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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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美國僱主近期難以找到員工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大批美國人蜂擁離職。8月份離職人數達430萬人創
紀錄。

美聯社報導，美國勞動部昨（12）日宣布，8月
離職人數達430萬人，是2000年12月有紀錄以來新
高，相當於3%的勞動力。

這個數字解決了近期籠罩美國勞動市場的謎團：
即便職缺數接近歷史最高紀錄，8、9月招聘人數卻
急速放緩。過去一年職缺數暴增62%，但同期間的
招聘數目卻略微下降，8月的職缺數達1040萬，前
一個月的職缺數更達創紀錄的1110萬。

大批美國人離職的部份原因在於擔心新冠變異株
Delta。8月美國新冠病例激增，需要面對人群的行業
包括餐飲、旅館、零售、教育等的離職人數猛增，8
月有將近90萬人離開餐廳、酒吧、旅館的工作，較7

月增加21%；零售業員工的離職率也上升6%。
相較之下，建築、製造、運輸、倉儲、律師等行

業的離職人數並沒有明顯增加。
美聯社指出，除了離職，對病毒的擔心也可能讓

許多原本打算找工作的民眾怯步。
除此之外，僱主急著找人、薪資上漲，也讓員工

有更好的條件要求提高工資，或者乾脆換工作。
至於拜登政府頒布的疫苗強制令是否和離職潮有

關？美聯社指出，拜登是在9月9日才發布疫苗強制
令，現在還無法說明兩者之間的關係。

美媒CNBC報導，Fwdbonds首席經濟學家拉普
基（Chris Rupkey）表示，目前美國存在嚴重的缺工
問題，不只是民眾擔心疫情、照顧家人等原因，也在
於現在經濟如牛市般強勁，所以對勞動力才會有這麼
大的需求。

老闆找不到員工 美離職人數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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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Houston Sport Authority 's
Chris Massey and Michael Brow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Table
Tennis Federation came to visit
the Southern News TV studio
along with members of the media
from the local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oth
of them are talking about the

upcoming table tennis world
championship event that will take
place at the Houston 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on
November 23rd to 30th.

Included at the event news
conference were Mr. Kenneth Li,
Chairman of the Southwest

District, President Bin Yu of the
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Attorney James Shu. All of
them are going to support the
event, especially because this is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ping
pong diplomacy.” Starting
in1971,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e
door was opened for the U.S.

and China to have
norm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 are so glad that
this event is being
held in America at
this very touching
time. We all hope
this “people to
people” sport of
ping pong will lead to
more peace between

our countries. We really need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each
other.

We as members of the news
media wi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elevise the event through social
media and TV so many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can watch the
competitions.

In our district we also are
planning to put up a banner
welcoming the championship, the
participants and all those visitors
who will come to Houst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or this historic
event.

Houston – We are ready!

1010//1313//20212021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TheWe Are Ready To Welcome The
Ping Pong World ChampionshipPing Pong World Championship

今天上午在美南新聞電視
攝影棚迎來了休斯敦體育局執
行長麻薩及世界乒乓聯盟執行
長布朗,及本地的華亞裔及國際
社區代表, 主要是為迎接世界
乒乓球錦标賽做宣傳及準備工
作.
有近一百個國家選手代表

將從十一月二十三日起在休斯
敦布朗會議中心展開為期七天
的比賽，這也是乒乓球世界姓
比賽一百年來首次到北美來舉
辦。
做為地主國，我們熱烈參

加接待工作，並且由亞裔商會
會長俞斌、西南區主席李雄、

名律師徐建勋分別在記者會中
表達對此賽事之支持，此時正
逢五十年前乒乓外交拉開了中
美外交之序幕，主辦方及華人
社區將舉辦盛大慶祝活動。
我們樂見這項廣受全世界

熱愛的乒乓球運動在美國舉辦
，它代表了體育是促進人民交
流最好的橋樑。
美南新聞電視及新媒體將

組成強大的記者團隊，透過各
種社群媒體向全世界報導有關
比賽詳情。
休斯敦國際區及華埠也會

張掛上各型標語，向全世界的
選手和訪客表示歡迎之意。

我們即將迎新世界訪客及乒乓選手我們即將迎新世界訪客及乒乓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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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億美元身價的NFL美式足球聯
盟拉斯維加斯突襲者隊首席教練喬恩•葛羅
登突然辭去教職, 震驚了美國體壇, 他的辭
退是因為在多年他寫給華盛頓紅人隊
（Redskins）老闆史奈德的電子郵件中抒發
了大量涉及種族主義、厭惡女性和詆毀同性
戀的不滿情緒, 由於65萬封電郵文字遭曝光
, 在強大壓力下不得不飲恨辭退, 葛羅登一
切都是咎由自取, 現在也只能悔不當初了！

種族岐視的言論在美國社會是零容忍的
, 但職業球壇極度重視金錢利益, 球隊老闆
皆為富商巨賈, 這些”老白男”往往傲慢自
負,扯高氣揚, 對於為他們效命賺錢的球員充
滿歧視,而率領球隊征戰的教練們則極盡討
好老闆之能事, 所以私下發表迎合老闆心意
的言論不足為奇, 長久以來球壇的歧視文化
詬病已久，絕非葛羅登走人就能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紅人曾因隊名被視為對
原住民的歧視與侮辱，所以爭議不斷,一度
被撤消商標權，並被要求更名，但東主拒不
服從, 直到佛洛伊德死後,這支球隊的多家贊
助商對他提出改名要求，否則將不再贊助,

在金錢壓力下，史奈德才把Redskins一字
去掉。

其實在職業球隊中, 具有種族歧視的球
隊相當多，如芝加哥黑鷹曲棍球隊的標誌是
一個臉上塗有顏料和羽毛的印第安人圖像具
有歧視黑人的意味, 再如克利夫蘭印第安人
棒球隊也顯出對原住民不敬，如今他們都承
認自己不完美的歷史 。

非裔黑人是當前職業球隊的主力和骨幹
, 但很難想像在半世紀前黑人是不允許打球
的, 正因有民權運動的推動, 黑人才被允許
打球，但球隊老闆和管理層都以白人為主,
他們內心依然歧視黑人, NBA洛杉磯快艇隊
原來的老闆史特林因不滿小三在社群媒體發
佈一張與傳奇球星魔術江生的合照而私下大
發雷霆發表了歧視黑人的言論, 當他的談話
被女友偷錄曝光後, 他被迫把球隊出售。

從美國當前所發生的種種事件以及社會
的強大呼聲可知,種族歧視將逐漸絕跡, 所以
球隊東主和領導階層應傾聽民意，回應民意
, 進而振興族群平等與和諧, 這樣美國才會
更加的偉大！

李著華觀點 : 活該他辭退--葛羅登暴露了低俗的歧視文化

挪威警方表示，一名男子今天手持弓
箭在境內孔斯貝格鎮（Kongsberg）發動攻
擊，造成數人死亡、多人受傷，警方已逮
捕這名男子。

法新社報導，地方警官亞斯（Oyvind
Aas）在記者會上指出： 「不幸地，我們證
實這起事件中有數人受傷、多人死亡。」

亞斯提及： 「這名犯案男子已被警方
逮捕，根據我們的消息，這起事件只有一
人涉案」 、 「未有針對其他人士的積極搜
索。」

這起攻擊發生在孔斯貝格鎮中心多個
地點，攻擊者動機迄今未明。目前傷者已
經送醫治療，但人數及狀況不明。

挪威男子持弓箭殺人被捕挪威男子持弓箭殺人被捕 釀成數死多傷釀成數死多傷

聯合國 「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 （IPCC）報告指出，在全球暖化危機下，世界各地的冰河正出現
「不可逆轉的融化」 。而專家警告，巴基斯坦是全球最依賴冰河淡水資源的國家之一，但該國為避免影響

