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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肯塔基州梅菲爾德市13日綜合外電報導）美國肯塔基州州
長今天指出，受到毀滅性龍捲風侵襲，肯塔基州至少64人死亡，另外其
他州證實有14人喪生，死亡人數恐持續攀升。

法新社報導，龍捲風侵襲兩天過後，官員仍難以在數以千計受損或毀
壞房屋建物的瓦礫堆中確認死亡人數。

肯塔基州州長貝希爾（Andy Beshear）表示： 「毫無疑問地，將會
有更多（死亡人數）數據。我們相信死者將超過70人，甚至超過80人。
」

貝希爾苗形容這是肯塔基州史上最嚴重龍捲風災害，造成數千人流離
失所。

他說，仍有約105人下落不明， 「確認死亡人數和損害程度可能需要
數週時間」 。

毀滅性龍捲風襲美毀滅性龍捲風襲美
死者增至死者增至7878人恐持續攀升人恐持續攀升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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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ries of tornadoes ripped through several
states in the Midwest and Southern states on
late Friday and over 100 people are feared
dead.

In Kentucky alone, the death toll is over 80.
This made it the deadliest tornado event in
the state’s history. In Arkansas, officials
have reported two deaths. Tennessee has
confirmed four, Illinois has reported six and
Missouri two.

Tornadoes accompanied by strong winds
collapsed an occupied candle factory in
Kentucky and an Amazon warehouse was
struck in Illinois killing more than 100 people
in a six-state area.

According to FEMA Administrator Deanne
Criswell, the severe storms are the “new
normal” in an era of climate change.

Criswell said, “The effects we are seeing of
climate change are the crisis of our
generation. We are working with communities
to help reduce the impact that we are seeing

from these severe weather events.”

This destruction is unlike anything ever seen
before and the rescue and recovery effort will
come with many challenges.

President Biden is closely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and told the Kentucky governor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do everything it
can to possibly help. When the
circumstances allow, the President will travel
to the region.

Our condolences go out to those people who
have lost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loved
ones. We also want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dealing with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is is a major factor that will affect
our future. We urge all the world leaders to
face this critical issue. Otherwise, these
tragedies will continue around the world.

1212//1313//20212021

Tornadoes Tear ThroughTornadoes Tear Through
Six StatesSix States

至少有三十個巨大之龍捲颶風，上週五晚
間横掃美國中西部六大州，其中包括肯塔吉、
阿肯色、伊利諾、密蘇里、密西西比及田纳
西。

截至目前為止，至少有八十多人喪生，其
中肯塔吉就有七十人，這㘯颶風夷平了一些郷
政及民宅，現場一片狼藉慘不忍睹，至少二
十五萬戶人家仍在停電，肯塔吉公安部門表示
，這是我們最黑暗的一天。

在肯塔吉梅菲市的一家蠟蠋工廠被龍捲風
全部吹垮生還者說大風來得太快顷刻之間房
子蹋下來把我們壓住這是死亡最重的地區

美國联邦緊急救災總署署長克里斯瓦表示
，上週末發生时速二百英里的龍捲風，因大自

然氣候，可能成為今後災難的常
態，令人十分担心。

拜登總統已經下令盡一切可
能向災區進行援助，並將在近期
親訪災區。

我們對於傷亡的災民表示由
衷的哀悼，對於全球氣候之变化
近年來造成之災情，也感到十分
無奈，世界各國始終無法共同面
對，尤其是如大國印度就持非常
保守之態度，試想別人都已經全
面進入工業化，而落後國家豈能
全盤配合，阻止了國家之建設。

死亡颶風席捲六大州死亡颶風席捲六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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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菲律賓南部蘇祿省正招兵買馬，積極部署奪

