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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10/9/2021

（中央社）特斯拉 (TSLA-US) 執行長馬斯
克周四 (7 日) 在股東會上宣布特斯拉總部將由目
前的加州帕羅奧圖 (Palo Alto)，遷移到德州的奧
斯汀 (Austin)。他表示會持續在加州發展，只是
在當地擴大規模有限制。

特斯拉正在奧斯汀附近興建汽車組裝廠，今
年股東會就在此地舉行。該廠位處科羅拉多河沿
岸，鄰近奧斯汀的機場，預定生產 Model Y 和

Cybertruck 皮卡。
馬斯克說： 「我們仍持續在加州擴展商業活

動，目的是把費利蒙 (Fremont) 和內華達超級工
廠 (Giga Nevada) 的產量提高 50%，但如果你來
費利蒙工廠走一走，就會發現那裏很擁擠。」

他說： 「員工想在那一帶找到可負擔的房子
不容易，通勤距離拉得很長.... 這是我們在加州
灣區擴大規模面臨的限制。」

馬斯克說，奧斯汀工廠完工後，需要一段時
間才能實現產能全開。例如上海廠花 11 個月興
建，一年後才有高產量，因此他預期奧斯汀工廠
也是類似情形。

馬斯克周四重申，要實現到 2030 年年產量
2000 萬輛的目標。

馬斯克宣布馬斯克宣布 特斯拉總部搬到德州奧斯汀特斯拉總部搬到德州奧斯汀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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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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so glad to have joined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 at Emancipation Park to
express our anger at the

“Call to Action” rally to save our districts
now.

In my speech, I told supporters that in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were able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in southwest Houston
because we got such great assistance from

our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have since
been able to build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establish a multi-language voting system in
the district. Now we need to protect our rights
and we most definitely want to stay in District
9!

Chairman Kenneth Li and Stafford Deputy
Mayor Alice Chen and Dr. Helen Shih from
the United Chinese Alliance also expressed
their full support.

We so much regret the ambitions of some
politicians. As a consequence, we the voters
will suffer.

Today we urge all of our community people to
wake up and say No! to these proposed
changes. This is our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ur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next
generation.

This is another civil rights movement we are
looking at. Unless we all are united,
otherwise, we are going to lose our basic
rights.

1010//0808//20212021

““Call To ActionCall To Action”” RallyRally

今天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之競爭
已經白熱化，從總統大選到國會議
員州代表都面臨重大之變革。

就在週四下午五時 ，我和譚秋
晴、 李雄、 吳元之州議員前往休斯
敦非裔社區參加了一項反重劃政治
版圖之群眾大會， 這項集會旨在反
對州議會把西南區及國際區重劃到
第七國會議員選區， 並且把第十八
選區也重新規劃。

這項定名為立即立即行動之群
眾大會，在市長特納之激情演說中
展序幕， 第九選區的格林議員及第
十八選區的積克遜李在大會上大聲
疾呼，要為我們的政治權利展開保

衛戰。
我在大會上向群眾們表示對此

次大會之支持， 並代表國际區十七
萬居民及八百五十個中小企業堅決
反對把國際區劃到第七選區， 多年
來在格林議員之支持下， 我們構建
了經濟上的榮景及政治上應享之權
利。

代表西南區的李雄主席及史坦
福市副市長譚秋睛女士，美國華人
聯合會理事施慧倫博士也分別在大
會上表達我們共同之立場。

非常遺憾 ，今天在美國我們少
數族裔面臨之問題 ，也是爭取民権
運動之再現。

民權運動再現民權運動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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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本共同社指出，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在8日的日中首腦電話會談後，將全面推
進對華外交。岸田瞄準中國，力爭加強美日同
盟與多邊合作，而中國則警惕此種動向。要把
日中關係穩定下來極其困難。諸如被延期的習
近平作為國賓訪日如何應對、中國人權問題、
中國公務船進入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附近
日本領海等，難題堆積如山。

岸田文雄8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
了首次電話會談。著眼於明年將迎來日中邦交
正常化 50 周年，兩人就促進兩國關係穩定達
成了一致，還商定將多次進行對話。岸田提及
了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和香港等人權問
題。據日本外務省幹部透露，岸田還就台灣表
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場。

新華社則報導稱，習近平表示願同日方加
強對話合作。但另一方面，他也就台灣問題發
言制約日方。據報導，習近平敦促日方恪守中
日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各項原則，妥善處理歷
史、涉台等重大敏感問題，管控好分歧。

共同社指出，有看法認為，岸田透過與習
近平舉行電話會談，感受到了構建信賴關係的
可能性。關於中方的對日態度，日本政府內許

多分析意見指出 「美中對立懸而未決。（中方
考慮的是）這個時候，讓日本變成敵人並非良
策」（外務省幹部語）。岸田將在印太地區強
化以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對話」（Quad）為
基軸對華機制，同時也透過積累與中國領導人
的對話，推進緩和日中之間的緊張。

焦點在於如何應對習近平作為國賓訪日。
日本出現了反對意見，認為難以早日實現的看
法是主流。有分析稱，擺出嚴厲對華姿態的美
國，也對日中因習近平訪日而相互接近繃緊了
神經。

不過，如果以新冠疫情為由延期的習近平
訪日，在疫情平息後仍被擱置，那麼日中關係
顯然會冷卻。明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
節點，預計希望改善關係的呼聲也可能增強。
岸田需要做出明智的判斷。

人權問題的應對舉措亦將受到考驗。如果
與持批評態度的歐美統一步調，就會引起中國
的反對；如果向中國靠攏，就會引發歐美不滿
。在中國公務船進入日本領海問題上，能否讓
中方妥協也不透明。岸田的對華外交之路艱險
。

日相岸田盼推進對中外交
日媒：外交難題堆積如山

對抗新冠疫情一直是拜登上任總統後的優
先施政目標, 他時時刻刻,念茲在茲只為了帶領
美國及早度過疫情難關, 基於宣導政令, 拜登再
次飛到芝加哥訪問, 他特別到芝加哥郊區埃爾
克格魯夫市工業園區敦促企業強制要求接種疫
苗, 他苦口婆心說道:” 拜托,打針吧！那是解決
新冠病毒最重要的做法!”

其實打針注射疫苗是最淺顯保健之道, 那
裡還需要拜登在日理萬機之際親自來宣導呢?
但問題就出在,依然有許多人沒有注射, 無論基
於什麼樣理由, 他們不注射就是不注射, 但政府
又不能強制大家注射, 所以只能透過大企業要
求員工去做,總部位於芝加哥的聯合航空(UA)就
相當成功, 在該公硬性規定將解聘不注射的員
工後，結果在6萬7千多名員工中竟有99.7%接
種了疫苗上班， 聯航顯然開啟了職場防疫的典
範, 所以拜登特別接見嘉勉了該公司執行長。

拜登在芝加哥演說中強調:“ 因為你不能
建一堵足夠高的牆來阻擋病毒, 所以必須打疫
苗來防止它。” 從拜登言談之中讓人深切感受
到他對防疫的真誠與愛心, 這也是他與前任總

統川普最大不同之處，拜登尊重醫學專家的意
見,夙夜匪懈強力宣導全民接種疫苗, 他原先設
定在上任100天內完成1億劑接種目標，結果第
58天就達標，之後又訂出2億劑新目標, 又在8
天前超前實現, 接著又設定接種第三針加強劑
計畫, 他都率先施打做模範, 是一位身體力行的
好總統,如果拜登提早一年執政, 相信美國絕對
不可能有70萬人死於新冠病毒，根據白宮統計
, 拜登總統所倡導的疫苗接種運動已以史無前
例的速度挽救了超過 10 萬人的生命，並防止
了 45萬人住院, 白宮所提供的數據信而有徵, 值
得肯定。

新冠病毒對人類造成的災難可謂創鉅痛深
, 迄今為止全球超過 2 億 3576 萬人確診, 超過
481萬人病故, 其中美國超過70萬人, 比兩次世
界大戰與911恐怖襲擊的死亡總人數還多,拜登
苦民所苦, 他為了協助全民迅速度過疫情難關,
所推出的1.9萬億美元紓困計劃中有很大部分就
是在為抗疫提供額外資金，如今卻在國會被卡
關, 看來拜登的政府想要強度難關還有得拼呢!

