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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Thursday, 3/18/21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Josie LinJosie LinJosie Lin
休斯頓資深千萬經紀

購屋 |商業 |投資 |⽣意    ⼀站式服務  

聯⽲地產
中國城中國城中國城
亞洲城亞洲城亞洲城

全新蒂凱佳苑精品公寓
24.2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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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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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

1,000 ~ 8,000平⽅英呎

週二晚上，在亞特蘭大地區的三
家按摩院內有八人被槍殺，一名嫌疑
人已被拘留。

執法官員稱，八名死者中有七人
為女性，六個亞洲人，兩個白人。

槍手被確認為21歲的羅伯特·亞
倫·朗(Robert Aaron Long)，來自佐治
亞州伍德斯托克，已在佐治亞南部的
克里斯普縣被抓。當局早些時候公佈
了一幅監控圖像，顯示一名嫌疑人在
一家按摩院外的一輛現代圖森車附近
。殺人動機尚不明確，不過亞特蘭大
警方最初將發生在該市一間按摩院的
槍擊事件定性為正在進行中的搶劫事
件。

儘管尚不清楚此次槍擊事件是否
有種族動機，但為阻止新冠病毒大流

行期間反亞裔歧視而成立的“阻止亞
裔美國人仇恨”(Stop AAPI Hate)組
織稱，此次槍擊事件對受害者家屬和
“受到高度種族主義攻擊影響”的亞
裔美國人社區來說，都是“難以言表
的悲劇”。

切羅基縣警長辦公室的傑伊·貝
克上尉(Capt. Jay Baker)說，第一起
槍擊事件發生在亞特蘭大西北郊阿克
沃 斯 附 近 的 楊 氏 亞 洲 按 摩 中 心
(Young's Asian Massage)，造成四人
死亡。據報導，這起槍擊事件發生在
下午五點左右，造成一名拉美裔男子
受傷。

亞特蘭大警方說，下午5時47分
，警方接報出警一起發生在該市東北
部的金溫泉鎮的搶劫案，在那裡發現

了三具受槍傷的女性屍體。警方說，
當警察趕到現場時，他們接報稱街對
面的香薰水療中心 (Aromatherapy
Spa)有人開槍，他們在那裡發現了另
一具女性屍體。

住在這個社區的黛布拉(Debra)和
格雷戈里·韋爾奇(Gregory Welch)說
，這里通常安靜平和，不過他們把槍
擊發生的那段地區稱為該社區的“紅
燈區”。 “這肯定令人不安，”韋爾
奇在談到槍擊事件時說，“但如果它
與新冠病毒大流行帶來的反亞洲因素
有關，那就更令人不安了。”

亞特蘭大警察局局長羅德尼·布
萊恩特(Rodney Bryant)在新聞發布會
上說，官員們並未要求該地區的其他
按摩院關門，以作為預防措施。

三家按摩院八人被殺 嫌犯被抓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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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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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fter more than a one year or-
deal and much suffering time, we
are finally getting out of the
woods. But we are now facing
economic and discrimination is-
sues and the pandemic is chang-
ing our community in many ways,

When the pandemic hit our com-
munity last year, President
Trump called the virus a “China
virus” and the whole nation was
full of an anti-Asian and Chinese
atmosphere and the attacks were
happen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 leading Chinese organiza-
tion, The Committee of 100,
sponsored a virtual meeting to
discuss how to protect our com-
munity and want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enforce the
law against any discrimination
case.

We are also ready to organize
a virtual community round ta-
ble meeting to discuss all the
problems we are facing today.
The first meeting will be to
discuss how to help local
businesses apply for financial
help through the SBA with the
passing of the $1.9 trillion
Rescue Bill.

We all hope this is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Now we
all need to be united and help
each other to work for better
tomorrow.

0303//1717//20212021

We Are Now Facing A NewWe Are Now Facing A New
ChallengeChallenge

一年多艱難困苦難挨的日子
，让我們華亞裔社區正在面臨前
所未有之挑戰， 其中以種族歧
視及經濟困難是我們共同要面對
之重大變化。

當新冠肺炎在去年侵襲美洲
大陸時，川普總統由始至終稱之
為中國病毒，全國各地對於新冠
疫情正不斷流傳病毒是來自中國
武漢，因而造成一股反華的浪潮
，在全國各地發生了數以千計的
反亞裔事件造成我們社區之動盪
和不安。

我們欣見包括百人會在內的
華人社團，先後舉辦了各種研討
會討論如何面對未來之挑戰，並
且已做成決議向地方和聯邦政府

加强懲罰歧視華亞裔的罪犯。
我們正关注經濟和歧视兩個

主題，在近期內举辦社區圆桌會
議，並將邀請主管經濟部門負責
人，向各界說明如何申請紓困案
之補助，如何填寫申請表。

對於種族歧視是一個全國各
地面對之問題，拜登總統已經發
佈了行政命令， 嚴厲防範種族
歧視事件，我們也期盼社區各界
人士能共同研究如何改善當地之
治安，幫忙大家脫離心理上之恐
懼和不安。

我們已經看到了曙光，希望
疫情盡快過去，让我們共同努力
互相關懐，迎向光明之未來

華亞裔面對之問題和危機華亞裔面對之問題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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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軍方自從二月初政變奪權，強行逮
捕包括翁山蘇姬在內的全國民主聯盟政府領
導人後，無視各國的譴責與制裁, 以武力鎮壓
國內人民爭取民主的活動, 已槍殺了兩百多民
眾, 似乎沒有收手打算, 勇敢的緬甸人民近日
在第一大城仰光舉行大規模靜坐示威, 他們點
燃燭火表明對民主和平的企求, 內心的哀傷、
悲戚與憤怒之情溢於言表, 只是當權者無動於
衷, 繼續他們的暴行。

從緬甸當前的局勢來看, 軍政府為鞏固非
法政權, 他們是不會向人民屈服的, 長久下去,
人民死傷數目會越來越多,情況也會越來越糟,
軍政府近來更自導自演, 對包括華商在內的公
司企業進行縱火和打砸搶的手法以取得戒嚴
鎮壓的理由，這樣荒誕不經的政府令人唾棄
不恥, 只是手無寸鐵的緬甸人民根本無法也無
力起來抵抗軍政府暴政！

國際上現在支持緬甸人民的國家越來越
多, 聯合國與東盟雖軟弱無權, 但已呼籲緬甸
軍政府保持最大的克制,要求釋放翁山蘇姬,一
向支持緬甸發展的歐盟已暫停對緬甸2億歐元

的資金援助。美、英和加拿大也分別對緬甸
將領採取旅行禁令和資產凍結，韓國也暫停
與緬甸的防務交流，並凍結軍售談判。耐人
尋味的是,原本與翁山蘇姬以及緬甸軍方都保
持友誼關係的印度在最初表達關切後, 現卻一
直保持沉默, 事實上投機的印度自上世紀90
年代開始即在與雙方之間搖擺不定，在緬甸
問題上, 並不能看出印度代表的民主價值觀是
什麼。