取馬來西亞沙巴州？據香港《南華早報》9日報

道，一名地區安全資深消息人士透露，蘇祿省政

府一名高級官員據信已舉行一場秘密會議，討論

派武裝部隊攻打沙巴州。對於相關報道，馬來西

亞國防部副部長依瑪希山當天回應稱，馬政府將

嚴肅對待。

消息人士透露，上述蘇祿省官員組織該省19

名市長，於本月1日共同商議招募多達600人成

立「蘇祿皇家軍」攻入沙巴州。報道稱，馬來西

亞與菲律賓長期以來就沙巴地區的主權歸屬問題

存在爭議。自2013年上百名蘇祿蘇丹後裔的支持

者從菲律賓南部登陸沙巴州索要土地的行動失敗

後，蘇祿省的民間情緒尤其強烈。

道稱，參加秘密會議的19名市長中，有11

人同意執行這一計劃，其余人未置可否。該消息

人士稱：「每名市長預計會提供50名驍勇善戰的

人員，彈藥以及其他後勤費用則由牽頭的那名高

級官員承擔，他還承諾貢獻50萬菲律賓比索（約

合6.3萬元人民幣），用於建造100艘攻打沙巴的

快艇。」根據該計劃，這名官員已向蘇祿地方代

表提供500支槍，並由後者分發下去。

「攻打沙巴州的計劃能否實現取決於能贏得

多少政治支持以及從不同黨派獲得多少資金。」

消息人士稱：「許多菲律賓海內外利益相關方都

願意利用此事爭取各自的政治與戰略利益。」在

上述秘密會議上，明年2月被視為「最佳」進攻

時間，該時間點可被選來「紀念」2013年蘇祿武

裝人員登陸沙巴州8周年。

此外，消息人士稱，還會有150名到200名蘇

祿間諜潛入馬來西亞重要港口城市拉哈達圖和仙

本那，這兩地也可能成為「蘇祿皇家軍」的登陸

點。不過，目前還「沒有人」成功滲透沙巴。該

消息人士表示，自從蘇祿秘密會議被發現後，沙

巴州的情報和安保工作都有所升級。

據《馬來郵報》9日報道，馬來西亞沙巴州首

席部長哈芝芝諾當日表示，他並沒有收到任何有關

菲律賓南部武裝人員計劃明年入侵沙巴州的情報。

他說，他沒讀過《南華早報》的相關報道，因此不

能對此評論。馬國防部副部長依瑪希山9日在議會

被問及「入侵」相關報道時表示，他當天早些時候

閱讀了相關新聞報道，但目前還未能確認消息真偽

。不過，他補充道：「我相信，任何消息和新聞，

政府都會嚴肅對待。」沙巴州安全部隊一名指揮官

當天表示，正在核實相關信息，安全部隊已經加強

巡邏，目前並沒有不尋常的動靜。

菲馬兩國對沙巴州主權歸屬的爭議由來已久

，在過去近60年間，沙巴州一直是馬來西亞與菲

律賓爭論的焦點。菲律賓媒體報道稱， 1878年，

沙巴州當時的統治者——蘇祿蘇丹國的蘇丹（即

國王）簽訂條約，將這片領土轉交給英國殖民者

。菲律賓政府對此表示，蘇祿蘇丹與英國北婆羅

洲公司簽訂的條約是租約，而不是完整的割讓條

約。二戰後，菲律賓獲得了蘇祿蘇丹國殘余部分

——蘇祿群島的主權，而英國控製下的沙巴州在

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從1963年起，馬政府

每年為沙巴州向蘇祿蘇丹後裔支付5300馬來西亞

林吉特(約合8000元人民幣)，但馬政府並不認為這

筆錢是「租金」，強調是「割讓費」。上一次對

沙巴州主權歸屬的爭議爆發於2013年2月，自稱

是「蘇祿蘇丹國繼承人」的賈馬魯爾· 基拉姆三世

帶領數百名菲律賓籍支持者在沙巴州登陸，要求

恢復蘇祿蘇丹國對沙巴州的主權。基拉姆三世及

其追隨者隨後與馬來西亞警方發生沖突，最終導

致數十人死亡。基拉姆三世於2013年10月去世。

除了蘇祿蘇丹後裔及支持者一直聲索祖地，

菲律賓政府也堅持對沙巴州的主權。2008年，時

任總統阿羅約發布備忘錄通告，指示政府機構不

要把有80萬菲律賓人居住的沙巴當作「一個更大

的國家或聯邦領土的一部分」，不得采取任何行

動或發表任何聲明明示或暗示承認外國對沙巴的

主權。現總統杜特爾特2016年曾表示，認可蘇祿

蘇丹關於沙巴州歸屬的說法，誓要追回該國對沙

巴的主權。2019年，菲外長洛欽曾表示，菲律賓

永遠不會在沙巴州設立大使館，這種決定是「叛

國行為」。美國國防大學東南亞研究學者阿布紮

表示，沒有哪個菲律賓政客能承擔得起放棄沙巴

州主權的後果。

菲南部省要向馬來西亞出兵？！

印度國防參謀長比平· 拉瓦特墜機身亡一事9

日有更多細節曝光，墜毀直升機的黑匣子已被找

到，但關於事故原因還沒有官方說法。不過各種

陰謀論在印度的社交媒體上流傳，還有人對拉瓦

特的死表示慶祝。結果，印度警察開始抓人了。

9日傳出的一段19秒視頻顯示，一架直升機

在天空飛過時，霧氣非常重。飛機飛過一會兒，

突然沒有了聲音。印度媒體報道稱，這段視頻記

錄了印度空軍米-17直升機8日墜毀前的最後時刻

，但印度空軍尚未對其真實性發表評論。

還有當地媒體援引目擊者的話說，他聽到巨響

時正在家裏。「我跑了出來，看到直升機從下面的

山谷向上迅速爬升，然後撞上一棵樹，墜毀了。」

9日，國防部長辛格向議會通報印度空軍直

升機8日墜毀的具體情況。

根據辛格的說法，8日11時48分，印度空軍

一架米-17直升機從泰米爾納德邦的蘇魯爾空軍

基地起飛，原定於12時15分在韋林格通著陸，

然後前往國防參謀服務學院，向師生發表演講。

但在直升機到達前的幾分鐘，蘇魯爾空軍基

地的空中交通管製部門與直升機失去聯系。稍後

，人們發現，直升機失事後墜落在古努爾附近的

密林裏，並引發了一場大火。所有從直升機殘骸

中找到的人都被緊急送往附近的軍事醫院，但其

中13人因傷勢過重死亡，唯一幸存者是直升機的

機長瓦倫· 辛格，但也傷勢嚴重，目前通過生命

支持系統維持生命。

印主空軍中將馬納文德拉· 辛格將領銜組成

三軍聯合調查組，對事件展開調查。

官方的調查還沒有結論，人們紛紛發出的疑

問：一個本應受到嚴密保護的軍方最高將領，為

什麽會意外身亡？事件真的只是一起意外那麽簡

單嗎？

印度的社交媒體上主要流傳著兩個說法。

一種陰謀論的說法，是印度高層內鬥導致了

拉瓦特的死亡。

有一則推特說，應印度國安顧問阿吉特· 多

瓦爾的要求，直升機被導彈擊落。因為在拉瓦特

的力推下，農民改革法案被撤回，這讓多瓦爾很

不高興。另外，拉瓦特還希望結束克什米爾的宵

禁，這也與多瓦爾意見相左。

還有推特說，因為最近在納加蘭邦糟糕的軍

事行動，拉瓦特最近準備勸說總理把多瓦爾炒掉

， 所以多瓦爾提前下手幹掉了拉瓦特。

但這一說法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

另一種說法是，當地的泰米爾遊擊隊用導彈

擊落了拉瓦特乘坐的直升機。但目前並沒有任何

遊擊隊聲稱對事件負責，當地最近也沒有發現遊

擊隊活躍的跡象。

不過，拉瓦特在印度存在爭議倒是真的。一

些人為他遭遇空難感到痛心悲傷，另一些印度人

卻公開慶祝他的死亡。

為了製止反對者，印度警方開始行動了。

在古吉拉特邦，一個名叫阿希爾的男子被捕

，因為他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慶祝拉瓦特的死亡，

並希望多瓦爾也是如此。

而在拉賈斯坦邦，21歲的賈瓦德· 汗也被警

方逮捕，他的罪名與阿希爾一樣，是在社交媒體

上發帖慶祝拉瓦特之死。

賈瓦德· 汗貼了一張拉瓦特的照片，還說他

是被活活燒死的。

拉賈斯坦邦警方進一步表示，2021年12月8

日，他們註意到汗發表了貶損言論，於是成立了

特別小組進行調查、逮捕被告。

印軍最高將領墜機細節曝光，警察開始抓人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和平助世界和平助世界--美國和平工作團該走下去美國和平工作團該走下去】】

（綜合報道）就在奧密克戎變異毒株來襲、英國新冠疫情防控形勢趨緊之際，英國首相
約翰遜因被爆出不遵守疫情防控規定的嫌疑而深陷爭議，甚至有議員稱約翰遜應該辭職或者
被趕下台。與此同時，民調顯示，保守黨和約翰遜的支持率雙雙下降。分析人士認為，多重
因素疊加使得約翰遜政府目前正面臨一場政治危機，保守黨內的氣氛與前首相特雷莎•梅下
台前很像，未來一周將是決定約翰遜在保守黨內地位的關鍵一周。

英國《衛報》11日梳理了近一周以來圍繞約翰遜的涉疫情醜聞。去年年底，由於疫情形
勢緊張，英國政府制定了嚴格的防控措施，其中專門提醒，聖誕季期間工作單位不得舉辦純
聯誼性質的聚會。但是，本月初，媒體披露去年12月18日唐寧街10號舉辦過一場聖誕聯歡
會，據說現場有吃有喝，還做遊戲並互換聖誕禮物等。對此，約翰遜本人上週曾公開道歉，
同時信誓旦旦宣稱唐寧街10號並未發生任何違反防疫規定的情形，被曝光的事件當事人、首
相新聞秘書斯特拉頓當晚也致歉並“含淚辭職”。

11日，媒體又披露出約翰遜本人曾在去年12月10日於唐寧街10號出席了一場類似政府
工作人員年底聯誼的競猜活動。唐寧街10號再次緊急回應，稱當時只是搞了線上競猜。而根
據媒體曝光的現場截圖看，約翰遜和兩名同事當時坐在鏡頭前講話，像是出席網絡會議的樣
子。但是，媒體深挖細節後又發現，當時身處唐寧街10號的工作人員紛紛聚攏在辦公室電腦
前觀看競猜活動，而根據疫情防控規定，非工作必要同一房間內聚集人員不得超過兩人，可
觀看競猜活動的現場人員據信遠超兩人。
“若不辭職，就該被趕下台”

上述醜聞曝光後，約翰遜遭到強烈批評。蘇格蘭民族黨資深議員布萊克福德在議會發言
稱，唐寧街肆意違規無異於嘲諷所有人所做的犧牲，打碎了公眾的信任，約翰遜應對此負責
。他還表示，如果約翰遜不辭職，就應該被趕下台。工黨的影子衛生大臣斯特里汀也毫不客

氣，通過社交媒體喊話道，在應對疫情的嚴峻時刻，約翰遜顯然已經無法勝任工作了。
針對洶湧的民意，唐寧街10號已於本月10日宣布取消2021年聖誕派對活動。此外，內

閣秘書凱斯也已就去年底的聖誕派對和其他一些可能違反防疫規定的活動啟動調查。英國媒
體報導指出，除了去年12月防疫封城期間首相府內疑似違規舉行聖誕聚會外，財政部內也有
類似違反防疫規定的聚會。