【李著華觀點 : 拜托 ,打針吧！
拜登到芝加哥勸導注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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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披露一起嚴重虐待動物事件：
30頭非洲獅被迫執行安樂死
綜合報導 南非國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NSPCA)對外披露了一起嚴重

的虐待動物事件：今年8月南非司法首都布隆方丹發生大火後，一家馴

養非洲獅的養殖場因拒絕爲受傷動物提供救治，導致30頭非洲獅因傷勢

過重而不得不被執行安樂死。

南非國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高級檢查員邁耶(Meyer)透露，大火發生

後，該組織與受災地區的一家非洲獅養殖場取得聯系，詢問其所飼養的

59只非洲獅是否需要幫助，因爲該養殖場在這場大火中被焚毀殆盡。然

而出人意料的是，該飼養場負責人聲稱沒有受到任何損失，並拒絕接受

檢查。

對于此事充滿疑惑的調查員第二天再次上門，發現大批非洲獅在火

災中受傷。隨後，調查員要求飼養場負責人必須爲受傷動物提供救治。

結果上門診治的獸醫很快也被發現診斷造假：其聲稱所開藥物藥效可以

維持三天，但事實證明僅可以維持一天。

在此情況下，邁耶帶領南非國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的獸醫第三次前

往該養殖場，結果令人大吃一驚。有30頭非洲獅因爲傷勢過于嚴重而無

法醫治，不得不被執行安樂死。“獅子的爪子上布滿水泡，當它們試圖

站起來時會隨即倒下。還有一些獅子嘴巴被燒得無法進食，由于饑餓它

們處于非常虛弱和消瘦的狀態。”她說。

此外，南非國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還發現，這家非洲獅養殖場飼養

的獅子長期存在營養不良、活動空間不足等問題。由于南非擁有極其嚴

格的動物保護法規，因此南非國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目前正在通過法律

手段，計劃嚴懲這家肇事非洲獅養殖場。

邁耶指出，此次事件的發生，極有可能與今年南非政府宣布禁止爲

獲取經濟利益而圈養並繁殖獅子，包括用于狩獵、讓幼獅供遊客玩樂的

決定有關。“一旦獅子對于這些養殖場毫無用處，它們的命運恐怕沒有

人敢去想象。”她說。

俄新冠疫情嚴峻
各地大型群眾性活動已暫停
綜合報導 俄羅斯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督局局長波波娃4日

在莫斯科舉行的抗擊新冠病毒協調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說，當前俄新冠

疫情嚴峻，已暫停各地大型群眾性活動。

波波娃表示，上周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較再前一周增加了14%，

「上升幅度太快」。俄有12個地區增速更快，達到20%甚至更高。這些

地區需要采取特別措施。

波波娃說，鑒於當前新冠疫情，已暫停各地大型群眾活動。「目前

沒有一個聯邦主體能夠開展規模超過3000人的大型群眾性活動」。

俄總理米舒斯京當天要求各地醫院必須為疫情發展做好準備，需要

預測藥物需求，增加床位容量等。

據俄新冠疫情防控指揮部4日消息稱，在過去一天內全俄新增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超過2.5萬例，累計感染人數超過761萬人。其中莫斯科新

增感染人數4410人，系單日新增人數最多的地區。

近日，俄副總理戈利科娃表示，由於新冠病毒感染率的上升，一個

艱難的時期將要來臨，但政府不會因疫情而宣布封城。俄總統新聞秘書

佩斯科夫則表示，聯邦政府層面不會實施封城，但是一些聯邦主體已經

在研究實施封城的可能性。

今年7月以來，俄羅斯每日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出現下降趨勢。俄各

地普遍放松或取消了疫情限製措施。從9月中旬開始，俄每日新冠疫情

感染病例開始再次增多。

巴西推“登陸中國計劃”
助小企業售賣蜂膠等巴西特產

綜合報導 近日，巴西農牧

業聯合會(CNA)聯手巴西出口投資

促進局(Apex-Brasil)以及聖保羅州

投資促進局(Invest SP)上海辦事處

，發布了“登陸中國計劃”，助力

巴西小企業將蜂膠、水果、咖啡等

特色産品帶給中國消費者。

據報道，除了將産品直接推

廣給中國消費者外，該項目還通

過和當地支持者合作，致力于提

升巴西在中國的形象。自2009

年以來，中國一直是巴西的主

要貿易夥伴，2020年，巴西在

對華貿易中實現了330億美元

的順差，有助于巴西在面臨巨

大挑戰的情況下鞏固經濟。

據悉，“登陸中國計劃”分

爲“挑選”“准備”“加速”

“跟進”“有效落地”這五個階

段，有15家巴西企業被選中參加

該計劃，售賣産品包括巴西蜂蜜

和蜂膠、水果及衍生品(如果汁)

、乳制品、特色咖啡等。

CNA貿易促進協調員卡米

拉· 桑德(Camila Sande)說，該計

劃是一項創新的戰略，將改變巴

西貿易推廣的範式。“讓企業和

機構學習和適應中國人的喜好、

消費形式和飲食偏好，這將鞏固

巴西對華出口新清單。”她說。

巴西駐上海總領事吉爾貝

托· 德· 莫拉(Gilberto de Moura)

認爲，CNA和企業以及機構的合

作對于拓寬巴西出口産品清單至

關重要，“該計劃將提

高致力于尋求國際化和

增加其在中國潛力企業

的競爭力”。

對于巴西農業部對

華戰略事務顧問讓·塔魯

恩(Jean Taruhn)而言，

有必要密接關注機會和

中國客戶。他指出，水

果、豆類、芝麻、乳制

品、魚類等需求不斷增加的行業

具有潛力。爲此，私營部門和政

府必須共同努力，主要投資于商

業促銷和推廣活動，這將使巴西

産品及其質量爲中國人所熟知。

此外，拓寬巴西出口清單

的另一個戰略點是，增強巴西

食品企業在中國電商中的存在

。根據巴西駐上海總領館的數

據，目前中國有超過10億人接

入互聯網，其中有8億人網購，

超過2億人購買進口産品，不過

，巴西産品在電商中的參與

度較低。

臉書旗下多平臺癱瘓數小時
彰顯社交網絡壟斷風險？

日前，社交媒體巨頭臉書(Face-

book)公司旗下多個社交媒體平台中斷

數小時，全球 35億用戶受影響。臉書

5日稱，此事的肇因是服務器“配置更

換出錯”。

臉 書 、 Instagram、 Messenger 和

WhatsApp 等平台在美國東部時間 4 日

中午時分齊齊中斷，大規模故障持續

數小時，全球數以十億計用戶均無法

登陸使用。臉書聲明稱：“我們相信

此次中斷網的根本原因是一次配置更

換出錯。”

該公司沒有透露責任方或此次配置

更換是否按計劃行事。

【事故持續近7小時，影響數十億
人】

報道稱，在事故發生的數小時內，

臉書一直未能向用戶說明情況，亦沒有

更新維修進度，直至平台恢複服務後才

發聲明進行說明，並向用戶致歉。消息

則稱，臉書工程人員進入位于加州聖塔

克拉拉一個數據中心的服務器系統進行

重啓，才恢複服務。

科企故障過去時有發生，但像此次

這樣一個公司旗下多個平台同時“死

機”卻非常罕見。

臉書及旗下平台在全球共計擁有超

過35億用戶，許多用戶均依賴有關程序

與親友溝通，企業則使用程序與客戶聯

絡，更有不少人通過臉書賬號登陸其他

網站。此次故障牽一發而動全身，用戶

生活和企業營運均大受影響。

美國康奈爾大學傳訊系教授達菲稱

，這次故障提醒了人們過分依賴臉書及

旗下平台，顯示出目前數碼經濟的結構

並不穩定。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評論也說，

本次事件或者是一個契機，能讓公衆及

各國政府思考如何監管大型科企，包括

加強業界競爭，避免一間公司死機拖累

全世界的事件再次發生，“不應有任何

一個互聯網企業大得不能倒。”

