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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1111月就業數據令人失望月就業數據令人失望 增添拜登施政難度增添拜登施政難度
（中央社華盛頓3日綜合外電報導）美國

政府公布，11月僅新增21萬個工作機會，還不
到分析師原先預期一半，讓拜登施政難度增加
。

法新社報導，白宮寄望經濟明顯復甦，以
增強社會大眾對拜登施政和他 「重建美好未來
」 （Build Back Better）支出案的支持度，不
過今天出爐的數據卻顯示美國勞工就業的複雜
前景。

然而也有好消息，根據美國勞工部，11月
失業率降至4.2%，下滑程度超過原先預期，儘
管11月未達標，但今年平均每個月增加55萬
個工作機會。

由於主要領域諸如零售和休閒服務呈現招
聘人數不足情形，加上COVID-19（2019冠狀
病毒疾病）Omicron新變異株傳播，恐將對經
濟復甦帶來衝擊。

經濟研究調查機構 「高頻經濟公司 」
（High Frequency Economics）經濟學家法魯
奇（Rubeela Farooqi）說： 「整體而言，勞工
市場正在復甦，但在Omicron變異株威脅下，
有些下滑的風險出現。」

報告指出，美國目前失業人口減少54萬
2000人至690萬人，仍高於疫情爆發前的570
萬人。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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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On November 26, 2021, a New
York Times article reported that
the traumas of the past few years
have rearranged all of our lives.

Many Americans have new
needs, new desires, new
possibilities and new priorities.
They are looking for bigger

homes, better jobs and
better schools.

The New York Times
gathered data from
thousands of towns and
cities on more than 30
metrics such as school
quality, crime rates and
affordability to show that
Texas may work for you.
The suburbs around Dallas,
including places like Plano,
McKinney, Allen and
Garland came up on top.
These are some of the
fastest browning areas in
the country with less crime,
better schools and teeming
with jobs, housing, good
restaurants, clean air and
racial diversity.

Texas has been growing
explosivel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From 2010 to 2020 the
population of Texas grew by
nearly four million. Our total
population is now 29 million. Now
most newcomers have come
through migration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Today we were driving Interstate
Highway 45 from Houston to
Dallas. There were beautiful
skies and weather all the way.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we have
been doing that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I am so very excited and joyful to
welcome more new residents to
Texas.

I told our good friend Judge
Robert Eckels that we really
need the bullet train to connect
these two great American cities.

1212//0404//20212021

Why People Are Moving ToWhy People Are Moving To
TexasTexas

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版的紐約時報題目為
「為什麼美國人都想搬家去德州」，引發了許
多激烈之反應，為這個德州大城登上世界平台
。
紐時在成千上萬個大小城鎮中，把教育水

平、治安环境、房價標準及就業市場做了全面
之調查比較，結果達拉斯近郊之許多城鎮遥遙
領先，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正在向德州遷徙，這
也說明這個弧星之州開展了廣闊的發展前景。
新冠疫情碓實改變了美國和全世界，數百

萬人死於這個萬惡的病毒，大多數人正面臨生
活和心理之巨大挑戰，世界許多地區更是哀嚎
遍地，拜登總統在此危機四伏之時就任大位，
兩黨鬥爭百熱化，華府成為了政治廝殺之地。

在如此重重壓力之下，國人必須
面對現實，克服困難，相較之下，德
州地廣人稀，資源排列世界第八位，
因而是國人首選之地。
今天我們沿著四十五號公路從休斯

敦駛向達拉斯燦爛的陽光和天邊的彩
雲，令人心曠神怡，雖然這條宽闊之
超級公路，我們已經走過了數十寒暑
，但是今天的感覺特別激動和溫暖，
因為德州更充滿了希望。
好友埃克縣長正在為這兩個大城興

建子彈列車在努力，希望此夢想早日
實現，更能創造更多的美好前景。
2021年12月2日於達拉斯

達拉斯登上世界頭條新聞達拉斯登上世界頭條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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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位於地質活動高發地帶的國家，地震、泥石流、海嘯等
災害，對於日本人來說，可能就像是家常便飯一樣。

而禍不單行，當地時間12月3日，日本又發生地震了，而且接連發生了好幾次。
據日本氣象廳發表的緊急地震警報顯示，當地時間2點18分、2點23分、6點37分、9點28分

這四個時間點，日本分別發生了4級、3.6級、4.9級、5.4級的地震。
這四次地震的震源都不相同，日本氣象廳警告稱，凡是有震感的地區，都應該在接下來的一

周內保持警惕。
對於一天內發生4次地震這件事，有兩點影響不得不提。

1，日本民眾恐慌不已，關於“南海海溝大地震”“富士山噴發”的詞條，當天就衝上了日本互聯
網熱搜。

據日本氣象廳表示，短時間內，屢次發生震感強烈的地震，這似乎是大地震即將來臨的信號
。

日本氣象學專家也說，距離上一次南海海溝大地震已經過去了75年，下一次大地震可能正在
逼近。

南海海溝地震帶，由日本東海、東南海、南海海域地震區域連綿構成。該區域一旦發生地震
，預測震級都在8級以上，而且極有可能引發巨大海嘯。

+據資料記載，1946年12月21日，日本就曾發生過一次南海大地震，震級達到里氏8級。當
時引發的海嘯浪高，最高達到了4至6米。

如果，現在真要發生這樣的大地震，那日本所面臨的損失，無疑是巨大的。
而除了大地震之外，關於日本富士山可能會噴發的消息，也在互聯網上流傳。
日本雜誌《經濟學家》刊載文章稱，低頻地震可能是富士山噴發的前兆，也是火山結束休眠

的信號。
有不少日本人在網上討論這條消息，相關詞條已經登上了該國社交媒體的熱搜。

2，不管大地震和火山噴發是否會發生，頻繁地震都不是好事，更何況，日本疫情局勢不容樂觀。
12月3日，日本廣播協會報導稱，此次群發性地震可能會誘發山體滑坡，給民眾的財產安全

帶來風險。
如果地震導致民眾受災，那岸田文雄要處理的問題，顯然將變得更多。
要知道，日本當前的抗疫局勢不容樂觀，兩天前，該國剛發現了一名“奧密克戎”新冠變異

毒株感染者。
雖然，岸田文雄政府已經下令“封國”，但鬆懈而又渙散的入境限制，實際上正在令日本遭

受批評。
12月3日，環球網報導稱，日本岸田內閣最近遭到了民眾的反感，日本人認為岸田政府的入

境防疫政策朝令夕改、左右搖擺，引發了社會極大討論。
當地時間12月2日，岸田文雄公開為防疫政策表示道歉，並且為該政策導致的混亂而請求民

眾諒解。

日本國土交通大臣齊藤鐵夫也發聲表態，對入境政策感到抱歉。
在岸田文雄公開發表演講，宣布日本“原則上禁止外國人入境”以後，日本民眾曾展現出了

贊成與支持。
然而事實證明，既然是“原則上”禁止，就存在很多很多的特例。
按照岸田政府的規定，只有最新申請入境的外國人會受到限制，其他在國外的日本人、日本

人的配偶、有特殊需求的外國人，都可以正常入境。
而且就在12月2日，日本國土交通省還下令，撤回了一項強化入境限制的措施，重新開放赴

日國際航班的機票預訂。
這也就意味著，想要入境日本並不是難事，岸田文雄的“封國”舉措，可以說是封了個寂寞

。

日本發生日本發生44次地震次地震首相岸田文雄道歉首相岸田文雄道歉

（綜合報導）南非報告了16055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根據南非國家傳染病研究所(NICD)發布的數據，自疫情
開始以來，該國累計確診新冠病例總數已超過300萬例。