與中國大陸、印度邊境的戰略控制，持續拒絕採取行動，恐導致缺水成為其未來的 「存亡危機」 。
巴基斯坦留美學者、目前擔任美國俄亥俄州伍斯特學院（College of Wooster）政治科學與環境研究助

理教授的海德爾（Erum Haider）13日投書 「半島電視台」 （Al Jazeera），稱根據IPCC於8月發布的最新
報告，全球暖化已成為造成極端氣候的元凶，包括北歐和中國大陸的洪水、美國野火和各地熱浪等；而對
巴基斯坦而言，還有一點最值得注意，即極地和高山冰河可能在未來繼續面臨 「不可逆轉的融化」 。

海德爾指出，巴基斯坦境內的冰河數量極多，超過極地地區以外的任何其他國家；這些冰河為印度河
的源頭，而巴基斯坦有75%人口居住在該河沿岸，且其5座最大的城市更完全依賴印度河提供工業及民生
用水。

然而，若IPCC報告所言正確，巴基斯坦將於2050年面臨水資源枯竭危機，並成為該國 「未來數十年
內最大的安全問題」 。就算是現在，巴基斯坦也已受到極端氣候的影響，包括最大城市喀拉蚩（Karachi）
和首都伊斯蘭馬巴德（Islamabad）今年都遭受毀滅性洪水襲擊；中巴關鍵經濟要道喀喇崑崙公路（Kara-
korum Highway）也多次因土石流關閉，原因則是當地大量森林遭到砍伐。

中印巴邊境衝突 竟導致這國面臨存亡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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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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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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累計確診66.6萬
將為接種疫苗人士提供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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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6例新冠

病毒肺炎患者，目前累計確診666517例。新增死亡34例，累計死亡14991例。

據希臘媒體報道，當局宣布接種過新冠疫苗的民衆將獲得更多的行

動自由，即使在實施限制措施的地區也是如此。這一計劃得到了科學家

的支持，許多人贊成爲接種過疫苗的人提供更多獎勵。

希臘衛生部長薩諾斯· 普萊弗裏斯表示，限制性措施將繼續適用于

那些選擇不接種疫苗的人。但這種手段並非是對這一部分人的懲罰,政府

唯一目的是保護民衆的健康安全。與此同時，希臘的衛生系統已經得到

了加強，任何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得到治療。

克裏特大學肺病學教授尼克斯· 紮納基斯(Nikos Tzanakis)也認爲，政

府准備宣布的新規定正在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不過問題是，該政策將

如何實施，實施起來的難易度如何。

不過，他同時指出，因爲餐飲從業人員的疫苗接種率低，如果在疫

情風險高的地區接種疫苗的人士可以自由流動，那麽工作人員也絕不能

沒有疫苗保護。他還補充說：“在塞薩洛尼基等疫情風險等級較高的地

區應禁止未接種疫苗的人跨省旅行，以避免他們將病毒攜帶至疫情風險

等級較低的地區。”

從官方的統計數據看，盡管希臘北部的疫情形勢令人擔憂，重症監護室的

收容率接近90%，但病例數並沒有出現爆炸性地增長，情況仍然是可控的。

在談到近期的一些慶祝活動能否順利舉行的時候，希臘內政部副部

長斯泰裏奧斯· 佩薩斯(SteliosPetsas)表示，由于希臘已有600萬人完全接

種了疫苗，因此舉行遊行等活動是相對安全的。不過，對慶祝活動我們

應更加謹慎，必須采取措施防止病毒傳播。尤其在室內，人們需要戴好

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安理會嚴厲譴責阿富汗恐襲事件
綜合報導 聯合國安理會發

表媒體聲明，對日前發生在阿

富汗北部昆都士省一座清真寺

的恐怖襲擊予以強烈譴責。

據媒體報道，昆都士省首

府昆都士一座什葉派清真寺遭

自殺式炸彈襲擊，死傷近200

人。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分

支“伊斯蘭國呼羅珊”之後發

表聲明，宣稱發動此次襲擊。

塔利班方面稱將找出並懲處恐

襲責任人。

安理會在

聲明中以“最

強烈措辭”譴

責這起卑鄙怯

懦的襲擊事件

，同時譴責所

有針對平民的

恐怖主義襲擊

。安理會對受

害者及其家人

表示深切同情

和哀悼。

聲明強調，一切形式和

表現的恐怖主義均是對國際

和平與安全的最嚴重威脅之

一，必須對恐怖襲擊事件的

實施者、組織者、資助者和

支持者追究法律責任。安理

會敦促所有國家履行國際法

和安理會有關決議所規定的

義務，與相關各方積極合作

，協助將襲擊的有關責任人

繩之以法。

安理會指出，無論動機如

何，無論何時何地，無論由誰

發動，任何恐怖主義行爲都是

犯罪行爲，不能以任何理由爲

其辯解。所有國家都需要根據

《聯合國憲章》和有關國際法

，運用一切手段同威脅國際和

平與安全的恐怖主義行爲作鬥

爭。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日

前亦發表聲明譴責此次恐襲。

他強調，針對行使宗教信仰自

由權利的平民蓄意發動襲擊，

這是對基本人權的侵害，違反

國際人道主義法，肇事者必須

被繩之以法。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政權後

，“伊斯蘭國呼羅珊”在阿富

汗境內制造多起恐襲。10月 3

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一座清

真寺外發生爆炸襲擊，造成8

人死亡，20人受傷。

疫情期間減薪、加班、情緒焦慮
……澳大利亞科學家“很受傷”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發布的一份針對專業科學家的年度調查顯示，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該國科學家們遭遇了減薪、工作時間延長和情緒

急劇下降，這可能會導致科研人員離開研究領域。

該調查訪問了近1300名澳大利亞科學家，領域從建築到國防不等。

調查顯示，近2/3的受訪科學家表示，過去一年他們的情緒低落，而超

過70%的科學家感到疲勞。21.5%的人表示，由于疫情及其對工作能力的

影響，他們正遭受焦慮或精神困擾。

科研人員平均工作時間增至每周44.6小時，加班時間較上次調查增加

了近22%。但59%的人表示，他們沒有收到任何加班費。約40%的受訪者表

示，他們在過去12個月裏沒有加薪。7%的人報告稱，由于疫情，他們的工

資減少了。還有近一半的科研人員表示，他們的總薪酬目前低于市場水平

。43%的科學家表示，自己的薪酬沒有反映出他們的職責水平。

此外，1/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計劃在幾年內完全離開這個行業。

對此，澳大利亞科學與技術協會首席執行官舒伯特(Misha Schubert)

表示，增加科學投資是必要的，以避免該行業人員的流失。她說：“如

果我們不修複這個支離破碎、缺乏保障的工作體系，我們有可能會有更

多傑出的科學家達到崩潰點，然後離開。”