【彰顯社交平台壟斷風險？】
美國國會議員多年來一直要求加強

監管臉書及其他大型社交平台，民主黨

進步派衆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便在

“推特”發文稱，此次事件凸顯了臉書

壟斷帶來的嚴重風險，“如果當局在臉

書開始收購其他競爭對手時，便規管其

壟斷行爲，全球各地依賴WhatsApp和In-

stagram等平台進行通訊和營商的人，便

不會受到影響，反映fb必須被分拆。”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哈斯則指

出，社交平台多年來的行爲一直受到

批評，但國會在立法方面卻未有重大舉

措，質疑何時才可帶來改變，“情況就

是有很多煙霧，很多人表示憤怒，但沒

有許多行動。”

臉書公司近日接連傳出負面消息。

10月3日，臉書一名産品經理出面承認

，她就是最近媒體對臉書進行調查報

道的吹哨人。她指稱臉書公司只顧賺

錢牟利，對充斥屬下平台的大量仇恨言

論和錯誤信息坐視不理。此事引起嘩然

，這名女經理上周和本周到國會參議院

供證。

綜合報導 英法兩國在英屬澤西島海

域的漁業爭端日前持續發酵，法國再次做

出“反擊”，稱如果英國不遵守脫歐協議

的條款，將切斷英國的能源供應。

據悉，近期法國小型漁船提交的在英

國近海捕魚的47份申請中，僅有12份獲得

英國政府批准。英國這種行爲再次激怒了

法國，多名法國政府官員表示強烈譴責，

多艘法國漁船聚集在聖赫利爾港口舉行抗

議。但法國的行爲並沒有換來英國的尊重

，澤西島政府隨後宣布，在收到的170份

來自法國船只的

捕魚申請中，有

75份被拒絕，進

一步加劇了英法

兩國之間的矛盾

。

報道稱，今

年早些時候，法

國政府在與澤西

島的漁業爭端中

也發出了類似的

“報複性措施”

威脅，其中包括

可能切斷英國皇家屬地（澤西島）電力供

應的威脅，該屬地95%的電力來自法國。

據悉英國約五分之一的電力來自法國

國有電力公司EDF Energy的核電站、風力

發電場、煤炭和天然氣發電站。該公司爲

500多萬商業和住宅客戶提供電力，是英

國最大的電力供應商。

在多份捕魚申請被拒後，法國指責澤

西島在根據英國脫歐後與歐盟達成的貿易

協議條款向法國船只發放捕魚許可證方面

拖拖曳曳。法國負責歐洲事務的國務秘書

克萊芒· 博納（Clément Beaune）表示，脫

歐協議必須“全面實施”，如果不實施，

他們將協同歐洲各國向英國施加壓力。他

說：“英國依賴我們的能源出口，他們認

爲自己可以在獨自生活的同時打擊歐洲，

但鑒于這行不通，他們（英國）采取了咄

咄逼人的做法。”

而英國“脫歐”首席談判代表戴維·

弗羅斯特勳爵(Lord David Frost) 對法國政

府切斷能源的警告進行了回擊，稱英國在

脫歐後向法國船只發放捕魚許可證時不誠

實的說法是“不合理的”。他說：“英國

政府對歐盟的要求極其慷慨。”

聖赫利爾漁業社區負責人將英法圍繞

漁業問題的糾紛形容爲“非常接近戰爭的

行爲”。然而這並不是近期唯一影響英法

關系的因素，美英澳組建“AUKUS”聯盟

後，英國與美國宣布將向澳大利亞提供核

潛艇，法國與澳大利亞之間500億美元的

常規潛艇合同因此作廢，此次的漁業爭端

進一步加劇了英法的緊張關系。而由于明

年 4月將舉行法國總統大選，爲避免選

情受到影響，馬克龍或許會作出更爲“嚴

厲”的回應。

“非常接近戰爭”？
英法漁業爭端持續發酵，法國再次做出“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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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花都影音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影音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服務的公司，業務範圍包括：
卡拉OK、家庭影院、私人會所、背景音樂、專業隔音服務等。花都影音總部位於洛杉磯，
我司設有高端家庭影院影K系統，商用KTV試音室及產品展示廳，歡迎蒞臨體驗。花都
影音休斯頓分部提供酒吧、夜場、KTV、私人會所設計，裝修和燈光音響，佈局安裝等
一站式工程，盡心為您服務。

Ewin Xiao 346-760-8888
黄先生    229-699-6888

www.hdaudiosystem.com
24806 Scarlatti Cantata Dr  Katy  TX  77493

北美獨家總代理GOGO 
2019年最新智慧雲端點歌機
手機點歌，高速雲端下載
專業KTV隔音工程設計及施工
娛樂商用KTV網絡工程系統及影音設備配置

卡拉OK伴唱設備

GOGO 專業家庭卡拉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安防設備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智能音樂系統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 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1  7.1  聲道環繞影
院及全景KTV效果
家庭影院、隔音工程設計及安裝

專業舞台燈光音嚮
大型酒吧音響燈光設計安裝
教會及會議影音系統
大銀幕投影、LED拼屏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私人會所裝修設計，裝修服務，燈光音響
佈局, 安裝，一站式工程，管家式服務，
為您省心省力。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綜合報導）媒體今天披露，美國前總統川普指示4名前
高階幕僚不要配合國會針對今年1月6日國會大廈攻擊案發起
的調查。

美國政治新聞機構Politico與華盛頓郵報報導，川普的前幕
僚梅多斯（Mark Meadows）、巴特爾（Kash Patel）、史卡維諾
（Dan Scavino）與巴農（Steve Bannon）等4人都被告知，不要
配合聯邦眾議院對國會遇襲案所展開的正式調查。

在媒體揭露消息前幾小時，聯邦參議院公布一份報告，鉅
細靡遺敘述川普企圖顛覆司法部與推翻去年11月敗選結果的作
為。

川普的律師群在給上述4人的信中聲稱，川普的通訊和紀
錄受到行政特權和律師與客戶間的保密特權所保護，不會被揭

露。
眾議院 「1 月 6 日襲擊事件調查特別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January 6th Attack）傳喚梅多斯等4
人及部分暴動參與者，以協助釐清川普掌政下的白宮與數百名
擅闖國會的川普支持者之間的關聯。

支持川普的群眾當天強行進入國會大廈，目的是中斷國會
認證民主黨籍的拜登勝選的程序。這場動亂造成5人喪命。

梅多斯當時為白宮幕僚長；史卡維諾為川普的社群媒體主
任；巴農曾是政治策士，目前仍活躍於共和黨各項行動；巴特
爾曾任職於國家安全會議（NSC），川普在選舉失利後任命他
在五角大廈擔任要職。

眾院調查特別委員會命令這4人交出文件，並於下週與調

查人員面談。
法律專家質疑川普是否能主張他在任期最後幾週的行為享

有行政特權，以阻止幕僚發言。但這個問題在法庭上並沒有接
受過多少驗證；白宮則表示，將在一定程度上放棄對川普相關
紀錄的特權以協助調查。

川普拒不配合的態度，恐迫使眾院特別委員會陷入法律戰
，拉長調查時間。

委員會成員希夫（Adam Schiff）推文表示： 「前總統仍在
試圖阻止傳喚。」他還警告： 「這一次，違法證人必須權衡遭
到刑事起訴的可能性。」

他說： 「美國人應該得到答案。我們將確保他們得到答案
。」

美軍駐台？ 英媒：不是秘密、曝光時機才是重點

美國安顧問蘇利文：
華府深切關注台海緊張情勢

（綜合報導） 「華爾街日報」7日報導，美軍秘密駐台訓
練國軍已至少一年。 「經濟學人」等英國媒體今天指出，美軍
有人員派駐台灣早已不是秘密，此時曝光則有向台灣表達支持
的意味。

「華爾街日報」援引未具名官員說法報導，美軍特種作戰
及支援部隊約20多名成員駐台訓練中華民國陸軍小型分隊，美
軍陸戰隊則與中華民國海軍從事小艇訓練。官員說，美軍已在
台採輪調模式運作至少一年。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期刊今天指出，美國1979
年與北京當局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通過 「台灣關係法」，
條文要求美國政府出售 「防衛性武器」給台灣，此後美國就未
曾在台灣大規模駐軍。

不過，這並不意味台灣境內完全沒有美國軍方人員。美國
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2019年即透過發言人證實，辦事