“該研究所報告了在南非新發現的16055例新冠病例，這使確診病例總數達到3004203例。”南非國家傳染病
研究所指出，染疫病例激增，代表陽性率達24.3%。

路透社稱，距離南非發現奧密克戎毒株不過數週，這種嚴重變異的毒株正迅速成為那裡的主流新冠病毒。
南非衛生部長法赫拉12月3日說，該國正在遭受由奧密克戎毒株引發的第四波冠病疫情。南非已在九個省中的

七個省發現奧密克戎病例。
法赫拉在新聞簡報會上說，他希望奧密克戎毒株可在不造成過多死亡的情況下受到控制。他敦促民眾完成疫苗

接種，並表示當局可在聖誕節期間不實施更嚴格的防疫措施下，管理第四波疫情。
南非國家傳染病研究所的頂級科學家格魯姆在簡報會上還說，由於奧密克戎病毒肆虐，該國在短時間內面臨確

診病例“前所未有的上升”。
她說，感染病例也從較年輕群體轉移向較年長群體。由於四歲以下兒童的入院人數增加，因此包括兒科床位和

工作人員在內的增援準備工作很重要。

奧密克戎毒株快速蔓延奧密克戎毒株快速蔓延 南非新冠確診病例超南非新冠確診病例超300300萬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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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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德國經合部長米勒接替李勇擔
任聯合國工發組織總幹事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經濟合作與發展部長格爾德· 米勒（Gerd Muel-

ler）接替李勇，就任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新一任總幹事。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部位于奧地利維也納，其是幫助發展中國家

和轉型期經濟國家在新的全球環境中尋求可持續工業發展的聯合國專門

機構。當天，工發組織第十九屆大會正式任命米勒接替李勇成爲工發組

織新任總幹事，任期四年。中國籍的李勇于2013年首次出任工發組織總

幹事，並于2017年獲得連任。

工發組織當天表示，李勇總幹事自2013年上任以來一直領導工發組

織推動包容與可持續的工業發展。2013年工發組織會員國通過了《利馬

宣言》並重新明確了工發組織的使命，李勇總幹事在他的兩屆任期內帶

領工發組織實現了重要過渡。

米勒當天表示，將在李勇出色工作的基礎上再接再厲：“我感謝李

勇總幹事和工發組織員工在過去八年完成的出色工作。”

據悉，履新工發組織總幹事後，米勒希望通過創建一個具備技術轉

讓、專業知識和數字化的全球平台，進一步強化工發組織的能力。“該

平台將與其他聯合國機構、政府、開發銀行、公司和投資者密切合作，

促進發展綠色技能和技術，擴大使用可再生能源，並打開公平進入全球

市場和價值鏈的大門。”

米勒同時希望工發組織在聯合國的共同議程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幫

助會員國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氣候變化《巴黎協定》、

《生物多樣性公約》和《性別平等北京宣言》。他強調自己的目標是

“通過重新建立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夥伴關系以及提高工業化

國家的參與度，將工發組織建設成爲促進綠色、有韌性、包容和可持續

工業發展的多邊領導機構”。

法國人口老齡化加劇？
未來死亡人數多於出生人數

法國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最新人口

預測稱，到 2044 年，法國人口將達到

6930萬的峰值；然後開始逐漸下滑，在

2070年會降至6810萬。人口數量雖然增

多，但老齡化問題將會加大。由于“嬰

兒潮”一代的人口老齡化，屆時65歲以

上的老齡人口將占該國總人口29%，而

目前這一比例僅爲20%。

法國老齡化加速？

到2040年，在每100名20至64歲的

法國人口中，將有51名65歲及以上的老

人，而在2021年僅有37名。

最新的預測結果，對2016年所做的

預測結果進行了大幅修正。此前，法國

國家統計局曾預測到2070年法國人口將

達到7600萬。至于該機構的預測發生變

化，主要是因爲：“自2014年以來觀察

到的變化導致重新向下修正平均壽命。

此外，相比2016年進行預測采用的

生育率指標，最新生育率也有所下降，”

法國國家統計局人口調查和研究部門負

責人伊莎貝爾· 羅伯特-鮑倍(Isabelle Rob-

ert-Bobée)解釋道。

每名法國婦女生育1.8個孩子
根據最近預測，到2070年，女性平

均壽命將從93歲降至90歲，男性平均壽

命則爲87.5歲，相比之下，此前爲90.1

歲。

此外， 2021 年的女性生育率爲

1.84，屆時會降至 1.8，而此前預測會

升至 1.95。羅伯特-鮑倍指出：“新冠疫

情不被視爲影響長期預測的因素，未來

平均壽命增長的趨勢與疫情前觀察到的

情況一致。”

在職和退休之間的比率惡化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局的說法，2044

年，將成爲法國人口組成演變的一個轉

折點。到了這一時期，人口將迅速增加

190萬，達到6930萬的峰值。其中，65

歲以上老齡人口可能占25%，相比之下

，目前僅爲20%。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法國人口老

齡化將持續到2040年，”統計局強調。

這將會導致在職人員和退休人員之間的

比例惡化。根據統計局的計算，到2040

年，每100名20至64歲的人口中，將有

51名65歲及以上的老齡人，而在2021年

，只有37名。這種惡化現象應該會受到

退 休 指 導 委 員 會 (Conseil d'orientation

des retraites)的密切關注。

死亡人數多于出生人數
在2044年之後，法國居民數量將會

出現下降：自2035年起，死亡人數將超

過出生人數。在整個時期內，估計每年

70000人移民，都無法彌補這一“自然人

口赤字”。這將導致法國人口每年減少

45000人。

按年齡段進行的分析顯示，“到

2070年，年齡結構金字塔將會發生很大

變化”。7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會比目前

多570萬。相反，60歲以下的人口將減

少500萬。不過，“與2016年的預測數

據相比，每個年齡段人口相對于人口總

數的權重卻沒有發生變化，”羅伯特-鮑

倍指出。

到2070年，一半的法國人口將處在

20-64歲年齡段。7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將

占法國人口的18%，而20歲以下的人口

占20%，相比之下，目前爲25%。

法國經濟形勢觀察所(Observatoire

fran ais des conjonctureséconomiques)經濟

學家馬丘· 普拉那(Mathieu Plane)指出：

“工作適齡人口將會減少，而且，老齡

人口也會減少，這會導致潛在的經濟增

長放緩，而且與老齡化相關的支出也會

減少。”

全美首個官方“吸毒點”在紐約市開張
旨在遏制過量吸毒

綜合報導 美國官員表示，全美首個官方的“用藥過量預防中心”