鄰近的泰國與緬甸的情況相當類似,在
2014年經歷了一場軍事政變，文人政府盈拉
被趕下台後流亡海外，已落腳香港經商,儘管
泰國國內持續不斷的抗議活動仍在繼續，但
大權在握的泰國將軍們依然掌握著絕對話語
權, 對於緬甸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是相當正常
的。

現在最令人擔心的就是緬甸軍方繼續濫
殺無辜，使生民塗炭, 緬甸長治久安的希望就
是軍方還政於民, 恢復民選政府領導, 除此之
外別無他途, 但國際如何聯合一致,支持緬甸民
主運動則是非常難解的問題！

李著華觀點︰仰光仰光-緬甸人民用燭火照亮民主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今天
再度呼籲緬甸終結暴力，且提起緬甸修女向
武裝警察下跪求情一事，說他也願這麼做。

雖然84歲的教宗沒有直接點名這名修女
，但他在每週公開接見活動中表示： 「我也
會在緬甸街頭下跪，請求 『終結暴力』 。」

「我也會展開雙臂說： 『讓對話主導，

流血無法解決事情』 。」
緬甸爆發大規模抗議對抗軍方政變，這

個月稍早修女努唐（Ann Rose Nu Tawng）
向一群警察下跪，表示願意以自己的性命交
換，求警察放過 「孩童」 ，這段畫面在網路
上瘋傳，也成為勇氣的有力象徵。

願學修女跪求警察 教宗呼籲緬甸終結暴力

「日本放送協會」 （NHK）17日報導，由於
自美國輸入日本的牛肉數量，已超過《美日貿易
協定》規定的年度標準，因此日本政府宣布，將
於18日啟動 「緊急進口限制」 ，在未來一個月內
大幅提高美國產牛肉的進口關稅。

《美日貿易協定》規定，自美國輸入日本的
牛肉，2020年度以24萬2000噸為限，時間範圍
則以日本財政年度的每年4月1日為起始。然而截
至今年3月10日，美國產牛肉的輸入量卻已達24
萬2229噸。故日本政府表示，為保護本國畜牧業
者，將在本月18日至4月16日的30天內，將美國
產牛肉進口關稅自目前的25.8%，大幅提升至
38.5%。

日本媒體指出，美國產牛肉約佔日本牛肉進
口總量的40%，與澳洲產牛肉加起來則達約90%

。雖然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下，日
本的牛肉進口量已較先前減少5%，但澳洲今年持
續遭遇乾旱影響，牛肉產量同樣有所下降，導致
美國產牛肉的進口量增加3%。

不過日本農林水產省官員指出，由於冷凍牛
肉的保存期限較長，有在關注進口量資料的牛丼
、超商便當等業者只要事先增加庫存量，便不會
受到太大影響；較容易受到衝擊的應是主要販賣
冷藏牛肉的燒肉店或超級市場等。

根據《美日貿易協定》，美日兩國會在18日
起的10天內，對此議題展開協商。《產經新聞》
認為，雖然日本政府本次祭出的關稅懲罰完全符
合規定，但1月才剛上任的美國拜登政府會如何因
應，非常值得外界觀察。

美牛來太多 日本啟動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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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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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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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量下降、庫存增加
疫情改變希臘房產市場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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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例新冠

確診病例。目前累計確診205120例。當日新增死亡53例，累計死亡6758例。

短短一年時間，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徹底改變了希臘房產市場的局

面，成交量不斷下降，未售出的房產庫存增加，可供出租的公寓數量激

增，銷售價格趨於穩定。

在對希臘國內住宅市場的分析中，物業服務公司Arbitrage Real Es-

tate指出，雖然新造房屋存量低，要價仍保持較高水平，但最近出現了

相對下降，降幅達20%。

套利合夥人約安尼斯· 奧凡諾斯(Ioannis Orfanos)稱：“我們預計雅

典的住宅銷售價格與2020年第一季度相比將有小幅下降，尤其是二手房

交易會更加明顯。”

根據奧凡諾斯提供的數據，受疫情影響，2020年最後一個季度全國住

宅房產交易量下降了近30%，僅為3734套。他進一步解釋說：“原本打算

以旅遊目的購買房產的國內外買家推遲了部分交易，旅行限制是主要原因

，而通過黃金簽證計劃進行的交易也出現了相當大幅度的下降。”

這份基於大數據分析的套利報告顯示，希臘家庭的購買意願是歐盟

中最低的。經濟暨工業研究基金會(IOBE)的消費者調查和歐盟執委會報

告顯示，只有0.53%的希臘人打算在未來12個月內購買新房。

不斷增長的待售房屋庫存證實了這一趨勢。截至2020年底，待售房屋達

到了228838套，比2019年第四季度增長了近10%。套利分析師將此歸因於這

樣一個事實，即在2020年初，已經有更多的住宅資產被掛牌出售，目的是通過

黃金簽證計劃購買，或者由短期租賃的投資者以購房出租的方式出售。

去年，由於疫情的限制，短期租金出現了大幅下降，因此2020年底可供租

賃的房產數量增至67804套，與2019年底的41587套相比，同比增長了63%。

巴西累計確診病例超1143萬例
前總統盧拉接種中國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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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78例，累計確診11439558例；新增死亡病例1997例，累計死

亡277102例；累計治愈10036947例。

現年75歲的巴西前總統盧拉在聖保羅大都市地區的聖貝爾納多· 杜

坎普市(Sao Bernardo do Campo)接種了中國科興新冠疫苗。在巴西，民

眾不能自己選擇疫苗，所有人按年齡段排隊接種，趕上哪種疫苗就接種

哪種。盧拉接種後在社交媒體表示，“這正是我想要接種的疫苗，14天

或28天後將接種第二劑。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接種上疫苗，人們需要出門

工作而不應被困在家中。”

聖保羅州是巴西疫情最嚴峻的州。13日，該州新增確診病例15344

例，累計確診達到2195130例；新增死亡病例434例，累計死亡達到

63965例。在截至13日的一周，該州共有2548人死於新冠肺炎，是疫情

暴發以來單周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周。當天，該州住院患者人數為23025

人，也創下疫情暴發以來的最高紀錄。

位於聖保羅大都市地區的朱基蒂巴(Juquitiba)和聖洛倫索· 達塞拉

(Sao Lourenco da Serra)兩市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最嚴防疫措施，即關閉超

