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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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波士頓市長決選2日正式登場；根據
最終記票結果，現年36歲的台裔候選人吳弭
拿下79763票，以63.1%的得票率大勝對手喬
治(Annissa Essaibi George，46663票，得票
率36.9%)。喬治已宣布敗選，並恭賀吳弭成
為波士頓市長，而吳弭成為波士頓200年來首
位台裔女性市長。

吳弭已出面發表勝選感言。在演說中，吳
弭以小故事感性開場。她說， 「幾天前的晚上
，我的兒子問我，男孩是否也能競選波士頓市
長。我回他們是，有一天他們也會再次當選，
但不是今晚」 。

隨後她感謝支持者一路情義相挺，並向粉
絲喊話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另一方面，
鎩羽的喬治也在第一時間恭賀吳弭，並形容她

的勝利是波士頓跨出的一大步，也期許吳弭團
隊未來能展現 「母親的力量」 。

喬治說， 「她是第一位女性，第一位有色
人種，也是亞裔美國人第一位當選波士頓市長
的人。我知道，這絕對不是容易的事」 。

AXIO分析，吳弭成為波士頓近200年來
第一位有色人種與台裔美國人，順利入主市長
寶座的女性。報導認為，波士頓的居民大多為
有色人種，如今他們透過選票展現出自我政治
力量；特別是，波士頓這座城市在50年前經
歷全美最為暴力的種族騷動，吳弭的當選無疑
是戲劇性的轉折。

報導指出，吳弭於2020年年初起開始競
選活動，並將政策重點聚焦在氣候行動、種族
正義與住房政策。

200年來首位波士頓亞裔女市長 吳弭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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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HD Chambers,
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 for
Alief came to our TV studio to be
interviewed by Danny Nguyen
and Sky Dong. They talked about
Tuesday’s Bond election for the

Alief School District.

We are so glad that our school
distric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r. Chambers has been
improved in many ways. The

bond election this time will
make major capital
improvements.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bond is $541,
700,000.

There are also propositions
ABCD which include general
construction,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Crump stadium
upgrade and technology
equipment purchases

We are so glad the Alief
School District has already

started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program. Many years ago we
started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Since that time, so many new
immigrants have come to our

area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re
planning to team up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to
produce a global TV program.
We want to work with the school
district and let the student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more
about world affairs.

The Alief School District is one
great model for ou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is area. We will fully
support Mr. Chambers’s vision
and help to make our school
district really become
internationalized.

1111//0303//20212021

We Support The AliefWe Support The Alief
Bond ElectionBond Election

位於休斯敦國際區
的艾利學區總監程百先
生日前到美南電視台接
受專訪, 主要是推廣该學
區即將發行之公債 ,並和
美南新聞共商合作推動
全球教育視頻事項。
艾利學區在程百總

監的多年領導下，大力
推廣多元文化教育，並
設立了國際學校，教授
華文及越文教育，舉辦
各種族裔活動，成果豐
碩並且大大提高了學生
之素質和學區之名聲。
由美南傳媒集團和

休斯敦聯合國協會正在

籌備的《走進世界系列
電視節目》，希望和艾
利學區合作，让學童們
有計劃的認識世界，每
學年皆由學生們參加制
作各種文化教育節目，
培養他們的世界觀。
今天的世界透過網

路和社群媒體已經產生
極大之改變，美國孩童
們更需要早些学習各種
文化，才能跟得上世界
潮流。
希望我們和艾利學

區為國際文化教育工作
做出積極之貢獻

艾利學區總監來訪艾利學區總監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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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在芝加哥出生長大的吳弭(Mi-
chelle Wu) 當選為波士頓200多年來第一位
女市長，她也是繼舊金山已故市長李孟賢
後又一位當選美國大城市的華裔市長，吳
弭在當選後發表感言, 在提到自己勤奮參選
有志竟成時，她特別用中文說了一句:” 這
些都可以成為現實”, 他的話語感人至深。

吳弭的父親1979年畢業於台大化工系
, 來美就讀伊利諾理工,吳弭於1985年出生
於芝加哥南部黑人區, 在父母離異, 家庭失
和後隨母親與妹妹搬到西北郊區巴靈頓市,
高中以優異成績畢業獲總統獎學金到哈佛
大學就讀，先後取得學士與法律博士學位,
她能說流利中文, 口才無礙。

吳弭的身世與歷程中最令人感動的就
是她具有孝順美德，曾為了照料患了精神
病的母親而辭去波士頓的工作搬回芝加哥
服侍母親與年幼妹妹 ,並開了一家松葉茶樓
小餐館養家糊口, 那種吃苦耐勞的精神支撐
她返回哈佛修完法學博士,開始在波士頓市
府工作，並把母親和妹妹接來照顧。

或許是孝感動天, 吳弭非常幸運能在哈
佛就讀時成為伊莉莎白•沃倫的學生，並

成為沃倫參選聯邦參議員的助選員，得與
有色人種、LGBTQ團體、退伍軍人以及女
性主義團體等組織接觸交流的機會，在沃
倫勝選為麻州首位女聯邦參議員後, 也為吳
弭開闢了一條從政道路。 2013年吳弭選上
波士頓市議員，成為該市第一個亞裔女議
員，當時她才28歲；2016年，吳弭又獲得
全體議員一致通過，使她成為波士頓首位
非白人女議長。

吳弭這次投入市長選戰，也是因緣際
會, 因為波士頓市長沃爾什在被拜登任命為
勞工部長後職位空缺, 所以在沃倫強力支持
下,吳弭憑藉著自己卓越的領導才能以及在
市議會多年的歷練最終在市長選戰中脫穎
而出。

吳弭從政成功最重要因素是憑著自己
的本事,加上貴人相助, 不過政治這條路荊棘
滿佈, 就連她的恩師沃倫曾在2020年總統
大選民主黨內初選民調領先全力闖關白宮
都不得其門而入, 吳弭說她的下一步是要把
波士頓建設成每個人的城市, 她有宏觀願景
與規劃, 並有璀璨前程,讓我們衷心祝福她!

國營媒體塔斯社(Tass)報導，這架飛機
是在莫斯科時間14點45分左右，在伊爾庫
茲克市以東 7公里的皮沃瓦里哈聚居區
(Pivovarikha)上空在雷達上消失，之後就傳
出鎮名的通報，表示在森林有濃煙，救援
單位證實起火處是墜毀的飛機。

現場一片狼藉，已發現5名機組員的
遺體，還未發現遺體的應是2名駕駛。機
上乘組員應為7人，早先的報導曾說8人，
現已修正。

報導稱，這架飛機屬白羅斯的格羅德
諾航空公司(Grodno Airlines)所有，它出廠

於1968 年，最初屬蘇聯空軍，之後然轉移
到亞美尼亞航空(Air Armenia)，然後是亞洲
航空公司(Asia Airways 屬於塔吉克)，最後
到格羅德諾航空公司。

An-12是一種4渦槳引擎式運輸機，
問世於1957年，體型與功能和美國洛克希
德C-130類似，不過在飛航安全性與酬載
量不如C-130。近年來，俄羅斯航空安全
標準有所提高，但在偏遠地區航線多由老
化飛機在執行，當地較簡陋的機場加上老
飛機狀況不穩定，使得事故仍然居高不下
。

俄羅斯An-12運輸機墜毀西伯利亞 7名組員全數罹難

繼阿聯1日呼籲公民離開黎巴嫩，官方巴林新聞社（Bahrain News Agency）昨天報導，巴林外交部
「敦促在黎巴嫩的所有公民立即離境，隨當地情勢緊張，需要格外謹慎」 。

