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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世界糧食價格飆至
10
月世界糧食價格飆至10
10年新高
年新高
路透社
（綜合報導）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今
天指出，上個月世界糧食價格創 10 年來新高，
且已是連 3 個月上漲，主要受到穀物和植物油
價格攀漲帶動。
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世界糧食價格指數
10 月平均為 133.2 點，為 2011 年 7 月以來新高
，與去年同期相比，上漲了 31.3%。
由於歉收以及需求強勁，農產品價格在過

去一年大幅上漲。
聯合國糧農組織指出，10 月穀物價格
指數與 9 月相比，上漲了 3.2%，其中已連
漲 5 個月的小麥價格上揚 5%，寫下 2012
年 11 月以來最高紀錄。
針對小麥，聯合國糧農組織表示： 「
主要
出口國，尤其是加拿大、俄羅斯和美國的收成
減少，使全球市場供應更為緊張，持續構成價
格上漲壓力。」
聯合國糧農組織說，馬來西亞缺工持續使
棕櫚油生產受阻，在棕櫚油、大豆油、葵花籽
油和芥花油價格都走強之下，10 月的全球植物

油價格上漲 9.6%，創歷史新高。
相比之下，全球糖價 10 月下跌 1.8%，終結
連 6 個月漲勢。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勞動力短缺
也促使糧食生產和運輸成本上升。
此外，澳洲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專家布西奇亞（Brigit Busicchia）指出
，全球市場的投機買賣行為也助長價格波動。
她表示，這尤其影響仰賴食品進口的國家。
布西奇亞說： 「
預計像是埃及或其他中東
國家，穀物供應會出現緊張。」

夏令時即將結束 別忘調慢一小時
2021 年 夏 令
時 將 於 11 月 7 日
星期日凌晨 2 點結
束！提醒讀者請
將時鐘回調一個
小時。

（路透社
路透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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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疫苗將迅速施打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11/
11
/05
05/
/2021

衛生當局正在铺天蓋地的
發送辉瑞疫苗，為全國二千八
百萬五到十一歲的孩童們迅速
施打疫苗， 輝瑞公司將在未來
十天之內送出一千一百萬支疫
苗。
醫務專家建議家長們應該
立即和小兒科醫師聯絡， 如果
無法約到就應該另找其他途徑
诸如藥房或其他诊所。
許多藥房將從今天開始全
面免費提供服務 ，家長們也可
以在網上預約 ，而且不限於自
己所住之城市， 也可以越州預
約。
家長們感受到能夠為小孩
接種疫苗是为社區走向正常生

活的重要一大步， 在此之前我
們都擔心他們上餐廳或到兒童
博物館，也包括和親人們見面
。
疾病管制中心呼籲家長們
要立即和小兒科醫師和有關衛
生單位聯繫， 盡快約定時間爭
取接種。
我們要特別感謝醫藥單位
能再次為孩童之健康作出重大
貢獻， 但是， 在世界其他地區
之兒童們仍然沒有這么幸運 ，
我們還是要呼籲所有國家能互
助合作 ，來共同解決此一危機
，因為這是個世界性的共同問
題。

Vaccine Comes To
Rescue The Kids
that more than 28 million children
will now be able to receive their
vaccine.
This is a huge step forward for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The
bottomline shows that the vaccine
is safe. Some doctors believe that
having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for children is important in
bringing this pandemic finally to a
close.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fter the CDC signed off to recommend that
Pfizer’s lower dose Covid-19 vaccine be
available to children ages 5-11, the result is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1.9 million
children with Covid-19 cases,
more than 8,300 hospitalizations
and 94 deaths due to Covid-19. Now we the
have ability to prevent the disease, future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from Covid-19 in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5-11.
The Pfizer vaccine for children comes in
smaller doses and was nearly 91 percent
effective against symptomatic illness in the
clinical trials of 5-11 year olds.
We are so happy and feel very fortunate that
the kids in this country can be vaccinated. But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 lot of kids are still
fighting for their survival.
We urge all the nations to work together and
get more vaccine to the nations that are less
fortunate.
We also very much appreciate the drug
companies of course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for coming to rescue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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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最大在野黨總統候選人底定
57％民眾盼政權輪替
(本報訊)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今
天宣布黨內總統候選人初選結果，將由前
檢察總長尹錫悅代表參選；今天發布一項
韓國民調顯示，57%受訪者支持在野黨候
選人擔任下屆總統，實現政權輪替。
韓國將在明年 3 月 9 日舉行總統大選
，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今天在首爾龍山區
召開第二次全黨大會，發表黨內總統候選
人初選結果，今年 3 月宣布請辭的前檢察
總長尹錫悅最終以 47.85%得票率勝出，
擊敗曾任保守黨代表及慶尚南道知事的議
員洪準杓等對手。
國民力量初選採黨內投票及民調各半
方式進行，洪準杓在民調中雖以 48.21%
支持率領先尹錫悅的 37.94%，但在黨內
投票卻不敵初次參政的尹錫悅，僅拿下
12.6 萬票，尹錫悅則以 21 萬多票取得壓
倒性勝利。
國民力量這次黨內投票率也以
63.89%寫下歷史新高。尹錫悅陣營接受韓
媒訪問指出，這次黨內投票率刷新紀錄，

代表黨內對本屆選舉關心度提升，對實現
政權輪替的期盼升溫；對於黨內投票與一
般民調結果的差異，尹錫悅陣營認為，黨
員在候選人選擇上會更具戰略考量， 「會
思考什麼樣的候選人才可能實現政權更替
」。
檢察官出身的尹錫悅，曾擔任前總統
朴槿惠閨密門案特檢組長，在 2019 年受
現任總統文在寅任命為檢察長，但之後與
法務部長秋美愛矛盾激化，今年 3 月表示
「無法坐視韓國憲法精神與法治體制崩潰
」，宣布請辭，卸任 3 個多月後發表參選
宣言。
韓聯社報導，尹錫悅今天發表黨內候
選人當選感言時，同樣劍指現任政府，承
諾 「必定達成政權輪替，終結充斥分裂、
憤怒、腐敗與剝奪的政治」，並表示這次
總統大選不僅是 「有常識的尹錫悅與沒常
識的（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
」之間的戰爭，也是理性主義者與民粹主
義者的戰爭。

國民力量宣布黨內初選結果後，其他
候選人皆承認敗選，表示將齊心合作，幫
助尹錫悅贏得大選；尹錫悅則說，將會在
政見中納入其他候選人的意見，並會盡快
安排會面，討論選戰策略。
韓國第 20 屆總統大選主要政黨候選
人至今大致底定，包括共同民主黨候選人
、前京畿道知事李在明，國民力量候選人
尹錫悅、正義黨候選人沈相奵及國民之黨
候選人安哲秀。
根據民調機構韓國蓋洛普今天公布民
調，57%受訪者表態支持在野黨候選人，
較 10 月上升 5 個百分點，支持執政黨連任
的受訪者則下降 2 個百分點至 33%，兩者
支持率差距創下 8 月以來新高。
若僅考慮黨派，在野黨國民力量支持
率達 38%最高，為 2016 年 4 月以來新高，
執政黨共同民主黨以 30%支持率居次；總
統候選人中則以李在明呼聲最高，支持率
26%，其次為獲 24%支持率的尹錫悅，沈
相奵、安哲秀支持率分別僅 2%。

菲國校園關閉600天 大學師生接種疫苗可到校上課
(本報訊)去年 3 月 COVID-19 疫情爆發至今，菲律賓校園已
關閉約 600 天。馬尼拉當局今天宣布，在疫情低風險地區，若大
學師生接種疫苗且經地方政府同意，將可開放 50%學生到校上課
。
馬尼拉公報報導，菲律賓高等教育委員會（CHED）主席德
維拉（Prospero de Vera）今天表示，與政府跨部門抗疫工作小組
研商後，他們同意在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2 級警戒
的低風險地區，開放 50%高等教育機構學生到校上課。
菲律賓抗疫分級共分為 5 級警戒。2 級警戒意謂疫情風險較

