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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輸油管公司被駭遭勒贖 暴露能源基礎建設弱點
（路透社
路透社）
）

（中央社）美國最大燃油管線營運業者
「殖民管線公司」 （Colonial Pipeline）遭遇
網路攻擊，對美國經濟各層面都造成漣漪效應
，凸顯美國老舊能源基礎建設的網路安全脆弱
性。
美聯社報導， 「殖民管線」 輸送美國東岸
各地使用的約 45%燃料，在自稱為 「黑暗面
」 （DarkSide）的犯罪駭客幫派發動勒索軟體
攻擊後，營運於 7 日停擺。
「殖民管線」 上週末暫停所有管線營運，
被迫預防性關閉。美國官員今天表示，這次網
攻使用的惡意 「勒索軟體」 沒有擴散到控制管
線運作的關鍵系統。但光是想到管線系統可能
遭攻擊，就讓外部安全專家備感擔憂。
這要看停擺的時間有多長。 「殖民管線」
表示，大多數的管線可能可在 14 日前恢復服
務 。 標 普 全 球 普 氏 能 源 資 訊 （S&P Global

Platts） 的 全 球 石 油 分 析 負 責 人 約 斯 維 克
（Richard Joswick）說，目前沒有能源短缺
狀況，因此無須恐慌地購買石油。
如果輸油管在 14 日以前恢復運轉，那就
不是什麼大問題。但約斯維克說： 「如果拖了
兩個星期，那就成了問題。大家會面臨石油上
漲，可能還有一些加油站的供應量變少，恐慌
性購油又會讓情況更惡化。」
根據美國汽車協會（AAA），過去一週，
平均汽油價格每加侖上漲 6 美分，來到 2.96 美
元，由於 「殖民管線」 關閉，預期油價將持續
上漲。
美國汽車協會表示，密西西比州、田納西
州，以及從喬治亞州延伸到德拉瓦州的美國東
岸，最可能面臨燃料取得有限與油價上漲的狀
況，如果全國平均油價再上漲超過 3 美分，就
將是自 2014 年 11 月以來最高的油價。

給您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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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山開路 見水搭桥
-媒體平台在網路時代之機遇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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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參加休士頓大學多媒體
學院的會議上, 大家共同之結論是
網路時代之來臨，對媒體是挑戰也
更是際遇。
近幾年來，由於社群媒體之興
起，全球媒體從傳統紙媒走進視屏
，由大屏步入小屏，在每人手機之
情形下，媒體之競爭從每小時，每

一篇走向短暫之
數分鐘和簡訊，
人們已經沒有耐
心等待。
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近年
來已經迅速走向
電子化網路報，
雖然傳統之報紙
發行量大量下降，但總體而言，並
未撼動他們的全球影響力。
美南新聞創刊迄今有數十年之
久，我們在全美各地和社區有著
「千絲萬縷」的關係，當網路時代
之來臨，我們也利用高科技把新聞
資訊注入了新生命，包括社群媒體
、網路電視廣播 ，我們正在加大

在全國所奠定之基礎，發展成為一
個全方位之服務平台，透過媒體報
導之強大力量，服務更多之人群，
也是我們能長期成長的方向，在諸
多服務項目之中，其中包括：
文化教育事業，成立青少年領
袖，小主播培訓班，開設美食節目
，長期培養廚藝工作者。
房地產仲介諮詢服務，定期舉
辦地产講座，開班培訓考地產執照
班。
新能源及光纖諮詢服務，拜登
總統正在大力推動新能源計劃，今
後全國住宅和商業中心必然走向代
替能源及太陽能之應用，也可得到
政府之省稅優惠及補助。
社區諮詢服務中心。自從新冠

疫情入侵以來，社會發生巨大變化
，諸多小型微企業遭遇危機，对於
地方和聯邦政府之補助，大部分都
不甚暸解，我們可以利用媒體平台
為大家牽缐，其他諸如社會福利、
孩童照顧，都是政府之褔利，我們
可以共享。
社區報警系統，新冠肺炎引起
對亞裔人士之仇恨，僅去年登記有
案已達四千件，我們正在籌辦一個
全國性的緊急報警系統，來防範和
幫助大家面對之困境。
我們已經開始了另一旅程，美
南新聞全体同仁將追隨大家共同克
服困難，以見山開路，見水搭橋之
奮鬥目標，再創輝煌。

Our Opportunity In The Digital Age
“Open The Road When You Meet The Mountain,
Build The Bridge When You Face The Water.”
Water.”

It was my great honor to serve on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School
of Digital Media at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In this digital age the media business is changing accordingly. We
are now facing new challenges.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Since1979 when Southern News
Group started its journey in
Houston, Texas,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we have faced
many changes up until the present day digital internet age. Our
readers and audiences want TV
and to read the newspaper, to
access the internet and to always
be on their smartphones.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digital age, we also
had to change our readers to
smaller screens and to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

the water, we will build the bridge.

”

Today we are using our
broad-based media platform to
get into education, trading, real
estate, fiber, solar and social service programs.
We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time is
right for us to diversify our services nationwide.
Our number one goal is to continue to serve our community.
“When we see the mountain,
we open the road, when we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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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伊曼紐到東瀛助拜登一臂之力
英國金融時報獨家透露拜登總統已欽點芝
加哥前任市長伊曼紐出任美國駐日本大使, 雖白
宮沒有確認, 國會也還未同意, 但顯然已是板上
釘釘的事, 拜登已為這位具有”公牛市長” 稱
號的政治強人的未來規劃了出路。
現年 61 歲的伊曼紐在政壇縱橫卅餘年, 個
人性格剛烈, 政治韌性強勁,一再展現出強勢不
親民的形象,但他的政治手腕高明, 是一位政治
精算師。 歐巴馬上任總統後, 伊曼紐成為白宮
首任幕僚長, 但是當芝加哥 「六連霸」 市長戴利
宣佈將退隱不再尋求連任後, 伊曼紐立即告別歐
巴馬, 返鄉參選市長,誓言與芝加哥市民“患難
與共”（Togetherness）。 在當選市長後,並
再度連任, 正當他做的轟轟烈烈之際，卻突然宣
佈終結自己的市長任期, 當時他並沒有向外透露
自己未來的政治走向，他只說: “市長是一生中
重要的工作，但並不是一輩子的工作,我將書寫
新的人生篇章。” 當時他還吐槽說, 當他與夫
人結婚時曾經承諾不會競選公職, 但卻違約參選
了六次 。

伊曼紐曾當選為國會議員，也曾在柯林頓
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深具白宮和國會的政策
能力和經驗，去年由於協助拜登參選總統募款
有功, 原本被視為交通部長與駐中國大使的熱門
人選, 但遭到民主黨左派和中間派的政敵強烈反
對而失之交臂, 在沉寂數月之後,拜登終於決定
任命他為駐日本大使，因此那些曾將伊曼紐帶
離公眾的爭議又回到了前臺和中心。
伊曼紐適不適任駐日大使職務呢？相信很
多職業外交官是存疑的, 不過從行政經驗來看，
伊曼紐扮演過國會議員、民選官員與內閣幕僚
三種不同的政治角色, 雖然都與外交無關, 但以
他的政治歷練,應該可以勝任的, 拜登政府對亞
洲的外交政策明顯是”仇中親日”, 他上任後接
待的第一位外國領導人就是日本首相菅義偉, 所
以派出親信伊曼紐駐日, 表明美國對傳統盟友的
重視,伊曼紐如果以戒慎恐懼的心態去處理美日
關係, 應該可以助拜登一臂之力，為美日兩國建
立一個堅實順暢的外交渠道!

