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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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白宮今天表示，已有半數美國
成人完整接種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疫苗，這是美國抗疫的另一個重大里程碑。

白宮 Covid-19 數據主任夏帕爾（Cyrus
Shahpar）推文表示： 「現在50%美國成人已
完整接種。」

這意味半數美國成人已施打兩劑莫德納
（Moderna）或 BioNTech／輝瑞（Pfizer）疫
苗，或是單劑嬌生（Johnson & Johnson）疫
苗。美國已有超過50萬人死於新冠病毒，不過
目前在施打疫苗上名列世界前茅。

美國3億3200萬人口中，目前有將近50%
施打至少一劑疫苗，不過由於民眾猶豫不決，
目前接種速度放緩。

總統拜登設定7月4日前70%美國成人至
少接種一劑疫苗的目標，目前的比例是將近
62%。

抗疫里程碑 半數美國成人完整接種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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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ity of Houston marks its 4th Annual
Houston Africa Day celebration today by
hosting the continent of Africa and the African
Union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Her
Excellency Ambassador Hilda
Suka-Mafudze, and 13 Ambassadors from
African nations to Houston.

Africa Day, also known as African Unity Day,
commemorates the founding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in 1963.

Houston Africa Day, held annually by Mayor
Sylvester Turner, showcases the diversity of
the nation's 4th most populous city and its
global presence.

Africa Day will begin with a business forum.
Houston is Africa's 3rd largest trade partner
and speakers will discuss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business.

During the evening celebration, Houston will
showcase the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continent through arts, culture, food and
heritage celebrations including 'A taste of
Africa,' in keeping with the African Union
2021 Africa Day theme of Arts, Culture and
Heritage.

We are so proud as Houstonians that we take

great pride in our rich diversity and today is a
chance to showcase Houston’s ties to the
African continent.

As Honorary Consul of Guinea In Houston,
we will also host a reception and business
forum for Guinea Ambassador Yansane at
ITC on Friday, May 28th. Many invited guests
will attend and talk about how to invest in
Guinea.

The countries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are
facing very difficult challenges these days,
especially due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e really need to help them to overcome
their challenges.

Guinea is a West African country with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Alpha Conde the
government is working on many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is waiting to meet with new
investors.

0505//2626//20212021

Houston Celebrates AfricaHouston Celebrates Africa
Day With A Series Of EventsDay With A Series Of Events

包括幾內亞駐美大使楊森
在內的十三個非洲國家大使將
於今天飛扺休斯敦， 參加明天
開幕的非洲日慶祝活動。

這項活動是一九六三年成
立的非洲聯盟組織，旨在加強
促進非洲各國之團結。

特納市長表示，我們作為
一個多族裔的第四大城市，非
洲日代表非裔對我們社區文化
教育之卓越貢獻，並將在明天
舉辦非洲經貿高峯會議，廣邀
工商界人士參加，並將推出非
洲大陸文化、藝術、舞蹈展覽
，来訪的各國大使還有利比亞
、南苏丹、多哥、喀麥隆、安

哥拉及烏干達等國家。
身為幾內亞駐休斯敦名譽

總領事，我們也將於五月二十
八日在國際貿易中心舉辦幾內
亞投資座談會，特別向各界人
士介紹该國投資機會。

非洲大陸近年來正在不斷
發展经濟和國家建設，政治上
也漸趨穩定，尤其有極其豐富
之天然資源。

我們熱烈歡迎各國大使之
光蒞，過去一年多疫情蔓延以
來，這也是市長特納首次舉辦
之大型國際研討會，我們企望
大會之成功，進一步促進和非
洲各國之交流。

休斯敦市政府舉辦休斯敦市政府舉辦““非洲日非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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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今天，非裔青年佛洛伊德在明尼
阿波利斯遭白人警察壓頸霸凌致死, 激起全美
對非裔黑人生命的省思, 550個城市2600萬人
走上街頭遊行示威, 大家挺身而出聲討警察暴
行,為黑人的命也是命奔走呼喚, 種種情景歷歷
在目。

一年後的今天, 非裔的生命有受到尊重悍
衛嗎 ？

不, 當然沒有, 非裔的生命依然卑微不值,
他們隨時隨地都會遭遇到來自警察的暴力槍擊
！根據官方統計, 美國人每年平均約有1000人
遭到警察槍殺, 其中30％死者是黑人, 但黑人
僅佔美國人口的14％, 所以比例實在太高, 白
人警察對黑人普遍存在歧視, 明尼阿波利斯市
長弗雷在談到佛洛德之死時說過:“如果他是
白人，他不會死。”

這的確是真心話,縱使佛洛伊德事件後, 白
人警察濫殺黑人的事件並沒有改變, 各地依然
? 時傳出悲劇, 最典型案例就是發生在威斯康
辛州白警向手無寸鐵的非裔男子布雷克連開7
槍的事件。 白警永遠沒有從佛洛伊德身上吸

取到教訓, 各城市呼籲對警察撤資與裁汰的建
議淪為空談, 國會兩黨都認為警察執法過當及
種族歧視嚴重,應徹底改革,但在警察所享有的
”有條件豁免權”上意見相左,所以未能立法
節制警察濫用權力, 許多警察明明是誤殺黑人
，卻極少被起訴, 因此他們有恃無恐濫用槍枝
。

當然,警察作為社會上最危險職業之一，
他們的工作隨時都有生命威脅,我們必須肯定
和尊重他們願意冒險擔任這項職務, 畢竟絕大
多數警察是奉公守法的, 只是少數不肖員警破
壞了警察形象。

檢視過去弗洛伊德死後幻的一年, 美國警
政並沒有系統的改革變化, 也無法實現種族正
義,美國社會從拆除雕像到漫畫、電影，文化
再到生活，任何事都會讓人想起了種族歧視與
奴隸制度， 社會上各種光怪陸離的變化，在
在充滿了荒誕感，當政治正確變得瘋狂偏執時
，只會加劇社會的分裂而令人惴惴不安,我們
希望美國社會能改變，但在當前政經環境與政
黨意見分歧下，我們要改變是很難達成的。

李著華觀點︰哀傷一年-佛洛伊德遭霸凌死後非裔依然卑微

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印度首次發現的冠狀病毒變體-B.1.617變種
病毒，已在53個地區被記錄到。此外，從非官方來源獲得的資料，另有7個地區也發現了
B.1.617變種病毒，因此實際的擴散地點應為60處。

該報告稱，印度變種病毒的傳播性比其他新冠病毒更高，至於重症機率和感染風險還在調
查中。

半島電視台(Aljazeera)報導，WHO的報告指出，在過去的一星期，全球新病例和死亡人數
持續減少中，上周約有410萬起新病例，和8.4萬起新死亡病例，與上上週相比，減少了14％
和2％。歐洲的情況改善最快，其次是東南亞地區。