處2005年起就有涵蓋陸、海、空、陸戰隊等軍種的美國現役軍
人派駐。美國在全球各地的大使館一向由陸戰隊負責維安。

此外，五角大廈一份定期更新的文件顯示，至今年6月30
日止，有23名陸戰隊員、2名海軍、5名空軍 「常態」派駐台
灣。有更多軍方人員是短期訪問台灣。一名消息人士曾在2018
年告訴 「經濟學人」，每年有3500至4000名五角大廈官員訪
台。

「經濟學人」指出，美軍在台協助台灣軍方提升戰力稱不
上是新發現。美國有多筆對台軍售案，相關武器需經訓練才能
正確維護和操作；台灣媒體也不時傳出美軍在台協訓的消息。
一名知情人士曾表示，美軍特種部隊在台訓練國軍多年。

不過，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發布時間敏感，正值共軍加
大恫嚇台灣的力道，以及國防部長邱國正 6 日公開表示中共
2025年將具備全面犯台能力，且屆時成本將下降。對美國政府

而言，此刻發出支持台灣的訊號或許有助延長和平：未來數年
，在嚇阻與挑釁間尋求微妙平衡將是區域情勢基調。

派駐東京的 「泰晤士報」（The Times）亞洲新聞主編派
瑞（Richard Lloyd Parry）今天撰文指出，值得注意的不是美軍
派駐台灣這件事，而是消息釋出的時機有向台灣公開表達支持
的意味。幾十名美軍在台從事 「小艇」等訓練無法改變整體軍
事平衡，而在台灣活動的中方情報人員研判早就掌握有美軍駐
台。

英國廣播公司（BBC）發自台北的報導則援引未具名知情
人士的說法指出，美台軍事合作訓練 「一直存在」，美國官員
此時透過媒體釋出相關訊息，或許是藉此試探台灣的輿論是否
支持擴大培訓項目。

國會調查暴動案國會調查暴動案
美媒揭露川普搬特權阻幕僚作證美媒揭露川普搬特權阻幕僚作證

（綜合報導）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接
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說，美國 「深切關注」破壞台
海和平的行動。

中國軍機頻頻擾台，據統計，本月1日至4日共有149架共
機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ADIZ），尤其4日有56架，是
台灣的國防部自去年9月17日開始揭露共機動態以來，單日數
量最多的一次。

蘇利文正在歐洲訪問，他昨天在瑞士蘇黎世會晤中共中央

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蘇利文今天在比利時布魯
塞爾告訴BBC： 「當我們看到那些從根本上破壞穩定的行動時
，就會在私下及公開場合挺身而出並勇於發聲。」

被問到美國是否準備好為了捍衛台灣而採取軍事行動時，
蘇利文回答： 「我這麼說吧，我們現在就會採取行動試著避免
那一天到來。」

記者追問，美國在今年8月自阿富汗撤軍之後，是否較不
願動用武力？蘇利文說， 「以阿富汗衝突為借鏡是引喻失義，

大錯特錯」。
他說，美軍撤離阿富汗一事從某種意義上讓其他國家看清

了美國對其他地方許下承諾的深度和程度，這樣的闡述根本就
是引喻失義，是很大的錯誤。

他表示，中國會 「堅定不移地捍衛自己的世界觀」，但
「美國有責任與盟友和夥伴合作，表明我們的立場，為朋友挺

身而出，維護我們的利益…這就是我們打算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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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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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航空首個境外起飛前
閉環健康管理航班新冠“零輸入”

綜合報導 記者從廈門航空印

尼雅加達辦事處獲悉，經入境福州

後14天集中隔離和各項檢測，廈門

航空首個在境外實施起飛前7天閉

環健康管理的航班，實現了新冠病

例“零輸入”。

據福州市衛健委當天通報，9

月30日該市無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

例、疑似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

據廈航雅加達辦事處總經理徐

捷介紹，9月16日，80名經過起飛

前7天閉環健康管理的旅客，乘坐

廈航MF856航班從雅加達飛往福州

，並在抵達福州進行14天隔離期間

所做各項新冠檢測中結果均呈陰性

，實現“零輸入”目標。

根據最新規定，從印尼選乘廈

航航班到中國的旅客要完成一系列

流程後才能最終成行：航班起飛前

8天，旅客要在廈航指定地點接受

該航司指定機構進行一次核酸和血

清抗體檢測；航班起飛前7天，此

前檢測結果符合乘機標准的旅客，

要在當天21時前赴廈航指定隔離酒

店開始接受閉環管理；航班起飛前

2天，旅客要在指定地點、分別接

受兩家指定機構檢測，其中一家進

行一次核酸及血清抗體檢測，另一

家使用全套中國産品牌設備及試劑

進行一次核酸檢測。

通過上述全部檢測且符合廈航

乘機要求的旅客，憑該航司出具的

閉環健康管理證明，向中國駐印尼

大使館申請健康碼。航班起飛當天

，符合條件的旅客在航司統一安排

下閉環前往機場辦理乘機手續。

徐捷介紹說，廈航雅加達至福

州航班的防疫措施緊跟中國駐印尼

大使館有關政策，並結合印尼疫情

發展和病例輸入情況相應作出動態

調整。

去年9月，該航班成爲廈航首

條指定機構集中檢測的海外航線，

後調整爲雙機構交叉檢測；今年9

月16日起，廈航雅加達辦事處將乘

坐該航班到中國的全體旅客納入起

飛前7天閉環健康管理。

對于在印尼首先執行前所未

有的“最嚴乘機標准”，徐捷表

示，該標准是根據輸入確診及無

症狀病例的檢測數據而制定，目

的是爲了加強境外疫情防控，力

爭實現零輸入，將疫情阻斷于國

門之外，避免引發航班熔斷，爲

廣大旅客維護好一條印尼到中國

的通道。

爲保障旅客選擇權，廈航雅加

達辦事處發布了如不接受閉環健康

管理，可免費退票、改期的規則。

“截至目前，沒有旅客因需要閉環

管理而要求退票的”，徐捷說。

近期，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發

布《關于調整赴華人員申領健康

碼要求的通知》，對赴華人員航

前隔離、航前檢測和申報健康碼

等出台最新規定，旨在繼續做好

新冠疫情防控，保障跨國人員往

來有序安全。

柬埔寨將縮短入境投資商隔離期
綜合報導 在疫情形勢趨緩的情況下，爲提振

國家經濟，柬埔寨官方將縮短已接種疫苗入境投

資商的隔離時間，使投資市場更爲活躍。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3日通報，該國當天新增

報告199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治愈出院

490例，新增死亡23例。新增確診病例中，155

例爲社區傳播感染病例，44例爲境外輸入確診

病例，多數來自泰國。截至目前，柬埔寨全國

累計確診11.3萬例，累計治愈10.4萬例，累計死

亡2383例。

隨著新增確診人數減少，疫苗接種規模擴大

，柬埔寨將調整入境管理政策。柬埔寨國家抗疫

委員會消息稱，將縮短已接種疫苗入境投資商的

隔離時間，以吸引更多投資項目落地實施。

除考慮縮短投資商的隔離期，柬埔寨還將推

出“沙盒旅遊計劃”，允許已接種新冠疫苗遊客

免隔離入境指定旅遊城市，該計劃將在暹粒和西

哈努克港推行。考慮當前暹粒因德爾塔變異毒株

引發的新一波疫情仍在持續擴散，因此西港有望

率先推行該計劃。

柬埔寨旅遊大臣唐坤指出，東南亞帆船錦標

賽將于12月12日至17日在西港舉行。東盟旅遊論

壇也將于明年1月在西港召開。這是重振旅遊業

很好的契機，可以吸引很多遊客。

西港官方消息稱，當地政府將積極落實相關

計劃，確保旅遊業者嚴守防疫標准作業程序，做

好充分准備迎接外國遊客。

馬
來
西
亞
單
日
新
增
確
診
病
例
降
至
萬
例
以
下

政
府
籲
仍
需
注
重
防
疫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衛生部通報稱，截至

當日中午12時，在過去24小時該國新增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9066例。這一數字較2日下降