陸練戰心中有老美 紅軍海空聯手鬥航母艦載戰機
巴勒斯坦3天下千餘地獄彈雨以暴怒復仇恐爆全面戰爭
加薩走廊（Gaza Strip）周三遭遇 2014 年來最猛烈的轟炸，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Hamas）發射了 137 枚火箭彈，而以
色列則以槍林彈雨回應，雙方死傷人數不斷增加，世界領袖則籲
請雙方保持冷靜。
綜合外電報導，就在雙方緊張情勢持續升高之際，聯合國中
東和平特使文斯蘭德（Tor Wennesland）周三晚推文說， 「立
刻停止砲火，我們正逐步升級，邁向全面戰爭」 。他並強調，各
方領導人都必須為降低衝突負責。
哈瑪斯從迦薩向以色列發射近 140 枚火箭砲，導致 5 名當地
人死亡後，誓言將把以國變成 「地獄」 。事實上，從周一以來，
他們已朝以國發射了超過 1,000 枚火箭彈。而以色列坦克已部署
加薩邊界，總理尼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更嚴厲警告
，哈瑪斯將付出 「十分慘重的代價」 。而以色列在報復攻擊中，
造成包括 10 名兒童在內，近 40 名巴勒斯坦人喪生。

專家周二說，解放軍最近模擬了航母艦載
機，還有陸上戰機編隊間的戰鬥，以磨練彼此
的戰力。
據《環球時報》11 日報導，這場在黃海上
空舉行的演習中，解放軍北方戰區空軍和海軍
派出 「空警 200」 預警機，殲-10A 和殲轟-7A
組成紅軍，面對由殲-15 航母艦載戰機組成的
藍軍挑戰。
解放軍目前有 「遼寧」 和 「山東」 兩艘航
母，而艦載戰機都是殲-15。報導指出，如美
國海軍航母等外來的航母，往往在中國大陸附
近進行挑釁的軍事行動。
而據央視報導，在戰鬥演練中，紅軍的
殲-10A 和藍軍的殲-15 搶佔區域空優之際，讓
殲轟-7A 得以趁機迅速穿透防線，以殲滅海上

美國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裴
洛西（Nancy Pelosi）發出聲明
，要求雙方停止暴力衝突，而聯
合國也斡旋停火，但以色列隨即
拒絕了相關提案。以色列國防軍
（IDF）說，他們已擊斃兩名哈
瑪斯情報頭子，並推文說： 「看
來我們的情報比較好。」
據稱遭以色列戰機擊斃的，是哈瑪斯軍情安全部部長高吉
（Hassan Kaogi），還有軍事情報反間諜部部長艾薩（Wail Issa
）。而尼坦雅胡周二說，他為以色列人的死亡感到深切悲痛，並
說以軍將進一步加緊對迦薩空襲的強度和速率。
他強調，哈瑪斯將被他們始料未及的方式攻擊，並說已除掉
該組織的 3 名指揮官，打擊了許多重要目標，並決定升高攻擊的

目標。此外，陸基防空飛彈裝置也加入了這次
軍演，並很可能隸屬紅軍。
央視說，演訓中模擬了包括空對空，空對
海和空對地等，在許多不同戰場環境下的攻防
。北部戰區海軍航空兵副隊長邊鳳春說： 「這
次訓練演練了偵察預警體系構建，對海快速攻
擊，協同攻防等，以鍛鍊提高指揮班子的籌劃
指揮戰鬥能力，並查找體系作戰的薄弱環節，
提升部隊多兵種作戰編組協同作戰能力。」
而空軍專家傅前哨說，這對扮演紅藍軍的
部隊有很有意義。在互相磨練之際，可以發展
出一系列戰術，既能磨練陸基戰機對抗航母，
也能讓航母艦載機設法對抗陸基戰機。而這大
規模演練也顯示，中方正在深入演練如何對付
航母。

強度和節奏。而美國前總統川普周二晚怪現任總統拜登，說他對
中東問題態度 「軟弱」 ，是導致以巴衝突再起的原因。
好幾個星期以來，以巴在耶路撒冷的緊張和衝突不斷升高，
在周一晚哈瑪斯對以方連續發射火箭彈後，終於重燃雙方對抗的
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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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公布出國旅行國家分類名單
綜合報導 英 國 政 府 公 布
出國旅行國家分類名單，對
被不同顏色標記的國家，英
國政府將實施不同的旅行限
制及規則。
根據不同國家的新冠疫情
狀況，英國政府制定了旅遊交
通名單系統，分別設置綠色、
琥珀色和紅色三類國家。該系
統 將 在 5 月 17 日 “ 解 封 路 線
圖”的第三階段開始時生效。
英國交通大臣格蘭特· 沙普
斯 (Grant Shapps) 與 英 國 邊 防 部
隊 總 幹 事 保 羅 · 林 肯 (Paul Lincoln)以及英國衛生安全局首席

秘魯首都等地將調整新冠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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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1 例新冠確
診病例，累計確診達 355445 例；新增死亡
病例 83 例，累計死亡達 10847 例。
報道稱，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表
示，政府的目標是在 2021 年 7 月初之前，
為該國所有成年人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
，並稱對正在加速進行的國家疫苗接種計
劃充滿信心。
根據希臘官方統計，5 月 5 日，希臘有
超過 10 萬人進行了疫苗接種。預計本月該
國將進行 230 萬劑疫苗接種，到月底時疫
苗的接種總量有望突破 500 萬劑。
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主席西奧多
裏杜則表示，30 多歲的年輕人對接種疫苗
的意願很高，但 65 歲以上老年人中依然有
不少人沒有進行疫苗預約。她敦促年輕人
說服家中老人，盡快進行疫苗接種以獲得
保護。
與此同時，希臘公民保護部在 5 日發
布的一份聲明中說，將在最近幾天逐步解
除更多封鎖措施，並允許恢復一些社會經
濟活動。
根據這份聲明，有組織的收費海灘
預計將從 5 月 8 日起正式開放。同天，零
售商店允許接待的顧客數量將會放寬。5

月 10 日開始，和考試相關的外語學校培訓
學校、考試輔導中心等教育機構將恢復運
行，同天開放的還有希臘各地的法院。
關於何時恢復跨地區的長途旅行，
希臘政府目前尚未作出最終決定。不過
，有跡象表明，隨著 5 月 15 日旅遊季的
正式到來，政府正在考慮讓已經完成疫
苗 接 種 和 新 冠 病 毒檢測結果呈陰性的民
眾自由旅行。
此外，希臘文化部有計劃在旅遊季到
來時恢復更多文娛活動。據悉，文化部的
初步計劃是 5 月 14 日重新開放博物館；5
月 21 日夏季露天電影院將開放(但室內電

影院仍將關閉)；戶外劇院和音樂廳將於 5
月 28 日重新開放。不過，這些計劃仍需提
交政府衛生專家委員會審議。
另一方面，有報道稱，英國可能將於
近期宣布一個“紅綠燈”系統，根據各個
國家和地區的疫情，進行不同的防疫措施
。不過，備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西班牙和
希臘大概率不會立即登上“綠榜”，而是
在“橙色”名單上，這意味著，遊客從這
些國家回國後仍要隔離 10 天。
消息人士稱，英國將在 6 月進行評估
，屆時，這兩個國家才“有可能”進入
“綠榜”。