至於美洲、東地中海、非洲和西太平洋的病例數，與之前相似沒有改善。
這份文件說： 「儘管過去一個月，全球的疫情趨勢有所好轉，但COVID-19病例和死亡的

發生率仍然很高，並且在各別的國家與地區還有回升。」
在過去的7天中，印度的新病例數量最多（1,846,055起，下降23％）；其次是巴西

（451,424 起，上升3％）；阿根廷（213,046起，上升41％）；美國（188,410起，下降
20％）和哥倫比亞（107,590起，下降7％）。

目前主要有4個變種病毒，分別是英國型（B.1.1.7）、南非型（B.1.351）、巴西型（P.1
）和印度型（B.1.617）。目前在149個地方發現英國型，在102個地方有南非型，在59個地
方有巴西型。印度型的發現地方則是開頭所說的，53或60處。

雖然印度型與其3種相比出現的地點最少，但是卻是WHO特別提出警告的一型變種痛毒
，原因是印度型的突變速度很快，又已分成B.1.617.1、B.1.617.2、B.1.617.3，三種子型。

報告說： 「病毒會持續進化，傳播的越多，它進化的機會就越多。我們只能做好衛生觀念
提升、注射預防針等幾種疾病控制方法來減少傳播，並且希望大眾一起配合，才能渡過這個疫
情。」

WHO統計 印度變種病毒擴散到60個地區

豪雨、狂風和巨浪今天橫掃印度東岸地區，
這是這個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重災
區國家兩週來第二次遭熱帶氣旋侵襲，迫使150
多萬人撤離，當局宣布有兩人死亡。

印度洋北部經常發生熱帶氣旋，但許多科學
家說，隨著氣候變遷使海洋變暖，暴風變得更加
頻繁和嚴重。

強烈熱帶氣旋陶特（Tauktae）上週侵襲印度
西部，是幾十年來侵襲這個地區的最猛烈熱帶氣
旋，造成至少155人喪生，其中包括數十名鑽油
平台工人。

如今熱帶氣旋雅思（Yass）迫使印度東岸奧
里薩省（Odisha）和達姆拉省（Dhamra）的150
多萬人撤離。

甚至在熱帶氣旋登陸前，巨浪就衝擊沿海地
區。這個氣旋挾帶暴雨和時速高達155公里的狂
風，威力相當於2級颶風。

西孟加拉省（West Bengal）省長班納吉
（Mamata Banerjee）告訴媒體，境內大概有2
萬棟泥屋和臨時避難所受損。

西孟加拉省加爾各答市（Kolkata）的機場關
閉到今天晚上，停止航班起降。

警方說，有艘船昨天在奧里薩省的嘉佳特辛
格普地區（Jagatsinghpur）海岸附近翻覆後，已
經救起10人。印度海軍表示，奇爾卡（Chilka）
海軍基地正在監控這個地區船隻，並準備展開救
援行動。

熱帶氣旋侵襲印度東岸 150萬人撤離至少2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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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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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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疫苗接種工作穩步推進
已接種超277萬劑疫苗

綜合報導 秘魯內閣總理貝穆德斯表示，秘魯已簽署了超6100萬劑

新冠疫苗的采購合同，以繼續推進疫苗接種計劃。事實上，秘魯是拉丁

美洲簽署新冠疫苗采購合同最多的國家之一。

據報道，貝穆德斯指出，目前政府的新冠疫苗接種工作正

在穩步推進，截至目前已接種了 2777648 劑疫苗。其中，1940562

劑是第一劑量，837086 劑是第二劑量。關於疫情，貝穆德斯表

示，目前秘魯新冠病毒感染率仍在下降，但上周的死亡人數略

有增加。

當天，秘魯外貿旅遊部長科爾內霍表示，秘魯超21個旅遊景點已得

到了“安全旅行”認證，預計到年底這一數字會到40個，並將接待近

100萬外國遊客。

報道稱，科爾內霍稱贊秘魯在私營部門的參與下，參加了西班牙馬

德裏的國際旅遊展，她稱這是一個裏程碑，意味著秘魯旅遊業的恢復，

她說：“我們想告訴世界，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科爾內霍指出，為了旅遊業的復蘇，秘魯政府和各界付出了

艱苦的努力，在旅遊目的地實施衛生協議，以“贏回遊客的信心”。

她承認，旅遊業的復蘇不是短期的問題，但 2021 年預計國際遊客

將比 2020 年增加 15%，並有信心在未來三年內恢復到疫情前的水

平。

科爾內霍強調，秘魯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確保”民眾的健康，因此

對旅遊業的重新開放“非常謹慎”，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不僅需要

照顧人民的健康，還必須拯救經濟和恢復就業，這種平衡“很難”找到

。她強調，秘魯是“安全的”，經認證的旅遊景點遵守衛生安全協議，

目前進入秘魯的唯一要求是PCR檢測結果為陰性。

報道指出，科爾內霍還指出，疫情危機凸顯了旅遊部門與其

他部門之間，以及國家與目的地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我們必

須合作”。

希臘新增確診2293例
餐廳恢復室內營業需達這一標準？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2293例新冠確診病例，累