低，防疫隔離措施放寬且允許多數行業恢復營運。
德維拉說，開放學生到校上課仍有幾點前提，首先師生必須
接種疫苗，其次須經地方政府同意，且校園須經高等教育委員會
、衛生部和地方政府 「修整和檢查過」才能重新開放。
菲律賓 3 日起開始為 12 到 17 歲孩童接種 COVID-19 疫苗。
總統發言人羅奎（Harry Roque）今天說，截至 4 日，2871 萬
8856 名菲國民眾已完整接種 COVID-19 疫苗。
菲律賓人口約 1 億 900 萬，完整接種率約 26.35%。
雖然菲律賓全國接種率仍待提升，截至 10 月 25 日，首都馬

尼拉都會區完整接種率已近 60%，加上疫情逐漸緩和，今天起到
21 日，大馬尼拉地區抗疫分級從 3 級警戒調降到 2 級。
德維拉表示，目前看來，開放大學師生重返校園 「可能發生
在接種率已經很高的地區，比如馬尼拉都會區的大學」。
菲律賓今天通報新增 2376 例 COVID-19 確診、260 人不治，
累計確診病例達 279 萬 7986 例、4 萬 4085 人病逝，陽性率從 9 月
初的 26.4%大幅下降到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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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埠老店纷关门、华小招生难……
2019 海外华人“难中求变”
《咬文嚼字》杂志 12 月 2 日公布年
度十大流行语，“我太难/南了”光荣上
榜。太难了，这也是 2019 年许多华侨华
人的心声。这一年，许多华埠老店歇业
，食客惋惜不已；华埠人口流失，许多
华小难招到华裔学生；有些地方治安混
乱、环境复杂，华人遭抢案件层出不穷
……不过，所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近年来，中国国际地
位提升，海外华人勤奋努力、聪慧善良
的形象深入人心，许多人都在关心着他
们，并在需要的时候伸出了援手。2019
年，海外华人在重重艰难中求新求变，
寻找希望。
《中国侨网》22 日报道，“飘香 32
年，密西根大学中餐馆熄灯”“租金过
高压力大，纽约华埠烧腊老店提前结束
营业”“新加坡‘富良唱片’停业，曾
在牛车水营业 54 年”……这一年，在世
界各地，不少华埠老店纷纷关门。

生意难做：店铺纷纷关门

据老板黄柏诗解释，关门也是迫不
得已的事。37 年来，店铺不但租金一直
在涨，各种成本也越来越高。仅电费一
项，每月就高达 1000 多美元，可是理发
的价格数十年间只涨了 2 至 8 美元，远
低于一般理发店的价格。
新西兰奥克兰 Mercury Plaza 地区的
Chinese Cuisine 也在今年正式关门，这
间华埠老店于 1994 年开业，至今已经 25
年，深受附近上班族喜爱。
Mercury Plaza 美食广场里一共有 7
家餐厅，一个亚洲超市，还有一家理发
店也是华人经营。因为要拆，这两年早
已慢慢凋敝，Chinese Cuisine 的关门并
非偶然。
在新加坡牛车水，曾屹立 54 年的
“富良唱片”曾是一代人心中的记忆。
然而，近年来营业状况每况愈下，终在
2019 年关门。唱片行创办人黄银娣的儿
子陈富良认为，由于如今唱片已被更新
式的 MP5 等设备取代，停业是形势所趋
。

、百元店曾遭受抢劫。
2019 年 ， 以 华 裔 为 犯 案 对 象 的 街
头暴力罪案发生多起。7 月 15 日，旧
金山两名侨领在街头遭到抢劫与殴打
。一名侨领被三名劫匪殴打，手表被
抢，另一名侨领也被打至左脸肿胀。
而在几天前，一名华人妇女也被抢并
受伤。
2019 年，南非发生多起暴力示威和
排外骚乱，不少华侨华人财物被抢，死
伤情况时有发生。林波波省一名华人曾
在反抗过程中被铁锤击打致死，另有华
人店主价值 170 万兰特（约合 12 万美元
）的财物遭抢。
有时候，华侨华人也会因为“爱带
现金”“有钱”等标签，成为抢匪盯上
的目标。11 月，圣盖博市的一名华人老
太散步时，身上金首饰被抢；一名华人
游客在罗马游玩时，被“飞车党”抢走
了价值 3 万欧元（约合 3.3 万美元）的手
表。

教育难继：华校缺钱缺人

2019 年，纽约华埠“最古老”的理
日子难过：出门遭到抢劫
早年间，中国东南沿海的人们纷纷
发店——“上海美发厅”宣告关门。这
间理发店已营业 37 年，曾接待明星、政
身在海外，对于华侨华人来说，安 “下南洋”打拼。为方便华裔子弟读书
要等名人，并且登上杂志推荐，接受过 全一直是一个大问题。2019 年，不少华 ，先辈们建立了不少华小。如今，不少
主流媒体采访。
侨华人曾遭遇抢劫，也有许多华人超市 华小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场地小、设

备差，环境已经无法满足教学需求。
马来西亚雪兰莪吉粦华小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这所老校由好心人捐地建
成，多年来由于地形狭小、形状不平整
，学生的活动空间被限制在唯一的露天
篮球场上。在经过 3 年的申请之后，学
校的修建申请终于获批，2019 年开始动
工。
随着马来西亚华裔生育率降低与城
市化进程的加剧，许多华埠人口流失严
重，华小招生越来越难。根据马来西亚
华校教师会总会 2018 年发布的报告，目
前，马来西亚人数少于 150 人的“微型
华小”共有 600 所，占华小总数的 46.2%
。
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马来西亚霹雳
州大直弄益华小学。这是当地唯一的华
小，也是华裔子弟唯一可以接受中文教
育的地方。由于学生人数太少，2018 年
10 月，霹雳州教育局已经禁止益华小学
继续招生，要求其在 2020 年停止办学，
等待搬迁。
2019 年，马来西亚华小的师资力量
也出现明显缺口。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
长张念群指出，教育部为华小组提供了
1460 个教师名额，但 2019 年的师范毕业
生仅 419 人。

2020 年：一切会更好
所幸，2019年的结尾终究是温暖的。
2019年，经过周期性修复和重新装修，新
加坡唐人街牛车水大厦再次开门，重现昔
日繁荣。这家当地最大的小贩中心曾一度
破败到“门可罗雀”，但在12月的年货市
场竞标结果中，一名卖花摊贩以1.58万新
加坡元（约合1.1万美元）的最高价标拍下
“旺摊”，创下了过去六年来的新高。
2019 年，在旅法侨界积极推动下，
巴黎美丽城街区的治安事件发生率出现
了下降趋势。长期以来，巴黎美丽城及
北郊 93 省等地的治安状况，一直受到当
地华侨华人的密切关注。其实，在海外
华人的安全问题上，中国使领馆曾多次
发出提醒，当地华社华团也十分关心。
2019 年，马来西亚多名华小校长收
到了拨款通知。据了解，这是马来西亚政
府史上第一次为全津贴华小提供特别拨款。
就像华埠老店最好的继承者、保护者
是华裔后代，除了他人的帮助，2020年，
华人自身也需要“重振旗鼓”，重新出发
。“我想找一个新店，继续爸爸做的事情
。”Chinese Cuisin 老板的女儿 Katie 说：
“希望我明年再开店的时候，爸爸能够来
支持我，希望大家还能再看到他们。”

