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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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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各航空公司和機場正在
應對感恩節期間旅客的激增，希
望數百萬美國人乘飛機或開車出
行時沒有極端天氣。

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TSA）
表示，上週五（11月19日）是自
2020年3月COVID-19 大流行開
始以來最繁忙的航空旅行日，當
天有224萬旅客。

TSA預計，在繁忙的感恩節
旅行期間將有約2,000萬名旅客乘
飛機出行，而2019年同期有近2,
600萬。

隨著疫苗接種率的上升，許
多美國人開始旅行度假。

各航空公司正在增加人員配
備，並為在繁忙節日期間工作的
員工提供獎金和其他激勵措施。

達美航空公司表示，預計從
上週五到11月30日期間，將有多
達560萬名乘客，比2020年同期
的220萬名達美航空乘客增長近
300%，但仍低於2019年同期的
630萬。

聯合航空公司預計，感恩節
期間將有450多萬名乘客，約佔
2019年客運量的88%。

最近幾週由於天氣原因，一
些航空公司在幾天內每天有數百
次航班被取消。

美聯航表示，將在感恩節那
一周增加約700個國內航班，在
11月的國內乘客人數將達到其在
2019年國內航班的87%。

美國汽車協會（ AAA） 預測
，感恩節假期將有5,340萬人出行
，比2020年增長13%，其中大多
數人開車出行，預計約有4,830萬
人，高於去年的4,710萬，但仍低
於2019年的4,990萬。

開車旅行的人將面臨高汽油
價的問題，油價現在徘徊在2014
年以來的最高點附近。

感恩節美國各航空公司乘客激增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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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year-old Darrell Brooks
allegedly drove an SUV into a

crowd at the Waukesha holiday
parade killing five people and

injuring 40 others. This man has
a history of violence and was out
on bail after an incident earlier in
November.

Brooks has a long criminal
history with 16 criminal charges
since 1999. In 2020 he was
charged with three felony gun
counts. He appeared to be an
aspiring rapper and was singing
to rap music inside his SUV.

Police say they are confident
Brooks acted alone and it was
not a case of domestic terrorism.

At Sunday’s parade in
Waukesha, Wisconsin, tragedy
brought the Milwaukee Dancing
Grannies into the sad spotlight
because members of the group

were among the five people killed.

Today we really think our society
is very sick. Many people are
jobless and they are doing a lot
of unbelievable crimes.

We need to come back to our
education system and get more
young people to go back to
school. When the economy is so
bad, how can these people
survive?

The tragedy in Waukesha is not
just a single, isolated incident.
This is a national issue.

To all the politicians and people
govern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you feel shameful?

1111//2323//20212021

Waukesha Holiday ParadeWaukesha Holiday Parade
Became A TragedyBecame A Tragedy

三十九歲曾有多次犯案記錄之
布魯克，週日駕駛一輛小型旅遊車
，加足馬力衝向正在舉辦年度感恩
節社區遊行的隊伍，造成五人死
亡，數十人受傷之惨劇，让這個
平靜的社區瓦卡薩顿然處於憂雲慘
霧之中。

當地檢察官立即對這名暴徒起
訴，控告他五項謀殺罪，這名罪
大惡極的非裔嫌犯是在當地時間下
午四點三十九分駕車衝撞護欄加速
向人群駛去，當時正在參加遊行
的市民一片驚慌失措，其中被撞
死的多半是參加每年活動的年長者
，她們每年都载歌載舞之艳麗服
装出現在遊行隊伍之中。

這項慘劇立即引起全國人民之
譁然，我們的社會真的生病了。

據警方調查， 這名非裔暴徒
，曾經在本月初因衝擊名婦女而被
捕，但是他仅以一千元保释金得
釋放，他在過去二十年間曾經有
十六次的犯罪記錄。

我們要非常遺憾地指出， 美
國之司法制度造成了許多罪犯逍遥
法外，許多監獄人滿為患，早些
釋放罪人，加上大小槍支汜濫。

最基本之問題，還是在於國民
教育之失敗，年青人遊手好閒，
经濟不振，失業者因而挺而走險
，為非作歹。

我們對於傷亡者表示由衷之哀
傷，這些悲劇不断上演，執政諸
公你們能不羞愧嗎？

感恩遊行之慘劇感恩遊行之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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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華早報》報導，一份上周刊登在大
陸期刊《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的研究指出，近
期支持台灣的態勢顯示，日本及美國已經討論過
，甚至擬定計畫，嚇阻北京使用武力奪台。

這篇論文指出，日本不只透過官方及個人層
級釋放訊號，同時也試圖透過日美聯盟或在現有
法律架構下單獨行動，採取實際行動應對。

雖然日本憲法已經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日
本國民可能也不願意捲入台海衝突，不過研究指
出，2015年通過的日本安保法至少在3種情境下
仍授權日本自衛隊參與，包括向美國提供後勤支
援、引用集體防衛條款加入美軍防衛台灣，以及
美軍駐日基地遭受攻擊等3種情境。

報導指出，北京視台灣為不可分割的領土，
而且從未放棄使用武力進行統一，不過日本將會
視此舉為對國家安全及地緣政治秩序的重大威脅
。

撰文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吳
懷中指出，近年來日本政府已經強化立場，短期
及中期內難以想像日本會不計代價主動參與一場

無法控制的災難戰爭，他說日本比較有可能會考
慮為盟友提供後勤支援，而不是直接參與戰鬥，
不過文章指出，問題不在於日本 「是否會」 介入
，而是在於 「如何」 介入。

日本近年來與美國海軍進行一系列海上軍演
，同時大陸研究人員也警告，日本可能試圖利用
聯合國維和任務成為強權。

一篇由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系教授張利華及研
究人員胡芳欣撰文、刊登在清華大學世界和平論
壇官網的論文指出，中國必須留意日本利用這些
機會規避和平憲法的企圖。

日本直到1992年才開始派遣武裝部隊赴海
外執行聯合國任務，自此關於武器、維和行動的
限制才逐漸鬆綁。

文章指出，這些行動提升了日本民眾對海外
任務的支持，提升日本展現軍事力量的能力，以
及加強日本的外交自主。

此外，文章也指，安保法也賦予日本自衛隊
參與 「共同防衛」 任務的權利，顯著擴大日本自
衛隊的任務範圍。

陸研究：北京若對台動武 日本可能軍事介入

「半島電視台」 （Al Jazeera）23日報導，
雖然各方針對恢復《聯合全面行動計畫》
（JCPOA，即伊朗核協議）的談判即將展開，但
以色列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強調，該
國不受此協議約束，並重申擁有 「對主要敵人採
取行動的權力」 。

根據報導，雖然針對伊朗核協議的談判將於
29日展開，但以色列的看法與美國前總統川普相
同，認為該協議不足以阻止伊朗發展核子武器。
因此班奈特在視訊會議中強調，以色列並非該協
議的簽署國，即使各方恢復遵守相關規定，該國
也沒有義務跟隨；並重申擁有採取行動的自主權
，即使這將導致與 「最友好朋友們的爭執」 。

班奈特還表示，以色列已被伊朗和其支持的
民兵所包圍，面臨可能自四面八方來襲的火箭、

飛彈和無人機攻擊。由於無人機會對航運和當地
產油等關鍵能源設施造成威脅，同樣讓波斯灣國
家感到憂心，以色列空軍司令諾金（Amikam
Norkin）少將建議，應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
林等阿拉伯夥伴溝通，在情報、探測與攔截等層
面進行合作，以因應伊朗威脅。

