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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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前勞工部長
、前交通部長趙小蘭女士于2021年10
月23日訪問美南新聞集團，受到休斯
頓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
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和《美南
日報》社長朱勤勤女士的親切接見。李
董事長召集大休斯頓地區多元民族、多
元文化的各界代表，在美南新聞會議室
舉辦座談會，並在美南國際電視台演播
廳對趙小蘭部長進行了專訪。

李董事長談到自己帶上500美元從
台灣到美國學習、打拼、創業、發展的
經曆，指出美南新聞集團從創建時期的
美南周刊到發行中英文日報，再到在全
美10個城市建立新聞中心和美國三個
大城市發行日報，成為新聞、電視、出

版、實業投資等業務在休斯頓乃至美國
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創建美南新聞集團42周年對大休斯頓
社區產生深遠的影響，對各社區的貢獻
有目共睹。座談會時播放了美南新聞和
國際貿易中心發展壯大的視頻。

趙小蘭部長對美南新聞集團過去所
取得的成就和現狀表示衷心的祝賀，並
指出自己8歲隨父母作為新移民移民到
美國，不會講英語，家庭條件極其困難
，一大家人居住在一房一廳的小屋裏，
受到來自各方面的種族歧視。她認為自
己是亞裔美國人，也是真正的美國人，
喜歡這個公平、公正、民主、自由的國
家，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
輝煌的成績。她從來沒有失去信心和勇

氣，勝不驕傲、敗不氣餒，不屈不饒地
奮鬥，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哈佛大學。她
說她有6個姊妹，她是老大，她自己和
三個妹妹都以自己的努力考入哈佛大學
，另一個妹妹也畢業于美國常青藤大學
。她在討論中也提到對美國目前的政治
形勢表示擔憂，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有自
己的弱點，在 2022 年的中期選舉和
2024年的大選忠都會遇到困難，都需
要不斷地改進和完善。她指出，美國從
阿富汗撤軍得到美國各界的支持，但拜
登政府在失敗撤軍方面犯了極大的錯誤
，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美國的名聲和
國際地位受到影響。來自各界的代表提
出了問題並得到趙部長的解答。

美國前勞工部長、前交通部長趙小蘭訪問美南新聞集團

（（路透社路透社））



AA22大俠天下行

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星期四       2021年10月28日       Thursday, October 28, 2021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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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elebration of Life in loving
memory of Zhou Jie was held
last week in Houston, Texas. She
passed away after many years of

fighting with sickness.

It was eight years ago when we
visited Shanghai, China, with
Congressman Al Green. Ms.
Zhou was the one who arranged
a chartered boat for our group to
tour the river and with a big hot
pot dinner, we were able to see
the beautiful night scenario of
Shanghai. For many of us it was
the first time to visit this great city
and enjoy such delicious Chinese
food. Ms. Zhou gave us the best
reception and always with a big
smile.

Almost twenty years ago Zhou
Jie came to Houston, Texas,
founded her dancing school with

the help from another dancer,
Xiao Hui. They taught so many
young kids how to not just dance,
but also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The school
became very famous and the
students always performed in
local community activities,
especially each year when we
celebrated the Lunar New Year.
They are the ones who organized
all the programs for us.

Ms. Zhou always traveled
between Shanghai and Houston
promoting her music camp and
brought so many young students
to Houston to learn about
American culture.

For the last two years we have
faced a very difficult time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Many
of our dear friends, including
Chairman DT Wang, artist Willy
Wang, Professor Ben Ho and his
wife, Chairman Zhang. We pray
they all will Rest In Peace now.

Last week when we attended the
party at the 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we were reunited
again with so many old friends.
We are so glad most of us have
survived.

We want to bless everybody. All
of us need to look to our future
and try to help each other and
build a better community.

1010//2727//20212021

The Final Dance ForThe Final Dance For
Zhou JieZhou Jie

周潔，這位仁心善良的著名舞蹈家，經过多年
和病魔之争鬥之後，終于倒下而回到故里長眠。

那是八年前在上海由好友國會議員格林帶隊之
下，我們二十多位來自德州的中外友人在周洁之安
排下，在五光十色的外灘登上了一艘專船，航行在
黃浦江上，客艙中安排了熱騰騰的火鍋，大夥們除
了品嚐海鮮火鍋之外，更把兩岸熣燐夜色盡收眼底
，這場夜遊和美食澈底顛覆了美國訪客和我們海外
華人遊子之心扉，尤其是主人之真誠笑容及美艷容
顏。

多年前，這位影舞巨星在德州休斯敦創建了周
潔舞蹈學校，在另一舞蹈家暁慧之襄助下，為本地
培養無數之中外學子，不但教授他們舞蹈，更让他
們吸收了中華文化之精髓，我們更要在此感謝的是
，每年由中外社團共同主辦之新春游園會，都由她
們擔綱策劃、邀集中外文藝團體，從早到晚在舞台
上載歌載舞，是休斯敦地區之文化盛宴。

今天我們生活在海外，就從未忘記我們的根，
我們也要以華裔為榮，周潔在他一生中奔波於中美
兩地，更不斷帶领無數孩童參加各種音樂營，當她
看到兩國孩子們透過音樂譜上友誼之篇章時，她一
定會面帶微笑和滿足。

過去二年來之疫情打亂了所有人之生活節奏，
上週參加亞裔商會之大型嘉華晚會，見到了許多好
友們，大家有久違重逢，劫後餘生之感覺。

許多好友都離我們遠去了，王增達董事長、張
磊會長、王唯立老師、何明通教授，他們都曾經活
躍在我們的生活圈中。

人生舞台終有謝幕时刻，我們大家要把握美好
的每一天，永遠活在大小的希望中，伸出手去關愛
或幫助你週邊的人，就如周潔和離我們而去的諸多
好友，他們應該是無憾地走完了自己的旅程。

請大家保重！

舞完了最後之人生旅程舞完了最後之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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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所矚目下, 美國FDA食品和藥物管理
局的醫學專家、藥物學家與兒科醫生們以17:
0全票一致通過由輝瑞公司為5歲至11歲兒童
提供mRNA疫苗注射的授權, 美國CDC疾病
控制和預防中心的另外一批專家委員會預期
將召開會議嚴審此授權問題，這就意味著美
國孩童最早將於下週開始可以注射疫苗了。

這當然是一個好消息，不過，並不是每位
家長都願讓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新冠疫苗注射
，原因計分兩類，第一類是本身就排斥疫苗
注射的成人，他們不可能讓自己的孩童去注
射。第二類是本身已接種了疫苗的成人, 但他
們懷疑疫苗對孩童的成效有限, 而且不安全，
他們認為, 如新冠疫苗對孩童有益無害，為何
醫學專家們一直以來都不建議給孩童注射, 直
到現在才通行允許注射？

事實上這是一個嚴重謬思, 因根據FDA規
定, 任何一種新研發疫苗都須經大量的人體注
射測試後, 在未發現重大副作用, 對人體健康
無虞, 並有充足數據後才可通過FDA驗證關卡
, 然而兒童抵抗力有限, 所以開始時基於安全

考量, 末對大量兒童進行注射與測試, 所以在
數據不足下才未做審核, 但那並不代表新冠疫
苗對兒童危險, 如今既已提供充份數據, 也得
到FDA認證授權, 若CDC再次審核過關, 5歲
至11歲兒童注射新冠疫苗當然沒有問題。

根據 CDC 最新資料顯示, 目前全美共有
2800 萬5至11 歲兒童感染了新冠病毒, 其中
有8300 人住院治療, 所以為防範未然, 讓這個
年齡層孩童接種新冠疫苗當然具有其必要性
與迫切性, 不應該再懷疑打針後會讓孩童帶來
安全風險或副作用。

目前全美國成年人已有57%完成新冠疫苗
注射, 距群體免疫所需的80%接種率相去甚遠
, 各州市政府及公私企業行號正執行強制注射
, 否則解僱或留職停薪的規定, 然而依然有些
冥頑不靈的人, 不注射就是不注射, 寧願被停
職停薪也堅不打疫苗, 更有工會組織向州市政
府興起了訴訟抗爭，那是不明智的舉動, 更是
給孩童做不良示範,難道他們不感到羞愧嗎, 明
智的父母親們不必再猶豫與顧慮了, 就安心讓
自己的孩童去接種吧!