南非首次出現印度及英國發現的變異病毒
綜合報導 南非衛生
部當日確診該國出現 4 例
印度首次發現的 B.1.617.2
和 11 例 英 國 首 次 發 現 的
B.1.1.7 新 冠 變 異 病 毒 患
者 。 4 例 印 度 B.1.617.2 患
者均為近期從印度訪南人
員，相關患者目前正被隔
離治療，這是兩種變異病
毒首次登陸南非。
5 月 3 日開始南非陸續
從多名印度訪南人員身上
檢測出新冠病毒，但
B.1.617.2 和 B.1.1.7 為 5 月 8
日首次發現。5 月 5 日起南
非已連續三日從原日新增
千人 左右，直接躍升為
日新增 2 千多人，當地防
疫人員表示目前南非疫情
狀況不容樂觀。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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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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86 例，累計確診 15082449 例；新增死亡病例 2165 例，累計死
亡 419114 例；累計治愈 13640478 例。
現年 63 歲的聖保羅州州長若昂· 多利亞(Joao Doria)在聖保羅市接種
了第一劑中國科興新冠疫苗克爾來福(CoronaVac)。自去年 3 月新冠疫情
暴發以來，多利亞一直支持該州的布坦坦研究所(Instituto Butantan)與中
國科興公司合作研發新冠疫苗。去年 8 月，多利亞曾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為無癥狀感染者，經過十天居家隔離治療後痊愈。
從 5 月 8 日起至 5 月 22 日，聖保羅州繼續實施介於“紅色階段”和
“橙色階段”之間的“過渡階段”的防疫措施，允許商店、購物中心、
餐廳、健身房、理發店等商業場所可以在每天 6 時至 21 時營業，營業時
間較 5 月第一周延長 1 小時，並將允許接待顧客人數從原來容納量的 25%
放寬至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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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隔離措施依次放寬。
裏約熱內盧市政府 7 日宣布，將該市目前實施的防疫措施從 5 月 8 日
起延至 5 月 20 日，再次放寬限制，允許餐館、酒吧、健身房、音樂廳等
娛樂場所恢復正常營業。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 7 日 20 時，巴西已有逾 3491 萬人接種了新冠
疫苗，占該國人口總數的 16.49%。其中 1757 萬人已完成第二劑接種。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位居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印度
；而累計死亡病例數則居全球第二，排在美國之後。疫情最嚴峻的聖保
羅州累計確診病例近 300 萬例，達 2984182 例；累計死亡病例近 10 萬例
，達 99989 例。

沙普斯同時表示，英國抗
擊新冠疫情鬥爭取得了巨大的
進展，在整個歐洲大陸上，是
一個相對成功的典範。但重要
的是，現階段不能破壞這一成
就，而擺脫這場新冠肺炎疫情
的唯一途徑是必須謹慎行事，
在國際旅行重啟之時，與英國
重新建立“聯系”的國家必須
是安全的。
據英國旅遊業內人士稱，
雖然新加坡、新西蘭和澳大利
亞已被英國列入綠色名單，但
這些國家目前並不歡迎、也不
接待英國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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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確診病例累計超 1508 萬例
聖保羅州長接種中國科興疫苗

亞、新西蘭、新加坡、文萊、
冰島等 10 多個國家被列為綠色
名單國家。阿根廷、孟加拉國
、巴西、智利、埃塞俄比亞、
印度等數十個國家位於紅色國
家名單中。
除了綠色名單和紅色名單
以外，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屬於
琥珀色名單國家。中國被列在
琥珀色名單中，在入境英國時
需要接受檢測和居家隔離。
格蘭特· 沙普斯表示，旅遊
業對重建英國經濟至關重要，
並且人與人之間的社交接觸是
不可替代的。

希臘將恢復更多經濟活動
擬 7 月前疫苗覆蓋所有成年人

疫情風險降低！
綜合報導 從當地時間 5 月 10 日至 30 日，秘魯首都利馬和卡亞俄市
的疫情風險級別將從“極度高”降為“極高”，疫情防控限制措施也將
有所調整。
據報道，具體措施調整如下：5 月 10 日至 30 日，宵禁時間為晚上 9
點至淩晨 4 點；5 月 16 日、23 日和 30 日的周日不再實施全天強制性隔離
，但私家車仍被禁止出行；省際陸路客運運量限制在 50%到 100%，由交
通部監管；供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商店、超市、市場、倉庫和藥店的客
容量限制為 50%。
此外，購物商場和百貨公司客容量限制為 30%，需在宵禁開始前兩
小時關閉；餐館室內客容量限制為 40%，室外不限制。
教堂彌撒活動仍被暫停，但其他宗教儀式的客容量限制為 30%；銀
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客容量限制為 50%；賭場、健身房、電影院和劇院客
容量限制為 30%；圖書館、博物館、考古紀念館、文化中心和畫廊客容
量限制為 40%。
當局允許民眾在海灘周邊散步和運動，但不能進入海灘或下水。只
要遵守政府制定的生物安全協議，在開放空間開展的活動不會有容量限
制，包括自然保護區、植物園、動物園、表演藝術、文化教育、俱樂部
和體育協會活動。
當地時間 6 日，秘魯醫學院(CMP)院長米格爾•帕拉西奧斯•塞利博
士報告說，5 月頭幾天，秘魯疫情曲線的確有所下降，但應該繼續保持
目前的防控限制措施，使這一趨勢持續兩到三周。
塞利博士警告說，政府若不采取措施控制住疫情，最終可能會產生
“混合第三波”，即新冠肺炎病人和在緊急狀態下被忽視的其他疾病病
人的死亡病例增加。

執行官詹妮· 哈裏斯(Jenny Harries)在 7 日下午共同舉行的政府
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了該分類名
單。
該分類名單規定，前往綠
色國家旅行的任何人返回英國
時無需隔離，只需要進行一次
新冠檢測即可；前往琥珀色國
家旅行的人需要居家隔離 10 天
，並在返回時進行兩次新冠檢
測；如果是從紅色名單的國家
到達英國，則需要在政府指定
酒店中自費隔離 10 天，每人需
要花費 1750 英鎊。
以色列、葡萄牙、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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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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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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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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大不和川普斷乾淨上百共和黨人嗆出走創新黨

上百名前美國共和黨官員即將在明（13
）日簽署一封公開信，宣布如果共和黨不和前
美國總統川普斷乾淨並且改變路線，他們將會
支持創立新政黨。
路透社報導，這封信將題為 「呼籲美國復
興」 ，發起人之一的泰勒（Miles Taylor）表
示， 「共和黨已經破裂，現在是時候為理性對
抗激進份子。」
參與連署的前共和黨官員包含前大使、州
長、議員、閣員等，他們希望共和黨重新回到
「有道德原則」 的領導階層，並且拒絕紛爭及
陰謀論，否則共和黨將面臨新政黨，新政黨將
致力於捍衛像麗茲．錢尼（Liz Cheney）這樣
的共和黨員，並且對抗恐懼和謊言。
支持改革的共和黨知名人士包括小布希時
代的國土安全部長芮吉（Tom Ridge）、運輸
部長皮特斯（Mary Peters）等。
不過這個團體將面臨艱困挑戰爭取現任共

和黨官員加入連署，其中也包含麗茲．錢尼，
錢尼 2 月曾公開反對創立新政黨，認為此舉將
讓民主黨得利。
1 月 6 日大批川粉闖進美國國會滋事、導
致 5 人喪命後，這些前共和黨官員 2 月就表態
籌組新政黨的可能性，他們對於共和黨持續忠
誠於川普感到失望。
針對上百前共和黨官員即將發表公開信、
威 脅 籌 組 新 政 黨 ， 川 普 發 言 人 米 勒 （Jason
Miller）砲轟： 「這些魯蛇在投票給拜登的時
候就已經脫離共和黨了。」
前眾院共和黨黨團首席政策主任、於
2016 年以無黨籍身份參選總統大選的麥克穆
林（Evan McMullin）表示，共和黨再不拒絕
謊言及極端主義的話， 「部分共和黨人將別無
選擇和它切割，並建立新東西，我們對這樣的
前景感到興奮。」

