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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會：
美商會
：與陸脫鉤將損害美國企業
路透社
（ 綜 合 報 導 ） 美 媒 報 導 ， 美 國 全 國 商 會 （U.S. Chamber of
Commerce）最近表示，美中關係日益緊張可能帶給美國企業嚴重

後果，最壞情況將重創美國一些主要行業。
綜合華爾街日報（WSJ）中文網等美媒今天報導，這份題
為 「
理解美中脫鉤」（Understanding U.S.-China Decoupling）
的報告共計 88 頁，其中設想了這兩個經濟超級大國之間徹底
中斷銷售活動的情景，這種情況只有全面開戰才可能發生。
美國商會指出，美企若減少對中國一半的外國直接投資，
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將一次性損失最多 5000 億美元
。
美國商會與數據研究公司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的
一項聯合研究也顯示，雙方若互徵 25%關稅，在 2025 年以前，
美國 GDP 每年將減少 1900 億美元。
報導說，隨著新任拜登（Joe Biden）政府權衡因應中國的最佳
策略，上述分析也強調了不同政策下產生的成本。美國商會表示，

美國應協同盟友處理中國事務，而非單方面採取行動，進而損害美
國生產力及創新力。
美國商會說，以 「
平衡及理性的態度」來應對與中國的商業關
係，符合美國及美國商界的利益；美國商會也支持 「
基於規則」的
經濟秩序，反對中國對美企的不公做法。
這項報告還研究了脫鉤對於 4 種行業的潛在影響，包括失去進
入中國半導體市場的機會，如此將損失 540 億至 1240 億美元，並使
10 萬個美國工作崗位面臨風險；徵收關稅也會威脅到化工產業，損
失最高恐達 380 億美元，影響近 10 萬個工作崗位。
此外，美國航空公司若失去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每年將損失
510 億美元，至 2038 年累計損失將達 8750 億美元；失去中國的醫療
設備市場，也將導致每年 236 億美元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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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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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自救

We Should Be United And
Fight For Justice
President Biden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last week that called on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 collect data on the crimes and harassment directed towards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Since last year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2,
500 self-reported cases of anti-Asian hate incidents, including the case in Oakland, California, where an elderly Chinese resident was
pushed down by a young man and caused the
victim’s death.
This anti-Asian act was partly caused because the ex-president played a role in fuel-

拜登總統上週在他簽署之一項反亞裔
歧視之行政命令中，指示司法部門加緊收
集有關在去年疫情發生以來， 對亞裔人士
遭受之歧視， 根據統計，自去年春天以來
，已經超過二千五百起案件，尤其是在加
州奧克蘭市一名暴徒把一位華裔老人推倒
後受害者已不幸去世。
我們要非常痛心和遺憾的指出，新冠
病毒在全球肆虐以來，被政客們稱之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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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hostility toward people by repeatedly referring to COVID-19 as the “China virus” and
even calling it the “Kung Flu” at times.
We are very happy that President Biden’ s
action marks a notable step in denouncing
Trump’ s racist action and addresses the
specific challenges that the Asian community
has faced during the pandemic.
This is also the time all of us need to stand
united and seek for our equality and justice.
We are here in America and this is our home
that we all love.

國病毒，向美國社會不斷宣染惡意攻擊，
致使美國社會瀰漫反對華亞裔之歧視氛围
。
所幸拜登政府上台後，撥亂反正，為
我們華亞裔伸张正義，把那些偏激之政客
們掃地出門。
各位華裔同胞們，這是我們覺醒團結
自救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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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助美解決車用晶片荒
白宮謝王美花 內幕曝光
(本報訊)1 名白宮官員說，美國經濟與國
安高層官員已進行新努力，以協助解決國內汽
車業因應與日俱增的車用晶片短缺問題。
據路透等外媒報導，美國總統拜登的首席
經濟顧問狄斯（Brian Deese）致函，尋求台灣
政府協助解決因全球晶片短缺，導致美國汽車
製造業難以生產的問題。他在信中感謝經濟部
長王美花個人的努力，並轉達了美國汽車業的
憂心。
由於苦等台灣和南韓的車用晶片，美國汽
車廠已暫時停止生產，數以千計汽車工人可能
將面臨工時減少，工資降低的問題。如今美國
汽車業晶片短缺，已構成拜登政府執政初期的
挑戰。而台灣擁有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業，
是台積電（TSMC）的總部所在，但也依賴美
國軍售，以防禦對岸攻擊。

曾經在新冠戰役中勇敢帶領紐約人度過難
關的郭莫州長因涉嫌瞞報該州養老院新冠死亡
人數，被聯邦調查局展開調查,不過郭莫堅稱，
州政府只是信息發佈不及時，並沒有瞞報,但他
也承認州府本應更快地發佈州議員、公衆和媒
體要求的信息。
在去年疫情大爆發時期，紐約一度成為最
慘烈災難中心,但郭莫不畏病毒，親入疫區卓越
領導，他每天不止一次的電視疫情報告,傳達明
確快速和可靠的資訊,給苦難中的紐約人帶來愛
心與希望，展現了親民愛民的形象,相較於應對
遲緩的川普總統與猶豫不決的紐約市長白思豪,
郭莫總是中氣十足,果敢無畏的發出理智的聲音
，他的務實精神,遵從科學、相信事實與白宮和
市政府的無序應對形成鮮對比，他領導紐約抗
疫建立了奇功，讓他成為州長中應對疫情最有
力的標杆人物。
-為什麼這麼務實的硬漢會在疫情上摔跤
呢? 根據紐約州總檢察長利蒂希婭·詹姆斯公佈
的一份調查報告，紐約州衛生部門統計的養老

院死亡病例 1.5 萬人比實際公佈的 8500 人要高
出 50%左右, 原因是州府僅統計在養老院內死亡
的人數，而不包括從養老院轉到醫院或其他地
方死亡的數目, 現在州衛生部官員也承認該州
的確是按照死亡發生地點統計人數,如果這樣解
釋,或可勉強為郭莫解套,但偏偏郭莫此前竟一
直將紐約州養老院新冠死亡人數極低作防疫成
功的亮點來大肆宣傳,他還稱紐約州養老院新冠
死亡率在全美 50 州里僅排名第 46,所以當初他
顯然是知內情而不報真,而日前流出一段錄音顯
示，郭莫和他的團隊沒有向州議員報告養老院
真實死亡人數是因擔心川普政府會藉此針對他
們。
這件事情郭莫顯然是做錯了, 所幸錯的不
算離經叛道, 充其量不過是求好心切，好大喜
功罷了, 如果郭莫能謙卑的向所有人說一聲道
歉, 他應該還是能站起來, 畢竟他所犯的錯誤並
未涉及貪污瀆職、逃稅欠債，或性侵緋聞等情
節重大之事, 所以郭莫如想在政壇更上層樓, 就
馬上站出來說一聲道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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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斯與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
和美國汽車公司及供應商會面後，正式與台灣
接觸。而美國汽車業正依靠白宮，向外國晶片
製造商與他們的政府施壓，好向美方供貨。在
這之前，美國政府和商務部官員已尋求和台灣
政府和業界官員會面，以施壓要求他們增加半
導體供應。
事實上，除了台灣外，拜登政府也要求美
國駐世界各地的使館，以確認相關國家和企業
如何能提供協助，以解決全球晶片短缺的問題
。
拜登政府高層官員認為，半導體是與中方
競爭，進行國內投資，以確保美國不必再依賴
其他國家的戰略領域。未來幾星期，拜登打算
簽署總統令，要求檢視相關供應鏈，但還不至
於立即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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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
科技领域
发展之路

说起阿里巴巴，大家自然想到的是
淘宝、天猫、支付宝，默认阿里巴巴仅
是个电商平台。然而这个固有印象正在
发生改变，不知不觉，阿里已经从单一
的电商公司，转变成为一家科技公司，
马云也赶在退休之前，完成了公司在科
技领域的布局。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阿里巴巴科技
领域布局的步伐。
阿里云创立于 2009 年 9 月，是全球
领先的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科技公司，致
力于以在线公共服务的方式，提供安全
、可靠的计算和数据处理能力，让计算
和人工智能成为普惠科技。阿里云创立
之初，马云力排众议，坚决支持王坚博
士做云计算，几年后终于大功告成。现
在阿里云在世界云计算领域排名前三，
仅次于亚马逊的 AWS、微软的 Azure，
第四名是 Google Cloud。
阿里云服务着制造、金融、政务、
交通、医疗、电信、能源等众多领域的
领军企业，包括中国联通、12306、中石
化、中石油、飞利浦、华大基因等大型
企业客户，以及微博、知乎、锤子科技
等明星互联网公司。在天猫双 11 全球狂
欢节、12306 春运购票等极富挑战的应
用场景中，阿里云保持着良好的运行纪
录。
阿里云 OS（又叫 Yun OS）是阿里
巴巴集团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依托于
阿里巴巴集团电子商务领域积累的经验

和强大的云计算平台，基于 LINUX 开发
。比华为鸿蒙更早，Yun OS 早在 2011
年 7 月就有首个版本亮相。对于 Yun OS
，最有感情的就是魅族了，魅族 MX4 就
是该操作系统，到目前为止搭载过 Yun
OS 的手机真的不少，但是很少被提到。
操作系统并不是电脑手机才有，凡
是智能设备都需要一个控制系统。物联
网时代，万物互联，除了手机电脑，还
有智能家居、智能汽车，甚至身上的穿
戴都会相互联网，都需要操作系统，现
在 Yun OS 也应用于车机、电视等，到
现在搭载 Yun OS 的终端已经过亿，未
来 Yun OS 也将会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高德地图是中国领先的数字地图内
容、导航和位置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
拥有导航电子地图甲级测绘资质、测绘
航空摄影甲级资质和互联网地图服务甲
级测绘资质“三甲”资质，其优质的电
子地图数据库成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 2010 年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全球精选
市场。2013 年 5 月，阿里巴巴 2.9 亿美元
入驻高德，成为高德第一大股东。2014
年 02 月，阿里巴巴斥资 11 亿美元完成对
高德地图的全资收购。阿里巴巴收购高
德地图，把这家领先的地图内容、导航
服务提供商收入囊中，为后续的自动驾
驶，互联网汽车打下基础。
2015 年 8 月，阿里巴巴集团与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共同成立千寻位置网
络有限公司，各占 50%股权。

千寻位置是基于国产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通过北斗地基一张网的整合与建
设，基于云计算和数据技术，构建位置
服务云平台，以满足国家、行业、大众
市场对精准位置服务的需求，是一家提
供高精度位置数据和导航功能的公司，
让北斗系统民用化，产生实际的经济价
值。
2017 年 10 月，阿里巴巴成立达摩院
，是一家致力于探索科技未知、以人类
愿景为驱动力的研究院，是阿里在全球
多点设立的科研机构，立足基础科学、
颠覆性技术和应用技术的研究。研究领
域涵盖量子计算、机器学习、基础算法
、网络安全、视觉计算、自然语言处理
、人机自然交互、芯片技术、传感器技
术、嵌入式系统等，涵盖机器智能、智
联网、金融科技等多个产业领域。
达摩院已经在全球各地组建前沿科
技研究中心，包括亚洲达摩院、美洲达
摩院、欧洲达摩院，并在北京、杭州、
新加坡、以色列、圣马特奥、贝尔维尤
、莫斯科等地设立不同研究方向的实验
室。
2018 年 9 月，阿里达摩院官网已正
式上线，公开 5 大研究领域（机器智能
、数据计算、机器人、金融科技、X 实
验室），下共设 14 个实验室，其中区块
链实验室在列。
2018 年 10 月，在 2018 中国计算机大
会上，阿里巴巴达摩院院长张建锋表示