市，僅允許藥房、診所和加油站繼續營業。

據巴西媒體報道，由於巴西疫情惡化，阿根廷13日又暫停了一條飛

往巴西的航線；而另一鄰國烏拉圭，當天要求該國所有與巴西接壤的城

市民眾強制接種疫苗。

秘魯將取消國際遊客強制隔離
旅遊業因疫情失去500萬崗位

秘魯衛生部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顯

示，過去24小時新增病例為3626例，累

計確診病例達到1394571例；單日新增死

亡病例161例，累計死亡48484例。目前

仍有14755人住院，其中2201人在重癥

監護室，已有1301439人康復。

秘魯旅遊業因疫情失去500萬個工
作崗位

秘魯酒店協會(SHP)董事提比賽· 蒙

薩爾維稱，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

秘魯旅遊業失去了多達500萬個工作崗

位，因為“國家不采取行動振興這一部

門”。

該協會指出，旅遊業遭受的經濟損

失造成了直接和間接的失業，例如旅行

社、官方導遊、手藝人、經營者、旅遊

運輸、航空公司和餐館等。

該協會領導人已多次拜訪政府當局，

要求采取措施振興旅遊業，但收到的答

復是否定的。

提比賽· 蒙薩爾維說，在最近與四位

總統候選人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幾乎沒

有人對這一經濟活動感興趣。

他說：“他們沒有意識到旅遊業給

秘魯帶來的巨額外匯收入，政府沒有像

西班牙或墨西哥那樣照顧旅遊業。”

政府將取消對國際遊客的強制隔離
11日，秘魯外貿旅遊部長克勞迪亞·

科爾內霍透露，為進一步促進旅遊業復

蘇，政府或將暫停國內旅行時提交核酸

檢測陰性證明等要求。同時，國際到達

旅客也或將不再需要進行為期14天的強

制隔離，僅需在入境該國時出示核酸檢

測陰性證明即可。

科爾內霍指出，這是因為近期秘魯

疫情放緩，新增病例數量略有下降，秘

魯部長會議主席及交通部長將在未來幾

天正式宣布並介紹詳情。

最近，政府宣布，將啟動一項恢復

旅遊業活力的國家計劃，其中兩項主要

目標是發展和鞏固一系列可持續的旅遊

目的地，並將秘魯定位為提供安全和一

流旅遊產品的目的地。

科爾內霍報告說，該計劃旨在提高

秘魯旅遊業的競爭力，加強其體制框架

和公私關系。科爾內霍解釋道：“這是

一個受疫情影響非常嚴重的部門，從這

個意義上說，我們已經制定了一項恢復旅

遊業活力的國家戰略。”

交通通信部長支持恢復往返歐洲的
航班

秘魯交通通信部長愛德華多· 岡薩雷

斯11日表示，他支持取消秘魯對往返歐

洲航班的限制，當時政府擔心有感染在

英國發現的新冠病毒變異毒株的乘客會

進入秘魯。

岡薩雷斯說：“作為部長，我已經提議

，除英國和南非外，所有往返歐洲、飛行時

長超過8小時的航班都應重新開放。”

岡薩雷斯表示：“我們相信由於航

空衛生協議，飛機上不會出現嚴重的感

染。”

他還宣布，將繼續暫停從巴西起飛

的航班，以防止在巴西發現的新冠病毒

變異毒株在秘魯擴散。

秘魯與巴西的邊境自2021年1月26

日起關閉。部長表示，與鄰國的陸地邊

界將繼續關閉，這項措施自2020年3月

疫情開始以來一直有效。

意大利調查3起接種疫苗死亡案
衛生官員仍力挺阿斯利康

綜合報導 意大利3名軍警人員日前

施打英國阿斯利康與牛津大學合作研發的

疫苗後死亡，引發民眾恐慌；意大利藥品

管理局已查封該批阿斯利康疫苗並展開調

查，但相關單位宣布不會全面停止阿斯利

康疫苗接種計劃。

據報道，意大利藥品管理局13日宣

布，將派出檢查員以核實阿斯利康疫苗是

否符合安全協議。衛生部調查組也將於

14日將抵達西西裏島，指導和參與疫苗

致死事件調查。

意大利衛生部防疫局局長雷紮表示，

調查組將首先檢查錫拉庫紮省急診中心，

以及發生阿斯利康疫苗事件的奧古斯塔軍

事基地。

由於阿斯利康疫苗傳出可能造成嚴重

血栓副作用，目前丹麥、挪威等歐洲多國

已宣布暫停使用。

意大利藥品管理局局長馬格裏尼指出

，他從未見過只涉及少量死亡案例的警報

傳播的如此廣泛。並表示，全世界有數百

萬人接種了阿斯利康疫苗，但他們只有輕

微、短暫無害的眾所周知的發燒、偏頭痛

和肌肉疼痛等副作用。

意大利總理德拉吉與衛生部長斯佩蘭

紮均表示，施打阿斯利康疫苗的成效良好

，會繼續推行疫苗接種計劃。

德拉吉表示，關於阿斯利康疫苗疑似

引發幾起嚴重不良反應事件，意大利藥品

局封鎖該批疫苗調查是預防性措施，目前

沒有直接證據顯示死亡案例與疫苗有關，

且疫苗的初步成效已展現。只有接種疫苗

才能帶意大利走出疫情，意大利將繼續加

速接種計劃。

另一方面，意大利民防部當地時間

13日報告，新增確診病例26062例，死亡

317例，全國累計確診病例3201838例，

死亡病例101881例，治愈病例2579896例。

根據意大利國家衛生院13日公布的

疫情數據，在過去3周時間內，新增確診

病例平均年齡已降至44歲。國家衛生院

表示，變異病毒肆虐，感染者的平均年齡

正在不斷下降，特別是青少年和兒童患者

的增多，使感染者的平均年齡進一步下降。

15日，倫巴第大區將重返紅色疫情

防控區。據倫巴第商會的估計，區域內的

商店、酒吧和餐飲業收入預計每周將減少

75.3%，約為2.9億歐元；復活節期間的封

鎖將導致零售業收入減少70.7%，餐飲業

收入減少80%，損失約為1.2億歐元。

倫巴第商會秘書長巴比耶裏表示，如果

沒有根本性的補貼政策，企業不可能持續很

長時間。即使是那些營業額超過500萬歐元

的企業，政府也有必要對他們的損失進行經

濟補償。他希望在保證企業生存的基礎上合

理分配資源，認真評估企業的損失，以確保

需要支持的企業得到合理的援助。

意大利國家新冠病毒應急委員會主任菲

格利奧羅將軍表示，我們的目標是在夏天結

束和秋天到來之前，為所有人接種新冠疫苗

。我們首先要保證疫苗的供應量充足，其次

要保證有能力按時又安全地進行接種工作。

5000張圖像融為一張畫作
佳士得一數字藝術品高價拍出

綜合報導 佳士得拍賣行以非同質化代

幣(NFT)形式拍賣的純數字藝術品《每一天

：前5000天》，以超6934萬美元的價格成

交，被認為是“數字藝術史的裏程碑”。

據報道，數字藝術作品《每一天：前

5000天》由美國數字藝術家Beeple創作，

起拍價僅為100美元。他從2007年起，每

天創作一張數字作品，累積5000張數字作

品完成此一作品。據介紹，5000張作品融

為一張畫作，可個別點擊單一作品放大。

報道稱，由於數字版本經區塊鏈技

術處理後具有獨一無二的標識，擁有該

非同質化代幣(NFT)，相當於擁有了它的

所有權。不過，網友仍可在網絡上欣賞這

一作品。

該畫作作者Beeple表示，“我們正在

見證藝術史翻開全新篇章，這種作品與在

實體畫布上創作的畫作在技藝、內涵、細

節和意圖上沒有差別。”