該協會主席布朗利(Jeremy Brownlie)稱，疫情和不穩定的工作環境

給澳大利亞科學家造成了壓力。他說：“澳洲的科學家在這場疫情中阻

止了大量死亡，但我們的國家卻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支持作爲回報。”

希臘新冠活躍病例約2萬
總統接種第三劑疫苗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2324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

目前累計確診673317例。新增死亡22例，

累計死亡15069例。

全國活躍病例約2萬
希臘政府衛生專家委員會成員瓦娜·

帕帕凡吉魯在疫情通報會上介紹了希臘

的疫情形勢。據衛生當局估計，疫情較

爲嚴重的塞薩洛尼基市目前至少有3000

例新冠肺炎活躍病例，而從全國範圍看

新冠肺炎活躍病例人數約爲 2萬。她還

警告說，在疫苗接種覆蓋率較低的地區

，老年人的感染率將增加，同時，重症

監護室中的絕大多數新冠患者都未接種

疫苗。

希臘政府此前宣布，結束對疫情高風

險地區的小型封鎖措施，餐館、酒吧、娛

樂場所等所有地方都可以播放音樂，同時

民衆活動不受宵禁措施限制。對于已經接

種過疫苗的人士將能有權不受限制地進行

所有娛樂活動。但對于沒有接種疫苗的人

仍需遵守關于營業場所

設立的“混合空間接待

顧客”的規定，並按要

求進行病毒快速檢測。

爲了保證防疫規定

更夠最大限度地得到遵

守，希臘警方將在未來

兩周內和希臘國家透明

管理局、勞動監察局和

當地市政當局合作檢查

個人和餐飲企業對新規

定的遵守情況。

希臘總統接種第三劑疫苗
希臘總統薩克拉羅普盧8日在雅典接

種了第三劑新冠疫苗。她在當天發表的一

份聲明中，呼籲對疫苗仍持由于態度和否

定態度的人克服恐懼，盡快進行疫苗注射

。她指出，絕大多數重病患者都沒有接種

疫苗，並強調接種疫苗是一勞永逸地擺脫

疫情的最有效方法。

希臘衛生部初級保健秘書長馬裏奧斯

•希米斯托克利斯在疫情通報會上宣布，

從10月10日起，年齡在50歲以上的人士

無論是否患有潛在疾病都將能夠通過官方

平台預約新冠疫苗“加強針”注射。加強

針疫苗將幫助那些在此前注射疫苗後未能

産生較高抗體的人獲得免疫力。

希米斯托克利斯還表示，當局仍繼

續在向該國偏遠地區派遣機動醫療人員

，爲無法前往疫苗接種點的人群提供注

射服務。

超市缺貨、燃油斷供……
英供應鏈危機系脫歐“後遺症”？

近期英國多個行業出現人手短

缺問題，供應鏈嚴重受阻，且遲遲

得不到解決。英國國家統計署(ONS)

的調查顯示，在截至10月 3日的兩周

內，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地區有

多達 900 萬人因超市缺貨，無法購買

必需食品。

英國政府將此歸咎于新冠疫情，但

有意見認爲，隨著封城措施逐漸解除，

經濟活動陸續恢複後，英國政府需面對

現實，承認英國面臨的是由脫歐引致的

危機。

【勞工短缺供應斷鏈，數百萬人受
影響】

從1月1日起，歐盟國家勞工若要留

在英國工作，需申請規則更嚴格的簽證

，實際等同向大量來自歐盟的勞工“落

閘”。

受此影響，英國現時的貨車司機空

缺達到10萬人。由于缺乏人手運送貨品

和燃油，英國各大超市貨架清空後未能

及時補貨，全國多地許多油站沒有汽油

供應，引發大批民衆恐慌，到油站外大

排長龍搶購汽油。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署(ONS)的調查，

在9月22日至10月3日的兩周內，英格

蘭、威爾士和蘇格蘭地區有多達900萬

人，因超市缺貨而無法購買必需食品，

相當于英國每6名成年人，便有一人受

影響。

ONS調查指出，17%成年人在該兩

周內無法購買部分必需食品，其中以東

北和中部地區的情況最嚴重，約21%成

年人未能購買必需食品。非食品類的必

需品同樣缺貨，近23%受訪者表示未能

購買。

此外，61%消費者認爲貨品供應異

常，包括貨品種類減少，以及部分貨品

售罄後，超市無法及時補貨等。

除超市貨品外，藥物供應亦受到影

響，約有23%成年人表示需比平時等候

更長時間，才能買到所需藥物。

英國政府此前宣布委任大型連鎖超

市Tesco前行政總裁劉易斯爲供應鏈顧問

，負責就迅速改善英國貨品供應鏈問題

，以及如何作出長期應對，向首相約翰

遜提出建議。

【供應鏈危機揭示脫歐“後遺症”】
英國首相約翰遜堅稱，人手不足是

全球性問題，拒絕與脫歐拉上關系，呼

籲民衆不要盲目搶購，“我希望民衆正

常購物，只買你們有需要的貨品。”

《文彙報》報道稱，英國政府和脫

歐支持者認爲，英國面臨的問題與脫歐

無關，但在脫歐後仍留在歐洲單一市場

的北愛爾蘭，現時卻沒有出現搶購潮，

也沒有油站缺油及二氧化碳供應短缺情

況，正好反映脫歐是英國目前困境的禍

首。

英國脫歐後，在能源供應上更孤立

，引發能源危機。英國自身能源儲備不

足，本地天然氣價格今年已急升4倍。

意大利能源基建公司Snam SpA行政總裁

阿爾維拉表示，英國未有意識到對歐盟

能源儲備的依賴，若日後英國需要緊急

能源供應時，即使歐盟擁有儲備，也可

能因脫歐後的繁複程序，需數周時間才

能向英國供氣。

此外，自2022年1月起，抵達英國

邊境的貨車將面臨新的海關審查措施，

歐盟食品供貨商若要將貨品出口至英國

，從2022年7月起還需處理更複雜的申

報手續，預料會進一步打擊英國的貿易

活動。

爲纾緩人手問題，約翰遜政府同意

向5000名歐盟貨車司機提供爲期3個月

的短期簽證，保守黨議員霍理林指出，

在國家經濟有需要時給予海外勞工簽證

，是英國“取回控制權”的做法。但英

國零售商協會表示，短期簽證只能滿足

超市在聖誕節前所需司機人數的1/3，對

解決整體人手短缺只是杯水車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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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輝瑞與莫德納藥廠開發出的COV-
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mRNA疫苗在
防疫上發揮關鍵作用，特別的是，這兩支疫
苗的關鍵原料，來自日本傳承近400年的老
牌醬油廠山佐醬油。

日本讀賣新聞報導，總公司位於千葉縣
銚子市的山佐（YAMASA）醬油創業於1645
年，為輝瑞（Pfizer）與莫德納（Moderna）
提供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的關鍵成
分 「假尿苷」 （pseudouridine）。

報導指出，mRNA疫苗在進入人體後，
因免疫反應會引起發炎，導致難以應用；研
究mRNA技術的匈牙利裔美籍生技科學家卡
林柯（Katalin Karikó），想到將構成mRNA
的物質之一 「尿核苷」 （Uridine）替換為
「假尿苷 」 ，使人體的免疫系統不會將
mRNA判定為異物，疫苗得以更容易在人體