，达摩院智能计算实验室计划联合清华
大学，围绕认知计算方向成立专业委员
会。
2020 年 3 月 3 日，阿里达摩院全球
总部开工，总投资 200 亿元，分三期实
施。该项目计划承载阿里巴巴科技研发
、战略性创新产业培育、未来城市的科
技试验场、浙江科技研发人才集聚地等
内容，主要致力于大数据计算、AI 算法
、芯片算力、无人驾驶、量子计算等领
域研发，积极支撑"数字浙江"建设。
2020 年 3 月 10 日，阿里云官微宣布
，阿里达摩院正式成立 XG 实验室，现
阶段主要聚焦 5G 技术和应用的协同研发
。XG 实验室是达摩院成立的第 15 个实
验室，此前达摩院已成立语音实验室、
视觉实验室、智能计算实验室、自动驾
驶实验室、量子计算实验室等。
2020 年 4 月 22 日，阿里达摩院对外
发布全球首个自动驾驶“混合式仿真测
试平台”。该平台采用虚拟与现实结合
的仿真技术，引进真实路测场景和云端
训练师，模拟一次极端场景只需 30 秒，
系统每日虚拟测试里程可超过 800 万公
里，大幅提升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效率
。
2018 年 2 月 9 日，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发布公告，中兴通讯以 12.233 亿
向阿里体系企业转让中兴软创 43.66%的
股份，阿里体系控股中兴软创/浩鲸科技
，2018 年 7 月 18 日，中兴软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浩鲸云计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阿里体系控股浩鲸科技，
意在阿里云业务的协同、通信业务的协
同，以及智能交通业务与阿里云城市大
脑（交通）的协同。
蜕变于中兴软创的浩鲸科技，成为
阿里巴巴的战略投资子公司，全新出发
。2018 年 9 月，在新品牌发布会上，浩
鲸科技首次面向全球发布了焕新升级的
品 牌 名 称 和 Logo 标 识 ， 并 正 式 公 布
“321”战略，以“云计算”为核心业
务，以“数据智能”为核心竞争力，成
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头部企业。
中天微全称杭州中天微系统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01 年，是一家主要从事 32
位高性能低功耗芯片研发的企业。中天
微在国内众多半导体公司中虽然排在前
列，但距离第一还差的远，和因特尔、
高通相比也差的远。但是在国内，中天
微芯片采用自主的指令架构，这在芯片
信息安全等方面是很多其他国内半导体
公司不能比拟的。
2018 年，当时正值中美贸易战中兴
被美国制裁事件的热潮中，中国缺芯的
尴尬深深刺痛了所有中国人。阿里也要
做芯片，并不是为了蹭热度，实际上在
这之前已经战略投资了中天微。早在
2015 年，阿里便与杭州中天微系统有限
公司进行深度合作，面向物联网各细分
领域开发云芯片（Yunon Chip）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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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股东。2017 年 6 月，阿里向中天微
注资 5 亿，正式跨入芯片基础架构设计
领域。2018 年 4 月，阿里巴巴收购国内
嵌入式 CPU 设计公司中天微，正式进军
芯片设计领域。
2018 年 9 月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
宣布合并中天微达摩院团队，成立平头
哥半导体公司。2018 年 10 月，平头哥半

导体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致力于打造面
向汽车、家电、工业等诸多行业领域的
智联网芯片平台。
2019 年 7 月，平头哥发布公司成立
后第一个成果：基于 RISC-V 的处理器 IP
核玄铁 910，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戚肖
宁表示，其可用于设计制造高性能端上
芯片，应用于 5G、人工智能以及自动驾
驶等领域，使用该处理器可使芯片性能
提高一倍以上，同时芯片成本降低一半
以上。2019 年 9 月，阿里巴巴在 2019 云
栖大会上正式对外发布含光 800AI 芯片
。含光为上古三大神剑之一，该剑含而
不露，光而不耀，正如含光 800 带来的
无形却强劲的算力。在杭州城市大脑的
业务测试中，1 颗含光 800 的算力相当于
10 颗 GPU。
此外阿里巴巴集团还和上汽集团达
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面向未来的下一
代智联网汽车。为此，双方也将通过战
略重组斑马网络和 YUN OS，扩大合作
范围至汽车出行平台、自动驾驶、汽车
行业云等领域。菜鸟物流其实也是科技
产物，不同于一般的物流公司，菜鸟本
身并不送快递，而是利用大数据，整合
各物流公司，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减少
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
由此可见，阿里巴巴已经成功布局
量子计算、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物联
网等高科技基础领域，真正转型成为综
合性科技公司，未来的竞争，是科技的
竞争，谁掌握先进的科技，谁就能在未
来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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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將支付 WHO 逾 2 億美金會費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17 日告訴聯合國安理會，
美國打算在本月底前向世界衛生組織（WHO）支付超過 2 億美
元的會費，稱這是美國作為該組織成員履行財務義務的關鍵一
步。他還表示，為了避免新冠疫情再次爆發，有關這次大流行
病起源的調查與將要發表的報告必須是獨立的，且所有國家都
必須提供疫情爆發初期的一切數據。
布林肯在安理會關於全球疫苗公平分配的會議上表示，美
國將再次成為全球衛生領域的領導者，並將與全球各地的夥伴
合作，擴大新冠疫苗的生產和發放，讓更多人施打疫苗，包括

邊緣化人口。布林肯還闡述了美國將要採取的行動，包括向世
衛繳納積欠和目前應繳納的會費。
去年，美川普政府指責世衛未能及時阻止疫情蔓延，宣布
退出該組織並停止繳納會費。現任總統拜登則在 1 月宣誓就職
當天宣布重返世衛。拜登政府還宣布加入確保低收入國家獲得
新冠病毒疫苗的 「新冠疫苗獲取機制」（COVAX）。
布林肯說，美國已宣布逾 16 億美元的緊急經濟、衛生和人
道主義援助，還承諾在 2020 至 2023 財年提供 11.6 億美元，以
支援全球疫苗免疫聯盟。他表示，所有國家都必須為維護其人

權義務而被問責，不應允許任何國家以新冠病毒為藉口侵犯人
權或基本自由。他呼籲各國在分享新冠疫情的訊息時保持透明
，但他沒有點名中國。
布林肯表示，專家進行有關這次大流行病起源的調查以及
將要發布的報告必須獨立，調查結果須根據科學和事實，不受
干擾。今後，所有國家都應參與透明且健全的程序，來防止和
因應公衛緊急事件，好讓全世界儘快且儘量獲得資訊。

（綜合報導）美國前總統川普在過去幾年，努力推動美軍
撤軍的工作，並在去年 5 月，與塔利班達成協議，2500 名駐阿
富汗美軍部隊，將在今年 5 月 1 日完全離開阿富汗。目前離撤
軍時間僅剩 2 個多月，有些人擔心，塔利班會在美軍完全撤離
的那一刻，對首都喀布爾發動總攻擊，屆時將如同越戰的 「西
貢淪陷記」一般，成為 「喀布爾淪陷記」。
任務與命令(task and purpose)報導，1975 年 4 月 30 日凌晨三
點鐘，美國駐西貢大使收到了總統的緊急命令： 「總統希望馬
丁大使能乘坐最後一架直升機，大使館已授權使用 19 架直升機
，將全部美國人從大使館撤離。」
據法國記者奧利維·托德（Olivier Todd）的回憶，數小時
後，北越部隊已進入西貢，迫擊砲彈的落點愈來愈逼近大使館
，然後，10 名海軍陸戰隊成員登上最後一架直升機，離開大使
館屋頂。這個畫面被攝影記者胡安·瓦爾迪茲（Juan Valdez）拍
下，成了南越淪亡的標誌一景。
自從 1957 年第 1 位美軍士兵在那裡犧牲，美國介入越南戰
爭，然後在 1975 年完全撤離，歷時 18 年。最終有 58,000 多名

美國人喪生於此。美軍離開後，整個中南半島在往後幾年全面
赤化。
這是美國在越南戰爭中角色的正式終結，類似的情況可能
會在阿富汗重演。
阿富汗是反恐作戰的主要戰場，在 2001 年進入此地時，思
考的問題是鏟除塔利班與狙擊賓拉登，賓拉登在 2011 年被海豹
隊所狙殺，但是塔利班並沒有因此瓦解，這使得不管是共和黨
還是民主黨政府，都對阿富汗戰爭感到困擾，因為難以定義
「獲勝」。
川普不管這些，他在過去幾年就已下決定要結束所有海外
戰爭，因此在相當草率的情況下，在去年與塔利班代表達成和
平協議，該協議要求最後的 2500 名美軍，要在今年 5 月 1 日前
全部撤離阿富汗，雖然協議的先決條件一直都是塔利班不得入
侵喀布爾，但是塔利班從始至終都很早遵守，他們的停戰時間
是 「小時」在計算的。
阿富汗戰爭有許多困境難以解決，儘管在戰爭初期，美軍
迅速擊潰塔利班部隊，收復了喀布爾，也建立起較為世俗化的

阿富汗政府，然而這個政府實在是軟弱無力，許多美國培養的
阿富汗基層人物，在來到美國受訓之後，許多人寧願非法滯留
美國，也不想再回到戰亂的祖國。
塔利班目前正在伺機而動，他們威脅拜登政府必須遵守撤
軍協定，否則會有自己的手段。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情資，包括
喀布爾、坎大哈幾處大城的恐怖攻擊事件正在增加。泰晤士報
報導，如果拜登政府兌現撤軍日期，分析人士擔心塔利班會立
即擊潰阿富汗安全部隊的剩餘力量，並控制坎大哈等主要城市
，然後逼迫阿富汗政府全面投降。
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員馬克斯·博特（Max Boot）稱，拜
登有 3 種選擇：1.按計劃於 5 月 1 日前撤軍。2.以塔利班的恐怖
攻擊違反和平協議為理由，維持美軍駐留。3.稱先前的協議有
不足，要求塔利班繼續談判。
由於種種原因，拜登的所有選擇都不容易。撤軍之後，塔
利班必然再次掌控阿富汗，會成為各種激進團體的主要藏身地
，最糟的情況是再次出現像 911 事件的恐怖攻擊。要是美軍不
撤，可能會損及國內的聲望，而且幾乎肯定會激怒塔利班。

（綜合報導）現年 83 歲的喬瑟夫·利貢（Joseph Ligon)，剛
剛離開美國賓西法尼亞州立監獄，他在監獄裡渡過 68 年，是美
國獄政史上年齡最大、服刑時間最久的 「少年犯」。有些人擔
心他是否會對現代文明適應不良。
CNN 報導，1953 年，利貢 15 歲，他與其他 4 位同樣 10 幾
歲的青少年在費城打劫，包括持械傷人與搶劫，造成 2 死 6 傷
。
利貢與其他人幾乎是當場被捕，就他自己的說法是 「在街
頭上被警方追上。」
利貢被捕後也坦承行兇，至少有動手刺傷當天受害者 8 人
中的其中一位。
不過，他卻被以兩項一級謀殺罪起訴，判以無期徒刑。對
此利貢的律師布萊德利‧布里奇(Bradley Bridge)表示，他的委

託人確實是傷人了，但是沒有殺害任何人，卻被判以殺人罪，
這是有問題的。
如今多說也無益。布里奇說： 「早在 1953 年犯下這些罪行
的孩子，如今就不復存在了。他已經 83 歲，早就歷經成長、改
變，不再是威脅。 他已經為自己年少時的愚行，付出了該負的
代價。現在，讓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以自由之身度過是適當的
。」
利貢說 「我早就不再是孩子。我不僅是一個成年人，已是
一個老人，而且每天都在衰老。」
其實，利貢如果選擇假釋，他可以早幾年出獄。2016 年，
法院裁定利貢的案子可適用另一件青少年的假釋判例，並且國
最高法院的裁決也承認利貢有資格申請假釋，但是利貢自己拒
絕了。

利貢認為，假釋有很多麻煩的條件，餘生需要受到假釋官
的監管，這樣的條件不是他所想要的充份自由。
於是，布里奇律師採用另一方案，他提出新說法，表示
「像利貢案件中，把少年犯處以強制性無期徒刑是違憲的」，
此上訴在賓州中級上訴法院的聽證會被駁回，不過布里奇不氣
餒，他改提交聯邦法院，得到受理並於 2020 年 11 月勝訴，最
終他在 2021 年，根據自己的上訴文，使利貢獲得自由。
現在，利貢已經出獄，心須算著重新進入社會，他表示會
努力讓自己的餘生，給社會提出點貢獻。另外利貢被記者問到
「對久違的世界有什麼感覺？」利貢說： 「很漂亮，很美麗。
」

