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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暖化 西歐遭
西歐遭遇百年來最嚴重
遇百年來最嚴重洪患
洪患
（中央社）西歐遭遇百年來最嚴重的洪患。滯留鋒面
導致雨量翻倍，又快又猛的極端雨量 14 日淹沒德國西部
萊茵河地區，至 15 日中午至少 103 人喪生，1300 多人失
蹤。鄰國比利時的東部也傳出嚴重災情，已知至少增至 23
死。比鄰的盧森堡、荷蘭、瑞士也因為這場世紀洪禍，傳
出大規模淹水災情。
德國氣象專家認為，暴雨與氣候變遷有關，全球暖化
導致極端天氣愈來愈嚴重。德國作為工業國家，情況更是
嚴重，只要產業繼續排放二氧化碳，未來暴雨只會更頻繁
。
德國萊比錫大學氣象學家奎斯（Johannes Quaas）

表示，氣候變遷為全球帶來不同於以往的降雨模式。19 世
紀有科學家發現，氣溫每上升攝氏 1 度，空氣中的水分便
增加 7％；全球氣溫上升加速蒸發海洋及陸地的水分，增
加極端降雨及風暴的機會。
奎斯稱，德國溫度上升速度是全球暖化速度的兩倍，
出現暴雨的機會較 19 世紀高出 20％，也較 40 年前多出
10％。當土壤及排水系統不能迅速吸收水分，或城市發展
因素阻止降雨消散時，地表溢流便會成為山洪，造成重大
災情。他表示，要預測極端天氣並不困難，但難以預測最
大降雨量的區域，以及最受影響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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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派他接管海地
居住在邁阿密六十二歲的海地
裔醫生薩隆被懷疑是謀殺海地總統
莫依茲之主要嫌犯，他在一次和學
商界之會見中，公然說出他是上帝
派來接管海地政權的人。
海地目前政治情勢十分危急，
有兩個互相競爭的總理位職，加上
無法運作的國家議會，美國代表團
已經邀集他們商討未來如何處理海
地前途，目前美國已拒絕海地政府
要求，美國出兵之請求，拜登總統
在一項聲明中表示，海地的政治領
袖需要為國家整體利益走在一起，
人民應該享有和平安全之權利。
薩隆目前已經和十八名刺客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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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07/
07
/17
17/
/2021

押在一起， 其中包括兩名美國人。
海地刺殺總統事件，再次突顯
美國後院地區之隱憂，多年來，我
們在世界推動之民主選舉，在許多
國家不但沒有達到還政於民之目的
，而且他們在経濟上還是處於非常
貧窮的階段，就如海地而言多年來
未見政府穩定發展，大多數人生活
在貧窮線下，民主選舉對他們又有
何義意呢？
我們現在的世界真的太亂了，
變種疫苗再次復活，阿富汗全面撤
軍，南非國內暴亂，南海戰雲密佈
，也讓世界領袖不知如何是好。

God Sent Him To Become The
New President
A Haitian doctor, Emmanuel
Sanon, who might have
managed to set off an ambitious
plot to become the new leader of
Haiti has been arrested.
Dr. Sanon holds degrees not just
in medicine, but also in theology.
He felt he had a divine calling. He
said he was sent by God to
replace President Moise of Haiti.
President Bide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people of Haiti
deserve peace and security and
all political leaders need to come
together for the good of the
country.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Sanon is in custody in Haiti along
with 18 other men. Many of them
are Colombian military veterans
along with two American citizens.

American officials were helping
the Haitian government as it tried
to unravel the plot.
Currently the country also has
two rival prime ministers and a
parliament that is not functioning.
The White House was still
reviewing whether or not to send
troops to Haiti to help stabilize
the country.
It is very regretful that we have
so many problems right in our
own backyard.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we wanted other
countries to select a democratic
system to lead their countries
such as Haiti. But if we look at
today’s situation, the people
are still suffering under their

governments and their living
standards never get any better.
The world now is really in chaos.
Look at South Africa,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Middle East.
World leaders need to find the
ways to solve their disputes. We
need peace for all the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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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新增 1410 例新冠確診病例
選手村內發現首例病例
（綜合報導）日本東京都今日通報新增新冠肺
炎感染病例 1410 例，已連續四天新增感染病例數
破千。
這是東京都自 1 月 21 日以來首次新增感染病例
突破 1400 例。截至今日，東京都累計確診病例為
18 萬 8108 例。重症病例相較 16 日增加 6 例，為 59
例。新增 2 例死亡病例，累計死亡病例 2269 例。
最近 7 天內，東京都日平均新增感染病例數為
1012 例，約為上周同期（720 例）140%，感染繼續
急速擴大。
從新增病例的年齡層來看，20-30 歲的年輕人
最多，達到 469 例，其次為 30-40 歲，為 311 例，
40-50 歲為 232 例，65 歲以上的病例為 40 例。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17 日下午消息，東京奧
運會選手村發現首例確診病例。
東京奧組委 17 日下午公佈，東京晴海選手村
的一名海外人員 16 日新冠檢測呈陽性。病例為相

關工作人員，並非奧運選手，東京奧組委沒有透露
相關人員的國籍等詳細信息。這是本月 13 日選手
村開村以來，首次在選手村內發現確診病例。
另外，奧組委透露，另有 5 名奧運會相關人員、2
名媒體相關人員，以及 7 名業務外包人員新冠檢測
呈陽性。僅 17 日一天，便有 15 名奧運相關人員確
診，創下 7 月 1 日以來的單日新增最高紀錄。其中
，來自海外的有 8 人，在日本居住的有 7 人。來自
海外病例入境均未滿 14 天。據東京奧組委公佈數
據，7 月 1 日至 17 日，已有 45 名奧運相關人員新冠
檢測陽性。
東京奧運會選手村本月 13 日正式開放。共有
21 棟住宿樓，奧運期間約有 1.8 萬名運動員和官員
入住。東京奧組委此前表示，將通過對入住者的嚴
格檢測和行動限制，隔斷與外部的接觸，來防止疫
情擴大。

烏克蘭海軍接收首架土耳其攻擊無人機
烏外長曾放話要用來遏制俄羅斯
比利時洪水氾濫，
比利時洪水氾濫
，緊急電話 112 被打爆
被打爆！
！

（綜合報導）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7 月
15 日報導稱，據烏克蘭國防部新聞處的消
息，烏克蘭海軍從土耳其收到了第一架
Bayraktar TB2 攻擊型無人機。
烏克蘭國防部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消息
說：“供應海軍的第一架'Bayraktar TB2'攻
擊無人機已運抵烏克蘭。我們正在駐地進
行最終的驗收測試。我們將獲得對黑海和
亞速海海岸及海域進行有效監視和掩護能
力，以及使用高精度武器攻擊敵人的水面
和水下設施的能力。”

報導稱，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在評
論土烏之間的這項交易時表示，土耳其向
烏克蘭出售無人機沒有先決條件，交易也
不針對俄羅斯。
但烏克蘭外交部長德米特里•庫列巴
此前表示，烏克蘭從土耳其採購了攻擊型
無人機，用於“遏制”俄羅斯並保護本國
領土。俄國家杜馬議員魯斯蘭•巴利別克
在評論這一消息時將基輔的立場比作小孩
子嚇唬人，而那些無人機就像“細稻草”
，用它嚇唬俄軍是枉然的。