「英國廣播公司」 （BBC）指出，以色列近
期多次舉辦大型軍事演習，且該國政府已撥款15
億美元，用於準備對伊朗核子設施的潛在軍事行
動；前以色列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目前擔任
「耶路撒冷戰略與安全研究所」 （Jerusalem In-
stitute for Strategy and Security）資深研究員的
亞米德羅爾（Yaakov Amidror）指出，由於伊朗
並無放棄研發核武的跡象，以色列將無法忍受這
種情況， 「我認為沒有除了轟炸之外的辦法」 。

以色列準備攻擊伊朗 嗆 「有核協議也沒用」 美國媒體引述知情人士報導，拜登政府最
快23日就會宣布，將從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
中釋出石油，印度、日本、韓國等亞洲主要石
油消費國也將一同釋出石油儲備，以期抑制不
斷飆漲的國際能源價格。

知情人士透露，美國考慮釋出逾3500萬
桶戰備儲油，唯目前情況仍未定，計畫可能生
變。白宮已表示，尚未就釋出石油儲備做出決
定，美國一直與其他國家保持聯繫，正考慮一
系列緩和油價的措施。印度官員也指尚未決定
釋出石油儲備的時間和數量，將與中、日等主
要石油消費國協調。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前曾表示，會考慮與
美國等國家協調釋出石油儲備，中方也稱會這
樣做。一旦落實，這將是石油輸出國組織及盟
國（OPEC+）拒絕美國呼籲增產後，主要石油

消費國史無前例的應對措施，有可能促使
OPEC+重新評估增產方案。

拜登政府這項計畫若能成功，可在進入假
期旅遊旺季之際控制油價，對抗通貨膨脹憂慮
。由於汽油和其他消費品價格高漲，拜登陷入
民調支持度低迷的窘境，其所屬的民主黨明年
期中選舉選情也因此烏雲罩頂。過去美國總統
曾3次授權釋出戰備儲油，最近一次是2011年
OPEC成員國利比亞爆發內戰期間。

美國領導這項 「聯合行動」 ，正升高與沙
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領頭的OPEC+正面對抗
可能性。有報導指如此一來，OPEC+將重新評
估其調高石油供應計畫，該組織預定12月2日
開會討論產量問題，有可能減少每月增產規模
。

抑制油價 美聯合消費大國釋出戰備儲油

北京冬季奧運會明年2月登場，美國正醞釀外交抵制，有媒
體報導指英國正與 「五眼聯盟」 其他國家討論是否跟進，不過英
國首相強森22日明確表態，不支持抵制體育賽事。德國外交部
發言人則稱，是否抵制北京冬奧將交由下屆政府決定。

美國總統拜登18日證實，
美方正在考慮外交抵制北京
冬奧。日本外相林芳正21日
接受富士電視台節目訪問時
，就拜登正考慮外交抵制北

京冬奧一事做出回應，稱 「將根據日本的情況與立場採取行動」
。英國媒體報導指，強森政府正與 「五眼聯盟」 其他成員國 「積
極討論」 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奧，選項包括 「五眼聯盟」 所有成
員國發表聯合聲明，但英國、澳洲、加拿大較有可能聯合行動。

不過強森首相的發言人22日稱，目前還沒有決定誰將代表
英國政府出席北京冬奧，但強森不支持抵制體育賽事的想法，而
英國將繼續就人權迫害情事發聲，包括對中國。

德國社會民主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目前正在就組建新政府
進行談判，預計將於12月接替代理總理梅克爾的保守派政府。
發言人表示，梅克爾政府不會就是否抵制北京冬奧會做出決定。

有學者認為抵制北京冬奧無法改善中國人權狀況，反而可能
對奧運本身造成消極影響。而 「外交抵制」 可能只是一種宣示，
有沒有這種宣示，對本來就會發生的事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英相強森表態不支持抵制體育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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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氣候變化致鳥類體型變小
翅膀變長以助降溫

綜合報導 數據顯示，10月，亞馬孫

雨林被砍伐的樹木面積達到新高。最新研

究也發現，即使是在亞馬孫最原始、人類

尚未涉足的地區，受氣候變化影響，雨林

的鳥類體型越來越小，翅膀越來越長。

日前，根據巴西國家太空研究院公布

的數據顯示，亞馬孫雨林10月被砍伐的樹

木達877平方公裏，相當于裏約熱內盧面

積的一半以上。這比2020年同期增加5%

，也是該機構自2016年開始記錄伐木情況

以來的新高。

報道稱，2020年，亞馬孫的森林砍伐

率激增，主要是采礦和農業活動所致。

2021年的伐木情況，可能更糟。

《科學進展》(Science Advances)刊登

的一份研究指出，即使是亞馬孫最原始的

地區，也受氣候變化影響。

過去40年，亞馬孫雨林更熱、更幹燥

的環境對鳥類的飲食與生理造成影響，使

它們的體型越來越小，翅膀越來越長。

該報告主要作者、整體生態研究中心

生態學家吉裏內奇說：“對我來說，最大

的關鍵是這發生在世界最大的雨林中心，

遠離人類例如森

林砍伐的直接幹

擾……這是值得

深思的。”

過去40年，

吉裏內奇等人分

析了所捕獲、稱

重 和 標 記 的

15000 多只鳥類

的數據，結果發

現，自20世紀80

年代以來，幾乎

所有鳥類的體重

都減輕了。

多數鳥類的體重每10年平均減輕2%

，即80年代體重30克的鳥類，如今體重平

均爲27.6克。

報道指出，這些數據並不是從特定地

點收集到的，而是從廣泛區域的雨林中收

集的，這意味著此種現象普遍存在。

研究團隊假設，這是鳥類對環境如水

果和昆蟲的減少，以及熱壓力所做出的調

適。

吉裏內奇說，“體型較小在氣候變暖

的情況下有好處，可以幫助它們更好地降

溫，但更長的翅膀就較難解釋，所以我們

提出翼載荷(wing loading)的假設。”

研究員指出，更長的翅膀和較小的體

型與翅膀比例，可讓鳥類耗費較少能量達

到更高效的飛行。

研究員相信，類似調適不僅發生在鳥

類身上，世界各地的其他物種也可能面對

同樣壓力。

意大利日增新冠確診病例過萬
將評估改進防疫政策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0172例，死亡病例

72例。截至17日18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達4883242例，死亡病例達

132965例，治愈病例達4623192例。

繼博爾紮諾、利古裏亞、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亞大區之後，坎帕尼亞

大區主席代•盧卡(Campania Vincenzo De Luca)贊成只針對不接種疫苗

者實施封鎖。代•盧卡認爲，這將是最低的限度，那些沒有接種疫苗的

人，沒有與疫苗接種者表現出相同的責任感。

坎帕尼亞大區已于17日對所有人開放第三劑疫苗接種，代•盧卡指

出，“我們決定不等到12月份了，現在所有在六個月之前完成疫苗接種

周期的人都可以接種第三劑。我們要跑到感染暴發之前，提前一個月開

始第三劑接種，可能意味著挽救大區經濟、人們的生活和工作。”