佳士得指出，自從個人電腦時代到來

後，數字藝術就已成為一種成熟的藝術創

作方式。隨著非同質化代幣(NFT)及區塊鏈

技術的引入，將為純數字藝術作品的未來

奠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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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16日公布1份
報告，指俄羅斯涉嫌干預美國去年的總統大
選，以確保前總統川普取得優勢，但中國則
「沒有出手協助總統拜登勝選」 。外媒引述
消息指，美國最快於下周開始制裁俄羅斯，
伊朗也可能因此受到制裁。

這份長達15頁的解密報告指，俄羅斯總
統普丁可能親自監督，或至少批准干預美國
大選，企圖幫助川普連任。烏克蘭議員杰爾
卡奇（Andriy Derkach）等親俄人物，被指
取得某些美國政客的協助，抹黑川普當時的
競選對手拜登及其子杭特，而普丁也把這一
切看在眼內。杰爾卡奇曾發布有關拜登、未
經證實的負面消息，包括指控拜登運用權力

，阻止烏克蘭調查杭特涉貪的案件。
報導亦指出，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發現

，另有其他國家試圖影響美國選民的政治傾
向，包括伊朗多管齊下，以隱蔽的方式干預
美國去年大選，削弱川普的選情，因為他任
內讓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並對伊朗實施新
的制裁。而古巴、委內瑞拉、黎巴嫩等亦曾
嘗試干預，但規模較小，且沒有一方最終達
到妨礙選舉或左右結果的目標。

雖然川普曾力指北京幫助拜登干預美國
大選，但報告推翻上述說法，指北京並沒有
出手干預，中方尋求對美國關係穩定，因此
不認為支持哪一方選情的益處，多過被揭發
干預選舉引起的後果。

美指俄羅斯、伊朗干預去年總統大選 北京則未出手

由於美國眾議員葛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2月時將關島列為 「外國」 ，關島
聯邦眾議員聖尼古拉斯（Michael FQ San
Nicolas）15日率領約30名關島國民兵，遊
行至葛林位於國會大廈內的辦公室，提醒她
關島也是美國領土。

作為關島唯一的美國聯邦眾議員，民主
黨籍的聖尼古拉斯與關島國民兵帶著餅乾，
上門拜訪共和黨籍的葛林，希望她別忘記關
島也是美國領土。不過辦公室工作人員宣稱
葛林目前 「不在家」 ，稱她回來後會 「很樂
意和你們所有人見面」 。

聖尼古拉斯稍後將 「大軍壓境」 的過程
上傳至臉書，並說： 「關島在國會內的代表
並非僅有一人，還包括那些做出貢獻與犧牲
的先烈、與我們肩並肩的朋友，以及所有稱
關島為家的人。」 他也諷刺地感謝葛林，稱
此事 「以結果來說」 ，最終提高了關島人民
作為美國公民的覺悟，並讓更多人知道關島
長期以來對美國作出的貢獻與犧牲。

葛林稍後則發表聲明稿，稱她為民主黨
人不尊重美軍的行為感到 「羞恥」 ，要求其
不要再將國民兵當作政治道具。雖然美國防
部1344.10訓令 「美軍現役軍人政治活動規
範」 規定，美國軍人不得著制服參與政治活
動，不過軍事新聞網站 「Military.com」 指出
，其並未規定軍人不能穿制服與國會議員見
面，影片內的國民兵官兵也未做出政治舉動
；關島國民兵行政官艾桂吉少將（Esther J.
C. Aguigui）甚至還感謝聖尼古拉斯 「在國會
大廈展現關島文化」 。

葛林是一名爭議頗多的眾議員，先前曾
因公開贊同暗殺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等煽動性言論，遭剝奪眾議院委員
會職務。她2月還在佛州奧蘭多（Orlando）
舉行的 「保守政治行動會議」 （Conserva-
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中，稱美
國人納稅只應花在美國自己身上， 「而不是
什麼中國大陸、俄羅斯、中東、關島之類的
地方」 。

美眾議員竟搞不清本國領土 辦公室慘遭美軍包圍

美國南部邊界的非法入境數量達到20年來的
新高，這些遠離家園的墨西哥人被發現後，只能關
押在美國政府的拘留所中，成了美國的難題。美國
總統拜登呼籲 「請不要過來」 。

今日美國(US TODAY)報導，與川普強勢禁止
墨西哥非法入境不同，拜登上任後強調了移民改革
的重要性，眾議院也在制定兩項新移民法案，放寬
資格讓數以百萬非法居住美國的農場工人取得美國
公民身分，稱為 「追夢人」 計畫。正因為資格放寬
，使得嚮往美國夢的墨西哥非法移民近期暴增，拘
留中心大呼吃不消。

拜登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 News）的採
訪時，被問到 「一些墨西哥移民說，他們正是由於
拜登的移民政策而來」 ，拜登不同意這種說法，他
說 「美國政府正在遣返穿越邊界的人。」

他說： 「我說得很清楚，不要過來美國……不

要離開你的城市、城鎮或社區。來到美國不見得可
以取得身分。」

收容所人滿為患，其中又以移民兒童是更困難
的問題。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報導，截至週日
上午，已有4,200多名無人陪伴的流浪兒童被關押
在短期收容所中。

共和黨人指責拜登修改前總統川普的強硬移民
政策，導致現在的下場。眾議院國土安全部議員，
共和黨籍的約翰·卡特科（John Katko）說： 「你
給他們不切實際的期望。」

一批共和黨議員前往德州-墨西哥邊境查看，
稱為這是一場邊界危機。

拜登說，非法入境是一直存在的老問題，過去
兩年，美墨邊界也有好幾次非法入境者激增，並駁
斥入境後就可獲得寬恕的說法。他說： 「不應試圖
以非法入境的方式移民美國。」

美墨邊境非法入境激增 拜登呼籲 「留自己家鄉」

美 國 國 防 部 長 奧 斯 汀
（Lloyd Austin）今天於韓美國
防部長會談中表示，為因應印太
地區當前面臨威脅，透過改善韓
日關係，以促進韓美日合作至關
重要。

奧斯汀今天下午率團出席於
南韓國防部召開的韓美國防部長
會談，致詞時表示，面對北韓及
中國前所未有的威脅，韓美同盟
的重要性不只對於東北亞，也是
印太地區的核心。

根據南韓國防部新聞稿，雙
方在這次會談中再次確認促進朝
鮮半島完全非核化及永久和平的
共識；同時再次確認戰時作戰權

移轉規劃，討論韓美日安保合作
等議題。

韓聯社報導，南韓國防部相
關人士表示，奧斯汀對於8至18
日進行的韓美聯合軍事演習表達
肯定，但未提及北韓領導人金正
恩胞妹金與正17日對韓美聯合
軍演的批評言論。