（綜合報導）比利時瓦隆大區現在受洪水侵襲
，緊急電話 112 已經被打爆。官方建議，當生命無危
險，但仍需要消防員援助的時候，請撥打 1722。
1722 是一條付費線路，因為它並不是緊急電話。
更推薦的做法是登錄本月初新開的線上窗口：
www.1722.be，但使用的前提是，消防員的介入是必
須的。消防員的一些行動可能是需要付費的。比如
，下面是布拉班瓦隆區（Brabant Wallon）的消防員
收入文件。
為了避免浪費消防服務，最好在行動中應用以下的
行動等級：
1. 當有人可能有生命危險時，請撥打 112。
2. 當無人有生命危險，但仍需要消防員的幫助時，
請登錄網上窗口 www.1722.be。
3. 當無人有生命危險，且損害在可控範圍內時，請
求助專業人士（如水管工、電工等）或自己修理。
如果樹木倒塌、花園棚子被水淹了或汽車被水淹了
，請耐心等待。

緊急中心的 112 電話接線員也會接聽 1722 的電
話。 “他們最有能力評估危機，”緊急中心的網站
上如此寫著。接線員在單獨的線路上接聽來電。撥
打 112 的人可能是被困在車裡，或是被快速上漲的水
位困住。其他的情況則可能是：地窖被洪水淹沒、
道路被堵塞或電路出現故障。上述的人最好還是耐
心等待，並且撥打 1722。
政府建議其他群眾前往住宅上層避難，在家中
等待洪水漸漸退去。
聯邦內政部長 Anne Verlinden 在一份新聞稿中讚
揚了緊急援助的工作。她表示：“我要感謝那些在
如此艱難的條件下從事緊急援助工作的人們，並祝
愿他們在接下來的時間中始終充滿勇氣。”
未來幾天也可能出現惡劣天氣。緊急援助仍將
繼續工作，優先保障受災最嚴重地區的居民的安全
。目前，全比利時境內的消防員都已在第一時間馳
援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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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全球任務的英航母才到印度洋

已有百名海軍染疫
近日，正在印度洋執行首次全球部
署任 務 的 英 國 皇 家 海 軍 “ 伊 麗 莎 白 女
王”號航母戰鬥群遭到新冠疫情打
擊 ， 艦 上 約 100 人“中招”，幾艘隨行
艦船亦受波及。而據英方發布的照片顯
示，英國船員經常不戴口罩親密互動，
還曾與美國士兵擠在一起用餐。
多艘艦船出現疫情
“伊麗莎白女王”號百人確診

“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戰鬥群剛
剛結束為期 6 周的第一階段部署任務，
近日駛入印度洋。但英方 14 日承認，多
艘艦船上出現疫情。英國廣播公司(BBC)
報道稱，“伊麗莎白女王”號更有約 100
人確診。
該航母戰鬥群由 9 艘水面艦艇和一
艘潛艇組成，共有約 3700 名船員，目前
尚不清楚具體有多少人中招。
據報道，首批病例出現在 4 日前

南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單日新增創新高
綜合報導 據南非國家傳染病研究所(NICD)公布的數據顯示，南非
當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633 例，從而打破今年 2 月 2 日 547 例的記錄
，創下自南非發現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以來，單日新增死亡病例數字
最高值。
當前南非正處於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特別是德爾塔變異毒
株的出現，導致南非確診和死亡病例較前兩波疫情高峰時出現大幅激增
。截至記者發稿時，南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計達到 2219316 例，死亡
病例 65142 例，檢測呈陽性率達 24.2%。
7 月 11 日 ， 南 非 總 統 拉 馬 福 薩 宣 布 將 針 對 疫 情 的 四 級 “ 封 鎖
令 ”延長兩周時間，意在防止病毒快速擴散。同時在完成 400 萬以
上人口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的基礎上，南非政府承諾持續加快疫苗接
種速度。
然而，南非前總統祖馬支持者因其入獄而引發的大規模騷亂，
打破了南非政府的原有計劃，從而讓南非抗疫工作前景被蒙上陰影
。目前位於誇祖魯· 納塔爾省和豪登省的騷亂還在持續中，尤其是
在南非疫情重災區豪登省，騷亂除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
，還極大影響到新冠肺炎疫苗整體接種進度，以及加大“超級傳播
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記者在約堡走訪發現，當地醫療機構大多效仿各類商業場所的做
法，通過緊急關閉的方式避免被洗劫一空的風險，但這也導致不少民眾
“求醫無門”，接種疫苗的計劃更是不得不被推遲。
針對上述情況，南非政府當日派出軍隊走上街頭，協助當地警方維
持社會治安，力爭盡快恢復南非社會的正常秩序。不過，13 日下午約堡
個別地區依舊有大規模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發生。

疫情數據連續六日反彈
德國衛生部長呼籲公眾積極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 針對德國新冠疫情數據已連續六日反彈、疫苗接種速度
卻有所下滑的情況，德國聯邦衛生部長施潘提醒稱，此前一天(11 日)德
國接種疫苗劑數已降至今年 2 月以來低點。為此，他再次呼籲德國公眾
積極接種疫苗。
德國疾控機構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和新增死亡人
數分別為 324 人、2 人，截至當天累計確診 3736489 人、死亡 91233 人。
其中，德國官方用於監測疫情嚴峻程度的重要指標“平均每十萬人七日
累積新增確診數”截至 12 日已連續第六日反彈，升至 6.4。
與之相對的則是 11 日的單日接種疫苗劑數僅為 221720。施潘在社交
媒體推特發文稱，“昨天接種疫苗劑數創下了二月以來的最低值。”
施潘強調，與今年二月不同的是，德國當前已經擁有充足的疫苗可
供人們施打。“因此還是那句話——請接種疫苗！”
截至 12 日，德國累計接種 8190 萬劑次疫苗，共有 35437750 人實現完
全接種，占該國總人口數的 42.6?%。
德國總理府當天公布的日程顯示，默克爾將於 13 日與衛生部長
施潘一同視察德國聯邦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默克爾和施
潘預計將同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負責人就該機構當前的任務、計劃
和挑戰，以及德國的疫苗接種工作等議題交換意見，並將在視察結
束後共見記者。

後 ，當時“伊麗莎白女王”號正停
靠在塞浦路斯的利馬索爾港，並批
準船員上岸，病毒可能正是借此機
會“登船”。塞浦路斯正面臨最早
在印度發現的德爾塔變種病毒威脅
，日增逾千宗病例。“伊麗莎白女
王”號在利馬索爾港停留期間，曾
接待多名塞浦路斯要員，包括總統
阿納斯塔夏季斯。
英國皇家海軍發言人表示，航母
戰鬥群的全體船員都已接種兩劑新
冠疫苗，且艦上實施口罩令、社交
距離令、密接者追蹤等防疫措施，
目前只是“在日常檢測時發現少量
船員結果呈陽性”，不會對後續部
署造成影響。
英國國防大臣華萊士表示，當局不

會因航母出現疫情而改變到訪 40 多個國
報道稱，軍艦屬密閉空間，且往往
家的部署計劃。該航母晚些時候將停靠 人員密集，病毒傳播風險極高。2020 年 9
印度、日本、新加坡等地。
月，“伊麗莎白女王”號已被病毒攻陷
一次，被迫推遲航行計劃。
防疫規定形同虛設？
2020 年 12 月 ， 英 國 “ 諾 森 伯 蘭 ”
美英軍艦頻現疫情
號護衛艦也出現疑似病例，不得不中
然而，媒體查看“伊麗莎白女王” 斷 任 務 提 前 回 港 ， 讓 船 員 在 聖 誕 節 期
號社交媒體賬號過去一個多月分享的照 間隔離。
片發現，英國船員並未遵守防疫要求。
美國 亦 有 多 艘 軍 艦 中 招 ， 太 平 洋
例如，他們在紀念美國黑奴獲得解放的 6 艦 隊 4 艘 航 母 無 一 幸 免 ， 其 中 ， “ 羅
月 19 日“六月節”那天，與大量美軍士 斯 福 ” 號 約 5000 名 船 員 中 逾 1200 人
兵在船上餐廳慶祝，但完全沒有保持社 確 診 。 “ 基德”號驅逐艦也有至少 78
交距離意識，亦無人戴口罩。
人確診。
該賬號還放出船員圍在一起觀看歐
2020 年 11 月 ， 美 媒 揭 露 ， 美 國
洲杯比賽的照片，以及在甲板上開運動 “ 邁 克 爾 · 墨 菲 ” 號 導 彈 驅 逐 艦 此 前
會的照片，同樣無人註意保持距離或戴 暴 發 疫 情 ， 300 名 船 員 中 約 四 分 之 一
口罩。
中招。