美国华人到底是二等公民
还是社会主流？
网上热传一些文章，讲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 美国出生的华人）真
心透露：不要移民，美国歧视严重，华
人无法融入白人主流圈子，又失去了中
国文化的根，不伦不类，是二等公民，
甚至比黑人还低。
文章宣称引起了全球华人的深思，
我是旅美华人，这么说也有我的深思。
我是主流
我八十年代考上大学，早年大学录
取比例低，大学生号称“天之骄子”。
九十年代有幸进入深圳某著名高科技企
业，买了房买了车，身边的同学、朋友
顺应改革开放的浪潮大多都混得不错，
凡此种种，觉得自己属于中国的主流。
2006 年，我被公司派到美国工作，
对外谈合作，谈判对象以白人居多。这
些白人都是美国的主流，我是中国的主
流，主流跟主流打交道，尽管我的英语
不太好，说的话自己懂对方不太懂，但
是说得铿锵有力，尽显天朝风范。
有一次我邀请美国一家上市公司总
裁访问公司，他需要中方的邀请函办理
中国签证，我偷懒直接在网上下载中国
人赴美的邀请函模板，填了他的名字、
护照号码，加上简单的理由，其余英文
内容皆保留，尤其这句话：此人费用自
理，我保证他没有移民倾向。
他看了哈哈大笑，立即站起身向我
举手宣誓绝对没有移民倾向，我心里得
意洋洋，中美关系平等，凭什么美国担
心我们有移民倾向，我也一样担心这位
白人高管会在中国黑下来，该邀请函无
疑是 1972 年中美签署三个联合公报以
来最平等的文件。
谁是主流？
三年后我调回国，随后中美不同经
历的对比改变了我对主流的认识。
孩子上学 我们全家十月初回到深

圳，之前
孩子在深
圳某小学
上学，我
们所住的
小区属于
该学区，
理所当然
，我们拿
着房产证
、户口本
到学校报
名，没想
到教导主任不同意，声称有规定不能中
途插班。
孩子上不了学，整天穿着睡衣屋里
屋外晃，我看在眼中，急在心里，平时
觉得自己人脉颇广，问了一遍，没有人
认识他和他的领导。
孩子的外公知道了，愤愤不平，说
我正常工作调动，为改革开放添砖加瓦
，怎么因此就不让孩子上学呢，打了市
长热线电话写了信，市长热线做了批示
，专邮给南山教育局并通知我，我拿着
批件到学校，孩子得以入学。
回想美国，孩子入学的时间也在学
期中，一周内顺利上了学。美国入学条
件规定得清楚明白，需要备齐二份文件
：房产证或租房合同、水或电或煤气交
费记录，无需托人找关系。
被噪音骚扰的经历
我家住在南山后海一个中高档小区
，每天晚上小区广场上播放流行歌曲，
老太太们热情洋溢地跳广场舞。《最炫
民族风》、《月亮之上》以及《你是我
的小呀小苹果》，我的耳朵听出了茧，
真想呆在月亮之上或者干脆被一堆小呀
小苹果砸晕。
中考在即，孩子的学习深受干扰，

家长们联合起来向管理处投诉，管理处
多次组织家长们与老太太们对话，老太
太们依然我行我素，我专门请假参加了
对话，她们显然没有将我这个“主流”
放在眼里。我也琢磨过放鞭炮、泼脏水
等损招，担心万一吓坏某位老太太，赖
自己一辈子，只好作罢。
我在美国也有被声音骚扰的经历。
我住在我姐家隔壁，有一天外甥带
来两只狗，两只狗在后院叫唤了一宿，
我整宿未眠，第二天早上向姐姐抱怨，
建议将狗狗关在车库里。姐姐摆着手，
说车库没空调，闷热，继而安慰我，
“狗狗胆小，在陌生环境下不习惯，过
二天就好了。”
两天后，狗狗果然叫唤少了，偶尔
叫一声，我的睡眠浅，也会被吵醒，久
久难以入睡，碍于亲情，不再说什么，
心里期盼外甥早日将狗狗带走。
第三天早上我在姐姐家，有人敲门
，一位白人老头睁着血丝的眼睛用疲惫
的神情对我说：“你家狗狗叫唤，我整
晚未眠”，继而警告如果再叫唤一晚，
立即报警。
我心里窃喜，转告姐姐，逗她：
“干脆不管这个老头，狗狗继续放在院
子里。”姐姐将头摇得像拨浪鼓，“绝

对不行！警察
会带走狗狗，
而且罚很多钱
。”自此狗狗
每天晚上被关
在家里狗笼内
。事后老婆还
在我枕边吹风
凉话：“你看
，亲情赶不上
法律吧。”
发小汪教授在
中国看病
汪姓发小是武汉某重点大学博导，
著书立说，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我
认为汪教授属于中国的“主流”。这次
春节我和他打网球，他说去年看医生没
找熟人，差点被坑了。
汪教授身体不舒服，到武汉一家三
甲医院看病，做了 B 超、心电图，医生
吓唬他病情严重，非得住院不可，于是
他住了院，
第二天护士让他换衣服准备接受手
术搭支架，汪教授大吃一惊，要求重新
做 B 超，当场看结果，B 超显示血管堵
塞 5%，非常健康，医生发现瞒不过去
，神情尴尬，同意他出院。
某高管来美国看病
在美国我跟公司一位高管打完
网球聊天。他介绍自己来美国的经
过 ， 2003 年 得 了 脑 癌 ， 当 时 病 情 严
重 ， 乘 飞 机 坐 着 轮 椅 走 SOS 通 道 来
到美国，到杜克大学癌症中心就医
。医生打了吗啡开了药后让他回家
，他太太十分焦虑，担心素味平生
，医生是否在敷衍，询问医生如此
严重的病情为何不能住院。
医生解释住院费用昂贵，他的
病情吃药可以解决。果然，吃药一

个月后癌症停止了增长，三个月后
癌症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美国
的医生诊断与治疗费用是分开的，
医生无法从患者的住院及药品中得
到任何好处。
除了以上的医疗和教育，人的基本
需求还有衣食住行，住是核心。我所在
城市休斯顿是美国第四大城市，人均年
工资 5～6 万美元，House 中位数约 30 万
美元，大学毕业生工作 10 年可以购买
一栋住房，周围环境优美，空气清新；
国内当今的房价，大学生工作一辈子难
以购买中国同样排名第四大城市深圳的
一套公寓。
经历了这些，我在想如果人的基
本需求还需要牺牲尊严，托人求人解
决，甚至解决道路遥遥无期，自诩是
主流，并且感叹美国华人的非主流，
未免太阿 Q。我们对于美国的态度像
坐翘翘板，经常从一个极端翘到另一
个极端。
文革期间，国人眼中的美国人民生
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眼巴巴等待着我们
的拯救；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美国的现
代化又让我们瞠目结舌，心驰神往。随
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GDP 赶超美国
指日可待，最近的舆论大有翘回去之势
，竟然哀叹美国华人的低下地位。
的确，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物质财富
大幅提高，硬件建设甚至让川普羡慕不
已，然而软件上我们与美国的差距仍然
显著。知耻近乎勇，减少人治，提高法
制，依法治国，实现咱老祖宗老子的宏
愿：“太上下之有知，其次亲而誉之，
再次畏之，最次悔之。”
最好的政府百姓只知它的存在，百
姓各顺其性，各安其生，凡事不求人，
偶尔参政选举，政府不扰民。按此标准
，美国的华人就是社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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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會升級挺立陶宛力道
提決議案支持立台往來
（綜合報導）立陶宛與台灣關係升溫，遭中國用外交、貿
易手段報復。美國國會近日升級支持立陶宛力道，由參議院外
交領袖提出決議案，讚許立陶宛與台灣發展關係，並鼓勵歐洲
持續與立陶宛站在一起。
立陶宛與台灣今年相繼宣布互設代表機構計畫，由於台灣
駐立陶宛代表處將是歐洲首個以 「台灣」為名的代表機構，北
京 8 月召回駐立陶宛大使以示抗議，並持續透過各樣經貿、外
交手段對立陶宛施壓。
美國行政、立法部門多次發聲支持立、台發展關係。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8 月底親電立陶宛外長藍斯柏
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強調美國對立陶宛的支持如鐵
一 般 堅 定 （ironclad） ； 參 議 院 外 委 會 主 席 梅 南 德 茲 （Bob
Menendez）9 月中接見藍斯柏吉斯，也談到立陶宛勇敢支持台