在距離2022北京冬奧正巧100天的日子
，北京官方也正式對外公佈了這一屆冬季奧
運會的獎牌樣式。到底獎牌設計上蘊藏了那
些巧思，帶你一起了解。

根據北京官方公布的資訊，他們在距離
北京冬奧倒數100天之際（10月26日）正式
公開了獎牌樣式。獎牌正面刻有奧林匹克五
環標誌，周圍則是2022冬季奧運英文全稱
「XXIV Olympic Winter Games Beijing 2022

」 ，正面打凹圓環的設計意念來自於傳統弦
紋玉璧。

獎牌背面中心則是刻著北京冬奧會徽，
以及2022年冬奧中文全稱，而周圍分布的圓
環與24個圓點，則象徵著浩瀚無垠的星空、
人與自然的和諧理念，以及本屆冬奧的序數
（第24屆）。獎牌最外面還會刻上運動員所
參加的比賽項目。

根據奧委會官方聲明，2022冬奧的獎牌
名稱為 「同心」 ，寓意為 「合而為一」 （to-
gether as one）。由五環的組成與一個中心
所組成，以中國古代玉石的同心圓吊墜為主
要設計理念。五環象徵著奧運精神，以及把
人們聚集在一起，讓全球共享冬奧輝煌的意
念。

同時，本屆冬奧獎牌也將以竹子為材料
，既可以突出中國文化的特徵，也符合 「綠
色奧運」 的理念。

第24屆冬季奧運會將會在2022年2月4
日至20日在北京舉行，冬奧的殘障奧運則會
在3月4日至13日間舉行。在2015年7月31
日於吉隆坡舉行的國際奧委會全體會議中，
決定由北京主辦2022冬奧，也讓北京成為史
上第一個夏季奧運與冬季奧運皆申辦成功的
城市。

2022北京冬奧獎牌亮相 名稱與包裝皆富有深意

聯合國旗下國際勞工組織
（ILO）今天表示，COVID-19
疫情對全球就業衝擊比預期嚴重
，原因之一是窮國和富國疫苗接
種進度分歧；這也導致兩者經濟
復甦的速度不一，令人擔憂。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最新預測
，與 COVID-19（2019 冠狀病
毒疾病）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
第4季水準相較，今年全球勞動
時數由6月預期的減少3.5%惡
化為萎縮4.3%，換算為損失的
全職工作由原估的1億個增至1
億2500萬個。

國際勞工組織秘書長賴德
（Guy Ryder）表示： 「勞動市
場目前發展路徑呈現復甦停滯，
有重大的走下坡風險，且已開發
和開發中經濟體之間產生顯著分
歧。」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計算，高
所得國家今年第3季總工時只比
疫情前水準減少3.6%，低收入
國家則短少5.7%，中低收入國
家萎縮更達7.3%。

國際勞工組織指出，截至本
月初，高所得國家完整接種疫苗
的人口比例為59.8%，反觀低所

得國家僅1.6%。
國際勞工組織還說，經濟振

興措施也是各國情況不同的原因
。賴德表示： 「疫苗配發和財政
能力不均，正以顯著方式推動這
些趨勢。兩者皆有必要緊急加以
解決。」

國際勞工組織另發現，年輕
人受到疫情影響就業的衝擊最大
，尤其是年輕女性。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若
低所得國家取得疫苗的難度改善
，只要一季時間，工時恢復的進
度就會追上較富裕經濟體。

國際勞工組織：疫情衝擊全球就業比預期嚴重

伊朗加油站昨天遭受前所未
見的網路攻擊，癱瘓加油站電子
卡支付系統，安全官員表示是國
外駭客所為，今天伊朗仍在努力
重新啟動油品配送系統。

各地加油站出現大排長龍的
景象，讓汽車駕駛人怒不可遏。
伊朗因為與主要世界強權的核爭

議問題，早已遭受嚴格的經濟制
裁。有網友在推特（Twitter）
上問說： 「有人可以告訴我德黑
蘭東區、東北區或北區哪裡可以
加到油嗎？」

伊朗國家油品配送公司
（National Oil Products Distri-
bution Company）發言人今天

告訴伊朗通訊社（IRNA），伊
朗有4300家加油站連線油品配
送系統，其中只有220家已經恢
復連線。此事發生在2019年油
價上漲引爆全國示威抗議造成多
人死傷的事件兩週年之前，保守
派的法斯通訊社（Fars）昨天將
這起事件歸咎於異議分子。

伊朗數千加油站因網路攻擊系統停擺車輛大排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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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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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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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CPI增幅繼續刷新紀錄
交通及食品價格領漲

綜合報導加拿大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在交通、食品等

價格領漲下，該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在今年9月延續升勢，以4.4%

的同比增幅再次刷新逾18年半以來的增長紀錄。

加油站的零售油價同比大增近三分之一。不過，9月汽油價格環比

微跌0.1%。若剔除油價，9月CPI同比漲幅為3.5%。加統計局表示，油

價漲幅較大的原因是去年同期價格偏低，且主要產油國目前的原油產量

較疫情前有所減少。

價格同比漲幅較明顯的部分還包括：運輸漲9.1%，住房漲4.8%，食

品漲3.9%。

在食品領域，肉類產品價格上漲9.5%，是2015年4月以來的最大增

幅；食用油則以18.5%的漲幅刷新2009年 1月以來的紀錄。豬肉、雞

肉、牛肉、價格有9.5%至13%不等的漲幅。不過，新鮮蔬菜價格下降

3.2%，主因是西紅柿價格大幅回落。

與新房價格相關的房主置業成本指數同比上漲14.4%，維持34年以

來的最快增速。

由於全球汽車芯片短缺，乘用車價格上升7.2%，與8月漲幅持平。

加拿大9月CPI環比微升0.2%，增速與8月持平，同時保持了連續9

個月的環比升勢。

此外，加拿大央行近期公布的今年第三季度消費者展望調查結果顯

示，隨著疫苗接種率上升、經濟逐步重啟，該國消費者大幅增加開支的

意願在增長。同時，大多數受訪者預計，從中期來看，通脹水平將保持

或略高於加央行設定的1%至3%的控製目標範圍內；未來伴著疫情完全

受控，通脹也將放緩。

法國總理宣布應對能源價格上漲措施
將對中低收入者提供相應補貼

綜合報導 法國總理卡斯泰宣布應對能源價格上漲的具體措施，將

對中低收入者提供相應補貼。

卡斯泰當晚通過法國國家電視一臺表示，由於2022年4月之後的天

然氣價格下跌可能比預期慢，因此政府決定凍結2022年全年的天然氣價

格，以遏製天然氣價格的進一步上漲。

卡斯泰宣布，為減輕消費者因高昂的能源價格而產生的負擔，政府

決定將對每月凈收入低於2000歐元的法國人給予100歐元的「通貨膨脹

補貼」。他表示，政府將盡最大努力盡快發放這項補貼，大多數人可以

在今年年底前取得補貼。

按照卡斯泰的表態，法國官方選擇將法國工資中位數作為能否取得

補貼的標準，約有3800萬法國人符合獲得該項補貼的資格，其中包括公

司雇員、個體經營者、公務員以及退休人員等。

卡斯泰表示，能夠在不超過財年赤字目標的情況下實施相關

的補貼支出。法國 BFM電視臺報道稱，法國公共財政將為此項補

貼支出 38 億歐元。另外，卡斯泰還表示將設法增加消費者的購買

力。

法國經濟與財政部長勒梅爾稍早前排除了降低稅收的可能性。有分

析認為，當前采取的任何減稅措施在未來都難以逆轉，將對公共財政造

成持久性的壓力。

勒梅爾認為，家庭消費者目前所經歷的通貨膨脹將要持續

，這種狀況在 2022 年年底之前將沒有明顯改善。他認為，價格

上漲是由於多種原材料短缺，但這一問題不會在數個季度內得

到緩解。

土耳其擬驅逐美等10國大使
這場外交風波如何收場？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下令宣布美國等