希臘新冠活躍病例或達 3.6 萬
總理將宣布強製接種疫苗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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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5 例新冠確診
病例，目前累計確診 440872 例；新增死亡
10 例，累計死亡 12802 例。
希臘亞裏士多德大學化學工程學首席
教授德莫斯賽尼斯· 薩利亞尼斯表示，希
臘實際存在的新冠活躍病例數量，可能比
實際測得的數字高出 2.5-3 倍，這意味著，
目前希臘現存的活躍病例數量可能高達 3.6
萬例。
他強調，隨著檢測數量的增加，社區
中發現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數量也會相應
增長。到 8 月 15 日，每天通過檢測確認的
新增病例數量可能會超過 4500 例。
他指出，接種疫苗是遏製病毒擴散的
最有效手段，如果希臘停止疫苗接種工
作 ，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將達到 1.8 萬例。
如果希臘的疫苗接種率只能達到 72%到
73%，希臘日增病例可能會達到 4500 例，
但在 8 月底，疫情將會得到緩解。
他補充說，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尋找替
代方法來保護未接種疫苗的人。他說：
“我不認為會發生大規模的封鎖，但如果
不采取更多措施，我們將來會有大量新增
病例，疫情將會出現數波小高峰。”
希臘政府發言人佩洛尼在舉行的新聞
發布會上稱，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即將宣

布政府關於強製接種
疫苗和餐飲企業運營
框架的決定。
佩洛尼說，德爾
塔變異病毒的極強傳
染性使得希臘進一步
推進疫苗接種工作變得
尤為緊急。媒體此前報
道，希臘政府正在考慮
將包括醫護人員、養老
院工作人員在內的特定
職業人群列入強製接種疫苗的群體。
此外，針對 15 歲至 17 歲年齡組青少年
的新冠疫苗接種平臺將在本周開放。該年
齡段人士接種疫苗采取自願的形式，並且
需要家長提供同意書。
佩洛尼還指出，從希臘的流行病學數據
看，75%的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年齡在34
歲以下，特別是15歲至24歲的年輕人。
感染德爾塔變異病毒的人群中70%的人
年齡在40歲以下。感染變異病毒的住院率為
13%，這些人中都沒有完全接種疫苗。
希臘基礎設施和交通部長科斯塔斯·
卡拉曼利斯表示，為了鼓勵更多的民眾接
種疫苗，政府正在計劃為已經接種疫苗的
人士在購買公交票時，提供一定的優惠。
他說：“我們可以為接種疫苗的人在

購買公交票時提供一些折扣，以此作為激
勵手段。同時也可以為正在考慮接種疫苗
的人提供額外的獎勵。我們需要更多的人
參與接種疫苗才能最終構建起一個安全的
防護網。”
他還提到，現階段不存在針對司機強
製接種疫苗的問題，因為公交車上駕駛員
和後面的乘客之間有隔板，司機們都佩戴
口罩，乘客不能從前門上下車，這已經減
少了司機被感染的風險。
而在羅德島，當地的市政運輸公司董
事會主席迪米特裏斯· 齊齊(DimitrisTsikki)
已通過其個人社交賬號宣布了該公司的打
折計劃。根據這一計劃，從 7 月 19 日起，
公司將向已經接種疫苗的乘客在購買公交
票時提供折扣。

國際最新研究：約 3.1 億年前昆蟲或已開始用翅膀傳播信息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
旗下專業學術期刊《通訊-生物
學》最新發表一篇古生物學研
究論文，研究人員報告了一枚
化石化的昆蟲翅膀，其特征提

供出迄今最早的關於昆蟲利用
翅膀進行交流的證據。這項發
現表明，約 3.1 億年前的石炭紀
晚期，昆蟲可能已開始用翅膀
傳播信息。

該論文介紹，許多昆蟲利
用翅膀的形狀、顏色或聲音吸
引配偶或嚇退捕食者。這些行
為何時以及如何演化尚不明確
，因為在化石化的翅膀上，用
於交流的結構很難和其他功能
的結構相區分。
論文通訊作者、巴黎法國
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安德烈· 內
爾(André Nel)和同事在法國列
萬發現一枚化石化昆蟲翅膀，
屬於此前未鑒定的一種類似蚱
蜢的巨大食肉昆蟲——巨翅目
，最大翅展可達逾 33 厘米，他
們用來自希臘神話的泰坦光明
女神忒伊亞將其命名為 Theiatitan azari(T. azari)。這枚化石化

翅膀早於此前已知最古老的巨
翅目物種以及一種大約存在於
5000 萬年前、被認為用翅膀製
造聲音的昆蟲遺骸。
此 次 研 究 發 現 ， 包 括 T.
azari 在內的一些巨翅目昆蟲，
前翅有多個不同角度和形狀的
面，類似於其他化石或現代昆
蟲翅膀上用來反射光線和產生
聲音用於交流的結構。翅膀的
這類形狀和結構表明，T. azari
或能利用這些面，用翅膀反射
光線或產生劈啪聲進行交流。
論文作者表示，這一發現強
調了在演化史上昆蟲交流中翅膀
的重要意義，而T. azari則是目前
已知用翅膀交流的最古老昆蟲。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日本首相菅義偉 12 日在視察日本中
部的靜岡縣時承諾，將盡一切可能
幫助災區重建工作。7 月早些時候靜
岡縣發生的大規模泥石流災害，已
致 10 人遇難。
7 月 3 日，一場暴雨在熱海
市引發了大規模泥石流災害，
目 前 已 找 到 10 具 遺 體 ， 另 有 18
人失蹤。
“這 是 一 個 超 出 我 想 象 的 場
景，”菅義偉在視察災區後說，
並補充稱“政府將盡其所能”提
供幫助。
據報道，包括警察、消防員和
自衛隊人員在內的約 1700 人，繼續
在建築物倒塌、泥土和殘骸堆積的
地區尋找失蹤人員。
12 日 早 些 時 候 ， 日 本 內 閣 官
房長官加藤勝信說，政府將“竭
盡全力”幫助搜救工作，並“迅
速做出反應，恢復受災民眾的生
活”。
據當地政府稱，受停水影響的
家庭數量已從 10 日的 500 戶減少到
約 160 戶，另有 160 戶仍然沒有電力
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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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靜岡縣泥石流已致 10 死
菅義偉視察災區承諾重建