內發揮作用。
製作醬油將近400年的山佐醬油，為了

研究與製造鮮味成分，1970年代起開始跨足
醫藥品領域，從1980年代起向國外輸出假尿
苷。過去因為假尿苷僅用於學術研究，輸出
量很少，但疫情使得假尿苷需求量大增，輸
出量爆增數10倍以上。

山佐醬油在2020年12月期的營業額為
581億日圓，其中醫藥品相關事業僅占營業
額約1成，不過山佐醬油認為，未來醫藥品
將會成為主力商品之一，希望能成長到與醬
油並列為公司的主要收益來源。

另外，日本玻璃大廠艾杰旭（AGC）在
德國的工廠，也為輝瑞疫苗生產其中的 「質
體DNA」 （Plasmid DNA）成分，且因應需
求增加，擬增設生產線。

輝瑞與莫德納疫苗關鍵原料 來自日本老牌醬油廠

中國大陸近年來成為美國最關注的威脅
，不過智庫專家警告，俄羅斯對美國構成的
威脅 「更加直接且緊迫」 ，呼籲美國陸軍不
能只想著以遠程火力對抗中國大陸，也應投
資下一代戰車、步兵戰鬥車等傳統戰力，確
保有能力嚇阻俄羅斯。

美國安全智庫 「列克星頓研究所 」
（Lexington Institute） 資 深 副 所 長 古 爾
（Daniel Goure）12 日投書軍事新聞網站
「Breaking Defense」 ，稱由於中國大陸經
濟實力上升、持續投資先進技術、進行大規
模 軍 事 建 設 ， 以 及 在 「 灰 色 地 帶 」
（Gray-zone）不斷給予美國及盟邦壓力的
行為，已讓其成為美國最關注的威脅對象。

但他警告，過度關注太平洋區域，因而
忽視俄羅斯及其持續壯大的陸軍戰力，是一
件十分危險的事，因為該國可能快速入侵波
羅的海國家等歐陸盟邦，並以 「反介入／區
域拒止」 （A2AD）能力阻止北約兵力支援，

甚至可以說其威脅較中國大陸 「更加直接且
緊迫」 。

雖然美軍為因應中國大陸A2AD能力，
已在發展全面性的反制措施，包括強調分散
式殺傷、機動性、不同軍種間感測器與武器
整合的新作戰概念，但由於印太區域多島嶼
環境的限制，美國陸戰隊和陸軍正專注於發
展配備遠程火力、先進感測器與通訊能力的
小規模機動單位和網路、電戰、太空等資產
，使新部隊不適合用於對抗俄羅斯的大規模
傳統地面部隊，也無法阻止該國迅速佔領東
歐領土。

因此古爾建議，美國陸軍須確保其地面
作戰能力獲得足夠投資，包括用於取代M1艾
布蘭（ Abrams）主力戰車和M2布萊德雷
（Bradley）步兵戰鬥車的下一代戰鬥載具、
輪式155公厘自走砲等，並於波羅的海國家
及波蘭部署更多地面部隊，確保有能力嚇阻
俄羅斯。

全力對付大陸 專家：美軍最常忽視這威脅

美中關係低迷之際，哈佛大學華語進修計畫
預定明年從北京遷往台北。校方發言人表示，變
更地點已考量一段時間，移至台北將為師生帶來
擴大教學體驗的不同機會。

哈佛校園刊物 「哈佛紅報」 （The Harvard
Crimson）上週報導，哈佛暑期華語進修計畫 「哈
佛北京書院」 因原合作方北京語言大學日益不友
善，明年起改與國立台灣大學合作，更名為 「哈
佛台北書院」 。

據報導，哈佛大學華語計畫主任劉力嘉提到
，暑期進修課程取得教室與宿舍不斷遭中方刁難
；北京語言大學2019年通知，不得在7月4日美
國國慶日舉辦通常以吃披薩、唱美國國歌慶祝的
聚會。她認為環境變化與中國政府對美國機構態
度轉變有關。

中央社以電郵聯繫劉力嘉請求採訪，她轉交
哈佛進修學院公關副主任皮耶（Harry Pierre）代
表發言。

皮耶透過聲明表示： 「這項計畫擬從北京移
至台灣，已考量一段時間，並反映一系列運作因
素。計畫新地點為我們的師生擴大教學體驗帶來
不同的機會，我們期待繼續為學生打造一個優秀
計畫。」

根據北京語言大學官網，北語和哈佛大學
2005年共同成立 「哈佛北京書院」 以來，逾1000

名哈佛、耶魯大學及其他常春藤盟校學生參加這
項暑期華語進修計畫。

哈佛改與台大合作、計畫更名為 「哈佛台北
書院」 後，台大校方表示，明年暑假將由哈佛選
送60名學員至台大修讀8週華語課程，考慮安排
參訪九份、金瓜石、故宮、士林夜市、陽明山等
景點，或體驗書法、象棋、剪紙、包餃子等文化
活動。

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12日說，外交
部深信，台灣民主自由體制、社會多元蓬勃發展
，將可使美國青年學子對台灣及華語世界能有更
深入的體認與了解。

紐約時報報導，哈佛大學熱門的華語進修課
程從北京遷往台北，時值美中關係處於數十年來
低谷，緊張局面擴及人文領域，以致美中學術與
文化交流 「冷颼颼」 。

2020年，美國志願服務組織 「和平工作團」
（Peace Corps）宣布結束中國計畫後，時任總統
川普政府在中國大陸與香港暫停資助國際教育、
文化與研究交流的傅爾布萊特計畫（Fulbright
Program）。部分人士批評，這些計畫中止切斷美
國民眾實地了解中國的關鍵管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3日在例行記者會
說，中方一貫歡迎外國留學生到中國學習進修，
「我們反對任何將人文交流政治化的做法」 。

華語進修捨北京就台北哈佛：擴大師生教學體驗

白宮官員今天表示，美國 「11月初」 將
開放美國和墨西哥與加拿大的陸地邊界，准
許完整接種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疫苗的非必要旅客入境。

國 土 安 全 部 長 馬 約 卡 斯 （Alejandro
Mayorkas）將於明天正式宣布此項措施。

為減緩疫情擴散，美國2020年3月起對
歐洲聯盟（EU）、英國和中國旅客關閉邊界
，後來清單增列印度與巴西。從墨西哥與加
拿大經陸路而來的旅客也在禁令範圍。

近19個月的限制對個人和經濟都帶來傷
害。

白宮消息人士表示，陸地邊界重啟將分
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要求探親或旅遊等
「非必要」 目的的旅行者都須接種疫苗，但

若是 「必要」 目的，未接種者也可以入境，
如同過去一年半的規定。

第2階段則從2022年 「1月初」 開始，
屆時所有前來美國的人都須完整接種，不管
旅行理由為何。

關閉19個月 美將開放墨西哥加拿大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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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政府在港發50億人債
開內地地方政府先河 超購2.48倍

深圳市人民政府成功在港發行50億元離岸人

民幣債券，12日在港交所舉行敲鑼儀式，這是內

地地方政府首次在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債。據了

解，是次深圳市政府發債，得到來自8個不同國家

及地區的投資者的踴躍認購，訂單規模達174億

元（人民幣，下同)，相當於超額認購2.48倍。香

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2日指出，是次發債說明香

港與深圳愈來愈緊密，並有很好的優勢互補；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可以服務深

圳市的實體經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深圳市政府在港
發行離岸人民

幣債券敲鑼儀式 12
日於港交所的香港金
融大會堂舉行，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香港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香港財庫局
局長許正宇、港交所
主席史美倫、港交所
行政總裁歐冠昇、香
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