10國大使爲“不受歡迎的人”，這些大使

可能會被驅逐出境。分析稱，埃爾多安對

北約盟友發出這樣的挑釁，是因爲他們聯

合呼籲土耳其釋放曾參與反政府示威的土

耳其商人卡瓦拉。這一外交風波將如何收

場？

“不受歡迎的人”
圍繞身陷囹圄的土耳其商人卡瓦拉，

土耳其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再次

面臨嚴峻考驗。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23日

宣布，包括美國和德國在內的十國駐土耳

其大使將被視爲“不受歡迎的人”。他已

經向土耳其外交部做出了指令，盡快宣布

這一決定。通常情況下，被宣布爲“不受

歡迎的人”的外交官將會被驅逐出境。不

過埃爾多安並未提到相關的時間期限。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回應稱：“我們已

經了解這些消息，並正在尋求土耳其外交

部方面的解釋。”

柏林外交部方面目前的回應是：“我

們已經了解到土耳其總統的相關表態和新

聞報道，目前正在和另外九個國家進行密

切溝通。”

除了德國和美國之外，面臨駐土大使

被驅逐的國家

還有法國、加

拿大、芬蘭、

丹麥、荷蘭、

新西蘭、挪威

和瑞典。

卡瓦拉是
誰？

這一場外

交風波來自于

早些時候十個

國家駐土耳其

大使聯合發布

的一份聲明，他們要求當局釋放卡瓦拉。

卡瓦拉在土耳其因熱衷于慈善事業和

資助文化項目而頗具知名度。這名64歲的

土耳其企業家、文化資助人從2017年至今

一直被拘禁。

卡瓦拉先後被指控參與組織2013年

反政府示威和2016年未遂政變，2017年

後被羁押。針對他和另外50名被告的審

理工作正在進行之中，預計11月底庭審

會繼續。

北約盟友關系面臨挑戰

圍繞卡瓦拉的風波，可能會給作爲北

約盟友的土耳其與歐盟以及美國之間的關

系，造成嚴重損傷。

尤其德國和土耳其之間的關系才剛剛

開始逐漸回暖。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結束總

理任期之前的最後一次訪問時，還向埃爾

多安重申了德土關系的重要性。

德國自民黨、基民盟和綠黨的政治人

物紛紛對土耳其有意驅逐大使的計劃提出

譴責。來自綠黨的聯邦議院副議長席羅特

呼籲采取制裁措施，停止向土耳其出口軍

備。

英國一周新增確診33萬人
德爾塔毒株這一新亞型引擔憂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即將在

英國格拉斯哥舉行，但鑒於英國的新冠

疫情持續升溫，歐盟外交官將取消大部

分社交活動。同時，英國衛生安全局表

示，德爾塔毒株的亞型變異株AY.4.2近

幾個月來在英國的傳播變得越來越普遍

，已被該局認定為「正在調查的變異毒

株」。

英國過去一周逾33萬人確診
較前一周攀升15%
政府數據顯示，英國過去一周約

333465 人確診感染，較前一周攀升

15%，也是截至 7 月 21 日為止當周以

來的最高數字。過去一周新冠死亡人

數 攀 升 12% ， 累 計 死 亡 人 數 增 至

139461例。

相較於前幾波疫情，接種疫苗和更

佳治療已大幅降低病故人數，但醫院仍

面臨壓力且英國境內的死亡率，仍遠高

於許多歐洲鄰國。

英國政府衛生顧問日前表示，應該

為可能恢復防疫措施來減緩疫情擴散做

好準備，諸如居家辦公等，及早采取行

動將可避免未來必須采取更嚴格的措施

。但首相約翰遜表示，他不預期會恢復

實施封鎖措施。

德爾塔新亞型引擔憂
氣候大會規模恐縮水
英國衛生安全局說，初步證據表明

，與原有的德爾塔毒株相比，在英國感

染其亞型的病例增長率可能更高。數據

顯示，自這一亞型2021年7月被首次發

現以來至10月20日，英格蘭已有15120

人感染這一亞型。

英國衛生安全局正在密切監測這一

亞型的傳播情況，並通過實驗室和流行

病學研究來更好地理解其特性。到目前

為止還沒有跡象表明它會導致更多重癥

病例，或降低新冠疫苗的有效性。

兩名參加氣候大會的官員表示，由

於英國疫情嚴峻，歐盟將不會在會議中

舉辦年度招待會，並會發布社交指南，

防止病毒傳播。

氣候大會發言人表示，主辦方將與蘇

格蘭政府和聯合國在內的所有合作夥伴合

作，令大會變得包容、方便和安全，並采

取全面的應對措施，確保與會者和當地社

區的健康。消息稱，與會者需要每天進行

病毒檢測，會方亦會向一些來自難以獲得

疫苗的地區的與會者提供疫苗。

有歐盟官員表示，他們每天都關註

確診數字，必要時會把所有會議改為視

頻會議，避免播毒。在過去兩周，歐盟

根據英國的建議，把派往格拉斯哥的官

員人數減少了20%到30%。

哥倫比亞頭號毒梟落網：出動500人、22架直升機搜捕

綜合報導 哥倫比亞國防部

宣布，該國頭號通緝毒枭、綽

號“奧托尼爾”的戴羅· 安東尼

奧· 烏蘇加，在陸軍、空軍和警

察的聯合行動中被抓獲。

哥倫比亞國家警察總局長

巴爾加斯在記者會上表示，哥倫

比亞警方“與美國和英國部隊進

行了一次重大繳毒行動”。

據報道，在收到美國和英

國提供的情報後，哥倫比亞發

起抓捕行動，出動含特種部隊

成員在內的500多名士兵、22

架直升機，在西北部安蒂奧基

亞省叢林中抓獲奧托尼爾。

奧托尼爾的藏身之

處據說有8層“警戒保

護”。哥倫比亞警方說

，由于不少手下已經被

捕，奧托尼爾不得不藏

身叢林中，而且沒法用

電話。行動中，哥政府

一名警員殉職。

奧托尼爾常年名

列哥倫比亞政府和美

國政府頭號通緝犯名

單，哥倫比亞政府曾

懸賞 80萬美元征集有

關其下落的信息，而

美國方面也懸賞500萬美元抓

捕他。

紐約曼哈頓聯邦法院于

2009年初，以販毒及資助右翼

民兵組織等罪名起訴奧托尼爾

。布魯克林以及邁阿密聯邦法

院也指控奧托尼爾于 2003 至

2014年間經委內瑞拉、危地馬

拉等國，將至少73噸可卡因偷

運至美國。

根據外媒報道，奧托尼爾

將被引渡至美國紐約南區聯邦

法院受審。

哥倫比亞總統杜克在奧托尼

爾落網後發表聲明稱，此次行動

是哥倫比亞本世紀打擊販毒行動

最大的一次勝利。他還要求包括

毒枭在內的犯罪分子主動投降

，否則將面臨被剿滅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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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開綠燈！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
專家小組，26日以全票通過，將為5至11歲兒
童接種輝瑞／BNT新冠疫苗，最快11月初可望
開始施打，輝瑞／BNT新冠疫苗亦成為全球第
一款對12歲以下孩童注射的新冠疫苗。

FDA專家委員會當天以17票贊成、0票反
對、1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支持向5至11歲孩
童提供輝瑞／BNT疫苗，將有2800萬兒童受惠
。輝瑞藥廠先前發布臨床數據指出，其疫苗對5
至11歲兒童效力達90.7％，且未見嚴重安全問
題；5至11歲兒童同樣注射2劑，劑量為成年人
的三分之一。另外輝瑞／BNT疫苗也將針對2到
4歲幼童進行臨床試驗，預計年底前將有結果。