計確診383558例；新增死亡53例，累計死

亡11587例。

政府下達強製接種令
希臘政府日前宣布，希臘災害管理特

別部隊的所有成員，必須在6月11日前接

種新冠疫苗，否則他們將會被轉崗到其他

部門就職。

據報道，由於該特別部隊的職能特殊

，其成員可能會在情況緊急時被派往其他

歐盟成員國參與救援行動。這項決定旨在

最大程度上遏製新冠病毒的傳播。

報道稱，這是希臘首次針對國家特定

部門下達強製接種新冠疫苗的命令。

餐飲業恢復室內營業標準公布
目前希臘境內的咖啡廳和餐館已經恢

復營業，不過經營者僅能在戶外區域接待

顧客，餐桌之間必須保持足夠距離，每張

餐桌最多容納6位顧客。

對於餐飲企業的接客範圍何時能擴展

至室內，希臘發展和投資部長阿佐尼斯·

喬治亞季斯日前表示，當該國的疫苗接種

量覆蓋50%人口時，餐飲企業將能在室內

接待顧客。

喬治亞季斯說：“正如以色列和英國

等疫苗接種率較高的國家那樣，當接種人

群達到一定數量後，一切的限製都會結束

。”他補充說，新冠病毒傳播仍在持續，

人們必須小心，但疫情在希臘已經出現了

消退趨勢。

20至29歲人群6月開打疫苗

希臘數字治理部官員迪莫斯賽裏斯19

日接受電視臺采訪時說，從20日起，年齡

在40至44歲年齡組的人士將可以預接種除

了目前正在使用的阿斯利康疫苗之外的輝

瑞、莫德納和強生疫苗。

此外，迪莫斯賽裏斯說，預計20至29

歲年齡組人士的疫苗接種工作將於6月開

始。

東南亞疫情反彈經濟欠佳
工廠關閉或影響全球供應鏈

綜合報導 隨著若幹東南亞國家新增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出現明顯上升，英

國投資管理公司IMA亞洲區董事總經理

理查德· 馬丁（Richard Martin）認為，亞

洲幾大製造業中心爆發的新冠疫情可能

會沖擊全球供應鏈，進一步導致美國的

通脹上升得更快，美聯儲可能被迫比預

期中更早加息。

馬丁在CNBC的節目中表示，新冠

感染人數在東南亞國家出現大幅增加的

同時，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

國和中國——對商品的需求也推動了

東南亞工業品出廠價格真正的“快速

上漲”。

如果亞洲各大製造業中心生產受

到影響，進而影響全球供應鏈，那麼

美國通脹也會大幅上升。今年 4 月，

美國 CPI 同比上漲 4.2%，為 2008 年 9

月以來最大漲幅。美聯儲此前暗示將

保持寬松的貨幣政策。但理馬丁認為

到今年年底，美聯儲就將不得不上調

政策利率。

5 月 18 日（周二），越南北部的

北江省已下令關閉四個工業園區，

直到另行通知為止。受影響公司的

包括為蘋果公司生產電腦和手機的

富士康。

上周再次進入全國封鎖狀態的馬來

西亞也是重要的半導體出口國，在全球

半導體後端封裝市場中占據8%的份額，

尤其在微電子組裝、封裝和測試方面處

於世界領先地位。

馬來西亞衛生部通報稱，截至當

日12時，該國過去24小時新增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 6075 例，這是疫情以來馬

來西亞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首度超過

6000例。

受在家辦公產品和醫療器械的半導

體出貨需求推動，馬來西亞第一季度出

口同比躍升18.2%。但凱投宏觀亞洲經濟

學家亞歷克斯· 霍姆斯（Alex Holmes）

在報告中稱：“最近（經濟）前景再次

惡化，新冠病例有所反彈導致重新實施

限製措施。因此，本季度私人消費可能

仍將處於低迷狀態。”

在第二季度受到疫情沖擊的同時，

主要東南亞國家近期公布的一季度經濟

數據也不盡如人意。

泰國5月17日（周一）宣布，2021

年第一季度GDP同比萎縮2.6%。該國還

調低了今年的GDP預期至增長 1.5%至

2.5%之間。2020年，泰國GDP萎縮6.1%

，創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最大萎縮

幅度。

周一當日，泰國還宣布單日新增

新冠確診病例 9635 例，創疫情暴發以

來最高值。其中 6853 例為監獄聚集性

感染病例，占比高達 71%。在 5 月 20

日報告的最新數據中，泰國單日新增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2636 例，累計確診

119585例。

除泰國外，菲律賓（-4.2%）、印度

尼西亞（-0.7%）和馬來西亞（-0.5%）都

在今年一季度出現經濟萎縮。

新加坡（0.2%）和越南（4.5%）是

僅有的在一季度實現經濟增長的東南亞

主要經濟體。牛津經濟研究院經濟學家

Sung Eun Jung 表示，這兩個國家都受

益於強勁的製造業產出，以及批發零

售領域的擴張。兩國對新冠疫情的控製

也比較好，有助於維持國內需求的持續

復蘇。

然而由於新冠病毒在上述地區卷土

重來，未來仍籠罩在不確定性之中。5月

16日起，新加坡開始實施史上最嚴的限

製措施，並再次推遲“航空旅遊氣泡”

的啟動日期。世界經濟論壇也宣布取消

了原定於今年晚些時候在該國舉行的年

會。

馬斯克：未來除火箭外
所有交通工具都將實現電動化

綜合報導 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及特斯拉電動汽車公司

的創始人馬斯克認為，未來除運載火箭外，所有交通工具都將實現

電動化。

據報道，馬斯克在視頻連線參加俄羅斯“新知識”教育馬拉松時，

被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問到如何看待50年後的未來這一問題，馬斯

克說，“很顯然，(未來)所有交通工具都將成為電動的，火箭將是唯一

的例外。”

他認為，輪船、汽車、飛機都將實現電動化。

馬斯克補充說，未來內燃引擎汽車將會像蒸汽機一樣過時，而所有

的汽車都將配備無人駕駛系統。

他說，飛機將是最晚實現電動化的交通工具，因為開發用於電動飛

機的電池需要時間。

為期三天的“新知識”馬拉松論壇在莫斯科拉開帷幕，部分活

動將在其他城市同步舉行。論壇活動涵蓋知識、歷史文化、體育、

信息技術、產業工業、科學技術。據組織方消息，論壇期間將有約

150人發言。

美氣象機構：2021年大西洋颶風季可能比往年“活躍”

綜合報導 美國國家海洋和

大氣管理局氣候預測中心稱，

2021年大西洋颶風季可能比往

年“活躍”，但不會像2020年

那樣“繁忙”。

該氣象機構預測，2021年

大西洋颶風季可能會出現13到

20個持續風速達每小時39英裏

或以上的命名風暴，其中的6

到10個可能演化為持續風速達

每小時74英裏或以上的颶風，

包括3到5個持續風速達每小時

111 英裏或

以上的強颶

風。

美國國

家海洋和大

氣管理局表

示，今年大

西洋颶風季

有60%的可

能 比 往 年

“活躍”，該機構還表示，因

“拉尼娜”現象結束，今年的颶

風季不會像2020年那樣繁忙。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

局氣候預測中心專家馬修· 羅森

格蘭斯說，預計今年熱帶大西

洋和加勒比海海面水溫高於平

均溫度、熱帶大西洋信風減弱

、西非季風將增強，這些因素

可能對本季大西洋風暴活動產

生影響。

美國聯邦應急管理局局長

克裏斯韋爾說，今年大西洋

颶風季將於6月 1日開始，現

在是時候做好準備，提高抗

災能力。

大西洋颶風季通常每年從

6月1日持續至11月 30日。據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統

計，自1990年以來，一個大西

洋颶風季平均出現14個命名風

暴，其中7個演化為颶風，包

括3個強颶風。

據美聯社報道，2020年大

西洋颶風季是有記錄以來最活

躍的一季，出現了30個命名風

暴，其中14個演化為颶風，包

括7個強颶風。2020年的風暴

數量之多，導致氣象學家們在

用盡風暴名單中所有21個可供

使用的名稱後，不得不啟用希

臘字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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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米
克斯（Gregory Meeks）今天提出全面性法
案，用以因應中國競爭，內容包括提高美國
經濟競爭力，並針對人權向北京施壓。

米克斯提出 「確保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及
參 與 法 案 」 （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Act, EAGLE
Act）；同時，聯邦參議院也準備對參院版的
抗衡中國法案進行表決。