灣的努力。
參議院外委會共和黨籍首席議員里契（Jim Risch）4 日協
同民主黨籍參院外委會歐洲與區域安全合作小組主席夏亨
（Jeanne Shaheen），提出一項決議案，升級美國國會支持立陶
宛力道。決議案讚許立陶宛政府增進與台灣關係的決心，並對
立陶宛對抗中共脅迫的堅定立場表達支持。
決議案以澳洲、南韓、菲律賓及挪威為例指出，中國長期
透過經濟脅迫懲罰不聽話的國家，其中澳洲紅酒、農產品遭禁
止進口中國，只因澳洲支持國際調查 COVID-19（2019 冠狀病
毒疾病）疫情源頭。
除把貿易當成武器，中國也慣用經濟實力利誘他國。決議
案指出，中共經常施壓利誘台灣邦交國外交轉向，包括 2019 年
9 月與台灣斷交的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北京也不斷阻擋台

灣參與重要國際組織，為的就是在外交上孤立台灣。
在這些背景下，決議案讚許立陶宛決定與台灣深化關係、
對抗中共脅迫施壓，並承諾在立、台面臨挑戰時給予支持，包
含尋求能與兩國提升經濟合作的方式。決議案呼籲歐洲盟友持
續與立陶宛站在一起，對抗中國政府侵略，也鼓勵立陶宛企業
與北京以外的可信賴夥伴，尋求投資與成長機會。
決議案強調，中國對台灣的惡意影響、脅迫與侵略作為，
不只對台灣人民與印太國家造成威脅，也威脅到世上任何政策
或立場與中共不符的國家。
這項決議案只須參議院通過，對行政部門不具約束效力，
但仍是美國國會重要意見表達。

每年20億美元 美共和黨提
《台灣嚇阻法案》助台抗陸
（綜合報導）據《路透社》報導，數名美國共和黨議員 4
日提出《台灣嚇阻法案》(Taiwan Deterrence Act)，以每年提供
20 億美元(約新台幣 562.59 億元)與其他援助的方式，加強台灣
國防以對抗來自中國大陸與日俱增的軍事與外交壓力。
報導指出，該法案讓美國以贈款或貸款等方式，提供台灣
每年 20 億美元購買在美國生產的武器與防偽裝備，直到 2032
年為止。
此外，《台灣嚇阻法案》也要求華府修訂《武器出口管制
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好讓美方更容易轉讓武器給台
灣。一但法案通過並生效，美國務卿與防部長必須在 180 天內
，向國會相關委員會提出關於台灣提升自我防衛能力的評估報
告。

這項法案由共和黨的首席議員里契（Jim Risch）提出，連
署人還包括同黨參議員克雷波（Mike Crapo）、柯寧（John
Cornyn）、海格提（Bill Hagerty）、羅姆尼（Mitt Romney）
和盧比歐（Marco Rubio）。
《路透社》分析，雖然法案由參議院的少數黨共和黨所提
出，卻可增強國會對美國總統拜登的壓力，使其以更大膽的行
動加強與台灣的關係；特別是值此之際，共軍不斷派出軍機擾
台，並在外交上孤立台灣。
目前民主黨尚未對該法案表態；不過，台灣議題使少數能
在兩黨意見嚴重分歧的參議院，能夠獲得跨黨派支持。
不過，20 億美元也有附帶條件，包括台灣必須承諾配合美
國的支出，以及美台須同意針對國防能力提升進行聯合長期規

劃。目前美國敦促台灣進行國防改革，聚焦於機動性提升與強
化大陸攻台難度，並維持強大的後備動員力量。
《台灣嚇阻法案》也要求美方改善與台灣軍事交流，擴大
台灣軍事人員前往美國進行專業軍事教育、技術培訓的機會。
法案強調， 「為維持美國作為台灣民眾與民主價值、自由捍衛
者的信譽，保衛台灣相當關鍵」。
由於前一天美方才公布 2021 年版的《中共軍力報告》，讓
人再次憂心北京會對台灣採取何種選項。不過，五角大廈官員
拒絕說明該部門是否認為，台海在近期或中期有可能爆發武裝
衝突的可能。

美軍指揮艦駛入黑海 俄羅斯密切監控
（綜合報導）美國海軍一艘指揮艦今天進入黑海，和北大
西洋公約組織（NATO）盟邦執行例行海上行動，受到烏克蘭
的熱烈歡迎，但遭俄羅斯海軍密切監控。
路透社報導，美國海軍表示，第六艦隊（U.S. 6th Fleet）
指揮艦惠特尼山號（USS Mount Whitney）和北約盟友及合作
夥伴在該地區執行例行海上行動。
黑海－尤其是鄰近克里米亞半島的海域－對於莫斯科當局
而言是攸關安全的敏感區域。俄羅斯於 2014 年從烏克蘭吞併了
克里米亞半島。

俄羅斯塔斯社（TASS）引述俄國國防部官員報導， 「黑海
艦隊（Black Sea Fleet）已開始以部隊和工具監視惠特尼山號的
行動。」
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1 日表示，俄國部隊
「用望遠鏡，或用防衛系統的十字瞄準線，就可以看到惠特尼
山號」。
上月與北約斷絕關係的俄羅斯，經常抱怨北約聯盟在其邊
界附近或其認為的後蘇聯勢力範圍活動。
然而，美軍的軍力展示卻受到烏克蘭的熱烈歡迎。

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Dmytro Kuleba）在推特發文說：
「歡迎，#美軍惠特尼山號。烏克蘭向來呼籲並強烈支持我們
的美國及北約夥伴增加在此一區域的活動 。」
美軍艦的來訪恰逢俄國國定假日 「國家統一日」（National Unity Day），蒲亭在這一天刻意前往克里米亞並發表演
說，內容提到克里米亞 「現在永遠與俄羅斯在一起」，引發烏
克蘭強烈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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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

J
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專業家庭卡拉 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卡拉OK伴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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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音樂系統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安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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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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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先生 2296996888
Ewi
nXi
ao3467608888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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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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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daudiosystem.com
為您省心省力。
24806ScarlattiCantataDr Katy TX 77493

副刊
星期六

2021年11月6日

Saturday, November 6, 2021

A8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 这是真的
一味节食不仅不能减肥，还会危
害身体。
热搜上似乎总有个固定位置叫：
明星减肥。大部分普通人想要减肥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节食。但不
少人节食一段时间好不容易瘦点，
不久又被“打回原形”了。“明明
我已经吃得很少了，前期减重效果
明显，为什么后期体重就没有变化
了？”专家表示，靠饿肚子减肥是
不靠谱的，“我们常常说‘吃饱了
才有力气减肥’，这虽然是句玩笑
话，但真的有一定道理，吃饱了吃
对了才能有效减肥。”
减肥不能忽视“基础代谢率”
为什么有的人吃得很少仍然瘦不
了？为什么节食瘦下来后，一恢复
正常饮食又马上胖回去了呢？广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潘丹峰
解释，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
先要清楚是什么导致了肥胖。肥胖
是长期能量摄入超过能量消耗，过
剩的能量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并过
度积聚而导致的代谢失衡。
人体的热量基本上是从饮食中摄
取的。人体消耗的总热量主要由三
大部分组成：
一是基础代谢率。是一个人维持
生命所需的最低热量所消耗的卡路
里数，主要用于呼吸、心跳、氧气
运送、腺体分泌，肾脏过滤排泄作
用，肌肉紧张度，细胞的功能等所
需的热量。基础代谢占到人体总热
量消耗的七八成，是人体消耗最多
的一项。
二是体力活动，简单来说就是我
们身体的日常活动、运动消耗。
三是食物消化的热效应，指的是
在进食过程中引起能量的消耗。
节食为什么不能实现真正的减肥
？
在医院减重门诊，医生也碰到很
多案例，有的人通过节食吃得很少
，甚至晚上不吃饭，发现自己一开
始节食可以减掉一些重量，但是后
面就再也减不下去了。
潘丹峰解释说，基础代谢率不是
一成不变的，当你节食，特别是节
食时间比较长的情况时，身体就觉
得你的能量不能够满足你的能量需