相關人士也透露，奧斯汀提
及韓美日合作議題時表示，東北
亞、朝鮮半島周邊及印太地區正
面臨共同威脅，強調透過改善韓
日關係以促進韓美日合作的重要
性。

媒體分析，這次發言不僅是
針對北韓的軍事防禦，也帶有要

求南韓共同牽制中國的意涵。
此外，相關人士認為，美方

這次雖表示希望韓日關係改善，
但未特別強調，也沒有提及具體
做法， 「對於韓日軍事交流及合
作上的難處應有充分認知」 。

這次韓美國防部長會談是美
國現任總統拜登上任以來首次。
受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疫情影響，奧斯汀並未
安排參訪兩韓非武裝地帶（DMZ
）及駐韓美軍部隊，明早將出席
韓美外交、國防2+2會談並拜會
南韓總統文在寅，稍晚規劃至南
韓國立顯忠院參拜，於19 日上
午出境。

美防長：印太地區面臨威脅韓日關係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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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芯片刻蝕設備獲新突破
中微首台新設備已交付客戶 良率穩定輸出效率更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本次中微公司發布的Primo Twin-Star®
是基於其已成熟的單台反應器的電感耦合等
離子體刻蝕技術和雙台反應器的Primo平台，
並創新使用了雙反應台腔體設計和低電容耦
合3D線圈設計，創新的反應腔設計可最大程
度減弱非中心對稱抽氣口效應，通過採用多
區溫控靜電吸盤（ESC）增強了對關鍵尺寸均
勻性和重複性的控制。

與 其 他 同 類 設 備 相 比 ， Primo
Twin-Star® 以更小的佔地面積、更低的生產
成本和更高的輸出效率，進行ICP適用的邏輯
和存儲芯片的介質和導體的各種刻蝕應用，
並用於功率器件和CMOS圖像傳感器（CIS）
的刻蝕應用。

由於Primo Twin-Star®反應器在很多方
面採取了和單台機Primo nanova®相同或相似
的設計，在眾多的刻蝕應用中， Primo
Twin-Star®顯示了和單台反應器相同的刻蝕
結果。這就給客戶提供了高質量、高輸出和
低成本的解決方案。

較同類設備佔地小成本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中國半導體芯片設備龍頭

企業中微公司16日宣布，其新一代

電感耦合等離子體（ICP）刻蝕設備

Primo Twin-Star®已交付客戶投入生

產，良率穩定。和國內外同類設備相

比，這一刻蝕設備能以更小的佔地面

積、更低的生產成本和更高的輸出效

率，為邏輯芯片和存儲芯片等應用提

供高性價比的刻蝕解決方案，可謂國

產芯片刻蝕設備的又一重大突破。

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副理事長、清華大學微
電子學研究所所長魏少軍曾分析指出，從

芯片產業五大板塊來看，目前中國在設計和封
測領域已經走在世界前列，製造領域和國際先
進工藝的差距也正在縮小，關鍵是產業鏈上游
的材料和設備兩個領域差距太大。

其中，芯片材料落後的主要原因是前期整
體投入不夠，但是近些年取得了長足進步，保
持了快速發展勢頭。從長遠來看，設備才是限
制中國芯片產業發展的主要瓶頸。

同公司設備廣獲國際應用
而在芯片設備的細分領域，光刻機、刻蝕機

和MOCVD（金屬有機化合物化學氣相沉積）設
備因為技術和生產工藝極為複雜，被並稱為半導
體工藝三大關鍵設備。其中，近幾年廣受輿論關
注的光刻機只有少數幾家公司能夠製造，荷蘭
ASML、日本Nikon和日本Canon三大品牌位居
前三，最頂尖的EUV（極紫外）光刻機則被
ASML壟斷，一台售價超過10億元人民幣。

中國在光刻機領域嚴重落後，已經實現量產
的國產光刻機中，技術最先進的是上海微電子設
備的90納米光刻機，無法滿足先進製程的芯片製
造，與ASML最先進的5納米光刻機相距甚遠。

不過，目前中國在刻蝕機和MOCVD設備
領域已躋身國際先進水平，並在全球市場佔有
一席之地。中微公司開發的等離子體刻蝕設備
已被廣泛應用於國際一線客戶從65納米到5納
米工藝的眾多刻蝕應用。同時，中微公司開發
的用於LED和功率器件外延片生產的MOCVD
設備已在客戶生產線上投入量產，並在全球氮
化鎵基LED MOCVD設備市場佔據領先地位。

已收到國內領先客戶訂單
“現在的製造商對於生產成本日益敏感，

我們的目標是為客戶提供技術創新、高生產率
和高性價比的ICP刻蝕解決方案。”中微公司
集團副總裁兼等離子體刻蝕產品事業總部總經
理倪圖強博士說，Primo Twin-Star®設備已在
各類前道/後道製程、用於功率器件和CIS應用
的深溝槽隔離刻蝕（DTI）中表現出卓越的性
能。通過提供兼具這些優異性能和高性價比的
解決方案，該設備不僅幫助客戶解決了技術難
題，同時最大程度地提升了其投資效益。

據悉，Primo Twin-Star®刻蝕設備已收到
來自國內領先客戶的訂單，且首台設備已交付
客戶投入生產，良率穩定。目前，中微公司還
在進行用於不同刻蝕應用的多項評估。

●●設備是限制中國芯片產業設備是限制中國芯片產業
發展的主要瓶頸發展的主要瓶頸。。圖為中科圖為中科
院微電子所高頻高壓中心科院微電子所高頻高壓中心科
研人員正進行低損傷刻蝕技研人員正進行低損傷刻蝕技
術測試術測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Primo Twin-Star®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有韓國媒體15日稱中國的沙塵暴影
響韓國，造成空氣質量嚴重下降。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6日在外交部例會
上對此回應，根據中國監測機構分析，
此次沙塵天氣源自中國境外，中國只是
“途經站”。中央氣象台官方網站發布
消息，3月14日夜間至16日，中國出現
近10年來最強沙塵天氣過程，沙塵天氣
面積超過380萬平方公里。此次過程的
沙塵主要源於蒙古國。

趙立堅在外交部例會上表示，環境
和空氣污染問題沒有國界，對其起源等
作出結論需以科學監測和綜合分析為前
提。他表示，根據中國監測機構分析，
此次沙塵天氣源自中國境外，中國只是
“途經站”。“我注意到，蒙古國官方
日前就沙塵暴危害發布了相關消息，中
國輿論沒有因為蒙古國可能是‘上一
站’而加以指責，各方都應以科學和建
設性的態度看待相關問題，正面引導輿
論，避免不必要炒作和輕易扣帽子。”

中國荒漠化治理成效顯著
趙立堅強調，我還想告訴大家，中

國高度重視防沙治沙和荒漠化治理，已
取得顯著成效。近年，沙塵天氣明顯減
少，這不僅惠及本國，也為改善本地區
空氣質量作出了巨大貢獻。此次沙塵天
氣說明，本地區在環境治理合作方面，
還有很多事要做。中方願同各鄰國和國
際社會一道，攜手推進本地區和全球環
境治理保護，為建設美麗清潔的世界作
出積極貢獻。