逾千例，自7月12日以來首度低于一萬例。

馬政府高層呼籲民衆仍需重視防疫。

全馬各州屬當日新增病例也全部下降

至1500例以內。其中新增病例最多的依然是

位于馬來西亞東部的沙撈越，爲1418例；雪

蘭莪州當日新增1000例，其余州屬則都保持

在千例以內。首都吉隆坡當日新增病例爲201

例。截至3日中午，馬來西亞累計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超過227萬例。

截至10月2日，馬來西亞已有87.2%成年人口

完成疫苗接種。按照馬政府規劃，一旦實現九成成

年人口完成疫苗接種，將開放民衆跨州旅行。

雖然接種率已達較高水平且單日新增病例

較此輪疫情最高峰時日增2萬例以上已有顯著

下降，馬前總理、現任國家複蘇理事會主席穆

希丁3日仍提醒民衆需保持防疫措施。

穆希丁在社交媒體發文強調，新冠病毒仍

存在于該國社區，“我們需要從其他疫苗接種率

高的國家吸取(病例仍然增加的)教訓”。他稱馬

政府將繼續加強對已開放領域疫情風險的監控，

並呼籲民衆也應主動進行自我風險評估。

據馬來西亞媒體報道，總理伊斯梅爾近日接

受當地媒體采訪時亦表示，新冠病毒“仍在我們的

身邊”，戴口罩或成爲馬來西亞一種關注健康的“新文化”。

菲國家警察局長令22.2萬警員
不得參加黨派活動避免幹涉大選

綜合報導 菲律賓國家警

察(PNP)局長吉列爾莫· 以利亞

撒(Guillermo Eleazar)發表聲明

，命令全菲22.2萬名警員不要

參與任何形式的黨派政治，避

免幹涉2022年大選。

菲律賓2022年大選候選人

提交資格證書申請日爲10月

1-8日，選民登記日已延長至

10月30日。

與菲律賓選舉委員會

(Comelec)合作的無黨派組織

“投票菲律賓”(The Vote Pil-

ipinas)此前宣布，截至8月底，

全菲已有6106萬選民登記，其

中新選民577萬。

以利亞撒表示：“目前，

在全國各地，候選人資格證書

的申請仍然是和平和有序的，

但我們不會放松警惕，尤其是

在申請日的最後一天。”

以利亞撒聲明，PNP是專

業組織，所有成員應該忠于人

民和憲法，而不是忠于政客。

他說：“目前，我們要集中精

力確保選舉進程的第一部分順

利進行。我將盡我所能，確保

PNP不受黨派政治的影響。”

作爲大選早期安全准備的

一部分，以利亞撒此前下令對

散落民間槍支和私人武裝團體

進行整治，以確保2022年5月

的全國和地方選舉和平、誠實

和有秩序地進

行。

菲律賓將

于 2022 年 5 月

9 日舉行全國

和地方選舉，

其 中 ， 全 國

選 舉 選 出 新

一 屆 總 統 、

副總統、12名參議員和63個

政黨代表席位。

地方選舉選出253名地區

代表，81名省長，81名副省長，

782名省議員，市長146人，

副市長146人，市議員1650人，

市鎮長1488人，副市鎮長1488

人，11908名市鎮議員。

棉蘭老穆斯林自治區的選

民還將選出40名政黨代表、

32 名選區議會代表以及8名

保留地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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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搬貨工機場搬貨工初初確確
5050天清零瀕天清零瀕斷纜斷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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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倡高危群組改隔日檢 強制強制““安心出行安心出行””涵蓋交涵蓋交通工具通工具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7日公布一宗涉及
L452R變異病毒株、源頭不明的本地初步確診

個案。患者為一名於香港國際機場擔任貨站服務員
男子，主要於機場超級一號貨站工作，近期沒有外
遊。

患者大圍住處圍封強檢
患者在7月底已經完成接種第二劑科興疫

苗，6日提交每周定期檢測的樣本，7日驗出呈初
步陽性，並確認帶有L452R變異病毒株。政府7
日圍封患者所住的大圍金獅花園第一期金輝閣，
居民要接受強制檢測，而患者的工作場所亦已被
列入強制檢測公告。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7日向香港文匯報證
實，初步確診男子為其貨站服務員。發言人透
露，患者是在7日早上上班後接獲初步確診新冠
肺炎的報告，而公司在得悉有員工初步確診後，
已立刻安排將他工作和經常使用的地方徹底清潔
及消毒，及追蹤與患者有密切接觸的同事，相關
員工會獲安排再次接受病毒檢測，直至取得檢測
陰性報告才能恢復上班。

公司發言人表示，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貨
站採取一系列防疫舉措，積極鼓勵員工接種疫
苗。員工有特定工作需要時，必須穿戴合適的個
人防護裝備，例如手套、面罩、防護衣；以及為
服務櫃枱裝置了透明隔板。

香港近月接連出現多宗與機場或檢疫酒店相
關的本地感染個案，梁子超認為，這反映了機場
是香港“外防輸入”的重大缺口，質疑特區政府
未有汲取之前有機場員工染疫後到商場兼職、再
傳染同事的教訓。

梁子超指出，Delta變種病毒傳播速度快，
“只需 3天就可以產生一代傳

播 。 ” 但 目

前，機場人員等高危群組的定期病毒檢測是
“一周一檢”，梁子超批評檢測密度不足
以阻截病毒流入社區，“不少市民都
已經接種新冠疫苗，感染後的病徵
未必十分明顯，今次個案會否引
發新一波疫情要視乎運氣，看他
（患者）是否剛發病，政府一
定要更頻密地為高危群組進
行檢測，即使未能隔日一
檢，亦要一周兩檢。”

澳門疫情反映公交有播疫風險
他補充，澳門近日爆發

疫情也反映，公共交通工具
亦有可能是病毒傳播的地
點，惟香港“安心出行”應
用程式引入港鐵及巴士等交
通工具的計劃似乎已“胎死
腹中”，他希望政府將“安
心出行”涵蓋交通工具，完
善個案追蹤機制。

另外，香港7日有8宗
輸入個案，全部患者均已完
成接種新冠疫苗，當中有3
人在本周二（5日）乘搭尼泊
爾航空RA409由尼泊爾加德
滿都抵港，包括一名帶L452R
變種病毒的55歲男子。香港衞生
署已引用《規例》禁止尼泊爾航
空營運的客機於7日起至本月20日期
間從加德滿都着陸香港。其餘的輸入個
案中，有4人是乘阿聯酋航空EK384從巴基
斯坦抵港，除了一名60歲女子是在周二抵港時在
機場被驗出確診外，其餘3人都在周日（3日）抵
港後，入住檢疫酒店後發病。

香港與內地正常通關現曙光之際，香港保

持50天本地零確診的紀錄瀕臨“斷纜”。一名

香港空運貨站負責搬運貨物的 48歲職員，7日

初步確診新冠肺炎。據悉，患者最近無外遊記錄，已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驗出帶

變種病毒株，懷疑是經機組人員傳染。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7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Delta變種病毒的傳播速度快，3天已能產生一代傳播，但機場工作人

員目前只規定“一周一檢”是過於寬鬆，呼籲香港特區政府要求機場及檢疫酒店職員

等高危群組，隔日或“一周兩檢”，以及強制“安心出行”涵蓋交通工具，以免香港

爭取恢復正常通關的工作功虧一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與內地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已經持續

“控關”一年半，不少市民都十分期待兩地可以
早日恢復正常通關，有跨境學童家長7日致電電台
聯播節目，直接向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反
映，其兒子連續兩年未能出席面授課程，影響學習，
林鄭月娥回應時表示理解家長的心情，正與深圳市政府
研究為跨境學童提供協助。

一名跨境學童家長在節目中表示，子女已經近兩
年未能上實體課，期望特首與相關政策局長商討，讓
跨境學童於深圳上實體課。林鄭月娥在回應時表示，
理解跨境學童家長的擔心，但指中央政府對數以萬計
跨境學童每日往返兩地存在“好大擔心”，現階段未
能讓學童正常通關，但透露部分“有心人”已在深圳
物色到地點讓跨境學童上課，她亦已要求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做好相關工作，並相信深圳市政府亦會願意配
合。她補充，自己有需要時亦會親自向深圳市政府反
映，並承諾日後如果爭取恢復正常通關的安排，必定

會考慮跨境學童的特殊情況，不會
把他們遺漏。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4

▼Hactl▼Hactl通告證實貨站通告證實貨站
員工初步確診員工初步確診。。

▶▶患者居住的患者居住的
大圍金獅花園大圍金獅花園
一期金輝閣一期金輝閣。。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攝攝