（OPC）已獲准在紐約市開放，以期遏制致命的過量吸毒。

據美聯社消息，紐約市政府介紹，OPC也被稱爲“監督注射點”或

“監督吸毒點”，是給成瘾者提供幹淨的針頭、醫療護理、成瘾治療和

社會服務的安全場所。OPC將是現有服務的延伸，將與以前建立的提供

針頭的服務位于同一地點。紐約市長德布拉西奧（Bill de Blasio）宣布

此舉意味著紐約市成爲美國第一個開設官方授權注射點的城市。紐約市

方面稱，這些服務在一個關鍵時刻推出。該市報告稱，在2020年，紐約

市有超過2000人死于藥物過量，這是自2000年有報告以來的最高數字。

報道稱，包括費城、西雅圖、舊金山在內的其他城市已采取措施推

進該舉措，但由于居民和當地議員的公開反對，這些城市並沒有市府授

權的注射場所。反對者認爲這些站點道德敗壞，並創造了吸毒中心。此

外，聯邦法律禁止經營吸食非法毒品的場所，政府近年來成功起訴以阻

止費城成立此類消費場所。

多年來，美國一直在與阿片類藥物使用和死亡人數激增作鬥爭。根

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1999年至2019年，全國有近50萬人死于阿片類

藥物過量服用，而這趨勢僅在去年惡化。據美國疾控中心估計，2020年

全美有超過9.3萬人死于藥物過量，比上一年的數字增加了近30%。

俄羅斯：不計劃入侵烏克蘭侵烏克蘭
但不會面對北約退縮退縮

綜合報導 烏東緊張局勢還在繼續，面

對北約有關“增兵邊境”的指責，俄羅斯聯

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表示，俄羅斯已

經向美國表示，俄國沒有侵略烏克蘭的計劃

。他同時表示，盡管俄方已經呼籲北約方面

不要發布假消息，但是仍然沒有發生變化。

同在30日，俄羅斯駐美國大使安東諾

夫公開強調俄方立場，稱俄羅斯不會在與

北約的對峙中退縮。俄外交部也在30日發

表聲明表示，俄羅斯沒有采取任何破壞與

北約關系的行動，雙邊關系惡化的過錯完

全在北約一方，北約應該開始主動恢複雙

邊關系和尋找走出緊張局勢的途徑。

綜合塔斯社、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

帕特魯舍夫向《俄羅斯報》表示：“借助宣傳

所謂俄羅斯的威脅，美國及其盟友正在爲擴大

其軍事集團、加強情報活動、爲烏克蘭軍隊和

該國極端民族主義組織提供現代武器、彈藥和

其他物資財産創造有利的信息背景。”

他還表示：“俄方已經向北約表示相

關信息，而且俄羅斯沒有進攻烏克蘭的計

劃。盡管俄方已經呼籲美方停止在媒體中

以及在與歐洲夥伴交流時散布謠言，但是

當下事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沒有任何俄

羅斯軍隊進行無理由調動，或者在俄烏邊

境進行計劃外演習。”

帕特魯舍夫回應的比較溫和，俄總統新

聞秘書佩斯科夫的回應則言辭激烈的多，

他指責西方和烏克蘭媒體對俄羅斯軍事調

動的報道是“歇斯底裏”。

他說：“這

種歇斯底裏，在一

些‘盎格魯-撒克

遜’媒體和烏克蘭

媒體中被煽動，並

由烏克蘭最高元首

（澤連斯基）領導

下的一些政客所支

持，這絕對是不可

接受的。”

目前，烏克

蘭東部局勢持續緊張，在11月整個月裏，烏

克蘭軍隊在頓涅茨克西北部、盧甘斯克西部和

北部前線，和東烏民兵武裝交火不斷。而社交

媒體的視頻顯示，北約繼續向波蘭等地增兵、

俄羅斯則向西部邊境增調軍隊。

連日來，北約和烏克蘭的軍事合作也

有所增加，烏克蘭第92機械化旅的一個機

械化步兵連28日抵達德國，參加在德國舉

行“聯合解決16”多國聯合演習（Com-

bined Resolve）。

另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11月30日報

道，北約國家外長11月30日齊聚拉脫維亞

首都裏加，舉行爲期兩天的會議，會議的

主要議題之一就是討論俄羅斯在靠近烏克

蘭邊界地區集結軍隊、“入侵”烏克蘭的

可能性。北約國家外長討論了向烏克蘭提

供更多軍事支持的可能性。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等政要都對俄羅斯發出威脅，稱如

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將付出“政治和

經濟”上的沈重代價。但斯托爾滕貝格也呼

籲俄方在與烏克蘭的邊境局勢問題上“保持

透明，緩解緊張局勢，降低緊張程度”。

盡管北約方面繼續向東歐方向增兵，

同時繼續提供武器彈藥武裝烏克蘭，但北

約秘書長此前明確表示，烏克蘭“不適用

于北約集體安全條約”。

北約秘書長延斯· 斯托爾滕貝格26日

在記者會上表示，北約的集體防禦原則並

不適用于烏克蘭，但布魯塞爾會采取各類

手段支持基輔。

斯托爾滕貝格說：“烏克蘭是北約夥

伴國，但並非成員國。我們有關集體防禦

的條款即《華盛頓條約》的第五條並不適

用于烏克蘭……北約及其成員國會向烏克

蘭給予不可小觑的政治和軍事支持。我們

將提供各類軍事和後勤資源，協助培訓士

兵。”

NASA啟動行星防禦測試：航天器將有意撞向小行星

綜合報導 近日，美國國家

航空航天局(NASA)使用SpaceX

獵鷹9號火箭，從加州範登堡

航天發射場發射了一艘航天器

升空，以便通過撞擊測試保護

地球規避其他天體的技術。

美媒稱，這將是人類首次

進行防禦行星威脅的嘗試，也

是NASA行星防禦技術的首次

全面展示。

據報道，這項任務名爲

“ 雙 小 行 星 重 定 向 測 試 ”

(DART)。航天器將飛向直徑約

爲150米的小行星Dimorphos，

該星正圍繞比自己更大的小行

星Didymos旋轉。Dimorphos目

前並未對地球構成威脅。

美國宇航局稱，任務目

標是有意撞擊 Dimorphos，以

改變小行星在太空中的運動

。這次碰撞將由意大利航天

局提供的一顆立方衛星LICIA-

Cube記錄。

美媒稱，現在是執行“雙

小行星重定向測試”的“最佳

時機”。2022年9月，Didymos

和Dimorphos預計將相對接近地

球，處于6835083英裏(1100萬

公裏)之內的位置。

“雙小行星重定向測試”

協調主管查沃特(Nancy Chabot)

介紹說，航天器將以大約每小

時 15000 英裏(24140 公裏)的速

度駛向目標Dimorphos，以改變

其運動軌迹。

美國宇航局科學家斯塔

特勒(Tom Statler)在一份聲明

中說，天文學家會通過天文

望遠鏡比較撞擊前後的觀測

結果，以確定 Dimorphos 的軌

道周期的變化情況，“這項

關鍵測量將告訴我們，小行

星對我們的偏轉試驗做出了

何種反應。”