路透社報導，美國國會兩黨嚴重分歧，
但強硬對抗中國是民主、共和兩黨少數取得
跨黨派共識的議題之一。

拜登政府支持各方為抗衡中國所做的努
力。美國官員一再表示，與北京之間的競爭
，是他們最大的戰略挑戰。

米克斯提出的 「確保美國全球領導地位
及參與法案」 長達470頁，內容廣泛，包括
增加投資以促進美國製造業和貿易、與盟邦
及夥伴合作、重新參與國際組織，以及承認

中國對待少數族裔維吾爾人的方式為種族滅
絕等。

法案指出： 「美國須與盟邦和夥伴密切
合作，以有效與中國競爭，包括鼓勵盟友和
夥伴酌情承擔更大角色，平衡並遏制中國的
侵略行為。」

眾院法案內容也包括增加美國對台灣和
香港民主人士的援助，同時授權審視在美國
上市的中國企業，調查它們是否助長侵犯人
權的行為。

此外，這項法案也敦促華府在共同利益
領域上與中國合作，尤其是在氣候變遷方面
。

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一名幕僚表示，米
克斯有意與委員會內的共和黨人合作，希望
委員會最快將在6月通過這項法案，之後再
與眾院其他委員會的草案一併考慮，最終與
參院提出的法案合併。

因應陸挑戰 美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提新法案

美國媒體今天報導，紐約州檢方已召集
陪審團，預料將決定是否對前總統川普提出
起訴。召集陪審團這個動作，可能代表檢方
已找到川普或他身邊人的犯罪證據。

這是檢方針對川普的最新舉措。現年74
歲的川普一月卸任後，現在可能成為美國首
位遭刑事控告的前總統。

「華盛頓郵報」 引述兩名熟悉此案的不
具名人士報導，最近組成的陪審團一週將開
會3天，為期6個月，除了此案，也將討論
多起與川普無關的案件。

華郵表示，召集陪審團的舉動，顯示曼
哈頓地方檢察官范斯（Cyrus Vance）或已找
到犯罪證據，若不是川普本人的犯罪證據，

就是他身邊人的犯罪證據。
法新社記者連絡上范斯的發言人，但發

言人不願發表看法。
在美國，檢方通常會將重要案件交由公

民組成的陪審團，讓他們閉門審理。陪審團
聽取證據後，可要求檢方提出更多文件，再
決定是否提出刑事控告。

范斯與同為民主黨籍的紐約州檢察長詹
樂霞（Letitia James）正在調查川普的商業
交易，包括川普集團（Trump Organization
）是否逃漏稅，或涉及保險詐欺、銀行詐欺
情事。川普否認不法，並稱 「這些調查是我
國史上最大的政治獵巫的延續。」

找到川普犯罪證據？傳紐約州檢方召集陪審團

美國智庫 「捍衛民主基金會」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專家表示，在埃及
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上台後，該國近
年主要轉為向俄羅斯和法國購買武器，可能導致美
國逐漸失去對此重要國家的影響力，進而增加政府
推進中東戰略的難度。

「捍衛民主基金會」 軍事與政治權力中心
（Center o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主任鮑
曼（Bradley Bowman）、客座分析師美國空軍湯
普森（Jayed Thompson）少校和研究分析師布羅
布斯特（Ryan Brobst）共同投書《國防新聞》
（Defense News），稱自2009年至2014年塞西
上台前，美國佔埃及武器進口的47%；但自塞西
上台後的2015年至2020年，此數字迅速縮減為
14%。主要獲益者為法國和俄羅斯，採購項目包
括2艘 「西北風級」 （Mistral-class）兩棲突擊艦
、54 架 「飆風 」 （Rafale）戰機，以及 24 架

Su-35戰機、46架MiG-29戰機、46架Ka-52攻
擊直升機、4個連的S-300VM防空系統等。

在 2013 年埃及首位民選總統穆希（Mo-
hamed Morsi）遭推翻後，美國政府凍結對該國的
軍售計畫，直到2年後兩國關係改善為止；且由於
埃及存在一系列人權問題，讓美國多次以削減軍售
為要脅，要求其進行改善。結果不但未解決埃及人
權問題，反而導致該國倒向法國、俄羅斯等對武器
買家人權紀錄要求較低的國家。

「捍衛民主基金會」 的專家們指出，埃及是阿
拉伯語國家中人口最多者、坐擁蘇伊士運河（Su-
ez Canal），並與以色列、利比亞、蘇丹和加薩走
廊（Gaza Strip）接壤；該國不僅攸關美國海軍是
否能迅速馳援中東，其1979年在美國協調下與以
色列簽署的和平條約，更是維持當地局勢穩定的重
要依據。他們警告，若美國喪失對該國的影響力，
相關情勢變動將可能危及美國國家安全核心利益。

區域大國頻買法俄武器 美憂戰略要地脫離掌控

美國國防部研發暨工程次長提名人徐若冰今天在參議院軍委會聽證會上表示，對中國快速發展技
術高度關切。美國應與盟友和合作夥伴更緊密合作，創新研發，以領先對手。

徐若冰在聽證會上首先談到祖父母是她的指路明燈。徐若冰的祖父為前空軍副總司令徐康良，曾
赴美接受2年訓練，祖父對美國人的慷慨十分感謝，祖母則要她不要停止努力並有所成就。

11歲半從台灣到美國，徐若冰非常感謝在職場生涯獲得的極大機會。
徐若冰表示，推動科學、技術與創新任務前所未有的重要，正如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所言，中國是步步進逼的威脅。美軍面對的挑戰多樣且複雜，包括精密的網路攻擊、供應鏈風
險、超音速飛彈到生物威脅，為因應這些挑戰，美國國防部必須確保研發能力領先對手。

她指出，美國應與盟友和合作夥伴更緊密合作，分享聯合演習與實驗的經驗，也應與國防工業、
大專院校、政府實驗室與政府資助的研究與發展中心等更緊密合作，國防部內部也應避免重複民營企
業研究，將重心放在國防部有特殊需求的創新技術。

在回答議員質詢時，徐若冰坦言，對中國迅速發展技術，尤其是在超音速、太空、人工智慧、微
電子領域等方面高度關切。

她表示，美國需要在研發領域合作，以解決所面臨的艱鉅挑戰，相信美國能再次成為科技領域領
導者，把重心放在破壞性技術（disruptive technologies），將能夠實現這一目標。

若徐若冰通過提名，將創亞裔美國人在國防部文官系統的最高紀錄。徐若冰也將繼佛洛諾伊（Mi-
chele Flournoy）後，成為第二位出任國防部次長的女性。

美國防部次長提名聽證會 徐若冰：美須創新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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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穩價工作
發改委深化價格改革方案 要求應對價格異動