要，就会降低基础代谢。
“原理很复杂，简单点说，身体
从正常的‘能量消耗’模式会转到
一个‘节能’模式，打个比方，就
像你手机用电一样，当你手机快没
电的时候可以选择节能模式。人体
大脑里面的下丘脑有各种激素去调
节人体的情况，当你长期节食，身
体调节系统就会以为你处于一种
‘饥荒’状态，就会启动保护人体
的‘节能’模式，促使机体的基础
代谢率下降。比如一个人每天身体
的 基 础 代 谢 本 来 要 消 耗 1000 卡 路 里
，现在由于节食，机体启动保护
‘ 节 能 ’ 模 式 ， 只 用 消 耗 800 卡 路 里
，你的能量消耗下降了，就更不容
易去动员储存在体内的脂肪了。”
潘丹峰表示，在临床上碰到一些
减肥的患者，因为节食能量摄入已
经很少了，基础代谢率已经很低，
在能量消耗比较低的情况下，很难
再消耗体脂，在这种情况下，医生
会建议患者适当增加进食量，将基
础代谢率调高一点，然后再启动减
肥。所以“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
，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有道理的。
节食危害身体 别盲目跟风减肥
大家都知道，肥胖不但影响体形
，还会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但长
期过度节食，很可能会带来更为严
重的问题。
首先就是会导致营养失衡，某些
营养素的摄入会受到影响，矿物质
及维生素的长期缺乏会导致某些身
体机能下降，出现疲乏甚至贫血、
免疫功能下降等，更容易受到微生
物的侵袭、病毒的感染。不适当的
节食还可能造成肌肉蛋白的丢失，
肌肉蛋白减少也会使基础代谢率下
降，这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不利的。
潘丹峰表示，减肥有很多学问，
如果真的想减肥，还是要求助专业
医生。肥胖的初步判断可通过计算
体 质 指 数 （ BMI ） 做 出 ， 也 可 量 腰 围
，如要准确诊断可到营养专科用人
体成分分析仪测定。有的人觉得自
己胖，想减肥，但是通过测量，体
脂率并不高，医生也不建议去盲目
跟风减肥。
吃饱也能减肥 记住这几个原则

那么对胖人来说，如何才能科学
有效地减肥呢？
潘丹峰介绍，每个人的能量消耗
和代谢状况不一样，很难有适合大
多数人的食谱方案，总体上来说，
记住这几个饮食原则，不用饿肚子
一样能减肥。
1. 少 吃 高 能 量 食 物
日常饮食建议选择低能量食物。
“有的食物小块就有很高的能量，
我们叫做高能量食物，类似我们吃
点坚果、炸薯片之类的，也没有感
觉很饱，但是这些食物能量其实是
很高的。建议留意食物标签的能量
一栏。”潘丹峰说。
2. 主 食 类 建 议 可 以 多 选 择 吃 粗 杂
粮
可以把一餐白米饭换成如燕麦、

全麦面点和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如
通心粉、荞麦面等），因为粗粮含
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等，营养更
丰富，而且这些食物饱腹感更强，
与精米面食相比，吃同样分量时更
不容易出现饥饿感。
3. 适 量 吃 肉 类 ， 可 以 选 择 多 吃 白
肉
白肉是指禽肉、鱼肉这一类；红
肉也可适当吃，但避免脂肪含量高
的品种，如肥肉、牛肉、羊肉等。
4. 多 吃 些 蔬 菜
特别是绿叶蔬菜或十字科的蔬菜
，如生菜、菜心、西兰花、菜花等
，水果应选择低能量的，如小番茄
、草莓、三华李、鲜西梅等；避免
喝果汁。
5. 注 意 吃 饭 顺 序 ， 吃 饭 前 适 当 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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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碗汤
喝点汤可以增加饱腹感，可以在
正式吃饭前，先喝一小碗汤，然后
再吃半碗青菜才开始吃饭，这样可
以避免摄入过多主食。有人说喝汤
会稀释胃液，但饭前少量饮汤，对
于消化功能正常的减肥者问题不大
。
6. 配 合 一 些 基 本 运 动
比如快走之类，但是不主张激烈
的运动。像快跑这类运动，对胖人
来说并不合适，反而会加重关节负
荷。
自律性实在比较差的胖人，可以
到医院找专科医生，医生会根据患
者具体情况和病人意愿制订减重方
案，给出详细的食谱。

香港瞭望

香港新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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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多措並舉挺特區抗疫 推動兩地防控措施有效銜接

港澳辦：港控疫情見成效 通關有序推進中


● 港澳辦發言人
港澳辦發言人4
4 日表示
日表示，
，兩地恢
復正常通關的工作正有序推進，
復正常通關的工作正有序推進
，令
香港各界振奮鼓舞。
香港各界振奮鼓舞
。圖為疫情初期
民眾趕在控關前經深圳灣口岸返回
內地。
內地
。
資料圖片

(

香港特區爭取盡快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
的進程漸露曙光。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 4 日應
詢表示，中央始終十分關心香港的疫情形
勢，多措並舉支持香港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
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央有關部門高度重視
在疫情常態化防控下恢復內地與香港正常通
關的問題，一直與香港特區政府保持密切溝
通，深入交換意見，推動兩地防控措施有效
銜接。“可以說，雙方正相向而行，兩地恢
復（正常）通關的工作正有序推進。”香港
工商界人士 4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呼
“這是大好消息”，期望短期內以試點方
式，局部與內地部分城市免檢疫通關；亦有
基層跨境家庭早前因為疫情分隔兩地，夫妻
持續一年多無法見面，希望盡快恢復正常通
關，一家團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針對香港社會各界期盼盡快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 4 日應詢表示，“我們注意

特區政府：續以清零為目標
港澳辦發言人表示，內地與香港的防疫專家近日
已經再次舉行會議，共同研判兩地疫情，並聚焦防範
疫情跨境傳播的一系列具體問題深入討論，取得了許
多共識。“可以說，雙方正相向而行，兩地恢復（正
常）通關的工作正有序推進。”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隨後回應表示，香港與內地
相關部門專家於 2 日舉行了視像交流會議，並就 9 月
26 日第一次對接會議後的回饋意見和資料作進一步討
論說明。是次視像交流具建設性，正朝着正常通關的
目的而行，並對推進盡快舉行第二次兩地對接會議有

特首寄語市民：

控疫升級加強使用
“安心出行”
近期，特區政府相繼收緊確診者出院標準，並要
求他們出院後仍要接受 14 天“閉環式管理”隔離及健

康狀況監測，確診者還以點對點方式，被接載到北大
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隔離，以確保其出院後，
病毒不會進入社區，有關標準已近乎與內地看齊。
同時，香港一直有約 40 類獲豁免檢疫抵港群組，
過去不少“豁免人士”抵港後把病毒帶到社區，增加
爆疫風險，故特區政府早前大刀闊斧取消大部分豁免
檢疫群組，只保留 5 類民生、經濟必需的從業員仍能
享有抵港免檢疫待遇，包括跨境司機等。
至於內地關注香港高風險人士包括醫護、機場
員工等的定期病毒檢測次數少，特區政府亦由本月
起規定，部分高風險人士必須將檢測次數由 7 天一
檢，加密為 3 天一檢，若沒有接種疫苗，更是每日
一檢。
在眾多措施中，加強追蹤是最棘手的一環，特區
政府早前已向內地專家提交多個香港“健康碼”可行
方案，同時香港的“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也加強使
用，本月起進入政府設施強制使用“安心出行”，如
非豁免人士，一律不接受“填紙仔”。更有消息指，
B類食肆日後也會強制使用“安心出行”。

再忍一時限制 早日通關復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近日
連環出招改善香港的防疫措施，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 4 日接受電子傳媒專訪時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改
善防疫措施，她說：“未來一段時間因為要（正常）
通關，希望大家再接受一些限制個人自由、行為的
（防疫）措施。”
林鄭月娥 4 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恢復與內地
正常通關是香港整體社會的期盼，為了向中央展現香港
特區對正常通關的決心，市民必須盡快接種新冠疫苗，