阿富汗恐怕重演 「南越淪亡記」

美國最年長的 「少年犯」出獄 服刑68年已8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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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代医事制度里，医师作为医
疗行政的主管，下面有士、府、史
、徒四类人员。
在士这类人员当中，又有中士
和下士。中士包括食医和疾医，而
下士包括疡医和兽医。这里的“士
”并非军衔。
由此可知，古代的士它包括的
群体还是比较广泛的。然而，知识
分子群体是士的核心要义，是士这
个阶层的绝对主体。
成为合格的士人，对应在我们
现在的社会，要么去做官，去参与
管理国家公务，要么做一名企业或
者组织的管理者。
农
农就是种地的农人、农民，整
天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在田
地。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的社会，农
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有粮则
稳，无粮则乱。有得吃是饭，没得
吃就反。所以，农民的地位高是天
经地义。
工
工，工就是指工业，要做好
工业生产，就必须要有制器的技
术，也就是要有制造业。要有制
造业，就要有专业的工匠。在古
代，有专门的技校来培养匠人。
所以，工就是古代社会里的手工
业者。
古代有所谓“百工”，就是各
行各业的能工巧匠。这个群体的客
观存在，使社会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为什么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这是全社会对“百工”们的
最高褒奖和公认评价。百工们充分
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赢得了
全社会应有的尊重。
商
商，就是商人，做生意、经商
，俗称的“二道贩子”。商人，保
证了“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促
进商品流通，活跃社会经济。古代
的商人，其实干得就是物流，低买
高卖，不从事和参与生产活动。
这样“赚差价”的行为，在古
人眼里多被批评为“投机取巧”。
商人专卖农民的劳动成果获利很多
，所以在古人看来，商人远没有农
民辛苦但是却赚的多。
其实商人也是个高危职业，古
代镖局的存在，就是为了武装押运
护送货物和人员，以策安全。武装
押运保护货物，就是为了防止强盗
劫匪恶霸们的横行霸道，肆意妄为
和胡作非为。
然而，商人头上总是顶着一种
帽子，叫做“无商不奸”。奸商就
是人们对商人的唯利是图，六亲不
认的绝妙形容和生动形象的刻划。
“重农抑商”是古代领导人基于
民生考虑而做出的决定。毕竟古代社
会还是以农耕为主，而大部分商人赚
钱相比农民来说要容易太多。
如果没有“重农抑商”的政策
，那么愿意种田的人会少很多，各
种食物资源一旦出现短缺，社会将
会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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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们以担任一官半职
为荣。那么古代官员一天是怎么样
的呢？
古代官员上早朝鸡鸣即起，公
鸡打鸣的时间一般是早上五点，按
地支的顺序正好是卯时，上朝前的
第一件事是清点人数，所以古代官
员上班打卡称为“点卯”。
半夜就得起床、赶路，大约凌
晨 3 点左右，穿越大半个京城的大
臣们陆续风尘仆仆地抵达，排好队
伍后到场，期间专人来检查他们的
仪容仪表，等到 5 点再准时入场。
遇上重大庆典，还会更早。
古代只有一、二品的官员上早
朝可以骑马或坐轿，其他级别的官
员只能步行前往。在古代要是迟到
了，为了让官员吸取教训，有的朝
代要打板子。不仅有损形象，还要
遭受皮肉之苦。
《唐会要》卷二四就有记载：
“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
季禄。”《唐律疏议· 职制五》中也
有 规 定 ， 官 员 缺 勤 1 天 惩 罚 20 小 板
， 每 满 3 天 加 一 等 ， 满 20 天 就 要 被
打 100 大板。
唐朝诗人白居易刚开始任职校
书郎的时候就在《晚归早出》写道
：“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
意思就是，下班回家已经是深夜，
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上班，可见
这种起早摸黑的辛苦。
此外，如果官员没有办好皇帝
交代的事，弄不好还是会有性命之
忧的。而且，即使是一国之君，国
库里的钱也不能随便用。在宋太宗
赵光义之后，宋朝的每一位皇帝都
有自己的月薪。
“打工人”流行的背后是年轻人
对生活重担的调侃，将工作压力以一
种自嘲的方式表达出来，与佛系、丧
相比，更具有积极乐观的态度。
面对生活的压力、繁杂的工
作，自我激励，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
打工人！
古建家园--古建中国古建世界，
我们不仅仅只做古建筑！以线上+线
下模式，建筑+互联网+文化，传承
与发扬建筑文化，把传统优良文化
植入到建筑材料中，让建筑从源头
上有文化，将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
的精髓与现代科学技术古今结合、
中西融合，应用于现代建筑行业，
倡导将优良的传统文化走入大众的
衣食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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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人﹂的生存法则

最近“打工人”这个词火了，
各种关于“打工人”的段子在网络
上流传。不管是高管、码农，还是
前台、普通职员，大家都变成了
“打工人”。
在这里，“打工人”是对所有
从事体力劳动或技术劳动的人的统
称。然而要说到打工人的生存实况
，那么古代的打工人日常是什么样
的呢？
中国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列
子》一书中说：“农赴时，商趋利
，工追术，仕逐势，势使然也。然
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
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从事农业的人，看到节气到了
，就得马上播种。从事商业的人，
看到有利可图，马上就会去做买卖
。从事工业的人，对科学技术是钻
研是没有止尽的，就像把器物制作
的更巧更好。
从事管理工作的士人，则要审时
度势，把握机遇，看能不能当上官，
当上官了，则要把所有环节都烂熟于
心，统筹兼顾，把国家分派给自己的
地区管理好，把各项事业都管理好。
士
众所周知，士是古代知识分子
群体的称谓，是读书人堂堂正正的
名号。古时有学士、大学士等雅称
。如苏轼就被称作苏学士。士的社
会地位最高，这是毋庸置疑、显而
易见的。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
读书高”。
在古代社会中，士也是一种军
衔。在行伍中有上士、中士和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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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光夜市 3 月熄燈
商圈爭取熊電
（中央社）屏東市瑞光夜市
將於 3 月吹起熄燈號，民眾不捨
少了一個走逛處，中央商圈近日
釋出訊息，有意爭取舊時 「熊電
」（台語：商展）進駐，屏東縣
政府表示樂觀其成，但所有配套
仍待協調。
在地經營超過 20 年的瑞光夜
市，因地主已將土地以 2 億元價
格賣給開發公司，導致 100 多個
攤商預計在 3 月 21 日遷離，不僅
攤商面臨生計斷炊的可能，民眾
也少了迺夜市去處。
立刻有人聯想，去年屏東市

廣東路上的萬福宮整修完畢後，
廟方申請懷舊商展，連續封路 2
天，讓許多 6、7 年級生重溫舊夢
；張姓民眾說，當時特地現場體
驗，每個攤位都排隊， 「幾乎是
被人潮推著走」，有攤商保守備
料，幾個小時就賣光光，驚呼真
的很久沒看過如此人潮。
屏東市平和里長伍靜華直言
，有人提議不如將 「熊電」原汁
原味搬來中央商圈，包括廈門街
、民權街都非常適合；她進一步
表示，2 處街廓都是臨時攤，白
天販售成衣、美食、3Ｃ產品與

雜貨，待下午收攤，夜市便可接
續進駐，可望帶來人潮與商機。
伍靜華說，中央市場已有 60
歲月，是屏東市首座公有市場，
過去第一、三商場曾是屏東人時
尚中心，其餘商場則是南北雜貨
集散地，每天都吸引婆媽採購日
常用品，但隨著民眾消費習慣改
變與環境變遷，老市場逐漸凋零
，消費人口也變得小眾。
屏縣府城鄉處長李怡德認為
，中央商圈屬於市場用地，只要
主管機關屏東市公所同意，擬妥
配套，縣府樂觀其成。

泰山首座社宅 210 戶
2023 年完工
（中央社）新北市長侯友
宜 18 日主持泰山中山段青年社
會住宅開工動土典禮，基地占
地約 3600 平方公尺，共計興建
210 戶，預計將在 2023 年完工
，也將達到萬戶社宅目標。他
表示，這是泰山區首座青年社
會住宅，緊臨機捷泰山貴和站
及捷運新莊丹鳳站，步行僅需
5 分鐘即可到達，交通十分便
利。
侯友宜表示，青年社宅採
用綠能建築的智慧社區，將提
供公共托育、公共托老及非營
利幼兒園及店舖等多元設施，
融入社區機能需求，提供民眾

在泰山能有個便宜又能安居樂
業的好地方，預計將在 2023 年
完成，將達成萬戶社宅目標，
彰顯居住正義。
城鄉局表示，該地原為德
隆紡織工廠變更為商業區所捐
贈的公益住宅，將興建地下 3
層、地上 15 層，其中 1 樓規畫
店舖及非盈利幼兒園，2 樓則
托育中心及托老中心，3 樓以
上為住宅空間，而地下空間將
設有汽車位 105 格、機車位 222
格和自行車位 33 格。
城鄉局指出，建物內設有
空中綠廊、半戶外景觀平台、
空中廊道、風雨走廊，可提供

居民良好的互動、休憩交流環
境，再加上多元的社會福利設
施，讓不同年齡層與身心障礙
的承租戶皆可舒適入住，打造
成友善、包容的全齡化社區。
截至去年底為止，目前新
北市社宅已完工近 7000 戶，再
加上目前新店民安、土城永和
、土城大安、三峽國光二期、
泰山中山、中和安邦等社宅都
在興建中，累積達約 9000 戶，
再加上準備規畫中的板橋江翠
段，預計在 2023 年可以達到萬
戶社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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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三期測試補充資料 一致認同效益大於風險

專家開緊急綠燈 薦港用科興疫苗
翹首以待的北京科興新冠疫苗終於獲香港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開綠
燈”推薦緊急使用。科興日前提交第三期臨床測試補充資料後，專家委員會



16 日召開會議，一致認為科興疫苗的效益比起“可能風險”為高，將會撰寫

(

報告及推薦予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批准作緊急使用。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

透露，科興第三期臨床數據顯示，18 至 60 歲人士的疫苗有效率整體為 50.66%，相隔 28 天打第二劑科興疫苗，有效
率提升至 62.3%，符合世衞的標準。他強調，從來無受政府在內的任何壓力，委員均以科學眼光審批，但目前仍未
●新冠病毒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左)、顧問專家
委員許樹昌16日召開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能確定科興疫苗運抵香港的時間表。特區政府發言人 16 日晚回應時表示，歡迎顧問專家委員會就申請認可的疫苗作
出建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會考慮有關建議，盡快就批准認可疫苗作緊急使用作出決定。

●科興工作人員檢查自動包裝線上
新冠病毒滅活疫苗標籤。
新冠病毒滅活疫苗標籤
。 資料圖片

京科興、復星/BioNTech 疫苗、以及牛津/阿
斯利康疫苗，其中供應最可靠的科興疫苗因未
能出示在國際權威醫學刊物刊登的第三期臨床
報告，遲遲未獲香港特區政府批准使用，令一
眾市民心急如焚。