名
7 工作人員身體不適
日本一核電站發生硫化氫泄漏

綜合報導 日本宮城縣的女川核電站 12 日發生硫
化氫泄漏事故，7 名吸入該氣體的工作人員感到身體不
適，其中 2 人入院接受治療。
13 日，負責女川核電站運營工作的東北電力公司
對此次事故進行公告，表示泄露的硫化氫原本保存在 1
號機組廢棄物處理廠房內的儲存罐內，硫化氫可能是
通過管道，進入工作人員所在的 2 號機組控製室內。
東北電力公司還表示，7 名工作人員因吸入硫化氫
感到身體不適，並在 12 日到院治療。其中 1 人被診斷
為硫化氫中毒，12 日開始住院，13 日出院。其余 6 人
在家中療養，但有 1 人 13 日因身體不適，到醫院接受
檢查後決定住院觀察。另外，7 人中，除了 12 日被診
斷不需要復查的 1 人以外，其余 6 人將於 14 日接受復
查。
此外，東北電力公司還稱，此次事件不會對核電
站的安全性產生影響，公司會在查明原因的基礎上，
努力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值得一提的是，女川核電站是距離日本“3· 11”
大地震震源最近的核電站，曾遭遇地震搖晃和海嘯。
地震發生後，女川核電站 2 號機組停運。
在經過長時間審議後，日本原子能管製委員會在
2020 年 2 月 26 日認定，女川核電站 2 號機組達到重啟
標準。2020 年 11 月 11 日，宮城縣知事村井嘉浩以“核
電站具有優良的電力穩定供給性，也有助於地區經濟的發展”為由
表示同意重啟。至此，重啟所需的當地同意手續已經完成，東北電
力計劃在安全對策工程預計完工的 2022 年以後重啟女川核電站。

綜合報導 據越南胡誌明證券交易所
稱，受到疫情影響以及散戶化交易程度
越來越高等因素的影響，7 月上旬越南
股市出現暴跌。胡誌明指數最大跌幅接
近 6%，收盤跌幅仍接近 4%。據統計，
越南市場金融股一度下跌近 10%，指數
權重股西貢河內商業下跌 7.7%。分析人
士認為，這種現象首先可能與越南疫情
有關。越南衛生部上周日報告新增將近
2000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大多數病例
在越南的金融中心胡誌明市。
2021 年 上 半 年 ， 越 南 股 市 漲 幅 居
全球首位，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越
南 指 數 上 漲 近 70% 。 與 此 同 時 ， 越 南
股市 5 月開戶數創下新高。然而，在
這種大幅度上漲的背後，外資卻在陸
續離場。據當地分析人士表示，與越
南國內投資者的增長相反，外資一直
處在對股票凈拋售的趨勢中，今年前
五個月，在越南的外國投資者凈賣出
近 31 萬億越南盾的股票，達到了去年
同期的兩倍。
東南亞近期的疫情形勢非常不樂觀
。越南、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新冠
確診病例數都在連續創新高。有專家表
示，越南股市出現的震蕩仍將持續一段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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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股市暴跌或與疫情有關
外資陸續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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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日新增病例超過印度
印尼成亞洲疫情新“震中”？
印度尼西亞單日新增5萬新冠確診病例， 床位就會爆滿；目前這兩個地方的病床使用 性的道德失敗”。
超過印度成為亞洲地區的疫情新“震中”， 率分別是 86%和 90%。 盡管印尼疫情嚴峻
根據彭博社的新冠疫苗追蹤數據，印尼
同時是確診及死亡病例最高的東南亞國家。
，但目前的單日新增病例數仍遠低於印度在 只有約一成人口接種了疫苗，印度則有 14%
5 月份日增 40 萬例的峰值水平。印尼至今累 ，比富裕國家如美國的 52%和歐洲聯盟的
【德爾塔變種病毒肆虐 公共衛生系統 計確診病例數超過 260 萬例，不到印度逾 46%少很多。疫苗接種量低使得發展中國家
瀕臨崩潰】
3000 萬例的十分之一。
經歷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不斷增加的打擊。
印尼的新冠確診病例6月中起節節攀升，
不過，印度的總人口相當於印尼的五倍
印尼本月每天平均只施打70萬劑冠病疫苗，
12日和13日連續兩天新增4萬起，14日更首次 左右，而印度 13 日的新增病例降至 3.3 萬例 低於當局定下的100萬劑目標。衛生當局指這是因
超過 5 萬，達 54517 起，是歷來最高；此前一 以下，這意味著與印尼相比，印度的災難性 為疫苗供應短缺所致，當局希望下個月接收到更
個月，印尼的單日新增病例都不到1萬起。
疫情已有消退跡象。印尼的新冠檢測呈陽率 多疫苗後，能提高接種量至每天200萬劑。
據報道，印尼的疫情暴發主要是德爾塔變種 是 27%，遠遠高於印度的 2%。
病毒正在爪哇島以外地區肆虐，印尼當局擔心，
這種傳染性更強的變種病毒可能令醫務人員壓力
【全球疫苗分布不均，釀印尼疫情惡果】
劇增，以及耗盡藥物和醫用氧氣的供應。
《聯合早報》稱，印尼的疫情凸顯了全
印尼衛生部長布迪指出，如果無法控製 球疫苗分布不均的後果，富裕國家掌握更多
這波疫情，首都雅加達和日惹恐將成為“重 的疫苗供應，貧窮地區則暴露在德爾塔等變
災區”。他說，若接下來兩周新增病例持續 種病毒的風險之中。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
攀升，雅加達和日惹醫院的隔離和加護病房 德塞此前稱，這個日益擴大的鴻溝是“災難

中國焦點

2021年7月17日（星期六）

星期日

2021年7月18日

深度中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Sunday, July 18, 2021

1

A6



=$



在中國生活的第 15 個年頭，38 歲的
《中國日報》美籍記者 Erik Nilsson（中
文名“聶子瑞”），完成了他又一本關於
中國的新書《太陽升起：“美國小哥”見
證中國扶貧奇跡》。聶子瑞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自 2006 年以來他走遍了中國的
每一個省份，報道扶貧、救災、民生發展
等新聞題材。他很喜歡網民送的“美國小
哥”稱號，“我覺得這個稱呼很親切、很
‘中國’，希望未來歲月繼續生活在中
國，繼續見證講述中國故事”。“到地震
的廢墟中去，到沙漠去，到山區去，到中
國人民中去”，聶子瑞說：“了解中國就
像剝洋葱，你剝下一層以為對它了解了一
些，但是馬上就有另一層，一層一層，即
使你花一輩子也了解不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 聶子瑞跟藏族牧民
一起露營時騎犛牛，
一起露營時騎犛牛
，這
張圖片也是他現在的微
信頭像。
信頭像
。 受訪者供圖

在華報道 年 見證扶貧奇跡

#

美籍記者聶子瑞：

“到地震的廢墟中去，到山區去，到中國人民中去”

15

● 聶子瑞同青海藏區學生們在一起。

22歲時，聶子瑞得到在《中國日報》實習的
機會第一次來中國，當時只打算在中國待
一年。“我最初計劃成為一名報道地區衝突的戰
地記者，從來沒有考慮過亞洲，更不用說中國
了。”沒想到那一次來到中國之後他再也沒有離
開。在來中國的第三年，他就決定留下來，通過
新聞媒體向世界講述中國的故事。

15次採訪汶川：
“中國讓不可能成為現實”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發生時，聶子瑞還在美
國舉行婚禮，返回中國後他當即決定去災區。此
後 5 年時間裏，聶子瑞先後 15 次採訪災區，直到
重建基本完成。
對於聶子瑞而言，近 8 個月的採訪，讓他對
“中國力量”有了深刻的認識：貧困和地理環境
所導致的悲劇終在救援和重建中被改變。在生命
逝去的地方，人們重拾希望，災區一步步從地獄
走到天堂。他說，一次次前往災區的過程徹底改
變了他對自身、他人和整個世界的看法，改變了
他對生死的態度。“目睹震後重建的過程刷新了
我對中國的認知，我看到中國不僅讓不可能的事
情成為可能，更讓它們成為現實。”