盡管意大利各地疫情曲線強勢反彈，不過各地方政府均表示不應再

次實施“大封鎖”，以免對經濟再次造成重擊。目前，政府正在評估考

慮對未接種疫苗人群進行出行限制，相關政策或將結合疫情風險顔色等

級措施，僅在“橙區”和“紅區”地區實施限制。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Roberto Speranza)表示，每多一名疫苗接種者

，就增多一個護盾。即使是剛剛接種了第一劑疫苗，也是在幫助整個國家。

此外，世界衛生組織執委會成員、意大利衛生部顧問裏查爾迪(Wal-

ter Ricciardi)還表示，應收緊“綠色通行證”的發放。他指出，由于快速

病毒測試結果錯誤率較高，因此，通過病毒檢測方式獲得“綠通”已不

適用于現階段疫情。

報道指出，隨著感染人數增加和第一批地區變成黃色，可能會促使

意大利政府出台新法令或聖誕節防疫法令。

俄羅斯獲環印度洋聯盟對話夥伴國地位
將加強與該地區聯系

綜合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紮哈羅娃在談到俄羅斯在環印度洋

聯盟第二十一屆部長理事會會議期間獲得對話夥伴國地位時表示，俄羅

斯作爲環印聯盟的對話夥伴國，將努力加強與該地區的聯系。

2021年 11月 17日，環印度洋聯盟第二十一屆部長理事會會議以

“線上+線下”方式在孟加拉國首都達卡舉行。環印聯盟輪值主席國孟

加拉國和阿聯酋、印度、澳大利亞、南非、法國等23個成員國及中國、

美國、日本、韓國等9個對話夥伴國參加。

紮哈羅娃稱，俄羅斯被接納爲環印聯盟對話夥伴國，證明俄羅斯在

基于國際法准則和原則加強平等的多邊合作方面的建設性作用得到了廣

泛認可，反映了對俄羅斯爲確保印度洋地區可持續發展進程做出的重大

貢獻的高度評價。

紮哈羅娃指出，俄羅斯非常重視該地區。俄羅斯一貫支持聯合國大

會第2832(1971)號決議，該決議宣布印度洋爲和平區。鑒于經過該區域

的海上航線密布，其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難以估量。

紮哈羅娃指出，作爲環印聯盟對話夥伴國，俄羅斯將致力于加強與

該區域的互聯互通。在海事安全和打擊海盜、貿易投資、緊急反應、旅

遊和人文聯系、教育和科技等領域，俄羅斯的優先方向與該聯盟的目標

和宗旨是一致的。

紮哈羅娃同時表示，當前關鍵領域之一是防止新冠病毒和其他傳染

病的大流行，加強疫苗合作。俄方願意分享自己的實踐經驗，並擴大人

道主義援助計劃。

1997年3月5日至7日，環印度洋地區14國外長聚會毛裏求斯首都

路易港，通過《聯盟章程》和《行動計劃》，宣告環印度洋地區合作聯

盟正式成立。2013年11月1日，環印度洋地區合作聯盟第13屆部長理事

會會議決定將該組織更名爲環印度洋聯盟(簡稱“環印聯盟”)。

聯合國糧農組織：阿富汗亟須農業援助
綜合報導 聯合國糧食及農

業組織發布消息稱，阿富汗目

前至少有1880萬人面臨重度糧

食不安全問題，即每天食不果

腹。國際社會應向阿富汗國內

農業生產提供更大規模、更直

接的支持。

糧農組織指出，農業是阿

富汗人民生計的支柱，在阿富

汗經濟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

用。大約70%的阿富汗人生活

在農村地區，農業至少占阿富

汗國內生產總值的25%。在所

有生計中，估計有80%直接或

間接依賴於農業。該組織警告

稱，阿富汗遭受大面積幹旱、

農村生計崩潰、經濟動蕩，預

計到2021年底，至少2280萬阿

富汗人將面臨重度糧食不安全

問題。

糧農組織駐阿富汗代表理

查 德 · 特 倫 查 德 (Richard

Trenchard)表示，他在赫拉特省

旱災地區看到「災難性」狀況

：農民今年幾乎顆粒無收，許

多人被迫賣掉牲畜，身無分文

且背負龐大債務。糧農組織稱

，拉尼娜現象可能會導致阿富

汗在2022年持續幹旱。除非國

際社會立即提供大規模支持，

否則這種狀況完全有可能造成

非常嚴重的饑荒。

糧農組織正向當地農牧民

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以

防止該國發生大面積生計崩

潰。援助措施包括在阿富汗

34 個省中的 31 個省分發小麥

種植包，提供技術培訓，支

持農民開展小麥種植。糧農

組織正不斷加大對阿富汗農

民的人道主義支持力度，將

130萬人納入援助範圍，確保

他們在未來幾周至幾個月內

得以維持生計。

盡管人道主義援助渠道已

順利開通，但物資價格卻在飆

升，援助速度趕不上日益迫切

的需求。目前糧農組織亟須籌

集1.15億美元，以便在今冬明

春為500萬阿富汗人提供幫助

。這筆援助的五分之一將直接

支持阿富汗婦女。2022年還需

要再籌措8500萬美元，開展人

道主義救援工作，防止阿富汗

人民生計崩潰，造成大量人員

背井離鄉。

糧農組織總幹事屈冬玉說

，必須幫助阿富汗擺脫饑餓。

數千萬阿富汗國民正在災難邊

緣徘徊，現在亟須對阿富汗的

農業和畜牧業生產提供緊急援

助，把阿富汗拉回糧食安全的

正軌，這也有助於捐助方節省

總體投入。

烏克蘭尋求新武器美議員鼓吹對俄製裁
普京放狠話

綜合報導 近來，俄羅斯和烏克蘭

之間的緊張關系不斷升級。烏克蘭方

面稱，該國正在尋求其西方盟友的額

外軍事援助。美國參議員也被曝建議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情況下對其

實施制裁。

在此背景下，俄羅斯總統普京指責

西方陣營通過進行黑海演習和派遣戰略

轟炸機來助長烏克蘭衝突。普京還表示

，北約最近在黑海進行的演習超出了

“所有限制”，並認爲西方對俄羅斯的

警告不夠重視。

烏克蘭尋求西方盟友軍事支持
美國參議員被曝建議對俄實施制裁
近日，烏克蘭方面宣布，烏克蘭正

在尋求其西方盟友的額外軍事援助。烏

克蘭外交部長德米特羅· 庫列巴說，他的

國家正在尋求政治支持和協議，以“爲

我們的軍隊提供更多防禦性武器”。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前表示，俄

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集結了大約10萬名士

兵。

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也表

達了對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附近的軍事

行動和反衛星武器試驗的擔憂，並表示

華盛頓不確定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意圖。

此外，美國新聞網站Axios還報道稱

，美國國會審議的國防預算修正案內容

顯示，美國參議院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

會主席羅伯特•梅嫩德斯建議，在俄羅

斯“入侵烏克蘭”的情況下對其實施制

裁。

報道稱，修正案要求美國總統對俄

羅斯的主要軍事和情報官員實施制裁和

禁止入境，並建議擴大對烏克蘭的軍事

援助。修正案還建議對俄羅斯的銀行和

國家機構實施制裁，並對參與“北溪-2

”號管道項目的任何公司或個人實施制

裁。

普京稱西方輕視俄羅斯警告
批其在黑海演習超出“所有限制”
據卡塔爾半島電視台中文網報道，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對外交政策官