劉澤星：科學審批無受壓力

兩針有效率逾 62% 副作用低
根據科興第三期臨床數據，18 歲至 60 歲
人士的疫苗有效率整體為 50.66%，相隔 28 天
後接種第二針，有效率升至 62.3%，主要副作
用包括打針位置疼痛(60.9%)、頭痛(50%)、肌
肉痠痛(19%)、肚瀉(15%)、作悶(13%)、嘔吐
(2.8%)、出紅疹(1.4%)，相關症狀只出現一兩
天；嚴重副作用如吉巴氏綜合症、面癱等比率
較低，分別有兩人接種後出現吉巴氏症、44
人有面癱，遠低於背景數據發病率。
委員會將再開會決定哪些年齡群組注
射，例如接種在 60 歲以上人士，需要有委員
會監察，科興疫苗在第一、二期臨床研究顯
示，對 60 歲以上人士安全。劉澤星強調“唔
係以長者做白老鼠”。
對於科興第三期數據未有在國際期刊刊
登，另一位委員會成員、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
教授許樹昌表示，科興已向期刊提交數據，
“相信佢一定出到（期刊）”，但過程需時，
認為香港不應“等咁耐”。他又指，不會比較
不同疫苗的有效率。被問到委員會成員會否接
種科興疫苗，以提升市民的信心，許樹昌指：
“唔應該將呢啲問題政治化”，劉澤星則指，
如有疫苗，醫護人員為首批接種的人士，他本
人視乎“邊隻到港先，就打邊隻”。
特區政府發言人 16 日晚表示歡迎顧問專
家委員會就申請認可的疫苗作出建議，強調政
府會確保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質素的要求，
以及按照《預防及控制疾病（使用疫苗）規
例》（第 599K 章）相關要求及程序嚴格審批
作緊急使用，方會安排市民接種。為加強公眾
對疫苗的信心，政府疫苗接種工作會繼續以科
學實證為根據及公開透明為原則，適時透過不
同渠道向市民提供有關疫苗的最新資訊，並公
布專家就疫苗提供的意見，讓市民掌握有關疫
苗的正確和全面的資訊。

香港採購三款疫苗比較

由香港行政長官委任的香港疫苗顧問專
家委員會上周三（10 日）就科興疫苗於港緊
急使用開會，認為科興疫苗安全有效，惟要
求科興提供更多數據。科興於上周六（13
日）至周一（15 日）提交補充資料，委員會
16 日開會討論後一致決定推薦批准在香港緊
急使用。
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在會議後會見傳媒時
表示，12名委員進行歷時約兩小時的會議，研
究新、舊數據及作出討論後，一致認為接種科
興疫苗的效益高於其可能風險，故會撰寫報告
推薦予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批准作緊急使
用，希望可以在一兩天內交報告予政府。
他重申，過程中未受到政府在內的任何
壓力，眾委員均以科學眼光審批應否讓科興疫
苗在香港緊急使用，他說：“科興疫苗通過世
衞的標準，且目前全球已有近 1,200 萬人接
種，出現吉巴氏症及面癱等嚴重副作用的比率
比背景發病率低。”

疫苗

科興

有效率數據

50.66%-62.3%

95%

70.4%

滅活

信使核糖核酸

腺病毒載體

研發技術

BioNTech/復星

阿斯利康/牛津

(mRNA)
常見副作用
-疲倦

4.2%

62.9%

76%

-發燒

2.8%

14.2%

24%

-肌肉痛

2.1%

38.3%

35%-53%

-頭痛

50%

55.1%

31%-65%

-發冷

無

31.9%

14%-35%

-作嘔

2.8%

1.1%

27%

試驗年齡

18歲至60歲

18歲至55歲

18歲至55歲

有效率較低，
副作用較小

有效率較高，
副作用明顯

有效率中等，
副作用較大

效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運輸業冀接種 利放寬出入境限制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香港逾一年，特區政府
已向三間藥廠預購新冠疫苗，分別是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
港特區政府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 16 日開
會後決定向政府推薦科興疫苗可作緊急
使用。有安老業人士形容此消息期待已
久，期望長者接種後會有保護作用，可
減低感染病毒風險。有跨境運輸業人士
就希望跨境司機可獲安排盡快接種，令
現時極為嚴格的出入境限制可有放寬空
間。

安老業：長者打好過唔打

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 16 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期待科興疫苗
獲批准可緊急使用已久，因科興疫苗屬於
滅活疫苗，技術比較成熟，且流感疫苗也
是採用滅活疫苗技術，長者接種時的程序
亦與打流感針相似，科興疫苗亦不像其他
疫苗會出現儲存及需要稀釋等問題，使用
時較為方便。
她並指，長者感染新冠病毒會對身
體造成很大傷害，而接種疫苗後會有一
定保護作用，且雖然疫苗或會產生副作
用，但機率不高，在權衡效益及風險
後，相信長者接種會比不接種為佳。
陸路客貨運輸業議會主席蔣志偉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因跨境司機行業老
化，部分年紀較大或有長期病患，擔心
接種疫苗後會出現副作用，故起初有點
抗拒，不過接種疫苗已是大勢所趨，對
保障身體健康亦有好處，加上很多內地
司機接種內地滅活疫苗後身體也沒有問
題，現時大家多已接受。
他提到，內地對跨境司機的出入境
限制一直收緊，現時更是每日一檢，十
分嚴格，而接種疫苗更可能成為日後入境的必須條
件之一。他期望當司機都已接種疫苗後，現時嚴格
的出入境限制可有放寬空間，令司機到內地工作時
更為便捷，也希望司機不會再被視為帶病毒進內地
的人而受到歧視。

私營機構承辦 10 接種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即
將安排市民接種新冠疫苗，全港18區各區至少設立
一間疫苗接種中心，個別地區的接種中心更多於一
間，料下月陸續啟用，屆時全港將有逾20間接種中
心。據了解，政府早前已招募私營機構或醫院，承
辦10間接種中心，另有7間由醫院管理局營運。有
醫管局消息指出，該7間接種中心較大機會於下月1
日後同時啟用，選址是類似體育館等的大型場地，
醫管局正招聘退休醫護、兼職醫護為市民接種疫
苗，盡量減少由公立醫院抽調人手。

護士時薪約300 醫生時薪700
據了解，政府早前已招募私營機構或醫院承辦
10間接種中心，涉及沙田、大埔、將軍澳、葵涌、
荃灣、油尖旺、黃大仙、灣仔、屯門及東涌地區；
並已由康健國際醫療集團、卓健醫療、盈健醫療、
百本醫護等私營組織承辦，聖德肋撒醫院、浸會醫
院、港安及仁安醫院亦有參與。
醫護誠信同行、香港醫務行政學院、香港牙

醫學會、香港護士總工會及華員會護士分會則透過
“香港創新醫療學會”，共同承辦灣仔疫苗接種中
心，料下月中投入服務，而有關團體亦正招聘醫
護，協助屆時的接種工作。據其招聘網頁，登記護
士及註冊護士時薪 250 元（港元，下同）及 300
元，醫生時薪則高達700元。 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
哲玄表示，預計需招聘200人或以上，強調是次計
劃完全屬非牟利，政府撥款亦盡可能分予同事。
而承辦將軍澳接種中心的康健國際醫療集團
營運總監梁國齡指出，早於半個月前已開始招聘
人手，現時至少已有三四十名護士及數名醫生，
正待疫苗一到埗就可“埋班”工作；又指將軍澳
接種中心會設 15 個注射站，估計高峰期一日可為
2,500人接種。

醫局7間中心料3月1日後啟用
此外，有醫管局消息人士透露，7 間由醫管局
營運的接種中心，較大機會於 3 月 1 日後同時啟
用，位置是在類似體育館等大型場地。該消息人士

指出，醫管局透過自選兼職計劃（Locum）聘請醫
護做“外援”，亦不時聯絡退休醫護，為市民接種
疫苗，局方再視乎招募情況決定是否需要從醫院撥
出人力資源，但相信在接種中心啟用初期，也需有
一定的醫管局醫護協助，以免出岔子。不過，醫院
聯網希望不會影響到現有公院服務，故會盡量減少
由傳染病科、急症室等部門抽調人手。
據一份前線醫護提供的文件，醫管局招募的
醫護人員包括一名主管，兩人在詢問處工作，15
人負責打針，2 人於休息室觀察市民接種後反應，
另需 10 名至 12 名病人服務助理，每人每天工作 12
小時。文件並提到每人會有一小時用膳時間，但
人工不包“飯鐘”，時薪是 240 至 270 元。文件又
指，該疫苗接種中心有 15 個接種間，料每名市民
需4分鐘接種疫苗。
消息人士還透露，病人服務助理可以協助護
士工作，觀察市民接種後反應，幫忙量體溫、血
壓、解答查詢。由醫管局抽調的人手將會獲發津
貼，料較大機會以特別酬金計劃（SHS）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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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衞專家組：新冠病毒聯合溯源總結報告達成共識

新冠病毒來源 未來繼續探討
中國－世衞聯合專家組主要觀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通
社、環球網報道，世界衞生組織 15 日表

1.無證據表明 2019 年 12 月前病毒就在武
漢傳播

示，新冠病毒溯源國際專家組已與中方

●武漢 2019 下半年未出現未被識別新冠病毒循
環，同期湖北4,500多份早期樣本回顧，也未有
相關發現。

同行就聯合溯源總結報告達成共識，特
別是在該報告的主要結論、發現及建議
等關鍵內容。專家組組長彼得·安巴雷克

2.無法確定新冠病毒是如何傳入華南海鮮
市場的

強調，未來仍需進一步研究以獲取更多
證據，並據此探討有關新冠病毒來源的

●許多早期病例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只能證明該
市場是病毒傳播點之一，但武漢其他地域或有傳
播情況。在華南海鮮市場檢測的動物樣本中，沒
有發現陽性。

所有假設。

中國－世衞聯合專家組日前因開展新冠病毒
溯源工作受到國際廣泛關注，並引來英美

政府及當地媒體的“酸言酸語”，間接污名化
專家組調查結論。世衞組織（WHO）總幹事譚
德塞則在 2 月 15 日世衞組織例行發布會上指
出，國際專家組中有 10 人分別來自 10 個機構，
代表 10 個不同國家，從而重申了調查的權威
性。世衞組織傳染病學家范克高夫亦表示，專
家們近期剛剛返回各自的國家，就兩份報告開
展工作：一份較簡短的總結性報告，以及一份
更長的報告。

定期對各種假設展開評估
世衞組織新冠病毒溯源專家組組長安巴雷克
則在記者會上表示，聯合專家組武漢行程的最後
一天，國際專家組和中國專家已就總結性報告達
成一致，特別是該報告的主要結論、發現及建議
等關鍵內容。未來幾天，專家組將與中方同行一
起首先完成中期報告，之後幾周內再撰寫詳細報
告，包括報告的技術細節、背景、研究方法等描
述性部分。專家組目前並不排除任何有關新冠病
毒來源的假設，未來還將根據新的證據和研究的
進展定期對各種假設展開評估。“我們是在合

中國代表籲聯合國維和行動支持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 15 日在聯合國
大會維和特委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言，呼
籲聯合國維和行動支持抗擊新冠疫情。
耿爽說，新冠疫情同地區熱點、族
群矛盾、恐怖主義等威脅相互影響、相
互作用、相互疊加，給國際和平與安全
帶來新的衝擊和挑戰。抗擊新冠疫情是
當前國際社會最緊迫任務，聯合國維和
行動要把支持抗疫作為最重要的工作，
在授權範圍內盡可能地為駐在國抗疫行
動提供安全和後勤保障。
他說，維和行動旨在實現和平與鞏
固和平，要始終以推動政治解決作為維
和行動的重中之重。保護平民、促進人
權、婦女賦權的責任應主要由東道國承
擔。維和行動可以應東道國要求在上述
領域提供建設性幫助，但不能取代東道
國的努力，不能侵蝕其他聯合國機構授
權。
他還呼籲加強維和人員的安全保障
並積極打造強有力的夥伴關係。他說，
維和行動不可能“零風險”，但應盡量
把安全風險降到最低。成功的維和行動
有賴於各利益攸關方的共同努力，聯合
國大會、安理會、聯合國秘書處、東道
國、出資國、出兵國要各司其職，各盡
其能，協調行動，為提升維和績效共擔
責任。
耿爽說，中國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積
極參與者和重要貢獻者，是聯合國第二大
維和攤款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第一大出
兵國，已經累計派出維和官兵4萬餘人次。
中方將繼續同國際社會密切合作，推動提
高聯合國維和行動效力與效率，為維護國
際和平與安全發揮更大作用。