及證監會署理行政總裁梁鳳儀等出席了儀式。 12
日深圳證券交易所同時以線上連線形式舉行敲鐘儀
式，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深圳市市長覃偉中出席
了儀式。財政部副部長許宏才、 中國人民銀行副
行長潘功勝、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亦透過
線上連線方式，參加了儀式。

特首：有利香港債券市場發展
林鄭月娥12日表示，這次債券發行意義重

大，是首次有中國內地地方政府在香港發債，同時
也是首次有內地市政府在境外發行債券，是推動人
民幣國際化的重要里程碑，也有利於香港債券市場

的發展。同時，這次發債也說明香港和深圳越來越
緊密，並有很好的優勢互補。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可以服務深圳市的實體經濟。期
待在中央大力支持下，深港兩地能為建設大灣區以
至國家的金融事業創新繼續努力。

特首續指，這次深圳在香港發債的另一重要
意義是部分債券是綠色債券，反映港深兩地共同為
國家碳中和目標作出努力，能共建內地生態文明建
設及綠色發展，提高香港作為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
的地位，發揮“門戶”作用，聯通國內國外綠色資
金的流動，成為發行綠色產品的首選平台。

覃偉中：結合深圳需求香港優勢
深圳市長覃偉中在儀式上發言時表示，深圳市

政府在香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是落實創新地方
政府發債模式的重要探索，有助促進內地金融市場
雙向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他提到，去年深圳
經濟總量2.77萬億元，綜合債務量屬全國大中城市
最低水平，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有良好基礎及需
求。他認為，在香港發債結合了深圳需求及香港優
勢，起到積極示範作用，有利豐富資本市場金融產
品，擴闊地方政府融資渠道，鞏固及提升香港離岸人
民幣業務樞紐地位。並表示，深圳市將深化深港金融
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為建設內地

金融業作出更大貢獻。
深圳市政府相關負責人表示，深圳市此次在

香港簿記建檔發行50億元地方政府債券，是內地
地方政府首次發行離岸人民幣政府債。債券發行期
限為2、3、5年期，金額分別是11億元、15億元
及24億元，票面利率分別是2.6厘、2.7厘與2.9
厘。其中3年期及5年期為綠色債券。是次發債資
金所得，將用於普通公辦高中建設、城市軌道交通
及水治理等項目。

獲8國家和地區投資者踴躍認購
據了解，此次債券發行獲得來自“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等地的
國際投資人和中資投資人的普遍關注和踴躍認購，
共吸引來自8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共計89個賬戶下
單認購，來自歐美和中東地區投資者佔比達6%；
簿記定價峰值訂單規模達190.3億元，最終價格指
引公布後，訂單規模174億元，相當於發行額的
3.48倍；資管、基金、保險等機構訂單17.09億
元，佔比34.18%。

另外，廣東省人民政府12日亦成功在澳門首
次發行22億元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票面利
率為2.68厘、期限3年。發行訂單量超過74億
元，發行取得圓滿成功。

●深圳市政府在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敲鑼儀式12日於港交所香港金融大會堂舉行。圖為
林鄭月娥（右四）與史美倫（左四）共同敲鑼。 政府新聞處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深圳市人民政府成功在港發
行離岸人民幣債券，中國人民銀
行副行長潘功勝12日在線上儀式
致辭表示，是次發債可擴大中國
內地債市對外開放，拓展融資渠
道，對香港作為國際離岸人民幣
樞紐地位具重大意義，人民銀行
將推動包括債市在內的金融市場
對外開放。財政部副部長許宏才
表示，深圳市人民政府在港發
債，豐富了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渠
道，有利建立長期可持續地方政
府融資機制，推動地方政府債市
有序對外開放。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
柳權也指，此舉有利鞏固及提升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促進兩
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推動香港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吸引更
多國際投資者透過持有人民幣債
券參與內地建設，促進國家金融
市場發展。黃柳權說，香港的發
展離不開與內地，而港深同屬大
灣區城市，合作條件優越，相信
港深可豐富合作模式及空間，並
強調港澳辦將一如既往支持香港
發揮所長，共同推進大灣區建
設。

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認
為，是次發債具有特殊示範意
義，深圳是首個於境外發債的地
方政府，對其他地方起先行作
用，而且今次亦是地方政府機構
首次在境外發行綠色債券，對達
至國家的減碳目標具有象徵意
義。余偉文說過程中金管局主要
參與三方面工作，包括向深圳市
政府介紹香港債市情況，分享政
府發綠債經驗；更新人民幣流動
性安排，使離岸人民幣債券可作
為抵押品；以及本港中央結算系
統為債券提供託管服務。香港未來
將發揮內聯外通的功能，服務更多
國際、內地債券發行人，推動區內
綠色金融發展。

港交所主席史美倫亦稱，此
舉標誌着深港金融合作邁向新台
階。是次發債不僅有助提升香港
債券市場的深度與廣度、豐富香
港的人民幣資產產品和綠色金融
產品，且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全
球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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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負青山 青山定不負人
習
近
平
：

出席《生物多樣性公約》峰會
宣布中國出資15億設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2日下午以視頻方式出席在昆明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

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並發表主旨講話。習

近平宣布，中國將率先出資15億元人民幣，成立昆明生

物多樣性基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中

方呼籲並歡迎各方為基金出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昆明報
道）本次生物多樣性大會設置了中國館線上
展，分主展區、地方展區和雲南展區，從
2021年10月10日持續至2022年上半年。

主展區可通過手動漫遊和自動漫遊模式
瀏覽展館全貌，手動點擊地圖按鈕，可依次
或任意順序瀏覽序言及7大板塊內容。在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板塊，可領略到古代
聖賢者的智慧；在“錦繡山河 生機盎然”
板塊，又可了解“胡煥庸人口地理分界線”
（ 1935年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劃出了一條
中國人口密度分界線）及中國豐富的生態系
統、物種和遺傳多樣性；而在“中國故事
民間力量”板塊，則圖文並茂講述用生命守
護可可西里的索南．達傑、歸僑“愚公”鄭
文泰從億萬富翁到林間“農夫”等多個故
事，並以展板介紹港珠澳大橋考慮保護白海

豚，實現中華白海豚“零傷亡不搬家”等野
生動物保育事例，以短視頻介紹亞洲象溫暖
回家、成功救護放歸東北虎、送迷途的海豚
回家等故事。

雲南展區可通過語音導覽自動逛展，並
可點擊吉祥物參與生物多樣性趣味答題；地
方展區則通過視頻、全景導覽、3D逛展等方
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不同省份生物多樣性
保護的特點和亮點。廣東展區不僅展示持續
改善的生態環境、日益優化的生態空間格
局，為市民高品質生活創造條件，也為生物
多樣性保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保障，展示
了南嶺南海生機勃勃的景象；並提出了建設
世界一流生態灣區的願景，介紹了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從一開始便把生態優先貫穿建設全
過程，努力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生態灣區
樣板，成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區。

與會國家領導人關注要點
法國總統馬克龍

地球生病了，人類也不會健康，希望在中國
昆明舉辦的大會能夠通過“富有雄心”的
“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幫助國
際社會更好應對挑戰。只要人類想繼續生活
在地球上，就必須停止破壞自然，與其和諧
相處。國際社會必須推動形成合力，尊重自
然，堅持保護和修復生態系統。