民間善意澆灌 震後孩童重獲新生
在災區，有很多人讓他至今印象深刻，這其
中就有他的乾媽王志航。這位當時 57 歲的女性
幫助了 140 多個在地震中致殘的青少年，其中 70
多人都叫她“乾媽”，而聶子瑞是王志航第一個
外籍“乾兒子”。
王志航把很多錢都花在了孩子們身上，甚至
把“一切”都給了孩子們。她希望全世界都知道
這些孩子們有多麼勇敢，地震奪去了他們的雙
腿，但他們卻沒有放棄生活的希望。聶子瑞認
為，對於這些孩子來說，王志航相當於西方人說
的“教母”。
聶子瑞還採訪了地震後迎接 108 個“羅漢
娃”出生的住持素全法師，對這位法師的採訪讓
他感觸良多。素全告訴聶子瑞，並不希望在羅漢
寺出生的孩子們來看望他，只希望孩子們好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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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幫助別人。雖然素全不希望被打擾，但震後
出生的這些孩子們所帶來的歡樂和希望是讓人無
法抗拒的。在地震過去一年後的 2009 年 5 月 13
日，羅漢寺出生的 108 名“羅漢娃”在什邡市北
京小學舉行集體生日會，懷抱羅漢娃的素全法師
滿臉笑意。
“對我來說，在中國最邊遠的各個角落親眼
看到這些扶貧政策落地成為現實，這本身就不可
思議。”報道中國脫貧工作是聶子瑞的工作中非
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他看來，“很少有國家能
像中國一樣，將扶貧工作列為國家優先事項”。

組建義工團隊 多次前去青海支援
最 令 聶 子 瑞 牽 掛 的 還 是 青 海 藏 區 。 2011
年，當得知青海玉樹曲麻萊縣葉格鄉的小學由於
沒有通電，孩子們在天黑後無法學習時，聶子瑞
當即決定給那所小學買一塊太陽能電池板。此
後，他親自帶着太陽能板來到了青藏高原。這一
次旅程，也將他與青藏高原緊密聯繫在一起，無
法分離。
葉格鄉的實地走訪令聶子瑞震驚不已。當地
牧民大多是文盲，孩子們是第一代能寫會算的。
七十多名孩子擠在 7 頂帳篷裏，睡的是沒有鋪墊
的木板。帳篷裏沒電，天一暗就漆黑一片。“沒
有電，學校就像個監獄。”在聶子瑞的幫助下，
帳篷裏安上了兩塊太陽能電池板，晚上孩子們終
於可以學習了。
隨後，他又幫助麻萊縣的其他學校全部裝上
了太陽能發電板，讓學校孩子能正常用電。他還
組建了義工團隊，多次前去青海支援，向學校捐
贈電腦、圖書、衣服等物品。慢慢地，更多適齡
兒童願意去上學了，“電瞬間改變了葉格鄉的教
育格局”。
隨着政府脫貧攻堅工作的不斷推進，當地發
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 2019 年聶子瑞再次前
往青海時，他看到了寬闊的道路、便利的交通，
還有人們幸福的笑臉。“如果汶川是讓我在看似
沒有光明的地方找到光明，青海則讓我在看似不
可能找到光明的地方創造了光明。”

結識基層黨員“掛壁天渠”震動內心
從一名初來中國的年輕實習記者到現在走遍中
國的“美國小哥”，十幾年的深入報道，聶子瑞親
眼看到了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如何在中國共產黨帶領
下一步步擺脫貧窮。不管是汶川、玉樹地震災區採
訪，探訪麻風村，還是與青藏高原上的牧民同吃同
住，每一個省份巨變背後的故事都成為聶子瑞筆下
的生動素材。
在採訪報道過程中，聶子瑞結識了很多基層中
國共產黨員，“無數基層幹部成為中國扶貧奇跡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了堅
持 22 年植樹造林的陝西安塞南溝村村長，還有江西
幫助百香果果農運營電子商務和直播業務的基層幹
部。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貴州草王壩村的“愚公”

黃大發，這位前村黨支部書記帶領村民用鑿子在三
座陡峭的絕壁上鑿出一條水渠，以緩解水資源極度
短缺的問題。
今年 86 歲的黃大發日前剛剛獲授中國共產黨的
最高榮譽“七一勳章”。1958 年，黃大發當選草王
壩大隊大隊長。他許下承諾“一定要想方設法通上
水，讓大家吃上米飯”。這句話成了黃大發的人生
信條。由公社牽頭，村裏組成施工隊，黃大發任指
揮長，開始修建“紅旗大溝”，打通隧道建成溝
渠，引來大山背後的螺絲河水。
由於資金、技術有限等原因，工程只打通了 116
米長的隧道，水渠後來被廢棄。但黃大發並沒有放
棄，因為他心中始終有一個執念：我是村支書，有

責任修通水渠，解決村裏人畜飲水問題，改變貧困
現狀。1989 年，54 歲的黃大發向組織申請到楓香水
利站跟班學習水利知識和開鑿技術。經過多方奔走
和申請，1992 年底，修渠工程終於立項。1994 年，
水渠的主渠貫通，河水第一次滿滿當當地流進草王
壩村。群眾以黃大發的名字給這條渠命名為“大發
渠”。
聶子瑞回憶，自己站到“掛壁天渠”時，心裏
害怕極了，無法想像在技術手段都很落後的情況下
這條天渠的誕生歷經了多少磨難。但聽完黃大發講
述後，聶子瑞找到了答案。因為當他問黃大發冒着
生命危險鑿渠是否害怕時，黃大發告訴他，自己修
渠決心很大，“要拿生命去換” 。

● 聶子瑞 2016 年榮獲“中國政府友誼
獎”，成為歷史上最年輕的外國獲獎者。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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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y 認為在扎
實的基礎下，
實的基礎下
，廣
彩有很大的自由
度和發揮空間。
度和發揮空間
。

勿遺忘傳統手工藝之二

●廣彩製作技
藝大師何廖綺
玲（左）和當
代藝術家嚴惠
蕙。

在既講求迎合科技的速度，同時又着重放慢腳步的
年代，就像菲林相機雙重曝光的功能一樣，出現了重影、
兩個主題交疊微妙的視覺效果。要是將身處的這個時代幻
化成一張照片，或許能捕捉到因為時代更迭而產生新舊交
替的“瞬間”。擁有百多年歷史的香港，似從老化到活化
之間的瓶頸中漸漸找到出口，無論參與者或者是感興趣的
人，應該怎樣為逐漸被遺忘或者淘汰的日常，扮演好自己
的角色。如何為這些產物製造更豐富的未來？漁網編織、
金屬工藝、廣彩工藝、紮作、剪紙、吹糖、麵塑、蒸籠製
作等都因為工藝師退休和轉行，傳統技藝面臨失存的危
機，大眾要珍惜和重視一些平凡人中的奇才。

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
國家級非遺名錄”
”的廣彩製作

珍惜平凡人中的奇才 防技藝失傳
廣彩工藝師將未經上色及繪畫的素色瓷器稱為“
廣彩工藝師將未經上色及繪畫的素色瓷器稱為
“白胎
白胎”，
”，經
經
過清洗以及底部磨光的過程，
過清洗以及底部磨光的過程
， 猶如白紙一張
猶如白紙一張，
， 任由工藝師利用
色彩給瓷器賦予靈魂、
色彩給瓷器賦予靈魂
、 陶造新生命
陶造新生命。
。 廣彩既用於實用的器
皿，也是一件件藝術品
也是一件件藝術品，
，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師傅親手在白
胎中刻畫、
胎中刻畫
、記錄屬於
記錄屬於“
“當下
當下”
”的故事
的故事，
，尤其值得被珍重
尤其值得被珍重。
。
即使廣彩製作技藝於 2008 年被列入
年被列入“
“ 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
文化遺產名錄
”，但它在香港並沒有高傲的姿態
但它在香港並沒有高傲的姿態，
，反而繼
續平實地活在大眾的生活當中。
續平實地活在大眾的生活當中
。 然而
然而，
， 即使廣彩的技藝