黎巴嫩新聞部長科達希（George Kordahi）在8月錄製、10月25日播出的訪談中，稱葉門7年戰爭徒
勞無功，表示 「是結束戰爭的時候了」 ，並說葉門什葉派激進團體青年運動（Houthi）在內戰中進行自衛
。他說這話時尚未擔任現職。

青年運動2014年奪下首都沙那（Sanaa）後，沙烏地阿拉伯為首聯軍2015年干預葉門內戰，支持葉門
政府。阿聯和巴林都是聯軍成員。

沙烏地要求貝魯特政府將科達希開除。儘管黎巴嫩政府擺出和解姿態，沙烏地仍於10月28日召回駐黎
大使，並下令黎巴嫩駐沙大使於48小時內離境；巴林、科威特迅速跟進採行類似措施，阿聯10月30日也
召回駐黎大使。沙烏地同時禁止黎巴嫩商品進口。

沙烏地外長費瑟（Faisal bin Farhan Al Saud）表示，葉門戰爭遭受 「侮辱性言論」 之外，伊朗支持的
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什葉派運動在當地影響力日增也是利雅德採取上述舉措主因。

費瑟於10月31日接受CNBC訪問時否認這起風波造成外交危機，但強調利雅德當局認定，維持對貝魯
特關係沒有效益、沒有用處，也不符合沙烏地利益。

他說： 「在真主黨持續主宰（黎巴嫩）政壇的前提下，我想我們已經達成了與黎巴嫩及其現任政府打
交道沒有效益、沒有幫助的結論。」

科達希在真主黨和與真主黨結盟的基督教政黨馬拉達運動（Marada Movement）支持下，目前對於辭
職的立場是 「辦不到」 。

此一風波堪稱黎巴嫩嚴重經濟危機下再一記重擊，風雨飄搖的貝魯特政府甚至得奮力確保能夠取得來
自包括富裕阿拉伯國家的外援。黎巴嫩1日曾要求與沙烏地對話，以舒緩緊張。

在英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出席聯合國氣候峰會的黎巴嫩總理米卡提（Najib Mikati）昨天特地前
往沙烏地的攤位致意，擺出和解姿態。

黎巴嫩外交風波擴大阿聯巴林要求公民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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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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錢、減稅、控利潤……
面對能源危機，歐洲國家這樣應對

法國總理卡斯泰日前正式宣布，向

所有“月收入低于2000歐元”的法國人

支付100歐元的“通貨膨脹津貼”，不

論他們平時是否是駕車或是乘坐其他交

通工具。

著眼于日前飙升的天然氣、石油和

電力價格，法國並不是唯一一個爲應對

能源危機提供財政援助的歐洲國家。從

西班牙到英國，再到波蘭，這些國家都

是怎麽做的？

西班牙為電力供應商設置利潤上限
由于十分依賴天然氣發電，西班牙

10月初的電價已經飙升到了創紀錄的水

平，每兆瓦時(MWh)爲288歐元。而按照

歐洲統計局的說法，今年前六個月的平

均水平僅爲232歐元。爲防止這場能源

危機，西班牙政府7月決定暫時將電力

增值稅從21%降至10%。

但這很快就不足以應對不斷飙升的

能源價格，西班牙在 9 月中旬決定到

2021 年底將電力特別稅從 5.1%降低至

0.5%。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措施：某些電

力供應商的利潤在六個月內被設置上限

，盈余將重新分配給家庭。

英國設立基金支持低收入家庭
9月底，英國政府向地方當局提供了

5億英鎊資金，用于幫助最貧困家庭。

政府在其官網上明確，這筆“家庭支持

基金”可以以援助的形式支付，用于購

買食物、衣服，也可以用于支付能源賬

單。

據英國《衛報》報道，這項新措

施受到反對派以及一些慈善機構的冷

眼相待，他們認爲這是只一種簡單的

“包紮”，無法長久地改善局勢。

德國大力減費
10月中旬，德國電網宣布將削減能

源附加稅，以應對電價上漲。根據歐盟

統計局的數據，德國2021年上半年電費

平均爲每兆瓦時319歐元。

盡管供暖成本在一年內增加了30%

，德國當局暫時拒絕監管天然氣價格，

因爲政府認爲這場危機首先是暫時的。

當局也沒有計劃采取任何措施來減輕駕

車者的負擔，他們正在遭受與法國司機

類似的壓力。

在波蘭，五分之一的家庭將拿到
補償

作爲電力生産的主要煤炭消費國，

波蘭深受能源危機的影響。總理莫拉維

茨基10月中旬宣布，2022年將以補償形

式發放3.3億歐元。

據波蘭廣播電台報道，如果有必

要，這筆資金甚至可以增加到11億歐元

。援助金額將最高達到每人每月241歐

元。根據政府的說法，“五分之一的家

庭”將在2021年11月1日至2022年3月

31日期間符合發放資格。

在葡萄牙，每升汽油補助10歐分
葡萄牙政府已選擇通過對每升汽

油提供 10歐分的援助來抵消燃料價格

的上漲，最高限額爲每月 50升。這是

一種應急措施，有效期爲2021年 11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在此之前，

政府還承諾不增加燃油稅。另外，公

路運輸商和出租車司機也得到了特殊

援助。

Facebook更名為Meta：
從社交媒體轉型為“元宇宙”公司

綜合報導 社交媒體巨頭“臉書”(Facebook)CEO紮克伯格在該公司

的活動上，揭曉了外界期待已久的公司新名字：“Meta”。 同時，

Facebook將降級爲公司的子公司之一，與Instagram和WhatsApp並列，而

不是總體品牌名稱。

紮克伯格在Facebook Connect會議上宣布了這一更名，這個會議的

主旨是關于該公司的虛擬現實(VR)和增強現實(AR)技術的討論。

紮克伯格稱，新名字更符合該公司對元宇宙的日益關注。元宇宙是

指在新的網絡領域中，利用VR和AR技術的結合，形成一個全新的虛擬

宇宙。

紮克伯格說：“在我們開始新篇章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我們的身

份問題。Facebook是曆史上被使用最多的産品之一，它是一個標志性的

社交媒體品牌，但它越來越不能涵蓋我們的一切。”

紮克伯格說，他在學校裏喜歡學習古典文學，這個名字來源于希臘

語的meta，意思是“超越(beyond)”。

紮克伯格在一篇帖子中，詳細說明了該公司的公司結構不會改變，

但財務報告方式會改變。從2021年第四季度開始，將會有兩個運營部門

的財報：應用程序家族(Family of Apps)和現實實驗室(Reality Labs)。

他還宣布，12月1日開始將使用新股票代碼MVRS進行交易。

過去幾周，Facebook 一直在受到嚴格審查，吹哨人豪根曝光了

Facebook多起內幕，引起軒然大波。公衆對Facebook的 Instagram平台

對青少年産生的不良影響越來越不滿，而反壟斷監管機構也正在推

動拆解該公司。更名被外界認爲是Facebook爲品牌重塑和扭轉局面所

做的努力。

秘魯新冠肺炎累計確診近220萬例
1500多萬人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顯示，與前一日報告相