3.水貂、貓等也可能是新冠病毒宿主
●分子流行病學的溯源研究結果表示，蝙蝠、穿山甲
身上發現的冠狀病毒還不足以認定上述兩種動物所
攜帶的病毒成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水貂或貓等
動物，也可能是潛在的宿主。
●世界衞生組織專家組組長彼得·安巴雷克強調，未來仍需進一步研究以獲取更多證據，並據此探討
有關新冠病毒來源的所有假設。圖為1月30日世界衞生組織專家組探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
網上圖片
作，所以這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結論的話語權多少
問題，更多的是對我們聯合得出的關鍵發現、結
論和建議達成一份共識文件。”

“達成絕對一致幾乎不可能”
世衞組織衞生緊急項目負責人瑞安更是客觀
表示，“根據我的經驗，在每一點上都達成絕對
一致，對科學界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能做
的是依照我們面前的證據，得出結論。”
世衞組織派出的國際專家組於1月14日抵達
武漢，與中方專家組成聯合專家組，共同開展新
冠病毒全球溯源中國部分工作。專家組前往華南
海鮮市場、武漢病毒研究所等各個場所進行調

查，並沒有發現有確切證據證明新冠肺炎病毒首
發地是在華南海鮮市場。俄羅斯專家表示中國實
驗室設備精良，很難相信新冠肺炎病毒會從此地
洩漏。

實驗室洩漏可能性為零
2 月 9 日下午，世界衞生組織同中國專家組
成的新冠肺炎病毒源頭調查組，在武漢正式召開
新聞發布會。在這次發布會上，世界衞生組織指
出，新冠肺炎病毒可以由動物直接傳播給人類，
也可以由中間宿主傳播。食物鏈也是傳播途徑，
尤其是冷凍食品更是給傳播提供了適宜環境，但
是就目前來看，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基本為零。

4.新冠病毒循環或早於最初發現病例數周
●不排除全球有地區存在漏診，從不同國家的研究數
據發現，新冠病毒的循環，可能比最初發現病例的
時間早了幾周，部分疑似陽性樣本的檢出時間甚至
早於一些相關首發病例報告，這也提示不排除一些
地區存在漏診的情況。

5.蝙蝠所攜病毒並非新冠病毒直接祖先
●蝙蝠、穿山甲身上發現的冠狀病毒被認為和新冠
病毒關係密切，但目前為止，這種關聯性還不足
以認定上述兩種動物所攜帶的病毒成為新冠病毒
的直接祖先。可能有其他動物物種是潛在宿主。
武漢採樣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與蝙蝠身上新冠病
毒存在高度相似，但武漢新冠疫情不太可能是由
蝙蝠傳人。
資料整理：香港文匯報

匈牙利等多國領袖讚中國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華社及中通社
等報道，由匈牙利政府派出接運中國新冠疫苗的
包機於北京時間16日凌晨飛抵北京，並在機場完
成裝箱後啟程返航。這是中方向匈牙利出口的首
批新冠疫苗。匈牙利外交部新聞和國際事務大臣
塔馬斯．門澤爾當地時間15日介紹，此次匈方包
機將裝載55萬劑新冠疫苗回國，可為27.5萬人完
成接種。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當地時間12日在接受
電台採訪期間再次點讚中國疫苗，稱中國疫苗能
幫助匈牙利在疫苗接種上領跑其他歐盟國家。
這是歐爾班近期第二次點讚中國疫苗，此前他
在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上稱讚中國科學界
為研製新冠疫苗所付出的努力，稱從匈牙利相關機
構收到了有關中國疫苗“非常令人放心”的報告。

赤道幾內亞總統接種中國疫苗
赤道幾內亞總統奧比昂 15 日在首都馬拉博
接種了中國國藥集團研發的新冠疫苗。在總統府
聽取醫護人員講解疫苗接種注意事項後，78歲的
奧比昂接種了新冠疫苗，並獲得疫苗接種證書。
奧比昂表示，接種疫苗是免遭新冠病毒致死的保
護屏障，政府正在採取措施盡快實現疫苗接種全

民覆蓋。他表示，中國不僅是赤道幾內亞最好的
朋友，也是非洲最好的朋友。中國提供的疫苗挽
救了非洲人民的生命，“我祝賀並高度讚賞中國
這一善舉”。
中國政府向赤道幾內亞捐贈的一批中國國藥
集團新冠疫苗10日運抵馬拉博。
多米尼加政府 15 日宣布該國新冠疫苗接種
計劃。據介紹，多米尼加將在 2 月底前獲得首批
新冠疫苗，並展開疫苗接種工作。多米尼加總統
阿比納德爾在發布會上表示，“我們採購了中國
科興公司生產的疫苗，該疫苗有效性高，這家公
司在疫苗生產方面擁有豐富經驗，科興疫苗有望
於本月底前運抵多米尼加。”

津巴布韋總統舉行儀式接收中國疫苗

●中國援助赤道幾內亞的一批新冠疫苗於2月10
日順利運抵首都馬拉博，圖為赤幾副總統曼格
（前右）、中國駐赤幾大使亓玫（前左）等在機
場交接中國新冠疫苗。
新華社

津巴布韋總統姆南加古瓦 15 日下午在總統
府舉行儀式，代表津政府簽署交接證書，正式接
收中國政府援助的新冠疫苗。在簽署交接證書
前，姆南加古瓦致辭說，中國將津巴布韋列入首
批疫苗援助國，體現了兩國是好朋友、好夥伴。
中國在自身也需要疫苗的情況下，仍然不忘向津
巴布韋等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詮釋了中國

在全球抗疫事業中發揮的值得稱讚的作用。這批
疫苗將為津巴布韋抗疫事業帶來新的曙光。他代
表津方對來自中國的疫苗援助表示由衷感謝。
這批新冠疫苗 15 日清晨由津巴布韋航空專
機運抵首都哈拉雷，這是津巴布韋獲得的首批新
冠疫苗。這批中國國藥集團生產的新冠疫苗可滿
足10萬人、每人2劑的接種需求。

塞爾維亞總統向中國抗疫專家授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當地時間15
日，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向中國赴塞爾維亞抗疫專
家組和中國華大集團專家授勛，以感謝他們在塞爾
維亞抗疫工作中的貢獻。武契奇當天在首都貝爾格
萊德舉行的國慶日慶祝活動中，授予9名支援塞爾
維亞抗疫的中國醫療專家“金質功勛獎章”，授予

幫助塞爾維亞修建“火眼”病毒檢測實驗室的華大
集團專家“一等塞爾維亞國旗勛章”。
此次接受授勛授獎的共計 170 人，大多來自
醫務系統，其次是警務人員、教育工作者、藝術
工作者、媒體工作者和企業家等。其中20名外國
人被武契奇授勛授獎，包括中國援塞醫療隊9人。

在接受表彰的7名記者中，2名來自外國媒體，中
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駐當地記者是其中之一。
武契奇在講話中表示，感謝這個時代的英
雄，他們無私地為塞爾維亞奉獻，不求回報。
“他們的名字將被永遠寫在讚美、勇氣和榮譽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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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票房已破百億 快遞包裹增逾兩倍

春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
海報道）人山人海的街道──這是很多
人對於今年春節的第一印象。其中，電
影院是人流最為集中的場所之一，人氣
也帶來了實時的經濟效益，據專業平台
“燈塔數據”資料顯示，截至 16 日上
午 9 時 30 分，中國電影市場 2021 年度
總票房（含預售）突破百億元（人民
幣，下同），而春節檔貢獻了其中的六
成。以電影引領的內需消費大力提振，
也為中國經濟全面復甦開了個好頭。
●中國電影院在這個春節迎來爆棚人氣
中國電影院在這個春節迎來爆棚人氣。
。圖為北京廣安門電影院
圖為北京廣安門電影院，
，市民陸續進入放映廳
市民陸續進入放映廳。
。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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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億元，創下近10年來最高紀錄。以至於美國著名文
娛網站 Deadline 在採訪過多位業內人士後得出結
論：“2021年，中國電影票房將保持領跑全球影業
的趨勢。”亦有不少媒體認為，電影院熱鬧起來，
電影票房“暖起來”，也是中國經濟復甦步履堅實
的清晰信號。

百億快件需時短去年42天
“新年好！春節期間受資源變化影響，你的
快遞時效預計增加，敬請諒解！”這是“順豐快
遞”App界面給用戶的最新提示。與電影院人氣與
節假日成正比不同，過年是快遞業傳統的淡季，根
據歷史經驗，春節初一到初七平均每天的業務量不
到日常水平的一成，然而今年卻是例外。為保廣大
用戶能夠順利收到年貨，郵政 EMS、順豐、京東
物流、中通、圓通、申通、韻達、百世、德邦和極
兔等品牌快遞企業春節不打烊，預計全行業在崗人
數超百萬人，成為“留守人士”最多行業。
同樣在 2 月 16 日，中國國家郵政局郵政業安
全中心統計數據顯示，2 月 11 日（除夕）至 15 日
（正月初四），全國郵政快遞業累計攬收和投遞快
遞包裹 3.65 億件，同比增長 224%。實際上，今年
以來，國內快遞包裹的投寄量也出現了報復性反
彈。今年國內第 100 億個快件的誕生僅用了 38
天，比 2020 年整整提前了 42 天，而“就地過年”
●責任編輯：李鴻培

中新社

的號召同樣也是關鍵性因素。
人員流動困難，貨物往來就更頻繁。一方面，
各電商平台每年此時的“網上年貨節”照例拉動了
年初兩個月的消費。數據顯示，從1月20日“網上
年貨節”啟動以來，全國網絡零售額已超過 5,100
億元，全國快遞業務量同比平均增長三成以上。更
重要的是，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很多無法回鄉
過年的消費者，選擇了給家人網購或者郵寄年貨，
從塑封包裝食品到海鮮，還有手機等電子產品，這
使得食品、服裝、日用品成為快遞包裹的主流。
實際上，今年以來，除了電影和快遞以外，
餐飲、本地旅遊、娛樂休閒等行業的人氣均大大超
過往年，“一位難求”是普遍現象。而專家認為，
中國作為2020年唯一實現GDP正增長的主要經濟
體，國民經濟的穩步增長勢必帶來了消費能力強勁
釋放，春節長假正是一個巨大的出口。炙手可熱的
電影票房，展現的不僅是老百姓“就地不將就”的
過年熱情，亦是內需市場全面復甦的信號。

專家料今年消費增速將達13%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2021 年中國的供給、需
求料雙雙顯著反彈，消費增速將顯著回升，增速有
望達到 13%左右，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或
超60%。

港股牛年開好局，16 日首個交易日雙紅盤。恒指
高開逾 500 點，收市也升 573 點，收報 30,746 點，在 A
股及港股通休市下，成交仍高達 2,204 億港元，牛勁十
足。16 日藍籌升幅榜首 5 位皆是舊經濟股，分析師認
為，科技股已經炒高，下一輪資金將輪換到舊經濟股，
炒作經濟復甦概念，料牛年大市還會繼續衝高，股民可
留意尚落後的本地零售、收租股及銀行股。金市 16 日亦
新春後復市，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金銀業貿易場新春開
驗，但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固，展現了強勁動
力，有長足的發展。

陳茂波：續力促金融業發展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以視像方式在港交所
的開市儀式上表示，過去一年，香港金融市場展現