員發表講話時表示，北約戰略轟炸機的

一些行動超出了所有允許的限度。

普京補充說，西方“非常輕視”俄

羅斯關于越過“紅線”的警告，並指責

西方陣營通過進行黑海演習和派遣戰略

轟炸機來助長烏克蘭衝突。他說，“我

們的西方夥伴正在通過向基輔提供現代

致命武器和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來使局

勢升級。”

據俄羅斯衛星網，普京此前還將所

謂的俄羅斯准備入侵烏克蘭的說法稱爲

危言聳聽。他說，莫斯科也永遠不會同

意自己是烏克蘭衝突的一方。

俄羅斯外交部同時否認了一些西方

媒體關于俄軍向烏克蘭邊境集結的報道

。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說，俄羅斯

是在本國境內酌情調動軍隊。這不威脅

任何人，也不應令任何人擔心。俄方還

表示，有關“俄羅斯侵略”的說法被用

作借口，以將更多北約軍事裝備部署到

俄羅斯邊境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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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會山莊報》報導，針對美國總統拜
登是否會角逐2024年總統大選任，美國白宮發
言人莎琪（Jen Psaki）22日鬆口表示，拜登有
意爭取2024年連任。由於拜登已高齡79歲，
加上近日支持度下滑，民主黨黨內一直糾結在
拜登是否角逐連任，試圖掌握確切消息以提前
部署2024年選戰。

莎琪向記者表示 「他有這個意圖」 ，並證
實先前報導曾說的，拜登一直跟幕僚表示自己
2024年會再度出馬競選。《華盛頓郵報》日前
披露，拜登與其最親密的顧問近日一直向政治
盟友保證，自己絕對會參選2024年總統大選。

儘管距離2024年還有2年多一點的時間；
但《國會山莊報》指出自2021年1月就任以來
，與拜登親密的人士就持續表示，拜登會競選
連任。事實上，日前 「Politico」 曾撰文分析，
如果拜登拒絕競選第二任，民主黨有哪些人馬

可能會浮出競選。
儘管如此，拜登已高齡79歲，加上自州長

選舉以來的國內趨勢，都指向其人氣已下滑，
不免讓人懷疑他是否會再度競選。如果拜登順
利連任，他將以82歲高齡展開第二任任期；此
前他已因身為美國最年長的總統，飽受健康是
否勝任的批評，假設真的參選，這點必然被共
和黨抓住猛打。

此外，當前民眾對美國經濟狀況不滿，特
別是物價飛快的上漲，讓拜登的民調數字 「穩
定」 下滑。

《國會山莊報》披露，在2020年的民主黨
初選中，拜登視自己為黨內的 「過渡總統」 ，
孰料卻一舉打敗川普。隨著川普有意在2024年
再度披掛參選，也激起拜登鬥志，試圖角逐連
任。

拜登2024年是否競選連任 白宮發言人鬆口了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沃基
夏消防隊長霍華德（Steven Howard）稍早在
記者會上表示，汽車衝撞聖誕遊行隊伍一共造
成23人送醫，其中11人為成人、12人為幼童
。他並未進一步提供傷患細節，不過坦承造成
「一些死傷」 。

沃基夏警察首長湯普森（Dan Thompson
）表示，已經逮捕一名嫌疑人。另外，嫌犯在
開車衝撞人群後，一名員警朝車輛開槍，試圖
阻止車輛繼續前進，湯普森補充說明，員警開
槍並未造成人員傷亡。

美國威斯康辛州沃基夏（Waukesha）昨
（21）日下午舉行聖誕遊行，不過活動進行到
一半時，一台轎車竟高速衝撞遊行隊伍，至今
至少造成20人受傷，另有造成2人死亡，現場
據傳傳出槍聲。

綜合美媒 CBS 58、英國《每日郵報》
（Daily Mail）、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沃基

夏21日下午4時舉行聖誕遊行，根據當地政府
的直播畫面，遊行活動進行到一半時，一輛紅
色SUV突然高速衝進遊行隊伍，當地官員透露
，衝撞至少造成2人死亡；另據《每日郵報》
報導，至少30人受傷，其中好幾人為年長女性
。

當地警方隨後證實，事件造成超過20人受
傷。另外據傳現場也有傳出多發槍聲，不過尚
未獲得證實。

警方目前已經疏散遊行人潮，並且證實已
經逮捕一名嫌疑人，不過據信可能有另外2嫌
在逃。

當地政府將這起事件定調為 「大規模傷亡
事件」 ，部份傷患被送到其他地區的醫院。

根據報導及目擊者描述，轎車衝撞人群時
現場尖叫聲及哭聲四起，地上也躺了數十人。
警方目前已經封鎖現場。

美聖誕遊行爆槍響 汽車高速衝撞人群逾20死傷

美國航太總署NASA與聯邦核能研究實驗室
在星期五正式提出太空核分裂式動力爐的設計
徵求案。計畫在本世紀末之前，能夠有一種有
別於太陽能板的動力源，應用在月球基地或是
火星基地上。

美聯社報導，NASA正在與美國能源部愛達
荷國家實驗室(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INL)合
作，要建立一種 「獨立於太陽能之外的能源」
。

計畫項目負責人科爾比西耶羅(Sebastian
Corbisiero)在一份聲明中說： 「在月球上提供可
靠的高功率系統，是人類太空探索的重要布局
，我相信我們可以實現這一目標。」

如果成功能在月球上建立永續型人類居住
基地，那麼下一個目標將是火星。NASA表示，
無論月球或火星上的環境條件如何，穩定的核
能反應爐，都能提供持續而充足的能量，不管
是電能或是熱能。

NASA副局長吉姆‧盧特(Jim Reuter)說：

「我希望核分裂式動力系統可以大幅推動我們
的月球和火星計劃，它還能反過來推動地球上
核能創新。」

按計畫，太空反應爐是模組設計，在地球
上完成製造，然後送往月球。它的動力系統包
括一組鈾燃料反應爐芯、一組將核熱能轉化為
能量的系統、一個保持反應爐熱交換的冷卻系
統，以及一個至少40千瓦的配電系統。整組太
空核能爐，至少可以運轉10年。

它的尺寸被限制在可安裝進一個直徑4公尺
、全長6公尺的圓柱體中，重量不得超過6公噸
，這樣才符合現有大型運載火箭的酬載空間。
另外，它必須具備即使在沒有操作員幫助的情
況下，仍然可以自行關閉和打開，它能夠遠端
遙控，也能快速拆卸、移動，再重新安裝。

包括阿貢實驗室、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
以及其他民間科技團體都有類似的微型反應爐
提案，NASA規定設計草案必須在明年2月19
日之前提交。

NASA徵求太空核反爐 計畫在月球與火星上使用

福斯新聞(Fox News)引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近期發布的報導，疫情造成美國醫療人
員的疲累，有近五分之一的人決定離職，這又
使得人員更為短缺，醫護更為辛苦。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自2020年2
月以來，醫療系統大約有50萬人選擇離職。離
職者表示工作過於辛苦，而手頭上的資源卻太
少，心裡壓力太大。

一位重症監護護士發表自己的新書，記錄
在疫情大流行的辛酸經歷，書中寫到 「護理員
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與完全不名的對手作戰
，我們裝備不足，更擔心自己是否會把致命的
原帶回家。看著重症者離去，我們能做的卻極
其有限，這更是無比煎熬。」