美企是否違規販售硬碟給華為 參議員要問清楚

美國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韋克爾（Roger
Wicker）今天詢問東芝美國電子元件、希捷
科技、威騰電子的執行長，他們公司是否有不
當提供中國電信設備巨擘華為外國製造的硬碟
。參院商業委員會少數黨第一號人物韋克爾表
示，美國商務部去年的一項規定，禁止華為
「採購特定美國技術或軟體的直接產品，例如
硬碟」 ，藉此 「限縮華為零件取得管道」 。
韋克爾表示，他正在進行 「事實查核，查
清全球主要硬碟供應商是否遵守這項規定」 。
威 騰 電 子 公 司 （Western Digital Corp）
在致路透社的聲明中表示，公司 「為遵守商務
部最新規範，2020 年 9 月中旬已停止出貨給
華為，並於 2020 年 9 月申請向華為出貨的許
可。目前申請仍在處理中」 。
東芝美國電子元件公司（Toshiba America Electronic Components）、希捷科技公司
（Seagate Technology）均未立即回覆記者的

置評請求；華為也未評論。
韋克爾詢問這些公司是否認為這項規定
「禁止在無許可下，向華為或其任何子公司供
應硬碟」 ，並詢問了向華為銷售相關產品的所
有許可證的申請狀態。
韋克爾也發送郵件副本給商務部長雷蒙多
（Gina Raimondo），鼓勵她對證實規避規定
的企業採取行動，並指出華為對國家安全造成
「嚴重傷害」 。
美國商務部去年 8 月對華為採取的限制行
動，目的也在管制它在取得晶片的管道。
美國上一任的川普政府於 2019 年 5 月將
華為列入 「實體清單」 ，去年 8 月又列入它在
21 個國家的 38 間子公司，如今實體清單上的
華為子公司總數已達 152 家。
華府當局敦促世界各國政府排除華為，主
張華為會把數據交給中國政府使用。華為已出
面否認相關指控。

美科羅拉多州派對槍擊案槍手疑因沒受邀而開火
美國科羅拉多州一名男子上週在一場生日派
對開槍，擊斃女友和另外 5 人後自戕，警方調查
後發現，這名男子在 「權力與控制」 方面出現問
題，疑對未受邀參加派對感到不滿而犯案。
這 起 槍 擊 案 發 生 在 科 羅 拉 多 泉 （Colorado
Springs ）一處活動屋社區，地點在丹佛以南約
110 公里處。這是美國逐步放寬 2019 冠狀病毒疾
病（COVID-19）防疫限制後，大規模槍擊事件
再起的最新一例。
路透社報導，槍手為 28 歲的馬西亞士（Teodoro Macias），他和同齡女友伊巴拉-培瑞斯
（Sandra Ibarra-Perez）交往約一年。科羅拉多
泉警察局長尼斯基（Vince Niski）說，男方在交
往期間， 「權力與控制」 方面出現問題。
尼斯基談到槍手犯案動機時表示： 「這起恐
怖事件的核心是家庭暴力。」
重案組警探佛拉比爾（Joe Frabbiele）對記
者說，馬西亞士持口徑 9mm 史密斯威森軍警型
半自動手槍（Smith & Wesson M&P）闖入這場
生日派對，朝現場 10 名成年賓客和 3 名孩童開火

，並在犯案後輕生。
他說，一名成年人逃過一劫、毫髮無傷，年
齡分別為 2 歲、5 歲和 11 歲的 3 名孩童雖安然無
恙，但目睹了整個過程。
佛拉比爾說，這把手槍並非由馬西亞士購買
，警方仍在調查他是如何持有這項武器；他還說
，沒有人通報有槍枝失竊。
其他受害者分別為 30 歲的培瑞斯（Melvin
Perez） 、 33 歲 的 梅 拉 ． 伊 巴 拉 ． 德 培 瑞 斯
（Mayra Ibarra De Perez） 、 21 歲 的 古 提 瑞 茲
（Jose Gutierrez）、52 歲的克魯茲（Joana Cruz
）和 26 歲的荷塞．伊巴拉（Jose Ibarra），他們
全都是這個大家庭的一分子。
這是科羅拉多州不到兩個月內發生的第 2 起
大規模槍擊案。
今年 3 月 22 日，科羅拉多州波爾德（Boulder）在丹佛西北 50 公里的一間雜貨賣場發生槍
擊案，21 歲男子槍殺 10 人；而往前推不到 1 星期
，喬治亞州亞特蘭大 3 間水療館先後發生槍擊，
犯案的是另 1 名 21 歲男性，一晚奪走 8 條性命。

美 國 共 和 黨 資 深 眾 議 員 麗 茲 ． 錢 尼 （Liz
Cheney）即將在美東時間今（12）日面臨被開除
黨團會議主席一職的挑戰，即便在眾議院的政治
前途即將付出代價，她昨（11）日仍持續痛批川
普，強調絕對不會對川普的謊言保持沉默。
綜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國會
山莊報》（The Hill）報導，作為共和黨眾院領導
階層第三把手、目前擔任眾院共和黨黨團會議主
席（GOP Conference Chair）的麗茲．錢尼昨日
發表演說，明確表示絕對不會對川普的謊言 「保
持沉默」 ，不會旁觀其他人帶領共和黨走向捨棄
法治的道路，也不會加入川普破壞民主的運動。
她指出美國面臨了以前從未見過的威脅，砲
轟川普煽動對國會的暴力攻擊，目的是要說服美
國民眾總統大選結果被竊取了， 「他冒險煽動更

多暴力行為。」
「我們必須說實話，我們的大選並沒有被竊
取，美國也沒有失敗」 ，她向同黨議員喊話，
「我們的職責很明確，宣誓就職的每一個人必須
採取行動，防止對我們民主的破壞行為。」
美東時間 12 日上午，共和黨眾議員將召開閉
門會議，投票表決是否開除錢尼的眾院共和黨團
會議主席一職，預期屆時她將被拉下台，共和黨
預計讓紐約州聯邦眾議員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取代錢尼的位置，斯特凡尼也獲得眾院共
和黨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支持。
眾議院共和黨第 2 號人物史卡利斯（Steve
Scalise）表示， 「這件事無關對或錯，而是關於
能否專注在我們的黨團會議上，以及能否專注推
遲拜登政府的議程。」

不管政治野心玩完了 共和黨大咖繼續罵川普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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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 CPI 升 0.9% 豬肉價降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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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第七次人口普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及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 11 日

中國一年
CPI 走勢
 $1*1

發布的數據顯示，4 月 CPI 同比上漲 0.9%，漲幅較上月擴大 0.5 個百分點；扣除食
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 CPI 上漲 0.7%，漲幅擴大 0.4 個百分點，表明需求繼續恢復。



1

幅比上月擴大 3.0 個百分點。



據顯示，從環比看，CPI 下降 0.3%，降幅
比上月收窄 0.2 個百分點，出行服務價格等
非食品價格漲勢明顯。

工業品價格方面，國家統計局表示，4 月國

內工業生產穩定恢復，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國際
大宗商品價格上行，生產領域價格繼續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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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發布的數據還顯示，4
月，全國工業生


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上漲
6.8%，漲幅
比上月擴大 2.4 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