亞洲時局 AA55
星期日       2021年12月5日       Sunday, December 5, 2021

韓
國
擴
大
新
冠
疫
苗
加
強
針
施
打
對
象

18

歲
以
上
皆
可

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表示，18至49周歲完成新冠全

程接種的人群，也將在接種5個月之後施打加強針，防疫

通行證(接種證明、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有效期爲6個月。

據報道，韓國政府決定，18至49周歲完成全程

新冠疫苗接種的人群也可接種加強針。這也意味著，

接種對象由原先的50歲以上擴大至18歲以上。

報道指出，18到49周歲人群在完成第一和第

二針接種並經過5個月後，可接種第三針。若存在

特殊情況，或需根據集體接種計劃進行接種時，

施打加強針的間隔可縮短至4個月。

報道指出，韓國總統文在寅表示，今後要轉變觀

念，即第三次接種不是加強免疫，而是全程接種的基

本步驟之一，打完第三針才算完成全程接種。

另一方面，政府還宣布，向完成基本接種人

員發放的防疫通行證有效期爲6個月。爲維持通行

證效力，持有者需要在有效期內施打加強針。

報道稱，政府爭取從12月20日開始實施防疫

通行證有效期制度。

此外，爲防止疫情以首都圈爲中心繼續擴散，政

府正在考慮私人聚會限員等措施。但是，考慮到

其對經濟和民衆日常生活的影響，政府將會聽取

各方意見後再做決定。

11月1日起，韓國開始實施“分階段恢複日常”

防疫措施。根據過去4周的新冠疫情評估結果，全國範

圍內風險度爲最高級別的“很高”。文在寅在主持特

別防控會議時表示，暫緩轉入第二階段“恢複日常生

活”防疫模式，今後4周將實行特別防疫措施。

距韓國總統選舉不足百天：
暫無候選人具備壓倒性優勢

綜合報導 據韓國國際廣播電台(KBS)報

道，距離韓國第20屆總統選舉不足100天，

目前李在明、尹錫悅、沈相奵、安哲秀4位總

統候選人中，尚無具備壓倒性優勢的人選。

據民意調查顯示，備受關注的總統候選

人李在明和尹錫悅支持率目前持平。

熱門候選人難分伯仲，支持率勢均力敵

據報道，當地時間11月29日，根據韓國

國際廣播電台(KBS)實施的韓國第20屆總統選

舉民意調查顯示，在“若明天選舉，您將會

投哪一位候選人”的問題中，韓國執政黨共

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和最大在野黨

國民力量黨總統候選人尹錫悅勢均力敵，支

持率均爲35.5%。

而韓國正義黨總統候選人沈相奵和國民

之黨總統候選人安哲秀

的支持率分別爲4.4%和

3.5%。

報道指出，相較三

周前尹錫悅當選國民力

量黨總統候選人時期進

行的調查，李在明其間

的支持率升幅高于尹錫

悅。

此外，在“無論支

持哪一位候選人，預計哪位候選人會當選”

的問題上，李在明和尹錫悅也不相上下，均

爲40%。

另一方面，從各年齡段的支持率來看，

40歲年齡段的人多支持李在明，60歲及以上

的人多支持尹錫悅，且七成人表示將繼續支

持目前支持的候選人。

民意尚不明確，大選充滿變數
報道指出，目前民意尚不明確。KBS最

近公布的民調顯示，對各候選人均不抱有好

感的選民比例異常之高，尚未決定投票對象

的選民占比高達23%以上，尤其是20至39歲

人群的投票意向將備受關注。

報道稱，李在明在黨內競選結束後，宣

布將對選舉對策委員會進行全面重組，並強

調反省與創新。

同時，尹錫悅也完成了選舉對策委員會

的組建。

據報道，李在明、尹錫悅分別身陷地産

腐敗案和教唆檢舉事件風波中，無法避免司

法風險。

同時，正義黨沈相奵、國民之黨安哲秀

等其他在野黨候選人的單一化問題等尚未確

定，預計也將成爲大選的變數之一。

“封國”後岸田文雄最新表態：

這是臨時的罕見措施

綜合報導 岸田文雄在自民黨

高層會議上表示，鑒于新冠病毒

變異株奧密克戎急速蔓延，“我

們仍處于危機的正中。將打起精

神采取應對措施”。自民黨幹事

長茂木敏充在高層會議後的記者

會上透露了此事。

此前一天，鑒于奧密克戎毒

株在世界範圍內擴散，據日本TBS

電視台報道，日本29日宣布，針

對所有國家，目前原則上停止外

國公民入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當天表示，“作爲緊急預防措施

，從11月 30日 0點開始，禁止全

世界的外國人入境”。日方此舉

隨後引起世界關注。

共同社稱，岸田表示：“這

是臨時的罕見措施。爲了能獲得

國民的理解，我們將認真進行說

明。”

岸田文雄做出最新表態的同

一天，日本首次出現確診奧密克戎

感染病例。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相

關人士透露，從納米比亞抵達成田

機場的一名30多歲男性感染新冠病

毒，經過解析30日確認是新冠病

毒變異株“奧密克戎”。

柬埔寨衛生部提醒民衆警惕“奧密克戎”

出現異常症狀要立刻就診
綜合報導 據報道，南非科學家確定境內出現令人

“極度擔憂”的Omicron（奧密克戎）新冠新變種病毒，

柬埔寨衛生部發布聲明，提醒民衆嚴守防疫措施，如果

出現異常症狀要立刻通報和就診。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聲明稱，在南非發現的新冠病毒

B.1.1.529 新毒株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變體，以希臘字母

Omicron（奧密克戎）命名該毒株。

柬埔寨衛生部部長蒙文興出聲明，爲了防範比德

爾塔（Delta）病毒更可怕的 Omicron 毒株，衛生部提

醒民衆嚴守“三不”、“三防”措施，外出一定要佩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避免前往人潮多、

密閉的場所。

蒙文興特別提醒，“如果出現異常症狀，請立刻向

地方政府和醫院通報，在等待檢測結果期間要進行自我

隔離，以防止傳染給家人和其他人。”

蒙文興也呼籲尚未接種新冠疫苗的民衆，特

別是高風險群體，請盡快接種疫苗，並重視照顧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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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下午，老中鐵路

首列貨運列車從萬象站駛出，
其中736噸天然橡膠將運輸到
雲南昆明，相比此前的公路運
輸，這批貨物運到昆明時間減

少了 1 天，運輸成本每噸減少了 200 元（人民
幣，下同）。

據雲南農墾集團相關負責人介紹，公司以前
的貨要從萬象運輸到昆明，都是由汽車裝運，不
僅時間長，而且成本高。老中鐵路通車以後，公
司貨物從萬象出發，即可以通過火車運輸，大大
節約了成本。這次公司運輸的天然橡膠一共736
噸，貨值1,000萬元，較之前而言，時間成本和
運輸成本都大大降低。

首列後，雲南農墾集團將繼續結合中老農業
產業產能合作，協同中老鐵路從老撾萬象南、南
塔那堆集貨13,000噸天然橡膠運輸至雲南省昆明
市。

另一端，當天17時許，滿載着“飼料級磷
酸氫鈣”的首趟國際貨物列車從昆明站始發，將

途經玉溪、普洱、景洪至磨憨口岸出境，最終直
達老撾首都萬象。

已預約上首周中老昆萬鐵路國際貨運列車集裝
箱的雲南天馳物流有限公司，尋找到了中老鐵路開
通後的利益新增長點。公司執行董事夏應江說：“未
來除了承接出口老撾的物流運輸業務外，我們還將
與老撾、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進一步深入交流現代農
業種植技術，開展玉米、大米等種植，再將農產品
通過便捷的鐵路通道運回中國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