離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醫療人員在
照顧患者的過程中染病而無法繼續工作，康復
者也遭受長期副作用困擾，有些人雖沒有染病
，但勞累與壓力仍決定自行離職。

根據美國重症監護協會的數據， 離職潮還

沒有結束，有31%的醫療保健人員也在考慮另
尋職業，66%的急診和重症護理護理師已經考
慮新的出路。

該報告還指出，早在疫情大流行開始之前
，美國醫療人員就已經不堪重負，35%~54%的
美國護理師和醫生感到筋疲力盡，被死亡、創
傷和壓力所淹沒，而COVID -19大流行放大了
這一切。

原本疫苗的出現，似乎帶來了結束疫情的
希望，但Delta變種病毒旋即出現，加上疫苗接
種率趨於平穩，口罩令過早結束，美國疫情又
有升溫的情況，使醫院再次不堪重負。

有著18年經驗的急診室醫生莫莉‧菲爾普
斯(Dr. Molly Phelps)表示： 「如果醫院的待遇好
一點，尊重多一點，那麼我或許可以再辛苦13
年到退休。但是醫院管理者無視我們所經歷的
一切，而且病患的挑剔又令人灰心。我覺得我
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美國醫護人員心力交瘁兩年50萬人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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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招商大會 40重點項目集中落戶
總投資逾866億 擴區激發新發展機遇

深圳市委常委，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
主任，前海管理局局長，南山區委書記

曾湃表示，前海合作區“擴區”，為企業集
聚發展拓寬了更廣空間，提供了更多機遇。
前海將加快實現總體規劃、產業促進和獎補
等政策全覆蓋，加快釋放“擴區”的強大規
模效應、乘數效應。

支持兩地企業“併船出海”
同時，前海將立足新發展格局，建立健

全與港澳產業協同聯動、市場互聯互通、創
新驅動支撐的發展模式，支持內地企業與香
港企業“併船出海”，參與“一帶一路”建
設，實現更高質量的“引進來”和“走出
去”。

先行先試 推“八大政策”
前海合作區黨工委副書記、前海管理局

常務副局長黃曉鵬介紹，前海不斷優化營商

環境，根據普華永道的評估，前海營商環境
模擬排名全球22位，開辦企業便利度接近香
港。

他表示，前海深入實施比經濟特區還要
特殊的先行先試政策，為現代服務業企業發
展提供了澎湃動力。近期，財政部和國家稅
務總局聯合印發通知，將15%的企業所得稅
政策惠及面擴大至商務服務業。此外，前海
正在陸續推出總部、商貿、新興產業、專業
服務等“八大政策”。

“前海位於國內國際雙循環交匯點，企
業在這裏既能擁抱廣闊的內地市場，也能依
託香港服務業優勢，更加暢順地走向世界，
參與國際競爭。”黃曉鵬說。

據悉，本次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40個
項目，總投資金額超866億元。當中包括世
界五百強企業投資設立的項目16個，境內外
上市公司投資設立的項目3個，獨角獸企業
投資設立的項目4個，單個項目投資金額超

百億元2個，超10億元的有16個，超億元的
32個。

10港企項目總投資逾216億
在落戶前海的重大項目中，來自世紀互

聯、新創建物流、昊宇星供應鏈、裹動科
技、盈湃科技、小馬智行、思謀科技、華潤
環保、康鍵信息技術、聯易融的10家港資企
業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216.29億元；來自
IBM前海項目、羅盛諮詢、帝亞吉歐等10個
外資項目總投資額約23.25億元。

來自國壽鐵建基礎設施投資基金、金融
壹賬通、平安城智通、招商金融等10個內資
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449.28億元。

來自中航產融、香港勝利證券等10個重
點前海投資項目正式啟動，總投資額約
177.28億元。豐巢網絡、塗鴉科技、得易健
康、畢馬威智能創新空間大灣區中心等10家
歸巢企業代表獲頒鑰匙。

前海擴區以來，其發展備受深港兩地關注。由前海管理局聯合南山區政府、寶安區政府、深汕特別合作區管委會

共同主辦的“2021年前海招商大會”19日舉行，首次集中展現擴區後前海120平方公里的城市魅力、營商環境，向

海內外各界推介“大前海”新的發展機遇，致力於吸引更多港企港人落戶前海。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重點項目40

個，總投資金額超866億元（人民幣，下同），當中包括小馬智行、思謀科技、華潤環保、康鍵信息技術、聯易融等

10家港資企業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216.29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前海招商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重點項目達40個。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

落實前海方案
深港推聯合政策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 作為深港現代

服務業合作區，前海對港人港企的吸引力正在逐步提升。數據
顯示，前海已形成高端引領、集約發展的現代服務業體系，累
計註冊外資企業1.35萬家，其中港資企業1.17萬家。
此外，前海也成為海內外人才匯聚的“高地”，截至目

前，前海集聚境外人才6,000餘人、各類高層次人才577名，實
現香港稅務師、註冊建築師和澳門核數師、會計師等14類專業
人士僅需備案即可執業。
“人才濟濟”為前海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前海創業港

青、庫基生物創始人余廣滔表示，從香港開始創業，搬家到前
海，正是看前海在政策、資金、人才等創業各階段要素都配備
齊全，資源豐富。除了工作，來到前海也倍感人文關懷，感覺
很貼心，“去年來到前海，疫情以來通關問題成為很大的挑
戰，我們的家庭生活，子女入學也面臨許多問題，前海方面提
供了很大的幫助，讓我們安居樂業。希望企業在這裡，跟着前
海一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賢、周曉菁） 本次前海招商
大會還首次增設香港分會場，邀請香港創新及科技局領導、香
港八大商協會人士積極參與，實時聯動並通過線上視頻誠邀境
內外企業線上觀看直播，並在香港分會場舉行前海香港招商聯
盟啟動儀式。

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强在香港分會場通過視頻致
辭時表示，前海是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合作發展平台之一，是支
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橋頭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國家
的重大發展戰略，為香港的創科發展帶來難能可貴的機遇，也
為香港青年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鍾偉强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將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全力
推動深港創新發展，與全球頂尖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建
立重點科研合作基地。

鍾偉强指，創新及科技是香港經濟發展新動力，本屆特區
政府積極落實各項創科政策，並史無前例地投放超過1,300億
港元。特區政府會繼續推動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的發展。此外，最近中央印發“前海方案”，深港兩地政府
也推出合作區的聯合政策包，進一步提供科研資源、資金、人
才等措施，並向外推廣港深兩地在創科方面的獨特優勢，共同
為深港兩地招才引智。

他表示，衷心期望與會各位可以擁抱國家發展機遇，積極
參與大灣區和國家的創科發展，盡展所長。進一步推動科研要
素跨境流動，從“外循環”及“內循環”兩方面貢獻“國家所
需”，發揮“香港所長”。

資金人才政策齊
港企落戶信心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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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洪任公安部黨委書記

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零和博弈只會兩傷
王毅在全球智庫大會上發表視頻致辭：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

委員兼外長王毅11月20日在全球智庫大會上發表視頻致

辭，就中美關係深入闡明立場。 王毅指出，中美利益已深

度交融，任何零和博弈的結果只會是兩敗俱傷，只有堅持

互利互惠、共同發展才能行穩致遠。

王毅表示，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能否處
理好彼此關係，攸關世界前途命運，是兩國必須一起回答好的世