比，新增檢測43898次，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840例，其中過去24小

時新增病例為490例，累計確診病例達到2199876例；單日新增死亡病例

8例，累計死亡200197例。目前仍有3164人住院，已有2178596人康復。

秘魯衛生部29日報告說，在未來幾周內，60歲以上人群也將被納入

接種新冠疫苗第三劑的計劃中。

從10月27日開始，秘魯65歲以上人群可以到任何一個疫苗接種中

心，接受第三針加強劑疫苗。按照衛生部規定，該年齡段的人必須出示

他們的疫苗接種卡或電子接種證書，電子文件的真實性通過二維碼進行

驗證。

接種疫苗加強劑的時間安排由衛生部Pongo el Hombro官方平臺確

定，在接種第二劑疫苗過去六個月後，才能接種加強劑。

根據秘魯衛生部數據，截至29日，秘魯已經應用了3438萬劑疫苗，

共有1537萬人已經接種了兩劑疫苗，占目標人口的55%。

此外，秘魯外貿旅遊部長羅伯托· 桑切斯宣布，從現在起，入境秘

魯的14歲以上旅客都必須出示兩劑新冠疫苗的接種證書。桑切斯部長認

為，這項措施將大大促進旅遊業的復蘇，可以將入境遊客的數量增加到

75萬。

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桑切斯部長解釋說，對於14歲以下的旅行者

，「只要沒有感染癥狀就足夠了」，為此需要提供分子檢測陰性結果。

關於馬丘比丘的容量，桑切斯說，他希望在12月的頭幾天，每天的

觀看人次將增加到200多人次。他還解釋說，政府已經提供了1100萬索

爾用於支持Cusco地區的手工藝者，為他們提供補貼。

德爾塔變異病毒已達希臘首都雅典
下月將迎疫情高峰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3643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

累計確診734778例。新增死亡55例，累計

死亡15856例。

政府無意擴大強制性疫苗接種範圍
盡管已有多名衛生專家警告稱，希臘

的新冠肺炎感染率將會在近期飙升，但希

臘衛生部長普萊弗裏斯29日表示，政府不

打算擴大新冠疫苗強制接種範圍。

他在接受Skai電視台采訪時說，目前

政府正在與衛生專家委員會商討關于如何

調整防疫措施的政策。如果政府將會出台

任何新的措施，那將主要涉及對于所謂的

“混合”區域的措施調整。

他還談到了希臘醫院的收治壓力。他

說：“目前在重症監護室接受治療的患者

中，96%到90%的人都沒有接種疫苗。希

臘全境共有1300張重症監護室床位，如有

必要我們將會與更多的醫院和醫生達成合

作，加大醫療資源的投入。”

德爾塔變異病毒已達雅典
根據希臘根據國家基因組監測網絡的

數據，在9月29日至10月18日抽取送檢的

387個樣本中有384個樣本與新冠變異病毒

德爾塔相關。其中包括在雅典中部和南部

發現的兩個“AY.4.2”德爾塔毒株樣本。

德爾塔毒株亞種AY.4.2，也稱德爾

塔+(Delta Plus)其傳播性比傳染性極強的德

爾塔變異病毒高10%至15%。其傳播性比

傳染性極強的德爾塔

變異病毒高10%至15%

。它是德爾塔毒株的新

子類型，它包含兩個新

的突變——A222V 和

Y145H。這兩個突變出

現在刺突蛋白上，而突

刺蛋白位于病毒的外部

，可幫助病毒進入人體

細胞。

目前，全球數十個

國家都已經出現了與該毒株相關的新冠肺炎

患者。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把AY.4.2

列爲“須留意”而非“須關注”變種毒株。

不少衛生專家調，全面接種疫苗至關

重要，因爲只有接種了新冠疫苗才能對德

爾塔毒株的各類亞種進行有效防禦。

下月將迎來疫情高峰
雅典醫學院微生物學實驗室主任查克

利斯日前預測說，希臘將在11月遭迎來疫

情高峰。他說：“今年秋冬季節疫情在希

臘的發展可能與去年類似。最先迎來疫情

高峰的很可能是北部地區，隨後這一趨勢

將會向全國其他地區蔓延。第五波疫情將

在11月份達到頂峰，屆時我們會看到激增

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不過，他指出，與去年不同的是今年

有了疫苗的保護，疫情的形勢將會緩和不

少。但由于北部的疫苗接種率普遍偏低，

因此應對這一地區保持高度關注。

查克利斯還提醒民衆說隨著流感季的來

臨，民衆不僅需要有新冠疫苗的保護還需

要及時接種流感疫苗，免受病毒侵害。對

于符合條件的人士也應盡快注射新冠疫苗

加強針。

希臘疫情有望明年年底結束
希臘衛生政策專家莫夏洛斯29日在接

受Skai電視台采訪時強調，爲 80 歲以上

民衆接種新冠疫苗非常重要，並呼籲人們

繼續遵守防護措施。

他說：“從世界範圍看，我們已經接近

讓50%的人口至少接種一劑疫苗的任務。

世衛組織的目標是到明年春季時使得全球

的新冠疫苗接種率能夠達到70%。就希臘

而言，疫情的結束時間有望在2022年底時

實現。但前提是提高疫苗的接種率，否則

，希臘擺脫疫情所需要走的道路將會更加

艱難。至今，我們仍有很大比例的60歲以

上人群沒有接種過新冠疫苗。”

墨西哥洞穴內發現
千年前完好保存下來的獨木舟
綜合報導 墨西哥國家文物總局學者在尤卡坦半島被水淹沒

的喀斯特洞穴中，發現了一只建于公元9至10世紀瑪雅時期的獨

木舟，這只獨木舟幾乎完整地在水中保存下來。

墨西哥國家文物總局網站公布的消息稱，總局水下考古部門的

專家表示：“五米深處有一個洞穴，並在那裏發現了一根原木。檢查

發現對稱的切口，可容納一個緊密的蓋子，說明這是一只獨木舟。”

學者認爲，這只獨木舟長1.6米，寬0.8米，高0.4米，能夠

用來從石灰岩的溶洞中取水或者保存祭祀用的祭品。

考古學者表示：“此爲從瑪雅領地尋找到的第一只保持完好

的獨木舟。”

專家計劃11月進行新的研究工作，准確辨別獨木舟的年代以及

使用木材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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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上校鮑爾斯1日投書
《華盛頓郵報》，他開門見山說明投書的原因
是要回應《華郵》27日的一篇報導，該報導以
「如果中國奪取台灣治理的島嶼，美國幾乎沒

有選擇」 為題，報導華府智庫 「新美國安全中
心」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模擬解放軍進犯東沙島的劇本。

他說和新聞標題相反的是，美國能夠 「徹
底降低」 這種狀況發生的機率，美國必須明確
表態併吞台灣及外島是 「不可接受的」 ，但目
前華府還未這麼做，這樣的危險在於， 「大陸
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低估我們的決心，如果實
際上我們決心要保護台灣及其島嶼免於入侵，
」

他說美國表明決心的方式就是在台灣及其
島嶼部署海軍陸戰隊特遣部隊，如此應能向習
近平清楚表明，任何攻擊都會導致美國人死亡
，而且將會引發美國果斷的軍事回應，進而促
使其他國家派遣小規模部隊加入。

鮑爾斯說他明白這項提議會置美國海軍陸
戰隊於險境，他自己也必須承擔同樣的風險，
因此作為一名海軍陸戰隊退役上校， 「我願意
重新接受徵召加入現役部隊，駐守其中一座島
嶼」 ，此舉除了有象徵性意義外，鮑爾斯說他
也能提供技能，幫助組織台灣的防禦。

鮑爾斯在文末表示，如果是已故前美國總
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就會派遣特
遣部隊駐台。

