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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準會副主席：
美聯準會副主席
：2022
2022年底前升息
年底前升息
（中央社）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副主席克拉里達（Richard Clarida）
今天表示，美國經濟可能已準備迎接
聯準會在明年底之前調升基準貸款利
率。
這是聯準會自上週宣布將開始減
縮抗疫激勵規模後，最明確地表達出
，聯準會預備採取進一步措施，以控
制通貨膨脹，並將貨幣政策正常化。
克拉里達說， 「儘管我們要考慮
升息還很遙遠」 ，但他認為， 「調升
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的必要條件將
在 2022 年底前具備」 。

聯準會 2020 年 3 月將利率調降
為零，以協助控制疫情引起的經濟危
機，然後展開大規模逐月購債行動，
以使信貸持續流向企業與家戶。
聯準會在上週召開決策會議後宣
布，將開始逐月減縮購債規模，直到
明年中期完全停止。
克拉里達在布魯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演說指出，
經濟規模居全球第一的美國去年 「出
現了不僅是歷來最嚴重、也是最短暫
的衰退」 ；但他又說，2021 年經濟
成長率可望達到 1983 年以來最高。

（路透社
路透社）
）

要聞 2
星期二

2021年11月9日

Tuesday, November 9, 2021

A2

另類經濟 農夫市集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11/
11
/08
08/
/2021

多少年沒有去走訪休斯族北邊機場路的農
夫市集了， 今晨當我們走進去時， 數以百計的
各型食物用品、鲜花小販及客人把市場擠得水
洩不通， 一片繁榮之景象。
近來因國內外経濟流通不暢 ，通貨膨脹及
物價大幅上漲 ，一般超市中之食品和蔬菜大漲
， 以往一元美金可以買到三個大檸檬， 今天每
個要價是九毛， 我們去吃的 IHOP 全套早餐從
六元九毛九漲到了十一元五毛， 這些驚人的漲
幅， 正在衝擊著国民的荷包。
農夫市集在經濟物價上漲中凸顯了它的重
要性 ，這個佔地十八英畝之大型市集 ，是休城
最大最老的市集， 更代表了休斯敦多方族裔之
文化特色。

走在繁忙和擁擠的市場中 ，多半的客
人和店主都講西班牙語， 攤位上有鮮花、
水果、 蔬菜、 香料、 家庭用品， 在喧嘩
聲中穿雜著殺價聲和笑聲， 我們置疑是否
是在墨西哥呢。
隨著人口結構之變化 ，大休斯敦地區
亞華裔及拉丁裔人口不斷增加 ，現在已經
達到半數， 再過不久一定會佔大多數， 現
任市長和郡長皆是少數族裔可見一斑。
走進了農夫市集， 就如進入了另一個
世界 ，它代表了美國國情不断在改變中 ，
更重要的是， 在國民生計困難之時， 為大
家提供較廉價的民主必需品。
照 片 來 源 ： https://thehoustonfarmers-

market.com/

The Farmers Market Is
Another Kind Of Economy
near the 610 Loop.
As the city’s oldest and largest farmer’s
market, this 18-acre market is full of all kind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many other
consumer goods. Most importantly, the
Farmers Market reflects two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our city: diversity and food.
Most people there speak in Spanish and the
market enjoys very large crowds. Customers
are very happy to ask for a discount and
usually can get everything they want to buy.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fter so many years, my wife and I went to
Houston’s Farmers Market on Airline Drive

Recently, because inflation has hit, all the
goods and food prices have gone up. I still
remember before that we could buy three or
four lemons for one dollar, but today in the
super market one lemon costs 95 cents!
Before the pandemic we ordered a “Grand
Slam Breakfast” at IHOP for $6.99. But
today it costs $11.55! Such a crazy price is
just unbelievable.

Today our nation’s population is also
changing. In Harris County and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minorities, including Asians,
Hispanics and Africans have almost reached
50% of the population. When you walk
around at this market you will have such
strong feelings about the diversity of our city.
After we visited the market and bought some
sweet potatoes, we walked to the nearby
Connie Restaurant which was founded by my
old friend Mr. Ho. We ordered the whole fried
fish and shrimp fried rice which still costs
$7.50. The food was not just delicious, it was
fresh, and the restaurant was full of
customers who also liked to shop at the
market.
、We are urg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our economy.
Otherwise, the only people who will continue
to suffer will be those who ar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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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觀點:: 唱不盡的悲歌
唱不盡的悲歌---休士頓演唱會釀慘劇
休士頓演唱會釀慘劇】
】
美國著名嘻哈歌手特拉維斯•斯科特 (Travis Scott) 在他的故鄉休士頓市舉辦的天
文節 （Astroworld Festival ）演唱會上忘我的演出,由於現場粉絲熱情激昂,人潮洶湧沖
向舞台，造成嚴重恐慌與擠壓, 導致八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的慘劇，一場原本歡樂的節
慶竟以悲劇收場, 真是令人唏噓不已。
美國年輕人特別喜好音樂和體育活動,各大城市經常定期舉辦不同名目音樂會, 安排
許多當紅歌星現場演唱,由於參加音樂會的年輕群眾非常瘋狂激情, 所以主辦單位一向把
維安工作視為第一優先要務以防止意外發生, 但百密必有一疏, 難免還是會發生一些意
外事件, 不過除了在 1979 年在辛辛那堤演唱會上造成死傷慘劇外,極少再有嚴重事故。
芝加哥每年一度的 Lollapalooza 音樂節往往連續舉辦三天,人潮超過 15 萬人以上, 由於
保安工作滴水不漏, 所以絕少發生死傷事件，而最嚴重的一次事件好巧不巧,正是特拉維
斯•斯科特 2015 年來音樂節演唱的那年, 由於他非常喜歡在台上與台下觀眾熱烈互動,
並鼓動群眾瘋狂, 所以造成歌迷翻越安全路障登上舞台暴動的受傷事件, 斯科特因而被
指控認罪。
這一次的事件非常嚴重, 據休士頓警方調查,這次估計有 50,000 人參加, 主辦單位
安排了 528 名警察，加上 755 名保安警衛, 但由於現場的佈置失當 ，救護車和警車幾
乎沒有足夠空間在人群中穿行, 前面路障的警衛也不夠,而且所有警衛沒有分散在人群中
，以致於當舞台附近發生混亂推擠時, 警衛根本無法維護秩序, 眼睜睜看著傷亡暴力發
生。
儘管檢警還沒有確定八人的死因, 也傳出在人群中有人惡意給旁人打毒針,但無論如
何, 怠忽職守的音樂會主辦單位因缺乏足夠安全措施, 沒有確實執行人群安全準則,再加
上斯科特在台上一再煽動人群躁動, 所以他們都應負起刑事責任。
最後僅向這一次罹難人的家屬致以誠摯的慰問與衷心的祈禱, 也期望各大城市能從
這一次音樂會中記取血的教訓,今後對各種大小音樂會場地採取更嚴格的安全措施以防
止類似不幸事件再次發生, 將來大家才能安心的去參加音樂會。

車用原料緊缺面臨物流癱瘓，
車用原料緊缺面臨物流癱瘓
，韓國緊急向中國求助

（綜合報道）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在記
者會中表示，就尿素短缺問題將派特使團向中國求助。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尿素缺乏會對韓國產生這麼大的
影響。二戰後，韓國創造了經濟奇蹟，同時也帶來嚴重的環境污
染和環境破壞，為應對環境問題，韓國確立了比較完善的環保政