而特區政府已於日前宣布下周起優先群組可接種第三針
疫苗。由於香港市民都喜歡有選擇，故今次仍然會有復
必泰和科興供市民選擇。

掃
“安心”
將擴至其他處所
她透露，自己會接種第三針新冠疫苗，並繼續選用
科興疫苗，“我是第一批接種科興的人，之前接種科興
就會繼續接種科興，而且據我了解，抗體不是說數字愈
高愈巴閉，夠就可以。我上次接種後完全沒有副作用，

我當然是繼續打科興。”
特區政府下一步是就其他處所優化防疫措施，她
說：“有些食肆 C、D 類已經（強制使用“安心出
行”應用程式），進一步就是其他處所。”不過，她
強調政府沒有打算在“安心出行”加入追蹤功能，但
市民將來想免檢疫到內地，就必須把“安心出行”的
活動記錄上載與內地對接。至於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
通關的進程，她透露進展良好：“我們與中央磋商，
我爭取盡早（恢復正常通關），但還有一個過程。”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永遠名譽會長施榮懷 4 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形
容，今次官方的通報是
“大好消息”。他指出，
許多製造業廠商已經一年
半多沒有返回內地工廠，
無論是個人事務還是公司
業務在處理上都有很多掣
肘，“有些公司印章、銀
行對接的事情都需要親自
去辦理。工廠的品質監
控、市場策劃等工作也是
在現場處理會更好。”他
認為，視像通話無法取代
親身會面，正常通關將大
幅促進粵港工商貿易往
來，有助大灣區融合，期
望兩地循序漸進，於短期
內局部免檢疫通關。
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
麗珊 4 日表示，很多基層家
庭對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早
就期待已久。該會曾接獲一
名擔任地盤工作的港人求
助，他本與妻兒在深圳居
住，每日往返香港上班，但
因受疫情影響，如要往返就
需接受隔離檢疫，他根本無
法如常工作，只能獨自留
港，妻兒則留守深圳，結果
在這一年多裏，他與家人分
隔兩地，令他經常因想念家
人而傷感，如果可以正常通
關，可免卻思念之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內地設廠久未往 商家大讚好消息

到，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疫情
防控取得了積極成效，實現了動態清零的目標。特別
是最近以來，特區政府因應全球疫情的變化，不斷調
整、完善防控措施和防控體系，進一步鞏固了‘外防
輸入、內防反彈’的成果。”

正面作用。
特區政府感謝中央政府一直以來對香港防疫抗疫
工作的支持和關心，表示會繼續以清零為目標，力爭
盡快逐步有序恢復和內地正常通關，切實回應香港社
會大眾的期盼，同時確保正常通關不會對內地疫情防
控帶來額外風險。
當下，盡快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已成為港人熱門
話題。香港文匯報本周二引用中評社報道指，香港市
民對正常通關越期待，對控關就越不滿，對特區政府
涉及正常通關政策措施的焦躁感也就越強。報道又援
引中評智庫認為，廣大香港市民殷切期盼的兩地正常
通關訴求，很有可能成為關鍵變量。香港是否有方
法、有能力、有決心，能否嚴密對接內地防疫要求、
早日有序恢復兩地正常通關、在極大程度上紓解民
怨，就是一塊最見效的試金石。

機場採分隔管理 分流內地與其他地區旅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肺炎
疫情平穩，4 日連續 27 天錄得本地零確診，但仍
需應對境外輸入風險，4 日新增 7 宗輸入個案，全
部由高風險地區抵港。為提升外防輸入的力度，
有利兩地正常通關，據了解香港國際機場將設立
不同區域，分隔管理來往內地和其他地區的旅
客，機組人員也將固定只負責內陸或國際航線。
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4 日確認
有關計劃，強調要在感染控制措施上細緻化。不
過分流旅客可能在操作層面造成困難，多個相關
工會均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理解特區政府希望盡
快與內地正常通關，但該措施會影響機場的設施
使用、人手調配甚至員工薪酬，希望盡快與機管

局、航空公司等持份者詳細探討執行細節。
陳肇始 4 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承認，特區政府正
考慮分隔管理來往內地及其他地點的旅客，以及
分隔處理轉機和非轉機人士等，減低兩組人員交
叉感染風險。她強調，機場在外防輸入角度上是
高風險地點，過去一段時間，香港有一半輸入個
案是在機場進行“檢測待行”測試後發現，故需
要有效分隔屬低風險地區的內地乘客，以及較高
風險的國際航線乘客。政府會就分流計劃與機管
局進一步討論，詳細劃分區域。據了解，除了分
流旅客，特區政府亦有意規定機組人員只負責內
地或國際航線。
措施的原意可取，但工會擔心執行上會遇到

困難。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秘書長葉偉明 4 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機場設施在設計時
並沒有分流旅客的考慮點，基本都是共用設施，
如果將旅客按航線分隔在兩區，每區的洗手間、
餐廳等設施都要齊備，而且執勤員工也要分兩
批，原本共用的職員更衣室、沖涼房等也需要重
新劃分，必須進行仔細規劃。
機場空運員工協會總幹事儲漢松則指出，分流
計劃還可能影響員工的工作量和薪酬。“航空從業
員收入很多時依靠加班補水，比如員工執勤夜班有
通宵津貼，疫情下航班減少，又分兩班人做，可能
許多工友會失去通宵津貼，而原本可以自由調配加

● 為更有效防控疫情，香港國際機場將設立不同
區域，分隔管理來往內地和其他地區的旅客。
資料圖片
班的人手，也只能在兩班員工內進行處理，工作量
或難以平衡，一些人增加工作，另一些人可能想加
班但做不到。”工會促請政府盡快與持份者深入商
討具體安排，釋除員工疑慮。

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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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堅定維護真正多邊主義
：
擴大開放決心不變 再減外資負面清單 增加自周邊國進口
外商關注中國開放承諾
霍尼韋爾中國及航空航天集團亞太區
總裁林世偉：
“習近平主席在致辭中強調開放與合作，向世
界表明中國願意進一步與世界分享發展機遇、
實現互利共贏，讓我們倍感振奮。進博會作為
開放合作、互惠發展的新型國際公共平台，彰
顯了中國和世界共享發展機遇的滿滿誠意，展
現了中國推進市場開放的堅定決心。今年正值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20 周年這一對外開放里程
碑式的年份，第四屆進博會的成功舉辦更是中
國全方位、高水平對外開放新局面的有力佐
證。”

 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4 日晚，國家主席習近平以
視頻方式出席第四屆中國國際進
口博覽會開幕式並發表題為《讓
開放的春風溫暖世界》的主旨演
講。習近平強調，中國將堅定不
移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堅定不

● 國家主席習近平 4
日晚以視頻方式出席
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
博覽會開幕式並發表
主旨演講。
主旨演講
。 新華社

移同世界共享市場機遇，更加注
重擴大進口，增加自周邊國家進
口。

習近平指出，很高興同出席第四屆中國國際
進口博覽會的各位嘉賓、新老朋友“雲
端”相聚。中國歷來言必信、行必果。我在第三
屆進博會上宣布的擴大開放舉措已經基本落實。
中國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推動對外貿易創新
發展，是去年全球唯一實現貨物貿易正增長的主
要經濟體，為保障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推動
世界經濟復甦作出了重要貢獻。當前，經濟全球
化遭遇逆流。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們要把握
經濟全球化發展大勢，支持世界各國擴大開放，
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推動人類走向更加美
好的未來。

全面履行入世承諾
習近平強調，開放是當代中國的鮮明標識。
今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周年。20年來，
中國全面履行入世承諾，不斷擴大開放，激活了
中國發展的澎湃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經濟的一池
春水。這20年，是中國深化改革、全面開放的20
年，是中國把握機遇、迎接挑戰的20年，是中國
主動擔責、造福世界的 20 年。這 20 年來中國的
發展進步，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
埋頭苦幹、頑強奮鬥取得的，也是中國主動加強
國際合作、踐行互利共贏的結果。我願對所有參
與和見證這一歷史進程、支持中國開放發展的海
內外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
習近平強調，“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
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
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