白宮首席防疫專家佛奇24日就已預告，預
期11月上旬開放該年齡層兒童施打疫苗，在年
底前希望讓大部分兒童打完兩劑。FDA委員會
認為，上述年齡層兒童注射疫苗的利益，遠大
於罹患心肌炎等副作用的潛在風險。不過也有

專家委員認為，雖然支持向5至11歲提供疫苗
，但反對強制接種；另外有專家指出，應僅建
議該年齡層的高風險案例注射。

委員會成員、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專家科恩表示，5到11歲兒童應該獲
得其他年齡層擁有的接種機會， 「我們不希望
兒童死於新冠肺炎，不希望他們住進重症病房
。」 據CDC統計，美國已有8300名5至11歲
兒童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其中三分之一在重
症病房，死亡人數即將破百。

美國FDA數日內就會決定是否批准在緊急
授權下，開放5到11歲施打疫苗，依照前例，
FDA通常會遵循專家委員會的意見，CDC則將
在下周，決定是否作出同樣建議。FDA目前已
完全批准輝瑞／BNT疫苗在16歲以上族群的使
用，12至15歲則是獲得FDA核可緊急授權使用
。

美FDA全票通過 5至11歲兒童11月打BNT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官員稱，由於
接到炸彈威脅，衛生部所屬大樓附近的火的幾
條道路已關閉。

該部助理部長莎拉·洛文海姆 ( Sarah
Lovenheim)表示， 「出於謹慎考慮，我們先疏
散大樓裡的人員，並請警方進行管制。」

截至目前為止，並未發現異樣。

美國衛生部位在華頓頓特區獨立大道200
號的韓佛瑞大廈(Hubert H. Humphrey Building)
，舊稱 「南門大廈」 (South Portal Building)，是
個6層樓的鋼筋混凝土建築，之後以民主黨籍副
總統休伯特·韓福瑞為名。

自1月6月的國會滋擾事件以來，華盛頓特
區的政府辦公樓越來越常發生安全警報。

美國衛生部傳出炸彈威脅 人員緊急疏散周邊道路封閉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在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上，批評中國在台灣海峽採取脅
迫行動，威脅區域和平與穩定，並重申美國對
台灣的承諾 「堅若磐石」 。

路透社報導，拜登透過視訊在東亞高峰會
上指出，美國 「對中國在台灣海峽採取脅迫及
強勢行動深感擔憂」 ，這類行動 「威脅區域和
平與穩定」 。拜登並重申，美國對台灣的承諾
「堅若磐石」 。

拜登表示： 「美國對台灣做出承諾。事實

上那項承諾堅若磐石（rock-solid），且歷屆政
府始終一貫。那持續維護台灣海峽以及那個區
域的和平與穩定。」

拜登也表示，他將會為 「新疆和西藏的人
權以及香港人民的權利」 直言不諱。

白宮則發表聲明提及： 「拜登總統也重申
美國致力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並對那項
秩序面臨威脅表達擔憂。他表明，美國將會繼
續與盟邦和夥伴站在一起，支持民主、人權、
法治和海洋自由。」

拜登：美憂中國在台海脅迫行動 重申美對台承諾 「堅若磐石」

20國集團（G20）峰會30、31日將在羅馬
舉行，美國眾議員今天致函G20輪值主席德拉
吉表示，台灣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也是
國際社會負責任一員，邀台參與G20峰會關乎
全球利益。

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帝芬尼（Tom Tiffany
）、裴利（Scott Perry）今天聯名致函G20輪
值主席、義大利總理德拉吉（Mario Draghi），
力挺台灣充分參與今年G20羅馬峰會。

根據中央社記者取得的信函，議員向德拉
吉表示，台灣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參與
G20峰會關乎全球利益。台灣是亞洲第7大經濟
體，若以購買力平價來算，台灣高居全球第19
大經濟體，外匯存底則位居全球第5。

此外，議員指出，台積電是全球半導體晶
片最先進製造廠，在世界面臨供應鏈危機之際
，晶片重要性越來越高。 「有鑒於供應鏈中斷
問題、半導體需求量提高，在重大國際外交活
動上與台灣政府建設性往來是種必要，而非選
項。」

議員進一步指出，除經濟實力值得被納為
G20一員外，台灣同時也是世界舞台上真誠、
負責任且有誠信的一員。

議員舉例，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
病）疫情之初，台灣向世界衛生組織（WHO）
提出病毒恐人傳人的警告，更提醒中國，堪為
無私善舉。疫情嚴峻之時，台灣捐贈大批個人
防護設備（PPE）給多國，其中也包括義大利

。議員強調，台灣政府一次又一次展現，他們
願意承擔地位提升至世界重要經濟體伴隨的重
擔， 「台灣有很多能貢獻世界，與台灣民選政
府往來能讓世界受惠良多」 。議員呼籲德拉吉
，最起碼應利用G20輪值主席的身分，確保台
灣有一切充分參與峰會的機會。

議員提醒，默許北京做出不實領土主張和
不合理要求的 「膝反射」 ，可是有全球性後果
；不斷服從中國的作為，已經損害公眾對國際
組織獨立性的信任，越來越多人認為國際組織

腐敗、被惡意中國影響力收買。
成立於1999年，G20目前成員包括美國、

加拿大、日本、印尼、南韓、中國、德國、法
國、義大利、英國、阿根廷、澳洲、巴西、印
度、墨西哥、俄羅斯、南非、阿拉伯、土耳其
與歐盟。G20未有常設秘書處，會員每年選出
輪值主席國，負責舉辦下年度會議與峰會，目
前輪值主席國由義大利擔任。輪值主席國也有
權邀請非成員國參與會議，西班牙就是固定來
賓國。

全球經濟台灣扮重要角色美議員籲G20峰會邀台

針前美國影星亞歷鮑德溫（Alec Baldwin
）最近在片場意外槍殺工作人員及誤傷導演，
地方檢察官今天表示，不排除刑事起訴亞歷鮑
德溫。

亞歷鮑德溫 21日在新墨西哥州聖塔菲
（Santa Fe）拍攝主演兼製片的電影Rust時
不慎擦槍走火，導致42歲攝影指導賀勤茲
（Halyna Hutchins）身亡，48 歲導演蘇薩
（Joel Souza）受傷。

聖塔菲地方檢察官卡麥克-阿特爾維斯

（Mary Carmack-Altwies）今天指出： 「所
有選項都在考慮中，目前未排除任何選項。」

聖塔菲警長孟多薩（Adan Mendoza）則
告訴記者，這次調查在新墨西哥州拍片現場找
到500發彈藥，警探相信它們是空包彈、啞彈
及實彈混在一起。

孟多薩指稱： 「我們懷疑拍片現場也發現
其他實彈。我們正在確定，那些實彈如何送到
那裡，為何會在那裡，因為它們不應出現在那
裡。我認為片場有點過度自信。」

亞歷鮑德溫誤殺劇組人員檢方：不排除刑事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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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政培育獨角獸挺上市
爭取境外獨角獸回歸掛牌 推動科技創新
為加快培育壯大市場主體，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系，

深圳市擬搭建政府、入庫企業、投資或服務機構等開放式協

同對接平台，為獨角獸企業提供高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

支持獨角獸企業上市和掛牌交易，協助境外上市的獨角獸企

業回歸境內上市，爭取境外獨角獸企業落戶。有專家指，深

圳可以吸引在美或在港上市企業回深交所掛牌，有利推動深

圳科技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隨着
赴美上市中概股料將受到更嚴格審查，有
諮詢公司發表報告顯示，截至8月，今年
有50間中國企業赴美上市，募集資金共
達148億美元。不過分析預期，隨着監管
方面產生不確定因素，中國企業或會詳細
審視有關融資方案，如考慮以雙重上市、
私有化和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等
途徑，料未來幾個月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
私有化交易價值可能會上升。

在美上市中概股私化料升
全球估值與公司財務顧問道衡∙德安

華發表最新中國交易洞察報告，報告顯
示，隨着市場從疫情影響中反彈，中國已
進入第二階段的復甦。在香港新股市場方
面，與去年相比，內地企業在香港進行首
次公開招股(IPO)的數量雖然大幅下降，
惟截至今年8月，仍有51間內地企業選擇
來港上市，募集資金總額達190億美元。