俄羅斯總統普京

保護生態環境是所有國家、全人類的共同任
務，任何國家單打獨鬥難以實現目標。考慮
到各國的優先事項和具體情況，COP15
（Fifteenth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推動通過的“2020年後全球生
物多樣性框架”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和最不
發達國家的訴求尤其重要。希望框架納入具
體想法和建議，有助於實現全球環境再平
衡。 來源：新華社

習近平指出，生物多樣性使地球充滿生機，也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
基礎。保護生物多樣性有助於維護地球家園，促進人類可持續發

展。昆明《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為未來全球生物多
樣性保護設定目標、明確路徑，具有重要意義。國際社會要加強合
作，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

構建共同發展地球家園
習近平強調，人與自然應和諧共生。我們要尊重自然、順應自

然、保護自然，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地球家園。綠水青山就是金
山銀山。良好生態環境既是自然財富，也是經濟財富，關係經濟社會
發展潛力和後勁。我們要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發展和環
境保護雙贏，構建經濟與環境協同共進的地球家園。新冠肺炎疫情給
全球發展蒙上陰影。面對恢復經濟和保護環境的雙重任務，我們要加
強團結、共克時艱，讓發展成果、良好生態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國人
民，構建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地球家園。

習近平強調，我們處在一個充滿挑戰、也充滿希望的時代。為了
我們共同的未來，我們要攜手同行，開啟人類高質量發展新征程。

中國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
習近平指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中國將持續推

進生態文明建設，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
發展理念，建設美麗中國。

習近平指出，為推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中國將陸續發布
重點領域和行業碳達峰實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撐保障措施，構建起碳達
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中國將持續推進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
調整，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區加快規劃建設
大型風電光伏基地項目。

億千瓦沙漠風電項目首期開工
中國將持續推進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大力發展可再生能

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區加快規劃建設大型風電光伏基地項目，
第一期裝機容量約1億千瓦的項目已於近期有序開工。

習近平最後強調，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生態文明是人類
文明發展的歷史趨勢。讓我們攜起手來，秉持生態文明理念，站在為
子孫後代負責的高度，共同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共同建設清潔美麗
的世界！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於10月12日
在昆明以線上線下結合方式舉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俄羅斯總
統普京、埃及總統塞西、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法國總統馬克龍、哥
斯達黎加總統阿爾瓦拉多、吉爾吉斯斯坦總統扎帕羅夫、巴布亞新幾
內亞總理馬拉佩、英國王儲查爾斯等以視頻方式出席。

來源：新華社習近平提四點建議
第二，以綠色轉型為驅動，助力
全球可持續發展。

要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
把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使
綠水青山產生巨大效益。加強綠
色國際合作，共享綠色發展成
果。

第四，以國際法為基礎，維護公
平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

要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有效遵
守和實施國際規則。設立新的環
境保護目標應該兼顧雄心和務實
平衡，使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更加
公平合理。

第一，以生態文明建設為引
領，協調人與自然關係。

要解決好工業文明帶來的矛
盾，把人類活動限制在生態環
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內，對山水
林田湖草沙進行一體化保護和
系統治理。

第三，以人民福祉為中心，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要心繫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
往，實現保護環境、發展經
濟、創造就業、消除貧困等
多面共贏，增強各國人民的
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國館線上展 中華白海豚保育入展新疆姑娘初雯雯拍視頻 召集百萬青年護河狸
“過去四年，有超過一百萬中國

‘90後’‘00後’參與了保護河狸的
公益項目。”11日，被稱為“河狸公
主”的中國新疆姑娘初雯雯作為全球
青年代表之一，在中國昆明舉行的

《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上發言，
向世界分享中國青年合力保護河狸的成果。

初雯雯是阿勒泰地區自然保護協會代表、北京林
業大學在讀博士。過去四年時間裏，她與小夥伴們通過
短視頻社交媒體“抖音”，成功與一百萬名中國青年聯
繫在一起，合力促進了中國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
河狸的數量上升20%。

鮮有人知，中國也有河狸，牠們叫蒙新河狸，僅分
布在新疆阿勒泰地區，數量600隻左右，是中國國家一
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初雯雯說，這些擅長修水壩的小
傢伙被稱為“動物界的建築師”，河狸修築的水壩可以

改變水位聚焦魚群，為水鳥提供棲居場所，進而引來小
熊狩獵以及更多昆蟲。“每一個河狸壩都能為更多的野
生動物提供新的生境，提升當地生物多樣性水平。”

建“河狸食堂”種40餘萬灌木柳
碩士畢業后，初雯雯回到新疆后發現，烏倫古河經

常出現河狸相互打鬥受傷、死亡的情況，“因為河狸對
棲息地的要求十分苛刻，牠們只會選擇食物資源豐富的
地方築壩做窩，而牠們食物的主要來源是面積越來越小
的天然灌木柳。”當年，初雯雯等青年就在互聯網上發
起“河狸食堂”公益項目，為河狸種植灌木柳。他們在
互聯網上發布視頻，讓中國網友知道了中國也有河狸，
還告訴網友一瓶可樂的錢可以支持種一棵樹、一份炸雞
可以種十棵樹。“中國網友紛紛省下零花錢，投入為河
狸種樹的公益項目，他們絕大多數是與我同齡的‘90
後’‘00後’中國青年。” ●中新社

��

●習近平以視頻
方式出席在昆明
舉行的《生物多
樣性公約》第十
五次締約方大會
領導人峰會並發
表主旨講話。習
近平宣布，中國
將率先出資15億
元人民幣，成立
昆明生物多樣性
基金，支持發展
中國家生物多樣
性保護事業。中
方呼籲並歡迎各
方為基金出資。

新華社

文 匯 要 聞2021年10月13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樓軒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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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并不是最少

大熊猫是数量最少的吗？斑鳖在世界
仅剩几只；华南虎，中国特有的虎亚种，
仅分布在中国境内，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未见身影；亚洲象近300头；而目前野生大
熊猫有 1864 只，圈养大熊猫 633 只，数量
不是最少的。

是最美丽的吗？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

的树叶。每个人因为喜好、文化、宗教信
仰不同，对美的定义各不相同。有的喜欢
开屏的孔雀，有的喜欢威武的狮子，也有
人喜欢眼镜蛇，甚至有人喜欢剧毒的蜘
蛛。没有一个标准评价大熊猫是最美丽的。

是最有利用价值的吗？大熊猫除了卖
萌以外，没有利用价值。其熊胆和骨头没
有药用价值，熊掌和肉没有食用价值，毛
皮不能做衣服。

具有国宝要素

国宝即国家的宝物，世界各国都有各
自的国宝，他们大都作为无价之宝，成为
国家的骄傲和象征。

要成为国宝，除了经济价值外，大致
应该具有以下一个或几个特征：一是本国
独有或大部分拥有；二是能体现本国文化
特征；三是能代表本国形象；四是与本国
发展息息相关。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能代
表中国形象的事物众多。而大熊猫则与众

不同，其憨态可掬的模样与温顺的性格以
及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中国人的心，并以超
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的优
势，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根据科学家对大熊猫化石的研究，大
熊猫在历史上活动范围包括整个中国甚至
国境线外，北至北京周口店，南至如今的越
南和缅甸，目前仅分布于四川省、陕西省和
甘肃省的山区。大熊猫广阔的史前活动范
围让它拥有了超越地方性特色动物的身
份，具有成为国宝的
条件。