中老鐵路是高質量
共建“一帶一路”的標誌

性工程。近年來，中方以高
標準、可持續、惠民生為目
標，不斷提升共建“一帶一
路”水平，實現了共建國家
的互利共贏，為世界經濟發
展開闢了新空間。中方願同
老撾等沿線國家一道，加快
打造更加緊密的“一帶一路”
夥伴關係，共同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

習近平視像晤通倫：中老要持續構建牢不可破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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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遙遠不再故鄉遙遠不再 留華生期回留華生期回““老老””家家
兩國元首見證中老鐵路通車 昆明至萬象10小時可達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譚

旻煦報道，“發車！”3日下午，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和老撾人民

革命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通倫通過

視頻連線共同出席中老鐵路通車儀式，

下達發車指令。中國昆明站內的復興號

“綠巨人”、老撾萬象站內的“瀾滄

號”動車組列車緩緩開動，開啟一段跨

越山河、相互奔赴的旅程。這標誌着連

接昆明和萬象、採用中國標準的中老鐵

路全線開通運營，昆明至萬象最快10小

時就可以到達。“踏上火車，我突然覺

得家離我變得很近很近。”作為“綠巨

人”首發700名乘客之一的老撾留學生

小關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希望疫情早

日結束，就可以坐火車回家了。

2015年，中國領導人和老撾領導人一道，作出了共建中老鐵路的重大決策。
在通車儀式上，習近平代表中國共產黨、中

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中老鐵路通車表示熱烈祝賀，
向兩國建設者致以崇高敬意。

習近平指出，開工5年來，中老雙方齊心協
力、緊密配合，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高水平、高
質量完成建設任務，以實際行動詮釋了中老命運共
同體精神的深刻內涵，展現了兩國社會主義制度集
中力量辦大事的特殊優勢。

習近平：願為中老友誼之路育才
習近平指出，中老鐵路是兩國互利合作的旗

艦項目。鐵路一通，昆明到萬象從此山不再高、路
不再長。雙方要再接再厲、善作善成，把鐵路維護
好、運營好，把沿線開發好、建設好，打造黃金線
路，造福兩國民眾。

習近平強調，幾天前，我收到幾位曾在中國
上海學習鐵路專業的老撾留學生寫來的聯名信。他
們一致表示，要把在中國學到的本領貢獻給中老鐵
路的運營和發展，我對此感到非常高興。中老友誼
的未來在青年，互聯互通的根基在心心相通。中方
願為中老友誼之路培育更多棟樑之才。

留華生：通車為祖國生日獻禮
小聞就是一位正在中國接受培育的老撾青

年，他是雲南大學的一名留學生，他還在昆明成了
家。由於疫情的關係，他已經有兩年沒回過家了。

小聞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以前回家一趟花費時間
比較長，想着以後可以坐火車到老撾，“心裏別提
多高興了”。小聞2日還專門發朋友圈：“今天是
祖國的生日，祝我的祖國生日快樂。”他還覺得，
中老鐵路的開通，為祖國的生日帶來一份厚重的生
日禮物。

正如通倫在致辭中所說，今天是一個值得自
豪的時刻，老撾各族人民終於夢想成真。感謝中國
大力支持，老撾終於告別了沒有火車的時代，擁有
了現代化鐵路。老中鐵路是老撾“陸鎖國”變“陸
聯國”戰略深入對接“一帶一路”倡議的紐帶，是
老撾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將極
大促進老撾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在兩國領導人重視
關心和各方大力支持下，雙方克服疫情等諸多挑戰
和困難，按期圓滿竣工並交付通車，這是老撾各族
人民迎接建國46周年的寶貴禮物和慶祝老中建交
60周年的盛大喜事，是老中“好鄰居、好朋友、
好同志、好夥伴”精神和老中命運共同體精神的生
動寫照，也是老中兩黨兩國和兩國人民友好關係的
偉大標誌，必將為老中兩黨、兩國關係注入新的重
要內涵。老撾願同中方一道，維護、運營好老中鐵
路，為兩國和地區人民帶來更多福祉，為促進地區
互聯互通和發展繁榮作出貢獻。

購票需身份證及疫苗注射證明
據了解，受疫情防控影響，運營初期，除首

發列車外，暫不開行跨境旅客列車，購票時需出示
身份證明、兩針疫苗注射證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12月3日同老撾人民
革命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通倫舉行視頻會
晤。習近平指出，今年是中老建交60周年暨中
老友好年。60年來，中老關係之所以能夠經受
住國際風雲變幻考驗，歷久彌堅、歷久彌新，
關鍵在於雙方堅守共同理想，彼此信賴、守望
相助、命運與共。

推進新型基礎設施項目合作
習近平強調，中老都堅持共產黨領導和社

會主義方向，這是兩國關係的本質特徵。面
對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以及各自國內艱
巨的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任務，
中老要站在維護社會主義共同事
業的政治和戰略高度，推動

兩黨兩國關係不斷邁上新台階，持續構建牢不
可破的中老命運共同體。

雙方要共同維護中老政治和制度安全。中
方願與老方加強戰略溝通，深化治國理政經驗
交流，為老撾國家建設事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
持和幫助。雙方要發揮好中老經濟走廊合作聯
委會綜合協調作用，統籌推進中老務實合作，
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不斷提升
務實合作水平。中老鐵路今天通車運行，老撾
成為“陸聯國”的夢想即將成為現實。我們不
僅要實現“硬聯通”，還要抓好“軟聯通”，
做好鐵路後續運維和安全保障，打造高質量、
可持續、惠民生的沿線經濟帶。要推進新型基
礎設施項目合作，提升中老能源互聯互通水
平，加強農業、經濟開發區、金融等領域合
作。

習近平強調，為人民服務是中老兩黨的共
同宗旨，中老關係也要突出人民至上，更多更
好惠及兩國民眾。中方將繼續向老方提供新冠
疫苗、抗疫物資等支持，加強醫療、農村扶貧
合作，深化青年、文化、地方交流，增進兩國
民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中方願同老方一道，
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落實全球發展倡議，推
動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
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繁榮。

通倫：最大程度發揮鐵路經濟效益
通倫表示，熱烈祝賀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祝賀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取得歷史性重
要成果。感謝習近平主席，中國黨、政府和人
民長期以來給予老撾的寶貴支持和幫助。我完
全贊同習近平主席對老中兩黨兩國關係的高度

評價和對雙邊關係發展提出的重要意見。正是
得益於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
老中鐵路建成通車，老撾人民終於得以實現鐵
路夢。老方願同中方密切高層交往，加強戰略
溝通，最大程度發揮好老中鐵路的經濟效益，
推動老中經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國始終是
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支柱，一貫奉
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
認同，並正得到越來越多愛好和平的世界各國
的堅定支持。老方堅定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問
題上的正當立場，堅定支持中方成功舉辦北京
冬奧會。老方願同中方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溝
通協作，推動東盟中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
展，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展作出積極貢
獻。