策，為響應國家號召，韓國交通工具
多以柴油車為主，“柴油車天堂”的
稱呼也隨之而來。
據悉，在韓國有超過 400 萬輛柴油車
需要用到車用尿素，車用尿素是讓柴
油車排放的尾氣達到環保標準的必要
原料，因此車用尿素在韓國的需求量
非常大，但車用尿素的主要原料工業
尿素 97.6%都是從中國進口的。因為
近期全球能源緊缺，中國煤炭能源供
應不足導致工業尿素產量下降，所以
暫停了對韓國的尿素出口。毫無疑問
，中國這一舉動無疑是遏制住了韓國
的一大命脈，讓其瀕臨崩潰。
車用尿素緊缺使韓國民眾一籌莫展，
許多加油站已經對尿素進行限購，貨
車司機們要跑好幾家才能買到一點點車用尿素。據悉，由於車用
尿素短缺，韓國物流、港口運輸等行業很難繼續運行，在一個月
的時間裡，韓國車用尿素的價格從原來的每升 1000 韓元上漲到
2000 韓元，更有甚者直接漲到每升 10000 韓元，約人民幣 54 元
。

儘管韓國政府已經做出了應對之策，但韓國民眾並不認為韓
國政府可以解決這場尿素危機。韓國教授金必洙表示，歐洲也有
大量柴油車，但是他們自給自足就不會出現尿素緊缺的危機，所
以韓國也有必要自己製造或進口多國尿素，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實際上，韓國也嘗試過自主研發，但是製作尿素需要大量煤
氣和天然氣，對於韓國而言，其他能源大國占據極大優勢，所以
韓企紛紛退出尿素研發。說到底，就目前全球能源短缺的情況來
看，韓國想要度過眼前的難關，還是只能寄希望於中國。
說到韓國尿素危機持續惡化，韓國將派出特使團向中國政府
尋求幫助一事，不免讓人想到歐洲面臨嚴重的鎂材料短缺危機一
事。據悉，中國的鎂產量佔世界 90%左右，而歐盟對中國的依
賴則更深，95%的鎂均從中國進口。自中國減少鎂出口後，歐洲
十幾個行業組織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稱 11 月底歐洲鎂材料將
會用盡，屆時歐洲數千家企業將面臨倒閉，數百萬個就業崗位將
會消失，歐洲也會陷入巨大危機之中。
據報導，歐洲議會認為，眼下能最快緩解歐洲鎂材料緊缺問
題的方式就是向中國尋求幫助，歐洲各國必須將這件事作為緊急
解決事項之一，並且歐洲應當重啟國內鎂的生產，以此減少對中
國鎂的依賴。事實上，歐洲原本也有自己本土的生產鎂的企業，
但是自中國鎂低價進入市場後，歐洲鎂製造商紛紛關閉了企業，
如今想重啟必然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金邊市政府
從 11 月 2 日起重新開放公交
車和水上渡輪服務，開放前
6 天民眾可免費乘坐。
自 2 月 20 日 暴 發 新 一
輪社區疫情後，公交車、
水上渡輪暫停營運。隨著
疫情趨緩，政府宣布 11 月
1 日起全面恢復各行各業
，公交車和水上渡輪也恢
復服務。
政府規定，乘坐公
交車或水上渡輪的乘客
必 須 出 示疫苗接種卡，佩
戴口罩、 量 測 體 溫 、 掃
描防疫二維碼，並按照
指定的座位乘坐。
從本月 8 日起民眾需
購買車票乘坐，柬埔寨老
人、學生、工人、僧侶仍
免費乘坐。

首爾市政府著手打造“元宇宙”平台
提供全新概念公共服務
綜合報導 在“元宇宙”
平台成爲後疫情時代非接觸
式溝通渠道的情況下，首爾
市政府在韓國地方政府中首
次打造元宇宙平台，適用于
市政府各項業務，並提供全
新概念的公共服務。
據悉，首爾市政府計劃
從明年起分三個階段在經濟
、文化、旅遊、教育、信訪
等市政府所有業務領域打造
元宇宙行政服務生態，到明
年年底前構建完成“元宇宙
首爾(暫稱)”。
作爲第一項示範項目，
首爾市政府將于今年在元宇
宙中舉行普信閣虛擬敲鍾儀
式迎新年，之後從明年起依
次打造虛擬市長辦公室和首
爾金融科技 LAB、Inves 首爾

、首爾 Campus Town 等各種
企業扶持設施，並提供相關
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首爾市
政 府 將 于 2023 年 打 造 虛 擬
綜合信訪室“元宇宙 120 中
心(暫稱)”。當前，市民需
親自訪問市政府辦公樓裏
的信訪室才能享受信訪和
咨詢服務。但“元宇宙 120
中心”完成後，市民在元
宇 宙 平 台 可 以 很 方 便地與
虛擬公務員進行交流。
此外，明年首爾市政
府還將打造包含光化門廣
場、德壽宮、南大門市場
等首爾主要旅遊景點的
“虛擬旅遊特區”，並再
現敦義門等已經消失的曆
史資源。

首爾市政府表示，將利
用基于尖端技術的元宇宙平
台，克服時間、空間以及語
言等限制提供公共服務，將
其適用範圍擴大到市政府所
有業務領域，提高公務員工
作效率。
首爾市智慧城市政策
官 Park Jongsoo 表 示 ， “ 元
宇宙根據技術水平和用戶
需求實現多元化發展，很
快就成爲了後疫情時候新
的範式”。
他還表示，“首爾市政
府將結合公共需求和民間技
術，開拓‘元宇宙首爾’新
大陸，打造男女老少都能享
受的‘元宇宙首爾’，使首
爾發展成爲名副其實的包容
性智慧城市”。

中亞國家領導人
籲國際社會合力應對氣候變化問題

金邊公交車和水上渡輪恢復運營

綜合報導 中亞國家部分領導人以不同方式參
加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相關活動。他們認
為 ，冰川融化是全球性挑戰，需要國際社會共同
重視冰川資源的保護。此外，國際社會在解決與
水資源相關的問題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應形
成合力。
據吉爾吉斯斯坦總統府官網消息，吉總統
紮帕羅夫 2 日在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上表示，與國際社會共同保護冰川是當前需要
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吉境內存在大量冰川，
但本國沒有能力單獨應對冰川融化這一問題，
需要國際社會提供相關援助。紮帕羅夫籲在聯
合國設立特別基金，以在該領域實施有針對性
的計劃。
另據塔吉克斯坦總統網站公布的消息，塔吉
克斯坦總統拉赫蒙 2 日以視頻方式參加了聯合國
氣候變化大會框架下的水資源和氣候問題高級別
會議。
拉赫蒙表示，中亞國家利用的 60%水資源來
自於塔吉克斯坦，塔境內原本有大約 1.4 萬處冰
川 ， 但 最 近 幾 十 年 間 ， 氣 候 變 化 已 導 致 1000 多
處冰川完全融化，更是導致整個中亞地區冰川容
量減少三分之一。同時，中亞地區國家越來越頻
繁地遭遇水資源短缺和幹旱等自然災害。今年發
生的旱災導致中亞地區部分國家發生牲畜大規模
死亡和農業減產等後果。拉赫蒙強調，希望國際
社會在解決與水資源相關的問題和應對氣候變化
的過程中形成合力。