英國《每日鏡報》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77%的受訪者表示，如果約翰遜及政府官員違
反疫情限制措施的話，他們也不會遵守有關規定。

英國《觀察家報》11日公佈和The Opinium聯合進行的民調顯示，保守黨的支持率已經
大滑坡跌至32%,反對黨工黨的支持率則上升到41%，造成兩黨自2014年以來的最大民意支
持差距。路透社的報導提到，約翰遜的個人支持率也在最近兩周同步下滑14個百分點至35%
。在英國，有至少57%的選民認為他應該下台，人數比例較兩週前上升了近10%。

據英媒報導，造成約翰遜以及保守黨民意下滑的因素有多個方面。首先是阿富汗局勢動
盪後，約翰遜政府未及時撤僑令國內輿論嘩然。其次是政界人士的醜聞今年以來一直不斷，
除了包括前內閣大臣等在內的多位保守黨現任議員被發現在商界兼職謀利外，約翰遜夫婦被
指收取不當捐款為自己在首相府內裝修也引起選民反感。此外，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對英國疫
情的影響升級，但當局在提升防疫力度上瞻前顧後的態度，也令很多人不滿。

英國《星期日快報》分析認為，未來一周將是決定英國首相約翰遜個人黨內地位，以及
英國抗疫計劃成敗的關鍵一周。在16日將舉行下議院議員補選，一旦選舉結果不理想的話，
約翰遜可能將面對執政保守黨議員對他發起的“不信任投票”。 《星期日電訊報》11日引述
一位英國內閣大臣助理的話說，保守黨內目前的氣氛與前首相特雷莎•梅下台前很像，他還
補充說，氣氛在過去一周內變得非常快，甚至比特雷莎•梅時代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英首相因英首相因““防疫違規防疫違規””深陷危機深陷危機，，有議員稱約翰遜應辭職有議員稱約翰遜應辭職

由美國政府組織運作的”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 已成立整整60年, 曾經默默對許多
落後國家做過卓越貢獻, 但近些年不時驚傳女團員遭受強暴事件, 基於安全考量, 工作團存廢引
發爭議, 如何確保團員安全與尊嚴是刻不容緩的問題。

根據”今日美國報”(USA Today) 做的調查發現，從 2015 年到 2019 年，和平工作團志願
者在服務結束時遭到的性侵案幾乎翻了一番, 在2019 年結束服務的女性中有 44% 表示曾遭受
性侵, 她們痛述，”和平工作團”對其遭受襲擊的反應消極應對或隱瞞, 造成女團員更大創傷,
一位在厄瓜多爾服務的女團員對強暴他的工作團隊醫生指證歷歷, 但她舉報後,官方文件竟捏造
了細節, 讓她感到相當沮喪。

推動世界和平與友誼是非常艱鉅的工作, 如沒有政府做後盾是不易推展的, 有鑑於此,甘迺
迪總統於1961年以行政命令組建了這個以美國青年為主幹的工作團, 所以這個工作團與民間
社團大不相同, 換言之, 和平工作團是具有法定效力的組織, 報名參加者必須是年滿十八歲的美
國公民, 而且還要簽訂兩年服務合同, 分別參加 農業、社區經濟發展、教育、環境、衛生和青
年參與發展等項目,合約期間不能退出, 每年和平隊都會在全球部署數千名美國年輕人，其中大
部分是女性, 在過去一甲子,已向全世界142個國家派出了25萬名志工，他們付出青春和活力
默默服務, 為美國展開國際社會援助工作, 當然, 這些志工服務期滿回國後, 可優先獲得申請聯
邦政府公開的職缺待遇, 以示政府對他們的回饋。

因工作團弊端, 加上川普政策改變, 不重視全球化目標，影響了工作團的運作, 尤其去年因
新冠疫情, 川普明令取消工作團一切活動, 並從世界各國召回志工, 直到拜登上任總統後, 白宮
才從今年五月重新啟動這個組織。

和平工作團是非常有意義的組織, 可以培養年輕人獨特的跨文化視角、領導力、語言、教學
和社區發展等技能,在全球經濟中提供了競爭優勢，所以宜存不宜廢, 但針對人謀不臧的缺失，
國會應強力監督使組織步入正途, 以完成其核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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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觀傳媒、

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和《東方學刊》所共同

主辦的2021年思想者論壇在上海舉行。來自不同

領域的40余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思想的光芒閃

動在線上線下。

此次論壇除了匯聚國內著名學者之外，也邀

請到了多位知名國際學者參與，包括美國哥倫比

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傑弗裏· 薩克斯（Jef-

frey Sachs）教授、美國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聯席

主任馬克· 維舒特（Mark Weisbort）以及山東大學

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貝淡寧（Daniel A. Bell

）教授等。

其中，大家所熟知的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

邀研究員、前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高

級研究員馬丁· 雅克（Martin Jacques）今年是第三

度參加思想者論壇，雖然不能親臨現場，但他仍

通過視頻的方式在線上發表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2035年後，美元還是世界儲備貨幣嗎？」
上午首場的活動主題為「後西方時代：中國

模式與中國學」，馬丁· 雅克第三個發言，就此話

題，在他之前的多名專家學者談及了東西方的實

力消長。聽完他們的發言後，馬丁· 雅克在其發言

的一開始就開門見山地指出，「西方的衰落仍在

繼續」。

他表示，特別是在過去5年裏，特朗普的執政

加速了這一進程，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聲譽受到

嚴重損害，其承諾扮演的全球角色也遭受質疑，

現在的美國比上世紀的任何時期都要更加分裂和

兩極分化。去年美國大選前，其國內的政治精英

們越發對美國「民主」、國家團結和西方聯盟的

未來感到懷疑，而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後，超過

80萬人死亡，經濟遭受重創，美國發現自己正處

於一場日益嚴重的生存危機中。

作為「全球霸主」，美國只有將中國視為

「對手和威脅」，才能取得國內團結。而在特朗

普執政時期，歐洲疏遠美國這一長期趨勢在大大

加速，歐洲的經濟衰退甚至比美國還要嚴重，但

作為西方世界的兩大支柱，即使雙方有爭執、不

安、衰退和疏遠，但仍在「對抗中國」上達成了

一致。

「西方可以保持其全球優勢地位，這是不可

想象的，美國經濟已不再強大到足以支撐這件事

的發生。」馬丁· 雅克直言，美元仍是世界儲備貨

幣，只因目前還沒有其他選擇，但到2035年之後

還會是這樣嗎？他給出的觀點是：當中國的經濟

規模大約是美國的兩倍，數字貨幣普遍通行時，

美元不再會是世界儲備貨幣，如此一來，美國將

其他國家排除在全球金融體系之外，將其意誌強

加於別國的能力將大大減弱，那標誌著「美國霸

權之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將終結。

西方雖在衰落，但重獲某種 「新生命力」
在馬丁· 雅克看來，西方秩序的衰落是全方位

的，在東亞、非洲、美洲、歐洲以及其他地方都

很明顯，不僅僅是中國，土耳其、俄羅斯和印度

也正在填補美國衰落所造成的空缺。

「我們是否已經生活在了後西方世界？這當

然正在過渡，這是一個復雜多元的過程，在某些

方面我們已經或多或少達到了這個水平，而在另

一些方面還未達到。」馬丁· 雅克的發言是這樣呼

應活動主題中「後西方時代」這一字眼的，他認

為，就全球貿易體系而言，西方霸權正迅速撤退

，這就是為何特朗普試圖破壞和邊緣化世界貿易

組織，且美國不存在於亞太地區的三大協議——

RCEP、CPTPP和一帶一路。

馬丁· 雅克還說，曾經接近於普世的西方體

系正在分裂，轉而被地區性體系補充或取代，

雖然西方可能正在衰落，但它離「死亡」和

「入土」還很遠，他曾提出一種觀點，即西方

已經獲得了某種新的生命力，那就是所謂的

「中國威脅論」。

舉例而言，2000年至2016年，人們對中國歷

史和中國文明越來越感興趣，試圖了解歷史悠久

的中國。可自2017年特朗普上臺後，西方人幾乎

只會從1949年以後的歷史來看待中國，2000多年

中國歷史就此消失。「中國被簡化成中國共產黨

，而中國共產黨又被視為是蘇聯共產黨的同義詞

。更糟的是，我們甚至倒退了，有時感覺回到了

冷戰。」

中國如何同西方交流，馬丁·雅克這樣建議
發言中，馬丁· 雅克談到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