廣州落地生根 擬迎家人團聚

短短幾年，港青林諾謙在廣州
“落地生根”，有了自己的資產和
房子，愛上了廣州的飲食和文化。
“爸爸差不多要到退休的年紀了，
我計劃把家人接過來。”
今年春節，多地出台政策鼓勵就
地過年，林諾謙也響應號召，減少長途
旅行。“我留在廣州，過些天要和幾個
朋友聚會，拜訪一下企業家客戶，一起
準備新一年的工作。”他說。
回不了家，當然也有遺憾，但
林諾謙對政府“就地過年”的倡議
表示認同和支持。“只有嚴格管控
才能保障國家的安全。”他說，
“我個人非常支持國家的防疫政策。”
新年新期待，林諾謙最大的心願是疫情
盡快過去，企業家和商家能夠熬過寒冬，經
濟盡快得以恢復。同時，他也期待去更多內
地城市旅遊。
元旦跨年時，林諾謙和朋友們去了吉林
長白山看天池。“第一次去那麼冷的地方就
非常幸運地看到了天池，感覺特別壯觀。”
他說，“年輕人有機會應該多去看祖國的大
江大河。就算不出國門，各種氣候的城市都
能在國內找到，都非常值得我們去探索。”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
16 日是港股於牛年首個交易日，由
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港交所 16 日
早於網上直播新春開市儀式，並由港
交所主席史美倫及港交所代理集團行
政總裁戴志堅主持敲鑼儀式。
史美倫當日身着大紅中式服
飾，戴志堅則佩戴紅底領帶，一派喜
氣洋洋。他們先為雄獅點睛，再敲響
銅鑼，宣告牛年正式開市。恒生指數
高開502點，盤中高見30,793點，創
2018年6月以來新高。截至收盤，恒
生指數大漲 573 點，漲幅 1.9%，報
30,746點。
史美倫表示，過去一年香港以
至全球面對不少挑戰，但香港金融市
場表現理想，保持強韌。2020 年是
港交所豐收的一年，香港IPO市場表
現活躍，集資額創十年新高。她稱，
交易所推出連串市場微結構的優化措
施，加速科技創新的步驟，藉以提升
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與吸引力。

未來仍具挑戰 將保持競爭力

市儀式表示，過去一年，全球投資市場在疫情下備受考

春復市，林鄭月娥
首次以行政長官身
份以視像形式出席
金銀業貿易場的開
市儀式，她在致辭
中指出，過去一
年，全球投資市場
●林鄭月娥稱
林鄭月娥稱，
，相信香港在
在疫情下備受考
新一年能跨越各種嚴峻的考
驗，香港的國際金
驗，開創明天
開創明天。
。
融中心地位穩固，
展現了強勁的動力，有長足的發展。她在講話中
引用“春到枝頭已十分”來形容香港是福地，亦
相信香港在新一年能跨越各種嚴峻的考驗，開創
明天。她說，今年是牛年，牛象徵勤勞，也代表
生產和增值，市場持續暢旺又稱為“牛市”，希
望牛年為貴金屬貿易帶來更多商機。

煮水、燙杯、
沖沏，幾分鐘的時
間，一壺飄香四溢
的茶便泡好了。
“來，趁熱嚐嚐，
祛濕的。”香港企業家林諾謙熱情
地招呼着。
今年32歲的林諾謙來自香港新
界。2014 年底，受香港一家公司委
派，他來到廣州開拓內地市場。轉
眼 6 年多過去了，他創立了自己的
公司，為高端企業家和機構性投資
者提供投融資方面的服務。
最初作出來內地的決定時，林
諾謙心裏還是有所顧慮的。
“當時兩地不單單是金融體
系，在法律法規、市場環境等方面
的差別其實還蠻大的。”他說，
“來到廣州之後，發現這邊進步非
常快，有些方面已經超過了香
港。”



史美倫：港交所連接全球角色吃重

林鄭：港金融中心地位穩固 展現強勁動力

16日港股及
金市新

不回家

2021年2月17日（星期三）

港股牛勁十足 舊經濟股翻身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港青盼疫情早散 遊歷祖國好風光

就地過年催谷 內需牛氣沖天

買好了，再晚一點就沒好位置了。”早在春
節前夕，就有不少人在朋友圈秀出了過年的
第一計劃：影院刷片。在春節假期頭三天，電影票的
照片也在微信朋友圈被不斷刷屏。截至發稿時為止，
2021年春節檔總票房已突破65億元（含預售），超
過2019年春節檔總票房59.05億元創下新紀錄，總觀
影人次超過2.29億。
業內人士一致認為，是“就地過年”的號召
成就了史上最強春節檔。實際上，自去年以來，隨
着內地疫情被逐步控制，公眾被壓抑的線下觀影需
求也被不斷釋放。今年，不少消費者又不得不將原
本用於旅遊度假的預算轉移到更多的本地消費上。
影院觀影這一老少咸宜的項目成為首選。
如果說 2020 年下半年的電影院排片還是以
“去庫存”為主，今年的春節檔，中國國產影片給
觀眾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選擇。從票房排名前幾位的
影片來看：《唐人街探案 3》、《你好，李煥
英》、《刺殺小說家》、《侍神令》、《人潮洶
湧》、《拆彈專家》、《新神榜：哪吒重生》、
《熊出沒．狂野大陸》，溫情牌和 IP 路線兼而有
之，基本滿足了不同年齡層次的需求，其中也包括
香港演員劉德華、劉青雲、陳偉霆等參演的影片。
得益於中國對疫情的防控得當，今年伊始，對
防疫要求較高的影院就迎來了人氣全面反彈。來自
國家電影局的統計，元旦當日，中國票房達到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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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交所
港交所16
16日早於網上直播新春開市儀式
日早於網上直播新春開市儀式，
，史美倫及戴志堅主持敲鑼儀式
史美倫及戴志堅主持敲鑼儀式。
。
港交所供圖
出無比韌力，在風雲變幻的政經環境中保持金融穩
定，並在股市的成交額、總市值及首次公開招股集
資金額等多個方面取得佳績，展示香港金融市場的
堅實基礎，及香港作為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的
競爭力。他說，特區政府會繼續大力推動金融業發
展，在新時代、新國際政經格局下，把握好國家的
發展戰略，讓香港的金融業持續蓬勃發展。

許正宇：金融科技成新趨勢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在金銀業貿
易場新春開市儀式視像致辭中亦稱，疫情鼓勵了大
家更靈活地運用創新科技，而金融科技亦已經成為
業界發展不可或缺的新趨勢。新一年開始帶來新希
望，除了金融市場持續有好表現，也祝願香港早日
戰勝疫情，希望大家支持政府將開展的疫苗接種工
作，為重啟經濟以及大家可盡早過正常生活打好基
礎。
港股16日大升逾500點，恒指收報30,746點，
見2018年6月中以來最高。有基金人士透露，不少
中資基金趁着“北水”暫停的日子，在當日大量掃
入港股，特別是尚算落後的傳統經濟股，主要因為
科技股累積升幅龐大，資金正換馬至傳統經濟股，

炒作經濟復甦概念。此外，在“北水”暫停下掃
貨，也不用擔心股價會被搶得太高，相信有關基金
會在接下來的幾天繼續類似行動。

市場料將有萬億北水掃港股
目前全球各地的疫苗接種工作已陸續展開，
市場預計經濟將逐步恢復，資產價格更會水漲船
高。中國證券報旗下新媒體《券商中國》引述中
金報告表示，市面現有 1,095 隻公募基金可投資港
股，涉資 2.67 萬億元人民幣。當中涉及港股的基
金產品有642隻，總規模或達1.96萬億元人民幣，
若當中將50%投資港股，推算有1萬億元人民幣可
以南下掃貨。
恒生科指16日雖然升2.7%報10,694點，但復
甦概念股升幅更狂，如恒指升幅榜首五位，都是
舊經濟股，“三桶油”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
分別爆升 13.2%、9.5%及 8.1%。旅遊相關股成炒
作重點，炒作兩地快將通關，卓悅飆升32.5%、莎
莎升17.8%、翠華升14.8%。連業務差勁的思捷及
國泰，也分別升7%及5.6%。資金亦流向銀行股，
主要相信經濟復甦有助銀行盈利，滙控罕見大漲
近8%。九倉置業也勁升一成。

她同時指出，新一年市場仍具
挑戰，宏觀環境仍有較多不確定因
素，但“有危亦有機”，隨着疫苗的
推出，經濟有望逐步復甦。香港及港
交所在連接全球投資者及市場方面所
扮演的角色將會越來越重要。港交所
將不斷提升、保持競爭力，繼續鞏固
香港作為亞洲金融樞紐的地位。
史美倫表示，踏入牛年，代表
新開始，牛於金融市場來說，屬好兆
頭，象徵財富、勤奮、堅韌及進取，
祝願香港及本地金融業在牛年能“牛
轉生機，萬象更新”。
史美倫續指，疫情令市場更重
視可持續發展，因此港交所未來會繼
續積極推動資本市場，參與及協助企
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此外，
港交所作為上市公司，亦會以身作
則，致力履行社會責任。

續吸更多新經濟生科股赴港
戴志堅則表示，近年香港已經建立亞洲最
蓬勃的生物科技及新經濟公司的金融生態體
系，為香港經濟帶來新力量，相信今年新股集
資市場仍然暢旺，港交所會繼續透過主要上市
及第二上市，引入更多新經濟及生物科技企
業，為市場帶來新的投資機會。
港交所 16 日一度觸頂，高見 553.5 港元，
最終收報548港元，升13港元或2.43%。

台灣新聞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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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 10 大超速路段
八里中山路 2 連冠
（中央社）新北市去年固定式
測速照相取締超速違規統計，八里
區中山路 3 段 383 號前測速桿以 7789
件連續第 2 年奪冠，其次為樹林區三
興路、新店區新烏路；但以累計罰
金計算，土城區台 65 線 10.4 公里處
測速桿因位於快速道路，每筆罰鍰
3000 元起跳，件數雖僅 4708 件，但
總金額估計達 1412 萬元，位居第一
。
新北市轄內目前共有 251 處固定
式闖紅燈、測速照相，據新北市警
察局交通大隊統計，八里區台 15 線
中 山 路 3 段 383 號 前 固 定 測 速 桿 ，
2019 年以取締 1 萬 424 件超速駕駛居
全年之冠，2020 年件數雖大幅減少
2600 餘件，但仍遠超過第二名 2100

餘件，連續第 2 年穩坐冠軍。
警方分析，該處路段緊連台 61
線西濱快速道路，是通往八里市區
的重要道路，路面又寬又直，由於
路旁是一般民宅，速限為時速 50 公
里，駕駛人從快速道路下來常忽略
必須減速，導致違規超速案件連年
居高不下，但去年與之前比較，超
速件數明顯下降，顯示不少民眾行
經該路段時已有警惕。
去年測速排行榜屈居亞軍為樹
林區三興路 61 號前測速桿的 5680 件
，第 3 名為新店區新烏路 1 段 60 號旁
測速桿的 5177 件，以下依序則是土
城區台 65 線快速公路 10.4 公里處、
新莊中正路 757 號前、三峽中正路 1
段 524 號旁、雙溪台 2 丙線 17 公里處

、五股成泰路 4 段 43 號前、五股新
五路 3 段 210 號、板橋環河西路 5 段
「
歡仔園防汛陸橋」前。
由於一般道路超速罰鍰從 1200
元起跳，快速道路超速則加重處罰
到 3000 元起，故土城台 65 線快速公
路 10.4 公里處測速桿雖名列第 4，但
罰金總額卻超過前 3 名，成為新北市
的 「
測速金雞母」。
新北交大呼籲，車速愈快，駕
駛人的反應時間相對減少，造成事
故傷亡的機率就愈高，警方執法不
是以告發為目的，而是希望透過執
法、警示的手段，遏止超速駕駛，
降低事故傷亡。

亞灣 2.0 雙塔遮天際線 網友轟太高
（中央社）高市府近日拋出
亞洲新灣區 2.0 計畫，其中第 4 階
段 「海洋國門雙地標建築」，引
發熱議。根據曝光的模擬圖顯示
，有兩棟雙塔矗立港灣旁，網友
怒轟建築物過高，恐破壞港區天
際線。高市府 18 日澄清，此為示
意圖，且為民間提案非市府規畫
。
高市府與地主航港局、台灣
港務公司三方合作，推動亞灣 2.0
計畫，並分 4 階段推動；第 1 階段
在大港橋旁設置映像鹽埕浮空劇
院生活廣場，春節期間已試營運
，復刻 50 年代大舞台戲院則預計 2
月底營運，號稱全球第一座 7D 浮
空影院。