美陸戰隊退役軍官投書：願接受徵召駐台協防

密利今天出席阿斯本安全論壇（Aspen
Security Forum）與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
（NBC News）主播何特（Lester Holt）對談
，台灣議題多次被提起。

在被問及中國可能在短期內對台動武的可
能性時，密利以其對中國的分析指出，中國不
太可能在短期內對台動武，亦即6個月、12個
月或24個月內不太可能發生。

但他也指出，中國正清楚明確地建立能力
，以在未來某個有需要做此決策的時間點時，
能向國家領導人提供這些選項。 「但不久的將
來？大概不會。但任何事都可能發生。」

在談及美軍是否會協防台灣時，密利並未

正面回應，但重申台灣關係法與美中三公報仍
是美方政策，以及和平解決台海議題的期望。
至於是否出兵，密利表示，如有必要，美軍絕
對有能力在全球做出各項因應。

被問到美國是否將調整對台政策從長期以
來的 「戰略模糊」 （Strategic Ambiguity）走
向 「戰略清晰」 （Strategic Clarity）時，密利
表示，每件事都有其優缺點，有都伴隨風險。
迄今為止，基於台灣關係法與美中三公報的台
灣戰略模糊政策是成功的。

他指出，至於是否需因時制宜，必須經過
深思熟慮，但現在的政策是如此，在可預見的
未來也將持續。

美軍參謀首長：中國大陸短期內不太可能侵台

拜登（Joe Biden）昨天抨擊俄羅斯總統蒲
亭 （Vladimir Putin） 缺 席 蘇 格 蘭 格 拉 斯 哥
（Glasgow）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次
締約方會議（COP26）。他說俄國凍原在燃燒，
蒲亭面臨嚴重氣候問題，卻不開口說自己有意行
動。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Dmitry Pes-
kov）今天被問到拜登指控俄中兩國未在氣候變
遷議題上展現領導力，他回答： 「我方不同意。
」

培斯科夫表示： 「我們當然沒小看格拉斯哥
會議的重要性，俄國行動向來一致、深思熟慮且
態度嚴肅。」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今天則以 「口號代
替不了行動」 回應美方。

汪文斌表示，因應氣候變遷需要的是具體行
動而非空話，中國採取實際行動因應氣候變遷。
他也反譏美國在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任
內退出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傷害了
全球氣候治理和協定的執行。

拜登已就川普決定退出巴黎協定道歉。
中國是目前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不僅未參加COP26全球領袖峰
會，且自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
開始以來，就未曾踏出國門。

拜登批領導人缺席COP26氣候峰會 俄中反擊

和黨的州長候選人楊金居然擊敗民主黨候選人麥考里夫
（Terry McAuliffe），攻下民主黨鐵票區，成為自2009年首位

拿下維州州長寶座的共和黨人。
凸顯民主黨想在2022年維持參眾
兩院的主導權，恐面臨巨大挑戰
。
根據已開出的99%選票，楊金
以1675152票、得票率50.7%，
擊敗麥考里夫的1602656票(得票
率48.6%)，雙方差距僅72496票
。楊金現已宣布勝選，並表示將
為維吉尼亞州帶來變革。
他表示， 「我們將共同改變這個
州的軌道；朋友們，我們在第一
天就會開始這樣的轉變。沒有時
間可以浪費了，我們的孩子們等
不急了」 。CNN指出，教育與生
活成本兩大問題將會成為他執政
焦點。
教育將楊金送上州長寶座，他矢

言恢復學校的優勢，將大筆投資在教育預算。就生活成本而言，
隨著通貨膨脹，楊金承諾會降低物價與稅收。

CNN指出，相較於拜登2020年在維吉尼亞州得票以10個百
分點的差距取勝；如今麥考里夫卻鎩羽而歸，意味著民主黨想在
2022年維持對眾議院與參議院的控制權，恐有相當難度存在。

報導認為，自2009年以來維吉尼亞州一直是民主黨的票倉
，麥考里夫更是在2014年至2018年擔任該州州長；但如今在拜
登支持率下滑，而民主黨面對總統拋出的議程在國會引發爭辯，
卻又提不出強有力的訊息說服大眾，麥考里夫也只好苦苦掙扎，
試圖激起民主黨支持者的熱情。

麥考里夫將楊金與川普畫上等號，試圖為自己贏得州長大位
。然而，這種做法既不能爭取獨立選民，也無法鞏固民主黨陣營
。這似乎給2022年期中選舉一個警訊，一再祭出川普牌恐無法
拉抬選情。

何況，拜登撤軍阿富汗造成的混亂，疫情對美國失業預、物
價上漲的影響，都讓他的支持率一再創新低。根據美聯社在選前
於維吉尼亞州的民調，對於拜登政績支持的選民僅有48%，否
定的卻高達52%；其中，被視為拜登阿基里斯腱的經濟，更有
高達53%的選民負面看待。

大江東去浪濤盡，在這場2022年期中選舉的前哨戰中，民
主黨失去的不只是州長大位，還包括維州副州長、檢察長，等同
輸到褲子都褪去。

共和黨楊金宣布當選民主黨痛失鐵票區 CNN曝拜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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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指數排在第69位
▶社會公平指數和居住成本指數排名倒數，分別為

第291位和第289位

香港經濟競爭力優勢分項（部分）

▶營商軟環境指數0.999，位列第二，在市場化、開放度和產權保護三個指數雄踞
全國第一

▶全球聯繫指數0.950，居第二名，科創企業聯繫度位列第一，金融企業聯繫度

名列全國第二位，航運聯繫度位居第三

港營商環境卓越港營商環境卓越
居住成本累發展居住成本累發展

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上海躍居榜首 香港降至第三遜深圳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城市與競爭力指數數據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最新發布的《中
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19》指出，2021年澳門經濟競爭力在
291個城市中排名第15位，與上一年度持平，但與粵港澳大
灣區的其他三個中心城市相比，名次最低。報告認為，以博
彩業為單一經濟結構的澳門，受到疫情衝擊嚴重，而橫琴粵
澳深度合作區將成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重要平台，為
澳門可持續發展注入重要動力。

報告稱，粵港澳大灣區包括港澳和珠三角9市。其中四
個中心城市，三個進入全國五強：深圳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
第2，香港第3，廣州第5，澳門名次最低，排名第15位。而

節點城市中，佛山（排名第14位）亦超越澳門，另一節點
城市東莞（排名第17）緊逼澳門。

課題組認為，澳門以博彩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單一，
且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引致澳門經濟驟降。為推動澳門
經濟多元發展，澳門需要更大的發展空間以區域合作促進
產業多元。毗鄰澳門的橫琴新區為澳門區域合作、發展新
興產業帶來了最直接的空間。2021年9月5日《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發布，將橫琴新區全面升級為
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前沿，為澳門提高經濟競爭
力、提升在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作用注入了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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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由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與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北京共同發

布。今年是中國城市競爭力課題組的第
19次年度報告。課題組詳細評價了中國兩
岸四地291個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可
持續競爭力及其它分項競爭力，從整體上衡
量中國城市競爭力發展格局。

專家指出，在“一國兩制”基礎上，香港競
爭力的基本盤仍然穩固，特別是長期保持有利營商
的制度優勢，市場化、開放度和產權保護三個指數雄
踞全國第一。但也要看到，社會公平指數和居住成本指
數排名倒數，相信隨着特區政府深化和推動民生措施，以及
“北部都會區”的規劃建設，社會公平和居住問題將朝着良好方
向改善。