關系，他認為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產生了連

結，盡管如此，在與西方的關系上，中國也遭遇

到了不少嚴重挫折。

中國如何與世界交流？在馬丁· 雅克看來，過

去5年裏，中國應對西方無理攻擊的許多嘗試，成

效並不明顯，這讓他有點擔心。他說，這個問題

沒有捷徑，只有找到向西方解釋和教化的方法才

行，而中國所鎖定的受眾不應該是西方的執政精

英或外交人士，至關重要的是要關註廣大西方公

眾，這就需要一種不同的語氣和風格，不一定是

要墨守成規的或好戰的，可以是尋求共識、展開

對話、非正式的、極具街頭文化的等等。

「也許我們可以從TikTok在西方的巨大成功中學

到些東西。」馬丁·雅克表示，中國需要一種不同的基

調來吸引西方受眾，在這方面，可以學習年輕一代的

影響力和方法，而不是官方的，因為那些離西方受眾

距離太遠了，這一點，中國完全可以做到。

最後，馬丁· 雅克建議，如果可以的話，中國

應變得更加開放，在這個改革開放的時代裏，開

放不僅僅是為了經濟，也為了文化因素。對於西

方公眾和媒體人而言，中國仍然隱秘和有時難以

理解，不夠開放，他當然明白這絕對要追溯到歷

史根源，但保持神秘往往容易引起猜疑。

「對於中國而言，隨著成為一個大國，全球

的人們都期望中國更加自我開放，這是獲得實力

和影響力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非常感謝，祝願本

次論壇取得圓滿成功。」馬丁· 雅克，這位被中國

網友善意調侃為「知名中吹」、「英國開眼看世

界第一人」的學者如此說道。

馬丁·雅克參加2021年思想者論壇

西方正衰落，但靠 「中國威脅論」 獲 「新生」

為方便亂港分子移居英國，近日一批英國議員

提出一項修正案，希望修改英國國民（海外）

（BNO）護照政策，允許1997年之後出生的香港居

民申請BNO簽證。

據東網等港媒報道，當地時間12月7日，英國

下議院就有關修正案進行辯論，修正案未獲英國政

府采納。

對於上述結果，有所謂的「人權組織」深感失

望，叫囂事情不會到此結束，期待上議院繼續「施

壓」。

報道稱，上月初英國議會審議《國籍與邊界法

案》時，英國保守黨議員、前副首相達米安· 格林

（Damian Green）提出一項修正案，呼籲放寬BNO

簽證申請資格，讓父母其中一方持有BNO護照的香

港人，也可以申請BNO簽證。

修正案獲得獲得英國前衛生部長傑裏米· 亨特

（Jeremy Hunt）、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湯姆

‧圖根哈特（Tom Tugendhat）等20多名議員的支

持。

當地時間12月7日，該修正案在下議院展開辯

論，格林聲稱，他的修正案旨在為香港「反抗壓迫

的勇敢青年提供更多保護」。

不過，英國負責移民和邊境事務的政務次官凱

文· 福斯特（Kevin Foster）表示，該修正案沒有設

置年齡限製，也可擴展到從未踏足香港的持BNO護

照人士子女，這會存在一些問題。

福斯特指出，不符合資格申請BNO簽證的人士

仍有方法前往英國，例如以學生身份或工作假期

（即「青年流動計劃」）等，而英國每年有1000個

工作假期名額，比申請人數更多。

格林表示，他不會在下議院推動對有關修正案

進行投票，希望給予政府官員更多時間，為適合香

港年輕人的「流動計劃」製定更好的細節。他又稱

，希望上議院版本的修正案能夠獲得通過。

BNO護照的簽發對象為1997年7月1日之前出

生的香港居民。今年1月，英國政府單方面改變

BNO護照的性質，允許BNO護照持有者和近親（包

括配偶、未成年子女、1997年7月1日及以後出生的

成年子女、需要接受看護的其他親屬）申請到英國

居住、讀書或就業，逗留滿6年便可申請英國國籍。

約有540萬人符合申請資格。

不過，在不少亂港分

子眼中，這些新政並不足

以為他們提供幫助，因為

1997年後出生的香港居民

無法獨立申請BNO簽證，

只能跟隨其擁有BNO護照

的父母一起前往英國；若

其父母不願去英國，他們

也無法利用BNO政策。

格林的目標，是讓年

齡在25歲以下的亂港分子

更容易進入英國。長期為

亂港分子提供支持的英國

組織「香港觀察」稱，截

至2021年7月31日，因所

謂「抗議案件」受到指控

的香港人中，有93%的人

年齡在25歲以下。

事實上，在英國下議

院就此修正案展開辯論前，已有多家外媒指出，英

國政府並不樂見放寬BNO簽證申請範圍。

彭博社4日援引一名知情英國官員的話說，有關

修正案可能會大大增加有資格前往英國的人數，英國

政府也擔心那些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申請簽證。

《泰晤士報》在6日的報道中，援引英國政府

消息人士的說法，稱政府會研究有關修正案，但不

會支持該修正案，因為這將導致BNO政策向「太多

人」開放。

7日的辯論結束後，「香港觀察」難掩失望之情

，其在推特上聲稱，對英國政府沒有為25歲以下的

年輕人提供獲得BNO簽證的機會「深感失望」，英

國政府認為現行的「青年流動計劃」已經足以解決

問題，這是「無稽之談」。

「香港觀察」還叫囂，此事不會到此結束，他

們期待上議院通過類似版本的修正案，繼續向英國

政府施壓。

12月7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回應有關英

國正討論延長BNO簽證計劃的提問時指出，中方

已經多次重申在所謂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問題上

的立場。中方反對英方幹涉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

英方這樣做是損人不利己，註定也會失敗。

英議員想放寬BNO申請政府卻不樂意

英籍資深大律師江樂士：
英國BNO計劃是利用港人填補勞動力不足
「我的成就榮歸香港，同時我很享

受在中國生活。」近一年多以來，港人

移居英國的報道時有所聞，但在英國土

生土長的香港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

選擇長居香港。對於英國政府推出的英

國國民（海外）（BNO）留英計劃「5+

1」方案，江樂士直指該計劃只是利用

港人填補英國勞動力不足，奉勸港人不

要被英國政客的花言巧語所迷惑。

今年1月，英國政府推出的英國國

民（海外）（BNO）護照「5+1」途徑

移民英國計劃接受申請，企圖吸引更多

港人移民。江樂士稱，移英港人主要分

為三類，第一類是空想家，被英國首相

約翰遜的甜言蜜語迷惑，辭去香港的高

薪厚祿，以為舉家移英就會幸福美滿；

第二類是失敗者，從未在香港成功過，

以為到了英國就可以谷底反彈；第三類

是逃犯，就如「香港眾誌」創黨主席羅

冠聰，逃避刑責，接受反中機構援助。