題的廣
境”作為主
仙
遊
夢
絲
●以“愛麗
彩瓷器。

找到最佳接棒人，
找到最佳接棒人
，還是要面臨失傳的命運
還是要面臨失傳的命運。
。而所謂承傳能
否抓到廣彩的痛點，
否抓到廣彩的痛點
， 在它面臨
在它面臨“
“ 命危
命危”
” 的時候給它適時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信途人不難被早前的 “ 賽馬會
信途人不難被早前的“
賽馬會‘
‘傳．
創’非遺教育計劃
非遺教育計劃”
”周年展覽所吸引
周年展覽所吸引。
。
展覽展出由本地來自不同背景的學員創
作的逾 500 件本土作品
件本土作品，
，它們都糅合了
研究、
研究
、教育和活化三大元素
教育和活化三大元素，
，延續了香
港其中九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奇，
港其中九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奇
，當
中一項就包括了廣彩製作技藝。
中一項就包括了廣彩製作技藝
。從上而
下、從左至右
從左至右，
，廣彩瓷器整齊地排列於
展廳一邊的牆上，
展廳一邊的牆上
，前來的人能夠一睹以
傳統廣彩技藝作為基礎，
傳統廣彩技藝作為基礎
，同時注入當代
藝術元素的廣彩瓷碟和瓷勺，
藝術元素的廣彩瓷碟和瓷勺
，比如是當
今為人熟悉的風景、
今為人熟悉的風景
、事物
事物、
、語句
語句，
，甚至
也有動畫故事的情節。
也有動畫故事的情節
。有別於傳統的廣
彩瓷器，
彩瓷器
，本次展覽顯得分外創新和個性
化。

靈活性帶動廣彩變
“潮”
廣彩製作技藝大師何廖綺玲（
廣彩製作技藝大師何廖綺玲
（Bet
Bet-ty）在這個計劃中夥拍當代藝術家嚴惠
ty）
蕙 （Florence
Florence），
），帶領一些中學生
帶領一些中學生，
，穿
梭於昔日傳統廣彩製作與當今世代，
梭於昔日傳統廣彩製作與當今世代
，不
單單將工藝的知識與技巧傳授，
單單將工藝的知識與技巧傳授
，同時也
在過程中，
在過程中
， 讓學員認識廣彩的歷史背
景，一同為廣彩的未來尋覓新的路向
一同為廣彩的未來尋覓新的路向，
，
創作出帶有個人風格和特色的廣彩瓷
器 。“
。“很多人覺得廣彩製作是夕陽行
很多人覺得廣彩製作是夕陽行
業，逐漸式微
逐漸式微。
。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認
為，因為香港人一直都有靈活變通的能
力。”
。”Florence
Florence 舉例
舉例，
，過去因為廣彩的
物料，
物料
，而再無法出口的一些器皿
而再無法出口的一些器皿，
，後來
成功被轉換成花瓶或者燈座出口出售。
成功被轉換成花瓶或者燈座出口出售
。
同樣，
同樣
，本次帶着學員一起創作
本次帶着學員一起創作，
，為廣彩
找到了突破口，
找到了突破口
，不但沒有收窄廣彩的可
能性，
能性
，甚至帶動廣彩這個手工工業變得
越來越“
越來越
“潮”。
Betty 和 Florence 各自帶着不同的原
因迷上了廣彩製作技藝，
因迷上了廣彩製作技藝
，也因為它而遇
上了彼此。
上了彼此
。 作為活躍於彩瓷界的畫家
Betty 分享到自己在鄉村長大
分享到自己在鄉村長大，
，本身就鍾
情於色彩和陶泥，
情於色彩和陶泥
， 對顏色既敏感也執
着，所以廣彩的製作就自然滿足到她對
這方面的追求和慾望。
這方面的追求和慾望
。Florence 是香港
陶瓷研究會的創會會長，
陶瓷研究會的創會會長
，同樣對藝術和
陶藝教育工作相當投入，
陶藝教育工作相當投入
，因此在整理有
關陶藝的口述歷史、
關陶藝的口述歷史
、 資料和文物的時
候，對廣彩產生了興趣
對廣彩產生了興趣，
，也逐漸投放更
多的心力在廣彩之中。
多的心力在廣彩之中
。
“ 最吸引我的是廣彩和香港的關

係。”
。”Florence
Florence 發現廣彩的內涵
分別來自不同方面，
分別來自不同方面
，它的藝術形
式和傳統固然重要，
式和傳統固然重要
，她還提到
她還提到，
，隨
着歷史的長河一路流動，
着歷史的長河一路流動
，上世紀的人
口也在變化，
口也在變化
，部分內地的廣彩師傅遷到
香港，
香港
，然後落地生根
然後落地生根。
。他們在廣彩製作
的時候，
的時候
，慢慢將眼前香港的特色
慢慢將眼前香港的特色、
、元素
和生活細節滲透在瓷器之中。“
和生活細節滲透在瓷器之中
。“我對這
我對這
段歷史很感興趣，
段歷史很感興趣
，從中我更深入了解到
自己出生的地方。”
自己出生的地方
。”Florence
Florence 認為英治
時期的香港有很多帶本土特色的生活和
文化，
文化
，是大家共同擁有的歷史
是大家共同擁有的歷史，
，所以香
港的廣彩很容易讓人找到共鳴感。
港的廣彩很容易讓人找到共鳴感
。
不少人對廣彩的背景並不陌生。
不少人對廣彩的背景並不陌生
。內
地景德鎮自十八世紀初已經開始有瓷
器，後來輾轉帶來香港
後來輾轉帶來香港，
，業界承載了一
股“中國熱
中國熱”，
”，深受當時來自西方國家
深受當時來自西方國家
的人歡迎。
的人歡迎
。彩瓷不但是當時的貢品
彩瓷不但是當時的貢品，
，也
成為出售到其他地方的外銷瓷。
成為出售到其他地方的外銷瓷
。Betty 提
到 ， 過去很多外國人喜歡訂製廣彩瓷
器，當中的
當中的“
“紋章瓷
紋章瓷”
”能夠表現家族地
位和身份；“
位和身份
；“觀賞瓷
觀賞瓷”
”較多刻畫風景和
宗教信仰的象徵，
宗教信仰的象徵
， 往往跟生活息息相
關；“
；“嘜頭瓷
嘜頭瓷”
”大多用來紀念當時所發
生的事情。“
生的事情
。“用廣彩的風格和技巧去畫
用廣彩的風格和技巧去畫
香港彩瓷的時候，
香港彩瓷的時候
，廣彩的用途被發揮得
淋漓盡致。”
淋漓盡致
。”Betty
Betty 續以實用的
續以實用的“
“ 嘜頭
瓷”為例
為例，
，它經常被餐館
它經常被餐館、
、酒店和茶樓
所訂購，
所訂購
，因為瓷器上會畫有一個地方或
者機構的商標，
者機構的商標
，便於辨別性質和品牌
便於辨別性質和品牌。
。
而這個概念後來亦被一些商業機構所採
納，例如是迴轉壽司的餐廳
例如是迴轉壽司的餐廳，
，裏面的碟
都用顏色來區分價錢，
都用顏色來區分價錢
，這種做法對於人
們來說都是熟悉的日常。“
們來說都是熟悉的日常
。“但凡與生活
但凡與生活
同步的工藝品才能吸引人，
同步的工藝品才能吸引人
， 才能有感
情。”
。”Betty
Betty 認為這種從實用的價值延伸
出來的工藝品特別容易勾起人們的回憶
與情感。
與情感
。