2021年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前十城市依次為：上海、深圳、香
港、北京、廣州、蘇州、台北、南京、武漢、無錫。去年排名第三的
上海超越香港、深圳，奪得綜合經濟競爭力第一；而此前連續六年奪
得榜首的深圳則下降1名，屈居第2名；去年的第二名香港再下降1
名，排全國第3。總體看，頭部城市排名基本穩定，區域中心城市仍
然引領全國；綜合經濟競爭力“南高北低、南升北降”的趨勢依舊延
續，而“東高中西低，東降中升”開始出現。

北都區助港完全融國家大局
自2015年被深圳超越，首次失落桂冠之後，香港再也未回榜首之

位。此番繼去年第二名後再落一名，成為季軍。課題組研究認為，香
港競爭力的基本盤仍然穩固。

專家指出，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於民生措施的深化和推動，特別是
“北部都會區”的規劃建設，這是在“一國兩制”下首份在空間觀念
及策略思維上跨越港深兩地行政界線的策略和綱領，與深圳協同發
展，與大灣區協同發展，這不僅有助於社會公平和居屋問題將朝着良
好方向改善，也標誌着香港將完全融入國家大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根據 2 日發表的
《中國城市競爭
力報告No.19》
顯示，香港長
期保持有利營
商 的 制 度 優
勢，香港在市
場化、開放度
和產權保護3個
指數表現卓越，
雄 踞 全 國 第 一
位。不過，綜合經
濟競爭力下降1位，
排第3，經商便利度指
數更在全國排第 6。對
此，香港經貿商會會長李

秀恒2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認為，香港暫時仍未能與內地通

關，商家未能正常進出內地，對業務及
生意有些影響，令到競爭力略為下降。

報告顯示，香港在經商便利度指數排名全國第6位；社
會安全指數亦稍低，排名全國第69位；經濟增長率排名則
落後，僅為第224位。李秀恒認為，上海、廣州等城市的人
口比香港多，加上內地的疫情控制得較好，國內的內需市場
龐大，他們的經濟復元能力自然較快。反觀香港是開放型的
細小經濟體，長期未能與外面通關，經商受到一定影響，如
很多港商都未能正常進出內地、照顧內地的生意；同時，旅
遊業近乎冰封，都大大影響了香港經濟的復甦。

港全球聯繫等方面仍具優勢
不過，在綜合經濟競爭力方面，香港在全國294個地級

及以上城市排名第3位，比去年度微降1位，雖然香港略為
降1位，李秀恒就認為這反映香港傳統的優勢仍在發揮很大
影響力，例如香港有龐大的金融管理系統、完善法律制度、
良好的醫療和交通運輸系統，這幾方面香港與內地城市比
較，香港仍有一定優勢。

而且，正如報告所言，在全球聯繫方面，香港位居全國
第2位，其中香港科創企業聯繫度居於全國首位，金融企業
聯繫度名列全國第2位，僅次於北京；而在經濟活力方面，
香港在全國排名僅次於深圳和北京，尤其在產權保護指數和
勞動力生產率方面位列全國首位，李秀恒認為，這些固有優
勢因素都會繼續支持香港的競爭力。

商界：長期未能通關 致港經濟受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2日發布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

告No.19》（下稱“報告”）顯示，2021年中國兩岸四地291個城市綜合經

濟競爭力，上海力壓深圳躍居榜首，而深圳此番失落連續六年保有的桂冠居

第二，香港繼去年後再落一名，成為季軍。報告指出，在“一國兩制”的基

礎上，香港長期保持有利營商的制度環境，在市場化、開放度和產權保護三

個指數雄踞全國第一位， 但是另一方面，居住成本指數在全部291個城市

中排名第289位。專家指出，“北部都會區”的規劃建設，有助於社會公平

和居住問題將朝着良好方向改善。

2021年大灣區城市
綜合經濟競爭力

橫琴合作區利澳門經濟多元發展

來源：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

香港經濟競爭力劣勢分項（部分）

●●20212021年香港綜合經濟競爭力年香港綜合經濟競爭力
排名第排名第33位位。。圖為香港近日舉辦圖為香港近日舉辦
的國際資訊科技博覽的國際資訊科技博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 經 濟 2021年11月3日（星期三）3 ●責任編輯：樓軒閣

廣東QDLP試點擴至全省
審批權限首次下放 投資者准入門檻300萬
大灣區跨境資本流動渠道擴寬。廣東省

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發布《廣東省開展合格境

內有限合夥人境外投資試點工作暫行辦法》，

合格境內有限合夥人（QDLP）試點從深圳擴

容至廣東全省，額度為50億美元；粵省內投

資主體通過QDLP投資海外市場，不僅可投資

於境外非上市股權和債權，還可投資於境外證

券市場及其他經批准的投資業務，且首次把審

批權限下放給相關地市區。投資者門檻不低於

300萬元人民幣或等值外幣。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在此之前，廣東省內僅有深圳地區可開展QDLP試
點，省內其他地區的投資主體，僅能通過QDII、

滬港通、深港通等渠道投資於境外證券市場。此次試點
獲批後，實施地域擴展至廣東全省，廣
東省內投資主體通過QDLP投資海外
市場，不僅可投資於境外非上市股
權和債權，還可投資於境外證券
市場及其他經批准的投資業務。
廣東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副局
長童士清（左圖）表示，QDLP試
點將有利於促進境外投資便利化，更

好推動廣東企業“走出去”， 為粵港澳大
灣區跨境資本流動和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擴展新渠道。

《暫行辦法》提出了試點基金管理企業、試點基
金、合格境內有限合夥人等市場主體的條件，並明確了
試點申請、購付匯及對外投資流程、基金管理、企業額
度和投資管理、信息披露等流程性規定。

基金初始規模不低於3000萬
在2日召開的發布會上，童士清介紹，試點基金可以採

用公司制、合夥制或契約制基金等組織形式，但應滿足認繳
出資金額/初始募集規模應不低於3,000萬元人民幣或等值
外幣，出資方式僅限於貨幣形式，投資標的包括境外非上市

股權和債權、境外證券市場及其他經批准的投資業務。
對於試點基金管理企業，《暫行辦法》將其分為內

資試點基金管理企業和外商投資試點基金管理企業，外
商投資試點基金管理企業是指按照本辦法規定，由境外
自然人或機構等參與投資設立的試點基金管理企業。兩
類試點基金管理企業註冊資本均應不低於1,000萬元人民
幣或等值外幣，出資方式僅限於貨幣。此外，還應具備
至少1名5年以上以及2名3年以上境外投資管理經驗和
相關專業資質的主要投資管理人員。

防範風險投資者門檻高
為有效防範風險，QDLP試點對投資者設置了不低

的准入門檻，合格境內有限合夥人要求是具備相應風險
識別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投資單隻試點基金的金額不
低於300萬元人民幣或等值外幣的機構投資者、境內自然
人或本辦法規定的其他投資者等。

童士清說，因為涉及境外投資，不可控因素、不確
定性因素要更多，QDLP的風險除了私募基金常見的信
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以外，還面臨着政治風
險和匯率風險等有別於國內投資的風險。他特別提醒投
資者，要樹立風險意識，做到“收益自享、風險自
擔”；同時要量力而行，盡量使用自有資金投資，不要
為了達到合格投資者的標準而加槓桿借債投資。