中央氣象台網站16日發布消息，3
月14日，受強烈蒙古氣旋及其後部冷空
氣影響，蒙古國出現了大範圍強沙塵暴
天氣。之後隨着蒙古氣旋東移南下，中
國14日夜間至16日也出現了大範圍沙塵
天氣過程，具有波及範圍廣、強度為近
10年最強、影響較重等特點。北方多地
PM10峰值濃度超過每立方米5,000微
克。此次大範圍沙塵天氣過程不僅造成
蒙古國出現人員傷亡和失蹤，也對中國
交通運輸、群眾生活生產等造成較大影
響，引起各界關注。

關於沙塵源地和成因，中央氣象台
指出，此次過程的沙塵主要源於蒙古
國。根據風雲氣象衛星監測顯示：13
日，蒙古國西部最早出現沙塵天氣；14
日，蒙古國出現大範圍強沙塵暴；15日
早晨，我國西北地區中東部、內蒙古、
華北、東北地區西部等地開始出現大範
圍沙塵天氣，之後向東向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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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臉識別隱患：

●人臉信息屬於個人獨有生物識別信息，被盜後無法進行

“重置”

●人臉識別無法辨別人臉照片、人臉視頻以及三維人臉面具

●數據收集者存儲的大量的人臉信息，是黑客侵入的主要對

象

●人臉信息洩露，容易威脅個人隱私以及財務等多方面安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中央強調健全數字規則
“十四五”推進數據安全立法

沒制約易踩過界加強立法劃底線
很多網民可能不了解的是，

自己平時在社交朋友圈晒出的各
類生活信息，包括本人、好友以
及家人的照片，都有可能成為人
臉數據違規採集與數據洩露的途

徑。而加強信息保護，不能僅指望採集者自律，政府
也應加強相關立法，劃定好採集的準則和底線。

對於人臉識別採集的個人信息，只要源頭不保存
便能避免洩露。實際上，在“信息即價值”的時代，
商家很難抗拒保存採集信息的誘惑。央視“3．15”
晚會曝光後，科勒回應稱已安排連夜拆除人臉識別攝
像設備，或者做斷電下線處理，同時督促供應商積極
配合監管部門妥善處理。但是網友似乎並不買賬，沒
有制約，很難相信企業所作出的“僅作到店人數統
計”、“對設備所採集的信息不作保存、分析及轉
移”的口頭承諾。

曝光一個科勒，市場上可能還有無數個“科勒”
在未獲得授權同意的情況下，“悄然”收集客戶的個
人信息。目前，有關個人信息安全尚只有一些行政部
門的“規範”，在法律不完善的情況下，一旦受到利
益驅使，人臉識別就很容易滑過隱私侵犯的邊界。因
此，需要進一步立法立規、制定標準，對人臉識別技
術的應用安全加以引導。

值得一提的是，《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
去年10月已正式向全社會公開徵求意見，今年兩會
期間，傳出草案已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消
息。草案內容明確提出，在公共場所安裝圖像採
集、個人身份識別設備，應當為維護公共安全所必
需，遵守國家有關規定，設置顯著的提示標識，草
案並對個人權利以及處罰規則作了更加明確的界
定，一旦審議通過頒布實施，將對保護個人信息安
全發揮重要作用。 ●香港文匯記者張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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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各式的監控攝像頭在民眾生活中幾乎已經無所不在，
這些攝像頭大都是以保障公共安全為目的，但是部分商家所安

裝的攝像頭看似普通，實則暗藏玄機。曝光信息稱，不少科勒衞浴門
店安裝有具有人臉識別功能的攝像頭，在顧客不知情的情況下，抓取
人臉數據，生成人臉ID。

有平台擁上億人臉數據量
除了科勒衞浴、無錫寶馬汽車4S店，港匯恒隆MaxMara專賣

店，也被發現安裝有人臉識別功能的攝像頭。相關“捕捉”記錄顯
示，不到兩分鐘，消費者便被攝像頭的人臉識別功能抓拍了三次，角
度雖然不同，但人臉編號卻都相同，消費者人臉信息被商家精準掌
握。

目前，提供這種人臉識別攝像頭的企業至少有四家，分別是萬店
掌、悠絡客、雅量科技、瑞為信息等。悠絡客公司有經理透露，其一
家就已經安裝了“上百萬”個人臉識別功能攝像頭。萬店掌公司薛經
理更是表示，他們平台目前擁有的人臉數據量已經“上億”。

去年60人涉竊賣“人臉”被捕
商家獲取消費者人臉信息有何用？調查顯示，在後台，商家可以

對搜集的人臉數據進行編號、備註信息等，並且還可以獲取客戶在不
同門店出入、消費記錄，以後顧客再去哪家店，去過幾次，商家便都
會知道，然後再有針對性地進行營銷。令人更為擔心的是，人臉識別
正在成為違法犯罪新手段。2020年，60名犯罪嫌疑人因竊取、販賣
人臉數據被公安部抓捕。

洩露將威脅財產隱私安全
信息行業專家指，人臉信息屬於個人獨有的生物識別信息，目前

已經成為很多用戶的賬號密碼、支付密碼等，但由於用戶無法更改自
己的人臉信息，一旦洩露，將嚴重威脅用戶的財產安全和隱私安全。
日常生活中，人臉識別具有無意識性與非接觸性，個人很可能被長時
間大規模地積累數據而不被察覺，具有很強的侵入性。

目前，雖然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在《個人信息安全規範》中明確規
定，收集個人信息時應獲得個人信息主體的授權同意，但是目前在大
多數應用場景，被搜集信息的個體幾乎都被“蒙在鼓裏”。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將“加強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和個人
信息保護”作為一項重點工作。香港文匯報注意到，作為維護信息安
全的主管部門，工信部在16日最新發布的《2021年工業和信息化標
準工作要點》中，將維護網絡和數據安全列為一項重點工作，並透露
今年將大力開展5G及下一代移動通信、網絡和數據安全等標準的研
究與制定，編制網絡和數據安全強制性國家標準體系建設指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伴隨智能科技發展，刷臉
購物、考勤、解鎖、倒垃圾等各類智能場景應用逐漸普及常見，日常
中可以通過“刷臉”解決的事情越來越多。人臉識別無處不在，中央
近年來也格外重視個人信息保護，強調健全數字規則。

人臉識別被廣泛應用，主要得益於方便、快捷、高效的特點。據
了解，人臉識別的效率高於人工3倍-5倍，其採用的無接觸識別技
術，能大大解放雙手。目前，在公安領域的出入境邊檢、刑偵，交通
領域的機場、火車站、汽車站等場景，以及教育、醫療、行政等各個
方面都已有深入應用。

在帶來方便的同時，人臉識別也引起社會對數據隱私保護的擔
憂，一旦收集主體未能善加保護，便會導致大規模洩露。去年底召開
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強調，要依法規範發展，健全數字規則，完
善有關數據收集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範。今年
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加強網絡
安全、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