    
級統計師董莉娟分析，受去年同期對比基數較低

影響，主要行業價格漲幅均有所擴大，其中石油 

和天然氣開採業上漲 85.8%，擴大 62.1 個百分
點。







4 月，食品價格同比下降 0.7%，降幅與上月相同。其中，豬肉價格下降
21.4%，降

數

 



中國邁人口質量紅利時代

總數突破 億 每 萬人中具大學文化程度升近倍

專家：CPI 保持平穩具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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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科技股日前顯
下挫，美國電動車特斯拉(Tesla)據報暫
上海廠房擴建計劃，拖累該股盤前大
4%，也使香港科技股受累，港美爆發
技股“小股災”。不利消息纏身的美
11日再挫5.3%，連跌10日，市值共蒸
3,782億元（港元，下同），而股價較
史高位更累跌逾四成，情況慘烈。美團
  前深被市場看好，跟隨入貨者眾，高位
 
貨股民損失慘重。其他科技股也普遍
 
下，恒生科指 11 日曾挫 3.8%，低
7,533點的半年新低，收市仍跌3%。
港美齊爆科技股“小股災”。當
藍籌股美團的壞消息不斷，股價11日
挫5.3%，連跌第10日，較歷史高位已
跌逾四成。其他科技股也普遍向下，



股全日最多挫1*-%
684 點，失守 28,000 點
3R(
午後跌幅一度收窄，最終仍跌 581 點
2%，收報28,013點，僅險守28,000點
關，大市成交升至1,898億元，較周一
增15%，顯示市場沽售壓力增強。

3

 

港科技股災 美團十連跌蒸發 億

中國經濟
神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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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速將繼續放緩




   
生育率下降

 






新經濟股不濟 港股料尋底

1.3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
港股受外圍市況拖累，後市要視乎外

家庭規模續縮小
股市跌勢能否喘定，亦要留意 A 股
PPI同比增速2017年11月以來最高

況，以及“北水”的變化。他估計，
料全年PPI呈
“兩頭低中間高”
走勢
人
PPI 同比增速則在大宗商品漲價潮的持續助 
平均每個家庭戶人口為
CPI 推 2.62 人 ，比2010年的3.10人 少 0.48




消了 PPI
向 CPI 製成品價格傳導所導致的
大市進一步下跌，恒指有機會再試
推下大幅上升 2.4 個百分點至 6.8%，為 2017 年
郭麗岩表示，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傳導以及
升效應，但若
3R
(1 PPI 持續高位，可選消費需求仍將
份低，即大約 27,500 點水平。他認為
11月以來最高。專家普遍預計，價格漲勢仍將延
去年同期低基數等因素影響，近幾個月 PPI 漲幅
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預計 CPI 二季度同比上漲
新經濟股表現不濟，但銀行股仍相對
官方解讀
做好應對能刺激生育潛力
續，伴隨漲價而來的企業生產壓力將增大。
還可能進一步擴大，二季度可能出現全年高點。
1.4%，四季度上行至 1.9%左右，全年同比均值
健，相信資金會繼續追捧強勢股，而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表示，人口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是，育齡婦女特
而隨着消費持續升溫，未來物價是否會繼續
但隨着價格信號對原材料生產流通的引導作用釋
料在1.2%。
經濟股沽壓仍沉重，某程度上是與內
別是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持續下降，人們生育時間推遲，生育養育成本提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十 中國銀行預計，經濟復甦持續推進，內需改
走高？
放，國家有關部門採取有力措施增加市場供應、
加強反壟斷因素有關。
高，導致出生人口規模有所收緊。寧吉喆預計，今後人口增速將繼續放緩，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郭麗岩年間，中國人口實現了從
穩定市場秩序，上下游供需會進一步匹配，大宗
13 億人到 14 億人的跨善將促進消費品價格水平回升，CPI 整體將呈溫
他指出，即使部分科技股從高
但人口峰值的具體時間還有不確定性。當前生育率已經處於較低水平，主要
分析，從後期走勢看，中國國民經濟循環加
商品價格將逐步回歸供求基本面，預計全年 PPI
和上漲態勢，預計 5 月 CPI 同比漲幅擴大。考慮
計，累積跌幅相當驚人，但頹勢短
越。中國官方 11 日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
受到育齡婦女數量持續減少和“二孩”效應逐步減弱的影響。2020年新冠肺
快，經濟增長穩中加固，居民消費領域商品和
呈“兩頭低、中間高”的走勢，下半年將有所回
到全球需求繼續回暖以及流動性保持寬鬆狀態，
暫難扭轉，故此股民想低撈新經
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確定性和對住院分娩的擔憂，進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
141,178 萬人，約佔全球總人一段時間內大宗商品價格仍有上漲空間，疊加翹
服務生產供應充裕，特別是糧食供應充裕、豬據顯示，全國人口共
落。
股，應該要再忍手，待走勢有顯著
的意願。不過，他引述國家統計局的有關調查說，當前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
肉價格隨着生豬生產恢復逐漸回歸正常水平，口的 18%
申萬宏源宏觀分析師秦泰表示，CPI
中肉類
尾因素影響加大，預計 5 月 PPI 同比漲幅可能破
，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同時，人
子女數為 1.8，只要做好相應的支持措施，實際存在的生育潛力就能發揮出
善才考慮。
CPI 保持平穩運行具有堅實基礎。
價格持續回落帶動食品價格走低，一定程度上抵
“7”。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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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
H
&/
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3800

口受教育水平明顯提升，學者分析認為，中國已步

不利湧現 或影響美團估值

入人口質量紅利時代。

學者分析

四部門聽取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意見
國

美團計劃調整配送規則，按距離等收費，此舉
消費市場走向個性化

能會增加收入，但亦可能會令遠距離的外送訂單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江瀚認為，家庭人口數量的變化對於消費的影響相
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國國家
少，業界正在評估有關影響。此外，瑞信發表報告
對有限，但人口的變化確實體現出中國的消費市場正向一個全面自由化、個
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當日舉行的國新辦發布會上表
指南京市政府近日試行新的指導意見，要求企業需
性化和深度化的市場轉變。
10 年來繼續保持低速增長態勢。
全職外賣騎手繳付社保金，此舉將成為各地方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據示，數據表明，我國人口
房徵收房產稅的試點，自
2011 年 1 月至今已逾
財稅領域普遍觀點是，房地產稅主要功能是
同樣，城鎮化的發展，個性化需求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小家庭一般會
全國人口是指中國大陸 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
先例。該行指，美團目前與外賣騎手屬外判合約
中國財政部 11 日消息，財政部、全國人大常委
10 年，其間屢傳試點擴容但未果。值得關注的
籌集地方財政收入，承擔地方公共服務融資的功
對個性化定製的要求更高，這也是未來消費變化的趨勢之一，從以前大家庭
軍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 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港澳
式，並無支付任何社保金，若按最壞情境評估，美
會預算工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稅務總
是，上海和重慶所進行的是“房產稅試點”，
能，而不是改善住房民生，在立法過程中應進一
的相同的需求，轉向個性化的垂直領域發展。”
台居民和外籍人員。普查結果顯示，與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

