水警合力营救，落水者
最终成功得救。
“还是后怕的。”事后，王海超表示，“只是
觉得不能见死不救。”因为见义勇为，王海超受
到各界好评和赞扬，收获多项荣誉，更成为广州
市政府鼓励市民学习的好榜样。

建设家乡——
“愿为基层发展燃薪添火”
“毕业后回去工作吧！”2017 年，在北京读
书的研二学生常圆 （化名） 向女友提议。

在他看来，家乡陕西省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但
部分地区经济水平有待提高，毕业后报效家乡，是
自然而然的选择。
这个想法像一粒种子，早在他刚来中国人民
大学读书时，就已在心间种下。次年底，种子发
了芽：常圆参加考试并成功获得陕西省选调生资
格。2019 年 6 月毕业后，便前往临潼区秦陵街道
办事处工作。
常圆向记者讲述入职一年多来的经历。其中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以地铁 9 号线秦陵西
站开通为契机，调研如何推动秦陵周边经济社会
发展。
“这里是 5A 级景区，开通地铁后，客流量更
会增加，附近基础设施与环境就得跟上。我希望
秦陵西站可以和北京地铁站一样好。”
为此，带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 一 部 手
机，常圆的实地调研拉开了帷幕。时值盛
夏 ， 陕 西 酷 热 难耐，2 个月下来，他瘦了、也
黑了。
但成果是可喜的。“我在调研报告中，建议
整治周边环境，开通接驳地铁、直达景区的公
交 汽 车 。 很 荣 幸 ， 这 些 内 容 被 区 政 府悉数采
纳，并付诸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政策。”
常圆告诉记者：“谈不上作出多大贡献，每
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都像是螺丝钉，能在岗位
上出色完成某项重大任务中的某个环节，就很
了不起。”
2020 年 ，晚 一 届 毕 业 的 女 友 小 妮 ，拒 绝 几
所 名 校 中 学 抛 出 的 橄 榄 枝 ，也 和 常 圆 一 样 ，回
到陕西基层工作。
如今，两人已结为连理，小妮对工作充满憧
憬：“我愿意为基层发展燃薪添火，以后会更加
努力工作！”
这两棵树苗相互依偎着，深深扎根在家乡的
厚土上，可以期待，未来他们也会同其他青年一
道，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过去，青年走出家乡，因优质资源和生活而更
愿意留在城市。近年来，随着各地经济发展和政策
鼓励，青年们学成或工作几年后，又回归生养自己
的地方。他们有的进入基层，为一方土地做出一点
一滴的切实改变；有的带领乡亲脱贫致富。无一例
外，
他们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家乡。
“对家乡的情感表达从来都是具体的、现实
的。”张智提到，自己所在学校每年都有大量毕
业生回家工作，放眼整个社会，这也是一种大趋
势。“建设家乡不一定体现在特殊的贡献、显赫
的业绩中，更多可能蕴藏在平凡的日常工作里。
如今时代背景下，广大青年要从小处实处着眼，
把这份情怀与本职工作有机结合，将热情寓之于
实实在在的行动，成为建设家乡的栋梁和表率。”

热爱祖国——
“抬头看得见星月”
你如何表达爱国？面对这道问题，1990 年出
生的袁帅脱口而出，“当然是支教！”
时间回到 2014 年，在某房地产公司拿着不
菲收入的他，不顾家人反对，辞掉工作，毅然远
赴云南。
初来乍到于云南大理州巍山县五印乡，这片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北京大学 2020 届毕业生在毕业典礼结束后拍照留念。

浙江省“东阳市非遗青创基地”内，同学们在学习卢宅古建营造技艺。

高原带给他截然不同的感受——气温低、海拔
高、虫子多，比起灯火辉煌的城市，这里的夜晚
黑黢黢的。同来的还有五六位年轻人，和他一
样，大家都不太适应。
为缓解思家之忧，几个人聊起天，袁帅这才
得知，原来他们也早就关注了山区教育事业，一
看到支教机构发布信息，便立刻报上名。
支教是袁帅一直以来的理想，在北京长大、
去伦敦留学，读了这么多年书，他亲身体会出如
何学习、怎么育人，然而边远地区的学生们却少
有机会了解。
“我想告诉他们大城市学校里的故事，更想
换一种方式教育他们，让大家爱上英语。”怀揣
着这个心愿，袁帅开始为期两年的支教工作。
其间，他将所教班级的学生按分数分组，因
材施教。结合老师们的授课经验，钻研出一套新
的教学方法。还在课堂上讲述读书经历、留学见
闻，鼓励学生用英文和自己对话，提高口语能力。