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引起中央高

度關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5月24日在浙江寧波考察期間，向

企業仔細了解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下游企業

帶來的不利影響，研究分析對策。中國國家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近日出台的《“十四五”

（2021-2025年）時期深化價格機制改革

行動方案》也提出從強化價格調控，推進能

源、水資源和公共服務價格改革等方面進行

部署，並要求做好鐵礦石和銅等價格異動應

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馬翠媚） 人民幣繼續
走強，官方25日開出人民幣中間價報6.4283，較
上個交易日上調125點子，離岸價25日午後一度
升穿6.4關口，高見6.3929，為近3年新高，在岸
價則曾高見6.4021。市場消息指，美匯指數昨午
後跌幅擴大，是因為有國有大行出手買美元，以
阻止在岸人民幣升穿6.4元關口。

風險情緒回升 美匯偏軟
離岸價昨午後進一步走強，一度升逾170點

子至高見6.3929，在岸價亦跟隨離岸價表現偏
強，同樣一度升逾170點子至高見6.4021。而截
至昨晚7時，離岸價及在岸價分別報6.4003及
6.4064，分別較上個交易日升約100點子及130點
子。有交易員表示，市場對通脹擔憂緩解，風險
情緒回升持續打壓美匯指數人氣，人民幣盤初短
暫大漲至逼近6.4關口，之後遭遇逢低購匯，不過
午後美匯指數再度下行，帶動離岸價升穿6.4關鍵
關口。
據《彭博》報道，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回覆

有關企業匯率風險管理相關問題時指出，近年人
民幣匯率彈性不斷增強，如果企業不能做好匯率
風險管理，可能對生產經營的穩定性造成一定影
響，而隨着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完善，匯率
波動風險客觀存在，提醒企業等市場主體需要逐
步適應變化的外匯市場環境。
國家外匯管理局又指，雖然中國企業匯率風

險中性意識逐步提升，但不同市場主體在匯率風
險管理認知方面仍存在着一定差異，而當局將繼
續積極支持企業管理匯率風險，推進外匯市場深
化發展和對外開放，引導和支持銀行進一步提升
外匯業務水平，並提高外匯市場透明度，幫助企
業深入理解外匯政策，正確判斷外匯形勢。

瑞銀料人幣未來數月續走強
另外，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發表報

告，調整對人民幣匯價的預測，該行預期人民幣
在未來數月將走強，並在明年見回落，將人民幣
匯價在9月底預測值由6.35上調至6.3，不過明年
3月的預測值則由6.35下調至6.4，並預計2022年
6月底將回落至6.45算。

據中國政府網報道，李克強總理5月24日
在浙江寧波考察期間，在北侖港聽取大

宗商品價格最新走勢匯報，並與十幾家製造
業企業家“站談”。有家電企業負責人直
言，原材料價格上漲，確實給生產經營帶來
很大壓力；也有企業負責人介紹，通過提高
智能化生產水平，在企業內部挖潛力降成
本，消化原材料上漲壓力。還有企業負責人
說，今年出台的提高製造業企業研發費用加
計扣除比例政策，幫助企業節約了成本，希
望推出更多類似政策。

防止向居民消費價格傳導
李克強對企業家說，今年以來，受主要

是國際傳導等多重因素影響，部分大宗商品
價格持續上漲。作為下游企業，你們在消化
大宗商品上漲帶來的不利影響方面付出了努
力，也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議。我們會想方設
法做好大宗商品的保供穩價工作，合理引導
市場預期。既要適當儲備、進行調控，又要
打擊囤積居奇，以支持企業應對成本上升等
經營困難，努力防止向居民消費價格傳導，
避免影響人民群眾生活。他表示，要落實好
相關減稅降費政策，延續實施支持小微企業

兩項直達貨幣政策工具，把上述政策用好、
用足，千方百計幫助下游企業特別是中小微
企業渡過難關。

針對近期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的問
題，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等五部門日前聯合
約談了鐵礦石、鋼材、銅、鋁等行業具有較
強市場影響力的重點企業。另外，發改委發
布《“十四五”（2021-2025年）時期深化價
格機制改革行動方案》，明確了“十四五”
時期深化價格機制改革的總體目標，即到
2025年，競爭性領域和環節價格主要由市場
決定，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科學定價機制全
面確立，能源資源價格形成機制進一步完
善，重要民生商品價格調控機制更加健全，
公共服務價格政策基本完善，適應高質量發
展要求的價格政策體系基本建立。

部署強化價格調控
《方案》明確，重點從強化價格調控，

推進能源、水資源和公共服務價格改革等方
面進行部署：一是加強和改進價格調控。健
全重點商品監測預測預警體系，加強糧油肉
蛋菜果奶等重要民生商品價格調控，堅持並
完善稻穀、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完善棉花

目標價格政策，做好鐵礦石、銅、玉米等大
宗商品價格異動應對，及時提出綜合調控措
施建議，強化市場預期管理。
另外，深入推進能源價格改革，繼續推

進輸配電價改革，持續深化上網電價市場化
改革，建立新型儲能價格機制；穩步推進石
油天然氣價格改革，完善天然氣管道運輸價
格形成機制。同時，針對高耗能、高排放行
業，完善差別電價、階梯電價等綠色電價政
策，促進節能減碳。

完善綠色電價促節能減碳
在水資源價格改革方面，深入推進農業

水價綜合改革、城鎮供水價格改革；進一步
完善污水處理收費機制，將收費標準提高至
補償污水處理和污泥無害化處置成本且合理
盈利的水平，並建立動態調整機制。

在公共服務價格領域，方案提出要完善
學前教育收費政策，規範民辦教育收費；支
持普惠性養老服務發展；健全景區門票價格
形成機制；健全水電氣暖和垃圾處理等公用
事業價格機制。據發改委負責人介紹，截至
目前，內地97%以上商品和服務價格已由市
場形成。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5月月2424日在浙江寧波考察期間日在浙江寧波考察期間，，在北侖港聽取大宗在北侖港聽取大宗
商品價格最新走勢匯報商品價格最新走勢匯報。。這是李克強與港區貨車司機們交談這是李克強與港區貨車司機們交談。。 中國政府網中國政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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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回答記者提
問時表示，中國將推出“春苗行動”，積極協助和爭取為海外

同胞接種國產或外國疫苗。“50多個國家正陸續將中國公民納入本國
接種計劃，”他表示，“下一步我們還準備在具備條件的國家設立國
產疫苗地區接種點，為周邊國家有需要的同胞提供服務。”

華人紛當接種義工
身為博茨瓦納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暨華人慈善基金會的理事兼秘