体现中国文化

大熊猫不是中国历史、神话、文学关注的对象，甚至与
人类的关系也很遥远，缺乏食用和经济价值，也不是某一种
文化或信仰的象征和图腾，但其生活习性蕴含的意义却与中
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

大熊猫不光有着圆圆的脸颊，大大的黑眼圈，胖嘟嘟
的身体，优雅的内八字行走方式，也有锋利的牙齿，解剖
刀般锋利的爪子，爪子和獠牙依旧锋利等特点，其身体强
壮力气很大，咬合力很强，奔跑和爬树速度堪称一流，成
年以后没有天敌，可以说如果想要独霸天下，几乎没有困
难。

而且从消化系统来看，大熊猫的消化道、消化酶和肠道
微生物保持了食肉动物的特性。但从佛家来看，大熊猫放弃
了食肉，选择了吃素，正好与佛家倡导的“放下屠刀，立地
成佛”暗合。

自古以来一些有大熊猫的地方把熊猫尊为“山神”。过
去猎人上山打猎，只要遇到大熊猫，认为是山神在发出警
告，必须马上返回。否则，最好的结果是一无所获、徒劳无
功，最坏的结果会丧命，这给大熊猫披上了神秘色彩。

从道家来看，大熊猫外形上黑色和白色所占面积几乎完
全一样，两者界线分明，既对立又统一，没有一个颜色走向
极端，天生巧合地体现了阴阳学说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内
涵。

大熊猫放弃食肉，不欺负其他弱小动物，选择竹子作为
食物，正契合了道家提倡“道法自然，无所不容，与自然和
谐相处”。

从儒家来看，大熊猫不主动攻击其他弱小动物，与诸多
物种和谐相处，不争不抢，颇有大家风范，正好符合儒家讲
究的“低调，含蓄、内敛”。

同时，成年的大熊猫自身强大，但在野外没有天敌，象
征着带来和平。

大熊猫选择的食物——竹子，更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
分，它是历代文人所喜爱的植物。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
方方面面。大熊猫也被冠上高雅之士的隐喻。

大熊猫为什么是国宝大熊猫为什么是国宝？？
王 伦

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很多
人关心：大熊猫保护力度也会降级吗？对此，国家
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大熊
猫受威胁程度下降，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对大熊猫保
护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体现了国际社会对
大熊猫保护成绩的认可，大熊猫保护级别不会降

低，保护力度不会减弱，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是中国濒危物种保护的旗舰种和伞护
种”。中国人对大熊猫的爱护永远只会升级！

大熊猫，这一胖乎乎毛茸茸、似乎只能卖萌
的动物，为何如此受人喜爱，并能登上“国宝”
宝座呢？

代言国家形象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
有的劫难。到 1869 年大熊猫被西方发现后，
大熊猫隐居深山的生活就被打破，一只只熊
猫命丧枪下。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
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大熊猫的命运也实现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可以说大熊猫与近代中国发展共命运。

大熊猫的体形庞大，自身强大又不欺负
其他弱小动物，代表了和平、和睦、和谐，
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
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
称霸的基因，也是我国奉行“人不犯我，我
不犯人”和平外交政策的具体体现。

大熊猫“既政治化又去政治化”的两面
性，越来越在“熊猫外交”中展现出来——
中国政府开始将大熊猫作为国礼与外国政府
交流，这一体现友好的举动象征着曾一度封
闭的中国开始打开国门，向外界伸出橄榄枝。

“熊猫外交”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这些活
生生的动物以其可爱无害的外表消弭了政治
算计的冷酷。作为中国国家的象征，大熊猫
在国内和国外都让中国的形象变得更柔软、
更有亲和力。也正因为如此，大熊猫的“国
宝之路”与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进程紧密相
连，它的内涵也因此远远超越了其生物学意
义。作为一种动物和一种形象，大熊猫在连接
自然和国家、科学与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大熊猫憨态可掬的外表、悠
久的生物学历史、稀少的数量、强壮的身
体、不争的秉性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耦合
等特性，与现代中国的形象和倡导理念相
符，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中国的国宝。

（作者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

金丝猴在神农架国家公园大龙潭金丝
猴野外研究基地活动。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在南山国家公园（位于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
治县境内）拍摄的戴胜鸟。 新华社发

滩涂上的弹涂鱼。李东明摄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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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次開啟空調時，其出風口有
非常難聞的氣味，天氣潮濕時更加嚴
重。

故障判定：維護類故障。
原因分析：空調的製冷原理是通過製
冷劑迅速蒸發吸熱，使流經的空氣溫

度迅速下降。由於蒸發器的溫度低，
而空氣溫度高，空氣中的水分子顆粒
會在蒸發器上凝結成水珠，而空氣中
的灰塵或衣服、座椅上的小絨毛等物
質，容易附著在冷凝器的表面，從而
導致發黴，細菌會大量繁殖。這樣的
空氣被人體長期吸入會影響駕駛員及
乘車人的身體健康，所以空調系統要
定期更換空調濾芯，清潔空氣道。

7、下小雨時風窗玻璃刮不幹淨。
故障判定：維護類故障。
原因分析：不雨下得很大時使用

刮水器感覺不錯，可是當下小雨啟動
刮水器時，就會發現刮水器會在玻璃
面上留下擦拭不均的痕跡；有的時候
會卡在玻璃上造成視線不良。這種情
況表明刮水器片已硬化。刮水器是藉
電動機的轉動能量，靠連接棒轉變成
一來一往的運動，並將此作用力傳達
至刮水器臂。不刮水器的橡膠部分硬

化時，刮水器便無法與玻璃面緊密貼
合，或者刮水器片有了傷痕便會造成
擦拭上的不均勻，形成殘留汙垢。刮
水器或刮水器膠片面的更換很簡單。
但在更換時應註意，在車型及年份不
同，刮水器的安裝方法及長度不同。
有的刮水器膠片的更換很簡單。但在
更換時應註意，在車型及年份不同，
刮水器的安裝方法及長度不同。有的
刮水器只需要更換橡膠片，而有的刮
水器需整體更換。

8、車輛有噪聲。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無論是高檔車、低檔

車、進口車、國產車、新車、舊車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噪聲問題。車內噪聲
主要來自發動機噪聲、風噪、車身共
振、懸架噪聲及胎聲等五個方面。車
輛行駛中，發動機高速運轉，其噪聲
通過防火牆、底牆等傳入車內；汽車

在顛簸路面行駛產生的車身共振，或
高速行駛時開啟的車窗不能產生共振
都會成為噪聲。由於車內空間狹窄，
噪聲不能有效地被吸收，互相撞擊有
時還會在車內產生共鳴現象。行駛中
，汽車的懸架系統產生的噪聲以及輪
胎產生的噪聲都會通過底盤傳入車內
。懸架方式不同、輪胎的品牌不同、
輪胎花紋不同、輪胎氣壓不同產生的
噪聲也有所區別；車身外形不同及行
駛速度不同，其產生的的風噪大小也
不同。在一般情況下，行駛速度越高
，風噪越大。（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6363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二二））