胡扬辉摄 （人民视觉）

慢慢地，孩子们成绩上来了，英语成为他们最
爱的课程。离开那天，袁帅又一次抬头，忽然发
现在五印乡，夜晚虽伸手不见五指，但抬头看得
到星月。这些支教老师，正像夜空中的点点繁
星，照亮山区孩子前行的路。
如今，
越来越多青年放弃优厚待遇，去支援偏
远地区。
离开嗷嗷待哺的孩子，中天金融集团员工
谭 丹 走 进 贵 州 遵 义 市 播 州 区 团 结 村 。 她 和 60
余 名 党 员 组 成 青 年 扶 贫 先 遣 队 ，白 天 走 村 串
户 ，晚 上 开 会 研 讨 ，就 是 为 了 找 到 精 准 帮 扶 的
路 子 。 在 他 们 的 努 力 下 ，村 里 养 猪、养蜜蜂实
现了规模化发展，村民收入节节攀升。
“这种志向和态度值得敬佩，祖国需要这样
的青年，时代也呼唤这样的担当。因为只有把爱
国之情、强国之志，转化为舍我其谁的报国之
行，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担起家国
大义。
”张智说，
“这就是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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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個全民用太空飛行任務將開啟
商業太空探索的新時代
Inspiration4 飛行任務將由科技企業家兼飛行員
Jared Isaacman 指揮，他倖存了所有乘員座位並邀請
公眾參與
SpaceX 位於加利福尼亞州霍桑的總部設在加利福
尼亞州霍桑的總部宣布了全球首個全民用太空飛行任
務的計劃。四季度執行，將由 37 歲的 Jared Isaacman
指揮，他是 Shift 4 Payments [NYSE：FOUR]的創始
人兼首席執行官，也是一名出色的飛行員。該計劃命
名為 Inspiration4 是為了表彰這個四人乘員組的任務，
這項任務有望為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兒童研究及治
療醫院的支持並傳遞出關於機會的定向信息，這場旅
程代表了人類太空飛行和探索的新時代。艾薩克曼將
他旁邊的三個座位倖存出來，變成從代表代表領導力
，希望，慷慨和繁榮等使命精神的人選當中選出三位
與他一起完成任務。
艾薩克曼（Isaacman）表示：“ Inspiration4 是
一生夢想的實現，也是邁向未來的一步。在未來，任
關於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
何人都可以冒險去探索星球。我很感激指揮這一飛行
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兒童研究及治療醫院正在引領世界
任務所帶來的巨大責任，我想利用這一步歷史性的時
理解，治療和戰勝兒童癌症和其他致命疾病的方式。它的目
關於 Shift4 付款
刻來激發人類的力量，同時幫助攻克地球上的兒童癌
Shift4 Payments（NYSE：FOUR）是集成支付處理和技術解決方案的領 標很明確：尋找治療方法。Savingchildren®（尋找治療方法，
症。”
先提供商，提供完整的全渠道生態系統，不只是支付，還包括提供廣泛的商 拯救孩子）。自醫院在 50 多年前創立以來，St。是唯一一家
Isaacman 和 Inspiration4 乘 員 組 將 在 獵 鷹 9 號
業支持服務。該公司的技術幫助為眾多行業的 350 多家軟件提供商提供支持， 獲得國家癌症研究所指定的專門治療兒童的綜合癌症中心。
（獵鷹 9）運載火箭和龍飛船（龍）上接受 SpaceX 公
這些行業包括酒店，零售，餐飲，電子商務，住宿，遊戲等。新推出的 Jude 發明了治療方法已經將兒童癌症的總生存率從 20％提高
司的商業宇航員培訓，其中特別關注軌道力學，在微
Shift4Shop 平台提供了全面的電子商務體驗，其中包括強大的網站生成器，產 到了 80％以上。直到終結兒童因癌症而死亡，St。裘德都將
重力，零重力和其他形式壓力測試他們將接受應急準
品和訂單管理，客戶營銷工具等。該公司擁有 7000 個多個銷售合作夥伴， 永不停歇。 Jude 免費分享它所取得的發現，它挽救的每個孩
備訓練，穿脫太空服和進出航天器的練習，以及部分
子都意味著全世界的醫生和科學家可以利用這些知識來挽救
2019 年為 20 多萬家企業安全處理了超過 2000 億美元的支付金額。
和全部飛行任務模擬。該飛行任務放置位置州際航空
更多的孩子。病患家庭不需要向 St. Jude 支付治療，出行，住
航天局肯尼迪航天中心（肯尼迪航天中心）歷史悠久