「當他們到達英國之後，就會感受到

巨大的文化沖擊，需要從事他們不熟悉和

不情願的工作。專業人士不會熱衷於藍領

工作，而只有少量儲蓄的港人根本沒有選

擇的余地。即使不是心甘情願，也只能硬

著頭皮。假如他們山窮水盡，就要馬死落

地行（指失去優勢條件），這樣正是約翰

遜的盤算。」江樂士表示。

江樂士稱，英國脫歐後不能再依賴

歐盟的廉價勞工，導致運輸、農業、建

築、食物加工、零售、餐飲甚至看護等

行業大量缺人。英國要另尋新人填補空

缺，而這些新人需要懂英語，有能力應

付居住、醫療和教育，同時不會抱怨所

做的工種，BNO計劃正是為了填補英國

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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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新冠疫情整體反彈，過去七
天的日均新增確診數時隔兩個月再破10萬起，住院
和死亡人數也激增，多州疫情形勢再轉嚴峻。

美國近幾週的新冠確診和死亡病例都呈上升趨
勢，尤其是南部州屬，入冬後寒冷的天氣驅使人們
在室內活動，導致病毒更容易傳播。此外，美國至
今已有25個州屬出現奧密克戎病例，抗疫之路再添
變數。

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數據，截至12
月 8 日的七天，該國日均新增病例數已升至超過
118500起，比前一周增加37.3%；同一周，日均新增
1000起死亡病例，比上一周增加27.8%。美國衛生和
公共服務部數據則顯示，美全國的新冠住院率，比
上個月增加了40%。

自感恩節後，紐約州的七天日均新增確診和住
院人數，分別上升了43%和29%。

醫療體係不堪重負 死亡病例有年輕化趨勢
為防止冬季疫情大暴發，紐約州長霍赫爾10日

宣布，在室內公共場所的人都必須戴上口罩。違例
業者將可能面對民事和刑事的刑罰，每次違例罰款
可達1000美元。新措施從13日起實行，到1月15日
再作評估。

在新墨西哥州和密歇根州，醫療體系已不勝負
荷。醫護人員還指出，病故的新冠患者有年輕化趨
勢。

聖胡安地方醫療中心的醫生菲爾波特透露，病
故的新冠患者中不少是三十多歲到四十多歲的男性
，他們多數都未接種疫苗。 “你可以看到病房立即
就被填滿，而你無法停頓片刻來收拾失去這些病人
的心情……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有一半的工作人員
走了。”

密歇根州疫情最嚴峻 住院人數激增88%
美國各州中，目前密歇根州的疫情最為嚴峻，

過去一個月的住院人數激增88%，包括呼吸機在內的
醫療物資，再度面臨短缺。

密歇根州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赫特爾10日在
記者會上表示，該州的加護病房已經飽和，州政府
向聯邦政府申請調用呼吸機等應急醫療物資。

該州綜合醫療保健組織Sparrow Health System透
露，死亡病例當中，有75%未接種新冠疫苗。另一些
病故者雖接種了疫苗，但都已接種超過半年。

該州的疫苗接種率偏低，佔人口約55.5%，按目
前增長趨勢預估，現在已極度吃緊的醫療體係將
“瀕臨崩潰”。

康涅狄格州衛生官員日前說，未接種者感染新
冠的風險要比接種者高出五倍，住院風險為12倍，
死亡風險更達16倍。

專家一再強調，對抗新冠最好的方法就是接種
疫苗和加強針。美國符合接種條件的人口中有64.3%
已完成接種，少於三分之一接種了追加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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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疫情反彈日均新增確診超10萬
多州醫療體系承壓

（綜合報導）在上週末襲擊美國的龍捲風災難中，全美最大電商平台亞馬遜位於伊利諾伊
州的倉庫也因為龍捲風襲擊而倒塌，導致至少6名僱員不幸遇難。事發後，亞馬遜僱員紛紛指
責公司的“手機禁令”是導致這場悲劇的重要原因，因為讓員工無法實時獲知避難消息。更令
人氣憤的是，在亞馬遜倉庫遭到龍捲風襲擊後，公司創始人和最大股東貝索斯還在開心地慶祝
其名下公司火箭發射成功，還在豪宅里舉行了奢華派對，引發輿論批評。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3日報導，當地時間10日晚，位於伊利諾伊州愛德華茲
維爾的一座大型亞馬遜倉庫在這場龍捲風中嚴重損毀，災難發生時約百名僱員受困，目前確認
6人不幸遇難。根據媒體發布的遇難者名單，最年輕的遇難者年僅24歲，年齡最大的已62歲。

彭博社稱，這場慘劇暴露出亞馬遜內部規章制度的弊端，尤其引發基層員工不滿的是一道
“手機禁令”：員工被要求將手機一類電子設備放在自己的車裡，或寄存在儲物室，不能將該
類設備帶入倉庫。據員工透露，因為工作期間不能攜帶手機，他們未能在第一時間收到惡劣天
氣警報，發生意外時也無法報警求助和聯絡家人，這是導致這次慘劇發生的重要原因。

新冠疫情期間，亞馬遜曾酌情放寬“手機禁令”，但近幾個月以來又重新收緊。亞馬遜僱
員對媒體表示，他們強烈要求公司取消這道禁令，以便能隨時查收天氣預警信息。一名員工稱
：“死了這麼多人，我們根本沒法再指望公司能保障我們的人身安全。如果不取消這一規定，
我就辭職。”

還有員工表示：“我無法再信任公司。如果再遇到這樣的天氣狀況，我覺得我應該為我自
己的安全負責。”

據英國《每日郵報》13日報導，6名遇難者中包括一名叫克萊頓·克普的海軍退伍軍人。據
他的家人透露，災難發生時克普原本已經下班了，但熱心腸的他在遇難不久前和父親說，他必
須返回倉庫警告自己的同事“龍捲風來了”。他的妹妹瑞秋譴責稱：“我哥哥是為了救人才不

幸遇難，他的死是因為亞馬遜根本沒把警報當回事，為了公司利益置員工性命於不顧。”
據媒體報導，當預計將發生惡劣或危險天氣時，美國國家氣象局會通過手機短信通知民眾

。事發當晚，當局在亞馬遜倉庫倒塌前30分鐘便發出警告。
亞馬遜公司發言人12日回應稱，龍捲風來襲時該公司迅速作出了反應——在強風暴席捲伊

利諾伊州愛德華茲維爾的亞馬遜倉庫前11分鐘，預防龍捲風的警報聲就已經響起。該發言人還
表示，僱員被緊急安置在“指定避難所”。不過有員工透露，所謂的“避難場所”其實就是公
司廁所。

美國工會組織“零售、批發業及百貨商店聯盟”痛斥亞馬遜在災難期間仍要求員工上班，
表示將對該公司的危險舉措追責。

與此同時，美國巨富、亞馬遜公司創始人貝索斯也陷入一場公關危機。據多家媒體曝光，
貝索斯在這場慘劇過後忙於慶祝其名下公司——“藍色起源”最近一次載人航天飛行大獲成功
，不僅如此，貝索斯11日還在位於比弗利山莊的豪宅舉行了盛大的派對，而他對6名遇難者的
悼詞直到11日晚才姍姍來遲。有網友批評稱，亞馬遜員工因為一場罕見的12月龍捲風喪生，而
貝索斯對此毫不在意。