韓國大幅提高減排目標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文在寅出席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 26
次締約方大會（COP26）並發表主旨
演講。文在寅表示，韓國上調 2030
國家自主貢獻（NDC）目標，將較
2018 年減排 40%以上，到 2050 年實
現碳中和。這是韓國首次向國際社
會具體公開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值。
文在寅表示，本次大會是將全
球平均氣溫上升控製在 1.5℃的重要
起點。韓國政府最近確定了「2050
碳中和方案」，目標是到 2050 年全
面停止燃煤發電，使溫室氣體國內
凈排放量為「零」。這較此前設定
的目標值上調 14%，是一個非常大膽
的目標，每年減少 4%以上的排放量
是一項非常有挑戰性的課題。到
2030 年實現減排 40%，這比聯合國給
出的減排目標高了 13.7 個百分點。
文在寅還指出，甲烷較二氧化

碳更能引發溫室效應，對於解決氣
候危機來說，消除甲烷是關鍵。韓
國將加入《全球甲烷承諾》，積極
參與減少甲烷排放。《全球甲烷承
諾》是由美國和歐盟牽頭的一項承
諾，旨在到 2030 年將甲烷排放量較
2020 年減少 30%以上。
《東 亞 日 報 》 評 論 稱 ， 按 照
文在寅提出的減排目標，韓國的
年均減排率
將達到4.17%，
高 於 日 本
（3.56%）、美
國（2.81%）、
歐盟（1.98%）
。溫室氣體減
排和碳中和直
接關系到國家
利益。無理的
零碳時間表會

導致費用增加，直接影響經濟發展。
這就是各國綜合考慮產業和能源政
策來製定可能實現的目標的原因。
如果在國際社會做出無法兌現的承
諾，就會在國際舞臺上失去信任。
碳中和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但
是，沒有理由加快速度，讓企業背
負無法承受的負擔，結果只會導致
韓國產業的競爭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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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公共衛生專家：

如何避免氣候大會成為疫情超級傳播事件？

官方爲氣候大會安全舉行做了哪些努力
？能否避免大會成爲一場“超級傳播事
件”？針對以上問題，中新社記者日前
獨家專訪了英國著名公共衛生專家、愛
丁堡大學公共衛生教授琳達· 鮑德(Linda
Bauld)。她因在對新冠疫情的公共衛生響
應和促進公衆對新冠的理解方面的貢獻
于 2021 年 6 月獲頒大英帝國勳章。
隨著英格蘭今年 7 月起取消大部分
防疫措施，英國境內疫情正在經曆快速
反彈。英國政府官網數據顯示，10 月下

綜合報導 智利政府秘書部部長海梅· 貝略裏奧(Jaime Bellolio)和智
利衛生部副部長保拉· 達薩(Paula Daza)近日抵達位于奧希金斯大區(O’
Higgins)的智利國家銅業公司(Codelco)旗下 El Teniente 銅礦項目的 Dacita
礦場，並在礦區內地下一千多米處，見證了一次史無前例的疫苗接種行
動。
據報道，奧希金斯大區區長裏卡多· 古斯曼(Ricardo Guzmán)一同參
加了這次活動，當地衛生局工作人員共爲約 100 名礦工接種了新冠疫苗
加強針。
貝略裏奧表示：“Codelco 是一家國有公司，是智利身份的一部分，
同樣也是我們曆史的一部分。現在，Codelco 正在創造曆史，因爲在地下
一千米處，得益于衛生部門、采礦部門，以及大區區長的共同努力，我
們正在(爲礦工)接種新冠疫苗加強針。”
達薩在發言中則強調，所有人都要接種加強針，特別是 55 歲以上
的人。“我們知道，我國所有人都要接種加強針，這是非常重要的。
在當地衛生局和 Codelco 公司負責人的積極配合下，這裏的疫情防控工
作完成得非常出色。今天，我們爲 100 多人接種了疫苗(加強針)；此前
，我們已經爲另外 340 人接種了疫苗(加強針)，我們將繼續這樣保護我們
的工人。”
據介紹，現階段，全國各地衛生局都正在積極推動針對 55 歲以上人
群的新冠疫苗加強針接種工作，因爲從 12 月 1 日起，完成疫苗全程接種
滿 6 個月的 55 歲以上人群，必須在接種加強針後才能重新獲得接種“綠
卡通行證”(Pase de Movilidad)的授權。否則，他們持有的“綠卡通行
證”將被禁止使用。

德國新上牌電動轎車占比創新高
綜合報導 記者從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了解到，據德國汽車工業
聯合會(VDA)最新統計，德國 10 月新上牌的電動轎車同比增加 13%，達
到 54400 輛。電動車占該月新上牌轎車總數之比爲 30.4%，創曆史新高。
據悉，10 月德國新上牌轎車數爲 178700 輛，下降(同比，下同)
35%。與此同時，純電動汽車(BEV)的新上牌量則增長了 32%，而插電式
混合動力汽車(PHEV)的新注冊量下降了 5%。
芯片交付的問題再次成爲影響德國 10 月汽車生産的主要障礙。德國
聯邦外貿與投資署汽車專家比通托(Stefan Di Bitonto)就此向中新社記者
分析，汽車商會自行決定應將半導體部件重點分配給哪種車輛。“目前
，電動汽車的利潤率相當高。這是因爲德國政府對購買電動汽車的補貼
高達 6000 歐元。此外，經銷商提供 3000 歐元的折扣，這讓消費者認爲現
在是購買電動汽車的好時機。因此將半導體配給電動汽車是有意義的，
所有人都會獲利。”
比通托以中國和挪威的案例以及美國特斯拉的案例作爲佐證
指出，如果國家提供的購買補貼保持在一定水平，那麽電動汽車
的銷售和上牌數量會繼續蓬勃發展。“這部分汽車市場對供應短
缺具有很強的抵抗力。因爲汽車制造商將繼續使用它們擁有的部件來
制造利潤最高的汽車。”
“德國對電動汽車的接受度正在上升，這是一個相輔相成的
趨 勢 。 ” 他預計，德國電動汽車數量今後無疑會進一步增加，受歡迎
程度也會進一步提高。

西南華人浸信會

俄意兩國科學家獲首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俄羅斯門捷列夫國際基礎科學獎
綜合報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
俄羅斯科學家尤裏· 奧加涅相(Yuri Oganessian)與意大利科學家文森佐· 巴爾紮尼(Vincenzo Balzani)獲得首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俄羅斯門捷列夫國際基礎科學獎。
據介紹，首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俄
羅斯門捷列夫國際基礎科學獎獲獎人選系
根據由傑出科學家組成並的國際評委會所
提建議決定。2016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索
瓦日(Jean-Pierre Sauvage)教授爲評委會主
席。
文森佐· 巴爾紮尼是博洛尼亞大學化學
系榮休教授，因其在基礎化學科學領域取
得的傑出科學成就的深遠影響，以及他在
整個職業生涯中爲促進國際合作、科學教
育和可持續發展所作努力而獲獎。
巴爾紮尼教授是無機光化學和超分子
光化學領域的先驅。他做出巨大貢獻的領
域還包括科學教育，思考科學對實現可持

續發展目標的推動作用，反思科學與社會
、科學與和平之間的關系。
尤裏· 奧加涅相是俄羅斯杜布納聯合
核子研究所弗廖羅夫核反應實驗室教授兼
科學主任，因其使化學元素周期表得以擴
展的突破性發現，以及在全球範圍內推動
基礎科學發展而獲獎。
奧加涅相教授所做的工作對于周期表
上新化學元素的合成和研究起到了引領作
用。他推動了國際科學合作的重大發展，
特別是促成了超重元素的發現，例如以他
的名字命名、原子序數爲 118 的“Oganesson”元素。
頒獎典禮將于 11 月 15 日在教科文組織
巴黎總部舉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
阿祖萊向兩位獲獎者表示祝賀。她說，他
們的成就表明，基礎科學對于我們追隨門
捷列夫的腳步，推動國際科學合作、構建
集體知識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不可估量