●●廣東召開新聞發布會解讀廣東召開新聞發布會解讀《《廣東省開展合格境內有限廣東省開展合格境內有限
合夥人境外投資試點工作暫行辦法合夥人境外投資試點工作暫行辦法》。》。 記者盧靜怡記者盧靜怡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盧靜
怡 廣州報道) 廣東省是首個將
審批權限下放給相關地市區金
融監管部門的省份。《暫行辦
法》將QDLP審批權下放到廣
州、珠海和橫琴合作區，規定
廣州市地方金融監管局、珠海
市金融工作局負責受理轄內試
點基金管理企業和試點基金的
申請材料，分別會同市聯席會
議其他成員單位審核，與省聯
席會議充分溝通，決定是否給
予試點資格和額度；對審核通
過並獲得額度的企業，報省聯
席會議備案後向申請人出具同
意開展試點、給予試點額度的
書面文件。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試點
基金管理企業和試點基金的申
請材料審核，以及對審核通過
並獲得額度的企業出具書面同
意文件相關工作，由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金融發展局會同區
聯席會議其他成員按照上述程
序執行。

廣東省地方金融監管局副
局長童士清表示，目前廣東私
募基金管理企業主要集中於廣
州、深圳、珠海、橫琴粵澳深
度合作區等地。

這些地區的監管能力較
強，從兼顧便利和風險把控
的角度考慮，將QDLP審批權
下放到廣州、珠海和橫琴粵
澳深度合作區，將使企業的
申請流程大大縮短，提高審
批效率。

橫琴申請額度逾10億美元
廣州市地方金融監管局副局

長徐秀彬透露，廣州已梳理收集
一批QDLP試點項目，還將對符
合條件的試點基金企業給予獎勵
補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金融
發展局代理局長池騰輝表示，橫
琴此前主動與多家有意向參與
QDLP試點的企業進行對接，現
已儲備多個項目，擬申請額度超
過10億美元。

目前廣東省已成立由省地
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牽頭的廣東
省QDLP試點工作聯席會議制
度。

廣
州
珠
海
橫
琴
可
審
批
助
加
快
申
請
時
間

QDLP（Qualified Do-
mestic Limited Partner）即合
格境內有限合夥人，是指允
許註冊於海外，並且投資於

海外市場的基金管理人在通過資格審批、
額度審批和其外匯資金的監管程序後，在
境內設立主體向境內的投資者募集人民幣
資金，在獲得的額度內將人民幣兌換為外
幣，投資於境外市場的基金產品。

相對於傳統的對外投資方式，如對
外直接投資(OD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
境外投資(QDII)等，QDLP在主體和投
資範圍層面進行了進一步全面的放開，
投資運作主體以私募型機構為主，投資
範圍既包括一級市場，也包括二級市
場，投資方式更為靈活。

至 於 QFLP （Qualified Foreign
Limited Partner）即合格境外有限合夥人
則是一項外商投資境內私募基金以及私募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制度，讓外國投資者將
外匯資本金換匯成人民幣進行股權投資。

QDLP及QFLP 雙向開放境內外投資
	
1�



AA77人民日報特約版
星期四       2021年11月4日       Thursday, November 4, 2021

焦点话题

连日来，位于成都杜甫草堂旁的四川博
物院人气很旺，正在这里举办的“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以其
宏阔的视野、珍贵的文物，吸引了社会广泛
关注。

此次展览集结了 10 省 48 家文博单位的文
物 精 品 ， 几 乎 覆 盖 长 江 全 流 域 ， 518 件

（套） 展品中，一级文物多达 209 件，系统呈
现了长江流域青铜时代的文化面貌，生动诠
释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和深厚的文化自信。

神秘巴蜀

青 铜 器 是 古 代 物 质 文 化 的 一 种 典 型 器
物，在文明起源探索和早期文明研究中具有
重要作用。长江流域青铜文明高度发达，出
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巧的青铜器。此次展
览以巴蜀、荆楚、吴越三大文化圈为代表的
青铜文明为主线，精选文化内涵深厚、艺术
审美独特的文物，展现商周时期长江流域上
中下游各地区文化异彩纷呈而又相互交融的
景象。

展 览 第 一 部 分 为 “ 巴 蜀 并 辉 ”。 步 入 展
厅，幽蓝“星空”下，三星堆青铜大面具赫
然肃立，引领观众走近神秘深邃的古蜀文明。

此次展览的总策展人、四川博物院副院
长谢丹介绍，巴、蜀是先秦时期四川盆地并
存的两个重要古国。以三星堆、金沙、马家
木椁墓、青白江双元村船棺墓等为代表的古
蜀文化遗存，和以罗家坝、涪陵小田溪为代
表的巴文化遗存，在这一部分共同展出，再
现了长江上游巴蜀文明并辉共融的图景。

展厅里，三星堆遗址今年新出土的 3 件文
物备受瞩目，这是它们首次公开展出。戴着
尖 头 冠 、 眼 睛 突 起 、 面 容 夸 张 的 小 立 人 铜
像，此前在媒体发布时便引起关注，被网友
戏称为“奥特曼”。小立人铜像双手在胸前虚
握，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某种仪式上的动作。

另 一 件 扭 头 跪 坐 人 铜 像 ， 头 发 高 高 竖
起，头扭向身体右侧，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
于身体左前方，造型十分独特，令人过目难
忘。

一件鸟形金饰前围了许多观众拍照。这

是三星堆首次出土鸟形金箔片，造型精美，
长约 30 厘米，宽约 18 厘米，整体厚度仅 0.12
毫米。此前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和其他器物
中就有不少鸟的形象，而与三星堆文化一脉
相 承 的 金 沙 遗 址 也 曾 出 土 著 名 的 “ 太 阳 神
鸟”金饰。此金鸟头部似有残端迹象，专家
推测曾有鸟喙或冠饰。

一枚刻有奇特巴蜀图符的青铜印章吸引
了笔者注意。印面下部两侧各有一人，似伸
手相握，双手似托举一图形符号，符号两侧
各有一口向上的铎，两人之间置一罍。“这枚
印章出土于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木椁墓。这
是四川境内迄今所见先秦时期最大的一座墓
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于文献记载的古蜀
国开明王朝时期。根据墓中出土的高级别铜
器群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古蜀国的蜀王，而
这件青铜印章应为蜀王用印。”谢丹告诉笔
者 ， 依 据 《周 礼》 等 古 代 文 献 中 的 记 载 来
看，印章上的两铎图像应该代表宣布国家政

教法令的木铎和下达武事命令的金铎。这组
巴蜀图符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蜀地受中原
文化影响的例证。

战国时期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是成都平
原 出 土 的 一 件 重 要 文 物 。 壶 身 满 饰 嵌 错 图
案 ， 以 三 角 云 纹 为 界 ， 分 为 上 、 中 、 下 三
层 ： 上 层 为 采 桑 习 射 图 ， 中 层 为 宴 乐 弋 射
图，下层为水陆攻战图。谢丹介绍，这件铜
壶所展现的绘画与雕刻结合的装饰技法，是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青铜器装饰艺术新风格
的代表。这种纪实性纹饰被学界称为“画像
纹”，开启了中国画像石艺术的先声。

群星璀璨

展览第二部分名为“群雄竞华”，丰富多
彩的展品呈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古城方国的
璀璨文明。

位于湖北武汉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是长
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的一个区域性中心。盘
龙城是当时商王朝在南方的政治、经济、军
事中心，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城邑之一。盘
龙城出土青铜器在器形、纹饰、制作工艺等
方面都与河南郑州二里岗青铜器类似，同时
也带有自身特色，其中酒器的数量和种类很
多，并以觚、爵、斝为礼器组合，这与中原
商人的习惯相吻合。展览中陈列的各式青铜
酒器，反映了盘龙城的尚酒之风，形制多样
的玉器、华丽的绿松石镶金饰件等，表现出
较高的工艺水平。