●●保安提醒住戶保安提醒住戶。。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檢測車到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圍金獅花園一期金輝閣大圍金獅花園一期金輝閣77日晚封區強檢日晚封區強檢。。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官員與專家早前到深圳，
與內地相關部門進行首次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
議。特區政府正積極回應內地相關的要求，以爭
取盡快正常通關。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預告，
正常通關初期會設有配額，先讓有商業、或恩恤
需要的人士往來兩地。消息人士透露，特區政府
不排除將“通關碼”及“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二
合為一，方便個案追溯。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薛永恒則表明，“通關碼”必須實名登記才能發
揮應有效用。

林鄭月娥7日出席施政報告答問大會時，被
立法會議員問到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的進度時透
露，兩地政府在早前的對接會議已就本港防疫改
善措施進行討論，務求令中央聯防聯控高層接
受。兩地何時可以恢復正常通關，須視乎中央對
香港防疫工作及通關風險等看法，而有關目標可
能需較長時間才能達成，特區政府現階段未能交

代 時 間
表。

復常通關初期設配額
她重申，特區政府將盡力配合，以爭取與內

地恢復正常通關的立場清晰，又透露兩地日後會
有序地、逐步恢復正常通關，初期將設有通關配
額，先讓有商業，或恩恤理由人士進出內地，
“當中肯定不會有只是想旅遊的人。”

林鄭月娥又透露，兩地正常通關設有“熔斷
機制”，情況會與粵澳相似，“如果（正常）通
關後帶來風險，如果要暫停便暫停，大家看到澳
門的情況，會帶來一些問題，但都無辦法，怎都
要先通關。”對於第二輪對接會議，她表示未有
時間表，“要內地看了我們的回饋意見，再決定
何時可組織第二次對接會。”

薛永恒7
日在施政報告相關措施記者會時
表示，香港已連續50日本地清零，兩地已經具備
一定的正常通關條件，但兩地的防疫措施存有差
異，是特區政府需要處理的問題。特區政府現階
段的主要工作是在能力範圍下將落差收窄，避免
在正常通關後影響防疫抗疫工作，令內地更有信
心與香港正常通關。

特區政府正全面檢視不同的疫情防控工作，
包括需實名登記的“通關碼”，至於會否將“安
心出行”及“通關碼”合二為一？薛永恒說：
“我只可以說現階段我們會全面檢視有關工作，
其他細節因為需要與防疫抗疫專家對接，才可確

認哪些需要改
變。”

政府消息人士則表示，香港需調整抗疫政
策，務求與內地看齊，包括加大病毒檢測、外防
輸入，以及感染者康復出院準則。同時，內地着
重確診者的追根溯源工作，以便出現疫情時追蹤
密切接觸者，故不排除將有記錄行蹤功能的“安
心出行”與“通關碼”互通或二合為一，並要求
必須實名登記，以免有人利用“太空卡”登記，
隱瞞行蹤的情況。

“通關碼”料實名制 或合併“安心”易追溯

特首：深港正覓場所供跨境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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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潔篪：反對以競爭定義中美關係
中美高層會晤同意落實兩國元首通話精神 管控分歧互利共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當地時間2021年10月6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

任楊潔篪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

文在瑞士蘇黎世舉行會晤。據新華社報道，

雙方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與地區問

題全面、坦誠、深入交換意見。會晤是建設

性的，有益於增進相互了解。雙方同意採取

行動，落實9月10日兩國元首通話精神，加

強戰略溝通，妥善管控分歧，避免衝突對

抗，尋求互利共贏，共同努力推動中美關係

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楊潔篪指

出，中方反對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

楊潔篪指出，中美能否處理好彼此關係，事關兩國和兩
國人民根本利益，攸關世界前途命運。中美合作，兩

國和世界都會受益。中美對抗，兩國和世界都會遭受嚴重損
害。美方應深刻認識兩國關係互利共贏的本質，正確認識中
方內外政策和戰略意圖。中方反對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
係。

楊潔篪表示，中方重視拜登總統近期關於中美關係的積
極表態，注意到美方表示無意遏制中國發展，不搞“新冷
戰”，希望美方採取理性務實的對華政策，同中方一道尊重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走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
作共贏之路。

美方重申堅持一中政策
楊潔篪闡述了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海、

人權等問題上的嚴正立場，要求美方切實尊重中方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停止利用上述問題干涉中國內政。美方表示堅持
一個中國政策。

雙方還就氣候變化和共同關心的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
雙方同意就重要問題保持經常性對話和溝通。

另據《聯合早報》引述美國白宮在隨後發布的聲明指
出，沙利文在會晤中提出了美中有共同興趣合作應對重大跨
國挑戰的領域，以及如何管控兩國關係中的風險。沙利文強
調，美國在繼續增強國力並與盟友保持密切合作的同時，也
將同中國繼續進行高層接觸，以確保兩國間的競爭是負責任
的（responsible competition）。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向
香港文匯報指出，此次美方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非常重
要。美國不能一方面表示要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同時又跟台

灣方面進行實質性關係的改善，推動所謂台灣問題的國際
化，推動台灣加入國際組織，這實際上是為“台獨”勢力撐
腰打氣。美國應該糾正錯誤，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不能拿台灣問題來遏制中國。過去一段
時間裏，從美軍艦穿航台灣海峽，到美軍機降落台灣，再到“台
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所謂要進行更名等等，美台挑釁勾連不斷。
王勇判斷，短期內，美國會在台灣問題上有所收斂，在台灣問題
上會進行一些策略性和姿態性的調整，至少短期內不會再實質性
地進行所謂改善與台灣的關係，包括所謂更名、國際化等。

台灣問題事關中方底線
這位專家相信，只有這樣的話，美方才能夠得到中方在

其他方面對美國的諒解與配合，這點美國人應該是很清楚
的。這位專家強調，台灣問題事關中方底線，是中美關係中
最重要和最敏感的問題。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
礎。

不過，王勇也同時提醒，未來美國不太可能放棄台灣這
張牌。隨着換屆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可能會有不同的表
態，但是美國國內兩黨利用台灣問題牽制中國發展戰略的思
路始終不會改變。同時，通過打台灣牌來拉攏國際勢力也是
美國的重要策略。

這位專家強調，未來美方應停止干預中國內政，要為中
美關係下一階段的進一步改善，為兩國在全球及地區問題上
的實質性合作，創造有利條件。

王勇指出，中美相互依賴程度很深，實際上誰也離不開
誰，雙方的共同利益其實很多，現在中美雙方需要重新來增
進認識，加深對雙方共同利益的認知，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
加強中美之間的合作，在這方面中美可以大有作為。

“受新冠疫情影響，很多朋友已有很
長一段時間沒有去中國了，非常關心中國
的最新情況。但實在是說起來話長，從何
談起呢？”中國駐美大使秦剛當地時間6

日應邀在線出席由美國美亞學會和金沙集團合作舉辦的
“旅遊和人文交流”主題論壇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
“我就給大家講講當下中國社會的一些熱詞吧，希望這
有助於你們了解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和中國人都在
想些什麼、做些什麼。”

秦剛首先介紹的兩個熱詞與抗擊新冠疫情有關——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逆行者”。他說，疫情肆虐
時，中國前所未有地調集全國資源、舉國同心開展最嚴
格、最全面、最徹底的大規模科學防控和救治，不放棄每
一個角落，不放棄每一個生的希望，不計代價，全力免費
救治。在抗疫過程中湧現出那些不懼風險、迎難而上、無
私奉獻的“逆行者”群體。

接着，秦剛又用“躺平”“凡爾賽”“飯圈”三個網

絡詞彙勾勒出中國部分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狀態，以
及社交媒體文化和商業化追星行為。他在說到“飯圈”時
指出，“在種種混亂畸形的背後，是互聯網平台及其幕後
資本主導的一條利益鏈。飯圈文化是娛樂圈過度商業化、
資本化的扭曲反映。政府正在整治引導。”

秦剛還談到了教育話題。他用“內卷”和“雙減”的
對比介紹當今中國社會高度競爭帶來的壓力和商業化帶來
的衝擊，以及中國政府和社會如何應對。他說，中國政府
針對“內卷”出台的“雙減”政策，要減輕義務教育階段
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目的是讓教育回歸本真，
孩子要在學校裏，德智體全面發展，使成長比成功更重
要，不能讓資本操作教育。