報告認為，儘管中企在美國和香港的
新股活動依舊強勁，但由於境外上市政策
和監管愈趨嚴格，市場仍然存在不確定因
素，料對未來的公開招股活動產生影響。
而截至今年8月底，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
已宣布或擬進行的私有化交易價值溫和上
升，總市值錄得超過120億美元。

正在評估不同替代方案
道衡∙德安華亞太區企業融資業務主

管呂海歌認為，以往許多中國企業退出美
國市場，是為了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市場獲
得套利和更高的估值，然而今年隨着監管
而來的不確定因素，他留意到企業正在評
估不同的替代方案，包括私有化等，他認
為私有化是在美上市的中概股為其投資者
和員工帶來確定性的途徑之一，而這些投
資者和員工希望在審計和會計披露或有關
私隱和安全的新法律方面，避免採取觀望
的態度。

港若引入SPAC將受惠
呂海歌補充，就監管方面產生的不確

定因素、加上對數據和私隱規則要求的提
高，意味着中國企業可能會詳細審視其融
資方案，如考慮以雙重上市、私有化和
SPAC 等途徑，其中他認為透過 SPAC 進
行收購是中國企業進入全球資本市場的有
效途徑，有助省卻冗長的路演和承銷費
用。而港交所和新交所先後宣布進一步考
慮放寬SPAC的上市機制，將有助推動中
國企業考慮以不同方式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 中證監副主席方星
海（右圖）表示，要健全境外主體境
內發行上市制度，完善企業境外上
市監管制度安排，以便中國企業更
好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資本市場。加
快推動解決企業境外上市審計監管相
關問題，加強對資本市場跨境投資行為

和資本流動的監測和分析研判。
據中國證券報26日消息，方星海指

出，落實好合格境外投資者新規，完善
和拓展滬深港通、滬倫通和中日ETF互
通機制，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拓寬期貨
市場開放範圍和路徑，為國際投資者提供

更加多元化的投資選擇和風險管理工具。

報道稱，方星海在上海證交所國際投資者大
會開幕式上視頻致辭時表示，要完善交易結算制
度，深化境內外市場互聯互通。要進一步加強國
際合作，同時進一步強化開放條件下監管能力建
設，加強對資本市場跨境投資行為和資本流動的
監測和分析研判，“對所有重要的跨境交易做到
看得清、管得住。”

中證監：完善企業境外上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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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近日出台《深圳市關於加快培育壯大
市場主體的意見（2021-2025年）（徵求

意見稿）》，並正在構建潛在獨角獸企業發現
機制，制定深圳市獨角獸企業遴選發現指標體
系，聯合第三方高端智庫、風險投資機構等組
成獨角獸企業評價委員會，聚焦生物醫藥與健
康、半導體與集成電路、智能機器人、智能網
聯汽車、新能源、新材料、量子科技等戰略性
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精確鎖定具有
“硬核”科技、爆發式成長潛力的企業，建立
獨角獸企業培育庫。

鎖定成長潛力巨“硬核”科企
為此，深圳市將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

系。提供“服務資源包”支持，搭建政府、入庫
企業、投資或服務機構等開放式協同對接平台，
圍繞入庫企業成長需求，量身定製支持重點和支

持方向；提供高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鼓勵國
有創投機構積極參與入庫企業培育孵化。支持市
屬國資參股符合深圳市產業發展方向的獨角獸項
目，對符合條件的可量化投入，可視同考核利
潤。支持獨角獸企業上市和掛牌交易，協助境外
上市的獨角獸企業回歸境內上市，爭取境外獨角
獸企業落戶。

打造全鏈條上市培育體系
深圳市發改委在起草說明中表示，深圳市

持續推進“優上市”，打造全鏈條上市培育體
系、優化上市公司協調服務機制、着力推進上
市公司做大做強；培育壯大高新技術企業，建
立高新技術企業培育後備庫、強化高新技術企
業創新能力、提升高新技術企業發展質量；大
力培育“獨角獸”企業，構建潛在獨角獸企業
發現機制、優化獨角獸企業培育體系、提供高

效率多層次的融資支持。
此前，深圳市司法局曾召開獨角獸企業營

商環境座談會，聽取企業對法治化營商環境
建設意見反饋。深圳雲天勵飛技術有限公
司、奧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騰訊雲科技有
限公司、柔宇科技有限公司、豐巢科技有限
公司、越海全球供應鏈有限公司等獨角獸企
業應邀參會。深圳獨角獸雲天勵飛公司媒體
負責人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承認公司參加
了相關大會，但具體怎麼做還沒確定，公司
目前正在籌備上市。

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表示，《意
見》的出台是深圳市一個重大的決策，也是非
常高明的。將加快培育獨角獸發展、推動其上
市，令其實現快速成長。此舉可以將深圳打造
為全國獨角獸聚集地，有利推動深圳高科技創
新繼續領先全國甚至全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深圳出台新政助獨角獸企業上市和境外上市公司回歸深圳出台新政助獨角獸企業上市和境外上市公司回歸。。圖為深圳一科圖為深圳一科
技自動化生產車間技自動化生產車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李昌鴻 攝攝

劉鶴與耶倫通話：關切美取消加徵關稅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6日下午在參觀
國家“十三五”科技創新成就展時強調，“十三五”
時期，中國科技事業加快發展，創新能力大幅提升，
在基礎前沿、戰略高技術、民生科技等領域取得一批
重大科技成果。這是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黨全國
特別是廣大科技工作者共同奮鬥的結果。當前，中國
已經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科技
創新在黨和國家發展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
用，全國廣大科技工作者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堅定創新自信，緊抓創新機遇，勇攀科技高峰，
破解發展難題，自覺肩負起光榮歷史使命，加快實現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
滬寧、趙樂際、韓正，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分別參觀展
覽。

下午3時45分許，習近平來到北京展覽館，走
進展廳參觀展覽。展覽以“創新驅動發展 邁向科
技強國”為主題，共分總序、百年回望、基礎研
究、高新技術、重大專項、農業科技、社會發展等

12個展區。通過1,300多件實物、200多件模型等，
集中展示“十三五”以來，全黨全國貫徹落實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於科技創新的一系列重
大決策部署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展覽重點展示“九章”量子計
算原型機、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研究、“天機”類
腦芯片等基礎前沿重大突破以及散裂中子源、“慧眼”
衛星等科學裝置。面向經濟主戰場，重點展示國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台、“京華號”國產最大直徑盾
構機等。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重點展示中國空間站模型、
火星車、“嫦娥五號”、“奮鬥者”號全海深載人潛水
器、集成電路裝備、全球首個第四代核電高溫氣冷示範
堆、“國和一號”核電機組等國之重器。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重點展示一體化全身正電子發射/磁共振成像裝備、
無人植物工廠水稻育種加速器以及“科技抗疫”“科技
冬奧”的最新成果……一件件實物、一個個模型生動詮
釋着“十三五”期間中國科技創新取得的重大進展和突
出成就，習近平等領導同志仔細觀看，認真聽取工作人
員講解並詢問有關情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領導同志，國務委員，全國政協有
關領導同志以及中央軍委委員參觀了展覽。

習近平參觀“十三五”科創成就展：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推動RCEP盡早生效
出席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0月

26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出席第24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

議。東盟輪值主席國文萊蘇丹哈桑納爾、柬埔寨首相洪森、

印尼總統佐科、老撾總理潘坎、馬來西亞總理伊斯邁爾、菲

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泰國總理巴育、越

南總理范明政與會。李克強與哈桑納爾共同主持會議。東盟

秘書長林玉輝出席。會議以視頻形式舉行。

香山論壇聚焦大國關係與亞太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軍網報道，

2021年度北京香山論壇專家視頻會第一場
研討會於10月25日晚順利結束。北京大
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主持了該場
研討會，來自中國、俄羅斯、美國、日
本、韓國、印度等國家的8位專家圍繞
“大國關係與亞太安全”進行了深入交
流。