展。中國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決心不會變，同世界
分享發展機遇的決心不會變，推動經濟全球化朝
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發展
的決心不會變。
第一，中國將堅定不移維護真正的多邊主
義。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是
國際貿易的基石。中國支持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朝
着正確方向發展，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包容性發
展，支持發展中成員合法權益。中國將以積極開
放態度參與數字經濟、貿易和環境、產業補貼、
國有企業等議題談判，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國際規
則制定的主渠道地位，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
穩定。
第二，中國將堅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場機
遇。中國將更加注重擴大進口，促進貿易平衡發
展，增設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優化跨境電
商零售進口商品清單，推進邊民互市貿易進口商
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邊國家進口。中國將推進
內外貿一體化，加快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發
展“絲路電商”，構建現代物流體系，提升跨境
物流能力。

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數
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第四，中國將堅定不移維護世界共同利
益。中國將積極參與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二
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機制
合作，推動加強貿易和投資、數字經濟、綠色低
碳等領域議題探討，支持疫苗等關鍵醫療物資在
全球範圍內公平分配和貿易暢通，推動高質量共
建“一帶一路”。中國將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
化、維護全球糧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在南南合作
框架內繼續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援助。
習近平最後強調，“孤舉者難起，眾行者
易趨。”新冠肺炎疫情陰霾未散，世界經濟復甦
前路坎坷，各國人民更需要同舟共濟、共克時
艱。中國願同各國一道，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讓開放的春風溫暖世界！

宜家中國區總裁安娜．庫麗佳：
“習主席在主旨演講中提到‘中國擴大高水平
開放的決心不會變，同世界分享發展機遇的決
心不會變，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發展的決心不會
變’，令我們倍感振奮。在後疫情時代，全球
的經濟協作和發展面臨挑戰。在這樣的大背景
下，進博會的持續召開進一步體現了中國與世
界共同發展的決心，也為更多企業和產品進入
中國市場、擁抱更大發展機遇提供了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第三，中國將堅定不移推動高水平開放。
中國將進一步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有序擴大
電信、醫療等服務業領域開放，修訂擴大《鼓勵
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出台自由貿易試驗區跨境
服務貿易負面清單。中國將深度參與綠色低碳、
數字經濟等國際合作，積極推進加入《全面與進

易企業參展。香港具有優勢的品牌授權、產品設
計、建築設計、金融服務、專業服務、物流、法
律仲裁和政府服務領域的企業都悉數參展，旨在
展現香港作為連通國內國際“雙循環” 重要通道
的作用。

新老品牌匯聚食品區

● 香港服貿館面積達到四屆進博會最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攝

“習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講令人備受鼓舞，展現
了中國‘言必行行必果’的堅定不移高水平開
放、全力推進共享發展的決心與擔當。進博會
的如約而至不僅展現了中國經濟的正能量，也
為全球開放型經濟發展注入了信心。對於生物
醫藥產業而言，今年進博會新設的生物醫藥專
區不僅向世界傳遞了中國的創新之志，也為健
康產業生態圈凝聚了共建之力，帶來了更多的
‘溢出效應’。”

擴大電信醫療開放

●第四屆進博會於 11 月 5 日至 10 日
在國家會展中心（上海）舉辦。 中新社

超200港企參展 港服貿館歷年最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根據
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貿辦事處統計，此屆進博
會參展港企超過 200 家。香港服貿館面積達到
550平方米，為歷年最大，共有20家香港服務貿

百時美施貴寶中國大陸及香港地區總
裁陳思淵：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港企參展的主要組織方
香港貿發局了解到，今年僅貿發局組織參展的
企業就有57家，比去年增加近三成。貿發局將
通過“香港產品展區”和“香港服務業展區”
展示多元化的優質香港產品和香港服務，同時
推廣香港連通國內國際的重要通道作用。
香港食品歷來深受海內外消費者青睞。今
年香港食品館面積達到 1,200 平方米，集結了
37家企業，除了李錦記、獅球嘜、澳至尊、八
珍等老牌，還有一些新的展商，如點點綠，以
及專注於研發生產老人易食食品的企業康樂齡

吞嚥易。展區特設表演區，展示香港產品的魅
力和獨特的飲食文化。

逾十港商為參展隔離21天
在布展現場，香港文匯報記者再次見到香
港常康健工房董事長黃達勝。整個香港食品展
區，該公司是第一個完成布展的。2020 年，為
了參加第三屆進博會，他提前來到上海並經過
14 天隔離才得以進入會場。而今年，隔離的時
間增加了 7 天，他還在上海完成了第二針劑疫
苗接種，談到這樣的“折騰”，他仍堅持認為
“值得”。而像黃達勝這樣隔離21天參展的港
商，今年還有十多個。
不過，黃達勝認為在如今的經濟形勢下，在
展會有多少簽約率並不是最重要的，如今的港商
最需要的是融入國家發展，尋找新的機遇，以及
重振獅子山精神，他願意做這樣一個“先行
者”。

防疫消毒細緻 垃圾閉環處理
4日下午4時許，進博會開幕前的
最後一次巡查正式開始，在將近一個
小時的“拉網式”清場檢查中，館內
各個展館的防疫措施，人員是否都佩
戴口罩，展位上是否都配備防疫物資
均成為巡查重點。此屆進博會每一個展位在搭建過程
中都會定時進行防疫消毒，閉館後還要進行全場空氣
消殺。為確保安全，今年進場的所有進口冷鏈食品展
品將消毒到最小包裝。場館垃圾的轉運處置工作，則
將通過專位、專箱、專人、專車和定點、定時等舉
措，形成閉環管理。
“這是持證數超過 40 萬張的超大型博覽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青浦警方獲悉，為了避免現場查驗
證件造成入口擁堵，工作人員將健康碼、疫苗接種信
息、核酸檢測信息整合入證，把查驗環節前置。全綠
的證件，“嘀”一聲即可驗證入場，整個過程不超過
3 秒。此外，進入場館要過兩道測溫線。“如果檢測
到體溫異常，會被要求在附近的特殊區域進行臨時留
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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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廚電器黑五&聖誕大促 X 系列油煙機低至史低價
樂廚電器黑五&
系列油煙機低至史低價$$499
新款自清潔油煙機$$799 請電洽
新款自清潔油煙機
請電洽::832
832--328
328--3157

LeKitchen 樂廚電器黑五&聖誕大促
。
樂 廚 X 系 列 油 煙 機 特 惠 價: X800B
PRO 旗 艦 款 現 價 $849( 原 價 $1199)，
X800S PRO 新 款 預 售 現 價 $799( 原 價
$1199)， X800B PRO-36 新 款 預 售 現 價
$1099(原價$1499)，X800S PRO-36 新款
預售 現價$1099(原價$1499)，X800 PLUS
經典款現價$699(原價$1099)，X800-36
經典款現價$1099(原價$1199)，X600 簡
約款$499(原價$799)。凡購買 X 系列油
煙機均可額外贈送價值$199 的三年延長
全質保服務。
樂廚新品：臺式蒸烤一體烤箱現價
$399(原價$699)，紫外線消毒刀架現價
$79(原價$109)。
樂廚全新一代雙面蜂窩紋不粘炒鍋
32cm 現價$89（原價$159）, 36cm 現價
$109（原價$179）, 38cm 現價$129（原
價$199）
樂廚全家桶套餐: X800PRO 油煙機+
G705 爐+SG01 蒸烤箱+SUD01 消毒刀架+
32cm 不粘炒鍋 現價$1999(原價$3075)
新款 X800S PRO 預計 11 月中旬到貨
, X800B 、X800S PRO-36 預計 12 月中下
旬到貨。
截止日期為 12 月 31 日。
X800B PRO 全 美 首 款 電 熱 自 動 清
洗+揮手感應控製油煙機 X800B PRO 現
價 $849， X800S PRO 新 款 預 售 價 $799
（原價$1199）