紀之問。

習近平對三點原則做了精闢闡釋
王毅說，11月16日，習近平主席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了深入坦

誠、議題廣泛、富有實質意義的建設性會晤。中國領導人向美方闡明
了立場、劃清了底線，同時也展示了尋求合作、妥處分歧的誠意。中
美雙方都認為，兩國關係極為重要，不能搞壞；中美兩國需要相互尊
重、和平共處。王毅說，會晤中，習近平主席鄭重提出中美雙方應當
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並對這三點原則的內涵做了精闢闡
釋，在此基礎上，習近平主席又提出中美應當着力推動的四方面優先
事項。這些重要論述體現了中國領導人對中美關係發展演變的深刻思
考，也為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明確了基本框架。

相互尊重是國家間相處的基本前提。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歷
史文化，都有最為關切、不能放棄的核心利益，也都有權選擇適合自
身國情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各國都應本着包容的精神相互理解和
尊重，而不應居高臨下，甚至強加於人。

和平共處是國與國交往的應有之義。和平是人類最大的共同心
願，沒有和平，一切都無從談起。特別是對於中美這樣的大國來說，
一旦走向衝突對抗，不僅對兩國沒有任何好處，對世界也將是難以承
受的災難。因此，不衝突不對抗，始終保持和平共處，是中美雙方應
當堅守的理性選擇，也是不同社會制度大國的相處之道。

合作共贏是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全球化的時代潮流不可逆轉，搞孤
立主義、保護主義必然是損人害己。中美利益已深度交融，任何零和博弈
的結果只會是兩敗俱傷，只有堅持互利互惠、共同發展才能行穩致遠。

絕不接受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王毅表示，關於中美關係的未來，習近平主席把兩國比喻為兩艘

乘風破浪的巨輪，指出雙方一定要把穩方向，不偏航、不失速，更不
能相撞。我們希望美方言行一致，把不打“新冷戰”、不尋求衝突對
抗、不支持“台獨”等重要表態真正落實到具體的政策和行動當中，
這樣才能讓中美關係行穩致遠，既造福兩國，也惠及世界。

王毅就台灣問題闡明中方立場。王毅表示，針對台灣當局“倚美
謀獨”的圖謀和美方一些人“以台制華”的動向，習近平主席在中美
元首視頻會晤中發出了嚴正警示，表明了堅定立場。世界上只有一個
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將盡最大努力尋求和平統一的前
景，但絕不容忍任何分裂國家的“台獨”行徑，絕不接受在國際上搞
“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制止“台獨”越堅決 和平統一越有希望
王毅強調，反對“台獨”的態度越鮮明，制止“台獨”的舉措越

堅決，兩岸和平統一才越有希望，台海的和平穩定才越有可能，亞太
的和平繁榮才越有保障。

秦剛：中國不是世界上各種問題的原因 而是解決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駐美大使秦剛日前在華盛頓向美國智庫
發表演講時說，近年來，中美關係遭遇
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我們必須共同
抵制中美走向對抗的前景，必須拿出遠
見、決斷和行動，為中美兩國和世界走
出一條光明的道路。

要堅定對冷戰思維說不
秦剛18日應邀與布魯金斯學會董事

會視頻交流並發表演講。他在開場即指
出，近年來，國際上越來越關注中國的
發展給國際秩序帶來的影響。美方多次
稱，美國對華政策目的是維護“基於規
則的國際秩序”，要確保“交通規
則”。但這是指什麼規則？是誰制定
的？誰當交警？美方一直沒說清楚。
秦剛表示，中方認為，世界只有一

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
系；只有一個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
礎的國際秩序；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

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國際上的事應由各國商量
着辦，要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他指出，中國不是要破壞、推翻現

有國際體系。我們無非是想在這個國際
體系中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同時為中國
和平發展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無非是
為解決全球性問題多貢獻一份智慧，多
提供一種選擇。中國無論過去、今天還
是將來，都是國際體系中的“優秀成
員”，即便我們自己也有困難，但都堅
持做好自己的事，從不怨天尤人、甩鍋
推責，不給世界添亂，還力所能及幫助
別人。中國不是世界上各種問題的原
因，而是解決的方案。
秦剛說，冷戰已結束30年，我們要

堅定對冷戰思維說不，對搞意識形態劃
線、陣營分割、集團對抗說不，始終順
應時代潮流，牢記中美兩國和世界各國
人民的共同願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

美麗的世界。

拼湊針對第三國小集團是開歷史倒車
他強調，拼湊針對第三國的小集

團，是開歷史倒車。世界不應再被“新
柏林牆”阻斷。我們都應弘揚和平、發
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
共同價值，而不是一味宣揚自身價值
觀。
搞所謂“民主峰會”，給各國貼意

識形態標籤，排斥異己，拒不尊重和承
認別國人民自我選擇的發展道路，這本
身就是最大的不民主。濫用泛化國家安
全概念，搞清潔網絡、“民主科技聯
盟”，無端打壓別國企業，是逆全球化
潮流而動，加劇世界經濟風險。世界不
應再被“脫鈎”“斷供”所割裂。
秦剛表示，人類社會面臨的挑戰難

題層出不窮，中美需要合作、必須合作
的領域數不勝數。應對氣候變化就是中
美可以而且應該開展合作的重要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
報道）中國公安部官網最新顯示，王小
洪已任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此前，公
安部已於11月19日召開領導幹部會議，
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人宣布中央決定：
趙克志不再兼任公安部黨委書記職務，
王小洪任公安部黨委書記。
此番調整前，王小洪為中共十九屆

中央委員，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分管日
常工作的副部長（正部長級）、督察
長，公安部特勤局黨委書記、局長，副
總警監警銜。
官方履歷顯示，王小洪1957年7月

出生，福建福州人，青年時代的他當過
知青、進過工廠，基層工作經驗豐富。
1979年，王小洪進入福建省閩侯縣公安

局工作，自此開啟公安生涯。從任職地
域來看，王小洪長達34年在福建公安系
統任職，先後出任福州公安局長、漳州
公安局長、福建公安廳副廳長、廈門公
安局長等職。
2013年8月，他轉任河南公安廳廳

長，在河南工作期間曾一舉查處鄭州
“皇家一號”夜總會。2015年3月調任
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市公安局局長。
2016年王小洪任公安部副部長。2018年
初卸任北京市副市長。同年3月，王小
洪職務為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分管日常
工作的副部長（正部長級），北京市政
府黨組成員、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
長。2020年4月，王小洪卸任北京市公
安局黨委書記、局長職務。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正在中國空間站
執行太空任務的中國
女太空人王亞平，也
加入“神攝手”行
列，新華社發布了王
亞平在18日從天和核
心艙拍攝的地球大
片。

●文：新華社
圖：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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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亞 平 地 球 大 上 線片

●王毅表示，中美能否處理好彼此關係，攸關世界前途命運。圖為早前在服貿會綜合展區拍攝的美國摩根士丹利公司展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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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舞蹈与技术彼此成就，产生出圈效应

记者：从 《2021 河南春晚》 到“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大家发现“出圈”的节目大部分是舞蹈作品，舞蹈一
下子成为备受关注的艺术门类，怎么看舞蹈火“出圈”的
现象？