丁薛祥、劉鶴、何立峰等參加。

橡膠萬象運昆明
較公路運輸快一日

●●1212月月33日下午日下午，，
習近平在北京和老習近平在北京和老
撾人民革命黨中央撾人民革命黨中央
總書記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家主席
通倫通過視頻連線通倫通過視頻連線
共同出席中老鐵路共同出席中老鐵路
通車儀式通車儀式。。新華社新華社

●●700700餘噸橡膠餘噸橡膠33日下午從萬象日下午從萬象
出發運往昆明出發運往昆明。。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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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目標夢想 成就百米飛人

內地奧運健兒代表團3日下午乘坐大巴經深圳灣口岸抵達香港，開展為期3天的交流活動，其間會出席表

演示範、大匯演，以及深入社區與香港學生及運動員交流等多項活動，用他們堅強不屈、永不言棄的奧運精神，鼓舞

“疫境”下的港人。與香港有深厚淵源的“飛人”蘇炳添在3日媒體見面會上表示，今次訪港的交流活動是讓體育作為一個交流平

台，將運動員在比賽場上的拚搏精神延續到青少年一代身上，讓他們在學習生活當中也能勇於擔當和激勵自己，又提到自己前年受

傷加上受疫情影響而500多天無比賽，自己要從“黑暗的生活”中一步一步走過來，直至奧運創造出好成績，希望這故事能給香港

青少年帶來啟發。奧運“五冠王”馬龍則分享了在東京奧運會期間，內地和香港的健兒一齊在頒獎台上合照，是他最難忘一幕。雖

然今次是在疫情下訪港，出席活動的形式或與以往有所改變，但他相信精彩程度不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代表團3日抵達下榻酒店稍事休息後，隨即全
體出席媒體見面會。當時，舉行見面會的酒

店門外已有一批港青守候着，為的是一睹內地奧運
健兒的風采。

楊寧報喜：港選手獲冬奧參賽資格
代表團團長、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楊寧在媒體

見面會上致辭時表示，非常高興代表團能與香港市
民見面，並衷心感謝港人對代表團的關懷。她特別
提到，非常高興看到香港奧運代表團取得1金2銀3
銅的歷史佳績，劍擊選手張家朗也為香港取得了回
歸祖國以來第一面奧運金牌，展現了香港健兒奮發
進取的時代風采和香港青年昂揚的精神風貌。在乒
乓球賽場上，國家隊選手和香港隊選手分別獲得金
牌和銅牌，並在升旗儀式後合影，展現了中國青年
團結奮進的良好形象和激勵。她又在會上透露，香
港運動員隋鑫在前天於荷蘭舉行的短道速滑男子
500米比賽上，獲得北京冬奧會的參賽資格，也是
香港獲得的首個北京冬奧會資格，形容這個消息是
“代表團給香港的一份禮物”。

對3場運動示範及大匯演活動門票早前甫開賣
便售罄，她表示十分感動，並表示代表團將透過一
系列活動，與香港各界進行廣泛互動，回報香港同
胞對內地體育事業、對奧林匹克事業、對國家隊選
手的支持，共享中華兒女的榮耀，“這些活動中，
包括後（5日）天到理工大學出席報告會，讓大學
生更深入了解教練及運動員的心路歷程、拚搏路程
和追求夢想、成就自己、為國爭光的感人故事。”

蘇炳添：看港劇長大與港淵源深厚
“飛人”蘇炳添在東京奧運賽場上以破亞洲

紀錄成績進入決賽因而廣受港人熟悉，而出生於廣
東省中山市的他與香港有深厚淵源。他說，自己是
收看香港的電視劇長大，因此對香港非常熟悉，
2006年第一次來港的感覺是，原來香港與電視裏

看到的一樣，到處都是高樓大廈，到處都是購物的
和吃的東西，印象十分好。

他續說，當時年僅17歲的他代表中山市來港
參加城市邀請賽，並跑出10秒59的好成績，也是
那次機會讓他慢慢踏上職業賽場。無論2016年第
二次來港參加訪談活動抑或是次訪港，他都覺得非
常有意義，“因為通過體育、國家代表團有機會跟
香港運動員及市民見面。”

馬龍：國家隊港隊乒團合影暖人心
另一名深受港人愛戴、已在奧運會賽場上合

共取得5面乒乓球金牌的馬龍說，今屆奧運女子乒
乓球團體項目國家隊及香港隊分別奪得金牌及銅
牌，看到頒獎禮上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旗同時升
起，之後國家隊及香港隊的隊員與國旗及區旗一起
合影，“她們拍照這一幕確實非常暖心，這也證明
着我們的這種友誼非常深厚。”

他期望今次訪港有更多與香港市民溝通及互
動的機會，“相信我們這次到來，能夠為香港的
體育熱再加一把勁兒！”他更豪言，即使防疫措
施令出席的活動形式因而改變，但“精彩程度不
會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邵昕）香港中聯

辦副主任盧新寧在歡迎晚會上致
辭表示，相信體育健兒傳播的奧
運精神能更好地激盪獅子山精神，
激勵新起點上的香港實現發展得更
快、更高、更強。

盧新寧表示，每一次內地奧運健兒代表團到港，都受到香
港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是次代表團訪港消息公布後，相關活
動的門票在短短3個小時內幾近售罄，除奧運健兒競技體育本
身的魅力外，也與奧運背後的家國情懷、民族情感密不可分。

她指出，奧運佳績是國家強盛的生動寫照。今屆東京奧運
會上，國家隊及港隊健兒用精彩的表現向世界展示了自信自強
的中國風采，再次證明了“體育強則中國強，國運興則體育
興”的道理。

盧新寧強調，奧運賽場是“一國兩制”的亮眼舞台，亞洲
球王李惠堂、“風之后”李麗珊都已經記入民族的體育史冊。
1979年中國重返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北京成功申辦2008年
奧運會，都離不開香港體育人的付出。今天香港體育已經匯入
國家發展的洪流，並從中華大地上汲取強大的正能量。

她表示，由亂及治的香港經歷過一段艱難的時光，現在依
然面臨抗擊疫情、破解深層次矛盾等各種挑戰，急需重拾信
心、頑強拚搏、攻堅克難。這次來港的內地奧運健兒馬龍、蘇
炳添等，個個都有自己的拚搏歷程。今天，他們將走進市民
中，與市民分享他們的奮鬥故事，希望更多港人，特別是青少
年，由此更加喜愛體育運動，也相信體育健兒傳播的奧運精神
能夠更加激盪“獅子山精神”，激勵新起點上的香港實現發展
得“更高、更快、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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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新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香港特區政府

3日晚舉行晚宴，歡迎東京2020奧運會內地奧
運健兒代表團，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
內地奧運健兒是次訪港，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關
愛，肯定有助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
加強香港市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自豪感。

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暨東京2020奧運會內地奧
運健兒代表團團長楊寧、香港中聯辦副主任盧新
寧、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劉光源、中央駐港維護國家
安全公署副署長李江舟、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
鄭國躍、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
霍震霆等出席了3日晚的宴會。

伴隨着運動員進行曲的歌聲中，林鄭月娥3日晚
帶領着奧運健兒走入會場，隨後與在場特區政府主
要官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政商體育
界等人士肅立奏唱國歌。酒會開始前，還重溫奧運
健兒在東京奧運的精彩片段。