到明年 2 月或再有 50 萬人死亡
綜合報導 世衛組織歐洲區
域辦事處主任克魯格 4 日表示，
歐洲區域正面臨新冠疫情卷土重
來的真正威脅，該地區再次“處
于新冠疫情的中心”。他警告說

，根據“一項可靠預測”，目前
的疫情發展軌迹意味著，到2022
年 2 月，歐洲區域可能“還會有
50萬人死于新冠”。
世衛組織對歐洲區域的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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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涵蓋了跨歐洲和中亞的 53 個
國家，區域主任克魯格說，該
區域每天的新病例數量接近曆
史水平，這主要是由于傳播性
更強的德爾塔變體造成。數據
顯示，該區域已再度成爲冠病
疫情“震中”。
“今天，歐洲和中亞的每
一個國家都面臨著新冠卷土重
來的真正威脅，或者已經在與
之鬥爭。目前 53 個國家的發展
速度令人嚴重關切，”他在 4
日的媒體簡報會上說。
克魯格說，上周世衛組織
的歐洲和中亞地區報告了近 180
萬新確診病例和 2.4 萬新死亡病
例，與前一周相比，感染人數
增 加 了 6% ， 死 亡 人 數 增 加 了
12%. 他說，該地區占全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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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的 59%，占上周報告死亡
病例的 48%。
克魯格說，如果該地區繼
續沿著這一軌迹發展，根據一
個“可靠的預測”，到 2022 年
2 月，該地區可能“再有 50 萬
人死于新冠”。
幾個月來，英國的病例急
劇上升。 而最近幾周，整個歐
洲大陸的病例都開始急劇上升
，特別是在中歐和東歐以及俄
羅斯，法國和德國也是如此。
世衛組織對歐洲飙升的病
例數給出的兩個主要原因是，
疫苗接種率低下以及公共衛生
和社交限制措施的放松。這令
即將到來的冬季格外令人擔憂
，在冬季，更多的人聚集在室
內，病毒更容易傳播。

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禮拜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禮拜三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禮拜五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的寶貴價值。在全世界和教科文組織都在
朝著開放科學邁進的當下，我們需要繼續
擴大基礎科學在社會中的廣泛傳播。
俄羅斯科學與高等教育部部長法爾科
夫表示，俄羅斯曆來特別重視基礎科學的
發展。基礎科學研究任務艱巨，短期內難
見成果，卻是許多創新成就和現代技術的
基礎。突破性發現離不開科學家和研究團
隊的堅韌不拔和不懈努力。每一項發明、
每一項新技術的背後，都傾注著上下求索
的科學勇氣和熱忱。以俄羅斯偉大科學家
門捷列夫命名的這一獎項，是給那些爲全
人類利益探索新發現的研究人員的一種激
勵和一項榮譽。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俄羅斯門捷列夫
國際基礎科學獎旨在促進基礎科學領域的
科學進步、科學普及和國際合作，同時紀
念周期表之父德米特裏· 門捷列夫非凡的
科學遺産。

世衛對歐洲疫情發嚴峻警告：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來看，大批人群聚集存在風險，但大
會已經實施了嚴格的防疫規定，與會
者需要接種疫苗，如果來自疫情“紅
色”國家則必須隔離 10 日。她認爲，
真正的問題在于會場以外的大批抗議
者和其他非與會者們，這部分人無需
遵守防疫規定，“我們只能靜候事態
發展”。
而針對疫情之初英國政府大力推崇
、並在全球引發爭議的“群體免疫”概
念，琳達· 鮑德直言，這是對流行病學術
語的一種濫用。
“如今，我們仍在努力追求通過接
種疫 苗 的 方 式 使 人 群 獲 得 群 體 免 疫 。
”她表示，而當“群體免疫”被诠釋
爲“無需接種疫苗就能實現免疫”時
，這就成爲人們不再相信這一概念的
主因。“由此看來，通過接種疫苗獲得
免疫力是更恰當的路徑，而這也是全球
大多數能夠獲得疫苗的國家希望選擇的
路徑。”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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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衛生人員在地下 1000 米處
為礦工接種疫苗加強針

增確診病例中有許多都是這一年齡段人
群；其次，青少年感染新冠後又傳播給
了較爲年長的人群。
談及中國與歐洲抗疫策略的顯著
差異，琳達· 鮑德認爲，包括中國在內
的部分亞洲國家由于此前已經曆過非
典疫情，從中獲得了很多經驗，公共
衛生系統也能針對此類病毒迅速作出
響應、主動出擊。“歐洲國家的情況則
不是這樣的”。
COP26 是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全球
範圍內線下舉辦的規模最大的一場大型
國際會議。英國政府和蘇格蘭政府采取
了諸多措施以防範會議期間暴發聚集性
疫情，包括所有與會者入境英國前都必
須接受核酸檢測，每天進入會場前也需
做檢測，與會者還必須佩戴面部遮蓋物
。而當每天進入會場的人數過多時，主
辦方將采取限流措施，並鼓勵人們通過
線上平台聽會。
琳達· 鮑德坦言，從公共衛生的角度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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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本應于去年 11 月開幕的
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
在因新冠疫情延期一年舉行後，由于主
辦國英國在開幕前夕疫情嚴重反彈，亦
再度引發國際輿論關注。
據報道，正在蘇格蘭最大城市格拉
斯哥舉行的氣候大會預計將有 200 個國
家的 2.5 萬名代表與會。同期還將有超過
20 萬名環保主義者在當地舉行抗議。
如何看待英國當前的疫情發展？
“群體免疫”策略是否已經失敗？英國

旬以來，英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數
已連續多日在 4 萬以上。《紐約時報》
報道稱，英國首相約翰遜拒絕了重新實
施限制措施的呼籲。
琳達· 鮑德指出，要理解英國防疫政
策，首先需要注意到英國實際上是由英
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四個
主體組成的，每個主體的防疫目標和政
策各不相同，人們當前談論的“B 計劃
”實際上只涉及英格蘭。
而在全國層面，據琳達· 鮑德介紹，
目前共有六個不同的研究小組正在爲英
國全國進行流行病學建模預測，“目前
這一曲線充滿變數”。造成這種不確定
性的主要原因是，盡管英國目前已經有
了很高的疫苗接種率，但住院人數規模
仍令人擔憂，醫療體系正在承壓。
爲何英國當前疫情明顯較歐洲大陸
國家更爲嚴重？琳達· 鮑德指出，首先是
英國爲 12 歲-15 歲的青少年接種新冠疫苗
的時間要比歐洲大陸晚了許多，英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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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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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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邊境安全面臨“最大危機”
（綜合報導）美國國家邊境巡邏委員會主席
布蘭登·賈德 11 月 7 日宣稱，美國目前正處於“我
們見過的最大危機”中，並稱這是因為拜登政府
推翻了前總統特朗普的所有移民政策。
賈德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任何時候，只要
我們在聽證會前釋放那些不願出現在我們面前的
非法移民，就會有大量非法越境的人出現在我們
國家。如果我們拘留了一些等待驅逐出境或庇護
聽證會的人，這種情況就不會出現了。”
賈德接著解釋說，拜登政府“不幸地廢除了
特朗普所做的一切實際上有利於邊境安全的事情
”，結果打開了閘門。賈德斷言：“就邊境安全
而言，現在我們正處於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之中
。”
報導指出，拜登廢除了前任的多項移民政策
，其中包括修建邊境牆和讓尋求庇護者在等待案
件審理期間留在墨西哥而不是美國。這些舉措導
致未成年移民人數創紀錄地激增，這給移民設施
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賈德還稱，美國非法移民的“爆炸性增長”
完全是拜登政策造成的，拜登對美國人民並不坦