“這些熱詞所代表的現象反映的是中國在經歷經濟快
速發展、社會日益開放包容過程中，中國人價值取向的變
與不變。”秦剛說，中國要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堅守中國優
秀傳統價值觀和公平正義，不迷失自我。既要依法治國，
也要以德治國。 ●中新社

說“內卷”聊“飯圈”
駐美大使推介“熱詞裏的中國”

��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蔣煌基 泉州報道）
蔡英文7日會晤法國參
議院“友台小組”及澳

洲前總理艾波特等政界人士，高調放
話“會確保印太區域和平穩定”的同
時，更聲言感謝相關國家在印太區域
地緣政治變化中積極因應，並聲援台
灣拓展所謂“國際空間”。台海問題
學者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
推台海入險境者即民進黨當局，“一
心謀獨”的蔡英文如今欲“借勢壯
膽”，恐是誤判了美國態度。

“一心謀獨”高調晤法澳政客
蔡英文7日與艾波特會晤時稱，台

灣願意貢獻力量維持區域和平穩定，
並與民主夥伴有更深入合作。她亦稱
讚法國參議院“友台小組”“透過這
個意義非凡的訪問，給台灣最大的支
持”。廈門大學台研院副院長張文生
指，近段時期，西方部分國家頻頻
“打台灣牌”，妄想利用台灣問題向
中國施壓、遏制中國發展的熱度有所
抬升。該外部環境與蔡英文當局謀求
“台獨”、勾連外部勢力想法一拍即
合。

“蔡英文這種誤判形勢的動作，
加劇了兩岸關係的緊張。”張文生
稱，近階段大陸軍機在台海上空的活

動，即是針對蔡英文“台獨”動作的
警告，亦是針對國際社會部分國家插
手台海問題不得不作出的回應。

蔡英文此前在美國《外交》雜誌發
表文章，聲稱“一旦台灣‘淪陷’，將
‘對區域和平和民主同盟體制帶來災難
性後果’”，昨又高調與法國、澳洲部
分政界人士會晤，張文生認為，這實際
上是蔡英文意識到其“台獨”行徑可能
引起的災難性後果，但台當局又不願
“獨吞苦果”而妄圖拉攏國際勢力撐腰
壯膽，將西方社會部分國家拉下水。

“蔡英文有多少籌碼？大陸不斷
發展壯大，兩岸實力加速失衡，尤其
台灣‘孤懸海外’，戰略縱深嚴重不
足。在此背景下，蔡英文仍欲將‘家
事’寄希望於美國等部分西方國家。
但兩岸統一了，‘棋子’就成‘棄
子’。何況被譽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
國，仍不得不面臨從阿富汗抽身的敗
績。”張文生呼籲民進黨當局不要誤
判形勢。“以利相交，利盡則散”，
雖然當前美國、澳洲、日本、法國等
與台灣貌似關係升溫，但張文生指，
倘若台海終有一戰，國際社會會有哪
些國家願意為台灣作出犧牲？願意付
出多大代價為台灣作出犧牲？“這些
大國真的心甘情願被蔡英文拉下水，
為蔡英文、為台灣小部分‘台獨’分
子賣命嗎？”張文生說。

錯判形勢 民進黨推台入險境
		
/1

●●1010月月66日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右一右一））
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左一左一））在瑞士蘇黎世舉行會晤在瑞士蘇黎世舉行會晤。。 新華社新華社

北約秘書長：不把中國當對手和敵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美

國“政客”（Politico）網站6日刊發了
該網站對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的
專訪。在專訪中，斯托爾滕貝格說：
“我們不把中國當作對手，也不把中
國當作敵人。我們需要在氣候變化等
重要問題上與中國接觸。”

在談論完合作和接觸以後，斯托
爾滕貝格“話鋒一轉”，他說：“我
們看到中國的崛起。我們看到中國很
快就會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他們
已經擁有全球第二多的國防預算。他
們已經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海軍。他們
正大舉投資於新的現代化能力，包括
核能力。他們在人工智能等許多新的
顛覆性技術的應用方面處於領先地
位，並將其整合到新的先進武器系統

中。我們在南海看到了一個更加自信
的中國。所有這些都關係到我們的安
全，因此北約必須對此作出回應。”

對於北約和中國的關係，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此前也曾強調，中
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秉
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
觀，始終奉行防禦性國防戰略。中方
一直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和國際秩序
的維護者，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了
貢獻。

中國的發展也為世界提供了機
遇。我們將繼續沿着和平與合作的正
確道路堅定走下去。希望北約以客
觀、積極、開放的態度看待中國發
展，多做有利於維護國際和地區安全
與穩定的事。冷戰思維沒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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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為慶祝創行36周年慶並回饋社區的
長久支持，並避免COVID-19疫情傳播
，金城銀行取消原訂十月舉辦的三十六
周年行慶活動，並捐贈一萬美元給
Chancellor Elementary School 購買電子
教學設備，為處於低收入社區的兒童添
置電子設備，希望在疫情期間能幫助社
區兒童持續有效率且快樂的學習。另外
秉持對青少年和社區的支持，捐贈五仟
美元給李恆依、李恆嘉姐弟，以代表美
國國際空手道代表隊參加在羅馬尼亞舉
行的世界杯比賽。李恆依、李恆嘉的父
親來自臺灣，教導兒女練習刺槍術並融
入空手道套路；恆依和恆嘉二位成績優
異，獲獎無數。金城銀行此次捐贈，希
望能對年輕一代的夢想和長才予以支持
，讓他們的理想得以實現。我們也很高
興得知李恆依在世界杯比賽中獲得亞軍
的殊榮，向她的理想更加邁進！10月8
日星期五在金城銀行總行營業大廳，金
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楊明耕副董事長
、Al Duran副董事長、董事譚秋晴副市
長、林懿明執行長、吳國駒總經理，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陳奕芳主任、黃依莉副主任
與Alief 學區創意總監Mr. Patrick Cherry

、業務暨社區聯絡主任 Dee Jones 和
Chancellor Elementary School 校 長 Lisa
Saarie、李恆依、李恆嘉姐弟，均於百
忙中撥冗參加，為金城銀行三十六周年
慶獻上祝福。

吳光宜董事長表示： 「感謝所有客
戶和社區好朋友們對於金城銀行的一貫
支持！金城銀行自1985年創行以來，由
最初的規模，一路努力耕耘。我們傾聽
客戶需求並提供高品質的金融服務以配
合客戶的業務成長；協助客戶因應科技
發展，調整金融選擇，期望和客戶一起
邁向成功。我們感謝所有股東、客戶和
社區好朋友們的相挺和肯定！金城銀行
董事會、經營團隊和所有同仁也將秉持
專業和熱誠，以更謹慎和高效率的服務
，與所有客戶攜手並肩，相互支持，共
創榮景！」

金城銀行林懿明執行長表示： 「 金
城銀行在2020年和2021年的表現持續
傑出，各頊財務報告均達到創行以來的
歷史新高點。我們在南加州阿罕布拉市
(Alhambra) 、塔斯汀(Tustin) 和羅蘭崗
(Rowland Heights)設立分行，並有一個
貸款辦公室；在北加州灣區增設密爾布
瑞(Millbrae) 分行及一個貸款辦公室，將

服務據點延伸至南北加州。在2020 年
新冠病毒（COVID-19）期間，為幫助中
小企業渡過這段艱難困境，並配合政府
和美國小型企業管理處（U.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所推出二次薪
資保障計劃（Paycheck Protection Pro-
gram），金城銀行已經完成超過1億4
仟萬美元貸款，協助許多客戶和社區朋
友獲得免償還薪資補助，為客戶爭取最
大財務上的支援。為感謝社區朋友們與
我們歡慶36周年，特別推出商業電子存
款掃描服務，服務特色包括無每月維護
或租賃費用、無需掃描器設備且免除3
個月商業支票帳戶維護費。商業電子存
款掃描是企業既方便、迅速與經濟的存
款服務，也是現代企業必備的金融服務
! 」