江西地区以吴城、大洋洲墓、牛城、铜
岭铜矿遗址为代表的吴城文化，体现了 3000
年前南方青铜王国的面貌。新干大洋洲商墓
与殷墟妇好墓、三星堆祭祀坑并称为商代青
铜 器 三 大 发 现 ， 大 洋 洲 出 土 青 铜 器 数 量 之
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为全
国所罕见。来自大洋洲商墓的兽面纹虎耳青
铜方鼎，引得参观者交口称赞。该鼎周身装
饰着精美繁复的兽面纹、卷龙纹、连珠纹等
纹饰和勾戟状高扉棱，两侧有双环状立耳，
耳上各卧一虎，气势威严。它与河南郑州出
土的几件殷商前期大型方鼎在形制与花纹上
较为相似，但加铸了虎耳装饰，别具一格。
据专家介绍，大洋洲青铜器装饰中多见虎的
造型，可能反映了某种信仰。

商周时期，湘江流域存在高度发达的地
方青铜文化，其青铜器以动物造型和动物纹

饰为显著特征。湖南醴陵出土的铜象尊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尊为酒器，此尊造型为一只
栩栩如生的大象，象鼻昂举，中空与腹相通，
可作流口，背上有椭圆形口，酒可以从此注入，
是一件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精品。

曾国是从西周至战国时期存续 700 多年的
一个诸侯国。湖北随州历代曾侯墓中出土了
大批青铜器，如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就
出自擂鼓墩 1 号墓。此次展览中有一套擂鼓墩
2 号墓出土的青铜编钟，风格与曾侯乙编钟极
其相似，规格略小，音乐性能稍逊。此套编
钟共有 36 件，均为甬钟，分大小两种形制。
为了让观众切身感受古代青铜乐器的魅力，
展厅里设有红外线感应装置，参观者一走近
编钟，就会传出悠扬美妙的乐声，仿佛穿越
时空，来到曾侯歌宴现场。

展览中还能看到安徽地区出土的蔡国和
群舒的青铜器，诉说着消失方国的故事；楚
墓中精美奇特的青铜器、玉器、漆器，彰显
了楚人崇巫祀神、奇谲浪漫的风格；工艺先
进的吴越青铜兵器，反映了吴越先民尚武的
风貌。

百川汇流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最根本的特征。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的青铜
文明对长江流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同区域
之 间 文 化 交 流 、 互 鉴 频 繁 。 随 着 秦 统 一 中
国，多彩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融入到华夏主
体文明之中。

在展览第三部分，一件象首耳兽面纹铜
罍格外引人注目。铜罍出土于四川彭州一处
西周时期的窖藏，纹饰繁奢立体，应为高级
贵族所用。铜罍装饰有象、牛、祭祀人的写
实形象，体现出四川地方的浓郁特色，而夔
龙纹、兽面纹等纹饰则带有中原青铜文化的
印迹。“古蜀人在学习借鉴中原先进文化的时
候有所选择，周人以鼎、簋等食器为重器，
而古蜀人则以尊、罍等酒器为重器。”谢丹介
绍，与之风格相近的青铜罍在湖北随州叶家山
曾国墓地也有出土。

“你看，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铜人，是不
是和我们古蜀国的青铜立人有些相似？”顺着
谢丹的指引看过去，只见一尊身着袍服的铜
人呈站立姿势，双臂弯曲，右手在上，左手
在下，两手空握呈圆环状，似握持一物。这
种造型尤其是手势，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
铜大立人、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小立人极为
相似，说明当地文化与古蜀文化之间存在一
定的交流联系。

四 川 雅 安 荥 经 战 国 晚 期 墓 葬 出 土 的
“成都”铭文虎纹铜矛，也是一件体现文化
交 融 的 珍 贵 文 物 。 该 矛 呈 柳 叶 状 ， 窄 刃 ，
圆 弧 形 脊 ， 双 骹 面 铸 饰 浅 浮 雕 虎 纹 。 虎 首
前 的 骹 面 有 阴 刻 铭 文 “ 成 都 ” 二 字 ， 实 证
了 成 都 作 为 城 市 名 称 自 战 国 晚 期 以 来 2000
多 年 未 变 。 刺 身 脊 上 阴 刻 一 “ 公 ” 字 ， 书
体 为 秦 文 字 风 格 。 这 件 矛 将 巴 蜀 图 符 中 常
见 的 虎 纹 与 秦 文 字 集 于 一 身 ， 是 秦 文 化 与
巴 蜀 文 化 相 互 融 合 、 巴 蜀 文 化 汇 入 华 夏 主
体文明的例证。

参观完展览，走进沉浸式文创走廊，琳
琅满目的文创产品让观众流连忘返。“我们深
入挖掘文物内涵，配合展览推出了 70 多款文
创产品，比如象首耳榫卯小夜灯、巴蜀图符
系列首饰、虎势·茶刀等，让观众‘把博物馆
带回家’。”四川博物院院长韦荃说。展览期
间，四川博物院还举办了长江文化主题系列
学术讲座，并推出兼具趣味性和科普性的陶
艺、刺绣手工体验活动和 《青铜铸文明》 系
列研学课程等，深受青少年欢迎。

209件一级文物亮相川博大展

呈现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盛景
刘裕国

“巴蜀并辉”展厅的三星堆青铜大面具。 刘裕国摄

商代铜象尊。 张鸿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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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鄧潤京】 “小球轉動大球”。這是
50年前在中國流傳很廣的一句流行語。專門指中
國老一輩領導人，利用在日本舉行的世界兵乓球
錦標賽機會，衝破重重阻力和美國建立正式外交
關係的故事。

這個故事在50年後的今天講起來都會使人蕩
氣迴腸。中美的外交關係走到今天，進入到一個
低谷。而且，似乎是每況愈下。如此情景對生活
在此地的華裔並非好事。中美之間的人文交流、
貨物往來甚至是體育比賽，都受到不應有的阻礙
。

能不能再次出現小球轉動大球的故事，還要
看事在人為。

50年前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是第31屆 。在
日本名古屋舉行。時間是 1971年3月28日到4月
7日。當時中美兩國並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正
因為有了中國領導人的因勢利導，美國的普通老
百姓----兵乓球運動員，教練員，體育官
員----終於踏上了他們曾經認為比月球還要遙遠
的國度。他們一行受到了國賓般的接待。他們的

所見所聞，他們的親身體驗，給了美國社會帶來
了一股中國熱。這樣的熱度促使得有遠見的美國
政府官員從新認識美中兩大國之間的關係。並最
終完成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宏偉業績。

兩國關係的建立，來之不易。 “小球”不會
被忘記。

從1999年的第4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開始
， 團體賽和單項比賽分開來在不同的國家舉行。
也就是兩個國家合起來舉辦一屆世錦賽。中美兩
國關係差，先是貿易戰，再來科技戰，不行就打
金融戰。總之打“戰”沒完沒了。難道就沒有可
以“肩膀齊，稱兄弟”事情嗎？還真是有一樁好
事。

2020年第5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原定在韓國
的釜山舉行，因疫情取消了。第56屆責任重大了
。國際乒聯發佈公告，2021年第56屆世界乒乓球
錦標賽的單項比賽將於11月23日至29日在美國
休斯敦舉行。單看這條新聞還沒引起注意，緊接
著的新聞不能不讓人浮想聯翩。第56屆世界乒乓
球錦標賽的團體賽將於2022年在中國的成都舉行