書，詹城平時也為不少活動做義工，但是這一次他感到明顯不同，
“疫苗接種是事關健康安全的頭等大事，大家都十分心急，想要在第
一時間接種疫苗，令我們工作在第一線的志願者倍感壓力。”據介
紹，在當地的華僑華人，只需要通過有效的中國護照，在大使館指定
的網上平台預約即可。詹城說，預約時還需要填寫一個身體狀況信息
表，志願者會根據填報的情況，來安排申請者的注射時間。
博茨瓦納華僑華人新冠疫情應急小組的負責人南庚戌介紹說，目

前非洲疫情仍在蔓延，“春苗行動”令每個身處海外的僑胞和華人都
倍感溫暖。大家紛紛充當義工，希望令每名同胞都能盡早接種國產疫
苗。他說令他最感動的是在疫苗接種首日，中國駐博茨瓦納大使王雪
峰到醫院看望大家，叮囑同胞們接種疫苗後要繼續做好個人防護。王
雪峰大使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黨中央時刻牽掛着海外同胞的
健康安全，使館堅決貫徹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抗疫宗旨，踐行
“外交為民”理念，全力協助博方從中國政府援助疫苗中專門調撥部
分疫苗，為在博中國公民集中免費接種。王大使稱，“春苗行動”的
順利實施得到了博方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是中博兩國人民深厚友誼
和團結抗疫的生動寫照。

非洲多國完成兩針
在南庚戌的朋友圈裏，還有許多其他非洲國家同胞的聊天群，

“打上國產疫苗了嗎？”成了大家熱聊的話題。在博茨瓦納的鄰國納
米比亞，中國大使館3月底啟動“春苗行動”，中國同胞第二劑接種
工作4月19日起在納35個地區的300多個接種點展
開，截至5月6日，約1,800名自願且適宜接種
的在納中國公民完成國產新冠疫苗的兩劑
接種，標誌着“春苗行動”在納米比亞圓
滿收官。南庚戌說，再有一個星期，博
茨瓦納的第一針接種也將結束。據了
解，“春苗行動”持續在非洲多國開展，
科摩羅、突尼斯、貝寧等國已經率先實現
中國公民兩劑國產疫苗的接種。
看着身邊的朋友紛紛接種疫苗，

生活在南非開普敦的焦先生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目前由於可能導致血栓
問題，南非暫停了美國強生疫苗的施
打，他十分想早日接種中國國產疫苗，
“我對國產疫苗抱有信心，中國疫苗
為全球抗疫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早
一天接種，就早一天獲得安心。”

��(���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官錦台

博茨瓦納連線報道）位於南半球的非洲

內陸國博茨瓦納仍在冬日，5月23日是

一個寒風天，早上8點，在首都哈博羅

內的塞迪萊哈醫院疫苗接種點，200多名華僑華人正在等待排隊接種疫苗。義工

詹城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春苗行動”開展了一個星期，他們已經協助1,600

餘名中資企業員工及僑胞進行了疫苗接種審核工作。面對肆虐的疫情，所

有陸續接種疫苗的華僑都激動地表示，感恩祖國掛念

着海外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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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 林舒婕及中新社報道）
“月底就能打上第一針疫苗了！”在泰國曼谷工作的港
人莊女士第一時間把這個消息告知父母。泰國疫情反反
覆覆，最近新一波疫情來勢洶洶，已經近一年未返港的
莊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自己已經居家辦公了半年
多。“除了偶爾跟同事和較好的友人聚餐，幾乎沒有其
他社交活動了。”

在外受國家照顧感暖心
4月中旬，中國駐泰大使館在華人華僑中安排了接

種意願調查，“我在群組裏看到了消息，就一直留意着
接種的相關通知，沒想到還是錯過了第一次的接種發
布。”莊女士說，因為沒有及時預約，沒能趕上20日
第一批“春苗行動”疫苗注射。“第二批注射的預約通
知一出來，我就馬上用特區護照在微信公號上預約
了。”莊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因為預約流程需要
上傳照片，且對照片有一定的清晰度要求，“我傳了幾
次才成功，好急，擔心浪費了時間之後位置又沒了。”
莊女士說，目前全球疫苗分配不均衡，在外工作的人能
受到國家這樣的照顧，覺得很暖心。

持特區護照台胞證亦可預約
根據大使館的發布，由於泰國對疫苗的生產、進

口、管理和接種使用都有嚴格的法律規範，此次“春苗
行動”為同胞接種疫苗，是經中國大使館與泰衞生部主
管部門多次溝通協商，在泰國法律範圍內，由泰衞生主
管部門指定專業醫療機構實施。接種對象為18周歲及
以上的在泰中國公民，可以使用中國護照、特區護照或
者台胞證進行預約。

為海外項目築防疫屏障
據中新社報道，20日“春苗行動”在泰國正式實施

這天，大約有100多名在泰中國公民在曼谷挽叻疫苗接
種中心順利完成第一劑疫苗接種。

楊瑞是中興通訊泰國公司的一名員工，去年11月
來到泰國工作。“能在泰國接種到來自祖國的疫苗，而
且我還榮幸地成為今天的第一位接種者，感覺非常幸福
和自豪。”
華為泰國公司技術人員余民華表示，接種過程的體

驗非常好，所有步驟的安排看得出來都下了功夫。“接
種疫苗可以消除大部分焦慮，今後出行和辦公都會放心
一些。不過，仍然還是需要做好個人防護，注意社交距

離。”他說。
來自中國建築泰國公司

的馬井力在完成接種後高興
地告知在國內的家人。由中
國建築泰國公司牽頭的聯營
體今年3月底在曼谷正式簽
署中泰鐵路項目 4-3 標段
（那瓦那空-班坡段）總承包
合同，作為公司的中層人
員，馬井力跟同事們最近一
直都在為項目建設忙碌。
“‘春苗行動’在泰國的實
施為我們推進項目築起強大
的防疫‘屏障’，將有助於
中泰鐵路建設。”馬井力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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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港人錯過首輪
𥄫 實微信預約打針

●為海外中國公民接種新
冠疫苗的“春苗行動”19
日在博茨瓦納啟動。一名
旅博僑胞在接種科興疫
苗。 新華社

●“春苗行動”5月20
日在泰國正式實施。首
位接種者打針後展示接
種文件。 中新社

●●““春苗行動春苗行動””溫暖人心溫暖人心。。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非洲博茨瓦納接種疫苗現場非洲博茨瓦納接種疫苗現場。。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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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国

有温度的文物研究

走进展厅，映入眼帘的第一件文物是西周伯椃
虘簋，屏幕上播放的视频介绍了这件珍贵青铜器的
前世今生。1978年12月，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在
通县物资回收公司征集到一件残铜簋，残缺约 1/
5。后来几经搜罗，找到了这件铜簋的残片，将它修
复后入藏首都博物馆。眼前这件有着兽首形双耳和
生动纹饰的铜器，与老照片中缺耳、残损的模样相
对照，让人不禁感叹文物工作者的匠心巧手。铜簋
腹内铸铭文5行，其中有“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
宝”字样，此次展览的名字“万年永宝”正是出自
这件文物。