林懿明執行長表示，金城銀行全體
行員將攜手同心，以〝用心、誠懇、專
業、周密〞的服務態度，在金融專業領
域中為客戶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以
協助客戶創造企業和個人的最大利益，
期許金城銀行和社區一同邁向永續未來
，並成為德州暨南、北加州社區的標竿
銀行。如需更多相關訊息或有任何疑問
，請參閱金城銀行網站 www.golden-
bank-na.com或與各分行聯絡查詢。金
城銀行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電
話888-320-3838。

金城銀行慶祝金城銀行慶祝3636周年慶周年慶
捐贈捐贈Chancellor Elementary SchoolChancellor Elementary School電子教學設備電子教學設備

捐款李恆依捐款李恆依、、李恆嘉參加世界杯比賽李恆嘉參加世界杯比賽
推出商業電子存款掃描服務推出商業電子存款掃描服務

金城銀行慶祝金城銀行慶祝3636周年慶捐贈一萬美元周年慶捐贈一萬美元ChancellorChancellor
Elementary SchoolElementary School電子教學設備電子教學設備

金城銀行慶祝金城銀行慶祝3636周年慶捐贈五仟美元給李恆依周年慶捐贈五仟美元給李恆依、、李李
恆嘉姐弟恆嘉姐弟，，以代表美國國際空手道代表隊參加在羅以代表美國國際空手道代表隊參加在羅

馬尼亞舉行的世界杯比賽馬尼亞舉行的世界杯比賽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楊明耕副董事長楊明耕副董事長、、Al DuranAl Duran副董事長副董事長、、董事譚秋晴副市長董事譚秋晴副市長、、林懿明執行長林懿明執行長、、吳國吳國
駒總經理駒總經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陳奕芳主任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陳奕芳主任、、黃依莉副主任等切生日蛋糕黃依莉副主任等切生日蛋糕

休士頓僑界華臺客語演講慶雙十休士頓僑界華臺客語演講慶雙十 臺灣多元文化紛呈臺灣多元文化紛呈

金馬獎終身成就獎得主，編劇泰斗張永祥逝世
他曾說——我沒有讀者，但是有許多觀眾

（本報訊 ）為慶祝中華民國110
年雙十國慶,休士頓客家會10月3日於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辦國慶杯
華臺客語演講比賽,場面熱烈溫馨。駐
休士頓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夫婦、副處
長王韋龍、文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副
主任黃依莉、國慶籌備會主委劉志忠
、副主委劉美玲、僑務委員陳美芬、
僑務諮詢委員梁慎平及鍾桂堂都到場
共襄盛舉。

客家會會長馮啟豐表示,為呈現臺
灣多元且兼容並蓄的文化,特別舉辦這
次比賽;他感謝羅處長的提議,才有這
項活動。羅復文也別出心裁地將致詞

機會禮讓給身為客家人的太座;羅夫人
除了藉此機會展現流利的客家話,也分
享用母語和媽媽講悄悄話的喜悅,風趣
談話在場鄉親無不莞爾。

陳奕芳則補充,中心正規劃建置臺
灣4大族群文物展示區,藉由擺放各族
群代表文物,讓僑界新生代及外國友人
認識臺灣文化;她感謝客家會居間協調
,洽得客委會的協助。

本次演講比賽形式不限,夫妻、母
子、父女搭檔皆可,參賽者也不以單一
語言為限,可適時混用華、臺、客語以
展現語言使用流暢度。當日活動第一
名由陳恩迦、陳恩潔、陳恩祈三兄妹

獲得,他們年紀雖小,但說得一口流利
臺語,搭配上提琴樂器,精湛表現獲得
滿堂彩;第二名為國慶志工羅秀娟,配
合響板演唱臺語童謠《丟丟銅仔》、
《天黑黑》等,在場鄉親皆不經意跟著
哼唱;第三名由具原住民血統的林天娜
獲得,她穿著阿美族服飾,混用華語及
臺語演講,完美展現台灣人的口語習慣
。活動結束後主辦單位也發送客家美
食麻糬,讓大家有吃有拿,過了一個開
心愉悅的下午,在十月光輝國慶中展現
台灣的軟實力。

圖華客臺語演講比賽由羅復文圖華客臺語演講比賽由羅復文((右右88))提議辦理提議辦理,,馮啓豐馮啓豐((左左88))精心策精心策
劃劃,,獲得眾多客籍僑領的支持獲得眾多客籍僑領的支持。。

（本報訊 ）台灣編劇泰斗，2016 年金馬獎終身成就獎，
1960年代至1990年代全球華人觀眾最熟悉的編劇大師張永祥，
旅居美國多年，已於當地時間2021年10月7日晚間8點56分，
在洛杉磯家中安詳辭世，享年92歲。

張永祥自青年時代便投身戲劇工作，1964年起參與籌備電影
《養鴨人家》，正式步入影壇，前後編寫160多部劇本，是台灣
作品產量最多的編劇，先後獲頒四次亞洲影展最佳編劇獎，五次
金馬獎最佳編劇獎，得獎紀錄不僅空前，即使未來的電影編劇也
不易打破這樣光榮的紀錄。

於影壇最前線退役後轉任教職，再任職電視工作，1990年代
初期於華視服務期間規劃轟動各界的《包青天》劇集，為其輝煌
的演藝生涯再掀高潮。2016年獲金馬獎終身成就獎，也是首位以
編劇身份獲頒此項殊榮的影劇工作者。

從事影劇工作半世紀，張永祥為人忠厚、謙讓，作品如人，
不譁眾取寵，不媚俗驕飾，真實呈現社會民俗風情，世間人情冷
暖。最擅在作品中建立質樸、平和傳統文化的生活真相，令其筆
下人物與現實生活契合無間，作品內涵使人動容，劇本品質更得
製片人讚賞、信任，獲得許多電影同業的尊敬，不僅大成本、大
製作的影片，均委以編劇重任；他也是許多獨立製片人爭相邀約
的編劇，因為他的劇本提高了影片的層次，是票房賣座的保證。

從中影的 「健康寫實」到大眾公司的繽紛燦爛，再到浪漫奔
放的瓊瑤作品改編，以及將傷痕文學搬上銀幕——這樣的正向能
量，始終是張永祥作品最顯著的風格。《養鴨人家》使文化界對

於華語電影刮目相看，承認國片確有其嚴肅認真的藝術表現，
《再見阿郎》、《小城故事》、《原鄉人》等作品也是在當年鄉
土文學的大時代文化氛圍底下，相映而生、實實在在的 「鄉土電
影」。

作品為數眾多，手稿卻沒留下幾件，能有出版機會的電影劇
本更是少之又少。

但張永祥說過， 「我沒有讀者，但是有許多觀眾」。在金馬
盛會領取終身成就獎時，他更表示： 「我非常幸運！非常幸運
——生活在一個美好的年代。」

張永祥老師生於1929年，山東煙台人，內戰時跟隨山東聯
合中學顛沛遷徙，1949年來台後考入政工幹校第一期戲劇組，師
從李曼瑰等名家，畢業後曾於母校擔任系主任，他的編劇生涯始
於舞台劇，曾任職軍中編導、中國電影製片廠編導、中華電視台
節目部經理。

2014至2021年間，張永祥每年參加南加美華文藝季電影講
座，並至大學與學生分享他的豐富的創作經驗；2016年應邀於加
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CSB）演說，現場座無虛席，反應熱
烈。

（人文磚基金會暨美華人文學會王曉蘭提供）
張永祥重要獲獎紀錄
1964 《養鴨人家》第12屆亞洲影展最佳編劇獎（中影公司

出品）
1968 《家在台北》第16屆亞洲影展最佳編劇獎（中影公司

出品）
1972 《還君明珠雙

淚垂》第10屆金馬獎最
佳編劇獎（中影公司出
品）

1974 《香花與毒草
》第22屆亞洲影展最佳
編劇獎（中製出品）

1976 《寒流》電視
劇集第 2 屆國家文藝獎
戲劇類得主

1975 《吾土吾民》
第12屆金馬獎最佳編劇
獎（大眾公司出品）

1978 《 源 》 第 26
屆亞洲影展最佳編劇獎
（中影公司出品）

1978 《汪洋中的一
條船》第15屆金馬獎最佳編劇獎（中影公司出品）

1979 《小城故事》第16屆金馬獎最佳原著編劇獎（大眾公
司出品）

1981 《假如我是真的》第18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永
昇公司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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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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