中美關係當前的緊張局勢受到與會專
家的高度關注。美國外交界和學術界中國
問題專家、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認為，
中美日益激烈的競爭使兩國關係面臨建交

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他指出，大國負有
特殊責任，在處理國際關係時不能僅局限
於自身權益，還要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關
切。韓國世宗研究所理事長、亞太核不擴
散和裁軍領導小組副主席文正仁強調，任
何零和競爭都會導致雙輸的結果，回到過
去的冷戰時代就是歷史的倒退。

中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
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指出，從經
濟角度來看，與特朗普執政時期一直鼓吹
中美經濟脫鈎不同，拜登當選後已經意識
到這種政策既不現實也不理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10月26日上
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
話中方牽頭人劉鶴應約與美財政部長耶倫舉行視頻通話。雙
方就宏觀經濟形勢、多雙邊領域合作進行了務實、坦誠、建
設性的交流。雙方認為，世界經濟復甦正處於關鍵時刻，中
美加強宏觀政策溝通協調十分重要。中方表達了對美國取消
加徵關稅和制裁、公平對待中國企業等問題的關切。雙方同
意繼續保持溝通。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其
實是美國更需要對華取消加徵關稅，而且經過疫情的考驗，
美國逐步意識到，東南亞國家是無法替代中國的。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表示，

雙方的高層對話很重要，但美方不能只追求本方利益最大
化，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共同做大蛋糕，這樣的交
流才有意義，才能對中美雙方都有利。他指出，耶倫的職
責範圍還包括美國財政收支平衡以及維持美國國債的信譽
等，因此國債問題或將也是其關心的內容之一，因為中國
曾是美國最大的國債持有國，現在的第二大持有國，若中
國大幅減持美國國債，也將成為一大問題。

白明指出，特朗普時期的對華制裁手段層出不窮，不
僅加徵關稅，還對華為等高新技術公司“斷供”，在貿易
規則上對中國發難等一系列打壓中國的“組合拳”，若拜
登時期不收手，想改善中美經貿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

李克強表示，當前中國－東盟關係健康
穩定發展，各領域務實合作持續推

進。去年以來，習近平主席與東盟國家領
導人通過多種方式進行深入戰略溝通。今
年是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周年。30年
來，雙方堅持講信修睦、互利共贏，支持
多邊主義，維護了地區總體穩定和經濟持
續增長。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中國東
盟守望相助，相互支持，雙方關係得到進
一步鞏固。

提中國東盟合作六點建議
李克強指出，中國將在開放中同包括東

盟在內的世界各國深化友好互利合作。李克
強就下階段中國東盟合作提出六點建議：

一是共築健康防線。加強抗疫政策溝通
協調，中方願進一步增加對東盟國家的疫苗
和抗疫物資援助，共同提升預警和應急反應
能力。倡議成立中國－東盟公共衞生科技合
作中心，推動科技賦能公共衞生合作。

二是深化經濟融合。推動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盡早生效，早日
惠及地區各國人民。願正式啟動中國－東
盟自貿區升級後續談判聯合可行性研究，
倡議探討開展中國東盟“多國多園”合
作。中方已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
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希望得到
東盟國家支持。

三是推動包容發展。加快推進構建藍

色經濟夥伴關係。加強國際發展合作，在
東盟國家設立專門機構，打造發展合作示
範點。

四是堅持創新驅動。落實好未來五年
科技創新夥伴關係行動計劃，探討開展中
國－東盟工業產業設計合作，盡快完成制
定《關於落實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夥
伴關係的行動計劃（2021－2025）》。

五是拓展綠色合作。落實好《中國－
東盟環境合作戰略及行動計劃（2021－
2025）》，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維護全球
和區域生物多樣性，合理推動能源產業和
經濟結構轉換升級。

六是夯實民意基礎。在確保防疫安全
前提下，分階段處理好東盟國家留學生返
華復學等問題。倡議建立中國－東盟教育
高官會晤機制，用好中國－東盟菁英獎學
金等平台，繼續向中國－東盟合作基金增
資。

視東盟為周邊外交優先方向
李克強強調，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

展道路，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促進
共同發展。南海和平符合中國和東盟國家
的共同利益。明年是《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簽署20周年，中方願同東盟國家以此
為契機，拓展海上務實合作，加快磋商進
程並力爭早日達成“南海行為準則”，把
南海建設成為和平、友誼、合作之海。

李克強指出，中方始終視東盟為周邊
外交優先方向，一如既往堅定支持東盟共
同體建設，堅定支持東盟在區域架構中的
中心地位，堅定支持東盟在地區和國際事
務中發揮更大作用。中方願同東盟方共同
舉辦建立對話關係30周年紀念峰會。相
信中國東盟友好合作巨輪將行穩致遠，共
同為亞洲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更大貢
獻。
與會東盟國家領導人表示，中國是東

盟國家的緊密對話與合作夥伴，東盟－中
國關係是東盟與對話夥伴中最全面、最具
戰略性的關係，支持雙方關係進一步提質
升級。東盟國家讚賞中方為東盟國家抗擊
疫情提供疫苗和物資援助，願同中方繼續
拓展貿易投資、互聯互通、數字經濟、公
共衞生、可持續發展等領域合作，深化人
文交流，實現互利共贏，為維護地區和
平、穩定與繁榮作出貢獻。東盟國家願同
中方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盡早達成有效、富有實質內容的
“南海行為準則”。希望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早日生效，期待同中方舉行雙
方建立對話關係30周年紀念峰會。
會議發表了《中國－東盟關於合作支

持〈東盟全面經濟復甦框架〉的聯合聲
明》和《關於加強中國－東盟綠色和可持
續發展合作的聯合聲明》。
肖捷出席會議。

李
克
強
：

●習近平參觀國家“十三五”科技創新成就展。 新華社

●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出席第24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推動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盡早生效，強調把南海建設成為和平、
友誼、合作之海。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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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美是杭州。”
杭州西湖，千百年来一直是骚人墨客吟咏不

绝的灵动诗韵，丹青妙笔描摹不尽的秀美画卷，
街头巷尾流传不息的故事文本。

西湖之美，让曾在杭州任官的苏轼留下了
“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
识其全”的感叹。

为探寻西湖魅力，笔者日前来到杭州西湖博
物馆总馆。

城湖相依

秋日的西湖，细雨朦胧，桂花芬芳，一派诗
情画意。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包括西湖博物馆、
南宋官窑博物馆和名人纪念馆，从多个方面展示
西湖之美，讲述西湖故事。

西湖博物馆位于南山路钱王祠旁，整个建筑
大部分延伸于地下，从湖面上看，几乎察觉不到
葱郁树木中隐藏着一座现代建筑。“西湖博物馆
占地面积 8500 平方米，包括西湖历代浚治与景
观的形成、西湖题名景观、西湖文化、精神家园
等六大展区，展出文物涵盖书画、古籍、陶瓷等七
大类，系统展现了西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
底蕴与文化内涵。”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馆长潘沧
桑说。

顺着阶梯下到馆中，大厅内巨大的沙盘模型
立体展示了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格局。旁
边展柜里，多种古生物化石体现了西湖丰富的自
然遗存。据介绍，西湖一带原为浅海湾，大约
2600 年前，泥沙淤积堵塞了湖与海的通道，变为
淡水湖泊。经历代人工疏浚治理，演变为“一湖
两塔三岛三堤”的景观格局。

展厅另一侧图文并茂地讲述了西湖历代浚治
过程。据史料记载，自唐至清，统治者对西湖之
浚治不曾中辍。唐代李泌、白居易和宋代苏轼主
导的浚治奠定了西湖的基础面貌，日后疏浚基本
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正因如此，如今西湖的大
体 格 局 沿 袭 了 唐 宋 时 期 的 旧 貌 。“ 杭 州 之 有 西
湖，如人之有眉目”，正如苏轼所言，西湖是杭
州山水景观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湖的治理对
于杭州城市发展意义非凡。