誠。
11 月 7 日，白宮高級顧問塞德里克·里士滿沒
有證實也沒有否認拜登政府將向在特朗普政府時
期與其子女分居的非法移民付款，他堅稱拜登正
在加速了解情況。
近日，拜登否認了一份關於可能向與家人分
離的人支付 45 萬美元的報告的真實性，隨後，拜
登又表示將會進行某種補償，但沒有具體說明將
以何種方式。
賈德由此批評拜登說：“金額可能有點不同
，但事實仍然是，他們正在討論向這些家庭進行
補償，拜登本可以站出來告訴美國公眾，但他沒
有這樣做。”
賈德還說，拜登政府也沒有透露有多少人被
釋放到美國，有多少人非法越境，或者有多少被
拘留的人有犯罪記錄。賈德說：“拜登政府不願
意與美國公眾接觸，美國公眾有權確切地知道發
生了什麼事情。在本屆政府真正願意與公眾接觸
之前，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們告訴我們的一切與邊
境安全有關的事。”

山火問題逐年惡化 美國加州不斷出現氣候移民

（綜合報導）美國佛蒙特州斯托，詹妮弗•卡什曼在她新
租屋的前廊上拿著她在加州天堂鎮的故居火災前後的照片。
“你可以想像一下，每次聞到煙味的時候內心都會升起恐
懼是怎樣一種感受。即使我只是在壁爐裡生火，我的兒子也會

感到害怕。”卡什曼說，“我女兒也經常受
噩夢困擾。我們全家為了應對創傷，都在接
受心理治療。”
詹妮弗•卡什曼（Jennifer Cashman）在美國
加利福尼亞州天堂鎮（Paradise）的房子被三
年前的一場山火吞噬。幾乎失去了一切的她
和她的家人搬遷了 4800 多公里，來到位於美
國 東 部 的 佛 蒙 特 州 （Vermont） 斯 托 鎮
（Stowe）開始新生活。
為了避開因氣候變化而逐年惡化的加州山火
，他們被迫變成了世界上諸多氣候移民中的
一員。
“我們的房子和生計都沒了。山火來得如此
之快，我們跑了出來，但是沒能從房子裡帶
走更多東西。”卡什曼說。
018 年，席捲天堂鎮的山火在一天之內造成
86 人死亡，近 1.9 萬幢房屋被毀。卡什曼一家
聽從朋友的建議，於 2019 年 1 月前往佛蒙特
州的小鎮斯托，並在保險金的幫助下定居在
那裡。
有記錄以來的 10 起最嚴重的加州山火中，有 8 起是在 2017
年以後發生的。人類活動帶來的全球變暖，正在讓森林變得更
加干燥和易燃。

加利福尼亞州曾經是數百萬人夢寐以求的家園，其經濟規
模可以排到全球第五，現在卻面臨著氣候移民不斷湧現的現狀
——這種問題以前只出現在受海平面升高威脅的低海拔太平洋
島嶼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干旱地帶。全球變暖使得像美國這
樣富裕的國家也出現了氣候難民。
據一個挪威非政府組織的調查統計，過去十年間，山火平
均每年讓 20 多萬人流離失所。其中近四分之三的人口在美國，
絕大多數在加州。而根據加州消防官員公佈的數據，2020 年破
紀錄的大火燒毀了超過 17000 平方公里的森林，60 萬人在或長
或短的時間內無家可歸。
另一位氣候移民傑西卡•迪斯泰法諾（Jessica Distefano）
想起那場大火時仍忍不住落淚：“我覺得自己從災區帶著孩子
逃生，我們周圍的一切都被燒毀了。”三年前她逃離了天堂鎮
，那場致命山火幾乎把整個天堂鎮從地圖上抹去。
瑪麗亞•巴爾博薩（Maria Barbosa）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
婦人。起初她離開天堂鎮的想法並不那麼明確，但當她發現好
像很多同齡或者年紀更大的朋友都選擇了搬去別處，她可能要
靠一己之力重建家園以後，她便放棄了，搬到距離天堂鎮 1600
公里的愛達荷州（Idaho）一個風險低得多的地區。
每一個加州山火的氣候移民故事都令人感到痛心。然而，
斯坦福大學的山火研究人員尼娜•柏霖（Nina Berlin）指出，
隨著地球越來越暖，陷入這樣境況的人可能會越來越多。

美國多所大學接獲炸彈威脅
3 所常春藤名校發布緊急避險通告
（綜合報導）在剛剛過去的周末，美國多所常青藤高校收到炸彈威脅，迫使
校方緊急疏散學生和教職員工，引發不小恐慌。後經調查，所謂的襲擊事件疑似
為有人故意製造的惡作劇。
美國福克斯新聞 8 日報導稱，美國耶魯大學、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
布朗大學接連收到炸彈威脅。隨後校方發布緊急避險通告，據康奈爾大學一名在
校生表示，她接到通知時正在喝咖啡，只見校門口大批人員向外撤離。此外，俄
亥俄州的三座高等學府也收到類似的炸彈威脅。
萬幸的是，這些威脅疑似為一場惡作劇，警方在排查中沒有發現任何爆炸物
，多所學校的校警也宣稱炸彈襲擊“消息不實”。相關調查還在進行當中，至少
有一個散播炸彈謠言的推特賬號被凍結。

美國最“要命”的物資也開始短缺了
（綜合報導）前陣子，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歐美國家都出現了日用品短缺的情況，引發了
不少當地居民的吐槽。而最近，美國部分網民吐槽的短缺物資就顯得比較“硬核了”，因為這
次缺的是 —— 子彈。
最近這幾天，不少美國地方媒體提到，包括威斯康星州在內多地的軍火商店內出現了彈藥
短缺，有的商店還貼出了“彈藥限購”的告示。
得知這個消息後，不少飽受供應鏈問題困擾的美國網民紛紛表示：“我們美國缺啥都正常
，咋連子彈都缺呢？”由於秋冬季節是不少美國人持槍打獵的時候，還有美國網民做了下面這
個“採訪獵物感謝”的表情包，調侃起了這個事情。