CNN13日披露了龍捲風受災地區的災後窘境。報導稱，上週末，美國中部和南部8個州發
生至少50起龍捲風災害，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災區倖存者面對的是滿目瘡痍，許多人不知道
自己的鄰居是死是活，而自己則面臨當下食品和庇護所匱乏的窘境。由於龍捲風摧毀了大量建
築，許多人無家可歸。一名災區受訪居民稱，自己眼前的景象就是“人間地獄”。有官員表示
，肯塔基州一個鎮有3/4都被龍捲風摧毀了。

報導稱，尤其令人擔憂的是，當救災人員仍忙著救助災民之際，氣候專家已開始警告某些
地區本週晚些時間可能再次遭到龍捲風襲擊。

（綜合報導）2021年12月10日週五晚上，美
國史上最長的龍捲風在從阿肯色州、肯塔基州的
等地製造破壞之旅，救援人員尋找倖存者的努力
，一直持續到當日深夜，該風暴線是另一波風暴
的先頭部隊，造成100多人死亡。肯塔基州長安迪
•貝希爾告訴媒體，這條龍捲風的破壞軌跡長約
365 公里。如果該項數據屬實，將超過1925年長達
350.8公里的三州龍捲風，96年前那場龍捲風肆虐
伊利諾伊、密蘇里和印第安納州，致695人死亡，
15000所房屋倒塌。如圖所示，鳥瞰肯塔基州梅菲
爾德市，龍捲風過境之後，當地一片狼藉。說是
90年來最強，是說破壞軌跡，如果未來死亡人口
繼續增加，罕見程度還會再晉級。

美國北伊利諾伊大學極端天氣研究員維克多
（Victor Gensini） 說，10 號星期五晚上的風暴不
同尋常，畢竟已經到了12月，天寒地凍的天氣連
龍捲風形成都會受限。倖存者回憶龍捲風來襲，
稱簡直震耳欲聾。 12月11日，美國中部南部有五
個州報告了死亡人數。美總統說，這“或是美國
史上最大的龍捲風之一”，估計有 22 條龍捲風連
續刮。

猶他州梅菲爾德市的一家蠟燭工廠慘變重災

區。龍捲風呼嘯而過，約110名員工在上夜班，風
暴夷平建築。這座擁有 1萬人口城市的緊急服務負
責人傑里米•克雷森 (Jeremy Creason) 負責組織救
援，稱有時還得“爬過傷員尋找好救的傷者”。

美國總統拜登已批准肯塔基州的緊急狀態聲
明，建議當地調動180多國民警衛隊員和州警察，
救人要緊。此外，肯塔基州軍械庫也成了災民庇
護所。

阿肯色州莫奈特某療養院也遭狂風襲擊，內
有 90 張床位，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重傷。
該州密西西比縣有家一元雜貨店也有人傷亡。在
伊利諾伊州，著名電商公司亞馬遜的在當地小鎮
建的倉庫倒塌，至少有 6 名工人喪生。狂風掀掉
屋頂，長過足球場的牆面轟然倒塌，剩下了斷壁
殘垣和瓦礫。倉庫老闆傑夫•貝索斯稱，對此一
消息“心碎”，並會向其中災民提供支持。

美國國家氣象局的風暴預測中心表示，已經
收到來自伊利諾伊、肯塔基、田納西、密蘇里、
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等州、共36 份龍捲風襲擊報告
。據天氣預報說，災難發生州份的當晚氣溫會下
降，至少17萬戶居民缺電缺水

美國突發美國突發9090年最強龍捲風年最強龍捲風，，冬天發生最為罕見冬天發生最為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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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 絕不為“台獨”分裂活動留任何空間:
出席海峽論壇並致辭 強調願以最大誠意及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前景

汪洋強調，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
一，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

我們對此有必勝的信心。信心來自道義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台灣是全體中國人
民共同擁有的台灣，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
的普遍共識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維護國家
統一是中國人最珍視的民族氣節。中國人民內
心擁護統一、熱切期盼統一、堅定捍衛統一，
這是我們的最大底氣所在。

反對分裂的意志堅如磐石
汪洋強調，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

但保家衛國、反對分裂的意志堅如磐石。我們
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
景，但絕不為“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
間。汪洋強調，任何人都不要指望我們吞下損
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任何勢
力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

鼓勵台灣同胞來陸築夢
汪洋指出，要安寧、要發展、要過好日子，

是台灣同胞的共同心聲。我們有能力讓災難深重
的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

大飛躍，讓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祖國大陸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當然也有能力讓台灣同胞過上更
好的日子。我們將全面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
題的總體方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
展，完善保障台灣同胞福祉和在大陸享受同等待
遇的制度和政策，鼓勵台灣同胞特別是青年朋友
來大陸追夢築夢圓夢。
論壇開幕前，汪洋會見了出席論壇的部分兩

岸嘉賓和主辦單位代表。蘇輝參加會見。
在閩期間，汪洋還到廈門思明區兩岸青年

心家園、青礁慈濟宮、通達集團調研，了解兩
岸交流合作等相關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11

日在廈門出席第十三屆海峽論壇並致辭。

汪洋指出，海峽論壇是深受兩岸同胞認可的“百姓論壇”，在兩岸同胞之間

架起了“連心橋”、鋪就了“惠民路”。此屆論壇受到疫情影響和島內人為阻撓，

兩岸同胞仍以線上線下方式積極參會，充分說明兩岸交流合作的大勢不可擋，同

胞走近走親的意願不可違。

●●汪洋表示汪洋表示，，中國人民中國人民
內心擁護統一內心擁護統一、、熱切期熱切期
盼統一盼統一、、堅定捍衛統堅定捍衛統
一一，，這是我們的最大底這是我們的最大底
氣所在氣所在。。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蔣煌基蔣煌基 攝攝

▼▼海峽論壇大會現海峽論壇大會現
場場。。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
蓉、蔣煌基 廈門報道）第十三屆
海峽論壇大會11日在福建省廈門
市舉行。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通
過錄影向本屆海峽論壇大會致辭。
新黨主席吳成典、副主席李勝峰一
行十人，出席本屆海峽論壇大會。
朱立倫稱，面對當前的兩岸局勢，
中國國民黨會秉持黨章、黨綱的規
範，以及兩岸多年來交流所累積的
基礎，以民眾福祉為己念，繼續推
動兩岸和平發展。吳成典也表示，
只要對兩岸和平統一有利，只要對
兩岸和平穩定、交流發展有利，新
黨絕對全力以赴。
在致辭中，朱立倫談及2009

年他曾以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身份率
團參加海峽論壇大會。他指出，海
峽論壇開啟了兩岸交流各項平台，
如今海峽論壇規模越來越大，交流
越來越深入，主題與內容跟民眾的
需求更為契合。他表示，今天的國
民黨對於穩定兩岸關係、增進兩岸
人民福祉的責任非常重大。

“後疫情時代”發展 兩岸應多方面合作
朱立倫稱，海峽論壇搭建的

兩岸青年交流、基層交流、文化交
流、經濟交流等四大板塊，與他提
出的兩岸民間6大社會領域交流十
分契合。
他表示，中國國民黨定要秉

持初衷，除妥善照顧在台灣的陸
生、陸配以外，也要為在大陸經
商、工作、生活、求學的台灣同胞
爭取應有的權益跟保障。他亦指
出，兩岸未來還應在碳排放、氣候
變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及
“後疫情時代”的經濟發展等方面
議題開展共同合作。
吳成典在致辭時表示，當前

外有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內有民
進黨威脅恐嚇打壓，但即使有再多
的艱難險阻，新黨依然組團參加今
年的海峽論壇，表達新黨主張兩岸
和平統一，支持兩岸擴大交流，合
作的堅定立場。
吳成典說，兩岸和平與統一