。中美兩國合作搞好一屆世乒賽，難能可貴。眾
多分歧之中的一丁點合作，而且是休斯敦和成都
。這兩個特殊的城市沒有告訴人們點兒什麼嗎？

告訴人們，事在人為。
為了迎接世界各國的兵乓健兒，為了慶祝中

美兵乓外交50週年，也為了每個人心中的夢想。
在休斯敦市中心的Hilton （1600 Lamar St.）大
酒店將舉行盛大晚宴。時間是開賽之前的11月21
日，星期日。下午6點。

主辦單位是休斯敦體育局（Harris County
Houston Sports Authority）這個部門不僅主管體
育賽事，也掌管體育場館的房地產建設。是個權
和利都很大的部門。共同主辦單位有：國際乒聯
（ITTF）， 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George
M.W. Bush Foundation for U.S.-China Rela-
tions ）尼克松中心（Richard Nixon Foundation）
和中國人活動中心（Chinese Civic Center）。不
難看出，主辦單位規格之高。尼克松總統和布什
總統都是這50年來在中美關係的建立和發展進程
中，建立過不朽功勳的歷史人物。

筆者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的晚宴籌備會上了解
到，為了能見證並回憶這樣的歷史時刻，晚宴的
讚助和售票工作正在積極推進當中。票價分為
5000.00/桌和2500.00/桌兩種。購票可恰中國人活
動中心辦公室，713-772-1133。

小球要轉動大球（之一）
世界兵乓球賽中的中國隊員世界兵乓球賽中的中國隊員。。

1111月月2121日盛大晚宴的舉辦地點日盛大晚宴的舉辦地點。。

（Jenny Manrique 報 導 ／Ethnic
Media Services）在因為新冠疫情延後
的報稅截止日當天，美國國稅局（IRS
）官員向少數族裔媒體記者介紹了美國
援助計畫（American Rescue Plan）中
另一項主要福利 — 子女稅優惠預付款
（Advance Child Tax Credit）的擴大。

子女稅優惠是美國最多人使用的稅
務優惠之一，美國援助計畫擴大了這項
優惠2021納稅年度的金額：過去，每
個符合資格的家庭6歲到17歲的子女，
每人可獲上限2000美元的抵免優惠，
現在增加到3000元，6歲以下的子女每
人可抵免 3600 美元，但子女必須在
2021年12月31日前符合年齡規定，才
能使用這項福利。

頭一半的子女稅優惠預付款已從
2021年7月15日開始按月發放，另外
一半則可以在2021年納稅表中申領，
預計這項優惠將可幫助超過3900萬個
家庭。

國稅局薪資與投資部（Wage and
Investment Division）部長柯本（Ken
Corbin）在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
（Ethnic Media Services）10 月 15 日
舉辦的簡報會上說： 「新法律透過讓特
定納稅人獲得全額抵免來加強這項優惠
，代表就算納稅人沒有收入或應付稅金

，也可以享受這項優惠。」
國稅局提供了三個網路工具幫助民

眾查詢他們是否符合資格使用這項福利
。第一個工具是 「資格助理」 （Eligi-
bility Assistant），家長、其他家庭成
員、監護人或照護者只要回答一些關於
他們自己和家庭成員的問題，就可以得
知他們是否符合資格使用這項稅務優惠
。

柯本說： 「目前無家可歸者、低收
入家庭和其他弱勢團體都可以使用這項
優惠。」 國稅局與5000多個遊民收容
所合作，遊民可以提供收容所地址來收
取退稅。

第二個是 「非申報者註冊工具」
（Non-filer Sign-up Tool），提供給有
符合資格子女、在美國固定住址居住半
年以上，但2020年無需報稅或總收入
低於適用的標準扣除額的納稅人使用。

第三個工具是 「更新門戶」 （Up-
date Portal ），供民眾加入或讓已經收
到預付款的人退出之用，還可以增加或
刪除受益人、變更婚姻狀態或收入、將
受款方式從支票改為直接存款、更改銀
行帳戶號碼、更新住址等。

柯本說： 「納稅人可能比較喜歡在
明年報稅時申請全額抵免。上述工具有
英語和西班牙語版本。」

子女稅優惠預付款不需要申報聯邦
所得稅，在決定領取失業救濟金、糧食
券或聯邦醫療輔助（Medicaid）等聯邦
計畫下的福利或援助金額時，也不會被
視為收入。

即使子女沒有社會安全號碼，單身
人士和夫妻只要有社會安全號碼還是可
以申請所得稅減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無證家庭的家長可以申請
個人納稅識別號碼（Individual Taxpay-
er Identification Number，簡稱 ITIN）
，這點很重要。

柯本說： 「國稅局會在2022年1月
會寄出一封信給子女稅優惠預付款和經
濟援助金受款人，告訴他們在2021年
收到多少錢，這是在2021年報稅時用
來核對與國稅局紀錄是否相同的一份重
要資料。」

對沒有子女的人來說，美國援助計
畫也提供像所得稅減免這類的優惠，年
滿19歲符合資格的勞工最高可以減稅
1502美元，是2020報稅年度政府授權
金額的三倍。

國稅局客戶協助、關係與教育主任
賽門（Susan Simon）說： 「這些優惠
對許多家庭來說是很大一筆金錢，所以
確保這筆錢不會被他人盜領非常重要。
」

賽門還說： 「為了
確保納稅人能拿到這筆
錢，我們非常努力和銀
行代表、其他州和聯邦
單位合作。」 她提供了
民眾一個防止身份被盜
用的工具：irs.gov/se-
curity。

民眾若遭遇詐騙，也可以向各州低
收入稅務諮詢部門尋求協助。

多語言
隨著2022年報稅季節即將到來，

國稅局以八種語言推出 「做好準備」 網
頁（get ready webpage），納稅人可
以在這個網頁上找到他們報稅需要的資
料（例如收集稅務紀錄、銀行月結單等
），以及選擇一個報稅員在網路上為他
們報稅。賽門說： 「如果民眾有可以直
接存款的銀行帳戶，整個報稅過程會更
快、更簡便、更安全。」

賽門表示，從今年起，國稅局開始
提供350種語言的電話翻譯服務。此外
，1040表格現在有英語和西班牙語兩
種版本，未來五年內，所有報稅表格將
提供更多語言版本，包括俄語、中文繁
體、中文簡體、越南語和韓語。

賽門說： 「我們今年推出一項讓我
們引以為傲的服務，可以附加在納稅申

報中的9000表格提供納稅人點字、放
大字體或語音格式的替代選擇。」

最後，賽門提醒沒有辦法使用網路
工具的人，無論是缺乏網路服務或不具
備上網知識者，可以撥打英語和西班牙
語服務熱線800-829-1040，其他語言
可撥打833 -553-9895，要求提供有關
報稅帳戶的訊息。

民眾還可以預約親自前往任何一個
國稅局納稅人協助中心、當地社區的付
費報稅員辦公室、或向全國約9萬名所
得稅申報協助志工（Volunteer Income
Tax Assistance）要求協助。

賽門總結說：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
響，我們許多服務地點不得不繼續透過
網路為民眾報稅，不過，我們2022年
會嘗試開放這些地點提供面對面服務。
」

國稅局提供35種語言服務納稅人 宣傳子女稅優惠預付款和其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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