個人信息保護也將是未來很長時間政府工作關注的一大重點。中
央近日最新發布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及，要
加強涉及國家利益、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數據保護，加快推進數據
安全、個人信息保護等領域基礎性立法，強化數據資源全生命周期安
全保護，加強數據安全評估。並且，中國將推進網絡空間國際交流與
合作，積極參與數據安全國際規則和數字技術標準制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 備受消費者關注的央視“3·15”
晚會，今年將第一彈瞄向了網絡和數據

安全。爆料指，基於人工智能和大數據

的人臉識別技術正在深度融入民生服

務、城市治理、安防保障等各個領域，

但不少商戶在消費者不知情的情況下，

違規利用人臉識別技術，記錄消費者信

息。針對人臉識別亂象，中國工信部在

16日發布的《2021年工業和信息化標

準工作要點》指出，將研究與制定網絡

和數據安全標準，並編制相關指南。

●不少商家在消費者不知情下，通過人臉識別技術違規收集消費者信息。圖為顧客用刷臉支付系統結賬。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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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仰韶文化元素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
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仰韶村遗址所在地的河南渑池
县借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模式，探索大遗址保护和活化利用的有效途径。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2017年底由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计划于2021年6月建成并对外开放。公园规划总面积约2800亩，规划分区有博物馆服务区、遗址
保护展示区、考古预留区、文化旅游服务区、生态观光区、窑洞展陈点等。经过几年的持续建
设，仰韶村遗址已初具规模。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自规划设计之初，便将仰韶文化元素的综合应用确定为首要的
展示目标。公园内的仰韶文化元素，可以说无处不在：利用写实、抽象、蒙太奇等多种展示
手法，从灯杆、座椅、垃圾箱，到彩陶罐、彩陶盆、小口尖底瓶，制陶、酿酒场景，考古典
籍、工具等景观小品，再到利用地势形成的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等，都极大地提高了公园的文
化标识度。

同步开展第四期考古发掘

在考古遗址公园内，科学开展一定规模的考古发掘无疑是让大遗址“活”起来的点睛之笔。
2020年8月，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正式启动。
距离 1921 年的首次发掘，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已跨越了百年。在“考古热”的

带动下，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发掘区成为游客最为关注的“流量”区域，无需引
导，人们都聚焦于此。与此同步，公园也配套提供了高水平的博物馆展陈。仰韶文化博物
馆早在 2011 年 11 月就对外开放，是国内首家仰韶文化专题博物馆，陈列展览面积 2386 平
方米。为配合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仰韶文化博物馆也正在重新提升基本陈列。
一个关注游览、答疑解惑、注重体验的仰韶文化专题展览将面向游客揭开面纱。

仰韶村遗址1921年的首次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新纪元，确立了仰韶村遗址中
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的崇高地位。后又经1951年、1980年至1981年两次发掘，基本明确了仰韶村
遗址包含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庙底沟二期类型、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4种不同发
展阶段的文化层堆积。1961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牛年春节期间，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人如织，车水马龙。游客慕名而来，感受
仰韶文化的独特魅力。仍处于建设中的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尽情展现着黄河中游地区最
具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成为当之无愧的新晋网红打卡地。

焦点话题

常办常新的展览

金色朝阳下奔腾的牛群、奔赴基层一线的年
轻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乌鲁木齐市美术馆在牛年春
节推出了“新春送祝福 文化润万家”美术作品
展。展览上，156 幅精彩的画作吸引了观众的目
光，为广大乌鲁木齐市民带来一场盛大的新春视
觉享受。

冉冉升起的朝阳，将天空云彩渲染成夺目的
金色，一群健壮的黄牛争先向前奔腾，溅起一
片片水花——这是油画 《牛气冲天》；一群人身
着制服坚守岗位，在单位食堂吃年夜饭，通过
手机视频和在外地的亲人团圆，视频里外的人
都笑容满面——这是水彩画 《年夜饭》。

看着一幅幅精美的作品，乌鲁木齐市民白承
钊深有感触。响应就地过年的倡议，他也没有
回家乡过年。他说，看到 《年夜饭》，脑海里仿
佛出现了往年全家团聚的景象。“我只是不能回
家乡过年，和医务工作者的辛苦比起来，这又算
什么呢？”白承钊说。在《风雨过后是彩虹》《夜
检》《心愿》等作品中，他看到了防疫一线的医护
人员和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还有他们取下口
罩后脸上的汗水和印痕。

乌鲁木齐市美术馆馆长孙新海介绍，本次展
览一大特点是，参展作品的作者 90%是年轻人，年
轻的美术从业者自觉地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乌 鲁 木 齐 市 美 术 馆 成 立 于 2004 年 5 月 23
日 ， 开 馆 的 同 时 举 办 了 “ 丝 路 情 ” 美 术 、 书
法、摄影精品展，吸引了 3000 多名观众。

2005 年 10 月 1 日，乌鲁木齐市美术馆搬迁至
位于市中心的现址，馆内由 A、B 两个展厅及一
个长廊组成，配有现代化的灯光、音响、大屏
幕 投 影 和 全 程 监 控 系 统 。 展 厅 面 积 1196 平 方
米，展线长 370 米。

成立之初，美术馆每年的展览数量不多。而
现在，美术馆几乎每周一场展览，除去布展和撤
展时间，各种艺术展几乎从未间断。开馆 10 多年
来，乌鲁木齐市美术馆共举办各类展览 570 余场，
参观人数累计达 300 万人次。

“近年比较有影响力的展览包括‘乡里乡亲
——吴奇峰中国画作品展’‘江海陆·丝路情美
术作品交流展’‘天山化境——朱零山水画作品
展’等，其中不少是‘请进来’的展览。”孙新
海告诉记者，现在，想在美术馆办展的人越来
越多。申请办展需要提交作品照片，交由美术
馆特聘的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艺术水准达到
一定标准才能进行展出。

据悉，乌鲁木齐市美术馆现已有馆藏作品近
300 件。

艺术交流的平台

2019 年 8 月 12 日，“陕甘宁青新主题性美术
作品巡展”在乌鲁木齐市美术馆展出。此次巡
展由新疆画院、西安中国画院、兰州画院、宁
夏书画院、西宁画院共同主办，展现了改革开
放以来，西北五省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新
时代丝绸之路的沿线风情和人民的生活新貌。
近 200 幅作品以描摹时代、表现丝路、讴歌祖国
为主题，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个
艺术门类，展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交流互鉴。

文化需要浸润，艺术重在交流。这次联合办
展，不但有利于促进西北五省区画院之间的艺
术交流，也为西北五省区的艺术家搭建了一个
专业交流平台。“这次西北五省区的美术作品巡
展，显示了我们西北地区文化的丰富性。”参展
艺术家、新疆画院副教授周静说，西北五省区
有各自的艺术风格特点，展览把这些艺术作品
汇聚到一个空间，有利于互动和交流。

乌鲁木齐市美术馆一直致力于打造艺术家交
流的平台，此前开展了“学先进、画先进”的
活动。活动邀请各地先进人物、基层一线劳动
者当模特，本地艺术家以此为素材进行创作，
并邀请名家进行现场指导。活动不仅提升了本
地艺术家的技艺，也推出了一批高质量作品。