第 2 階段為整建大港橋旁的倉
7 至倉 10 等 4 座倉庫，預計今年底
招商及試營運，明年底簽約及試
營運。第 3 階段鎖定 21 號碼頭後方
土地，今年第 3 季辦招商說明會，
計畫引入旅館、百貨商場。
至於第 4 階段蓬萊區濱灣，今
年擬展開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畫
，但傳出市府擬建 「海洋國門雙
地標建築」，消息曝光引發網路
熱議，也有眼尖網友發現，該模
擬圖與前市長陳菊時代的神似，
包括天空雲朵、郵輪都沒變，只
差在兩棟建築體不同。
高市府重申，媒體報導該案
時，即註明該圖僅為示意模擬圖
，為民間提案並非市府規畫。有

關後續規畫設計，市府將傾聽各
方意見，謹慎處理請市民朋友放
心。
高市府提到，高雄市長陳其
邁時任代理市長時，推倒過往圍
住高雄港外牆，除讓民眾看見高
雄港、親近港灣，更讓大家對亞
洲新灣區充滿無限想像，同時有
關灣區規畫競圖提案也接續不斷
討論。
市府指出，尤其 10 號與 16、
17 號碼頭對望的地理位置，更被
市府視為必須好好規畫做為高雄
門戶的重點工程，市府強調未來
開發不會破壞高雄港天際線，將
以創意特色的方式規畫亞洲新灣
區 2.0 計畫。

冰店闆娘行善 40 年
所得全捐醫院
（中央社）花蓮鳳林鎮
「
七姐妹剉冰店」負責人、現
年 58 歲的鍾碧琴，擁有一顆
「
施比受更有福」的心，憑己
力從事扶弱濟貧工作近 40 年
，除敞開家門作為弱勢短暫避
風港，原先是保養品牌櫃姐的
她，受丈夫鼓勵開啟斜槓生活
，販售冰品將所得全數捐給醫
院，同時利用店內空間販賣弱
勢小農農產品，幫助他們自立
生活。
鍾碧琴說，年輕時不能理
解 「
手心能向下是福氣、施比
受更有福」的道理，20 歲接觸
佛法皈依佛門，從事捐款、捐
物、物資救濟等工作後發現其

中的快樂，加上受父母喜於分
享的個性影響，敞開家門提供
獨居長者及弱勢短暫休憩，當
時甚至想為他們做更多事情，
不過因工作因素，僅能自掏腰
包購買物資捐助他們。
鍾碧琴的丈夫見她奉獻的
滿足笑容也加入行列，夫妻倆
固定購買民生物品放置家中讓
獨居長者、貧病弱勢自行領取
，她的丈夫亦鼓勵她在家門口
販售簡單的飲料或甜湯，讓弱
勢免費食用外，亦可利用收入
購買更多物資捐贈他人。
9 年前開始，鍾碧琴利用
夏天空檔時間，在自家販售剉
冰，並將店名命名為 「
七姐妹

」，她笑說，學佛期間，許多
師姐待她親如姊妹，冰店 7 月
開張，才因此命名。剉冰一碗
35 元料多實在，因此吸引許多
民眾光顧，每到夏天人潮總絡
繹不絕，她也趁勢展售向弱勢
小農購買的農產品，幫助他們
自立生活，並將營業所得全數
捐給北榮鳳林分院，讓院方幫
助更多貧病弱勢。
鍾碧琴感謝丈夫支持，讓
她能替弱勢奉獻 38 年，去年 6
月退休，全心投入冰店經營，
夏天販售冰品，冬天亦販賣熱
甜湯，並免費提供榮民之家，
希望嚴峻寒冬能溫暖他們。

副刊

阴间称体重

刘明死后灵魂来
到地府，被牛头关
进了一间黑屋子里
。屋里虽然不亮，
却也能看清大概。
刘明看见一同被
关在这间屋里的，
除了他以外还有另
外两个人。其中一
个身形胖大，少说
也有二百斤；另一
个很瘦，和他差不
多。只听牛头说道
：“废话我就不多
说了，把你们三个
关在一起肯定是有
原因的……一会儿
会有鬼差给你们三
个送饭，你们必须
把饭吃干净。十天
后，我给你们三个
称体重，最重的两
个家伙将被打入十
八层地狱……”说
到这里，牛头扫视
了一遍屋子，恶狠
狠地说：“看见了
吧，这屋里除了你们三个别无他物
，除了把饭吃进肚子里……嘿嘿，
别的就想都别想了！”
三个鬼魂一听，顿时傻了眼。
刘明一想到十八层地狱，不禁一激
灵打了个寒战。他想了想，两个最
重的家伙要下地狱，那个胖子肯定
是其中一个，也就是说，瘦子是自
己唯一的对手，只要赢了他，就万
事大吉了！
三鬼同处一室，很快就熟了起
来。交谈中，刘明得知胖子名叫李
大福，瘦子叫张贵。说着说着，忽
听李大福叹气道：“我跟您二位没
法比，瞧我这吨位，嘿嘿，我是指
定要下地狱了，唉！”
刘明正准备假惺惺地安慰他几句
，屋门开了，一名鬼差推门而入，将
饭菜放到三鬼面前。每人都是一荤一
素两个菜，外加一大碗米饭。
刘明和张贵对望一眼，谁都没有
动筷子，倒是李大福不管三七二十一
，将肉塞进嘴里，大快朵颐起来。刘
明叹了口气，也拿起筷子吃了起来，
不过他只夹素菜，肉菜一口都没动。
李大福此刻已将自己的那份肉
菜扫得干干净净，他一脸馋相地看
着刘明，显然是想吃他的肉菜。刘
明见状，忙把肉菜推到李大福面前
。李大福胡乱客套了几句，便狼吞
虎咽地吃了起来。一旁的张贵见了