健兒今年訪港意義特別重大
林鄭月娥致辭表示，自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以

來，每次四年一度的奧運會結束後，中央都會安排
內地奧運健兒訪港，讓香港市民一睹他們的風采，
感受他們獲獎的喜悅，並對國家取得的成就感到更
親切、更自豪，而相對過去幾次內地奧運健兒訪
港，今年意義特別重大。

她解釋，香港在過去兩年多經歷了嚴峻的挑
戰，而在中央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下，香港已經
克服挑戰，實現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一國兩

制”重回正軌，迎來了良
好的局面。現在，香港更
有條件加強與內地在各方
面的交流，而中央對此也
是大力支持，早前一系列
“時代精神耀香江”的活動，
受到市民熱烈歡迎。

助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林鄭月娥強調，這次內地奧運健兒訪港，再次

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關愛，肯定有助推動香港更好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加強香港市民對國家的認
同感和自豪感。

她續說，香港社會的體育氛圍比過去更為熾
熱，很多市民在十多天的奧運賽事中除了為香港運
動員打氣外，也同時緊貼內地運動員的賽事，對內
地的運動員很熟悉，也感到很親切。市民很希望有
機會親眼一睹內地運動員的風采，所以對他們是次
訪港都感到特別興奮。今天3場公開活動的門票更是
“一票難求”，未能入場的市民仍可通過電視直播
欣賞運動員的體育示範和精彩演出。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市民對國家運動員感到特別
親切，香港的運動員和內地運動員的聯繫都比過去更
為緊密。東奧期間，頒獎儀式後，國家乒協主席劉國
梁主動邀請香港運動員與國家運動員一起拿着國旗和
區旗合照，香港運動員都感到很窩心，這張人們稱為
“勝利會師”的合照引起了很大的迴響，是兩地運動
員既是對手、又是朋友的最佳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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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

�	
“中國飛人”蘇炳添過去

已多次在100米短跑項目上造出
10秒內完成的佳績，今屆東奧
更在準決賽上跑出9秒83兼以
首名晉身決賽，令舉世震驚。
他3日在見面會上分享道，這個

成績得來不易，尤其是他在2019年經歷重傷，
近乎整個賽季報廢，加上疫情及年紀漸長更是難
上加難，慶幸背後有好的團隊，“當然，準決賽
時分組對手特別強也是跑出佳績的因素之一，當
時自己也是當決賽去跑。”

已年屆32歲的蘇炳添成功背後，還有賴每

天有規律的生活，不煙不酒、每晚約10時便睡
覺。他透露，這種堅持全賴背後有目標、有夢
想，“自己一直未做到，所以訓練上嚴格要求
自己，訓練結束後晚上接受治療及放鬆一下，
睡前與太太兒子視頻，這已是生活的節奏，每
天到點便做一樣的事情，不用校鬧鐘。”

蘇炳添說，正是因為內心執着要突破，只要
自己一天未離開田徑場，始終會保持自己的初
心，“一定要記着自己為何那麼大年紀還要留在
賽場上，自己不停提醒自己就會有恒心去做這件
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東奧天團抵港 深入社區交流 獻技匯演展風采

國手勉港人：勇拚搏 敢擔當 克逆境 創佳績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盧新寧盧新寧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掃碼睇片

●●特首林鄭月娥及特區官員在禮賓府與內地奧運健特首林鄭月娥及特區官員在禮賓府與內地奧運健
兒代表團合照兒代表團合照。。

●●百米飛人百米飛人
蘇炳添向傳蘇炳添向傳
媒揮手媒揮手。。

中新社中新社

●●乒乓球冠乒乓球冠
軍馬龍抵達軍馬龍抵達
香港酒店香港酒店。。

新華社新華社
●●體操吊環冠軍劉洋抵體操吊環冠軍劉洋抵
達香港酒店達香港酒店。。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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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CC 亞洲商會亞洲商會20212021年度會員會議年度會員會議，，1212月月22日舉行日舉行
休士頓市長特納前來休士頓市長特納前來，，頒發頒發 「「1212月月22日為喻斌日日為喻斌日」」 文告文告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在休市以長者在休市以長者 「「學學
習樂園習樂園」」 著稱的著稱的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本周三上午本周三上午1111
時邀請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在他們的時邀請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在他們的 「「社會新知社會新知
」」 課堂課堂，，以以 「「認識法國的民俗風情認識法國的民俗風情」」 發表演講發表演講。。
陳主任曾於陳主任曾於20012001年年1212月～月～20082008年年88月月，，20092009
年年11月～月～20142014年年77月月，，兩度奉派法國服務兩度奉派法國服務，，在法在法
國待過國待過99年年22個月個月。。對法國的歷史及民情風俗都對法國的歷史及民情風俗都
瞭若指掌瞭若指掌。。

提起法國的近代史提起法國的近代史，，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承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承
認中國的認中國的，，鄧小平鄧小平、、周恩來都曾去過法國周恩來都曾去過法國。。陳主陳主
任說任說，，當年當年，，她要離開時她要離開時，，馬克龍剛選上總統馬克龍剛選上總統，，
時年不到時年不到4040歲歲，，而且他的老婆大他而且他的老婆大他2525歲歲。。

談到談到 「「巴黎印象巴黎印象 」」 ，，她說她說：：治安不佳街道髒治安不佳街道髒
！！巴黎的治安很糟糕巴黎的治安很糟糕，，尤其在尤其在1515，，1616區區，，有次有次
她在住家大門口被搶她在住家大門口被搶，，巴黎的搶匪不習慣拿槍巴黎的搶匪不習慣拿槍，，
有些扒手裝作問路有些扒手裝作問路，，其反應是遇強則弱其反應是遇強則弱，，遇弱則遇弱則

強強，，看到柔弱的女人看到柔弱的女人，，乾脆直接搶乾脆直接搶。。這些搶者這些搶者，，
大多為非法移民大多為非法移民。。巴黎的街道很髒巴黎的街道很髒，，到處是觀光到處是觀光
客客、、小狗小狗、、鴿子鴿子，，一不小心一不小心，，就會踩到狗屎就會踩到狗屎。。

巴黎又稱巴黎又稱 「「浪漫花都浪漫花都」」 ，，因為因為 「「花錢花錢」」 之多之多
，， 「「精品精品」」 之多之多。。所謂所謂 「「花都花都」」 ，，幾乎整個街道幾乎整個街道
通通是花通通是花。。而所謂而所謂 「「左岸咖啡左岸咖啡」」 是以是以 「「塞納河塞納河」」
來講來講，，該觀光城市該觀光城市，，喝咖啡喝咖啡（（每杯每杯$$11..55 元～元～$$1515
元元），），如如 「「和平咖啡館和平咖啡館」」 內內，，多少名人雅士多少名人雅士？！？！

陳主任又提到陳主任又提到 「「巴黎鐵塔巴黎鐵塔」」 ，，巴黎境內沒有巴黎境內沒有
一個建築物比它高一個建築物比它高，，是全世界經濟價值最高的人是全世界經濟價值最高的人
為建築物為建築物。。是身高是身高157157公分的拿破崙模倣公分的拿破崙模倣 「「凱旋凱旋
門門」」 做的做的。。但拿破崙生前來不及去觀賞但拿破崙生前來不及去觀賞。。凱旋門凱旋門
成了拿破崙過世時擺放成了拿破崙過世時擺放 「「遺體遺體」」 之處之處。。 「「凱旋門凱旋門
」」 的特點很特別的特點很特別：：圓環的中間有圓環的中間有1212道光芒道光芒！！