是車之雙輪、鳥之雙翼，互為表
裏，缺一不可。兩岸和平要保障，
統一是歸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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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綜合報道）萬隆變電所變壓器昨天故障引發火
災，造成雙北逾30萬戶停電。台電今天除表達歉意
，並表示將依經濟部指示評估研議補償方案、詳查事
故原因，同時對全台變電所同型設備水平展開全面盤
查，預計15日前完成檢驗。

針對停電用戶賠償，台電原將按營業規章規定
扣減電費，但有高達9成用戶不會獲得賠償，1成用
戶僅獲得新台幣1元賠償費用；經濟部長王美花今天
上午表示，接獲各界反映意見，會指示台電綜合考量
評估。

台電晚間發布新聞稿表達歉意，並表示將依經
濟部指示評估研議補償方案，後續再對外說明，台電
指出，已邀集外部專家學者針對事故原因詳細調查，
並同步針對全台變電所同型設備水平展開全面盤查，
預計15日前完成檢驗；除盡快完成各項改善措施，
未來將強化設備維護週期及標準，避免類似事故發生
。

對於外界質疑事故原因是絕緣油 「爆炸」，進
而導致設備故障。台電澄清，變壓器皆設有釋壓裝置
，用意是防止內部故障高壓導致爆炸，不過，絕緣油
遇高溫仍可能會燃燒並引起高溫濃煙。

台電說明，這次事故變壓器緊鄰匯流排引線的
絕緣礙子，高溫濃煙造成絕緣礙子間空氣絕緣耐力降
低，進而造成變電所匯流排跳脫，引起博嘉、木柵等
下游變電所跳脫，第一時間造成共計30萬5418戶停

電。
至於設備故障是否因長期降壓造成？台電說明

，用戶用電負載會隨時變化，系統電壓就會隨之變動
，台電為維持電網及頻率穩定，本來就會將電壓控制
在一定範圍內，沒有所謂長期降壓的問題。

台電進一步指出，變壓器功能是自動調整並穩定
電壓，包括將高壓電力轉變為低壓電力提供給用戶用
電，以及配合用戶用電負載的變化協助調整供電電壓
，維持系統電壓穩定。

針對中和高壓電塔受本次事故影響引發火警，
台電說明，中和高壓電塔是指161kV板新至青年線其
中之一的連接站，曾於8日發生連接站設備故障，台
電正進行維修。

由於本次事故發生時產生故障電流，在板新至
青年線引起突升感應電壓，導致該連接站原事故點故
障電纜殘餘絕緣油起火，並非人為疏忽；台電說明，
已計畫將該充油電纜更換為交連PE電纜。

此外，對於核一廠1號機反應器保護系統A串電
源10日傳出故障，原能會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經
查修，原因為電源電器保護組件電子卡片不良，電廠
依程序完成檢測後，下午3時20分恢復正常。

原能會指出，核一廠目前為除役過渡階段前期
，爐心仍有用過核燃料，將持續督促電廠落實相關設
備維護作業，以符合要求。

變壓器故障釀停電 台電15日前完成全台變電所盤查

台東推慢經濟台東推慢經濟 營造健康高齡友善城市營造健康高齡友善城市
台東縣政府台東縣政府1313日發表日發表 「「慢經濟慢經濟inin台東台東」」 政策白皮書政策白皮書，，同時展示台東獲得台灣健同時展示台東獲得台灣健

康暨高齡友善城市卓越獎的成果康暨高齡友善城市卓越獎的成果，，各鄉鎮市長各鄉鎮市長、、民意代表民意代表、、跨界產學專家等出席跨界產學專家等出席。。

抑制炒房不動產放款降速土銀估明年房貸零成長
(綜合報道）配合政府打炒房，國營銀行不動產放款降速，土銀估明年房貸餘額將維持 「零成

長」，土建融年增率也將在1%以下，台銀土建融也將保持與今年持平，房貸餘額則估計將小幅成
長，動能來自公教優利貸。

多名立委今天於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質詢時關切，為抑制炒房，內政部、央行、財政部、金
管會頻頻祭出措施，但10月全體銀行房貸及土建融餘額各達新台幣8.615兆元及2.726兆元，續雙
創歷史新高，質疑在房市過熱下公股銀行持續放貸，是否造成推波助瀾。

土地銀行主管今天接受中央社記者電訪時澄清，配合政府政策，近兩年不動場放款早踩煞車
。對比2017年至2019年房貸放款年增300至500多億元，2020年房貸餘額年增68億元，增幅僅
0.77%，今年前11月房貸餘額與去年底相比，也僅增加100多億元，增幅1.2%。

土銀主管指出，房貸業務明顯降速，只鎖定首購及剛性需求承做，預估2022年房貸餘額將維
持與今年差不多水準，幾乎零成長。

土建融方面，今年全體金融機構土建融約年增9%，相較土銀僅7%，更為謹慎，市場占有率
也下滑；截至11月底土建融占整體放款比重約21.5%，明年比重將控管不超過22.5%，換算土建融
餘額年增率低於1%。

台銀主管也表示，估明年房貸會略增，但動能主要來自承做公教人員築巢優利貸，以首購及自
住為主，今年築巢優利貸是由台銀及中信銀兩家一同辦理，不像往年僅一家承做，所帶進的新案
件量還有待觀察。

配合政府信用管制等政策，台銀估明年土建融餘額將持平，加上受銀行法第72之2條限制，
將謹慎控管。

配合政策方向及銀行法第72之2條限制，兆豐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等明年房貸年增率
，預計也將控管在3%至4%間，不追求高速成長。

國家搜救隊模擬包機救援加快速度提升台灣形象
(綜合報道）內政部今天在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3樓出境大廳，舉行國家搜救隊以專案包機

執行國際人道救援任務動員測試演習，未來將以專案包機模式，加快救援速度提升台灣國際形象
。

內政部次長陳宗彥接受媒體聯訪表示，年初時已透過賑災基金會的支持，與華航簽訂談妥，
未來若國際上需要台灣特搜隊進行援助時，將以專機前往協助，今天的演練主要是如何加速操作
過程，從登機、裝備裝載、人員出境，包括搜救犬檢疫等，達到在第一時間抵達救災現場的目標
。

陳宗彥說，台灣共有19隻特搜隊，在不同的災害中都曾擁有實際救災經驗，身為國際社會一
分子，未來應在國際社會有需求時及時伸出援手，透過專機形式執行，會加快救援速度，也才能

在黃金救援時間內抵達救災現場，對於台灣在整體國際社會形象
一定會大幅提升。

行政院政務委員同時兼任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董事長的張景
森表示，基金會的角色在整合公私部門救災資源，未來若海外有

巨災發生，除邦交國可循外交途徑救援，非邦交國也能以專機方式派遣協助，只要政府決策救援
行動，賑災基金會就可協調航空公司出動專機，以 「最短時間、直接途徑」方式馳援海外。

內政部表示，特種搜救隊成軍以來，曾執行過伊朗、印尼、海地、紐西蘭與東日本地震等6
次國際人道救援任務，以往這些任務都是搭乘民航機，透過轉機模式前往受災地區，相當耗時。
因此，行政院相關部會與民間研商取得共識，未來將以專案包機模式派遣搜救隊。

內政部消防署表示，這是台灣首次以專機模式執行國際人道救援演練，假想亞洲友邦發生重
大地震，消防署動員90人、4隻搜救犬與8公噸救援裝備器材登機，包括消防署特種搜救隊、交通
部民航局、財政部關務署、桃園國際機場公司、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等單位都共同參與，華航更出
動1架A330飛機加入演習，盼強化跨單位整合救災機制，建立標準作業流程提升救援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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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
相對論手稿在法國巴黎拍賣，拍出價格
高達一千一百六十萬歐元, （約為1200
萬美元）。