“展览以一种新颖的方式让文物活起来，同时让
大家看到文物是怎样活起来的。”此次展览的策展
人、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周旸说，“文物出土
时大多是‘尘满面，鬓如霜’，文保工作者的职责就
是要让文物以体面的姿态呈现在展柜里，让观众透
过岁月感到文物的美。”

展览分为“万年”“慧眼”“巧手”“芳华”“永
宝”五个章节。“万年”系统梳理了中国文物保护的
发展历程。“慧眼”介绍了考古文保工作中的科技手
段以及由此带来的新发现。“巧手”通过一组组精美
文物，展现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现代文保专家

“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芳华”意为通过形神兼
备的工艺复原，让文物再获新生、重现芳华。“永
宝”展示了基于预防性保护的文物风险管理系统，
从大环境、小环境、微环境多个层面管控风险。

“文物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但它不会开
口说话。从科学认知到人文解读再到传承弘扬，构
成了考古文保工作的完整链条。我们的研究不是冷
冰冰的，要深入挖掘文物的价值，重现一段段尘封
的历史，向公众讲述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周旸告
诉记者，策展团队在全国范围内选择重要科研成果
和代表性展品，突出展现文物保护的中国理念和中
国实践。展览中可以看到距今约 1 万年的碳化稻
米、8000年前的海贝、战国时期的大型漆床，一些
重点文物为首次展出，如郑州汪沟遗址出土碳化丝
织物、秦始皇帝陵出土彩绘紫衣御手俑、唐代韩休
墓《玄武图》壁画等。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展览内容，展厅里设置
了大量多媒体和互动设备，并引入增强现实 （AR）
技术，在几个体验点，可以用智能手机、AR 眼镜
体验虚拟与现实的交互。

了不起的文保科技

上百种矿石和染料标本、圆明园红铜马首 X光
片、检测丝蛋白残留物的试纸……置身于展览现场，
仿佛走进了文保科学实验室，让人大开眼界。

一个小小的玻璃盒里，放着一团碳化发黑的丝
织物。别看它不起眼，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它是
目前肉眼可见年代最早的丝织物遗存。考古队员在
河南郑州汪沟遗址的瓮棺中发现了碳化纺织品，经
微痕检测技术分析，确认其为丝织品。这一发现与
其他考古研究相结合，可以证明在 5000 多年前的
黄河流域先民们已开始育蚕制丝，而且当时丝织品
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展厅里，来自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两
尊兵马俑格外引人注目。绿面跪射俑单膝跪地，面
容刚毅，栩栩如生。它是秦陵兵马俑中唯一发现的
绿面俑，极少出馆展览。另一尊紫衣御手俑头部缺
失，双手前伸，似在持缰御马。俑身所绘紫衣的颜
色，来自一种人工合成的颜料，科学家将它命名为“汉
紫”，其主要成分为硅酸铜钡。

根据展板和视频介绍，秦陵兵马俑表面原本施
有明艳的彩绘，由于制作工艺的特殊和对环境变化
的剧烈反应，出土时彩绘层迅速卷曲起翘脱落，极
难保存。得益于专家研发出的新材料和特定的加固
技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2200多年前彩绘兵马俑的
本色。

离兵马俑不远处，墙上展示着一幅色彩鲜艳的
壁画，它是唐代韩休墓出土的《玄武图》。韩休是唐
玄宗时期的宰相，以直言敢谏留名史册。他的儿子
韩滉也曾任宰相，所绘 《五牛图》 为传世名画。韩
休与夫人柳氏的合葬墓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墓中发
现了历经千年未褪色的精美壁画。《玄武图》绘于墓
室北壁，发现时已被严重盗扰，百余块壁画残块散
落在地。文保工作者运用先进的电子设备和新型纳
米材料，完成了壁画的修复。

壁画原件旁有一个沉浸式展示空间，让人身临
其境地欣赏壁画。在触屏互动设备
上，记者体验了考古发掘和壁画修
复的过程：穿过墓道，进入墓室，
将墙上的壁画和散落的残块整体提
取带回实验室，经过表面清理、拼
接残块、绘制线图、补色全色等多
项细致的工序，壁画终于修复完整。

有灵魂的工艺复原

扶着两侧把手，用力踩下踏板，
用梭子将纬线穿入经线……展厅
中，一名工作人员正在一台复原的
汉代提花机上演示织锦。这台提花
机是根据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织机
模型及相关资料，以1∶6的比例复原
而成，用它可以织出“五星出东方
利中国”锦。1995 年，新疆尼雅墓
地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
护膊，它是迄今所见经线密度最
大、织造难度最高的汉锦，堪称 20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纺织考古发现之
一。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人员经过
深入研究，复原了西汉时期的多综
提花织造技术，成功实现了“汉机
织汉锦”。

“唐代贵妇的头饰也太美了！”在西安李倕墓出
土冠饰前，不少观众驻足欣赏。冠饰的主体材料为
黄金，上面装饰着珍珠、绿松石、琥珀、蓝宝石、
紫晶、象牙等各色珍宝，精美绝伦。据介绍，整个
冠饰包含零散构件 500 余件，出土时保存状况极差
且层位复杂，专业人员采取打石膏包的方法将其整
体带回实验室，经过长时间的仔细清理、逐层提
取，终于复原了这件令人惊艳的冠饰。它不仅反映
了盛唐时期的精巧工艺，也见证了当代文保工作者
的执着努力。

古代的豪车长什么样？一辆战国时期马车复原
件解答了人们的好奇。《周礼·考工记》 云“一器而
工聚焉者车为多”，车舆是古代机械制造最高工艺水
平的集大成者。2006年以来，甘肃马家塬战国墓地
出土了大量车舆，为研究中国古代车辆的发展演变
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这辆马车根据马家塬墓地
出土文物复原而成，高大的车轮、红色的车身、繁
复艳丽的纹饰，尽显西戎贵族车乘的华美气派。

新型植物源消毒剂、智能碳纤维囊匣、无需外
接电源的调湿储藏柜……展览最后一个单元展示了
先进的馆藏文物保护装备和风险监控系统，部分设
备还可以上手体验。目前，中国馆藏文物预防性保
护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了“稳定洁净”的
预防性保护理念，提炼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系统解决
方案，为文物“万年永宝”提供了重要保障。

此次展览展期为 3 个月。在展览期间，知名文
物保护专家还将为公众带来11场专题讲座，让大家
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成果。

你见过近万年前的稻米吗？你知道彩绘兵马俑如何保持原来的颜色吗？你想

试试修复残损的唐代壁画吗？

5月18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幕的“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

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最新成果和考古文保“黑科技”。

作为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的重要环节，“万年永宝”展由国家

文物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首都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文物保护技