“这是我们西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潘
沧桑指着展柜里的 《清乾隆西湖行宫图》 说。这
是唯一一幅流传至今钤有乾隆御玺的西湖行宫
图，全长 9 米多，采用传统山水画法，以鸟瞰的
形式描绘了乾隆南巡时驻跸的西湖行宫及游览的
各景点，并标注了行宫与各景点的具体方位和距
离。全图笔法细腻，疏密有致，设色典雅，构图
严谨，展现了高超的绘画技法。

“此图在西湖申遗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潘沧桑介绍，“图上描绘了‘三面云山一
面城’的城湖格局，其中的景点和位置标示与现
在的西湖景观能够一一对应，实证了西湖至少
200 多年来都保持着原真的格局，体现了西湖作
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实地考察时把西湖博
物馆作为第一站，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考证此
图。”

展馆中，一件清康熙青花西湖风景观音瓶吸
引了不少参观者欣赏。此瓶撇口，长颈，丰肩，筒
形腹，腹下渐敛，浅圈足。瓶身自颈以下描绘西湖
风景图，亭台塔殿错落掩映，游人画舫行于其
间，展现了杭州市民在西湖边怡然自得的生活。

“清代至民国时期，陶瓷界流行把西湖作为装饰
题材，但清初康熙年间此类作品还比较少。此瓶
描有 50 余处西湖景观，构图巧妙，笔触细腻，
青花发色典雅，是少见的清代早期青花佳作。”
潘沧桑说。

山水美学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经过
历代精心营造，西湖形成了独特的美景。世界遗
产委员会评价称，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
湖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诠释。

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
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
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这大名鼎鼎的“西
湖十景”是在南宋时期形成的。南宋以临安 （今
杭州） 为都，经济的发达带动了文化的繁荣。南
宋宫廷画师们从难以遍数的湖山美景中凝练出

“西湖十景”，十景题名蕴含了生动、静谧、隐逸

等审美主题，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山水美学。
“‘陈二郎’金叶子为国家一级文物，反映

了南宋杭州经济的发达。”潘沧桑说。金叶子由
纯金制成，薄如纸，形似书页，上面刻有铭文

“铁线巷陈二郎十分金”，其中“陈二郎”为制作
金叶子的金铺名称。金叶子是南宋时期商品经济
繁荣的产物。它面值较大，一叠可兑换铜钱 35
千文，40 克一叠，每叠 10 张，每张 4 克，便于携
带，易于分割，大大方便了货币流通。

灵秀的山水带给人丰足的滋养，孕育出清雅
隽永的艺术。南宋美学的精髓在南宋官窑青瓷上
得到充分体现。南宋官窑博物馆位于杭州玉皇山
以南乌龟山西麓，占地 60 余亩，由展厅和遗址
保护厅两部分组成。

展厅内，“南宋官窑历史文物陈列”以“青
瓷故乡”“御用之瓷”“风雅之美”“皇宫遗珍”

“南宋官窑遗址与工艺”为专题，系统展示了南
宋官窑青瓷的发展历程及其独一无二的工艺特
点、登峰造极的美学价值。

“南宋官窑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是宋高
宗为烧造宫廷用瓷而建的御用瓷窑，由修内司直
接管辖，产品以粉青釉色、冰裂纹片、紫口铁
足、古朴器型四大特色而著称。由于胎土原料特
殊，厚釉工艺烧造难度极大，南宋官窑烧制成功
率不足百分之一。且由于专供御前使用，验器标
准十分严苛，略有瑕疵即行砸碎就地掩埋，无论
成品或瑕疵品一律不得流入民间，因此南宋官窑
完整器现存于世的非常少，十分珍贵。”潘沧桑
介绍道。

展柜里，一件南宋官窑簋式炉格外引人注
目。它是仿商周青铜簋造型的青瓷香炉，由官窑
遗址出土瓷片精心修复而成，表面没有青铜簋的
繁复装饰，追求自然之美。瓷炉釉色粉青莹润，
釉面呈玉质感，古朴庄重而又温润含蓄。

南宋官窑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在古窑址基础
上建立的陶瓷专题博物馆，包含南宋郊坛下官窑
遗址的龙窑和制瓷作坊以及老虎洞修内司南宋官
窑遗址。郊坛下遗址保护厅以复原陈列、动画演
示等方式再现了 800 多年前官窑瓷器制作、烧造
的场景。立足于龙窑遗址前，仿佛能看到几百年
前烧造工人忙碌的身影。他们日日劳作于西湖
边，将自己对西湖美景“天人合一”的体会融入
瓷器烧造中。

人文渊薮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优美
的西湖曾让白居易离任杭州时流连不舍。千百年
来，西湖的湖光山色引得无数文人、画家挥洒才
情。他们的作品和故事，为西湖增色添彩。

名人纪念馆由章太炎纪念馆、苏东坡纪念
馆、唐云艺术馆、张苍水先生祠、于谦祠、于谦
故居、司徒雷登故居 7 处场馆组成，散落在西湖
周边不同地方。

苏东坡一生曾两次到杭州做官，为当地做了
不少贡献。苏东坡纪念馆坐落在杭州西湖苏堤南
端，由主楼展厅、碑廊、酹月轩等组成。展厅一
楼陈列苏东坡生平事迹，二楼主要介绍苏东坡在
杭期间的文学艺术成就。参观完展厅，可眺望不
远处苏东坡主持修造的苏堤，感怀斯人。

岳飞、于谦、张煌言并称为“西湖三杰”。
三人均与杭州西湖结下不解之缘，并安葬于此。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是明代名
臣于谦的述志诗句。于谦祠位于杭州西湖三台山

麓，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自 2019 年起开展
全面维修及展陈改造，今年 2 月重新开放。张煌
言为明末抗清英雄，字玄著，号苍水。张苍水先
生祠堂正中悬挂着书法家沙孟海题写的“好山
色”牌匾，这 3 个字正是张苍水就义时面对西湖
发出的感叹。

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墓毗邻张苍水墓，墓
前建有章太炎纪念馆，这是国内最大的章太炎文
物资料和研究中心。

馆内展出的 《膏兰室札记》 记录了章太炎在
杭州诂经精舍的学习心得，从中可窥见其严谨求
实的治学态度。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
使的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传教
士。司徒雷登故居位于杭州拱墅区耶稣堂弄，是
其父来杭传教时建造的住宅。海派画家唐云是杭
州人，虽长居上海，但对家乡念念不忘，一生以

“杭人唐云”自称。唐云艺术馆坐落在西湖边的长
桥公园，与著名的雷峰塔隔桥相望，馆内完整收
藏唐云作品及其生前所藏艺术精品。

“一池西湖水，千年根与魂。西湖之美说不
尽、道不完。”潘沧桑说，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
立足于自身特色，策划推出了宋韵系列、西湖文
化系列、陶瓷文化系列、名人系列等多个系列主
题展览，并同步开展线上展览，在 B 站、微博、
抖音等网络平台传播，受到许多青少年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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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陈二郎”金叶子。

《清乾隆西湖行宫图》（局部）。 本文图片均由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提供

清康熙青花西湖风景观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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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松合離合器時有些抖動。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說明離合器撥
叉、分離軸承、壓盤及磨擦
片嚴重磨損，分動器無油，
後傳動軸前伸縮套及其軸承
嚴重磨花、磨黑，分動器後
蓋油封已燒爛。造成上述情
況的原因只能有兩個，一個
是變速器軸間定位有問題，
造成軸不平行；另一個就是
其軸間間隙過大。

20、擰開散熱器蓋發
現總有一些油漬飄浮在水面
上，而且發現換機油時有水
分。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發動機有兩大循環系統，一