李永明：舞蹈是几乎和人类同时诞生的一种艺术形
式，被誉为“艺术之母”，它既古老又不断求新求变，充
满活力。与其他一些艺术门类相比，舞蹈具有直观性、
直接性，不存在语言翻译的藩篱，不存在由于文化背景
迥异所造成的差异化表达，所以在跨地域、跨文化交流
中，舞蹈是非常易于被接受的一种艺术形式，具备容易
出圈的特质。

钱林林：舞蹈主要通过肢体表演来表达深层次的精神
文化内涵。中国古典舞蕴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
节日”系列节目所展现的舞蹈大部分是中国古典舞，反映了
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它们能够出圈主要是因为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厚重的文化内涵做支撑。另一方
面，视听拍摄制作手段的飞速进步也助力舞蹈表演方式、
传播方式的创新，使舞蹈艺术有了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

张建珍：舞蹈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舞蹈艺术追求的是通过肢体表演，让观众感受到空间
和时间的延展，让想象力超越此时此刻、眼前动作，勾起
文化记忆和对当下现实的思考。河南卫视的一系列节目在
XR、AR 等科技手段的加持下，运用电视剪辑等多种形
式，呈现出美轮美奂、信息密集的舞蹈美，放大了深藏其
中的文化内涵，让专业和非专业人士都能信服、叹服，自
然也就火“出圈”了。

从舞台到屏幕呈现，是一个全新课题

记者：从最早的 《舞林大会》《舞动奇迹》《中国好舞
蹈》，到 《起舞吧！齐舞》《舞者》《舞蹈生》，再到引起较
大轰动的 《舞蹈风暴》 以及河南卫视的一系列节目，近几
年舞蹈类节目频频进入大众视野，电视和舞蹈的结合给彼
此带来了哪些变化？

张建珍：电视与舞蹈的结合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的
电视舞蹈大赛只是把舞蹈搬到电视上，外行人只能看看热
闹，很难引起大众持续的共鸣。后来，一些节目开始把真
人秀和舞蹈结合起来，借舞蹈来表现非专业人士学习舞蹈
的过程，舞蹈主要服务于真人秀。2019 年，《舞蹈风暴》
利用子弹时间、剪辑、灯光电等电视技术，放大舞蹈的精
彩瞬间，使舞蹈在荧幕视觉呈现上有了重大突破。今天，
河南卫视的一系列节目在运用电视技术的同时，放大舞蹈
艺术和电视传媒文化的内涵，不仅为舞蹈艺术带来了新的
革命，也是电视语言的革命。它几乎打破了所有过去传统
电视叙事规则的约束，包括影视剧叙事、风光宣传片叙
事、电视晚会叙事等。

胡岩：舞蹈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艺术。近年来，艺
术与电视技术的融合促进大众对舞蹈，特别是对中国古典
舞的喜爱和关注，扩大了舞蹈的影响力，也拓宽了中国古

典舞的出口。在新的技术条件和
传播平台下，舞蹈出现了从舞台
呈现到荧幕视觉呈现的转变，在表演、场景、时长、音乐
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为舞蹈艺术创作和发展传播带
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李永明：得益于科技的发展，电视舞蹈作品在场景转
换、背景切换、空间营造等方面具有舞台舞蹈不可比拟的
优势，可以让结构更加紧凑、细节更加放大、质感更加饱
满。电视舞蹈作品与传统舞台舞蹈的表现方式存在着巨大
差异，具有全新的属性，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绝不是简
单用摄像机把舞蹈拍摄出来，然后在屏幕上播出，而是要
求在舞蹈编创过程中，在进行舞蹈本体的表达中，就必须
综合考虑拍摄手法、后期制作、科学技术方案等因素，这
是一种全新的舞蹈编导思维，给舞蹈编导们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要求。

进一步融合，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记者：舞蹈类节目火起来后，预计未来会涌现出更多
与舞蹈结合的电视节目、视频，对这样的创作趋势有什么建
议？如何才能创作出更多新鲜、优秀、具有生命力的精品？

胡岩：对创作者来说，技术能给舞蹈带来很多帮助，
包括更便捷的传播、更丰富的形式，更夸张的想象力，但
创作者不能过度依赖技术的包装，要把技术融入作品本
身，利用好技术的能量，让作品更上一层楼。河南卫视把
中国古典舞风潮带动起来后，其他媒体、节目可能会效仿
其做法，打古典主义的牌。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社会应更
加尊重古典艺术，保持对古典品质的高标准高要求，不要
把古典艺术庸俗化。

李鹏：随着科技带来观影方式的多样化，舞蹈的表演
环境和传播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在不太遥远的未来，舞
者或将脱离时间和空间制约，观众将通过传感设备与舞者
同步。无论是在实景中植入幻境，还是利用虚拟手段呈现
表演者舞蹈中的情感世界，技术性瓶颈是很容易被打破
的，难的是内容。技术应用始终要为表演服务，贴附于内
容之内。

李永明：当下文艺类节目中，青年是观众群体中十分
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民族自信心自豪
感的不断加强，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在不断提
升的。与外来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的是新颖的表
达途径、突破想象的视觉冲击力和具有现代气息的呈现方
式。没有对当下审美趋向的准确把握，很难获得年轻观众
的认同。生活在日新月异地变化，艺术在千变万化中发
展，各种新的艺术范式、艺术思潮不断涌现，艺术工作者
必须要与时代同步，用包容的心态客观对待新生事物，掌
握更多相关领域知识和现代科学手段，才能够创作出具有
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

在“敦行故远：
故宫敦煌特展”闭幕
的前几日，终于去看
了这场“金秋最值得
去的展览”。当天虽
然不是节假日，且严
格执行限流和预约制
度 ， 但 不 出 意 料 的
是，展览仍然吸引了
一大批观众。观展热
情 在 展 厅 内 持 续 升
温，与雁翅楼外凛冽
的 寒 风 形 成 强 烈 反
差。

能被网友们评价
为最值得去的展览，
故宫敦煌特展的受欢
迎程度显而易见。首
先，其出自北京故宫
和 莫 高 窟 两 大 极 具

“文化硬核力”的世界
遗产，以及故宫博物
院和敦煌研究院两大
极富“创新战斗力”的
文博机构。这样规格
的 展 览 别 说 放 在 国
内，走出国门那也是
相当“能打”。其次，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化防控的背景下，不
用 出 京 就 可 以 “ 走
进”千里之外的艺术
宝库，如此丰盛的文
化大餐自然受到老百
姓的拍手称赞。

众所周知，北京
故宫藏品千千万，莫
高 窟 里 的 石 窟 、 壁
画、佛像等文物又具
有不可移动的特点，
要 把 两 者 结 合 到 一
起，给观众带去美与
思 ， 难 度 其 实 特 别
大。此次特展巧妙地
根 据 主 场 的 建 筑 格
局，找到了三个主题：
一是突出“精华”，探
幽索隐敦煌石窟、壁
画、佛像艺术的创造
过程，让没去过莫高
窟 的 人 也 能 初 窥 堂
奥。事实上，即便如笔者去过三次莫高窟，在
这个主题中也获得了许多知识普及，受益匪
浅。二是突出“人间”，以故宫和敦煌中的服
饰、音乐、建筑等为线索，将历史与当下做
了很好的勾连，让人清晰感受橱窗里那些数
千年前的文物并没有远去，而是一直活在我
们身边。三是突出“传承”，通过大量珍贵的
图片和文件资料，大视角回望了中国文物保
护的漫漫艰辛路。