◀計劃帶
動廣彩技
藝此手工
工業變得
越 來 越
“潮”。

他生活中經常忽略的美，這些都展現在
他生活中經常忽略的美，
瓷器有限且無限的空間裏面。“
瓷器有限且無限的空間裏面
。“這個空
這個空
間不單單是裝飾，
間不單單是裝飾
，而每個人都可以視它
為一個表達的場域。”
為一個表達的場域
。”Florence
Florence 認為除
去廣彩實際的用途，
去廣彩實際的用途
，它還可以是跨越時
空的通道、
空的通道
、歷史場景的描繪
歷史場景的描繪，
，同時也是
個人慾望、
個人慾望
、想法
想法、
、夢境
夢境、
、抽象的表達
抽象的表達，
，
甚至是一種身份的展示。“
甚至是一種身份的展示
。“包容的精神
包容的精神
是廣彩的 DNA
DNA。”
。”Florence
Florence 提到廣彩當
年出海到商埠的時候都是在回應世界各地
的需求，
的需求
，到了今天廣彩吸納和迎合新事物
的胸襟依然存在。
的胸襟依然存在
。被問到傳統和當代之間
應如何取捨，
應如何取捨
，Betty
Betty雖然相當贊同
雖然相當贊同Florence
Florence
的見解，
的見解
，卻提醒喜歡學習廣彩技藝的人即
使刻畫的內容能夠貼近生活，
使刻畫的內容能夠貼近生活
，也有相當大
的自由度，
的自由度
，但不能
但不能“
“無根
無根”
”地去做
地去做。“
。“我
我
怕年輕人飛得太快，
怕年輕人飛得太快
，我要讓他們必須打好
廣彩技藝的根基。”
廣彩技藝的根基
。”
Betty 提到廣彩裏面有一個工匠精益
求精的精神，
求精的精神
， 因為它是科技無法替代
的，而且它屬於人與人之間的傳承
而且它屬於人與人之間的傳承，
，她
希望學員可以在廣彩技藝中首先體驗到
這種精神。
這種精神
。“藝術創意是沒有界線的
藝術創意是沒有界線的，
，但
是觸及到傳統技藝，
是觸及到傳統技藝
，就一定要把握好當中
的基礎和技巧。”
的基礎和技巧
。”Betty
Betty盼學員接觸廣彩以
盼學員接觸廣彩以
後，能夠拿捏好這門工藝的規範
能夠拿捏好這門工藝的規範，
，緊握着
它的根去發揮，
它的根去發揮
，她相信學員學習到某個階
段就會將技巧內化，
段就會將技巧內化
，再從成
再從成熟的階
熟的階段
段開始
創新。
創新
。

●有別於傳統的廣彩瓷器，本次展覽
顯得分外創新和個性化。

包容精神是廣彩的 DNA
近幾年 Betty 到一間設計學院任教
到一間設計學院任教，
，
學生的畫風也很貼近現代的生活狀態。
學生的畫風也很貼近現代的生活狀態。
她舉例，
她舉例
，有同學在瓷器上畫長洲的搶包
山、麻雀的牌局
麻雀的牌局、
、飛行器等
飛行器等，
，將生活精
彩的部分透過廣彩表達，
彩的部分透過廣彩表達
，無論是觀賞還
是使用彩瓷的人，
是使用彩瓷的人
，都能通過觸感和視覺
觀感跟畫家形成交流。
觀感跟畫家形成交流
。
而在本次的展覽中，
而在本次的展覽中
，前來的人都能
在廣彩瓷器中欣賞到學員在日本旅行時
看見的風景、
看見的風景
、電影的主角
電影的主角、
、寵物以及其

●Betty 廣彩瓷
器的作品。

●Betty（右二）、Florence（左一）
以及計劃中學員的合照。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覽還
廣彩瓷碟，展
●除了一般的
。
作的瓷勺
展出了學員創

傳承廣彩色粉面臨困境
先不提平日的工作坊、課程、展覽或者其他宣傳報道，單看本次參與
計劃的學員人數，香港顯然不缺對廣彩感興趣的人。然而，廣彩仍然有傳承
的迫切性，不但是因為行內的師傅很多都步入晚年，剩下很少有資歷的師傅
繼續製作廣彩。更重要的是廣彩技藝最關鍵性的物料也快要失傳。“香港的
廣彩現在面臨的困境還是蠻嚴峻的。”根據 Betty 形容，廣彩師傅一直以來
都是依賴廣州供港的色粉，而當地的色粉則是早一代所做的，做完以後就一
瓶瓶被存起來，但存了一段時間被不同的廣彩師傅用着用着就很快用完。
“你或許會問，色粉用完不是再做就可以了嗎？”Betty 透露調教色粉其實
需要很多技巧，當中還涉及到很多商業秘密，僅是這個原因很多調配色粉的
公式都不會被公開。
除此以外，Betty 還提到即使有色粉可以購買，過去大部分時候廣彩師
傅都是特意到內地一趟將它們運回香港，所以一次運輸的存量並不會很多。
疫情關係師傅無法到內地去，加上色粉的公式逐漸消逝，相比起缺廣彩的接
班人，香港廣彩師傅缺乏更多是色粉的承傳。作為廣彩技藝師傅之一的 Betty，在不斷跟其他更資深、
更有經驗的大師學習的過
程中就深深感受到色粉承
傳刻不容緩。“唯一將傳
統廣彩的色調保存的方法
就是抓緊現在還在的師
傅，因為只有他們試過落
手落腳開粉。現在真的只
靠口耳相傳。”Betty 希望
早日能夠找到最合適的公
式，將色粉給學員繼續練
習，因為這是談廣彩的傳
●廣彩的色粉面臨着失傳的危機。
承、創新的大前提。

59

E

K11
港鐵尖沙咀站和尖東站交匯處的
購物藝術館外每天都熙熙攘攘，
購物藝術館外每天都熙熙攘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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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傳播者的爆發 現在仍然干擾消滅冠狀病毒的努力
現在增加疫苗接種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依然很重要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最初在美國播下冠狀病
毒的超級傳播者事件現在使大流行正在繼續蔓延，專
家指出人類行為和社交圈是主要驅動病毒的傳播因素
。 即使美國接近一半人口完全接種疫苗，病毒的傳播
問題仍然存在。 6 月下旬，在德州南部的一個教堂營
地，爆發與超過 125 例新冠病毒 病例有關。 伊利諾
伊州中部的 85 起感染被追溯到 6 月中旬的夏令營。
國際上也出現了類似的例子：6 月 26 日在荷蘭舉行的
迪斯科舞會後來與 160 例新病例有關，在墨西哥奇瓦
瓦市舉行的墨西哥小姐選美比賽在近一半的參賽者檢
測呈陽性後於 7 月初被縮短。 美國政府和各個州都
嘗試使用許多激勵條款來吸引和鼓勵年輕人接種疫苗
。如果疫苗接種總體上有所改善並且人們保持警惕，
可能會避免夏季激增。
在整個大流行期間，超級傳播者將病毒傳播給許
多其他人的受感染者，助長了感染群，使病毒難以控
制。 現在，隨著傳染性更強的病毒 delta 變種在美國
和世界各地傳播，專家警告說，如果沒有足夠的緩解
措施，超級傳播者事件將對脆弱社區構成重大威脅，
並有可能危及來之不易的防疫成果。 霍普金斯大學傳
染病副教授大衛道迪說：這不僅與變異有關，還與人
們的互動方式有關。現在，人們減少了距離，減少了
戴口罩，人們參加了更大的聚會，並且同時，疫苗接