個是冷卻液循環系統，另一個是潤滑油循環系統

，兩大系統互不貫通。如果水中有油或油中有水
，說明兩個循環系統中的某個隔離地方出現了問
題。 “油進了水”與“水進了油”是兩種不同性
質的故障。發動機一旦運轉，機油壓力總是高於
冷卻水壓力，因此機油很容易從缸體裂紋中進入
冷卻水中，相反，冷卻水不太容易進入機油中，
所以機油進入水中是屬於內漏現象：缸體機油通
道的某一位置發生裂紋，機油通過裂紋間隙被
“擠”進了冷卻水通道裡，由於油比水輕，擰開
散熱器蓋就可以發現浮油了。而機油含水是屬於
另一性質的問題，它是由於缸套破裂或其他外界
原因，使冷卻水進入油底殼混入機油中。因此，
“油進了水”是發動機機體本身出了毛病，而
“水進了油”則多是發動機配件引起的，其故障
性質不一樣。

21、新買的車輛發動機抖動嚴重，有時故障
指示燈還會偶爾閃亮。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某些新車會有這種情況，車輛發

動機抖動嚴重，有時故障指示燈還會偶爾閃亮。
很多人懷疑是車輛存在質量問題，其實真正的原
因是不清潔的燃油導致了供油系統的汙染或堵塞
。目前一些先進的車輛配備了尾氣排放監測系統
，由於這種控製系統能非常靈敏地檢測汽車尾氣
排放和燃油清潔狀況，所以使用不潔的燃油會引
發燃油供給、點火、排放系統汙染，進而導致發
動機故障指示燈點亮和不同程度的發動機抖動。
所以有效的解決方法是：徹底清潔被汙染的系統
後，持續地添加指標性能穩定的汽油並添加定量
的油路清潔劑，情況即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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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7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六六))

瑞源保險專欄瑞源保險專欄2727------
更換更換MedicareMedicare（（紅藍卡紅藍卡））保險計劃的的考量保險計劃的的考量
在每年的 Medicare（紅藍卡）的

年度開放註冊期間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7 日，Medicare的受益人都有機會轉換
他們的保險計劃.您的醫療需求隨著年
齡的增長而變化，您現有的計劃 以及
它們所涵蓋的內容可能每年都在變化
，所以每年重審您的保險計劃是非常
重要的。今年的年度開放註冊期已經
開始了， 建議大家利用這一年一度的
開放期重審您的計劃，並根據需要適
當調整，也許可以為您節省醫療開支
。以下是一些可能導致您需要考慮在
年度開放註冊期間更改計劃的常見情
況。

1.我的處方藥費用上漲了
發生這種情況通常是由於以下兩

種情況之一：醫生給您開了一種您目
前處方計劃不承保的新藥，或者您當
前計劃的藥單有所更改，所以每年的
公共申請期內，您可以了解其他計劃
的處方藥涵蓋面，或要求您的醫生為
您所需的藥物申請例外。

2. 我需在不同的州居住
C計劃通常有網絡的限製；比如

HMO如果不是緊急情況，他們將不承

擔任何醫療網絡外的費用。您需要閱
讀您的計劃的詳細信息，或向您的保
險代理人咨詢，以了解您的計劃。如
果您將在未來幾年會在多個州居住的
話，您可能會考慮改用更適合你的計
劃並了解計劃使用規定。

3. 我需要手術並且需要看特定的
醫生

Medigap允許患者選擇任何接受
Medicare 的醫生或醫院。但是，如果
您參加的是 C計劃並且它的網絡內的
醫生不能滿足您的需求，您可能需要
考慮換成不同的 MA 計劃或轉為Me-
digap，而且需要另外購買藥計劃。所
以咨詢一個熟悉紅藍卡運作和經驗豐
富的保險顧問尤為重要。

4. 我非常健康，很少需要醫生
如果您屬於這種情況，則可能考

慮改用免費或成本較低的 C計劃。
5. 我被診斷出患有慢性病
您的健康狀況的重大變化應該引

發對您現有的 Medicare 計劃的 承保範
圍的全面審查。確保您的 藥計劃保單
支付新處方的費用。考慮您所需要的
護理需要，牙齒和視力健康的需要。

6. 我的常規醫生不再參與我的計
劃

如果您非常想繼續看某個醫生，
請直接詢問他或她是否要轉向不同的
MA 計劃。如果您為了跟隨您的醫生而
決定做出改變，請確保短期決定不會
影響您的長期承保範圍。

7. 我需要牙科護理等附加保險項
目

我需要重大的牙科護理。傳統紅
藍卡或是Medigap不承保牙科護理費
用，但許多C計劃免費提供牙科保險。
如果您需要助聽器或視力保險，也可
以考慮選擇一個包括這些福利的C計劃
。

溫馨提醒：如果您打算申請或更
換Medigap計劃，但是擁有 Medicare
B 部分超過六個月，Medigap 保險公司
可能會因您已有的疾病而拒絕您，或
者根據您的健康狀況或年齡向您收取
更多費用。將您再考慮在做這樣的計
劃轉換時一定要把這種風險考慮進去
， 並建議您在選擇具體計劃時一定要
向經驗豐富的，專業保險代理咨詢 。
因為一個經驗豐富和精通保險產品，

並對客人負責的的保險代理可以讓您
省時，省力，省心，少走彎路， 能夠
根據您的需要在眾多保險公司和保險
計劃中幫您找到最適合您的保險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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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行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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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ONS.COM。 公 司
在達拉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服務
全德州居民。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ILF) Youth Leadership Conference

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On Sunday 10/24/21 10:30AM – 12:00PM

Speaker:

24th U. S. Secretary of Labor 

18th U. 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First Asian American woman appointed to a President’s cabinet in history.

10月24日上午休士頓國際領袖基金會主辦
趙小蘭部長在中華文化中心和學生及家長們分享奮鬥成功的心路歷程

Elise Shu at Kinkaid school, gradeElise Shu at Kinkaid school, grade1212 / se/ se--
nior yearnior year 掌舵節目主持人的大樑掌舵節目主持人的大樑

董繼玲創會會長介紹國際領袖基金會的董繼玲創會會長介紹國際領袖基金會的
宗旨宗旨，，遴選青年人到華府實習的收穫遴選青年人到華府實習的收穫，，
並介紹趙小蘭部長八歲時從台灣到美國並介紹趙小蘭部長八歲時從台灣到美國
後後，，奮鬥成功的心路歷程奮鬥成功的心路歷程。。

休士頓國際領袖基金會的歷任會長休士頓國際領袖基金會的歷任會長，，顧問顧問，，中華文化中心執行長共同歡中華文化中心執行長共同歡
迎迎 趙小蘭部長及國際領袖基金會創會會長董繼玲趙小蘭部長及國際領袖基金會創會會長董繼玲，，蒞臨中心和學生及家蒞臨中心和學生及家
長們座談長們座談。。右起戴佩青右起戴佩青，，喻斌喻斌，，黎淑瑛黎淑瑛，，嚴威嚴威，，何怡中何怡中，，許文忠許文忠，，董繼董繼
玲創會會長玲創會會長，，趙小蘭部長趙小蘭部長，，劉秀美劉秀美，，王寵瑜王寵瑜，，李蔚華李蔚華，，王藝達王藝達，，嚴傑嚴傑，，
華啓梅華啓梅，，王雅潔王雅潔。。

趙小蘭部長趙小蘭部長（（前左一前左一））親切地和來賓門揮手致意親切地和來賓門揮手致意。。

會長劉秀美致歡迎詞會長劉秀美致歡迎詞，，感謝趙小蘭部長及董繼玲創會會長感謝趙小蘭部長及董繼玲創會會長，，多年來為培養多年來為培養
亞裔青少精英所付出的一切亞裔青少精英所付出的一切；；謝謝家長們帶學生來參加這難得的活動謝謝家長們帶學生來參加這難得的活動。。

趙小蘭部長親切地和青少年學生及家長合影趙小蘭部長親切地和青少年學生及家長合影，，大家都非常感謝能有這個機會大家都非常感謝能有這個機會
見到她高雅的風彩見到她高雅的風彩

趙小蘭部長見多識廣趙小蘭部長見多識廣，，才智杰出才智杰出，，引人入勝的演講引人入勝的演講，，打動大家的心弦打動大家的心弦！！
大家聆聽趙小蘭部長感人的故事，傳承中華文化，父母親無止境的愛，以樂觀
進取的態度邁向正確的方向，實現美國夢的理想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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