不過，儘管許多美媒都只是提到彈藥短缺對打獵季的影響，但從有
關新聞和美國網民的反應看，實際的影響恐怕並不只是“沒子彈打獵
”這麼簡單。
首先，很多美國人用的所謂“狩獵槍支”和彈藥，其實和攻擊性武
器沒太大區別，某幾款彈藥的威力甚至還更大，這也是許多反感持槍制度的美國網民歡呼的原
因之一，他們認為這個現象客觀上是變相地在“禁槍”。
但從另一種聲音裡，我們又發現了“彈藥短缺”背後一個根植於美國治安問題的“死胡同
”。
有自稱不喜歡槍的美國網民抱怨，自己恰恰是因為物資短缺才來購買彈藥的，因為按照他
們的生活經驗，這種時候爆發騷亂和搶劫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自己需要彈藥防身。等於說
，因為供應鏈有問題，間接導致有些不玩槍的美國居民也變得需要子彈了，但又恰恰因為供應
不足，自己又買不到這個自己討厭的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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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十三航天員出艙準備就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神舟十三號飛行乘組即將進行首
次太空出艙任務。在進入空間站的二十
多天中，航天員在地面支持人員的引導
下，已經進行多次出艙演練，兩套艙外
航天服已經在節點艙安裝就位，出艙使
用的設備設施檢查狀況良好，各項準備
已經完成。“航天員的狀態非常好，就
是用通俗的話說，吃得好、睡得香、住
得好，然後整個工作完成得很棒，精神
狀態非常飽滿，工作兢兢業業。”中國
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航天員系統總師助
理劉朝霞評價說。
神舟十三號航天員即將進行太空出
艙的消息已官宣，各界對翟志剛、王亞
平、葉光富的狀態十分關心。據央視報
道引述劉朝霞表示，航天員目前處於非
常良好的健康狀態，已系統地進行了心
血管超聲，運動肺功能、心臟的心電
圖、血壓等等檢查，達到防護目標。在
適應空間環境的同時，三名航天員在地
面支持團隊的配合下，迅速展開一系列
工作，包括對飛行器進行監控管理巡
視，應急撤離演練以及急救等演練。
在飲食起居方面，神十三航天員每
天晚上10點左右休息，中午有兩個小時
左右午休時間。此次神舟十三號任務，
“太空餐”品類更加豐富，並根據航天
員個人情況，對食譜進行了個性化調
整。官方媒體還公布了神舟十三號三人
組一起“幹飯”的畫面，三人聚餐時有說有笑，看
得出美味的食物讓他們很開心。

神十二乘組祝福任務成功
值得一提的，就在神舟十三號即將執行首次出
艙任務的同時，神舟十二號乘組聶海勝、劉伯明、
湯洪波三人也按計劃完成了隔離恢復階段的工作，
三人身心狀態良好，正在進行療養恢復。神舟十二
號乘組通過視頻採訪的方式向祖國和人民表示感
謝，並向正在執行任務的神舟十三號航天員乘組表
達祝福。聶海勝表示，返回地球後，三人接受了個
體化的營養保健、針對性的功能鍛煉和理療保健。
“相信有科研人員的精心保障、有全國人民的關心
關愛，我們一定能順利度過後恢復期，屆時我們將
精神百倍地和大家見面，然後把更多的體會和感悟
向全國人民報告。”聶海勝說。
“當前，神舟十三號乘組的三名戰友正在遨遊
太空，我相信他們一定能夠不辱使命，再創中國航
天的新輝煌。”劉伯明通過視頻說。湯洪波則表
示，深知飛天是航天員永恒的使命和追求，他一定
歸零心態、調整狀態、不辱使命、繼續奮鬥，早日
投入訓練，爭取再上太空，永遠做新時代中國航天
事業的奮鬥者、攀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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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5公僕崗聘港澳才 筆試增《申論》需簡體字作答

前海法院首定向港澳招法官助理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郭
若溪 深圳報
道）為落實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服務“雙區”
建設，深圳近日發布了《深圳市 2022 年服務“雙區”
建設專項招錄公務員公告》，共計劃招錄 4 類職位共
974 人。為支持愛國愛港愛澳的港澳優秀青年融入國
家、參與大灣區建設，此次招錄共有 5 個職位面向港澳
居民中的中國公民進行定向選拔 5 人，涉及大灣區金融
研究、環境規劃、前海法務等領域，部分崗位需要進行
心理素質測試。此外，今次亦是首次定向港澳招錄公務
員編制法官助理。有港青表示，今年招考崗位更具吸引

●深圳 2022 年服務“雙區”建設專項招錄公務員有 5 個職位定向港澳選拔，其中

力，要求亦有所提高，筆試科目新增的《申論》測試就 前海法院首次招錄港澳法官助理。圖為2021年深圳服務“雙區”建設專項招錄公
務員考試現場。
受訪者供圖
需要用心備考。

公告顯示，此次公務員招錄全市各級機關計
劃招錄公務員 974 名，職位共分基層一線

職位、市區機關職位、急需緊缺專業職位和定向
港澳選拔職位四大類。其中，急需緊缺專業職位
對標深圳市“以改革創新精神在加強黨的全面領
導和黨的建設方面率先示範”要求和建設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五大戰略定位”，招錄
“雙區”建設和深圳市產業發展急需緊缺的優秀
專業人才。所有職位均要求具備大學本科及以上
學歷；除特殊職位外，報考年齡最高不超過 35
周歲。報名時間截至 11 月 11 日，統一採取網上
報名的方式，考試費為 45 元人民幣/科/人。筆
試時間為2021年12月11、12日。

法官助理可參選初任法官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今年招考中的 5
個定向港澳選拔招考單位仍集中在羅湖、南山、
前海等市中心城區。但與去年相比，錄用職位更
貼合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建設需求，如深圳寶安
區發改局的大灣區金融研究職位與深圳寶安區城
管局的環境規劃管理職位。
同時，深圳羅湖區教育局的中小學教育管

理崗位、深圳南山區粵海街道辦的公共服務崗位
均增加了心理素質測評的要求。深圳市組織部相
關工作人員表示，這是招錄機關根據職位需要，
經批准，可在面試前後對報考者進行心理素質測
評，測評結果作為擇優確定擬錄用人員的重要參
考。
華潤水泥法律顧問、中山大學法律碩士、
港青羅凌鋒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從
職位的要求上能看出，深圳希望吸引更多香港本
土人才，他以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招錄從事
審判輔助工作的法官助理一職為例，該職位要求
法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且應具有一年及以上港
澳台地區法律工作經歷，或一年及以上普通法系
地區法律工作經歷，或一年及以上普通法系學歷
教育。據了解，法官助理經過一定的工作年限
後，可以和律師、學者、檢察官助理等其他法律
從業人士一起，參加初任法官的遴選，到基層法
院擔任法官。

港青：助前海吸普通法系人才
“內地是大陸法系，如內地高校畢業的應
屆港青研究生，就無法報考該職位，而香港、英

國、澳洲、美國等普通法系的留學生就可報
考。”羅凌鋒認為，前海有很多涉外法律糾紛，
該職位的設定主要還是想吸引香港本土有普通法
系的知識技能和審判經歷的人才。
據了解，今年招錄的筆試科目除公共科目測
試《行政職業能力測驗》不變外，將《思維能力
測驗》替換為《申論》
（Ⅰ類）科目。深圳市組織
部相關工作人員表示，此舉是考試內容和方式有
變化，而非增加難度，該科目需用簡體字作答。
根據筆試科目考試大綱要求，《行政職業
能力測驗》和《申論》主要測查從事公務員工作
應當具備的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質，特別是用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分析和解決
問題的能力。其中，《申論》為主觀性試題，主
要測查報考者的閱讀理解能力、綜合分析能力、
提出和解決問題能力、文字表達能力。
對此，羅凌鋒認為，《申論》的文字表達
上要熟練使用指定的文種，運用說明、陳述、議
論等方式，準確規範、簡明暢達地表述思想觀
點，這對於不太會寫簡體字的香港人來說，可能
會有一些困擾，需要在備考時，專門花精力去學
習，用往年真題做練習，以提升答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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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家中企恐遭美強制下市
金管會將查台灣投資曝險
(綜合報道）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將實
施新制，立委關切未來不符合美國審計審查標準的
270 家中企恐面臨強制下市命運。金管會主委黃天牧
今天表示，將調查台灣投資人及投信基金相關曝險額
。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3 月開始執行外國公司問
責法案（HFCAA），若赴美上市的外國公司連續 3
年未通過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管理委員會
（PCAOB ）審查，將被禁止在美國證券交易所掛牌
交易。
目前約有 270 家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民進黨
立委吳秉叡今天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質詢時關切，受
到中國國內法相關規定，中企都不符合美國審計規範
，待未來新制上路，在美掛牌的中企恐將出現強制下
市潮。
吳秉叡追問，台灣是否有類似情況，比方中國
企業來台掛牌，不讓金管會作審計查核？