展览的尾声特别令人难忘，那是一幅由
几百位人物交错组成的巨型照片，他们的名
字是“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许多
观众驻足在此，湿润了双眼。

这是此次展览最为华彩的篇章。紫禁初
开、风雨敦煌，众心一念、薪火相传。从帝
制终结到筹设古物陈列所，从历经战乱到文
物南迁，从绽放活力到跨越 600 年成为“网
红”；从孤悬沙海、乱世难安、衰微不绝，到
一批批文化工作者逆行而来、聚沙成塔、赓
续文脉……文物不会说话，但它却分明向人
们诉说着一部缔造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奇迹
的历史，一部从文化衰败到文化兴盛、从
文化不自信到文化自信的中华民族近现代
史。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今天，我们
何其有幸能走近遍布神州大地的一处处文化
遗产，目睹绵延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如何活在
当下，焕发出新的光彩。在传统文化全面振
兴的时代，无论文化工作者还是普通民众，
我辈更应笃志前行，如此次特展“敦行故
远”所寄托的愿景一般，身体力行去做那守
护传统的涓涓细流，让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
长河奔腾不息，永远向前。

主持人：本报记者 郑 娜
嘉 宾：钱林林（河南广播电视台《清明奇妙游》《重阳奇妙游》总导演）

李 鹏（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视觉总监）
李永明（河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舞蹈总监）
胡 岩（北京舞蹈学院教育学院副院长、古典舞艺术家）
张建珍（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广播影视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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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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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作为《2021
河南春晚》和《元宵奇妙
夜》《清明奇妙游》《端午奇
妙游》等“中国节日”系列
节目的扛鼎之作，舞蹈作
品《唐宫夜宴》《纸扇书生》
《少林功夫》《洛神水赋》
等，屡屡登上网络热搜，不
仅成为流量担当，也引起
一系列关于舞蹈与电视融
合发展的思考和讨论。近
日，在 2021BDA （北京舞
蹈学院） 舞蹈论坛上，多
位业内人士和专家围绕相
关话题进行深入交流。

图①：演员在表演舞蹈《唐宫夜宴》。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摄

图②：电视节目《舞蹈风暴》中的舞蹈瞬间。
网络图片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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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6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兩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

★ 奧斯丁即將開業！

GMCC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www.gmccloan.com

IS EXPANDING

Arkansas
California
Colorado
Connecticut
Washington 
DC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Maine
Maryland
Missouri
Montana
New 
Hampshire
New York

Ohio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xas
Virginia
Washington
Wisconsin
Wyoming

• N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eded
• No tax return information
• Only rental cash flow (can be negative). 1-4 units, 

5+ possible by exception
• Purchase, Cash-out, Refinance

Rental Cash Flow Mortgage 
Programs (DSCR)  covered in 26 
States:

•
•
•
•
•

【本報訊/鄧潤京】 “小球轉動
大球”關鍵在轉動。 50年來，地球
不斷地在轉動，而且是朝著一個方向
、轉不回去的轉動著。

50年前，中美還沒有建立外交關
係。一群美國兵乓球運動員，興奮地
登上北京長城，成為了第一批美國
“好漢”。當時，美國《時代》雜誌
下了一個大標題，“一場嶄新的比賽
開啟了。” (China: A Whole New
Game)。並且將這些普通美國人的笑
臉搬到了《時代》雜誌的封面。

這場比賽不僅僅是比兵乓球的技
巧和體力，更加延伸到了體育交流，
人文往來，商品貿易，甚至建立軍事
互信。中國海軍在2014 和 2016年參
加由美國海軍在夏威夷主辦的環太平
洋聯合軍事演習，集成一段佳話。借
用當年兵乒球界的一句流行語，“友
誼第一，比賽第二”。中美兩國的交
往和互信，給兩國的老百姓帶來實實
在在的好處。遠的不說，就以休斯敦
為例，不斷增加的新移民，在各行各
業嶄露頭角。回顧過往，都或多或少
可以和“小球轉動大球”扯上關係。

近段時間，中美外交關係陷入低
谷。好像是“大球”轉的不那麼順暢
了。留學生簽證受阻，外貿關稅增加
，科技公司被打壓，兩國間航班減少
。甚至，以學習中文為主的孔子學院
也被關停。一時間，還真以為大球要

往迴轉了。
時間只

能往前走，
不會停留，
更不會倒退
。

11 月
16日，經過
多方努力，
拜登總統在
白宮，習近
平主席在北
京人民大會
堂，終於在
視頻上見面
了。會見持續了3個半小時，中間有
15分鐘的休息。

習近平主席在會見中表示，中美
當前要著力推動四個方面的優先事項
：一是展現大國擔當，引領國際社會
合作應對突出挑戰，包括氣變和全球
公共衛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等等。中美合作也許不是萬能的，但
沒有中美合作是萬萬不能的。中方提
出的全球性倡議對美國都開放，希望
美方也能如此。二是本著平等互利精
神，推進各領域各層級交往，為中美
關係注入更多正能量。兩國元首通過
多種方式保持密切聯繫，為中美關係
指明方向、注入動力。中美在經濟、
能源、兩軍、執法、教育、科技、網

絡、環保、地方等諸多領域有著廣泛
共同利益，應該互通有無、取長補短
，做大合作“蛋糕”。中美可以利用
兩國外交安全、經貿財金、氣候變化
團隊的對話渠道和機制，推動務實合
作，解決具體問題。三是以建設性方
式管控分歧和敏感問題，防止中美關
係脫軌失控。中美存在分歧很自然，
關鍵是要建設性管控，避免激化和擴
大化。中方維護自身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堅定不移。美方務必要謹慎處
理好相關問題。四是加大在重大國際
和地區熱點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為
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天下並不太
平。中美應該同國際社會一道，共同
捍衛世界和平，促進全球發展，維護
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大球要轉動
了，並且很明顯
。

習近平主席
把中美兩國比喻
成兩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輪。他說，
我們要把穩舵，使中美兩艘巨輪迎著
風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
不能相撞。

50年後的今天，大球又一次被轉
動了。而且，其聲勢更加浩大。兩國
元首同意繼續通過各種方式保持密切
聯繫，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
展的正確軌道，此舉必將造福中美兩
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

為慶祝兵乓外交50週年，11月
21日，有500多人參加的大型晚宴在

Hilton Americas-Houston 大 酒 店
（1600 Lamar St, Houston, TX
77010）舉行。主辦協辦單位有：休
斯頓體育局，中國人活動中心，國際
乒乓球聯合會，美國乒乓球協會，喬
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尼克松中心
等。盛大晚宴的籌備工作正在積極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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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

小球要轉動大球（之六）

夕陽紅自從 2005 年成
立以來至今已經16年。雖然
她們平均年齡在72歲，但是
她們一直活躍在休斯頓的群
眾舞台上，為休斯頓華人社
團帶來一道靚麗的風采。夕
陽紅的創建人林女士今年已
經83歲，仍然為這支隊伍默
默的無私的付出。現在越來

越多的中老年人踴躍加入進
去，不斷的接力使這支老年
文藝隊伍越來越有生命力。
今年的感恩節聯歡多姿多彩
，有許多非常感人的節目和
畫面值得報導。感動之餘我
這下這首詩篇，歌頌讚揚她
們，也為我們的中華老年團
體喝彩！

夕陽紅感恩節聯歡會詩篇夕陽紅感恩節聯歡會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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