要為外賣騎手全數支付金額，那每單位騎手的成本
局負責同志當日在京主持召開房地產稅改革試
此次座談會則提出“房地產稅改革試點”。
步明確其功能定位，進而確定徵稅方案。此次財
人口增加 7,206 萬人，增長 5.38%，
上升10%。
點工作座談會，聽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負責同口普查數據相比，
對於房地產稅相關工作，此前一個重要政
政部主導推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或有利於推進 自娛性消費料增長
0.53%，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均增長
瑞信認為美團可通過優化騎手組合，以及透過
志及部分專家學者對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的年平均增長率為
策定調是“立法先行”。財政部部長劉昆在解
相關立法進程。
江瀚同時表示，小家庭模式的出現，也可以認為是單身經濟的盛行，這
減補貼，來減輕相關影響。但短期內，內地反壟斷
意見。在推進房地產稅立法的同時，政府研討率0.57%，
讀“十四五”規劃時表示，按照“立法先行、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近日接
下降 0.04 個百分點。
也是“一人食”、“一人玩”等模式普及的原因。江瀚續指，中國整體市場
查持續，加上社保金事件的潛在影響，可能影響美
再推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外界關注房地產稅或
充分授權、分步推進”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
受外媒訪問表示，監管部門正在探索徵收房地
消費傾向遞增，未來自娛性消費很有可能會進一步提升，而由於單身人群的
勞動年齡人口達 8.8 億
的估值。該行目前維持美團“跑贏大市”評級，以
有望加速推進。
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目前房地產稅法正在由
產稅的可行性。房地產稅應交由地方政府管
儲蓄傾向要明顯低於非單身人群，並主要集中於白領和中產人群中，這部分
目標價410元。
目前，內地在上海和重慶進行針對個人住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牽頭起草。
理，助其應對沉重的地方債務問題。
值得關注的是，從總量上看，與 2010 年進行的普查相
人除了精神上的消費顧慮較弱外，物質上還具備較強的消費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倪夢璟 北京、上海報道

比，16 歲至 59 歲勞動年齡人口減少 4,000 多萬人。但中國勞

動年齡人口總規模達 8.8 億人，人口平均年齡 38.8
歲，勞動力資源依然豐富。同時，人口受教育水平明顯提
高：與 2010 年比，中國每 10 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上升為 15,467 人，文盲率由 4.08%下降為 2.67%。
“人口素質是經濟增長的潛力所在，中國已步入人口質量紅
利時代。”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楊成鋼認為，人口質量紅利
未來將繼續助推中國經濟增長。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統
計局總統計師曾玉平指出，隨着人口素質提高，“人口紅利”逐
步向“人才紅利”轉變，中國人口資源優勢將得到有效發揮，會
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升級、全要素生產率提
高，推動人口和經濟社會持續協調、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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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成基本國情
業界看法

養老產業碎片化待解決

官方解讀

“面臨不斷加深的老齡社會，醫養、康養等行
業必須解決碎片化的狀態。”深耕養老行業十餘年的
瀋陽萬佳宜康養老服務（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趙海

內地老齡化四大特點

林認為， 行業要想滿足未來的龐大需

●60 歲及以上人口有 2.6 億
人，比重達到18.7%。

求，構建標準化、規範化的養老產業
體系迫在眉睫。
他以居家社區養老為例，“能夠解決 98%的養
老需求，也是目前最普遍的方式，但場地問題就是
它的‘最後一公里’。往往是政策鼓勵‘公建民
營’或者‘民辦公助’，而驗收部門卻不了解養老
機構的使用特點，導致最後環節一拖再拖甚至中
斷。”
他直言，如此成本消耗是極為不必要的，“所
以歸根結底還在於標準化建設。”今年 3 月，全國
首個醫養結合服務標準化試點項目落地瀋陽，已經
開始邁出探索體系建設的步伐。
此外，趙海林認為農村的養老問題則更為突出
與難解。他認為農村的問題還是支付能力和服務能
力的問題，而支付能力差就不會有優質服務，“但
養老產業又具有公益性與市場性雙重屬性，所以解
開問題的鑰匙還在政府手中，我們也期待政府通過
購買第三方服務、推出長期護理保險等方式，讓民
營資本參與到共同推進老齡社會健康發展的軌道中
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老年人口規模龐大

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
●2010 年至 2020 年，60 歲
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幅度
較上個十年提高了 2.51 個
百分點，65 歲及以上則提
高了2.72個百分點。
老齡化水平現城鄉差異
●鄉村 60 歲人口的比重較城
鎮高出 7.99 個百分點，65
歲及以上則高出 6.61 個百
分點。
老年人口學歷不斷提高
●60 歲及以上人口中，擁有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
3,669 萬 人 （ 佔 比
13.9%），比 2010 年提高
4.98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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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五 一﹄旅 游 绽 放 中 国 活 力

旅游天地
《夜上黄鹤楼》等夜游项目深受追捧。广
西推出
“文化夜市”
“夜游景区”
“美食夜市”
“夜游文化街区”等吸引了大量游客游览
观光、参与体验。福建泉州市用“一街、一
碗、一楼、一馆、一店、一宿、一演出”串出 7
条“市井烟火”路线，为市民游客提供夜间
休闲体验。浙江杭州临安推出大型沉浸
式主题夜游项目“狐妖小红娘”，开启动
漫+科技+夜游的古镇全新体验模式。
携程平台的当地向导为游客带来新
玩法。在陕西，向导带领游客与兵马俑发
现人面对面，了解兵马俑发现的故事；在
湖南，向导为游客推荐本地人喜欢去的
“白虎堂”；在甘肃敦煌，向导带领游客前
往沙漠露营。携程当地向导预订量相比
2019 年同期增长达 120%。

小众游 多样化选择

游客在湖北恩施土家女儿城与演员在民俗活动表演中互动。
游客在湖北恩施土家女儿城与演员在民俗活动表演中互动
。

赵

5 天，2.3 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 1132.3
亿元。文化和旅游部最新统计显示，
“五
一”假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内涵、
红色旅游彰显爱国情怀、中西部旅游市场

文 林摄 （人民视觉
人民视觉）
）

热度攀升等特点。
今年“五一”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中
国旅游最为火爆的假期，国内游强劲复苏，
旅游经济迸发出强大活力。

珊

休闲游 文化唱主角

红色游 年轻人追捧

特色游 行程我做主

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
“ 五一”假期，
全国共约 1.2 万家 A 级旅游景区正常开
放，约占全国 A 级旅游景区总数的 90%，全
国 5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约 4800 万人
次。人们积蓄已久的出游需求得以释放。
文化元素成为增强旅游目的地吸引
力和提升游客体验的重要因素，高品质
的文化活动有效提升了广大游客的参与
度和获得感。全国各地举办 20 余场音乐
节，
《山河令》主题演唱会带动苏州旅游
热度高涨，江西葛仙村、河南樱桃沟、成
都五凤溪以传统古镇文化为依托，运用
创意+科技+文旅的体验式场景，打造网
红打卡新地标，让乡村旅游焕发新彩。
文化娱乐、
图书休闲、
文博旅游成为假
日休闲热点，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游客
增幅明显，中国国家博物馆、广汉三星堆、
上海自然博物馆等景点迎来大批参观者。
国家大剧院、梅兰芳大剧院、成都博物馆、
广西民族博物馆等文化场馆为中老年游客
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游客青睐。驴
妈妈旅游网 CEO 邹庆龄说：
“ 近年来，文
旅融合深入发展，再加上受文艺作品、三
星堆考古等热门话题影响，游客对旅游
的文化属性越发关注，纪念馆、博物馆、
历史遗迹等人气十足。”