黃天牧說，金管會和中國有臨時審計機制，可
進行審計作業；另針對第一上市公司（KY 公司），
從康友案以後，金管會對中國來台等第一上市公司，
都有強化監理措施。
吳秉叡關切，對已在美國買到中概股企業的投
資人和基金而言，未來相關企業若被勒令下市，短期
損失可能相當巨大，若 270 家中概股企業自美國下市
，金管會應了解台灣有多少投資美股的投資人和基金
將受影響。
黃天牧說，台灣有開放券商複委託業務，不少
投資人投資美股、港股，後續會調查券商是否有相關
下單數據，也會同步了解國內投信基金曝險情況。
吳秉叡指出，美國新制對市場是短空長多，長
期對健全、整頓美國證券交易市場及公信力有幫助，
不過要提醒金管會應公布台灣有多少投資部位持有
270 家中概股，讓投資人及早知道面對美國新規定將
承擔的相關風險。黃天牧對此允諾辦理。

強化攬才力道 國發會拚2030年
國際人才來台衝10萬人
(綜合報道）國發會持續強化攬才力道，除了透過修法增加
誘因，也推動跨部會小組；國發會副主委施克和今天也宣布，希
望 2022 年特定專業人才及就業金卡規模可達 1 萬人，2030 年國際
專業人才來台規模達 10 萬人。
國發會研擬推動的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於 107
年 2 月 8 日上路，而後為了擴大攬才誘因，國發會偕同相關部會
研擬修正案，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工作及居留規定，並優化租稅及
社會保障等相關權益，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後，已於今

台北市政府敬老儲值金啟動
台北市政府 8 日舉辦敬老儲值金啟動記者會
日舉辦敬老儲值金啟動記者會，
，副市長黃珊珊
副市長黃珊珊、
、北市敬老卡大使陳淑
芳、市長柯文哲
市長柯文哲、
、社會局長周榆修
社會局長周榆修、
、悠遊卡公司總經理邱昱凱一起主持啟動儀式
悠遊卡公司總經理邱昱凱一起主持啟動儀式。
。

年 10 月 25 日正式施
行。
國發會今天舉行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法宣導
說明會，施克和致詞時表示，截至今年 10 月底，已經有 3319 名
就業金卡持卡人，期許 2022 年就業金卡加上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數量能夠達到 1 萬人的規模。
施克和接著說，放眼 2030 年，希望延攬來台的國際專業人
才，包含高級專業人才、特定專業人才以及一般專業人才，規模
可達 10 萬人，約還有 6 萬人的努力空間。
要達到上述政策目標，政府規範必須鬆綁且更有彈性，施

克和表示，國發會主委龔明鑫上任後，針對攬才措施已有兩大作
法，一是修法，二是推動跨部會組成強化海外人才、深耕台灣的
專案，此專案設有 3 個跨部會小組，針對外國專業人士在台灣的
生活安排，包含就學、就業媒合、產業連結，以及加快行政流程
，這些都是專案努力的項目。
施克和直言，台灣面臨快速變動的國際經濟情勢，包含供
應鏈重組、氣候變遷等，凸顯人才的重要性，這也是讓台灣能在
國際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的關鍵，因此政府將持續努力，希望人才
聚集台灣，提升台灣競爭力。

米其林將到台南評鑑 南市府邀餐飲業座談準備

(綜合報道）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今天在安平福爾摩沙遊艇酒店舉辦 「米其林美食交流座談
會」，聽取在地餐飲業者的想法與建議，並為國際級餐飲指標米其林指南明年到台南進行評鑑作
準備。
台南市長黃偉哲在座談會中表示，台南是台灣的 「美食之都」，各地饕客無不爭相來訪，今
天出席的業者都是佼佼者，每家店其實平常生意就很好，但是還是需要認證，如果能得到全世界
都公認的米其林認證，可以更上一層樓。

黃偉哲說，米其林指南明年將到台南進行評鑑，市府今天還聘請講師與業者分享米其林的遊
戲規則，就像考試有秘笈寶典一樣，告訴大家如何配合規則，維持既有風味特色，又能符合米其
林的評鑑標準，未來市府也會積極輔導台南餐飲店家獲得國際認證，促進台南美食優雅質變。
黃偉哲表示，台南美食獲各界高度讚賞，市府將持續與業者合作，除了一系列餐飲業者交
流會，也預計於 12 月 3 日舉辦 「2021 台南國際美食論壇」，為明年米其林評鑑做充足準備，希望
帶動新一波台南旅遊熱潮。

休城工商
星期二

2021年11月9日

Tuesday, November 9, 2021

A8

休士頓最具黃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
百樂公寓」」
全新裝潢 現正限量特惠中 歡迎把握時機

(本報記者秦鴻鈞 ）提起全美 「中
國城」 的歷史，休士頓西南區中國城的
發展，可說是奇蹟中的奇蹟，在短短的
三、四十年內，休市西南區的快速發展
令人嘖舌，而位於休士頓中國城最具黃
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 ，更是此
黃金地點中最耀眼的一顆明珠，佔盡地

利的優勢。 「百樂公寓」 位於中國城生
意最紅火的商場- 「敦煌商場」 旁，並
且距離數百家亞洲獨特的餐館和商店僅
幾步之遙。百樂公寓內的住戶可輕鬆直
達鄰近的高速公路，包括：Sam Houston 八號公路和 69 州際公路，和 Westpark Pkwy 付費高速公路。使您可以在

最短的時間內輕鬆往來大休士地區，休
士頓市中心，IAH 喬治布什洲際機場，
和世界頂尖的醫療中心。
「百樂公寓」 是一個提供舒適和便
利生活的公寓社區。他們有一臥室、兩
臥室和三臥室三種戶型。這些戶型並配
備了電灶，冰箱和洗碗機。由他們努力
工作且專業的管理和維護人員，以確保
公寓居民擁有舒適和享受的生活。
在 「百樂公寓」 居住，可說是休市
的 「天之驕子」 ！因為該公寓匯聚了敦
煌、王朝、黃金廣場的豐富機能，得天
獨厚享有衣食住行育樂的便利，與各大
超級市場：H Mart 、大中華、百佳、
惠康等超市及各美食餐廳、排隊名店、
醫療院所、金融機構如華美銀行、
Chase Bank、 恆豐銀行、美南銀行、
富國銀行 Wells Fargo、國泰銀行...都

在輕鬆步行可達的距離內，真實生活享
有出繁華、入寧靜的優越！
「百樂公寓」 因位於敦煌廣場隔壁
，更是幾分鐘步行可至中國城各個超市
及餐廳。在此居住，真可謂 「天之驕子