瑞源保險專欄瑞源保險專欄2525------
紅藍卡審請資格及開放註冊紅藍卡審請資格及開放註冊

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即紅藍
卡） 是美國的一項國家最大的醫療保
險計劃，它由政府機構的聯邦醫療保
險和醫療補助計劃服務中心 (CMS) 運
營。下面就來和大家來分享一下，哪
些人有資格審請紅藍卡和紅藍卡包含
那些福利。

一．審請資格
1. 年滿65歲或以上，美國公民

或永久居民（綠卡）必須要先在美國
連續居住滿5年才有資格申請Medi-
care紅藍卡（從申請的月份往前算連
續5年的人士可申請。

2. 未滿65歲，但有連續24個月
拿到聯邦殘障福利人士或某些特定殘
疾；比如患有晚期腎病 (ESRD) 的人士
；還有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癥（簡
寫為ALS，或稱漸凍人癥）的人士也可
申請。

二． 聯邦醫療保險的五大部分及
福利

1. 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

A部分覆蓋住院費用。A部分的保
費通常和工作報稅的點數相關。滿足
40點後A部分保費是免費的。

2. 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
B部分醫療保險通常是幫助支付A

部分未覆蓋的某些服務和產品（但也
可以根據醫生在醫院視情況，適用於
急性病癥護理）。B部分則覆蓋門診部
分。符合申請紅藍卡資格的人士如果
不按時申請則會被終身罰款，如果受
益人或其配偶仍在工作並且擁有雇主
投保的團體醫療保險，則可以推遲申
請而不會不罰款。B部分的保費因收入
而定。

3. 聯邦醫療保險 C 部分(Medi-
care Advantage)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也稱
為Medicare C部分）由Medicare批準
的保險公司提供。Medicare Advantage
包括所有傳統Medicare紅藍卡A部分
和B部分承保範圍。 Medicare Advan-
tage更提供了額外福利，例如視力，

聽力，牙齒和免費健身房福利。大多
數 Medicare Advantage 計 劃 還 包 括
Medicare處方藥承保範圍(D部分）。
加入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的要求
是申請人必須同時擁有紅藍卡A部分
和B部分。

4. 聯邦醫療保險輔助（Medi-
care Supplement)

Medicare保險輔助計劃，或稱為
Medigap，也是由保險公司提供的，目
的是涵蓋病人的自付費用，即針對支
付傳統Medicare（A部分和B部分）的
個人自付額。

5. 醫療保險D部分
Medicare Part D部分提供處方藥承

保，由經Medicare批準的保險公司提
供。處方藥計劃的選擇通常考量藥單
涵蓋度，藥單等級，自付額，醫療網
絡內藥房的選擇和保費。

三．開放註冊時間
今年的紅藍卡開發註冊時間為10/

15/2021 - 12/07/2021，瑞源保險事務

所溫馨提醒大家聯系我們了解市場新
推出的計劃。如需要更改的話，請不
要錯過這一年一度的開放註冊期。

四． 怎樣審請
找專業保險代理購買醫療保險是

最省心，安心的方式。通過瑞源保險
事務所申請不收取任何手續費，因為
保費都是統一定價的，所以通過經驗
豐富的代理申請是最明智靠譜的選擇
。

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醫保計劃
， Medicare Advantage， Medicare
Supplement 和 PDP（處方藥計劃）。
醫保計劃的全面性和醫保咨詢的專業
性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
力，在本領域享有盛譽。公司創始人
張瑞女士擁有約20年行業經驗，曾擔
任美國知名保險公司副總多年，是美
國醫療保險協會認證會員、長期護理
保險認證專員和資深醫療保險專員，
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期舉辦知識類
講 座 。 張 瑞 女 士 直 線 電 話 ：

214-971-8026， 微 信 個 人 號 ：
12149718026，公司Email: INFO@BENE-
FONS.COM。 公司在達拉斯和休斯頓均
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居民。

註：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
許請勿轉載，歡迎個人轉發。

(休斯頓, TX)–休斯
頓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將於2021年10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1:30 至 2:30 與休斯頓
的居民和官員，如美國
國會議員 Al Green、州
眾議員 Gene Wu 和哈
里 斯 縣 選 務 官 Isabel
Longoria，將一起慶祝
這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最
近被縣政委員會批准成
為 11 月 2 日舉行的聯
合普選和特別選舉的官
方投票地點。

哈里斯縣選舉部門
認可無障礙投票地點的
重要性，尤其是這些公
共設施在民眾日常生活
做息發揮了顯而易見的
作用，進而得到社區的
認可及建立了鞏固的基礎。本辦公室讚揚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對休
斯頓亞裔社區的重要性，特別是該中心承諾為選民提供一個安全
可靠的投票地點，並提供多語言服務以增強哈里斯縣居民的投票

意願。
此活動將提供虛擬和現場開放於公眾和媒體，將在該中心之

主辦公室外舉行，如果下雨，有替代計劃將活動移到室內。華人
社區中心成立於1979年，是一個非營利組織，每年為超過10,

000個家庭提供社區服務。
請至HarrisVotes.com查詢更多信息，包括選票樣本和投票

地點，並在 Twitter，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關注@Harris-
Votes。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首次成為官方投票站

很高興地再向大家報告. 緊接著我們 10/23 日的職場跨域菁英論
壇, 良師顧問計畫委員會在幾位年輕委員的加入後, 也開始第三期招生
的工作. 將延續一天的菁英論壇以及運用過去完成的二期經驗, 繼續為
休士頓地區在學及在職的有為新秀搭起與資深導師互動交流的平台.

本期六個月的計畫, 感謝前期資深導師的持續支持以及邀請新的
導師. 活動將從今年 11 月開始至明年4月結束. 活動期間安排導師與
僑青進行小組及私下的互動. 各位理事成員可在所附的宣傳檔案中找
到報名的資料.

我代表良師顧問計畫委員會誠摯地邀請各位向貴校的年輕校友們
多多推廣宣傳, 並邀請身邊認識的年輕朋友或是在美第二, 第三代的子
弟共襄盛舉. 若對活動有任何問題或指教, 請回信賜教.

祝 鈞安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會長
許健彬 敬上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2021 良師計畫開始接受報名

2021/22 JCCAA Mentorship Program

GOALS

COACHING GUIDANCE TRAINING

MOTIVATION

KNOWLEDGESUCCESS SUPPORT

Application opens now to October 30, 2021
First Meeting on Nov. 13, 2021 (2-4pm) 
Apply here: https://forms.gle/yj3qAHDh1t6UpanF9

November 2021 to April 2022

我們擁有您為 11 月 2 日選
舉準備所需的一切，請在我們的
數位工具包中。該社區資源以英
文、西班牙文、越南文和中文提
供地點、樣本選票和社會圖形。
請與您的聯絡人分享此資源，並

隨 時 聯 繫 我 們 ， 瞭 解 vot-
ers@harrisvotes.com
10 月 18 日到 23 日運營的提前
投票時間 | 7 點.m • 晚上 7 點.
m。
10 月 24 | 12 .m .m 7 點。

10 月 25-27 日 | 7 .m - 晚
上 7 點.m。
10 月 28 | 7 .m - 晚上 10 點
.m （在選定地點 24 小時投
票）
10 月 29 日| 7 .m - 晚上 7
點.m。

在 harrisvotes.com/lo-
cations 找到您最近的投票站

我們期待著在投票站見
到您！

快到提前投票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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