今年正值建党一百周年，红色旅游
火 遍 大 江 南 北 ，全 家 看“红 ”成 为 特 色 。
红色旅游成为假日旅游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携程数据显示，
“ 红色旅游”关键词
在“ 五 一 ”环 比 4 月 提 升 约 7 倍 。 对 比
2019 年同期，该平台红色旅游景区订单
量增长约 375%。
湘赣闽红色旅游区迎来大批旅游
者，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于都红军
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等红色旅游热潮涌
动，广东多个文化场馆、旅行社推出形式
多样的红色主题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和
研学学生参观游览和学习党史，感悟红
色文化、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今年劳动节连着青年节，更多的年轻
人参加红色旅游，新时代的红色旅游呈年
轻化趋势，红色旅游+生态游、民俗游、研
学游、乡村游等新线路、新产品不断丰富
旅游业态。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
功分析说，红色旅游已成为年轻游客的旅
游消费新风尚，红色旅游核心人群中，
“00
后”
“90 后”占比超过四成，
“80 后”占比近
三成，40 岁以下人群占比 89.1%。名人故
居类景区受到年轻游客追捧，预订量相比
2019 年同期上涨 859%。红色旅游和红色
文化的辐射效应正在逐步发挥出来，对周
边住宿及文旅消费的拉动效应显著。

游客现在更加看重休闲度假的品
质，私密化、定制化、小型化成为主流，高

几十道细细的山泉水，从不同的山谷，叮叮
咚咚，汇聚于河谷盆地，浩浩荡荡前行，至镇峰
山，受阻，欲绕山而行，一头撞上大坝，不得不回
头，洄旋，渐渐收起野性，温温柔柔。
过了大坝，地势逐渐开阔。高山渐行渐远，远
眺，只有模糊的轮廓，和界线不清的边际，与天，联
在了一起，
似素描。
溪流的水，滋润着两边的土地。这里土地肥
沃，果园花开正盛，飘香数里。这里竹林深深，雨
后春笋，正奋力拔节。各式蔬菜瓜果，肆意生长。
几十幢房子，缀于绿水青山之间。这是个村
子，叫镇头。忽然觉得秦观的《行香子·树绕村
庄》写的就是这个地方，不然为何这么贴切。
“树
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
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
围墙，隐隐茅堂。飏青旗、流水桥旁。偶然乘兴、
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
镇头村位于浙江省建德市三都镇后源溪由
峡谷至河谷盆地的隘口，地势险要。村东有一
山，如镇守当地的“大将”，叫镇峰山，
“镇头村”也
因紧挨镇峰山而得名。
喜欢去农村走一走，我有这样的爱好已有六

游客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金鞭溪景区游玩。
游客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金鞭溪景区游玩
。
星级酒店备受游客青睐。全国旅游监管
服务平台监测数据显示，
“ 五一”团队游
团均人数 14.67 人，较 2019 年减少 25%，
小团游趋势明显。探秘境、寻美食的特
色小团颇受年轻游客欢迎，拒绝走马观
花，旅途更为轻松舒适。
夜间旅游拓展消费空间。湖北省武
汉市“劳动最光荣”主题灯光秀、
《知音号》

每一节都闪耀光芒
沈琪彪
七年了。现在的农村，环境清洁优美，山林茂盛，
溪水清澈。漫无目的地在农村走一走，身心彻底
放松，暂寄于山涧溪流，森林草地。
镇头村虽是建德最偏远的村子之一，
但从建德
市区驱车过来，仅用 40 多分钟。建德早已村村通
上公路，
而且多是沥青路。
村子的后面，有一片茂盛的竹林。此时是 4
月中旬，连着几天绵绵细雨，林地里一派繁荣。
从土里冒出的笋子，尖尖的，颜色淡红。用不了
多久，它就会高于人，一直往上长，向着有太阳的
方向长。等到竹子完全长成，微微欠着头时，那一
匝匝的竹节，便牢牢地固定着竹身，任凭风吹雨
打，决不会倒下，直至竹子枝繁叶茂，独立于林
中。每一个竹节，都记载着一颗竹子成长的历史，
无数颗竹子成就一片茂盛的竹林。
漫步村巷，犹如散步在公园。农房多为钢筋
混凝土结构，小二层，大多有庭院，或泥墙，爬满

山水揽胜、沙漠观星、驰骋草原、滨
海度假、文化古城……中国旅游资源丰
富多样，给游客充分的选择空间。大众
热门目的地依旧火热，但同时小众目的
地也逐渐成为人们的新选择。
文化和旅游部的统计显示，中西部
旅游市场热度攀升，三四线城市和乡村
旅游市场活跃。各地发布景区预约限流
信息后，不少游客选择避开热门目的地、
错峰出行。中西部地区气候适宜，踏青、
自然风光欣赏、美食和网红打卡吸引众
多游客到访，旅游市场热度攀升。四川
稻城亚丁景区迎来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
后 首 个 客 流 高 峰 ，景 区 安 全 平 稳 有 序 。
各地游客慕名探访新疆天山托木尔大峡
谷，参加徒步穿越峡谷、赏天山奇景感民
族风情、篝火晚会等活动。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游客主动错峰

不知名的绿色藤蔓；或卵石砌成，墙角开满未知
名的花草；也有竹篱笆墙，院里院外人，隔着篱笆
墙窃窃私语。
如今的浙西农村，村村都有属于自己的特
产。镇头村有土特产辣椒酱、翠冠梨、白茶……
由村集体统一品牌、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且进行
线上线下推广。货真价实的土特产加上文艺小
清新的包装，游客把它们当作伴手礼带回家。
镇头水库，在村子的东边。离开村子步行几
百米，忽然轰隆隆声响起，抬头，前方已见大坝的
模样，横于两山腰之间。有宽宽的两股水从坝
顶，落下 60 余米，遇坝脚的底座，便仰起水柱，斜
升 10 余米后，散成碎花雾，落下。
登上坝顶，强劲的风迎面而来，原本遮光蔽
日的高山，变矮小了，气势不再。它们的胳膊互
相缠绕，一脉碧水如同乳汁，滋润着下游的土地
村庄，也滋养着村子里的每一个人。

吴勇兵摄
吴勇兵
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
发

出行，三四线城市逐渐成为更多游客目的
地。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到山水田野间感
受清静和悠闲，体验乡村慢生活，登山、赏
花、采摘、烧烤、垂钓等体验式旅游项目受
欢迎。小镇青年、农村居民也越来越多参
与旅游出行。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大数
据 监 测 显 示 ，乡 村 地 区 居 民 出 游 率 达
14.3%，
农民参与旅游的比例越来越高。