，忙把自己的肉菜也给了李大福。
其实二鬼哪有那么好心，他们
是怕肉吃得越多，体重就增加得越
快，所以才将肉都给了李大福。
过了一会儿，李大福一脸满足
地抹了抹嘴，说道：“好饱，这顿
饭吃得真痛快啊！”他无意间扫了
一眼碗里剩下的素菜，又犯难道：
“愁死我了，我最不爱吃素的，可
这东西还得吃，咋办啊！”
刘明和张贵同时说道：“我来
帮你吃！”这句话一喊出口，三鬼
很快达成了一个协议：李大福帮二
鬼吃肉，二鬼帮李大福吃素。
李大福的素菜只有一份，所以得
把素菜一分为二，他分得很平均，可
以说是不偏不倚。这让刘明十分不爽
，他决定想个办法，一定要让李大福
下次分菜的时候少分自己一些。
过了几个小时，鬼差又将饭菜
送来了，还和上次差不多，每人一
荤一素、一碗米饭。刘明没有像张
贵那样直接将肉菜给李大福，而是
把里面的骨头仔细弄干净，才递给
李大福。没有了骨头，李大福自然
吃得十分痛快，他也不傻，知道刘
明为啥要向他卖好。果然，在给二
人分菜的时候，他就少分了一些素
菜给刘明。
这一切，张贵都看在眼里，可
是他敢怒不敢言，要是惹得李大福
不高兴，不吃自己的肉菜，那可就
得不偿失了。
三鬼吃完饭，又说了一会儿话
，便各自睡了。睡着睡着，张贵感
到身上有些痒，便伸手挠了挠。没
想到这一挠竟感到十分疼痛，他睁
眼一看，发现自己的指甲不知何时
竟长了很多，并且变得又硬又尖。
张贵感到有些奇怪，他看了看其
他两人，发现李大福的指甲并没有什
么变化，而刘明的指甲竟然变得和自
己的差不多。这是怎么回事？张贵凝
神想了片刻，脑海中突然灵光一现，
李大福和他们两个唯一的区别就是没
有吃素菜，难道说，他们吃的素菜能
让指甲起变化吗？想到这里，张贵忽
然想起了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嘴角
顿时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第二天，鬼差又按时将饭菜送
了过来。张贵竟然主动将李大福的
素菜全拨到了自己碗里，说这菜特
别好吃，就留给他解解馋吧。刘明
当然愿意，说如果不过瘾，还可以
把他的那份也吃了。张贵也不客气
，索性将刘明的那份也吃了。
从那以后，基本上就形成了惯例
：李大福包荤菜，张贵包素菜，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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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顿只吃一碗米饭。他感到自己好像
瘦了很多，心里也多了几分底气。
一转眼，十天的期限到了，这
十天中，除了张贵的指甲变得越来
越长，其他便没什么太明显的变化
了。牛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一切
似乎都已经尘埃落定。
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
生了，张贵突然用他那长长的指甲
在自己的脐下三寸处狠狠地刺了下
去。紧接着，刘明清楚地听到一种
像是气球在撒气的声音，从张贵身
上发了出来。
刘明吃惊地问：“你……你这
是在干什么？”
张贵哈哈大笑：“实话告诉你
吧，我活着的时候常听人讲，所谓
的鬼其实就是人的精气所化，只要
在脐下三寸处，用三寸长的硬物一
戳，就能让精气外泄。我无意中发
现吃素菜可以让指甲变长，就决定
赌一把。既然我们现在是精气的化
身，精气一泄，体重自然就轻了
……嘿嘿，看来我赌赢了！”
刘明直到此刻才恍然大悟，却
为时已晚。牛头已经带着秤走了进
来，三鬼挨个称了体重：刘明重
250.41 克，张贵重 250.14 克，而最胖
的李大福竟然只有250克！
结果一出，刘、张二鬼立刻傻
了眼，还没等他们从惊讶中回过神
来，就已经被鬼差们押往第十八层
地狱了。牛头冷笑道：“这两个家
伙，一个生前为了小三毒杀了自己
患难与共的妻子；另一个开车撞了
人，怕受害者讹诈自己，就开车将
受害者碾死。一个以为少吃东西就
能变轻，另一个以为泄精气能够减
重……却不知这一切都是邪念啊！
多一分邪念，灵魂就沉重一分，邪
念不除，何以减重？还想不下地狱
，简直就是做梦！”
此时，李大福正在暗自得意：
“这两个二百五，也不想想，我们现
在是鬼，怎么可能还像人那样，看着
谁胖谁就重？这一定是一种考验，只
有装老实才能逃过这一劫。”
原来，这李大福生前是个大骗
子，仗着一副老实相，着实骗了不
少人，没想到死了也一样能骗鬼。
牛头对李大福说道：“你现在可以
从这间屋子出去了，不过要小心！”
李大福刚从屋子里出去，还没
走几步，忽然感到脚下一空，整个
身子跌了下去。他耳边依稀传来牛
头的声音：“自以为聪明，其实也
是个二百五！所幸你罪孽较轻，就
将你打入第十七层地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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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李贵妃啊。
贵妃：臣妾在。
皇后：听说你方才被野猫抓伤，可好些了？
贵妃：谢娘娘关怀，小伤不碍事。
皇后：我已屏退左右，这里只有你我两人，你老
实跟我讲，你是穿越来的吧？
贵妃：喵喵喵？
皇后：赵贵人小产，你差人送去人参，是不是故
意的？
贵妃：娘娘此话怎讲？赵贵人小产，臣妾送人参
去给她补身子啊。
皇后：人参里含有抗凝血作用的皂苷，吃了容易
造成术后出血，还说你不是故意的？
贵妃：娘娘，臣妾不知！这是无心之失！
皇后：那好，我问你，那天张妃请大家喝自酿的
酒，用了荷花上采的露水混了梅园里第一批青梅酿了
三年，人人称羡，你为什么不喝？
贵妃：臣妾不爱饮酒。
皇后：胡说，明明是你知道果胶经过酿酒酵母的
发酵之后会变成甲醇，很容易假酒中毒，你只是不想
喝下一杯包含未知病菌的巨型培养基罢了。
贵妃：娘娘未免太过武断！
皇后：且你不喝不说，还怂恿张妃酿酒宴请众人
，是何居心？
贵妃：荒谬！张妃与我素来交好，我又怎么会害
我的好姐妹呢？她的孩子半岁时候身染风寒，不肯喝
苦药，病重时，还是我想出了法子将蜜糖混入药中哄
孩子喝下病才好的。您瞧如今孩子不是健健康康嘛。
皇后：哼，乱讲，普通的病毒性感冒并不能被治
好，只会自己痊愈，一般的药物只是抑制发病时的症
状，反倒是蜂蜜极易被肉毒杆菌感染。孩子肠道发育
未完全，很容易肉毒杆菌中毒！我看你是有意谋害，
未果而已！
贵妃：呵……哈哈哈！罢了。
皇后：你笑什么？
贵妃：我笑娘娘一步一步复盘得如此仔细，想必
也是个医学院本科以上学历。
皇后：你怕了吗？
贵妃：我不怕。那么我便也不隐瞒了，不错，我
谋划算计，利用常识，在这深宫中纵横捭阖，把那些
免疫力低下的古人都一个个熬死了，方才爬到了如今
贵妃的位置。
皇后：好哇，我就知道是你！你这个毒妇！想你刚
入宫时刘常在和你情同姐妹，你却日日哄她什么高汤补
钙，果汁美容，把好好儿的九十斤的一个刘常在喂到了
一百八十斤，害得她失了宠，被皇上厌弃……
贵妃：是她自己蠢钝如猪！水果虽然提供维生素
，但也高糖分，一碗西瓜肉便能抵得上一碗米饭，榨
成汁后糖分更高……骨头汤也是如此，她日日高糖高
脂，脸上爆痘，皇上怎会宠幸她？
皇后：恶毒！
贵妃：是她自己想要食疗特来央求我，又穿着花
盆底儿不出门，光吃，这剂量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补
上钙，我看倒是该补补脑子了。倒是皇后您自己，李
嫔可是在您的指点之下减肥节食，竟节到月经不调，
不孕不育！
皇后：我是为了她好。在这深宫里，低位嫔妃有
个孩子多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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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妃：是啊，可李嫔贫血，您日
日赏赐阿胶红枣给她补血，您一个医学
生，难道不知道赐她一些肝脏红肉才是
最有效的方式？
皇后：植物性食物确实含铁量低
，吸收率也差了一些，但我究竟是没有
害人性命，只是让李嫔身子弱些少出来
兴风作浪罢了。你呢？那日在御花园，
孙妃脸被划伤，你撺掇太医用止血粉敷
上，你明明知道伤口表面涂抹粉状物会
造成严重的疤痕增生！也是我知道得晚
，好好儿的孙妃，竟被你毁了容。
贵妃：是我做的不错。我就爱看她
那张年轻漂亮的脸金属起来，颇有几分
赛博朋克之感。实话告诉您吧，皇上的
这三个孩子，个个都重金属中毒，只是现在还不明显，
老五是症状发了，老六也快了。
皇后：不可能！我明明防着你对孩子下手，你是
在骗我！
贵妃：娘娘别急，我又没说是我动的手。
皇后：什么意思？
贵妃：孩子们夜里闹腾，日日睡不着。太医院天
天送来安神药，喝下便好了，您以为那药里是什么？
皇后：我没喝过安神药自然是没见过药方，你直
说便是。
贵妃：也难怪，娘娘毕竟没有手机玩，只能睡觉
了。我不同，我一来这个朝代，神经衰弱便一直厉害
得紧，叫来太医问诊，发现皇宫里的诸多安神方里，
药材来来去去，却样样都离不了一样东西——朱砂。
皇后：啊！汞！
贵妃：是啊，为了起到安神之效，太医院药方里
往往添加朱砂。这朱砂就是汞，这宫里从皇上太后到
皇子后妃，个个睡不着了都喝一服，养身体日常喝一
服，喝得汞中毒了精神萎靡，可不就会沾枕头就睡嘛
。
皇后：安神方竟是如此安神……
贵妃：您瞧，就算我不出手，这宫里的人也个个
活不长。
皇后：大胆，你也不怕我将你拿下。
贵妃：皇后娘娘，您无凭无据，我却顺理成章，
您若将现代医学宣之于口，人人一定认为您失心疯，
用这些琐事栽赃于我。不如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共同
养几个孩子备着，等这些妃子皇帝死完了，我们两个
打齐了现代疫苗的老来还能做个伴儿。
皇后：你倒是笃定你会活得比所有人都长。
贵妃：我自己在宫中备了简易净水消毒装置，平
日里不乱吃药也不乱养生，关了宫门在宫里跳操锻炼
，腹肌已练了六块，人鱼线都快有了。如此身强体壮
，怎会出事？
皇后：哈哈哈哈哈哈！你是一零后吧？
贵妃：是又怎样，是比你们八零后小了那么三十
多岁。
皇后：大三十多岁未尝不是件好事。
贵妃：什么意思？
皇后：我们那代人疫苗是援助进口，你们那代八
成是长春长生……
贵妃：啊，今天这猫！
皇后：本宫乏了，有空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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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恭賀大家牛轉乾坤，鴻運高照
金城銀行恭賀大家牛轉乾坤，
鴻運高照！
！
慶祝羅蘭崗分行開幕暨北加州貸款辦公室設立
2021 年農曆新年將至，金城銀行
祝賀所有客戶和朋友身體健康、心
想事成，” 牛” 轉新運！在牛年開
春之際，金城銀行宣告喜訊，南加
州羅蘭崗分行於 2 月 1 日正式營業，
北加州貸款辦公室亦順利設立。二
個新據點的設立，代表金城銀行與
加州企業和社區更緊密的連繫，希
望更能擴展銀行的服務層面。
吳光宜董事長表示，金城銀行在
南加州阿罕布拉市(Alhambra) 和塔
斯汀(Tustin)已經設有分行，在羅蘭
崗和爾灣也設有貸款辦公室。新設
立的羅蘭崗分行是南加州第三家分
行 ， 位 於 Colima Rd. 和 Albatross
Rd. 交接，與商場內許多知名商家比
鄰，商場交通便利、停車方便。北
加州貸款辦公室則設在灣區的伯靈
格姆市(Burlingame)，位處高科技事
業雲集的矽谷(Silicon Valley) 區域，
靠近舊金山國際機場。這二個新據
點，希望能服務更多加州的客戶，
也將金城銀行的服務網絡擴展至更
多華人社區。
林懿明執行長表示，金城銀行
近幾年來業務持續成長，總資產額
突破十億美元，其稅後純利、總貸

款額、總存款額以及股東權益均達
在歡渡快樂春節之際，如何規
到創行以來的歷史新高點，銀行員 劃未來一年的財務安排，則是刻不
工的士氣更為高昂。我們很高興羅 容緩！金城銀行貼心提醒您 2020 年
蘭崗分行和北加州貸款辦公室的設 稅務年度報稅截止日期是 2021 年四
立，和這麼多優質的商家為鄰，相 月十五日，根據聯邦制定的退休帳
信在敦親睦鄰，互相支持的基礎下 戶法規，您可以在報稅截止日前﹝
，發揮雙贏的乘數效果，將可以提 不包括延期﹞根據您的需要，到銀
供民眾更佳的金融服務選擇。林懿 行 開 設 傳 統 退 休 帳 戶 ﹝ Traditional
明執行長表示，金城銀行全體行員 IRA﹞或羅斯退休帳戶﹝Roth IRA﹞
將攜手同心，以〝用心、誠懇、專 。
業、周密〞的服務態度，擴大服務
傳統退休帳戶的好處是：報稅
社區的層面，期許金城銀行和社區 人每年合法存入退休帳戶的存款額
一同邁向永續未來，並成為德州暨 ，可享受全部或部份的延期繳付所
南、北加州社區的標竿銀行。
得稅，直到報稅人年滿五十九歲半
為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這段艱難 後開始提領時，才需就提領的金額
困境，並配合政府和美國小型企業 申報所得稅。至於羅斯退休帳戶的
管 理 處 （U.S. Small Business Ad- 存款必須是稅後所得資金，所以不
ministration）所推出的薪資保障計 能扣抵當年所得稅。而它最大的優
劃（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點就是日後所有按規定提領的金額
，金城銀行在 2020 年已經協助許多 ﹝ 本 金 及 利 息 ﹞ 免 稅 ， 只 要 您 在
客戶和社區朋友獲得免償還薪資補 2020 年賺取的年收入不超過一定限
助；近期更進一步配合第二梯次薪 額，就可開設羅斯退休帳戶。2020
資保障計劃，協助客戶申辦新一輪 年稅季退休帳戶存入最高額五十歲
貸款補助，為客戶爭取最大財務上 以下者，每年為六仟美元，五十歲
的支援。如貴客戶需要相關計劃訊 或以上者，每年為七仟美元。
息或有任何疑問，歡迎與各分行貸
時逢新春佳節，金城銀行吳光
時間:2021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兩點至四點
款專員查詢。
宜董事長、林懿明執行長暨銀行董

事和全體同仁敬祝大家牛年行大運
、富貴喜年來！金城銀行為您的財
務把關，與您共創利益、共享金色
未來！有關本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
站 www.goldenbank-na.com。
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 ：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電話: 888-320-3838。
李察遜分行地址: 301 S. Central
Expressway,
Richardson,
Texas
75080，電話:972-889-3838
布 蘭 諾 分 行 地 址: 240 Legacy
Dr., Suite 210, Plano, Texas 75022, 電
話: 972-517-4538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6453799793

健康食療講座 --- 彩虹食物的力量+烹飪示範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645 379 9793

9. 提升你精神集中
主題:
彩虹食物的力量+烹飪示範10.健康的飲食習慣可以延長您的壽命
7. 降低患慢性病的風險
8.健康飲食對您的情緒有積極影響
主講人: 鄧雅如女士(德州合格社區健康工作者)

5. 延緩衰老的影響

您想要長命百歲、身体健康嗎? 請來參
加本會每月一次的健康食療講座。 請注
意本來 2/25 "彩虹食物的力量+烹飪示範"
改在2/24 舉行。

6.提供你能量

3. 幫助您控制健康體重
4.維持您的免疫系統
您每天有一個彩虹嗎？您知道彩虹飲食有什麼好處嗎？許多研究也顯示，彩虹
1. 不良飲食會減少幸福
2.不健康是要付出昂貴的代價
飲食對身心健康的影響，除了飲食原則，我們也一起學習怎麼簡單煮健康吃，
良好營養和飲食的十大好處:
為三餐加點色彩。

為三餐加點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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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幫助您控制健康體重
4.維持您的免疫系統
主講人:
鄧雅如女士(德州合格社區健康工作者)
5.
延緩衰老的影響
主題: 彩虹食物的力量+烹飪示範6.提供你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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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食物的力量+烹飪示範
鄧雅如女士(德州合格社區健康工作者)

時間:2021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兩點至四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6453799793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645 379 9793
主題: 彩虹食物的力量+烹飪示範
主講人: 鄧雅如女士(德州合格社區健康工作者)

您每天有一個彩虹嗎？您知道彩虹飲食有什麼好處嗎？許多研究也顯示，彩
飲食對身心健康的影響，除了飲食原則，我們也一起學習怎麼簡單煮健康吃
為三餐加點色彩。
良好營養和飲食的十大好處:
1. 不良飲食會減少幸福
3. 幫助您控制健康體重
5. 延緩衰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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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健康是要付出昂貴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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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供你能量
8.健康飲食對您的情緒有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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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彩虹嗎？您知道彩虹飲食有什麼好處嗎？許多研究也顯示，彩虹
心健康的影響，除了飲食原則，我們也一起學習怎麼簡單煮健康吃，
點色彩。

飲食的十大好處:
飲食會減少幸福
您控制健康體重
衰老的影響
患慢性病的風險
你精神集中

2.不健康是要付出昂貴的代價
4.維持您的免疫系統
6.提供你能量
8.健康飲食對您的情緒有積極影響
10.健康的飲食習慣可以延長您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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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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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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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2021年1月19日春季開學
報名從速，登記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 2 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