陳主任又提到法國禮儀陳主任又提到法國禮儀：：貼臉動作貼臉動作：： 「「二貼二貼
」」 或或 「「四貼四貼」」 ，， 「「二貼二貼」」 是表示交情好是表示交情好，，而而 「「四四

貼貼」」 是非常好是非常好。。而所謂的而所謂的 「「三水遍世界三水遍世界」」 是賣的是賣的
香水香水（（跟精品走跟精品走）、）、礦泉水礦泉水（（全世界最貴的氣泡全世界最貴的氣泡
水水））及酒及酒：：全世界最好的五大酒莊都在這裡全世界最好的五大酒莊都在這裡。。而而
香檳酒香檳酒，，只有法國東北邊香檳省出的酒才叫只有法國東北邊香檳省出的酒才叫 「「香香
檳檳」」 。。

陳主任又提到優雅的真相陳主任又提到優雅的真相，，法式很溫柔及浪法式很溫柔及浪
漫的陷阱漫的陷阱。。所謂所謂 「「優雅優雅」」 的二要件的二要件：：小小、、慢慢，，法法
國牛排國牛排，，小小的小小的，，而盤子大大的而盤子大大的。。而慢而慢，，指上菜指上菜
慢慢，，吃一頓飯吃一頓飯，，要花三小時要花三小時。。法國男人很溫柔法國男人很溫柔，，
他會幫你穿外套他會幫你穿外套、、拉椅子拉椅子、、夾菜夾菜、、倒酒倒酒、、倒水倒水、、
開車門開車門。。上菜時也是上菜時也是 「「Lady firstLady first 」」 ，，所以很多所以很多
留學生紛紛成為留學生紛紛成為 「「臺灣媳婦臺灣媳婦」」 。。其中也有陷阱其中也有陷阱，，
有位台灣女生在線上談戀愛有位台灣女生在線上談戀愛，，認識一位認識一位 「「酒莊酒莊」」
老闆老闆，，幫他生了二個小孩幫他生了二個小孩，，每天早上五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六點起
床床，，做飯給採葡萄的工人吃做飯給採葡萄的工人吃，，而不是他的太太而不是他的太太......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ACC亞洲商會於本周四在Shera-
ton Houston Hotel 舉行2021年度會員大會，共有百餘位會員代
表與會。現場嘉賓雲集，包括休士頓市長特納、哈里斯郡最高行
政官員Jack Cagle, 「中國人活動中心」 董事長彭梅，執行長楊
德清， 「台北經文處」 經濟組組長徐炳勳， 「第一商業銀行休士
頓分行」 總裁吳炳輝, 「中華文化中心」 執行長華啟梅，休士頓

著名連鎖學校負責人李娟，及 「五星級房地
產經紀」 卿梅,及亞洲各國企業代表百餘人。

亞洲商會董事會主席喻斌在大會上頒獎給
左右手Barbara 和Paul 以感謝他們的支持與
協助會務。並邀請2021所有理事登台合影
。他們是董事會候任主席李雄、副主席
Walter Lawson, 秘書 May Wang, 及董事
Samantha Chaparral, Fan Chen,, Ning
Kang, Fay Linn Lee, Tuan Nguyen, Dalia
Sherif, Rainier Villatuya 等人出列，並合影
留念。

喻斌主席還在大會上介紹亞洲商會在過去
三年中致力於商務會議、供應商多元化學院
、ERG圓桌會議、企業高管計劃、Rising
10和博覽會，亞洲餐館月...等活動。喻斌主
席說：我們所作的一項重大改變是融入社區
。在過去兩年，因為疫情肆虐,70%的基本收
入的活動被取消或被關閉，但亞商會的發展
卻發揮了彈性,僅在今年我們的會員人數就翻
了一番,達到650名，我們幫助了一千多家教
育公司，獲得ppps、貸款、救濟基金、少數
族洲認證，並獲得了商機。

其中特別值得提的是亞洲商會的年度業務
會議、由休士頓亞洲商會開設，富國銀行獨家贊助 「企業家高管
培訓班」 於今年1月9日正式開課。以及舉辦第一屆的 「亞洲美
食月」 ，通過大家的聯合參與的美食企業，共同推廣亞洲風味的
美食，並以此來強化大眾對亞洲文化的意識,並在社區中促進亞
洲企業的發展，促進休士頓與亞洲之間的貿易，並為其成員提供
聯繫和發展機會，” 亞洲美食月”也是為大家關注的經濟復甦

揭開序幕。另外， 「亞洲商會」 也加入由 「中國人活動中心」 發
起的為中國河南水災的賑災捐款；以及在今年九月十日，亞商會
（ACC)和美國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GHP )舉辦國際貿易論壇
，這是GHP 和ACC自去年一起舉辦了一個國際貿易論壇的後續
，今後亞商會每年與美國聯邦和休士頓市政府一起繼續與各國領
事密切合作以促進貿易。期待繼續努力加強休士頓與世界各地區
之間的貿易和文化關係。

亞洲商會今年最盛大的活動是於今年10月23日在德州飛行
博物館舉行年會，共有七百多人與會，其中包括前美國勞工部長
、交通部長趙小蘭，哈里斯縣縣長Lina Hidalgo, 休士頓J區市議
員Edward Pollard 及全美亞洲總商會的總裁與CEO,國際領袖基
金會的創會總裁與現任CEO 董繼玲等多人。全美亞洲商會總裁
董繼玲頒發獎牌及祝賀文告給喻斌會長。趙小蘭部長更在大會上
作歷史性演講，強調亞太洲對美國的貢獻，而我們要作的幫助美
國主流更了解亞太洲社區的重要和貢獻，你們正用你們的經濟貢
獻加強美國。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也在今年11月13日的第42屆年會上，頒
獎給亞商會的會長喻斌 「社區影響獎」 ，獎勵他致力於為剛剛開
始職業生涯的年輕專業人士提供創業機會。而剛閉幕的 「世界乒
乓球錦標賽」 由喻斌主持的 「亞洲商會」 也在票務和推廣、宣傳
上作出極大的貢獻。

休士頓市特納及哈里斯郡最高行官員Jack Cagle 都出席大
會。休士頓特納（Turner )市長親自頒發 「12月2日為喻斌日」
謝函、褒揚狀給喻斌主席，以獎勵他三年來對推廣休市商務的貢
獻。哈瑞斯郡最高行政長官Jack Cagle 也登台對喻斌主席作了
最大的讚揚。

而繼任者李雄主席，也登台介紹喻斌主席的傲人業績，並以
此自勉。

圖為休士頓圖為休士頓TurnerTurner 市長市長（（左左 ））出席大會出席大會，，週自頒發週自頒發 「「1212月月22日為喻斌日日為喻斌日」」
褒揚狀給喻斌主席褒揚狀給喻斌主席（（右右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陳奕芳主任在 「松年學院」 主講 「認識法國的民俗風情」

圖為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在圖為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在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演演
講講 「「認識法國的民俗風情認識法國的民俗風情」」 。（。（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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