术协会承办。展览汇集10个省区市、23家文博单位的50余件（套）文物及相关

辅助展品，其中不乏国之重器和近年来重要的考古发现，还有通过科学研究复原

的精美复原件。

唐李倕墓出土复原冠饰 杜建坡摄

工作人员在复原的汉代提花机上演示织锦。 杜建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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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陵出土绿面跪射俑 杜建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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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彤 医学博士

開跑了！即日起接受預約

刊登黃頁請掃二維碼聯系Nicole

少兒組選手徐旻悅朗誦
散文“我愛你，中國的漢字
”。

評委老師點評：語言自
然流暢清晰，節奏有度，感
情真摯，能注意使用重音，
長音，聲情並茂的朗誦富有
感染力和代入感。

少年組選手王臻真朗誦
詩歌“讀中國”。

評委老師點評：朗誦的
基調把握準確，普通話語音
準確規範，感情真摯飽滿，節奏富於
變，朗誦時的輕重緩急、抑揚頓挫處
理的都很棒。

熱烈祝賀所有參賽的同學們，都

取得了優異的成績！重在參與！重在
突破自己！

預祝參加決賽的同學，在接下來
的學習和比賽中，更上一層樓，爭取
更大的進步！

華語世界 群星綻放 光榮榜
姓名 组别 老师

参赛朗诵
作品 荣获奖项

朱源琪 幼儿组 N/A

三只小猪和

大灰狼 一等奖

张霆煜 幼儿组 吕雅莉 小猫钓鱼 二等奖

陈欣恬 幼儿组 吕雅莉 别说我小 二等奖

王心欣 幼儿组 吕雅莉 春节童谣 三等奖

马伊巍 幼儿组 吕雅莉 绝句 三等奖

闫周福 幼儿组 吕雅莉

如果我是一

片雪花 三等奖

孙泓泽 幼儿组 孙英辉

小壁虎借尾

巴 优秀奖

徐旻悦 少儿组 吕雅莉

我爱你，中

国的汉字 一等奖

朱宇露 少儿组 吕雅莉 四季的脚步 二等奖

陈妙妙 少儿组 吕雅莉 春 二等奖

安拓李江霍

姆 少儿组 张颋

中国的长江

和黄河 二等奖

朱宇辉 少儿组 吕雅莉 夏天的太阳 二等奖

王一苇 少儿组 张怡 心里的世界 二等奖

闫周可 少儿组 吕雅莉 一篮子阳光 二等奖

张泽锦 少儿组 张怡 心里的世界 二等奖

谭小渝 少儿组 张怡 海上的风 二等奖

符洛壹 少儿组 赖静

《狐狸和葡

萄》 三等奖

吴子悦 少儿组 褚红 将进酒 三等奖

王景铄 少儿组 张怡 我想 三等奖

傅瑞源 少儿组 居伟琳 春 三等奖

焉语 少儿组 袁菲 哈利波特 三等奖

郑雨 少儿组 董延兰 红萝卜房子 三等奖

彭佳昱 少儿组 晏燕 龙的传人 三等奖

黎乐乐 少儿组 张怡 驴子和冰 三等奖

王子嫣 少儿组 赵蓓 门玲和梯子 三等奖

王成诚 少儿组 吕雅莉 元日 三等奖

马伊辰 少儿组 吕雅莉 木兰辞 优秀奖

茜茜 少儿组 张怡 骄傲的青蛙 优秀奖

杨安然 少儿组 袁菲 小猫钓鱼 优秀奖

张润枫 少儿组 张怡 小雪花 优秀奖

马萌萌 少儿组 吕雅莉 静夜思 优秀奖

石亦程 少儿组 戎红玉 春晓 优秀奖

吕以诺 少儿组 刘丽俐 狐假虎威 优秀奖

卢馨笑 少儿组 何莎

念奴娇 赤壁

怀古 优秀奖

赵殿熙 少儿组 王美琴 海燕 优秀奖

王臻真 少年组 吕雅莉 读中国 一等奖

戴田田 少年组 王淑杰 百合花开 一等奖

安吉李江霍

姆 少年组 张素玲

乌鸦和狐狸

的故事 二等奖

段以理 少年组 吕雅莉

两个铁球的

故事 二等奖

闫周乐 少年组 吕雅莉

保护地球妈

妈 二等奖

江雨桐 少年组 吕雅莉 春天随想曲 二等奖

吴思远 少年组 吕雅莉 桂林山水 二等奖

易笑婷 少年组 吕雅莉 起航 三等奖

李雨琪 少年组 吕雅莉

你是人间的

四月天 三等奖

田获稻 少年组 吕雅莉

我心中的黄

河 三等奖

李雪瑶 少年组 吕雅莉

你是人间的

四月天 三等奖

卢馨玓 少年组 陈晓英 饮中八仙歌 三等奖

欧品玥 少年组 吕雅莉

你是人间的

四月天

每一位孩子都是一顆明亮的小星
星，無數顆小星星匯集在第四屆全球
華語朗誦大賽美國賽區的比賽中，在
華語朗誦的世界裡絢爛綻放！

在5月15日圓滿結束的，由全
美中文學校協會承辦的，第四屆全球
華語朗誦大賽美國賽區的大賽中，休
斯頓華夏中文學校有56位學生，分
別參加了幼兒組、少兒組和少年組的
比賽，是參賽人數最多的學校。這
56位學生在美東南賽區中，與其他
120位來自多州地市的參賽選手一起
，經過了11位來自多州地市的評委
老師，即認真專業，又公平公正的評
審評選。評委老師們在評審過程中只
能看到參賽視頻，看不到學生的任何
信息；最後總分是去掉一個最低分，
去掉一個最高分，取其餘分的平均值
。

最終，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的
56位學生分別在各自參賽的組裡榮
獲一、二、三等獎和優秀獎。一共有

712位來自全美各地的學生參加這次
大賽，他們抓住了這一次難得的學習
和歷練的機會，在中文學習和華語朗
誦方面得到很大提升和進步。

在5月15日凌晨，全美中文學
校協會得到大賽主辦方下發的給予全
球各承辦機構統一的晉級決賽比例，
6%！這就是說美國賽區的712名參
賽選手，只有43名獲得晉級資格，
在這樣小的比例下，休斯頓華夏中文
學校有3名選手，朱源琪、徐旻悅、
王臻真，分別從幼兒組、少兒組、少
年組脫穎而出，從而晉級入圍決賽！
代表美國賽區參加全球範圍的最後
800人的總決賽！

幼兒組選手朱源琪朗誦故事“三
隻小豬和大灰狼”。

評委老師點評：選材符合幼兒年
齡特點；朗誦語言自然流暢，表情豐
富，聲情並茂；運用氣息和語氣語調
渲染了故事進展，語言表現力整體很
不錯，還有改進和提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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