處理此次拍賣的佳士得拍賣行形容
其“毫無疑問是有史以來最有價值的愛
因斯坦手稿”，估價為三百五十萬歐元
。結果出價成交幾近3 倍高價，說明買
主固然是 「季子多金、腰冠萬纏」 ，因
此不惜一擲萬金，買下心頭所好。不過
基於商業祕密，佳士得拍賣行沒有透露
買家的具體身份。

法新社報道稱，愛因斯坦手稿的起
拍價為一百五十萬歐元，很快超過三百
五十萬歐元的估價，最後由兩名競標者
通過電話競買，每次加價幅度為二十萬
歐元。最終的拍出價格為一千一百六十
萬歐元。大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名
競標者參與此次拍賣，均通過遠程進行
出價。

這件被拍賣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手稿
共有五十四頁，是愛因斯坦和他的同事
、瑞士工程師米歇爾 • 貝索於一九一

三年至一九一四年間在瑞士蘇黎世手寫
的。佳士得拍賣行稱，這件手稿是通過
貝索得以保存下來的。愛因斯坦本人可
能認為這只是一件簡單的工作文件，他
不大可能保存他本人的早期手稿。

有專家對這件愛因斯坦手稿予以高
度評價，稱其為愛因斯坦通向廣義相對
論道路上“最重要的文件”。佳士得甚
至稱讚其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科學文
獻之一”。

根據目前對這件愛因斯坦手稿的研
究，該手稿並沒有裝訂成冊，而且是由
很多不同類型的鬆散紙張組成。有文獻
研究專家形容這是一件“充滿活力的工
作文件”，愛因斯坦和貝索似乎都想抓
住他們能找到的紙張，立即寫下他們的
發現。

愛因斯坦的手稿和書信歷來是拍賣
會的熱門拍品，但此前沒有達到如此高
的拍出價格。二○一七年愛因斯坦的兩
張對幸福“理論總結”的便箋，分別以
一百五十六萬美元和廿四萬美元成交；
二○一八年愛因斯坦的“上帝之信”以

二百四十萬美元成交
這樣一份由已故天才物理學家愛因

斯坦撰寫的 「廣義相對論」 手稿，在巴
黎佳士得以一千一百六十萬歐羅（逾一
億港元）成交，創下愛因斯坦各類手稿
中的新高。據悉，買家為長和系資深顧
問李嘉誠。李嘉誠基金會表示，不評論
事件。

今次拍賣的手稿共有五十四頁，由
愛因斯坦及其好友、瑞士物理學家貝索
共同撰寫。其中二十六頁有愛因斯坦的
筆跡，另外二十五頁由貝索所寫；其餘
三頁則有兩人筆跡。一九一三至一九一
四年期間，愛因斯坦與貝索有不少學術
合作，這份手稿大部分內容是在一九一
三年六月撰寫，記錄了兩人研究 「廣義
相對論」 的過程，稿上有不少錯誤、被
劃掉的方程式、更正的計算結果。兩人
暫停有關研究後，貝索將手稿帶到意大
利。

這份手稿周二在巴黎佳士得拍賣，
以一千一百七十萬歐羅，折合約一億二
百六十萬港幣成交，佳士德無公開買家

身分。外電報道，愛因斯坦手稿的起拍
價為一百五十萬歐羅，很快超過三百五
十萬歐羅的估價，最後由兩名競標者通
過電話競買，每次加價幅度為二十萬歐
羅。大約有一百名競標者透過遠程出價
參與此次拍賣，最終以一千一百七十萬
歐羅拍出，創下愛因斯坦各類手稿中最
高價。有消息指，買家為李嘉誠，回應
李嘉誠基金會回應查詢時，表示不評論
事件。

翻查資料，過去不少愛因斯坦手稿
或書信都拍下高價，其中二〇一八年拍
賣的書信 「上帝的信件」 ，成交價為二
百八十萬美元（二千一百多萬港元）；
二〇一七年拍賣的信件 「快樂秘訣」 ，
則以一百五十六萬美元（約一千二百萬
港元）成交。

李嘉誠在二〇一七年香港回歸二十
周年時接受訪問，曾經引用到愛因斯坦
的名句： 「永不要放棄想做的事，擁有
大夢想的人，比知道所有事物的人更具
力量。（Albert Einstein——＇ Never
give up on what you really want to do.

The person with big dreams is more
powerful than one with all the facts.＇
）」 勉勵年輕人要有夢想，並積極裝備
自己，才可在新世代中乘風破浪，為香
港和國家作貢獻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李嘉誠擲逾億李嘉誠擲逾億 投得相對論手稿投得相對論手稿 楊楚楓楊楚楓

《《圓圓的夢圓圓的夢》》
———獻給—獻給20212021美中乒乓外交美中乒乓外交5050周年第周年第5656

屆世界乒乓錦標賽屆世界乒乓錦標賽
作者： 許涓涓
你在空中旋轉跳躍
像一個可愛的精靈
你在眼前翻飛起舞
帶著清脆悅耳的歌唱
你從神秘的東方走來
你從智慧的王國走來
你從大洋彼岸飛馳而來
你劃破夜空
閃爍著絢麗奪目的光芒
你攜著億萬顆熾熱的心房
你擁著華夏兒女殷殷的期待
你給寒冷的冬季註入了活力與希望
……

不要說你的身影最渺小
那背後蘊藏的是無窮的動力與能量
不要說你的體重最輕微
那五十年凝重深厚的情誼源遠流長
不要說你的弧線有多短
那長長的橄欖枝早已跨越了悠久的歷
史時空
不要說你的名望在中國
那輕盈的身姿早已在五湖四海揚帆遠
航
不要說你的足跡在東方
那純潔的友誼之花早已在彼岸嫣然綻
放

從你翩然而至的那一刻
我的心就隨著你起伏蕩漾

我的目光就追隨著你小小的蹤影
我的熱血就因你的閃現而暄囂沸騰
你似靈動的天使從天而降
你像冬天裏的一把火
將激情與夢想點燃北美蒼穹
你似朵朵盛開的雪蓮
將堅韌與美麗綻放在遼闊的美利堅沃
土之上……

五十年滄桑沈浮
五十年凱歌輝煌
五十年拼搏進取
你見證了陰晴圓缺
你見證了風雨彩虹
你見證了友誼長青
你跨越了種族語言
你超越了歷史長河

你實現了幾代人的理想追求
你滋潤了幾代人渴望的心靈
你激勵了幾代人展翅的臂膀

啊，小小的乒乓
你留下了淚水與歡笑
你留下了美好與感動
你留下了遺憾與期待
你留下了勝利與巔峰
今夜你將世界聚焦在牛仔之城
今夜你將一顆顆中國心緊緊相擁
今夜你帶來了一個圓圓的夢
一個無與倫比的美麗的夢
一個溫暖的擁抱世界的夢
一個手牽手共築和平之夢

此刻你的奉獻將被載入史冊經典

此刻你的力量似勇往直前的長江巨浪
此刻你打開了一扇美麗的窗
窗外的世界是如此的明媚祥和
窗外的風景是如此的燦爛輝煌
我將一路跟隨你的風景
我將一路伴隨你的起舞飛揚
我願收藏所有的快樂瞬間
我願銘記所有的精彩回眸
我願贊美所有的攜手同行
我願歌唱所有的進取永恒
我願與你描繪同心圓的地球之夢
直到海枯石爛
直到地久天長
直到地久天長……

12/02/2021 美國休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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