種率並沒有上升。 所有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可以創造一
場大風暴，增加新傳輸失控的可能性。
總體而言，疫苗有助於抵禦大規模爆發，但隨著
高度傳播的 delta 變種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傳播，疫苗
接種率滯後的地區面臨重大風險。 人與人密切互動，
沒有廣泛接種疫苗，仍有大規模爆發的風險。 加州
初創公司 The Public Health Company 的首席數據科
學家 Joshua Batson 表示，防止 delta 變異引起的感
染激增的一種方法是最大限度地減少超級傳播者事件
發生的爆發。這涉及加倍加大疫苗接種力度，並在疫
情爆發的地區重新實施某些限制，例如社交距離和戴
口罩的規定。
自大流行初期以來，超級傳播者在傳播病毒方面
發揮了巨大作用。有三種主要力量推動了 新冠病毒
的傳播。首先是病毒自身的生物學特性，它決定了它
的傳染性和傳播的容易程度。第二個力量是暴露於病
毒的人群的易感性。第三個因素是該人群的行為，即
他們如何相互作用並為病毒傳播提供機會。 “與去年
相比，這三種力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雖然疫苗使美
國的許多人對這種病毒的敏感性降低，但 delta 變體
的傳播性更強，並且在大流行高峰期為減緩傳播而實
施的許多限制措施已被取消。

美國債務已突破 28萬億元每個公民背負
美國債務已突破28
萬億元每個公民背負88.5 萬元的高債務
大多數美國人需要一個堅定而穩定的政策和環境來恢復經濟

美國政府和各個州都嘗試使用許多激勵條款來吸引和鼓勵年輕人接種疫苗

與此同時，
截 至 2021 年
第二季度，
美國聯邦債
務總額已經
突 破 28 萬 億
美元，
美元
，並且還在不斷攀升
並且還在不斷攀升。
。平均計算
平均計算，
，每個美國公
民（男人
男人，
，女人和孩子
女人和孩子）
）為此背負的債務為 8.5 萬
美元，
美元
，而每個家庭都需要背負 21
21..8 萬美元的債務
萬美元的債務，
，
為史上最高。
為史上最高
。 美國聯邦債務總額與 GDP 的比率現
在達到創紀錄的 132
132..6％ ， 這一比例比 2000 年增加
了 105
105..55
55%
%。不用多久
不用多久，
，美國聯邦的債務總額可能
就會突破 30 萬億美元
萬億美元。
。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或已提
前步入債務危機的陷阱之中。
前步入債務危機的陷阱之中
。迄今
迄今，
，2400 萬美國人
說他們幾乎沒有錢支付下個月的房租。
說他們幾乎沒有錢支付下個月的房租
。 一旦全球
大買家拋售美債，
大買家拋售美債
，美國經濟將受到難以想象的的損
傷 。 美國媒體 CNBC 和外媒也報道稱
和外媒也報道稱，
， 當全球大
買家大舉拋售美債時，
買家大舉拋售美債時
，美國經濟受到的沖擊可能會
是“核”級別的
級別的，
，這或將加速美國債務的危機
這或將加速美國債務的危機。
。事
實上，
實上
，
美聯儲是制造通脹和債務的幕後推手，
美聯儲是制造通脹和債務的幕後推手
，
因為
美國聯邦債務總額與 GDP 的比率現在達到創紀錄的 132
132..6％，這一比例比 2000 年
美聯儲濫印鈔票導致美元價值被掏空，
美聯儲濫印鈔票導致美元價值被掏空
，最後導致一
增加了 105
105..55
55%
%。不用多久
不用多久，
，美國聯邦的債務總額可能就會突破 30 萬億美元
萬億美元。
。
些債務嚴重的地區富人因個人儲蓄縮水而出現了逃
離現象。
離現象
。 截止 2020 年 ， 美國債務赤字相比 1989 年
(休士頓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秦鴻鈞報導）
）自 2021 年 3 月以來
月以來，
，美聯儲和美國財
增加了了
7
倍
，
債務規模持續膨脹，
債務規模持續膨脹
，目前已經突破 28 萬億美元
萬億美元，
，
政部不斷用大幅印鈔的方式，
政部不斷用大幅印鈔的方式
，來試圖拯救陷入危機的美國經濟
來試圖拯救陷入危機的美國經濟。
。

但這終將會引發巨量債務，使得全球減少對美元的需求
但這終將會引發巨量債務，
使得全球減少對美元的需求。
。迄今
迄今，
，
全球央行已經連續 24 個月大幅度拋售 9865 億美元的美債證實了
這一事實。
這一事實
。
在大流行之前，
在大流行之前
，已經有非常高百分比的美國人手頭沒有 400
美元的現金來應付意外的困難。
美元的現金來應付意外的困難
。由於流行病使社會活動變得困難
，因此大多數美國人減少支出
因此大多數美國人減少支出，
，有 64
64％的人表示他們減少外出就
％的人表示他們減少外出就
餐或外賣的支出，
餐或外賣的支出
，61
61％的人減少瞭在音樂會或電影等娛樂上的支
％的人減少瞭在音樂會或電影等娛樂上的支
出，而 55
55％的人減少服裝購買
％的人減少服裝購買，
，52
52％的人減少旅行支出
％的人減少旅行支出。
。27
27％的
％的
受訪者還表示，
受訪者還表示
，他們承擔了超過 1 萬美元的債務
萬美元的債務。
。研究表明
研究表明，
，在
美國，
美國
，大多數的財富集中在美國 0.1％少數精英的手中
％少數精英的手中。
。對於大
多數美國工薪階層來說，
多數美國工薪階層來說
， 實際工資幾十年來幾乎沒有變動
實際工資幾十年來幾乎沒有變動。
。目
前 0.5%的銀行利率會導致人們因高通脹和美元貶值而讓放在銀行
的定期存單承受損失，
的定期存單承受損失
，這使得努力工作的人在沒有任何幫助的情
況下賠了錢。
況下賠了錢
。
美國國稅局國內移民數據顯示伊利諾伊州人有超過 6000 名
百萬富翁逃離瞭該州，
百萬富翁逃離瞭該州
，事實上
事實上，
，美國不少大城市也正在面臨著相
同的困境，
同的困境
，而發生這種富人逃離的現象在其他高稅州也很明顯
而發生這種富人逃離的現象在其他高稅州也很明顯。
。
美媒稱，
美媒稱
， 據美國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受托人報告顯示
據美國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受托人報告顯示，
， 到 2035
年，美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將被耗盡
美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將被耗盡。
。與此同時
與此同時，
，夏威夷
夏威夷、
、密西西
比、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康涅狄格
康涅狄格、
、西弗吉尼亞
西弗吉尼亞、
、路易斯安那和懷俄明等
州的富人基本從他們高州稅州湧向佛羅裡達州、
州的富人基本從他們高州稅州湧向佛羅裡達州
、亞利桑那州和其
他低州稅州。
他低州稅州
。這種逃離債務負擔後果使得美國金融市場體系處於
危險中。
危險中
。在高負債政府治理國家的時候
在高負債政府治理國家的時候，
，大多數美國人需要一個
堅定而穩定的政策和環境來恢復經濟。
堅定而穩定的政策和環境來恢復經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