共同創立了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空軍的 Draken International
房或食物等費用-因為病患家庭最需要擔心的是如何幫助自己
的 39A 發射場發射升空，SpaceX 的飛行任務控制中心將對飛船 ，為美國武裝部隊（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訓練飛行員
的孩子活下去。通過訪問 stjude.org，在 Facebook 上點贊 St.
每 90 分鐘沿定制化的飛行路徑繞過地球軌道飛行的每一步進行 。
Jude，在 Twitter 和 Instagram 上關注 St. Jude，以及訂閱其 You仔細監視。在為期多天的旅程結束後，龍飛船將重新進入地球大
St. Jude 籌款和宣傳組織 ALSAC 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RichTube 頻道來參加 St. Jude 的飛行任務。
氣層，在海岸海岸軟水著陸。
ard C. Shadyac Jr 表示：“ 1962 年，就在 St. Jude 兒童研究醫
Isaacman 在 Inspiration4 飛行任務中為 St. Jude 替代了兩個 院中，兒童研究及治療醫院成立並突破了界限的那一年，第一從 用今年最大的流行文化活動之一，即本週日的超級碗 LV，向公
座位。第一個座位是與這次飛行任務直接相關的 St. Jude 大使任 一開始，St.。 Jude 就一直走在創新和包容的最前沿，在癌症研 眾引入介紹此次飛行任務及其目的。一段 30 秒的廣告即將比賽
命的，他代表了希望的精神以及 St. Jude 創立第二個座位將代表 究，護理和治療世界上一些病情最嚴重的兒童方面處於領先地位 的 第 一 節 播 出 ， 並 邀 請 所 有 觀 眾 支 持 和 參 與 St. Jude 和
慷慨的使命精神。在二月份，公眾可以報名參加太空飛行並支持 ，無論其種族，民族，信仰還是家庭的支付能力如何。這種夥伴 Shift4Shop 計劃這一歷史性的旅程。
Isaacman 總結道：“今天宣布的內容是我們激動人心的旅
聖裘德拯救生命的飛行任務。
關係將達到使命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時刻，將在
程的第一步。在發射的準備階段，我們將分享支持和跟進我們飛
Isaacman 承諾向 St. Jude 捐贈 1 億美元，並邀請所有人與他 未來幾年對全球治療兒童期癌症的工作產生影響。”
行任務準備和執行的新方法，重點是鼓舞和幫助他人。”
一起努力籌集 2 十億美元或更多的資金，支持 St. Jude 數十億美
Isaacman 將 與 Shift4 Payments 合 作 ， 為 一 位 使 用 新
要更多地了解 Inspiration4，如何支持和可能參加這次歷史
元的擴展計劃，以加快研究進展，拯救世界各地更多人的孩子。 Shift4Shop 電子商務平台且值得得此座位的企業家提供第四個也
性太空之旅以及晉升的具體條件，請訪問
www.Inspiration4.
他以以其他名義的形式為聖裘德籌款活動提供額外的支持，包括 是最後一個乘員座位，代表繁榮的使命精神，該平台使企業家能
com，
並
在
社
交
媒
體
Twitter
（@
inspiration4x）
， Facebook
伴隨飛行裝備安裝軍用飛機飛行。作為一名出色的商用和軍用飛 夠在網上建立和發展成功的電子商務業務。Shift4Shop 的現有客
（@
inspiration4mission）
，
Instagram
（@
inspiration4）
和
機飛行員，艾薩克曼擁有幾項世界紀錄，包括為許願基金會 戶和新客戶都將將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參加在線比賽，展示他
YouTube（@
Inspiration4）上關注本次飛行任務，以獲取有關
（Make-a-Wish Foundation）籌集資金和提高知名度而進行的 們自己以及他們的業務。比賽產生 2021 年 2 月 1 日至 28 日古董
飛行任務培訓和準備工作的最新消息。有興趣了解如何有機會獲
環球飛行。作為黑鑽石噴氣機隊（Black Diamond Jet Team）的 ，最後將由一個獨立的評委小組選出獲勝者。
得其中一個座位（共兩個）的個人應訪問靈感 4 .com，並查看
一員，他參加了 100 多場飛行表演，伊薩克曼於 2011 年與他人
Shift4 付款正在為即將進行的飛行任務提供營銷支持，並利
適用於晉級的官方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