」 ！ 「百樂公寓」 全新裝潢，現正舉辦
限量優惠中，歡迎電話洽詢詳情。 「百
樂 公 寓 」 地 址 ：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713-272-8100

(美南人語
美南人語))被道德公審的鋼琴王子 楊楚楓
10 月下旬，中國 「鋼琴王子」 李雲
迪被爆出在首都北京，涉嫌嫖娼被拘留，
此宗爆炸性新聞，頓時成了整個華人社會
的最熱門話題，衞道之士對他自然是口誅
筆伐，中國官媒也不甘後人，亦加入戰圈
，甚至揚言 「才藝不是護身符」 、 「黑白
琴鍵不容黃色存在」 等 等。一夜之間，
「鋼琴王子」 被全國來個道德公審，更因
被標籤為 「劣跡藝人」 而遭到封殺，鋼琴
機關的會籍和資格亦被取消，甚至他精彩
演奏的作品和 CD，在網上及商店等，也
被強行下架、一律成空。
這種種對他進行 「絕殺」 的社會現像
，我經己第一時間，寫成報導新聞，刊登
於 11 月 2 號週二的 B 版第 8 頁內，以
（北望神州）為欄目，寫下 「李雲迪自毁
前程」 的簡介，諸君可以走上美南的電子
版面及網站上，一觀究竟。
在近乎 「千夫所指」 李雲迪嫖娼的一
刻，我在通過
冷靜分析考慮之後，得出不同的看法
，願與各方人仕研討。首先，嫖娼當然不
是一件光采的事，但也絕不是什麼十惡不
赦，它不同於強姦、誘姦、迷姦之類違反
對方意願、傷害性行為的罪行，而只是兩
個成年人之間的自願作性交易而矣。李雲
迪才剛剛達到 40 歲門檻，正是精力充沛
，更是 「小生尚未取妻」 ，心中有性慾望

、腦中有性需要，此乃身體正常現像，因
此外出找上花樣年華的女子作性交易，
「閒過立秋」 。放眼今天世界、尤其是西
方社會上，設有 「紅燈區」 、那就是一塊
讓男女兩性作性交易的塲所，是娼妓合法
化的地方。當然當事人如有太太或女朋友
，她們當然會有理由怪責自己的伴侶是花
心友、負心漢，但旁人非親非故，你可以
不屑他的所為，但毋須太過咬牙切齒，苦
大仇深，甚至置對方（聲名和人生）於死
地而後快。我坦誠地指出：凢事你情我願
，不去白睡明星，不去迷姦粉絲，不去潛
規則引誘女學生，而是自掏腰包，在市場
上作公平性交易，總算是一位守法市民
，.能夠守着一定的商業模式、道德底線
。
其實，中國古代有很多騷人墨客都曾
嫖娼，甚至成了詩壇佳話， 這使我想起
了唐代一大詩人杜牧，原來他是青樓常客
。杜牧的《七絕‧遣懷》： 「落魄江湖載
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青樓薄幸名。」 ──可見他是周遊
秦准河畔，經常成為 「紅牌亞姑」 的 「入
幕之賓」 。然而他又 「貪新忘舊」 地轉換
伴侶，經常 「搖曳殘聲過別枝」 ，所以便
「贏得青樓薄幸名。」 好一首心懷坦率的
自供詩詞。
杜牧尚有另外幾首七絕詩，都是燴灸

人口，千古絕唱例如： 「千里鶯啼綠映紅
，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
少樓台烟雨中。」 又有〈江南春〉； 「烟
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
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泊秦淮
〉；這首更是冠中之冠 「折戟沉沙鐵未銷
，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
雀春深鎖二喬。」
我的看法是：遠在
千年之前的唐朝年代，女性沒有太多工作
可做，她們之中為了生存而出賣肉體，是
可以理解，而她們的存在，就出現了社會
上供與求的關係。我們不應睥視她們。再
來看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女性職場多得很
，只要肯幹活，哪怕掃街洗廁所，亦是靠
雙手賺錢，受人尊敬：不過仍有女性去當
娼妓，只能說她是好逸惡勞！但是也不必
對她們 大興 「問罪之師」 ，因為人各有
志，旁人不需理會太多，不必太過執著在
意就是
那天手機彈出消息：李某廸涉嫌嫖妓
在北京被拘。李某廸三個字，讓我馬上想
到莫非是……中國 「鋼琴王子」 李雲迪？
此際大家都知道此君是誰了！中國大
陸罵他真是 「不作不死」 ──大好前途毁
於一旦。不過聽一下大陸對岸的台灣，就
有不少網民出來主持公道地說：中國 「鋼
琴王子」 李雲迪尚未結婚，他又沒有去傷
害他人，大陸社會何必小題大做？無端白

事毀了他今後的大好前途！
是的，放在其他社會，嫖妓屬小兒科
；但今天的中國，似乎樣樣均執正來做。
好像之前政府決意整頓娛樂圈，便向失德
藝人說不！如今李雲迪犯了 「嫖賭飲蕩吹
」 中之一的罪，用句政治術語來說，拉他
出本公審，叫做 「頂風作案」 ，怪誰？只
好怪李雲迪今年 「時運不濟」 、命途多舛
」 好了。
但當然有人會說這是封建年代的陳年
舊事，但其實即使到了民國，仍然有不少
偉人留下青樓傳奇。最出名的，莫如是率
領護國軍討伐袁世凱復辟稱帝的雲南大將
軍蔡鍔，護國運動當然轟轟烈烈，但蔡鍔
也留下與名妓小鳳仙的一段青樓傳奇；另
外，今年是中共創黨百年，首任書記陳獨
秀的故事過去幾個月大家自然聽過不少，
但大家又是否知道，他在北大任教期間，
也一樣留下嫖娼的逸事呢？
我不是鼓勵大家嫖娼，只是不想大家
因為別人嫖娼，就用道德公審，把一個人
的品格、貢獻、成就，以至是人生，一併
毀掉。大家當然可以反對嫖娼，但又能否
把蔡鍔、陳獨秀等偉人的歷史角色和貢獻
，統統下架
娶娼為良亦佳話
1/1 李雲迪涉在北京嫖娼被拘。資料
圖片

李雲迪嫖娼，身敗名裂。但網絡流出照片
，李雲迪付錢光顧的對象，樣貌身材質素
甚佳，而且已經嫖熟，互相信任，定期電
子支付，每次一萬元。
既是如此，在公關危機角度，拆局只
有一個：就是李雲迪宣布，這不是娼妓，
而是未婚妻，並即宣布迎娶。
清末民初不但名士多嫖妓，胡適魯迅
、徐志摩郁達夫，皆好此道，辜鴻銘曾放
言 「名士豈能不嫖娼不納妾」 。
蔡元培成立 「進德會」 ，提倡 「健康
娛樂」 ，辜鴻銘拒絕簽字，其日本小妾吉
田貞子，即贖娶自青樓。
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金石書畫詩詞
歌賦無一不精，生性風流，年少時便隨兄
長袁克定狎妓，成年後更是常常流連於風
月場。曾納風月女子薛麗清為妾，生下一
子，即後來的華裔物理學家袁家騮。
不久薛麗清就嫌棄袁克文生活太過沉
悶，離開袁家，竟重返風月場。
英雄莫問出處，定期光顧，證明有一
點感情。一口咬定是情人，風光大娶，若
在香港，然後還可反控誹謗，收錢收到手
軟。良家婦女將來未必不會騙光李雲迪的
身家跟別人走佬。
此娼若在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