以美化人的空间

“美术馆不能只有展览，另一个重要的功能
是引领大众的文化审美意趣。”孙新海表示，美
术馆需要让大众有更多的参与感。

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乌鲁木齐市美术馆都
会举办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生绘画大赛。这项比
赛已经持续了 30 余年，近年来开始由乌鲁木齐
市美术馆主办。活动还计划将近年来参赛的优
秀作品进行展出，并集结成册。

2019 年 8 月，“关中美影——陕西省美术博
物馆馆藏皮影国际巡展”在乌鲁木齐市美术馆
展出。乌鲁木齐市民有机会观赏到极富艺术价
值 和 地 域 特 色 的 关 中 皮 影 ， 感 受 到 八 百 里 秦
川、十三朝古都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厚重质朴的
人文气质。本次展览还设有表演板块，陕西皮
影传承人为观众带来了原汁原味的皮影演出，
并现场讲解皮影知识。

乌鲁木齐市美术馆还曾邀请新疆山水画家王
钧兵举办为期 3 周的公益讲座，免费教授山水画
技法，吸引了 200 余名市民参加学习。

此前，乌鲁木齐市美术馆组织艺术家深入机
关、社区开展传统文化公益大讲堂活动，引导
机关干部、社区居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围绕党风廉政
教育，美术馆组织书画家到乌鲁木齐水磨沟区
行政执法局开展“廉政书画知识讲座”。艺术家
们把廉政与书画的赏析、创作有机结合，引导
执法干部增强廉政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
道德防线。

（压题图片：乌鲁木齐市美术馆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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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鲁木齐市南湖广场，一座二
层小楼静静伫立，外观装饰颇具西域
风情。这就是乌鲁木齐市美术馆。馆
内常年有风格多样的美术作品展出，
是乌鲁木齐市民陶冶情操的好去处。

仰韶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渑池县城北6公里的韶山南麓，面积约30万平方米。仰
韶村遗址于1920年秋被发现，并于1921年进行了首次发掘。

通过发掘，证实了中国在阶级社会前就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村
遗址所代表的仰韶文化，成为我国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史前文化。

考古遗址公园
带火了仰韶文化

黄 洋 杜 瑶文 / 马彩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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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牛年春节期间牛年春节期间，，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人如织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人如织。。

建设中的公园游人如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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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慢活不怕老+烹飪示範 

主講人: 鄧雅如女士(德州合格社區健康工作者) 
 

過年後，我們每個人都大了一歲，我們都無法避免變老，你知道有些習慣，有

些飲食讓您變得“更老”，生活起來“更老”，其實我們可以改變變老的過程

和方式，改變一些生活步調，，調整一些飲食，建立一些好的習慣，健康的對

待自己的生活，樂觀地看待變老，我們可以慢慢老，活得更好，邀請您一起來

學著慢老。 
 

歡迎踴躍參加! 
 

 

 

時間: 2021 年 3月 25日, 星期四,下午 2至 3:30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6453799793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645 379 9793 

密碼: 1234567 

 

 

 

 

【2021年3月X日洛杉磯訊】國泰銀行今日發佈與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以下簡稱 「預測中心」 ）合作的
《美中經濟報告2021》。這是國泰銀行連續第四年與預測中心
合作，推出有關美中經濟形勢的分析報告。

報告指出，美國與中國持續在各種領域中互相角力，特別是
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以及科技發展。雖然美國總統已換屆，美中
兩國的競爭關係並未改變。報告認為2021年美中經貿關係會與
2020年大致相同；然而由於供應鏈的複雜性，脫鉤行動將會進
行得十分緩慢。

國泰銀行總裁兼首席執行長劉昌明表示： 「這份由預測中心
為國泰銀行撰寫的報告，為讀者提供及時並具有數據支持的分析
。我們很高興為客戶和想了解美中經濟及前景的人帶來這一有用
的資訊。」

此報告側重分析拜登政府下的美國經濟；拜登政府表示他們
將延續部分川普政府針對中國而製定的強硬經濟政策，但會改用
更委婉的外交方式。報告也談論到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進出口、美
國房地產市場，以及超級明星城市能否重返榮景。報告指出，在
新冠肺炎疫情大幅平緩後，美中兩國將會是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
體。

預測中心總監Jerry Nickelsburg表示： 「我們的計量經濟模

型和分析技術提供了有關美中經濟及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關係的重
要數據。我們非常榮幸能和國泰銀行合作，與他們的客人分享我
們獨家的專業見解。」 Jerry Nickelsburg與預測中心經濟學家俞
偉雄共同撰寫此報告。

此報告的英文、繁體中文及簡體中文版，可以在國泰銀行或
安德森預測中心的網站上下載。網址分別為https://cathaybank.
com/about-us/insights-by-cathay/us-china-2021-annu-
al-economic-report 及 https://www.anderson.ucla.edu/cen-
ters/ucla-anderson-forecast/proj-
ects-and-partnerships/cathay-bank/
2021-annual-us-china-economic-report
。美中經濟報告內容將會在年內定期更新。

預測中心是加州和全美最受關注且常被
引用的經濟預測機構之一，在預測90年代
初加州經濟衰退的嚴重性以及自1993年以
來該州經濟的反彈力度方面見解獨到。預測
中心還被譽為是最先預告2001年經濟衰退
的美國大型經濟預測機構。預測中心網站為
uclaforecast.com。
關於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為國泰萬通金控（那斯達克：CATY）的子公司，
在美國九個州提供廣泛的金融服務，並在香港設有分行，北京、
上海及台北設有代表處。1962年，為支持洛杉磯日益壯大的華
裔社區，國泰銀行應運而生；半個多世紀中，我們與客人共同發
展、不斷創新，為客人提供所需的金融產品及服務，協助他們實
現目標。請瀏覽cathaybank.com獲取更多訊息。美國聯邦存款
保險公司只擔保國泰銀行在美國本土分行地點的存款帳戶。

國泰銀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
發佈《美中經濟報告2021》

分析兩國的持續競爭及脫鈎及疫情後階段的發展趨勢

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年會
秀美高興能在這視頻會議上見到大

家，非常感謝各位對休士頓關懷救助協
會的參與！

由於經文處及僑教中心都在休士頓
，大部份發生在來自台灣的旅客及留學
生的急難事件，都能很快很順利地解決
了。

順便提一下：在僑委會急難救助的
網頁上，都列有世界各地急難救助協會
的聯絡號碼和電子郵箱，對準備出國的
人，在精神上心靈上，是個大支柱！

在此非常謝謝經文處羅處長，僑教
中心陳主任，楊副主任，各位僑領，會
長，宗教團體，德卅各地的政府機構，
政要們對急難救助的共同努力，繼續讓
休士頓這個世界的能源之都，是台灣的
企業，公司行號，民眾及青少年留學生
嚮往的城市。

最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這次會員
大會及保險請座圓滿成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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