X800B PRO 旗艦版加入全美首創高
頻電熱自動清洗功能，紅外線熱輻射在
清洗油煙機油汙的同時，並消除油煙機
內部的異味。不需要加入一滴水即可啟
動自動清洗，方便快捷且安全。
增加了揮手感應控製開關，智能操控
，無需觸碰，輕輕左右揮手即可開關機
器以及調節風速大小，一揮 1 檔、二揮 2
檔、再揮 3 檔。
行業領先 120°超大角度自動開合
擋煙板。
內置雙電機，高達 1000CFM。
樂廚 X800 Plus 經典側吸式油煙機
，現價$699(原價$1099)
樂廚 X800 Plus 經典款的加長擋煙
板開角達到了行業領先驚人的 120°.
把四處飄散的油煙牢牢罩住, 無處可
逃, 極速排出。烹飪完畢後, 隔煙屏即將
完全閉合時。

X800 縱深達到了 20 英寸(擋煙板打
時縱深達到 23 英寸，120°行業領先超
大角度擋煙板), 目的就是為了更大限度
增加覆蓋面積, 達到完美的排煙效果, 專
為北美四眼爐竈, 五眼爐竈, 六眼爐竈設
計的。
X600 簡約款 現價$499(原價$799)
5 個機型按鍵，簡單操作，告別繁
瑣的操作步驟。
向下傾斜 45 度的操控屏更符合人體
工學設計，不論身材高矮都可以輕松操
作。

行業領先 120°超大角度開合擋煙
X800 Plus 設有蜂鳴提示音, 避免夾
手, 樂廚電器對您的關愛無處不在。

板。
X800B/S PRO- 36 新款預售$1099(原
價$1499)

X800 PRO 旗艦版加入全美首創高頻
電熱自動清洗功能，紅外線熱輻射在清
洗油煙機油汙的同時，並消除油煙機內
部的異味。不需要加入一滴水即可啟動
自動清洗，方便快捷且安全。
X800PRO 旗艦版同時增加了揮手感
應控製開關，智能操控，無需觸碰，輕
輕左右揮手即可開關機器以及調節風速
大小，一揮 1 檔、二揮 2 檔、再揮 3 檔。
行業領先 120°超大角度自動開合
擋煙板。
內置雙電機，高達 1000CFM。
樂 廚 X800-36 寸 油 煙 機 ， 經 典 款
現價$1099 (原價$1199)
X 系列油煙機設計結合了美式櫃下
油煙機和中式側吸式油煙機的優點，體
積小巧，不占用空間的優勢和中式側吸
油煙機大風力，距離近，排煙順暢的特
點。
全平面操控屏更使油汙無處躲藏，
一抹即凈。
LE-G705 30 寸 不 銹 鋼 爐 竈 ， 現 價
$699；LE-G915 36 寸不銹鋼爐竈，現價
$799
全不銹鋼面板，一體成型，耐用易
清潔，酸堿不侵，長久如新。
5 眼爐頭的設計讓烹飪不同菜肴時
，在 3200BTU-15000BT 之間有更多火力
選擇。
全鑄鐵支架增大摩力，更防滑耐用
。讓平底鍋，圓底鍋牢牢站立火上。
意大利原裝進口 DEFENDI 全套噴嘴
，送氣均勻，細膩。
安全溫感裝置熱電偶，自動斷氣，
安全加倍。
臺式蒸烤一體烤箱 LE-SG01，現價
$399(原價$699)
對流蒸烤一體的多功能組合烤箱。
使用最健康的烹飪方式，蒸煮時保持食
物的水分，同時保持食物的味道和營養
。
蒸煮時保持食物的水分，同時保持
食物的味道和營養。
對流的特點使熱空氣循環快速均勻
地煮熟。
不銹鋼把手和食用級 304 不銹鋼內
腔，健康又易清潔。配件包括 304 不銹
鋼烤架、304 不銹鋼烤盤、304 不銹鋼

蒸盤。
8 大烹飪功能：純蒸汽/高溫蒸汽/解
凍/發酵/消毒/上烤/下烤/全烤/對流。

樂廚全新一代雙面蜂窩紋不粘炒鍋
32cm 現價$89（原價$159）, 36cm 現價
$109（原價$179）, 38cm 現價$129（原
價$199）
采用浮雕技術將食物擡起，達到不
粘效果。
內外蜂窩狀花紋技術，耐刮擦。
混合三層不銹鋼, 加熱均勻, 升溫快
, 溫 度 在 260 度 以 下, 比 其 他 炒 鍋 節 省
30%的能源。
易於清洗，不生銹。適用於燃氣竈
，電磁爐，烤箱等。

紫 外 線 消 毒 刀 架 LE-SUD01， 現 價
$79(原價$109)
紫外線殺菌； 360 度熱風對流烘幹
； 定時巡航殺菌； 食品級 PP 材質，抗
菌防黴。
波浪形插槽，適合市面上各種尺寸
刀具。一體成型，不占廚房空間。
小貼士：有任何問題可以添加樂廚
客服微信號詢問：LeKITCHENHouston
樂廚家居旗艦店，地址：3412 hwy 6,
suite M, suger land, TX 77478， 電 話 ：
832-328-3157。

橋社新聞

子天訪談錄---秋天是收穫的季節
秋天是收穫的季節。金色的南瓜遍布休
斯頓大街小巷。我帶著喜悅的心情告訴
大家：我得到了第一個美國專業執照。
自從做美南電視新聞主播以來，我時刻
關注著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發生的事情，
採訪了美國政商各界成功人士以及社區
領袖，我感覺自己急需充電。自從今年
初子天訪談錄開播以來，認識了解了前
Missouri City 市議員、CCIM 商業地產教
父 、 SD Talkshow 共 同 主 持 人 Danny
Nguyen，GHP 資深亞太地區主任沈健
生，美國國會議員 AL Green，我意識到
作為一個專業人士是多麼的重要。舍遠
求近，在李蔚華董事長的鼓勵下，在
Danny Nguyen 的幫助下，我抓緊時間、
擠出時間學習提升，在努力學習了兩個
月後的 2021 年 10 月 20 日，我通過了美
國得克薩斯房地產經紀人統一考試；27
日，接獲得州執照局發來的通知：拿到
了美國德州房地產執照，成為了一名專

業人士，從此進入了專業人士的行列。
26 日來到採訪過梨城市長的市政府
邊 的 St. Andrew's Episcopal Church 的
The Pumpkin Patch 南瓜田，看著金色的
南瓜，我也體驗到了收穫的喜悅。我想
和我的觀眾和粉絲們說：只要努力，我
們一定能實現自己的夢想。
2021 疫情逐漸遠去。讓我們一起努
力。同時的好消息是，我的 Partner，作
為 CCIM 商業地產的教父 Danny Nguyen
也在今天拿到了飛行員執照。 Danny 對
我說：I will take Sky to the Sky。
希望你們都喜歡我的節目，關注美
南新聞聯播、關注子天訪談錄，關注美
南新聞國際頻道。從今天起，如果您有
商業地產方面的需求，你就可以聯繫我
，如果你要做廣告、宣傳和採訪，也請
聯繫我或者我的同事們。
電話：6269910021
郵箱：skydong1234@gmail.com
微信：
tianzidongk

子天 Sky 擔任新聞主播的美南新聞聯播是美南國際電視
頻道推出的一檔重磅晚間新聞直播節目！涵蓋了休斯敦本地
新聞、美國新聞、大陸新聞、國際港澳台新聞，30 分鐘內讓
您撥開雲霧，直擊豐富的新聞資訊大餐！觀眾可以直接從手
機下載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的《今日美國》標識，或通過
Southern news TV 在世界各地或網上收看美南國際電視頻道
節目。

敬請調到美南電視 15.3 頻道，登陸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官方網站，下載美南電視 App，收看最新一期的節目。如果你恰好來到休斯
頓，路過美南新聞集團世界總部，不要忘了矗立在休斯頓國際區最繁華的百利大道邊的有“休斯頓時代廣場”美譽的最新巨大
LED 電子屏，美南電視子天訪談錄與您的日常生活緊緊的連在一起。聯繫人地產經紀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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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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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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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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8.2 2 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