这里的水，曾经恣意妄为。雨季，夹裹着泥石
冲向下游，
毁坏田地，
冲垮房屋，
夺人性命。上世纪
60年代末70年代初，
曾遇大旱年，
断流，
仅剩一些洼
坑水。村人抬着脚踏水车到处寻找水洼。那时的
村书记许德根急眼了，
打报告，
很快得到回复，
便带
领村民肩挑背扛，以人工方式，用 6 年，建成了这座
大坝。
每个历史节点，镇头村都会涌现出闪光的人
物。上世纪 70 年代，村书记许德根带领社员开山
造田 30 余亩。80 年代，人工开通 8 公里盘山公路，
结束挑物资上山的历史。每一节历史，都闪耀着
光芒，成就了今天富裕的镇头村。正是有无数个
似镇头的村子，绘就了浙西土地上富裕而充满朝
气的农村美丽画卷。
历史走到了 2007 年，才 30 多岁思维活络的余
永荣担任了镇头村党支部书记，
他将镇头村经营成
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游客打卡点。
我们下山时，遇到一批新疆游客在村里游
玩，还有一批上海客人已入住村里的民宿。对
了，民宿叫“云漫青溪”，浪漫不？我不介绍了，就
留给你想象吧，或闲暇时来走一走，自己去解开
谜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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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在疫情大流行後 如何治癒
專家警告說，即使美國達到難以捉摸的群體
免疫力，縮小低收入有色人種社區與該國其他地
區之間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差距也需要更多的工作
。
保健和教育差距。缺乏負擔得起的住房。種
族主義和員警虐待。失業。這些只是少數不公平
的差距—COVID-19 大流行加劇了這種差距——
這些差距面臨著低收入的有色人種社區。與他們
直接合作的專業人士說，縮小這些差距需要一個
複雜的癒合過程。
南加州大學社會學、美國研究與種族和圖爾
潘堅公民社會和社會變革傑出教授曼努埃爾·帕斯
托（Manuel Pastor）在 5 月 7 日由民族媒體服務
公司主辦的一次簡報會上說："我們知道，COVID
是揭示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疾病的疾病：以前存在
的 COVID 的不平等谷地被疾病的海嘯淹沒了。
牧師說，在 2021 年 3 月《美國救援法案》通
過之前，許多包括無證移民在內的混居家庭被排
除在聯邦援助之外。現在他們 「有點不願意插話
，因為他們擔心，如果將來最終有一條合法化的
道路，這可能對他們不利。
加州三分之二的無證移民已經在美國呆了十
多年，他們正在等待國會制定他們獲得公民身份
的道路。 COVID 像其他人群一樣影響了他們，因
為缺乏保險、不信任和恐懼使他們無法獲得保健
服務。
"每個州救濟計劃都應該努力思考，它能做些
什麼來讓無證的加州人完全接觸到，"牧師說，他
也是州長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
去年夏天，加州健康地方指數顯示，該病毒
將摧毀黑人、拉丁裔和亞裔，但該州沒有對這些
社區進行 COVID 檢測。如果沒有積極率的數據，
縣無法確定重新開放的安全程度。
加州決定將 40%的疫苗分配給 25%的社區，
這些社區在這一指數中得分最差。當地流動診所
接受劑量，動員值得信賴的信使，並開展運動，
鼓勵接種疫苗。
不過，牧師補充說，最初的疫苗推廣是"種族
不平等的配方"。任何具有特定年齡類別或職業的
人都可以使用劑量，但老年人口絕大多數是白人
，而較年輕的人口屬於有色人種社區。
牧師說： 「可以說，這個年齡段的每個人都有平
等的機會接種疫苗，只要他們有一台電腦（預約
），高速互聯網，他們可以在中午休息三個小時
來追逐疫苗，並獲得汽車，而不是公共交通。
教育是有色人種社區的另一個差距領域。他
們在學習上經歷了巨大的損失，儘管學校重新開

學，但他們最不願意回來。家中感染病毒的黑人
和棕色家庭害怕將孩子送到可能受感染的地方，
數位鴻溝加劇了學生在完成家庭作業方面的困難
。
牧師說，在洛杉磯縣，13%的 K 到 12 個白人
兒童缺乏一台具有高速互聯網的電腦，但黑人和
拉丁裔兒童的比例約為 40%。
他補充說，大流行也對有色人種社區的收入
產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雖然這並沒有導致 2008
年那樣的衰退，而衰退對經濟的打擊是均勻的，
但我們正面臨 「微觀衰退」 。股市和房地產上漲
，因此年收入超過 10 萬美元的人的錢包不受影響
，但那些處於勞動力市場底部的人已經失去了收
入、就業和工資。
牧師說，心理健康是另一個懸殊的領域。心
理健康創傷的程度很高，我們需要有文化敏感的
心理健康資源可用。我們需要使這個問題變得汙
名化，使它被視為社會和社區層面的東西，而不
僅僅是你個人的失敗，讓人們有信心獲得這些資
源。
社區聯盟由女議員卡倫·巴斯（Karen Bass）
在南洛杉磯成立，是通過讓多種族、多代社區產
生他們需要的解決方案來促進大流行後癒合的一
個例子。
社 區 聯 盟 組 織 發 展 副 總 裁 萊 斯 利·詹 森
（Leslie Johnson）在簡報會上表示，該聯盟推出
了一個英文和西班牙文網站，允許居民檢查自己
的情緒健康，與有色人種的持牌治療師一起開展
遠端治療計劃，並在當地公園舉行治療活動，以
解決"COVID 對身體、財務和心理健康的破壞性影
響"
她補充說，有針對性的資助和民選官員理解
這類幹預措施至關重要： 「種族主義是我們正在
對抗的真正流行病。
COVID-19 加劇了我們社區中許多由體制上
的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所助長的預先存在的狀況
。我們必須呼籲大膽的解決方案，不僅在個別層
面，而且在系統層面。
社區聯盟籌集資金購買個人防護設備，向家
庭直接支付現金，說明支付房租和水電費，向學
生提供筆記型電腦和硬體，並安裝互聯網熱點。
它還在當地公園為輝瑞提供疫苗接種，包括夜間
預約，這樣人們就不必錯過工作。
洛杉磯將從聯邦政府獲得大約 13 億美元的美
國救援計劃。社區聯盟將利用這些資源的份額，
向女企業主提供貸款，幫助人們支付房租和抵押
貸款以及水電費，並增加青年就業機會。

光鹽社5月15日新冠疫苗免費現場接種活動
為了方便社區居民接種新冠疫苗，共同
守護社區健康，由殷正男醫師診所，光鹽社
，華人聖經教會，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休士
頓華裔護理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聯合舉
辦的疫苗免費接種活動將於 5 月 15 日星期六
在華人聖經教會停車場舉辦。本次活動針對
12 歲及以上人群，將採取不下車的現場接種
方式，接種疫苗為輝瑞或莫德納歡迎有需要
的各位通過以下鏈接或二維碼進行註冊報名
。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於 5 月
10 日批准 12-15 歲的年輕人可以接種輝瑞的
新冠疫苗，歡迎此年齡階段的同仁來現場參
加此次疫苗接種活動！
接種 COVID-19 疫苗可以產生保護力, 減
少感染, 嚴重症狀及死亡的發生。當群體中大
多數的人都接種了疫苗， 將可以大幅降低
COVID-19 的傳播，達到群體免疫。使疫情
早日結束，讓大家回復正常生活。
活動時間：5 月 15 日星期六早九點至下
午兩點
活動地址：華人聖經教會停車場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特別說明：
如果第一針疫苗已經接種完畢，第二針疫
苗需要攜帶疫苗卡接種相同品牌疫苗。
18 歲以上（含 18 歲），活動現場可以自
行選擇接種輝瑞或者莫德納其中任一種品牌
疫苗。
12-18 歲（不含 18 歲），活動現場只能接
種輝瑞疫苗。
參與方式：
1. 預先註冊報名：
• 網絡報名：http://3t7.net/bikqz
• 電 話 報 名 ： 光 鹽 社 713-988-4724 或
832-206-3429
2. 註冊後會收到確認郵件或信息，請您根據
確認信息上的時間攜帶您的駕照和保險卡前
往活動現場。
3. 若已經參加 4 月 24 日現場活動，已經接種
了第一針疫苗的同仁，無需再次註冊，5 月
15 日請攜帶疫苗卡，駕照和保險卡，按照確
認信息上的時間前往現場接種第二針。
4. 活動現場將採取不下車的接種方式，請您
注意個人防護，坐在車裡等待現場人員的協
調調度。

美南新聞，網頁升級
WWW.SCDAILY.C M

美南日報，休士頓黃頁大升級，全新電子書閱讀體驗
世界新聞每天更新，為您帶來全新的資訊感受
● 國際時事
● 僑社活動

● 社區新聞
● 工商資訊

Մ↛፹
LIVE

● 在地活動
● 網路黃頁

● 商業廣告 ● 新年特刊
● 分類廣告 ● 春節園遊會

美南國際電視網 TEL: 281-498-4310 / FAX: 281-498-2728
Southern TV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美南新聞網站

美南網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